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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銀髮社區走讀

一個像機器人，沒有情感的女孩

生命中看似渺小卻重要的他人

小石頭奇遇記

放牛阿爸的心願

雪巴育幼院建院計畫變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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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社區走讀
「走讀」是什麼？就字面解釋，是「邊

走邊讀」的意思，意指不是單以靜態的用眼

睛閱讀書本獲取知識，而是實際上用雙腳走

到某個地方，親身體驗該處的人文歷史。

走讀也可以是「以走代讀」之意，俗云：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透過行腳來認

識一個地方或城市，彷彿讀書般細細品味，

例如：走讀大稻埕、走讀西門町、走讀剝皮

寮、走讀溫羅汀…。

以終身學習來思考

「108 課綱」號稱是台灣教育史上最大

的翻轉，讓過去教師為主體的教育模式，改

成以學生為中心，使其成為一位「終身學習

者」。

近來媒體或教育工作者，不斷提及的

「素養」一詞，在過去幾年間如雨後春筍地

出現在各大報章雜誌上。這樣的趨勢代表

著，以前填鴨式的升學方式，也將面臨極大

的調整與改變壓力。

走讀課程帶有些許觀光或旅遊的性質，

卻能寓教於樂，跳脫出教學框架，在陪伴學

生或長者學習上，更能夠廣泛發揮成效，成

為各學校、社區大學、服務據點…，極受歡

迎的主題。

以本會古亭老人服務據點的「社區走

讀」方案為例，特地設計了「長者之師」的

規劃，由長者來擔任每條路線的導覽講師。

這樣的執行，回饋出銀髮走讀課程中諸多被

低估、卻可能對長者產生「共學」與「自我

受訪者 /張鈴英 整理 /呂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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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等綜效性的正面影響。

既是學習者也是教授者

古亭老人據點主任張鈴英提到，「在一

次偶然中發現，高齡者在西門町的紅樓附近

走讀，竟然和記憶裡的西門町是不一樣的！

這啟發我在走讀課程的重新定位與思考。於

是從過去安排博物館、美術館等場域的導覽

模式，拉回到社區環境走讀。並藉由教導長

者使用手機，記錄並分享活動成果的美好，

進而在社群中創造共同議題，引導長者在親

身經歷這些時空中的感受，創造更多的交流

與學習。」

張鈴英主任認為，經驗學習是一種終身

學習的歷程，當個體進入生活世界中，會從

情感、行動與反思過程中獲得經驗，並且賦

予經驗新的意義、知識與情感。以高齡者現

有的經驗為起點，學習如何親近社區，並在

這些空間中，與自己、他人對話。

此外，藉由提供一個舞台，讓高齡者導

覽自己生命中所生活的社區，他們既是參與

者、學習者，更是分享者、教授者。透過活

動設計，讓高齡者感受到成就感、獲得被肯

定、感覺被需要，對自己更加有信心及對自

我的肯定。

長者之師～讓長者成為主角

張鈴英主任一直在思考，來到據點的長

者，已經退休不需要工作，或是老伴離世而

獨處，如何讓他們可以體驗不同的人生，仍

然活得快樂與充實？

為了培育他們成為講師、走出舒適圈、

拓展人際關係，走讀課程的每組成員，必須

為各自的場域負責，進行前置探勘及研究功

課，並再下周導覽所有學員他們所觀察的內

容，對長者而言，這是有些難度、有些不熟

悉的。

事實上，學習或口頭報告並非難事，

但化身為「導覽員」是一項巨大的考驗；除

此之外，他們要面對真實的聽眾，還要能將

街道歷史融會貫通，並且有趣生動地表達出

來，那可就是一門學問與挑戰了。

過去據點有很多課程，例如「健康促

進」、「園藝教學」、「書法課程」、「趣

味桌遊」…，這些都非常受長者喜愛。然而

「長者之師」的意義非常非凡，長輩必須站

在台前成為主角，成為講師與導覽者，而非

只是在台下單向式的被動學習。

當長者從台下的學員，轉變成為台前的

主角，加上事前必須研究路線、蒐集資料，

並以老師的身分帶領導覽與解說。當完成這

項艱鉅的任務，獲得來自同儕的肯定與鼓勵

那一刻，體驗了無比樂趣與自我肯定，那種

喜悅是難以形容的！

走讀擴大自己的世界

「西門町」對長者來說，原本都不陌生，

但對「西門壁畫」這個場域，卻是完全陌生。

前置探勘組中，有兩位特別的長者，一位喪

偶、一位愛宅在家。李阿姨喪偶後，除了女

兒的陪伴，平日鮮少出門；她與不愛出門的

黃阿姨，相約在古亭捷運站，一起坐捷運前

往。

李阿姨說，自老伴離世之後，無人陪伴

很少出門，很高興有這樣出門的機會，也不

會感到害怕。到達相約地點後，黃阿姨主動

拿出捷運路線圖，告訴她在哪裡轉淡水信義

線，彼此互助陪伴，讓人感到喜悅。

他們完成「西門壁畫」景點的探勘及拍

照後，運用課程所教授的 LINE 影片製作，

將照片製成影片，還打電話來詢問主任，這

樣的內容是否符合可行？

「走讀」課程看到了悄悄的變化，在據

點長者之間，流動著關心、互助與陪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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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驗交流，也支持他們走出家門，體驗退

休後不同的人生。

令人驚訝的長者回饋

● 本來以為自己很了解這幾條路，但透過小

組的分享後，發現每個人知道的都不一

樣，湊起來真的很有興趣。

● 明明很熟悉的地方，走起來卻完全不一

樣，這和老師說的，每次都要走不同的

路，道理似乎是一樣的。

● 住在公館這麼久了，只知道水源市場裡面

幾家吃的，這次知道可以去買芋頭糕及好

料的炒飯，真是收穫很多。

● 我家在汀州路，就是以前的萬新鐵路上，

小時候念書，早上聽到火車的聲音，就知

道該起床了，再聽到一次，就知道今天會

遲到，要被罰站了，所以有火車是一個不

錯的選擇。

● 想到永康街有這麼多好玩的地方，以前去

吃飯以為只有鼎泰豐、高記，�想到有這

麼多異國料理。

● 之前去過青田七六，知道採用木管地板用

餐，且進去用餐都要拖鞋穿襪子，這次進

去又重新記起有這麼一回事。

● 青田街從來�有去過，只知道離我們很近，

但不知道在哪裡？這次發覺巷子雖小，但

建築物及附近的環境真的很優美。就這麼

近我們卻都�去過，很感謝有這次機會，

認識這裡。

● 之前居住過龍泉街及師大路，不過都已經

忘掉了，也忘記它曾經有好多牛肉麵的店

家，經過導覽說明，所有的記憶都回來

了。

這些走讀場域，可能是長者年輕去過的

地方，但因為年紀漸長，不再去走動了。有

長輩說：「我的孫子很愛畫畫，每次都和我

分享，這次我很得意分享了許多西門町的壁

畫，秀一下我們這組的照片，真的很開心！」

萬萬�想到，因為課程之故，讓他們不得不

回溯生命的歷程，甚至讓人跌破眼鏡的是，

因為針對這些走讀的區域，他們可以重新建

構對風土民情的理解。

走讀是閱讀自己的人生

這一連串的課程中發覺，需要有人引

導他們的生命經驗，並鼓勵支持他們想要抒

發的心情，課程完成後的小組及同學回饋更

是重要。除了肯定及感謝長者們的努力及用

心，由於每個人體驗到了自我突破與成長，

而更熱衷這堂的課程。

例如「大稻埕走讀」，他們利用時間

去踩點探勘，並回來和我們分享所見所聞，

還有人不過癮說：「這幾天放假日還要再去

一趟。」更棒的是有對夫妻檔說：「現在我

們有新的話題，不再是茶米油鹽日常生活瑣

事，而是重新認識這麼美好的台北市，謝謝

這麼好的課程，讓我們重新認識台北，也交

到新朋友！」

這些回饋著實鼓舞了我們第一線的工作

夥伴，也因為這些長者之師們，讓我們看到

課程的價值與意義，非常感佩長者們的熱情

與精神，那種不輸給年輕人的好學與毅力，

讓我們讚佩不已。

從剛開始的不知所措，從擔心、膽怯到

勇敢站在台前分享，甚至原本喜愛宅在家、

走不出舒適圈的長輩們，不時都主動來據

點，分享他們探勘到什麼有趣、新奇的事務，

而且常常來考我們，所發現的招牌、景點，

這真是始料未及。

開辦社區走讀課程，翻轉他們對社區及

場域的迷思，讓他們也學會設計課程、導覽

及安排路線，這一件事翻轉了有人說老人有

三好：「看家好、顧孫好、早死好」，轉變成：

「經驗好、傳承好、分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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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環宇古亭據點 / 長者之師 ~ 社區走讀規劃

再者，基金會以「社區一家親」為使命，

由衷希望在社區的長輩能獲得妥善的照顧及

陪伴，在據點的長輩能大家友愛、相互扶持、

開心學習、優雅終老。藉由社區走讀及長者

之師的活動，看得出來，長輩們已經活出更

喜悅而自信的自己。

親近與關懷  感受在地之愛

「銀髮走讀」課程的意義，除了提供長

者對於當地人文、地理、歷史的理解，還透

過人與環境、人與社會、人與他者之間的互

動學習，發展出「地方感」與「在地之愛」，

提升地方教育知識與心靈層次，知道如何關

注地方的歷史文化生態。

「在地感薄弱」或者「沒有在地感」，

是現代人今日生活的現象。以全球化為例，

麥當勞、肯德基或者大賣場家樂福，以及便

利商店林立，是城市化特徵的指標，但這些

消費與經濟行為，在在展現出人們與地方連

結的薄弱。

地方參與經驗可使個體與地方產生更多

連結與互動，這是喚醒地方感的要素。當然，

需要知識的連結引導、多元感知的學習，加

上哲學理念所強調的存有與關懷，地方感化

育就可以變成流動式、不斷循環的歷程。

當地方感成為學習主體時，個體與地方

有更多感知連結，彼此互相關懷與尊重所形

成的地方倫理，不僅可使地方邁向更完美，

更可導引人們成為更好的人。社區走讀的意

義，就是希望長者能親近與關懷地方，藉由

親近與關懷，感受在地之愛，除了認識在地

的文化與特色，並得以藉此傳承與發揚。

參考資料：

1. 張鈴英 (2021)/ 教育部樂齡學習北區輔導團 /110 年樂齡優良課程教案與教材評選計畫書

2. 劉政輝 (2021)/ 當「108 課綱」遇上社區大學：我看見真正的「終身學習」就在地方

3. 陳佳萍 (2016)/Jeff Malpas 地方哲學對地方教育的啟示：以「走讀嘉義」課程方案為例

單元 課程主題 課程綱要 導覽重點

單元一 認識社區—走讀概念說明 手機群組、路線流程說明、分組

單元二 溫州街及周邊走讀
殷海光故居、大院子 ( 日本海軍招待
所 )、霧裡薛圳、女巫店

歷史、建築、人文、
特色、美食

單元三 羅斯福路及周邊走讀
羅斯福路的由來、水源市場、晉江茶堂、
公館商圈、台電大樓

歷史、建築、人文、
特色、美食

單元四 汀洲路及周邊走讀
消失的鐵路、王貫英生平及圖書館、寶
藏巖及廟中廟

歷史、建築、人文、
特色、美食

單元五 永康街及周邊走讀
異國美食、台北監獄城牆、教廷駐華大
使舊館、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歷史、建築、人文、
特色、美食

單元六 青田街及周邊走讀
日據時代昭和町大學住宅、馬廷英寓所
( 青田七六 )、五方食藏

歷史、建築、人文、
特色、美食

單元七 龍泉街及周邊走讀
梁實秋故居、台灣總督府山林課宿舍
群、雷諾瓦拼圖文化坊

歷史、建築、人文、
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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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課輔老師 謝少綸

方婷（化名）是課後班國中生裡年紀最

小的孩子，剛認識她時，只是一個沉默寡言

的小女孩，平常只和自己熟的人說話，對於

同學總是保持距離，對他人的言語沒有絲毫

反應，對他人的行為亦不予置評。

蜷縮在角落裡的女孩

我因接任不久，希望對孩子有更多瞭

解，翻找過她的記錄才知道，方婷不僅沉默

寡言，更像是個沒有情感的機器人，總是默

默蜷縮在角落做自己的事。對於老師順從，

對事情沒有意見，對惡言惡語沒有反應，對

他人則漠不關心。

初次與她對話的契機，是始於某次英

文作業，她主動問：「老師，可以問你英文

嗎？」雖出身新住民家庭，卻不擅長英語，

學校的英文課聽不太懂，單字也背不起來，

因此我逐題地，耐心慢慢帶領她完成作業。

又為了縮短與她之間的距離，我藉機和

她聊天，但沒聊幾句，話題就葬送在她口中，

沒有下落，然後一番沉默之後，繼續低下頭

寫作業。雖然有些尷尬，但或許因為出於關

心的緣故，從那次開始，只要是英文作業，

她就一定會來問我。

「老師，今天又有英文了，你可以教我

嗎？」「沒問題，隨時都可以發問！」連隔

壁英文不錯的小惠，也假裝嫉妒說：「欸，

你怎麼都不問我了？好傷心哦！」

陪伴與關心打開心房

幾週之後，與方婷漸漸熟稔，逐漸開啟

話匣子，每天一到班，她就會和我分享心情，

關於學校、同學、老師和家人等等。幾個月

的相處，我發覺方婷是一個細心的孩子，懂

得觀察周遭事物，因此總能體會他人心情。

週五離開前，我們都會將教室桌椅歸位，我

會提醒孩子如何排列，方婷主動說：

「老師，我知道要怎麼排！」「太好了，

那就交給你囉！」

說完，她就化身成小老師帶著大家排桌

椅，此後，只要方婷沒提早回家，都是由她

帶領其他學生一起完成的。漸漸地，方婷成

為課後班的典範，總是帶頭做好每一件事。

例如：每天一進教室，無需提醒，她就

一個像機器人，

沒有情感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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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先簽到、量額溫、交聯絡簿，然後寫作業，

寫完自行再檢查，這一系列流暢的連貫動

作，在方婷身上沒有一天是缺漏的，有時甚

至還提醒老師補簽上次沒簽到的地方呢！

正視錯誤 態度積極

方婷偶爾也會粗心，忘記帶作業或課後

班的聯絡簿回來，但是這些都影響不大，因

為她不說謊，總是正視自己的錯誤。問她：

「忘記帶作業回來怎麼辦？」「老師，我會

早一點去學校補寫，我一定會完成的！」「忘

記帶聯絡簿怎麼辦？」「老師，我明天一定

會帶來，再請你幫我補簽。」

此外，方婷的自我要求也很高，每當上

完烏克麗麗，她總是練習到最後，她知道哪

裡彈不好，哪裡彈得不順或彈錯，總會利用

課餘時間，一遍又一遍地練習，直到自己滿

意才收工。方婷的努力讓她彈奏的技術突飛

猛進，有時我還會和她一起彈，甚至讓她教

我。

方婷一看到我過來，就馬上分享琴譜和

筆記給我看，毫不吝嗇地傳授轉換和弦的訣

竅。這時我才知道，原來她學習烏克麗麗的

時間並沒有很長，而是她認真努力的結果，

這讓我覺得實在不可思議。

漸漸地，方婷積極正面的態度也渲染了

別人，而我也才察覺，原來她在不知不覺中，

已經從那個與他人保持距離、總是默默躲在

角落、對於老師只是機械式回應的小女孩，

已然成為班上的核心人物。連隔壁不喜歡讀

書的同學看到她認真寫作業的模樣，也被感

染了，拿起作業和她一起認真寫。

改變自己也改變別人

現在，方婷更成為班上不可或缺的小組

長與小老師，發揮天生的領導特質，帶領小

組進行討論。一到班時，還會統一幫大家問

今天上課的內容，亦擔任音樂小老師協助指

導同學，甚至烏克麗麗老師還親自認證：「我

覺得她比我還會教哩！」

方婷的改變之大，令我又驚又喜，她的

態度不僅決定了她的高度，更透過行動的實

踐，影響他人的成長。回想起一年前，看到

那往昔冷漠如冰的孩子，如今竟充滿著熱情

與能量，這般鉅大的轉變與成長，那真是為

人師表的我，所最感欣慰的事了。盼望方婷

在未來的人生中，能夠秉持正向態度成就自

我，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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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生
命

故

文 /課輔老師 謝少綸

羽弦 ( 化名 ) 是一個極端遵循自我感覺

及欲望的人，想做及不想做的事情，分得清

清楚楚。到課後班來，她唯有兩件事想做，

一是填飽肚子，二是和同學玩。而其他的一

概拒絕，這讓我傷透腦筋。

態度糟糕，不尊重別人

剛入班時，羽弦的狀況不佳，放學後

總是和同學打球、買東西，拖了半小時才緩

慢走進教室，一臉疲憊坐下，兩眼無神的放

飛自我，然後吃飯、回家。羽弦一身悠哉，

相較於身為老師的我，卻急得像熱鍋上的螞

蟻。

放學都已經快一小時了，她卻遲遲未

到，也沒有囑託任何人，我急著詢問羽弦的

朋友，然後瘋狂和家長聯絡，才見她揹著書

包，輕輕鬆鬆地走進教室，而這樣的情況，

已經不是頭一遭。

除了遲到，羽弦上課的狀況也不是很

好，尤其上情緒教育課程時，時常精神不濟，

也不參與討論，態度很隨便。面對組員詢問

想法，她總是回答：「沒有！」「不知道！」

「沒感覺！」有一次更誇張地躲進桌下打嗑

睡，像是一尊地藏王菩薩，不動如山。同學

也反應她的態度非常糟糕，不尊重別人。

死皮賴臉，令我耗盡力氣

此外，她的抗壓性不高，總想著以耍賴

和哭鬧來解決問題。有一次，我請她打掃，

她拒絕還坐著賴皮，動也不動，「我不要嘛，

我不想！」只想著時間到了回家，我只好三

催四請，她才終於勉為其難地起來打掃。

又有一次，我請羽弦練習相聲，她死都

不肯，然後開始掉眼淚。不得已，只好找家

長來討論孩子的去留，告知可能面臨退班處

置。家長說：「孩子一聽到要退班，就急著

說，還想再來！」我強調，若她的態度不改

善，會影響老師及其他學生，只有退班之路。

生命中看似渺小
   卻重要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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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次親師對談之後，羽弦試著努力

自我克制，目前至少上課時不打嗑睡了，也

會主動參與小組討論。在烏克麗麗課程中，

羽弦的進度落後很多，也學得很痛苦，康老

師讓她先學單音，甚至移駕到她旁邊，手把

手地親自教導鼓勵，增加她的自信心及成就

感。

某人出現，竟是一個巨大轉機

學期中，來了一名新生――小魚 ( 化

名 )，她只有一年級，特別的是，羽弦會不

由自主地想照顧她，就像是親生姊姊一樣。

不管小魚做什麼，羽弦都會給予關懷，適時

幫助。我對她的行為感到詫異，詢問之下，

才知道她一直都很想要有一個妹妹，畢竟在

家中排行老大，弟弟卻是調皮搗蛋，所以小

魚的到來，對羽弦來說，無疑是非常特別的

感受與價值。

後來沒想到，羽弦的烏克麗麗突飛猛

進，可能是因為想要照顧小魚的關係，也是

因為教學相長的緣故，原本她只會彈一兩個

音而已，竟然進步到已經能彈完一兩段曲子

了。

目前班上，就僅羽弦和小魚的程度落後

最多。康老師把兩人叫過來，一起比賽，彈

對一次得一分，希望刺激他們學習。羽弦說：

「吼！我怎麼能輸給一個小屁孩！」於是卯

盡全力，小魚也覺得很好玩，經過幾次比拼，

雙方始終不相上下，最後達成平手，卻也心

滿意足。

從別人的身上看到自己

慢慢地，經過了一個月，羽弦已經可以

獨自彈完一整首曲子。有時，甚至自告奮勇

地要教小魚，但教了幾次，但小魚總是失控，

於是，她就一臉生無可戀地跑過說：「老師，

我在教她，她都不聽，不會彈還一直吵！好

煩噢！」

我莞爾一笑，其他同學也忍俊不禁，紛

紛調侃：「你也是半斤八兩吧！當初你還不

是一樣！現在知道我們的感受了吧！」羽弦

笑了起來，全班笑成一團，好不歡樂。

每個孩子都需要一個契機，來促使他們

成長。羽弦的經歷，讓我不禁想到鄭愁予的

《錯誤》：「我噠噠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小魚之於羽弦，可能只是生命中的過

客，而這過客卻引發一個成長的重要契機。

希望羽弦能再接再厲，持續進步，無論如何，

這裡是你的避風港，師長家人都是默默守護

你的大樹，讓你在疲累的時候，能隨時在樹

蔭底下乘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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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據點社工 林姿吟

小石頭 ( 化名 ) 在幼稚園的時候，父母

就離異了，跟著父親、奶奶及弟弟一起生活。

父親只顧著工作和交朋友，鮮少在家照顧孩

子，對家裡的經濟也沒負起責任，賺的錢都

花在自己身上，只會偶爾幫忙繳一點學費。

奶奶太疼愛兒子跟孫子了，即使有病在

身，仍扛起責任，照顧小孫子的食衣住行，

成為小石頭和弟弟的主要照顧者。所以，小

石頭的家庭是單親也是隔代教養家庭，但由

奶奶背起重擔。

學齡前，小石頭還不會說話，幸好提早

發現，被診斷要接受早期療育治療，經過幾

年的早療，他才逐漸跟上學習的進度。上了

國小，小石頭來到據點，在課後班的陪伴與

輔導下，課業和學習各方面逐漸穩定，已具

有中上的程度。

在輔導過程中，我發覺小石頭很敏感，

容易受到外在環境及他人影響，導致情緒起

伏變化大。他會非常在乎別人的看法，別人

的說話或行為，他都會放在心上，當自己負

面情緒較強烈時，就會產生激烈的反應，例

如哭泣、罵人或動手打人等。

此外，小石頭很固執，需要特別同理

跟傾聽，才能讓他信任與談心。我則以溫和

的語氣關心他，試著理解他的情緒再加以引

導，這樣輔導才會有效果。我提醒小石頭：

「跟對方溝通時，語氣要溫和，才不會像石

頭一樣硬梆梆的，造成雙方衝突。」

他三年級的時候，奶奶找我說：「最近

他常常不太聽話，容易發脾氣，還會對我不

禮貌，大聲說話。」於是，我找了他談話，

他坦承：「我知道自己生氣時會很兇，講話

會很大聲，我知道這樣不對，但我就是控制

不住……。」

我先鼓勵他：「老師覺得你很棒，你很

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我們會生氣通常是

有原因的，可能是別人不瞭解你，或是誤會

你的意思。」

「但你不一定要馬上生氣，下次遇到這

種狀況，就先告訴自己冷靜一下、等一等，

然後看看旁邊的東西是什麼顏色的？然後把

看到的顏色，都一個一個唸出來，這樣你就

不會那麼生氣了，多做幾次試試看！」我試

圖教他轉移情緒的方法。

務

兒
少

服

小石頭

奇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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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的「情緒教育課程」對小石頭很有

幫助，雖然在情緒管理上，他還有很多進步

的空間，但我相信，每次生氣的情境，都是

練習的好機會。畢竟良好的情緒控制，也是

需要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經驗累積而來，才能

慢慢成功。

有一次小石頭又跟同學發生衝突，這

次他被毆打，以前他會直接躲到廁所哭泣，

這次他卻跑來找我：「老師，剛剛他打我的

頭…。」「為什麼？」「他們說我犯規，不

守秩序…。」「那你有受傷嗎？」「沒有，

可是很痛！」「那你有還手嗎？」「沒有！」

「那就好！」我細細傾聽小石頭的哭訴。

我一邊安慰他，一邊鼓勵他很勇敢，沒

有哭也沒有還手，這對小石頭來說是很棒的

成功經驗，相信小石頭在未來可以越來越懂

得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緒。

某日，奶奶傳簡訊給我：「家裡要拜神

明又要大掃除，幸好有小石頭在家，幫我提

東西到樓上，真好！小石頭長大了，跟你分

享。」

小石頭真的越來越懂事了，也很冷靜，

期許他可以繼續保持成長，生命的旅程會繼

續前進。感謝在這段旅程中的陪伴，我們可

以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予協助，引導他朝向真

善美與愛的方向來前進。



12

放牛阿爸
的心願

文 /國服處 謝慧瑾

偏遠高山民族的命運

這件意外發生在去年 10 月的尼泊爾，

地點是絕大多數台灣人不知道的吉里地區

(Jiri) 拉布村 (Rabu) 高山上，一位名叫拉帕

林吉 (Lhakpa Rinji) 的 28 歲年輕人，父母以

牧養犛牛為業，打從出生就在犛牛場的帳棚

裡，一輩子伴著犛牛長大。拉帕家中貧窮，

以致從未上過學校，生活環境極為嚴苛，從

小就沒水、沒電、沒瓦斯、沒房子；他在高

山牧場上從事重度勞力活，有做不完的工

作，但也是他唯一學會的技能。15 歲即奉父

母之命結婚，現在育有三個孩子。

犛牛是一種青藏高原的長毛牛屬動物，

生長在高海拔寒冷地區，牧放時需要經常移

動環境。因而，拉帕必須在懸崖峭壁之間，

趕著牛群爬上爬下，這就變成了他的日常。

經過漫長奮鬥，生活略有改善，他們藉由貸

款擁有 15 頭氂牛，靠販賣犛牛乳維生，每

月平均收入 16,000盧比 (約台幣 4,200元 )。

一家人可以相聚相守、互相扶持，就是他最

大的快樂。

天有不測風雲

10/19 拉帕一如既往牧放牛群，卻被一

隻公犛牛推擠，讓他意外從懸崖邊跌落 30

米深 ( 約 10 層樓高度 ) 的谷底。他內臟被震

碎撕裂，然後昏死過去，幸運的是，幾個小

時後被鄰人發現，更幸運的是他還活著。這

位救命天使就揹著他，徒步五個小時，下山

走到鎮上醫院，簡單處理後再送上救護車，

直到半夜才送到加德滿都的醫院，立刻進入

加護病房。

醫生診斷為「肝臟四級創傷」(註 )，肺、

腎等多處器官出血。他在加護病房 9 天，與

死神拔河，在醫生和醫療協助下，總算脫離

險境，之後移往普通病房 7 天。雖然肺部仍

有積血，但為節省住院費用，只好搬至加德

滿都的親戚家，擇期回診。

備註：四級肝臟創傷 : 撕裂傷影響 25-75% 的肝臟或任

一肝葉有 1-3 節 (segment) 受損，血管損傷伴隨

持續出血滲流到腹腔。

龐大的醫療費用

再下一個關卡，就是龐大的醫藥費。事

故發生，親人立刻要籌錢，環宇基金會得知

訊息，立即請社工攜帶慰問金探訪。入院首

先就必須先付 3 萬盧比押金，加護病房每天

2 萬 5 千盧比，其他治療費用另計。

此次全部療程不包括後續回診的醫療費

用，已達 50 萬盧比 ( 約台幣 13 萬元 )，這

對牧牛家庭的負擔，實在太沉重了！本會把

這緊急救援需求，放在網路上，盼望有感的

善心人士伸出援手，讓這個家庭可以順利跨

越難關，繼續前行。

~ 當人生跌落谷底，唯有天使貴人伸出

援手，才有奇蹟轉變 ~

助

急
難

救

跌落谷底，人生驟變，唯有天使伸出援手，奇蹟再現

牧牛家庭的爸爸需要您伸出援手！一家人可以相聚相守、互相扶持，就是他最大的快樂。 

台灣的善心可以留在遙遠國度 ~ 艱苦弱勢底層的百姓心中，永遠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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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資助人，您好：

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 以下簡稱本

會 ) 自 2011 年開始，即駐足尼泊爾，逐一

展開各項服務，包括貧童助學、醫療服務、

校舍整建、教育營隊等。

2015 年尼泊爾發生強震，本會隨即時

在加德滿都租賃一 30 坪房舍，成立「雪巴

育幼院」(Sherpa Children Home)，收養 18

名偏鄉無處容身之孩童，照顧生活起居並協

助就學。歷經數年，院童成長快速，活動空

間明顯不足，特別是僅有一間衛浴，對已屆

青春期的孩童而言尤感不便。

2019 年本會決定進行「雪巴育幼院建

院計畫」並展開勸募計畫，預計興建三層樓

半的院舍，空間約 120 坪，以提供更舒適的

成長空間，包括獨立衛浴以及男女分開之房

間，使男女有別並學習彼此尊重之觀念。

2020 年本會「雪巴育幼院」在尼泊爾正

式立案為非營利組織 (NPO)，並設立銀行專

戶，預計將所募得之款項，由台灣環宇帳戶

匯入雪巴育幼院帳戶，採NPO對NPO的方式，

以確保款項之安全並呈現財務透明化。

然而，尼泊爾社會福利委員會 (SWC, 

Social Welfare Committee) 示 意， 台 灣

NPO 不能直接匯款至尼泊爾 NPO 的帳戶，

除非得到中國大使館的「無異議信函」(no 

objection letter)。本會幾經努力與尼泊

爾 SWC 溝通，並未獲任何回應，這使得原本

建院計畫大受阻礙。

本會請示衛福部，表達尼泊爾限制台灣

NGO 匯款的始末。衛福部建議得採行「募得

款使用計畫變更」。經審慎評估之後，本會

決定暫停建院計畫，轉以租賃方式另尋更適

合院童的空間，復經董事會議通過「雪巴育

幼院建院計畫變更案」，並檢送衛福部，核

備允許。原募得款項亦將轉為「大專清寒菁

英培育專案」之運用，捐款人若有異議，可

於兩個月內寄回捐贈收據正本，本會將返還

捐贈之款項。

本會在尼泊爾深耕多年，不只在學業提

升上，品格教育亦深入孩子內心。很高興看

到孩子們如今變得更成熟、懂事，有的進入

大學，衷心希望他們實現更大的夢想。這也

是本會把募得款轉為「大專清寒菁英培育專

案」的初衷。

在此，要特別感謝環宇的所有資助人，

沒有您們的參與，便無法成此事。謝謝您們

的大愛，您們就像是父親與母親一樣，儘管

是在遙遠的台灣，卻一直在默默守護著這群

孩子。

感謝您的支持與贊助，我們會永遠以感

恩的心，繼續努力下去。謝謝您！

務

際
服

國

雪巴育幼院
建院計畫變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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