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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止，全球已有

超過 5.4 億人感染新冠肺炎，640 多萬人不

幸喪命，台灣則有近 3 百萬人確診，死亡人

數超過 4,500 人。全球經濟損失更是難以估

計，不僅出現失業浪潮，更影響人民生活。

此一災難尚不知何時結束，未來還有多少人

將會因此喪命，也難以預料。

此次疫情大流行對經濟的影響深遠，造

成了歷史上最大的全球性衰退，超過全球三

分之一的人口處於受封鎖狀態。由於恐慌性

購買、抗疫商品用量增加、工廠和物流中斷，

以及市場上供應短缺等問題，衝擊各行各

業。衍生價格欺詐與物資不當交易的現象，

影響社會秩序甚鉅。

COVID-19 疫情是一場沒有煙硝、看不

見敵人的戰爭，其對人類文明的衝擊甚至超

越兩次世界大戰。儘管台灣努力防疫，然而

最近疫情的爆發，更引起民眾焦慮與恐慌的

情緒。其中與年輕人息息相關的，就是學校

停課、居家上班、遠距教學……，其帶來的

效應，無遠弗屆。

關閉實體課室，我們能看見什麼？

因為疫情大爆發，學校不得已採取停課

或關閉的措施，但教育系統應當要在此刻重

新探究教育的本質、解構教育的形式，進而

文 /編輯室 呂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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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如何建立後疫情時代的教育系統。

雖然「遠距教學」是最主要的因應措施，

但卻帶給教育現場如洪水般的災難，對家長

而言，更是一場噩夢。回溯過去線上教學的

軌跡，不乏認為線上學習將成未來主流的論

述，另一方面，對於遠距教學抱持負面擔憂

的人，也有其立場。

從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學生在防疫期

間的不適應，其實正因為許多學校活動的消

失，例如社團、集會、競賽、表演……，以

及同儕和師生之間的互動等。失去了實體課

室，教學變成只有單向連結，缺少多元交流，

各種競賽活動也取消了，缺乏實體溝通與討

論的機會。

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後疫情時代中，

學校該如何在課室的物理空間消失後，仍然

可以維持這些在實體課室才擁有的價值？是

否遠距教學的科技，也能發揮正式課程以外

的功能？

遠距教學優缺點分析

遠距教學看似優點不少，卻也有許多無法取代傳統教學方式的地方。除了缺乏臨場感之外，

也無法取代需要講解與討論的過程，在課堂上師生的互動，效果也顯得相當薄弱。

乍看之下，只需利用網路即可讓身處異地的師生進行教學上課，但這樣的方式也衍伸出許

多問題：

在線上教育中，出現了很多讓人哭笑不得的情況，比如有學生在電腦螢幕前，豎起一張自

己的照片，以此矇騙老師。還有學生把攝像頭關掉，假裝自己電腦有問題。對於長時間注視枯

燥的鏡頭，許多學生出現分心、翹課、直接開雙螢幕，或是做其他事情的情況，更有甚者，直

接拿起手機玩遊戲。

線上教學的實際問題

遠距教學優點 遠距教學缺點

1. 節省通勤時間

2. 落實防疫措施、不群聚

3. 可錄影保存紀錄、方便複習

4. 自行選擇舒適的上課環境

5. 上課品質不會受同學影響

6. 線上留言容易發問

1. 不開鏡頭，無法掌握學生狀態

2. 網路不穩或斷線，品質不佳

3. 易受影響如家人、寵物、手機等

4. 軟體應用需有適應期

5. 無法實體與學生接觸

6. 考試較不易監控學生作弊

國小生 國中、高中生 科大、大學生

設備

環境

問題

網路缺乏、電腦不足、欠缺

鏡頭、耳機或麥克風。

若家中有多個學童都要上

課，也難以協調。

家中空間不足，會造成互相

干擾。

家中設備不足。

聲音太小，影像模糊，黑板

看不清楚…等問題。

可以自行克服或找方法，解

決設備與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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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師反應，線上課程的進度、效果都和實體課程差很多，主要是無法確認學生的學習狀

況，若家長無法監督，出席率和專注度就會影響學習效果。

自然學科課程採遠距教學，在校學生可以從事實驗操作，在家學生卻在視訊另一頭乾瞪眼。

或因網路卡頓、受設備影響、投影畫面模糊不清……，都影響教學品質。

遠距教學，不該成為唯一的學習途徑

固然，教育現場的線上教學技術與能力

已經大幅躍進，但若我們只將遠距教學當作

未來唯一的教育途徑，卻沒有去反思教育真

正的本質與結構性問題，那我們不只是在進

行階級再製，更是在塑造貧富差距，創造極

端的教育不均等。

在後疫情時代，我們該重新理解，不論

是學校課室型態、線上教學或者是在家自學

方案，這些都僅僅只是教育的一種途徑。多

元的社會當中，教育本來就不該只有一種態

樣，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確實有些孩子難以

適應學校型態的學習團體，但我們過去的教

育系統，強調齊頭式的平等，會迫使這些孩

子，忍受著難以想像的痛苦。

線上教學是一種新的趨勢，有些學生受

惠於它的便利快速，但卻也有學生無法僅僅

與電子媒體互動而獲得任何學習效果。另一

方面，在家自學需要足夠的資本及時間，但

如有孩子真的適合這樣的學習途徑，政府該

如何支持他們？

國小生 國中、高中生 科大、大學生

學習

品質

變差

單向平面的學習，學生受刺

激較少。難以長時專注於螢

幕。

美術課、音樂課、體育課，

實在難以進行。甚至在家吹

直笛，會打擾到其他同在上

課的手足。

老師看不到學生真實反應，

無法進行交流，溝通、互動

的效率降低。

技職學校原本擁有大量實作

課程，無法實務操作。

比起實體討論，線上討論課

程，在互動、分享資料時，

都較為間接，效果不佳。

大學實驗、實習課程被迫停

擺，無法進行。

家長

陪伴

問題

12 歲以下學童須要有照顧

者陪伴。

家長必須請假，或同時要處

理公事又要照顧孩童、關心

學習狀況、架設設備等。

無須家長陪伴，但專注力較

弱，無法持續長時間的視訊

上課。

無須家長陪伴，但有較強專

注力。

願意學習的學生，吸收效果

較強。

老師

備課

問題

老師必須改變教學模式，如

何備課與選擇教材，都是重

要的挑戰。

思考不能讓課程太枯燥無

聊。

老師必須改變教學模式，如

何備課與選擇教材。

除了努力拉住學生之外，還

得思考如何讓學生交作業，

以確保學習成效。

老師必須熟悉直播和錄製軟

體，以及重新設計課程內

容。

除了吸引學生之外，還得思

考如何啟發學生，繳出漂亮

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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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教育，老師將轉為陪伴者

台師大前校長張國恩以「極速科技之未

來教育」為題，在發表專題演說時提到，後

疫情時代將面臨四大轉變。包括：

(1) 教學與學習型態改變

(2) 師生互動模式的創新

(3) 學生為主、老師為輔的角色轉變成為

趨勢

(4) 重新思考教師是陪伴者或學習管理者

他認為，疫情改變教育面貌，學習環境

的重製與強化，包括電腦設備升級、網路的

穩定度等，大數據與 AI 帶來個性化教學，視

訊化教育也使學習管道更公平；另跨國教育

合作的變革，擴大了學習資源分享，但學習

管道量多卻不一定質精，最後則是非同步教

學的廣泛運用。

在後疫情時代，「虛實整合」的教學著

重深度自主學習，線上課程成為趨勢，卻也

較易使學生分心。思考教學的新模式，鼓勵

互動參與，才能有效補足線上教學的缺陷。

後疫情時代，學生需要培養的能力

第一、自我控制的能力

只有當學生真正理解學習對自己的意

義，他才會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向上的動力。

在這種動力下，當面對著誘惑時，學生才會

一次又一次地學習克制自己，並在過程中提

升自我控制的能力，最終形成真正的自律。

第二、自主學習的能力

在自主學習上，最重要的是閱讀能力的

提升。尤其是後疫情時代，更多學習知識被

放到了雲端課堂裡，此時，學生面對資料的

理解、分析、研究等能力，都是學習的關鍵。

一旦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比較強，自然就能汲

取較多的資訊，進而得以思考、整合與分析。

第三、自我規劃的能力

自我規劃能力，我們可以把它定義為是

擁抱著變化的，制定學習計畫的能力。在我

們的規劃之中，並不是每一步都會完全按照

我們的想像進行。但是有了正確的規劃，我

們就可以保證學習的方向不會錯誤，學習的

路徑不會偏離。

未來教育的新起點

COVID-19 疫情之後，遠距工作管理、

線上學習等、文化娛樂，成為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社群媒體、資訊傳遞與雲端儲

存、大量的搜尋與大數據的使用，更為迫切。

未來的教育將思考，擴增深化數位人文

教育，融入科技，發展跨領域智慧應用外，

同時針對人文與社會科學議題導向，發展數

位網路及社群媒體的結合，拓展更全面性的

智慧化創新與學習方式。

在面對病毒和疫情肆虐的未知與無助，

諸多新的機會與生活輪廓逐漸形成，疫情之

後並非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全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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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南部主任 黃玉樺

一顆受傷、不被理解的心靈

阿源 ( 化名 ) 是單親兒，小時候由爸爸

和奶奶照顧。爸爸被關後，媽媽將阿源接回

來自己照顧，發現他有說謊、偷竊、暴力…

等行為，再加上父母離婚時鬧得很不愉快，

媽媽認為，阿源就跟爸爸一樣，讓她感到煩

躁與憤怒，甚至想把他送回鄉下給奶奶照

顧。

在學校或課後班，經常聽到老師對家長

告狀，媽媽的氣憤與無奈，總是寫在臉上，

忿忿不平地表示：「又來了！」「他又不是

我帶大的，真是跟他爸一樣！」「我不知道

怎麼帶他！」

長期處在被媽媽忽略、否定的狀態下，

阿源的情緒管理越來越失控，一旦遇到不如

意的事，就會打人、怒吼，甚至嚎啕大哭。

雖說情緒起伏很大，但我發現，只要好好地

跟他溝通，他還是願意聽的，只是他不知道

如何表達自己的感受。

接納與傾聽，產生支持的力量

每週的品格教育課，阿源都會覺得老師

是在針對他，會一直問老師：「是我自己不

夠好嗎？」「還是我很糟糕？」老師耐心跟

他說明，但他都聽不進。

「我好想死！根本沒人在乎我……。」

「我覺得很生氣、很想打人，我一定要

找人發洩！」

阿源一邊寫作業一邊嘀咕，我走到他旁

邊，蹲下來輕聲問：

「你還好嗎？主任好久沒看到你了耶，

心情不好嗎？要不要跟主任分享？」

瞬間，阿源的眼淚潰堤，邊哭邊道：

「主任，從來沒有人這樣關心我，你是第一

個……。」

為了讓孩子打開心房，你必須拋下過去的成見，努力看見「現在」的他。不要去抓孩子的缺點

和問題點，而是在對話中找出他們的優點和潛力。

～日本親子教育專家 /田導根～

—信任是開啟心扉的鑰匙

信任

的

屬於我們
 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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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沒有呢？我很關心你啊！我相

信媽媽、老師跟同學，也都很關心你的。」

「沒有人在乎我心情不好，媽媽也從來

不聽我說，我不知道要怎麼表達……。」阿

源將壓抑已久的情緒，一次傾倒在我身上，

讓人看了非常不捨。

小小的約定，改變的契機

「我今天是特地來找你的，老師說你最

近很負面，讓我來跟你說說話、關心你的狀

況。」「剛剛一進門，就聽到你說很想死、

很想打人出氣，我聽了好難過。不管再怎麼

不開心，都不能做傷害自己和傷害別人的事

情，知道嗎！」

「我不知道怎麼抒發情緒，主任你能每

天陪我講話嗎？」阿源說。

「可能沒辦法耶！不過……，我們來寫

日記好不好？」「我不能每天來，但你試著

把想跟我說的事情寫下來，不管是開心、難

過、生氣都可以，尤其是你感到非常生氣想

打人、想哭的時候，一定要把它寫下來。然

後，你就會發現，自己好像不那麼悲傷、憤

怒了！」

「日記？我跟主任兩個人的嗎？」

「對啊，只有我們兩個知道的小秘密

喔！來，我們打勾勾做約定。」阿源聽完後

馬上把眼淚擦乾，勾著我的手指，承諾一定

會努力改變自己。

用日記成為彼此心靈的橋樑

於是，阿源開始寫起了交換日記，大小

事情都會記錄下來跟我分享，在學校被老師

罵、跟同學吵架、生氣弟弟不做家事……。

一開始從雞毛蒜皮小事，到後面分享家裡的

事情，比如擔心家裡的經濟、擔心媽媽的健

康…等，都鉅細靡遺。

阿源非常認真，我除了回應之外也會給

予鼓勵，還會交辦他小任務，請他幫忙照顧

新來的課輔老師、檢查學弟妹作業、打掃教

室、做家事、體諒媽媽…等，他也不辜負期

待，把事情一一完成，做得井井有條，甚至

還會在日記上跟我邀功呢！

我利用親子共學和親師座談，跟媽媽互

動：「阿源最近進步很多，同學和課輔老師

都有感覺。」「我覺得他情緒變穩定很多，

也會幫忙做家事，我覺得他長大懂事了。」

媽媽很高興的表示。

我鼓勵媽媽：「多聽聽阿源的想法，

他的優點很多，也很愛媽媽，一直希望媽媽

可以多關心自己，但若缺乏溝通就會產生誤

會。如果媽媽多鼓勵阿源，他一定會越來越

棒的！」

孩子被接納，內心將獲得安定感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說：「人類最本質上的需求是 -- 渴

望被肯定。」親子互動中，大人說話不經意

會充斥著敷衍、責備、貶抑、嘮叨…，然而

無限負面的回應，只會讓孩子逃避、封閉，

讓彼此關係變得更加疏遠。

所以，與孩子對話時，採取正面積極

地回應，表示你能夠充分理解他，這時，孩

子自然會敞開心扉。可以用「啊，原來是這

樣！」「媽媽也這麼覺得！」「你一定很難

過吧！」等方式回應，讓孩子覺得媽媽是理

解自己的，當孩子感到被接納，內心將獲得

安定感。

家是一個人幸福的港灣，也是孕育生命

的地方。我們希望透過社工、老師做為親子

之間的橋樑，引導孩子正確抒發情緒外，也

讓家長學習傾聽孩子的想法。阿源和媽媽的

例子，讓我們看見愛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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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兒
少

關

建立愛的信任關係 
文 /據點老師 謝少綸

敏感害羞、裹足不前的男孩

育全 ( 化名 ) 是個小男生，在學期中轉

介過來，他對新環境感到十分陌生，對素昧

平生的我們，非常懼怕。第一天進班，育全

將鞋子脫下擺好後，我帶他入座，幫他拉開

椅子，請他坐下，但他只是呆呆的站著，目

光無神地看著前方，不知道在想什麼。

「育全，一直站著不會累嗎？要不要坐

下來。」我嘗試對話。他晃晃腦袋，維持同

樣的姿勢站著，好像聽不到我說話似的。我

刻意在他旁邊晃來晃去，想引起他的注意，

也拿圖畫紙和彩色筆讓他畫畫，但他搖頭拒

絕。

接著我拿出一隻史迪奇，試圖製造對話

的機會，正當第六次互動失敗時，突然聽到

一句微小含糊的聲音：「回家……！」由於

一時沒聽清楚，我請他再說一遍，這次比剛

剛大聲：「我想回家！」隨後，他便哭出來

了。

「怎麼了，為什麼想回家？想爸爸

嗎？」

「想爸爸……！」他喃喃自語著。

愛是一步一步的靠近

狐狸說：「假如你想得到一位朋友，那

麼就馴養我吧！」「我該怎麼做？」小王子

問。

狐狸回答：「你該很有耐心。你先坐得

離我遠一點，像這樣，坐在草地上。我就拿

眼角看你，你不要說話。語言是誤會的泉源。

但是，每天你可以坐近我一點……」

～《小王子》第 21 章～

哭了一陣子後，育全擦乾眼淚，依然沉

默站著，但這次有了進展。

「你不坐著嗎？」他搖搖頭，不發一語。

眼看半小時已經過去，我又拿起那隻史

迪奇接近他：「我把它送給你，你願意和我

做朋友嗎？」他把目光瞥了一下，搖搖頭，

又默默的把頭轉向一邊。

他像一隻穿山甲，蜷縮著瘦小的身軀，露出堅硬的外殼，隨時警戒，為了保護自己。

(註：穿山甲個性溫和、沒有攻擊性，以螞蟻和白蟻為食，遇到危險時會縮成球形，用身上瓦片般的角質鱗片保護自己。)

露出腹部的

穿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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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他有些反應，我進一步說：「我把史

迪奇送給你，從現在開始它就是你的了，如

果你想要換，就過來找我，我等你過來和我

做朋友。」說完，我拿著史迪奇走到娃娃堆

旁等著。

信任與接納，打開內心的窗

我不放棄地站著，發現，他偶爾會不動

聲色地觀察我。一分鐘、二分鐘……，不知

不覺過了半小時。終於，育全邁出了第一步，

他踩著細碎地步伐，緩慢朝我走過來。

每繞過一張椅子，他就停頓一下，看我

是否在注意他；一旦發現我在看他，他又把

頭撇向一邊，避開眼神交會，裝作不在意。

彷彿經過一個世紀，他終於來到我的面前，

但我們之間還是保持著微妙的距離感。

「啊，他又在觀察我了！」我心想。

育全無法完全放鬆警戒，就算他鼓起勇

氣走過來，仍然蜷曲著身軀，完全不敢和我

對視說話。我誠懇伸出手，好像舞會上邀請

淑女跳舞一般，掌心朝上擺在他面前，他看

了看我後，深吸一口氣，總算鼓起勇氣，將

他的小手放在我的手心上。

安全、溫暖，帶來自信與喜悅

我微笑看著他，慢慢引導他，將他拉

近，來到娃娃堆的大袋子，遞了一個又一個

娃娃，和他一起挑選，最後，他終於還是選

擇了史迪奇，然後牽著他走回座位。

只是沒多久，他又表示想回家了，但這

次，他可以看著我的雙眼。「好，我送你回

家！」育全家就在附近，當我送他回家時，

他看起來很開心，雖然有可能是因為要回家

的緣故，但我也注意到，他的手緊緊抱著剛

才那隻史迪奇。

隔天，學校班導傳來訊息，「少綸老

師謝謝您！我問育全昨天在課後班的狀況如

何，他回答不清楚。但他表示，他覺得很安

全、溫暖，還說下次還想再去課後班學習。」

班導的陳述，讓我感到很欣慰。果然下次再

看到育全時，他已經能夠大聲說「老師好」

了。

育全雖然像一隻敏感害羞、小心翼翼的

穿山甲，習慣把自己蜷曲成一顆球，將自己

最柔軟脆弱的部位，藏在裡面。但是，請不

要害怕，也不要畏懼，因為課後班像一個大

家庭一樣，任何困難，這裡的老師、大哥哥、

大姊姊，都會挺身而出保護你、幫助你，讓

你能安然露出腹部，保持自己最自然舒適的

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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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據點社工 陳治勳

涓滴時間，造就千錘百鍊的人生

長者是活的文化資產，隨著歲月更迭、

日月遞嬗，一路陪著老台灣走到新台北。用

生命，見證時代光譜裡的田野智慧；以歲月，

親歷社會變遷下的時移世易。

走進萬華據點，天天都是千歲日，這裡

的爺爺奶奶平均年齡已逾 70 歲，若說傳承

功夫一甲子，那長者絕對是一部部的智慧瑰

寶，每個人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絕對值得

我們細細品味，共同探索每段年歲風華。

有鑑於此，萬華社區據點主任王淑玄，

決定通過「傳承藝術」課程，以專業的團體

帶領工作為軸，引導長者將人生重新分割成

兒時、職業、愛情、家鄉……等面貌。並運

用藝術創作工作坊之精神，輔以深度質性訪

談，最終將每位長者的過往、當下及未來串

連，綜整成絕無僅有的生命繪本，讓每位長

者的人生故事得以被看見。

感謝我有機會擔任藝術夥伴，在陪伴

長者創作生命繪本的過程中，阿珠奶奶一邊

口述著當時的老萬華，我則一字一句的記錄

著，隨著奶奶的思緒，彷彿時間又拉回到那

段青春光譜裡。現在就讓我們搭乘時光機，

一同見證她的生命故事吧！

生命故事之一「家鄉篇」

我是阿珠，阮的家鄉在艋舺 ( 萬華 )，

若你是老萬華人，那我就會說阮是「加蚋人」

( 南萬華舊稱 )。無講你毋知，出名的竹筍

在加蚋，小時候我爸爸有種過，我也曾一起

透早去挖竹筍，艋舺和加蚋出名的，還有豆

芽菜、龍山寺，跟一個大鱸鰻，他叫做「加

蚋慶」。

我今年 83 歲，若講起家鄉，說也說

不完，因為阮已經在這裡待 83 年了。我自

出世就不曾離開，讀冊、工作、結婚、生

子……，全部攏底加，少年時也開過早餐店，

靠著孤一味的滷肉飯配貢丸湯，就這樣討生

活 33 年。

我家附近有一個青年公園，我很喜歡那

邊的空氣，還有綠色草地，但是以前不是這

樣的，只是整片田跟荒地而已。古早也沒有

堤防跟華中橋，大家都生活在駁岸邊(堤防)

跟華中橋下那邊，整片都是矮厝仔。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87 水災那年 ( 民國

48 年 8 月 7 日 )，不單只有中南部嚴重，那

時候咱們華中橋下，全部都被淹成一片汪

洋。後來水退了，但厝也奧朽去了，後來政

府興建的第一批國宅，民國 51 年，就有優

先撥給我們這批受災戶，然後就一直住到現

在。所以你問我喜歡家的哪一個空間，我都

喜歡啦，畢竟是辛辛苦苦攢來的，是我安身

立命的根。

我也不曾想過要去外地生活，也沒想到

一待就是一輩子，人家說生於斯、長於斯，

便是這樣吧！守在這裡也是一種幸福，不用

顛沛流離。若問我在萬華會做什麼？我以前

常去龍山寺拜拜，會去廣州街夜市，一時之

間我也說不出平常會去什麼地方、會做什麼

事情，對我來說，因為日日夜夜都守在這裡，

所以生活即家鄉，家鄉即生活。

務

長
者

服
讀一本

 生命故事，
  走一趟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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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陪伴與關懷，回顧長者的一生

通過深度的專業團體工作，我們得以

將長者寶貴的人生經歷保存，記憶也許會泛

黃，但只要用心聆聽與紀錄，便能再次鍍金，

重回黃金年代。

很開心能有機會參與此次活動，看似一

段講古的背後，卻是真真切切發生在這片土

地上的史實，並且把每位長者的人生，忠實

還原與世人分享。

對我而言，這一切都不是我所曾經歷

的，以往都只能看著電視專訪才得以一窺究

竟，儘管站在青年公園的紀念石碑前，或是

翻開地方誌，也不如社區耆老現身說法來的

透澈。

一篇篇的生命故事猶如台灣通史，除了

記錄過去歲月的種種之外，也寫進了奶奶的

生命扉頁。青春易逝韶華難留，我感嘆生命

的起落，於是放下悲歡喜捨，泅泳於生命的

大海中。這一趟人生之旅著實難能可貴，不

僅豐富了我的人生視野，更讓我保持感恩與

感激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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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國
際

服

白雪皚皚的山色雖然美麗，但酷寒的風

使我嘴唇和四肢龜裂凍傷。夜裡睡覺，冷風

穿越縫隙吹進家裡；清晨醒來，要趕緊出去

撿柴火和牧草，否則下雪就很麻煩了。我很

希望能夠上學，有厚厚的校服、鞋子和襪子

可以穿，這樣我就不會寒冷了…」一位村裡

的學童說。

坦巴塘村位於尼泊爾的北部高山，海拔

2500 公尺，是 2015 年震災最嚴重之處。近

年常有洪水、土石流等天災，仰賴軍方空投

物資補給，是目前最被關切的地區之一。

第一次擁有最棒的禮物

去 (2021) 年 10 月山訪視，發現最急迫

的，就是給孩子足夠保暖的衣物，校長希望

能給他們一套整齊的運動服。因此，環宇邁

出對村童資助的第一步，為全校 120 位學

生，每人訂製一套運動衣褲、鞋子和襪子。

衣物在年初已備妥，準備運送之際突獲

訊息，因第三波疫情又起，政府宣佈停課；

再加上降雪，山路陡滑難行，因此暫緩送衣。

歷經數周，學校終於重新開放，趁著天氣轉

晴之際，約定在「雪巴族新年」( 註 1) 來臨

之前，將這份新年禮物，送到孩子們手中。

2 月 20 日，雪巴育幼院院長和環宇社

工，搭乘吉普車從加德滿都出發，抵達徒步

起點，但天色已暗並開始飄雪。一行人尋找

民宿過夜，隔天院長、社工及 4位挑夫 6人，

一同扛起裝滿衣物的大麻袋，徒步登上高山

小學。高山冷冽，寒氣逼人，在雪地上行走，

有時濕滑，有時泥濘，然而想帶給孩子們希

望的熱情，絲毫未減。

這樣才真的像一所學校！ 

23 日清晨，天光未亮，村民就開始聚

集，村裡瀰漫著熱鬧的氣氛，不輸給任何節

慶；來自村落的學生與家長超過 200 人，集

結在唯一的小學空地上。大人忙著為孩子穿

上新的運動衣褲和鞋襪，清一色亮藍的外套

上，印有校徽、ICEF-Taiwan 字樣。孩子全都

穿起校服，精神抖擻的模樣，家長們開心地

交談稱讚。

「這樣看起來，才真的像一所學校！」

有家長說。

校長尤瓦拉吉·薩爾瑪 (Yuwaraj Sarma)

表示，學生們大都做完家務後才上學，比如

餵飼料、割草、打柴、犁地、牧羊…等。平

時都是穿拖鞋來學校，到了冬天，身上也沒

有足夠保暖的衣服，今天收到新衣新鞋時，

大家都興奮不已！

教育是翻轉貧窮的途徑 

校服發放完畢後，學校和村民為環宇社

工們舉行了歡迎儀式，一一獻上「哈達」( 註

文 /國際服務 謝慧瑾

冬衣發放，
高山尼童備感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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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表 達 最

高 的 敬

意。 雪

巴 育 幼

院 院 長

DM Sherpa 受邀致詞，報告了環宇在尼泊爾

10 多年的服務成果，以及即將在此開展的服

務項目。

「父母沒辦法送我們去上學，我們只能

被安排去放牧牛、山羊和犛牛。當我面對人

生的諸多苦難時，才意識到讀書的價值。無

法擁有學習的機會，讓我深深感到痛苦！」

家長銘瑪‧雪巴 (Mingmar Sherpa) 抑制不住

內心的激動，潸然落淚地說。

校長說：「因為他們在這裡經歷過艱難

的生活，家長們深深了解到，教育對孩子的

重要性。但由於經濟狀況不好，無法送小孩

上學，因而孩子只能跟著留在高山上的犛牛

場。」「有一次政府來視察，發現課堂的學

生並沒有達到標準，又把僅有的兩名教師，

再刪一名。然而，這裡學生人數超過100人，

僅有一位教師，根本不可能照顧好大家。」

呼籲更多愛心 讓貧童可以上學 

社工明瑪‧雪巴 (Mingma Sherpa) 問學

生一天上幾節課？學生回答：「每天自上

午 9 點來校，下午 3 點回家，期間只上一節

課。」「其他時間你們做什麼？」「自己自

修看書。」學生說。

學校老師不夠，村民們眾所皆知，即使

是校長，也身兼多職忙於行政雜務。又如果

遇到下雨和降雪，學校就會停課，暑假甚至

幾個月都關閉。算下來，孩子真正在課堂上

學習的時間，真的少之又少。

此行，各方充分交流，院長和校長也在

眾人見證下，正式簽署了合作備忘錄，表示

一同為當地孩童教育的決心和行動。在此，

要跟所有家長、在地教育人員，以及辛苦的

尼泊爾社工們，致上最高的敬意！環宇呼

籲，盼望更多的愛心援手，幫助這群高山上

的孩子，擁有受教育的自由與權利。

註 1：Gyalpo Lhosar ( 嘉波新年，Gyalpo 的意思為國王 )，是

藏人與雪巴族人的新年，今年在 3 月 3 日，按傳統慶

祝長達 3 至 15 天，人們會帶著禮物拜訪長輩，大家一

起團聚慶祝，孩子也會得到新衣服和美食。

註 2：哈達，源於藏族文化，為長條狀的絲織品，一般多為

白色，是向尊者、長者、貴賓表示敬意的代表物，廣

泛用於各種場合。

生長於高海拔的山上，孩子們最大的心願

就是穿著保暖的衣物，到學校去上課！

您的愛心，讓他們感受到來自異國的溫暖，不覺得孤單

邀請您，一起為尼泊爾高山貧童，點亮夢想的燭光

愛心專線：02-23660743 轉分機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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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黃石城董事長，自民國84年起，即擔任環宇國際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第4屆)，

至今已有 27 餘年。無比感謝董事長這麼長時間以來，對環宇的關愛、鼓勵與包容，在他

的精神感召下，環宇得以茁壯成長。

董事長道德高尚、為人真誠、胸襟寬廣，他是一名偉大的政治家，而非政客。他具有

堅持道德的勇氣與理想，以及以身作則的典範，對於公平正義之事，絕不妥協。他曾說：

「沒有道德就沒有人權，相對於人權，道德更重要！」讓人不得不留下深刻印象，美善的

風範令人景仰。

董事長曾任兩屆彰化縣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中選會主委，可謂

公正廉明、功勳卓越。相對的，環宇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資金僅一百萬元的小基金會，

卻能讓董事長親臨指導，是其風骨所至，德澤廣被，如沐春風，環宇何其有幸。

每次董事會期間，董事長總是準時出席並仔細聆聽報告，務實地關心會務狀況，鼓勵

創新發展，同時勉勵同仁辛勞。當環宇轉型投入社區服務及社會福利發展時，他更給予高

度肯定與支持，特別是在募款與人力資源上給予的指導，使得環宇得以慢慢茁壯。

當基金會遇到困難與挑戰之時，黃董事長也承受許多壓力，卻不曾退卻，以其道德勇

氣，庇護基金會滋養壯大，乃至今日環宇可以對社會做出重要貢獻，他所給予的惠澤與典

範，實在功不可沒。

突聞董事長離開我們之際，心中有千萬不捨，感念他的慈愛與勉勵，感恩他的諄諄教

誨與叮嚀，昨日溫馨的笑顏，彷彿就在眼前，留給我們無限的思念。謹此緬懷黃董事長，

一路好走，愛在人間。

碩德貽徽

環宇國際文教基金會 全體敬悼

111 年 5 月 16 日【哀悼感念】

本會董事長黃石城先生，不幸於 5 月 6 日在台大醫院辭世，

享壽 88 歲。董事長在政壇活躍多年，淡出後成立台灣傳統基

金會，並擔任環宇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達 27 年之久。哀慟之

餘，特此公告，敬表本會對董事長的緬懷與感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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