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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
20��

愛 沒有懼怕
愛 可以洗去烙印

我們正在為麻風村的孩子
建設一條希望之路

四川　2010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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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希望之翼學苑。林國彰攝影

涼山大營盤小學。林國彰攝影



�

【理事長的話】

從別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責任

看
完平宜的新書後，心裡想

著：台北人知道涼山嗎？涼

山，遠嗎？

我們現在要到涼山，可以用飛

機直航、火車、高速路、搭車、徒

步，用各種交通工具接駁後到達；

比起從前，在時間上，已縮短了不

少距離；但是，比起多數旅遊行程

來說，卻還是非常辛苦。尤其是，

我們對涼山上被遺忘的麻風病友的

陌生，讓涼山似乎還是停留在上個

世紀的問題；在空間上，它則存在

我們生活經驗以外的世界。

但是，或許大家也想了解，又

是什麼因素，可以讓平宜這樣的小

女子，十餘年來，一而再地奔波在

涼山與台北之間，送款、送學費、

送愛心、送教育？

二零零三年，我曾隨平宜深入

涼山，到她費心傾力打造的大營盤

小學參訪。雖然隔了這麼多年，我

還記得那個不一樣的夏天，跟著中

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的腳步，深入

麻風村落，挨家挨戶訪問、送物

資；同行志工協力將大營盤小學

校門粉刷得斑爛多彩、牆上畫滿的

卡通圖案，讓校園充滿歡樂的氣

氛；當時的衛生條件仍十分克難，

大夥一起幫小朋友理髮、洗頭、抓

頭蝨。記得告別涼山那個晚上，我

們幫孩子辦了一個螢火晚會，結果

天未亮，就有村民趕下山來，蹲在

學校後的半山腰，等待著夜晚的活

動；平宜怕那些大半輩子才接到一

次邀約的村民們餓著肚皮，要等候

到天黑營火升起，立刻要我們下山

去買饅頭給大家……。

閱讀平宜新書裡每一則娓娓道

來的故事，昔日涼山的畫面不斷地

浮現眼前；不論平宜是在台灣、涼

山、廣東還是雲南的麻風村，她親

近每個病患，聆聽他們的聲音，了

解他們的痛苦、疼惜每一位孩子；

我想，即使沒有這些學校和獎學

金，她做的已足以令人感動了。

但，平宜是個很有企圖心、也

很堅定的女孩，她要的不是浪漫的

感動或奉獻的情懷，她要的是為麻

風村無依的孩子尋找他們的未來；

即使是出版這本書，也是為了完成

她的「望春風助學計畫」，希望為

他們爭取教育機會，才能扶貧脫困

與社會接軌。

有人說，真正的愛是，「從別

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責任」。我

除了為自己，要好好感謝平宜，讓

我兩度有這個機會接觸協會這個充

滿愛的團體，也幫我打開生命的另

一扇；我更要代替那些遠在涼山及

各地的麻風家庭孩子謝謝她。

她的愛，讓希望之翼開展得更

寬、更廣，庇護更多的孩子！

▲再度造訪大營盤，辛姐用相機記錄孩子們的歡顏。� 江澄攝影

文／辛智秀（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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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

文／張平宜

擁抱大營盤 十年一覺涼山夢！

每
次到了年底，都會驚覺歲月

的流逝，感慨之餘，不免來

個檢討思量，真的，孩子們又大了

一歲，學校又有新風貌，不管台灣

台北，四川涼山亦或是山東即墨，

我們又有新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了。

先說台北吧，擔任協會四年祕

書的玉婷轉換新的工作跑道，往後

變成協會的志工了；而為了迎接新

的工作挑戰，我們情商前任秘書葛

淑玲回來加入戰鬥團隊，除了繁雜

的行政工作外，還得下鄉到麻風村

進行調研工作，為此，另一個新的

生力軍許曉萍就得好好坐鎮協會，

做好後勤補給的工作。

由於停水關係，協會停辦兩年

的志工營去年夏天恢復了，慈大的

學生和大庸、家蘭，一群台北的大

小孩，帶著高度犧牲奉獻的熱情紮

營大營盤，不僅教小朋友公共衛生

的常識，也進行英語教學和綠化校

園的工作，每天學校歌聲笑語不

斷。這些台灣大學生的來訪轟動了

新民區，很多家長親自帶著孩子來

報名參加營隊，沒擠上的還當場淚

灑大營盤呢！

生活體驗營過後，在學校服務

兩年的桂芳屆齡退休了，從北京中

國麻協禮聘來的戴佳琳接下重任，

新人上任一番新作

為，又替大營盤開

闢一番新氣象。另

外大營盤校園在水

資源整建完畢後，

又翻新了面貌。家

昶運動休閒園區已

積極規劃整理中；

草種了，樹栽了，

彩繪的水泥道路，碎石鋪成的校園

步道，還有一彎河水渠道，蔚藍的

天，加上搖曳的柳樹，優美又有創

意，當年那個搖搖欲墜的破教室，

早成遙遠的記憶，上學對大營盤的

孩子而言，應該是最快樂的心靈饗

宴。

去年夏天，另外一件喜悅的大

事就是，第一批職訓學生從希望之

翼學苑畢業了，因為這一路走來跌

跌撞撞，有笑有淚，我們這第一批

大營盤的小孩太棒了，儘管就學晚

了點，但從小學、中學到職訓，我

們一起並肩作戰，奮戰命運，他們

畢業後跟建教合作的廠商簽約成為

正式員工，邁向他們自立自強的人

生，我真的大大鬆了口氣。

不過，真的讓自己有虛脫的快

樂，是我終於將在大營盤奮戰十年

的心路歷程出版成書，這十年來我

來來去去涼山不下百次，算起來幾

萬里長征，很多人不了解我一個台

灣女人上涼山幹什麼？不過就是在

麻風村興學嘛！幹嘛老是有忙不完

的事，很多人內心湧出太多好奇。

然而，儘管我是個愛講故事的人，

在麻風村的大小瑣事，三天三夜也

講不完，所以我乾脆整理出書，

讓大家逐篇翻閱，進入我的漫長

心路，看看當初一個小小的起心動

念，如何讓夢想成形，面對實踐過

程中的堅持與艱辛，以及未來可能

發生的挑戰。一篇篇的文章都是用

青春歲月，用心耕耘的真實記錄，

我還痛快取了一個書名就叫《台灣

娘子上涼山》，巾幗不讓鬚眉，不

想讓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專美於

前。

小學六年、中學三年，職訓兩

年，原以為忙了十幾年，階段性任

務已完成，才想歇一口氣，新年新

挑戰立刻接踵而至，二零零八年，

��� ▲跟孩子們一起跳舞，是工作之餘的快樂。�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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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山政府花了二百六十萬人民幣在

大營盤小學校園腹地興建的中學落

成兩年了，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

到老師，眼看大營盤第六屆小學畢

業生還是得每天辛苦翻山涉水到山

下的新民中學就讀……，已經幾年

不跟政府打交道的我，又有忍不住

的衝動，決定再咬牙彎腰，懇請涼������������������������

山教育局釋出中學教師資源，讓孩

子們能夠在大營盤念中學，順利完

成九年一貫教育。

這意味著，如果今年順利爭取

到教師資源，未來三年我得再為大

營盤第一屆中學生打拼，繼續兩岸

飛奔來去，再上涼山。

過年前後，為了分享十年工作

心情，我認真的打書，上廣播，接

受媒體採訪，我發現大家都對我都

抱有同樣的好奇，直想追根究底問

我「為什麼」，因為一般人聽到麻

風村避之唯恐不及，我一個時髦的

都會女子，竟然可以擁抱一群被麻

風烙印的小孩，吃得萬般辛苦，而

且一頭栽入就是十年……大家都渴

望聽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例如，我

是不是有親朋好友得過麻風病、又

或者是我是四川涼山人等等，還有

朋友開玩笑說，我可能上輩子歧視

麻風病人，所以這輩子只好化做牛

馬來救贖，反正大家設法幫我找理

由……前世今生我不想追究，擺在

眼前的事實是，我真的是一個道道

地地的台灣人，在採訪麻風村這

個專題前，對麻風病一樣冷漠與無

知，然而，命運就是這麼奇巧，一

個採訪，把我從台灣推向涼山，種

下我跟麻風村深刻的因緣。

或許我這個人信念單純，這十

年來雖然有難以形容的苦，但我挺

能苦中作樂、折磨過後也一如往常

開朗堅強，最大的收穫就是學會惜

福與感恩，說起大營盤的孩子跟自

己的小孩一樣如數家珍，他們的成

長總帶給我無比的快樂，我常形容

他們是最沉重的負擔也是最甜蜜的

負擔，當然我最感激家人的支持與

包容，尤其我的兩個兒子，他們是

如此的慷慨，願與大營盤的孩子共

享「AMO」的愛。

遙想二零零三年協會創辦之

初，我曾說一個人的夢想只是一個

夢想，但如果這個夢想是一群人的

夢想，那夢想一定成真，這就是革

命十年後我的真實心情，真的，這

麼多年如果沒有身邊好友們，金錢

的挹注，精神的關懷和一起打拼的

傻勁，那大營盤的歷史可能要重寫

……為此，對於所有希望之翼的好

朋友們，我心悅誠服，深深一鞠

躬：「辛苦了！謝謝了！」

▲每次離開學校總是離情依依，期待下次再見。�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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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玉婷  攝影／林國彰二○一○年工作報告

【回顧】

【大營盤學校教育】

1.本學期一到六年級在學學生共為

二百一十三人，大營盤小學有十

一位教師，一名專業美術教師家

加入教學陣容；中學生一到三年

級共二十七名，住宿生共五十四

位。

2.大營盤小學今年小學畢業生共二

十四名，中學畢業生共八人，其

中三人就讀高中，一人選讀職

校，兩人前往青島接受職訓。

3.外縣市麻風村跨縣市多名就讀學

生仍持續在大營盤學校讀書。

4.發放第七屆小學樂生獎學金。

5.『大營盤中學』硬體建設已興建

完成，但教育局仍無法配置校長

及各科老師等師資進駐，今年中

學生仍於山下新民中學走讀；希

望於今年爭取資源，中學可以開

始招收學生。

【大營盤學校庶務】

1.張桂芳醫師於學校服務兩年，今

年九月正式退休，另外約聘中國

麻風防治協會戴佳琳擔任大營盤

小學管理人員負責學生生活管理

工作。

2.水資源利用工程、校園拆建工程

、校園綠化、紅磚步道、籃球場

皆已於今年完成。

3.九月開學後，注重與新民中學各

班導師的溝通，以了解初中生就

讀的狀況及在校的表現。

4.工作人員於十二月探訪喜德縣麻

風村的狀況，為招募大營盤中學

學生作前期田野調查。

5.管理人員戴佳琳加強住宿生課後

輔導及晚自習，並與學生交流，

培養寫週記的習慣。

【第七屆兩岸志工營】

由慈濟大學海外志工團隊及個

人志工們一行十七人至大營盤舉辦

第七屆暑期志工營，課程分為小學

組和初中組兩個教學方向。

小學組由慈濟志工團隊帶領，

以衛生教育、用水安全、手語教

學、團康活動為主；

初中組以英語教學及物理實驗

為主。

志工們於七月六日抵達成都，

夜宿成都一晚後，七月七日抵達大

營盤小學。第一天挖地、鬆土、灑

草種，台灣的志工與大營盤的學生

共同綠化了校園。

公衛課展開，慈大的哥哥、姐

姐們教小學生們如何剪指甲、洗

手、洗澡、刷牙、如廁、整理儀容

等課程，讓孩子們在遊戲中學習個

人衛生習慣的正確觀念及養成。

另外還有手語教學、認識各地

世界風情、電影欣賞、手工藝教學

▲生活體驗營時，志工和小朋友們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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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另配合今年水資源的利用工程

已完成，教孩子們認識水資源的再

利用、水中寄生蟲及用水安全。

由大庸、家蘭教學初中生英語

會話及歌曲，活潑的教學和互動，

除了大營盤及高橋村初中生踴躍參

加外，今年更有從山下新民中學的

學生走一兩個小時的路來參加志工

營活動。

七月十六日舉辦營火晚會，由

鄰近高橋村的婦女主動報名表演當

地的舞蹈作為開場，接著是小學

生們練習已久的Nobody舞曲，彝

族孩子們天生的歌舞細胞，驚艷全

場。接下來是初中生演唱英語歌曲

「I� believe� I� can�

fly」。另還有手語

表演和跳「第一隻

舞」，接下來慣例的

煙火，燦爛的煙花，

瀰漫了美麗的夜空；

徹夜的大體舞樂聲，

響亮了平時寂靜的大

營盤。

十七日，傾盆大

雨澆不息志工們的熱

情，八攤的園遊會，孩子們和志工

前一晚徹夜合作，備料、畫海報、

製作道具；有台灣口味的冬瓜茶和

紅茶，日式蛋包飯、台式炒泡麵，

還有遊戲類的瘋狂夾夾樂、自製射

氣球攤位和寶特瓶、籃球組成的保

齡球滾滾樂。孩子們度過了開心又

新鮮的園遊會時光。

當年台灣志工栽下的柳樹，如今枝葉茂盛，已
成學校鎮校之寶樹。� 林國彰攝影

▲小馬車功能多，也是小朋友最愛的「公車」。�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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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營期間，第一屆青島職訓

畢業的孩子們也從青島返鄉，親自

為校園綠化、墾地、灑草種，象徵

希望的傳承。

七月十八日，志工們自由活動

時間，每個孩子們熱情的帶領志工

們到家裡，志工們看見孩子們天真

無邪的笑容、一貧如洗的環境、樂

天爽朗的天性，都不由得疼惜起這

些偏山僻壤的孩子，十九日離情依

依，大家相約明年再見。

活動時間：

(此次參與志工名單：何沁

紋、李怡樺、林國彰、林學仁、洪

崇淯、孫嘉岑、張雅筑、黃鈺婷、

劉大庸、劉家蘭、鄭詠尹、盧音

君、賴筱婷、閻魯軍、蘇珮潺。)

【衛生】

1.購買常用藥品，提供學生日常用

藥。

2.小藥局持續固定時間開放給學

生，提供學生日常用藥。

【青島職訓計畫】

1.二○一○年六月青島第一屆職訓

學生畢業，共計十二位，有十一

位學生轉正，成為職訓合作企業

環洋公司正式員工。

2.第三屆職訓學生共招募十位，除

四川大營盤村外，另有雲南及山

西的學生，包含漢族及壯族，皆

是麻風病人的子女來此培訓。

3.另有兩位職訓中輟生重新回來培

訓，成為第二屆學生。

4.承接以往課程，持續教授英語會

話、會計、機械原理、電腦課程

及品格教育等課程，奠定全人教

育。

【特別計畫─台灣原住民資助計

畫】

1.屏東泰武鄉武潭國小貧困學生生

活費用一至十二月。

2.屏東縣九如國中學校修繕操場經

費。

3.嘉義大林鎮中林社區成立社區圖

書館。

4.捐助屏東泰武國小襪子及鞋子等

禦寒用品。

5.資助花蓮明里小學學生城鄉交流

▲把笑容掛在臉上，認真工作的女生最美。�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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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6.資助宜蘭不老部落保暖襪。

7.捐贈物資至南投縣仁愛鄉力行國

小、紅葉國小及屏東縣泰武國小。

【偏遠地區貧困資助計畫】

1.資助青海囊謙孤貧社會福利學校

助養學童膳食學雜費。

【活動】

1.正鍏國際貿易公司王明珊女士捐

贈布匹輔料一批。

2.上海亞新生活廣場捐贈大營盤小

學保暖衣物及鞋襪。

3.顧問劉正勝先生捐贈青島希望之

翼學苑供暖設備。

4.舉辦大營盤第七屆兩岸志工營。

5.青島職訓中心舉辦聖誕聯歡晚

會。(感謝舞蹈志工常嫚倫)

休息是為走更長遠的路。�
�
� 林國彰攝影

▲電影教學很受學生喜愛喔。� 林國彰攝影 ▲在工作中磨練技術，在待人接物中學習職場倫理。�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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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二○一一年工作計畫

項目 計畫內容與說明 經費概算

辦公室運作經費 人事費 (包括保險費)

正式職員

兼職人員車馬費

辦公室運作經費

150萬

大營盤小學運作

（小學生213人，

   中學生27人）

管理人員

廚工人員

學生膳食及廚房雜支

學生保健室醫療用品

小學樂生獎學金

中學生助學金（新民中學就讀）

學校雜項支出

180萬

希望之翼學苑職訓計

畫─運作經費

師資人事經費

學生膳食費

廚工人員費用

技職教育訓練費用

辦公室運作經費

150萬

專案計畫─台灣 花東地區原住民課後輔導計畫

原住民文化教育推廣計畫
100萬

專案計畫─四川 望春風中學助學計畫（第一年）

大營盤故事館（原大營盤小學舊址，維修成彝族特色建築）
150萬

兩岸業務推廣費 工作地點為台灣偏遠山區、山東青島希望之翼學苑、四川越西大營盤小學、涼山州17個縣

市等地
100萬

宣傳及推廣活動 基於讓更多人對於協會的業務有所了解，以及增進未來協會運作的便利，協會將不定期舉

辦義賣或小型座談會，邀請社會大眾參與，同時也將於每年暑假舉辦各種不同主題的兩岸

志工營隊，歡迎社會各界有志之士到麻風村服務，參與打造麻風村希望工程

50萬

合計 880萬

單位：新台幣元

編／張平宜

▲廚師阿姨們正忙著準備
��學生們的三餐。�������林國彰攝影

▲

大營盤小學目前有十
二名公辦老師，師資陣
容堅強。�
�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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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春風助學計畫

【展望】

文／張平宜

一、計畫緣起：

一九九九年，首次接觸到中國

西南偏遠地區的麻風村，發現麻風

村的小孩境遇相當悲慘，雖然不是

麻風病人，卻身背社會歧視，疾病

烙印，只能跟著父母被流放在社會

邊緣。

那些孩子隱匿在麻風村，一般

人看不見他們，還沒長大，已經沒

有未來，雖然身體健康，未受感

染，卻因身背社會歧視，疾病烙

印，只能跟著父母被流放在社會邊

緣，沒有身分，更無法就學。

麻風病在今日，已是人類可以

控制的疾病，麻風病院及麻風隔離

村遲早要遁入歷史舞台，問題是麻

風老人終將凋零，但是那群背著父

母原罪的孩子們卻不知何去何從？

他們幾乎淪為文盲，衍生不少社會

問題，

參考國際麻風防治的經驗，我

們認為要終結麻風村的悲劇，打破

疾病的藩籬，必須讓麻風村的孩子

有一條回歸社會的道路，而這條漫

長崎嶇的路，唯有透由「教育」，

才能推開第一扇希望的窗口。

二千年底，我前往探視四川省

涼山州唯一一所建立在越西縣高橋

麻風村的教學點（涼山州十七個縣

市共十九個麻風村），當時兩間破

舊教室已經搖搖欲墜，唯一的代課

老師是個種蘋果工人，學校成立十

二年來沒有出過一個小學畢業生

……有感於麻風村的孩子需要一條

真正的希望之路，我們決定發動國

內外社會救援的力量，以大營盤小

學作為試點，建立涼山州第一所蓋

在麻風村的完全小學。

二千零三年，我們在台灣成立

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一個立案

的NGO組織，專心協助這群麻風村

的孩子逐步踏上與社會接軌的道

路；二零零五年三月，大營盤小學

歷經努力終於變成一所正式的鄉村

小學，同年七月，第一批小學生畢

業，畢業時並拿下越西縣第三類小

學第二名的優秀成績。

第一批小學畢業生也與當地政

府斡旋一年後，暫時進入附近新民

中學就讀（還是寄宿在大營盤小

學，每天來回走讀

三個半小時），第

一學年，新民中學

全校前三名全是大

營盤的學生，表現

十分優異。

這幾年來，在

國際慈善力量與

兩岸媒體正義的聯

合援助下，涼山所

有麻風村已揮別幽靈角色，轉變成

為正式行政村，麻風村也進行人口

普查，村民相繼取得合法公民的身

分，而繼越西縣大營盤小學後，涼

山十六個縣市的麻風村也陸續建立

了不少教學點，為麻風病人子女送

出希望。

二零零六年，中國政府為普及

中學教育，全面實施「兩免一補」

的政策，為偏遠地區的教育注入活

水力量，然而麻風村的地點都相當

僻遠，從各個教學點畢業的孩子

們，為了上中學得翻山越嶺來到社

會，但身處社會底層的命運和經濟

弱勢，就算中學開了窄門，學費全

免，家長也無力負擔孩子的生活，

最主要的是根深蒂固的社會歧視，

麻風村孩子，一旦身份曝光，很難

見容於學校。

有鑒於此，我們一度嘗試為涼

▲機皮呷呷以優異成績考上越西高中。� 林國彰攝影



�2

山州麻風村點校即將畢業的孩子

們，興建一所庇護中學，然而歷

經波折，遲遲無法獲得政府各種資

源，中學計畫無奈被迫喊卡，直到

二零零八年，四川省扶貧辦撥款兩

百六十萬人民幣在大營盤小學基地

興建中學，我們才又萌生為麻風村

小孩建立中學的想法。

去年，也就是二零一零年，中

學教學樓、學生住宿樓、教師住宿

樓陸續完工，但左盼右盼又盼不到

師資進駐，二零一零年大營盤第六

屆的小學畢業生仍需來回三個半小

時，到山下新民中學走讀上課、、

在極力與教育局爭取教師資源的同

時，我們的想法是，循大營盤小

學發展的模式(現有公辦教師十二

人，小學生兩百五十人，五個縣的

麻風村學童跨縣就讀)，大營盤中

學的教育發展也應該擁有「核心學

區」的概念，跟涼山州十七個縣

市，十九個麻風村的學童一起分

享。

為此，眼見中學已在大營盤校

園興建完成，我們希望能跟越西教

育局，涼山州政府，四川省政府或

是中央政府教育當局爭取公辦教師

資源，我們真心希望大營盤這所

嶄新的中學可以成為全涼山、全四

川，甚至全中國麻風村希望工程的

示範點。

如果，中學教師可以進駐大營

盤村，在台灣的我們也會繼續發動

兩岸人道關懷的力量，積極協助中

學生寄宿就讀的管理與生活費用

（除了大營盤的小學畢業生外，也

將對全涼山州其他麻風村小學畢業

生開放，並以獎學金吸收成績優異

的特困生），以一年五十名封閉式

教學的方式逐年增加，希望三年後

培植出第一批優秀的中學畢業生，

建立大營盤中學的品牌，累積這所

▲大營盤中小學硬體建設在中國麻風村名列第一。�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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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永續發展的力量。

從當初發現大營盤，一個搖搖

欲墜的克難小學，成長茁壯到今日

變成中國大陸第一所蓋在麻風村的

完全中小學規模，漫漫十年，我們

走得好辛苦，社會大眾對麻風議

題的冷漠，兩岸政治微妙的互動，

加上社會現實的考驗，我們夾在邊

緣，真的嚐遍人間冷暖，無奈吞下

萬般感受。

或許在醫療科技文明的現代，

大家對麻風並不再像過去那般排斥

與恐懼，但對這群被麻風烙印的小

孩卻還存在一定的偏見與疑慮，想

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幾年來我們親

自參與每個孩子的成長，和他們一

起歡笑，一起流淚，更和他們一起

攜手挑戰命運，大營盤的表現，讓

我們看到了麻風村的希望，也讓我

們堅信只要給這些可憐的孩子一個

公平就學的機會，他們一定有機會

變成社會有用之人。

給一份真正的需要，才能建立

一個真正的希望，而有了希望才能

尋回真正的尊嚴，就讓我們發揮雪

中送炭的精神，幫助大營盤中學趕

快找到公辦老師吧。

二、執行計畫名稱：

望春風助學計畫

三、執行單位：

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

四、執行地點：

四川涼山州越西縣大營盤中學

五、執行目標：

1.培植麻風村子女就學的基礎。

2.預計三年，提昇大營盤中學生��

��學生升學意願。

3.建立大營盤中學良好就讀風

��氣，招募各地區麻風村及特困

��學生至此就讀。

4.藉由完全中小學教育讓麻風病

��人子女與社會上接軌。

六、執行時間：

一、2011年9月～2012年6月

二、2012年09月～2013年06月

三、2013年09月～2014年06月

七、執行內容：

大營盤中學生助學金用以支付

中學生每人每年的學雜費、食宿

費、雜費補助費、生活補助費；跨

縣市就讀涵蓋一年兩次的交通費

等。均由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統

一支付及生活費之發放。此外成績

優秀之學生(前五名)會按月發放

150元生活補助費，六至十名按月

發放100元生活補助，其餘每月則

發放50元生活補助費(一年十個月

計)。

另外雜費補助部分，學生若有

共同的需求，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

會工作人員將會在了解情況後，由

協會統一為學生們添購所需之物。

每學年結束後，中華希望之翼

服務協會將所有補助學生進行成績

及學習態度的審核，以其在中學每

年級表現優異之前五名，作為核定

新學年度生活補助費區分的獎助名

單，故生活補助費名單每年會稍有

調整，也藉此激勵學生努力學習、

爭取榮譽。

預計二零一一年招募50名學

生，除大營盤村之學生，另招募其

他縣市麻風村之小學畢業生、或其

他地區之特困學生。

▲ 大營盤中學預計針對全涼山
麻風村小招生。�
�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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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大愛做小事

【工作日誌】

文／戴佳琳（大營盤學校管理人員）

每
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夢，我

的夢十餘年前在首都北京就

已萌生，都市繁華的喧鬧，總是打

擾著我尋求夢果實的靜謐之心，我

曾努力改變過自己，也曾積極適應

著環境的變遷，但是我的夢與自我

的實現，在落差中跌宕起伏……

二零一零年秋季，大營盤小學

成了我實現夢和分享夢的基地。認

識大營盤小學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但它的的確確成就了我的夢。因為

工作關係，我得到一本中華希望

之翼服務協會的刊物，「愛沒有恐

懼，愛可以洗去烙印」這句經典

的格言，我用了很長一段時間品味

它，同時仔細閱讀了刊物中和網頁

裡的每一篇文章，那一幀幀照片濃

縮的故事鮮活地呈現在眼前，心底

一股久違的親切伴隨著無限的感動

油然而生，我頓時感覺到，大營盤

的孩子就是幫助我成就夢想的助推

器。當然，真正的天使應當是張平

宜女士！源於對夢的期許，平宜姐

和我總能感同身受，今年夏天在青

島的約談見證了我的正確選擇。

時至今日，我來大營盤已經半

年了，說實在話，我已經走過了適

應期，我在服務的過程中，我給自

己的定位是「陪伴與尊重這裡的每

一個生命」，我們共同成長，實

踐最美好的人生旅程。還是記得剛

來時，我很不習慣這群彝族孩子的

名字，為了克服這個障礙，我一有

空就主動和孩子們聊天，請他們唱

《祝酒歌》。大營盤孩子給我極大

的鼓舞，在他們不厭其煩的歌聲和

一大堆我聽不懂的彝話世界裡，與

他們相互信賴、依存。

更幸運的是，我從來不是孤獨

的。水土、人文的差異總在很多人

的關心和愛裡縮小了，管理學生的

困難也被親朋好友的大力支持和愛

而稀釋。九月下旬，平宜姐特意到

大營盤陪伴我十餘天，從驅車買菜

到下廚房做飯，再到如何與大營盤

孩子交流、溝通、如何開放自己以

及如何用溫柔的真愛感動孩子等，

她的言傳身教讓我懂得自己在這

裡的服務，即是「懷著大愛做小

事」（印度德雷莎姆姆箴言）的

真正詮釋。

和孩子們同居共處，期待凡

事順利也非易事，這裡的孩子各

方面相對弱勢，他們中有的大孩

子心理就很自卑，再加上彝族的

民風民俗的遷就，他們很不善於

學習，行為習慣也比較粗野，我

發現孩子們的問題，就通過實際

的交流與互動，讓孩子們意識到

不屬於自己的物品是不能拿的，

拿了就是偷，是不文明的行為，

如不改正，長大了這樣的壞習慣

������������

▲在孩子心目中，佳琳是「老師」「姐姐」也是「媽媽」。���������������������葛淑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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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自己蒙羞受辱。為了達到一個

長效的教育機制，讓孩子們心悅誠

服地接受批評，我利用孩子們的課

外時間，每週兩次共同學習《弟子

規》和禮儀常識。學習方面，尤其

是寫作方面給予他們力所能及的輔

導，通過這種同在學習，我們之間

的感情自然過度到相依為命的親

情。

孩子們的用餐和就寢習慣，一

開始也很隨意，有個別學生很調

皮，故意搗亂，甚至忽略別人，破

壞紀律，針對這樣的孩子，我單獨

找來談心，一邊請他品嘗我自製的

食品，一邊結合禮儀及飲食營養搭

配，讓他們知道講紀律的重要性。

我知道一般情況下，這樣的孩子其

實是期待一份重視而已，他們幫助

我，讓重新製定食堂衛生的常規，

於是，每桌、每週、每月都有專門

的衛生監督員服務大家，每月的寢

室長輪流當，獎勵主動擔當的好孩

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改進當中

方方面面前進了一大步，「對飲

食，勿揀擇」、「朝起早，夜眠

遲」成了大家共勉的座右銘，倒

飯、掉飯的浪費現象，按時熄燈，

安靜休息的習慣也在鞏固當中。

除了公共衛生外，孩子們個人

衛生習慣的培養也是一件十分重要

的工作，我親自示範疊被子，鋪床

單，帶孩子參觀整齊、清潔的床

位，讓他們知道自己離標準的差

距，從而修正到改進。對女孩子的

頭髮，我也親自幫助梳理，一直以

來，大孩子幫助小孩子，個個都陽

光美麗。我清楚，誇獎、肯定、適

當的尊重是鑄就人格健康向上的動

力。孩子們也很受用，所以她們現

在很不讓我操心。她們給予我的是

祝福！我因此感恩她們成為我夢想

的財富。

我知道，我的夢在大營盤真正

開始了！

▲牛馬羊雞鴨鵝都是大營盤孩子的好朋友。�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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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若慈（協會常務理事、學苑英文志工老師）遠方的掛念

【工作日誌】

Dear all,

This is Tammy. I’m back to Taipei 
now, yet my heart is still there in 
Qing dao with you all. It often takes 
some time to really get back to my 
life in Taipei.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all for 
having enriched my life. You know 
what: people never get tired while 
doing something they really enjoy. 
Visiting you, studying with you, 
watching movies and sharing our 
reflections on them or some other 
things and having parties are exactly 
what I enjoy doing with you all. 

I’ve found that all of you have 
improved a lot since I last saw you 
and your performances in every way 
really shock me though there are 
still some to be improved, especially 
those routines in your daily lives, which we talked about during the class meetings we had. Hopefully, you can follow 
the rules we set up then. Just remember that all the rules we set up are good for you and you are willing to follow them 
because you do believe they are good for you yourselves. Go! Go! Go!

You should know that I have always had confidence in you all. I also believe that you can do well on whatever 
assigned to you. You are “Number �.” 

Time spent with you all is what I cherish most. I often envy you to have such a big family  growing up and sharing 
everything with you on the way.   

The following three sayings are what I want you to keep in mind.

“Never put off until tomorrow what you can do to day.” 
“There’s no shortcut in learning.”
“Look before you leap.” 

▲Tammy發揮自己的專長，指導孩子們學習英文，拓展視野。� 王若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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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da: Smiling is the most beautiful expression that can bring joy to those around and you yourself.
九一: I’m used to calling you “九一”. Take care of yourself. Just remember that health is above everything.
Monica: Did you open the file I put in your USB?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it,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me.

Roger: 飛機。Do believe that you can make it in whatever you really want to do. The song you sang that night was 
quite impressive. I won’t forget it.

James: 木牛兒。You are thoughtful, optimistic and gentle. You are quite a person.
Robert: Keep smiling and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road ahead. Just do it.

Jimmy: Silence is gold. Always know when to talk and when to keep silence. You are really serious while working 
and that’s what impresses me a lot.

Patrick: Never give up learning, no matter what. Open your mind to everything and be more thoughtful to others. 
Michael: You are really a gentleman. People feel happy to be around you. You are gentle, kind and enthusiastic. 

David: Though you are young, yet you are quite philosophic in some way. I’m impressed by the words popped out 
of you mouth. I enjoy the songs you sing. Go pursue you dream and I believe you can make it.

Kevin:
阿星。You are quite knowledgeable because you enjoy reading and you are doing that all the time. Yet, 
I want to say it’s worth spending some time with those around and offering a helping hand for those who 
need it. I believe you’ll gain more that money can’t buy.

Jason:

You know what I want to say. Still, I want to say, “Keep doing and be more modest.” Keep your creative 
mind. That’s what you can break through all the boundaries ahead and open up a bright future for yourself. 
Don’t forget the promise you made, teaching Roger, Porter and Amanda Phonetics― pronunciation 
symbols. I’m counting on you.

Steve:
(Kill the horse.) Look before you leap. Do not do or say anything on impulse. Be patient in your position 
and you will find that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hat’s worth learning. You are not you yourself only now. 
Be a more responsible person. You know what I mean.

Frank:
小孩子。You are big and tall but still a kid in the mind. Good for that and keep that. No hurry to grow up 
but enjoy everything on the way of growing up. How’s the wound on the left side of your mouth? Getting 
better? 

William: Be careful at work. The area you’re working in is quite dangerous, so be very, very, very careful. Keep 
learning.

Eric: You look quite happy and optimistic. Good for you. Yet, you too. Be careful at work. No more injuries on 
you OK? Try hard in learning. Believe me. You can do it. 

Anthony:
Teacher A-bi. I take every word you spoke to me while hugging the night before I left Qing dao seriously. 
And I believe what you said and I know you can make it. I have confidence in you. You do have changed a 
lot. Go. Go. Go.

I’m playing the songs we listened there in Qingdao. Listening to them makes me happy and they can bring back the 
happy time spent with you all. Your faces keep popping up in my mind.I’d like to say:
For those “OLD” students, you should know that no paper is long enough for me to write down all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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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ose newcomers, all of you are great, diligent and cute.

REMEMBER: Study hard, work hard & play hard. That’s the golden rule of Hopewing.    

With love,
Tammy (20�0�0��)

Albert:
I know you have grown up. To me, you are still a kid. I felt pain in the heart while listening to some things 
you have been through. Yet, I know you will be stronger because of them. Go. Go. Go. Happy to work, 
happy to studies and happy to lead your life ahead.

Porter: Young as you, you seem quite easy in Qing dao. Life doesn’t seem to bother you at all. You do have 
grown up. Hope you enjoy your life in Qing dao. Don’t forget to learn “Phonetics” from Jason. 

Mark: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especially your stomach. I want to tell you to be more active in learning. You 
were really a quite diligent student in Ta-yin-pan. Hopefully, the diligent Mark can come back soon. You 
can, I know. Be serious at work and studies. And be happy at playing. 

Catherine: 
秀花姊。It’s so nice to have you around. You are a quite competent person, optimistic and full of energy. 
Yet, the road to learning is always there. So, keep learning. And remember, try to speak more slowly and 
more clearly. 

Jack:
You are a quite polite person, always greeting me with “老-師-好”. I’m quite impressed by your 
determination in learning. I’m touched by the strong will you have in doing things, both in the factory and 
in learning English. Keep it. Never give up.  

Margaret: 
高姊姊。I feel happy to see those smiles on your face. You seldom talk but I can see that you are happy 
in Qing dao. Jack is really lucky to have your accompanying. And you are a quite good sister to Jack. I 
want to say, “Keep learning and never give up.”

Emily:
Lovely girl. I can see you around all the time, always with a smile. You are quite good in learning. And 
you are thoughtful. Though you seldom talk, yet you are there. It’s hard not to see you. Get more sleep. I 
think you need it. I feel warm with the blue scarf on my neck.

Peter:
You are really something, quiet but know what to do. You’ve learned to be more active and you really did 
it. You are the first one that asked me to record the Phonetics for you and learn the symbols by yourself. I’
m impressed. Keep going. 

Charles:
老夫子。That’s what I feel about you. I find that you are quite good in Chinese literature. It’s good for 
you. Words are really magic because they can transmit all the ideas or thoughts one has in mind. Through 
them, you can make yourself understood. Good for you and keep going. 

Amy: Lovely girl with a sweet voice. Serious in work. Yet, I want to say, “K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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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川流不息

【志工日誌】

把愛傳出去

當
同學告訴我去四川服務的訊

息，我不假思索，馬上就答

應。在大營盤服務的期間，真的讓

人終生難忘。記得到大營盤之後，

我時常到附近的住家拜訪，去看獨

居的老人，他的家中很簡陋，靠賣

糖果、花生為生，手指不全及四肢

不便的他，自從罹患麻風病之後，

妻子離他而去，孩子也沒來探望，

他自己一個人住在麻風村。另外，

一對七十多歲老夫婦，老先生訴

說着早年生活的困頓，他們靠種玉

米及土豆維生，現在的生活依然困

苦，但已經改善了很多；老太太可

能因為一生的操勞，她說生活實在

太苦了，有時會有不想活的念頭。

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在

大營盤都是奢侈品；如果能夠多節

省一元，就可以多幫助需要的人；

多付出一分愛心，就可以陪伴一位

受苦的人。

離開大營盤的前一天，我們決

定要清理學校環境，那天天氣格局

炎熱，大家在大太陽下站了幾個小

時，付出是不拘形式，而要感恩別

人給我們機會，不論是什麼事，做

就對了。時間飛快，大家在依依不

捨的心情下，離開了大營盤。我們

對這裡的每個人、每棟建築以及每

顆樹，都有了感情。許多同學發

願明年再回來，盼望明年再把大

家內心滿滿的愛，透過彼此的交

融，聚為大愛，散播到更多的角

落。�����文／林學仁(慈濟大學教師)�����

我們一行人參與校園綠化的活動，

這些台灣來的飼料雞，從小在父母

無微不至的呵護下，鮮少做勞動的

工作，因此拿起鋤頭來左搖右晃，

比起當地十多歲的小朋友還要沒架

勢，鏟沒幾下就氣喘吁吁、汗水直

滴；反觀孩子們熟練的動作及速

度，令人自嘆不如，卻也開始心疼

他們，從有記憶開始，就必須成為

家中的勞動力，自己卻身在福中不

知福。

藉由此次國際志工活動學習到

更珍惜自己擁有的一切，畢竟在世

界的許多角落裡，仍存在著許多艱

陽光下的笑臉 困的環境，但因為沒有比較，因此

就算面對困難，也能夠甘之如飴。

相信經歷過這樣的生活後，未來出

社會工作，也能不畏懼地面對所有

人生的挑戰，而我，也會永遠記的

大營盤的孩子們，那在陽光下綻放

著璀燦笑容的臉龐。

 文／洪崇淯(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學仁爸爸」
用愛緊握麻風
老人的手。��������������������
�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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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次的國際志工服務或許剛開

始會有些許的不適應，但在

透過互動與溝通以及合作單位的從

旁協助，讓我們更瞭解大營盤的孩

子，也多出對他們的許多疼惜，還

記得有些小朋友的回家時間在我們

離開之前，我幾乎都是笑著送他

們，一批一批的回家鄉過暑假，就

算是要五、六點晨起的陰雨天也沒

錯過。猶記當天一早聽見汽車馬達

聲，便由床上彈起，顧不得是否披

頭散髮，就抓件外套，穿了拖鞋，

也忘了戴眼鏡，啪咑啪咑的衝下

樓，就怕沒見到他們最後一面。現

在回想起來，不禁莞爾，若唸書也

像這般著了魔似的，那該多好。

最重要的是，我要謝謝給我們

機會參與國際海外志工的NGO─台

北中華希望之翼，供應當地的食

宿，讓我們在營隊課程中自由的發

揮，讓我們體驗山村裡與世無爭的

生活，更讓我體悟到了美麗與哀愁

之地中的「哀愁」。也謝謝參與營

隊活動的學員們，這麼的投入在我

們的課程中，讓我們這麼的融入你

們的生活，不厭其煩的陪伴我們遊

山玩水，教導我們大自然裡的小常

識。當然，我也要謝謝我們的團員

們，沒有「讓愛川流不息」的存

在，我無法達成我自己的夢想！

文／張雅筑(慈濟大學公共衛生系)

美麗與哀愁的交會

翻
越過好幾座高山之後，我們

來到了大營盤小學，剛到這

裡時，除了美麗的景讓我覺得不可

思議之外，讓我愛上這裡的是這些

小朋友的熱情與單純。

雖然這群小朋友的笑容是那麼

的天真，但是對於未來他們卻有些

許的無助，因為許多人這輩子都還

沒出去過大涼山因此對於外面的世

界與未來他們知道的很少，這裡的

小朋友許多年齡和我們差不多，但

是卻仍然還在讀初中甚至是小學，

有時聊天問起他們的夢想，他們無

奈的說：「初中不知道能不能讀完

呢？」

這樣的無奈讓我心疼，但是幸

好在被遺忘、封閉的山裡，張阿姨

看見了，張阿姨張開臂膀帶給大營

高山之後的希望

盤的人希望，帶著這些小朋友們走

出去，中華希望服務協會用愛搭起

了這座橋，讓許許多多的人因為感

動而來到這裡付出，雖然這裡資源

缺乏，但是我們卻能在這裡感受到

滿滿得愛與溫暖。

 文／李怡樺(慈濟大學公共衛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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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營盤的日子，令我永遠不

會忘記的應該是大家的歌

聲，從小朋友到大朋友，每個人都

超會唱歌的，根本不輸台灣的歌唱

選秀節目。自從第一天跟他們相見

歡，以及知道他們很會唱歌後，幾

乎每天都要跟他們唱歌和玩耍，到

逼不得已的上床時間才肯去睡覺，

大營盤的太陽下山都是晚上七八點

左右，當太陽下山後，真的都是烏

漆抹黑，伸手不見五指，所以晚上

的時間我們大都在互相聆聽對方唱

歌，大家都互相誇獎對方唱歌很好

聽，但是我真的很喜歡聽他們唱

在大營盤的日子
歌，那是一個非常棒的享受。大營

盤的一切，讓我學到很多很多，雖

然，這次的旅程中因為天氣有了一

些遺憾，真的很希望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再次的回到這裡，看看小朋

友天真無邪的笑容以及美麗的村

莊。這趟旅程我們有歡笑也有哭

泣，我相信我們真的學到了很多。

文／蘇珮潺(慈濟大學公共衛生系)

▲每一個人都把笑容留在大營盤。��������������������������������������������������������������������������������������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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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得在離開大營盤的前幾天，

奇妙的認識了爾在，帶我跟

雅筑去了四組及他同學家，雖然路

途比去三組的陡，但四組的美更令

人讚嘆，當地人的熱情讓我們不自

覺的也融入在裡面。營火晚會上我

們和小朋友們跳Nobody，是我們在

課堂之餘大家一起勤奮練習的成

果，在園遊會中，與學仁爸爸、爾

在及郭建波賣了第一次做的食物－

蛋包飯，而番茄醬是我們在前晚做

出來，張阿姨還在蛋皮不夠時，來

我們這邊幫我們煎蛋，而炫目耀眼

的煙火也是我第一次「親手」放出

去，近在咫尺的感動，真是難以言

喻，還記得煙火後大家的興致不

減，到了食堂繼續跳舞，第一支舞

是大家一跳再跳的歌，從雙人舞的

互動中增進大家的情誼，這幾天小

小的活動中，感謝每一個人做的每

一件事讓活動更加圓滿。

回顧這次的志工營，不只看到

小朋友的轉變，連我們自己都學到

不同的東西，從原本對麻風的恐懼

到整天可以和小朋友玩在一起，從

不適應這裡的生活環境到深深的愛

上這裡的一草一木，在最後手語表

演的「讓愛傳出去」，我看到金妹

妹跟曲布在我面前哭了，我也哭

了，連手語都比錯了，回家回到生

活回到現實，憶起這幾天來的點

滴，止不住的淚是無盡的回憶，當

我想念閉上雙眼，你們都在我心裡

面。

 文／張嘉岑(慈濟大學醫學資訊系)

近在咫尺的感動

其
實來到大營盤的第一天就偷

偷的考驗了孩子們的所謂文

化能力，數學不用說，畢竟是他

們要考試的東西，語文竟是出乎意

料的好，說他們的程度不好、理解

能力不佳，總覺得有些偏頗，唐詩

宋詞不只寫在教室的黑板上，也刻

印於他們的心版。在我們帶領的課

程裡，發現了更多的長處:有些人

很會繪畫，山峰、太陽花躍然紙上

不說，大姐姐們也進入他們的畫筆

下；有的人很擅長運動，籃球排球

躲避球樣樣行，玩遊戲的時候也總

是常勝軍；一些人很會唱歌，一些

人口才伶俐......等，天天都像尋

寶一樣，挖掘出好多好多的優點。

日子像飛的一樣，十五天眨個

眼就不見了，臨走前收行李，發

現很多帶不走的東西:小朋友千辛

萬苦摘來的花、他們靦腆的笑容、

樹上累累結實的花椒、滿天的星斗

以及整個山頭的翠綠，這時候才驚

覺，我早就已經融入當地，融入這

塊富有彝族傳統之美的地方。跟小

朋友、大孩子相處的點滴，跟地方

長輩、家長交流的內容，雖然短

暫，但卻美麗的令人難以忘記。如

果有緣，相信我們還會再見面的。

 

    文／鄭詠尹(慈濟大學醫學系)

花椒 星斗 太陽花的回憶

▲大庸和家蘭的英文課口碑很好，大受歡迎喔。������������������������������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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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中拿著在大營盤的照片，回

憶又開始湧入腦海中，我真

的超級想念大營盤的一切點滴。

想念的是與小朋友手牽著手漫

步在鄉間小路，把摘下的花送給我

們當作裝飾品戴在頭上，還要照顧

我們的生命安危，以防我們因泥濘

而滑倒，牽著她們的小手，我的心

都暖起來了。

想念的是我在教NOBODY

時，站在桌子上看著下面的大小孩

子們，他們盯著我的每一個動作，

是那麼的專注，然後努力去記下每

一個拍子以及動作。

想念的是他們的歌聲，早上的

時候，睡夢中突然會有歌聲傳入我

的夢中，把我從夢鄉叫醒，而晚上

會有大孩子們在樓上開演唱會，為

我們唱一首首的動聽又動人的晚安

曲，這些孩子們不論是大孩子還是

小孩子們，他們每一個人的歌聲都

是一級棒的，到現在我還是非常想

念他們的彝族傳統歌《祝酒歌》

還有彝族歌手所唱的《錯過的風

景》。

最想念的是在煙火大會的時

候，大家手持龍珠砲，大聲向著天

空煙火說出自己的願望，那種歡樂

場面，久久不能從我腦海中消失，

在許願的時候，心中給每位小朋友

的願望，希望他們像天空的煙火一

樣，生命繽紛燦爛。

這次生活體驗營，我學到的不

只是團隊的執行力，還有團員之間

的相互溝通、合作，雖然只有短短

十幾天，卻是我最寶貴的回憶。

 

文／何沁紋(慈濟大學公共衛生系)

NOBODY的超級大想念

▲大營盤的孩子對跳舞有高昂的興趣。����������������������������������������������������������������������������������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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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大營盤回來後，總覺得一切

都好不真實。記的當時我們

爬了大大小的山，放眼望去盡是美

景，我們一直期待著，期待是不是

翻過這一座山就可以到達我們的目

的地。終於盼到期待很久的大營盤

小學，雖然這一路上，路途遙遠又

顛簸，可是一看到大營盤的小孩

子，不管有多麼疲憊不堪，好像都

因為他們而消失不見了。

我們來到這裡希望可以提升他

們衛生教育的觀念，因此，我們設

計各種課程來教導他們，面對爆滿

的學生，我們就地分組，教他們許

多衛生觀念，例如：刷牙、洗澡、

廁所、吃飯禮儀等等。經過這幾天

的相處，我能感受到他們接收到課

程上的教導，這讓我有說不出來的

感動。

大營盤小學真的是一個很特別

的地方，不管你離開多久，你還是

會想念在這裡的日子，雖然這裡沒

有都市的方便性，但它純樸與簡單

卻能讓人很快樂，真開心有機會去

大營盤，這一次真的是很棒的志工

服務經驗。

文／賴筱婷(慈濟大學公共衛生系)

說不出的感動

噠噠馬蹄聲穿過午後恬靜的校園。�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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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自問自己，如果一個村子是

麻風病患的群聚地，有人會

願意進去嗎？村子中的麻風病患截

肢眼瞎的畫面會多麼驚悚？麻風病

患的下一代也有被感染的嗎？如何

找到問題的答案，我給予自己一個

親身經歷的機會，去趟大營盤吧！�

� � �我們沒想到團隊辦的夏令營在

當地產生一傳十十傳百的轟動，某

天早上發生山下的兩村，大人帶小

孩一共二、三十人要加入營隊，很

開心我們的努力受到肯定，但也遇

到很多問題。多來的小朋友誰帶

呢？教學材料夠嗎？小朋友是不會

騙人的，不一樣的待遇總會化成他

們的滴滴淚珠。很幸運的，我扮起

中間人的角色，當小朋友和團隊間

的橋樑，如何在滿足小朋友的求知

欲和團隊的規範管理間取得平衡，

是我碰到的挑戰，過程中難免有摩

擦，但收穫的果實是每位成員共有

的成長，讓我學習到如何在團體

中，瞭解每一個人的差異，截長補

短互助合作。

� 文／盧音君（慈濟大學醫學系）

團隊合作 截長補短

▼志工學生帶著孩子們玩母雞帶小雞。�
� 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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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希望學苑學生為自己出征我的新年新希望

【心情日誌】

機皮： 新年新希望，向“前”看。

小歐： 希望這一年平平安安。

阿布： 希望在廠內換個新工作。

阿比： 期待今年比去年好。

韓正強： 努力學習，在工作中不受到傷害。

兄弟： 向著心中的“彩虹”出發，努力學習。

拉且： 快樂每一天，無論工作生活還是學習。

克地： 感恩一切，珍惜一切，今年過了一個非常滿意的春節。

阿木： 再多些自立，相互依賴，成就夢想。

木牛：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高翔： 多交朋友。

國有： 彌補過失，向大家學習。

志明： 想自己該想的，做自己該做的，言出必行。

郭建波： 向“前”看齊，快樂每一天。

師鵬飛： 請大家監督我，鼓勵我比去年做得更好。

永志： 不再好高騖遠，淡定一切。

阿沙： 認識不少新朋友，學習會更有動力，祝福大家在這裡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沙馬： 珍惜緣分，快樂工作。

興菊： 這裡的生活很鍛煉自己，感覺自己長大了。

征萍： 新的開始，學習新的知識。

鄭開玉： 找到自我。

金梅： 取長補短，以人為鏡，看透事物。

秀花： 忍別人不能忍，做別人不願做的，努力前進。

朝珍： 希望所有人健康、平安。

小瓊： 希望配合工作，多些體諒，不搞小圈子。

娜姆： 向大家學習了很多東西，珍惜緣分，祝福大家事業有成。

鐘靜： 感謝團體、朋友的溫暖，學到文明禮貌。

鐵石： 珍惜緣分，快樂工作。

陳永富： 希望父母親身體健康。

▲希望之翼學苑是一個愛的大家庭。������林國彰攝影������������������

▲手機裡藏有青春的秘密喔！����������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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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微笑工作，不怕任何挑戰。林國彰攝影

聚精會神工作，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林國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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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塊文化台灣娘子上涼山新書發表暨義賣

【活動紀實】

《
台灣娘子上涼山》的作者張

平宜曾任中國時報記者，十

二年記者生涯中鏖戰新聞戰場，製

作專題無數，先後奪得吳舜文新聞

採訪獎和金鼎獎新聞專題獎，目前

擔任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執行

長，擔任兩岸麻風村慈善工程，期

間曾以「悲歡樂生」一書，記錄台

灣樂生療養院歷經日治、省府及衛

生署時代長達七十四年的防治史，

保留台灣一頁最篳路藍縷的公共衛

生史，而此書也在二零零五年入圍

德國悠力西斯報導文學獎華文推

薦，讓世人一窺台灣麻風病人走過

辛酸過往，揮別疾病陰霾，尋求尊

嚴的心路歷程。

《台灣娘子上涼山》是張平宜

在大陸麻風村孤軍奮戰的生命故

事，十年前，她帶著記者的好奇，

與身為母親的心情，勇闖涼山彝族

自治區越西縣大營盤麻風村，自此

人生發生天旋地轉的改變，她如何

在兩岸政治敵意、文化落差、環境

迥異的夾縫中關注社會最底層的麻

風病人？如何與當地政府周旋，在

被孤立於黑暗角落的麻風村建立第

一所公辦民助的鄉村小學？又如何

帶領一群被麻風烙印的小孩走上回

歸社會的希望道路？這十年來，她

從台灣到涼山，萬里迢遙，來回穿

梭不下百次，用生命譜寫的故事，

坎坷艱辛，讓人動容，在她勇敢的

堅持下，有一顆台灣女人最悲天憫

人的心。

出版新書，除了記錄台灣參與

國際慈善，實踐人道關懷最溫暖的

一頁，同時也將

發揮拋磚引玉的

積極使命，預計

呼籲有愛心的人

士，以愛護大營

盤小學的心情，

再度伸出援手繼

續關懷大營盤的

中學生，給這群

被麻風烙印的小

孩，完成九年國

民教育的上學之

路。

中華希望之翼協會預計籌款台

幣五百萬，成立「望春風助學計

畫」，作為第一屆大營盤中學畢業

生的培育基金。

好故事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

有意義的事更要和好朋友一起來共

襄盛舉，一月十五號這一天，是個

美麗的星期六下午，請所有希望之

翼的舊雨新知，來華山藝文中心溫

馨敘舊，大塊文化出版社率先捐出

二百本新書義賣，張平宜捐出所有

版稅，協會希望能籌募到第一筆一

百萬，讓「望春風助學計畫」，乘

著希望的翅膀，幫助這群在麻風村

長大的孩子一圓中學的美夢。▲義賣現場大家紛紛慷慨解囊。���������������������林國彰攝影

▲由大塊文化出版的《台灣娘子上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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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親愛的張阿姨：

你好！明天你的新書就要發表了，想起這着多年的風風雨雨，想到明天記載著我們生活點點滴滴

的書就要與大家分享，內心裡突然間覺得有些期待，又些高興，但同時又有幾分的遺憾沒有能夠去

到現場。

張阿姨，此刻那些我們一起走過的每個畫面，每個情形突然間不由自主都從我們的腦海裡一一

閃過，不管是快樂，悲傷，此刻從心裡回味過，都覺得是那麼的珍貴，難忘，這多年的歲月，這多

個時刻，每個回憶裡都有你那張慈祥的臉龐。都有你陪在我們的身邊，自己親自下廚，看著我們一

口一口的吃，陪著我們一起看書、陪著我們聊天、陪著我們訴說心中的事，陪著我們聆聽我們的迷

茫、煩勞，陪著我們一天天的成長，十幾年的時光，我們成長中的點點滴滴都有你看著、陪著、說

著、教導著。我們從對你陌生、有距離，開始過渡到會想念你，生活中不能沒有你，這不僅僅是幫

助與接受的問題，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已經為你留了一個別人無可代替的地位，我們就叫做“阿莫”

也就是所謂的”“媽媽”。雖然此刻我們的距離有些遙遠，但兒子與母親的之間的情感，心始終是

牽連在一起的，此刻我們的心與你在一起，我們最親愛的張阿姨。

歷盡千辛萬苦，在上完國中後，繼續帶著我們來到青島，希望我們能夠在讀完初中後，不要放

棄學習，也希望我們能夠學習到一技之長。在青島的日子，雖然沒有家人的陪伴，但有你就有家的

感覺，有家的溫暖，這裡又成了另一個大家庭。你為了我們失去了與家人共度的時光，為了我們失

去了許許多多的自由，為了我們，你放棄了太多你本來應該享受到的東西，犧牲了許多。我們對你

的感謝說不完、說不盡，我們對你的感情也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只是心裡清楚的知道不能忘卻你，

因為對你就是“媽”的感覺。

我們的成長離不開愛心，因為大家的熱心幫助，我們才得以有機會上學堂，才會有今天的我

們，成長的回憶裡有太多的好心的人，給與我們物質上的幫助，情感上的溫暖，精神上的鼓勵，當

然我們都知道還有許許多多我們沒有見過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爺爺，奶奶，在默默的用自

己的血汗錢幫助著我們，心裡默默的我們鼓舞、勉勵。我們知道大家給與我們的太多太多，知道一

句“謝謝”沒有辦法表達盡我們對你們的感謝，但還是謝謝你們，真的謝謝你們！我們感到很慶

幸，大家給與我們的機會，我們覺得很幸福，因有大家關心著我們，我們很感謝，大家的幫助，大

家的關心，很感謝大家教會我們“愛”─愛自己，但更要去愛別人。

陳永志、阿被拉且、馬海阿木、陳永富、吉潘木牛、羅小瓊、陳金

梅、鄭開玉、師鵬飛、宋普星、歐純凡、機皮藥布、俄里兄弟、沙馬

爾地、地日阿布、俄里阿比、韓正強、地日克地、歐秀花、郭建波、

陳興菊、高朝珍、柯征萍、字志明、袁國友、高翔。�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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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塊文化創辦人郝明義。

余紀忠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

黃富源監察委員(右起)洪蘭教授、辛智秀理事長、曾志朗政務委員。

在吳恩文深厚主持功力下，義賣非常圓滿成功。

四川名畫家李金遠義賣畫作，為大營盤盡綿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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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五日，天氣寒冷，但活動現場溫暖極了，嘉賓雲集，幾乎所有大營盤的「親朋好友」都出席了，大

塊文化捐贈的兩百本書簽賣成功，理事長捐贈的琉璃作品以及川師大李金遠教授的水墨畫作都被認購一空，連

黑豆桑帶來的手工醬油也都被婆婆媽媽一口氣搶光，最重要的是國彰用三百張照片精心製作的PPT，讓大家瞬

間掉進大營盤的回憶裡，走過十年的風雨，看到孩子們的成長，有人流下喜悅的淚水，也相約再奮鬥的勇氣。

道路漫長，但希望就在不遠的前方，大營盤的孩子加油喔！� 文／張平宜‧攝影／林國彰

後 記

所有的來賓都是希望之翼的好朋友，

中立者為中國麻風服務協會理事長谷寒松神父。

四川名畫家李金遠義賣畫作，為大營盤盡綿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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