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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提到台灣，這個自己生長的國

家，總有幾分自豪，也有幾分自省。

自豪的是這裡有濃厚的人情味、勤奮

踏實的人們；而最近這一年讓我常常

自省的是，有一群飄洋過海到台灣打

拼生活的外國人，除了要面對遠離家

鄉的惆悵之外，更得面對一些基本人

權的剝奪，諸如平等、自由，這些我

們常引以為傲的民主國家應保障每個

人擁有的權利。

從駐美外交官劉姍姍不當對待菲傭

案，往前回溯某工廠雇主逼迫信奉回

教的外籍勞工吃豬肉等大事件，另外

還有每天不斷發生的外籍看護兼做幫

傭、超時工作、扣留加班費等等我們

習以為常根本感覺不出那是違法的日

常事件，我們千萬別單純地批判台灣

人不重視外勞人權，因為台灣勞工一

樣天天超時加班沒領加班費，在公司

裡身兼多職，一人當兩人用，甚至勞

保都沒確實投保⋯別說外勞權益，本

國勞工的權益保障也都堪慮。

順著這脈絡思索下來，原來在這個

社會仍遵循古法，雇主與勞工的關係

還有一部分無法跳脫主人與奴僕的模

式，而且成為一種集體意識。僱主們

總會說一句：「大家都這樣，又不是

只有我⋯」，除此之外，外籍勞工在

台灣使雇主更多了一層泱泱大國凌駕

番邦小國的優越感，我們彷彿回到歷

史現場，這些外籍勞工就像被俘虜的

番邦奴隸一樣，哪來的平等自由？

另一方面，雇主與外勞之間的不互

信，也是加深這種緊張關係的原因，

外勞有些一來便存心逃跑，或在仲介

與雇主剝削之下，覺得錢太難賺導致

鋌而走險，相關案例時有所聞，使雇

主必須用扣留證件存摺或限制自由等

更高壓的手段防範，形成惡性循環，

將不斷導致類似的勞資糾紛發生。

身邊有幾個朋友，為了討生活也得

遠走他鄉，去到大陸或其他國家長期

駐點工作，這是多麼尋常的事情啊，

我不會覺得他有甚麼可憐，但我也不

能見到他在外地受人欺侮！同樣外籍

勞工為生活來台灣打拼，是平凡而又

有尊嚴的一個決定，就像勤奮踏實的

台灣人一樣，值得被尊重。筆者因為

工作的關係常走訪老人福利機構，那

些為老人把屎把尿的、聽老人嘮叨、

幫老人洗澡的，好多都是外勞朋友。

拿這麼少的錢，卻做很多台灣人不願

意做的工作，我心裡其實常懷感謝，

有這些外勞朋友在幫忙我們解決老人

長期照顧的問題。就算有人認為這是

他們自己選擇的工作不必講得那麼崇

高，那麼我們只用看待一個認真工作

的勞工的角度來尊重他們，用疼惜出

外打拼遊子的態度以禮相待，難道算

是唱高調嗎？

當紛爭浮上檯面，不免又

有需多聲音把矛頭指向政

府，要求政府應制定如何的

制度杜絕，我想說的是，在

人們都用誠實、仁愛、無私

和純潔的標準衡酌自身行為

的時代到來前，再多的制度

都堆疊不出我們心中的理想

社會。謹此與許多愛自省的

道德重整朋友們共勉之。

同理心對外勞 不唱高調
張詠富

協會北部青年工作團隊希望小棧拜訪賽珍珠基金會

台灣不愧是多元文化齊綻放的寶島！現在台灣約每6對結婚新人就有1對是跨
國婚姻，每10個初生嬰兒有1個是新住民媽媽所生，於是新住民家庭在台灣的生
活漸漸也成為本會發願要關心的議題。

12月11日希望小棧的朋友們一同拜訪在新住民關懷領域的重量級民間團體
「財團法人臺北市賽珍珠基金會」，向他們學習瞭解新住民關懷領域的現況，

由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長蕭秀玲為大家簡報分享。賽珍珠基金會成立於民國86
年，致力於幫助外籍配偶及其家庭、單親與清寒家庭的兒童，協助她們適應環

境、就業，並給予新台灣之子經濟及教育等各方面的援助。在該基金會及各界

有心人士努力之下，新住民家庭的處境確實大有改善，也因多年耕耘的優良口

碑，總是能為服務對象結合足夠的資源提供服務。

參與交流的小棧夥伴對於新住民家庭的服務方案激盪許多想法，初步構想將

以目前本會擅長的青少年生命教育著手，也繼續和相關的民間團體合作交流，

以期為在台灣的新住民家庭貢獻一己之力。

關懷新住民  取經賽珍珠 張詠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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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f C in Taiwan

我國隨著各種環境議題的逐漸加溫，民眾的環保意識也逐漸抬頭。企業商

家若墨守成規地以過去「環保與經濟不能兩全！」的觀念繼續經營，必然會

被時代所淘汰！從符合ISO14025、綠色設計、清潔生產、零污染排放、到可
完全回收利用及低碳節能，各種「綠色產品」的各項訴求，儼然已成為新一

代商品的趨勢。在消費者、員工及政府的眼中，環保更是「高品質」的代名

詞！許多國家都已經規定所生產的商品必須加附完整的生產履歷，更有環保

先進國家要求廠商必須符合各種環保要求才能將產品輸入輸出；而我們民眾

也應秉持著響應環保亦是良心的想法，支持較環保的綠色商品，細心研究各

項商品從製造到廢棄回收，是否均能符合友善環境的訴求。若我們選擇商品

僅依照其功能強及價格低來挑選，如此可能親手支持「黑心企業商家」來破

壞屬於我們共有的美麗環境與自然，並將錢賺進他們的口袋。

今年我國企業環保獎(http://ivy3.epa.gov.tw/AEEPA/)已邁入第20屆，評選
出許多優秀的企業及商品供消費者與民眾選擇。其中評選項目包含環境保護

規劃及管理、環境保護工作推行及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等三大方向。透

過這樣的方式可以協助我們去瞭解企業商家到底是如何生產商品，與如何在

賺錢的同時也保護我們大家的環境自然生態。過去我們只能決定用或不用，

而生產商品所危害到的自然資源及環境，只能默默接受與一同承擔。如今，

我們可以改變用積極的態度藉由輿論、拒買及拒賣等方式，督促其提升產品

的環境友善度，達到綠色產品的環境訴求。新時代的人們需有更新一層的觀

念，讓我們一起用智慧監督企業，多使用綠色產品，讓「黑心貨」從市場消

失。並在追求生活水準的同時，亦學習「環境永續」與自然生態共存！

提升環保良知
購買綠色商品 吳俊毅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與

台南市政府合作多年的弱勢青少年

生涯訓練服務方案，由於改選的政

策轉變，財務不足而停頓。終於在持

續募款後，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慷慨

資助活動辦理費用，協會以「青春

M.A.D」為主題，得以在本月，持續
為本市弱勢家庭12-18歲青少年辦理生
命教育、生涯輔導之服務方案。「青

春M.A.D」是借用Make A Difference的
精神，以使生命大不同。於10月23日
（日）上午9點30分假社會福利綜合大
樓舉辦始業式及展開一連串的教育訓

練。參與得學員可同時獲得一年強化

家庭功能的支持和個別關懷的服務。

預計有約60位青少年及40個家庭在未
來一年共同學習生命的事、培養興趣

和建構能力。

道德重整長期推動青少年生涯教

育、品德教育和自我管理課程，看到

青少年對於學校和家庭的失望，對未

來升學或就業感到憂心和茫然？想繼

續升學，卻不知未來志向？想找一份

適合的工作，卻不知道興趣及能力是

什麼？許多弱勢家庭的青少年因為先

天環境因素，更是心理混亂、情緒複

雜、希望渺茫。

召集人歐陽慧芳秘書長表示協會希

望持續募到更多基金反覆的來照顧青

少年深沉的需要，不只是提高品德、

更要陪他們成長自我管理的能力。當

人覺得有價值就會自尊自愛，就能知

善樂善行善。孩子一天在學校關了八

小時，下課還要抓去課業輔導，內在

鬱悶，沒有人真的聽他們抱怨和說傻

話，學校的困難說了也沒用，你說孩

八成青少年對父母感到無力，對學校感到壓力且無趣，對生活感到茫然和不確

定，一味給予經濟扶助和強調課業輔導彌補不了生命的缺口和成長的需要，道

德重整持續募款重新以「青春M.A.D」陪伴弱勢家庭青少年子女尋找生命意義、

耕耘夢想。

子怎麼能不生氣和抓狂。給太多他們

不要的東西，孩子只學會應付。我們

過去幾年服務的累積開始開花結果，

有孩子因為父親入獄，母親必須住在

美容院賺錢，孩子寄人籬下，剛來的

時候內向、退縮，但是隨著訓練的發

展、適度的介入和協助，後來推徵

上研究所，回來擔任志工。也有孩子

很江湖像混混，參與課程後，有一天

到辦公室告訴我們，老師，我們畢業

了，考到丙及廚師執照，並到日式料

理餐廳當助理，準備存錢再進修。孩

子覺得我們聽見他們的需要，看到個

人的掙扎，所以即使在沒有經濟輔助

的狀況下，他們還是按時參與課程，

目前家長出席親職教育的比例更是倍

數成長。我們希望逐步儲備弱勢青少

年的知識、能量與自信，讓每一個孩

子在與我們接觸後，慢慢成功轉大

人。非常感謝中信的肯定，希望更多

的善款來成就青少年關懷的教育工

程。

如需進一步瞭解相關資訊，請洽：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聯絡人：蘇社工，電話：(06)235-
0320 。協會網站：www.mra.org.tw

青春 M.A.D (Make a Difference)

讓生命大不同
新聞稿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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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羽十鼓打擊班」以「T h e 
Power in Me我就是力量」為主題，結
合服務學習的志願服務理念，於暑假

招募弱勢家庭之12至18歲青少年子女
學習鼓藝，鼓勵青少年朋友分享打鼓

的樂趣給社區和社會福利單位的朋友

與長輩，以培養知善、樂善、行善的

生活態度。訓練時也引導學員學習思

考受服務者的需求，共同設計服務流

程。方案執行期間並按志願服務法辦

理培訓課程，其中13人取得志願服務
記錄冊。

   8月13日社會服務體驗，共有18位
的學員與台南市私立老吾老養護中心

六七十位爺爺奶奶度周末、曬太陽。

活動當天學員以節奏強烈、活潑震撼

的十鼓表演開場，接著獻唱溫馨感人

的「阿嬤的話」，在協助阿公阿嬤動

一動的肢體律動中夾雜真情訪問與長

輩同歡同樂，最後在推著老人家遊花

園中結束了午後的約會。儘管第一次

參與服務的青少年志工們鼓藝生澀，

笑容靦腆，但對許多爺爺奶奶而言，

感受孫子在側，笑意連連。

阿良提到：「要服務老人家比我原

先想像的困難多了，不但需要良好的

技巧，還要有耐心聽他們說話，我顯

然還有很多要學的」

小張表示：「很開心有阿嬤願意跟

我說話、回應我，讓我感到很受用，

我也覺得對他們有所幫助。」許多學

員也體會到應該要關懷周遭的長輩及

珍惜善用生命。

    8月20日應台灣鼓術協會的邀請參
與第11屆國際鼓術大賽的交流演出。
儘管僅有新舊學員混雜，鼓藝猶待進

步，但輸人不輸陣，為了面對全國各

方好手匯集擂台擊鼓，20多位青少年
無不卯足了勁認真排練。這一天也是

學員的暑期學習的驗收，面對各方好

手，大家努力演出，也真實的上了一

堂震撼教育。傍晚，發揮志願服務的

精神，協助主辦

單位收拾整理場

暑期弱勢家庭青少年服務學習
專案社工  蘇鈺婷報導 地、搬運器材，藉此表達對十鼓文化

村和珮琪老師的感謝和敬意。

    觀摩別人的比賽後，安排了回饋
反思。小綸表示：「在練習的過程

中，我學會了在一個團隊中尊重他

人、互相學習、互相幫助。雖然過

程中遇到困難，但現在我們已經有

了成果，或許還不是很好，但很快

樂。」、小硯提到：「打鼓時，我學

到合作、專心以及與朋友們共同完成

一件事的快感，雖然過程有許多困難

和挫折，但是大家都以努力來跨越，

所以在我在完成了表演之後，得到了

很大的成就感，就算我打的沒有很專

業，但是我已經盡了我全力，對我來

說，是個美好的回憶、經歷。」

   「豐羽十鼓打擊班」是為了彌補
參加本會的生涯教育訓練專案之弱勢

家庭的12至18歲青少年子女因故無法
學習才藝的缺乏，所安排的技藝工作

坊之一。在獲十鼓文化村免費借鼓的

支持下得以成立。不僅讓孩子學會一

種才藝，也提高其專注、堅毅、協調

和自信。

The Power in Me
我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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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妙無窮
2011 APYC 亞太青年會議 
今年的亞太地區青年會議以『Action for Global Change through Personal 

Transformation』(透過個人改變帶來全球改變的行動) 為主題，於7月18日至 24日

間在澳洲舉行。共有一百五十多人來自十九個國家出席。會議前後，台灣代表亦

參與籌備和支援工作。會期，表現亮麗，兩人應邀上台分享經驗，文化表演及夜

市的攤位皆獲外國友人大大讚賞。

開幕式

會議於7月18日在飛利浦島正式展開。
由於是第一次在澳洲舉行，安排了澳洲

原住民歷史和文化的重要保存者之一的

Carolyn Briggs女士主持原住民傳統煙霧祈
福儀式(Smoking Ceremony) 來歡迎各國代
表。與會人員以煙霧淨身，祈求原住民

祖先保守每位訪客在澳洲時的平安與成

長。Carolyn Briggs女士在致詞中表示：需
要去關注的不是人的差異而是共通性。

我們應該從前人的經驗中學習，並為我

們的力量和信仰禱告。

隨後，菲利浦島

(Phillip Island)代理市
長Careth Barlow說：
很高興此次APYC
在菲利浦島舉行，

與當地政府合作。

並提到當地政府投

入相當心力致力於社區的改變；但，他

發現在改變的過程中，光靠個人的力量

是不夠的，需要更多的人才能投入才能

成就美事。因此，鼓勵青年朋友了解彼

此的優勢與力量，互相學習，以達成自

己與他人改變的目的。 
開幕式中也安排了兩位專題演講者，

畫龍點睛的為大會的精神和未來幾天的

議程投下了震撼的邀約。「了解我們自

己」是貫穿會議主題。第一位是澳洲回

教社區的女性領袖Monique Toophy擔綱
(心理諮商師)。她
提到，當你知道你

的優點，就會變

得更有彈性，更

能看到身邊的機

會，進而努力去追

求。同時，當我們

把自己的優勢與身

邊的需求作適當的

聯結時，即能看到我們的生活品質在提

升。她說：奉獻早在有領袖前就有了。

Contribution comes long before leadership.因為
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成為領導者，但是所

有的人都可以有所貢獻，因此我們不要

看輕自己對這個世界可能有的貢獻。

另一位致力於青年關懷工作的領導者

James Mclvor提到許多年輕朋友擁有很
多，但常不知道自己缺乏甚麼和改變甚

麼，如何定位自己及改變世界就成為一

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分享小時候，因為

爸爸經常酗酒，內心感到相當地憤怒，

很多時候覺得自己快要成為和爸爸一樣

的人。在多次的安靜思考後，他決定要

做出改變。有天晚上，爸爸喝醉時，他

仔細地凝視著爸爸，突然對爸爸有了不

一樣的看法與感覺，他感受到自己的父

親也是來自不健全的家庭，所以猜想父

親也有著一樣的痛苦，在那一瞬間，他

原諒了父親。也因此他的生命有了改

變，透過靜默，他改變了自己，也更誠

實地面對自己和家庭。

開幕式結束之前，大會分別介紹各

個代表國家，共有來自澳洲、紐西蘭、

斐濟、東帝汶、所羅門、巴布亞新幾內

亞、巴基斯坦、芬蘭、柬埔寨、中國、

印尼、日本、寮國、馬來西亞、菲律

賓、泰國、台灣、越南、南韓等共19個
國家將近一百五十人參與第17屆APYC。

晨間靜默

每天以靜默開始，是一段與更深層

的自我、良知、真理對話時的時間，主

題循序漸進，第一天思考的是「個人的

優勢及感恩」，第二天到第五天以道德

重整四大絕對標準─絕對誠實、絕對純

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這四個「價

值」、「準則」幫助與會者循序漸進的

整理思緒和生命，最後一天的主題是

「決定」，思考的問題是「我們可以做

什麼樣的決定，讓我們可以將這幾天會

議期間的精神延續下去」；「有沒有想

到任何人是可以支持你的決定的?」

專題研討

全球的改變(Global Change)
主持人以大學時任意丟棄菸蒂，使

其流入河中的小故事為開場，點出個人

的行為對他人的影響。接著分享印度東

北那加蘭的故事，他說即使宗教信仰、

政治立場或態度對立的人也有和平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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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刻。以簡報呈現在全球各地仍有饑

荒、貧窮、環境生態、戰爭等許多高度

發展的科技、經濟和政治治理都無法解

決的問題。問題似乎都在於「人」！接

著以孟加拉鄉村銀行發起人、印度聖雄

甘地及道德重整發起人卜克曼博士的故

事再次印證每個人都有能力為問題創造

一個答案，帶動巨大的改變運動。最後

以道德重整的核心思想的良善循環來說

明我們要如何面對世界的改變，或是更

積極為世界創造正面的改變。

改變從我開始(Change starts with me)→影響

別人( Engage others)→

創造答案( Create answers) → 滿足世界的需

要(Meet the need of the world)

台灣代表之一歐陽慧芳也在這個時

段受邀分享「個人生涯發展與社會參與

的心路歷程」，企管系畢業的她，因在

澳洲參加國際訓練的歷程和當時姊夫車

禍意外過世的事件，導致其返台後決心

加入道德重整的社會服務工作及積極參

與台灣走入國際社會的工作，並透過張

老師訓練來增強其助人的能力，投入青

年志工訓練，青少年關懷工作。九二一

地震時，進入重建區從事兒童與青少年

心靈重建的志願服務工作，也因此受邀

進入公部門推動青少年服務學習及志願

服務。近年，再次擔任協會秘書長之後

更多方拓展青少年及兒童關懷及教育計

畫。引發許多朋友的回響，有許多國際

友人甚至希望可以到台灣觀摩協會正在

執行的計畫與方案，她呼應世界需要的

實際行動，感動了台下很多國際青年朋

友。

個人的正義（Personal Integrity）
第二天主題議程：再回到個人生活裡

的改變行動談起。主講人以四大絕對標

準帶領大家自我檢視，誠實可以使我們

更自由、純潔可以給我們力量、無私可

以讓我們感覺安心、仁愛讓我們可以被

愛。這樣的道德標準並非一套約束的準

則，而是讓我們可以得到自由的工具。

有人說：每個人都想要改變人類，但

從很少人會先想要改變自己。如果只是

經常抱怨世界不公，並不會有任何的改

變，愛因斯坦說：「事件上最瘋狂的事

情就是，重複同樣的做法卻期待會有不

一樣的結果。」來自澳洲的主持人Nigel
分享自己立志戒酒的故事，點出四大絕

對標準如何在對自己現狀不甚滿意時可

以幫助自己檢視問題並改善狀況，進而

影響他人。

來自索羅門群島的Methodius和大家分
享自己如何將巨大的憤怒轉化成原諒太

太外遇的力量，讓家庭破鏡重圓。

柬埔寨的Virak 因柬埔寨過去與越南
的衝突，讓他非常痛恨越南人。身為老

師的他，在學校裡，常常痛批越南，甚

至教育學生仇視越南。2006年，參加於
印尼舉辦的亞太青年會議之後決定放下

仇恨，並致力於促進柬埔寨與越南的對

話，後來更投入了泰國與柬埔寨的對

話。

來自印尼的Nenden分享自從爸爸外遇
之後，就經常與爸爸吵架，對父母感到

相當憤怒，甚至在工作上遷怒他人，總

覺得世界上都沒有人懂他、關心他。但

後來他發現祖父也曾經發生外遇，他很

明白自己不喜歡這樣的家庭狀況，所以

他想改變現狀。2006年雅加達APYC後，
決心原諒爸爸和自己，2010年，參加馬來
西亞的亞太青年會議之後，他寫信向父

親道歉，並試著讓父母對話，改善了與

家人的關係。

以上這些分享者的改變經驗說明了

改變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但一旦願意跨

出那一步就會海闊天空。且正面的改變

將會慢慢影響其他人，並漸漸擴散到社

會、國家甚至世界，所以主講人再一次

強調如果想要擁有更美好的世界，必須

從自己的改變開始做起。

改變的經驗 
Experiments in Practical Change
另外兩天的座談時間，總共邀請六位

傑出的社會工作者，分別為大家分享自

己的經驗。

◎生命中的福氣

Stephanie在第
五次到尼泊爾旅

行時，看見了七

個身心障礙的婦

女在一個錫屋工

作，導致於她2009
年創立”Blessed Life”，為尼泊爾的身心
障礙女性進行就業輔導，製作蠟燭、手

偶、織毯，幫助她們擁有一技之長，並

行銷成品至澳洲，所得百分之百回歸尼

泊爾。於是，他們運用這些收益在當地

建立一個訓練中心，讓更多的弱勢女性

可以在這個中心裡居住、工作以提升生

活品質，目前該中心已經收容超過一百

位的女性。因此如何真正的公平貿易也

是她所關心的。

Stephanie展現了關心人使人有力量但不
需要花太多的錢範例。她也挑戰在場的

參與者閉上眼睛想想我們身上所穿戴的

衣物的，是從哪裡來?是否這些製造者都
得到了公平的工資和待遇?她的熱情和行
動力，在演說中展露無遺。

◎無價的愛心餐

Shanaka二十歲的時候從
斯里蘭卡移民到澳洲，隨

即他有了旅行探索世界、

文化的想法。他發現一些

地方得以永續，仰賴的

是傳統文化中那家族間強烈的連結，及

人與人互相信賴的安全感。因此他決定

回到澳洲嘗試以信任為基礎開一間餐廳

Lentil as Anything。不特別收費，「People 
pay what they can afford」 讓吃飯的人自己決
定要付多少錢，當然這也包括了許多付

不起錢的窮人和難民。餐廳成立之初，

很多人認為這樣的餐廳必定會倒閉。

十一年後，Shanaka擁有三間餐廳，每天
有超過一千人用餐，每年收到兩百萬餐

費。他認為順利發展的關鍵因素是「信

賴」，如同在旅行中的部落所學。

另外，Shanaka也提到，當他越單純，
他那單純的想法和論點就越有力量。他

呼籲大家如果你有一個對的想法儘管備

國際志工交流
 Volunt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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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挑戰還是應該堅持。他舉例說：開餐

廳後，澳洲政府要求繳稅。但由於他認

為這是公益事業，於是提出上訴，和政

府打官司第五年。他的哲學終於贏了，

澳洲政府也因此修改法律。即使因為自

己的事蹟而日益聞名。被稱為地方英雄

的Shanaka仍然追求簡單的生活，他認為
人生越簡單，可以學習的東西會更多。

這次他是從墨爾本市區騎單車到菲利浦

島的會議場地(開車約兩個小時的路程)，
大家確實從他的身體力行看到他實行簡

單生活的精神。

他說我們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而不

是一味的想要去融入世界，當你能自在

的做自己，你就已經融入了。

◎原住民的自尊與自愛

Inala Cooper 是一位
澳洲原住民，目前在

Monash大學的原住民
事務處工作，經常公

開演講或主持工作

坊，關心原住民身分

認同和教育的問題，

為原住民發聲。她分享到身為一個原住

民女性在澳洲社會發展的挑戰和困境。

從小由於到城裡求學，身為全校唯一的

原住民學生身繫著大家對原住民學生的

深切期望的壓力。她必須努力的打破眾

人認為原住民小孩就是懶惰和就是會中

輟的刻版印象。另一方面是因為她長得

不像原住民且表現優異，反而看得到人

們對原住民的歧視。她認為人生而平

等，所有的人都是需要被同等的對待和

要求。但她也的確知道許多原住民，甚

至大人沒有辦法建立任何榜樣。

她也提到自己居住的土地曾經被政府

無條件徵收，於是她和族人一起向政府

要回土地。經過長久的努力，終於土地

還給了族人。Inala勉勵大家，與其等待幫
助和機會，不如自己主動爭取和教育他

人，才更有機會獲得想要的改變。

◎公益創投

Benny Callaghan是一個公益創投學校的
執行長。他說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出路

和方式，而那個關鍵就是找到那個合適

的方式。 

Benny認為社會公益服務的關鍵是同理
心、了解和認同他人的需求。他建議我

們常問自己：我們正在服務的人需要甚

麼? 什麼會是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社會發
明?這必定是某種充滿同理心又能把我們
與他人連結的東西。此外，建立一個團

隊是關鍵。簡單的想法也許不能改變世

界，但是將會因為那些投入的人而改變

世界。

他特別提到社會公益常常被世人所

忽略，所以社會公益有個重要的問題，

即是「如何去做?」有很多人都是靠著
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沒有把人的需求帶

進來，更沒有去了解被服務的人需要什

麼，所以我們必須要用無私的心，去連

結被服務的對象，並深入了解他們究竟

需要什麼?以及如何去定位與連結，才能
夠真正發展組織的目的。投資人往往重

點不是在方案而是在投資「人」。也常

問自己：何時能讓我們關心的人也有發

聲的機會。

◎回教婦女的出頭天

Sara從1998年開始
即在墨爾本從事社區

工作。分享自己在母

親去世後，生活就只

剩下信仰支持，而身

為回教徒的女性她於

是進一步思考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可以

為社會做出那些貢獻? 她創立了一個叫
做”Benevolence”的非營利組織.其宗旨是
創造一個發聲的位置和空間給在澳洲不

太被尊重的回教徒，可望在此建立回教

徒的自我認同。「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

個Benevolence之家，成為一個讓知識的追
求者可以找到她們的啟示、悲傷的人可

以被醫治、每個個人能夠被尊重，是一

個歡迎所有人的地方。」

她在社區工作超過20年，認為每個人
都是獨一無二的人，她認為要成為一

個領導者或是助人者，必須要「賦能

(empower)」給身邊的人，讓每個人都能
肯定自己。

「生活裡有太多東西會將我們從內在

的呼喊拉走。而這是為什麼回教徒一天

需要五次的禱告了」，她說這幫助她回

到自然和聆聽靈性。試著減少生活裡不

需要的東西，也試著保持與人聯繫，是

一段透過助人成長與神相會的旅程。

◎蘇丹的愛與恨

來自蘇丹的

David，28歲，
在難民營度過18
年。3歲時為躲
避內戰留下懷孕

的母親和父親步

行三個月逃難到

衣索比亞。逃難過程中失去父親。四年

後衣索比亞戰爭，再度被迫離開回到蘇

丹。爾後住進肯亞聯合國難民營。2004
年，離開肯亞難民營，到澳洲，墨爾本

大學政治學和犯罪學的雙主修學位，現

在主要致力於社區發展和家庭支持的工

作。因為在青少年期曾被迫成為「童

兵」，在內心留下一個疤痕。David說：
只要我還活著，我將盡我所能去避免其

他人走過我所經歷的一切。

曾經一心想要尋求報復的 David在參
加澳洲道德重整的活動Life Matters Course
後，決定勇敢的放下仇恨，對他曾經憎

恨的北蘇丹人道歉。他說：原諒是一個

痛苦的決定，但是這甜蜜的痛。這需要

熱情、堅持、行動、支持和勇氣。他第

一次面對北蘇丹人的時候，發現很難向

他們表示道歉，內心掙扎，最後終於鼓

起勇氣說出口。現在的他把仇恨化為建

立和平的力量，致力於南北蘇丹統一和

社區發展的工作。

結語他用德瑞莎修女的一段話來與大

家共勉：也許我們不能做甚麼了不起的

事，但是可以用愛把每一件小事做好。

Mother Teresa:"None of us, including me, ever 
do great things. But we can all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and together we can do something 
wonderful."

建立行動的網絡（Forming 
Networks for Action）

會議中也以開放空間(Open Space)的方
式讓大家有機會在大團體中提出自己所

關心的議題，凡是對於該議題有興趣的

人都可以加入討論、分享意見。與會的

國際志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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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宴妮

我從來沒有

想過我可以出

國，更別提是

要去澳洲，在

歷經許多的困

難與情況，我

終於踏上去澳

洲的旅程。

到了澳洲，

第一個面對的就是講英文的問題，在

交談的過程中，越來越害怕說英文，越

來越退縮，可是只要一想到花了多少心

思，經過多少的困難才能到澳洲，再怎

麼樣困難，都要去面對，於是用瞥腳的

英文與他人溝通，才發現事情並沒有想

像中的困難，只要提出勇氣去說，會獲

得不一樣的結果。

參加會議的過程，有幾個我印象較為

深刻的活動。第一是World café，提出的

朋友非常踴躍提出不同層面的議題，例

如：教育、經濟、環保、社會福利等；

韓國朋友以及大陸朋友也都來跟台灣朋

友討論，提出與彼此息息相關的議題，

如:東北亞國家的對話、中國大陸與世界
的關係等，每個時段都有一些議題引起

熱切討論。

的重要性。帶領人接著引導大家安靜思

考這幾天的收穫，並鼓勵大家分享自己

的改變承諾與計畫。

最後召集人將擺放在大團中央的蠟燭

交給日本的代表團員，象徵交棒給2012年
的主辦國「日本」。2011年的亞太青年會
議也在此時畫下句點。

承諾與行動計畫（Commitments 
and Action Plans）

最後一天，大家在會議室中圍坐成一

個大圓，中間擺放著點燃著的蠟燭，代

表祝福和希望。以簡單的短劇「If not now, 
when? If not you, who?」提醒大家及時行動

代表團成員心得分享

歐陽慧芳

亞太青年會

議(APYC)是大
學時代走進國

際世界初體驗

的窗口。而在

澳洲受訓的那

段時光是啟發

我確定人生職

志的關鍵時刻。兩年前澳洲團隊承諾籌

畫2011APYC時，儘管還不知道可以做甚
麼，我也就承諾他們我的全力支持。隨

著時間的逼近和確認APYC長老壽峰必須
出席瑞士年會時，也就決心投入招生、

募款和準備隨隊出席會議的相關事宜及

關注澳洲籌備上的需求。

整體會議來說，是我多年參加會議最

精采的一次。澳洲是由來自一百多個國

家的各色人種組成，篳路藍縷的發展歷

史，一路來集體的自覺滋養了豐富多元

的新國家文化和氣氛和兼容並蓄的族群

關係。儘管還是有些不完美，但走在一

條正確的改變道路上。而這個元素使得

會議儘管有著大同小異的架構，卻散發

出有別於過去的衝擊和豐富。也看到過

去十多次亞太會議埋下的種子，漸漸生

根發芽，更多的會議參加者猶如蒲公英

一般飛散出去堅韌的生長在各種環境，

創造出大大小小的影響。澳洲道德重整

助人工作對社會議題及青年人生命深刻

的影響。激勵萬分！！而，這次台灣的

代表隊的主要參與者多是投入社會服務

工作多年的朋友，我也賦予自己不同的

任務，在出國前默默的為每位朋友訂了

一套關心計畫，挑戰我的洞察、敏感、

助人技巧及翻譯能力。

最深刻的是聽見台上的朋友訴說著他

們如何從戰爭帶來的流離失所中奮力走

出，放下仇恨彌補傷痕；面對歧視(性別
和宗教)的自尊自重、感激生活中的富裕
與擁有後，作出深刻反省和回饋社會的

善舉、勇敢的挑戰制度，活出自己的生

命信仰和品質。最悲傷的是，到今日仍

然存在的戰爭，不斷的傷害著孩子和家

庭。在聆聽蘇丹朋友的故事時我一度傷

感落淚，久久無法為身邊的朋友翻譯。

我的決心：1. 持續參與兒童青少年關
懷相關的工作，並邀約更多人投入建構

一個支持兒童青少年成長的安全友善環

境(健康的家庭和社會、正確的人生價值
觀)。2. 與亞洲其他國家發展更強的合作
網絡，推動青少年兒童的品德教育和自

我管理課程。3. 關心在台灣的外國人。

問題「是為何你會想到要來APYC？」
我寫下三點，第一是練習英文、第二是

第一次出國、第三是了解道德重整，之

後歷經幾次更換討論對象，我發現每個

人都是帶著期望參加會議，包括聆聽

(Listening)、熱情(Passion) 、認識他人的文
化等，這些東西都是自己缺乏，沒有注

意到的東西。第二是靜默，每天早上會

提出一些問題，讓你誠實面對自己的生

活，因為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鮮少有人

停下腳步去思考發生的事情，而事情又

是如何影響往後的人生。有一天我分享

我與朋友之間發生的事情，原以為自己

放下了，但是我發現我並沒。因為這件

事影響了我對朋友價值的看法。

第三是每個人說到自己有喜、怒、

哀、樂的成長故事，讓我發現每個人都

會被家庭所牽動，家對每個人的重要性

不一，但都有自己無法述說的痛、矛

盾、掙扎、悲傷。第四是Open space中，

我參加了三個議題，分別是「教育」、

「在韓國、日本、台灣當中的道德重整

分別做了哪些事？可以互相學習的又

是什麼？」、「對於中國的看法是如

何？」我發現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說出許

多的看法與意見，也發現我怎麼都沒有

想法？第五是工作坊，參加由展望會社

工所分享的方案─提升原住民青年領導

力，老師帶領方案的技巧，能夠提升我

在社工領域上的收穫，但可惜的是，並

沒有太多時間，能夠一一了解老師是產

生此方案的過程。第六是文化之夜，我

從來沒有去過其他國家，例如印尼、韓

國，所以在晚會當中，我很高興可以看

到不同國家的表演，了解不同文化。

離開澳洲，很捨不得在墨爾本的生活

與朋友。這段期間，我學習、挑戰許多

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事情，讓我的視野更

開闊，也決定去面對我最不想也最不敢

面對的問題。 

國際志工交流
 Volunt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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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芬

這回參加

APYC絕大部
分原因是為了

「澳洲」！自

從認識道德重

整，我所知道

的APYC就一
直是在亞洲

地區舉辦，

參加了2002
年在馬來西亞舉辦的APYC，其後幾次輪
流在印尼、菲律賓、柬埔寨、韓國、馬

來西亞、台灣舉辦，我沒再參加，這回

由澳洲舉辦，吸引力一下子變好大，與

其說是參加APYC，倒不如說是抱著朝聖
Amargh的心情前往澳洲。
參加APYC，當然有很多收穫，但自
己內在的體會與反思其實更多。例如七

月十九日早上的專題演講中，安排分享

了很多因為個人轉變而帶動世界改變的

實例，其中也包括歐芳的分享，我記得

很清楚自己當時在筆記本中寫著：「看

了、聽了這些人的分享，覺得他們很了

不起，他們的成就全都源自於起初一個

小小的念頭和行動，卻能帶動那麼大的

王爾伶

我 和 歐

芳提早一星

期到澳洲的

道德重整中

心，希望可

以支持會議

的籌備。前

幾天，常常看到核心團隊忙進忙出，但

沒有人前來請我協助。所以，我告訴自

己讓自己處於隨時可以被使用的狀態，

但在沒有被需要時，就自己好好運用提

早來到澳洲的時間。於是，我決定去拜

訪一位多年不見的澳洲友人，聽他分享

這幾年的生活，讓我的澳洲行多增添一

份意義。

這是我第三次參加亞太青年會議，

對於會議內容都不陌生，但跟以往不同

的是這是第一次在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

舉辦，所以大部分的成員皆能講著流利

的英文。在這樣的狀況下，我覺察到自

己很少與澳洲人談話，總是選擇與亞洲

人互動，尤其是自己較為熟悉的韓國朋

友。某天早晨的安靜，我突然回憶起會

議正式開始前一天，曾有某位核心團隊

成員請我在會議期間幫忙關照那些澳洲

本地的年輕朋友，並盡量和他們一對一

談話。但我卻因為語言的隔閡和沒自

信，漸漸為自己建立起一個舒適地帶，

錯失了很多認識、了解這些澳洲年輕朋

友的機會。所以，我漸漸地走出去，盡

量去克服因語言而產生的恐懼，也因此

有機會和一些當地朋友有了很多深刻的

對話與互動。

真實故事最可以感動人心，我特別喜

歡會期的第四和第五天，邀請不同領域

的改變創造者來分享他們為世界帶來正

面改變的歷程，都一再的刺激自己思考

可以更積極的為世界做些什麼。特別是

來自蘇丹的David，在他上台分享完故事
後，我參加與他互動的組別，透過近距

離的接觸，更可以感受到他打從心裡發

出的那份放下仇恨後產生的祥和，更受

他那份創造改變的動力與決心所震撼。

會議中有幾個任務：、協助帶領家庭

工作坊、上台分享故事、主持晚會、參

與短劇演出，以及不專業的即時口譯。

很感謝馬來西亞朋友翠菁的邀請，讓我

有機會協助家庭工作坊的進行。讓我有

機會聆聽、認識來自不同國家朋友的家

庭結構及家庭對他們的影響，不同國家

的文化背景對每個家庭的影響確實很

深。家庭工作坊是我在會議期間很享受

的一段時間，深入去聆聽每位生命，學

習去同理他們的感覺並對於他們的分享

給予回應，整個歷程，我一直深深感受

到上天的眷顧與祝福。也學習謙卑的聆

聽每個家庭的故事，並試著去感受當事

人的心情，練習回應他人的生命。很多

時候，覺得自己再多的回應也無法對等

回報分享者珍貴的故事，但也因此，更

提醒自己真誠的重要性。透過這一次的

工作坊，讓我更確定我想走的路和我想

做的事，也就是投入「關心人的生命」

的工作上。在國際的會議上，有幾次分

享故事的經驗，但每一次的分享都會讓

自己進一步反思，如何可以再成為一個

更棒的人，為國家、世界創造更多的答

案，這一次同樣地，再次向自己挑戰。

最挑戰的莫過於口譯了。因應夥伴

的需要，我需要充當翻譯，很多時候都

因為自己的不足很感到相當的挫折。這

也反映出平常沒有累積自己的實力，在

被需要時，就無法給於足夠的協助。雖

然盡全力的翻譯了，但還是漏掉很多重

要的部分，心裡面一直很有愧疚感，讓

我想到台灣的夥伴壽峰因為參加道德重

整大會在幫忙夥伴翻譯時，看見這份需

要，而決心加強自己的翻譯專業。雖然

我不強求自己像他一樣專業，但我在內

心期許自己可以更努力得裝備自己，提

升英文、領導、活動帶領等能力，讓自

己不只成為一個協助他人的工具，還是

一個好用的工具。

一個改變，影響了那麼多人。而我呢？

我沒有太大的志向，只想在自己的工作

上發揮影響力⋯⋯。」有時候，看到很

多人對於周遭環境或整個社會有很大的

影響力，其實很羨慕他們能做這麼多

事，但是......偏偏我是個生平無大志的
人，我沒想過要幹什麼大事業影響成千

上萬人；我現在的職業是老師，我只想

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安分守己地做我能

做的事，這⋯⋯其實已經是件不容易的

事了吧！又例如會期的前三天，因為語

言、文化上的差異，不知道如何去跟不

同國家的人接觸、相處，常常感覺到害

怕不自在，甚至因為他人無心的反應而

有受傷的感覺，直到第三天晚上和歐芳

長談之後，把自己的感覺表達出來，找

到問題癥結所在，才讓自己好過一些。

因為太過在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

所以總是對自己要求很高，希望表現出

很棒的那一面，而且不敢在人前表現出

自己較弱的那部分，怕不被接受、怕被

看不起。例如在語言部分，因為中文很

好，所以也會希望自己在英文的表現要

很棒，除非有十足的把握了才敢表現，

不然就不要表現，因此總不敢勇敢開口

說英語，但...其實在心裡不斷對自己做心

國際志工交流
 Volunt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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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冠瑋

本次會議當

中我最喜歡的部

分就是文化之

夜，各國載歌載

舞精心的呈現，

再來就是茶餘飯

後的餐桌閒聊，

由於語文的限制

只能跟大家聊一些很基本的寒暄。這次

雖然英文只是比之前好了一點點，演講

的時候也仍然需要協助，但我比較享受

跟其他國家參與者一起聊天的過程，能

有更深的討論。

這次參與會議的學習，其中一個就

是與不同的人相處，尊重彼此的國家與

文化。這其實是從第一次參加之後，就

開始慢慢加深這樣的想法，讓我開始注

意到，這個世界不是只有臺灣人，在會

議上認識了不同國家的朋友，他們有著

不一樣的文化背景，跟習慣，但分享的

快樂與痛苦、追求的希望卻跟我們沒兩

樣，回到臺灣之後，對於我曾經拿來當

作玩笑話題的外籍勞工，開始有比較深

的同理心，學習尊重、感謝他們遠道而

來做了我們不想做的工作。之後若聽到

身邊的人拿外籍勞工開玩笑或是對他們

說些沒由來的反感批評，我會覺得這是

在污辱我的認識的朋友，而去勸說或是

結束這個話題。

透過會議，聽到別人分享生活經驗就

越覺得自己生在臺灣是件很幸福的事，

也越發喜歡自己的國家，況且在會議中

我就是臺灣的代表，如果連我都不尊重

自己的國家，那有什麼立場希望別人也

理建設，告訴自己要對自己多點包容，

允許自己示弱，不一定要樣樣都表現得

很好。害怕不被接受、不被愛，其實是

來自於小時候缺乏被肯定，所以長大後

渴望藉由優秀的表現而得到肯定，證明

自己的存在。再次發現自己的問題所

在，無形中被禁錮的心彷彿得到自由，

眼睛跟耳朵也跟著打開，在剩下的APYC
活動裡更能自在地去面對一切人事物，

也因此覺得這次參加APYC的收穫比上一

次更多。了解自己比了解他人更要來得

重要！

這趟旅程，在自己的要求以及周遭夥

伴的鼓勵之下，完成了不同的挑戰：參

加Art therapy workshop，挑戰自己不在行的
繪畫；在不借助旁人翻譯的狀況下，和

外國朋友有較為深入的對談。而回國之

後，也逐一地進行、完成自己在APYC結
束前的承諾：對協會進行長期的小額捐

款；在facebook上發布英文訊息、寫e-mail

給外國友人、嘗試閱讀英文書籍、與爾

伶約定進行固定的英語生活分享等，增

加自己使用英語的機會；練習在每天固

定的時間裡進行靜默。心裡其實也會擔

心有些事情會不會只是一頭熱而無法持

久進行，但我真的希望這些事情都能成

為一顆顆的小種子，種植在我心裡，以

這次澳洲行所得到的感動與熱情為水、

為養分，讓種子能夠成長茁壯，能讓我

自己成為一個更好更棒的人。

尊重我的國家？如果連我都不支持自己

的國家，又有什麼理由希望別人也支持

我的國家？

再來就是改正自己曾經犯的過錯，

或是想做卻還沒有付諸行動的事情。就

像前幾年聽到爾伶分享到服飾店道歉的

事，還有人分享他把之前搭霸王車的車

票錢還清的故事，令我深有所感，決定

效仿。我到了國中時曾經偷了好幾本漫

畫的書店還錢道歉，放下心裡一直惦記

的事情，原諒了自己，讓自己更坦蕩，

不必再擔心害怕別人知道這件事的感

覺，真的很舒服暢快。在這次會議中我

也把我改變的行動分享出去，因為我相

信如果我也能因為他人的分享而有所改

變，那麼也一定會有人因為我的分享而

有所改變。

最後就是學習改善跟家人的關係，第

一次參加APYC的時候聽到很多人分享跟
家庭相關的議題，讓我第一次意識到：

我可以在朋友的生日記得送禮物，但是

我卻記不住任何一位親人的生日，更別

說是慶祝了，難道家人還不如朋友重要

嗎？不是！就是因為覺得熟的理所當

然，所以都忽視了。所以那次參加完會

議之後，我鼓起勇氣地寫了生平第一張

父親節卡片感謝爸爸，而之後我便漸漸

地嘗試增加與家人的互動，改善跟弟弟

的關係，而這次APYC之後，由於我人還
在澳洲，往常每次通電話回家都是由媽

媽傳話的爸爸，居然主動地來跟我講電

話，關心我的狀況，讓我很高興。我不

是個善於表達內心感受的人，很多想法

往往想說，但又不知道怎麼解釋所以乾

脆不說，我覺得原因就在於我從小就不

懂得跟家人─最親近的人分享自己的事

情，所以我想如果我越能對家人坦誠，

我也就越能對他人坦誠吧！

另外最讓我稱道的就是我們共同舉辦

了一個成果發表會邀請我們的接待家庭

還有當地的朋友，向他們呈現APYC的內
容與成果，並分享了個人改變的故事，

將Iofc的理念傳遞出去，讓會議的價值能
繼續延伸。

還身在澳洲的我正剛開始尋找自己想

做的事，希望所剩不多的時間裡能有好

的結果。在會議中我對自己的承諾與決

心就是每個月寄一封信回家，學習如何

懂得坦誠分享自己的想法。我想成為一

個善於表達的人，就像前面提到的，越

對家人坦白就越能對他人坦白，這是我

在本次會議的安靜時間裡得到的答案。

海外會議訊息

Caux Scholar program 瑞士學者計畫
地點：瑞士科峰

時間：2012.0601-29
截止日期：2012.0215
費用：3400美金(學費、餐費和住宿)
洽詢信箱：cauxsp@us.iofc.org
對象： 1.至少完成大三學業 

2.學業成績優良 
3.樂於公益服務 
4.具有領導能力 
5.對國際事務的道德倫理層面感興趣 
6.對多元文化的學習經驗具開放態度 
7.外國語言能力佳

Making Democracy Real—A Dialogue 
使民主成真─對話的機會

時間： 2012.01.8-12
地點：Asia Plateau, Panchgani, Maharashtra, India
報名網站：www.makingdemocracyreal.org

國際志工交流
 Volunt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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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鷹的 Action For Life 紀實(2)
印度這個國家，貧富的差距很大，

或許在許多國家都有相同的問題，但

是在印度這樣的差別十分顯著，我到

過富裕的家庭中做客，寬敞且舒適。

也在一次的散步時走進搭建在湖邊的

帳篷，兩個女子與一個孩子坐在地

上，地上佈滿蒼蠅。每個人做田野服

務時，可以針對自己想要研究的主題

進行探討，來到Baroda後，接觸從事
特殊教育、基礎教育、宗教間和平的

友人，於是便漸漸將焦點聚焦在教育

與環境的議題上。透過當地朋友的幫

忙拜會當地的一間小學，它有別於傳

統的學校，重視學生美術教育，教學

方式也極為活潑。

來到印度後，來到眼前的是貧富差

距的懸殊，貧窮、環境的髒亂等議

題。如果要做從哪裡開始，社會的根

源問題在哪裡?這些問題不斷在腦中浮
現，這也讓我想到台灣的社會議題。

有天早上靜默時，突然想起我不就是

正在學習中，從自己開始，改變從自

身做起。若每個人有能力從內心去探

求，然後願意做改變，這就有希望

了。

至今，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就個

人，面對自我的成長與改變是條緩慢

的道路，若對自我的否定與矛盾時間

漸漸縮短，一點一滴將綁住靈魂的線

剪掉，邁向自由。這過程中，透過與

人的交流與分享漸漸清晰IofC的核心
價值，也思索未來的方向與能服務的

可能。

一個多月，在亞洲高原的生活。來

自世界各國的朋友聚在一起。來此為

參加action for life 的活動，為期五個
月。其中兩個月待在印度Initiatives of 
Change(IofC)中心，也就是亞洲高原，
這裡吸引人的是美麗的景致，豐富的

生態。自然可以帶給人平靜，當你將

自身沉浸在自然的景致中，便有些能

量。

二、愛與給予：紐西蘭

相信透過自身的改變，可以帶來世

界的改變。自身的改變如何發生?每
個人心中皆有內在的聲音，透過傾聽

內在的聲音，將引領你前進。至目前

為止，透過每次的傾聽漸漸加貼近自

己，試圖釐清內在的混亂。最大的差

異便是相信了神，雖然沒有宗教的信

仰，內在卻更加的平靜。

來到紐西蘭的這兩個多星期裡，對

於這樣一塊淨土，內在對自然的感受

出奇的低，在這塊淨土上，我面對了

對台灣與大陸之間議題的敏感，我看

到了那個不是很大方，老覺得自己委

屈的雅鷹，要怎樣可以更自在的做自

己呢?
在幾天裡，住在兩個宿主家，對我

來說一再的換住的地方，與陌生的人

相處，是一個新的學習，是否能在其

中更加自在。旅程中最深刻是住在一

個毛利家庭，雖然家裡的東西零散於

各處，女兒坐在一旁打電腦，母親準

備晚餐，等父親回來後，家庭充滿的

是穩定的力量。那天晚上用完餐後，

他帶大家到海邊，有的夥伴下到海

裡，我則是發現一顆蘋果樹，坐在一

旁看著大家。他告訴我們，經營一個

家庭最重要的莫過於時間與愛，要花

時間與家人相處，用心經營。從結婚

到現在皆堅信著這一點，甚至與孩子

共同建造他們在郊

外的房子，他們一

起唱了毛利的歌

曲，我們在紐西蘭

拜訪過的家庭裡，

這個家特別溫暖。

每到一個地方，

都希望可以有個家

可以回，可能是租

的房子，可能是朋

友的住所。只要

我知道有個地方可

以回，便會有幸福的感覺。這次的經

驗，溫暖了我的心。

在紐西蘭，毛利藝術與文化深深感

動了我。我們有幸得參與了一場喪

禮，進入毛利人聚會的場所前，有

位女士吟唱歌曲引領我們進入，會所

的牆面是傳統的圖騰與各個部落長老

的照片，他們在臉上都有著不同的

刺青。在毛利的文化中，刺青內含著

對自然的讚嘆，歷史、家庭，他們並

不是使用tatoo一詞而是使用另一個名
詞。遺體放置在最前方，女性家屬坐

在兩旁，長者們坐在左方，而我們則

是坐在另一旁，當我們坐下來，其中

一位長者，開始嘴裡念念有詞，是毛

利語，我不清楚內容，但是可以知道

的是他講述的對象是給過世的人與其

他充滿在此會所的聖靈。憑弔死者的

方式不是哭泣而是一首又一首動人的

歌曲，毛利人是屬於自然的，他們歌

聲宏亮因為他們在自然裡歌唱，能從

一處傳到另外一個遠處。我們也準備

了兩首歌曲。這是一次深刻的喪禮，

長者述說著的話語，渾厚的聲音似乎

可以穿透這個空間傳達到另一個空

間。會參加這場喪禮主要是因為有一

場Life Matters的工作坊使用這個會所
的其中一個場地，原本因為喪禮我們

不能使用，但是家屬大方的與我們共

享這個神聖的地方，他們有著大的胸

襟，接受一群陌生人參與家族的喪

禮，因為這個奇妙的緣份讓我有機會

一探毛利人文化。

楊雅鷹

action for life 成員團體照

Life 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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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實踐理念
於生活中

從個人開始，在家庭、學校、工作
場合、社區等生活各層面，積極主
動實踐道德重整的理念。

1

參加營隊與課程
參加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學習聆
聽內在的聲音與生命改變的祕訣 ，
活出改變的力量。

2

擔任志工
既可投入公益服務，又可磨練能力
與學習團隊運作，更有國際培訓的
機會。歡迎社工學生前來實習。

3
成為會員或
贊助會員

讓志同道合的朋友凝聚成一股力量，
成為回饋社會的共事夥伴。4

捐款或
長期小額捐款

您的每一分奉獻，我們都會好好珍
惜，化為推動改變力量的一部份。5

地址：701 台南市東區育樂街148巷17弄50號

電話：06-2350320　傳真：06-2350321

網站：www.mra.org.tw

電子郵件：taiwan.iofc@msa.hinet.net

劃撥帳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劃撥帳號: 14871904

捐款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赤崁分行

銀行帳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存款帳號：605-10-503047

如何參與或服務

讓我驚奇的還有在藝術的部分，在

毛利人的繪畫中可大量看到自然的元

素，圖騰的線條多數為圓弧，很少尖

銳的線條。最動人之處，在於圖案的

動物與植物並不是靜止的而是具有生

命的，在游動的魚、彎曲生長著的

蕨、緩慢萌發的芽，正綻放的花朵。

到現在我仍感到植物在我的內在萌芽

與生長。在生命行動的旅程中，這些

元素常常是帶給我內在力量的來源。

截至目前為止藝術與文化這一塊滋養

我的靈魂，受滋養的靈魂能往下一步

前進。

在紐西蘭一次的拜訪當地的首長，

當聚會開始時，他使用毛利及薩摩語

言跟大家問候，接著解釋著他的母親

來自毛利，而父親為薩摩人，這兩個

文化在他的生命中皆具有重要的角

色，是血液，是根。在他的兩臂有著

不同的刺青，一方為毛利圖騰另一方

為薩摩，他說當我兩臂的刺青在胸膛

相遇時那麼這個刺青才算完成。

在那次的會面，深深感動著我。他

不斷提及，正面的改變的力量，我回

顧自己的旅程，我有了怎樣的改變呢?
是否朝著更為正向的自己前進，是否

更能無懼地成為自己且愛自己呢?
在印度，兩個月中，多數是平靜地

度過。但是在紐西蘭的旅程，當我們

一起駕車前往威靈頓，在途中休息遇

見一車中國人，見到可以講中文的朋

友，便欣喜的向前去詢問，他們來自

中國，我來自台灣，接著他說：「我

們是一家人。」只記得當時的我，氣

惱的回應，我們是一個國家，你們是

一個國家。當我跟夥伴們分享時，氣

還在心上。很多事對我來說都是可有

可無，立場也沒有一定的強硬，但是

唯獨這件事，對我而言有些敏感。

還記得，在印度時，國家間談及敏

感的話題，如與中國。雖然台灣與中

國的關係也是敏感，對我而言，在政

治層面，是敏感的，但是卻絲毫不會

影響友誼的建立。伸出友誼的手，原

諒等都是在課程中提及的，這些我都

知道。但是不見得就是要接受台灣要

屬於中國。如果我想到，每當台灣要

參加奧運等國際級的比賽時，因為中

國的打壓，竟然不能使用台灣，而要

使用首都名，這樣不公平的事情，就

在國際上發生，那些講求民主的國家

們也害怕中國的打壓，誰為我們說說

話。

那位首長提及，不要讓氣惱影響了

正確的道路。不可否認的是你們皆來

自同一個根源，皆是中國人。

國際上，那麼多的戰爭因為種族、

宗教引起。如何讓自己成為改變的一

部分，在台灣與中國的歷史上，我要

以怎樣更為廣大的愛去看待這段歷史

與未來。人要如何遺忘歷史帶給人的

痛，看一部紀錄片，在非洲部落間有

許多仇恨，今天我殺了你的親人，你

恨我，明天你殺我的親人，這樣不斷

的讓仇恨蔓延，兩位來自不同宗教的

領袖，一起旅行傳達停止愁恨的訊

息，其中一位為牧師他在一場與穆斯

林的衝突中失去一隻手，另一個領袖

正是穆斯林，旅行過程中，睡在旅館

中，好幾次，想起了那個失去親人與

手的痛，都忍不住想要殺死睡在一旁

的另一個人。即使已經一起旅行多年

依然有者相同的恨在心中。但是，一

想到這樣下去甚麼時候停止仇恨，便

忍下來。這世界太多仇恨與痛，如何

讓我們成為改變的一部分?
旅行時，遇見那麼多來自不同國家

的友人，總還是中國人最為貼近自己

的文化，有相同的語言，思考的邏輯

也相似，總是能成為朋友。但是，總

是要小心得不要碰觸到敏感的話題。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台灣與中國
的關係，如果是來自同源，應該有愛

存在的，是不是讓我們自由，在經濟

上、在國際間是可以一起往前進的， 
如果是愛，是手足，是不是沒有打

壓，當我們在國外旅行，不能用自己

的國家名，只能寫著附屬於中國，這

是怎樣的心情?
愛可以多無私與廣大呢?一百年我們

生活在另一個島上，努力寫自己的歷

史，如果愛能沒有國界，愛如果是身

為人類最為珍貴的禮物，那麼能不能

讓我們自由。讓我們能使用我們的名

字台灣。

那位首長用他的語言問候，他的血

液裡有這兩個文化，我是台灣人，內

含各式的文化:中國、鶴佬、客家、原
住民、新移民，如果要在我的心上刺

青，那我不僅僅只是在兩臂，從四肢

到首部都要刺上代表的圖騰，然後交

會在心深處，我以台灣為傲，我是台

灣人。下次我在遇到中國朋友告訴我

我們是一家人，我會微笑的告訴他，

是的，我們有著相同的血液，因為如

此所以相信你也接受我們是台灣。

（未完待續）

紐西蘭life matter ca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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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度西藏裔Jayang Prec Stone於10月25日在
首爾完婚。

◎ 恭賀志工洪士捷榮獲成功大學新世紀
領袖菁英培育班錄取。

◎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社工系主任張進上
於8月3日來訪，針對社工系學生之暑
期實習進行討論和表達感謝。

◎ 豐羽十鼓打擊班青少年志工於8月20日
受邀參與第十一屆全國鼓藝薪傳大賽
交流演出。

◎ 9月初秘書處工作人員拜訪定居宜蘭之
監事張揮鈺一家。

◎ 9月7日秘書處於南投北梅國中親師日
進行親職教育。

◎ 9月16日理事許壽峰與王爾伶出席外交
部NGO論壇。

◎ 9月17日秘書長歐陽慧芳出席高雄市空
中大學城市新住民論壇談，以台灣新
住民之生活與工作之發展來討論台灣
國際化可以有的社會關懷。

◎ 9月17日台北的道德重整老朋友聚會，
當日有雯雅(姥姥)、紋霞、淑德、美
桂、迺龍、晉誠夫婦在俊榮的辦公室
話從前與分享目前各人關心的議題和
事情。

◎ 會員黃冠瑋9月底暫時離開道德重整墨
爾本中心到農場展開第一階段打工生
活。

◎ 道德重整會員/志工投入保家衛國行
列，吳俊毅、賴逸樽、王信權、沈文
麟陸續於10月入伍從軍去。

◎ 生命教育講師謝錦桂毓老師10月20日
來訪。

◎ 秘書長歐陽慧芳應逢甲大學邀請代表
本會擔任該校品德教育委員會委員，
10月27日出席本學年度第一次委員會
議。

◎ 紐西蘭秘書長Alison Hayes10月底來信
分享乳癌開刀後的心情和後續療程之
安排，並感謝一路來關心的朋友。

◎ 感謝志工陳佩儀11月起免費提供「青

台南青少年關懷工作

「青春M.A.D」青少年生涯訓練服務
方案

時間：12/18、101/2/25-26、3/25、5/06
地點：臺南市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說明：「青春M.A.D」為本市弱勢家庭
12-18歲青少年辦理生命教育、生涯輔導
之服務方案，預計約有60位青少年及40
個家庭在未來一年共同學習生命的事、

培養興趣和建構能力。「青春M.A.D」
是借用Make A Difference的精神，來鼓勵
青少年努力學習，以使生命大不同。

「青春M.A.D」課業輔導
時間：100/10/31起，每週一二及隔週週
四，晚上7:30-9:00  
地點：協會辦公室二樓

台南辦公室分享會

時間：11/19、12/17

台中志工聚會

時間：11/20、12/18

台北希望小棧例會

時間：11/26、12/10

春M.A.D」學員課業輔導，以改善學習
狀況。

◎ 會員楊靜文所屬社團高雄采祺合唱團
與高雄雅樂歌劇團推出年度戲碼「新
台灣歌劇-什細記」，分別於11月8日在
高雄、11月11日在台南演出。

◎ 理事許壽峰於11月10日至肯亞出席國
際理事會議，11月24日返抵國門。

◎ 恭喜馬來西亞友人林潤松獲得馬來西
亞十大傑出青年獎(人道及志願服務領
域)。

◎ 11月23日本會應鹽水國小邀請至該校
分享經驗，與60名教師共同研討校園
的品德教育推展。

◎ 11月30日應長榮大學邀請至該校分享
國際參與之志工經驗。

◎ 淡專團老友林定三先生來電分享於日
本參與福島311重建的心情和感想。

◎ 會員林福岳博士返回台北任教於文化
大學大眾傳播系，並於十一月應邀至
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學進行短期客座
教學。

◎ 兒童青少年自我管理課程於11月19日
完成十九個學校和單位之工作坊及團
體，11月26日於台北莊敬高職進行三
小時的體驗課程，感謝各位志工及會
員之財務和執行上的協助。

捐款徵信
七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林易虹 200 蕭輝煌 500 張兆慶 2,000 
沈士穎 500 張潤明 1,000 林育熙 1,000 
袁由芳 500 龔萬侯 500 劉春銀 5,000 
王德睿 2,000 顏德琮 500 楊雅鷹 2,000 
林耀文 500 張揮鈺 1,000 陶幼卓 500 
汪威志 500 曾子芸 1,000 陳淑意 1,000 

八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林易虹 200 林淑芬 500 林育熙 1,000 
沈士穎 500 張潤明 1,000 鄭文欽 500 
袁由芳 500 龔萬侯 500 陳俊明 30,000 
王德睿 2,000 顏德琮 500 黃冠瑋 400 
林耀文 500 張揮鈺 1,000 蕭輝煌 500 
陶幼卓 500 曾子芸 1,000 陳淑意 1,000 

九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林易虹 200 林淑芬 500 林育熙 500 
沈士穎 500 張潤明 1,000 張兆慶 2,000 
袁由芳 500 龔萬侯 500 吳信安 1,000 
王德睿 2,000 顏德琮 500 汪威志 1,000 
林耀文 500 張揮鈺 1,000 楊宴妮 358 
陶幼卓 500 曾子芸 1,000 
蕭輝煌 500 陳淑意 1,000 

十月捐款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林易虹 200 蕭輝煌 500 蔡漁 2,940 
沈士穎 500 張潤明 1,000 林育熙 500 
袁由芳 500 龔萬侯 500 謝玉萱 1,600 
王德睿 2,000 顏德琮 500 無名氏 1,009 
林耀文 500 張揮鈺 1,000 歐陽慧芳 1,000 
汪威志 500 曾子芸 1,000 
陶幼卓 500 陳淑意 1,000 

九月份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謝玉萱 1,500
墨客軟體
工作室

1,000

楊長程 1,000 黃春榮 5,000
汪威志 2,000 王爾伶 500
顏德琮 1,000 李建儀 2,000
蔡欣哲 1,000 張萬權 2,000
周青木棻 1,200 黃筱惠 1,000
邱于真 1,500 汪威志 1,000
潘菡亭 1,000 鍾宜真 1,500

楊宴妮 1,000
蘇建合、
簡惠貞

5,000

蔡志銘邱
婉英

2,000 蘇鈺婷 1,000

林巧玲 1,000 林嘉芳 2,000
黃日燦、
汪詠雪

30,000 黃麗雲 2,000

郭奕欣 1,000 十月份

周廷芳 1,000 捐款人 金額

張素婷 500 何惠珠 3,000
袁少緹 500 陳美珍 1,000
楊雅鷹 700 徐玉婷 400
徐玉婷 300 林鴻儒 1,500
郭佩樺 1,000 莫偉呈 1,000
賴逸樽 1,000 鄧碧華 3,000
許壽峰、
歐陽慧芳

2,000
許壽峰、
歐陽慧芳

1,000

戴家鴻 1,170 林定三 50,000
林政慧 1,000 無名氏 5,009
吳信安 1,000 徐玉婷 500

送愛到日本─
311震災捐款明細

會員/志工動態
◎ 恭賀會員徐僑敏、黃臻霖於9月先後產
下健康小女嬰。

◎ 恭賀會員劉仁州及蔡貴珠之子劉靜哲
與來自中國的張玥於10月2和8日分別
在台南及台北舉行婚宴，韓國友人
Song-Hee Lee利用假期出席婚宴，並拜
訪朋友。

◎ 恭賀韓國道德重整秘書長Jisun Jung與印

Life Chang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