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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20 年度尼泊爾大學生助學和志願者成長服務  

 

2019 年 4 月– 2020 年 8 月服務選篇 13 

 

 
尼泊爾大學生助學和志願者成長服務  

志願者 :  24 人   服務人次 :  500  

 

 

合作夥伴  

甘肅蘭州彩虹公益社  /  RAINBOW IN NEPAL 

 

統籌職員﹕阿佬﹙龐志成﹚  

 

目標  

1.   資助來自山區的尼泊爾大學生，減輕其家庭的經濟負擔；  

2.   培養當地大學生的公益精神，對國家的發展有更多的承擔；  

3.   推動大學生成為 RAINBOW IN NEPAL 的志願者，協助推動各項兒童和青少年服務；  

4.   培訓受助學生的領袖才能，強化其自信心和自尊感；  

5.   進行尼泊爾山區大學生生活現況和人才外流等研究，讓更多人關注他們的實況；  

6.   撰寫尼泊爾山區青少年在加德滿都的故事，包括就學、就業或無業流浪的，讓更多

人關注他們的實況。  

 

成效  

1.   原計劃經濟資助當地貧困大學生，後改為獎學金發放形式。參加者需參加志願者培

訓和實習，並參與 RAINBOW IN NEPAL 的各項服務。報名人數共 24 人，最終能完

成考核的共 6 人。很多參加者因未能安排時間、服務點距離遠或到外國留學而終止

活動。優秀志願者的感想請參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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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參加者已接受 2-3 次培訓，亦或多或少參加磚廠流動兒童服務和三所當地民辦

孤兒院服務。核心志願者對 RAINBOW IN NEPAL 的服務甚為了解，自尊感和領導

能力亦有很大進步。  

3.   原計劃中的人才外流等研究，仍在進行當中。尼泊爾人才外流對當地發展有很大影

響。全球接近 200 多個國家或地區中，有 180 多個地區有尼泊爾工人或學生。本計

畫的 24 名大學生中，就有 4 名學生分別到韓國、日本、德國留學，獲得政府補貼

成為交流生。如何評估大學生人才外流情況﹖學生說尼泊爾的經濟落後，大部份

學科專業水準不高，就業困難，學生都願意爭取到外地求學的機會，學成後多留

在外國發展，以經濟來源扶助家庭。  

4.   原計劃撰寫尼泊爾山區青少年在加德滿都的故事的書稿，已完成 30,000 字。  

5.   全年到訪尼泊爾 3 次，分別是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4 月及 2019 年 12 月，期間訪

問了當地機構，參與 RAINBOW IN NEPAL 的服務，與大學生交流及組織四川學生

到訪尼泊爾服務和交流。  

6.   2020 年 1 月，內地大學生與尼泊爾大學生一起生活數天，到孤兒院服務和徒步安

娜普納山脈，雙方的文化交流異常深入，各人大有收穫。  

 

 

附件  

1.  尼泊爾 2019 優秀志願者感想文章﹙英文原稿及中文譯本﹚  

2.  國際社會服務營暨中尼大學生徒步交流活動簡報﹙土房子及小童大義合辦﹚  

3.  2020 年 2 月 16 日 Rainbow in Nepal 尼泊爾彩虹社區學校文稿  

4.  2020 年 1 月 7 日探訪 Family for Creative Children Welfare 文稿  

5.  2019 年 4 月 10 日快樂兒童中心 Happy Kids Center 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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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尼泊爾 2019 優秀志願者感想文章﹙英文原稿及中文譯本﹚  

 

Pema Wangmo Lama 

I would l ike to thank you for selecting me as the Volunteer of the Year 2019.  When I 

f irst  heard about the University Student Aid and Volunteer Growth Program 2019, I wasn ' t  

very excited about i t .  I f i l led the form just  because of the curiousness and became a part  of 

i t .  Even though I wasn't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the program, my experience with the 

Rainbow Volunteer  Club was beyond anything  I expected.  Our first  meeting on  Saturday 06 

April  2019 was something unexpected. I was expecting a very formal meeting but the way 

everything unfolded was so amazing. All  the recreational and fun activit ies made great  

f irst  impression, the fr iendly environment, and my fellow vo lunteers were all  so 

welcoming.  

The whole Smart  youth experience was full  of my first  experiences:  my first  ever 

orphanage visi t ,  my fi rst  shot at  being a  real  volunteer and so much more. The experiences 

were overwhelming as  well  as motivational.  Being a student of psycholog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engaging with the children the most and, through Rainbow and their  programs I  

was able to directly interact  with children and understand them better.  Through the 

University Aid program, I was provided with different interpersonal training and 

opportunit ies for organizational f ield visi ts which provided a great  deal  of practical  

knowledge.  What I l iked the most was how great  the vibe was in al l  activit ies,  they were 

interactive which not only provided us with knowledge but also created scope to broaden 

our creativity through art ,  dance,  singing et  cetera and explore our potential  by challenging 

us in the field where we were given the responsibil i ty t o organize programs on our own.  

Besides all  the activit ies that  taught me so much, i t 's  the l i t t le things that  m ade my 

experiences with Rainbow so much more memorable.  My fellow volunteers who were 

always there helping each other and from whom I have learned a lot ,  al l  the children their  

courage and spiri t  that  inspired me,  and the easy, friendly, encouraging envir onment of 

Rainbow Volunteer Club. Also a special  appreciation to Madan dai ,  you are an excellent 

leader who played a great  role in building all  the experiences, your welcoming na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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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ng att i tude, the way you handled the team and run activit ies m ade a  great  

difference in making them as effective as they were, you r ideas and dedication always did 

things better,  not just  for you , but for everybody, was a lesson to be learned , and thank you 

for believing I have i t  in me , to help you with the content and giving me that  responsibil i ty 

despite my lacking.   

I treasure every moment of the year full  of great  people and great  experiences and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and grateful  for the t i t le of Volunteer of the Year 2019,  which 

means a lot  to  me. With that  being said,  i t  is  the end of University Student Aid and 

Volunteer Growth Program 2019, I sure will  miss all  the activit ies and thank you again for 

al l  the experiences and for everything I got to learn.  

 

感謝您選擇我為 2019 年度優秀志願者。當我第一次聽說 2019 年的大學生支援和志

願者成長計畫時，我並不是很興奮。我填寫表格只是因為好奇，想成為它的一份子。

雖然我並不是很期待這個項目，但是我在彩虹志

願者團隊的經歷超出了我的預期。我們在 2019

年 4 月 6 日﹙星期六﹚的第一次會面有些出乎意

料。我原以為會是一個非常正式的會議，但事情

展開的方式太棒了。所有的娛樂和有趣的活動給

我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友好的環境讓我和志願者夥伴都很受歡迎。  

我有了很多第一次經歷﹕第一次參觀孤兒院、第一次嘗試成為一名真正的志願者

等等。這些經歷是壓倒性的，也是鼓舞人心的。身為一名心理學的學生，我最期待與

孩子接觸。通過彩虹和她的項目，我能夠直接與孩子互動，更好地理解他們。通過大

學的支援專案，我得到了不同的人際關係培訓和

組織實地考察的機會，這為我提供了大量的知識。

我最喜歡的是所有活動的氛圍是多麼棒，互動形

式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知識，還以藝術、舞蹈、唱

歌等引發我們的創造力。我們付與任務，以自己

的方法去組織及計畫，發揮潛力。  

除了這些活動教會了我很多東西之外，很多小事都讓我對彩虹的經歷更加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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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志願者夥伴們總是互相幫助，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很多，孩子的勇氣和精神鼓舞

了我，還有彩虹志願者團隊中輕鬆的，友好的，鼓勵的環境。同時特別感謝 Madan dai，

您是一位優秀的領導者，您是關鍵人物，令我們有很多經歷，您熱情的天性和積極的

態度，您管理團隊和推行活動的方式非常有效，你的想法和奉獻精神是值得學習的，

不單為自己，而是為了每個人，令每件事更好。謝謝你相信我也有能力，分派任務給

不足的我。  

我珍惜一年中的每一刻，有傑出的人，有絕妙的經歷，感謝這個機會，感恩成為

2019 年優秀志願者，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然而， 2019 年大學生支援和志願者成長計

畫結束了，我肯定會掛念所有的活動，再次感謝我學到的經歷和所有事情。  

 

Badri Karki  

Rainbow is doing the good work for our  

society.  Rainbow suggest s al l  students good work, 

good activit ies  and good manners .  Always good. 

So we know that  good habit  will  disappear bad 

habits.  Rainbow always do good activit ies for kids  

in children’s home. Rainbow gives loves and care 

for al l  children. Rainbow gives good quali ty 

education for the children. Rainbow is doing all  work for the children ’s happiness   

Rainbow always think about children career and do the good activit ies.  I am very glad 

to join Rainbow Volunteer Club and did a team work with rainbow member s  and volunteers.   

Rainbow gives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help and care for children. Rainbow is our 

family, we exchange our feeling,  we share happiness. I feel  comfortable because we do  

every work in team, and all  work are divided for each volunteer,  and love all  children .  We 

support  and develop children ’s skil ls .  I think all  children are flowers and rainbow is a 

gardener.  Rainbow cares for them, loves, and inspires them to grow. 

 I refer to rainbow school which can improve and change children ,  that  are given 

below.  

1) First ly to know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at  can make games run more comfor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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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 do not have a big playground 

3) We think we can develop children’s skil ls  (Just 

  l ike football ,  badminton, basketball ,  volley ball)  

4) Children need  thick clothes for winter season  

5) We do not have a fi rst  aid kits for the children  

when we needed.  

Love and care are basic  needs of al l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  Love is a  part  of l ife.  Rainbow Volunteer Club is a good platform for first  

stage students who can join social  work. Rainbow love s, cares, supports al l  children.  

 

 

彩虹在為我們的社會做貢獻，彩虹學校希望

所有的學生努力學習、快樂生活、有良好習慣。

我們知道，好習慣會令壞習慣消失。彩虹總是為

孩子做些有益的活動、彩虹給予所有孩子愛和關

懷、彩虹為孩子提供優質的教育、彩虹竭盡全力

的為孩子的幸福做工作。  

彩虹總是煞費苦心，為孩子安排有益的活動，我非常高興能夠加入彩虹志願者團

隊這個大家庭，能夠和彩虹的工作人員和其他的志願者一起工作。  

彩虹給了我們最好的機會去幫助和愛護孩子，彩虹就像是我們的家一樣，彼此訴

說感受及分享幸福的事情。在團隊中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名志願者分工合作和大家

對孩子的愛都讓我覺得很舒服。我們教導及發展孩子的技能。彩虹就像是一名園丁，

而孩子就是裡面的花，給予他們照顧和足夠的愛，讓他們健康的成長。  

我能為彩虹學校提供改善的建議是以下幾點：  

1)  首先，為了讓遊戲更加順利，要制定規則。  

2)  我們需要一個活動的場地  

3)  我們可以培養孩子一些技巧，比如足球、羽毛球、籃球、棒球等。  

4)  到了冬天，孩子們需要暖身的衣服。  

5)  我們需要加添急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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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愛和照顧是人類和其他動物的基本需要，

所以愛就是生命的養份。彩虹志願者團隊是一

個非常好的平台，也是我們這些學生進入社會

工作領域的第一階段。彩虹愛著、關照著、支

持著孩子。  

 

Dikshya Gautam 

Childho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age of our l ife where every human being learn to 

love,  learn to behave, to enjoy, to make their  l ife beautiful  and help the nation to be 

developed in future.  

This is the stage at  which every child deserves to be the best .  And for this,  R ainbow 

Volunteer Club has been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environment which is impo rtant for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 child.  

Rainbow Volunteer Club has given a platform where children can learn and enjoy at  

the same time. This Club is supporting the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y with necessary 

materials as well .  Our team conducts  various gam es,  related with team work, physical  

f i tness and personali ty development of a child.  

 I do remember  those children who used to be shy to tel l  their  name s but  nowadays do 

speech in front of lots of people. And this change is possible due to our team. This is just  

an example but there are lots of changes we made.   

We feel  that  they are happy to play with us,  happy to show their  ta lent s and we are 

glad because we are providing them with a suitable environment.   

After being a part  of this Volunteer Club, I have realized you don’t  need to get  lots of  

things to be happy in your l ife,  al l  you need is some smiling face s and cause of that  smile is 

you.   

Rainbow Volunteer Club has provided a plat form for not only children but youth l ike 

us, who got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ir  childhood memories, to  share their  feelings,  to  

lead and to care for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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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se days I really felt  blessed to be a part  of this Club and i t  becomes my second 

family where I got lots of family members.  

 

童年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學懂愛、學懂表達、去享受、去讓生活變得更加

美好、還有幫助國家發展起來。  

這個階段的孩子應該得到最好的對待。為此，彩虹志願者團隊一直提供適切的環

境，讓孩子全面發展。  

彩虹志願者團隊給予孩子一個一邊學習一邊快樂成長的平台。這個機構支持孩子

和其家庭的物質需求。我們的團隊組織各項有關團隊協作、體能及個人成長的遊戲。  

我記得這些孩子以前是非常害羞的，甚至都不敢講出自己的名字，但現在他們可

以在很多人的面前講話了，孩子因我們而改變了，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我們令孩子

改變了很多。  

我們感覺他們和我們一起玩是非常開心的，他們能夠在我們提供的合適場合中去

展示他們的才能，這使我們也很開心。  

自從成為這個團隊的一員後，我意識到，快樂其實很簡單，你笑，對方便會朝你

笑。  

不僅給孩子，彩虹也給我們這樣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成長平台，我們有機會分享

童年的記憶和感受，甚至可以去帶領及關心他人。  

感恩自己成為這個團隊的一員，團隊就像

我的第二個家，有很多家庭成員。  

 

Laxman Tamang.  (Alice Lama)  

Firstly, my hobby is  photography. Because I  

want to share the beautiful  moments  and 

memories through the photography.  When I came 

to the Rainbow, I was so excited. And I saw that  Rainbow is doing such a beautiful  job by 

making children happy and making their  l ife so joyful.  I love children whenever  I saw 

children. I miss my childhood. I visi ted Children’s Home and many places where children 

need Rainbow’s volunteer help. I love to keep them happy.  I saw each and every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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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 in Rainbow. I never  saw that  complaining about Rainbow and about Rainbow 

hospitali ty.  I did what I can do for them. I gave them my time,  my happiness, my smile and 

my love.  And they gave me one big thing , my beautiful  memories.  Whenever  I go to 

volunteering for Rainbow I never  thought that  I am going for volunteering. I t 's  fel t  l ike I 

am going back to my childhood memories. Each and every t ime I feel  l ike they need me and 

I need them too. In Rainbow Volunteer  Club,  no one has negative mind. They all  enjoy and 

love what they are doing. They loved playing,  singing, dancing ,  drawing with children.  

And I feel  bless that  I am one of the best  volunteers of the year 2019.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awesome and valuable award. It  gives me so much posit ive energy. This 

award is not a  simple award for me. It  made me proud that  my vision and my love give me 

this respectable and valuable award. And also, the children 's love.   

Specially,  thank you so much Rainbow 

Volunteer Club.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beautiful  memories and respectful  and 

valuable award.  In the near future I wi ll  do 

my best ,  and also do the best  best  for loving 

children. Because they are the future in our 

world.   

 

先說清楚，我的愛好是攝影，因為我想通過攝影來分享美麗的瞬間和記憶。當我

來到彩虹時我非常興奮，因為我看到彩虹在為孩子的幸福和歡樂做非常全面的工作。

我很喜歡孩子，每當見到孩子時總讓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參訪過的孤兒院及其他地

方，都需要彩虹志願者的協助。我想讓孩子快樂。見到在彩虹的每一個美妙時刻。我

從沒見過有關彩虹的抱怨和不滿。我想過我能為需要幫助的人做什麼。那就是我的時

間、我的快樂、我的笑容和我的愛，而他們回報我的是寶貴的回憶。無論何時，我去

彩虹做志願者活動，絕不只是因為志願者活動才去，是因為它能給我一個美麗的回憶，

這種感覺就像讓我回到童年記憶裡一樣。在彩虹志願者中，沒有一個人有消極的情緒，

所有人都在享受這種愛和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他們喜歡和孩子一起玩耍、唱歌、跳舞、

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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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慶幸自己是 2019 年優秀志願者之一。非

常感謝你們授予我這個極好及重要的獎項，給了

我很多的正能量。這個獎對我來說並不簡單，是

我的想法、我的愛，還有孩子的愛，讓我得到這

個尊貴的獎項，引以為傲。  

特別感謝彩虹志願者團隊，給我這個美好的

回憶，和這個令人珍惜的獎。在不久的將來，我將盡我最大的努力，去愛孩子，因為

他們是世界的未來。  

 

Aakriti  parajuli   

I am so glad to hear from Rainbow that  I am nominated for the Best  Volunteer 2019. 

Before I joined Rainbow I was unknown about 

various tools and techniques that  a social  worker 

always need during field  work. Not only techniques 

but also I got chance to meet different friends and 

engage with children in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 ies.  

Besides these I want to suggest  some work to do 

by Rainbow in coming days which will  help to cover more areas  for the welfare of children.  

1) I want Rainbow to continue Smart  Youth session every year effectively.  

2) Need to motivate children and volunteers.  

3) Need to conduct meeting with every volunteer so that  we can know their  feelings  

  and can help  them and encourage them in coming days.  

4) I want Rainbow to continue every project .  

5) It  will  be more effective if  rainbow provides some technical  training to the  

  volunteers.  

I really appreciate Rainbow because i t  is  doing i ts best  in society.  The best  part  I l ike 

about Rainbow is i ts Mission for children.  

I am very much thankful towards Rainbow because work together  experience was 

gre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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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收到彩虹的來信，我被提名為

2019 年優秀志願者。在我加入彩虹之前，我對

社工在實務工作時需要的各種手法和技巧一無

所知。之後不僅學會了一些技巧，我也有機會

認識不同的朋友和孩子一起參加不同的活動。  

此外，我想提出幾點建議。在以後的日子裡，

彩虹可以有更多的方法為孩子的福祉提供更多

服務。  

1) 我希望彩虹每年都能有效地繼續舉辦「優秀青年」活動。  

2) 去激勵兒童和志願者。  

3) 去會見每名志願者，這樣我們才能知道他們的感受。能夠幫助他們，鼓勵他們。  

4) 繼續去做每個項目。  

5) 為志願者提供一些技巧訓練，這樣效果會更好。  

我真的很欣賞彩虹，因為它在社會上做得最好。我最喜歡的是彩虹為兒童福祉的

使命。我非常感謝彩虹，因為這是一次很好的合作經歷。  

 

Sajan Thami  

When I joined this Club at  f irst  I was confused . What is Rainbow doing? what kind of 

help doing for children? Are children accept i t? Or are parents? I was fully confused that  

how can we help or inspire by l i t t le things? And I started to work 

and volunteering in Rainbow with my confusedness. But then I 

realize Rainbow shares the feelings, pains, happiness, and inspires 

children.  

 Now I realize that  every l i t t le thing can also uti l ize for 

happiness. Every moment can be touching our soul.  I believe in 

children. They are such an innocent,  loyal,  and wise. we can grow 

their  talents.  we can inspire them for a  good work.  We  can make their  bright future by 

knowing their  talents,  abil i t ies and their  skil l s .  Rainbow is doing such a good work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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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and nation. And I feel  I’m also the youth of Rainbow and I’m here doing such a  

good work for nation.  And I’m proud of myself .  We know the si tuation of our nation and 

we are healing some problems.  That’s the great  thing I want to work in Rainbow and want 

to be for  forever.  I learn from Rainbow and I  teach children how we can be success, perfect ,  

brave, inspired.   

Rainbow is one that  which is doing such a blessing work for  children. I learn money 

isn’t  everything, gift  or f inancially isn’t  everything, But  the t ime,  the way you teach,  the 

way they learn,  love is  important than everything. I learn that  we could be the  one who can 

handle small  problem with smile,  inspire chi ldren by learning and teaching, happiness will  

begin with small  child.   

Every child can join Rainbow. Not only children , every youth also can join rainbow. 

Rainbow is for al l .  Rainbow can make more joyful,  happier,  more smile , and more 

inspiration for the children and for the youth.   

Now, I’m grateful  that  I’m the member and volunteer of this Club.  I feel  wonderful  

that  I can share my talents,  experiences, feel ings and everything to children and also,  they 

share with me. I’m happy that  I can make children smile, I can teach anything I know for 

children. Rainbow Volunteer Club taught me to stay loyal,  be patient,  share memori es and 

feelings, inspiration, and at  al l .   

I’l l  always pray for the children and 

Rainbow for a better future.  

Hearti ly Thank you   

Rainbow Volunteer Club 

Hope this journey will  be for mill ions and 

bil l ions of years .  

 

當我剛加入這個團隊的時候，我很困惑，彩虹在做什麼﹖為孩子們提供什麼樣的

幫助﹖孩子們接受嗎﹖還有父母﹖我很困惑，我們如何能幫助或啟發他們﹖帶著我的

困惑，我開始在彩虹做志願者。但後來我意識到彩虹分享的感情，痛苦，快樂，啟發

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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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意識到，每一件小事也可成為快樂。

每一刻都能觸動我們的靈魂。我相信孩子，他

們是如此天真、忠誠和明智。我們可以培養他

們的才能，我們可以激勵他們努力成長。通過

瞭解他們的天賦、能力和技能，我們可以為他

們創造美好的未來。彩虹為社會和國家做了這

麼好的工作，我也是彩虹的年輕一員，覺得也在這裡為國家做了這麼好的工作，我感

到自豪。我們了解國家的情況，國家正在解決一些問題。這就是我想在彩虹工作並且

想永遠做下去的事情。我向彩虹學習，我教孩子們如何才能成功，完美，勇敢，鼓舞

人心。  

彩虹就是為孩子做祝福工作的。我明白了金錢不是一切，禮物及物質也不是一切，

但是時間，你的教學方式，他們的學習方式，愛是重要的一切。我知道我們可用微笑

處理小問題，通過學習和教學來啟發孩子，幸福從年幼孩子開始。  

每個孩子都可以加入彩虹。不僅孩子，每個青年也可以加入彩虹。彩虹是屬於所

有人的。彩虹可以使人更快樂，更多笑容，更鼓舞孩子和青年。  

現在，我很感激我是這個團隊的成員和志願者。我感覺很好，我可以把我的天賦、

經驗、感覺和一切都分享給孩子們，他們也分享給我。我很高興我可以讓孩子們微笑，

我可以教孩子任何我知道的。彩虹志願團隊教會了我保持忠誠、耐心、分享回憶和感

受、靈感以及一切。  

我會一直為孩子們祈禱，為美好的未來祈禱。衷心感謝彩虹志願者團隊，希望這

段旅程將持續數百萬乃至數十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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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國際社會服務營暨中尼大學生徒步交流活動簡報  

 

合辦機構﹕  土房子及小童大義  

日期﹕  2020 年 1 月 15– 24 日﹙ 10 天﹚  

行程地區﹕  加德滿都、博卡拉  

參加者﹕  21 人﹙成都大學生 17 人及尼泊爾大學生 4 人﹚  

 

 

行程﹕  

2020/1/15  成都–昆明  分兩隊去雙流機場，淩晨一點到昆明﹙翌日轉機到加德滿都﹚。 

2020/1/16  昆明–  

尼泊爾  

午後到達尼泊爾，安排住宿後吃晚飯，等了一個小時，利用等

待的時間講解行程安排。  

2020/1/17  加德滿都  下雨，取消到彩虹社區學校和徒步到寺廟的行程。到一家中國

餐廳吃早飯後，分組打探辦理登山證的手續，各家旅行社說法

不一致，午後才有點眉目，個人登山證需要到政府旅遊局辦

理，由於接近下班時間，只辦了其中一個證件。  

2020/1/18  加德滿都  早上繼續到旅遊局辦理登山證。中午到彩虹學校，然後分成兩

組到兩個孤兒院﹙ Future Home 及 Children Creative Welfare﹚，

跟孩子們進行互動、玩遊戲、唱歌等。晚上分享會。  

2020/1/19  加德滿都–  

博卡拉  

坐車七個小時，途中的午飯十分可口，下午到達博卡拉，入宿

後分組活動，菲華湖的夜景很好看。  

2020/1/20  博卡拉–  

布恩山  

 

昨天的旅館沒水沒暖氣，早上匆匆找到另一間酒店，移動行

李，輕省行裝，吃過早餐後出發。先坐車 4 小時到達半山

Ti-kedunha，開始爬山，全是上坡，過程很愉快，趕路，沒時

間吃午飯，還好有乾糧。  

午後遇見雪，土路濕滑，黃昏前到 Ghorepani 客棧，海拔 2,890

米，四周全是白茫茫，晚餐等待了兩個小時，大家坐在火塘邊

聊天，分享對尼泊爾的第一印象。  

當天徒步 10 公里， 6 小時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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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  爬布恩山  

 

淩晨五點起來爬山看日出，山頂的人很多，日出也很美，下山

回到客棧吃早飯，繼續爬山。雪很厚，雪山很美，路很滑、很

險，很享受。下午就到 Tadapani 客棧，海拔 2,480 米，鞋襪全

濕透，在火爐旁一邊烤乾，一邊分組總結。內容包括爬山技巧、

徒步裝備、有用無用的東西、如何領隊、徒步態度、徒步精神。

也分享最艱難的一件事。晚餐後大家繼續圍爐夜話，唱歌說笑。 

當天徒步 12 公里， 7 小時行程。  

2020/1/22  布恩山–  

博卡拉  

早上八時出發，經過數公里雪路，一路下坡，中午一點抵達

Ghandruk，四個小時後回到博卡拉，在酒店洗身洗衣服，晚上

自由活動。  

當天徒步 12 公里， 4 小時行程。  

2020/1/23  博卡拉–  

加德滿都  

早上，  坐上回加德滿都的長途車，下午四時抵達終點，與當

地青年人話別，晚餐前在 Gaia 餐廳，領隊分享徒步技巧與態

度。  

2020/1/24  加德滿都  參觀猴王廟，晚上吃年夜飯，領隊給大家發紅包。  

2020/1/25  加德滿都–  

雲南  

早上自由活動，中午去機場，飛機延誤，晚上才起飛回雲南，

兩名領隊和三名彝族孩子第二天回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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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 2 月 16 日 Rainbow in Nepal  尼泊爾彩虹社區學校   文稿  

 

外國人到尼泊爾當志願者，有什麼途徑﹖  

最直接的方法，留意當地機構對外的招募通告。  

另外，網上有不少專門的機構資料可供參考，有些是機構的呼籲，有些是基金會

的安排、也有些是代理商的行為。  

尼泊爾對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志願者表達出開放的態度，普通旅遊簽證每年可逗留

一百八十天，足夠體驗當地的生活習俗。  

國際志願者多是自費的，有些機構甚至會收取志願者的生活費和行政費，相關網

站會明碼實價的告訴你，除了來回機票外，在該機構服務多少天還需要付出若干生活

費。可以這樣理解，非政府組織的項目運作經費，都是由不同基金會支持，資助類別

清晰明確，極少有項目會資助國際志願者的生活開支。其二，完全與機構不熟識的陌

生志願者參與地區服務，對於雙方都有冒險的成份，合得來當然皆大歡喜，合不來的

話，如異地文化的衝突、生活飲食習慣的適應、個人對機構價值觀的認同度、以及機

構的管理和行政手法等等，都會引起很多矛盾而導致關係破裂。其三，國際志願者以

自身專業到異國參與社會服務，當然可促進當地社會服務的發展，相對得益是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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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和發展。其實，當我們考慮成為一名國際志願者的時候，除了金錢、時間、專業

能力的考慮外，還要深思在異地生活的種種適應難題，更重要的是心態，與陌生文化

相遇時，不以批判或預設為前，經常以謙卑、包容、理解和接納的態度應對，凡事處

之泰然，總比成為一隻刺蝟，到處互相傷害的好。  

不過，國際志願者所到之處，多是一些欠發達的地區，某些處事方式或價值觀可

能與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有出入，甚至是不能苟同的。若是踫到這樣兩難的情況，如

何維護平等、公義、自由等普世價值，的確是需要經驗和智慧進行調解、妥協或爭取

的。  

最近有一個小小的事例，尼泊爾彩虹在加德都地區定期為三所民間孤兒院提供志

願者服務，在周末組織大學生到孤兒院跟孩子同樂，如有國際志願者團隊，也會安排

到孤兒院探訪和互動。  

這個新年，一個國際志願者團隊計畫送孩子新年禮物，可自選。孩子得到消息，

當然十分興奮，紛紛把他們想得到的禮物寫下來。活動當天，志願者親自飛到加德滿

都，領著孩子購物，孤兒院院長也樂意隨行。不過，當院長看見孩子們自選的禮物時，

就不樂意了，幾乎所有孩子都選購了玩貝、搖控車或滑板；十二、三歲的女生全都購

買了高跟鞋。院長希望孩子們能買些比較實用的如外套、運動鞋等，而志願者卻認為

要尊重孩子的意見。多次角力下，最後院長竟拖著兩名年紀最少的孩子憤然離去。  

這些理想與理實的差距，讓我想起十多年前在另一所孤兒院的新年才藝表演晚會。

那時，孩子們各自準備了十多個表演節目，有歌有舞，開始時孩子們都樂在其中，中

段過後，管理主任突然發火說不能唱那些歌了，那些情深深、雨濛濛的情歌不適合，

只會讓孩子們胡思亂想。我們當場就愣住了，爭辯也沒用，草草完成兩個遊戲便各自

回寢室睡覺。  

求同存異、積極溝通、高效傾聽、協商與平衡，真的是這麼多年在社會服務中踫

到焦頭爛額得到教訓後學會來的功課。  

尼泊爾彩虹社區學校成立至今一年多，從籌備、與政府溝通、選址、集資、建房

子，向居民推廣服務。每一步，如履薄冰，但又順利克服每個難題。  

彩虹社區學校的理念是期望持續服務 2015 年地震後的流動孩子，他們的家庭多是

躲避餘震、從山區逃到加德滿都的村民。地震平息後，一方面由於老家的房子已倒塌，

另方面也考慮孩子們在城市能得到較優良的教育，便選擇在城邊租房子，留在首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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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由於過往是農民，教育程度不高，屬於外來人口，一般能從事的工作是建築工人、

苦力、計程車司機或小攤販，經濟收入不會太充裕，生活條件屬於勉強維持的一類。

這地區 Mulpani，就是當時難民的所在地，是尼泊爾彩虹的首個服務點。  

確定持續服務這地區的孩子後，便要考慮以何種方式開始。當時，組織者徘徊在

兒童之家和社區學校兩者之間，後者的選擇似乎更符合該地區的需求。 Mulpani 地區的

孤兒和單親家庭數目不多，孩子們多是隨父母到此生活、

長假期會返回農村生活、協助農務或重建家園。在加德

滿都學校的時間，一般是星期天到星期五，每天早上九

時二十分至至下午四時。彩虹社區學校的的服務時段就

定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至六時三十分和

周末全天。  

與政府溝通社區學校的計畫，是漫長的過程，一方面是緩慢的辦事效率，一方面

是地震後的新發展社區，很多基本建設排在首位。政府人員對這類型的社會服務也感

到有點陌生，據負責人 Madan 說，為了拿到所有許可證和牌照，一年時間，前前後後

的跑過不同的部門超過一百次，跟每個部門上上下下的員工都混熟了。  

我們首次跟政府官員的會面，是 2019 年的春夏之間，Madan 說雖然所有手續都辦

妥，還是需要拜訪當地的區議員。剛巧我們幾個中國志願者在加德滿都，可以「壯大

聲勢」。那天下午，一行八人與預約的區議員見面，只等候了二十分鐘，Madan 拿著彩

虹社區學校的牌匾向區長介紹社區學校的理念、資金來源、管理模式等等，不到十分

鐘的陳述，全程用尼語交流，其餘七人只能陪坐。  

會面結束後，Madan 說萬事俱備，只要把社區學校的牌匾掛穩，就可以開始招生了。

    

彩虹社區學校會址在農田與棚屋四散的 Mulpani 地區，門前一條修建中的泥路，遠

遠近近的水泥平房都是兩三層高，外牆色彩豐富且豔麗，設計各有特色，好像是對應

這多民族國家的不同風格。簡陋的棚屋出現在大路兩旁，不少廢置的空地和農田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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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層人民的生活完全暴露在日光之下，如在門前鋪上地毯烤太陽、在路邊的水泵洗衣

服和洗身、在露天廚房弄飯作菜等等。  

學校不到兩畝地，一幢 U 型板房包括五個房間，分別是教室、圖書室、活動室、

電影室和辦公室，小小的廚房夾在兩個房間之間，剩下一塊如籃球場大小的碎石地和

有蓋平台成為孩子們主要的嬉戲場所。  

小小的空間到處是人為的手藝創作，教室內有整幅牆的世界地圖，圖書館貼滿有

趣的圖案。操場四周由竹子圍攏，牆面上的色彩和圖案由香港志願者用四天時間完成。

我也參與其中，在教室上繪畫了一塊展版。  

到了 2020 年 1 月，社區學校迎來一周年慶典，孩子們準備了十多個表演，有歌有

舞，都是充滿民族特色的。尼泊爾是多民族的國家，境內共有三十多個民族。活動當

天，孩子們各自穿上不同的民族服飾，眼花繚亂。  

為幾名孩子拍照，他們分別是 Lama、Tamang、Gunung、Newar 和 Nepal，十分有意

思。  

慶典中，Madan 特別高興，為志願者頒贈

紀念品和歡迎新加入的會員時，面上是一陣陣

驕傲的表情。  

聚餐時，Madan 介紹現時社區學校已登記

了六十多名會員，除了 Mulpani 社區，也有兩

三公里外的孩子前來，他們需要走三十分鐘路

程。在這裡，有戲劇、體育、音樂、美術、圖

書和電影學會，孩子們均可報名。更棒的是，

小小的社區學校有學生會，孩子們互選代表，共同管理學校，主要是監督物資的擺放

和學校的衛生。  

關於未來的發展，期望能增加至一百名會員，培養更多青年和家長志願者。Madan

補充了一些家長對社區學校的意見，有一半家長認同社區學杖的多元智慧活動，另一

半家長則較看重孩子們的學業，社區學校最好能為孩子們補課。  

最後，談到學校發展的一些障礙，主要是籌資方面。學校的興建資金來自中國機

構災後重建專案，原本計畫申請中國一帶一路的社會服務資助日常的運作，可惜無疾

而終，現主力依靠中國蘭州彩虹的網上眾籌和私人捐贈。頗有意思的是，Madan 曾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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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同國際基金會洽談，當對方知道有中國基金支持時，便劃清界線，讓人沮喪。  

公益服務，最貼近好事多磨的狀態，一步一成果，最佳的報酬就是孩子們燦爛的

笑容和純真的眼神。基於這種動力，尼泊爾彩虹仍然懷著信心砥礪前行。今年的計畫

包括第二所社區學校、兒童之家和青年客棧，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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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 年 1 月 7 日探訪 Family for Creative Children Welfare 文稿  

 

這是一塊隱藏在社區內的一畝土地，四周被民居環繞，出入只能穿過馬路旁的一

條小巷子，簡易的小招牌毫不醒目的掛在巷首的鐵絲網上。  

其實這招牌的作用也不會太大，因為到訪的都是相熟好友，或是由朋友領路到此。  

這塊充滿溫情的角落就是 Family for Creative Children Welfare 所在地，亦即是收容

了十八名孩子的孤兒院。  

孤兒院中央是庭園，種有一些花草，正門左面是男女生宿舍，對面是有蓋禮堂，右

方是整潔的廚房，進入廚房要脫鞋子，衛生間和浴室就在正門旁，一切從簡，使用後

的衛生間需要用一塊水泥磁磚擋住關上，避免鐵門自動彈開。  

如果以一所需要容納二十多人居住的房子來評估，這孤兒院就顯得乏善足陳，沒有

圖書室、孩子的獨立課桌、休閒活動室、倉庫和康樂設施都欠奉，不過，按尼泊爾基

層的生活水準，尤其是對來自山區、無父無母的孩子來說，在此生活，也可滿足基本

的溫飽和安全的棲身之所，再加上可以接受比較優質的英語學校教育，「幸運」是孩子

們在此生活的最大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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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for Creative Children Welfare 於 2007 年由 Uma Devi 

Basnet  女士創辦至今，大家都習慣稱她為 Mother﹙媽媽﹚，這位

50 多歲的中年婦女，披著傳統且色調彩繽紛的紗麗，面上彩妝，

手戴數隻彩色鐲子，說自己曾到香港工作，在印度家庭當傭工。  

成立孤兒院的初衷，是希望可以幫助一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

育和健康成長。  

Uma 的朋友 Ras Bhattarai  說這裡跟其他機構的孤兒院的最大

分別，就是 Uma 也在孤兒院生活，與孩子同吃同住。Uma 的女兒也是孤兒院的員工之

一，八歲的孫女兒 Manshi  Shrestha 也住在此。  

除了 Uma 一家人全天候照顧孩子的起居飲食外，還有一名二

十五歲的生活老師 Sandhya Tamang，她來自 Bhojpur 地區，全家都

是農民，大哥、大姐和她都沒有受過教育，五年前瞭解這個孤兒院，

便到此工作。 Sandhya 十分靦腆，孩子放學回來，只見她的身影不

斷穿梭於各個房間，想跟她靜靜的坐下來聊聊，都被她害羞的表情

婉拒了。  

Uma 還有一個兒子，現在日本當實習生。 Uma 說多年前與丈夫離婚後，最深刻的

感受是孩子需要在一個有「愛」的環境下成長，其次是教育。因此，雖然孤兒院的經

濟十分緊拙，她也讓所有孩子到私立學校讀書，高中的孩子還參加了課後輔導班。  

七年前， Family for  Creat ive Chi ldren Welfare 搬到現址，之前

孩子在帳篷內生活了一段不長不短的日子。養育十八名孩子的費

用包括每年八萬四千盧比﹙七百五十美元﹚房租，四季飲食一百

五十一萬盧比﹙一萬三千五百美元﹚，生活用品和衣服需九千四

百盧比﹙八百四十美元﹚，學習費用為二十五萬三千二百盧比﹙二

千二百六十美元﹚，行政費為十萬盧比﹙九百美元﹚，全年總開支

約為二百萬盧比﹙一萬七千五百美元﹚， 平均每名孩子每年開支

為十一萬一千盧比﹙約一千美元﹚，這是 Uma 每年向公眾籌募經費的標準。  

Family for Creative Children Welfare 不受政府和國際非政府組織資助，經費全來自

社會的愛心人士和朋友的慷慨解囊，也有外國朋友的支持。孩子如何來到孤兒院？有

些是朋友介紹、有些是政府轉介，也有報紙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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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在此生活十分充實和多姿多

彩，周日至周五全時間學習；到了星期

六，洗衣服、清潔衛生，亦有不少國內

國外的志願者在周末或假日帶來遊戲、

歌舞或文化活動。  

到訪當天，踫巧有兩批志願者，第一批

是當地人前來捐獻，逗留了半個小時，

拍張集體照便離開了。  

第二批志願者是來為 Deepshikha Ghimire 慶祝十九歲生日的。  

Deepshikha 是孤兒院十個女生、八個男生中的大姐姐，在此

生活了九年。即將高中畢業的她，理想是當社會工作者或播客

主持家。漂亮的 Deepshikha 出身自 Sindhupalchok，父母都是因

病離世，大哥和大姐各自成家。能夠成為這裡的一份子，  

Deepshikha 說十分幸運、開心和驕傲。  

第二位聊天的男生名字叫 Loken 

Bhander，十三歲，讀 7 年級，在孤兒院

生活七年。  

Loken 來自 Jumla 地區，屬尼泊爾中西部山區，他喜歡讀書，

尤其是數學，平時愛踢足球，員警是他的理想職業。  

同樣愛踢足球的是笑容可掬的

Parash Panday，十六歲，讀十年級，他

來自西部 Bajura 地區，在此已經生活

十二年，是親戚把他送過來的，他的夢想是當足球員，今天他

的左手掛上了蹦帶，說是打籃球摔傷了。  

離去前的活動， Deepshikha 的生日派對，大家脫掉鞋子，

走進有蓋禮堂，除了 Uma 準備的蛋糕外，Madan 也帶來了第二

個奶油蛋糕。等待期間，一名表情鬱鬱寡歡的男孩子吸引起我

的注意，他頭戴冷帽、套上厚厚的圍巾，目無表情的默默站在一旁。我趨前搭訕，他

介紹自己叫 Shushi t，十五歲，在此生活了六年。冒昧的問他為什麼到此生活，他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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愣，停頓了數秒，想一想，然後說是叔叔把他送過來的。當話題打開，他說有很多不

同國家的志願者到訪，帶給他們不一樣的東西、不一樣的見識。他希望長大後可以到

世界各地看看。  

生日歌唱罷，Deepshikha 的臉龐多了兩層純白的奶油，孩子們匆匆瓜分了兩個蛋糕

後，我帶著某些思量，跟大家道別，趁著夜色還不是特別昏沉，跳進出租車內，回程。  

這一趟民間孤兒院探訪之旅，興起的思量如下﹕  

1.  如何保證孤兒院有足夠捐獻，他們是如何擴大宣傳的？  

2.  每當有人來捐獻時，孩子都需要迎上前來，配合捐贈儀式，他們是如何消化這

些行為的？  

3.  憑愛心出發，也憑愛心持續運作的孤兒服務，是否最好的管理方式？  

4.  孩子長大了，缺乏隱私的成長空間會為青春期的孩子帶來什麼影響？  

5.  外來的愛心人士和志願者，不管是單次或持續接觸，會為孩子帶來怎樣的利與

弊？  

6.  在孤兒院的集體生活方式，標籤性的記號，會為孩子的心理成長帶來怎樣的影

響？  

7.  什麼是民間孤兒院最佳運作模式？如何在事事透明的情況下，又能很好的維護

孩子們的自尊？  

以上也是我在孤兒服務領域遊走多年，每天的所想所思。  

期望，能跟孩子們有更深入的交流。  

今夕，繼續守候大家能暢所欲言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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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9 年 4 月 10 日  快樂兒童中心  Happy kids Center 文稿  

 

四月，加德滿都的清晨還是有些迷人的。一片簿霧如輕紗般披著谷地，旭日初升

的暖意逐漸為這古國的蒼茫升溫。  

雨季快到了，前兩天徹夜的小雨，天空好像澄明了些，地面的灰塵也消失不少，

酒店的服務員暫時不用在店門前灑水。  

人在路上賞風景，亂中尋序，讓眼睛記錄美景，儲備足夠一整天消耗的好心情，

迎接即將蘇醒的人潮、車潮。  

今天行程滿満，早上十時，從熙熙攘攘的巴士總站出發，擠上客車，四十分鐘後

到達與同事約定的巴士站，換乘第二趟客車到達一處不知名的交匯處，再換乘第三趟

更擠擁的巴士翻過一座山頭，數名乘客無法擠進車廂，跟售票員一起掛在車門邊。在

又一個交匯處，換乘第四趟巴士，十五分鐘後到終點，然後步行十分鐘，接近中午十

二時，抵達 Mulpani 的政府辦工室。  

辦公大樓人來人往，進入正門前的鐵欄需要向穿著軍服的保安表明來意。職員都

十分忙碌，我們在三樓的會客室等待與議員見面，期間看看牆上的地區發展地圖，並

問 Madan 有關政府人員頭載的花色小帽是否他們的制服，Madan 說一般有階級的長官會

載上這民族小帽，表示對國家的效忠。  

十分鐘後，議員從小房間出來，一本正經，太熱情也不算冷漠。互相介紹後，Madan

拿著我們從中國帶來的社區學校牌匾，向議員介紹學校的最新進展，包括學校的源起、

建築進度、資金來源和有關的服務等等。由於他們以尼語溝通，我們五個中國人全程

陪坐，官員偶然望向我們，也是半冷不熱的表情，大家只能以微笑回應。十五分鐘後

離開辦公室， Madan 舒了一口氣，說議員十分認可社區學校的概念，是當地的第一間，

祝願我們能好好發展。我有些納悶，為什麼這服務中心不叫社區中心，似乎這規模或

將要提供的課外興趣班都難以與學校的系統掛勾。Madan 解釋說是學校的長遠發展，先

從課後補習和興趣班開始，以後還是會成為民辦學校的考慮，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過去

一年  Madan 走遍了所有政府部門，讓他們瞭解彩虹社區學校策略規劃。 Madan 說今天

與議員會面後，一切算是塵埃落定了，學校可以招生了。  

陽光出來了，天氣越來越熱，離開政府大樓，在附近的花園餐廳享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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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選擇露天餐桌上吃尼泊爾雞肉套餐，陽光在背後烤炙，溫熱，舒身也舒心，

暫時放下客途中的煎熬。  

午餐後，沿路返回，又轉了三趟客車才到達目的地。其中再次翻山的車程危險又

刺激，因大家無法擠進車廂內，售票員讓我們坐在車頂貨架上，大家都十分興奮，緊

緊抓住貨架底下的鐵枝，在搖搖晃晃的山路中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移動，偶然還拿

出手機自拍，紀念這驚心動魄的時刻，會否是尼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實況﹖  

下午探訪的機構是 Happy Kids Center，位於

Bhaktapur 古城內。  

由於行程輾轉，巴士到站後仍要步行十五分鐘，

又因為要等待負責

人引路，走小巷免門

票進入古城，所以到

達兒童中心比預計時間遲到一個多小時，不過大家都

好像習以為常，等待的沒有抱怨，遲到的一方也不表

露歉意。  

Happy Kids Center  為美國人 Ellen 於 2015 年地震

後創辦，為生活在 Bhaktapur 古城邊緣的印度籍兒童

提供娛閑活動。以邊緣來形容，是因為兒童中心的孩

子的家庭大部分來自印度北部，屬於低種姓和極貧窮

家庭，地震前已穿越兩個國家到此謀生，以收集廢紙、

舊塑膠為生，更準確的定義，是這群外來人口在此區

搭建了一個貧民窟，有些居民在此生活了二十多年，

第三代的孩子也出生了。  

問 Ellen 關於當地政府對印度貧民的態度，她說政

府是採用不干預政策。這個社區就靠攏在著名旅遊景

點旁邊，為什麼也得不到政府的重視﹖ Elle 說是無能

為力，由於尼泊爾和印度的護照是互通的，按兩國經

濟的差距，情願跑到尼泊爾求生的多是無業的底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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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地震前，加德滿都也有不少貧民窟，政府首要關注的當然是本國人的生計，從

印度前來的貧民是次選。地震後，尼泊爾政府更沒有足夠經濟實力重建，大量倒塌的

歷史文化遺產和基本建設工程，都要靠外國援助。地震至今，已過四年，作為國家形

象建築的巴特崗古城，聯合國文化遺產。當中最有標誌性的寺廟仍在重建當中，不是

被建材圍欄包圍，就是由一根根粗木條風燭殘年的支撐著。  

難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溫飽，為孩子提供健康的成長環境，優質的教育，的確是這

國度的實況。  

袖珍的 Happy Kids Center 在一幢小學旁邊，由竹子

搭建而成，約三十平方米的房間有各國志願者的貢

獻﹕圖書、玩具、手工作品、澳大利亞和日本朋友的

牆繪等等，最吸引的是融合全球特色的心願牆，寫滿

了孩子的心願和志願者的祝福。  

兒童中心每天開放時間由下午四時至六時，孩子

們可以在此閱讀圖書、畫畫，更感興趣的是相互聊天或在中心外的一塊小小空地上耍

樂。兒童中心亦有助學服務和健康衛生課。  

Ellen 說她最關注的是孩子童婚的情況，十四或十六歲當母親，在這社群並不罕見。

女性地位低、底層老百姓發展的局限、傳統家庭觀念等都是原因。  

對於在已發展中國家成長的外國志願者，要理解農業社會的家庭結構和傳統風俗，

也是一種挑戰。  

在此地出生的印度藉孩子，雖然沒有政府的正面認可，取不到身份證，但仍可到

公立學校讀書。  

旁邊的小學有三層樓，頂層在地震後損毀，已封閉。往下兩層三個房間共有二十多

名學生，三名老師任教。經濟能力許可的家庭都會把孩

子送到私立學校，那裡以英語教學為主，國際交流水準

自然比以尼語教學的政府學校的學生高。  

印度家庭當初選擇在古城邊聚居，主要是人流集中 ,

可收集較多廢品，不過遊客卻成為街童的狩獵對象，他

們會向外國人伸手行乞或把小手伸進遊客的背包內。為

了教育孩子，兒童中心規定參與中心活動的孩子不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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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乞討，完全禁止小偷的行為，至於效果如何， Ellen 說中心沒有實權懲罰孩子，

主要靠她和志願者的勸導。她說孩子在所有的成長任務中，接受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環。

有時，踫到已成為慣犯的流浪街童， Ellen 只能無奈的搖搖頭。  

Ellen 比較關心女童的境況，除了經常和家長討論和勸說別讓孩子過早結婚﹙尼泊

爾男生的合法結婚年齡是二十歲，女生是十八歲﹚，接受義務教育外，兒童中心特別提

供一項貼身的服務，就是定時將洗手間變成洗澡間，讓沒法在家洗澡的孩子可以在此

清潔身體。Ellen 強調說，一個可以保存私隱的洗澡間，對於在經期中的女孩尤其重要。  

這一舉措正提醒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地球上，仍有半數接近三十億的人沒有家

庭廁所和洗浴設備。  

黃昏前，志願者與三十多名孩子共同完成刮刮畫創作、抱團遊戲和一起瘋搶汽球的

的亂況，大合照後，離開兒童中心。份外野的孩子拿

著汽球互相攻擊，以弄破別人的汽球為樂，歡笑聲和

咒駡聲此起彼落，伴隨著他們的散去。  

離去時的夕陽映照在早已褪色的古城紅磚牆上，

又印證了一頁歷史的軌跡。  

趕上今天第八趟公交，坐在駕駛座旁邊的長板凳

上，看夜色漸沉下的摩托車大軍見針插縫的在馬路上馳騁。這一趟公交挪著龐大的身

軀疾行，多次的急剎與前車的距離真的是剛剛好。一個小時後，回到早上出發的巴士

總站，車未停定已遭候車乘客圍困，售票員擋著出口，確定已買票的才能落車。擠出

堵住車門的人群，離開沙塵滾滾的車站，跨過擺滿攤販的行人天橋，在醫院旁的一條

小巷子鑽進露天百貨市場，又是一輪人車爭路的競步，正正式式耗掉今天餘下的好心

情。  

正念，在加德滿都的夜晚，明目張膽的混亂，隱藏在古城角落掙扎求存的血肉故

事，是如此適合修行的道場。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