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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移工學校的學童。（圖片來源／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facebook）

 

我很小的時候媽媽就說我很善良、很有同情心

難怪我總是很雞婆

在一群人之中總是第一個心軟的人

 

但一直到上高中為止

我的生活都在思考要怎麼樣才能有好成績

高二的一項公民作業是我第一次走進公益慈善機構

創世基金會

映入眼簾的是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的植物人

在週末仍然熱鬧的辦公室裡

義工媽媽們戴著老花眼鏡

手中不停地撿起發票箱中一張一張的發票

告訴我們創世收容的植物人有多麼滄桑的背景

創世每年要花費多少預算，才能照顧到療養院裡所有的植物人

每一張發票都是一個希望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景象

對於生活富足順遂的我來說

實在是不知道除了幫忙整理發票

心中暗自祈禱中頭獎的發票趕快出現外

還能夠替弱勢族群做些什麼

 

同一年我愛上了一個節目

李佳豫主持的「中國那麼大」

某一集的內容是李佳豫跟著知風草文教基金會

到柬埔寨和雲南邊境的小村落

去進行例行的華語文教學和公共建設的協助

我看得目不轉睛

那樣的跨文化衝擊

就好像傳說中的非洲難民就在螢幕上，一清二楚

惡劣的生活環境，沒有身分的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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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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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的生活環境，沒有身分的難民

世界上除了富庶舒適的旅遊勝地外

還有多少個被遺忘的角落

到了要申請大學的關卡

單純的我將這樣一個小小的想法寫進我的備審資料

卻被社會學系的教授砲轟火力全開

當時我不明白社會工作和慈善事業，有什麼需要質疑和批評的

一直到了大三才知道答案

 

到外地念大學

常常

走在台北街頭的地下道

會看到令人不知所措的畫面

有一個氣溫偏低又下著小雨的晚上

我走在公館的騎樓下

看見一個約莫8歲左右的小妹妹

背著一個裝滿口香糖和零食的木盒

瑟縮在牆角邊躲雨

行人來來往往

原本我想走過去就算了

但不到10公尺又折返回來

我走到小妹妹面前

買了一條口香糖

雖然常會想

路上的流浪漢伸手要錢

不給錢他們會餓壞肚子

但是給的話

要給到什麼時候呢？

世界上還有多少相同遭遇的人呢？

 

忙碌的生活有時候讓人忘了自己是誰

當行事曆上面充斥著考試和報告的期限

我不由得停下來思考生活的意義和目標

思考自己的價值

一個人很難找到自己的價值

但是透過服務、透過別人的需要

很快就可以發現價值的存在

 

大一下學期

我跟著姊姊參加清華之愛社

到新竹仁愛啟智中心

陪伴學校裡的自閉兒、腦性麻痺等中重度智能障礙

或多重身心障礙患者

帶他們走進人群

接觸多采多姿的世界

其中一次的活動

是去台北的圓山遊樂園和淡水老街踏青

當時還是菜鳥的我，因為人手短缺

一個人帶著兩個重度智能障礙的學員

在星期六人潮壅塞的淡水街頭

兩個人輪流走丟、輪流發脾氣

一整天下來

除了疲倦，我還了解到他們有多麼想要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只是這個願望幾乎無法達成

一個學期的參與

我結識了許多清大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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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結識了許多清大的朋友

從此在街上看到身心障礙朋友

不再害怕逃跑

而是用笑容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並不冷酷陌生

 

大二下學期得知有許多機構在舉辦國際志工和公益旅行的活動

想到三年前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片段

我決定鼓起勇氣跨出第一步

老爸把繳費的信用卡帳單寄到新竹給我

在信封裡還有一張短籤

    湞尹：

    信用卡與切結書皆已備妥，

    簽了名就是要對自己負責，

    寄出去前請先想清楚。

    老爸祝福你

那時眼淚就掉下來了

爸媽不太了解我要去什麼樣的地方

但他們相信我的決定

只要是對的就去做

儘管即將要踏上的道路充滿了未知數

出發前一晚竟輾轉難眠

心中充滿恐懼和不安

我還是跟著新結識的夥伴，踏上青海的那一片大草原

13公斤的背包裡除了私人物品，還裝了捐贈物資和教學用具

希望小朋友透過我們，看見外面的世界有多麼遼闊

人因夢想而偉大，希望帶他們看見生命的希望

自己也經由跨文化的衝擊獲得許多成長

發現自己有無限的潛能和彈性

踏上歸途之前

有一種非常滿足的感覺在腦海中縈繞

 

每一個人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大不相同

今年1月份我參加創世華山人安基金會合辦的街友尾牙

看見現場數百名來自四面八方的志工

儘管動機不同

街友和獨居老人們還是度過一個愉快的午後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了解到

為什麼三年前社會學系的教授會如此抨擊社會工作者

在自己涉入社會福利和人道救援的活動之後

我認識來自各行各業不同背景的朋友

彼此交換意見，為了慈善事業的推動而努力

社會問題的根源來自社會和經濟制度

因此社會工作是治標不治本

在替不良社會制度產生的問題擦屁股

怎麼做也做不完

問題仍然無法解決

但是真正走進社會底層看見他們的需要時

心中就會有一股聲音

慈善事業就算做不完也還是要做

就像將擱淺的海星一個一個丟回海裡

一份力量就可以救一個生命

付諸行動才有機會達成目標

他們沒有時間再等到數十年之後的社會制度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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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伊甸基金會開始參與規劃公益旅行

思考慈善事業的意義

最常跟夥伴們談到的問題之一

是遇到流浪漢和街童時，該不該施捨？

就像募款活動的推行

我才發現一個人的力量其實微不足道

如果能夠集合許多人的力量，經過專業的規劃

將資源有系統去實行

蓋一個收容中心，請專人輔導遊民就業

將會比每天施捨10塊錢來的有效率

慈善事業是做不完的

而且要從身邊做起

看到需要援助的人，不論在世界上哪一個角落

不要想太多做，就對了

只是在熱情之餘

不要盲目地用自己的思維套用在對方身上

量力而為

了解是幫助的第一步

邊境漂流的作者賴樹盛先生說到

從事公益活動除了熱忱

還要不斷地回過頭來檢視自己

才不會做錯

 

一輩子有多少機會能夠替別人付出 ？

許多人在我眼中很偉大、很值得敬佩

他們或許不是偉人名流

不需要有轟轟烈烈的事蹟

最簡單樸實的奉獻

用開闊的心胸播下愛的種子

除了感動更多朋友願意關懷周遭的人

也讓自己充滿喜樂

我曾經很封閉自我

找不到自己的價值、堅持以冷酷待人

但是這些年我認識許多不同背景的朋友

我們有共同努力的目標

我們互相陪伴彼此學習

交換不同的價值觀

我喜歡聽你們說故事

我只有兩隻眼睛和兩隻耳朵

但是透過你們

我可以看到更大更遼闊的世界

心中有萬分的慶幸與感謝

 

今年暑假

即將要再踏上青海的土地

以不同的身分

帶領一群新加入的志工朋友，去看見當地貧童的需要

給予小朋友更多來自外界的資源和陪伴

對於志工本身的成長

則是希望透過公益旅行的體驗

改變自己同時也改變別人

只要社會上多一個有大愛、有服務熱忱的人

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

寫下這一篇文章

想要讓大家知道

每個人都有一個柔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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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每個人都有一個柔軟的心

只要你願意踏出第一步

去體會簡單的幸福

你會發現身邊有許多人和你一起走

你不會孤單

 

 

 柬埔寨的華裔幼童。（圖片來源／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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