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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0年，有很多事情都讓大家覺得些許的不太順心，不過辛苦的

2020年終於結束了，我們還是要把握機會，持續不斷向前精進、

成長，就像慧禮法師經常提醒我們的，一定不要「得少為足」。就讓

我們趁著新的一年，一起向 2020 say goodbye，迎接嶄新的 2021 Happy 

New Year！

雖然因為在新冠病毒疫情反覆爆發的影響下，孩子們連續兩年未能回

台與大家相聚，所以ACC特別啟動一個全新的巡迴展演計畫，2020「為

愛行腳」ACC影像故事展，活動也在 2021年 1月 3日的嘉義檜意森活

村圓滿落幕，非常感謝所有到場參觀的來賓，其中不乏有許多長期關心

的助養父母們外，更有一股先前不認識 ACC的新力量出現，也因為有

您們的支持和鼓勵，讓 ACC因此獲得更多的資源和力量，未來將可以

幫助更多非洲的孩子們！跟著本期大象腳印的內容，再次帶領大家走入

時光隧道，一起回顧全台巡迴影像故事展各場次的精華。

另外，新的一年開始，除了普賢教育基金會觀音會址的啟用，以及

聖觀寺與鶴鳴精舍的加入，讓整年度的法會活動增加不少場次，所以從

2021年開始，將法會通啟分開成為兩個部份，以方便於居士大德們在

資訊上的閱讀和使用；也同時邀請到我們的榮譽秘書長─心易法師，為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聖觀寺和鶴鳴精舍的歷史，以及與 ACC的隨順因緣。

最後，院區消息的部份，因為出刊期間已接近我們的農曆春節，所以

特地安排 ACC非洲各院區的專訪，介紹一下其所在的非洲國家中，都

有些什麼樣的重大節日和慶典？而當地的人民會有什麼樣的慶祝活動及

安排？讓這些歡樂的內容和孩子們愉快的心情，陪著大家一起歡度農曆

新年，也預祝大家新的一年裡都能「牛轉乾坤、否極泰來」；當然更希

望大家在 2021年，能夠繼續透過我們 ACC，持續為這些孩子們帶來最

暖心的支持，以及最誠摯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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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立體的壇城，不是平面，也不

是只有人，在佛殿裡面，有佛的加

持，你知道法界，是佛、菩薩、羅漢、天、

人、阿修羅、畜牲、餓鬼、地獄⋯組成的

生命共同體，「此國土、他國土、無量諸

國土，此世界、他世界，無量諸世界。」

透過你的心，投射、放射出去⋯而心是無

限的，雖然生命很渺小，但心卻是無限可

能，心可以創造一切，你在這個時候，一

塊麵包、一碗稀飯，透過那個供養、觀想，

所感應受用的是重重層層的無限啊！你要

真正實在的付出啊！如果你光想得到，卻

不願意付出，那你的生命是侷限的、是狹

隘的。

增進生命的功能

自己是生命的主人！但是你們人生才

剛要開始，正是準備面對人生的時候，你

們從小學、高中、大學都是在學習，正開

行 腳 見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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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要充實自己，而在充實的過程中，第一

項最重要的就是透過學習「增進生命的功

能」。像你們現在生活在 ACC裡，因為給

了你們太多的方便，反而讓你們失去學習

的機會；我很感謝自己小時候那一段很窮

苦的階段，因為是一個很窮苦的年代，我

不得不學會種田、煮飯、做菜⋯，每個家

裡的兄弟姐妹，每天除了讀書外還都要學

習工作，不是只有禮拜六、日而已，而是

每天放學回來都要幫忙，所以不知不覺學

會了種田、種菜⋯，就連蓋房子我都會啊！

但是現在 ACC三餐、衣服都準備好，還

有褓母、老師⋯協助照顧你們，養成了不

用動腦筋思考的模式，而失去學習的動機

和機會。我希望你們要學會面對未來真實

的日子，你真的學習、真的付出了，就會

讓你的功能開始運轉，那才是真正你生命

的東西；你對這個世界、對你自己了解多

少，你就能知道多少？這一切的功夫和成

果，一定是你透過自主學習得到的，所以

有學習機會的時候，一定要把握千萬不要

錯過了。

創造生命的價值

第二項，人生最基本的就是要創造出自

己的價值，別人需要你的話，你才有價值！

所以要找到你人生的價值在哪裡？不然如

果人家不需要你，你活著就失去意義了！

一定要找出你能夠為這個世界、社會創造

出多少的價值，簡單來說，就是你活著能

夠付出多少的東西？提供多少的奉獻？帶

來多少的服務？但是，如果你連付出都不

願意的話，沒有人需要你，而你就沒有價

值了。

其實法界眾生是很需要你的，只要你能

用心的去供佛、供法、供僧，就會得到很

多的福報，因為你們都會唱頌，而地獄、

惡鬼、畜牲、幽冥界、中陰界⋯很多的眾

生卻不會，所以就需要你這種能力的付出

和幫助，就會有相對應的功德力和福報，

因此可以累積出很多福德因緣。經是佛說

的，法界眾生都需要，因為你唱頌出來，

功德就隨之出來，面對這麼多眾生的需求，

就看你懂得要如何創造自身的價值，正當

眾生需要你的時候，你卻不去把握、不願

意付出、不以為然！這就是說其實你很有

價值，但是卻不願意展現出你的價值。

現在你們開始進入青少年階段，面臨

心理和生理層面的變化，愛情的需求和思

想也慢慢出現，但是如果單單被戀愛的想

法綁住，而不為學習和讀書付出和努力，

那麼未來就沒有讀大學的機會，所以要先

學會等待和把握，生命是有高度、有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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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重量的，想要知道自己的生命有幾斤

重？有多少的厚度？有多少的高度？先想

著如何利益眾生，等你完成學業，開始有

能力付出後，當你能夠幫助別人多少時，

你的價值也就跟著增加，價值自然會讓你

有所回報。

不要得少為足

「得少為足」是許多人的通病，當得到

一點點就開始滿足，發現比別人多一點點，

就自以為了不起了，所以第三項不要得少

為足非常重要。就像我很羨慕你們體力很

好，可以整天活蹦亂跳的，到了我這種年

紀，想跑跑不動、想跳跳不起來，雖然過

去我是回不去了，但是因為生命是運轉不

息的，所以你不是只有這輩子要努力，而

是生生世世都在努力，這是永不停止的學

習旅程。有機會你就是要多去學習，除了

讀書以外，因為日子不是只有讀書，你還

可以學習其它你有興趣的，像廚房的工作、

歌唱、跳舞、畫圖⋯等，像阿吒他在台灣

學習修理車子，因為他對機械很有興趣，

所以人生就要有興趣和理想，沒有的話會

活得很糊塗。

而現在跟你們說不要「得少為足」，你

不要只跟史瓦帝尼或是非洲其他國家的人

比，要比要跟全世界兩百多個國家的人去

比，因為將來你離開 ACC進入社會之後，

你就是要和他們競爭、跟他們比。

這個人生的歷練，是很現實、也很殘酷

的，如果你沒有準備好、學習不夠，你就

會沒有工作，當失去工作就會沒有薪水，

沒錢食物和衣服取得上就有困難，而且連

睡覺的地方都不安穩啊！如果連睡覺都要

擔心，那未來的人生該怎麼辦呢？

你可能會說如果沒辦法去面對現代化

的這種人生，那就回去躲在史瓦帝尼部落

裡，不要走出去就好了啊！但是現代化的

農業，都是用機器來開墾耕作，就好像菩

提園，橄欖樹幾萬棵，利用現代化的管理，

和機械化的操作，一個人就可以完成了；

如果沒有推土機、拖拉機⋯各種機械的話，

200公頃的土地種玉米，單單一行前後就要

4公里，用人力下去種植，腰斷了都還沒收

成，所以現代化是我們都要去學習的，要

求自己要增加生命的功能，創造出生命的

價值，而且千萬不能以得少為足；不斷的

一直努力保持前進，跟上社會世界腳步，

才能夠有成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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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腳 見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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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21 台灣 ACC、普賢法會通啟

─「這個家」意義重大

和尚爸爸給史國高中生的一番話

ACC 影像故事展全台巡迴回顧

非洲 ACC 院區國家的重要節慶

50   NO.2021︱

Amitofo Car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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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經以「給孩子一個家」為訴求，透

過感恩餐會慢慢形成感恩之旅的巡

演模式，因此這一個命題應該是 ACC走向

群眾，募款募心的源頭！在台灣不管普賢

教育基金會，或者阿彌陀佛關懷協會（簡

稱台北 ACC）這兩個運作的體系，都沒有

自己的辦公室，完全都是借用或租賃的方

式，作為社會大眾暨助養父母的服務窗口。

台北 ACC歷經了「孟母三遷」的搬家經

驗，深知「無殼蝸牛」的辛酸與無奈，慶

幸的是每年年底的感恩之旅，承蒙諸山長

老的厚愛、住持法師的慈悲，道場雖是旅

程短暫的驛站，卻感受到「處處無家處處

家」的溫馨。或許這有佛光的地方就有陽

光的普照，讓佛門的包容一直溫暖孩子們

的心，而工作團隊依因托緣，也蒙其餘蔭

不用餐風露宿；獲得上等規格的接待、與

有榮焉。

佛門的家 十方的緣

2020年聖觀寺住持─厚重法師透過前

會務俐君師姊的穿針引線，了解台北 ACC

多年來一直苦於無永久的會所，目前內湖

已是第三處的棲身之處，且一個月房租包

括停車費近二十萬元，也是財務不小的負

擔。剛好厚重法師已屆七十高齡正為自己

達三十年住持職務、物色適合的接棒人，

雖說自己也有幾位徒弟，然而傳賢不傳子

的前瞻作風、依法不依人的胸襟格局。力



排眾議、擇善固執，在這一年多的協調的

確有不少包袱、壓力；畢竟三、五十年來

在道業上的相扶相攜，信徒在情感上的不

捨自是在所難免！她想把寺院管理、薪火

相傳的重責大任，託付給有願力、肯擔當、

真做事的和尚爸爸─慧禮法師。回首來時

路，厚重法師認為，相信不久的將來他們

會認同自己的抉擇是正確的。

其實聖觀寺做為捐款單位由來已久，從

敏如第一屆的主任時就曾前往服務收款，

法師的慈悲可謂細水長流、點滴灌溉 ACC

的希望工程；永續經營「興學濟貧」的教

育推手。其實正確的說法不僅僅是給孩子

一個溫暖的家，更是藉著送愛到非洲的時

代因緣，光大聖教、續佛慧命！或許同為

佛門中人，敬佩慧禮法師如富樓那為法忘

軀的精神，行腳非洲二十幾年不曾厭倦，

甚至一生做不完；再用五世倒駕慈航、回

度娑婆。目標是非洲五十四個國家，都有

ACC的教育前線「圓通學校」。厚重法師

說：「更敬佩的是佛陀，期盼他老人家的

教法在非洲發揚光大，利益更多的苦難眾

生，感謝的是慧禮法師做到了；因此身為

佛弟子就該護持」。

常言：「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

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寺院的

建設與護持正是如此，而在非洲募款不

易，台灣是助養人的發源地，也是孩子們

升學生活的第二個故鄉。百分之七十的前

線支出都是台灣這邊負責，透過

每年的感恩之旅、水陸法

會，乃至固定的

小 額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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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成為目前六國七院區的經濟後盾。因

此佛門的家、十方的緣，撐起了興學濟貧

的一片天！如今聖觀寺「願將佛手雙垂下，

撫得人心一樣平」，正是把菩薩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精神發揮到極致，讓送愛到非

洲成為台灣最津津樂道的國民外交⋯⋯。

聖觀歷史  繼往開來

要談聖觀寺必須細說從前，盛雲老和尚

是首任主持，籍貫福建省福鼎縣人，民前

六年生，十八歲於浙江南海普陀山鶴鳴庵

出家。師承清巖老和尚，民國十九年來台，

初至觀音山凌雲禪寺認維那之職，並兼任

副寺。民國二十五年任基隆慈雲寺住持，

之後創立聖觀佛堂，民國四十年協助心源、

賢頓二位長老創立北市佛教會，任常務理

事及中國佛教會理事之職，老和尚對於佛

教盡心竭力推動法輪不遺餘力，其貢獻不

可計量。

盛雲老和尚於民國八十年圓寂，戒臘

六十七。現任住持厚重法師，民國八十年

承盛雲老和尚衣缽，法師自弱冠出家，親

承薰育達二十年之久，謹守儀節，勤修儉

樸，精勤不懈，時時以眾生之苦為己憂；

處處以隨緣化眾為己任。法師深知欲弘佛

法，必先弘教之理，欲增德慧，必先布施

之道。因此繼任以來，長年領眾共修，法

師更明白若想移風易俗、淨化人心，必先

從於兒童及青年著手。使其從小心田中得

植菩提幼苗，適時舉辦兒童福慧夏令營，

期使佛法普及、落實生活教育。

歷經了滄海桑田、環境變遷，三十年後

聖觀寺的土地面積維持現狀，然而它的地

理位置不但成為台北市的文創區、商業街，

捷運公車的便利更讓聖觀寺的未來不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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覷！厚重法師謙虛的說，在人生七十「從

心所欲不逾矩」的分水嶺，應該是學習沉

潛，自我充實的跑道。把弘法利生的棒子

交給真正能荷擔如來家業、勤轉法輪的僧

青年，方對得起開山祖師的遺志；不辜負

三寶恩⋯。還有因當年老和尚的出家祖庭

普陀山鶴鳴庵，為紀念這段歷史源頭，故

於陽明山平等里的「鶴鳴精舍」也一併委

託 ACC代為管理，企盼日後法輪常轉、佛

日增輝。

信仰擺渡 人間佛教

佛陀住世時曾說：「依法以攝僧」，

佛法從印度到中國、從小乘到大乘、從顯

教到密宗、從區域到全球。或許隨著國土

民情、文化根器，乃至教育背景有所不

同，然而真理的普遍性、解脫的共通性，

本就「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佛陀

的示教利喜，佛法的恆順因緣，皆是說明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信仰的主流會在「路

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當中，做出最後

的判斷和抉擇！而影響中華文化淵源流長

的佛教，不僅僅是華人精神寄託、安定力

量，同時更是在群族融合、無我度生當中，

漸漸地得到世人推崇與肯定。

如今 ACC承蒙住持─厚重法師的託付，

希望能把法傳非洲的精神，複製在聖觀寺

的宏揚教化上，在傳統與現代的天平、在

台灣與非洲的情感，更能因理念相契而親

上加親。從此以後聖觀寺是 ACC永遠的後

援部隊，而 ACC自當把聖觀寺視為精神的

依歸，因為信仰我們在這裡；彼此都是不

同緣分的擺渡！

從慈善到教育、從活動到法會、從度生

到度死、從自度到利他，人間佛開展出「世

尊以一大事因緣為開、示、悟、入佛之知

見」的本懷，期望在新年新氣象、新年新

展望當中，聖觀寺這個法身慧命的「家」，

給我們更多進步與鞭策。因為從立足台灣、

放眼非洲、胸懷法界、心繫眾生；這個意

義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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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取代因疫情影響取消的「行願非

洲感恩之旅」，而舉辦的「2020為

愛行腳 ACC影像故事展」全台巡演，在

2020年 6月 28日在台北萬華剝皮寮歷史街

區的首場結束後，馬不停蹄的轉戰桃園 77

藝文町繼續展出，從 7月 1日到 7月 29日

的全台巡迴展第二站，運用非洲當地文物、

照片和影像，結合日式傳統建築的舊警察

宿舍群，完美還原復古時代的風格，重現

出非洲部落的現況。

77藝文町的佔地雖然不大，卻是在桃園

市中心喧鬧的商業區裡，一個充滿藝文氣

息的庭園空間，配合假日的文創市集擺攤，

和街頭藝人的現場表演，吸引不少觀光客

群和在地人潮。而 ACC也特地邀請到遠從

馬拉威來台留學的大孩子們，假日值班協

助導覽和介紹，像是在國立師範大學念書

的阿岫，也有一連串歌曲的快閃精彩演出，

為 ACC在桃園和附近的地區，打出另一波

的宣傳和知名度，讓更多人來認識並支持

ACC，一起幫助更多非洲的孩子們！



17



主題報導

18

8 月份正值台灣炎熱的暑假期間，ACC

影像故事展的全台巡迴第三站來到了

「古都」台南，而此次的展場不同於前兩

站的空間，是在充滿書卷氣息的學校之中，

從 2020年 8月 4日到 9月 9日的一個月的

時間，在台南德光中學人文展示中心展出，

而且開幕式當天出席貴賓有德光中學的楊

惠娜校長、德光文教基金會的邱金源董事

長和林吉男主教，而 ACC榮譽秘書長心易

法師也特地南下參加，另外還有台中 ACC

的大熊主任分享，在非洲擔任義工時的故

事和心得，希望讓現場與會的嘉賓們都能

感同身受，跨越種族間的隔閡、地域的限

制和宗教的區別，一起為貧窮和教育盡一

份心力。

就像台南德光中學一樣，德光中學是一

所天主教的學校，ACC則是阿彌陀佛的基

金會，雖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愛和

善良是不分宗教、種族和膚色的。ACC與

德光中學有很深的因緣，從 2015年及 2016

年的感恩之旅開始，就分別與來自史瓦帝

尼及賴索托的院童進行校際交流。而德光

中學的老師也連續多年利用暑假期間組團

帶領同學，自費前往非洲從事國際志工服

務，完全落實愛不分你我，做就對了！所

以更希望能透過此次的「為愛行腳 ACC非

洲影像故事展」，讓更多的同學們可以一

起遇見超越你想像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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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束全台巡迴攝影展第三站的台南

後，忙碌的 2020年 8月還沒結束，

ACC影像故事展全台巡迴的第四站回到了

新北的板橋，在 8月 18日開始的兩週時間

裡，於板橋 435藝文特區的光復館、華翠

館開展，帶領新北的大家認識您所不知道

的非洲日常生活，以及台灣人在非洲正進

行中愛的故事和善的力量。板橋 435藝文

特區是新北市政府，透過打造「親子藝術

樂園」及「藝術家夢想基地」二大營運主

軸，而完成的一個可以提供民眾感受藝術、

體驗藝術、實踐藝術的公共空間，園區內

歐式風格的枋橋大劇院，以及復古、莊嚴

的新古典主義建築群，配合定期舉辦的藝

文展演活動，讓安全、廣闊的特區，近年

來成為大台北地區遊憩、野餐的一個好去

處。

而所謂良善的力量終會相聚，還記得

在首場台北萬華剝皮寮歷史街區的開幕式

中，休養半年多特地前來站台的「孫媽咪」

孫翠鳳小姐，所屬的明華園戲劇總團在同

一時間也在同地開演，為「新北巷弄藝起

來」活動重磅回歸開幕大戲《劍神呂洞

賓》，讓新北的民眾們在 8月 21日當天，

可以白天參觀非洲影像故事展，晚上欣賞

台灣傳統的歌仔戲，好好享受最後的暑假

休閒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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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C在 2020年 9月份忙完台灣萬緣

水陸大法會後，緊接著 10月份繼續

再新竹地區重啟全台巡迴攝影展，因為新

冠疫情的影響，讓今年孩子們無法回來與

大家相聚，所以才要透過更多活動和展演

的方式，讓大家不要忘記孩子們這段時間

的學習、成長和改變。雖然這已經是第五

站的行程，但卻是 ACC 2020年首次在新竹

舉辦活動，更是第二次在百貨公司裡進行

展演，除了要感謝新竹樂麗扶輪社創社長

趙之寬先生，以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新竹市分會創會長黃畹庭女士的全力

協辦外，更要謝謝新竹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的大力配合。

在 10月 9日的開幕式上，巨城購物中心

的羅仕清總經理接受訪問提到：「愛需要

傳承！」遠東巨城購物中心，不但是全台

最大室內休閒娛樂空間，每天都有不少的

消費者、鄉親⋯等聚集外，更是新竹地區

的公益平台，獲得多元且親民的社會參與

及環保實踐機會，為社會共生共融攜手合

作，展現出新竹人寬大的愛與包容力。巨

城於 2012年在新竹市開幕的那一刻起，公

益投資的腳步就不曾停歇，近 8年的時間，

累積辦理公益活動超過 560場，受益團體

逾 250個，參與者遍及全球 14個國家；像

近幾年在巨城舉辦的活動每年有 300多場，

其中 3分之 2都是屬於公益性質的。

而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在非洲

所發揚的善心，給當地的孤兒貧童提供生

活和教育，這種大愛非常難能可貴；目前

ACC在非洲 6個國家有 7個院區，總共有

1,200多位的院童，受到照顧和援助的更高

達 12,000多人次。因為 ACC過去的展覽和

演出幾乎都在藝文中心，所以這次特別邀

請 ACC到巨城來，從 10月 9日開始到 10

月 25日，在 2樓挑空迴廊區舉辦非洲影像

故事展，巨城團隊非常歡迎、也非常高興，

希望能讓這一份愛，在社會上繼續延伸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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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C的 2020全台巡迴攝影展 11月份

來到了高雄，從 11月 10日到 12月

6日於高雄市立圖書總館 B1樓接力開展，

為了結合圖書總館沉穩內斂的風格，特別

重新規畫一個新的主題，「為愛遠行 ACC

家在馬達加斯加影像展」，照片的內容選

用先前在馬達加斯加ACC服務6個月時間，

湛寂法師的攝影作品，這也是 ACC第一次

用馬達加斯加為主題的展演活動，希望利

用湛寂法師走訪市集部落，記錄下一張張

印象深刻的臉龐，以及透過鏡頭紀錄 ACC

院區孩子學習過程的生命轉變，讓大家可

以一起認識馬島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馬

島 ACC院區裡這群活潑的可愛院童。

馬達加斯加是遙遠的印度洋西南邊上的

一座島，這裡是野生動物的天堂，也是南

島語系最西邊的國度。對我們來說「家」

是凝聚彼此的溫暖避風港，而馬島上人民

性情敦厚、重視家庭，和先前台灣農業社

會時期極為相似的質樸環境，這塊土地上

擁有善良的人群，以及孩子們美麗的笑容

和發亮的雙眸，讓 ACC透過照片和影像，

真實呈現出馬島社會底層的生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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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C全台巡迴攝影展的第七站，前

往東部山明水秀的宜蘭，在 2020年

的 11月份和高雄南北同步開展，宜蘭縣的

中興文創園區是肇建於 1935年的中興紙廠

修繕而成，整個園區和台北的松山文創相

似度極高，為倉庫風格的市集展演空間。

這個場地是由曾在史瓦帝尼院區服務的宋

慧慈老師，引見在宜蘭縣府擔任志工的黃

淑玲小姐，在展覽的期間中黃小姐多次為

ACC奔走、打通關，也跟帶著 ACC一起前

往場勘及拜會，一同散播熱情、散播愛。

在 11月 28日宜蘭場開幕當天，雖然正

逢連日的陰雨綿綿，但現場與會貴賓雲集，

包含有宜蘭縣縣長林姿妙女士、宜蘭縣議

員楊弘旻先生、三星國中校長林顯宗先生、

冬山國中校長劉靜怡女士、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協會宜蘭分會的創會長高黎娟女士、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宜蘭分會的會長林

晏妘女士，還有代表 ACC的榮譽秘書長心

易法師、輔導法師覺慶法師、非洲執委會

的秘書長林青嶔先生和台北 ACC的常務理

事廖怡慇女士⋯等，而縣長媽媽林姿妙女

士，不但免費提供這麼好的場地給 ACC設

展外，更特別撥空前來給ACC加油、打氣，

縣長媽媽在致詞中提到：「愛心是無遠弗

屆的」，所以特別邀請ACC來到宜蘭設展，

讓更多朋友可以來認識 ACC，因為這和她

之前說過的，打造一個「全人關懷、無縫

照顧」的宜蘭縣是相同的目標和理念。

宜蘭不但完成了全縣國中小學生免費的

營養午餐，更是持續推動各項公益活動，

以及社會福利政策，包括在社會救助、老

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婦幼福利、社會

工作、社區發展、人團管理以及志願服務

推展⋯等，就是希望宜蘭鄉親們在擁有更

好的生活環境下，更培養出人溺己溺的大

愛精神，所以希望藉由今天的活動，帶起

大家對非洲孩子們的關注和援助，好的事

情，大家一起來做，用我們個人的力量，

串起全世界的關懷，讓非洲也能像宜蘭一

樣愈來愈好，生活愈來愈幸福。

無遠弗屆的愛心
大雨澆不息的宜蘭熱情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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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愛行腳 ACC影像故事展於 2020年

全台巡迴的最後一站，從 12月 5日

開始到 2021年 1月 3日，在嘉義檜意森活

村 T24所長官舍劃下完美的句點。第一次

來到檜意森活村，不論是外觀或是內部裝

潢，都讓人感覺回到桃園77藝文町的感覺，

不過這裡可是全台灣最大的日式建築群，

保留下來的有 29棟木構造歷史建築，早期

是日籍基層職員的宿舍群，以及做為高級

職等的官舍來使用，在經過一甲子以上的

歲月洗禮後，嘉義市政府利用日式傳統工

法，以及盡可能相同的原材料進行修復，

並於 2005年把這裡的建築群，登錄為市定

古蹟和歷史建築。

為了一窺台灣林業發展史的縮影，見

證了台灣百年林業的歷程，經過 4年的時

間重新修復與規劃的檜意森活村，如今得

以重現舊時日式宿舍的風貌，帶領我們看

到早期阿里山林業開發生活史；不僅具有

保留歷史建築與古蹟的文化意義外，更是

深具地方文史資產的教育功能。而能夠在

如此富有歷史傳承意義的園區內，分享非

洲孩子們的照片、影像、聲音和故事，特

別要感謝到嘉義市政府社會處的林家緯處

長，以及在展期間協助展場各項服務的各

位志工，不但大大突顯出ACC「法傳非洲，

興學濟貧」的宗旨外，更能讓大家了解教

育是成就這些孩子唯一的路，也是改變非

洲貧窮、戰亂、疾病宿命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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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相遇～來自非洲的咖啡豆‧ACC咖啡

高雄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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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拉威一整年下來會慶祝的節日並

不是很多，由於馬拉威官方語言是

齊切瓦語和英語，所以最主要的慶祝活動

和節日，仍是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較深的復

活節、聖誕節⋯等，至於新年跨年的慶祝，

則是因為和聖誕節較為接近，還是比較屬

於聖誕節活動的延續。

聖誕節和聖誕樹

由於馬拉威目前仍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

家之一，所以在早期人民們過節、慶祝的

氣氛上，並不濃厚和熱閙，尤其是在鄉村

或是部落，根本沒有多餘的金錢使用，也

就不會有聖誕樹、聖誕禮物、聖誕大餐⋯

等的儀式、活動出現，這些東西通常都是

由教會裡神父口中聽到的；一直到近兩、

三年來，在一些比較大的都市裡，像是

布蘭岱、里隆威、姆祖祖

（Mzuzu）⋯的一些教會或

是大型公司，才開始看到聖

誕樹的裝飾，以及聖誕節相

關的慶祝活動，不然的話，

大家雖然知道聖誕節到了，

卻都和平常日常生活一樣，

沒有太多的改變。

開齋節和宰牲節

同時，馬拉威是屬於多元宗教的國家，

除了天主教、基督教外，伊斯蘭教的穆斯

林人口也不算少數，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聖誕節是天主教、基督教的節日，基本上

他們並不會特別去慶祝，而慶祝齋月結束

的開齋節，以及彰顯犧牲價值、提醒人們

奉獻的宰牲節，才是他們最主要的兩大節

日。伊斯蘭曆的新年（或稱伊斯蘭曆元

旦），即回曆 1月 1日，有些國家和地區

的穆斯林會有慶祝活動，但對於多數穆斯

林來說，該節日只是普通的一天，所以伊

斯蘭曆的新年是非常低調、平淡；不過，

受到華人同胞的影響，近年來也開始會使

用過年一詞，但他們所指的過年並不是回

曆新年，而是剛剛所提到這兩個伊斯蘭教

最盛大的節日開齋節和宰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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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節的氣氛和準備

雖說馬拉威的經濟非常貧窮，全國有

55％的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但是在眾

多非洲國家當中，仍是屬於一個政局較為

穩定的國家。馬拉威因為大部份的人民都

是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所以最主要的假

期還是以聖誕節至新年元旦的這段時間為

主，而在部落裡剛好也是種植玉米和拔除

雜草的時候，不少的人就會利用這段放假

的時間，去幫忙打工來賺取零用錢；而院

區裡當地的職工就有提到，小時候就很期

待這段過節放假的日子，他們會到附近有

比較大片農地的人家，幫忙種田、除草⋯

的工作，然後用賺到的工資買一瓶可樂，

因為沒有什麼聖誕大餐或禮物，這一瓶可

樂就是他們最好的聖誕節禮物。

近年來，幾個大城市的地方，經濟商業

發展開始有些成長和進步，在聖誕假期的

時候，就會購買一些食物、肉類來加菜慶

祝，而部落裡平時有養殖牲畜的話，就會

趁著這個時機出售賺錢，所以在聖誕假期

開始的前幾天，市場也會比平常熱閙許多；

除了加菜外，最常見的慶祝活動，就是到

教堂做彌撒、去禱告、唱詩歌⋯，這和我

們華人在過年時，所認知的慶祝活動有很

大的不同，但相同的是他們也是希望趁著

假期，可以全家團圓相聚在一起，因為他

們有許多人在遙遠的外地工作，要回家光

是坐車、轉車，就需要花上好幾天的時間，

再加上來回昂貴的車費，所以平常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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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回家的機會，而且有些公司企業在過

節、年底的時候，會給員工們一些慰問獎

金和食材食物，剛好就利用在假期返家的

車費上，以及給家人們的伴手禮品。

院區內的聖誕節

聖誕節在院區裡面，一樣也是會進行加

菜慶祝的儀式，增加院區內過年過節的氣

氛，主食的部份為從原先的西瑪（Nsima

是一種由玉米粉製成的濃粥），換成比較

難吃到的高檔食物「米飯」，也會請院區

的職工、媬姆們協助手作小蛋糕，搭配果

汁、汽水、餅乾和糖果⋯，帶來有別於平

常生活不同的小確幸感受；晚上的時間，

大家就會聚在一起跳舞，跳舞一直是非洲

地區最常見、也最重要的娛樂活動，在空

地上由孩子們選擇播放自己喜愛的音樂，

隨著音樂的律動翩翩起舞，雖然平常的晚

間也會有類似的跳舞活動，但是最大的不

同是，這一天孩子會特別注重打扮，會精

挑細選自己最喜歡、覺得最好看，平常捨

不得穿的衣服，在聖誕節晚會上把它穿出

來，讓自己擁有一個美好回憶的聖誕節夜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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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索托王國（Kingdom of Lesotho）地

處高原，也被稱為「天空王國」，

是世界上最大的國中國，全境被南非共和

國（Republic of South Africa）所包圍。賴

索托的節慶有兩種：正式公定的和民間俗

成的，今就重要的公定節日簡介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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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hoeshoe’s Day）

1 月 1 日 新年元旦

這是每年的第一個公定假日，賴索托和

全世界各地一樣，慶祝一年復始，萬象更

新；不同於聖誕節假期的家族團聚，大家

都要到外面狂歡，參加各式各樣的除夕派

對，然後接著在新年當天逛街和購物。另

外，煙火秀也是必不可少的項目，建在空

曠地區、海拔高處的酒店，會特別強調視

野廣闊，他們的煙火秀一定會讓人終生難

忘，而每家飯店、旅館、酒莊在兩、三個

月前就開始接受預訂，並準備精彩的節目

招攬生意；規模較大的旅舘業者，也會邀

請著名的歌星、舞者、魔術師或雜技團來

進行表演。不過，這些地方參加的以外國

旅客居多，賴索托本地人則大多是提供服

務，表演傳統歌舞，販賣傳統手工藝品，

以賺取些微外會；穿著賴索托披毯的當地

牧人們，也抓住機會和旅客們合影，賺取

一些額外的零用錢。

3 月 11 日 莫舒舒日

這 是 國 家 締 造 者 莫 舒 舒 一 世

（Moshoeshoe I，1776∼ 1870）的逝世紀

念日，也是賴索托最重要的傳統節日。莫

舒舒一世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和睿智的領

袖，他終其一生，致力於保衛鄉土、保存

本土語言、藝術、和文化，更是當時非洲

南部唯一能實行民主治國的國王，賴索托

的人民至今都以曾經擁有過這樣的領袖為

榮。

從 1822年到 1870年，莫舒舒一世是巴

蘇陀蘭（Basutoland）地區的最高領袖，他

和他的追隨者在布塔布泰（Botha Buthe）

山區居住，他領導族人保衛鄉土，和鄰

近的姆菲卡尼（Mfecane）及蒂法桂尼

（Lifaqane）⋯等諸多部落王國爭戰了數十

年。雖然莫舒舒經常打敗仗，他的子民卻

越來越多，這要歸功於他的仁慈和慷慨；

他善待傷兵和投降的敵人，收容逃避飢荒

和飽受戰亂的難民，並給不同部落的人民

提供安身的土地，正因這樣的好名聲，前

來依附的人源源不斷，終於，在 1870年，

巴索托族（Basotho）酋長莫舒舒一世統一

各族，建立了現在被稱做「賴索托」的國

家─巴蘇陀蘭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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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舒舒日的慶祝活動在賴索托各個行政

地區分別舉行，政商各界舉辦各式各樣的

紀念會；在首都馬塞盧（Maseru），國王、

總理、還有高階政要和軍官⋯會在紀念會

上發表演講，內容多半是描述莫舒舒建國

的艱辛過程，並鼓勵民眾，在政府領導下，

一起對抗困擾著國家的貧窮問題，然後他

們會向莫舒舒一世的塑像獻上花圈，表達

敬意和追思。

公私立各級學校的孩童們，也會穿著整齊

的制服，排隊向莫舒舒一世的塑像行禮；

最著名的莫舒舒塑像，座落在馬塞盧東南

方的塔巴博休（�aba Bosiu）高原台地上

的文化村裡，所以在莫舒舒日，許多人會

來到文化村瞻仰緬懷他們心目中不朽的

英雄。近年來，莫舒舒日的慶典活動更

加多元化，高中學生不再參與向塑像致

敬的儀式，而是到塞索托體育舘（Setsoto 

Stadium）去參加各項運動競賽。

7 月 17 日 國王生日

賴索托是非洲少數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之

一，根據 1993年頒佈的憲法，國王是國

家元首，是民族團結和國家穩定的象徵，

負有發布法律命令、出訪或接見外國使節

的職權。賴索托現任國王是萊齊耶三世

（Letsie III），他生於 1963年 7月 17日，

是莫舒舒二世和馬莫哈托王后（Queen 

Mamohayo）的兒子。莫舒舒二世在 1990

年因為政變流亡海外後，萊齊耶繼任了王

位，到了 1995年，他還位於重返家國的父

親；但是，莫舒舒二世復位不滿一年，就

因車禍而辭世，於是萊齊耶再度登基至今。

從 1990年萊齊耶三世第一度宣誓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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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之後，賴索托就開始在每年的 7月

17日慶祝國王的生日。慶祝典禮開始，

所有在會場的民眾會以震天價響的歡呼

來迎接國王和隨行人員入場，然後頒發

獎狀和獎章給有功於社稷的國防軍人、

騎警、獄官和一般百姓；慶祝的儀式還

包括放禮炮、唱國歌和閱兵，軍人們穿

著慶典時才穿的綠色制服、配上白色腰

帶和白色手套，顯得十分有紀律。本

來，國王生日慶典每年都會選一個不同的

行政區來舉行，從 2003年開始，政府宣布

各個行政區都可以自行籌辦，所以這一天

的慶祝活動更加的多元化，像是 2009年

時，西南部的莫哈萊斯胡克區（Mohale’s 

Hoek）就舉行了賽馬大會。

10 月 4 日 賴索托獨立日

布爾人（Boers，居住在南非境內的波蘭、

法國與德國的白人移民後裔）從 1830年代

就開始侵犯巴蘇陀蘭，在 1868年成為英國

保護地後兩年，莫舒舒一世逝世。1871年，

巴蘇陀蘭被併入由歐洲各國移民組成的開

普殖民地（Cape Colony）；當時，開普殖

民地政府和當地的寇薩人（Xhosa）正在開

普邊境進行激烈的爭奪戰，一直到 1884年，

開普殖民地政府和巴蘇陀蘭之間也爆發了

戰爭，英國才再度接管巴蘇陀蘭。1910年，



開普移民政府和英國移民政府共同組成了

南非聯盟（Union of South Africa），也就

是現在南非共和國（�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的前身。英國移民政府一直以為巴

蘇陀蘭終究會成為南非聯盟的一員，但是

巴蘇陀蘭始終不願屈從；1910年，巴蘇陀

蘭就成立了自己的國民大會；1955年，巴

蘇陀蘭請求英國政府讓其自主管理；1960

年，選出立法委員組成立憲議會；1965年，

舉行了第一次全國普選，巴蘇陀蘭的最高

酋長莫舒舒二世成為第一任國王兼總理；

1966年 10月 4日，巴蘇陀蘭正式宣布獨立，

改國名為賴索托王國。

慶祝獨立日，從黎明時分的升旗典禮和

唱國歌開始，不論城市或村莊一片旗海飄

揚歌聲嘹亮，整個賴索托都興高采烈地活

起來了；整整一天，都有民衆穿著色彩鮮

豔、代表自己行政區的傳統服飾（多半是

聞名世界的賴索托披毯），走到街市上，

隨興地唱著傳統歌曲，跳著傳統舞蹈；而

王室成員、總理、內閣、外交大使、政府

高級官員和前來祝賀的其他國家代表，則

是參加包括演講和遊行活動的特別慶祝儀

式。

12 月 25 日 聖誕節

百分之八十的賴索托人信奉基督教，聖

誕節對他們來說是神聖而歡樂的。從十二

月初開始，許多在南非或其他外地工作或

上學的人，就會陸陸續續回到自己的家鄉；

這是一段令人感到溫馨的快樂時光，久違

的丈夫、妻子、孩子和親朋好友都再度聚

集在一起；聖誕節前夕，通常所有的家庭

成員都會去教堂，從晚上 10點左右到凌晨

4、5點，大家一起唱歌和祈禱， 讀聖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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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基督的誕生。

在聖誕節這天，每個家庭都要完成蛋糕、

麵包、沙拉、糖果、果凍、蛋奶凍、蔬菜、

玉米巴巴和肉類的烘烤，肉類的部份只有

雞和羊，因為豬和牛要等到冬天才吃（註：

賴索托的 12月是夏天）；最重要的是巴索

托人祖傳的啤酒（joala），這種啤酒是由

玉米或高粱發酵而成，呈稀粥狀，不但營

養外，酒精含量只有 3％，所以連兒童都可

以喝，而且每一家庭做出來的 joala配方和

口味都各不相同。所有的食物準備妥當，

聖誕盛筵就開始了，村裡面家家戶戶都敞

開大門，歡迎每一個上門來一起享用美食

的客人，這樣子，這家吃吃，那家喝喝，

嗑嗑閒話，聊聊家常，彼此感情豈有不熱

絡之理！

近年來，賴索托逐漸走出赤貧，有能力

的家庭會給每個孩子準備兩件新衣服，一

件在聖誕節穿，另一件在聖誕節的第二天

12月 26日穿，所以 12月 26日被稱為禮盒

日，有一種說法是富有的人會在這一天將

裝滿禮物的盒子送給窮人或家裡的僕人，

而另一種說法是教堂的牧師會在這一天重

新打開捐款箱，讓信徒們自行奉獻。如果

還有多餘的錢，連大人們都會穿上為聖誕

節做的新衣服，家裡的窗簾、桌布、床單、

氈子⋯等也盡可能的汰舊換新；如果錢不

夠，就都要清洗乾淨，以表示對訪客的歡

迎和重視。

8 月 1 日 巴索托新年  

雖然這不是公定假日，卻值得在此一提，

因為 8月 1日是傳統的巴索托新年（Selemo 

sa Basotho）。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在慶祝

這個節日了，很多年輕人甚至不知道他們

的祖先，巴索托人的新年是在哪一天。巴

（Basotho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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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托曆是根據月亮運行的位置而制定的，

八月，乾燥的冬季將要過去，因為風帶來

了滋潤泥土的春雨；巴索托人慶祝新年的

儀式，各地有所不同，其中有一種儀式叫

做Mokete wa lewa，是在在收成之後舉行慶

典，感謝上帝和祖先們賜予食物。

2015年，在巴索托文化村，位於南非

共和國自由省（Free State）的庫瓦庫瓦

（Qweqwe），舉辦了大型的新年慶祝大會，

散居於各地巴索托人都趕來參加；節目內

容包括有：傳統耕田工具展示、傳統收割

技術示範、由傳統巫師將第一把收獲獻給

上帝（Tlatlam-atjhdo）、傳統祈禱、傳統

歌舞和短劇表演。最近幾年來，賴索托的

觀光局和教育部也鼓勵大家要重視巴索托

新年，希望巴索托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能

夠繼續地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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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特別邀請到 ACC史瓦帝尼的「清

孝」，向大家介紹史瓦帝尼傳統的

重大節日─「勇士節」（Incwala Day）。

這是一個屬於全國性的盛大慶祝活動，其

實勇士節並非單一個日子，而是一連串的

儀式活動；所以在勇士節還沒來臨之前，

就先會有一個祈福祝禱的儀式，那是大家

要邀請我們的祖先，祈求他們在下一年要

好好的保護我們，同時也為了要感謝他們

在這一年，都持續保護著全國人民的生活

平安。

大家在這段時間裡，都會聚集在王宮裡

面，而活動參加的人大部分都是男生，大

家聚在一起會唱一些傳統歌謠，而且這些

歌謠不能隨便在其他的活動裡唱，因為這

些歌都是代表著很重要的意義。（如果離

開了王宮，大家也都不會再去唱，這些歌

只能在王宮裡面傳唱！）雖然在史瓦帝尼

大部分的人都是信仰基督教，但是當勇士

節到來的這一天，所有人還是必須要放下

手邊事情，聚在一起表示尊重這一個節日。

就像先前提到的一樣，勇士節是一段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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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慶祝活動，其中有很多不同的儀式

和 階 段， 像 是 Bemanti、Little Incwala、

Lusekwane和最後的 Big Incwala，而整個祭

典的最高潮就是 Big Incwala；而且雖然說

Big Incwala這一天是史瓦帝尼的國定假日，

但每一年 Big Incwala的日期卻都不相同，

因為是依照月相而決定的，通常都一直要

到活動舉行的前幾天，祭司才會通知今年

所選定的時間。

清孝提到：「我們的祖先雖然已經過世

或往生，但是我們仍相信他們是存在的；

所以不管我們有什麼樣的請求，都會在這

一個時機向他們說出來，因為我們相信他

們會聽到我們所求的東西，就會幫我們完

成、達到這個願望。」而像這樣的一個傳

統的節日，現在大部份的年輕人都不知

道，在史瓦帝尼當地也是要比較年長的人，

才會了解這個節日的歷史；至於為什麼叫

做「勇士節」呢？主要是因為每年在十二

月到一月的時候，是史瓦帝尼王國的祭司

Bemanti（掌管水）或是 Belwandle（掌管

海），會和其他部落的領導者，帶著一群

人一起去取海水或河水獻給國王，要讓國

王沐浴淨身並且更強壯；而史瓦帝尼是一

個不靠海的內陸國家，要從國境內走到莫

三比克的海邊，走完這麼一大段路成功取

回海水的人，當然可以稱的上是「勇士」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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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葦節

另一個大節就是蘆葦節（Umhlanga or 

Reed Dance），這是由社工 Ngwenyai 所

分享的，這個慶祝儀式是史瓦帝尼一年

一度的重要活動。當天由一、兩萬名未

婚和無子女的史瓦帝尼女孩和婦女，從

各個酋長國前往皇家村 Ludzidzini Royal 

Village聚集，並在公眾前表演舞蹈的一

項活動；參與活動的女孩們，都要穿著傳

統的史瓦帝尼族服裝，傳統服裝包括有：

ligcebesha，由史國國旗顏色的珠子製成；

umgaco，從左肩披戴至右臀部，有著美麗

花邊與彩珠；indlamu，帶著彩珠小短裙；

emafahlawane，用在附加於褐色短襪上；

umcwasho，裝飾頭部的穗花，其有各種顏

色分別代表不同身份，藍色代表兒童、黃

色是青少女、紅色則表示成熟婦女。

社工 Ngwenya表示：「女孩們要花上一

個星期在儀式前的準備，首先要割蘆葦草，

這必須走上 10公里左右，才能到達割草的

地方；然後為了要在王室面前展現完美的

舞姿，則需要養精蓄銳休息一段時間；最

後才有機會成為國王的下一位妻子。」而

蘆葦節最初的意義，其實是用來鼓勵年輕

女性，希望她們在成熟至足以婚配前，能

夠保持她們的貞節，避免婚前性行為，可

以有效減低青少年未婚懷孕，並減少愛滋

病的傳染和流行；同時透過正式舞蹈表演

前的大量準備工作，學習與他人交流合作

增進溝通技巧，進而能夠更適合婚姻生活，

順利解決將來夫妻生活中可能有的歧見或

衝突。



47

默默無名又充滿神秘色彩的地方，納

米 比 亞（Republic of Namibia） 非

洲最後一個獨立的國家，近年越來越被關

注的新興旅遊景點。自 1990年獨立至今才

三十年，而之前這沒沒無聞的地方，卻經

歷二十世紀首場慘烈的種族滅絕事件；獨

立之後，為紀念所有的革命英雄，訂定八

月二十六日為英雄日，在聯合國被認定為

納米比亞日，可見除了獨立紀念日（三月

二十一日）以外，最被重視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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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慶祝活動會在不同地方舉行，通常

是納米比亞北部重要的戰區，每年有數百

人聚集一起，觀看總統為紀念解放軍的退

伍軍人頒發榮譽勳章；而 ACC院區所在的

位置奧克漢賈鎮（Okahandja）是赫雷羅人

（Herero俗稱牛角族）的大本營，英雄日

當天，一群身材高挑的女人，穿著維多利

亞風格長裙，鮮明飽和的紅色為底，服裝

上縫製著蕾絲花邊與各種彩珠襯托，上半

身穿著短版小外套或披著亮麗披肩；頭上

戴著特殊造型的帽子，象徵著牛角。另一

群男士們，身著英挺的軍裝，有些人帥氣

騎著馬在前面領頭，後面跟隨著另一群人，

以軍人正步行走的方式列隊前進，遊行隊

伍有百公尺長，人數頗多，相較圍觀群眾

卻寥寥無幾；這樣的景象打破我們對非洲

既定印象，讓人誤以為回到八零年代的歐

洲，或那個軍事單位在操演活動，其實這

是英雄日其中之一的遊行活動。

赫雷羅人在十七、十八世紀時，從非洲

東方遷移到非洲西部，傳統生活以牧牛為

生，十九世紀後期，在德國殖民者統治下

和赫雷羅牧民，因為土地、水源的爭議，

以及白人移民對本地人口的法律歧視，引

起衝突。1904到 1908赫雷羅人和納瑪人聯

合反抗德國人，造成種族大屠殺，德國人

共屠殺十萬多名赫雷羅人、納馬人以及不

明數量的薩恩人；在英雄日這天，紀念先

祖慘烈史實的紀念日，據說他們的服飾受

到十九世紀德國殖民的影響很深，經過一

段時間漸漸演化而成他們的傳統服飾，而

男士的服裝則仿效德國軍服，以代表過去



歷史記憶與教訓。

2015年德國才承認這段血腥殖民史，

2019年德國歸還遭屠殺原住民遺骨，及當

時竊取的十五世紀古物石十字架，但德國

政府並沒有正式為此事件道歉，雖然開始

檢討這段黑歷史，但過程中還有許多應負

起的道德和政治責任，雙方仍然在協商中。

歷史的傷痛無論多少賠償也無法抹滅，

唯有以此為借鏡，不再重蹈覆轍；正如每

年一次的紀念日，就是在提醒大家歷史的

教訓，並非挑起仇恨情緒，而是學習如何

放下才能解脫。佛陀教育大家，以大慈悲

心化解恩恩怨怨，人生要用簡單的心境對

待複雜人生，世事紛擾時光終是無言；寧

靜來自於內心，千萬不要向外去追求，越

追求苦惱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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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過哪些志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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