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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雅瑪遊記
楊舒涵
阿里山鄉有個美麗的部落「珈雅瑪」，我們即將前往五天四夜的嘉義營隊活動，讓我充滿期待與興奮，
因為有很多好玩的事情等著我們去體驗。隔天，我和妹妹迫不及待的坐上車，出發前往珈雅瑪部落。沿途經
過橋樑、溪谷以及山路，還穿越山洞，終於到達目的地。首先來到住宿環境，我們住宿的地方簡單樸實，屋
內有藍天的壁畫，還有手工陶藝呢！
第一天下午，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和隊輔。晚上玩了同心協力，及比手畫腳……等等。第二天的溯溪終於
來臨了！教練說：「不可以踩在有青苔的大石頭上，要踩在小石頭上；快要滑倒的時候屁股要蹲低一點」。
下水後，教練讓大家漂浮一下，接著手腳並用運用教練的指示，蹲低前進，成功通過密密麻麻的大小石頭堆
及小瀑布區，最後成功的喜悅真是難以言喻。休息過後，我們坐在橡皮墊上玩碰碰船，有人用腳划船，另外
的人協助推船，兩船碰撞，濺起的水花讓大夥尖叫連連。
這次的茶山育樂營還有很多體驗的活動：我們體驗了辛苦的農夫怎麼在熱得發燙的大火球下工作，有的
人除草翻土，有的人播種種子。農夫要忍得住風吹日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真是辛苦呀！我們也應該珍
惜每個食物，才對得起辛勞的農夫。第二個體驗是射箭，開始我射的不太好，經過老師一次再一次的教導，
我終於學會了！射得最好的那一箭是射中山豬的心臟呢！爬樹的體驗最特別，一開始我很怕我自己摔倒，其
實身上有穿安全裝備，教練一直支持我，雖然沒有爬到終點，但隊輔說我已經很棒了！這種需要膽量與勇氣
在大自然中的嘗試，真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A veo veo you，珈雅瑪感恩及歡迎之意。原住民運動大會是山下小朋友難得的經驗，老村長奶奶
（百億）教我們穿著原住民的服裝，打著趕鳥器，頭上頂著去溪邊提水的竹筒，體驗原住民早期辛苦的生
活。百億還跟大家說明水火同源區，也就是原住民跟天神取火的儀式及典故，主要在感恩天神賜福給部落
呢！Mi Yo Me 的原住民舞蹈讓我印象最深刻，大夥圍圈，交互手拉手，展現向天神感激之意。
我喜歡營隊的所有行程，讓我這個暑假過得充實又快樂，也學到關於原住民許多知識。我希望還能再次
參加，阿里山部落下次見。

茶山後記
許麗玲 （家長）
距離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的活動已經過了數個月，兩位小朋友還不時哼著：
「幸福是珍惜現在擁有的，感謝上帝供應；幸福是分享自己領受的，叫別人得利益……」，我知道部落
游藝學校的種子已經在小朋友的心中萌芽了。
當初以家長兼志工的身分參與，和小朋友一起上茶山，一方面是因為想體驗活動；一方面也對小朋友的
安全有點疑慮，畢竟有溯溪、瀑布戲水、漂流、取火… 等想著就有點危險的活動，實際參與後才發現，大
部份是家長自己多慮了。
茶山營隊吃得好、睡得好，最重要的是任何活動安全性擺在第一位：溯溪的整個過程，有嘉義市溯溪協
會十多位人員在沿途協助；爬樹的大樹上架有安全繩索，小朋友在上樹前要穿安全裝備。整個部落就像我們
小時候的環境一樣，雖然有零星的機車和汽車行進，但都會注意行走的行人。當我看見朋友的小孩自行由居
住的宿舍到早餐店，甚至到學校進行活動時，那種久違的自在感又湧上心頭，就像看見我們小時候在巷弄穿
梭追逐的自由自在……。
我們習慣在都市裡的車水馬龍中保護小孩，總是不放心孩子自行活動。茶山 的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為
小朋友的自由探索提供一個良好的舒適的環境，讓大人嘗試放手，讓孩子獨立。
營隊活動的帶領者黃老師及其團隊，都是超級熱心的天父信仰者，他們不汲汲於名聲，專注於活動的進
行及安全，所以不見得會即時更新訊息給未參與的父母，這時家長就很有用處囉！趕快 post 一些照片讓大
家安心。事實上，黃老師的大金主兼支援者～恆理老師一直都在拍攝每位小朋友的活動，只是要等到活動結
束之後才有空上傳呢！
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的活動，是我家小朋友第一次接觸天父及原住民的體驗，原住民的鄒族歌舞、射
箭、竹筒飯與餐具及愛玉的製作，以及爬樹等，都是她們沒有過的經驗；和原住民小朋友的交流也給她們帶
來豐富且多元的感受；而從小在佛教環境長大的她們，也對不同信仰有了新的認識，得以享受信仰分享的愉
悅氛圍。

❖部落游藝學校招生中❖
第一梯次
日期：2017年7月3～7日（週一至週五）
地點：阿里山茶山部落

第二梯次
日期：2017年7月17～21日（週一至週五）
地點：阿里山來吉部落

第三梯次
日期：2017年8月21～25日（週一至週五）
地點：南投縣仁愛鄉武界部落

報名表詳細資料請見
http://www.tc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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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MONGOLIA
FOR
EAST ASIAN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MEDICAL WORKERS
& STUDENTS

2017 East Asia Conference for Christian Medical Workers and
Students that will be held in Mongolia from 2-5 August 2017.
Theme: BE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othy 3:17)
DATES:
We are
so excited to inform you that ICMDA East Asia Regional Conference 2017 will be held in Mongolia, fro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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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nference for medical doctors & personals): on 4 –5 August 2017

Student Pre-Conference will be held on 2-3 August in Ulaanbaatar, capital city of Mongolia and Main Conference will
QUEST SPEAKERS:

be held on 4-5 August in Chinggis King’s Khuree (23 kms far away from 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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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fee
your
options
in Table
below:
Conference
feeand
andCosts
Costforfor
your
options
in Tablc
below:
Conference attendance
2 -3 August
2 days in UB
4-5 August
2 days in Chinggis
King’s Khuree
2-5 August
full 4 days in UB and
Chinggis Khing’s
Khuree

Conference Type

Total price/person

Student
Pre-conference

US$ 150 (student)

Main conference
Pre and Main
conferences

Notes
All accommodation, food, local transport after arrival at the
conference venue, other events

US$ 200 (doctors)
US$ 200 (student)
US$ 250 (doctors)
US$ 250 (student)
US$ 350 (doctors)

All accommodation, food, local transport after arrival at the
conference venue, cultural night, traditional concert & other
events, conference hand outs and stationary

Notice :
All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 and main conferences, and the Doctors and medical workers have
the option to join pre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
Application form should be sent to TCMA at (tcma9710@gmail.com) on or before 27 May.

Don’t miss the opportunity, see you all in sunny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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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跟隨腳蹤
一、目的：藉參與醫療傳道見習營之機會，實際認識醫療傳道之工場及事奉，以面對挑戰，回應呼召，
加入醫療傳道的行列。
二、對象：重生得救之大專院校基督徒醫務學生，有醫療傳道負擔心志者。(本活動內容是為基督徒學
生設計，報名前請先斟酌自己的情況)
三、共同學習目標：認識醫院、醫療服務見習、門診佈道、個人談道、病房訪視、診間跟診、同工見證
分享、醫療傳道相關主題教導。(以上各單位會視錄取學生之科系年級做調整，以
實際安排課程為主）
四、見習醫院、日期、名額、參加資格、內容：請見TCMA網站
五、主辦單位：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CCMM)
六、協辦單位：（由北向南順序排列）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醫師團契、天主教耕莘醫院、新北市私立雙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台中育民診所、彰化基督教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
屏東基督教醫院、恆春基督教醫院、台東基督教醫院、台東東和外科、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七、報名方式：自即日起至5月31日止，請先下載報名表http://www.tcma.org.tw，填妥資料後
，將檔案加上自己姓名，用附加檔案方式，回傳報名表至以下信箱，

e-mail:follow2008@gmail.com再由主辦單位收件統整分發（六月上旬公佈）。
若有疑問洽詢專線如下：路加傳道會(CCMM) 陳閩秀傳道

電話：02-2365-1190

台灣基督徒學會(TCMA)林麗娜幹事 電話：02-2537-2528

◎感謝您的支持
6.指定捐款--文字事工

1.入會費

王貞乃、莊家豪各壹仟元

施姵宇 伍佰元

麻豆新樓醫院參仟元、陳美如肆佰元

2.永久會員費

7.指定捐款--阿里山尼希米行動

潘文良 貳萬元

鄭桂萍、陳芸芸各伍佰元

3.會員常年會費
鄭桂萍、王貞乃、施姵宇各壹仟伍佰元

王貞乃壹仟元、基督教雅歌基金會貳拾萬元
8.捐款

4.團體會員費
屏東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

李光陸壹佰伍拾萬元、高芷華壹仟伍佰元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雲林基督教醫院各壹萬元

東和外科陸仟參佰元、高芷華貳仟元

5.指定捐款--JAMES事工

簡肇明、卓良珍各參仟玖佰元
王貞乃壹仟元

王貞乃壹仟元

編輯小組：高芷華(召)、周恬弘、程得勝、林麗娜
郵政劃撥帳戶：1503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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