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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暑假部落游藝學校
黃芬宜 執行長
這個暑假兩梯次的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雖有颱

舉行！

風的威脅，卻彰顯出神奇妙的帶領和作為。第五屆

在第五屆營會前我們添購了全新的救生衣、頭

游藝學校於7月7至11日在茶山部落舉辦，有雙颱夾

盔，也購置了爬樹的安全設備，讓學習中能有齊全

擊的危機。7月5日的氣象預報說蓮花颱風由南往

的安全裝備，此次新的學習除精采刺激的爬樹及高

北直撲台灣而來，7日受外圍環流影響，南部就會

台盪鞦韆外，還包括獵人分享打獵及被熊襲擊的經

出現大雨或豪雨，預計8日會是蓮花影響最大的時

驗，並出擊尋找獵物；老村長述說部落遠古的歷

候，由於颱風步步進逼，讓不少家長非常擔心，有

史，並帶領學員至田野實際進行考古，尋找千年前

十多位學員取消報名，不然就是在Line上的留言中

的石器、瓦片，還真的有找到呢！

透露出不安的情緒，有朋友建議乾脆取消活動；同

第六屆部落游藝學校則是首次在有「山豬部

工們也憂心，恐怕若已知颱風來襲仍堅持舉辦而出

落」之稱的來吉部落舉辦，來吉位在海拔較高的神

事，所負責任重大，所以趕忙發出緊急代禱信，請

木區附近，天氣涼爽舒適，部落雖小僅約有200多

大家為天氣禱告。在出發前一天，尚在考慮是否該

位居民，來吉國小僅有20餘名學童，但絕大部分

取消活動，心中實在忐忑不安，一起禱告後，毅然

居民均為鄒族原住民，非常團結且有許多偉大的獵

決定靠著全能的上帝，憑著信心照原定計畫出發。

人和出色的藝術家。在來吉的游藝學校則有技術純

往茶山部落的路上雖烏雲密布，但感謝神保守我們

熟、經驗豐富的老獵人教導孩子們如何製做自己的

平安抵達。沒想到第二天蓮花颱風就路徑偏西而減

弓及如何正確使用彈弓射中目標，利用專業設備垂

少對台灣的影響，反倒是颱風帶來的雨量讓瀑布及

降至溪邊戲水，也有藝術家指導山豬彩繪的課程，

溪流的水量更加豐沛，使我們戲水更加盡興。7月

在鄒族傳統文化方面，學習到鄒語、鄒族歌謠和來

10日昌鴻颱風侵襲台灣北部，北北基桃放颱風假

吉的傳說故事外，更親身演練鄒族小米祭的各項儀

時，我們卻是在陽光普照的大河中玩漂浮，有不少

式，如使用鄒族用來傳遞訊號的風笛、吟唱豐收

人還曬傷呢！第六屆游藝學校於8月18至22日在來

曲、頭目帶領勇士宣示主權等。

吉部落舉辦，又遇到天鵝颱風持續朝台灣逼近，颱

參加部落游藝學校可讓都市的孩子感受、尊重

風路徑預測22日為最靠近台灣的時候，大夥思考是

不同的文化，也讓部落的孩子能認同、欣賞自己的

否該提早結束營會免得回家的行程碰上颱風，再次

文化，在未來成為部落游藝學校的尖兵，努力為自

發出緊急代禱，請大家迫切為我們禱告，最終天鵝

己的部落盡一份心力。感謝神在今年暑假游藝學校

颱風竟急轉彎離開台灣而去，游藝學校也順利圓滿

的保守和帶領，盼望能藉著游藝學校中的心靈小棧

課程、詩歌帶動唱、禱告以及行為見證等，在所有

還是看到了十幾隻耶！溪裡還有魚、螃蟹和非常多

未信者的心中埋下福音的種子，願他們不但得著游

隻的小青蛙，我有抓到剛從蝌蚪變青蛙，仍帶有小

藝學校的好處，更能得到更寶貴福音的好處。

尾巴的幼蛙呢！

以下節錄一些學員們的感想：

第二天享用完早餐後，就去茶山國小集合，我們

在曾文溪漂浮和玩浮板，真是非常刺激好玩，晚

先跳早操動一動身子，之後去射弓箭，我力氣太

上又有烤山豬可以吃，讓人難以忘懷。這次的活動

小，因而都沒射中。接下來，在操場上打刺激樂樂

讓我認識更多的朋友，希望下一次沒有颱風來。

棒球賽，我們這組同心協力打球，贏得比賽，超開

(奕綸)

心的。之後的活動是畫蜘蛛，我畫一隻看到美女的

七月7日到七月11日我來到了阿里山鄉的茶山部

蜘蛛，他還流口水哩！

落，認識了許許多多的朋友，也學到了關於原住民

接下來就是唱歌、跳舞，表現好的小組可以加

的歌舞與文化，這五天的活動，其中讓我印象最深

分呢!午餐過後，我們用黏土做台灣藍鵲，可愛極

刻的事是去玩水！趴在浮板上面跟著浪一起衝下去

了！下一個活動是玩水球和射水槍，大家打水仗互

真是太刺激了！(宇晨)

相噴，噴得濕答答的，真是好玩又有趣。晚上，我
們去看一閃一閃的螢火蟲點綴著黑暗的樹林，十分
美麗。
之後幾天的活動一個比一個精彩，從大地遊戲
中，我學會互相合作的重要性。惟有同心協力，才
能達成共同的目標。另外一個印象最深刻的是爬
樹，雖然我已經很努力了，卻仍然爬不上頂端，但
還是覺得開心，這真是個難得的經驗。
營火晚會有一道菜色是當天宰殺處理完的烤山

我參加茶山的部落游藝學校活動，我最喜歡去溪

豬，十分香脆可口。最後一天，我們親手做愛玉，

邊玩水，天氣很熱，玩了水就會很涼快，山豬的肉

酸酸甜甜真好吃！

吃起來跟外面的不一樣，尤其是它的皮吃起來又香
又脆的很像餅乾，肉好嫩好好吃。我們還有去看螢

們的照顧與關懷。這真是個難忘的旅程。(伊荁)

火蟲，天色慢慢的變黑了但我不會害怕，因為螢火

今年盛夏，我參加一個特別的夏令營活動，前幾

蟲的屁股後面有光像小路燈一樣可以幫我照路。

天我開心的睡不著覺，隨著日子一天一天的逼近，

謝謝黃老師 每天早上帶我們做早操，讓我從愛

這令人期待的一刻終於到了，我越來越緊張。擔心

睡覺變得有活力去體驗各種活動。我玩的好開心，

東西沒帶齊，也不知是否能獨立生活。我帶著既忐

明年我還想再參加。(茜宇)

忑又興奮的心，踏上了五天四夜的旅程。

今年暑假，我和姐姐參加了一個特別又有趣的夏

在營隊的生活十分有趣，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令營 ---- 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這次營隊共有

是「抓溪蝦」。在台北沒有那麼清澈的河流，而在

一百多個人，其中有一半是鄒族的朋友，還有三位

這裡卻可以看到那麼多蝦子悠游在水中，有白色的

中文很好的外國人呢!我們在山上過了五天四夜，

也有透明的，非常美麗。當蝦子握在我手中時，感

我和姐姐和其他三位隊輔一起住。

覺冰冰涼涼的，但過一會兒，牠就跳進水裡了，這

第一天我們學習鄒語、原住民歌舞和瞭解鄒族的

2

在這次活動中，我還體會到老師們的用心，隊輔

真是難忘又特別的經驗呀！

文化。晚餐後，我們去清澈的小溪尋找溪蝦，因為

此外，我也喜歡「托亞奇伊溪漂流」這項活動，

是晚上，一點光都沒有，必須用手電筒照明。但是

規則是把大浮板放在水裡，由兩到三人共乘，首先

一旦有燈光，蝦兒就躲起來，不見蝦影。幸運的我

人要趴在大浮板上，然後會順流而下。加上是下

坡，所以速度很快，要擔心不能撞到大石頭，否則

多(是裝飾啦！)。我們畫山豬的木雕，每個人都畫

會翻船。我落水數次，心裡很不是滋味，但我十分

得很可愛又很漂亮，真希望可以在這裡多留幾天。

想要達成目標，於是我再接再厲、越挫越勇、一玩

(方綸)

再玩、樂此不疲呀！

這次的活動，是我這個暑假最快樂的時光，也讓

在這個營隊中，我體驗到許多在台北沒有的活

我認識許多其他地方來的朋友，想起第一天的時

動，所以要特別感謝老師用心良苦的安排，讓我有

候，我認識的只有一兩個人而已，沒想到後來就認

機會到原住民部落學習他們的語言和文化，跟他們

識了這麼多人，這個活動讓我學到了什麼叫同心協

成為朋友；也謝謝隊輔們這五天中對學員無微不至

力，包容，尊重，和感謝。(捷妮)

的照顧，真心感謝他們的付出，希望我將來有能力
回到部落來擔任隊輔，盡自己的一份心。(伊茜)
我在阿里山學到了好多，有些是沒看過、沒用過
的東西，有些是在台北就看的到、用的到的，但是
不管怎樣，我就是沒來過阿里山，所以我下次來的
時候我會更努力學習，謝謝老師 (佑甄)
在這次活動中，我學到分辨晚上聽見的聲音是哪
個生物的聲音，我最喜歡玩的是去河流玩水，跟打

這幾天認識很多朋友，打水仗，溯溪，射彈弓等

水仗，也希望以後還要繼續參加這個活動。(政鴻)

等活動我都很喜歡……每一餐都好好吃喔。山是這

這一次來到了阿里山的來吉部落，上一次我們去

裡最好的風景，空氣也一樣，居民也對我們很好，

的是阿里山的茶山部落，這裡很好玩，可以玩彈

感謝老師，爸爸，媽媽和所有人。(廷瑋)

弓，做弓箭，在這裡可以聽到許多傳說故事，也學

參加這次營隊，讓我收穫滿滿，我們不只到溪裡

會了許多鄒族的話語，和許多傳統歌，早上一起做

玩水，還有打水仗，彩繪可愛的小山豬，射彈弓和

早操，一起跳舞，太好玩了。(宥儒)

做弓箭等等……。射彈弓時，射三次都沒有射中，

這次的活動我學到了許多來吉部落的文化，也認

有點難過……。打水仗時，非常涼快，我一點都不

識了許多當地的動物和植物，這裡的活動中還有去

想把衣服換下來，因為實在是太舒服了！如果有機

溯溪，也有去夜遊。我覺得溯溪很好玩，但也很危

會我一定還要參加！(子軒)

險，有時候會撞到石頭，還好有救生衣和頭盔，希

這幾天，學習鄒族文化，唱歌跳舞，上山溯溪，

望明年我還可以再來這裡玩。(承樺)

製作弓箭，體驗彈弓射擊，新鮮有趣。在這其中，

我覺得這一次的游藝學校好玩，上一次去茶山也

也要感謝神的同在及保守，以及各位輔導老師，辛

非常棒，認識了更多原住民文化，還交了非常多的

苦照顧我們。(新約)

朋友，真是一舉兩得。特別是做弓和箭，雖然有一

射彈弓的時候，雖然我並沒有射到目標，卻玩的

點危險，但是非常好玩。小隊輔，老師都好努力的

不亦樂乎，因為我從來沒有射彈弓的經驗，所以射

一直幫助我們，謝謝大家的幫助！(書瑋)

彈弓對我來說很新鮮。

所有活動裡面，我最喜歡大地遊戲，在這一個遊

做弓也很有趣，我覺得隊輔哥哥姐姐們很辛苦，

戲裡，我學到了團隊合作，而且我還覺得這裡的飯

很感謝他們努力幫我們做弓，流下辛勤的汗水，還

菜比家裡的飯菜還要好吃一千萬倍，我也很喜歡鄒

讓我們可以把弓帶回家。這次的營隊真的很好玩，

族的文化，故事和歷史，下次還要來～(語芸)

希望有機會還能再參加！(紫賢)

這幾天真的很開心，第一天來的時候就覺得這個

我最喜歡手工藝，因為我可以發揮想像力，做出

部落很漂亮，每個家都有裝飾得很有原住民的特

獨一無二的作品，而且每完成一樣東西就會讓我感

色，還有熱情的居民。這裡真的很漂亮，山豬也很

到很有成就感。(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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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游藝學校志工，也是第一次擔

其中讓我感觸最深的是，看見了部落中最真誠的

任隊輔，剛開始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怎麼幫助

心。在我們平常生活的都市社會中，大家的生活只

小朋友，可能是自己個性比較內向，還好馬上就抓

剩下繁忙。而我總是在學校，補習班和家中來回奔

到訣竅，所以後來也漸入佳境，在五天的活動裡跟

波。體會著「走在人群中，卻覺得孤獨」的感覺。

小朋友及其他隊輔也玩得很盡興。

城市雖然方便，但大家的生活都離不開電子產品，

剛開始我以為是到山上部落幫助小朋友，但實際

一個一個都得了「手機依賴症」，都成了低頭族，

參與才知道這既是一個協助小朋友，能與大家同

眼中沒有了別人，只剩下手機。山上的孩子沒有我

樂、更是增廣見聞且讓自己成長的活動。對茶山部

們擁有的方便，卻有人與人間的關心和熱忱。我真

落有所認識、體驗。雖然這次活動前有颱風，但還

希望有那麼一天，大家能放下手機抬起頭，看看四

好沒有對我們造成太大的影響，能順利地照常舉行

周最自然純樸的角落。(怡雯)

並能平安地完成五天的活動。很高興能參加這個活
動，也很謝謝黃老師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訓練自己的
能力，也讓我開拓視野、認識許多新朋友。(雨璇)
在一次偶然得機會，同學介紹我這個活動並邀我
一起參加，當時，我以為這只是輕鬆平常志工活
動，就愉快的答應了，沒想到它成了這個暑假最深
刻的回憶。
活動的前幾天，三個颱風愈來愈逼近，帶著父母

很慶幸有報名這次的部落游藝學校，第一次進到

的叮嚀，我依然上山了，經過遊覽車天旋地轉的路

部落裡與當地的居民交流，在這五天裡我獲得很

途，再轉搭小貨車，終於到達我們的目的地—茶山

多，在陪伴他們的同時，我自己也在學習，覺得這

部落。

次的活動我從他們那裡學習到很多，包含他們的歷

第一天，對環境還不熟悉，很多集合的地方都要

史與文化，有時會有自已不能給予他們什麼的感

依賴小朋友帶我去，當地人都很熱情，不管有任何

覺，下次有機會的話想再參加，且希望我也能夠帶

需要，他們都會幫助我，雖然有時候小朋友會吵

給他們新的事物。(瑞敏)

鬧、不受控制，但現在想想，他們真的好可愛、好
單純，讓我回想自己小時候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子。
之後幾天，對行程越來越熟悉，夜訪螢火蟲、大地
遊戲、午後的清涼小溪……，種種的經驗都使我刻
骨銘心。
在那裡，雖然比平常累，要走很多路，甚至晚上
洗完澡就立刻睡著了，但生活過得很充實，跟小朋
友也建立深厚的感情，更了解不同的文化，這是一
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我很喜歡。(心渝)
這次是我第一次當隊輔，在第一，二天時我還不
太清楚隊輔的責任，而且不怎麼喜歡說話的我總是
被無視在一旁，於是我開始和小孩們聊天談心，用
自己的幽默感帶給小孩歡樂，和他們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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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游藝學校報名開始
時間：2016年1月26日至30日
地點：阿里山來吉部落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4年12月25日截止。
邀請對象：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生。
本次活動預計招收30位學生，額滿為止。
課表等資料，請上網tcma.org.tw下載

歡 迎 瀏 覽
第一至六屆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介紹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Tayu
sDOIYM&feature=youtu.be
或由tcma.org.tw連結

www.tcm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