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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轉換後

回想起在去年的十月底所做的決定，那個時候是找不到原因和答案的自己，可
以肯定的是，對的，我非常喜歡肯亞，在未來的日子裡我一定會找一個機會再
次踏上這片帶給我非凡意義的大陸，承接的是在二零一八年的夏天，我在這裡
收穫的驚奇之旅；我默默告訴自己，我不能因為喜歡就回去，志工勢必承接著
責任與膽識，我要能確信自己可以做些什麼，我才有資格，向那些即將擁抱接
納我們的人們，充滿自信而且堅毅地說：嗨，我回來了！如此，在一開始是
不負責任地接下了領隊的任務，我還沒想清楚，怎麼能帶著一群從未前往肯亞
的、溫暖的孩子們，去到五個時區外的肯亞，時間不斷推著我向前，龐大的資
訊教育任務內容，新加入的社區創新工作坊，每一個不確定的點，都緊緊抓著
我們不放，什麼樣子才是最好，我們是不會有答案的，無不在訓練著我以及這
群孩子，短短八個月的時間，我們要怎麼創造「可能」，是最困難的難題；在
台灣的每一刻，只能憑著不斷的與當地溝通與協調，還有我們每個人無止盡的
付出；志工永遠是雙向的，不會有單純的你給我，這趟旅程，絕對是資源共享
的過程，「合作」是我堅信解決所有問題的答案。只能告訴孩子們，在志工的
過程，一切隨時會不斷的變動，踏上他方的土地，我們是來自遠方的外來者們，
謹守著當地的信念與規則，是我們的重要指標，沒有什麼是最好，只有好還要
更好，當你做到你自己都滿意的時候，就會是對當地最好的付出，而非侵擾。
一年裡我從團員變成了領隊，開始思索，以前是別人告訴我怎麼做，現在我要
變成指引方向的人，從第一次造訪肯亞變成回去肯亞，也從肯團在當地扎根的
第四年邁向第五年，憑著一八年在當地吸取的養分，我不斷將其灌溉之一九年
的團隊，我堅信著，因為同理與努力，以及改善，我們可以讓一切變得不一樣，
即使少到無法明說，但站在現在，回頭觀望以往的基礎，再放眼於未來更多的
五年與十年，一切都不斷地在改變，肯亞以更好的姿態顯現在每一屆的團員眼
前，我們勢必不斷的調整計畫內容，期待所有的任務可以符合當地的確切需求。

吳欣芳 B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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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不是一個國家

非洲對於身處亞洲的我們來說是神秘而遙遠的存在，因為不了解以及偏見，許多人會把非洲稱之
為黑暗大陸，甚至單一化、國家化；事實上，非洲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洲人口數也是世界第二多的
洲，在這裡具有至少五種的氣候型態，並擁有豐富生態資源與礦產資源，同時也是世界古人類和
古文明的發源地。單一國家化，對於位於非洲的五十四個國家來說並不公平，不同種族與語言是
形成不同國家的關鍵，簡單的說，每個國家都是特別的，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切，而坐落於東
非的肯亞，只是我窺見這塊神聖陸地的一角，但是已是令人驚奇非凡。
再次降落在肯亞的土地，熟悉的感覺在踏出機場的那刻突地迎面而來，好像沒有甚麼不一樣，需
要幾天才能習慣的肯式英語，當地朋友親切溫和的笑容，Ugali 和 Chapati 的香氣依舊，那是屬於
肯亞的氣味，但是網路卻悄悄的在一年內從 H+，變成了 4G+。赤道通過的肯亞，樣貌多變的令人
著迷難忘；首都 Nairobi 是個典型的大城市，幾棟高樓矗立在這，國家博物館、最好的大學也在
這，路上的塞車不容小覷，就像一個路口可以待上幾十分鐘，少數可見的紅綠燈，從紅燈轉綠再
變紅，我們依然在這，但看見了路邊多了許多的中國面孔，監督著工程；而後到了舒適涼爽、可
以看見東非大裂谷的 Nakuru；接著進到寒冷潮濕的丘陵地區 Nyeri，這是肯亞茶葉和咖啡產出的
主要地區，而後擠上衛哥的車搖晃著、震盪到地景全然不同的地區―Samburu，今年的路相比去
年，難開得很，司機衛哥說這是因為過多外來車輛對於地表產生的破壞，確實是，從沒有訊號變
成網路滿格，想像著一年中的 Wamba 小鎮，可能歷經的過程；但這裡依然是蒼茫而裸露的紅土
大地，寬闊的大地一望無際，偶爾見到尖銳而硬氣的巨岩聳立，這裡一年只下三週雨，符合我們
腦中典型的肯亞形象，但令我震懾的是，在這裡的蒼涼中，我看見了最偉大的人們……我們來到
的是 Wamba 城鎮的周圍，開車開了好久，路過好多駱駝和乾瘦的牛羊，我們車駛在看起來沒有
路的沙地上，揚起厚厚塵土。終站停在具有最大內陸湖的 Kisumu，這裡的潮濕與炎熱，造就了
發達的漁業，同時鄰近於烏干達的邊界市場，欣欣向榮而充滿活力；我們在這片令人著迷的土地，
寫下四十二天的故事，開心的難過的，充滿自信、失望的、無力的，是我們這片土地替我們生活
刻下的印記，故事不只屬於我們，更連結著這片土地以及在上頭用心而不假思索，舒坦活著的偉
大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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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與志工服務

進行資訊教育是團隊一路走來的終極任務，今
年帶著一百台的桌電與七十台的筆電，我們造
訪了三所學校進行合作，教導學校的孩子認識
電腦的用途，如何使用基礎程式是我們一如既
往地開始，今年團隊並確實地加入了種子教師計
畫，由課程股規畫出一系列的問題檢測與電腦
維修，是肯團對於維持電腦教室運作的一大改
變，唯有確實讓電腦老師具有獨立的能力，資
源才會發揮最大的價值，在過去的回訪經驗，多
數發現，因為肯亞學校的人事變更頻繁，又可
能學校面臨財力困境，學校的電腦老師被調至
他處，初來乍到的老師並未被交接到團隊提供
的電腦，因此一間電腦教室便流於形式而無用，
如此團隊思考，若能將運作電腦教室的責任，
提升至學校的管理階層，而不再只是以規範與
合約形成桎梏，確切地令學校感受電腦帶來的
助益，而非只是一種財產型態，將能大幅提起
電腦的被使用率；而「自主營運」這更攸關到
長期的人才的培養與經驗的累積，因此我們渴望
著與當事者、進行溝通與合作，在初到學校的
會議上，我們看見三所學校對於團隊的信賴與尊
重，也是我們對於三所學校在未來的資訊教育
價值體現上，具有強力的信心：三所學校除了校
長與電腦老師與會，接邀請到了 BOM(Board of 
Management) 的主席抑或成員參與會議，在無
常的人事變遷後頭，唯有董事會是屹立的，當
我們將發展資訊教育，共同合作的理念分享給
更多學校成員得知，我們知道，我們的資源投注
終將有遍地開花的一天。

我們也發現，「模範學校」的概念對於學校來
說是一劑強心劑，當我們讓學校相信，電腦是
可以讓孩子們獲得更多知識背景的資源，與政府
的升學考試相輔相成，因為在肯亞只有學過電
腦的孩子才能報名電腦關科系的考試項目，便
會形成一股原動力，這是一個強大的信念，學校
一旦相信了，自己為學校孩子規劃完善確實的電
腦課程，進而與團隊合作，共同努力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在未來帶給學校更多的可能性，不只
是架設電腦教室，更可能是進一步的區域網路一
或是廣播系統，如此互信的過程，便是肯團與學
校合作後的最佳體現，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的時
候，人們往往會盡自己的全力去達到自己所相
信的，這份信仰將會帶來無可限量的樣貌。因
此，我們與學校說明模範學校的概念後，Bishop 
Abeiro 的校長 Mrs. Rose 更主動說明，會為女孩
們排定固定的課外電腦使用時間，電腦的價值
如此應運而生。最美好的事情是，我們與學校一
同相信，教育永遠是最好的投資，我們無法改
變肯亞，改變學校，我們沒有資格與能力，但
我們能透過教育互相學習，「合作」永遠是解
決問題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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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背後，無力與現實

在今年度的旅程中，因為領隊的任務而接觸了更多除了學生以外的人們，參與肯亞生活的角度也
多變了起來，往往會突然發現另外一種社會的現實，其實有時候某個角落，是不美好而令人無力的。
明年開始，肯亞政府將施行新的學制，從原先的 8-4-4( 八年小學、四年中學、四年大學 ) 改制成
2-6-3-3-3( 兩年的學前教育、六年的小學、三年的初中、三年的高中、三年的大學 )，這對於肯亞
學生來說是個生機蓬勃的轉變，縮短了小學的時間，意味著學生可以在中學時期便開始接觸自己
喜愛的科目，如此多元化的分壘給予孩子們更多對於未來職業的想像，但也因此而在小學課綱中
加入了電腦課為必修科目，這意味著團隊往後的服務對象可能將擴及小學，是個須因應政策而轉
變的任務；但這項政策帶來的影響卻對許多學校形成一定的壓力，孩子們固然從小學接觸資訊教
育是個契機，然而學校是否能夠供應給孩子們這份資源卻成為一大難題；在肯亞，教育是東非區
域中極好的國家，人人皆有受教育的機會，甚至在政策面便可看見，公立中學是可以免費就讀的，
而在路上的學校數量龐大便可見得，國家深知知識就是力量，然而所謂的上行下效，政府如今提
出了資訊教育普及化的政策，卻無法供給更多的資源給予偏鄉學校，學校如何自個存活；如同先
前的 Digi-School 政策，政府提供平板給予公立的小學，但卻沒有辦法提供延續性的師資教育，以
及相關網絡設備，大多數我們看見的，不過是學校把這些平板電腦深鎖於櫃子中，於此同時，位
於資源缺發的區域一或是私立學校，將承受更大的負擔，貧富差距因此惡化，這是團隊無力的地方；
同時，卻也成為我們該不斷努力的方向，如果團隊能夠將政策困境視為契機，怎麼去擴大我們的
服務資本，影響我們所能影響的人，與之合作，或許就是最好的藍圖。
在非洲這片廣大的土地上擁有許多難題，再聚焦到肯亞上，我們看見許多困境，可能是結構上的，
包括社會的貧富差距過大、社會的人治觀念強烈，時常人事轉換令人措手不及、種族多元而意見
相異，這些問題並非一夕之間就能改善，更何況是訪客身分的我們，毫無理由去插足別人的生活，
但我們同時也觀察到，這片土地正在使盡全力的努力，學校積極的尋求資源，如此與之扶持，就
是團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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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們在 Kisumu 的司機 Peter 在前往 Busia 的漫天紅塵中，告訴我，他是一個 NGO 的共同創辦
人，開車只是他副業，後來才驚覺他是某個新訪學校的董事會主席，但他未曾告訴我們這個事情
自我們去訪他們學校之前，勤勞的開著車領著我們到兩三個小時外的到學校訪查，總是活力滿滿
的與我們閒聊，卻從不開口詢問資源，或是自衿，謙遜的、熱情的，做好自己的責任是我在 Peter
身上學到的事情；如此的他，創辦的 NGO 是關於 Kisumu 的社區發展計畫，他問到，我們有沒有
發現在白天裡，本是該工作的時間，卻有許多壯年人在路邊坐著無事可做，他們不是少數的一群。
在肯亞，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左右的壯年人口因身體勞動力不足，抑或不願工作，Peter 說道這也
是肯亞在天然資源充足，又位於東非良好位置的狀態下，為什麼仍舊無法成為鼎盛國家的原因，
太多閒置的勞動力無法推動一個國家的進步向前；我不禁好奇的問，那麼這些人口怎麼生存呢？
國家是不是會提供一些社會福利？答案是否定的，反而是社會上的百分之二十的青壯年人口才享
有福利，他們是已被大公司聘用的菁英，也就是有工作的人將享有更好的福利制度，依造比例原
則，我以為這會促使更多人驅動的網工作邁進，因為一旦擁有工作，代表著將做想更多的社會資
源，但是，在那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他們覺得自己從來不會成為那百分之二十的一個，因為不相信，
所以信念在還沒來的及萌芽之前便被自己掐死，這是肯亞政府還來不及改善的事情，卻是真切的
國家現實，不禁想起衛哥說，非洲有石油、有礦石、有人力，為什麼仍舊是第三世界的國家聚集地，
因為 Feeling，大家靠著情感支配生活，心裡舒坦了，但生活卻變得些微困頓。這是來自遠方的我
們無法企及的現實，這才是我們美好旅程背後的樣貌，可能離我們內心的價值有了差距，但沒有
絕對的好壞對錯，這是肯亞人、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尊重與習慣是我們對於這片土地的承接，更
感謝的是在這四十二天裡，這片土地承接了我們，理直氣壯而不後悔的活著，是我們最該學習與
讚嘆的偉大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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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答案的賭注

「走出去，做些什麼，你永遠不知道會帶來什麼影響。」應該是今年工作坊計畫的最佳註解。
今年是肯團在肯亞的第五年，也是我們進到 Samburu 的 Wamba小鎮的的五年，在過去的
四年當中，我們以訪查學校是否具有發展資訊教育的潛力為初衷，但無垠的荒漠至此仍
舊需要滿足的是迫切的生理需求，足夠而穩定的水源，安全無虞的食物，然後才是其他，
我喜歡這片土地生機萌芽的樣子，即使土壤貧脊得令人絕望，但是當人們美麗的歌聲迴
盪在教堂裡，是生活的熱情與動力，步出教堂回歸日常，就是不斷的放牧與找尋水草供
養家庭；這對團隊，我們將他視為分水嶺，過去四年的積累，我們總該從中獲得一些甚麼，
志工的過程是視野與心靈的開拓與成長，這是一個最像我們印想中非洲的地方，但資訊
設備的建立，在這片土地上可能會造成的是更大的消耗與壓力，學校的太陽能應該先提
供給學生上課所需，教室內缺乏的課桌椅卻是孩子們仰賴學習的工具，資訊資源的投入，
也就是建立電腦教室必會造成現有資源的分配與剝削，我們不該如此；因此，這事關團隊
在這裡可以做甚麼？因為該做點什麼才是我們的本分，單純的體驗對當地來說並不公平，
更進一步地，我們渴望與當地對話，走進社區才能了解真實的樣貌，想像是沒有作用的，
對話與溝通，行動與付出，才足以支撐我們可以來到 Wamba 的理由。肯團第一次開啟與
資訊教育沒有絕對關聯的社區創新工作坊，我們期望透過當地青年的口中，獲得一些甚
麼，這些什麼是團隊在未來再次進入 Wamba 的資本，以了解社區做為出發點，由社區地
圖出發，我們逐漸探討在當地的問題，並與之並進了解形成的原因，試圖抓住一點線索，
去找到解決的方法，這些青年大多已經進入大學，離開小鎮進入外在的世界，所以回來有
了深刻的想法，然而所提出的問題卻龐大的令人挫折，包括了政治、地理、交通、農作、
教育，甚至是文化與觀念的困境，多是社會結構與生俱來的瓶頸 ‒ 對外交通困難形成的
延誤就醫、車程遙遠而造成外來農作的物價高漲、男孩在成為青少年後必須繼承家中的
畜牧大業而要放棄學業、甚至校園中氾濫的毒品問題，就像那便宜不過的大麻煙捲，甚至
是老師販賣給學生的無語事實。這次的工作坊，怎麼評估成果的優劣極難，但真切的是，
我們終於跟當地的人們建立起連結，坐下來兩個下午的討論，可能得不到答案是我們舉
辦工作坊的賭注，但我卻覺得無比值得，認識了彼此，才會有下一步，在進到這裡的第
五年，清大肯亞志工團終於當地人口中聽見真實的故事與現實，會不會再有下一次，以及
下次還能做些甚麼現在的我還無法說的清楚，但是形成連結是點亮未來合作契機的希望，
團隊是微小的，當地的人們也是微小的，對抗時代與社會的洪流，無以抗衡，但是至少，
我們該做點甚麼來試試看，或許在未來那個試過得自己可能遍體鱗傷，但是卻心滿意足
地確認自己嘗試過的戰績。這也是我對於這次 Wamba工作坊的感恩與解讀。
而跟 Dedan Kimat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的創新中心 DeHub 的交流與連結令人無比
振奮；這次團隊試圖邀請了來自 Nyeri學校的老師們來到資訊教育推廣工作坊，經過反思，
團員們提出了由非電腦專業的我們來帶領討論可能不夠切中要點，過於簡單的討論主題
對於老師與 DeHub 修習資訊相關科目的學生來說不夠鞭辟入裡，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作
用是，工作坊已經形成一個「平台」， 同儕的影響力在這裡發揮作用，有電腦的學校已
經在構築出一幅拼圖，而其他還沒能趕上腳步的學校，透過接觸與交流，知道了該怎麼
開始，符合了電力、師資等等的條件電腦教室才能被設置，甚至老師們可以在教學上面
互相討論，Bill 是 Gachatha High 的電腦老師，在參加完工作坊，他興奮的主動提起，可
不可以建一個群組，讓老師們互相聯絡，資訊共享，那一刻，工作坊已經是無法被取代的
起源，讓這個地區的資訊教育形成夥伴的見證。同時不得不提起的是協助我們在當地運
營電腦檢修的團隊 DeHub，在團隊回到台灣的同時，這些肯亞的學生們便承接起我們監
督與協助當地學校的責任，以委託的方式，這些以資訊教育為專業的學生們得以一展長才，
更令人屏息以待的效應在後頭 ‒ 肯亞的一群學生，即將成為站在第一線的執行者，跳脫
台灣於時間、距離、文化的限制，我相信，資訊教育的互助將因此以最有效益的形式，生
根在肯亞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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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你能做的

「做你能做的事情」是在這趟旅程中最震懾而無法忘懷的話語，與我們分享體悟的是來自台灣屏
東市的錢韻中牧師，她在三十年前隻身來到了肯亞，而後與丈夫在肯亞首都 Nairobi 第二大貧民
窟Makuru建立了小學，為了那繳不起一般學校學費的學生，帶來另種活著的可能；可以肯定的是，
光靠著勇氣與無懼是沒辦法達成的，那是一個房子排列雜亂無章、電線亂牽，找不到穩定水源的
地方，在那裏水費與電費都比一般市鎮區域的來的貴上許多，誰擁有資源誰就是主宰者，因為這
是一個政府不予承認的地方，被看作汙點的地方，孩子們如何存活，因此原則與能力才是最重要
的標的，而這正是前牧師在拚命三十年後，有許多學生上了肯亞最好的大學後，最大的體悟；要
幫的事情太多了，幫都幫不完，不如找一個你所認同的、所愛的，栽下去用力地做，就像錢牧師
的辦學，政府要收賄不然就不給土地，每天就去坐在辦公室裏頭，後來家長都一起來了，對的堅
持會成為無以言喻的偉大力量，家長不願意交學費，認為讀書沒用，就慢慢的說服，一切慢慢的
溝通慢慢的說，急不得，用行動證明，孩子學習了讀書寫字可以參加考試，經營起來的是家長的
共同榮譽感，或許這就是那句話，最好的詮釋。
如此，不禁思索起，以發展資訊教育為初衷的我們，能做的是什麼呢？讓我想起團員們的提問，
當地人是不是覺得我們很有錢？孩子們總會問我們，從肯亞到台灣的機票多少錢？手機在台灣的
價錢是多少……等等問題，孩子們不帶任何惡意，只是純粹的疑惑。或許「給予」的過程，本身
就該經過設計與思量；也就是說，其實很多的當地人，還是覺得我們跟他們不一樣；即使我們
從來不曾如此思想，也曾因為不經意而透露，我們穿的衣服、拿的手機，甚至來到這裡，穿越
9301公里的距離來到肯亞，並提供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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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或許便令當地人覺得我們是挟帶資源的人，這是一個顯然而無法避免的難題，也是身為志工
勢必要思考並與之共存的困境；可以肯定的是「朋友」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開端，肯亞的美好，其
實也是坦然，無論好壞與否，他就那麼顯然的攤在那兒，情感的流動會傳達出善意，善意就是解
開既定印象甚至是偏見的關鍵；同時，起心動念的善意不是唯一的解方，或許應該稱之為作為志
工的配備，一套確切的系統或許是彼此合作而不被誤會的必須，當我們提供給學校資訊教育的資源，
學校提供我們在執行任務期間的食宿，建立共同的橋樑才是平衡彼此位置的方法，唯有在雙方處
於相同的位置上，我們才能夠「對話」，相同的立足點便是延伸相同信念的源頭―完善的資訊教
育是開創孩子們無數未來的基石；但是在建立這個立足點前，我們不能懼怕，怕我們本身擁有資
源是一件「錯誤」的事情，很多時候我們不喜歡被過度包裝與保護，因為這必會造成隔閡，阻絕了
與當地融為一體的可能，但是這是身為志工的心理建設，把自己不斷的縮小，變成不是自己的時候，
志工的實踐便失去本意，勇敢接納自己與當地的不同，建立自己絕對的原則與底線，然後就是「做
你能做的」。
回歸志工的本質，唯有在培養足夠的能力我們才能夠具有能量的踏上他方的土地，不已自己的價
值觀為主官為必然，以絕對的至善與明確的合作內容，與當地溝通與交流，傾聽彼此的聲音，離
開時間、空間、文化的差異，我們不斷的與學校強調，我們是學生的身分，團隊的資源也是耗費
長時間募集而來，我深信著，學校與團隊是最佳合作的夥伴，當理解與信任一旦達成，會形成「我
們」，不會再是你跟我，而是團結著、堅忍不拔的成為彼此勇者，對於未知為所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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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回來？

在歷經了四十二天的旅程我找到了答案，為了甚麼而回來答案；很慶幸我再次踏上歸途，在肯亞
的日子裡，因為角色的轉換，面對的是異於身為團員時看見的事物，想了很多很多沒有答案的問題，
不斷的假設與嘗試是領隊的日常，快速的以多方角度思量，盡可能地找到對團隊與當地擁有最大
利益抑或最小傷害的方法，做決定以及承擔風險是一場冒險，卻幫助我們找到自我覺察與成長的
方法，這是這片土地教會我的事情；與肯亞的朋友有了更深的連結是我最大的幸運，遇見這樣一
群溫暖的團員是最大的感謝。記得在團隊即將結束四十二天的旅程踏上歸途，團隊顧問 Eddy 告訴
我：「你們這屆的團員特別的不一樣，好像隨時都不會累，活力與笑容在他們身上閃閃發光，還
有這次的服務過程，沒有任何的服務學校有私下的疑惑或是詢問，因為團隊已經與學校做好了百
分百的聯絡。」這，是最好的稱讚。一群年輕的孩子們，踏上遙遠的路途，執行未曾經歷過的計
畫，從一開始的惴惴不安，惶恐而沒自信的樣態，轉變成與肯亞學生們興奮地玩在一起，流利地
開口說出自己原先不甚熟悉的英文，歷經超過兩百五十天的淬鍊，團員們已經是全然不同的個體
了，在生命的故事裡，感謝團員們為團隊與當地寫出一段精彩絕倫，但保持如一的是溫暖的心以及
願意為他人築夢的體貼，多麼地令人驕傲而愉悅，因為是你們，肯團才能一直好下去。在團員們
看到孩子們因為準備考試被學校限制，四年級的學生無法參與電腦課程，團們們主動提出：我們
是不是能夠為他們上一堂專屬於他們的電腦課？我慶幸，帶了你們來到肯亞，善良與同理的本質，
將使這群團員永遠閃閃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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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了全新的環境裡，我從來不敢說我們做了多
麼偉大的事情，我們不過是做了，我們看見的、
我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或許「服務」本身從
來不是上對下的給予，而是兩個對象的彼此交
流，我總是覺得：過程中，肯亞的人們給我們
的東西，是心靈上與視野上的充實，往往比我
們可以給的更多更多，如此，我們更該將自己升
級到一定程度，這是我們能做到的。
而在遇見不好的事情，承受事情變得更壞，是
我當領隊的重要學習，尤其是當地人與我們要
求資源時最為困難，因為我肯定地知道我不能
隨意地給予，習慣的養成會是對於未來的姑息，
仔細的評估才是對於我們帶來的資源與他們，最
大的責任。如此的狀態，我常常問自己，會不會
變得鐵石心腸，什麼時候對於需要幫助的人們
不再以全然的溫情相待，但是我告訴自己，原先
自我價值的毀滅，或許是一場直接的學習，承諾
不該隨意而造成枉然，如同我們反覆咀嚼的―志
工的進場是為了退場，就像顧問告訴我的，這次
他們特別有當顧問的感覺，有別於只是問他們
問題，而是與他們「討論」，這一種互相的洗禮，
「討論」才能化解自我價值，什麼是好的，什麼
是壞的，都不該是斷然，該思考的是，甚麼才
是「最適合的」；當我們以挾帶資源的方式進
入當地，本該以合作以及交付作為告終，退場不
該不捨。

最後，想起與 DeHub 的學生聊天談到，肯亞雖
然貧富差距甚大，但是國家努力地想以資訊與
科技之名趕上世界發展的步伐，因此世界上最方
便的手機支付系統 M-Pesa 應運而生，而街上最
多的便加值 M-Pesa 的 Agent，我不禁疑惑，如
果需求這麼龐大，為甚麼不設立自動化儲值機，
這樣或許會更加的便民化，Victor 和 Rubern 提
出了全然不同於我的觀點，他們說，因為那些
Agent，創造了超過上萬個工作機會，同時維持
機器的營運將會花費更大的成本，其實，或許
不是沒有想到，而是在評估過後做出取捨，我難
以忘懷，我們的以為，不過是外來的註解。來
自台灣的我們坐擁資源的同時，不是將資源一味
地向外給予，自以為在做一件好事，不過是自
我欺騙與滿足，我們是不能改變所前往的地方，
只有當人們自己想改變時，才能具體實踐而無
懼；肯亞之旅給予當地的是一個看見不一樣視
野的機會，電腦只是一個契機，並不代表著全
數的未來，但是當契機一被重視，將會成為無
可替代的轉捩點。
這次的回來，是下一次回來的意義與召喚，因
為看見與思辯，將成就一次又一次，不曾後悔
而壯闊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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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領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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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與我的為什麼

為什麼再次回來肯亞？這個問題在我決定報名領隊後不斷的提起，似乎大家對
於會想要在去一次非洲做志工計畫的人充滿了好奇與質疑。2017 年肯團回國
後，持續的接收到肯亞當地的資訊，有些是好消息：合作的學校妥善的利用我
們帶去的資訊資源，讓學生在升學表現上有更好的發揮；也有些是壞消息：同
樣是合作的學校，對於我們幫忙架設好的電腦儀器卻因為人事的更動而失去好
好經營的動機。不管是好或壞的消息，都讓我興起想再親自去看一看的念頭，
到底哪些地方是做得好、可以延續下去的；那些地方是有所缺失、可以改善
與吸取經驗的。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所學校―Christ the King Academy Girl’s 
Secondary School，在電腦使用報告中提到往年團隊對於學校帶來的電腦設備，
讓學生得以進入電腦相關科系來追尋未來的夢想，這成為我想再回去肯亞的契
機，我想再次拜訪曾經一起合作的校長、電腦老師，想好好了解他們是怎麼運
用當年團隊帶過去的資源，想了解學生的學習就此有什麼改變，更想了解我們
團隊的合作計畫到底能夠對於當地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政策與需求

這次每個服務學校的情況不盡相同，學生有的害羞內向、有的外向奔放，但校
方的態度卻一樣都很積極，學校跟我們說明年政府將改變學制，而電腦課將強
制加入課綱之中，但是政府對於此改變卻沒有完善的配套方案，資源不足的學
校明年仍然不會有電腦教室來上電腦課，即使是公立學校，城市裡的學校也會
比在鄉下的學校早許多得到電腦教室的預算補助，在這政策下，在沒有電腦教
室學校就讀的學生也將因此於升學考試中少了一個選擇。我想就是因為這樣，
各個學校對於資訊教育的發展與需求更為迫切，這個政策就像一把雙面刃，逼
迫所有的學校發展資訊教育，一方面加速了資訊教育的發展，一方面卻也讓資
源相對缺乏的學校更為無力。對於政策的轉換我們無法改變什麼，我們團隊只
能帶來改變的契機，並且與合作的學校們一同將這個契機轉為將來資訊教育發
展的資本！

呂文軒 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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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料之外與能力之外

在肯亞的計畫有風有雨，就像每年的計畫總是
會有意想不到的發展與收穫，而這些「意料之
外」正是肯團五年來不斷嘗試新計畫的原因之
一，因為透過新的計畫，我們得以接觸到新的
人際網絡以及新的發展可能。今年在 Nyeri 的
工作坊，我們與清大的姊妹校 Dedan Kimat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合辦， Kimathi 大學
育成中心 Dehub 的學生皆具有電腦專才，對於
資訊教育的工作坊有莫大的幫助，而且他們也
是從肯亞中學體制畢業的學生，對於現階段資
訊教育的大環境有比我們團隊更深刻而有建設
性的見解，再與他們互相熟悉的過程中，我們
發現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軟體開發專案，電
腦見解獨到且專業，而他們的學生領袖在工作
坊結束後跟我們提到：或許 Dehub 的學生有
機會可以與我們學校的服務計畫合作，我們團
隊可以提供基礎的電腦訓練課程，而 Dehub
的學生可以提供更進階、具有生產力的課程訓
練，雖然目前沒有想到具體可以如何合作，但
卻也讓我看到肯亞當地人加入我們計畫的可能
性。「志工的進場是為了退場」這句話每年都
會一再提起，而今年與當地的連結更加緊密，
相信這能成為一個契機，引入當地更多的資源
進入資訊教育的發展之中！

在 Wamba 的工作坊，原本我們設定的對象
是中學生，最後因為一些緣故，來的大多
是 Wamba 當地的菁英們，是一群大學生，
Wamba 工作坊的原意是想要更了解當地生活
的情況，想要知道哪些是當地居民可以做的、
哪些是我們團隊可以從旁協助的。來參加的大
學生大多都已對於 Wamba 以外的地方有過生
活經驗 ( 因為要外出上大學 )，因此在討論過
程中他們不斷的對於 Wamba 的問題作深入的
探索，他們提出的大多是非常龐大難解的問題，
有些是因為氣候、地理因素，有些是政策、制
度方面，有些則是觀念以及文化的影響。最令
我震驚的是毒品氾濫的問題，當地中學的老師
竟然會販毒給學校的學生，簡直是不可置信，
但這真真切切的就發生在與我們談話中的這群
大學生生活之中。這次工作坊雖然多半是難以
短期內有所改善的問題，但卻讓我們團隊對於
當地的認知比以往都還要深入許多，這個結果
既讓我們感到人力的渺小，也讓我們希望能夠
嘗試在當地作些什麼，哪怕是先從一些小問題
開始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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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中的肯亞

第二次來到肯亞，還是如同初次見面一般令人
忐忑，一切都可以那麼的新鮮，那麼的令人感
到興奮。吃到 Ugali、Chapati、Samosa 等當地
食物仍然會讓我激動不已；看到野生的斑馬、
獅子、長頸鹿我還是會像個小孩一樣拿出手機
猛的拍照。上次來肯亞，我是一名團員，與當
地的互動不那麼直接而頻繁，而這次前來的我，
是以帶隊的身分來了解這個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因此，我與每個結識的人有更為頻繁而深入的
互動，對每個造訪的地方有更強烈而難以割捨
的情感。在這裡與人交流時我看到的是熱情、
朝氣而活力的眼神；造訪景點時我看到的是野
性、自然而奔放的美麗風光。對於這片熱情如
火的土地，我想我是深深的喜歡著。兩次來到
肯亞，對這裡最深刻的認識是「變化」，肯亞
的一切是如此瞬息萬變，政策的施行與建設的
工程不斷的推出，而人們也為了各自的前途努力
著。整個國家如同冉冉上升的朝陽，人民正孜
孜不倦的準備一切，來迎接新的時代來臨。也許
正是肯亞的生氣蓬勃，亦或只是與當地朋友的一
句 "I will come back again someday!"，會讓我再
回到這片土地吧！

       新計畫

今年在規畫所有計畫時，我與領隊欣芳花了無數
個夜晚與志工前輩們討論，只為了讓今年度的計
畫能更貼合當地的需求，也為了讓我們帶過去
的資源更永續的被利用。在一兩個月激烈的討
論後，造就了今年的計畫與往年比起來豐富許
多，有些是為了嘗試新計畫，有些則是為了針
對往年可以改善的地方做修正。今年新增了兩
個新計畫，其一是為了達到宣傳資訊教育的目
標以及讓當地同一地區的學校達到交流的目的，
我們在 Nyeri 地區舉辦了資訊教育推廣工作坊；
而另一個在 Wamba 地區舉辦的工作坊，則是為
了更了解當地的需求，因為 Wamba 這個地方對
於更為基礎的民生需求還有所不足，因此對於
團隊來說需要先更了解當地有哪些需求是可以一
且解決，進而達到在將來可以發展資訊教育的目
的。這兩個工作坊對於團隊以及我們在肯亞的
顧問、朋友們都是十分新穎的，雖然富有挑戰
確具有其必要性。很感謝團員們在籌備過程中
非常認真的規劃，從討論的主題、方向到引導
的方式，都深刻的探討；從活動的設計、簡報
的方式到主持的內容，都反覆的修正。有時候
會擔心團員們會壓力太大，但在他們撐過來後
都很替他們高興，因為從全新而艱困的挑戰中，
他們一定可以從中學習到很多很多。在台灣籌
備了八個月之久，即使準備了那麼長一段時間，
到了出發到肯亞、正式開始計劃之前，團員們
仍然非常緊張的、馬不停蹄的完善自己的課程
與工作坊內容，因為大家都知道唯有超過百分之
百的準備，才能夠在不斷變化而艱難旅程中從容
面對所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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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縁起

     「 清 華 大 學 肯 亞 國 際 志 工 團 」 成 立 於 2015 年， 至 今 已 邁 入 第 四 個 年 頭， 期
計畫開展契機可追溯到「台飛國際志工交流協會（簡稱台飛協會，Taiwan Africa 
International Service Association）」之成立。台飛協會由歷屆清大非洲志工團之成
員組成，為了建立良好工通網路與延續服務效益，所建立之非洲服務資訊整合平台。

       2014 年，時任台飛協會理事長張曉翠赴香港參加 MaD（Make A Different）創
不同論壇，結識綠帶運動（The Green Belt Movement）的肯籍資深經理朱蒂女士

（Judy Kimamo），聽聞台飛協會成立宗旨，提及肯亞對於資訊教育亦有相當迫切之
需求，並表示願意協助台飛協會籌辦肯亞志工團。同年，台飛協會先派團赴當地實
地考察，確認服務據點與具體需求，後於 2015 年正式成立清大肯亞志工團，於當
年暑假首度赴肯亞進行資訊教育服務。

      五年來，清大肯亞志工團共於我國募集 390 台電腦、協助 11 間中小學建置電
腦教室、訪查 3 個社區以及 70 餘所學校，並評估各項合作可能；其中拜訪過的
Dedan Kimat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後來更與清華大學締結姊妹校，簽訂學術
合作備忘錄，加深台肯兩國教育交流。

       2019 年，我們募集 90 台電腦透過海運送往肯亞，預計於當地 3 所學校建立電
腦教室，提供資訊教育；並於 Dedan Kimat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舉辦工作坊，
與肯亞的大學生、老師交流對資訊教育的想法；也於 Wamba 社區舉辦工作坊，與
當地居民對話，了解社區真實的需求、引發居民的社區意識。此外，我們亦將探訪
新的服務據點，並且培育種子教師，將我們的計畫與心意既廣且深遠地推展，希冀
在逐年的努力下，能將資訊教育帶到肯亞各個角落，讓知識的種子在肯亞遍地開花。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月

公關股

媒體與公共曝光度

義賣活動

企業簡報、經費募集

電腦募集

傳承與整理物資

獎學金申請

課程股

教案設計

電腦檢修

課程架構、人力分配

電腦裝箱

課程試教

生活股

疫苗接種

交通處理 (機票)

經費管理

海運物資

生活管理 (保險、藥品)

體能訓練規劃

設計股

文宣製作

企劃書撰寫與製作

管理官方網站

活動手冊編輯

紀錄片構思與編輯

25

籌備期時程

2018年 12月

2019年 07月

2019年 08月

2019年 12月

 完成志工活動所需資金及物資的募集

 和當地學校聯絡， 籌備適合的課程

 舉辦圈際志工周、志工講座、義賣活動和大型演講， 增加知名度

 多項軟體教學， 讓當地學生能夠熟悉軟體操作

 指導種子教師電腦軟硬體修繕維修， 使電腦資源能夠長期維護

 多種國際交流課程， 認識彼此的文化， 促進台肯交流

 考察當地其他資源以及需求， 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與當地的學校保持聯絡， 追蹤各項計痘持續的進行

 進行志工交接， 並向贊助機構展現服務的結果

 推廣志工服務， 並且傳承志工服務經驗

行前籌備

當地服務

持續関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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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招募與訓練

國際志工招募

清華大學國際志工團在 2018年 10 月舉辦「國際志工週」，其中包含一系列與國際志
工有關之活動、義賣與分享會等，並在 11 月時招募國際志工。

 本團招募對象條件
清華大學大學部至研究所學生。
 具良好溝通能力、高度團體合作配合力。
具社團、營隊籌辦經驗，能帶動團體活動、社區公共服務。
 擁有尊重不同文化之器量，擁有創新思考、毅力、勇敢等特質，能配合團隊培
訓時間與籌備日程。

 面試志工之評量指標
 志工認知（25％）：對本志工團之了解、參與本志工團目的、籌備期間之時間
規劃、是否與父母充分溝通等。
 志工經驗（15%）：是否曾在國內外有志工經驗、擔任志工最深的感受。
社團經驗（15%）：是否擔任校內或校外社團幹部的經驗、是否曾經參與營隊
籌備、承辦活動、是否能配合其他組別。
 專長能力（45%）：語言能力、電腦能力。
 其他專長（15%）：是否有籌募之經驗、掌握其他社會資源與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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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訓練

2019 清華大學國志工培訓營

依照「志願服務法」志工基礎訓練規範，培訓時間共 15 小時，培訓完成後授予志工
結業證書，並登錄與認證時數，以利各志工團接續辦理服務任務之志工專業訓練。另
外，以分組團體活動的方式，進行本屆志工服務潛能之評量與分析，以利各志工團日
後指派服務任務與諮商輔導。

主辦單位：清華大學學務處
 協辦單位： 2018清華大學各國際志工團（坦尚尼亞、肯亞、貝里斯、馬來西亞團）
研習日期：2018/12/01（六）、2018/12/02（日）
 研習地點：國立清華大學風雲樓國際學生活動中心
 講師介紹：
講師 | 陳建松 
現職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會理事長 
經歷 |怡人愛心基金會秘書長

桃園縣志願服務協會理事長
授課內容 |服務相關法規介紹

講師 |蔡禮安 
現職 | Fotony Studio 蔡禮安工作室 
經歷 |台北聽障奧運攝影記者

《財金》雜誌特約攝影記者
授課內容 | 影像紀錄

講師 |王景民 
現職 |賦力國際企業顧問專案經理及團隊動能訓練師
經歷 |何嘉仁國際文教集團專任講師及主管 
授課內容 |團隊帶領與合作

講師 |劉榮祥 
現職 |得剛企業顧問管理公司資深講師
經歷 |行政院青輔會第三部門推廣種子講師

台灣人壽業務訓練講師 
授課內容 | 資源募集管理

講師 | 夏超凡 
現職 | 教會關係發展部牧師 
經歷 | 臺灣世界展望會志願服務與管理課程講師

教會關係與志願服務發展部資深主任 
授課內容 | 國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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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非共識営

藉由三個非洲志工團的互相交流（清華大學坦尚尼亞國際志工團、清華大學肯亞國際
志工團、輔仁大學坦尚尼亞醫療服務志工團），讓彼此互相認識，找尋有共同理念的
人，了解三團間的關係與團隊間的運作方式。此外，本活動也讓團員了解「台飛國際
志工交流協會」之願景與志工精神，從資深國際志工的分享獲得寶貴的資訊與省思。

主辦單位：台飛國際志工交流協會（TAISA）
 協辦單位： 清華大學坦尚尼亞、肯亞國際志工團、輔仁大學坦尚尼亞醫療服務志工團
研習日期：2018/12/09 (日）
 研習地點：國立清華大學風雲樓國際學生活動中心

毎周例會

自 2018 年 12 月起至 2019年 6 月出團前，每週四晚上至活動中心 204教室舉行例會，
進行團隊各股事務討論和語言練習。

 各股事務討論
公關股、生活股、課程股和設計股報告每周進度，並將須團隊共同商討之事項提
出，徵詢團員意見及分配工作。

  語言學習
肯亞的官方語言為英語和 Kiswahili，為了加強團員語言能力以利未來到當地的適
應能力，課程股在每週例會時進行 Kiswahili 語教學。此外，每週安排英文小分享
時間，每個人準備 3 到 5 分鐘的英文分享，內容甚廣，包含肯亞的節慶、食物、
新聞等，在增進英文口說能力之餘，團員能夠更加了解服務地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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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

每個人都會負責至少一堂資訊教育課程，課程股總共規劃四次試教，分別於三月底、
四月底、五月底以及行前集訓時舉行。進行方式為完整演練教學內容，除講師外的團
員則模擬上課學生，在當地每位團員都會輪流擔任助教的角色，因此每位團員都需要
熟悉每堂課程的內容。團員藉由試教過程培養教學默契，亦在每次試教中更加熟悉課
程內容，提升教學流暢度。此外，在每次試教結束，課程股帶領全部團員進行檢討，
提出可改善之事項，以利課程負責人調整課程並加強教學品質。

行前集訓

出團前，6/23 至 6/28 全團進行為期六天的行前集訓。透過集訓，團員一同整理要帶
到當地的物資和練習文化交流的表演，且再次熟悉課程，在試教過程中加上情境模擬，
例如突然斷電、投影機壞掉等狀況，增進團員在當地教學時的應變能力。經由密集的
相處適應未來 42天的團體生活，凝聚團隊向心力。

肯19 行前訓時程表
日期/
時間 6/23(日) 6/24(一) 6/25(二) 6/26(三) 6/27(四) 6/28(五)

08:00
資訊推廣工作坊

場佈、跑流

再次確認行李

09:00 文化課程：
學校生活

收宿舍、辦理退宿
出發機場
親友送機
托運行李

辦理登機出境

10:00 文化課程：
台灣小檔案 資訊推廣工作坊

(9:30~14:00)

文化課程：
宗教

資訊課程：
Pi (teacher)

11:00
資訊課程：

Computer & I 
(student)

資訊課程：
Pi (student)

資訊課程：
PPT (student)

12:00 午休時間

13:00 文化日活動1：
生活舞 資訊推廣工作坊

(9:30~14:00)

文化日活動2：
課程戲

打包行李、
確認行李重量

文化日活動4：
公關戲

13:45 起飛

14:00 資訊課程：
Word (teacher)

文化課程：
書法

領隊時間
15:00

資訊課程：
Computer 

Maintenance
資訊推廣工作坊

場復、檢討
文化課程：

民謠

16:00
社區發展工作坊

跑流

資訊課程：
Excel (student)

資訊課程：
PPT (teacher)

文化日活動3：
設計歌

資訊課程：
Excel (teacher)

17:00 資訊課程：
Typing (student)

資訊課程：
Word (student)

文化課程：
台灣節慶

資訊課程：
Scratch(student)

18:00 晚餐時間
19:00

社區發展工作坊
跑流

社區發展工作坊
跑流

選團歌、練唱
領隊
時間

整理
團隊
行李

20:00 舊/新坊表單說明
21:00 領隊時間

22:00 每日檢討
各股整理自己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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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組織分工

各股職責

行
政
股

召開每週固定例會

清大肯亞國際志工團為一全自籌團隊，因此團隊於出團前一年的 11月便
展開規劃。每週由行政股召開固定例會，目的為確認各股的任務是否依照
時程進行，並且於會議上協調各股之間需互相配合的事物；此外，會議上
同時安排團員英文分享，精進團隊英文能力；邀請歷屆學長姐分享出團經
驗，期望團員以萬全準備出發肯亞；同時邀請神父與大家對談，砥礪團隊
成員心智，讓自己可以更加融入當地，以更好的身心狀態服務當地。

確認與提醒各股進度並促進團隊合作

行政股除了在例會上確認各股進度，於平時也應掌握各股進度，並且了解
各股之間的合作是否順暢，例如：當贊助者贊助資金時便須由公關股確認
贊助者資訊，而資金進入戶頭後，須交由生活股申請收據；同時行政股也
應管理全體團員是否達成固定任務，例如：確認課程試教全體團員是否進
入良好狀態、確認全體團員拉讚進度是否按時程進行，如有團員遇上困難
或較為疏忽，將由行政股給予指正並協助其跟上團隊腳步，藉由各股的任
務，團員頻繁互動並熟悉彼此，期望於出團前達到優良的團隊合作。

輔助各股達成職責與各階段任務

因肯團為自籌團隊葛項事務皆須親力親為，團隊內各股的任務階級為繁複，
但團隊成員有限，要如何達到善用人力並分配便為行政股的重要功課。當
團隊成員因課業或是團內事務過多，將由行政股適時給予協助，例如：海
運時協助生活股向學校申請各項文件，安排團員整理海運物資的排班表，
以利生活股成員無後顧之憂的聯絡驗貨與海運公司，讓團隊物資如期運出。
此外，行政股也應了解各股人力的運用，才可適時且恰當的挪用人力，使
團員各得其所，發揮團隊 1+1>2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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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團員身心狀態

於出團前的繁複準備抑或到肯亞當地服務時，團員們的身心狀態可能會因
遇到的環境異或課業等因素，而感到壓力抑或無力，行政股應主動關心成
員狀態，肯團為一個十四人的團隊，每個人在團隊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極其
重要而缺一不可的，我們是一體的，十四個人彼此都是彼此的重要支柱，
行政股應在團隊遇到瓶頸時給於協調與支援，期望團隊達到最好的合作狀
態，在肯亞當地，清大肯團才能全力以赴，發揮自身最大價值。

成為學校與團隊聯絡窗口

清大肯亞國際志工團為課外活動指導組所輔導的社團，因此行政工作上須
向學校繳交各項資料，以獲得團隊各項資金抑或場地的需求，同時行政股
也應定期向學校匯報團隊籌備出團的狀況，並且號召成員們參與四團例會，
分擔四團工作；例如：今年肯團為四團記者會總籌畫，負責協調各志工團
負責的工作，使參與記者與贊助商能舒適地參與記者會，並如預期地替四
團達到宣傳目的。

代表團隊成為公眾之間聯繫橋樑

清大肯團在出團前須要做足許多準備，其中資金募集更是一大考驗，
其中行政股會與公關股互相合作，前往企業與基金會等各組織，進
行團隊理念與當地服務經驗分享，爭取各組織的認同，希望透過分
享獲得各式資源的挹注，並且我們也會不負贊助者期望，努力實現
自我價值，並將自己所長與服務當地共同交流。今年肯團行政股也
代表四團，前往清大百人會年會爭取各項資源的進入，讓我們擁有
更好的能力與資源前往服務的地區。

服務期間召開毎日檢討、分享與出團總檢討

行政股於出團到肯亞後維持每日召開檢討與分享，秉持著每日都應當更好
的心態，因為當地並不是我們所熟悉的環境，同時教學對象或所交流的單
位情況可能是異於我們事先準備的，為了讓團員們有更好的機動性融入當
地，我們每日會提出檢討，並且建議夥伴，期待隔天可以用更良善的狀態
進行服務。而後我們也會進行每位團員的當日小分享，聽聽別人所遭遇的
事情，看看別人眼中的世界，再把值得學習的地方放進心裡，每天用更充
實的靈魂看待每件事。

統籌團員與領隊之間的事項傳遞

領隊於團隊內的角色為規劃團隊服務期間的細項行程，並且進行妥善的事
前聯絡，同時監督團隊各項事物的進行並且給予建議，使未曾到過當地的
團員更加了解任務本質，確實地規劃與執行服務。而行政股便為傳達建議
的角色，就像是領隊為班級的導師，而行政股為班長，實際參與團隊任務，
並向領隊尋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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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品設計與官網管理

團隊所需的宣傳品，如團隊 LOGO、紀念貼紙、宣傳海報、明信片、名片
與團員名牌，皆由設計股負責設計與製作，並於義賣、記者會等公開宣傳
場合發放。同時亦進行官網經營，包含上傳企畫書與定期更新網站頁面。

企劃書與公部門獎學金申請文件製作 

企劃書包含一頁企畫書、私部門企畫書、公部門企畫書與英文企劃書。所
有企劃書由設計股負責內容撰寫與排版，提供團隊對外宣傳，以及介紹年
度計畫與服務重點。同時設計股亦負責公部門獎學金文件製作，包含外交
部 NGO獎學金、青發署海外志工獎學金、清華大學築夢獎學金。

紀録片拍攝與製作

為留下 2019年肯亞國際志工團服務軌跡，本年度團隊安排設計股規劃與
拍攝紀錄影片，負責影片拍攝與剪輯。內容涵蓋行前籌備與肯亞當地服務
計畫兩階段，以資訊教育的意義為出發，記錄今年團隊的服務成果。

文字紀録與攝影

不論行前籌備時的例會、或服務期間的每日檢討，皆由設計股負責整理與
撰寫會議紀錄。攝影工作亦然，籌備期間每逢大型活動場合，由設計股出
任或安排團員擔任相手，為團隊留下影像紀錄；在肯亞進行服務期間，如
進行電腦課程、參訪學校等等行程，也會由設計股負責拍照，一方面提供
公關股進行宣傳，一方面為成果報告書收集素材。

團服設計

由於團隊在台灣籌備時，經常一同出席許多公開宣傳場合，而前往肯亞進
行服務也會集體行動，因此由設計股負責設計團服供團員統一穿著，同時
達到宣傳效果。團服設計包含短袖 T恤及長袖連帽 T恤，其中短袖 T恤亦
提供為義賣品，為團隊爭取部分經費。

成果報告書

為對外呈現與說明團隊服務計畫成果，設計股負責規劃與完成每年度的成
果報告書，統整一年來團隊籌備與執行的各項任務，為每年服務計畫留下
詳細的紀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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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曝光 / 宣傳影片製作 / 粉專經営

籌備期間，透過經營 Facebook粉絲專頁，發佈團隊的理念、最新動態、
工作進度、肯亞小知識、義賣活動、互動性抽獎活動等資訊，提升團隊的
觸及率，有效宣傳團隊、建立團隊形象。於肯亞服務期間乃至回國後，亦
持續經營粉專，分享在肯亞的服務情形、生活點滴以及團員的服務心得。

募資與資金統籌

公關股負責匯整團隊所需募集的物資以及資金預算，並規劃各式的回饋方
案，透過電話尋求贊助合作、參加演講、協助企業宣傳、至公司單位、社
會團體、校園進行團隊理念分享，亦或是申請計畫補助等獎學金，向社會
大眾以及企業團體募集資金以及物資。

禮品致贈

於出團前準備各式不同別具台灣、中華文化特色的禮品，可與肯亞當地進
行文化交流或作為致謝禮品。同時於出團期間，選購具肯亞風格的禮品，
提供回國後的回饋活動。

宣傳活動策劃

舉辦各式宣傳活動，凝聚團隊意識，並讓社會大眾一同參與團隊籌備，並
與肯亞有進一步認識和交流。例如：明信片交換計畫、鶯歌遊街募款、野
台義賣、粉專抽獎送肯亞小禮。

規劃義賣活動

透過積極參與高中校園園遊會、清大成功湖畔綠市集、清大校慶，以及至
各科技公司進行義賣活動，販售肯亞當地特色的小物、肯團公益 T-shirt，
分享團隊故事與理念。一方面將義賣收入全數納入團隊資金，一方面把握
公開曝光機會以宣傳團隊，尋找更多合作機會。

所有義賣事項由公關股負責統籌，包含攤位布置、準備義賣品、分配義賣
人力、帶領團員前往義賣現場擺攤。並於出團至肯亞期間，到當地的馬賽
市集購買下一年度的義賣品。

回饋與分享

回國後，公關股會規劃後續回饋活動，包含寄發感謝狀與程過報告書，前
往曾贊助或支持團隊的企業、學校、電台、社會團體致贈禮品與分享服務
的成果，講述在肯亞的故事，一方面感謝社會的協助，亦為肯清大亞志工
團建立完整的形象，幫助往後的團隊在籌備上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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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服務學校聯絡與溝通 

計畫籌備期間，課程股作為團隊中負責聯絡肯亞當地的窗口，自二月起透
過 WhatsApp、Email等通訊方式，持續與服務學校保持聯絡與溝通。
其中討論事項包含三項：確認學校電腦教室狀況（大小、桌椅佈局、插座
數量及位置等）以便規劃電腦機體與線路的佈置；事先了解學生及教職員
的電腦水平，以便規劃適合的課程；協調團隊可服務的時間，以便事先排
課。於肯亞進行服務計畫期間，課程股負責與校方的進行會議，對於服務
計畫（如電腦配置、課表等）進行最後討論。

資訊教育課程規劃

本團隊的服務主軸包含為學校架設電腦教室及進行資訊課程教學。由課
程股統籌課程規劃：學生課程部分規劃 7 門電腦課，包含 Computer and 
I、Keyboard and Typing、Word、Excel、PowerPoint、Scratch 與 Internet, 
RaspberryPi and Anti-Virus。

同時，為了幫助學校能自主管理電腦教室與規劃課程，且能善用團隊所捐
贈的電腦資源進行資訊教育，課程股在教職員課程部分，規劃 5 門電腦課，
包 含 Advanced Word、Advanced Excel、Advanced PowerPoint、Internet 
and Anti-Virus以及 Computer Maintenance。在各課程講師與助教分配上，
由課程股負責統籌，並協助團員進行課程設計。

另外，課程股內部還準備了三堂種子教師的課程，包含 Advanced 
Computer Maintenance、Raspberry Pi and Rachel Pi以及 Hiren Tools，給予
當地電腦老師或是負責管理資訊課程的老師更深入的軟硬體維修概念。

於肯亞進行服務時，課程股會與校方協商課程難度與內容，再進行排課，
並視實際情況，隨時調整課表。

文化課程規劃

除了資訊教育之外，與肯亞同學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是相當重要的環節，課
程股負責統籌文化課程與台灣文化日的規劃，再分配給團員準備，其中包
含 6 門文化課程：台灣小檔案、台灣宗教、台灣節慶、台灣民謠、學校生
活以及書法；以及 4 項文化日表演：十二生肖戲、嫦娥奔月戲、原住民戰
舞以及教唱 2017年世大運主題曲「擁抱世界擁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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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硬體資源維護

由於團隊募集的電腦資源皆為二手資源，電腦本身可能老舊有損壞，雖於
本團隊接收前已由贊助廠商（華碩、綠色奇蹟）進行檢修重灌，但於電腦
包裝海運至肯亞前，課程股亦重新再對所有電腦進行了逐一檢測，確認每
一主機、螢幕、滑鼠與鍵盤的使用情形。

此外，課程股負責灌入教學所需的軟體與程式。由於今年的贊助廠商已協
助重灌作業系統，本屆課程股只需再灌入Microsoft Office 2016（英文版）、
Scratch以及驅動程式與防毒軟體等等，並確保每一台電腦皆能順利運作、
使用這些軟體。

檢修電腦一方面是為保證計畫能順利進行，同時也使課程股對電腦足夠的
認識，具備解決電腦故障問題的能力。於肯亞服務期間，每一次回訪舊校
時，課程股負責分派人力攜帶維修工具與配件，對損壞的電腦進行診斷，
並盡可能修復問題。

課程試教 

課程股共規畫四次試教，分別定於三月底、四月底、五月底與行前訓期間，
每次試教標準詳列於下：

第一次試教｜要求用英文教學，可看稿，完成度 60%。
第二次試教｜要求用英文教學，講師需非常熟悉課程內容，不能流利表達

者需事先準備逐字稿並熟記，完成度 80%。並開始分配助教。
第三次試教｜要求用英文教學，遣辭用句需非常熟練，達到能在肯亞當地

教學的水準，完成度 100%。
第四次試教｜維持教學水平，加上可能在肯亞遇到的情境提，以培養團員

的應對能力，並對水準尚不足者進行補課，完成度 120%；
同時進行文化課試教。

試教時，由講師完整演示教學內容，其他團員則模擬上課學生，並仔細聽
課。這是由於每個人在當地服務時都需兼任課堂助教，因此講師以外的團
員也必須了解每一課程的教學內容。同時，藉由試教培養團隊默契，以利
維持當地教學順暢。

課程股亦準備試教評量表單，並於每一課程結束後，立刻進行檢討，由課
程股、團長、領隊與團員彼此給予意見。每一次試教結束後，再由課程股
專人負責監督尚未達到應有水準的團員，進行私下試教，改善教學。

印製課本與回饋單

課程股負責統籌規劃與編寫課本，包括學生課本、老師課本、以及種子教
師課本共三種．學生課本一方面提供肯亞學生學習電腦軟體的輔助教材，
同時為避免於肯亞服務期間遭遇停電而無法使用電腦進行教學，可使用課
本作為教學輔助工具。由課程股訂定課本統一格式，交予各課程講師編寫
課本內容，最後由課程股統整、編排、印製。
而為了解教學實際效果，供往後團隊參考，各門課程講師自行設計課程回
饋單，由課程股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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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團員施打疫苗與事先投薬

生活股參照衛福部肯亞地區接種建議，規定團員必須接種 4 劑疫苗：黃熱
病疫苗、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苗及 A肝疫苗 (共兩劑 )，並要求取得肯亞
入境必需證明「黃熱病預防接種證明書」(俗稱「黃皮書」)；同時亦建議
團員施打 B肝、傷寒與破傷風疫苗，增加預防。生活股會依時程提醒團員
前往醫院完成接種。

由於肯亞地區為瘧疾疫區，需事先投藥以做預防，因此生活股亦負責尋找
適合藥物並向藥廠購買，於行前訓期間分發給團員，並自出團前一周、出
團期間，乃至回國一個月內，提醒團員服藥以利身體健康。

海運團隊物資

生活股海運負責人需聯絡海運公司與驗貨公司、評估船期，並與課程股合
作，清點海運物資數量及型號，並安排團員協助物資裝箱。

同時負責人需製作物資清單繳交至報關行，並聯絡肯亞方清關人，取得申
請驗貨文件；亦密切和驗貨公司聯繫，了解驗貨規定以及填寫申請驗貨單。
驗貨完畢後，再委託海運公司派車載貨至港口準備出口。

貨物在船期間以及抵達肯亞後，負責人亦隨時注意送貨的進度。確保物資
於肯亞完成清關手續並送達服務學校。

申請保險

本團隊屬於清華大學國際志工團，因此學校已為全體團員立有保險，但保
險細項有限，團隊須自行再加保意外險、醫療險、旅行平安險，旅遊不便
險等。由生活股負責尋找合適的保險方案向團員說明，請團員自行選擇加
保項目，再由生活股出面向保險公司購買。

若出團期間團員遭遇重大傷病或意外，生活股也需協助團員申請相關證明，
並於回國後協助申請保險給付。
註：團隊加保部分與學校替團員們申請的保險公司依規定不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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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與簽證

於 11月起與旅行社聯絡，了解班機狀況並比價。於 1月下訂機票，並持
續確認開票情形。同時生活股亦負責協助團員於 5月中上網辦理肯亞入境
簽證，包含填寫相關資料與預付款項。

總務與財務管理

籌備與計畫執行期間，生活股負責記錄每筆帳務、整理收據並向清大課指
組報帳，亦將機票費用向公部門獎學金單位申請核銷。同時由生活股員出
任本團隊的郵局帳戶代理人，負責匯款與提款。於肯亞當地亦由生活股負
責換錢以及團隊資金流動管理。

生活股亦密切和公關股核對募資收入及贊助者資料，由生活股填寫線上報
告，通知清大課指組，並於清大財規室網站填寫受贈及致謝表單，以取得
節稅收據及感謝函，再轉交公關股寄予贊助者。

團隊帳戸交接

每年計劃結束後，團隊會一同討論完剩餘款的分配後，並將留予下屆團隊
的金額存入郵局帳戶。而每一年前後屆團隊交接時，生活股會將前一年剩
餘的肯亞先令現金交予下一屆生活股，同時要求下屆生活股推派一位郵局
帳戶代理人，並一同前往郵局完成更換代理人的手續。

照料團隊當地生活

於肯亞執行服務計畫期間，生活股負責照顧團隊生活需求，包含分配住宿
房間、購買與管理生活用品等。生活股亦每天提醒團員服用瘧疾藥，以保
護自身與團隊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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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介紹

系所
 中國文學系 18級
經歷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2018清大肯亞國際志工團團長
 2018戊戌梅竹賓總籌
 2017中國文學系學會公關長
 2016原住民文化社冬令營營長

領隊 吳欣芳 Beth 

系所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9級
經歷
 2017清大肯亞國際志工團課程股長
 2017清大南投校友會會長
 2017材料系羽球隊隊長

副領隊 呂文軒 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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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資訊工程學系 21級
經歷
 2019清大資工營場器股長
 2018清大彰友會會長
 2018資工系系學會場器

團長及餜程股員
鄭盛元 Wilson

系所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20級
經歷
 2018梅竹工作會公關部長
 2018 USR新埔梨田野調查研究員
 2017原住民文化社養老部落小隊員

副團長及公關股員
蘇丹瑀 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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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19級
經歷
 2019清華大學校內語文競賽作文第四名
 2017陸港澳交換生生活輔導員
 2017原住民文化社冬令營總務

生活股長 林立玄 Sam

系所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22級
經歷
 2017畢業典禮畢籌

生活股員 劉宜雯 Sally

系所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22級
經歷
 2017畢業典禮籌劃
 2019第十屆人社公演服化股
 2016台中市外交小尖兵

生活股員 林彤恩 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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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20級
經歷
 2019第十屆人社公演演員
 2018梅竹工作會執秘
 2018 USR新埔梨田野調查研究員

課程股長 楊雅淳 Julia 

系所
 特殊教育學系 22級
經歷
 2018耶魯大學模擬聯合國人文社會
 2017、2018台北市高中職英文作文比賽第三名
 2018全民英檢中高級優秀作文獎
 2016 National History Day 東南亞組第一名課程股員  

邱慕言 Mary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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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中國文學系 19級
經歷
 2019中文系畢業製作舞台監製
 2018中文系系學會副會長
 2017第五屆清大藝術季網路宣傳管理

設計股長 白璨瑀 Millie

系所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22級
經歷
 2019第十屆人社公演舞台股
 2017桃園高中熱音社美宣

設計股員 呂佳惠 Emily

系所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22級
經歷
 2017畢業典禮機動組
 2017台南二中學生會活動組

設計股員 王柏勛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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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20級
經歷
 2018 醫環系系畢會活勵
 2018 醫環系系女排隊長

公關股長 葉映榆 Natasha

系所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21級
經歷
 2019 原住民文化社冬令營總務
 2018 計財系系學會活動
 2015 高雄中學與丹麥格雷沃高中國際交流代表

公關股員 黃士倫 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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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地區

NAKURU 55

NYERI 79

WAMBA 105

KISUMU 117

NAIROBI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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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計畫概述

計畫簡述

 計畫名稱

追尋五個時區外的笑容
Believe what you pursue. Pursue what you believe.

 計畫執行日期
 2019年 6月 28日至 8月 8日 (台灣時間 )

 計畫執行對象

 Loreto Nakuru Boys Boarding Secondary School
 Gachatha High School
 Bishop Abiero Magwar Girl's Secondary School

Loreto Nakuru Boys 
Boarding Secondary School

Bishop Abiero Magwar
Girl's Secondary School

Gachatha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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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建立電腦教室，以推廣資訊教育

由於肯亞的資訊教育資源匱乏，本團隊首要目標，即協助當地學校設立電腦
教室，並透過運用團隊所募集的電腦與相關硬體設備，教導當地學童學習使
用電腦，亦學習基本軟體應用，協助其具備資訊能力。此外，本團也致力於
培養種子教師，使其能夠繼續維持學校電腦教室獨立運作，並持續發展資訊
教育，以期團隊所留下之資源能獲更長遠的利用。

進行文化交流，建立台灣國際形象

除了以資訊教育作為計畫主軸，本團隊亦相當重視文化交流，一方面向肯亞
師生介紹本團隊來自台灣，建立對台灣的良好印象，同時亦邀請當地學生分
享自身文化，加深彼此對兩國文化的認識。

訪查當地學校與社區，深入了解在地需求

本團在服務期間，亦考察與參訪服務學校以外的中小學，評估其學校需求，
為未來團隊服務延續做準備，並作為下屆團隊服務參考據點，期望逐步拓展
志工團服務地區與範圍。同時也考察肯亞當地風俗，進而了解肯亞社會不同
面貌，尋求未來台肯兩方之間更合適的合作需求與模式。

與當地建立良好關係，持續進行教育合作

本團隊服務肯亞地區已四年，以期與肯亞各學校維持穩定而有效的合作，於
今年提出創新計劃，包含舉辦資訊教育工作坊、社區創新工作坊、於舊校執
行新服務計畫等，並延續過往，持續拜訪肯亞方合作夥伴，建立合作共識，
並共同規劃未來資訊教育服務的執行方向。

留下完善服務紀錄，建立台灣在非洲志工服務的基石

本團以影像、文字以及影片形式，記錄我們在肯亞的服務行動，於回國後進
行檢討以及省思，並彙集成《 2019 清華大學肯亞國際志工團成果報告書 》，
傳承給下一屆國際志工。今年也將舉辦成果展，透過分享，讓更多關心肯亞
與從事志工的夥伴們了解肯團的工作目標與當地實際需求。也會同時於網路
媒體、座談會、志工週以及義賣等等場合出現，帶領更多人認識肯亞這片土
地，激起大眾對世界的關心，鼓舞青年投入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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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細項

資訊教育

學生電腦課程

由於多數肯亞學生少有接觸電腦的經驗，因此為學生所設計的電腦課程從基
礎使用開始，包含滑鼠與鍵盤操作，以及基礎打字練習；基礎課程之後，是
軟體應用課程，包含 Microsoft Office 系列 (Word、PowerPoint、Excel)，與
Scratch 程式語言，還有網路、防毒軟體與樹莓派。

種子教師培育課程

團隊於各校皆有專為教師所設計之課程，分享多項實用軟體的操作方式，期
待透過電腦程式及投影機，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作業效率。
課程內容包含 Microsoft Word 文書處理軟體、Microsoft PowerPoint 簡報軟
體、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Microsoft Publisher 排版軟體、Scratch 程
式語言以及電腦維護課程。所有課程皆開放全校教師自由參加，有時也會針
對教師個別需求進行指導。
此種子教師課程主要有兩大重點，一為維修、二為樹莓派。由於在執行完計
畫之後便會離開學校，因此讓電腦老師具備維修電腦軟硬體的能力相當重要；
另外，樹莓派為一台微型電腦，有非常多的功能及用處，不過許多肯亞的老
師幾乎都不太認識它。因此團隊安排了三堂種子教師實作課程，一為更深入
的硬體維修，二為軟體維修工具 Hiren Tool，三為樹莓派的基本認識與應用。
期望在團隊離開肯亞之後，電腦老師能夠自行維護電腦，並確保電腦、樹莓
派運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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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分享

台灣小檔案

該課程為文化課程前導，由於多數肯亞學生並不知道台灣這個地方，因此從
台灣的地理位置出發，與學生分享台灣與肯亞的距離、時差與面積大小等差
異，並介紹台灣的氣候特色，例如颱風及地震，最後以台灣最為知名的飲食
文化作結，例如米食和夜市文化。

在文化課程裡，我們排了 6門課程，介紹台灣的各式文化，希望能使學生更
加認識台灣，促進雙方的交流。課程介紹詳列如下：

書法

書法是文化課程中，偏向實作的文化交流課程，我們在課堂中介紹書法的起
源，從如何拿毛筆到如何寫毛筆字，讓學生在眾多文化課程中，不單是視覺、
聽覺上的體驗，更是民俗技藝類的學習，使所有師生不只能享受台灣當地的
文化風貌，也有機會保留手做作品紀念。

學校生活

肯亞的教育制度與台灣有相當大的差異，在肯亞 Primary必須唸 8 年，再進
入 4年的 Secondary 就讀，且學校體制上也有 Day和 Boarding 的差異，而台
灣的高中普遍為日校，集體住校的規定較少見，該課程主要介紹台灣高中的
制服、上課內容、升學體制、社團等，並透過體驗上課的小活動帶動氣氛，
以便學生更加體會台灣的學校生活。

台灣宗教

肯亞是一個以天主教為大宗的國家，學生很難想像台灣人沒有宗教信仰的狀
況，也因此對台灣的宗教特別好奇，在課程安排上，我們介紹佛教與道教的
特色，詳細介紹道教眾多神明，例如媽祖、關聖帝君，並帶入如何擲筊以及
拿香拜拜的小活動，希望透過分析宗教間的差異，促進學生學習尊重各式各
樣的宗教，且增進兩國間友好的文化理解。

台灣民謠

台灣民謠是我們兒時的共同回憶，藉由教唱丟丟噹啊，這首耳熟能詳的台語
童謠，向學生介紹台灣的語言，此外，我們亦介紹台灣四大族群，以及族群
的歌曲，使學生了解台灣的族群分布及語言。

台灣節慶

台灣的節慶與肯亞有著相距甚多的習俗差異，因此我們籌備了關於台灣節慶
的介紹，以台灣最重要的新年、端午節、中秋節為主題，分別介紹每個節慶
的由來、文化習俗與飲食傳統，希望透過節慶使學生更加了解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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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査

主題訪查

以專題訪查形式，選擇本次服務計畫執行期間，團員親見親聞的肯亞社會風
貌，撰寫主題式報告，一方面更深入觀察肯亞社會，並同時藉由留下紀錄，
向台灣社會介紹更多面向的肯亞。

舊校訪查

2015 年至 2018 年清華大學肯亞國際志工團共募集約 360 台二手電腦，在肯
亞當地中小學建立 11間電腦教室。今年團隊回訪其中 5 間學校，勘查電腦
教室使用情形以及電腦保存狀況，並檢修毀損電腦，亦視校方需求進行電腦
重灌；同時訪問校方學校現況，評估過去計畫成效，一方面修正未來團隊服
務方向，一方面也考量與舊校進一步合作的機會。

新校訪查

為了尋訪未來可能合作之學校，以及考察肯亞各地資訊教育之需求，團隊於
服務期間不定期訪查新校，向校方說明團隊計畫執行方式，詢問合作意願；
同時記錄學校現況，評估執行資訊教育計劃的可能性。本次服務計畫期間，
一共訪視 12 間新校，回國後將訪查報告交予台飛國際志工交流協會，並經會
議討論後，提出三所計畫執行可能性較高的學校，供下屆團隊選
擇服務學校時作為參考。

資訊教育工作坊與社區創新工作坊

為拓展肯亞服務據點，以及深化肯亞當地合作關係，本屆團隊以資訊教育為
本，另外於 Nyeri 地區執行「 資訊教育工作坊計畫」、於 Wamba地區執行
「社區創新工作坊計畫」。透過新計畫的執行，希望藉由串聯曾合作過的官員、
教授或校方，一方面保持交流、關係維繫，同時持續深入了解肯亞在地需求，
並更進一步將團隊過往的服務成果展現，期望能引入新的合作對象，擴大服
務效益。



51

行程表

日期 地點 計畫內容

6/28 清華大學－機場 • 啟程

6/29 Nairobi
• 抵達肯亞首都 Nairobi

• 處理行政事務

6/3 Nairobi
• 購買團隊生活物資

• 參訪 Nairobi Animal Orphanage

7/1-

7/8

Nakuru

(Loreto Boys 

Secondary)

• 7/1 架設電腦教室

• 7/2-7/6、7/8 執行課程內容

• 7/3 回訪 St. Xavier’s Sec.

• 7/5 訪查 St. Joseph’s Junior Seminary

• 7/7彌撒、參訪 Agriculture Exhibition、Menengai Crater

7/9-

7/17

Nyeri

(Gachatha High 

School)

• 7/9籌備工作坊

• 7/10籌備工作坊、場刊 Dedan Kimat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參訪咖啡農場

• 7/11籌備工作坊

• 7/12執行資訊教育工作坊

• 7/13、7/15-7/16 執行課程內容

• 7/14 彌撒、參訪 Ol Pajeta conservancy – Nanyuki

• 7/15訪查 Kiandu Secondary

• 7/16 訪查 St. Mary's Kariguini Secondary

• 7/17 回訪 Mathakwaini Secondary

7/18-

7/22
Wamba

• 7/18車程

• 7/19籌備工作坊、執行社區創新工作坊

• 7/20參訪Consolata Hospital、執行社區創新工作坊

• 7/21彌撒、St. Teresa文化交流

• 7/22 Consolata nursery、DEB Primary school 文化交流

7/23 Nakuru • 車程

7/24-

8/1

Kisumu

(Bishop Abiero

Girls Secondary)

• 7/24架設電腦教室

• 7/25-7/27、7/29-7/3 執行課程內容

• 7/26 訪查 St. Austin’s Kingandole Secondary、Ikonzo Secondary

• 7/27 訪查 St. Vincent Secondary、St. Georges Secondary、St. 

Vincent Boys Boarding Primary

• 7/28彌撒、參訪馬賽市集

• 7/29訪查 Bishop Okoth Secondary、Magwar Model Secondary

• 7/30訪查 St. Anthony’s Kajimbo Secondary

• 7/31回訪 St. Mary’s Nyamarimba Girls’ Secondary、Bishop 

Okumu Secondary

• 8/1參訪 Lake Victoria、計畫檢討

8/2-

8/6
Nairobi

• 8/2車程

• 8/3與當地合作夥伴進行評估會議、計畫檢討、籌備成果展

• 8/4 參訪 Nairobi National Museum、計畫檢討

• 8/5參訪 Nairobi South Sudan Refugee School、恩慈學校錢韻中

牧師分享、NGO社會企業張賢雙分享、計畫檢討

• 8/6訪查 Jehaca Primary、Providence Children House、參訪馬賽

市集、計畫檢討

8/7 機場 • 回程

8/8 台灣 • 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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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計畫內容

6/28 清華大學－機場 • 啟程

6/29 Nairobi
• 抵達肯亞首都 Nairobi

• 處理行政事務

6/3 Nairobi
• 購買團隊生活物資

• 參訪 Nairobi Animal Orphanage

7/1-

7/8

Nakuru

(Loreto Boys 

Secondary)

• 7/1 架設電腦教室

• 7/2-7/6、7/8 執行課程內容

• 7/3 回訪 St. Xavier’s Sec.

• 7/5 訪查 St. Joseph’s Junior Seminary

• 7/7彌撒、參訪 Agriculture Exhibition、Menengai Crater

7/9-

7/17

Nyeri

(Gachatha High 

School)

• 7/9籌備工作坊

• 7/10籌備工作坊、場刊 Dedan Kimat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參訪咖啡農場

• 7/11籌備工作坊

• 7/12執行資訊教育工作坊

• 7/13、7/15-7/16 執行課程內容

• 7/14 彌撒、參訪 Ol Pajeta conservancy – Nanyuki

• 7/15訪查 Kiandu Secondary

• 7/16 訪查 St. Mary's Kariguini Secondary

• 7/17 回訪 Mathakwaini Secondary

7/18-

7/22
Wamba

• 7/18車程

• 7/19籌備工作坊、執行社區創新工作坊

• 7/20參訪Consolata Hospital、執行社區創新工作坊

• 7/21彌撒、St. Teresa文化交流

• 7/22 Consolata nursery、DEB Primary school 文化交流

7/23 Nakuru • 車程

7/24-

8/1

Kisumu

(Bishop Abiero

Girls Secondary)

• 7/24架設電腦教室

• 7/25-7/27、7/29-7/3 執行課程內容

• 7/24 訪查 Keriko Secondary School

• 7/25 訪查 St.Bonaventure Primary/Nursery School

• 7/26 訪查 St. Austin’s Kingandole Secondary、Ikonzo Secondary

• 7/27 訪查 St. Vincent Secondary、St. Georges Secondary、St. 

Vincent Boys Boarding Primary

• 7/28彌撒、參訪馬賽市集

• 7/29訪查 Bishop Okoth Secondary、Magwar Model Secondary

• 7/30訪查 St. Anthony’s Kajimbo Secondary

• 7/31回訪 St. Mary’s Nyamarimba Girls’ Secondary、Bishop 

Okumu Secondary

• 8/1參訪 Lake Victoria、計畫檢討

8/2-

8/6
Nairobi

• 8/2車程

• 8/3與當地合作夥伴進行評估會議、計畫檢討、籌備成果展

• 8/4 參訪 Nairobi National Museum、計畫檢討

• 8/5參訪 Nairobi South Sudan Refugee School、恩慈學校錢韻中

牧師分享、NGO社會企業張賢雙分享、計畫檢討

• 8/6訪查 Jehaca Primary、Providence Children House、參訪馬賽

市集、計畫檢討

8/7 機場 • 回程

8/8 台灣 • 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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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教育制度

肯亞的教育制度目前採行「8-4-4」系統，分作三個階段：八年免學費的基礎教育
(Primaryeducation)、四年中等教育 (Sencondary education)、四年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當學生完成八年的基礎教育之後，會接受「肯亞初等教育資格考試」
（Kenya Certificate of Primary Education，簡稱 KCPE），本測驗目的在於測試學生基本
教育之成果，並作為分發中等教育學校之依據。待完成四年的中等教育則接受「肯亞
中等教育資格考試」（ Kenya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簡稱 KCSE ），以檢
驗學生中等教育之成果並作為申請大學之依據。此考試類似於台灣的指考，學生可選
擇報考科目，如欲就讀資訊相關科系，學生必須參加電腦考科測驗。然而，教育資源
多集中於課業表現優異的國立中學，其他學校則相對缺乏資訊教育資源，接觸電腦機
會受限，將導致學生升學及就業難度增加。

肯亞中等學校分級如下：
1. 第一級： 國立中學 nation school ( 通常為住宿學校 )
2. 第二級： 地方公立中學 provincial/ county school ( 通常為住宿學校 )
3. 第三級： 二級公立中學 sub -county school ( 鄰近初等學校、通常為日校 )
4. 第四級： 技職中學 polytechnic school

值得注意的是，肯亞政府於 2017 年已開始執行新的教育政策，預備將升學制度由原
先「8-4-4」改為「2-6-3-3-3」。原先八年的基礎教育改分為兩年的學前教育 (Pre-
primary education) 與六年的基礎教育 Primary education；中等教育劃分為三年的初等
教育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和三年的中等教育 (Senior Secondary School)；高等教
育則從四年改為三年。原「肯亞初等教育資格考試」(KCPE) 預計於明年起 (2019 年 ) 
停辦，「肯亞中等教育資格考試」(KCSE) 則延至 2021 年，提供新制後第一批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畢業生參加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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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孩童就學現況

近幾年，肯亞的經濟狀況大致呈正成長，但仍有約 45.9% 的人口處於貧窮線
之下，對於這些家庭而言，子女就學之教育經費是極大的負擔。雖然肯亞自
2003 年實施初等教育免學費後，初等教育入學率自 84% 提升至 94%，但仍
有約 8,000 名學童處於失學狀態，且其中仍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及地區差異：
鄉村地區及貧困家庭的就學率遠低於富裕家庭及都市地區，且西北部地區的
學童就學率亦較低落。本團預計服務的學校皆屬偏鄉地區，匱乏的學校資源
或家庭經濟狀況，在在限制了當地學童接受教育可能。

資訊教育資源困境

近年來，在政府支持下，肯亞的科技發展迅速，政府甚至喊出在「 在 2030 
年之前，要讓每間學校皆有電腦教室」的計畫，期許更多的學子有機會接觸
到現代科技。然而，肯亞政府將有限的資源優先投注在發展較好的地區。
在缺乏資源的落後地區，沒有電腦設備的狀況下，老師只能在黑板上介紹粉
筆畫出的電腦，或捨棄電腦課程，許多孩子依然無法接觸資訊教育，甚至從
來沒有看過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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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校

Loreto Nakuru Boys Boarding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645-20100, Nakuru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Fr. Joseph Ithari Gaitho (+254)728036248 josephgaitho441@gmail.com

電腦老師 Victor Langai (+254)0723767081 langavictor91@yahoo.com

老師與宿舍負責人 Bro. Philemon (+254)700305070 brophilo@gmail.com

BOM成員 (+254)0796770655

學校概況
學校成立於 1988年，是一間全住宿的男校，目前學校隸屬於Nakuru 天主教教區管轄，
目前的校長是從 2016年在該校服務。目前學校財政狀況相對其他公立學校穩定，因
為為宗教體系所支援的學校背後資源較為充足。校長表示，目前可以支付老師的薪
水，但是如果有更多額外的活動或是計畫可能便無法負擔。

學校幅員廣大，且是雙層樓建築，在 Dining hall的背後有一棟大約四層樓的建築物，
原先是要做為學生宿舍使用的，但是目前因為入學學生較少，很多學生被公立學校
免學費的政策吸引，所以學生銳減成現在的人數。

根據學校所提供的資料，有大約 70%是接受資助才來到該校就讀，所以並不一定是
全部的學生都來自 Nakuru，目前學校也有從 Nairobi甚至是 Wamba來的學生。

整體表現可以分成課業表現與日常表現―在課業表現方面，因為該校為住宿學校，
所以學生的起居都受到嚴格的管理，早上會需要到教室進行早自習，每天的課堂大
約 8:00開始，一直到下午的 5:00左有，晚飯後學生們又會回到教室自習到 9:00才
又回到宿舍休息。目前該校於去年的課業平均為 C，而肯亞可以上大學的底標是 C+，
整體而言該校的表驗是很不錯的。(註：肯亞政府規定一間學校要成為住宿學校學生
總體 KCSE平均必須在 C-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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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概況
目前全校有大約 150個學生，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每班大約 40個人。

教師概況
學校內目前有 14位職員，其中包括 9位老師，其中一位是電腦老師。電腦老師是
畢業於 ICT相關科系的，所以對於電腦教學的掌握度蠻高的，雖然維修技巧不是非
常進階，但對於基本的更換零件或發現問題都沒問題。此外，可能因為具有一定基
礎，在種子教師課程中理解速度快，也很配合團員的教學內容並且與團員交換知識。
電腦老師在該校感覺頗受重視，且在學校服務的時間應該是十分穩定的，不會突然
被調走，去年訪查時便是由該名老師接待團員，目前該老師也是 F3的班導師。學生
感覺都蠻聽電腦老師的話，在課堂上十分守秩序。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水資源方面，供水狀況穩定，全部的水源都是來自 Nakuru Water Company ，水質乾
淨，廚房有獨立的供水系統，如有外力造成斷水，廚房不受影響。

電力方面，校長表示，如有遇到狀況，電力公司會立即派人來修理，通常 2個小時
內會處理好，而在下雨的時候比較常有跳電狀況發生。 

學校目前教室數量足夠，每一個班級都有一個專屬的教室。校內目前有的公共設施，
包括：圖書館、生物實驗室、化學實驗室以及電腦教室。同時也有多間宿舍，但目
前全部的學生共享兩間宿舍。

於日常生活的部分，因為學生們集體生活，所以老師們也對學生們要求較多，校內
嚴禁使用手機，同時校長也希望學生可以學會獨立生活，不鼓勵學生時常與家長聯
絡，但學校每四周會放一次假讓孩子們回家，且每個學期會有一次的戶外校學時間。
雖然該校為男校，且是團隊第一次服務純男校，本來團隊預期學生們會比較活潑好
動，或是上課比較難維持秩序，但實際發現，該校的學生十分的有紀律，也很積極。
老師們平常感覺對學生十分嚴格，但在文化課上又看到老師們與學生有許多朋友般
的互動，感覺該校老師們在學生身上應該是有許多用心。

此外，因為該校受到天主教區的支持，又校長為 Father一職，所以每周學生會有兩
次的晨間禮拜，由校長主持，時間落在周三與周日上午的 7: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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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執行概況

計畫執行整體狀況
將整體狀況分成前往該校服務前的聯絡狀況與服務中的情況以及計畫離開該校後，
共三期來說明。

服務前：
從今年的一月底便開始聯絡服務學校，一開始是透過郵件來與校長與當初的推薦人
老師 Bro. Philemon聯絡，通常 Brother回復的速度很快，大約一天到兩天會回覆郵件，
如果稍晚回覆也通常可以透過 WhatsApp或 Facebook找到他，但是校長的部分的話
便可能比較難聯絡上，基本上校長會以回 WhatsApp居多，但大約 3-4天才會回覆，
通常會請 Brother再將內容提醒給校長知道。所以寄信還是副本給多幾個窗口比較好。
整體來說，跟該校的聯絡算是順利，沒有銜接不上的狀況，MOU在簽訂上也十分順
利，唯獨課表一直到要出發前一周，課程股負責聯絡的團員才獲得學校電腦老師根
據我們所提供的課程列表來排列的時間表；但是時間表上頭許多名字跟我們原先安
排的不太相同，後來決定到開場會議上再與校長和電腦老師討論。

服務中：
今年在該校進行了八天的服務，過程中大抵算是十分順利， 與學校開會時，可以感
覺到學校對於團隊的到來十分謹慎，將電腦教室排排的算是整齊，也提供了一間舒
適的休息室給我們，同時校長也應團隊要求請學校的 BOM成員出席會議，便且用
心地與我們討論課表。課堂上，無論老師刻抑或是學生課程，參與者都十分認真並
且積極，願意回答問題，但參與課堂的學生主要是 F1-F3，因為學校希望 F4的學生
可以多花時間在準備升學考試，課程包含基礎操作（電腦與我、鍵盤與打字練習、
網際網路和防毒認識）與軟體應用（Microsoft Office系列：Word、Excel、Power 
Point、與程式軟體 Scratch）整體而言，學生上課秩序良好，團員們在該校獲得很不
錯的教學體驗，可以算是三間服務學校中很穩定的開頭，團員們多利用這個時間修
改自己的課程內容讓課程更符合當地需求。但學校老師有些過於把我們當成貴客看
待，甚至在一開始的時候要求學生不可以經過我們休息室所在的走廊，怕會吵到我
們，但後來經過跟校長溝通，表示我們十分歡迎學生在課餘時間與我們接觸，可以
交流一些資訊課程的知識或是其他科目的學習，大約到服務中期會有一些學生進到
休息室與學習如何架設網站、如何撰寫程式以及一些問理工科目的習題。在該校比
較特別的地方是，除了文化日是與全校學生進行交流，校長希望文化課程也可以上
給全校，所以在這個學校上的台灣小檔案 +宗教、台灣學生日常都是在飯廳上課。
雖然只在該校服務了大約一周的時間，但是可以感覺校長對於學生有很高的期待，
會時常在集會上把學生叫到台前勉勵學生，老師也和學生相處得很融洽，因此在這
氛圍底下，服務過程團員都十分融入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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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概況
學生起始電腦程度：
學校有電腦老師，但沒有電腦教室，因此學生對於課本上的知識以及電腦理論都有
基本的認識。不過在實際使用上因人而異，有些學生家裡俱備電腦，因此曾經使用
過電腦，然而大多數的同學對電腦是陌生的，這是他們第一次接觸到鍵盤、滑鼠。
整體而言，學生電腦程度有落差。

電腦課程規劃：
由於 Form4學生正在水生火熱的準備十一月的 KCSE的考試，為了避免擾亂 Form4
學生的準備時程，在 Loreto的資訊教育計畫主要針對 Form1到 Form3的學生，課
程包含基礎操作（電腦與我、鍵盤與打字練習、網際網路和防毒認識）與軟體應用
（Microsoft Office系列：Word、Excel、Power Point、與程式軟體 Scratch）。

學生上課概況：
部分學生曾使用過電腦，在使用上能夠快速地跟上；其他學生雖然是第一次實際操
作電腦，但他們的學習速度驚人，幾乎都能夠照著指示與步驟一步一步完成練習項
目，上課也非常專心，不太需要花心思去管理秩序。有些學生非常好學，在課後還
會主動找助教或是上課老師討論課程軟體的應用，也有學生非常積極，熱切地想要
學習如何架設網站、剪輯影片等等的技能，從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 Loreto學生對於
電腦知識的追求。

此外，學校極度配合團隊所安排的時間表，資訊老師會在上課前十分鐘便召集好學
生，讓課程得以順利進行，準時地上下課，不用團員一班一班地去提醒上課時間，
老師也會幫忙隨時管理學生秩序，使得團隊能夠專注在教學上面。

在 Loreto上課比較困難的地方是，此間學校平常的上課時間為一堂課 40分鐘，不
過團隊所準備的課程以 50分為單位，因此團員必須學習如何更有效的掌握時間，
調整課堂節奏與時間分配，讓學生得以吸收到課程最精華的部分。

計畫完成後：
與學校簽訂合約的過程大抵算是十分順利，我們所提的要求與建議校長都表示贊同，
且該校本身便有專職的的電腦老師，對於要維持電腦教室的運作，19年團隊對該校
是十分的有信心的。同時在先前服務過程中便有請校長推薦一些新訪的學校給我們，
其中有兩間是在服務結束才聯繫到的，因此請校長幫我們安排在我們從 Wamba要前
往 Kisumu的途中，會在 Nakuru停留一晚，由領隊與團長留下兩天去新訪。而校長
介紹了團隊去 2019年獲得世界教室獎的老師所任教的學校，同時也親自開車帶我們
前往。在團隊返回台灣之後，校長也寄了四個要求贊助的企畫書給團隊，希望團隊
能夠參考，或是替他們尋求資源，目前領隊這邊只有向他們說明，會再將企畫書交
給團員與協會評估。



2 當地計畫執行

60

教師課程概況
教師起始電腦程度：
打字能力：幾乎所有老師都擁有良好的打字能力
Word：大部分老師都熟悉基礎功能
PowerPoint：只有副校長比較熟悉此軟體，其餘老師似乎沒有使用過此軟體的經驗
Excel：由於老師會用其他軟體計算成績，因此除了電腦老師之外，幾乎沒有老師
用過 Excel
Maintenance：除了電腦老師之外，大部分老師都沒有拆裝過電腦零件，電腦老師
是學院畢業，專業為 computer science，對電腦維修和軟體使用都很擅長。

電腦課程規劃：
因為學校對於老師的資訊教育也相當重視，完整地上完團隊位老師所準備的五堂
課 程， 課 程 包 含 了 Advanced Microsoft Power Point、Advanced Microsoft Excel、
Advanced Microsoft Word、Computer Maintenance、Internet, Anti-virus & Raspberry 
Pi。

教師學習概況：
老師們對於課程內容極為感興趣，不僅準時抵達課堂，亦相當投入於課程，因此五
堂課都順利完成預定目標與進度。

幾乎所有老師都參與了全部的課程。老師在上完 PPT、Word、Excel之後，都表示非
常實用，大家尤其對於 Excel 的公式運算功能極為感興趣。在 Computer Maintenance
課程部分，除電腦老師外，其餘老師皆是首次拆解電腦，但老師們都相當投入於組
裝電腦的過程，同時也很積極的向助教提出疑問。 

此外，校長 Father Joseph有幾堂課因為有公事在身而無法參與，雖然他沒有參與到
課程，但在事後他特別與團員約了其他時間進行補課，以校長做為榜樣，非常積極
地去學習新的知識、電腦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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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教師課程概況
教師起始電腦程度：
電腦老師 Victory在大學時期主修 Computer science，為本科出生，無論是對電腦內
部零件亦或是作業系統、應用程式都相當了解。

種子教師課程規劃：
此種子教師課程主要有兩大重點，一為維修、二為樹莓派。由於在執行完計畫之後
便會離開學校，因此讓電腦老師具備維修電腦軟硬體的能力相當重要；另外，樹莓
派為一台微型電腦，有非常多的功能及用處，不過許多肯亞的老師幾乎都不太認識
它。因此團隊安排了三堂種子教師實作課程，一為更深入的硬體維修，二為軟體維
修工具 Hiren Tool，三為樹派的基本認識與應用。期望在團隊離開肯亞之後，電腦老
師能夠自行維護電腦，並確保電腦、樹派運作正常。

教師學習概況：
在上種子教師的時候是多對一的教學，三四個團員和電腦老師坐在同一個桌子上邊
聊天邊實作，相當溫馨，氣氛很好。即便很多知識電腦老師 Victor都已經非常熟悉
了，但他還是非常願意和我們一起重新做一次，他對於每堂課程的反應都蠻不錯的，
他表示雖然大部分的東西他早已明白，但這麼深入地維修還是第一次呢，非常有用。
調整課堂節奏與時間分配，讓學生得以吸收到課程最精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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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表

Date/

Time
7/2 7/3 7/4 7/5 7/6 7/7 7/8

7:00-

8:00

Computer 

Maintenance
PI

7:00-7:40 

Pi

1
8:00-

8:40
Word

7:40-8:30

PPT
Scratch

2
8:30-9:30 

Scratch

3
9:30-

10:10
Word Word

8:30-9:30 

Excel
Pi

4
10:10-

10:50
C&I C&I Excel

5
11:00-

11:50
Typing

Culture Day

Farewell
6

Lunch
7

8
14:20-

15:00
Word PPT Excel

9
15:30-

16:10
Typing Typing PPT Scratch

10
16:10-

16:50
C&I 

School Life 

in Taiwan

(whole 

School)

Excel Pi

11
16:50-

17:45

Taiwan 

Intro

(whole 

School)

Sport Time

(whole 

School)

PPT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class)

Form 1 Form 2 Form 3 Teacher Cultur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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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設施資源

基本設備
教室裡原先共有 16個插頭，也有下拉式投影幕，同時校內設有Wi-Fi供學校老師使用。
教室燈光還算充足，也裝有鐵窗與 CCTV連接到校長室的監控螢幕，所以是十分安全
的。但教室內常備椅子不太夠，有一些學生需要自己帶椅子來上課。

團隊提供設備
1.桌電 37組
2.筆電 20台
3.投影機 1台
4.學生課本 40本、老師課本 5本、種子教師課本 1本
5.樹莓派 1 組
6.額外零件：鍵盤 5個、滑鼠 10個、延長線 26條、50個英式轉接頭

 |文化課程與交流概況

文化課程
因課表規劃因素，於本校所進行的文化課程僅包含「台灣小檔案」、「宗教與學校
生活」以及「書法」三門課。原本文化課程是以一個班級作為單位去規劃的，不過
學校非常熱情，希望全校的學生都能一同參與文化課程，因此「台灣小檔案」、「宗
教與學校生活」這兩堂課，是在學校的餐廳，將台灣的日常生活分享給全校的師生。
學生對於我們的故鄉臺灣非常感興趣，老師和學生對於台灣宗教相當好奇，尤其是
台灣有那些神？怎麼敬神？等等，分享完之後，學生還會更深入的問團員許多關於
信仰的儀式。
書法課程上，講師示範如何正確握毛筆，讓學生嘗試寫春聯，並告訴學生春聯的故
事及用意。學生對於寫中文字非常感興趣，甚至有許多學生請助教翻譯他們的英文
名字變成中文，並要求寫下來。
整體而言，學生對於文化課程評價都很不錯，雖然肯亞和台灣距離九千多公里，但
因為有文化課程，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

文化日
本次文化日安排於星期六的下午，校方除了配合團隊預定的活動以外，同時也安排
了許多節目，讓學生準備各式各樣的表演，進行雙方交流，整個文化日因為唱唱跳
跳過非常愉，持續了將近五六個小時之久。

學生節目部分，包含反毒小短劇、功夫喜劇、各個民族的傳統舞蹈與服飾以及學生
的舞蹈表演和饒舌、流行樂曲的演唱，每一個表演都非常精彩。同時校方也安排了
大胃王比賽，準備了一袋一袋的吐司，讓團員與學生進行 PK，充滿趣味性。

團隊則是表演原住民戰舞以及教唱 2017年世大運主題曲－擁抱世界擁抱你。因為
這天剛好是團員 Jason的生日，於是我們在唱歌的最後，唱了生日快樂歌幫他慶生，
意外發現一位女老師正好也是這天生日，於是學生起義，拿了便當盒、水桶、水壺，
以潑水的方式，一同幫兩人慶生，這是他們平時的慶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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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態度與未來規劃

學校態度是十分良好而且積極的，在簽訂合約的時候有詢問校長之後對於電腦教室
有什麼樣的規劃，校長表示維持本來就有的電腦課程是基本的，Form1的電腦課程
是必修，Form2-3是選修，校長也承諾在今年度 Form4考完升學考試之後會讓他們
上電腦課。由於學校本來就有電腦課，所以學生是可以考 KCSE中的電腦考科的，目
前 Form4只有一位學生會參加該考試。校長也提到由於現在電腦增加了所以之後應
該會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可以參加該考科，老師也會負責帶學生練習。同時也詢問學
校有沒有甚麼設備上的期待，學校也提到了區網與廣播系統，並說如果之後有廣播
系統會大幅的增加老師的教學效率。最後校長也承諾，會制定一套規則，在課餘時
間開放學生進去使用電腦。感覺校長思緒十分清晰，也很懂得為學校爭取更多的贊
助與支持，該校如果要成為未來在肯亞當地的模範學校應該是很有機會的。

 |團隊檢討

今年團隊在該校獲得很好的服務體驗，包括學生上課乖巧主動，團員們在上課時獲
得成就感；於日常中學校老師也時常願意主動來找團員們聊天，甚至在團員們四處
逛逛的時候邀請團員一起看電視、聊天、談論台灣與肯亞的文化差異等等，相處十
分融洽；學生們感覺十分的喜愛團員們，亦師亦友，雙方都蠻活潑好動的，因此團
員們也很喜歡跟學生們相處。惟有時因為團員想多跟學生相觸，在上課時間也未能
及時提醒學生趕緊離開電腦教室回到班級上課，有許多學生可能因此被學校老師處
罰；同時 Form4的學生因為沒有被安排上電腦課，所以時常會在下課的時候圍住團
員問問文化或是程式碼相關的姿勢，團員也想多認識彼此，因此有向領隊提出是否
能夠讓對程式碼或是架設網站有興趣的學生聚在一起另外為他們上一堂課，但領隊
詢問過校長與電腦老師後，他們還是覺得有點困難，很委婉地拒絕了這個要求。後
來團隊討論出，雖然相處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回憶，但是具體上，我們還是應該要
負起身為老師的責任，適時的提醒學生該做什麼事情，並且也應該以學校的規定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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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學校的期待與建議

與學校簽訂合約的過程大抵算是十分順利，我們所提的要求與建議校長都表示贊同，
且該校本身便有專職的的電腦老師，對於要維持電腦教室的運作，19年團隊對該校
是十分的有信心的。且學校背後有天主教體系支持著學校的運作，校長本身具有一
定交際手腕，未來的團隊如果評估可以繼續執行資訊相關計畫，應該可以期待該校
成為模範學校。

同時也已提醒學校今年底到明年初要繳交電腦使用報告，已經表格交給學校。

以下為團隊在完成計畫後給予學校的建議：

1.為了更長遠的管理與運作電腦教室，建議學校可以架設區域網路。

2.雖然教室內現在的插頭數量是足夠的，但是因為在四週的牆上與桌子的擺設不是
十分相符，走道中間還有零星的延長線需用膠帶固定，所以建議學校可以為每張桌
子增設專屬的插座。

3. 設置常備性的板凳

4. 定期未定腦教室做基本檢查，但如果學校有確實執行電腦課的話，應該可以很快
地發現有哪些電腦有問題

5. 建議學校可以為電腦加裝可以定期更新的防毒軟體

6. 為了預防有學生投影機擋住視線，並讓投影機有更好的投影效果，建議學校可以
在天花板上加裝投影機的支架。

7. 為了使更多的學生與老師可以使用到電腦，建學校可以安排一套規定，讓學生除
了地腦課之外有有機會用到電腦。

8.當我們一開始完成計畫的時候決定提供 10台筆電給學校，學校老師聽到的時候表
示是不是可以多給四台，因為全校共有 14個老師。因此領隊有點擔心學校會因為發
下去給每個老師，學生在之後要連接樹莓派或是 wifi查資料的時候不易取得，因此有
別跟校長說明，筆電並不是給老師個人而是要給學校的，因此未來學校具有決定權
可以將電腦借給老師個人使用，但仍希望如果學生須意的話，可以輕易取得，而校
長也給了肯定的答覆。整體服務結束後評估可以在多給該該校十台筆電，已經與校
長完成交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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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校回訪

St. Xavier’s High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Nakuru county Kenya, Kenya, P.O Box 618, Nakuru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學校為私立男女混校，不是住宿學校。
學校的財政狀況因為肯亞給予學生免學費的政策，學生多去公立學校，所以學生人
數減少，經費也相對減少許多。

職員概況
學校有 12位老師，都是學校聘雇，且有專任電腦老師一位。
現任校長學校任期一年半，但適任校長只有兩個月，所以現任校長對學校不是很了
解，前任校長則是月底會回來，但現任校長會繼續任期。
現任校長對電腦課程不太了解，對團隊好像都有所保留，也可能是因為不熟悉學校
事務。
電腦老師年初一月開始任期，前任電腦老師是因為沒有執照所以離開學校。
校師辦公室中有一台桌電無法連到影印機、一台筆電無法連到投影機。

學生概況
Form1：14人
Form2：30人
Form3：44人
Form4：32人
電腦老師表示今年確定有 1個考上了 university的資工系，另有 20個是上 college的
電腦相關技術型科系。
但大多數的學生沒有使用過電腦，甚至不知道電腦是什麼。

日期：2019/7/3
訪問者：吳欣芳、鄭盛元、蘇丹瑀
紀錄者：白璨瑀
相手：林立玄
與會人員：校長、副校長、電腦老師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St. Halen (+254) 738389131 Ngonglo2014@gmail.com

電腦老師 Geoffrey (+254) 796770655 geofreymoranga@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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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學校有一間化學教室與一間圖書館，並提供一餐午餐，但沒有校車，也沒有餐廳。

過去服務內容
團對於 2018年服務，提供了 42台桌電與 26台筆電。
2019年團隊原本要做子計畫，但因為學校財政問題而作罷。

 |資訊教育計畫實行成效

電腦教室環境
教室採光不錯，兩面皆有窗戶，且教室十分整潔，因為電腦老師平常都會在教室內
辦公。
教室椅子為長板凳，數量足夠。
電線配置都在電腦後面，不容易撞到或踢到。
電腦老師說電力有時不穩定，但可能是因為團隊在訪談的過程中提及 UPS。
沒有 UPS、區域網路、廣播系統。
電腦桌都附有鍵盤架。
教室內共有有 18個插座，36個插頭。

電腦狀況與維修
去年提供 42台電腦，舊訪前損壞 11台，7台因為學生亂調電壓而電源供應器損壞，
2台因為硬碟壞掉，1台因為硬碟容量過量，1台因為主機板的線沒插好。經過檢修，
4台已修好，另外則留下了 6個電供。
電腦教室裡放置了 31台，校長 1台，秘書 1台，休息室 1台，招待室 1台。
26台筆電應該放在教職員休息室，但去訪查時沒有看到。
去年提供給學校的 raspberry pi，校長說電腦老師會使用，但電腦老師表示不知情。

電腦教室

休息室內的電腦

電腦老師的辦公桌

校長室的電腦與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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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使用情形
一半的電腦一直從去年 7月持續使用，另外一半是從今年 5月開始使用，此外因為要
給學生準備 KCSE的專案，Form3、Form4的電腦是專用的，是有密碼的。
有架設區域網路計畫的積極意願，因為老師需要用電腦作示範。
筆電都用來給老師準備課程。
電腦教室的三個問題：投影機在實驗室，如果需要投影則會畫在白板上，但在他到
學校的時候就已經在實驗室了；電腦老師主修數學，在之前的學校是教數學和電腦，
對理論、軟體比較熟悉，對操作面、硬體維修無法負荷；沒有區域網路、UPS。
在訪談的過程中提及課程內容，電腦老師甚至差點找了兩個學生來示範電腦操作。
電腦課程方面，四個年級皆都有電腦課，form1、form2每周有三堂，form3、form4
每周四堂，但是是選修。今年則有 12個 form4、17個 form3選擇上電腦課。
Form1：基本的認識，像是介紹電腦的功能、歷史、配備。會展示電腦，但還不會使
用電腦。
Form2：開始使用電腦、滑鼠、鍵盤，會用 office的軟體。
Form3：學習程式、電腦語言。
Form4：project for考試需求 (KCSE的模擬考 )，考完試之後會教網路。

 |  子計畫執行成效

如上述所言，今年團隊原本要在學校執行區域網路子計畫，但因為學校財政問題、
換校長而有行政上的困難和資訊的不流通，所以作罷。

 | 訪問者總體評價

電腦教室狀況維持良好，電腦課程安排適當，學校的管理也會運用 ICT資源，學校
也很有意願架設區域網路、UPS，但電腦老師操作和維修技術很薄弱，學校也有財政
負擔的問題。總題而言還是一間具有發展 ICT條件的學校，也有實踐團隊對於學校
執行資訊教育的期望，還是希望可以達成區域網路、廣播系統的架設。

實驗室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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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St. Joseph’s Junior Seminary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301 Molo.20106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本校為私立住宿男校，創校已有四十年之久，主要為培訓神職人員，校舍經過擴建
狀況良好，舊校區則提供給同教區的 Primary School使用。因為來的學生都是想要
當神職人員，所以招生來源穩定，並沒有被政府公立學校學費補助的政策影響很大，
依校園環境及招生狀況看來，財政狀況良好。

職員概況
該校共有 11位老師，全是校方聘任，且有一位電腦老師。

學生概況
Form1：54人
Form2：45人
Form3：32人
Form4：53人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校內腹地很大，有一台校車，為住宿學校，有一片大型農地，提供學生食宿，亦有一
間圖書館及電腦教室，此外，校內有水塔、抽水馬達與鑽井，水源充足。

日期：2019/7/5
訪問者：呂文軒、黃士倫、王柏勛
紀錄者：呂佳惠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Fr. Ezekeil (+254) 723370822 Ngaruiya2002@yahoo.com

Sister John (+254) 703236708 jesusfeet7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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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校方認為資訊教育相當重要，但該校主要為培訓神職的學校，因此，主要是以基本
電腦運用為主。態度友善但不積極。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校內已有一間電腦教室，教室內有三台主機，透過主機共用系統連結其他電腦，共
有 15個插座（30孔），另外，還有一台投影機及音響供教學使用。電力供應方面，
一個月最多斷電一次，學校有自己的發電機來應對斷電情形，電力基本上沒有大礙。
電腦汰換率相當高，因為學生喜歡自行將電腦拆解但無法復原。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Form1~Form3皆有一週兩次的基礎電腦課程，課程以 Microsoft Office為主。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有一位專職的電腦老師。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Fr. Ezekeil校長。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校園腹地很大且有相當大的農地，食宿皆能提供並確保團隊安全。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希望能有更多的主機，供學生實際操作。但該校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並非以升學考
試為主。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無。
 |訪問者總體評價

該校各項硬體設施皆相當符合團隊的需求，唯一缺乏的是主機，由於學生有基礎的
電腦理論知識，所以現在團隊的課程設計或許不太適合，另外，學校對於資訊教育
的需求與團隊欲推廣資訊教育的初衷不相符。依各項設施看來，經濟狀況尚可負荷
其電腦的經費，但因為校方對資訊教育沒有需求，或許可以考慮執行別的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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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內部 主機

螢幕 主機共用系統

老師上課用筆電 正在使用投影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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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Keriko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406, 20100, Nakuru, Kenya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學校成立於 2007年，為公立男女混校、並為 day school，沒有提供任何學生及老師
的住宿，也無校車接送學生上下學。2009第一任校長上任，並一直任職至今。主要
收入為政府及家長 (職業多為農夫 )，無其他贊助者。2019年學校有一老師獲最佳教
師獎，該老師主要教授數學及物理，也因此招生人數增加及獲 Safaricom贊助。副校
長也提到學校有很多課外活動，並非常重視團隊合作。學校教室數量不足，並所有
自然科共用一間政府補助的實驗室。學生早上 7:00上學，5:30回家。

職員概況
學校共有 24老師，其中有 12位是政府聘用，另外有 12位是 BOM聘用，當中包括
4位實習老師。學校沒有專門的電腦老師，如果學校能有電腦教室並將電腦課加入課
表，就可以向政府申請聘用電腦老師。

學生概況
學校共 475 人，其中女生為 253 人，男生為 222 人，Form4 有一個班，Form3、
Form2各有兩個班，Form1三個班，每班平均 56人。Form1學生變多應該與老師得
獎有關。
去年學校共有 9個人上 University，主要是讀教育相關科系。去年平均 KCSE的分數
為 C-。

日期：2019/7/24 
訪問者：吳新芳、鄭盛元
紀錄者：鄭盛元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Daniel Mwariri (+254) 722631446 mwaririd@gmail.com

副校長 John Wangai (+254) 722642205 Jwangai15@gmail.com

得獎老師 Peter Tabichi (+254) 725322184 petertabich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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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學校共有 5間教室，另有一間政府補助的實驗室，實驗室裡有得獎老師捐的投影機，
並物理、化學、生物共用該實驗室。學校本來沒有圖書館，但是 Safaricom打算贊助
學校蓋一間校舍，學校表示如果我們帶電腦過去，電腦教室將會在那間校舍。除了
沒有電腦教室，學校也沒有幾台電腦供學生使用。
學校沒有飯廳，但總共會提供兩餐給學生，9:30會提供早茶，12:30會提供中餐。水
源的部分，學校表示水源不穩定，目前校內有五個水塔 (Pipe)，其中有一個是 BOM
捐的，水不夠時，學生也會向外面買水，電力部分則是相當穩定，幾乎不會斷電。
並且學校也沒有 Wifi。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學校非常有意願建一間電腦教室，並且也考慮將 Safaricom即將捐贈的教室做為電腦
教室。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無。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學校本來並無電腦教室，明年可能有電腦課，學校預估一個禮拜將會安排一堂電腦
課，並找出有能力的學生準備 KCSE。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如果有，會向政府申請電腦老師。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校長、副校長可做決定。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剛開始問的時候，副校長閃爍其詞，一直問很多問題 (多貴、多少人 )，最後團隊提
到只需最基本食宿時，學校才表示可能可以。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希望以後能從 Form1開始上電腦課，並且希望能讓學生在 KCSE考電腦考科。學校也
希望學生能使用電腦做 Science Project。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教室過少、水資源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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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學校非常希望團隊能進行計畫，但副校長無法給出許多團隊基本需求肯定的回覆，
團隊沒遇到校長，不確定校長狀況。如果以後團隊考慮在此服務，可能要多和校長
接洽討論。並且學校財政狀況看似不太穩定，也無電腦及電腦老師，種子教師部分
需要再做加強。 

上課情形 實驗室

廚房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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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St.Bonaventure Primary/Nurse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348-20100, Nakuru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學校成立於 2012年，為私立男女混校、並為 day school，而且是 Primary/Nursery在
同一校區。沒有提供任何學生及老師的住宿，有校車接送學生上下學，早上校車會
跑三趟，下午也會三趟。學校為教會學校，是 Sister共同創立，並且也會幫助貧窮小
孩上學。財政的部分由於學校剛成立不久，一切都在起步，而且對學生的收費也不高，
財政有些困難，但學校相信這個狀況會被改善。並且因位在新體制後，Primary的課
表將會被政府強制規定加入電腦課，而公立學校有些會有政府補助電腦、平板，學
校不想落後其他學校，也希望能在明年加入電腦科目。
並且學校提到家長會希望將學生送來學校的原因為他們是 Sister，家長比較信任且認
為較為安全，學校晚上也會有守衛。

職員概況
學校共有 12位老師，全部皆由 BOM聘用，並且 3位為幼稚園老師，9位為 Primary
老師，其中有 3位 Sister。

學生概況
Play Group：20人
PP1：18人
PP2：22人
Grade1：31人
Grade2：30人
Grade3：19人
Grade4：21人
Grade5：24人
Grade6：26人
Grade7：26人

日期：2019/7/25 
訪問者：吳欣芳、鄭盛元
紀錄者：鄭盛元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Viola Chedkoech (+254) 721696644 sr.violachumo@gmail.com

Sister St. Mary nzisa (+254) 70238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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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學校共有 8間教室，並無其他教室或設施，也不提供學生、老師住宿。學校有一間
去年剛蓋完的飯廳，裡面目前沒有足夠椅子，大部分學生要站著吃飯。並且學校有 4
座水塔，兩個大的分別提供兩棟教室，兩個小的提供廚房使用，但學校也提到這個
數量相當不足並且也不是很乾淨。每天提供兩餐，為 10:30的早茶及 12:30的中餐，
並且每個禮拜四會提供麵包。另外，學校也有兩台 14人座的校車。電力的部分，學
校雲本使用太陽能，今年學校正計畫接一個更穩定的電源來學校，在明年團隊來之
前一定會完工。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學校非常有意願建一間電腦教室，並且也會建立電力設施提供電腦教室穩定電源。
並且也會有足夠插頭。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目前無。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學校本來並無電腦教室，因為課綱改變的關係，明年會有電腦課。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明年會聘任電腦老師。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校長、Sister可做決定再向教會回報。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學校可提供食物，並也會幫團隊找附近的教會房子供團隊居住。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希望能跟其他公立學校一樣有電腦課及電腦教室。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目前最需解決的問題為水塔過少，水資源不穩，希望能再加蓋水塔。並且詢問興建
電腦教室能否得到團隊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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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學校非常希望團隊能進行計畫，並且保證會有穩定電源及團隊需要的食宿。我們也
建議團隊可以考慮前往，但是團隊可能比較需要擔心的問題為學生年齡，因為學校
為 Primary School，與團隊過往服務的 Secondary School 有所不同，可能對課程方向
需要再做調整。 

上課情形 飯廳

合照學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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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訪

Mass 彌撒

撰文者：鄭盛元

宗教，在肯亞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有時是超越政府的存在。在肯亞當地，我們
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一個叫做 Consolata 的教會，而從當地人對 Father、Brother的態度
乃至整棟建築物的設備，也能看出宗教對肯亞特別的存在。而在肯亞人信奉的基督教、
天主教中，最重要的儀式就是每週至少一次的彌撒了。在彌撒中，肯亞人會朗誦聖歌，
講述聖經故事，甚至 Father也會在彌撒中從生活周遭發生的各種事情對大家闡述人生
道理。在出團的 42天中，我們也參加了各種不一樣的彌撒，有輕鬆愉快的學校彌撒、
有肅穆莊嚴的安養院彌撒、也有小巧溫馨的家庭式彌撒，而不論哪種彌撒，每周一次
的時間都是肯亞人生活中的重心。

第一次參加肯亞的彌撒是在我們服務的第一間學校，Loreto Secondary School。那是在
服務其中一天的早上，由於學校的彌撒通常都辦在早上七點左右的時間，我們特別的
早起去學校參加，本來以為因為可能聽不懂聖經的專有名詞，我一定會昏昏欲睡，但
學生的彌撒充滿了活力，學生會在神父朗誦聖經的間隔一同歌唱，與生俱來的獨特嗓
音與本就美妙的聖歌結合在一起，讓整個彌撒充滿神聖與朝氣。而在彌撒的最後，學
生還會一同跳舞歡慶，他們也邀請我們加入跳舞的行列，在載歌載舞中結束了我們的
彌撒初體驗。而在我們服務的最後一間學校 Bishop Abiero Secondary School，學生的
彌撒同樣也是充滿歡笑，特別的是，在彌撒中的捐獻環節，他們奉獻的不是金錢，而
是肥皂、衛生紙等生活用品，捐獻不一定是侷限在金錢部分，而是將大家都需要用到
的東西共同分享。除了學生的歡樂彌撒外，我們也參加了一個特別的彌撒，那是一間
退休安養院，裡面的修女平均年齡都偏大，肅穆莊嚴的氣氛也讓我們體會到不論是在
生命哪個階段，宗教是不可被忽略的部分，就算行動不方便、甚至身體微恙，每周的
彌撒還是非常重要。

在不同的社會中，總會有支撐整個社會的力量，而透過彌撒，我們也能發現肯亞人心
中對宗教的重視。也希望我能再有機會，再一次與學生在彌撒中同歡，也再一次感受
各種特別的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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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簡介

執行日期
2019/7/12

活動地點
Dedan Kimat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計畫原先設定

計畫緣起
清大肯亞國際志工團於 2015年成立，至今已邁向第五年的服務計畫。團隊致力於提
供肯亞當地更好的資訊教育資源，至今已前往 11間學校進行服務―建立電腦教室並
執行基礎課程教育，以及超過 70間的學校訪查，在電腦資訊教育日漸成為教育主軸
的肯亞，串連起我們曾服務過的學校與具資訊教育發展潛力的學校間的交流計畫；
讓已服務學校成為地區性的指標與模範是我們的願景，使當地能自我借力使力，共
享教育資源。

今年，團隊希望在當地大學 Dedan Kimat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舉辦「教師資訊
教育推廣工作坊」，我們希望以工作坊成為提供學校能彼此分享資訊教育的契機，
並替未來的地區整合性計畫奠下基礎。肯亞團長年在 Nyeri地區深根，而深感教育
應從上層推廣應更具效益，因此邀請 Nyeri County的地方官員及老師參加是我們這
次的重要任務，藉此不僅讓當地師長更加了解 ICT的重要性以及其所能帶來的優勢，
進而提高教師的教學熱忱，也讓當地重要決策者了解到團隊的服務宗旨與目的，進
而達成互助合作的理想。

工作坊

資訊教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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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肯團於 2018年開始嘗試執行本計畫，今年依然秉持與去年相同的理念―促使當地
能夠長期自立自助。透過與 Dedan Kimathi 大學學生的合作成為工作坊主辦者，串
連台肯在地交流；同時邀請校內資訊相關專長的教授來擔任講師，並邀請 Nyeri地
區的 Secondary school 老師，預計共 18所，加上過去曾服務的 Kreangia,  St Ann,  Dr. 
Kamudia,  Ihithe等學校，共計 22所學校老師。另外也誠摯邀請當地教育有關當局參
與活動。並希望達以下目標：

1. 藉由分享台灣資訊教育執行實例，與資訊教育帶來的實質影響範例，引導與共同
討論肯亞教師認識資訊教育的優勢與好處
2.與當地教育相關機構交流，為兩地的資訊教育模式與方針，開創創新教育能力
3.使當地教師、學生在面臨電腦故障時，具有基礎檢修能力，而非汰換電腦，延續
電腦資源的永續價值
4.希望透過教育工作坊建立肯亞團向當地教育機構介紹自己理想及目標的聯絡平台，
推動本團在 Nyeri地區的交流
5.希望透過教育工作平台建立與當地 DeHub長期合作的關係

計畫內容
1.計畫對象 :
與 Dedan Kimathi大學學生的合作，透過肯團顧問 Eddy的協助，邀請當地大學生與
Nyeri 地區中學的電腦老師與籍校長參與工作坊 (預計 30-40人 )。
2.事前準備：
邀請當地教授分享資訊教育相關經驗 
製作海報以及報名表，宣傳工作坊資訊
與 DEHUB社團的合作夥伴進行討論如何進行下午的世界咖啡館
安排當日流程以及工作分配 
準備世界工作坊議題討論相關資料
場地借用與擺設安排
3.活動流程
上午講座由當地教授進行主題分享，肯團安排兩位主持人進行場控
下午世界咖啡館
⒜每桌兩位團員作為桌長，協助討論的進行與發想，兩位主持人做串場，兩位團
員負責攝影。
⒝分組方式會工作坊前一天確認報名人數後，平均分配四桌。
⒞活動進行方式採桌長與組別固定，討論完四個議題後擇一上台分享，每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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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實際執行狀況

計畫實際概況敘述
今年的工作坊邀請到許多老師前來參與，老師們卻姍姍來遲，也有出現未報名臨時
到場的老師，導致活動延了一個半小時才開始。早上的講者因為無法確認演講時間，
導致之後行程完全脫離流程表。

下午的世界咖啡館，題目因為不夠深入，導致有些 Dehub的學生不太願意參與討論，
也有題目太過模糊，使得桌長無法順利地引導組別討論。有一個題目有畫圖的環節，
對於老師來講略顯幼稚，大家參與的意願不高。

桌長方面，因為語言上的隔閡，在帶領討論上面時常無法傳達想要表達的議題。另
外因為對於老師們的背景以及肯亞的資訊教育政策不夠清楚，致使討論的過程時常
像是局外人。

參與者方面，偶有老師脫離主題，桌長難以拉回討論主軸的現象。幸好有 Dehub學
生的參與，經常能協助桌長解釋議題以及說明老師們的回答。

總題而言，工作坊當天狀況頻繁。原先希望邀請到曾經服務過的學校的老師來分享，
結果到場的卻多數是新上任的教職員，因此對於團隊的服務內容不清楚，不過整天
下來活動依然順利完成。

Time Event Note

9:40-10:00 Opening ceremony Postponed for 1.5 hours because of the delay of participants

10:00-10:30
The success and future opportunities of TAISA-

DEKUT collaboration

10:30-10:45 Introduction of DeHUB

10:45-11:10 Tea time

11:10-11:25 Computer of daily life It was scheduled for about 1 hour

11:25-12:00 Impact of ICT education

12:00-12:20 DeHUB project-Rubeun Temporary added to make up for the time

12:20-13:00 Introduction of Taiwan Temporary added to make up for the time

13:00-14:00 Lunch

14:00-15:30 World cafe Changed to each topic for 20 minutes, in order to end earlier

15:30-15:40 Afternoon tea

15:40-16:00 Sharing

16:00-16:30 Closing ceremony Ended 1 hour early than schedu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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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檢討

計畫檢討
1.寒假
● 選負責人、寫中文企劃書：
企劃書的撰寫在寒假前就已分工完成，但當時預定先繳交「計畫內容」與「期程」
的部分，一週後再繳交「成效與未來規劃」。建議以後這些章節可以同時完成。
寒假不定期的舉辦線上開會，唯大家在開會時都很沉默，CEO應確實點名大家參
與討論與發表意見。

2.下學期
● 英文企劃書：
今年的英文企劃書比預計時程延遲一個禮拜才產出。因為要從中文企劃書翻譯成
全英文頗有難度，因此建議不用逐字翻，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重新翻譯一篇。產
出後，要給領隊確認企劃書內容是否與當地實況符合。最後英文企劃書也會給當
地人過目，所以文意要清楚。

● 工作分配：
下學期的籌備工作包括桌長訓練文件的整理，以及報名表、海報與流程表的製作。
桌長訓練的文件主要列出擔任桌長的一些條件與技巧，但最後並沒有用到，團員
也幾乎沒有點開文件參考，故製作此文件的成效不高，沒有什麼必要。 報名表則
是一拖再拖，最後也沒有用到。建議報名的部分由當地顧問負責較佳。因為當地
情況偶有變動，海報的資料會一改再改，但可以預先做好主視覺和文字配置。由
於團隊出團前在國內試辦工作坊，因此可以先預備好中文版。跟海報類似，流程
表的資料也是一改再改。到了當天，活動完全沒有照著流程表跑，因為有參與者
遲到以至於活動延後開始，再加上講師比預定的時間提早講完，使得當天的流程
做了大幅的調整。因此整個活動的進行要盡量保持彈性。

● 細流：
工作坊的細流拖了一個月才產出。由於許多活動細節像是場地配置、報名人數等
都是到了當地才確認，內容充滿不確定性，而使得細流在編寫上有困難。

● 決定討論題目、桌長：
世界咖啡館的討論題目原本規劃五題，但因為時間上的考量而改成四題。題目幾
乎都是參考去年的，沒有考慮到題目之間的連貫性而缺乏完整的脈絡。題目應該
要提早跟領隊討論，確認適當性，避免團員已經開始準備了才被要求要改題目。
另外，為了方便桌長有系統的帶討論，建議題目一定好即可盡快做完討論模板。



2 當地計畫執行

84

● 世界咖啡館進行方式：
籌備期間，組員提出了三種世界咖啡館可能的進行方式，如下：
⒜ 組員跑桌長不跑：在此模式下，場地會分成四桌，每一桌有不同的題目，而一
個桌長只需要準備一題。小組以跑桌的方式依序討論四個題目。優點是問題可以
持續深入，但因為桌長每輪都帶不同的小組，因此較難和組員產生連結與培養感
情，也需要另外安排跑桌的時間。
⒝ 組員、桌長不跑：這個方式是參與的人員全程都在同一桌，由同一個桌長引導
所有的題目。好處是桌長跟組員可以加深感情，但因為一個桌長要帶大家討論所
有的題目，負擔會比較大，需要花很多時間來準備。
⒞ 跑桌但有一個小隊輔：這個方式可說是前兩種的綜合，桌長只需要準備一題，
並且待在同一桌。團隊其他成員則擔任小隊輔，帶著組員跑桌。此方法的優點為
桌長只許要準備一題，負擔較輕，也可以準備的比較深入。但輪到最後幾組，桌
長可能難以繼續延伸。
小組最後基於可以和當地組員有更深的連結，而選擇第二種方法，全程都在同一
組。這個方式使得討論的連貫性較高，小組內也可以更完整的聽到每個組員的經
驗分享。有一些以前互不認識的組員經過了一個下午的討論，結束後還彼此交換
聯絡資訊以便未來持續分享。但此種模式的缺點在於桌長必須準備所有的問題，
負擔較大，也使得在引導上不夠深入。大多問題只觸及到表層，而缺乏更深的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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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方式：
⒜ 發表所有的主題：可以完整呈現討論內容，但費時、重複性過高
⒝ 發表特定主題：節省時間，較不會重複，但無法完整呈現內容
小組最後基於時間考量及避免重複性過高的問題而選擇了第二種：發表特定主題
的方式進行分享。這個方式讓每組分享不同的主題，讓其他組別能藉由分享的組
別對該主題有不同的反思，但這樣的方式也可能造成了錯失分享其他主題不同觀
點的機會，也就是其他組別只能聽到分享組主題的內容，有點可惜。

● 跑流：
因為兩個討論題目臨時改，準備得不是很完全，且當天沒有準備海報紙、麥克筆
所以無法把討論內容記錄下來。當天跑流方式是直接讓四個桌長用英文和團員討
論，但團員大多不太清楚流程，只知道題目，也不太清楚團員角色的定位，導致
默契不佳，建議桌長要和夥伴做好確切分工，應是兩人互相配合，一搭一唱而不
一定需要記錄，可以請組員自己寫下自己的想法。
● 微型工作坊細流：
這次分工主要是讓大家自己打下各自該做的事情與時間點，建議流程可由一個人
負責即可。

● 微型工作坊分工、跑流：
建議能定個時程和停損點，文案的字不要太多，儘量活潑、生動，雖然貼文的觸
及率很低，但還是有發的必要，也可以發到靠清上或分享在社群媒體。

●和 CEO各自討論題目：
CEO沒和領隊聯絡，且模板沒有全部人都放上去，因為 CEO沒有提前注意，導致
討論沒有效果，建議應該確認所有人模板已上傳再討論。

3.行前訓：
●微型工作坊：
微型工作坊的分組方式是依照認識的人分組，可以避免尷尬，是還不錯的分組方
式，討論時桌長用英文，組員用中文，讓大家能更熟悉工作方流程，也讓桌長能
直接練習英文臨場反應。建議主持人在這個階段就要背熟主持稿或準備手稿。然
後推薦新竹牧場的外燴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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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與評價

總體來說，工作坊有達到團隊、Dehub以及當地學校彼此交流的目的。團隊藉此機
會和肯亞的大學生建立友誼，DEHUB的學生也分享了他們正在進行的一些創新企劃，
使團員大開眼界。有老師因著參與工作坊而熟識了別校的老師，甚至加了彼此的聯
絡資料，以便未來繼續交流。顧問 Eddy也表示希望未來還可以繼續辦這類的工作坊。

但桌長在資訊教育方面的知識以及帶討論的環節還有待加強。除了語言能力所造成
的表達上的一些困難，桌長對於資訊教育了解得不夠透徹，使得 DEHUB的學生在知
識增長方面並沒有太大的受益。桌長應對每個議題以及肯亞現行資訊教育做更深入
的了解，才不會使得討論趨於空泛、淺薄。另外因為參與教師與 DEHUB學生的異質
性偏高，桌長較難找到組員間的共同出發點。例如，各校的老師在分享教學經驗的
時候，DEHUB的學生很難參與。因此未來工作坊的受眾，以及 DEHUB學生在團隊計
畫中的定位還要再拿捏。

最後，未來希望結合電腦維修教學，讓老師可以在工作坊中學習到一些實用的技能。
這樣會比單純討論，得到更實際的成效。

以下整理出一些待改進的事項：
1. 透過領隊溝通當地事務，資訊還是太少，領隊應該多跟工作坊成員開會
2. 題目不要只是 ICT教育，應該要結合維修才不會淪為空談，讓老師帶點東西回去
3. 和 DEHUB的合作方式要突破，應該要讓工作坊變成一個平台，讓在肯亞受到資訊
教育的 DEHUB學生和實際教學的老師有溝通的機會
4. 跟 DEHUB學生的合作是必須的，主導權應該交給 DEHUB學生，我們做分享
5.邀請了曾經服務過和沒有服務過的老師，但因為來的老師都是不瞭解實際狀況，
所以沒有達到分享的目的
6. 很多臨時發生的裝況，像是臨時來的人、遲到
7. 多帶延長線，場地交給 EDDY
8. 唯一的不變就是不斷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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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建議與改進

1.工作坊建議
● 企劃書建議自己產出，不要過於參考去年的，因為每年更動多處，並且也能跳脫
框架。
● 避免線上開會，如果真的要線上開會，需要點名大家說話。
● 流程表和細流建議可以晚一點產出，因為更動的幅度較大 (今年到工作坊前一天
還有更動 )。
● 工作坊和 DEHUB合作可以分開，因為主題跟 DEHUB學生的 Project並不是同一個
方向，和 DEHUB可以合作巡迴檢修。
● 如果在 NYERI有服務學校不一定要辦工作坊，因為種子教師會上維修，也可以聚
集老師一起上課，憑明年團隊考量。
● 盡量篩選程度差不多的參加者，不然會造成認知上的差距。
● 建議讓電腦相關老師參加即可，不需請校長參與。

2.總體評估
今年是邀請教授上台教授課程，而後是分組討論資訊教育如何推廣，DEHUB的學生
則是作為參加者一同討論，但團隊認為討論的題目對 DEHUB學生來說過於簡單，明
年可以考慮進行不同的形式：
● 繼續與 DEHUB學生合作，但是桌長的部分由 DEHUB負責，團隊視協辦的角色。
● 工作坊進行種子教師課程，不予 DEHUB合作，DEHUB則是與團隊合作另一項目，
巡迴電腦檢修計畫。
如果明年團隊繼續辦工作坊，與 DEHUB的合作還要再考慮，並且邀請的參加者也要
審慎評估，也建議要有深入一點的主題 (EX. 種子教師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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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校

Gachatha High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39, Giakanja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本校為公立男女混校，1972年創校，校舍建築老舊，但經過整建，大部分狀況良好，
家政教室隔壁有棟廢墟建築，預計改建成學生宿舍。學生家長繳納的午餐費與政府
補助的學費為其主要金錢來源，另接受政府、天主教會補助。但是政府的補助通常
只可以放到特定項目上。此外，學校校地十分廣大，有種植許多的蔬菜與咖啡，也
是學校的收入來源之一。整體來說，財政算穩定，但不到富有，但董事會蠻有抱負
且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應該可以為學校爭取到不少資源。在剛到學校與學校開會
時，全體的董事會與該地區的兩位主教乃至於當地的教育部官員皆出席會議，應該
都是受到董事會的邀請，可見學校對於團隊是十分重視的，也可看出董會與提供學
校資源的各方皆保持良好關係。雖然學校建校至今已超過 30年，但校舍看起來是良
好的，也是董事會為學校爭取到贊助而維修了校舍。

在課業方面，因為該校也受到公立學校免學費的政策影響，無論入學生成績好壞，
都必須讓學生入學，所以目前該校去年 KCSE的平均分數為 D，電腦老師提到，學校
裡有許多學生是在 KCPE中成績不到 150分的孩子，這些孩子可能到 Form1的時候
都還太能使用英文，但只是極少數的狀況。上述提到的學生宿舍也是為了該校未來
成為住宿校所準備，但是政府規定一間 day school要變成 boarding school需要在升
學考試的平均達到 C-，所以該校目前還是維持日間學校的運作，所有的學生都是早
上 6:30-7:00左右抵達學校，下午 5:00便放學回家。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BOM Chair Joshua Giknoyo (+254) 721876506 jngikonyo@gmail.com

校長 Peter Njagi Hudson (+254) 713561854 Phnjagi@gmail.com

電腦老師 Bill Wanjau Waweru (+254) 724672341 wanjaubill2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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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概況
Form1： 約 45 人，Form2： 分 East、West 兩 班， 各 25 人，Form3： 約 45 人，
Form4：約 40~45人，共約 200人。

教師概況
該校共有 14位老師，多數為政府聘用，原先在去年有兩位電腦老師，一位電腦老
師為校方自聘且兼職英文，另一位為政府聘用兼職物理，但這位在今年年初已離開
學校，目前校內只有一位電腦老師。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共七間教室並不是每一間都有使用，另有物理、化學、生物、家政與電腦 Lab，且
有一間整齊的儲書室。餐食方面，學校供應學生早茶及午餐。電力狀況學校表示是
不可預測的，但平均大概一週斷電一次，一次約一小時，且沒有發電機。校內腹地
廣大，有大片農地，供學生種植玉米、咖啡等，有一部份是農業課程的作品，咖啡
會賣給工廠，作為貼補經費的來源。學校目前沒有校車，如果要去校外教學或是參
加展覽等等活動會租用巴士。

該校的學生們相對此次服務的其他兩間學住宿學校感覺較為活潑好動，學校老師感
覺也不會過於要求學生們的日常生活，校風較為自由，學生在下課時間是可以使用
手機的。

電腦課程方面，學校原本就有電腦課，且有電腦老師。Form1~Form2電腦課為必修，
一堂課 40分鐘，Form1授課內容為電腦理論，基本上不會實際操作電腦、Form2的
課程為 Microsoft基礎應用 Form3~Form4則為選修，是農業、商業、電腦中的選修
項目之一。課程內容大體是採用 KCSE所規定的各年級課程。且因為 ICT原先設備不
夠完整，無法提供較好的課程，因此 Form3目前沒有人選修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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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執行概況

計畫執行整體狀況
將整體狀況分成前往該校服務前的聯絡狀況與服務中的情況以及計畫離開該校後，
共三期來說明。

服務前：
原先因為 18年團隊在去年並沒有新訪任何 Nyeri的學校，所以今年只規劃了去
Dedan Kimathi University of Technoogy舉辦工作坊，沒有服務學校。大約在今年度的
3月初才確定要去該校服務。之所以會聯絡到該校是由團隊的顧問 Judy所介紹，今
年年初我們曾請教 Judy如何解決團隊先前在 Nyeri服務受擾的困境，因此她便將這
個狀況與 Inhethi Primary School的校友會說明，正巧遇到與當地教育部關係良好的
大學教授 Joshua Gikonyo，目前他在 Kenyatta University擔任教授，同時也在 Jomo 
KenyattaUniversity擔任講師； 在了解我們的服務計畫後，便想尋求與我們合作，主
要原因為校內原本就有一間電腦教室，為打造更完善的設備，讓學生獲得更好的資
訊教學。同時學校也認同我們的合作動機，替我們向教育部說明，並且釐清之前之
所以計畫受阻是特定學校的私人問題，共對於該校的了解與評估，覺得該校有電腦
老師與電腦教室符合團隊期待，且應該可以建立有利人脈，因此才會在行程大抵已
經決定的三月初決定前往該校服務。

主要與我們聯絡的都是董事會的主席 Joshua，信件與訊息的回復速度都十分迅速、
有效率，對於團隊的疑問也回答地很詳盡，並且對於 MOU給予良好的建議，令人印
象深刻。因為這是團隊第一次前往一個未曾新訪過的學校服務，但是過程中得到十
分清楚的資訊，以及電腦教室的照片，所以即使團隊未曾到過該地，也不會過於擔心，
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夥伴。

服務中：
今年團隊在該校只進行了三天的服務，主要原因為接洽到該校時的時程已經較晚，
其他的行程大抵確定，不太好大幅度的刪減；同時也因為沒有新訪過，仍存在一定
服務風險，所以在與 Joshua、Judy協調決定。團隊為配合上課時間較短，以資訊課
程為教授重點，在該校並未分享文化課程。學校也為團隊調整校內課表，我們在三
天中可以整天都上課。參與課堂的學生是 F1-F4，課程包含基礎操作（電腦與我、鍵
盤與打字練習、網際網路和防毒認識）與軟體應用（Microsoft Office系列：Word、
Excel、Power Point、與程式軟體 Scratch）。整體而言，各班學生上課的狀況較不一樣，
F2、F3十分乖巧，F1和 F4較為活潑好動，有些同學在上課的時候可能因為十分新
鮮而不太專心，會跟旁邊同學聊天或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跟上一間服務的住宿學
校相比，團員會花比較大的心力去維持上課秩序，因此在第一天上課結束後需要調
適心態，不是上課內容好就好了，而是要去營運整個班級的氣氛，不可以把第一間
的學生狀態視為理所當然。但漸漸有團員成功控制班級後便會分享小訣竅，其他人
也開始慢慢適應。但在日常裡跟學生的交流，還是很不錯，團員跟學生挺打成一片，
但跟老師的接觸便較少，因為課程集中在三天比較沒有休息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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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概況
學生起始電腦程度：
學校本來有 8台電腦，是分批採購的，所以有些裡面安裝的作業軟體是 Window10，
但有些卻非常老舊 (Windows XP)，後來團隊檢修後確定有 6台還可以使用，便把他
們留在電腦教室內。學校雖有選修電腦課程供學生選擇，但多數教學理論課程，實
際操作也因為電腦數量不足及版本老舊，不足以提供學生練習，因此多數學生是經
驗不足的。目前校內 F3、F4也無選修電腦的學生。大多數學生則是家中經濟不佳
無電腦，無實際操作電腦的經驗，在課堂上只接觸過理論。

電腦課程規劃：
本來在跟學校聯絡時，學校表示學生程度良好，針對 F1、F2不需要安排太多基礎課
程，例如 Typing、Word，因為這兩個班級是在電腦老師進來後有上過電腦課的，有
一些基礎；建議我們著重安排 Form 3、Form 4 課程即可。但在實際服務後發現學生
程度與學校敘述的落差較大，所以團隊決定調整課程，由最基礎課程開始教學。主
要基礎課程為：電腦與我、打字，軟體的部分為 Word、PPT、Excel，進階課程則安
排 Scratch、Raspberry Pi 及網路、病毒的課程。

學生學習概況：
由於實際服務後發現學生程度落差較大，有些對於微軟軟體的運用已非常熟悉，有
些卻連滑鼠也不會用。因此團隊討論後決定學生還是須有基礎課程教學，不再從
Exceel或是 Scratch下手，並且因為受限於教室空間，電腦數量較為不足，大多學生
必須兩人共用同一台電腦，老師也因此必須放慢上課節奏。
學生反饋的部分，學生大多數比較活潑，上課秩序需要老師與助教更加用心管控。
同時，學生也會非常踴躍舉手發言，態度也算積極。

計畫完成後：
整體而言，該校有電腦老師且有固定的電腦課，電腦應該是可以被妥善應用的。在
簽訂合約與建議時，主要是建議學校一定要把電腦插頭數量增加，目前雖然每個電
腦桌都有配備自己專屬的插座，但是每一排桌子都只連接到一個建在牆上的插座，
雖然在服務的三天中沒有斷電或是跳電的現象發生，但是為了電腦教室的長久運營，
學校有承諾會盡快將其改善。在會議上，Joshua有提到當初去 Nyeri地區的教育局有
獲得承諾，但為了保險起見，他也有在去 Nairobi的中央教育局再去確認一次，之後
團隊在該地區的服務大抵上可以順利運行。團隊可以考慮繼續延伸與該董事戶主席
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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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程概況
教師起始電腦程度：
大部分老師都會使用 Word( 老師會用 Word 出考卷 )，但不具備其他軟體 (PPT、
Excel)使用能力，學校電腦老師也不會維修電腦。

電腦課程規劃：
教師課程部分安排了 Computer Maintenance、Microsoft Office 系列 (Word、Power 
Point、Excel)。同時也對電腦老師安排種子教師課程，為進階版的 Computer 
Maintenance、Respberry Pi、重灌 Win7及 Hiren Tool 的課程。

教師學習概況：
老師的反應非常熱烈，有很多老師來上課，並且老師之間會互相幫忙，在做完自己
部份後會去幫忙還未完成的老師。學校電腦老師也用心上完我們準備的所有課程，
並在我們結束服務後還準備了有關我們課程的考卷供學生練習，非常有熱忱。



93

種子教師課程概況
教師起始電腦程度：
電腦教師 Bill專業為資訊教育，主要著重於如何進行電腦教育，並且對於電腦相關
理論基礎有一定的認知與理解，但實際操作方面，由於並非出身於資訊科技，對於
電腦維修、作業系統等較進階知識並不甚了解。

種子教師課程規劃：
團隊規劃的種子教師課程分為：電腦硬體維修、電腦軟體維護、重灌電腦及樹莓派
課程。電腦硬體維修部分主要先介紹電腦內部結構，再分享電腦內部硬體故障的狀
況以及解決辦法。而電腦軟體維護則主要介紹 Hiren Tool，此工具能清空電腦、備份、
分割磁碟等等，讓電腦老師能更方便管控及維護電腦。樹莓派則是一微型電腦，而
團隊主要則是將樹莓派作為離線資料庫供學校使用。規劃課程目的為延續電腦教室
價值，團隊期許電腦老師能在團隊歸國後繼續維護電腦，使其能發揮最大功效。

教師學習概況：
今年與電腦老師上課情形主要為一對一教學，因為在學校課程緊湊，課程股無法多
對一同時對老師上課，所以每堂課由一位股員負責對老師上課。老師很用心上課，
也有很熱忱的回饋，並且在服務結束還自行出考卷供學生練習。團隊相信只要老師
繼續維持教學熱忱，學校的資訊教育應能有非常良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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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表

Date/

Time
7/14 7/15 7/16

1
8:00-

9:00
Typing Typing

2
9:00-

10:00
C&I Word

3
10:00-

11:00
Typing

4
11:00-

12:00
Pi Excel 

5 Lunch

6
13:00-

14:00
C&I Excel Word

7
14:00-

15:00
Pi Excel PPT

8
15:00-

16:00
C&I Word Pi

9
16:00-

17:00
Scratch C&I

10
17:00-

18:00
Pi Scratch

Teacher Form 1 Form 2 Form 3 For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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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設施資源

基本設備
校內本來就有一間電腦教室，但是只有 8台老舊電腦，因為分此購入，裡面的作業
系統時分的不統一，且幾乎每一台電腦都有病毒。另外，電源連接狀況也是較為緊
繃的，教室牆壁上有 3個插座 (共 6個孔 )，再從每個插座接電線到長桌上的所有延
伸插頭，共有 12個插座（24孔），可能會有過載的現象。學校配有 Wifi設備，為
政府提供，但因網速過慢，鮮少使用，且分配到的網路使用時段為晚上六點到隔天
早上九點，無法發揮其效用。

團隊提供設備
1.桌電 15組
2.筆電 15台
3.投影機 1台
4.學生課本 40本、老師課本 5本、種子教師課本 1本
5.樹莓派 1 組
6.額外零件：鍵盤 5個、滑鼠 10個、延長線 26條、50個英式轉接頭

 |文化課程與交流概況

在該校因為服務時程較趕，因此並未上文化課程與安排文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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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態度與未來規劃

從事前的聯繫一直到服務的過程中，作為主要聯繫窗口的 BOM Chair Joshua態度一
直十分良好，也給予團隊許多正向回饋。感覺他因為本身為肯亞頂尖大學的教授，
對於資訊教育可以為學校帶來的好處有一定的了解，同時也明白電腦作為工具可
以大幅的提升效率，所以這次才會積極爭取與團隊合作。目前的學校有說明，之前
F3-F4的學生之所以沒有人選修電腦是因為學校的設備不足以供給學生需求，如今學
校設備增加，往後會讓全校都有電腦課程，同時也會全力支持學生參加 KCSE的電腦
考科。於團隊完成計畫離開該校後，領隊也收到電腦老師的訊息，表示希望可以獲
得參加資訊教育工作坊其他老師的聯絡資訊，這樣如果在教學方面可以互相請益，
同時老師也傳了該校期末考電腦考科的考卷，上面主要是 word的實作題，老師表示
因為電腦數量增加，所以學生才可以實際上機考試，團隊的支援對於學校有很大的
幫助。

在該校服務的三天中，感覺董事會在該校的聲望與地位比起校長高出許多， 在簽訂
合約的會議上，Joshua也有出席，並且團隊也曾跟他提起電腦老師的重要性，且現
在的電腦老師經團隊評估式可以帶來良好的教學的，在董事會的監督之下，這些電
腦資源應該可以獲得良好的應用。

 |團隊檢討

1.明年或往後的團隊是否還要去服務
今年決定前往該校服務的過程較趕，因此只實行了三天的電腦課程。課程方面，相
較往年肯團在肯亞當地的服務過程缺少了進階課程與文化交流課程，或許施行更長
的教學可以讓學生有更扎實的基礎知識，但學校也有電腦老師，或許在往後可以自
行補足實際操作上不熟練的問題；在設備方面，今年團隊提供了該校共 15台桌電，
大約是其他服務學校的 1/2，考量到該校學生共用電腦上課，操作經驗不足的問題，
可能可以考慮增加電腦數量，但是目前電腦教室空間不算大，舊電腦加上團隊給的
電腦大約是 20台左右，這些電腦已經占據的 80%的空間，而在電腦教室的對面有一
間空間大約是現在電腦教室兩倍的教室，但裡面只有一個插座。在服務期間是做為
團隊休息室使用，學校表示以後如果有爭取到更多的 ICT資源，會將電腦教室遷到
這個地方，所以可以再先行考慮學校在增加電腦後所面臨的成本，以及學校是否有
辦法自行消除這些成本，團隊再投入更多的電腦到該校。

2.跟校長之間可以取得事先聯繫的管道
先前聯絡的時候主要的聯絡對象是董事會，但董事會在學校屬於監督的角色，並未
實體的餐與學校的行政事務，所以兩者有時候可能會有連路上的資訊落差。雖然這
次在連絡上並未因此而有太多的阻礙，但是到學校後還是可以明顯感覺到校長對於
團隊計畫可能不夠熟悉，所以有時候互相配合會慢了半步，例如：事先喬過的用餐
時間與休息室的安排，以及第一天開會的流程，校長感覺都是當天得知，會比較慌亂。
這次有事先與 Joshua要其他老師的連絡資訊，但他表示主要可以跟他聯絡就好，他
會處理全部的事情，如往後有遇到類似狀況，仍然可以先以建立通訊錄檔案為由要
到學校主事者的資訊，往後聯絡都可以副本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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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學校的期待與建議

與學校簽訂合約的過程大抵算是十分順利，我們所提的要求與建議校長都表示贊同，
且該校本身便有專職的的電腦老師，對於要維持電腦教室的運作，19年團隊對該校
是十分的有信心的。

以下為團隊給予學校的建議事項：
1.為了更長遠的管理與運作電腦教室，建議學校可以架設區域網路。
2.雖然每張桌子都有自己專屬的插頭了，不過每一排電腦 (大約 7台 )都連接到同一
個插座上，有過載的風險，所以團隊建議學要增加插座數量。
3. 設置常備性的板凳
4. 定期未定腦教室做基本檢查，但如果學校有確實執行電腦課的話，應該可以很快
地發現有哪些電腦有問題
5. 建議學校可以為電腦加裝可以定期更新的防毒軟體
6. 為了讓投影機有更好的顯影效果，建議學校設置專屬投影幕，即使是簡單的白色
海報紙也會有很大的改善。
7. 為了讓更多的學生與老師可以使用到電腦，建議學校可以安排一套規定，讓學生
除了電腦課之外有有機會用到電腦。

3.團員心態調整

因為該校相對於前一間學校，學生活潑好動了不少，所以控制課堂秩序與氣氛較為
困難，在經過第一天的課程後，有些團員表示好像第一間學校比較好，學生與老師
的配合程度都比較高。但其實經過團隊討論後認為，每個學校都會有自己的狀態，
團隊應該要在合理範圍內，要想辦法去迎合學校現況，想辦法將計畫調整，而不是
期待學校變成我們想像中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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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Kiandu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484-10100, Neyri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學校成立於 1965年，為公立男女混校、教會學校。主要資金來源為學生學費，及兩
大贊助者，政府及教會，學生的父母多沒有工作或從事農業。校方表示學校財政困
難，但學校正在興建新廁所，並預計興建新廚房及新電腦教室。就觀察而言，學校
董事會應能募到足夠資金，只是主要花費在興建校舍。成績方面學校去年在 Neyri的 
97間學校排名第 26名，上一屆有 21位學生進 university、53位進 college，平均成
績為 D+。學校附近有醫院。

職員概況
目前學校有 26名正職老師及 6名實習老師，32位老師皆是由政府聘用，並有一位專
職電腦老師。校長目前任職兩年。

學生概況
學校共有 628人，每個 From 三個班 (Class K, Class W, Class S)。
Form 1 : 150人、
Form 2 : 158 人、
Form 3 : 162 人、
Form 4 : 158 人。
學校每天 16:00放學，到 17:30之前每十個學生為一小組在草皮開讀書會，並互相評
比小組分數。

日期：2019/7/15 
訪問者：葉映榆、吳欣芳、鄭盛元
紀錄者：鄭盛元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Njoroge George Ngure (+254) 72305973 ngnjoro@yahoo.com

電腦老師 Rsbon Mungai (+254) 720878134 esbonmugure@gmail.com

BOM-Chair Monica Thumbi (+254) 722670364 thumbimonica@gmail.com

Deputy BOM
Joseph Karonji Dekert
(Eddy 同事，在Kimathi
教Finance)

(+254) 707507070
(+254) 731507070

Michira11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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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學校目前有一間電腦教室，為圖書館的一個隔間，但學校想再興建一間電腦教室，
並把原本的教室作為圖書館用途，預估花兩個月的時間完成。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目前的電腦教室光線充足、教室整潔，桌子排列方式為面牆環繞整個房間，共有 9
個插座、18個插頭，皆在桌子下方，原本有 7台電腦，去年由政府補助購買 10台電腦，
目前有 12台電腦能用，並有 3個 UPS正在使用，並且電腦教室裡面有投影機。電腦
教室目前開放給有興趣的學生使用，並也開放給老師準備教材。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學生程度方面，由於學生家中大多沒有電腦，大部分學生沒有使用電腦的經驗。
學校因為設備不足，從去年開始才有電腦課程，目前只有 Form1開始上電腦課程，
並且為選修。目前 Form1 150人中有 24位學生選修電腦課。一個禮拜上三堂課，課
綱則是按照 KCSE的需求設計，Form1為簡介電腦及歷史，Form2為 Word、Excel等
程式運用，Form3為 Programming，Form4為 KCSE。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從去年開始有電腦老師，老師專業為數學及電腦教育，目前在學校教授數學及電腦。
老師不會維修電腦。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學校共有 12間教室 (為各班教室 )，並另有圖書館、化學實驗室、物理 /生物共用實
驗室、木工教室，以及從圖書館分割出的電腦教室。
並且學校為 Day School，大部分學生走路上學，路程約為 5~10公里，無校車接送，
僅住較遠的學生有一間男生宿舍 (宿舍能容納 100人、目前住 50人 )，無女生宿舍。
另有教師宿舍，有 7位老師居住。供餐方面一天會有兩餐，為 11:00的 tea time及 1:00
的 Lunch time，午餐 35KSH由家長支付。
學校水電供應穩定，跳電的週期約一個月一次或小於一次，停電時間約為 20分鐘，
無發電機。從 Form2開始可以選修 French、Computer、Wood、Agriculture(擇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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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電腦教室

 |訪問者總體評價

學校態度積極，非常有意願建立一間電腦教室。校長擁有高主導權並十分重視種子
教師課程。學校表示財政狀況困難，但又興建新廁所及電腦教室，未來還要興建新
飯廳，財政狀況看起來應是穩定，但主要花費在興建校舍。主要問題為學校無電腦
課程、電腦老師也無電腦課程基礎，未來團隊如考慮進行服務，要考慮加強種籽教
師的訓練。另外，由於學生人數過多，團隊也需考慮課程的安排及服務時間以符合
學校需求。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主要聯絡人為校長。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校園環境安全，食宿方面學校可以幫我們找外面的住宿，並與老師用餐。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學校希望能提供課程及電腦讓學生能參加 KCSE考科，並提到如果有電腦教室，能提
供 Primary School共同使用。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教室過少、實驗室過少、住宿方面只提供男生宿舍，希望加蓋女生宿舍，也希望增
加提供學生通勤的巴士。

木工教室

合照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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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St. Mary Kariguini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本校為公立的日間男女混校，2007 年創校。學校財政狀況尚可。學校經費主要來自
政府補助，因應肯亞政府的 Free Day Education政策，學生免學費，只需要付午餐錢。
也有天主教會的資助，但較少。

職員概況
該校共有 9位老師，5位為政府聘任，包括校長與副校長，4位是學校自己聘任。另外，
學校還有 3位實習大學生（由學校提供他們。住宿）。學校沒有電腦老師。

學生概況
Form1: 40人
Form2: 35人
Form3: 38人
Form4: 39人
總人數：152，男生略多於女生。
一個年級一班，學生都來自附近社區，每天約走半小時到一小時上學，學生家長主要
從事農業，經濟狀況沒有非常好。今年學校 KCSE平均 3分 (D)，比起去年 2.4進步了
很多，去年有 4個學生考上大學。

日期：2019/7/16
訪問者：吳欣芳、楊雅淳
紀錄者：邱慕言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Ms.Margaret Karanj (+254) 780665049

副校長
Nelson Muchemi 

Mbacho
(+254) 0721656393 nelsonmbach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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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校長 Ms. Karanja。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學校表示能夠提供食宿。可以住在學校提供給實習生的宿舍。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首要之務是聘任電腦老師並希望能有更完善的電腦教室。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建立學生餐廳、補充實驗室的椅子、建立真正的圖書館。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校方對於建電腦教室態度積極，近期董事會打算針對建立更完善的電腦教室以及區
網召開會議。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校內已有一間去年建立的電腦教室，教室內約有七八台電腦，但只有五台政府去年
提供的主機還可以使用。教室裡有一台政府捐獻的投影機、筆電，教室只有各科老
師的課程需要投影的時後使用。教室內有 12個插座（24孔），還有防盜系統以及
區網（很少使用）。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沒有。但曾經有一位有電腦相關知識的董事在午餐後的自習時間為學生上每堂四十
分鐘的課。但因為電腦數量有限，每天只有一個 Form可以上課。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目前沒有。但學校強調如果未來有更完善的電腦教室，會將電腦課加入課程當中，
以此向政府爭  取聘任電腦老師。可是若用學校經費自行聘任電腦老師，對學校會有
所負擔。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校內腹地不大，有一個小溫室與菜園還有一頭牛。學校一天提供學生早茶與午餐，
由於農產量不足以供應學校，伙食多向外添購，只有牛奶為自給自足。學校有一間
圖書館（副校長表示只是一間放書的地方）及教室改造的電腦教室。另外還有一間
由政府推行的 CDF(Constituency Development Funds) 計畫所建立的實驗室，提供物理、
生物、化學課使用。實驗室裡有很多配有水槽的大桌子，水槽管線完善，但幾乎沒
有椅子，學生要自己搬椅子進來上課，且椅子與桌子高度不符。學校沒有餐廳，學
生通常在戶外吃飯，校方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餐廳。學校辦公室為一個小空間，只有
校長室有門，副校長的辦公室只有木板隔開。此外，校內有水塔，水源充足，電力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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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校方態度積極、電腦教室插座足夠、學生人數剛好、security完善，但電腦教室空間
偏小，可能無法負荷超過二十台以上的電腦還有上課的空間，學校聘任電腦老師也
可能是一個負擔。團員評估，學校目前配備不足，擔心建立電腦教室之後會有很多
其他硬體軟體不足的問題 （ex. 實驗室）此外，儘管學校有意願提供實習生的住處給
團隊，但團員認為住宿空間可能不足，經濟條件無法負荷團隊，因此團員對於學校
是否能提供團隊的食宿有些疑慮。
總體來說，校方的態度友善積極，相信會是很負責任的合作對象。但因為這是一所
剛起步沒多久的學校，校方還在設法改善學生的環境，近期要進行資訊教育可能有
些困難。團隊認為這是一所可以考慮合作的學校，但可能要再等幾年，待學校基礎
設施更完善的時候再合作會達到更好的成效。

桌電與印表機

實驗室預備電腦教室

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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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Mathakwaini Secondary School

日期：2019/7/17
訪問者：林彤恩
紀錄者：劉宜雯

 |學校簡介

地址
P.O.Box 58-10108, Giakanja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公立、男女混校、1982年建立，已成立 37年，財政負擔差，大部分的資金來源是學
費，餐費大約 10,000先令，但不包含制服、課本的費用，但是很多學生無法負擔學費。
這間學校並非天主教的學校，所以教會不會給予補助。

職員概況
老師總共 18人，其中政府聘任 16人及學校董事會聘任人數 2人，沒有電腦專任老師，
老師會用投影機上課，經常使用電腦，而且他們會用專門的系統去處理文書。

學生概況
學校總共458學生，男生有272人，女生有286人，其中 form1： 114人 ，form2 :130人，
form3 :106人， from4 :108人，每個年級有兩個班，一班都超過 50個人，但教室不
會很擁擠。學生家長大部分都是農夫，學生都住很遠，每天都要走超過 5公里來上
學，都是走路上學，不會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學生 6:40上課，5:30放學，學生不能
使用手機，但是學校也不會幫忙保管。Form1跟 2總共會上 11個科目，上一些基礎
課程，Form3變成選修課，學生生物、物理、化學，可以 3選 2。CSE平均分數Ｃ－，
22個學生上了大學。學生有些是孤兒，監護人很年紀稍大，無法付學費。因為學校
有人信天主教也有基督徒，每天上課前 20鐘都有不同的儀式。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Mrs.JaneW.Mureithi (+254) 736591221
Janewanjomureil2017@gm

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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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有意願建一個電腦教室，但是沒有經費，不過比起圖書館，他們更希望建一個電腦
教室，他們認為電腦可以拿來升學比較重要。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無電腦教室，學校有數台電腦，電腦放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個教室放置了投影機
跟五、六台電腦，但能使用的只用兩台，看起來滿新的，有些老師如果有教學需要，
能使用這裡的電腦。電力非常充足，幾乎不會斷電。有詢問其中一個學校的老師，
老師說他會使用投影機來教學，大概一個月一次。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學沒有電腦課，目前沒有相關規劃，因為沒有足夠的電腦給學生使用，學生沒有任
何對電腦的基本認識，但若學生想報考 KCSE的電腦科目，學校會送學生去有電腦的
學校去考試。因為通常有電腦的學校，會有 KCSE的考試。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沒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校方認為要先有電腦教室再有電腦老師，若有電腦教室，政
府是有可能聘任電腦老師給學校的。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總共 8間教室、教室桌椅充足，有電腦、投影機也有影印機，沒有圖書館、沒有電
腦教室、兩間物理 /化學實驗室，兩間實驗室很專業，實驗室也是 CDF補助建造的，
空間很大，器具也很齊全，學校很重視化學科，很多化學競賽的獎盃獎牌。學校供
應 2餐，早茶還有午餐，一個禮拜只會有一餐有肉，早茶有可能會是水果或是蛋糕。
學校有 Dining Hall，空間滿大的，水源不太充足，現在有 5個水塔，其中一個還在
蓋，蓋水塔的經費是由 CDF提供，CDF是政府的資金，學校的行政大樓也是 CDF提
供。蓋完之後水源會比較充足。因為是 day school，所以沒有學生宿舍，但有老師宿
舍，不過很少老師住宿舍。學校有校車，但功用不是每天接送學生上下學，只用在
校外教學時，因為學校沒辦法支出校車的費用。學校沒有運動的場地，學生如果要
去運動會去隔壁的學校。學校總共有兩隻牛，但牛奶是外面買來的，牛是教學用的，
學校還有很小的魚塘，裡面的魚也是為了農業課使用，學校裡有溫室，但是壞掉了。
學校沒有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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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我們的團員皆認為不太適合去做資訊教育，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學校尚未有可以            
提供擺設電腦的空間，沒有足夠的教室可以做電腦教室來使用。另一個原因是因為
學校的財務狀況並不充裕，無法提供團隊食宿方面的需求。因此，我們認為學校還
有更基礎的需求，可以執行其他的計畫，現階段不太適合前往進行資訊教育的服務。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聯絡人為校長，校長可以做決定。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學校不太能提供志工食宿需求，學校不太有經費，感覺會有困難。
（校長面有難色）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校長沒有特別回答，不過感覺滿希望我們去教電腦課的，校長有表示若我們幫忙建          
造電腦教室，他們就可以有電腦課上了。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沒有圖書館，教室不足。

化學教室 行政大樓

原本的電腦 養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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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訪

Ol Pejeta Conservancy

撰文者：劉宜雯

肯亞，大家可能對於這個國家不太陌生，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這裡以動物大遷徙聞
名於全世界，因此，到肯亞之前，我就非常期待，以往只能在動物園才能觀賞到的動
物自由地奔跑在大草原上，所以對於這天的到來，我已經引領期盼了好久。

帶著忐忑的心情，我們到了 Ol Pejeta Conservancy，這個動物保育區位於 Nanyuki地區，
占地三百六十平方公里。想看到野生動物也不容易，動物們伺機而動隱藏在園區各個
角落，能否看到動物也要看運氣。進來園區後，如果想與動物們打好交道，務必輕聲
細語，這裡並不待見吵鬧喧嘩者。一開始，我們就遇到了高角羚和斑馬，高角羚同屬
於羚羊的一種，和斑馬一樣同屬於群體動物，斑馬的花紋非常漂亮，每隻斑馬都有其
獨特的花紋，獨一無二，就像我們人類的指紋一樣，以此可以辨別斑馬的身分。看到
動物近距離的就站著面前，那種震撼感是和動物園無法比擬的，在這裡，我們非常渺
小，這裡才是牠們的世界，牠們真正該居住的地方，牠們才是這裡的霸主。再來還看
到了非洲五霸之一的非洲象，數十隻的大象在河邊休息。雖然我們都在車上，我們還
是離牠們隔著一段距離，不要去打擾牠們的生活，才是身為訪客最基本的禮貌。再來
我們依序看到了，犀牛、水牛、獅子、水鹿、猴子、狒狒等動物，我們真的很幸運。
要離開前，正當我們因為沒看到長頸鹿而感到惋惜時，司機突然以飛快的速度往某個
方向前進，之後從遠處就能看到數隻長頸鹿，牠們正在囓食樹上的樹葉，長頸鹿也長
的很漂亮，修長的睫毛、美麗的斑紋，這真是大自然的傑作！最後我們還看到隱身在
樹林裡的花豹，和獵豹長得很相似，但和獵豹不同的是獵豹眼睛下長長的黑色淚痕，
而花豹沒有，很特別。

來這之前，我對這片大草原充滿無限遐想，以前都只能在電視上看到這些野生動物，
沒想到有一天，我可以近距離的觀賞到這些動物，這份感動難以用言語形容，這些動
物真的是大自然的傑作，每一個都好美，看著牠們很像在欣賞一幅畫，大草原上動物
們盡情奔跑、自由自在，好不真實，一生一定要來一次！但在觀賞的同時，也很難過，
儘管已經有立法來保護這些動物們，受到保護的動物是少數，還是有很多其他的動物
數量正在急遽減少，每天都有動物被盜獵，非法的交易買賣還是持續在進行，因此，
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我們能做的即是不要買這些非賣品，動物們的生存也應受到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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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ba
2019.07.18-07.22

其他參訪

Consolata Hospital

石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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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簡介

執行日期
2019/7/19-20

活動地點
The hall of Wamba Consolata House

 |計畫原先設定

計畫緣起
清華大學肯亞國際志工團成立於 2015年，團隊以增加肯亞當地資訊教育資源，傳遞
資訊教育意義為我們宗旨，希望以資訊教育為起點，為當地的學生們開創未來生涯
的選擇。在肯亞團的專業顧問肯亞籍歐瑪竇神父的協助下，在過去四年的計畫行程
中，我們皆安排了前往 Samburu地區的 Wamba Town進行社區訪查，以了解當地的
情況，以調查當地是否具有進行訊教育的潛力與條件。然而在過去四年的實地造訪，
並與當地群眾接觸，我們發現在Wamba地區比起資訊資源，校區與社區缺少的是「基
礎民生資源」；在這裡一年平均下來只下兩周的雨，地貌呈紅土大地，且因自然資
源不夠集中，人們也是散居居多，如此受到先天性限制的環境導致了居民與學生無
法擁有物質無慮的生活與資源充足的教學環境，承接過去四年的經驗，我們開始思
索我們或許應以此地能夠發展資訊教育為目標，但應協助當地建立起先行的基礎條
件，因此肯亞團在今年嘗試提出「社區創新計畫」，希望以此培力社區的群眾和學
生們，透過討論社區現狀為題，期望由此居民能夠自身啟發社區未來的模樣，而肯
亞團更期許以此為深根 Wamba的墊腳石，並在最終能與當地發展資訊教育，創造團
隊與當地具前瞻性的合作。

計畫目標
肯亞志工團今年提出 Wamba創新社區創新計畫，我們將以 Wamba Consolata House 
的教會夥伴為主要合作對象，透過執行工作坊的討論形式，我們將廣邀當地學生與
群眾參與，主要內容包括了台灣社區現況分享，希望以此開啟分享與交流，從引導
當地學生述說家鄉的現況開始，大家開始思索目前的生活狀態是否有辦法更加便利
並具效率，進而分析問題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以提出解決辦法為最終期望，具體的
將解放嘗試應用在社區的問題上，將會達成一定的改變和影響力。舉辦此工作坊的
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當地學生來看見社區與學校的真實需求，如此，肯亞團能夠更
接地氣，融入當地現況才能切確而不造成困擾的帶來合作與交流，於此也希望帶動
學生們自我思索與探討的風情，唯有在學生自生產生思辨能力，並且在志工團離開
時便以習得「觀察家鄉」的方法，對於社區的新型態開創才能更加持續。肯亞團將
會預備基金，當學生的解決計畫足夠具體並成熟時，協助學生完成所提出的改善計
畫，藉此鼓勵年輕人勇於開創可能性，來展現年輕學子的創意與實作能力，並帶起
學生與群眾的社區意識，為 Wamba的社區和校園帶來更實質的協助。

工作坊

社區創新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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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工作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世界窗」，第二部分為「社區觀察」。
肯亞中的 Wamba相較於肯亞其他地區，資訊的傳遞較為不易、不便，因此當地學生
或許不太了解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情。「世界窗」在此作為一個交流與對話的媒介，
以社區創新、社會議題、社會企業為主題，藉由個案分享讓學生對於問題的探討、
問題的解決有初步的認識，而後讓學生去描繪社區的樣貌與現狀，發掘社區問題或
生活中可以更好的地方，從雙向討論中獲得點子，進而去設想可以如何解決以及實
作的可能。

第一堂課：社區大富翁
以大富翁的形式介紹世界各地的社會問題與背景，透過組內討論激發學生思考問題，
期望學生能夠提出具有創新、可行及有影響力的想法，並於討論後給予現行的解決
方案。
第二堂課：個案討論
經過社區大富翁的簡單介紹，同學已經認識一些世界各地的社會問題，以及當地人
們所想出的解決方案。相較於社區大富翁，此堂課則會更為深入、更仔細地讓學生
了解個案，並學會如何發現問題。
第三堂課：社區的定義、畫出社區現況
定義我們對於社區的看法，讓學生能夠產出自己對於社區的想法， 並將社區的現況
畫出來，以便提出讓社區更好的方向。
第四堂課：社區許願池、分類問題
藉由便條或文字紀錄社區可以更好的地方，貼在前一日的圖上，經由許願池更加了
解問題的根源，並嘗試將問題分類成重要→不重要，以光譜的形式呈現。
第五堂課：分析問題
將挑選的問題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提出短期、中期、長期的解決方案，針對最可行
的方案深入討論。
第六堂課：分享
各組分享討論的成果，相互觀摩學習。藉由他組的提問，找出執行計畫上盲點或缺失，
期望能更加完善計畫，並增加其多元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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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實際執行狀況

計畫實際概況敘述
工作坊原訂時程為兩點開始，但由於肯亞人的時間觀念，經常拖延至快三點才開始，
所幸在安排上有預留一小時作為緩衝，因此沒有造成太大影響。

原先預設參與者為 Secondary School的學生，因此整體工作坊課程皆以學生的角度
進行設計，直自執行工作坊的前一日才確切得知實際對象為大學生。因此，小組認
為原先大富翁及個案介紹的方向不太適用，臨時調整介紹形式以及討論的問題，試
圖將世界窗的案例以往後短、中、長期的進行分類，依次介紹並進行問題探討，但
由於案例過多又不夠深入，導致討論的效果不彰。另外，原以為年紀於各組別的分
佈會對討論造成影響，但卻意外得到更全面的見解。

參與者在討論時大多熱絡，提出了諸多社區的問題，打破我們對於這個城鎮的想像，
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多數參與者看見社區需求後，往往會被限縮於現實的做法，
且多是他人能夠怎麼做，而不是自身能產生什麼力量。此點也是桌長在引導時的一
大難題。由於年紀關係，參加者多具備分析問題的能力，因此，工作坊最終的導向
較偏重與當地人交流，這也確實使得肯團在 Wamba當地多一份瞭解，打開前所未有
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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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際流程

7/19 7/20

時間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13:50~14:10 進場 13:50~14:10 進場

第一堂課 第四堂課

14:10~14:20 破冰 14:10~14:15 Review

14:20~14:25 開場 14:15~14:35 社區許願池

14:25~14:35 肯團簡介 14:35~14:45 示範分類問題

14:35~14:45 領隊致詞 14:45~15:00 分類問題

14:45~14:55 短期個案介紹 15:00~15:10 休息

14:55~15:05 短期個案討論 第五堂課

15:05~15:10 休息 15:10~15:20 示範分析問題

第二堂課 15:20~15:50 分析問題

15:10~15:25

15:25~15:35

中期個案介紹

中期個案討論

15:50~16:00

16:00~16:10

各組總結

休息

15:35~15:55 長期個案介紹 第六堂課

15:55~16:10 長期個案討論 16:10~17:00 分享

16:10~16:20 休息 17:00~17:05 總結

第三堂課 17:05~17:10 頒發證書

16:20~16:30 社區的定義

16:30~16:50 畫出社區現況

16:50~17:00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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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檢討

計畫檢討
目的
預設
1.以 Consolata House的教徒為受眾
2.舉辦社區創新工作坊以更了解 Wamba社區
3.分享台灣社區的現況，讓 Wamba更認識我們
4.透過當地參與者看見社區、學校的需求
5.讓參與者分析社區問題
6.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7.把工作坊辦完（百分百解決）
檢討
1. Sally：參與者有看到社區需求，但沒有改變現況的行動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 Emily：參與者已經習慣 Wamba這樣的生活，沒有特別想要改變的動機。
3. Jason：可能是因為引導方式的關係，參與者提出的解方都是「別人（政府）」要
怎麼做，而不是自身可以做什麼改變。
4. Julia：參與者不需要我們也可以知道問題，工作坊是對我們有幫助，但對參與者沒
什麼影響，只是來交朋友。我們想做的太多。
5. Jessica：受眾問題，工作坊想和參與者分享如何找出、分析問題，但參與者都是高
材生，已具有這樣的技能。
6. Sam：引導方式用各領域（食衣住行）想問題，提出蠻多想法，但較難接受天馬星
空的想法。
籌備
檢討
1. 聯絡人要早點聯絡，其實資訊清晰後我們密集準備一個月，練習一個月就足夠了（4
月籌備、5月練習、到當地在視情況調整）
2.在一切還沒有確定前太早開始準備，所以我們也一直抓不太到方向，只好針對小
細節（社區是什麼？）糾葛。
3.聯絡人要盡可能問清楚社區細節，例如 Wamba是否是社區？
4.可以做一個線上表單，預先調查參與者性別、年齡、學歷、工作、村莊、得知報名
資訊的管道。
5.個案原定 3月要提出來，但那時大家在忙海運，後來到 5月才確定。
6.每個人都要更了解個案。（和受眾有關）
7.要加強了解兩組工作坊的資訊交流，今年會有別組搞不清楚狀況的情形，希望大家
在例會練習、跑流時更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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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第一二堂課：個案介紹
個案應該刪減，並各別加深加廣。
精簡好個案，報告完就進行個案的問題討論。
短中長期的個案介紹效果不好，可以拿掉。
第三堂課：社區的定義、畫圖
反映蠻熱烈的，大家樂於把他們的社區介紹給我們。
從小地方著手（例：垃圾亂丟），再去延伸。
第四堂課：社區許願池、分類問題
許願和問題沒有界定清楚，可以直接點出問題就好。
許願是可行的，但是要看如何引導。
設計思考的規則可以再解釋清楚（例：接受所有的想法）
重要還好不重要的分法，幫助我們了解問題對於社區的輕重緩急。
第五堂課：分析問題
短中長期的分類可以再更清楚。
引導他們想一些自己可以做的解決之道。
多一些天馬行空的解方？
第六堂課：分享
報告完回饋很重要，派一個聽得懂、英文好的來回饋。
工作坊心得分享很重要，可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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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成果與評價

總體來說，工作坊的目的至少有達到 50％，使得肯團對於 Wamba地區的問題更加
了解，且也看見社區自身的培力。在分析、提出解方的課堂並沒有達到很高的成效，
因為提出的皆是參與者已知的問題，解方也都侷限在無能為力的現況。另外，在籌
備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團隊對於 Wamba社區的想像有落差，原以為 Wamba是村
落，所以將之定義為一個社區，討論也圍繞在如何引導參與者針對 Wamba社區進行
分析，但其實 Wamba是 town，裡面有 13個 villages，我們的參與者來自各個村落，
各村落（社區）間差異頗大。而且這次接觸到的參與者多為 Wamba Town的菁英階
級，Consolata House本身教徒社經地位普遍感覺較好，以致我們從他們口中認識的
Wamba並未能完整呈現其他階層的生活樣貌。我們認為若能事前多多了解社區，在
整體籌備上會更具效率及效果。



117

 |未來建議與改進

明年建議
工作坊內容
1.針對今年蒐集到的問題（例如：水資源不足、毒品、貨運、溝壑、Sec.輟學問題）
再深入了解。
2.拉長田野調查的時間，以作為有可能的子計畫。
工作坊形式
1.找當地 NGO社區專家來演講，能提供較貼近他們社會脈絡的解方。
走進社區田野調查。
其他
1.聯絡人很重要。
2.在事前盡量蒐集 Wamba社區資訊。
3.定期舉辦工作坊，培力年輕人的社區意識和行動力。
4.辦肯二團，專門在 Wamba做一個月的深度田野調查，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總評估
如果明年肯團依舊要辦工作坊，建議要審慎評估。因為如果要深入了解Wamba社區，
舉辦田野調查的工作坊，勢必需要更大量的專業與時間準備；肯團的宗旨是 ICT教育，
若想兩者兼具極有可能會降低 ICT教育的服務品質，做我們做的到的事。
領隊回饋
針對受眾問題，有兩種解方：
1.受眾是 Sec.的學生，Sec.的學生看到的問題，應和大學生觀察到的社會問題不同，
可能會是學校沒有午餐、路不平的問題，試圖提出可以執行的子計畫。
3.受眾一樣，可以舉辦以十萬元為限的創新競賽，提出可行的解方，畢竟這群人本
身就很有想法。或介紹 ICT教育，擬訪綱詢問他們可以怎麼做。



2 當地計畫執行

118

其他參訪

Consolata Hospital

撰文者：林彤恩

來到 Wamba的第三天，我們參觀了 Wamba地區的醫院，這是一家私立醫院，是附
近最大的醫院，也是 Wamba地區第二大，一進入醫院就能發現 Wamba醫院與台灣
醫院有非常大的不同，相較於臺灣醫院多為較封閉的高樓建築，這間醫院的建築·本
體為開放式的一層樓建築，病房一走出去就是戶外，病人可以直接呼吸到新鮮空氣，
可能也因為空氣較為流通，醫院內沒有刺鼻的藥水或消毒水味，而少了一點醫院的冰
冷及死氣沈沈。

護理長首先帶著我們到加護病房，令我驚訝的，我們在毫無防護裝備的狀況下就被允
許進入，加護病房應該是需要被隔離並受到嚴密保護的，但我們卻如此輕易的就進入，
病房內僅是玻璃櫥窗間隔著病人與外界，病房內的一切一覽無遺，裡面大多住著重症
病童，我們小心翼翼的經過，深怕會影響到休息的病患，病房內也沒有急救鈴的裝置，
感覺肯亞對病人隱私的保護及一些基礎設施仍十分不足。

接著我們到了他們的藥房，藥房內的藥品都陳列的非常整齊，護理長說藥房裡的藥品
都是醫院裡的藥師自己製造的，我覺得非常特別。肯亞有 40％的人有健保，有健保
者可以不需要付藥品費，雖然保障不錯，但比起台灣幾乎全民都有健保，肯亞有健保
的人仍屬於少數。醫院內也設有廚房專門為病患們準備食物。醫院內還設有一間復健
室，裡面的復健設施都還算齊全。另外院內也設有急診室，是 24小時開放的。走到
這我們也注意到這家醫院雖然是附近最大的醫院，也算是設備齊全但是來看診的病患
卻很少，經過詢問下才知道原因是因為 Wamba地區的交通本來就不方便，另外由於
這是一家私立醫院，因此比起公立醫院醫藥費相對較高，使許多居民無法負擔。

我們還參觀了產房，這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雖然內部設備看起來都蠻齊全的，
但就是給人一種冰冷的恐懼感，護理長說大部份的肯亞婦女都是請產婆自己在家裡生
產，醫院內總共只有五位醫生，兩位外科醫生和三位內科醫生，想到這兩位外科醫生
必須負責醫院內所有大大小小的所有手術，就覺得這家醫院的硬體和軟體設施都仍然
十分缺乏。醫院內沒有專門的牙科及眼科，一年只有兩個月會有來自紅十字會的醫生
前往幫忙。接著我們參觀了放射治療室，裡面的 X光機是非常舊式的那種，要曬太陽
才能顯影。最後我們來到了掛號及領藥室，看到醫院還有提供民眾取水的服務，民眾
可以到醫院買水，還蠻特別的。

整體而言，這家醫院該有的設備是都有，但是相對現今醫療的進步，肯亞在醫療上仍
是相對落後的，設備也明顯都較為老舊，我覺得肯亞在醫療上仍然只能滿足最低的需
求，民眾們醫藥衛生的觀念可能也都還有些不足，醫院與民眾的距離還是太過遙遠，
醫療資源也不夠普及，以致於醫院無法提供一些緊急的醫療協助，參觀完這家醫院我
認為肯亞的醫療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不管是政府或國際上的援助，我認為都還有
很多地方可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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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訪

石頭山

撰文者：林立玄

時間彷彿還停留在黃沙漫飛之中，我們搭著 matatu，在顛頗的沙石路上搖晃著，前
進著……Wamba地區的雨量不豐，乾燥的天氣使草木難以生長，道路的兩旁總是稀
疏的灌木，所有的建物都蓋在黃沙之上，不遠處更有童山濯濯的石頭山於平坦的莽原
上不時屹立著。

我們選擇了一座難度較高的石頭山攀登，顧名思義，整座山一個大岩塊，沒有任何的
步道，所有的登頂路線需要自己開闢出來。縱然陡峭，但放低重心還是能沿著岩壁徐
徐而上。有些四肢發達的夥伴沒兩三下就跳上了山頂，像隻活蹦亂跳的猴子；也有些
不常運動的夥伴不斷在後頭摸索前進的道路，有時還需要別人攙扶一把，像隻笨重的
老牛。

上到山巔後，每個人都被殊異的景觀震懾不已，地理課本上的熱帶莽原在眼前無限延
展，像一張不真實的明信片，稀疏的灌木間更有野生動物群在流動，肥碩的羊群整齊
一致的向西移動，靈活的猴群爭先恐後的向東跳躍，沒有任何人領導，大自然的生物
群卻能井然有序地在大地上游動。我們呀然張口，那是對於宇宙生命的感動。山頭是
一塊巨岩，爬上岩石，地平面上的萬物一覽無遺，直到落入地球的邊陲。曾經好幾次
幻想自己能佇立在山峰上，任由山風從四面吹拂，飄逸著頭髮，閉上雙眸，張開雙臂，
感受高居臨下的氛圍，如今成了現實。宇宙中，我就像一粒黃沙般渺小，腳底踩著的
是我最初想像的非洲，疏林，莽原，羊群，斜陽，這回我在想像中融入了自己，成為
景色的一部分，遺世而獨立。

聽一個名叫 Carlos的當地人說，他每個周末幾乎都會來爬石頭山，這邊有很多座，每
座都要自己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而在浩瀚的世界中，我們盡其所能的貢獻自己，
也是屬於我們的路，縱然崎嶇，但一張張回以的笑容，就讓人不覺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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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校

Bishop Abiero Girls Secondary

 |學校簡介

地址
P. O. Box 42- 40131, Paw Akuche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學校為 2007年創立的女子住宿公立學校，學生全數住校，老師則住在鄰近地區，每
天上下班，只有校長女士以及一位女舍監 (Matron)會住校來照顧學生們。和學校旁
邊有 Abiero Primary School，不過只是因為兩校相鄰才有一樣的名字，每週日學生會
到 Abiero Primary裡的教堂作彌撒。2018年學生 KCSE的平均為 4.5分 (C-)。

學生概況
學生人數 407人，每個年級有兩個班，分別是 P(Pacesetter) 與 H(Hero) 班。

Form 1：120人

Form 2：100人

Form 3：100人

Form 4：87人

教師概況
老師人數 25人，13人為政府派任 (TSC)，12人為學校董事會 (BOM)聘任。有兩位
老師 (非專任電腦老師 )負責電腦相關事務，分別是 Hezron與 George。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校內有 2間宿舍，其中有一間宿舍是暫時的，之後有新完工的宿舍會將裡面的學生
遷過去。學校目前有 3座水塔、一台發電機，還有雨水蒐集系統，學校也會向附近
的學校 Magwar Model Secondary School買水。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Mrs. Rose Akinyi 

Adhanja
(+254) 728 589 491 roseadhanja58@gmail.com

電腦教室負責人 George Odero Adika (+254) 725823980 jojiadika2007@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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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執行概況

計畫執行整體狀況
學校在團隊抵達前已將電腦教室的基礎建設做好，比較挑戰的是電腦教室的大小比
想像中小了一些，因此上起課來有些擁擠。因為一班學生人數比較多的關係，所以
上課多半要兩名學生共用一台電腦，上課時練習時間也要調整的更長一些。這次來
到學校因為學生期末考已經結束，因此白天整天都可以上課，我們教授了 Form 1到
Form 3的學生，Form 4的學生因為要準備 KCSE所以學校希望他們可以專心念書，
所以並沒有給 Form 4的學生上課。團隊於學校服務 5天，共上 37堂學生課、4堂老
師課以及兩天下午的種子教師課程。

學生課程概況
學生起始電腦程度：
學校原先並沒有電腦課，因此學生對電腦的認知都是從零開始。

學生課程規劃：
學生課程包含 Computer and I, Typing and Keyboard, Word, PowerPoint, Excel, 
Raspberry Pi, Scratch

學生學習概況：
Abiero 的學生乖巧認真，回答問題十分踴躍，上課還會抄筆記。但學生大多比較害
羞，有些人會因為怕出錯而不敢練習，助教必須適時給予鼓勵與引導。這間學校一
班的人數較多，約五十到六十人，需要兩個人共用一台電腦，因此教課的進度需要
放慢。學生幾乎都是第一次碰電腦，對於各種操作比較不熟悉，為了因應這個情況，
團員在這間學校調整教學方式，變成老師講一個步驟，學生跟著做一步，效果好很
多，像是學生在操作滑鼠遇到困難的時候，如果助教直接拿一個滑鼠到學生旁邊示
範，效果比在台上用講的好，在調整教學方式後，學生在練習時間都能做出成果來，
也獲得比較多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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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程概況
老師起始電腦程度：
老師們只有大學時期有上過電腦的通識課程，因此只有非常基本的電腦能力。

老師課程規劃：
在學校我們上了 Excel, PowerPoint, Raspberry Pi以及 Computer Maintenance 。

老師學習概況：
在學校服務期間的老師課參與率不是很穩定，主要是因為服務期間剛好是學校幫學
生計算總成績的時候，因此老師有時抽不開身有事情要忙。其中對於 PowerPoint老
們特別有興趣，幾乎全體教職員都有來上課。老師們對於能夠幫助他們行政作業及
教學的課程特別的基及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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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教師課程概況
種子教師起始電腦程度：
學校負責電腦的兩位老師 George與 Hezron也只有上過大學電腦通識課程的程度，
因此對於電腦維修也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種子教師課程規劃：
種子教師課程包含電腦硬體檢修技能培養、電腦維護套裝工具 Hiren’s BootCD分享、
電腦基本必備軟體安裝教學以及 Raspberry Pi的應用教學。

種子教師學習概況：
上種子教師課程時，除了負責電腦事務的兩位老師還有三至四名老師對於電腦也很
有興趣，因此有一起上，兩天的課程都有完整上完，老師們對於拆裝以及深入了解
電腦硬體結構都有非常正面的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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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表

Date/

Time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1
8:00-

9:00
C&I

Opening

Word

No Class

PI Excel

2
9:00-

10:00
Typing Excel PPT PI

3
10:00-

11:00
Excel PPT Maintenance PPT PI

4
11:00-

12:00
C&I Word PPT PI

5
12:00-

13:00
Typing PPT PI Excel

Lunch Lunch Lunch

6
14:00-

15:00
C&I Word PI PI

7
15:00-

16:00
Typing Word Excel Excel Excel

8
16:00-

17:00
C&I C&I Word Word

9
17:00-

18:00
Typing Typing PPT PPT

Supper Supper

10
19:00-

20:00
C&I Scratch Scratch

11
20:00-

21:00
Typing

Teacher Form 1P Form 1H Form2P Form2H Form3P For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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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設施資源

基本設備
學校原先並沒有電腦教室，團隊抵達前才架設好基礎建設。現在電腦教室共有 15個
插孔，電力方面在停電時可以用發電機來緊急供電，團隊服務期間遇過一次停電，
學校馬上用發電機來供應電，不過發電機的供電對於整個電腦教室的需求並不足夠，
並不能所有電腦同時開啟。

服務結束團隊捐贈學校 38台桌電、15台筆電、一台投影機、一台 Raspberry Pi、電
腦相關耗材、40本學生課本以及 10本老師課本。

團隊提供設備
1.桌電 38組
2.筆電 15台
3.投影機 1台
4.學生課本 40本、老師課本 10本
5.樹莓派 1 組
6.電腦相關耗材

 |文化課程與交流概況

因為課表很滿的緣故，我們將文化交流的部分與學校的開幕式合併。在開幕式中我
們介紹了台灣的基本知識如地理、宗教、食物、節慶以及天然災害，除此之外我們
也表演團歌以及舞蹈，學生們對於舞蹈都非常喜歡，在我們跳舞時都有很大的迴響。
學校節目方面，學校一開始準備了喜劇相聲，非常的新鮮與有趣，之後是當地傳統
的舞蹈，舞蹈中還有穿插學生模仿驢子叫的聲音，很特別，學校還讓我們體驗種樹
行程，說是當地文化中當有重要客人來訪時，會種樹來紀念這個事件。有一次因為
停電的關係將電腦課改成文化課程，我們唱歌跟學生交流。
還有很大一部分的文化交流是在學生下課後與團隊的互動，我們會交換彼此國家的
資訊，學生有時也會邀請我們與他們一同跳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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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態度與未來規劃

團隊一開始與學校主事人員一同開會，會議中介紹團隊以及討論接下來團隊在服
務期間的課表等，學校參加人員有校長、董事會正副董事長、家長會長以及負責
電腦事務的老師 (Hezron)。學校在計畫開始的第二天舉行了盛大的開幕式，有邀請
Kisumu區的教育局官員到來致詞，其中有肯定團隊的計畫，並且有提到政府對於資
訊教育的看法，以及說會幫學校找一名專任的電腦老師。整體來說學校對於我們的
到來及計畫十分積極。

學校表示專任的政府派任電腦老師正在申請中，而下學年度開始電腦課將會納入課
表，新進的 Form 1學生就會用新的課表來上課 (有電腦課 )。而在課表有正式電腦
課前，學校也承諾會規畫一般電腦課來培養學生的電腦能力。學校希望將來能夠增
加區域網路來連接電腦與印表機來增進行政效率。

 |團隊檢討

這次在 Abiero的計畫整體來說還算順利，唯有一開始建電腦教室時沒有意料到電腦
教室的大小不太足夠，雖然事先有拿到電腦教室照片，但是照片對於空間的大小呈
現並不具體，建議明年團隊可以在聯絡時可以直接詢問學校電腦教室的實際大小 (幾
公尺乘幾公尺 )，對於團隊事先規畫電腦教室空間配置會有很大的幫助。此外校方自
行訂做的電腦桌其實對於上電腦課來說並不適合，因為過高的擋板會擋住視線且會
限制空間靈活的應用，也建議之後團隊可以直接請學校用一般長桌搭配板凳以利上
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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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學校的期待與建議

今年服務前學校尚未有專任的電腦老師及電腦課，而學校在最後的會議中有提到明
年會聘專任的電腦老師，且電腦課也會納入課綱之中，在課綱實行前也會讓全校學
生學習基礎電腦技能，期許學校能一一實行。

目前對學校的建議如下：

1.建議學校換成比較小且平面的桌子以利學生互相分享空間，或是換到更大間的電
腦教室。
2.將桌椅改成長板凳。
3.每個桌子都有獨立的插頭。
4.加裝投影幕以利投影。
5.安裝最新的防毒軟體。
6.定期檢修電腦。
7.規劃電腦教室開放時間給全校師生自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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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校回訪

St. Mary’s Nyamarimba  Girls’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185, Pap Onditi 40111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本校為公立住宿女校，但並非全住宿，有些學生如果住在附近是可以回家的；
財政來源依舊主要為政府所補助的學生學費及家長所交之午餐費、少數學生有獲得
獎學金或是接受 CDF的補助（獎學金一學期 3000ksh/人），但這項額外的補助因為
較不固定，所以對學校來說無太大的助益。
對於學校來說僅有家長繳納的費用是不夠的，政府除了固定給學費，雖會有另外的
補給，但是只補給特定項目，因此運用範圍有限，有許多校園內急需改善的地方是
沒有資金可以使用的。
註 :今年肯亞政府開始實施公立中學免學費的制度，也就是全部的肯亞 Primary畢業
生都可享有免學費進入公立中學的福利，只需要繳納午餐費與雜費便可，而政府則
會補助給學校學生學費的部分。此制度大幅增加學生的升學率，降低父母的經濟負
擔，但對公立學校來說可能形成一種壓力，無法用成績或是其他條件限制來招收入
學的學生，同時入學學生也會增加，學校可能要想辦募集更多的資源來供給師生的
需求。

職員概況
共有 19位老師，其中 4位為實習老師，9位為政府聘用，其餘 6位為學校董事會聘用。
校方於今年 2月起有一位由政府派任的電腦老師，合約為五年，但其主要教授科目
為數學及商業課程，電腦科目應該適應學校要求而加入的，該老師畢業於 College，
雙主修 IT及教育，自稱懂電腦維修，但經過勘察電腦教室的實行狀況，覺得該名教
師可能只懂連接電腦各個零件，把電腦螢幕主機連接接起來時期運行，汰換主機內
零件應該是沒辦法的。

日期：2019/07/31
訪問者：吳欣芳、蘇丹瑀、黃士倫
紀錄者：呂佳惠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Monica Anindo (+254) 710312049 mornie51@gmail.com

電腦老師 Vincent O Odhiambo (+254) 726590845 vinnotien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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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概況
共 322位學生，只有 Form3一班，其餘皆分 East、West兩班。193位學生住校，剩
餘 129位學生則每日通勤，80%的住宿生皆來自於 Kisumu，其餘則為 Nairobi最遠
的學生來自 Mombasa。去年度 KCSE平均分數 2.9 D，有一人上大學主修教育。
註：C+是可以上大學的底線，但該校的成績不斷下降，與新訪報告中提及的 2016
年 6.2與 2017年的 3.5有大幅下滑的趨勢。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教室數量維持七間，有一間實驗室供各科共用，依舊沒有建置圖書館，但有儲書室。
飲食方面，供應住宿學生四餐，分別是早、早茶、午、晚餐，通勤學生則為兩餐，
早茶與午餐。
水源問題與 2018年服務時相同，沒有改善，校內雖有自己的水塔（約九個，大小不
等），但多數時候都是缺水狀態，因此學校會向外買水，該地區地處乾燥也不易取
得地下水，社區主要使用的都是河流水資源。
註：有團員提及，在校園中水塔數量頗多但都未能裝滿，可能是因為該地本身便十
分乾燥，即使加裝水塔也無法改善缺水問題
校內有三棟宿舍供學生住宿。有一棟宿舍建於傾斜的坡面，底層地基已有掏空的跡
象，相當不安全，進到內部面也有些微傾斜，但仍有許多住在裏頭。另外，有一棟
宿舍的是本體是 Hall(活動集會場地 )，但因宿舍不夠，所以作為宿舍使用，校內有
活動時，會將床架等搬出，因此，宿舍裡面也有講台，床架架設於此之上。
回訪時，團員有看到第四間建造中的宿舍架構，去年便有此建設，只有地基但未有
建築物，校長表示，此宿舍原為四年前的建設，但因為經費不足，所以被迫停止，
校長表示未來將試圖籌措經費繼續興建。至於校車，校長表示與去年一樣仍未購入。
但學校相對於去年興建了不少間廁所，校長表示這對女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建設，
校園內也星兼了一個可以容納大約八個隔間的廁所，已有隔間但未安裝設施，該建
築是由社區富有的居民所贊助。

過去服務內容
此任校長於該校服務兩年，於 2018年 5月到任，因此去年團隊服務時，校長剛到任，
相對不太熟悉校內事務；今年回訪時，可看出校長對於校況的掌握度有提高。團隊
於 2018年在此建立電腦教室，執行五天的資訊教育計畫，並捐贈 38台桌電、15台
筆電、1台投影機及 1台樹莓派。

水塔行政大樓秘書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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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計畫實行成效

電腦教室環境
原先 18年團隊建立的電腦教室相較於現在的空間大很多，18年的時候學校是因為
為了電腦教室才特別興建該棟建築物，但今年因為校方改變了原先空間的用途，增
加了會計室，並把原線後方的隔間變成校長與副校長室，導致空間幾乎少了一半，
且因此空間所容納的插頭減少。一件去的時候發現所有的電腦都用綠布蓋住，且因
空間縮小，校方自行調整了線路及電腦的擺放方式造成插座過載（現為 7個插座 14
個孔，有 3個孔沒使用），線路相對零亂，因為空間變小，要容納下大約五十個人
的班級人數可能十分擁擠。
但電腦教室建置與校長室在同意空間內有助於維持電腦教室的安全。
去年的合約中有註明校方應增加插座數量並建置 11個 UPS，在去年簽約時校長表示
願意全力配合，但今年並未達成，詢問校長後，她表示學校先將經費挪為他用，是
較為日常且緊急的需求，所以皆未完成。電力狀況相較於去年服務時幾乎每天都斷
電的情況改善許多，據校長說法，目前電力為 Kenya Power提供，斷電情形為兩週一
次。

電腦狀況與維修
目前教室內共有 38台電腦全數由團隊捐贈，其中兩台沒有調電壓而毀壞，應該是
18年的團隊請學校丟棄的，但至今許多 18年留下的紙箱仍被棄置於教室後方。同
時教室後方也被堆了許多不明紙箱，環境整潔需再加強。
有四台電腦缺少滑鼠，一台 RAM損壞、一台電供損壞、一台主機沒調電壓、一台
VGA沒接好 。目前 19年團隊已將全數有所損壞的電腦維修完畢，且將滑鼠補齊。
今年團隊在去舊訪之前有收到該校所提供的電腦使用報告，在該服務報告中校長表
示並沒有任何電腦損壞，但團隊評估該校於去年服務期間電力十分不穩定，以防校
長回報錯誤，去回訪前有先準備了一台主機、一個螢幕、一個滑鼠、2個 VGA、3條
電源線、1條台灣延長線、3個硬碟及 2個電供，後來運用這些材料為修好損壞的電
腦，便把剩下的材料一併給了學校，希望以後電腦損壞電腦老師可以自行維修。
筆電的部分，學校分發下去給各個老師使用，有老師反映有兩台壞掉，有拿其中一
台來給團員檢修，但是因為為開機鍵凹陷，團員也無法解決。有向學校老師說明筆
電是無法拆開維修的。

電腦使用情形
從今年二月開始，學校有一位由政府聘用的老師，但老師的主科應是數學與商業，
該老師說明 Form1的電腦課為必修，每班一週三堂課，課程內容主要是電腦的基本
介紹，也會有實際操作的部分。Form2~4則是作為四個選修中的一項，分別是歷史、
農業、商業及電腦，F2和 F4皆為 East和 West兩班合上，一週兩堂課（團隊認為這
比較像是電腦老師個人的未來教學規畫，老師到任學校是二月，但是五月才開始正
式上電腦課。）。校長的說法是 F2~F4現在還是有電腦課，教他們基礎的 Microsoft
軟體，因為目前二到四年級的學生在他們還是 F1時還沒有電腦課，所以即使電腦不
是正式課程之一，在正式課程後，會安排 5-6點的時候讓學生上課 (電腦老師說這是
他自願性的教學 )，希望他們畢業後還是能擁有基礎能力。
剛進電腦教室時，主機及螢幕皆由布蓋住。電腦老師表示電腦每天都有開啟使用，
但根據團員調出的電腦使用記錄，唯 11月份密集使用，直至 1/19再度開啟，6月份
零散地開，7/30開啟確認電腦損壞情形。另外他表示不知道樹莓派的存在，校長說
樹莓派還好好保存在學校裡只是都沒有用到。筆電主要供給每個老師使用，投影機
校長則是肯定其使用狀況，表示老師會在課堂有需求的時候使用，平常都是放在辦
公室，另外團員於訪查時也有觀察到 Lab裡有投影幕投影幕。
問到是否有提供校外單位來使用學校電腦的部分，校長的回答比較像是其他單位沒
有特別要求，所以也沒特別讓誰來使用，但有提供影印機給其他學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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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訪問者總體評價

整體看來，該校使用電腦的狀況非常不良，雖然校長態度很好，但感覺底下的人搞
不太清楚狀況，針對電腦教室校長也並未掌握確切狀況，電腦老師的說法前後不一
致。
團隊進電腦教室時，電腦都是被布覆蓋著，18壞掉請學校丟棄的廢棄電腦都還在，
教室後方放了一堆紙箱，影響最後一排的座位，某張桌上散落著轉接頭與電源線，
電腦教室後方像是儲藏室的功能。檢查電腦之後，發現上屆的素材包還在，且 18的
電腦課本也放置在儲書室，但在電腦使用報告上，學校表始有使用這些課本當成教
材。
此外，校長雖有提供學生的電腦課筆記及考卷給我們看，但內容主要都偏重於理論，
團員表示如果沒有實作，不太知道電腦課的意義何在。而這個部分也被校長拿來解
釋為甚麼明明有電腦老師了，但是電腦仍然沒有被實際應用―現在老師主要先上理
論為主。
整體看來，團隊樂見學校有畢業於 IT相關科系的老師，但校方並沒有妥善利用電腦
資源，像是 VGA沒接好如此簡單的問題沒有解決，卻以為電腦壞掉，且去年簽訂的
合約內容也沒有完成，甚至更改空間的使用分配，以致插座數量過載。
而電腦老師的狀況也是團對於未來較為擔心的問題，除了，電腦開啟的狀況也不盡
理想，七月份開啟的時間甚至是團隊前去的前一天，電腦老師看起來沒什麼意願去
解決電腦問題，團隊在修理損壞的電腦時，老師並無主動參與的感覺，可能沒有覺
得電腦教室是為自己的責任。
且在團隊檢修電腦的同時，校方也把食物和飲料端進電腦教室給團員食用，可看出
學校對於電腦教育的意識可能還不夠強烈。

團隊認為此校確實有比電腦教室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先被解決，例如宿舍地基不穩、
水資源不足等都是更迫切的挑戰，校長的態度滿好的，但底下的人有點搞不清楚狀
況，對於團隊的資源總是覺得理所當然，要求團隊給予更多的電腦，至於電腦老師
感覺新官上任三把火，急於在校長面前求表現，在校長面前的說詞與跟團員所說的
不太一樣，閃爍不定。
追本溯源來說，不太能理解 18年為何會選擇在此間學校服務，領隊於離開之前，有
私下與校長討論，說明我們有看見電腦使用紀錄，使用狀況可能須備提高，且插座
是最須備改善的問題，校長承諾今年政府經費下來會立馬增設三個插座，且從下學
期開始會有電腦課。以後團隊在 Kisumu服務時，若有開設種子教師課程，能夠邀請
電腦老師來參加，未來團隊需密切追蹤該校的情況，確認電腦使用情形。

宿舍外觀 多功能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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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校訪查

Bishop Okumu Secondary School

日期 : 2019/7/31
訪問者 : 葉映榆
紀錄者 : 林彤恩

 |學校簡介

地址
P. O. Box 1 Oboch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公立日間混校。

職員概況
全校 14位老師 (2位學校聘任、8位政府聘任、4位實習老師 )；學校有兩位電腦老師 (大
學時上過 IT課程但非專職 )，學校目前正在向董事會申請專任電腦老師。

學生概況
Form1：25 人
Form2：28 人
Form3：31 人
Form4：47 人 (每年級各一班 )
去年 KCSE平均：D，去年 1人上大學主修商業，2017年 1人大學主修電腦。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Justus Jaran Odvor (+254) 721451883 justusodvor72@yahoo.com

電腦老師
Alphonce Otiende 

Siguda
(+254) 726877893 siguda200h@gmail.com

老師 Otieno Wilson (+254) 711746339 otiwilson206@gmail.com

老師 Annord Mireri (+254) 717734309 annozwa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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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學校總共有四間教室 (包含一間電腦教室和一間實驗室 )，目前正在蓋圖書館及宿舍
提供一蠍女學生住宿，學校一天供應 2餐分別為早茶和午餐。學校水源主要來自水管，
有水塔和屋頂集水器但有時供水會不足。學校有Wifi但無 Internet(無法與外界聯結 )，
另外學校因電線杆的接地壞掉，因此無法分散電流脈衝而有時會導致突波的發生。

過去服務內容
此校為 2016年團隊的服務學校，總共捐贈 18台桌電與 20台螢幕，2018年團隊於
此校建立區域網路，並增加 20台桌電與 25台螢幕。

 |資訊教育計畫實行成效

電腦教室環境
採光和空間皆足夠，燈光為黃光，電腦教室有一台迷你投影機 (大概跟硬碟一樣大，
因此 VGA線比較特別，也可以用 HDMI線連結 )為 2016年團隊捐贈，會做為其他教
學用途，但 VGA線壞掉了所以目前沒在使用。學校自己買了 3個 UPS不斷電系統。

電腦狀況與維修
因為三次 power serge(2016,2018,2019)，導致電供大量毀損，只有第一排可以正常
使用並連上廣播系統；第二排只有一台 WinXP主機可以正常使用（但沒在使用）還
有兩台螢幕可以連上廣播系統：第三排主機電供都被拆下來了，桌上也沒有滑鼠。
總之，只剩下 14台主機可以正常使用，15台螢幕可以連上廣播系統。老師上課時
都要將供老師使用或校長使用的電腦螢幕拆下並裝到第二排給學生連接廣播系統。

電腦使用情形
學校電腦使用頻率高，每兩到三天就會使用一次，但目前無專職電腦老師，只有兩
位大學時上過 IT課程的老師負責電腦課。每年級一周一節電腦課，因學校無專職電
腦老師因此學生無法參加 KCSE電腦科考試，電腦課不是為了 KCSE考試，課程包括
電腦基礎使用如 Word，PPT，Typing，Internet，學校一個月會開放一次電腦教室給
社區使用。

 |  子計畫執行成效

老師會使用區網做為教學使用，但由於部分電腦狀況不佳因此無法發揮最大的功效，
但學校有提到未來規劃在學校增設網路並希望培養全校老師運用廣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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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訪問者總體評價

學校的電腦教室環境不錯，空間夠大光線也充足，硬體設備都蠻完善的，校方對 ICT
很有想法，也很有心想推行 ICT，學校對於過去團隊所捐贈的電腦及廣播系統使用情
形也都很良好，但學校常遭遇到的強大電流是導致部分電腦的損壞原因，且學校因
無專職電腦老師而使學生無法參加 KCSE的電腦科考試，電力問題及無專職電腦老師
應是此校的當務之急，建議之後團隊如有機會再訪應先解決。

電腦教室 投影機

廣播系統 壞掉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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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St. Austin’s Kingandole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15, Bumaza, Kenya, 50404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這間是公立的 Day School混校，成立於 2002年。學校的大門很氣派，會讓人誤以為
是間私立學校（貝絲表示學校的董事會一定很厲害），進入校園後的第一印象是乾淨、
整潔和氣派，教室整齊有規劃的排列再校園中。學校周圍被 maize田圍繞，但那其
實是鄰居的農田，在校園中還有一兩隻牛和幾隻雞在閒逛。目前學校沒有電腦教室、
電腦老師和電腦課。
學生的制服是鵝黃色（景美黃），蠻好看的。
去年 KCSE的平均成績是 C-（蠻好的），有 10個人讀 university，大部分就讀醫
學、科學和工程相關科系；其他學生則大多進入 college就讀。副校長說學生普遍對
humanity和 swahili等人文社會學科較感興趣，但是成績好的學生通常擅長自然科學，
並有志到大學繼續深造。
副校長說學校的記者社團是全 county最強。
行政大樓一進入門口的左手邊牆上，放了一個校內每年度 KCSE最高分的英雄榜單，
值得一提的是，榜上全都是男生，學生會長聲女學生要多加油。
學校的財政狀況是有遇到挑戰的，主要是因為政府經費少又常常很慢才下來，再加
上學生家長常常負擔不起學費，學校對於應變措施正在想辦法。CDF有資助學校，而
經費來源來自政府的組織，校內的實驗就是由此補助建設的。

日期：2019/7/26
訪問者：吳欣芳、蘇丹瑀
紀錄者：蘇丹瑀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Constantine N. 

Wanyonyi
(+254) 714184156

constantinenyongesa@gmail.

com

副校長 Yourniala Oguba (+254) 710665831 yourninaba @yahoo.com

家長會會長 Bernard O. Mwale (+254) 720412967
mwalebernard@yahoo.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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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概況
校長今年剛上任（不知道上任幾個月），有 36位老師（14位由政府派任、16由董
事會聘任、6位是實習老師），16位行政員工。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行政大樓在進入校園後的右手邊，裡面正在加蓋很像櫃檯的設施（施工聲音很吵，
開會的時候副校長還一直去請工人緩點在施工）。
教室總共有 14間，另外還有 2間實驗室，是給物理、生物和化學課使用的。沒有圖
書館但有一間 book store。
校內有 1間廚房（我覺得能供餐給 800多人很厲害），一天提供學生早餐（7點）、
早茶和午餐共三餐，會特別提供住宿聲晚餐。
雖然是 Day school，但考量住在偏遠地區的女學生的安危，學校有提供女學生住宿，
目前住了 40人。而現階段沒有老師宿舍，考量住宿學生的安全和預防緊急事件，未
來也許會蓋教師宿舍。學校沒有校車接送，學生平均住在距離學校 0-7公里的地方。
水資源是來自社區的 water project，和上一間一樣，供水十分穩定。
學校大草皮左後方、廚房前面有一個磚屋基底的半完成品，家長會長說那是政府補
助學校蓋的 dining hall，之後會完工。而左邊是另一個磚屋的半完成品，這間是校方
的 BOM找資金建設，之後會做為學生宿舍。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校方有願意建立電腦教室，而且態度相當積極。
校長和我們開會時甚至還準備了講稿，並提到家長和社區也都很期待學校能發展 ICT
教育，有望觸及達 2,000人，十分用心、渴望 ICT。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已準備好電腦教室，有 13個電源插座，只差電腦了。我和貝絲粗估可以擺 30台電腦。
目前學校有 10台電腦，作為校方行政用途（校長桌上就擺著一台電腦）。
校長說學校的電力是穩定的，是由肯亞電力公司供電且有發電機，但一個月偶爾會
斷一、兩次電，最長會斷兩天。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學校沒有電腦課。如果未來有電腦課，會規畫成常規性的課程，並讓全校都有機會
學習。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目前沒有電腦老師。但若有電腦教室後，校長很肯定地說會聘任，而且會先由董事
會聘任，之後再和政府申請電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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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校方態度積極且學校資金感覺充足，而硬體方面教室插座、空間也不錯，如做為明
年服務的學校會是很不錯的選擇，可以想像校方提供給未來團隊的食宿會很好。
但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是學生人數過多，需要思索上課的形式，因為會無法讓所有人
都上到客，所以可能可以選修、輪流等方法上課，盡可能讓學生參與課程。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董事會負責決策，但校長會作為聯絡人，和董事會討論後做決定。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食的部分沒有問題，學校本身就有廚房。
住的部分學校信誓旦旦的說會準備 ”safe rental house near here”。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學校希望肯團提供電腦和基礎資訊教育。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校長提到學校員工短缺。
水資源缺乏，但和前面說社區水資源穩定矛盾想要水塔，學校應是想要有獨立供水
系統。
副校長提到可以有交換學生、交換老師的計畫，還說學校的足球隊很厲害，也可以
交流。（家長會長說他們學校的女子足球隊是國家等級的）

電腦教室 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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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Ikonzo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215-50404, Busia, Kenya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這間是公立的 Day School混校，成立於 2006。走進校園時映入眼簾的是綠油油的大
草皮，有一兩隻牛和幾隻雞在草皮中閒逛，面對校門的右邊是一間 primary school，
可以在校園中一窺可愛小孩子在運動。教室蠻隨意的分散在校園中。
學生的制服上衣是淺藍色配深藍色毛衣。
去年 KCSE的平均成績是 D（偏差），有 3個人上 university。
學校的財政狀況還行，主要是預算的問題，校長表示校內還有許多基礎設施尚待建
設。附近的社區居民大多以務農為業，經濟狀況不佳，以致學費對學生家庭而言是
很沉重的負擔。

職員概況
校長剛上任七個月（會用 PPT教 Swahili、宗教史），副校長上任五年。學校的老師
共有 9位，都是由政府聘任。目前沒有電腦老師。

學生概況
全校有 334位學生，F1=82人、F2=96人、F3=92人、F4=75人（但這樣加起來共有
345人），每個年級有 2班，總體而言女生人數大於男生。
學生都是附近居民，家長多從事農業。

日期：2019/7/26
訪問者：吳欣芳、蘇丹瑀
紀錄者：蘇丹瑀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Giriama Busunkwi (+254) 722428964 giriamajohn@gmail.com

副校長 Peter Chitere (+254) 713166410 onyuma1964@yahoo.com

董事會會長
Washingtone Patrick 

odhiambo
(+254) 725322184

odhiamboWashingtone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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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行政大樓在一進校園的左手邊，裡面有校長辦公室、秘書室、教職員室和研究室。
教室總共有 8間，另外還有 1間學科共用的實驗室（CDF資助蓋的）。
學校目前沒有電腦教室，但有空的教室。
校內有 1間小小的廚房，裡面有一個男性員工在煮飯。一天提供學生早茶、午餐共
兩餐。
學校沒有提供學生、老師宿舍，也沒有校車接送。
水資源是社區共用，在取完水後會分配給社區使用（校方特別提到社區居民感情好）。
水井位在面對學校大門外的右側，是大約 20年前由芬蘭的組織幫忙建設而成。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校方有願意建立電腦教室，但是感覺董事會的會長比校長積極。
校長一直怪笑，給人不太正經、難以信賴之感。但董事會長蠻有抱負的，還針對肯
團未來展望：對社區開放電腦提出意見，認為如果學校有電腦教室，會想以 hub的
形式培養學生。至於要擴展到滿足社會的需求，他的看法和考量蠻現實的，他提到
因為學離市中心很遠，所以距離是個問題，未來要做成社區共享的網路資源平台會
有難度。
校長則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一些關於有了電腦教室他會探討如何在教學上使用
ICT，如何加強 ICT教育這些空洞的廢話，還說要注意網路使用安全，突然又扯到學
校沒有彩色印表機，講話真的是沒有重點，但是校長對於肯團到學校架設電腦教室
是保持歡迎、支持的立場。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有空間做為電腦教室，教室的大小和 Loreto（2019年在 Nakuru服務的學校）差不多，
再稍稍大一點，但是目前只有一個電源插座。
校長說學校的電力是穩定的，但遇到天災還是會斷電。電力來源是 Kenya Company
（肯亞的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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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就軟體面向，校方雖渴望資源，但校長搞不太清楚裝況讓人覺得不放心，不過開會
時有邀請 BOM與會，可見蠻重視與肯團的合作機會。學生散發的氣質類似 gachatha
的學生（2019年在 Nyeri服務的學校），他們有種自由奔放，較不重視學業但很樂
意和團員做朋友的感覺，可以預想未來上課會有失控、亂流的場面。
硬體方面，欲做為電腦教室的空間大小、採光和安全性都還不錯，但是插座及桌椅
部分還需增建。
整體而言，這間學校各方面的表現四平八穩，是可做為未來的合作對象，但是不會
是首選。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決定權在董事會手上，但主要和校長聯絡，再由校長和董事會討論做決定。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食的部分沒有問題，學校本身就有廚房。
住的部分學校會幫忙訂房子（校長用了 book這個字）。
交通的部分學校也會安排車輛。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插座不足的部分校方會自行解決。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校長提到學校的實驗室不足、校園沒有欄杆。
董事長會會長提到是否有獎學金計畫，以資助貧寒學生。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學校沒有電腦課。如果未來有電腦課，會規畫成常規性的課程。目前計畫把電腦課
安排為 F1的必須課程（目前 F1要修 14堂科目，F2是 11選 8堂課）。而 F2-4則是
選修課，讓他們會基礎的電腦操作。
貝絲試圖想引導校長說出將電腦資源運用協助學生做實驗上，然後校長就直接說：
「可以直說想要我們做什麼（樣的運用）。」由此可見學校對電腦教室是最基本的「沒
有，所以想要」的需求，對於進一步的發展還沒有太多的想像與預設。
總之，學校認為擁有電腦教室後，便可使學生擁有資源準備 KCSE的電腦考試，而未
來發展可一步一步再來拓展、規劃。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目前沒有電腦老師。但若有電腦教室會聘任。因為和政府申請電腦老師要等比較久，
他們也不排除直接私聘一名老師，態度蠻積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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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這間學校是由在 Nyeri工作坊素未謀面的 Dr.Olengo推薦的，他是這間學校的 BOM。
校長給人的感覺蠻隨便的，要和校長開會時，剛好是學生的打掃時間，行政大樓的
地上充滿刷地的泡泡和洗潔精的味道。進到校長辦公室，那是個小小、有點陰暗的
長方形房間，校長辦公桌旁邊的櫃子上擺了 6個獎盃，我試圖要問那是得什麼獎，
但是可能英文太亂或是校長太怪，他聽完我的提問就大笑，然後沒有回答。他的桌
上擺了一瓶薑汁汽水、一份體育報紙和一台筆記型電腦（裝在電腦包裡），在和他
說話時，他會一手拿尺、一手拿筆互敲，聽到我和貝絲自五介紹說自己的英文名字
後又會亂笑，因為他覺得亞洲人取英文名字很荒謬（他才荒謬啦）。
貝絲在喝茶時間和他聊到肯亞的免費上高中政策，校長難得一臉正經，他說他覺得
這是好政策，因為每個人都該有受教權。（他戴起眼鏡說話和拔下眼鏡說話時會有
反差，前者比較嚴肅正經）。
現任 BOM的會長能言善道。
去參訪時正逢學生期末考，教室太擠又要避免學生作弊，考試時會請一部分的學生
把桌椅搬到戶外寫考卷。我們穿越校園到大草皮右側的實驗室參訪時，校長帶我們
走進實驗室旁邊的教師休息室，那是物理和化學老師的休息室。走出休息室後，我
注意到樹下擺了一套桌椅，上面做了一位女士在批閱文件，一問校長才知道因為教
師休息室太擠，所以老師們要改考卷時位子會不夠，所以女士索性移駕至戶外改考
卷。把桌椅搬到戶外做事已解決空間狹小的問題在肯亞校園中是很常見的作法。

用電腦的秘書 電腦教室

教室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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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St. Vincent Mixed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355-40222, Oyugis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私立的男女混校，且提供住宿；但目前全校只有三年級與四年級為了準備 KCSE必須
住宿，而一年級與二年級的學生都是每天回家，除了極少數的學生因為路途遙遠或
是家庭因素，父母無法扶養孩子，才會選擇住校。學校成立於 2005年，當初是因為
CMM Brother體系的 Brother來到當地看見有許多的孩子是孤兒，或是家庭經濟困難，
無法負擔一般學校所要求的學費，因此才選擇來到 OYUGIS建校。
為了幫助這些無法繳納學費的學生們，該校有一種特別的「Coach Program」，學校
在這些學生出進入校園時便特別在課程方面訓練他們，在這些學生畢業後便可以在
大學或是工作之餘回到校園教導在校的學弟妹們課業。
在財政狀況方面，副校長表示，因為該校全由 Brother體系來支持，所以政府不會給
予任何資源，目前校內資源不算充足，但因為 Brother組織內對於教育十分看重所以
都會想盡辦法去支持學校的基本生活資源，沒有太緊急的狀況。
學校在課業表現方面，2018年 (去年 )平均成績為 C，5.1分，並且有 7個學生上
大學 (University)，上的科系包括教育、食品安全……等等，並且有許多學生上了
College(技職學校 )，是創校以來表現最好的一年。
註：肯亞在高中畢業後，全部的學生都必須參加國家的升學考試 KCSE，目前可以上
大學 (University)的平均門檻為 C-，所以該校的平均為 C是非常傑出的。
目前學生家長大部分從事農業，其中有部分是不販賣農產的，只是為了自給自足而
耕種。也有家長從事小型商業，如如開雜貨店。

日期：2019/7/27
訪問者：吳欣芳、黃士倫
紀錄者：吳欣芳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Madam Angela Akoth 

Okoth
(+254) 711497990 Angela84okoth@gmail.com

副校長
Brother Leonard 

Dianga
(+254) 728163594

Leonarddianga@yahoo.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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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概況
目前全校總共有 11位老師，因為該校為私校所以全體老師皆由董事會派任。其中有
三位老師為 CMM Brother體系的 Brother。
學校目前課表內並沒有電腦課程，所以學校沒有聘請電腦老師。
註：如果是公立學校，一旦學校將電腦加入課表當中，學校便有資格向政府申請派
任一位教授電腦的老師，但因為是政府派任的，成效普遍不彰，學校也難以保證什
麼時候會獲得派任電腦老師。

學生概況
全校目前有 134個學生，                                                                 
Form1：47人
Form2：35人
Form3：47人
Form4：48人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全校目前共有四間教室、一間實驗室，提供物理、化學、生物三個理科科目使用、一
個開放式的活動中心 (Opening Hall)，這個空間並非拿來當作飯廳使用；沒有專用圖
書館，但有一個儲藏書籍專用的空間 (Bookstore)，副校長 Bro. Leonard表示最近學
校有規劃，盡快建圖書館與電腦教室。
餐食部分，針對全住宿的學生，學校一天提供三餐；而對於每天回家的學生校則提
供午餐一餐。
學校有穩定的水資源，水的來源是地下井水，用人力幫浦打到地面，此設施是由荷
蘭在大約 20年前協助興建的，是屬於該社區的共享資源。
該校目前並沒有專屬校車，與鄰近的 St. Georges Secondary School(同為 Brother體
系所支持的學校 ) 共享校車。
目前學校僅有三台電腦，也有，都是拿來做為行政之用，一台在秘書室，一台在教
師辦公室，一台沒在用；有一台是組織捐贈的，有兩台是學校自己購買的。目前有
一台投影機，有些老師會使用自己的筆電，在上課時撥放投影片。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副校長表示學校是十分有意願建立電腦教室的，並且有表示自己對於電腦教室的構
想與期待，副校長思緒十分清晰，對於老師，他認為如果學校增加了電腦設備必會
大大的幫助老師的教學，會成為日常教學的關鍵；學生方面，同時學生也可以獲得
更多的學習資源，會因此在學業上表現得更好。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目前學校校園範圍較小，且無空教室可以做為電腦教室使用，但副校長表示，如果
團隊確定會來該校服務，他便可以向 Brother組織申請蓋未來可以成為電腦教室的
建築物。在談論這件事的時候，副校長的態度十分肯定，可能是因為學校近期本來
就有相關的規劃，而組織方面也是挺有資源的宗教體系，所以應該要建立教室是沒
有問題的，惟時間方面有問校方大約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學校表示會盡快，趕在 7
月之前，但是無法給個確切的工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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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目前的課表裡面學校並沒有安排電腦課，學校有表示如果有電腦便會增設電腦課到
課表當中，會讓全校都有機會上電腦課，接觸到更多的學習資源，希望學生因此而
有更好的課業表現。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目前學校因為沒有電腦課與電腦教室沒有安排專人管理。
副校長表示未來有電腦教室的話可以由董事會聘任電腦老師，也可以遊學校的老師
擔任；目前校內有三位老師有受電腦教學的相關訓練，因此也可以承接管理電腦教
室的職責。
該校較為特別的地方是，副校長有提到近年在面試新老師的時候，有 ICT相關專長
或是懂得用電腦是必須條件，所以目前學校大部分的老師都具有使用電腦的能力。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校長與學校的三位 Brother可以共同做出決定；主要聯絡人為校長與副校長。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副校長很肯定的說可以提供，由 Brother組織來負責志工的食宿。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副校長說明如果校內有電腦資源的話，對於老師，他認為如果學校增加了電腦設備
必會大大的幫助老師的教學，會成為日常教學的關鍵；學生方面，同時學生也可以
獲得更多的學習資源，會因此在學業上表現得更好。並表示如果有電腦便會增設電
腦課到課表當中，會讓全校都有機會上電腦課。同時學生也可以參加國家升學考試
KCSE的電腦考科 (Computer project)

對於電腦資源的期望主要應該是希望團隊可以提供電腦，讓學生們可以上電腦課。
註：在肯亞的大學升學考試 KCSE是包括許多考科的，通常會從 10月底一直延續到
12月初，學生是選科參加考試。但是學生一但想要參加某個科目的考試就必須從一
年級就開始上該課目；所以如果我們去某間原先課表上沒有電腦課的學校建立電腦
教室，要讓學生開始參加電腦考科也必須等到四年後。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副校長有提到學校目前並沒有緊急的需求，如果是朝讓學校更好的角度，會需要水
塔 (Tank)以及一間圖書館。水塔的部分是因為學校主要的用水跟社區共享地下水井，
是用幫浦打水的，並沒有連接水管，所以要花不少人力去拿水，學校目前是有水塔的，
但是數量非常少，遠不及師生用水的需求量。關於圖書館，學校希望有一個校廣闊
的空間讓學生可以接觸更多的書籍，並且可以在裡面念書、閱讀，目前只有一個小
小的書籍儲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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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當天去訪問的時候是周六上午，因為正值學期末，學生們考完試都可以回家了，
不必在周六加課，只需要在下周來拿成績單就可以了，所以學校裡面幾乎沒有看
到老師，學生也只有少數。整個校園有一點冷清。負責接待我們的是副校長 Bro. 
Bernard，也是屬於 CMM Brother體系的 Brother之一。之所以會去訪問該校是因為
Loreto 的老師 Bro. Philemon之前曾在這間學校短暫任教過，希望我們經過評估如果
可以也可以去這間學校服務。
原先校長 Madam Angela也會參與會議，但是因為學校地處道路支線的深處，從大
馬路開進去沒有柏油的紅土路大概要 20-30分鐘，我們在找尋學校的時候有一些迷
路，遲到了 30-40分鐘，校長臨時有急事所以將訪問的事情交代給副校長。但先前
有順利連絡上校長的，校長也有表達歡迎之意。
與會的只有副校長，副校長看起來大約 30幾歲，人蠻親切的，思緒與表達十分有條
理，在聽我們說話與問問題的時候也十分認真。副校長表示之前在五月的時候跟組
織內的其他 brother有一起參加過會議，有聽 Bro. Philemon提起我們過，大概知道
我們在做的計畫是什麼，以及我們的目標，並表示他覺得我們會對肯亞的資訊教育
帶來很大的幫助。
對於團隊到學校建立電腦教室，副校長表現的相對冷靜，不會過於的說好話，有一
種如果你們真的會來跟我們合作我們再開啟後續對話的感覺。但感覺因為只有跟副
校長說到話，有點難評斷學校整體對於資訊教育所抱有的態度，如果想要跟該校合
作，可能還是可以多跟校長或是有受電腦訓練的老師溝通，或許可以得到更全面的
資訊，例如老師所受的訓練是什麼，可以教授那些課。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是，學校目前並沒有空間做為電腦教室，需要蓋新的建築物，而
學校因為為宗教體系所支援的學校，資源相對較多，應該是可以負擔重新建立一棟
建築物的成本。在空間部分，肯團訪查代表士倫表示，雖然學校有表示可以興建新
的建築物，但是因為校園範圍較小，可能不太有空間。而欣芳覺得，因為學校表示
等到我們有確定合作意願的時候才會開始建築電腦教室，堧感覺副校長很可信，但
是也難以保證工期，如果選擇去服務要承擔電腦教室在服務前還沒蓋完善的風險。

教師休息室 學校少數的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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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ST. George’s Mixed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BOX 194, -40222, Oyugis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只有校長參予開會。私立日間和寄宿混合型的男女混校。成立於 1997年，是弟兄體
系建立的學校，因此在資金方面也是由弟兄資助，雖然穩定但並不充足。學校的腹
地並不大，校門的入口也是非常特別。學校藏身於公立的聾啞學校之內，因此必須
進入聾啞學校才能找到學校。學校的制度是日間以及寄宿混合，因此並非所有學生
都會住校。學校成績是 C+，去年 33名學生有 17名上大學。

職員概況
老師共 12人，全數由 BOM聘任，目前沒有電腦課因此沒有電腦老師，但是校長本
身能夠教授。

學生概況
目前學生人數是 117人，每個年級各 30-40人。
家長的職業非常廣泛，但多為經濟狀況不佳的家庭，例如 : 自給自足的農家、孤兒、
弟兄資助的家庭等。

日期：2019/7/27
訪問者：吳欣芳
紀錄者：黃士倫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Bro. Eric Magoka (+254) 0724553061 ericmagoka@yahoo.com.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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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校內教室組顧四間，其中兩間目前沒再使用。一間圖書館，有一間多功能的大廳，
偶爾會當作實驗室使用，學校並沒有電腦教室。
飲食方面，寄宿學生一天提供四餐，早中晚以及早茶，日間學生一天兩餐，早茶和
午餐。
因為當地環境較為乾燥，學校除了雨水和幫浦以外並無其他水源，目前在尋求贊助
者協助建造鑽井供水。容器則是有四的蓄水箱。
學校目前有一台校車，主要用途為再送學生去比賽以及校外教學，但是是和另一所
弟兄體系的學校 ST. Vincent Mixed Secondary共用的。
電力供應方面，很少斷電，而且學校也有小台的發電機供緊急使用。
學校目前有電腦，但是僅供行政和老師上課需求使用。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原先學校是有電腦的，但是因為型號老就已經不堪使用，希望能在學校建立電腦教
室。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預計建電腦教室的空間滿小的，目前的用途是學生的自習室。校是有很多需要加強
的地方，除了只有一個插頭外，因為屋頂是鐵皮，所以在牆壁與屋頂的相接觸，有
很大的縫隙，有漏水的可能性，另外因為空間很小，所以可能不太容易提供一班
30-40人上課用。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目前沒有電腦課，若有會希望安排全校上電腦課。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目前沒有電腦老師，但是學校願意聘任專門的電腦老師來負責 ICT課程。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聯絡人是校長 Bro. Eric。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校長很肯定能夠提供團隊食宿。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校長希望能夠讓學生具備基本使用電腦的能力，並且做為學生準備自然科專題的工
具。校長也認為有很多的資源是只有透過網路以及電腦才有辦法取得的，認為 KCSE
成績的進步是會隨著學生對於電腦的熟悉程度不斷提升的。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由於學校全額資助很多的孤兒，因此對財政造成很大的負擔，目前規劃是會減少接
收的孤兒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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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校方態度滿積極的而且不太有問題。但是電腦教室的問題需要學校去克服，但整題
而言推薦名年團隊去服務。 

教室 教師辦公室

校內商店 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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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ST. Vincent De’Paul Nyanko Prim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3109 Kisi 190200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ST. Vincent 是私立的寄宿男校，學校自 2011年始成立。在此之前，原本學校的計畫
是要成立 primary secondary混合式學校，但之後發現有執行的困難，因此在 2011年
改為純 primary學校。學校成立之初，因為是弟兄組織成立，因此主要資金來源是由
弟兄組織支持。由於學生家長多數都具有較高的社經地位，例如 :老師、講師等，因
此透過穩定的學雜費收入，學校在 2016年由虧轉盈，不再需要弟兄組織的支柱，甚
至開始能夠提供給其他弟兄學校金錢上的援助。整體而言，學校並沒有財政問題。

職員概況
學校的教師人數總共有 22人，所有老師都為 BOM聘任，目前校內唯一的電腦老師
是 Bro. Richard，但他本身是代理的電腦老師，學校願意再聘任一位電腦專長的老師
來接手 ICT課程。學校老師除了弟兄以外，全數都住在學校對街的教師宿舍。學校
內的老師都會使用電腦，也會用 PPT上課。

學生概況
學生總人數是 530人，其中四年級有 64人、五年級有兩班各 34人、六年級有三班
各 34人、七年級有三班各 34人、八年級有三班各 34人。學校是從四年級開始招收
學生，因此學生都是必須透過轉學就度，並且入學時需要通過面試。入學時，學生
必須要買統一的杯子和碗各一，但是之後是提供全校共用。

日期：2019/7/30
訪問者：吳欣芳
紀錄者：呂文軒
與會者：校長、副校長、家長教師會長、Senior Master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Bro. Elijah Agilo (+254) 717028987 Kaggillos07@gmail.com

電腦老師 Bro. Richard Gomar (+254) 715082061 rgisemb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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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教室總共有 16間，另外，有一間圖書館、一間 ICT教室、一間 Main Hall作為活動
使用 (也有提供學生剪頭髮的服務 )、一間 Dining Hall、各式各樣的教職員辦公室。
由於弟兄住得較遠，因此校內也有一棟小屋子是做為弟兄休息甚至過夜的用途。學
校內有自己的農場，總共有五頭牛 (主要提供給 22位老師牛奶，偶爾才會提供給學
生 )、20隻以上的豬、以及許多雞，校內也有栽種芥菜、芭蕉樹等。
學校供餐一天總共四餐，早午晚餐以及早茶。供水方面，有鑽井，以及大量的蓄水箱，
因此水源供應充足。
學校目前有一台校車，主要用途為在學生去比賽以及校外教學。目前由於學生人數
眾多，因此每次校外活動都還需要再租巴士，因此學校計畫要再購入兩台校車。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校內已經有電腦教室，而且空間非常大。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目前的電腦教室採光充足，桌子為電腦桌，插座數共有 68個而且不須煩惱接線問題。
電力方面，電力公司經常斷電，但校內備有發電機。電腦原本有 35台，但是許多台
都被學生破壞，目前只剩 15台能使用，其餘的送修。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學校園先電腦課為各年級每周一堂，每堂一小時 (其餘課程每堂 30分鐘 )，課程進
度為 :電腦簡介 > 電腦的重要性以及使用方式 > Microsoft Office。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目前校內的電腦課由 Bro. Richard 負責教受，但他並非電腦專業的老師，因此未來若
有需要校方很願意再多聘任一位電腦專業的老師來接手所有電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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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主要聯絡人為 Head Teacher Bro. Elijah。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校方對於提供食宿給予肯定的回答。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讓學生有基礎的電腦使用能力，原先有一個波蘭團隊也是在執行 ICT計劃，並允諾
提供電腦，但是在 2013年轉移到 Nairobi服務，學校感覺只需要團隊提供電腦。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目前學校正在籌畫要在原先建築加蓋一層教室並且增加學生人數，並加蓋學生宿舍。
另外也計畫要在 Dining Hall和 Main Hall之上加蓋一層，作為圖書館用途。
希望再增購兩台校車。

 |訪問者總體評價

學校各項資源都非常充足，對於團隊的到訪表示歡迎但是感覺並非很必要，不推薦
名年團隊服務。

電腦電腦教室



2 當地計畫執行

154

新校訪查

Bishop Okoth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S6-40137, Pawakuccte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此間學校為 1982年成立，為公立男女混校的住宿學校，大多數學生住在學校。但有
些學生住在附近，因此不用住宿。學校的財務來源用主要是學生學費以及中央政府
的學費補助與中央補助計劃 CDF，校長表示中央學費補助比較穩定，CDF的計畫有時
候做得很不完善或是突然中斷。

職員概況
總共有 17位老師，12為政府聘任，5位由董事聘任，還有兩位實習老師及 14位行
政人員。目前沒有專職的電腦老師，但校長表示學校老師都有基礎使用電腦的能力。
訪查時校長有帶團員進入老師辦公室打聲招呼，老師都相當友善回應。
老師大多住在校外。

日期：2019/7/29
訪問者：吳欣芳
紀錄者：楊雅淳
與會人：校長、副校長、董事 Benjamin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Peter Odundo (+254) 722942940 Peterodundo7@gmail.com

副校長 Salim Arodi (+254) 721589366 arodisacmok@gmail.com

董事
Benjamin 

Owuor.Ombok
(+254) 722416974 owuoro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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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概況
總共有 273個學生。
F1：女生 40人，男生 11人
F2：女生 49人，男生 30人
F3：女生 57人，男生 29人
F4：女生 23人，男生 34人
每個年級兩個班，因為不希望男生女生有太多親密的接觸，因此 F1-F3為新的制度：
男女分班（F1男生班只有 11人），F4是男女混班。女生多於男生，據校方說法是
因為當地的社區女生比較多。
學校會和一個 NGO組織－ Plan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合作，此組織專門資助住
很遠的學生進入附近的住宿學校就讀，給予他們教育資源，在 Okoth此組織多資助
女同學，但合作並不是非常穩定，去年約莫有 60個人，今年有超過十個人經由這個
管道入學。
校長室裡有紀錄每年 KCSE的成績分布，以及考最好同學的名人榜，2007 成績最好，
兩個 A，一個女生當牙醫，另一個男生當外科醫生。去年的 KCSE成績平均 D。
以前的學生會長是分男女，有 Head Boy和 Head Girl 之分，因為有點混亂，所以在
2014年改成 President和 Deputy President，沒有分男女，學生會長是學生提名，以
選舉的方式選出來的，被提名者通常是學習成績不錯，因為學生會長要在大家面前
演說，所以要有語言能力（英文、Swahili要好）與溝通能力。大多是 F3、F4擔任。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學校有八間教室，兩間實驗室，一間預備做為電腦教室的教室，還有一間儲書室（不
太完整因而無法稱之為圖書館）。學校有一台校巴，主要是在學生去參訪、旅行。
目前有一台投影機以及三台桌電，都是學校自己分批買來的，投影機供教學使用，
有一台電腦在秘書室，兩台給行政人員使用。
一天主要供應學生三餐，早餐、中餐、晚餐，有時候有早茶有時候沒有。學校的種植
土地面積不大，學校伙食多用買的。有兩頭牛、羊，沒有雞，牛擠不太出牛奶，主
要給學生農業實作使用。
學校表示電力穩定，是由政府的公司所提供的，如果斷電的話通常兩個小時會復電。
但是極為缺水，因為岩層都是大石頭，所以挖了 150公尺的深井，花了九十萬，但
完全沒有鑿到水，讓 Peter很難過。 因為沒有水源，學生都要走 4公里去取水。
學校裡面雖然有四個塑膠水箱和三個水泥水箱，但是水泥水箱因為底部、牆上龜裂，
所以無法使用，現在僅依靠塑膠水箱搜集雨水，目前有想要做屋頂集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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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有意願，野蠻積極的。
去年就備有一間空的教室預留給電腦教室。這次訪談問到教室是否還在，校長笑著
表示：Of course! Still there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電腦教室空間適中，約莫可以放置三十五至四十台電腦，採光僅依靠窗戶的話有些
不足。
教室天花板上有投影機架，但放置的位置可能不符合團隊的需求。目前只有靠近牆
邊的地方有放置桌子、椅子。
僅有七個插座，十四個插頭。
沒有電腦、UPS、區域網路、廣播系統，前身是實驗室。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無。
詢問到課程規劃，校長表示如果有電腦教室，他們會安排電腦成為一門科目，從 F1
開始上課，也會讓上其他科目的老師使用電腦學。
董事 Benjamin在Maseno University擔任金融教授，他表示他最近參加一些創新比賽，
他認為創新最重要的是資訊，而電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資訊來源，沒有電腦就無法
進行創新，因此電腦非常重要。他認為有了電腦教室，學生可以參與相關的 Project
和 Presentation還可以擁有創新以及整合性的學習。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無，校長表示如果有電腦教室的話可以先以學校聘請的方式聘請一位電腦老師，再
向政府申請。董事 Benjamin馬上表示不只一個，他們可以聘請兩個！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應該是校長，但校長感覺對於學校事務不太熟習，回答問題也都比較簡短，多由其
他人補充。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可以提供團隊食宿。董事 Benjamin說他家在附近，很大，歡迎團隊來住，還表示住
宿在肯亞是相當基礎的事情。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電腦教室、電腦以及相關的課程。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建立水桶或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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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此間學校空間足夠、設備完善，聘請電腦老師意願高，整體來說不錯，聽說 18沒有
去服務是因為去年訪談的時候，學校不太積極，所以有可能是因為今年有 BOM到場，
說話比較確定也比較完整。不太確定水資源會不會是一個大問題，但是當地附近的
學校好像都是缺水的 EX：Aboero，此間學校也會和 Modal買水。
除了水資源不太穩定之外，蠻推薦團隊去服務的，但如果要去服務的話，可能要先
聯絡好校長，了解校長的想法與需求！

 |其他

此間學校 18已經訪查過了，但是資料非常不完整，而且錯誤百出。
一開始校長有些遲到，我們和 Peter還有副校長聊天，後來校長才到，校長的話不多，
電話到是一直響。副校長感覺比較了解學校的事務，比較細節的東西都是他在回答，
但他會示意我們詢問校長。開會到一半董事 Benjamin出現，他還因為遲到跟我們道
歉。董事 Benjamin回答問題都非常完整好聽，非常具有展望性，他好像是新來的，
因為老師也都不認識他。

預備作為電腦教室的空間 教師辦公室

地下水井 歷年參與 KCSE的成績分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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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Magwar Model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63-4731, Daw Akrhe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在校長室有看到 2018團隊的簽名，團隊曾經去參訪過。
學校為公立男校，住宿學生和通勤的學生約各半。學校從 2013年成立至今約七年。
校長說學校財政不穩定，學生的學費因為義務教育政策都由政府補助，但政府撥款
耗費多時，至多三個月。如果有需要，學校則會尋求董事會、學生家長、CDF、社區、
NGO組織的贊助。
住宿學生、日間學生學費一年 20350先令，政府會補助。但住宿學生須再負擔早餐、
早茶、午餐、晚餐以及住宿費用，一年 40120先令；日間學生須再負擔早茶、午餐
的費用，一年 9000先令。早茶時間為早上 11時，午餐時間為下午 1時 30分。
日間學生星期天也需到學校參加彌撒，但只到中午午餐結束，彌撒會在校內舉行，
並會請神父來主持。
去年 KCSE平均成績為 5.4 C-，並有 6/54人進入 university。
學校在行政大樓各處都有放置各科成績目標。
學校從早上 7時到下午 1時 30分是上課時間，之後到 17時 30分放學之前都是自習
時間或是選修課程。
學校斷電的頻率約一周一次，且是整個社區一起斷電，每次可能需要 10到 30分鐘
或是整天的時間恢復，沒有發電機。

日期：2019/7/28
訪問者：葉映榆、呂文軒
紀錄者：白璨瑀
與會人員：家長會長、學務主任、校長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Tobias Omondi Ogallo (+254) 726645292 magwarmodel@gmail.com

電腦老師 Evans Odiwuor (+254) 743834938 odiwuorevanso@gmail.com

董事會長 Peter Odiwuor (+254) 724090920 ptroduo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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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概況
校長為第一任校長，從 2013年至此；董事會會長則為第二任，從 2014年至此。
學校共有 14名老師，其中 9位為學校雇用，7位為政府派給學校的老師，另有 4位
實習老師，和一位校長秘書，以及 6位工作人員。
校長說學校老師多有對電腦的基本知識。
校長辦公室有養一隻貓，在桌上還有一個服務鈴，以便校長呼叫坐在外面的秘書。

學生概況
全校學生 350人，FORM1、FORM2、FORM3分別各有兩個班，C班和 H班：
FORM1 C 班 55 人，FORM1 H 班 52 人，FORM2 C 班 49 人，FORM2 H 班 49 人，
FORM3 C班 42人，FORM3 H班 41人，FORM4 65人。C為 champion，H為 hero。
校內有 180個住宿學生，通勤學生多住附近社區，距離較遠的，家長會用腳踏車和
摩托車接送，學生家長大多為自營農業者。

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學校目前有 10台電腦，協助行政事務，學校計畫明年再用學校自己的經費購買 10
台電腦作為教學用途，還有 2台影印機。
一進去會看到 1棟行政大樓，行政大樓後面則有 5間教室、4間臨時加蓋的鐵皮屋教室、
宿舍、運動場 (草皮 )、一間生物物理化學共用的實驗室，實驗室為 CDF計畫，實驗
室內有 1台投影機，但訪查當天因為副校長帶學生去市區參加橄欖球比賽而帶走投
影機，所以投影機並不在校內。
校方提到打算再蓋 4間教室替代臨時的教室，以及加蓋宿舍，讓學校變成全住宿的
高中。
沒有圖書館，但有放置書本的儲藏室，也有提供學生借閱書籍。
水資源穩定，校內有一個幫浦，挖取地下水層 40公尺到 140公尺的地下水，每天可
以提供 4萬立方公尺，是社區最大的抽水幫浦，除了給自己學校使用之外，也會提
供附近的高中、社區居民，並向他們收取維修的費用。幫浦為美國紐澤西的大學學
生和 ECODS NGO合作的計畫，因為學校董事會會長為 ECODS NGO的成員，才將這
個計畫引進。
目前沒有牛羊雞等牲畜，學校打算明年進行相關計畫，但校內有 10頭工作人員飼養
的牛。
學校有 2個廚房、1個水塔，但沒有餐廳，學生會在外面吃飯。
學校沒有校車，有需要會租附近學校的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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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校內已經有一間單獨的小房子將作為電腦教室使用。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電腦教室兩面牆皆有窗，共 6扇窗，還有 4盞燈，但採光就上課需求而言不太夠。
學校預計擺放 40組桌椅，應該已經是教室可以擺放的最大上限。
目前教室內只有 8個插座，學校預計將增加為 16個。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學校目前沒有任何電腦的課程。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目前有一位負責 IT課程的老師，雙主修為數學和物理，但對電腦的認知僅為大學的
通識課程，目前教授英文的學務長之後也將負責兼任 IT課程。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主要聯絡人為校長 Mr.Tobias 0mondi和董事會會長 Mr.Peter Odiwuor。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校方給予肯定的回答，校內目前在校長辦公室旁邊有 4間房間、1間休息室可以提
供未來團隊使用，旁邊各有一間男、女浴廁，但尚未安置好管線，所以目前沒有水。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學校董事 Peter為團隊 2019年服務時的司機，對團隊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校長闡述
對資訊教育的需求，基本上與團隊目標一致，除了希望提升學生能力之外，也提到
未來有機會會開放給社區使用。
學校希望團隊提供電腦和課程方面的協助。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學校提到附近很常淹水的環境問題，希望可以藉由種樹計畫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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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校長在會議中不斷提及對於資訊教育的想法，也很重視團隊，學校設備總體而言也
不錯，但不確定是不是因為 Peter而有意言之。
目前沒有專任電腦老師，兼任電腦老師程度也僅是在大學的通識課程，不確定未來
是否會聘任專任的電腦老師是一大顧慮；另一顧慮為跳電的問題，但跳電為社區的
常態，在學校沒有發電機的情況下，是否會影響資訊課程是考量的點。
除此之外，不論是教室大小、校方態度、目前的基礎建設，都蠻適合未來團隊去服
務的。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外觀

 一般教室 臨時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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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St. Anthony’s Kajimbo Secondary School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49-40109, Sondu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St. Anthony是一間公立住宿混校，為 1986年建立。政府會補助學生日間學費的部分，
但是會拖欠繳交，餐費部份以及住宿費因為由學生家庭支出，所以經濟狀況比較不
好的家庭有時候會付不出來，不過學校表示對於基礎建設還是能夠負擔的起。

職員概況
老師 10名，其中 7名是政府聘任，3名是學校董事聘任。目前並沒有電腦老師。目
前學校對於電腦老師的聘任計畫是預計先由董事聘任，之後再向政府申請派任電腦
老師。此外目前有 5名老師住在學校。老師們知道基礎電腦知識，有些人有自己的
筆電。

學生概況
全校學生 208人，其中 6位學生今年新轉來，Form 1：54人，Form 2：44人，Form 3：
51人，Form 4：54人。
學生部分住宿，部分住家裡，住家裡的學生離學校都蠻近，約 1至 2公里，住宿的
學生家裡則離學校比較遠 (Ex. Kisumu Town)。父母多為自給自足的農夫，因此家境多
比較拮据。去年 KCSE成績最高 4.3，平均 D+，去年並沒有學生考上大學，2017年則
有 2位學生進入大學。

日期：2019/7/30
訪問者：吳欣芳
紀錄者：呂文軒
與會者：校長、副校長、家長教師會長、Senior Master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Andrew Lumumba 

Nyasimi
(+254) 0710937301 lumumbanyasimi@gmail.com

副校長 George Adika (+254) 0725823980 gojiadika2001@yahoo.com

家長教師會長 Michael F Orwa (+254) 0710619373

Senior Master Charles Ohuche (+254) 0723727484 charlesohuche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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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學校有 7間教室、1間自然科學實驗室以及一間圖書館。有一台校車，主要是用來校
外教學用途。學校目前僅有一台電腦作為行政用途及出考卷等，有一台影印機、一
台發電機，沒有投影機。目前有一間空教室預備作為之後的電腦教室。學校水源主
要來自附近的河流，學校會淨化水後供應校內使用，此外校內有 1個塑膠水塔以及
5個水泥水塔 (3個會漏水 )。男生女生都有各自的一個宿舍。學校一天供應 4餐，住
宿學生會有早餐、早茶、午餐與晚餐；日間學生則只有早茶與午餐。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學校有意願建立電腦教室。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學校有預備一間空教室做為之後電腦教室使用，教室內部十分寬敞，可容納 40台電
腦且不擁擠。採光很好，目前校室內有 16個插頭，教室中間的柱子可作為之後安裝
插頭的地方。窗戶及大門都有防盜措施。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目前學校並沒有電腦課。校方表示有電腦教室後會讓電腦課加入課綱，Form1, 
Form2學生必修電腦課，Form3, Form4學生有興趣的可做為專業選修，讓學生更了
解電腦。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現在學校並沒有電腦老師，學校目前希望先透過董事聘任電腦老師，之後再向政府
申請派任電腦老師。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校長。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學校表示可以住 Eddy家，每天校車接送。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希望先擁有一間電腦教室，之後就可以讓學生有電腦課。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學校表示可以有更多的水塔來儲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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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校方這次對於團隊來訪十分客氣，即使去年 (2018)來過，對於我們所有的問題都還
是耐心回答，而且這次參加會議的人數還蠻多有四個人，且學校重要職務的人員都
有參加，對於我們團隊頗為重視。校長因為剛上任，對於學校的狀況還不太熟悉，
所以之後聯絡可能要再注意。整體來說學校表現中規中矩，在資訊教育的規劃很正
常沒有特別的亮點。今年有明確表示願意聘任電腦老師，電腦教室的空間也很適合
架設多台電腦。總的來說是可以服務的一所學校，但優先順序不會是最前面。 

教師休息室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內部 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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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訪

Maasai Market 馬賽市集

撰文者：葉映榆

馬賽市集是肯亞紀念品的集散地，販賣著琳瑯滿目的商品：有肯亞特產，材質如肥皂
般又柔軟又滑溜的肥皂石擺飾；利用黑檀木雕刻，各式各樣動物造型木雕；手繪非洲
印象圖畫以及皮革吊飾等，說是觀光客的購物天堂也不為過。

利用服務結束後的空檔，我們一行人分別去了 Kisumu以及 Nairobi兩大城市的馬賽市
集，感受當地的市集文化。兩者給我的感覺十分不一樣：前者是由一條街的店舖組成，
這些店家大多都是親戚或朋友關係，店面小而溫馨，以販賣肥皂石以及木雕為主，後
者則是位於大飯店的空地旁，星羅棋布的小小攤位，擺滿許多布料服飾、串珠手鍊、
手工藝品等，然而相同的是，每當我們經過攤位，店家總是一面”Oh my dear friend. ”” 
Hey brother!” 稱呼著我們這些亞洲面孔，一面將我們拉進店裡參觀。在逛馬賽市集
期間，最有成就感，也是最累人的事，莫過於殺價了。在這些熱情招呼的背後，他們
看見的是滿滿的商機，每每看到喜歡的作品，詢問之下才得知價錢一鳴驚人，例如一
對小小的肥皂石河馬盤，竟然開價三千先令﹝約莫台幣一千元﹞，這對餐餐吃泡麵的
大學生來說是何等的天文數字！於是我們就開始發揮龍飛鳳舞唬爛功，動之以情，用
楚楚可憐的雙眼凝視店家，誠懇地問：「我們不是好朋友嗎？」、「我們只是學生而
已，想要帶一些禮物回台灣和朋友分享，能不能算便宜一點？」，對方往往會開始心
軟，接著就要趁勝追擊，一面從包包裡拿出秘密武器，一面說：「不然……我拿台灣
好吃的餅乾給你吃！」當對方為之動搖，答應你所開出的價格時，就是你迎接美好勝
利到來的那一刻。

仔細端凝收穫而來的戰利品，雕刻紋路之精細，繪畫色彩之艷麗，總是令人驚嘆萬分。
在馬賽市集，每個人都是商人，每個人也都是藝術家。我們將這些小東西打包帶走，
期望在未來忙碌迷惘時，這些回憶能喚起一些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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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訪

Nairobi Animal Orphanage 動物孤兒院 

Nairobi National Museum 肯亞國家博物館

恩慈學校銭韻中牧師分享

South Sudan Refugee School 南蘇丹難民學校

NGO 社會企業張賢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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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査

Jehaca Primary

Joram G.M.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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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Jehaca Primary School

日期：2019/8/6
訪問者：邱慕言
紀錄者：林彤恩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336-00516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此校在 2003年成立，為一所社區學校，學生都是孤兒（大部分無法負擔學費），學
校的財政狀況不穩定。

職員概況
學校總共 9個老師，其中有 3個老師為學校董事會聘任，其他為志工，薪水不多
有 2位負責電腦的老師，其中 1位大學主修媒體。

學生概況
PP1：13 人
PP2：17 人
GRADE1︰ 39 人
GRADE2︰ 37 人
GRADE3︰ 43 人
GRADE4︰ 24 人
GRADE︰ 25 人
GRADE6︰ 34 人
GRADE7︰ 23 人
總共︰ 225人 ，其中有 11位特殊需求學生。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Jecinta W. Karani Jekapp@yahoo.com.tw

電腦老師 Calvin Muturi (+254) 707169392 Calvintarre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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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學校總共有 10間教室，沒有圖書館，書本都擺放在校長辦公室，學校沒有電腦教室
但有空教室可以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學校水源充足 (來自 Nairobi water service)、電
力穩定 (來自 Nairobi electricity sevice)。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學校對於建立電腦教室積極有意願。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學校有一間空教室可以做為電腦教室使用，目前沒有擺放桌椅，空間不大，有一個
插座。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學校目前每個年級一星期有 2～ 3堂電腦課，電腦的使用主要用來呈現影像來提升
教學效果，例如使用影片讓學生學習如何洗手或是用電腦來展示圖片給學生看，使
用電腦教課從 PP1就有。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有 2位負責電腦的老師，但皆非專職電腦老師，其中一位大學主修媒體相關。學校
因爲是 Primary School且本身財政不穩定，因此沒有提到未來有計劃聘任電腦老師。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校長 Jecinta W. Karan或電腦老師 Calvin Muturi。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學校本身財政困難，可能無法提供志工團食宿。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學校目前主要利用電腦等設備作為教學輔助使用，但電腦仍不足，希望團隊能提供
電腦設備及課程讓學生能及早接觸電腦。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缺乏圖書館、食物的供給不足、輪椅（學校目前有兩台但不夠）、學生無運動服。



169

 |訪問者總體評價

學校態度積極，學生已有接觸一點點基礎的 ICT，但由於學生年齡層較低，資訊教育
似乎不是當務之急，而且教室空間小，可能無法擺放太多台桌電，建議可以先提供
一些筆電讓學校的設備更為齊全再做後續評估是否適合從事計畫。

教室 教室

二樓搭建的教室 二樓搭建教室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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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訪查

Joram G.M. Academy 

 |學校簡介

地址
P.o. Box 676 Ngong 00208

聯絡人與聯絡資料

學校概況
Joram academy 是一間私立的男女寄宿混校，涵蓋的年級從 PP1~12th grade，寄
宿是從高中開始 (9th~12th grade)。學校於 2004年成立，學校隸屬於 Providence 
Children's Home(美國 NGO)，此 NGO為 Dr Stephen 已故的哥哥所成立的。學校的行
政，Dr Stephen 是 Director (於 2012上任 )，另外學校還有正副校長，但主要校務決
定權還是在 Dr Stephen。2018 KCSE 成績為 D。學校財政主要由學生學雜費以及 NGO
組織所供應，但學生方面卻有將近 25%無法按時繳交學費，因此學校惠要求無法
繳交的孩童先休學，然而大部分的孩童，在被迫休學後，幾乎都沒有再回到 Joram 
academy 就學，許多都轉至公立的學校就讀。

職員概況
學校總共有 32位老師，全部都是由董事會聘任的，其中有兩位老師是電腦老師，並
且都是專職的電腦老師，另外有四位老師是住校的。

學生概況
全校學生人數有 800人左右，各年級人數如附圖，學生主要組成為學校附近的學童，
也有部分為難民和組織的孤兒院的孩子。學生的家長多數為自耕農和小本生意，因
此基本上財政狀況都不太好，其中有些難民小孩始有受到外界的贊助的。 

日期：2019/8/6
訪問者：吳欣芳
紀錄者：黃士倫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Dr. Stephen Githumbi (+254) 743513339 Githumbi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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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其他設施概況
學校設備十分完善，除了各班級的 22間教室，還有圖書館、實驗室以及小診所。水
資源方面，學校有鑽地井，並且有設計良好的輸送系統，因此在水源方面非常的穩
定並且充足。電力方面，學校的電力由 Kenya Power提供，因此電力供應穩定，但
Ngong有 power sharing 的規劃，在每周四 8:00~17:00會全數斷電，不過學校有很大
的一台發電機，所以依然可以應付狀況。學校的校車總共有 2台，除了接送 primary
的學生外，也會用於校外教學以及比賽的接送。

 |建立電腦教室的意願跟條件

校方有無意願在校內建立一個電腦教室 ?

學校已經有電腦教室了。

有空教室能做為電腦教室使用嗎 ?

學校目前的電腦教室滿小間的，其中裡面有 21台筆電，全部都是從美國募進來的，
學校對於電腦教室的保護非常完善。除了門窗有上鎖外，連電腦都各自鎖在桌子上。
但是學校目前也有空的教室計畫做為電腦教室使用，但是插座非常不足。不過學校
說加裝插座不是問題。

 |人員條件問題

學校原先的課表裡有沒有電腦課？
目前學校的電腦課是規劃給 garde4~grade12，primary的部分是交受基本電腦知識，
打字練習，以及使用 word寄信。High School就是依照政府的課綱來進行課程規劃。

是否有專職的電腦老師或負責人？若無，未來是否會聘任專任電腦老師？
有兩位老師負責電腦課程，並且是專職的。

 |合作可能及服務需求

如果要和這間學校尋求合作，誰可以做決定 ? 主要聯絡人會是 ?

Dr. Stephen 可以做校務的決定。

能否提供志工們服務期間的食宿及確保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

學校承諾沒有問題。

對於資訊教育的需求是甚麼？學校希望團隊在資訊教育這塊能提供甚麼樣的協助 ?

目前已經有完善的規劃了，只是需要更多的電腦，特別是桌機。

除了資訊教育，是否還有其他的需求 ? 

今年會將 21台筆電的電池座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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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者總體評價

學校有很好的建設，雖然學校說有財政壓力，但感覺他們的壓力相較其他的學校不
是那麼嚴重。學校對於我們的需求只有電腦而已，身已經有規劃好課綱而且也有專
門的老師負責教受。
總體認為不是我們迫切要去服務的學校。

電腦教室 上鎖的電腦

投影機 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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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訪

Nairobi Animal Orphanage 動物孤兒院

撰文者：王柏勛

隨著動保意識的抬頭，肯亞當局也開始重視動物保育的議題，而坐落在肯亞首都
Nairobi的動物孤兒院，便是全肯亞最早的動物保護機構，建立於 1964年，也是少數
設立在都市的動物園，主要收容因為盜獵而失去雙清的年幼動物，或是喪失自我生存
能力的野生動物。

週日上午，趁著閒暇時我們有幸能夠到此參訪，一開始進入園區時還蠻緊張，因為門
口便有軍人荷槍實彈，而四處也能看到其他軍人隨時站哨防衛，霎那搞不清楚狀況的
我們還以為來到了什麼軍事基地，後來經過領隊解釋才理解原來是因為之前肯亞首都
曾經發生過恐怖攻擊，後來為了防範在大眾場所都配有警衛，而四處可見的警衛後來
也成為了我們習以為常的平凡。

進入後第一件讓我訝異的事，大概是園區內居然有四處奔跑的疣豬，不僅在花圃裡打
轉玩泥，還有的在四處奔跑嬉戲，原來因為疣豬本身是比較溫馴的生物，所以園方決
定讓他們多點自由空間，如果仔細看疣豬，還會發現他們的獠牙已經被去除，所以不
用擔心傷人事件的發生。

在走入便是管制區域了，我們在第一個動物前面稍作停留，也剛好遇見來參觀的女高
中生們，作為第一次與肯亞學生接觸，其實大家都是靦腆害羞，甚至對他們打個招呼
對方便會傳來咯咯笑的笑聲，或許是因為外國人比較少見吧！沿途我們開始經歷許多
動物，印象比較深刻的大概是花豹吧，第一次跟花豹如此靠近，雙方僅僅用鐵絲網隔
開，特別是當花豹在地上翻滾玩耍時，頓時眾人發出驚呼，在我們面前的彷彿不是那
個兇猛危險的肉食性野獸，而是一隻大了點的貓科動物，另外還有比較可愛的，莫過
於當長頸鹿將頭伸出來的時候，那大大的眼睛彷彿對世界有著無盡的好奇。

然而偶爾看著這些動物內心也有無盡的感嘆，身在非洲這片大陸，外頭多的是無盡的
草原可以自在的奔跑，然而因為人類的貪婪，各式各樣的盜獵，導致這些動物無家可
歸、年幼失親無依無靠，必須仰賴人類的保護，最終診能生存在有限的空間裡。再者，
即使身處在野外的野生動物，也因為人類無止盡的開發而流離失所，在公路上，甚至
可以看見正在過馬路的斑馬與猩猩，當人們正在讚賞這些動物的聰明時，或許這些動
物只是被迫學習服從，在不斷的車禍中學會了人類的「規則」，也開始服從這樣的規
則。想到這，讓我開始省思，不論是在動物園內被保護，抑或是在野外享受草原，這
些動物其實在某方面都早已被剝奪自由，掠奪屬於自己應有的領地，而這也反映到人
類在不斷開發中，到底在探求什麼？動物保育現階段的作為真的達到保育了嗎？抑或
是只是拖緩現況惡化的速度，而我們又能為下一代留下什麼呢？下一代會不會就此只
能透過圖片、文獻認識這些動物就像我們如何認識早已滅絕的恐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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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訪

Nairobi National Museum 肯亞國家博物館

撰文者：黃士倫

坐落於首都奈洛比的肯亞國家博物館，除了是肯亞最具規模的博物館，同時也是讓外
來旅客能夠迅速認識馬賽文化的好處所。

從進到入口後，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非常吸睛的裝置藝術，由七個串滿木製植物的桿子
連接到中心瓢胡，象徵早期的八個省分的統一，也象徵著各個族群部落的共榮。接著
是各種動物標本，身為古老非洲大陸的一份子，博物館中呈現的古老物種以及史前人
類的展示令人瞠目結舌。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流中，無論哪一種文化，不外乎都有各
自的神話，以及被神格化的古人。在肯亞也不例外，國家博物館中特別規劃了一區介
紹肯亞內不同部落流傳至今的英雄以及傳奇人物。從這些神話故事中，可以逐漸看出
部落與部落之間的關係，有些長期征戰直至今日依然衝突不斷，以及某些英雄人物的
殞落，可得出不族興衰。

作為長期被英國殖民的地區，肯亞本地人承受著極大的恐懼以及壓力，殖民期間。除
了本地人外，肯亞當時還住著最高等的英國人以及二等的亞洲人，所有的設施以及活
動都被分成三種不同的等級。由於身為少數，英國人也時常利用其他的部落來鎮壓叛
亂的族群，以有效的統治肯亞地區。博物館中另有一區展示了馬賽族的文化與習俗，
將人的一生分成四個時期，並以不同的顏色作為代表；各個時期在晉升前面臨的挑戰
以及在部落中扮演的角色。最後再出館前，最令人驚豔的鳥類標本收藏，上百種的鳥
類，全數都是在肯亞野外能夠見到的。

肯亞國家博物館的館藏包羅萬象，從自然到歷史，再從文化到美術，可以說是無所不
有，在不近廣大的腹地中，盡可能的容納能夠向旅客介紹肯亞特色的藏物。博物館整
體而言，作為肯亞的門面，除了外型氣派，館內的內容物也是最好的教育以及外交題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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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慈學校銭韻中牧師分享

撰文者：蘇丹瑀

「走出去，做些什麼，你永遠不知道會帶來什麼影響。」

1991年，肯團的大家都尚未出生，錢牧師就踏上肯亞。她住在首都奈洛比的貧民窟，
一般人難以想像貧民窟的生活，那是一個連政府都甚少介入的區域，沒有電、沒有學
校。

錢牧師告訴我們貧民窟裡的電往往是居民自己亂接的，也就是偷電。這些縱橫在樓房
間的電線又會被拿來當作曬衣繩，而因為曬衣觸電至死的案例不在少數，錢牧師創辦
的學校中，就曾有學生和家長不幸罹難。

恩慈學校由錢牧師創辦，現已是涵蓋 1到 8年級頗有規模的小學（肯亞的學校制度小
學讀八年），一路走來她謹守著初衷：幫助貧民區的孩子。

貧窮是結構性的問題，不是單靠一方之力能夠撼動的，而外界湧入的援助讓貧民區的
人們逐漸產生接受資源的依賴性。但恩慈學校是要收學費的。錢牧師想要將依賴性扭
轉成家長也能為孩子的教育盡一份心力的參與感，一個學期 100先令的學費（相當於
台幣 20塊）對家長而言是不小的負擔，隨著家庭狀況的不同學費會適時調整，但最
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能靠自己的力量改變未來。

「做力所能及的事，並專注地把它做到最好。」

錢牧師頭髮已經些許花白，但眼神依舊閃閃發亮，且每個字句都充滿力量。在肯亞辦
學，錢牧師從滿是挫折，到為了不被擊垮而不感受到挫折；從一開始到各家拜訪找學
生，到後來成效慢慢積累，畢業的孩子進入肯亞最好的 Nairobi大學、家長了解教育
的重要、學生越來越多。改變需要和當地居民產生共鳴，與社區合作才是讓計劃長久
延續的關鍵，透過第一線的觀察，錢牧師溫柔但堅定的將教育深耕入當地人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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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robi South Sudan Refugee School 南蘇丹難民學校

撰文者：邱慕言

在肯亞的最後一個禮拜，我們拜訪了位於奈洛比的一間南蘇丹難民學校。這間學校與
一般印象中的學校不太一樣。車子一開進大門，映入眼簾的是紅土與草地，上面蓋著
兩棟簡單的木頭建築。其中一間比較大的同時是教堂也是教室。另一棟比較狹長的兩
層樓建築裡面有教師辦公室、幾間小教室與廚房。

這間學校專收從南蘇丹來到肯亞的難民，因此學生的年齡層差異很大，從青少年至
八十幾歲的老年人都有。南蘇丹與蘇丹原本為同一個國家，但長期以來因為政治、宗
教、族群等種種差異，而導致內亂不斷。直到 2011年，南蘇丹立國，終於獲得了國
際上的承認。但立國不久，南蘇丹季爆發了內戰，延續至今。許多學生因為南蘇丹長
期紛亂的局勢，到了肯亞這間學校才第一次接受正式教育，有幾位還不會講英文，正
在從最基礎的 ABC開始學起。

有一位叫做 Mark的老師在大教室的講台上為我們介紹學校的歷史以及南蘇丹的文化。
他提到蘇丹有 64個族群，其中部分族群有在成年禮移除六顆下排牙齒的習俗。Mark
還很直率的請幾位蘇丹人上台，將他們的下嘴唇翻開秀給大家看。有幾位成年人臉頰
上有紋面，額頭上方還依稀可見被刀子斜斜劃過的兩條疤。Mark表示這些都是進入成
年期的象徵，若是身上沒有這些記號，就代表這個人沒有真正的長大。除次之外，蘇
丹傳統上是一夫多妻制。Mark還調侃的說在蘇丹，我們全團的女性都有可能是同一
個人的妻子。最後他教大家如何用南蘇丹個官方語言―阿拉伯語打招呼。一時之間，
“Salam Alekum”的問候聲在團員與學生之間此起彼落。我們也把握這個機會介紹了台
灣的文化。在這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原來中國跟台灣是不一樣的。當我們提起台灣
原住民也有紋面的習俗，引起了滿大的共鳴，他們還非常感興趣的端詳著我們手機上
查到的紋面的照片。

離開前，我和一位在聯合國工作的蘇丹人聊了一會兒。他說他非常希望他們的學校有
機會和我們的團隊合作與交流。雖然我沒有辦法為團隊做這個決定，但我感受到短短
的一個上午，團員與這間學校的人不知不覺就形成了一個連結，使台灣人與南蘇丹人，
兩個看似沒什麼交集的民族，搭起了一座橋樑。

來到肯亞竟然可以接觸到南蘇丹的朋友、認識南蘇丹的文化，實在是意想不到的收穫。
看到不少學生都是經歷戰火與逃難的摧殘才找到落腳之處，我的心不禁為他們破碎。
但他們並沒有被擊垮，還是勇敢的活著，臉上依然綻放出堅強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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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社會企業張賢雙分享

撰文者：楊雅淳

穿著一襲白色民族風的輕盈佯裝，配上淺咖啡色草帽還有垂掛的大耳環，這樣一身打
扮加上她白嫩帶點微黃的肌膚，走在肯亞的街角，有些突兀。她是來自中國的張賢雙，
在離開肯亞的前幾天，有幸邀請到她，來我們的住處，與我們分享她在肯亞將近四年
的生活。一開始便是輪流自我介紹，雖然只是簡單、類似閒聊的自我介紹，但賢雙拿
著筆，很快地把我們說的話記在她的小小筆記本裡，認真去了解我們每一個人。

張賢雙大學時期就讀社工與教育，她認為長期志工才能真正了解需求，因此總是利用
長期的假期，去一些機構進行服務。她說剛進入大學的時候，教授問了教室的學生：
有誰是自願來讀這個科系？沒想到左看右看，只有她一個人舉手，在中國，許多父母
親會積極地幫孩子選擇他們的人生道路，因此她很慶幸自己的父母相當尊重她的決定。
而她之所以想唸這個科系的原因是因為小時候時常看書，尤其喜歡看偉人傳記，其中
德雷莎修女的傳記影響她非常深遠。

原本只是用讀研究所的空檔，來到肯亞進行三四個月的田野調查的她，因為實在太著
迷於肯亞的一切，她毅然決然地放棄了研究所升學，就這樣自己一人在肯亞住了下來。
在這四年之中，她到了肯亞的各個地方，深入的了解了當地社會樣貌與文化，她先是
參與了反女性割禮的運動之中，期望能在傳統文化與現代醫學與女性身體自主權之中
找到平衡，而後投身進入動物保育議題，甚至曾經擔任臥底，協助國際刑警逮捕盜獵
集團。現在她與夥伴組成了一個名為「中南屋」的社會企業，希望能夠增進中國企業
與肯亞當地的交流。

當我們問她多久回家一趟，她笑著說：「台灣人都這麼念家的嗎？」在旅行了四年之後，
她即將前往英國就讀她極為熱愛有興趣的領域－女權與教育。她就像一隻自由的鳥兒，
展開翅膀翱翔天際，不斷地追求人生的價值與熱愛的事物。她有著社會學的溫柔與反
思，又有著商業的邏輯與思維，隻身來到肯亞，她沒有害怕，只有好奇與熱情。和賢
雙姊姊兩三個小時的聊天，眼界像是被打開了一樣，原來其實人生的路可以這麼不平
凡，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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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日誌

撰文者：鄭盛元

一切還來不及準備，卻已經踏上了肯亞的旅程。這半年多來心心念念的地方，
從登上飛機的那刻起，即將開始為它勾勒出具體的輪廓，曾經覺得遙遠的地
方現在是如此靠近，每一個腳步、每一個眼景都好不實際。

踏上卡達航空，也能感覺到跟人群的差異，周圍充斥著聽不懂的語言，甚
至在空姐詢問飛機餐點時，也只能請旁邊的 MayryAnn 幫忙翻譯。一切都措
手不及、來不及應對。一到肯亞 Jomo Kenyata 機場，更能感受到我們在這
邊的特別。一下飛機，所有人都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們，彷彿我們根本
就不屬於這個地方。海關人員也對我們投以特別的眼神，而在聽到我們即將
在這待 42 天，更是覺得詫異、謹慎的討論我們這群人來的目的，但最後，
還是微笑的對我們說 "Welcome Kenya!" 。然而，並不是所有肯亞人都是真
心友善的，在我們去拿托運行李時，有個肯亞人非常熱心的拍了我的肩膀，
“You are my friend.”，他說，我也非常高興的跟他對答起來，最後更是一起
卸下了所有行李。但就在這時，他突然臉色一變，開口跟我們要小費。我們
也學到，雖然大多數的肯亞人是熱情且友善的，但還是有些人是有目的性的。

對於所有事，我們都還來不及準備，每件事都那麼突然、那麼不真實，我也
希望我能拋棄所有的印象以及在台灣的期待，自己感受屬於我自己的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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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蘇丹瑀

經歷 20 多小時的空中移動，我們終於抵達肯亞了！一踏出機艙迎面而來的
是清新涼爽的空氣，和一望無際的草原！我們出境的航廈小小的，很像是扮
家家酒的組合屋建築。從機場前往 Consolata House 的路上，我好不可置信
自己竟然身在非洲了，一切好沒有真實感，熟悉的 14個人加上司機 Simon哥，
擠在一台被塞買行李的中型箱型車裡，晃呀晃的奔馳在肯亞的高速公路上。
肯亞的高速公路筆直而平坦，特別有趣的是路的兩旁一直有人走來走去，這
在台灣是不可能發生的！而且道路上的公車和計程車可以隨時停車載人，一
切發生的如此隨興而自然。

Consolata House 是個頗有規模的天主教會莊園，裡面有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和教堂。莊園裡的小徑乾淨整齊，園內的花草被細心的修
剪照料，穿梭在其中有種身歷鄉村度假村之感。我們住在園中招待外賓的小
旅館裡，小小的但是還算乾淨舒適，除了我和欣芳的房間在淹水。

在肯亞的第一餐由燉羊肉、烤蔬菜和泰國米佐蘿蔔丁飯做開場。教會的廚師
Evans 真是非等閒之輩，在中國餐廳工作過的他精通中式料理，我想他是怕
我們剛來口味會不適應，所以特別煮了中式燉羊肉飯為我們暖暖胃，真的很
好吃！被清大食物和飛機餐蹂躪多日的我一連吃了兩大盤，而且還驚喜的發
現肯亞也有西瓜！雖然口感不像台灣那樣沙沙多汁，但是甜度相當不錯。

下午的重大行程就是換錢買 sim 卡，我們要到步行約 10-15 分鐘的商城購
買。一群東方人走在 Nairobi 的街道上，就像是一群待宰肥羊，所以領隊叮
嚀我們要特別小心不要大聲張揚、喧鬧，要眼光四面耳聽八方。商城位於
Nairobi 的近郊，所以高樓稀稀疏疏，路上有很多在整修的路，風一吹來漫
天黃土就會毫不留情的撲向每個人。好在黃土並不能遮掩路上形形色色的有
趣攤販，賣二手鞋的地攤上，各式鞋款錯落展示但乍看之下皆無法配成對；
繽紛的圖騰肯亞衣攤裡，色彩鮮艷的長袍被掛在長竿上恣意地隨風飄揚；用
鐵皮搭建而成的簡易理髮店，三兩客人坐在理髮椅上……，街道雖有些簡陋
隨意，但是充滿生命力。

晚餐 Evans 又讓我們再度驚艷，披薩、馬鈴薯烤羊肉和綜合燉青蔬，看著身
旁說要減肥卻吃了三盤（或許更多）的鄭盛元，就可以推測這頓料理的美味
程度。用餐完畢 14 個人圍著餐桌日檢、心得分享，身處肯亞的不真實感又
浮上心頭，雖然來到肯亞了，但身邊圍繞的是一群共事將近一年的夥伴們，
所以安心感大於緊張的陌生感，也許這就是不真實感的源頭吧！兩天後前往
Nakuru 舉行的資訊教育，將會是我們此行執行的第一個任務，養精蓄銳便
待那時，所以說，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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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白璨瑀

在肯亞的晨曦中醒來，一切都是既溫暖卻又陌生，一直還是團體行動的我們，
就好像還在鳥巢裡面等待媽媽哺餵的小鳥，被動的接受肯亞的生活，但今天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開始敞開翅膀，向肯亞鼓動我們的好奇。

今天早上我們在司機大衛的帶領下，去到了奈洛比國家公園的動物孤兒院，
雖然有很多學生、觀光客，可是在其中，我們突兀的亞洲臉孔，比起那裡的
動物更加引人注意，尤其看到了一些來校外教學的學生不斷對我們投以好奇
的眼光。但當我們鼓起勇氣向他們打招呼的時候，他們卻反而害羞了起來，
真的很可愛。

下午我們到了奈洛比最大的商場採買生活用品，在休憩的時候，我們的旁邊
坐了一位商場的服務人員，我們主動向她攀談，詢問她的辮子是不是真的頭
髮，雖然有些不禮貌，但她還是很熱情的和我們分享，她們去沙龍的經驗，
還讓我們摸她的髮辮。

看似兩件很小的事情，卻在我的心裡泛起了一陣溫暖的漣漪，原本既緊張又
害怕的心情，有了轉變，好像第一次飛出巢穴的小鳥，畏縮的雙翅始展翅高
飛，努力用眼睛收進世界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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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呂佳惠

來到肯亞的第四天，一切都在軌道上運轉著。今天是我們前往 Loreto Boys 
School 的日子。三個小時的車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卻是我們最珍貴的初
體驗，這是我們第一次在路邊看到綿羊、驢子、甚至是野生斑馬和狒狒，沿
途經過東非大裂谷，團員們從 Matatu 上蜂擁而出，喜悅之情溢於言表，當
我們震懾於眼前的美景時，一旁圍繞的是當地的小販，用他們的熱情將我們
團團包圍，手裡拿著各式各樣的肥皂石，與我們分享非洲的一切， 雖然只
是經過包裝的行銷手法，但依然能從中感受到肯亞式的風情。

來到 Loreto Boys School 門前，迎接我們的是 Father Joseph，在神父的帶領
下，我們前往學校的餐廳，以老師與學生精心的表演揭開團隊服務的序幕。
時間一到，團隊便前往搭建電腦教室，從將海運到肯亞的電腦一箱一箱的打
開到把桌椅擺放整齊，放置電腦主機、螢幕，夥伴們都用盡心力去執行，期
望 Loreto 的電腦教室能夠盡善盡美，儘管過程中，遇到一些空間不足抑或
是電力問題，課程股皆使出渾身解術使困難得以被解決。此外，在搭建電腦
教室時，也能不時看到學生站在門前向裡頭探望，還有老師不停地詢問我們
是否需要幫忙，不遺餘力的協助我們完成一間五臟俱全的電腦教室，從中便
可看出他們對資訊教育的熱情與喜悅，他們也會在下課的時間來休息室找我
們聊天，好奇台灣的事物，表演著功夫的橋段，訴說著對台灣的想像。這時
候的我，已經期待課程的開始，想要與他們分享我們所接觸的一切，在台灣
的時候，我們只能憑空想像他們會問我們什麼樣的事情、會遇見什麼類型的
狀況，這顯得電腦教室的完成好不真實，往後的這些日子，我們將在這間教
室裡與他們共度時光，以語言、肢體的接觸拉近台灣與肯亞的距離，能夠藉
由接觸而弭平族群間的陌生，是再美好不過的事了。



184

3 團隊生活

7/02

撰文者：王柏勛

抵達 Loreto 的第二天，團隊開始運轉了起來，今天我們即將面對最大的挑戰，
同時也是我們來到肯亞此行的目的，ICT 教育。

看 著 團 隊 裡 所 有 成 員 憂 心 忡 忡 的 樣 子， 自 己 原 本 早 已 忐 忑 的 心 更 是 七 上
八下了起來，特別是第一堂課便派任為助教，又是教師課程中的 computer 
maintenance，難度顯得特別高，雖然前一天晚上早早備課，更為了避免對
零件陌生，而特別背下所有專有名詞，然而看到所有老師到來的瞬間，我的
腦袋顯得一片空白，只懂得傻笑。時間飛快，computer maintenance 的老
師盛元很快抵達教室練習課程，將所有教師分組進行實務操作，但此時我腦
袋仍然一片空白，一心想著可能要開天窗。好在身邊的璨瑀適時協助，讓我
從慌張中脫困，開始引導老師們一步步的拆解電腦。雖然最後因為時間掌控
不佳，所以沒能讓老師們將所有課程操作完，可是透過跟老師們的對談，我
收到許多讚許跟肯定，紓解了我內心的憂慮與擔憂，也感到一絲雀躍。這些
肯定雖然微小，卻踏實了我的心裡，讓我在往後的助教課程裡多了一份鎮定。

下午，終於結束了手中所有的助教課程的我，決定踏入校園，看看周遭的一
切，途中遇到了弟兄費爾曼，在弟兄的帶領下，我們走入的學校的農場裡，
弟兄還很熱情的喚出剛出生了兩個月左右的小牛，另外也替我們詳細的介紹
當地的農場如何運作，這樣的盛情讓我不禁動容。我很開心能夠來到如此熱
情的學校，不管是教師們對我們團隊的肯定，還是教會對我們的關懷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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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葉映榆

今天早上和學生們一起到餐廳做彌撒，彌撒又稱感恩祭，是天主教會拉丁禮
的祭祀儀式。原本以為過程是神聖而莊重的，但卻意外的被熱絡的氣氛渲
染。一開始 Father Joseph 念了一段聖經為我們禱告，祈禱這趟旅程能夠平
安順利。接著大家就一同唱起聖歌，愉快的旋律頓時溢滿廳堂。之後盛元被
邀請上台朗誦經文，感受到校方對我們的重視，我們當湧泉以報。活動後半
段，由於 Father 前天在我們回程的路上播放了自創曲 Set me free，獲得熱
烈的迴響，因此今天特別邀請學校師生一同高歌這首高昂曲子，甚至邀請了
歌曲製作人參與盛宴，製作人跟當地的學生 說要好好珍惜高中的一切，竭
盡所能的充實自己，不禁讓我想起了高中時代那個懵懂的我，時而徬徨，時
而迷惘，現在想起還是會莞爾一笑。最後大家一同跟著旋律載歌載舞，我發
現當地學生真的超會跳舞的！我和 Sally 也上去秀了一段《你是我的花朵》，
儘管他們感到非常困惑﹝也許是因為我們半路加入他們的行列﹞，看還是很
努力的跟上我們的步伐，大家一起聽著音樂搖擺，感受最簡單而單純的快
樂。

中午品嚐了 Chapati 配上燉紅蘿蔔大豆。Chapati 源自於印度，有拍打之意，
將生麵糰在手掌之間拍打，再放到平鍋上油煎，頓時香氣四溢。配上燉菜清
爽簡單的口感，別有一番風味。

下午便開始了我的第一堂課──學校生活。帶著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我和
盛元踏上講台，結果狀況百出，像是投影機不夠亮、延長線壞掉 ......，依然
澆不熄 Loreto 學生的熱情。大家都對於台灣學校生活表示興趣，儘管雙方
語言上有一些隔閡，但這短短的四十分鐘依然充滿歡笑。

最後便是我們期待已久的全校運動會了，平常乖巧的學生們各個變成了脫韁
野馬。校方為了不要讓我們感到困擾，所以提議將我們打散，與當地學生組
隊一起進行運動賽事。首先我們打了排球，他們的球場邊界是學生臨時用衣
服、褲子還有鞋子圍起來的，更酷的是他們竟然都脫掉鞋子打球！再來踢了
足球，感受到運動賽事真的是無國界！我們就在無邊無際的草原上奔跑踢球
下，結束了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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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黃士倫

7月 4日，今天是在 Loreto Boys Secondary School 的第四天。今天的行程是
滿滿的課程，不過由於被派出去進行採買，因此也為今天的行程增添了很多
的樂趣。在午餐過後，欣芳帶著我和柏勛，在 brother Philemon 的陪同下一
起前往離學校十五分鐘左右的大賣場。沿途上我們也和 brother Philemon 聊
了許多。由於學校是位於高速公路旁，因此有聽過安迪提到過在一七年新訪
時才剛在挖路，事隔兩年如今已經都將高速公路從 Nakuru 連通到 Nairobi，
另外還有一條聯通道烏干達。據 brother Philemon 所言，在 Loreto 附近
還有許多的公立學校，而且還是國立的公立學校，甚至附近還有總統在
Nakuru 的官邸。

Brother Philemon 帶我們到了一間叫做 Naives 的大賣場，不同於家樂福，
Naives 更像是台灣的愛買或大潤發。其中有一個櫃位特別吸引我的注意，櫃
子上放滿了各式各樣透明罐裝的豆類，這不禁讓我想到，來到肯亞的幾天以
來，幾乎每天都吃到燉菜，雖然很多的菜色都不同，不過吃起來卻都是相同
的味道。由於我們去賣場的主要目的無法達成，也就是要購買新的轉接頭，
因此 brother Philemon 毅然決然的招了一台Matatu帶我們進Nakuru的市區。
進到市區後，完全分辨不出 Nairobi 市區和 Nakuru 的差別，而且市區內隨
處可見檢體中文的招牌。

跟隨著 brother Philemon 穿梭在鬧區中，沿路的肯亞人總是會很興奮的打
招呼，有的人也會對著我們呼叫成龍。回程時，我們也是叫了一台 Matatu，
但是相較於去程時，回程時實在是痛苦萬分。在 brother 招到車時，探頭往
內望明明車子已經滿滿的坐了十七個人，司機卻硬要將我們四個人在塞進車
子裡，導致我只能屁股騰空半蹲在人群中。雖然說全程路途艱辛，卻不得不
說實在是一個很令人印象深刻的體驗。深感自從來到肯亞，總是能在最平凡
的生活瑣事中，感受到新鮮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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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楊雅淳

今天是來到 Loreto 第五天，這裡的男孩都很害羞很可愛，一開始看起來很冷
漠，但是只要我們伸出手來和他們說：「嗨」，他們就會突然展現笑容，靦
腆地向我們揮揮手。「怕尷尬」像是一條河流，把我們和肯亞的同學阻隔在
河的兩岸，有時候我們也很害羞，扭扭捏捏地不敢向前和他們聊天，怕我們
聽不懂彼此的話，怕丟臉，跨不出去但其實只要再向前一小步，主動的問他
們在做什麼？一切都會不一樣。

下午一個空檔，我和映榆、文軒去逛校園，想進去 Dining Hall 裡面的廚房看
一下，發現裡面有兩三桌的學生正在讀書，我們實在不敢過去打擾，只小小
的打個招呼就離開了。但我們的內心其實非常想進去和他們說說話，於是映
榆勇敢地帶著我們衝了進去，和他們的互動也就展開了。原來這節是 Form3
的選修課，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想上的課或是在 Dining Hall自習，於是部分學
生就到 Dining Hall 做數學題目。我們過去一起幫忙算數、解題，學生一個一
個慢慢把我們圍住。雖然只解了兩三題，但是心裡覺得很充實，看到了他們
拿著課本、筆記本、筆還有計算機努力的算，感覺離他們更近了一些。一想
到只剩下兩三天在這裡，還沒能好好記下這裡的一景一物，還有一張張的笑
容，就覺得好捨不得。人與人的距離，其實很近也很遠，如果我們願意多一
點互動，應該就可以把握相聚的時候。

中午我和盛元、慕言和 Loreto 的電腦老師 Victor 討論種子教師課程，這兩
天真的很感謝 Victor，他總是很開心、很幽默地告訴我們很多肯亞的事情，
讓氣氛很放鬆。雖然在維修課程的時候出現了些難搞的問題：我們把電腦零
件全部拆了下來，之後組裝回去發現竟然無法開機，最後拆拆裝裝了好一陣
子才恢復正常，讓我們非常疲憊。他也沒有因此而看輕我們，還一直說盛元
是天才。即便我們告訴他的，他其實都會了，他還是很認真的聽我們分享有
關 ICT的知識，還說他是成為了我們的一份子。

種子教師一直是課程股心中的大石頭，對於準備這個課程壓力很大，但這次
在 Loreto 的種子教師經驗很好，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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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邱慕言

今天是在 Loreto Secondary School 的文化日，這是一個肯亞與台灣彼此交流
和連結的日子。經過了接近一個禮拜的相處，雙方都對彼此的文化感到好奇，
也準備了許多節目要與對方分享。因為過去幾天非常緊密的在進行資訊教育，
所以我們的表演節目幾乎都是在零碎時間抽空練習。我們匆匆準備的歌曲和
戰舞，和 Loreto 精心設計的節目根本無法相比。除了歌曲和舞蹈，學校準
備的節目還包括兩齣戲、服裝走秀，還有大胃王比賽。不論是主持人、音控、
演員、道具等，都是學生一手包辦。Loreto 的學生非常喜歡唱饒舌歌，走進
學生餐廳就看見平常安靜斯文的學生跟著節拍賣力的跳舞，學生們的才華令
人大開眼界。

學生在那兩齣戲劇所投入的創意尤其令人讚嘆：第一齣劇是反毒宣導，學生
不但演技高超，劇本也深具意義。他們甚至將自己的衣服剪破當作戲服，用
小化妝鏡充當手機，還去外面拔草，假裝是毒品；另外一齣劇是個武打劇。
看見肯亞的學生有模有樣的戴著斗笠，束上腰帶，在台上表演中國功夫，那
個景象實在是畢生難忘。

今天安排了許多跳舞的活動，學生們還邀請我們上台跟他們一起跳。雖然手
腳不協調的我在台上顯得笨拙，但我卻不顧一切的盡情跳舞。從第一天踏入
Loreto 的校園，隔著一排桌子尷尬的自我介紹，到六天後可以毫無距離的在
台上共舞，目睹這樣的轉折，感動之情油然而生。這之間的改變不是單方面
的付出就可以達成的，而是由於雙方的真誠與信任。

總感覺文化日結束後，離別如趕時間似的加快了腳步。一切都過的好快，雖
然還剩一天的服務時間，但想到三天後，這一百五十個人的聲音將會從我的
日常中消失，心中充滿無限的不捨。趁著載我們回住處的matatu還沒到之前，
我們把握最後的十分鐘再到學生餐廳見他們一面。距離餐廳還有好一段距離，
學生就從餐廳的窗戶遠遠的望見我們。整棟餐廳頓時傳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
在黑夜裡，他們的熱情烈如白日。學生們的喜悅之情讓我受寵若驚，總覺的
我們所做的實在不足掛齒，團隊能帶給當地的其實也不多。我只能更努力的
將我的課程教好，並且打從心底發出一聲 “Tuna Wapenda” ( 我們愛你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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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林立玄

禮拜天，Loreto 的學生不用上課，也成為我們在 Nakuru 唯一放風的日子。
一大早，便動身前往一間校長安排的修女教堂做禮拜，這是我們第一次去學
校以外的地方做禮拜，一切是格外新鮮。那裡的修女大多都七、八十歲了，
看著她們拄著拐杖，步履蹣跚的走上臺階禱告，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或許是
信仰的力量，讓她們能永遠充滿能量，永遠懷抱著對生命的熱忱。彌撒的過
程中，校長不斷提到來自台灣的我們，讚美我們對資訊教育的付出，更一一
唱名每個團員的名字。可以發現校長真的很用心地在觀察每一個人，即使可
能不曾與某些團員交談過，仍然努力地記住有關他們的一切。

接著，我們又馬上回到 Loreto 參與今天的第二場彌撒，學校的彌撒比較沒
那麼莊嚴，再加上一切的人事物又是如此熟悉，氣氛十分地輕鬆愉悅。11
點左右，我們去市區參加 Agriculture Exhibition，除了一小部分的植栽區，
其它大部分都是小吃攤、地攤和遊戲區。進入園區前，Beth 再三叮囑我們
要隨時注意財物，讓我們不免對每個迎面而來的人預先懷了一些敵意，但裡
面真有一些向我們要錢、要食物的孩子，讓人不堪其擾。漫步園區時，我們
不斷被烤肉攤所吸引，最後決定在一間看起來較為衛生的小吃店享用。烤架
上，是一塊塊用鋁箔紙包裹起來的肉，詢問店家是什麼肉之後，他們將鋁箔
紙慢慢打開，兩條壯碩的羊腿便毫無保留的顯露出來。外皮烤得無比酥脆，
卻不焦乾，肉質又鮮嫩多汁，再搭配一些碎洋蔥和番茄等佐料，每個人都吃
得幸福洋溢，這是我們在肯亞吃得第一份烤肉，也是最驚為天人的一餐。

2 點左右，我們又去 Manenegai Crater 參觀火山和洞穴的地貌，雖說洞穴沒
有特別出奇，但導遊荒謬的介紹讓我們十分難忘。甫進入第一個洞穴，就看
到一個守洞的人大聲地播著音樂走了出來，但導遊才剛說洞裡面有蝙蝠，大
家要輕聲細語 ( 甚至重頭到尾都蝙蝠沒有出現 )；洞內還有幾處地方會有水
滴滑落，他們用水桶去接他，並說這是「聖水」，可以直接飲用，說罷，便
把整桶水倒出來給大家喝，每個人都傻在原地。

第二個洞穴的洞口十分狹窄，也有一個守洞的人坐在洞口附近的樹蔭下，但
他並沒有理會我們，而是泰然自若的在洞口看著自己的書。在穿過幽暗的穴
道後，穴道越來越亮，最後重見光明的同時，又有另個守洞的人坐在角落看
著我們。在如此渺無人煙的地方，卻坐著許多的守洞的人靜靜地看著我們，
我們深感神奇。

旅程的最後，我們上到山頂的觀景台，飽覽 Nakuru 的地景。一側是廣袤的
原野，無垠無涯的草原正是我們想像中肯亞的樣子；另一側是個小市鎮，一
道陽光剛好灑落其上，彷彿是天選之地。團員們爽朗的笑聲，揉合在挾著青
草味的風中，飄盪至未知的遠方，那是等待我們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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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劉宜雯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到 Loreto 的日子也逐漸到了尾聲，雖然早知
道這一天即將到來，但在實際來臨時，還是令人措手不及。在 Loreto，我和
每個學生打招呼，看到他們單純的笑容，我能感受到那最純粹的那顆心。今
天我當了兩節的助教，分別是學生和老師，雖然覺得疲憊，但內心是豐沛的。
在這最後一天，我更加努力的擔任這個助教，每個 Loreto 的學生認真聽講
的神情，能看出來他們是真的想要從中學習到甚麼，我從教室前方看著每位
學生，希望能將每個學生認真的臉龐印記在腦袋裡，將這段回憶深藏在內心。

在最後的 Farewell，我們和學生們共進午餐，每次都很感謝 Loreto 的老師
們，對我們的熱情款待，特別是每次幫我們煮菜的媽媽，每次接近午餐時間，
廚房就會飄出濃濃黑煙，外面都如此了，更何況是廚房，但媽媽必須要忍受
那黑煙，幫我們煮飯，真的很感謝。在前幾天看過 Loreto 的學生的表演後，
我們也精心準備了一些唱跳表演獻給 Loreto 的師生們，在我們表演，學生
們也被音樂感染，站起來跟著我們一起舞動，每次看著他們跳舞，我都覺得
他們真的有一個會跳舞的靈魂，任何音樂都能隨之起舞。表演結束後，學生
們歡聲雷動，看得出來是真的很喜歡我們的演出。在最後，老師們還送我們
每個人一人一個披肩，上面不但刻上了學校名字，還刻上我們每個人的英文
名，真的很用心。在離開學校前，學生們和我們一一擁抱，甚至還交換了聯
絡方式，能夠因此交到國外的朋友，很特別也很有趣。

最後一天住在 Brother 的房子裡，我們還跟 Brother 開了派對，互相交換了
自己國家有特色的食物，我們煮了台灣的米粉給 Brother 們吃，他們都覺得
很好吃！後來我們圍著桌子跳舞，雖然和有些 Brother 只有一面之緣 ，只有
簡單打過招呼，但在派對上，大家圍著桌子聊天跳舞，很快樂，完全沒有隔
閡，聊完天後，只覺得太晚了解他們，他們幽默且富有知識，以後希望還有
更多機會能和他們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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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林彤恩

離別是為了下一次更美好的相遇，今日的早晨跟以往不同，天空已經全亮，
不用趕在 6:20 分出發，但我卻並不感到快樂，因為這代表著我們在 Loreto
的服務正式結束。下樓時弟兄早已將早餐準備好，必備的肯亞奶茶以及各種
口味的果醬擺在桌上，我們快速的吃完早餐，將所有行李拿下樓等待 David
的到來，過程中大家把握與弟兄們最後的相處時光並做最後的道別，David 
到來時，大家都不相信他能將所有的行李擠進小小的 matatu 裡，但他真的
做到了 ! 開車離開 brother house 時，真的感到滿滿的不捨，車子經過前往
Loreto 的熟悉道路，我們向 Loreto 做最後的道別，正式展開前往 Nyeri 的
旅程，後來我們前往加油站加油，我們在車上等了很久，後來才發現原來
David 跑去吃早餐了，讓我體會到了肯亞人悠閒不匆忙的行事風格。

沿路上我看到了很多 safaricom 的店家，但有些並不真的是電信行，而是一
些雜貨店，密集程度更甚台灣的便利商店，我覺得十分特別。路途中我們還
經過了東非大裂谷，一下車我們又馬上被許多流動攤販包圍，開始拿著各式
各樣的紀念品並向我們介紹起東非大裂谷的傳說故事，據說是由於一個少女
與一個老人相戀，並在分手後往裂谷的兩側 ( 以色列與蒙巴薩 ) 分開而走出
了一個裂谷，雖然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明顯不足，但著實為東飛列谷增添了一
層有趣的色彩。事實上，東非裂谷是一個在 3500 萬年前由非洲板塊的地殼
運動所形成的地理奇觀，縱貫東非的大裂谷是世界上最大的斷裂帶，屬於生
長邊界。位於肯亞的東部裂谷部分，則是整個東非大裂谷區較深的部份，其
中最深處在肯亞的奈洛比北部，這一部份的裂谷區沒有出海，因此所造成的
湖泊則較淺、所含礦物和鹽份也較高。

我們也遇到了許多臨檢收錢的警察，這是在肯亞馬路上的潛規則，是否該付
及該付多少錢都是憑著警察當天的心情決定，這個現象再次讓我感受到肯亞
人治且貪腐的行政風格。經過了大約一小時的車程，我們終於抵達 Nyeri 的
Consolata house, 一進到內部就覺得非常溫馨，低矮的平房周圍種了許多農
作物以及飼養了幾頭牛，就像一座小農莊，下午我們就在 Consolata house
裡準備著即將到來的工作坊結束了這舟車勞頓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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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鄭盛元

隨著時間過去，我們結束了在 Nakuru的服務，前往下個地方 Neyri進行服務，
而首先就是肯團準備整個學期的資訊教育工作坊。來到 Neyri 的第二天，我
們到清大的姊妹校 Dedan Kimathi 大學進行場勘，也和學校裡電腦相關社團
Dehub 學生互相認識，並為三天後的工作坊做準備。

一到 Kimathi，我們先與台飛協會在肯亞的顧問 Dr. Eddy Owaga 見面。Eddy
曾在求學時期來台灣北醫醫學大學念過書，熟知台灣以及肯團這個團隊。由
於 Eddy 任職於 Dedan Kimathi 大學食品科學系的緣故，他便安排我們參觀
大學的咖啡田及咖啡實驗室。經過專業講師的講解後我才知道，Nyeri 這個
地區位在半山腰的位置，海拔高度正適合種植咖啡，並且很多不同種類的咖
啡豆，其實來源為同一種咖啡樹，只是灌溉條件不同而影響咖啡豆種類。並
且我們常看到的 AA、AB、PB…等品質，其實根本為同一咖啡豆，只是咖啡
豆本身大小不同而有所區分。在咖啡實驗室，講師更泡了幾種不同的咖啡讓
我們自己體驗其中差別，整個實驗室充滿了肯亞咖啡滿滿的香味。

到了中午，便由 Dehub 學生帶我們到大學的學餐，這裡最大的特點就是價
格十分便宜。但 Dehub 學生也告訴我們，平常他們並不會在這裡吃，除了
離上課教室較遠外，這裡的食物也不如其他餐廳好吃。結束午餐，我們到學
餐正上方的 Dehub 辦公室與學生交流。Dehub 由對設計網頁、創新專題有
興趣的學生所組成，學生來自不同系所，大約 3 到 5 人一組共同製作專題。
而與我同桌交流的學生 Johnson 為資工系四年級，目前正在製作的專題與物
流有關，他希望網路購物能計算出最短的配送距離，節省時間及經費。

參觀 Dedan Kimathi 大學，除了為清大姊妹校的關係外，更是能讓我們了解
肯亞大學生活，並與肯團重要合作夥伴 Dehub 學生交流，希望能與他們這
些對電腦有興趣、並有一定專業知識的學生合作，一同推廣資訊教育在肯亞
的發展，就如 Dehub 學生 Rubin 在結語時所說的，「我們身為對資訊教育
有所專長的人，有義務幫助其他人提升總體資訊教育的發展」，希望在肯團
回台灣的期間，能有 Dehub延續資訊教育的計畫，提升肯亞資訊教育的發展。



193

7/11

撰文者：蘇丹瑀

舉辦 Nyeri 工作坊的前夕，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活動，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 
Consolata house 戰戰兢兢的準備著。

早晨一行人先到 Nyeri Town 的超市採買，大家很愛 Tropical Heat 的洋芋片，
所以把握機會趕緊囤貨。值得一提的是在超市轉角相遇的驚喜，我們遇到難
得一見的東方面孔。他叫做賀鵬，是河南人，來 Nyeri 工作半年了。他看著
我們的雙眼閃爍著激動的光芒，語調中難掩興奮之情，因為在這裡很少遇到
華人，除了同一單位的三個中國人外，他再也沒看過其他人了。我很好奇的
問他是不是因為一帶一路才過來工作，但他說他的公司是搞電力的，已經在
肯亞立足幾十年了，和一帶一路無關，而他只是被派到海外來支援。離別之
際我和盛元加了他的 What's app，很開心他交到了新朋友。

下午三點半，我們到 Consolata house 隔壁的義大利天主紀念教堂（Italian 
Memorial Catholic Church）參觀。這趟行程的誕生是因為在前一天我、雅淳、
佳惠和白老大到教堂散步時，巧遇管理員喬瑟夫，他看到我們就熱情地打招
呼並帶我們參觀教堂。這座教堂莊嚴肅穆的背後，承載了為戰爭犧牲的靈魂
的沉重，這樣的故事必須被大家知道，所以我們便約好隔天再帶團員一起參
觀。這座教堂建於 1957 年，是為了紀念二戰在肯亞被囚禁身亡的義大利士
兵。我們很好奇在這片當時被英國殖民的土地，怎麼會建立紀念義大利士兵
的教堂？喬瑟夫回答這是由當時的義大利天主教會建立，因為宗教人士不會
被英國政府為難，由此可見宗教穿越國界的力量。

喬瑟夫在我們這天參訪時看起來很疲倦，可能是因為上午已經招待過高中生
團體了，我們原以為這座教堂應鮮少有訪客來訪，看來其實蠻熱門的。教堂
有一本訪客簽名簿，在結束參訪後喬瑟夫邀請我們在上面留名，我們翻閱後
意外發現肯 16 的足跡，還有許多義大利士兵親屬的簽名。簽名牽繫起不同
時代的連結，雖然物換星移，但不變的是情感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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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白璨瑀

準備了將近半年，今天終於是驗收工作坊的日子。與去年不同，今年邀請了
很多 NYERI 的老師來參加，對我們來說是一次新的嘗試，大家都是既期待又
怕受傷害，就算覺得自己準備萬全，卻都不敢鬆懈。

但事與願違，肯亞人的做事方式跟我們很不一 樣，不像在台灣，我們總是
事事要求精確，在肯亞所有事情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所以對所
有事情保持開放、彈性是我在這趟旅程中最大的感悟。就像早上參加的老師
因為距離和交通的關係遲到許久，導致我們延遲了約莫一個小時才開始，而
之後卻又因為我們和講者之間沒有溝通清楚演講的時長，導致演講時間提前
一個小時結束，我們臨機應變決定用原本準備教授的文化課程「台灣小檔案」
化解這個危機。行程被打亂，大家剛開始都很緊張、不知所措，但 DEHUB
的學生告訴我們這是肯亞的日常，我想我們能做的只有準備好自己以及準備
好做好接受改變的可能。

下午世界咖啡館的討論進行的很順利，前來參加的老師、DEHUB 的學生都很
熱烈的參與我們的議題討論，他們提出了很多對於資訊教育的想像、想法，
讓我們更加了解當地的老師與學生在執行面上會遇到的困難、狀況。 因為
資訊教育，我們才有了三方對話的機會，我們也因為這些對話，共同建築了
對資訊教育的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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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呂佳惠

Nyeri的天氣相較於 Nakuru顯得濕冷了些，早晨的氣溫將熟睡的我們從疲憊
的夜色拾起。在整頓好自己的心態後，肯團今天將要開啟在 Nyeri 地區的服
務，團隊到達任一間合作學校的首要任務一向都是建立一間完善的電腦教室，
當我們踏進 Gachatha 的電腦教室，映入眼簾的是八台舊式主機，這對身處
於資源相對豐富的我們來說，是一件相當不可思議的事，這種屁股很大的舊
式主機大約在十年前的台灣就已消聲匿跡，然而，對於肯亞多數學校來說，
卻是那麼的得來不易。經過一連串的檢修，我們發現電腦裡甚至存有木馬病
毒，而他們卻一無所知，任由病毒在電腦中肆虐，經過初步檢修之後，我便
與領隊們一同與會校方討論課程事宜，而整場會議中最荒謬的事莫過於肯亞
人獨樹一幟的肯亞時區，在肯亞人的習慣裡，遲到的上限高達兩小時，也因
此原本九點的會議遲遲等到十點多才開始，令人意外的是本以為這只是場簡
單的課程會議，殊不知與會人數卻高達 20 人，在 Beth 介紹完台飛後，才得
知這是學校的校務會議，雖然整個過程荒謬至極，但也算是一個難得的體驗。

Gachatha 擁有相當大的腹地，很大片的草原，兩隻牛悠遊地行走於此，課
堂之餘，電腦老師 Bill 領著我們前往校園探險，從菜園到廚房無一遺漏，沿
途我們見到大片玉米園，肯亞的玉米比台灣的大許多，一叢叢的玉米豎立於
紅色土壤，是學生一天活力的泉源。Bill 說這一大片的玉米及咖啡樹苗都是
學生在農業課的作品，在這個地方，多數學生的家長都是咖啡農，當 Sam
不經意的提到肯亞的咖啡揚名台灣時，Bill 只是點了點頭，接著淡淡的說了
一句「可是農夫都很貧窮。」頓時，心頭一陣酸楚，即便這個議題早已存在，
可是當這樣真實、最貼近生活的情緒從肯亞人的口中道出，才顯得如此深刻，
這確實是個難以被改變的問題，也是踏出舒適圈的我們必須思索的事。

跟隨著 Bill 的腳步，我們走進廚房，從遠處就能望見裊裊升起的炊煙到煙霧
繚繞的柴火旁，看著阿姨們的身影穿梭於陣陣濃煙之中，揮灑著手裡的大把
調料，我不經拿起相機隨手捕捉了幾張，當阿姨們見到相機，便趕緊將身上
的圍裙褪去，興奮地對著鏡頭燦笑，活像群小孩子。在暗淡的圍裙下，是他
們繽紛的衣裙，是他們對生活的熱忱，更是那份理應被看見的辛勤與汗水。
即便身處於校園之中，我們還是能在各式各樣的角落發現不平凡的光景，也
是我在這趟旅途中最享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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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王柏勛

帶著忐忑的心情，我們出發前往 ol pejeta，出發前領隊簡單的說明開啟我們
對於草原的期盼，safari，這個在非洲大陸熱門的單字對許多旅客來說都不
是個新鮮的單字，在廣闊的草原遨遊馳騁，近距離領略草原動物的兇猛與活
力，是每個來到肯亞的人必經的生命之旅。而對於草原，我們有著太多的憧
憬與想像，心中更是滿腔激動，然而路途的遙遠深深阻隔了我們的彭湃激昂，
陪伴我們的只有無盡的風沙跟顛頗的路途，悶熱的車體伴隨著上下震動傳來
的聲響不斷敲打我們的熱情。坎坷，我想也只有這兩個字能夠體現我們的心
情。不知歷時多久，車門突然的敞開喚醒了昏迷中的我們，一陣清新脫俗的
風夾雜著草原的氣息，我們終於抵達了，眼前無盡的草原與徐徐暖陽，宣告
著這趟旅程的開始。

而這趟旅程不單是肯團的出遊，同時也是司機 David 家與顧問 Eddie 家的家
庭旅遊，三個團體便開著車子出發探訪我們的草原，剎那我們彷彿哥倫布一
樣，準備開疆闢土勇闖新世界，任何的波濤洶湧都撲滅不了我們的激昂。不
久，團員尖叫著迎來了斑馬，看著這些動物隨意奔馳在草叢中的姿態，真的
有別於動物園中被困住的野性。最特別的經驗我想莫過於看見獅子了，當時
正在返程的途中，剛好停在路旁的我們目睹了獅子走過我們車子旁，牠帶著
從容的步調與桀敖不馴的眼神，宣告著自己就是草原的領主，不容許任何人
侵犯牠的領域。

另外我們也在返程的時候，看見了一群長頸鹿，相較與動物園中，牠們多了
一絲從容，還能看見嬉戲遊玩與採食的過程，令人對於生命多了一份省思。
最後返程時，本來以為這趟旅程將以長頸鹿作為終點，然而司機 David 卻眼
尖的發現在樹下休息的獵豹，有別於獅子的兇猛有力，獵豹展現出他的高貴
悠然，彷彿貴族般紳士優雅，卻又會在你放鬆警惕的一瞬間張牙舞爪，這種
美麗的誘惑充在獵豹高貴的姿態下一覽無遺，也正式讓此趟 safari 完融。

我想這趟 safari 可貴的，並不是我們遇到了多少動物，而是在面對這些動物
時，我們體悟到生命中昇華的可貴，相較於動物園中的一切，這片草原多了
自由奔放，但也危機四伏，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還是待在動物園中，喪失
野性，苟且存活。或許這樣的議題早在斯巴達戰爭中就被人們深深省思，自
由的代價我們要付出多少 ? 然而不管如何，這片草原仍然帶給我太多太多感
受，與那股一直陪伴我們的自由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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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葉映榆

今天一早和欣芳以及阿元去 Kiandu Secondary School 新訪，一抵達就受到
學校董事 Monica 熱情的招呼，邀請我們去參加全校的週會。由於阿元重
病纏身，所以司機衛哥就先驅車帶他前往醫院。於是我們兩個外國人就在
眾目睽睽之下，站在全校面前露出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升完旗唱完肯
亞國歌後，學生們陸續上台接受表揚，與我們一一握手，我們也微微笑回
應”congratulation”，接受到來自異國的祝福，他們看起來非常開心呢！
之後校長上台給予學生勉勵，接著介紹台飛協會以及清大肯亞國際志工團，
欣芳就在一陣如雷的掌聲下，向學生介紹團隊，揭開新訪的序幕。

Kiandu Secondary School是一間有六百多人的日間男女混校，學校佔地廣大，
甚至擁有自己的足球場！環境優美，四周碧草如茵，養了兩頭強壯的乳牛，
以供應師生牛奶。一路上和董事以及正副校長們有說有笑，也了解到 Kiandu
對於資訊教育的重視，摩尼卡說，如果未來有機會在這裡新建電腦教室，會
考慮讓隔壁的 Primary School學生一同使用，甚至更進一步開放給社區居民。
聽到這個想法真的很開心，我們團隊想做的就是推廣 ICT 教育，讓更多人擁
有接觸電腦的機會！除了電腦教室外，學校也積極重建廚房、廁所等設施，
不難看出學校對於未來的企圖及野心。

今天中午也發生了一件令我難忘的事：中午在當 Excel 助教的時候，一位老
師在練習時間只是怔怔的注視著電腦螢幕。走進一看，發現對方的臉上佈滿
皺紋──可能已經上年紀了。他和我說，他眼睛不好，看不清楚鍵盤上的符
號，很想實際練習卻又不知道如何是好。當下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
手把手慢慢教導他如何打字。最後一次練習的時候，只見他嘆了一口氣，默
默站起來，轉身席開電腦教室，望著他蹣跚的背影，我真的不知所措。現在
想起來，真的很後悔沒有跑出教室握住他的手，和他好好說說話，詢問他如
果有興趣的話，歡迎來我們休息室聊聊。然而千萬次的後悔也是徒然，只期
許下次遇到相同的情況，我必定盡自己最大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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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黃士倫

今天是我們在 Gachatha 的最後一天。近幾天來因為所有課程都必須趕在三
天的時間排完，所以當所有課程結束後，可以感受到大家都感到心力交瘁，
另外也因為學校並非是寄宿學校，因此當我們整理完教室並收拾完隨身物品
後，學生幾乎都已經下課走光了，不過依然還是有熱情的學生在一放學後的
時間，來到我們的臨時辦公室一一和團員們握手。就如同我們默默的來到
Gachatha，我們也默默的離開，不同於在 Loreto，沒有盛大的相見歡，也沒
有熱鬧的歡送會，短短三天的服務轉眼便結束了。

總結在 Gachatha 的心得，由於行程緊湊而且又沒有文化課程的安排，感覺
與學生的相處較為冷淡，就算是偶爾沒有排課的時間，大家也都是抓緊時間
閉眼休息，以保持最佳狀態來進行課程。至於上課的情況，相較於 Loreto，
這裡的學生可以感覺到更加的活潑，因此每次上課的時候 總會需要花點時
間讓同學們靜下來並專心聽課。或許無法與學生們有很良好的互動，但如此
默默的以不影響學生們為基礎，希望能在我們離開學校後，一切都能恢復我
們造訪前的形式。當日檢討時聽好幾位成員都說自己所教受的課程狀況不盡
理想，隨著在 Nyeri 的行程告一段落了，大家能夠受課的機會也僅剩最後一
次了，相信大家能夠立即做出調整，為在肯亞的服務化下完美的句點。                                                                                        



199

7/17

撰文者：楊雅淳

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天待在 Nyeri 的日子。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突然出現了螞蟻
大軍，在 Consolata House 要往餐廳的階梯上，一排螞蟻一個接著一個，朝
著同一個方向沒有停過，近看發現螞蟻分成兩種，有超級大隻的黑色螞蟻還
有一般台灣常見的螞蟻，我們看著看著像，像被這些螞蟻所吸引住一般，久
久無法移開目光。一旁的弟兄看我們對螞蟻這麼有興趣，笑說這些是 Safari 
Ants，Safari 在史瓦濟語的意思為「旅行」。然而下午我在戶外洗衣服時，
便領略了這些肯亞螞蟻的可怕。一如往常地踩在曬衣場的草地上，卻感覺腳
癢癢痛痛的，原來有近十幾隻的大螞蟻沿著我的腳爬了上來，我緊張的揮舞
著雙手，急忙彈走螞蟻，拍打著腿。留下來的是小小、一點一點被螞蟻咬的
微紅傷口，只能說肯亞的螞蟻真的不好惹！

來 到 Nyeri， 最 喜 歡 的 就 是 Consolata House 主 廚 Joshua 還 有 他 的 妻 子
Jane。Joshua 做的菜總是讓人一盤接著一盤，有好吃的牛肉捲、samosa 和
義大利麵，吃完 Joshua 煮的菜再配上 Jane 切的水果或水果沙拉，讓我們的
腸胃每天都劈哩啪啦相當順暢。還記得來到這裡的第一天，Joshua 就準備了
充滿台灣味的炒高麗菜，大家吃了都非常感動。

即便每天去了各種不同的地方，回到 Consolata House，不管多疲憊，都會
想跑到廚房和他們聊上幾句，這是我們在 Nyeri 的日常。今天去找 Joshua 聊
天，發現他正在準備晚餐的湯。肯亞的湯和台灣的很不一樣，在台灣我們總
是加入很多的料在湯裡面，邊喝熱湯邊吃著裡面的菜與肉，但肯亞的湯比較
像是濃湯，他們會把熬煮的湯打磨成細碎的汁液，真正看到 Joshua 把用骨頭、
蔬菜熬煮好的湯慢慢分裝，再放入果汁機中翻一陣子，才發現原來每天喝的
湯程序如此繁瑣，而且每天的口味還都不一樣，有南瓜、牛肉、或是孜然，

一樣的是都充滿著 Joshua 的愛心。

我想 Joshua 和 Jane 絕對是我這趟旅程很想念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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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邱慕言

今天是出團第 21 天，也是在肯亞服務的第 20 天。赫然發現我們在肯亞的時
間已經過了一半。頓時心中升起一股茫然與恐懼。只剩下一半的時間可以認
識這片土地，只剩下 21 天可以為肯亞盡一份心力。但我們到底有沒有達到
當初的目標 ? 有沒有為肯亞人民的生活帶來絲毫的改變 ? 

在 Nyeri 的服務剛落幕，還來不及疏理這些情緒，一早便帶著簡單的行李匆
匆前往我們下一個據點：Samburu County。Samburu 郡位於肯亞西部，奈洛
比以北。 Samburu 同時也是肯亞一個族群的名稱，傳統上以游牧維生。他
們是馬賽族的近親，因此不論是語言，服裝，習俗等都十分相似。

接近六小時的車程給我充裕的時間靜靜的觀察窗外的景色。放眼望去盡是
一望無際的紅土，半乾燥的氣候使得這裡的植被稀疏，只適合有一些耐旱植
物生長。在前往 Samburu County 的 Wamba Town 的路途上，處處可以看見
Samburu族人的傳統屋子，叫做Manyatas。它是一種用樹枝搭建的簡易小屋，
屋頂上鋪著防水的獸皮，現今也有不少人用塑膠膜代替。當地人跟我說這些
屋子之所以那麼簡單是因為 Samburu 人是遊牧民族，時常搬遷，所以他們
的屋子僅提供暫時的起居。除了這些屋子，不時還會瞥見批著紅色格子布，
手持拐杖的人正趕著羊。偶爾還會看到狗，驢子與駱駝。我們在某一段路上
目睹一大群駱駝，像駱駝商隊般一隻接著一隻，綿延好幾百公尺。那個景象
壯觀無比。

進入 Wamba Town的路途十分顛簸，因為這裡的道路沒有鋪柏油，路上有許
多碎石子與沙礫。約莫一小時的時間，團員像在騎馬一樣跟著凹凸不平的道
路上上下下。 路上還有許多因為侵蝕作用所產生的溝壑。司機大哥為了避
開這些溝壑，車子一度危險的傾斜，令人心驚膽顫。整段路程雖然顛簸，來
到一個新地點的興奮之情絲毫沒有減少，我們也順利的抵達目的地。

到了 Wamba 已經是下午三點多，天主教會的神父與弟兄們當天晚上熱情的
招待我們，端上一盤盤的羊肉，綠豆與馬鈴薯。吃飽飯，我和幾個團員在教
堂外面信步而行。仰頭望天，Wamba 的星空美得令人窒息。沒有受到光害
的蹂躪，每顆星閃爍得像鑽石一般。天蠍座在夜空中揮舞著大螯，那致命的
毒鉤點綴著各種色澤的水晶。牛郎織女隔著銀河遙遙相望，就像我們與肯亞
的朋友，見面的時間總是那麼短暫，而離別的時間卻又如此漫長。但儘管這
樣，我們的心卻緊緊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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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林立玄

今天是 Wamba 社區創新工作坊的第一天，準備了半年的工作坊，現在就要
用兩個下午將它完成，心中著實有些不捨。由於 Wamba 的環境條件還不夠
適合做 ICT 教育，因此我們選擇舉辦一個與社區相關的工作坊，從民生方面
開始著手，讓居民能更瞭解自己的社會環境、社區問題，進而用最適合他們
的方式解決社區問題。

Wamba 是我們想像中非洲聚落典型的模樣，道路的兩側總是稀疏的灌木，
所有的建物都蓋在黃沙之上，車子一經過，就會塵土飛揚，建物也幾乎是只
一層樓，一切是多麼原始。在這樣的社區環境下，我們舉辦工作坊，除了想
瞭解他們的情況，更想為他們的社區製造更多改善環境的契機。

工作坊的參與者多是大學生或剛畢業的人，由於他們都是教會的學生組織，
因此他們未來都想當 father 或 brother。工作坊第一天的流程是藉由各地社
區創新的個案，激發他們對自己社區的關注與討論。

比如水資源的部分，由於 Wamba 地區缺水，水價較高，當地因此實行了一
個措施，較為貧困的人可以透過幫忙挑水、挖井，來換取比較便宜的水價；
比如社區守衛隊的部分，肯亞也有類似台灣守望相助隊的組織，十戶為一隊，
領導者會輪流當，但由於沒有配備武器，因此遇到可疑人物的時候，只能通
報警察局。比如住宿的部分，肯亞大學生住學校宿舍或外宿的價格差不多，
因此學生們多會選擇外宿，除了比較自由，也可以自己在宿舍做菜。

最後的活動是請他們畫出自己的社區，透過地圖我們可以更瞭解他們的社區，
也可以從中討論各設施、環境遇到的問題。剛開始大家還互相推讓做畫的部
分，沒多久就變成個個都搶著要畫，甚至覺得一張畫不夠癮，還畫到第二張。

他們將社區畫的十分詳細，包括燒毀的教堂、吸引眾多遊客的營區、動物保
留區、路口的警察局、季節性的河流……可見他們對於自己的社區瞭解得很
透徹，也有偌大的認同感。看著他們認真的勾勒自己的社區，也思考如何
更加改善自己的社區環境，實在深感欣慰。我們擁有共同的目標，同樣希冀
Wamba有更好的的友善環境，彼此肩並著肩前行，一定能走得更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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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劉宜雯

工作坊因為參加者大部分為大學生，與我們想像中落差很大，於是，我們在
工作坊前一天改變我們原本的計畫，趕緊做出調整，希望做出讓人滿意的工
作坊。

經過一晚的養精蓄銳後，我們來到 Wamba 工作坊的第二天，輪到我擔任桌
長，第一次擔任桌長難免有點緊張。

學生陸陸續續的進場，一開始先和學生們互相認識，原來在我這桌，大部分
的人都是剛高中畢業，今年即將上大學或是就業。接下來開始討論第四堂課
──社區許願池，討論社區現有的問題再許下願望。學生們提出了很多問題，
像是水資源不足或是動物攻擊等，其中最特別莫過於毒品成癮。因此，我們
講深入討論毒品成癮的原因及解決辦法。毒品販賣其實在 Wamba 社區非常
常見，主要原因是因為毒品在肯亞非常便宜，在當地就有提煉毒品的植物生
長的地方，因此不用從國外進口。雖然有制定相關的法律，但其實只要給予
警察一些現金，警察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你繼續進行交易。連學校
都是毒品交易的場所，甚至連老師都有可能販賣毒品給學生。在討論時，能
多少感受到他們對於此現況的無奈跟無力，他們想了很多種方法，但很多其
實是政府或是警方該進行整頓或是改革，情況才會好轉，問題的根本才會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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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林彤恩

今天是到 Wamba 的第四天，我們起了一個大早參加彌撒，Wamba 地區的
彌撒分成兩場，第一場是給學生參加的，第二場是給所有社區居民的，參
加者大多都來自附近護校的學生，但也有許多是一般的的社區居民，我問了
Ansonic 兩場的差別是什麼，他說第二場彌撒的時間更長，因為會多了小朋
友唱歌跳舞的橋段。來肯亞到目前為止這是我們參加的第四場彌撒，每種彌
撒的氣氛與給人的感覺都非常不同，而這場彌撒的聖歌是最令我驚豔的，由
坐在兩側的護校學生吟唱，非常整齊一致，甚至還分成兩個不同的聲部，真
的令人印象深刻，這場彌撒的氛圍十分活潑輕鬆，Father 會在台上和大家聊
天，雖然他說的是 Swahili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他說了什麼，但是看到台下的
大家都笑得非常開心，感覺 Father 和居民揪向朋友一般，不會太有距離感，
後來，Father 跟大家介紹了我們並邀請我們上台唱歌，我們唱了團歌，雖然
沒有唱得很好，但大家還是給我們非常熱烈的掌聲，再次感受到肯亞人的熱
情。

下午 Ansonic 和我們去爬石頭山，連 Carlos 也加入了我們，雖然我看起來
Wamba 的每一條路都長得一樣，石頭山也都長得差不多，但是 Carlos 還是
能認得路，沿路上他也跟我們介紹了很多 Wamba 的地景和成因，他真的是
這方面的專家，從他的言語及閃爍的雙眼中也能看出他對這片土地的熱情與
熱愛。Wamba 的山都是非常天然未經開發的，因此也沒有特別的登山步道
供人行走，我們就沿著山的表面手腳並用的往上爬，真的是非常特別的登山
體驗，時不時回頭往下望，地面上的景物也越變越小，慢慢的，我們爬到了
山頂，整個 Wamba 地區的風景也盡收眼底，我們不禁讚嘆 Wamba 的遼闊
及純樸自然的景色，看著這樣的遼闊，感覺心也跟著遼闊了起來。山頂上的
風非常大，大家一邊拍照一邊欣賞著 Wamba 的美，從山頂上還能看見移動
的羊群十分壯觀，我們在頂上待了好一段時間，但大家都拍得欲罷不能，試
圖用眼睛也用鏡頭記錄下 Wamba 的美。

爬完石頭山後，我們來到了一個露營區，裡面有許多來自愛爾蘭的外國人，
他們來自同一個大學，來這裡做田野調查，我覺得超酷的，我們也在這裡遇
到了參加工作坊的青年們，我們一起踢了足球，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今天
真是行程滿滿的一天，參加了彌撒、爬了石頭山還和工作坊的朋友們一起踢
了足球，我們將所有的精力用盡但大家都玩得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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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鄭盛元

漸漸習慣了每天的枯黃莽原，我也越來越喜歡 Wamba 這個地方，白天乾熱
的天氣、晚上滿天的星斗、環境缺乏的資源、當地知足的人們，一切都給我
很不一樣的肯亞體驗。今天我們結束了忙碌兩天的工作坊，也從工作坊中稍
微了解當地年輕人跟一些在這裡生活的難處，但除了了解社區之外，我們還
想在 Wamba 留下一些特別的事、特別的印象，希望他們能更記得從台灣來
的這群人。

我們先到附近的 Primary School 進行文化交流，早在出發前，我們就因為晶
豪基金會的蕭執行長牽線，決定攜帶由仁愛之家小孩所製作的文具袋、潔牙
組給肯亞當地孩童，並也錄製一段肯亞孩童的感謝與反應，達到仁愛之家
與當地孩童交流的目的。在文化交流時，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當地小孩
看到我們的驚喜感與好奇，和拿到文具袋、潔牙組的喜悅。在 Wamba 這個
地方，因為最基本生活條件、民生用品較為困乏，我們不能在這裡進行資訊
教育，但或許我們能透過文化交流，或是透過和台灣的遠端交流，讓他們對
台灣、對我們有更多的認識。結束了在 Primary School 的行程後，我們到了
Consolata 教會旁的幼稚園，在我們剛下車時，就看到一群 5~6 歲的小孩從
教室沖出來，非常興奮地圍著我們，而在老師的指揮下，他們開始高興地唱
跳，在我眼中看到的是最純真的笑容與好奇。唱跳完後，很多小孩抓著我們
的手，想要我們抱抱他們、陪他們玩，我們度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時光。

這趟來 Wamba，感覺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樣，Wamba 缺乏資源、也因為氣
候的關係非常缺水、種不出植物，但當地人自給自足，也能快樂的生活。雖
然社區還有些問題需要解決，但透過工作坊，我們也發現當地還有很多年輕
人努力在試著解決問題，而當地孩童也都保有一顆純真的心，相信只要繼續
努力，Wamba能變得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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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蘇丹瑀

從一望無際的枯黃莽原橫越到綠意盎然的東非大裂谷，十四個人、兩頭羊擠
在被行李填得滿滿的 Matatu 上。司機衛哥帶我們從 Wamba 回到 Nyeri 再回
到 Nakuru，這一路上印象深刻的除了沿途遼闊的景致，還有被迫和我們同
行的羊咩咩旅伴：Beth 和 Mary。這兩位羊旅伴來頭可不小，是衛哥精挑細
選的羊，Wamba 是肯亞的畜牧重鎮，在這兒買的牲畜便宜品質又好；而且
這些羊除了圈養，對衛哥還有更深一層的寓意，便是回憶。每年來來去去的
肯團，總有對衛哥特別重要的人，為了讓自己永遠的記住這個人，衛哥會買
一隻以他為名的羊，目前有 17 年的 Vincent、今年的 Beth，有趣的是羊的生
理性別會和對應的人相反。

與羊同行的路上，顛波的 Wamba 泥土路讓我們很擔心會出羊命，畢竟兩
年前的 Vincent 羊可是摔斷了腿（但她現在頭好壯壯還生了兩隻小羊啦）。
Beth 羊一路上都呈現自我放棄的悶不吭聲，但 Mary 羊一開始一直「咩！
咩！」的悲鳴抗議，後來我們離開 Wamba的泥路接軌柏油路時，Mary還發
出鬆了一口氣的「咩！」聲。我們到 Nanyuki（衛哥媽媽的家，羊都住在那裏）
時羊改乘 Tuktuk（類似三輪車），下車時牠倆一個噴尿一個噴屎的，可見心
理壓力多大，真的辛苦他們了。

晚上我們回到 Nakuru，回到前幾個禮拜住的 Consolata House，看到熟悉的
房子我們有種回到家的親切感。那晚剛好碰上一群 primary school class 8，
來戶外教學的同學們，一起吃晚餐聊天時，我們驚訝的發現他們對於華人如
何看肯亞人有種謬誤的自卑感，他們問：「你們會覺得我們是猴子嗎？」後
來我們補充了脈絡，知道這是因為曾有一個在肯亞的中國商人，發布了一段
關於咒罵自己的肯亞員工像猴子的短片，造成他們的誤解，但是在服務的過
程中，我們的確會感受到肯亞孩子普遍對自己的外表、學習狀況充滿自卑感。
也許我們短短的服務過程不能改變他們對自己的看法，但是我相信能讓他們
對自己產生自信，多學會了電腦技能、多認識不同的文化、多交了異國朋友，
不論是對他們還是我們，都是提升自己、打開眼界的自信特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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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白璨瑀

車子一路搖搖晃晃，從住宅林立到綠草漫生，從人車喧囂到動物齊唱，對
KISUMU 的第一印象便是那潮濕且帶著一點鹹味的空氣，水在這邊彷彿是要
從維多利亞湖的四周滿出來似的，在街邊漫漫著。 

伴隨著濕度巴士慢慢駛，便駛到了一條通往小山丘的路口，凹凸不平的路面
兩旁是成堆的綠，綠中藏著的是一戶戶人家，恬靜而自適。 

而我們的住宿便是在學校附近的社區中的兩棟別房，但不同於之前教會安排
的住宿，是略窄的上下舖；廁所在主屋的後面，離別房有一段距離，且是茅坑，
浴室也沒有自來水、燈，如果要用水，要自己去井裡打水。井裡的水也不如
想像中的乾淨，是帶著透明的乳白色。一切都和我們習慣的不太一樣，大家
都有點錯愕，可後來仔細想想，這確實才是當地人真實的生活，我們之前所
習慣的是在肯亞富有資源的人才能有的住宿環境。 

下了行李，我們就急急忙忙的趕到學校架設電腦教室，但相較其他兩間學校，
ABIREO 的電腦教室真的小了很多，且教室內的桌子也不是平板，而是木板
間隔成一格一格的大桌子，七張桌子擺在教室內十分擁擠，已經沒有多餘
的空間留給講師和投影機，但桌子因為是進來教室才組裝的，所以也無法搬
動至別處放置；教室的另一個問題是，教室內只有十五個插座，最多只能放
三十台電腦，但每一班的學生人數平均為四十個人。 

我們和校方討論了許久，討論到天都快暗了，不得不加快腳步，最後還是決
定犧牲一些空間，放置三十六台電腦，讓三十六台電腦共用三十個插頭，雖
然不得已但別無他法。 

在 KISUMU 第一天的心情便是這樣充滿起伏，如 KISUMU 的天氣，早晨和傍
晚是潮濕微寒，下午則是乾燥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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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呂佳惠

Kisumu 與其他地區最大的不同莫過於它最天然的生活，這也是這趟旅途中
最特別之處，在用土塊與木頭堆砌而成的小屋子裡，九個夥伴一起在裡頭體
驗著當地的社區生活，大夢初醒，早晨的起首不是和煦的晨曦而是陣陣雞鳴，
盥洗途中是一哄而散的雞群、是徜徉於綠地的牛羊，還有不甚習慣的我們。

徘徊於 Abiero 校園之間，漫漫紅土好似這些女孩們火紅色的熱情，隨口一
句的 Habari 總是能使人忘卻一切紛擾，女孩們的笑靨為我們開啟了全新的一
天。走著走著，我們發現一間用竹子搭建的小房子，出於好奇，探頭探腦的
打量著這間小房子，頓時，一句清澈宏亮的“Welcome!”，迎面的是一位
可愛的叔叔，原來這裡是專門烘焙吐司的地方，他熱情地向我們解說吐司的
製作過程，這裡就像是學生的福利社，是他們肚子餓的好去處。欣芳跟我們
說這裡的麵包是不對外販售的，問到校長這個問題時，校長總是自豪且肯定
地說道，“Only for my girls!”，可見這些女孩都是校長的寶貝啊！

記得在與董事 Henry 談天的過程中，他曾說過 Abiero 近四年才正式成為一
間公立的住宿學校，在肯亞要成為一間住宿學校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往往需
要達到多項標準。Abiero 是 Henry 的爸爸所創立的學校，也因此 Henry 對
這間學校下了很多心思，起初是為了保護這些女孩的安全，免於因懷孕而輟
學的困擾，促使 Abiero 成為住宿學校的理由簡單卻充滿力量，Henry用它堅
定而溫柔的嗓音訴說著這段成年往事，讓人不禁服膺於他的辦學理念，我想
這再次驗證女孩們就是這間學校最珍貴的資產。

上課鐘聲伴隨著學生的腳步瀰漫於塵土之中，腳上的白襪子襯著黝黑的膚色
再明顯不過。從遠處就能望見一群女孩手裡搬著沈沈的椅子興奮地走來，對
於這些女孩們來說，這裡彷彿是全新的世界，迎接她們的是一間嶄新的電腦
教室，是多數人第一次接觸的電腦教室，在課程的循循善誘下，女孩們才逐
漸熟悉如何使用滑鼠與鍵盤，站在他們身旁，宛若看見孩提第一次學會使用
電腦的自己，儘管動作再怎麼笨拙，卻掩飾不了心中的那份欣喜與悸動，那
份心滿意足的笑容，深深烙印在心頭。

在 Kisumu 地區的一切是那麼的純粹而樸實，這樣的生活著實快樂。



208

3 團隊生活

7/26

撰文者：王柏勛

在 Abiero 教書的第二天，也是迎來了開幕式的一天，內心其實忐忑不安，
對於 farewell，成員們多少都有點經驗了，但是面對如此隆重盛大的開幕式，
這倒還是第一次，前一天傍晚離開學校前，便看見學校早早搭建好的棚子，
更讓內心緊張期待。

清晨，剛踏入校園的我們便被通知 10 點半要開始開幕式，然而此時所有團
員對於即將表演的內容多半還是生疏，期待跟緊張同時在寫意中蔓延，我們
開始從戰舞複習了起來，對我們而言，戰舞第一次在 Loreto表演便大受歡迎，
同時也承載了台灣原住民最精萃的文化，因此這首戰舞一直是我們的拿手好
戲，在戰舞之後，我們也練習了文化、節慶介紹，還有不可抹滅，最重要的
宗教。時光倏忽，一下子便來到了 10 點半，此時才發現除了學生，學校也
特地邀約了主教、一些股東等來參與開幕典禮，現場可說是人山人海，聲勢
浩大。

首先我們便被邀請去植樹，根據學校習俗，只有在貴賓來臨或重大節日，學
校才會進行植樹這個儀式，而我們的副領隊 Andy 也被邀請植上一棵樹，緊
接著植樹之後，便是剪綵了，跟中國十分相似的，會在門口結紹一顆彩球象
徵吉利，再由重要人物剪開象徵開始，而我們邀請到的主教再虔誠的禱告祝
福後，與校長、Andy共同剪開彩球，並邀請與會嘉賓一同參觀。

接著便是我們的重頭戲，輪到我們帶來表演，看著大家井然有序的介紹起自
己負責的項目，突然發覺 Abiero 已經是我們服務的最後一間學校了，也難
怪所有人駕輕就熟，雖然途中在演出節慶小故事時 Zoe 出了意外小插曲，但
是整個開幕式還是完整落幕，而我們的戰舞及其他表演都大受好評，甚至稍
微拖延到時程進度。很高興 Abiero 舉辦如此隆重的開幕式，從另一方面也
可以看的出來學校對於電腦教室的重視，才會邀請到許多重要的嘉賓與街坊
鄰居一起來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從此看來，我也深深感悟到電腦對於一個
地區的發展是如此重要，讓當地人視之為寶，也讓我對於自己所做服務更加
有信心，相信一定能夠改變當地地區的世界觀，翻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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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葉映榆

今天是在 Abiero 服務的第四天，下午到二年級的教室進行明信片計畫，學
生看到我們進來都好熱情的招手，頓時活力溢滿整個教室。一開始先簡單介
紹明信片交換的小小活動，問學生們願不願意回信給支持清大肯團的學生以
及贊助商們，學生們都熱情的點頭說好，臉上掛著大大的微笑，好可愛！接
著我們就將明信片給發下去，隨著輕快的音樂，大家一筆一畫把想說的話寫
在卡片上，寫完後大家就開始跟著音樂搖擺唱歌，學生響亮的嗓音與清澈的
歌喉，加上完美的合音，真的是非常動人！寫完後和學生們分享了台灣的特
色甜點──新東陽的鳳梨酥，利用台灣土生鳳梨製成果醬，外皮融合了奶香、
蛋香，大家吃了都露出幸福的笑容！

在休息室備課時，有一群四年級的學生悄悄躲在門外，探頭詢問我是不是主
修生醫工程。我露出疑惑的表情點了點頭，大夥兒就把我拉近他們的教室，
翻出一本厚厚的原文書，要我教導他們光電效應的原理！天啊我連中文都解
釋不了了更何況是用英文！但此時若拒絕了便有失身為清大理工科系一員的
頭銜，在她們求知若渴的詢問下，我搬出了台灣第一材的學生──副領隊阿
迪，來幫忙我解圍。只見阿迪厚重的眼睛下藏著一雙明亮的雙眼，有條不紊
的將光子如何產生電子，產生條件及過程講的頭頭是道，配上俐落的手勢，
不禁讓 Abiero 的女孩各個露出崇拜羨慕的眼神，看來阿迪，你的市場就在
這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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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撰文者：黃士倫

今天是在連續三天的課程後，難得的休息日。早上早起去和 Abiero 的學生一
起參加彌薩，接著下午便前往 Kisumu 的馬賽市場，雖說是市場但實際上只
是一條街的店鋪，粗估大概是十幾家左右而已。據來過的人說，每一家店舖
都是有親戚關係的，甚至販賣的手工藝品的重複性也是非常的高。但是很明
顯的可以感覺到雖然都是同一種商品，但是工法的細膩度上面卻相差甚遠。
一走入街上，每個店舖的人都會走到旁邊一路稱兄道弟，一路將你拉進店裡。
但是若要說這趟行程最累的就屬殺價的環節了，店家開的價錢都是滿天飛，
如果想要談個好價錢，除了耗費很長的時間以外，配合他們稱兄道弟大概就
是最實用的方法了，只要你敢喊，幾乎沒有喬不好的價錢。

我還發現到，原本一直以為很貴的肥皂石，原來對他們來說比木雕便宜，另
外黑白的畫布反而比彩色的還高價，原因是因為黑白的畫更重畫工，需要的
技術很高，這兩項發現都讓我大開眼界。雖然說馬賽是場裡的商品都是為觀
光客而製作的兒並非他們傳統的工藝，但是不得不說，他們感覺像是一些文
創品卻充斥著非洲的特色文化，收藏送禮兩相宜。逛完是場後，大家都在車
上討論自己買了什麼花了多少錢，偶爾買貴了心裡會忍不住感到氣憤，但是
真的認真想併換算成台幣後，會發現其實有時候價差根本不到十塊錢，不禁
覺得好氣又好笑。必須說逛完馬賽是場後實在是筋疲力盡，身心都感到疲倦，
談價錢真的是很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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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楊雅淳

今天是來到 Abiero 的第六天，距離回台灣的日子也慢慢近了。Abiero 是我
們服務的第三間學校，深綠色毛衣配上淺綠色的開岔裙是這些女孩們的標記，
小小的正方型空間，是電腦教室的所在，也是我們與她們建立連結的開端。

在這三十幾天之中，我們總共上了近百堂的課，遇到了六百多位學生，看到
他們學會用滑鼠、鍵盤之後，即便是滑鼠的拖曳或者成功使用 Shift 鑑，這
些簡單的小事，從他們瞬間驚訝的神情以及成功之後綻放的笑容，都可以感
受到了他們的喜悅還有滿滿的成就感。

一堂一堂的課程都在 Abiero 慢慢接近尾聲，沒想到會有結束的一天，這確確
實實是我們最後一次拿著麥克風，面對台下一群群可愛又認真的肯亞同學了。
想起第一次在 Loreto 上課時的緊張和羞澀，以及到 Gachatha 上課時還是有
許多不知所措的時候。到 Abiero 之後，課程在經歷一次次的實戰經驗，被
推近與更動，修改的越來越好，有時甚至熟練到不用想也知道下一句話要說
什麼。有時候總想，如果我們在 Loreto 的第一堂課就能上地跟現在這樣完
整該有多好？就能好好把想說的、想做的傳遞出去了。可是日子過了就不會
再重來，我想我們都做了當下最大的努力，這也就足矣。把握僅有的一次機
會，是我在肯亞學到最深刻的事，不管是在學校的日子、所參與的每個活動，
亦或是每個遇見的人，都是難能可貴的，和她們的相遇絕對是這趟旅程最美
好的禮物，所以用力抓緊現在的每一個瞬間才是重要的，不要後悔，也不要
為了過去的錯誤而流淚。

她們和我們打招呼的笑容還有不斷地吵著要我們去她們的班上聊天，是來到
Kisumu 的日常，才剛習慣這裡的一切，卻又即將面離一陣別離。明明早就
知道，每趟旅程都有結束的一天，只是我還沒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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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

撰文者：邱慕言

今天是在肯亞進行資訊教育的最後一天。團隊在肯亞西邊的 Kisumu 已經待
了一個禮拜，對於當地的人事物也越來越熟悉。已經習慣六七點在鬧鐘聲與
雞鳴夾雜中起床，用一杯水的量刷牙加洗臉，並且走那條通往 Abiero Girls 
Secondary School 的紅土道路，準備開啟一整天的 ICT 課程。當團員們紛紛
建立起在當地特有的一種生活規律，卻在今天遇到一連串全新的挑戰。

一到學校沒多久就遇到全校性的斷電，這也是在肯亞所有服務學校中第一次
碰斷電的情形。雖然校方馬上啟動發電機供電，一整天電力都不是很穩定，
投影機還一度停止運作。這再再考驗著教課的團員與助教的靈機應變。負責
今天課程的 Zoe 還臨時想了很多話題與學生聊，以應負斷電時沒辦法使用投
影機與電腦的窘境。有幾堂課還被迫取消，改成文化交流。令人慶幸的是，
學生們並沒有因為這些更動抱怨，反而很興奮可以有一些文化交流的時間。
我相信團員們在突發狀況下處變不驚的態度可以間接感染學生，使他們在混
亂中依然保有輕鬆樂觀的心情。我也不斷提醒自己要保持彈性，因為事情不
可能永遠照著計畫走。

太陽西下，過去八個多月準備的資訊課程就這樣教完了。身為課程股的我，
看到團員們經過四次試教與三所服務學校的歷煉，大家真的進步不少。一步
步走來，再回首過去的日子，內心五味雜陳，是欣喜，是心酸，是欣慰。

就在今天肯團完成了一件大事，但挑戰還沒結束。回到距離學校不遠的住處，
發現所有的屋子都停電了。不巧明天一早要離開此地前往 Kisumu Town，團
員們只得在深夜裡摸黑整理行李。因為無法充電，許多團員的手機電池耗盡
而無法使用手機內建的手電筒。只得靠幾隻僅存的手機的微光以及 Sally 的
頭燈完成手邊的工作。今天剛好是月底，所以大家在肯亞買的 SIM 卡都到
期了，連想打電話和家人報平安都沒有辦法。就在這個看不見星星的黑夜裡，
大家拖著疲憊的身軀，不免哀嘆屋漏偏逢連夜雨。

但即使今晚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網路，沒有訊號，大家還是平平安安
的過完了這一天。即使辛苦，大家依然好手好腳，吃飽喝足，還有床可以睡。
半夜十二點，靜靜聽著其他團員規律的打鼾聲，我想想：其實這樣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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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撰文者：林立玄

在 Abiero 的最後一天，我們沒有排任何課程，只留了早上一小段 Farewell
的時間，想好好的告別。告別 Abiero 溫暖的女生們，告別她們認真上課的
樣子，最捨不得的是，Abiero 是我們在肯亞服務的最後一間學校，這一轉身
離開，更是告別我們志工服務的最後時光，那些在台灣用心準備的課程、表
演，都即將進入藏寶箱，深鎖在我們的心底。還記得前一天我上最後一堂課
的時候，多希望這堂課可以永遠不要結束，彷彿我們就有理由一直待在這裡，
與夥伴們繼續奮鬥，繼續刻骨銘心的日子。

Farewell 原本想辦在室外的黃土地上，讓全校共襄盛舉，可惜天公不作美，
滂沱大雨讓我們只好改在室內，一間間教室與學生們道別。我們準備了兩
首歌，一首是從 Loreto 學的 Higher Higher，另一首是當地彌撒時會唱的
Hosanna。一進教室，就是獻唱這兩首歌，作為告別的禮物，每當我唱到
「Hosanna in the higherst.」的時候，就會情不自禁的哽咽，想到我們在肯亞
服務的一切就要就此結束，是多麼令人百般不捨。而當我看到台下的女同學
也泛著淚，握拳輕揉著濕潤的雙眼，對於這些真情流露的女生更是讓我們泫
然淚下。在我們完成兩首歌的簡單表演後，許多教室的學生也回敬我們幾首
屬於她們的歌。歌曲已不復記憶，只記得那是一首好似怎麼唱也唱不完的歌，
音符爬到了山頂，又直落下山谷，高低起伏，像一陣浪，將我推去遙不可及
的無人地方，但我也沉浸在那令人自在的地方。正要踩出教室時，身後有些
學生叫住我們，回眸時，一張張圖文並茂的精緻卡片就這麼令人措手不及的
遞了上來，對於這突如其來的驚喜，我們被感動得不能自己。她們真是一群
很有感情的學生，短短一個禮拜的服務，或上課，或打球，或談天，或逛校
園，所有美好的片刻，都化作了動人的文字記錄在卡片上，而能回味無窮。

帶著感傷的心情離開 Abiero 後，我們又舊訪了三間中學，一間是 ST. 
Mary’s，一間是 ST. Anthony’s，一間是 Bishop Okumu。學校的老師都很
殷勤款待，帶我們去參觀舊有的電腦教室，也請我們吃午餐、吃茶點、喝飲
料。雖然我們只是萍水相逢的一群人，也不一定會再去服務，但他們總是把
最好的一面、最友善的態度留給我們。我想，這就是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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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

撰文者：劉宜雯

結束了我們在 Abiero 學校的服務，也代表距離離開肯亞的日子也愈來愈近
了，四十幾天就如過往雲煙，現在回想起來原來已經和夥伴了認識  相處  並
肩作戰快一年的時光了，總覺得很不真實，明知道每段旅程總會有結束的時
候，但還是希望那天可以慢點到來。

一早結束了豐盛的早餐後，走出門外，看到好多學生，我們就去向他們打招
呼，原來他們是 primary school 的學生，現在放假所以學校帶他們去校外教
學。他們都很親切友善，我們還向他們介紹了台灣，而且他們也對中文很感
興趣，所以我們還教了  你好    謝謝    我愛你  給他們。

後來我們就坐車前往 Vivtiria Lake，來去看河馬，船夫兼任嚮導，我們坐船
不到五分鐘，我們就看到了河馬的身影，數隻河馬不斷探出水面，隨即又往
下沉沒，是因為河馬為哺乳類動物，每過不久他們就要浮起水面換氣，而且
據說連睡覺時，河馬也會不自覺的上來換氣，很神奇。我們還看到河馬不斷
的甩動牠的耳朵，是因為船夫會發出類似河馬的叫聲，來讓河馬覺得沒有危
害，而河馬甩動耳朵表示聽到聲音了。河馬其實看似溫馴，其實是個滿兇狠
的動物，船夫說現在是因為河馬吃飽了，所以才沒有危險性，但船夫還是沒
有靠的太近，離河馬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後來還欣賞了沿岸風光，並聽著船
夫的解說。吹著涼風，看著平靜的湖面，內心也感到很平靜，感覺甚麼煩惱
都消失的無影無蹤。

在肯亞看了很多野生動物，甚至開車在路上就有可能看到斑馬。而這次看到
河馬，也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在台灣的動物園都沒能看過河馬，這次一次
近距離看了好多隻野生河馬，來肯亞這一趟也是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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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林彤恩

今天早上起床在 Kisumu 的 consolata house 吃完早餐就出發前往 Nairobi，
大家將行李搬上車後我們便正式踏上我們的旅程，沿路上，我們欣賞著窗外
的風景，沿途都是低矮的可愛房屋及寬廣平坦的紅土道路，時常還能看到
許多牧羊人在趕著羊群。經過大約兩個小時的車程我們到了熟悉的 Nakuru，
我們到最熟悉的 Nakumart 採買了一些東西並買肯德基當午餐在車上吃，還
有一些團員們買了 Java 的咖啡豆，Java 是肯亞的星巴克，所以在肯亞幾乎
不會看到任何一家星巴克，走進 Java的店內就聞到撲鼻而來的咖啡香，我看
了一下價目表，它的價格比星巴克還便宜一點，咖啡豆是現裝的，店員非常
精準的量秤咖啡豆的重量，一包一包慢慢的裝，因此我們在店裡等了好一段
時間。

等大家都上車後我們又正式上路了，沿路上路旁的景觀隨著經過不同的城市
而逐漸改變著，沿途我們還看見了斑馬群大家都興奮不已，在半睡半醒之中，
我們一邊欣賞著沿途的景色，一邊回想著在肯亞這一個多月來的點點滴滴，
又過了一陣子的車程，我們再次經過了東非大裂谷，在這趟旅程中我們前前
後後經過了三次，但每次經過感受都很不一樣，第一次經過是在我們剛來到
肯亞不到一個禮拜時，那時的心態就像一個觀光客，充滿了新鮮感，對這個
國家充滿了好奇心，期待著迎接接下來的各種挑戰，這次再經過東非大裂
谷，感受特別深刻，一樣的景物但心境卻是完全不同，現在的我們，完成了
所有的計畫，即將像肯亞道別，時間飛逝，我們彷彿昨天才剛到肯亞而今天
我們就要離開了。沿途漸漸出現高樓大廈及繁忙的交通，我們又回到了最初
來到的地方―Nairobi，這裡是一切的起點，也是終點，再次回到 consolata 
house 感覺自己真的成長了不少，對生活的要求慾望變得好少，只要是水源
供給穩定並且有沖水馬桶的地方對我們來說就是天堂……，這一天就在漫長
的車程與五味雜陳的情緒中結束了，接下來我們該作的就是好好把握在肯亞
剩下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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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撰文者：鄭盛元

結束了所有的主計畫內容，我們告別 Loreto 學生的乖巧、Gachatha 滿溢的
熱情、Abiero 每天的唱跳，也結束在 Neyri 充滿變數的工作坊、Wamba 與
當地年輕人的認識與社區的問題。我們來報了在肯亞一位重要的顧問 --伊博
罕家。因為伊博罕主要是協助團隊在肯亞的海運事務，於是到了顧問家後，
領隊與伊博罕對帳海運的所有開支，而我們則是就各股從出發前的籌備期到
當地發生的所有大小事進行檢討。而我是屬於課程股的一員，我們詳細的討
論所有發生的事，一切發生的事、經歷的酸甜苦辣都在笑聲中帶過。

但這天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並非是各股的檢討，而是在我們要離開伊博罕家前，
伊博罕的大女兒特別找了我們。她說她想籌辦一個非政府組織，並且開發一
款 App，主要是幫助當地憂鬱症的患者。她告訴我們，在當地因為憂鬱症自
殺的比例非常高，而且數字是逐年升高，她希望能找一些有能力的人架設一
個平台，幫助患者與醫生遠端對話、治療病情，她的一番話使我非常震驚，
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想的是創立非政府組織，幫忙解決社會問題，也讓
我重新思考我對自己未來的想法。但由於對當地社會並不是十分了解，我告
訴她，我應該是幫不上他這個忙，或許我反而會把事情越弄越糟。但我也推
薦她與我們之前合作的 Dehub(Dedan Kimathi 大學內部學生社團 ) 聯絡，因
為 Dehub 主要就是製作 App 與 Project 來解決一些問題，甚至有學生也做過
類似的 App，對於她來說應該是很好的合作對象。在檢討的這一天，我感受
了非常多，做完所有計畫感傷與滿足交織的複雜感覺，一個當地年輕人的遠
大想法，都讓我收穫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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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蘇丹瑀

Nairobi National Museum 是每個肯亞人聽到都會大力推薦的寓教於樂的好
所在，我們抱著可以更認識肯亞的興奮之情前往參觀。博物館分成好多個館
區，而標本區是他們最著名的其中一個展，走進去映入眼簾的是大象、長頸
鹿、四不像等巨大的哺乳類標本，擺設的方式和奇美博物館的標本區很像。
非洲是個擁有豐富物種的國度，各式各樣的老鼠、蝙蝠讓人看得眼花撩亂。
展區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體重機，測量出你的體重後會顯示出對應體重的哺
乳類是什麼，大家好奇的測試後又震驚的發現自己怎麼變得這麼重，後來經
過討論我們認定這台體重機會自動四捨五入，鄭盛元才對自己被量出的 80
公斤鬆了一口氣。

標本區另一個精采的展示為鳥類區，館內收藏的鳥類標本之完整，小至三分
之一手掌大小的鳥，大至禿鷹、鵜鶘和紅鶴，我們彷彿置身鳥類天堂。鳥類
標本的眼睛各個活靈活現、炯炯有神，我們一群人便開始爭論起眼睛究竟是
真的還是假的，我們的解說員信誓旦旦的告訴我們那個眼睛是真的；但估狗
卻說眼睛富含水分是很難被保存的，而且隨手一查便發現網路上充滿賣假眼
睛的店家，所以標本眼睛是真是假？各自擁有擁護者。

館內的另一區呈現了肯亞人的生命循環四階段，四個階段分別擁有代表的色
彩。第一階段白色，象徵了新生的生命力，一切像白紙般待填上人生精彩的
履歷；第二階段綠色，象徵植物發芽的活力，從嬰孩長成兒童，是人生命中
最高速成長的時期；第三階段橘色，象徵蓬勃的生產力，成人是對社會最有
責任的階段，工作、生育創造出的價值是支撐國家發展的動力；最後一個階
段是藍色，象徵死後升天，塵歸塵土歸土，肯亞人相信一生圓滿後會回歸天
際。肯亞人的樂天隨興，和他們的人生態度絕對有關，走在肯亞和當地人相
處，我們柔軟的貼近他們的生活，才更能了解他們行動背後的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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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撰文者：白璨瑀

今天是我們待在肯亞的倒數第三天，想一想都覺得好可怕，時光荏苒，四十
天就這樣不知不覺的過去了。總覺得我還沒有準備好要回家，有好多思緒亂
糟糟的，如同我房間的行李，還沒被整理、收納。但今天聽了錢牧師的分享
之後，那些思緒彷彿有了些解答。

昨天一得知今天錢牧師要來分享，便覺得緊張，不斷在網路上找尋相關報導
的文章，那些文章或許都琢磨在錢牧師獨自前來非洲、與丈夫在貧民窟創辦
學校的勇氣，可實際聽她分享，我更佩服她的是她的堅毅。在這裡短短的日
子裡，我們已經習慣「被要資源」這件事，雖說已經習慣，但每次被問完，
還是不免心情複雜。而錢牧師說「只做你能做的」，這句話涵蓋了好多好多，
也彷彿那條解套的繩，為我們在這裡的服務做一個總結。

錢牧師卻也提到了，貧民窟是個不被肯亞政府承認的地方，用水、用電都要
私接，她也曾經看到有個小女生不小心觸了電，就這樣去世了。不禁讓我回
想起《 Q&A》中也寫「當你的存在『於法不容』，當你住在城市這個荒原裡，
拮据的要命，為了爭取每一小寸空間而拚了命推擠，甚至連拉個屎都得排隊，
那麼遭到逮捕也似乎是遲早的事了。你早一習慣有一天搜索令上會出現你的
名字，而那閃著紅燈的吉普車終將駛向你。」生存、活著抑或是死亡都是一
種不合法的存在。

下午，我們在去南蘇丹難民學校的路上，也路過了一個貧民窟，其實就是一
般的街道，充斥了許多攤販，但在那些一間一間的店鋪旁邊有一扇大大的鐵
門，從縫隙裡看過去是一條蜿蜒崎嶇往上蔓延的小路，路旁都是一間一間鐵
皮屋蓋成的小房子。

那是我窺視的貧民窟，也是我窺視的奈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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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撰文者：呂佳惠

如果說記憶是一塊拼圖，穿越這四十個日子的拼拼湊湊，腦海中肯亞的模樣
才逐漸變得清晰。還記得初次抵達 Nairobi 時，對肯亞總是有那麼一絲防備，
擔心自己的錢被偷，抑或眼前的這個人可能不懷好意，一切似乎是出自於對
Nairobi 的第一印象，在這個相對繁華的首都裡，滿山滿谷的華人，路旁各
式的鋪設工程也在自己的頻率中運作，身邊的人群往往走得比較快，乞討的
孩童用那望眼欲穿的神情看著一切。現在，再次回首這座城市卻又是那樣的
柔軟與善良。

今天是倒數一天待在這座城市，一切好似晨間的那杯熱奶茶，泰然又不失風
味。早上我們前去 Gehaca Primary School 參訪，這是一間收容烏干達、剛
果難民以及一些特殊需求學生的學校，這裡諸多老師偏向服務性質，有些甚
至一個月領不到六千先令的薪水，然而，他們仍願意待在這裡陪伴這群小朋
友，老師們就好似寒冬中的暖陽，照耀著這群質樸無華的孩子。看著小朋友
羞澀的躲在門後，好奇心在空氣中四處洋溢，一陣毫不保留地你看我我看你，
我們就是彼此眼中的遠方風景，我望見他們心中的那份清澈與平靜，此時此
刻，不需言語，笑容就是最好的溝通。下午我們前去 Nairobi 最大的馬賽市
集採買，一如往常地遇上大塞車，一如往常地在車內大聲歌唱，伴隨著坐到
麻掉的雙腿及睡眼惺忪的夥伴，這是這趟旅途中再頻繁不過的景象。

在肯亞的最後一頓晚餐有著平凡卻深刻的回憶，欣芳替我們邀請遠自 Nyeri
的 Joshua 和 David 一同享用，我們圍個圈，吃著馬鈴薯和烤雞，就好像回
到家一樣。在這些日子裡，我學會讓自己多一份感性，有時候，跟著心情走
好像也不是什麼壞事，因為有太多事情無法後悔也無從後悔，倒不如沈浸於
當下最炙熱的情感，將這溫度徘徊於你我之間的擁抱。

肯亞，是個天真爛漫，值得細細品味的地方。Kwaheri K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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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

撰文者：王柏勛

帶著祝福與滿載而歸，我們前往機場，再次睜眼，就已經身在起飛中的飛機，
42 天，說長不長，我們卻跑遍肯亞大江南北，連結了肯亞五個地區，歷經
三個校、兩個工作坊，跟數不清的肯亞人交流。14個人，在自己的份內分外，
處理各式各樣的危機，互相配合互相援救，建築出自己的團隊風格。而我此
刻抱著五味雜陳的心情沉澱著，將這 42 天刻劃入生命，猶記得學生那開懷
大笑的笑容，又想起工作坊面對社區問題時內心膠著卻又無能為力，再到每
次 farewell 內心的依依不捨，又或者是在馬賽市場與商人間的討價還價最後
彼此還是會用擁抱化干戈為玉帛，不館是哪一個回憶，在這 42 天中，有太
多太多故事，而這一切，這是從搭來的小飛機開始，從搭上小飛機的那一刻，
世界彷彿宣告了一場冒險將誕生於我的生命中。

而這場冒險，最後又是同樣的小飛機來宣告著它的結束，不論好壞，甚至不
論我們的成果，它就是存在，存在於 14 人心中，也存在於我的腦海裡。有
人問這趟旅程後，我們是否就如此結束？我認為不會，我們會存在著，活在
學生的腦海裡，而他們鮮活的樣子也將無限的保存在我們的內心，而這也是
彼此給對方最貴重的禮物。日文中，有著「一期一會」的說法，意只一生中
同樣的經歷只會有一次，因為每次的相遇因為時間、因為夥伴的不同，都會
造就不同的感受，所以不管如何，必須好好珍惜一切。我試問自己真的盡力
了嗎？或許有、或許沒有，自己不敢確定，然而我卻曉得，不管如何這趟旅
程已經結束，好壞評定各在人心，而在我心中，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下
午，路過的學生問了我還好嗎？我想這就是我的收穫吧，有時看似我們是志
工、是資源方，然而真正打動人心的卻是受助方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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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月的籌備期不長，還未準備好就已匆忙踏上旅程，四十二天的肯亞生活不
短，足夠感受充滿衝擊感的每一天。在不同的地區，我們看到了肯亞地區間非
常大的差距，Nirobi（肯亞首都）光鮮亮麗，到處都是高樓大廈，學校也都有
完善的設備，Wamba則是地處偏遠，天氣非常乾熱無法農耕，道路又崎嶇不平，
資源進入不易，但不管哪個地區，相同的是，他們都自足的生活著，並且充滿
著對知識的渴望。

在我眼中，肯亞也是一個極為人治的國家。時間方面遵從自己想要的時間，約
定的計畫也會因為個人因素而有很大變動，甚至是在同一個園區會因為不同門
的有不同的售票人員而有不同的票價。在這樣的情況下，每件事情都會因為負
責人的不同而改變，負責人選擇如何做往往影響整件事情的發展。就拿我們這
次回到過往服務的其中兩所學校 St. Mary Secondary School 和 Bishop Okumu
相比，在 St. Mary團隊投入的資源較新且多，但學校使用電腦教室的頻率較低，
把電腦視為一種學校資產而非資源。但在 Bishop Okumu，由於設備大多都是
2016 年團隊提供，設備較為老舊，然而學校卻非常重視資訊教育發展。有無
資源並不是決定學校資訊發展的關鍵，相對的，是否有心想發展資訊教育才是
其中關鍵。

在肯亞，我負責的課程是電腦維修。內容主要是介紹電腦內部構造、功能與問
題維修，除了口頭講解，更實際讓他們手動拆解，實際操作，在實際操作的過
程之中，帶領他們能夠將電腦內部構造摸的更加通透熟悉。因為上課的對象是
老師，第一次上課時非常緊張，英文講的沒有很好，但老師們全都回以我鼓勵
的微笑，讓我更有信心完成整個課程。經過第一次的洗禮後，接下來的課程我
都更加得心應手，盡我所能地將我所知道的傳達給老師們。這次的課程經驗也
讓我體會到了，即使任務艱難，但只要擁有一顆真摯熱忱的心，全心以待，事
情便能漸漸趨於自己的期望。

鄭盛元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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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務過程中，讓我不斷反思的一句話，是我們的肯亞司機大衛告訴我們的：「我們能做的是啟發，
而後續發展只能依靠他們自己。」一句非常簡單的話，卻直接且明瞭地切入問題。的確，我們不
能完全保證，團隊的力量能改變整個肯亞的資訊教育現況，但我們可以先改變一小部分人，再由
他們慢慢地改變更多人。而這也是我們當初致力推行種子教師課程的原因，我們的種子教師課程
主要是針對電腦老師額外進行一對一的課程，內容為維護、維修電腦，並且對老師也有進階的文
書課程，因為我們希望我們能透過老師影響學生，並讓他們有後續維護電腦教室的能力。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個我們在當地方生的事件，就是在 Loreto Secondary School 服務時，因
為帶著資源過來的一群人，學校對我們相當優待，辦公室相當大，每餐食物也請老師、學生送到
辦公室，甚至也告訴學生不要經過我們的辦公室，怕會打擾到我們。但我們更希望能跟學生相處
在一起，而非有距離感的上下關係，於是我們主動詢問學校能否安排我們跟學生一同吃飯，但是
到了我們與學生共同用餐時，卻讓我們相當錯愕。在同一個飯廳裡，學生只能吃 Ugali 以及蔬菜，
而肉只提供給我們吃，這不但違反了我們的初衷，反而還更加在學生面前凸顯上下的關係，通往
更壞結果的道路，往往都是由善意所鋪成的。

在要回到台灣的前幾天，我們也很榮幸能請到錢韻中牧師對我們分享經驗，錢牧師在二十多年前
從台灣到肯亞宣教，並且在這幾年也一直幫助肯亞貧民窟的小孩。她創辦在貧民窟的學校，讓貧
窮的孩子能順利就學。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並非她如何幫助孩子，而是她的一句話：「做我們能
做的。」她告訴我們，在創辦貧民窟學校後，很多貧民窟的人也希望她能幫助他們生活，但服務
並不能幫到所有的人，要先審視實際狀況後，再衡量自己能做的事。她的一番話震驚了我，從加
入志工團開始，我就一直想著如何做能對當地人有最大助益，上課盡量安排所有的時間，修改課
程、工作坊也是不留休息的持續，卻從未換個角度從自己的能力出發，不能做的就不做，做到自
己能做的。但這並非是一種自私，而是在認清事實的情況下，拿出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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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同樣也是我在肯亞學校感受很深的一環。
肯亞人非常重視宗教，而教會中的 Father 則是
在社區有領頭人物的感覺。在這次的服務過程
中，我們大多數都住在教會，不論是環境、飲
食都非常的好，從此不難看出教會在肯亞社會中
的地位。而肯亞的學校也大多是宗教學校，校
長通常就是該地區的 Father，在每個禮拜的彌撒
上，不同於社區的彌撒，學校總會有一些唱跳的
環節，就好似每個禮拜固定會有一天，是全校一
起歡樂唱跳的時光。而在彌撒中，Father 還會
講述聖經中的故事，並與最近發生的時事作連
結，對學生闡述人生的道理。宗教似乎也變成
他們的一種規範及指標，引導學生學習、向上。

八個月的時間籌備 42 天的肯亞生活，我相信在
我的人生中這會是很特別的經驗。從籌備初期
的茫然無知，到籌備後期的緊張，而到當地實
際服務的收穫，這一趟下來我體會了非常多，
無論是準備的酸甜苦辣，抑或是肯亞的風土民
情。我也希望我們所準備的課程、服務內容能
對肯亞帶來實質影響，而非只是一年又一年的
來來去去。在肯亞服務的過程中，老師及學生
常常會告訴我們：「謝謝你們來肯亞，教我們
知識、幫助我們很多。」但我也總會回答：「你
們也教會了我很多事。」我看到的是他們對生活、
對知識的熱忱，讓我收穫許多，也讓我再次確定，
來到肯亞服務是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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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曾有過，風雨過後的時候，形同陌路的口，但心卻還流通。」暖暖緩
緩的歌聲，在每一次道別的晚餐上響起，這趟 42 天的肯亞經歷，是歷險、是
旅程，也是命運交融的轉捩點。

21 歲，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走過了大半的學校歲月，我一直是個聽話的「乖
孩子」，學校、老師一個指令我一個動作，而且動作不一定做好做完，就求個
得過且過。日子依然故我的流逝，不用愁吃穿，好像只要把書讀好，和大家一
樣念高中、上大學，再讀個研究所，出社會工作幾年後結婚生子，就是走在正
確的道路。好命女、被保護好的孩子，這是成長路上一路跟著我的標籤，但內
心一直有股聲音告訴我，我不想成為這樣的人，我好想做點不一樣的事，好想
找到一件讓自己願意全力以赴的事，能讓我放手一搏、勇敢一次的挑戰。

大學，我就讀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第一專長是社會學，第二專長是文學創
作。對未來的焦慮不安是從大學選科系開始的，我沒多想只是單純喜歡文科歷
史，當所有人都質疑我未來能做什麼時，我也相當懷疑自己。在多元開放的人
社院，我第一次發現為自己做決定有多麼重要，但可怕的事是我不知道自己想
要什麼。我對於喜歡的人、事、物都只是喜歡，沒有認真地去鑽研過，在害怕
自己無所事事的焦慮不安下，我做了好多好多的嘗試，把每一天都塞得滿滿的：
梅竹工作會公關部長、原文社的部落生活、香港商會交流營、人社公演女主角
和新埔梨園的田野調查，在這些嘗試裡，我發現我很喜歡說話，說一個深刻的
故事打動人心；我很喜歡遼闊的山野，看見自然的原始風貌體驗單純的生活；
我很喜歡和人相處，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生活，在大三這一年我加入了
肯亞國際志工團，而這成為彙整以上特質的重要轉捩點。

蘇丹瑀 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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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入團的面試我被問到為什麼想要加入肯亞國際志工團，我說了一個特別幼稚的答案：因為我
的名字叫蘇丹瑀，蘇丹是一個非洲的國家，所以非洲對我而言有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好想走
出去看看。現在回首進團的初衷，走出舒適圈看世界，才是我心底真正的渴望。而成為國際志工、
去肯亞的事就這樣開展，在團中我是公關也是副團長，需要和企業接洽、也要分擔團隊行政事務，
同時又要準備人社公演的排練，這絕對是我在大學生涯中最耗費心力的一段時期。籌備期間雖然
每天都跟著肯亞時間走（晚上 2、3 點才睡覺），但是我覺得內心好充實，我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想把事情做到最好才會發現自己是多麼的不足，要如何成為值得讓企業贊助的團隊？要如何說服
別人相信你所相信的？要如何和團隊合作，了解每個人的特點且創造和樂又有效率的工作模式？
要如何在完全沒踏上肯亞只能靠二手資料和想像的情況下準備計畫？且敗且戰，我發現自己比想
像中的能承擔責任，是之於團隊不可或缺的角色，相信自己是我在籌備期最大的收穫。 

肯亞，真正踏上這片大陸又是一個如夢似幻的過程。在台灣的籌備累到沒時間興奮和期待，初到
肯亞時我覺得好沒有真實感，也因為對自己的英文沒有自信，有點恐懼和當地人聊天。我們海運
電腦、建電腦教室，被視為一群有資源的亞洲人；而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也是難以用隻字片語解
釋清楚，帶著對「我是誰」模糊混亂的定位與自我認同，要幫一群聰明伶俐的高中生上課，和校
方接觸，我覺得需要很強的勇氣與自信。校方用最好的食宿接待帶著資源的我們，真心感謝或對
更多資源的渴望交織在相處的點滴中；學生怯生生的和我們互動，他們對自己的膚色、學校和生
活流露一絲自卑感，但是在過程中結交異地朋友、學會使用電腦，當計畫結束後他們眼神中閃爍
著的光芒，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與肯定。服務是雙向的，這不在只是用來和企業募款的口號，而
是深刻實踐後的體悟，因為在人和人的互動中投以真誠善意，不見得會收到相對的回應，但如果
什麼也不做只是被動地等待，必定一無所獲。主動、真心，並擁有不怕受挫的勇氣，是在執行服
務計畫時我最深刻的領悟。

當人與人之間真心相待時，關係的建立便會如此自然，Abiero中學的 Queency的手寫卡片、廚房
阿姨塞進我手心的聯絡電話、無數個學生的 What’s app 帳號，在短短的相遇中我們都想在對方
心中留下永恆的記憶，也許好幾十年過去，他們和我們的面容在記憶的洗刷下將漸漸模糊，但是，
曾經相處過的溫度，會永遠在生命中烙下一抹印記，那是，曾經試著放下自己的印記。唯有放下
自己所有的預設，敞開心胸的接觸和探索，才能真正的感受與理解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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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各種計劃時，我強烈感受到自己外來者
的身分，不夠了解當地卻很想做出改變。社會
學的訓練成為我在肯亞很重要的助力，社會學
強調不要視一切為理所當然，不要怕問問題，要
發現問題，了解造就問題背後的脈絡。Wamba
社區創新工作坊讓我們發現很多無力解決的問
題：毒品、教育、貧窮，這些都是結構性的問題，
政治、文化、體制不是能夠輕易撼動的，況且，
我們才停留短短的幾日，尚未看透事情的全貌。
深耕肯亞的前輩錢牧師和張姊姊和我們分享：
做你力所能及的事；唯有充分了解再展開行動。
簡單但是有力的話語，提醒我們專注在團隊的
初衷，把資訊教育做好，盡可能訪查並深耕發展。
看著他們的身影讓我特別感動，柔軟的內心才
能支撐強大的熱情關懷社會。

Loreto中學的 Bern問我：「你覺得肯亞怎麼樣？
你覺得肯亞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還沒有
真正深刻的體會，我告訴他我還沒準備好回答。
Bern 說他覺得肯亞的人民普遍都很快樂但也比
較懶散，大家不會想更進一步做點什麼。他堅定
地告訴他的未來藍圖，他想要和父親一樣當軍
人，能夠保護國家的人，還要到美國留學學到更
多，回來改變他的國家。我們帶電腦過去會加速
他的學習，他感到特別快樂和感謝。我也好想
問他怎麼看待台灣人？但是沒能問出口，台灣
算不算是個國家？我未來有沒有機會為台灣做
點什麼？我自己也說不清，但我想，我知道我
來自哪裡，而這個地方經歷了什麼事。我知道自
己為什麼帶著電腦來到肯亞和他們相遇。離開舒
適圈，做不一樣的事，也許不會帶來巨大改變，
但是靠著自己的力量，還是能產生影響力。志工
團執行計畫，結果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
過程，在肯亞的 42天、在台灣籌備的 180多天，
我漸漸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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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彷彿還停留在黃沙漫飛之中，我們搭著matatu，在顛頗的沙石路上搖晃著，
前進著……從大一開始，我對於志工團就有偌大的嚮往，但衡量自己的英文能
力後，怕會帶給團隊負擔，就遲遲不敢報名參加。一直到了大四，領隊告訴我
英文不是最大的問題，只要有一顆熱忱、懂得合作的心，至此，我才鼓起勇氣，
毅然決然地報名。

出團前，電腦課程的準備總讓我最為煩心，五十分鐘的課程，就等於要講五十
分鐘的英文，當中又參雜著許多電腦的專有名詞，使困難度更為提高。為此我
準備了整整三頁的逐字稿，一有閒暇，就會把它抽出來背誦。一直到肯亞當地，
每每備課的時候，還是和逐字稿形影不離。對於團內事務，我主要負責電腦海
運的部分，需要聯絡驗貨公司和海運公司，依著他們的指示，將團員們募集來
的二手電腦登記型號並做最後的裝箱。我總被那些不斷往返的文件，埋首在書
桌前，確認那些文件都是正確完善的。也常常為了耗時的裝箱，留守在地下室，
與三五好友一起聽著歌，聊著心事，來搭配海運的裝箱。

但真正的考驗總在出團之後，事前準備的一切都只是預備，所有的安排都會因
為當地的情況再做調整。比如教電腦課的時候，一些習以為常的電腦操作對於
他們則是空白，我卻因為認為那些是基本知識而跳過，反而使他們越上越迷惘，
因此我課後又大大的修改我的上課內容，使每一個步驟都更加詳細清楚。比如
Wamba 工作坊的時候，活動的前一天才得知參與者有異動，從原本以為的高
中應屆生，變成大學生甚至還有已經在工作的人，使我們的上課內容又要再做
大幅的調整。

林立玄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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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時所準備的東西，都是以我們想像中的肯亞去準備，但肯亞究竟是什麼樣子，只有自己親
身到了當地去用心瞭解，才能夠更貼近他們的原貌。因此，在更深入接觸當地之後，往往會重新
來過我們所計畫的東西，讓它們可以更符合當地所需。為了想更瞭解他們的社區，我們也會舉辦
社區創新工作坊，討論社區中各設施、環境遇到的問題。以 Wamba 地區為例，由於 Wamba 的
環境條件還不夠適合做 ICT 教育，因此我們選擇舉辦一個與社區相關的工作坊，從民生方面開始
著手，讓居民能更瞭解自己的社會環境、社區問題，進而用最適合他們的方式解決社區問題。

Wamba 是我們想像中非洲聚落典型的模樣，道路的兩側總是稀疏的灌木，所有的建物都蓋在黃
沙之上，車子一經過，就會塵土飛揚，建物也幾乎是只一層樓，一切是多麼原始。在這樣的社區
環境下，我們舉辦工作坊，除了想瞭解他們的情況，更想為他們的社區製造更多改善環境的契機。
藉由我們準備的各地社區創新的個案，成功激發了他們對自己社區的關注與討論。比如水資源的
部分，由於 Wamba 地區缺水，水價較高，當地因此實行了一個措施，較為貧困的人可以透過幫
忙挑水、挖井，來換取比較便宜的水價；比如社區守衛隊的部分，肯亞也有類似台灣守望相助隊
的組織，十戶為一隊，領導者會輪流當，但由於沒有配備武器，因此遇到可疑人物的時候，只能
通報警察局。比如住宿的部分，肯亞大學生住學校宿舍或外宿的價格差不多，因此學生們多會選
擇外宿，除了比較自由，也可以自己在宿舍做菜。

除了關心肯亞當地的社區概況，我們志工團的主計畫更在於「資訊教育」。我們總共服務了三所
中學，幫他們蓋電腦教室，也教他們一些簡單文書軟體的使用，大部分的生活都在學校中度過。
或上課，或打球，或談天，或逛校園，大多時間是與當地學生共享著。而這樣簡單悠閒的生活，
反而令人難以忘懷，沒有太大的起伏，但時間好似被拉得很長，包括和當地學生相處的時間，以
及團員間彼此相處的時間。我們成為了彼此生活的一部分，日常的一部分，再也無法輕易分割。

猶記在 Abiero 的最後一天，我們沒有排任何課程，只留了早上一小段餞別會的時間，想好好的
告別。告別 Abiero 溫暖的女生們，告別她們認真上課的樣子，最捨不得的是，Abiero 是我們在
肯亞服務的最後一間學校，這一轉身離開，更是告別我們志工服務的最後時光，那些在台灣用心
準備的課程、表演，都即將進入藏寶箱，深鎖在我們的心底。還記得前一天我上最後一堂課的時
候，多希望這堂課可以永遠不要結束，彷彿我們就有理由一直待在這裡，與夥伴們繼續奮鬥，繼
續刻骨銘心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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餞別會原本想辦在室外的黃土地上，讓全校共
襄盛舉，可惜天公不作美，滂沱大雨讓我們只
好改在室內，一間間教室與學生們道別。我們
準備了兩首歌，一首是從 Loreto 學的 Higher 
Higher，另一首是當地彌撒時會唱的 Hosanna。
一進教室，就是獻唱這兩首歌，作為告別的禮物，
每當我唱到「Hosanna in the higherst.」的時候，
就會情不自禁的哽咽，想到我們在肯亞服務的
一切就要就此結束，是多麼令人百般不捨。而當
我看到台下的女同學也泛著淚，握拳輕揉著濕
潤的雙眼，對於這些真情流露的女生更是讓我
們泫然淚下。在我們完成兩首歌的簡單表演後，
許多教室的學生也回敬我們幾首屬於她們的歌。
歌曲已不復記憶，只記得那是一首好似怎麼唱
也唱不完的歌，音符爬到了山頂，又直落下山谷，
高低起伏，像一陣浪，將我推去遙不可及的無
人地方，但我也沉浸在那令人自在的地方。正要
踩出教室時，身後有些學生叫住我們，回眸時，
一張張圖文並茂的精緻卡片就這麼令人措手不
及的遞了上來，對於這突如其來的驚喜，我們
被感動得不能自己。她們真是一群很有感情的
學生，短短一個禮拜的服務，或上課，或打球，
或談天，或逛校園，所有美好的片刻，都化作了
動人的文字記錄在卡片上，而能回味無窮。

我一直很喜歡一句話：Mountains never meet, 
but people do. 還記得在 Nakuru 的某一天，我
們上到郊山山頂的觀景台，飽覽 Nakuru的地景。
一側是廣袤的原野，無垠無涯的草原正是我們想
像中肯亞的樣子；另一側是個小市鎮，一道陽光
剛好灑落其上，彷彿是天選之地。
穿越 9301 公里來到肯亞，憑著一本初心，想為
肯亞改變些什麼。但我不知道，究竟有帶給了肯
亞什麼；只知道，每當我做的事能被他們投以
燦爛的笑容，一切都值得了，這是屬於我們最
美好的相遇團員們爽朗的笑聲，揉合在挾著青
草味的風中，飄盪至未知的遠方，那是等待我
們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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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原本只是懷著來探索非洲這陌生且未知大陸的心情，想增廣見聞、開拓
視野，而興致沖沖的報名了肯亞志工團，沒想到，開啟了之後一連串的冒險跟
挑戰！

現在回想起過去大家一起奮鬥一起熬夜的那十個月時光，我仍然歷歷在目．寒
訓時期，突然看到要講英文議題十五分鐘的我，我馬上就萌生退意了，後來告
訴自己，不能退縮，該努力讓自己成長了！因此，我開始努力的準備這演說，
雖然後來還是不甚理想，至少跨出了一小步．寒假時期還和夥伴去百貨公司
和鶯歌募款，雖然那時大家都還不是很熟悉彼此，但為了團隊，大家直接在街
頭募集資金，也因為了這幾次出遊，和大家慢慢變得熟識．下學期後，資金逐
漸開始進來，身為總務的我，也開始變得忙碌，往返在課外組、郵局或是活中
204 之間，當我的手機跳出課外組的姊姊訊息，馬上點開，不錯過任何叮嚀和
吩咐，雖然後來因為接近期中考，而感到身心俱疲，但也還好有領隊的加油打
氣，也努力撐過來了．一路走來，雖然腦中曾浮現過放棄的念頭，但看到其他
夥伴比我更加努力、更加疲憊，那念頭馬上就被打消了．二手電腦運來地下室
後，大家開始了共體時艱的日子，從搬運電腦、確認電腦的情況、安裝軟體再
到重新包裝，並編列每台電腦的號碼和順序，還有最後的運送．這是大家最忙
碌的時期，但也是大家開始放下防備，卸下武裝，袒露真心、吐露苦水的時期，
因為每次一待在地下室，一忙都是三、四個小時，常常會忙到半夜，就算隔天
有考試，大家還是每天到清齋地下室報到，但在忙碌之餘，大家也會聊天、聽
音樂，雖然忙碌，但回想起在地下室和夥伴們的回憶，還是很開心，令人難忘。

劉宜雯 S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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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 Wamba 工作坊，從寒假就開始開會的我們，雖然我們的計劃不斷地更改、調整，最後
決定以社區創新來呈現這次的工作坊，忙著試教、期中考的同時，還得多騰出一些時間來做工作
坊，對於 Wamba 這片土地完全未知的我們，上網努力查詢適合當地的個案，每個個案都在經過
我們審慎的評估，最終才成為我們要介紹給當地居民的案例。對於這個工作坊，我們不斷的嘗試、
不斷的調整，就是希望最後能完美的呈現。慢慢的，也快到了出團的日子，那時總覺得不敢相信，
那麼多困難的事，大家都一起走過來了，和夥伴從陌生到熟悉，經過每一次的試教，大家的英文
也愈來愈熟練，出團前我雖然有點緊張，深怕還有甚麼還沒準備好，也有點期待，準備了那麼久，
我們終於要出發去我們的目的地──肯亞，不知道會有甚麼在等待著我們。

坐了長途飛機到了肯亞後，正式開啟了我們的旅程，我們的第一間要服務的學校就是 Loreto Boys 
Secondary，在那間學校，我每次和他們打招呼，我總能感受到他們最純真的笑容，上課時，看
著他們對電腦充滿著興趣，我能感受到他們眼神裡，充滿著好奇及熱切地想要探索電腦這未知汪
洋的大海的念頭，在到肯亞之前，我總是在想，我們是帶著資源的人，我們真的有這個資格來改
變他們既定的生活嗎，雖然對於這個問題，我至今都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但看著他們對於探
索新事物的興奮及迫切感，我只想盡我所能的，把我所有能教的都給他們，希望電腦只是一個契
機，使他們能更有動力去學習，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因此，每次上完課的檢討就變得很重要，我
都格外的認真，學生們專心的臉龐就是我改進的動力。他人看到的問題，夥伴給我的建議，我都
會吸收，進而讓我的課程變得愈來愈好，在後來的第二間、第三間學校也都是如此。在第三間學
校時，雖然有些學生很調皮，上課不太專心，會一直和同學談論，但有些學生卻很認真，學會之
後還會教其他尚未跟上進度的學生。在課程結束後，我也會請學生給我一些建議，來改進我的課
程，畢竟學生能不能吸收進去才是最重要的，而我每次聽到他們很享受電腦課、學習到使用電腦
的技巧，我都非常開心。



237

除了到學校服務之外，我們還有另外兩個主
計畫，其中一個就是 Wamba 工作坊，在到
Wamba 前，對於這片土地真的完全未知，只
能藉由領隊們的言詞，憑著碎片拼湊出一些
Wamba 的雛形，而時隔一年，領隊們的印象也
不一定正確，我們都不知道真實的情況究竟如
何。到了之後，沿途的風光真的和其他鄉鎮好不
同，一望無際的莽原地形，非常壯闊，沿路還
有許多的單峰駱駝，拖著緩慢步伐，一步步前行。
風一吹過，馬上捲起一塵風沙。晚上時，夜晚
的風景也美不勝收，星星多不勝數，滿天的星
星散布在天空，如寶石般閃耀，讓人忘卻煩憂。
雖然 Wamba 比起其他地區，資源相對匱乏，但
也因為如此，這裡的生態都還沒有被破壞，這
裡有個是最純樸、可愛的居民，在 Wamba，這
裡的生活真的很愜意，會使人放慢腳步去仔細
瀏覽身邊事物的美。而為期兩天的工作坊，我
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還有很多地方要改善，
但最後的工作坊是有所收穫的，至少我們看到了
當地居民的真實需求和需要被改善、重視的問
題，很多時候並非是居民沒有注意到問題或是
不想改變，而是無能為力，對於很多問題最根本
的原因還是資金，但至少這個地區正在逐漸改
變，一樣的風土民情，但有愈來愈多的學生能
夠到外地去接受教育，我們志工能做的相當有
限，最後能改變的還是只能靠當地居民，而最
根本的方法就是教育，愈來愈多 Wamba 的小孩
能到外地去上大學，我們是樂見其成的，藉由
教育，他們就有能力回來改善他們社區的問題，
我能看到那顆輪軸正在轉動著驅使著。

隨著工作坊的結束，這段旅程也將到了尾聲，
雖然早知道這段旅程就是不停地在說再見，每一
次的離開，我都會回望著那間學校、那個地方好
久，因為知道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再來了吧，所以
總想著看久一點，把每一幕都深刻印記在腦中，
學生們或是 Brothers 的一顰一笑，我想我是一
輩子都不會忘記。很慶幸遇到的是肯 19的大家，
過程中多少會有摩擦、爭執，但是因為大家互
相體諒、包容，我們真的都走過來了。我們可
能因為工作、因為學業、因為家庭，不太能夠
再見到彼此，但我知道大家都是為了甚麼而努力
著，也許在很多年之後，和成員們會在不同地方
遇到彼此，大家站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努力著，
也許這些記憶會逐漸變得模糊，但看到了照片
回想起了過去的時光，我想那些回憶始終存在，
等著我們去喚醒，那些片段也會逐漸地變得清
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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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一就參加國際志工團其實從來不在我的計劃之內，當初也是全憑一股衝動
就報名了面試，選擇肯亞也是單純覺得到非洲國家當志工很酷且一定是很特別
的經驗，就這樣，我在毫無經驗且內心充滿不確定的狀態下進入了肯團。肯團
幾乎佔據了我大一下的生活，籌備期的時間長達八個月之久，現在回想起來，
從拉贊、海運、準備課程和四次的試教以及無數次的例會到正式出團，我們真
的一起經歷了好多好多，一開始其實對肯團並沒有很大的歸屬感，也對自己沒
什麼信心，感覺有好多不確定性，要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從事一個自己不拿
手的事，尤其我的課程又是我從來沒接觸過的樹莓派，樹莓派又是今年第一次
執行的新課程，子計畫的 Nyeri 工作坊，擔任桌長帶討論我也沒有經驗，各種
擔心與害怕是出團前一直伴隨著我的······。

每一次例會的討論與閱讀的文章讓我對於擔任志工有更多的反思，在四次的試
教中我也漸漸地看到自己與團員們的進步，大家都對自己的課程越來越熟悉，
但儘管如此我卻仍無法肯定的說：「我準備好了！」但我想，我們永遠不會有
準備好的那一天，但我們必須相信：現在，就是最好的狀態。領隊們也常常告
訴我們：到了肯亞會發生什麼突發狀況誰也不知道，我們隨時都要保持彈性。

到了肯亞之後，一切都非常的新奇，舉凡天氣、生活方式、食物都與台灣有很
大的不同，還記得剛到奈洛比時，我們到超市辦電話卡並買一些生活物資，那
是我們第一次走到肯亞的大街上，我印象非常深刻，光鮮亮麗的高樓大廈與沒
有柏油的泥土路形成強烈的對比，這也是我第一個發現肯亞的問題（這也許也
是許多非洲國家的共同問題）：雖然有光鮮亮麗的摩天大樓，但基礎建設卻仍
十分不足，這是變相發展的結果，而這個現象在 ICT 教育上也可見一斑，在基
礎電腦使用與知識不足的情況下學生們就先接觸了智慧型手機。在這一天我
也看見了肯亞最普遍的大眾運輸工具 Matatu，車上擠了非常多人，沒有車門，
有些人的半個身體甚至露在外面。我們也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發現：路邊有許多
地攤賣著各式各樣的東西，他們的靴子不是一雙一雙的賣，而是要從許多只有
一隻腳的鞋子中挑選兩雙長得比較像的湊成一對。

林彤恩 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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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Nakuru，我們正式開始了我們的服務計畫，father，brothers 與學校的老師們都非常熱情的
招待我們，他們在一大早就會準備奶茶和早餐拿到休息室給我們，中午也用心的準備美味的午餐
給我們，因為擔心我們吃 ugali 不習慣，學校甚至會專程為我們準備白飯或其他主食。Loreto 的
學生們都非常認真，在這裡的每一天都過得非常開心，我們有許多文化上的交流，我們對肯亞文
化的基本認識都在這裡建構完成，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我也更加了解了肯亞的青少年，他們
總是對我們充滿了好奇，也常常問到台灣要多少錢、要如何到台灣留學····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也
許是我們的穿著或物品，又或者是我們只呈現出光線亮麗的那一面給學生們看，讓他們對台灣充
滿了嚮往，也常常讓學生們有我們較為優勢或我們跟他們很不一樣的感覺，在服務期間，這是我
們常常遇到的問題也是我們努力想消弭的。

這次服務的三間學校性質都不太相同，有男校、女校、混校；有住宿學校也有日間學校，住宿學
校的學生由於學校管得很嚴，學生們都非常有紀律，在學校的期間都是禁止使用手機的；日間學
校的學生則較為活潑，可能因為較有機會使用 3C 產品，他們對於電腦的操作也較為熟悉。肯亞
的學生們都非常的熱情，他們喜歡唱歌和跳舞，彷彿每個人血液裡天生就存在著律動的因子。

Wamba 是我在肯亞最印象深刻的地區，藍天白雲與一望無際的黃土地，讓人心情都跟著遼闊了
起來，路邊一群群的放牧羊群，這是一片尚未被開發的淨土，Wamba 是一個極度缺乏水資源的
乾旱地區，居民取得水資源非常困難，大多仍過著傳統的遊牧生活。在 Wamba 舉辦的社區工作
坊讓我們有機會與當地的青年近距離接觸，也更加了解這個地區，在與 Wamba 人接觸的過程，
我感受到了青年們對於社區的熱愛以及想對自己的社區盡一份心力的熱情。Wamba 的星空是令
人難忘的，是我這輩子見過最美的星空，由於沒什麼光害，每天都能看到非常清楚的天蠍座。在
Wamba 地區所參加彌撒也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場，從每個人虔誠的眼神與宏亮的歌聲中我真正
體會到宗教在肯亞人心中的重要性，宗教不僅是一個心靈的寄託更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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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天的旅程聽起來好像很長，但真正執行了計
畫才發現其實 42 天真的好短好短，我們試圖想
在這短短的 42 天裡改變些什麼，但卻發現有更
多更大的問題是我們所無法改變也解決不了的，
雖然我們努力想試圖深入當地人的生活，貼近
他們的需求，但我們卻必須接受身為外來者永
遠無法跨越的藩籬，我想這樣的無力感與無奈
也是國際志工所必須面對並學會與自己和解的，

如同錢韻中牧師所說的：「做你所能做的。」
在這趟旅程中，我真正體會了服務的本質及志工
的精神，許多人對於志工的印象也許是不求回
報的付出，但事實上，我所得到的卻比我付出
的多出很多，每當看見我們所付出的一切被投
以一張張真誠的微笑及一封封情感真摯的卡片，
這是再多的金錢也無法買到的快樂與滿足。我
想，在很多很多年以後我仍會記得，今年夏天，
我們在肯亞曾經共同分享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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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來到非洲國度，這四十幾天像夢一樣倏忽即逝，但他／
她們的笑容還有牽著我們的手的樣子依然那麼清晰。來到肯亞的每一天都很新
鮮、都是充滿驚奇的，早上起床總會期待今日會遇到什麼樣的人？或會有什麼
樣新的碰撞？回到台灣之後，面對原本毫無目標的生活反而相當不習慣。

肯亞的經濟與政治在非洲來說相對穩定，也是一個極為豐富、多元的國家，這
裡有裂谷、有高原、有平坦的草原、森林，還有湖泊和缺水的沙漠，幾乎每跨
越幾十公里便會看到不一樣的風光，其中也包括貧富差距。首都 Nairobi 高樓
林立，四周全是豪宅、百貨公司，但一樣的 Nairobi，在光鮮亮麗的不遠處有
著非洲第二大的貧民窟，越過 Nairobi 之後，便很難再看見高過三層樓以上的
建築了，在肯亞，貧富差距是用眼睛就可以看見的了。除此之外，肯亞有 47
個省份（county），每一個省份都代表著一個族群（Tribe），一共有 47個族群。
每個族群都有他們自己的語言以及傳統文化，甚至有不同的產業和農業活動，
一位在肯亞認識的朋友這樣對我說 ”Our diversity makes us interesting”，這
樣的多元組成了肯亞，即便容易引起紛爭，卻讓這個地方充斥著多元的聲音及
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極為迷人。

楊雅淳 J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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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的學校體制和台灣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小學要念八年、中學四年之外，肯亞的學校規模相對
台灣來說非常的小，一個年級大多一到兩班，一個中學有四個年級，學生人數約莫一兩百人，一
個三四百人的學校可說是相當大了。也因為學校招收的學生人數少，所以學校的數量也相對多，
可能才剛看到一間學校，幾百公尺之外又有一間中學了。不過，這樣的學校數量還是不足以去滿
足全肯亞的需求，學生人數太多以及繳不出學費是主要的原因。而近幾年肯亞政府在推動學制改
革，計畫將原本的學制改成國小六年、國中三年和高中三年。除此之外更加入了許多的資訊教育
計劃，並推行「電腦科」考試，但實際上大多數的學校既沒有電腦教室也沒有電腦老師。而我們
這次來到肯亞的任務便是在三間學校架設電腦教室。這三間學校剛好都不太一樣，一間男校、一
間混校、一間女校，兩間寄宿學校一間日間學校，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寄宿學校的學生被管得
很嚴，每天四五點就要起床，對於成績課業相當的重視，上課的時候也比日間學生認真很多；而
日間學校的學生則比較擁有自主性也比較有活力。男校的學生非常喜歡跳舞，極為熱愛 Hip hop，
只要具有節奏感的音樂一下，每個人都像從椅子上跳以來一樣，又唱又跳，陶醉於其中；女校的
學生則比較喜歡唱流行歌，總是想把我們拉近她們的班上和她們一同聊天，她們也非常溫馨、窩
心，在我們離開的時候，寫了滿滿的卡片送給我們每一個人。

是在這段日子裡，我發現自己很喜歡和學生們擊掌、和他們用拳頭輕碰拳頭地打招呼，或是牽著
手、手勾著手地一起去參觀校園、一起拍照。我想我喜歡的是和肯亞人的相處，和他們聊天即便
聽不懂，即便英文有些我說不出口，但是我總陶醉於那些瑣碎的對話，希望於能夠更了解他們的
生活，而他們也總會很開心地回應，似乎只要多努力一點，他們就會對你敞開心房，開心的與你
分享一切。任何片段的話語或是只是簡單的微笑，都是我每天最快樂的時光，我想能夠來到這裡
認識他們，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

第一次用志工的身分來到另一個國家，一開始有些不自在，因為我們變成了「帶著資源（電腦）
而來的外國人」，有時候必須用這個特別而著強烈的角色去建立關係，這樣下的關係從來就不是
簡單而純粹的了。在 Wamba 所認識的 Martin 便是這樣的例子，那天下午和他聊了很多他以後要
在奈羅比大學讀書的事情，離開的早上，他大老遠走來教堂附近送了我和 Natatha一人一條手鍊，
我們都相當的開心，不過在離別的最後，他問我明年如果還會回來的話，可不可以幫他帶一台相
機？因為他想在大學就讀觀光旅遊學系，需要一台相機。這時候，我才明白，其實很多事情是我
們做不到的，沒有辦法給出承諾，也沒有辦法好好維繫一段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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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志工」這個視角看出去的肯亞其實相當美好，
因為大家對我們實在太好了，無論是吃住，他
們總是給我們最好的，而我們也在領隊的帶領之
下被保護得很好，幾乎不曾走在肯亞的街頭上，
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東西過於簡單過於歡樂，也
僅止於表面，很難真正深入去了解他們的生活
還有他們看事情的方式。深深記得，在學校裡，
我們吃的食物都在學生們不一樣，當我們的餐
桌上有魚有肉有麵，他們是吃一大盤的 Ugali 和
Sukuma wiki。很多事情都是得來不易的，像是
我們在肯亞所吃的食物、我們洗澡洗衣服還有
所喝的水，甚至是我們睡的床、房間，但是我
們很晚才發現。

有時候會想我們做的事情真的「對」嗎？大老遠
的飛到肯亞打擾這些學生的生活，然後在幾天
之後又突然走了，我們的出現在無形之中帶給
他們什麼樣的影響，其實我們都不知道，也沒有
好好想過。我們用的手機、穿的衣服、我們所
擁有的資源和當地學生相比之下是非常富裕的，
在相處的過程中，我們可能也會不小心流露出
台灣的美好樣子，突顯出了台灣與肯亞的落差。
在此經濟發展的重要被我們所強調了，我們更
複製了「發展」的美好，也突顯了社會地位的不
平等，「現代的」、「西方的」、「進步的」被
我們所稱頌，而隱藏了發展背後的黑暗與剝削，
世界就這樣被我們分割成二元：進步與不進步的、
發展與落後的。我們帶著特定的形象來到肯亞，
使肯亞同學都非常熱切的想來看看台灣的樣貌，
他們總會問我們要如何來到台灣唸書？來到台
灣的機票多少錢？等等之類的問題，但是肯亞
的學生原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與自己的國
家的？在我們的擾動之後，他們又會如何看待
呢？我想這是短期國際志工不可避免會掉入的
漩渦之中，到底我們所做的是我們所要的還是
肯亞真正所需要的？在過程中我們又加強了什
麼樣的意識形態呢？是不是為了追求自我滿足，
而讓他人處於痛苦之中呢？這些問題很難以被
回答，答案也可能是反對志工工作的，但我們
卻不能害怕去思考這樣的問題，不能一味地認
為自己所付出的都是好、正確的。

一開始覺得 42 天很長，真正過完之後覺得實在
太短太短了，才剛剛建立連結卻又要離開前往下
一個地方了，沒想到在九千多公里外的地方，會
有像家一樣的地方，而且還不止一個。
以前肯亞對我來說僅是一個陌生的國家，在這
遙遠的國家所發生的事情，其實一點感覺都沒
有，但真正在這裡待上四十幾天之後，肯亞不
再平面了，而是富饒活力、充滿熱情與律動的
國度。在四十幾天裡面，我們感受肯亞的氣候、
學習聽得懂他們說的英文，甚至想多學一點史瓦
濟語，用感官和心靈去用力的體會肯亞的一切。
我不敢說我真正了解這裡了，因為我們看到的
實在太少太少了，但至少我們都跨出了這一步，
跨出了原本的生活而來到這裡，還擁有這些珍
貴的回憶。在未來的日子裡，還是很想很想再去
一次肯亞，但應該就不是以志工的身分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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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天，聽起來像是一段很漫長的時間，卻一轉眼就過去了。

出團前心中的徬徨彷彿昨日，坐在飛機上，只覺得自己要去肯亞做好多又大又
難的事。一個經驗與能力不足的大一新生，能在 9301 公里外的肯亞達成些什
麼呢？

剛進入清大肯亞國際志工團的我簡直是一無所知。當初想加入志工團無非是希
望在大學的第一個暑假可以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而國際志工不但可以為社會
帶來一些正向的改變，還可以讓自己看看更廣的世界，何樂而不為？等到真正
加入了，領隊帶著團員探討一些志工的本質，以及社會大眾對於國際志工的一
些質疑，才發現有好多之前從來沒有想過的議題等著我去思索。在籌備期間我
有時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太急了，還沒想清楚就懞懞懂懂的航向未知。但現在回
想起來，我很慶幸自己在報名截止的那一天按下報名表的「送出」鈕。

不可否認的，在籌備期間的確經歷了許多挑戰與挫折。為了預備出團後要在肯
亞進行資訊教育，我從一個沒有任何資訊背景的泛泛之輩，慢慢摸索，到學會
如何拆裝主機、維修電腦、重灌軟體、使用軟體維修工具．．．這段期間的蛻
變可不是風平浪靜，而是充滿著起起伏伏。有時看著堆積如山的待辦事項而感
到茫然無助，有時因為終於學會一樣新技能而內心充滿狂喜，有時卻因為一些
失敗而窒息在自我懷疑之中，有時更是為了團隊而忙到徹夜未眠，不禁忍不住
掉下心酸的淚水。但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成長了不少，學會在必要時放下身段
去尋求幫助， 學會意見不合的時候勇敢表達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我學
會如何從挫折中再次站起來。

邱慕言 Mary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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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了出團前的風風雨雨，直到正式踏上肯亞的國土，我似乎又變回當初那副無知的模樣，從
零開始認識這片廣大的土地。肯亞的一切都與過去的所見所聞截然不同，不論是人種、語言、文
化、氣候．．．等，都呈現一個全新的風貌。記得在肯亞的第一站―首都奈洛比，我們住處的用
水使含有鈣與鎂的硬水，它與平常在台灣熟悉的水質有異，流過指間的觸感滑滑的像混了肥皂一
般。沒有想到像水這麼基本的元素在不一樣的地區也可以如此的不同。到了 Nakuru 開始正式執
行計畫，更是感受到肯亞人與台灣人的差別。比起台灣人的含蓄內斂，肯亞人相較之下十分坦
率與熱情。儘管才第一次見面，肯亞人也會給我們最燦爛的笑容與溫暖的擁抱，嘴裡一邊說著： 
“Karibu”(Welcome) 與 “Hakuna Matata” (No worries)。肯亞人也非常好客，總是將上好的留給
客人享用。在中學服務的期間，學校總是為團隊準備滿桌的佳餚，順便端上一壺熱騰騰的奶茶，
還不忘準備洗手用的水盆、洗手乳與擦手巾。與肯亞的高中生互動的過程中，更是感受到他們的
認真好學。在 Kisumu 地區，我們服務的是一間女校，當團員在台上教電腦的基本軟體，不難聽
到台下的女孩抄筆記時筆尖輕觸紙面的唰唰聲。頓時感受到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電腦，對她們
來說是多麽得來不易的資源。

看到學生那麼珍惜我們帶來的電腦以及資訊課程，我感到無比的欣慰。但也因為我們是資源擁有
者，團員們被學生甚至老師要資源的狀況也不少。他們在要資源的時候其實並沒有惡意，但我不
禁省思會不會是各國給予肯亞過多的物質資助，而養成當地人與外國人要資源的習慣？我回想
起籌備期間，領隊帶大家討論到國際志工在給出資源前，若沒有做好妥善的評估，不但對當地沒
有益處，還可能造成當地經濟和人民尊嚴的負面的影響。印象很深刻我們在某個週末去參觀肯亞
Nakuru 的農業博覽會。那時候遇到兩個約八九歲的小男孩朝著我們走來。當時沒有多想，便很
開心的和他們打招呼，並且和他們寒暄了幾句。沒想到才聊了不一會兒，其中一位劈頭就問： “Do 
you have any food?”我當下有些吃驚，原來這兩個小男孩來搭訕我們的用意是要向我們討食物。
那時的我，內心十分糾結。真的當了志工才深刻體會到，幫助人可以很簡單，但也同時錯綜複雜。
對於這兩個小朋友來說，或許給他們一小包餅乾就是莫大的幫助，但多次的志工反思提醒了我助
人之先要考慮的面相可多了。例如，這個舉動是否能滿足當地人真正的需求，是否會對個人與社
區帶來負面的影響，我們所做的有沒有辦法永續發展．．．等。若是我二話不說將我手邊的餅乾
給這些孩子果腹，我或許為他們解決了一餐，但是然後呢？他們之後的每一餐該怎麼辦？這個舉
動會不會導致他們未來繼續討食物的習慣？除此之外，如何讓人在接受幫助的同時仍然保持自己
的尊嚴、以及能夠對社區帶來一些回饋，都是在幫助人之前需要審慎評估的要點。經過一番內心
的拉扯，因著上述種種原因，我最後還是婉拒了這兩個小男孩的請求。而當我頭也不回的走了，
再多的理性思考依然揮別不去那一陣襲來的罪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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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亞的每一天都在學習把事情想得更周到，
學習盡己所能但也要量力而為。畢竟團隊十四
個人沒辦法解決所有的事情，懂得如何取捨是
每一個人必須學習的功課。特別是每次訪查完一
間新的學校，團隊都會坐下來仔細討論與評估
未來與該校合作的可行性，避免服務淪為盲目
的幫忙，讓一片好意釀成大災。

「做你能做的」。

這是一位長期在肯亞貧民窟辦學的台灣女牧師
給團員的勉勵。她提醒大家不要奢望可以解決
在肯亞目睹的所有問題，因為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在追求理想的同時，還是得考慮到現實的
條件，才不會造成我們什麼都做一點，卻什麼
也做不了。在肯亞的四十二天，我也漸漸認清自
己的限制，對於我無能為力的事也不再像當初那
樣感到自責，反而將這些無助轉換成繼續前進
的能量，把我能做的做到最好。
四十二天，似乎做了很多事情：服務了三間學校、
辦了兩場工作坊、訪查了各地的中小學，還拜
訪了醫院、市集、教堂。但真的要講述我們的
成就，好像也說不出什麼豐功偉業。回首段日子，
我們十四個台灣人帶著電腦來到肯亞，教導當
地人資訊相關的知識―這一切不過是在肯亞播下
一些種子，要真的看到種子發芽茁壯還是得靠當
地人自己的努力。計劃的主導權終究要歸給這片
土地。

回國後，在肯亞的點點滴滴依然歷歷在目。團
員彼此間的連結也堅強的延續著。我想念肯亞
的一切，那香味四溢嚼起來有顆粒感的烏咖哩、
在路邊悠閒吃著嫩草的牛羊、肯亞高中生們真
誠的微笑，以及夜晚浩瀚無垠的星空。我最懷
念的還是我和每一位團員共度的時光。加入志工
團之前，我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一年前的我
萬萬沒想到有一天能夠遇到這樣一群志同道合
的人，可以彼此勉勵、同甘共苦，一起攜手度
過種種的未知與冒險。肯亞志工團的大家雖然
分別來自不同的科系，不同的年級，也有不一
樣的家庭背景，但肯亞讓我們的生命彼此交織、
密不可分。在肯亞的四十二天裡，有時雖然疲憊，
但每當我想起身邊有十三個人會陪我一起共度
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我就覺得好幸福。

計畫雖然結束了，總覺得自己還有好多事情想
要做，好多任務還沒完成，又感嘆有些工作應
該可以做得更好。當我向親朋好友分享起我在
肯亞做志工的種種，他們都非常讚賞與佩服，但
我覺得這次擔任志工的經驗反而讓我體會到自
己的渺小。來到肯亞想解決一些問題，卻發現更
多我解決不了的事情。想認識更多人，卻體會到
不論多努力，還是有一些身為外來者無法跨越
的藩籬。我們真的很有限，這一整年的籌備和
整整一個多月的服務，有時渺茫的像飛蛾撲火、
以卵擊石，但是我們還是去做了。志工其實並不
偉大，偉大的是那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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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眼，兩百多天的日子就這樣過去了，猶記得剛加入肯團時，總覺得壓力很
大，一方面是無法調適自己生活的節奏，因為每件事情對我而言都很陌生，幾
乎都要從頭學起，像是設計軟體，在加入設計股之前我一竅不通，但我必須得
讓自己在短時間內上手，我一直都記得我第一次做企劃書，兩面的一頁企畫書
我花了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做完，而之後五十面的私部門企劃書我也只花了一個
多禮拜；另一方面是自己給予自己的期待，我是肯團中年紀最長的團員，又是
股長，總會認為自己背負著一些眼光，應該給予自己更多的要求。

然而準備了許久的一切，到了當地才發現我們準備的只有十分之一，其餘十分
之九都是不可預測的。所以習慣「規劃」、「已知」的我，當面對肯亞的「探
索」、「未知」時，充滿緊張、不自在，但肯亞的感性和隨性具有著感染力，
讓我屢次跳出舒適圈，告訴自己要相信直覺，因此在肯亞我嘗試了很多意料之
外的第一次：我很慢熱，在陌生環境中往往是最沉默的一個，在臺灣幾乎不曾
和陌生人交談，而在肯亞，出於好奇時不時就會有人和你搭訕，對話讓我們有
了交流、連結，這些日常、普通的對話也是我們認識肯亞最好的方式；我沒有
甚麼自信，很少在大家面前表演，但在肯亞，有太多太多讓你展現自己的機會，
表演變成一種交流的日常，我在台上跳舞、拿麥克風唱歌第一次沒有緊張到呼
吸困難。

白璨瑀 Mil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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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很大，我們去的五個地方、三間學校都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第一個地方 Nakuru，像台灣秋
天般，是帶著涼意、乾燥的，我們住在一轉開蓮蓬頭便有熱水的單人房中，很像是住在旅館的體
驗。而第一間學校是個住宿男校，老師的威權讓學生紀律且有禮貌，上課時學生的認真、專注也
讓人感到很放心。我們安排了很多可以和學生互動的時間，文化交流、和學生一起唱歌跳舞，對
我們來說是難能可貴的經驗。在這間學校我們很自在，只是校方對我們如賓客的禮遇，總讓我們
備感壓力；第二個地方 Nyeri，是帶著濕氣、微冷的，被濕氣入侵身體的大家在這裡便集體感冒了。
我們住在有公用衛浴的地方，只是蓮蓬頭轉開的水溫偏冷，需要自己用熱水壺燒熱水，每次洗澡
總會大排長龍。而第二間學校是個日間男女混校，我們只待了短短的三天，和學生沒有太多交流
的機會，但學生上課時的不專心總讓人充滿無奈；第三個地方 Wamba，是我們想像中非洲的莽
原的樣子，是溫暖、乾燥的，我們在這裡也是住在有公用衛浴的地方，沒有蓮蓬頭，也沒有熱水，
但好在氣溫偏熱，洗冷水澡還是舒服的；第四個地方 Kisumu，鄰近維多利亞湖，是溫暖、潮濕的，
我們住在當地的社區中的別房，共用社區的浴室和廁所，只是浴室和廁所中沒有自來水、燈光，
要自己提水、照光，但社區的居民每晚總會幫我們提水、燒水和架燈。第三間學校是個住宿女校，
因電腦教室空間配置、滿滿課程的關係，學生和老師上課都顯得有點吃力，沒有和學生有太多文
化交流的時間，但學生卻幾乎給了我們每個人一些信聊表心意；第五個地方 Nairobi，是帶著濕氣、
空氣汙染的首都，我們住在一轉開蓮蓬頭便有熱水的房間裡，只是馬桶很容易漏水，時常導致如
威尼斯般的水災，蔓延至走廊。

轉換了五個地方，我們也轉換了五次心情，不同的天氣、住宿、學校，我們總在適應不一樣的環
境。老實說，剛開始真的很不習慣，不同於臺灣的衛生條件和教學情形，不禁一直比較之間的差
異，也不禁一直比較這五個地區和三間學校的環境。但後來仔細想想，那些較好的環境在肯亞只
存在於那些擁有資源的人，其他的才是他們真正的日常，貼近他們生活的日常，那也已經是他們
已經嘗試在能力範圍內給的最好的條件。我想，知足以及學習如何讓一切事物、自己的情緒和狀
態隨時保持彈性和變通，那是我在肯亞最大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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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肯亞遇到了許多人、許多故事、許多現
實，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錢韻中牧師的分
享：還記得那是我們在肯亞的最後幾天，還在
沉澱、總結這些日子以來發生的種種，錢牧師
前來分享她在貧民窟建 primary school 的故事，
她提到肯亞 secondary school 的義務教育並沒
有想像中的落實，很多小朋友從 primary school
畢業之後，即使成績優異，現實環境卻沒辦
法支持他們繼續求學。當下我聽完，其實心情
很複雜，更多的其實是無能為力，因為我們在
secondary school 推廣資訊教育，但其實很多人
連上 secondary school 的機會都沒有。在臺灣可
能看似稀鬆平常的日常，對他們來說卻是得來不
易，我花了很多時間消化「資源」這個問題，在
臺灣也存在著資源分布兩極化的問題，可是我
們擁有相同受教育的權利。但同時錢牧師也說
了「我們就是做我們能做的」，彷彿一句強心針，
我們沒辦法一直給予資源，也沒辦法改變大環
境，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我們能做的，也沖散了
一些這四十幾天來一直被要資源的複雜心緒。

「志工」的身分一直讓我覺得很矛盾，我們是帶
著資源的人，大部分都待在學校，在肯亞看到
的事情都彷彿套上了一層濾鏡，一切都很單純、
美好，但同時也因為我們是志工而擁有這樣的
眼睛，可以去看、去聽他們生活中一部分的真
實，雖然只是一部分，可通過這些一點點的碎片，
拚成了一些肯亞的形狀，那是這趟旅程中我覺
得最珍貴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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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光影搖搖欲墜的消失在無盡的晚霞裡，這是多數人的非洲
印象，也是我最初的非洲印象。這些日子裡，我看見全新的自己、全新的肯亞。

為什麼出發？這是做為一名志工最常被問到的問題，記憶中我有很多答案，似
乎一直都沒有一個確切的解答，但我想最重要的還是那個一開始想出走於現況
的自己吧！身為一位初入大學的新鮮人，嚮往的不免是繽紛的大學生活，一直
期許著自己能夠成為一個懂的分配時間的人，盡情的玩、盡情地學習，這樣的
自己並不像其他人可能有著什麼遠大的想法，只是單純的想要更認識自己，做
一些自己從未做過的事，走出去看看。

踏入肯團，迎來的是數不盡的挑戰，缺乏經驗的自己在團隊裡是個極為平凡的
小人物，我總是看著身旁這些大三、四的團員發揮所長在適當的位置發光，他
們總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提出很棒的見解，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光
芒，有時候我會問自己，為什麼不等經驗夠了再來？很多時候，時間不會等待
猶豫不決的自己，我從來都不是個勇敢的人，踏上這趟冒險，是我做過最勇敢
的決定。我想就是因為這樣，我才能獲得無盡的寶藏，躡手躡腳地跟著這群夥
伴，在前方一片未知的狀況下，開拓出屬於我們的道路，漸漸創造出屬於我們
的節奏。

在籌備的日子裡，我們開過無數個例會，從試教、拉贊助、灌軟體、到海運樣
樣自己來，希望能透過完善的準備來減輕對於肯亞的陌生，我總是想著什麼樣
的合作才能貼和當地的需要，什麼樣的交流才能讓彼此獲得更多，但我永遠想
不出解答，畢竟那是個遠在 9301 公里外的國家，一切的一切都只能等到親自
踏上這片土地才能知曉。也就是說，再萬全的準備都不可能足夠，因此，具備
臨機應變的能力是相當重要的事，因為這裡不是台灣，我們無法預設所有的情
況，即便我們在腦海中模擬過再多次的上課情形、工作坊的突發狀況，唯有等
到人在肯亞，才能實際體會。

呂佳惠 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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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肯亞，步入日常，一直都是件不可思議的事。不知怎麼地，在肯亞好像能看見一些台灣早期
的影子，不論是茅坑還是舊式電腦，抑或是路旁的新式建設，這讓我開始思索，難道發展的過程
是一種套路嗎？肯亞以一定的速度開發，這和我們想像中的非洲有很大的不同，在現代化進程中
的肯亞，有著必然的貧富落差，在 Nairobi 這座城市裡，可以看見高樓林立的光景，亦可看見肯
亞最大的貧民窟，那樣的生活可說是天差地別，然而，相同的是每個人都很努力的用自己的方式
生活著。

橫亙於南北半球的肯亞，氣候有著豐富多樣的變化，光是我們前往的五個城市，就有著截然不同
的風格，從乾燥的 Sumburu 到濕冷的 Nyeri。氣候影響著生活這件事是有目共睹的，亦是因為這
樣我們才能看見多元的生活面貌，這裡有著 42 個族群，分佈於不同的地域，各個族群有著自己
的文化、語言及面貌，因此，當地人藉由膚色及五官即能分辨他人所屬的族群，這樣的族群分
佈對我來說是相當有趣的，它讓肯亞的色彩更加繽紛，在 Kisumu 的時候，當地人替我起了一個
Luo 的名字「Akeyo」，這在 Luo 語意味著「豐收」的意思，我很喜歡這個字樣，代表著在肯亞
的一切，是豐收且飽滿的。

在肯亞的生活相當快樂，或許是因為自己是以志工的身份去認識這片土地，在某種程度上的保護
網下執行服務計畫，食、住部份總是被打理得很完善，我認為文化上的交流非常容易流於片面，
不論是我們向他們介紹台灣文化，抑或是他們呈現給我們的肯亞文化，這樣的文化必須透過一個
極為水平的角度去相處，才能看見最真實的肯亞。「不能以外來的角度覺得他們必須要維持自己
的文化」，這是賢雙姊姊在與我們分享的時候提到的一句話，正因為文化的流動性，才讓文化富
有意義，做志工這件事光是善意是不夠的，必須審慎思考每一個行為是否會造成連環效應。還在
台灣的時候，總是會希望能為他們的生活帶來改變，哪怕只是一點也好，所以對於自己沒辦法帶
給他們一點什麼這件事有著十足的無力感，但經過這四十來個日子，即便想了沒有問題的答案，
也不再感到無力，因為我知道身為一個外來者，從來都無法看見事情的全貌，問題本身即不是一
天兩頭就能分析，背後複雜的結構因素往往是我們無從考量的，做自己能做的，便是志工該做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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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依舊會升起，而我們終將別離。與學生相
處的光陰是這趟旅程中最美好的時刻，不斷修
改的課程也因為他們熱愛學習的眼神感到無比
欣慰，每節下課，站在教室外與學生擊掌是我
們的日常，每一個接觸的瞬間，似乎都能感受
到他們的熱情，看見他們的笑容，總覺得賦予了
服務的意義，因為這些電腦，我們在彼此心中
種下連結，我著實希望這些電腦，可以領著他
們前往心中那片遼闊的土地。

黝黑的膚色讓他們在熾熱的陽光下特別耀眼，
我喜歡拿著相機捕捉學生的每一個神情，彷彿這
樣這個夏日的一切就能被留下，這趟旅程就像
夏天的汽水，冒著泡泡隨著烈日的消逝而離去。
我望著照片裡昏黃的光暈，想起那些在肯亞的
日子，一句句爽朗的 How’s your day ? 在耳邊
徘徊，還有那句怎樣也聽不膩的 Habari，總是
一樣的開場，從陌生到熟悉再到離別，我們在時
間與空間中相互交織，在經過的每一片土地輕
描出我們的痕跡。我忍不住將影子走得越來越
長，直到夜色抹去殘陽。Nenakupenda K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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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生命迎向分岔點，你會選擇冒險犯難但危險，還是選擇平淡人生而舒適？我
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然而至今卻持續走在自己堅持的道路上，或許是生性喜
愛冒險，又或者僅僅只是不甘於平凡，在看到肯亞志工團時，內心便波起陣陣
漣漪。我在尋找，尋找著更大的世界，尋找眼界外的藍天，更期盼自己能夠蛻
變。一念之間，便按下了報名的按鈕，而我的心也因此觸動了滿腔熱血。

然而困擾著我的，其實一直都是英文能力，猶記得面試當天，雖然一切順利，
但在最後英文的口試上，我卻猶豫了，顫抖的心與慌亂的思緒造就了顫抖的英
文與不知所云的文法，可我不想放棄，一股倔強油然而生，硬著頭皮扯出一段
話，雖然表面波瀾不驚，然而內心卻是害怕不已，直想著自己的失敗。等待，
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不能肯定、因為害怕，開始盯著信箱，無時無刻的刷
新，當看到錄取通知時，內心是無法言喻的雀躍，這是一種肯定，也是一種邀
請，更是開啟我對未來的憧憬。

籌備，最漫長的歷程，卻是一步步扎實的基本功，從拆解電腦到判斷維修，軟
體置入到檢查版本，繁瑣而惱人，卻又不能馬虎，每一個待在清齋的夜晚，伴
隨音樂與飛天般的紙屑，歡樂的度過了一個個煎熬的期中考，或許肯團就是另
外一種精神支柱吧，撐住我不要傾倒於慌亂中，就像溺水的動物獲得一口氧氣
般，得到繼續勇往直前的動力。時光冉冉，桌上的日曆就像雪片般的飛逝，而
日子也逐漸逼近出團的日子，這時說不忐忑是騙人的，內心不斷對自己質疑，
也對旅程質疑，害怕的是做得不夠好，害怕的是無法將自身所學轉化成教學，
更害怕自己拖累整個團隊，無法做出貢獻，抱持這樣緊張的心情感覺就像琴弦
上的細線，不斷緊繃再緊繃。

王柏勛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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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也是真正沉澱的開始，隨著整理手邊各種照片，記憶如同海水般湧入自己的腦中，再一次
的回神便發現自己滴滿淚水，我想念肯亞了，或許我們僅僅只是看見他最美好的一面，可我還是
想念他。懷念的是小孩天真無邪的笑容，懷念的是攤販間討價還價最後卻不失禮貌的交易，懷念
的更是學生那可愛的關心與熱情的邀約。

還記得那天下午，正在整頓自己心情的我，刻意挑了一處偏遠的角落，爬上屋頂避開人群，聽著
風聲傳遞而來的嘻笑聲，看著陽光從下午五點逐漸移動到黃昏，黯淡的金黃光芒輝映著翠綠的操
場，偶爾還能聽見驚呼的聲音，我享受著，也逐步檢視著，自己最近的工作是否合乎期待，是否
有好好努力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跟學生的相處是否有設身處地，對於老師的教學是否真的幫助
他們融會貫通了，坦白而言，當下我對自己的服務成果深深不滿，也覺得自己再融入團隊、協助
團隊上更是不佳，隨著思緒飄入低谷，我也不遏止自己的行為，只是任憑自己內心去譴責錯誤，
然而這時耳邊傳來一聲招呼聲，恰巧有學生走過的同時看到了坐在屋頂的我，他問了一句我還好
嗎，此時我也不知該笑還是該哭，也就淡淡的回了些話，然而接著學生便開始好奇的問東問西，
我們聊著彼此的價值觀。看著通樣一片天空，我覺得是人間美景，躲避世界千萬煩惱；而他卻想
越過藍天，飛過大海去到更好的國家。我們看著同樣一片天空，卻有著各自的千言萬語，而天空
卻是無語，它廣納了人們心中的千縷萬緒，我想，這就是緣分吧，我們透過彼此給予彼此一堂課，
在這藍天之下，沒有誰是誰的老師，而是彼此分享生活酸甜苦辣，你有你的難過，而我擁著我的
悲傷，卻都還是能夠開懷大笑，因為在藍天之下，也因為彼此都還有自己的夢。我深深的感動了，
原來這是我再找的價值，雖然受限於語言，我們交流的有限，可彼此之間相互坦誠，沒有一絲虛
偽，更不擔憂隱藏自己，那一刻我彷彿知道自己在找甚麼了，一直尋找的事物就藏在學生身上，
是那種坦然接受自己與環境的心，是那種可以接受一切而淡然的態度，是那種懂了世俗變故卻又
赤子之心待人以誠的自己，我又一次的捫心自問，自己是否真的有設身處地跟他們相處了呢？自
己真的努力嘗試融入他們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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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但這次我並不再跌入谷底，而是開始
學著接納自己，這是那個學生教會我的，生活
充滿著許多苦難，然而我們大多也只能笑著坦
然面對，我們會去爭取，用盡全力也要飛越天空，
但我們也會接受，當展不開翅膀時我們便會笑
著看穿天空，直至目的地，我們還是會抵達，不
館花費多久，不管多少努力，就篹沒有了翅膀，
我們仍然可以飛翔。自此我開始努力的練習對
談，也開始強迫自己面對人群，或許失敗、或
許跌跤，累了傷了但卻不想放棄，就如同他告
訴我的一般。

肯亞，距離我們 9301 公里外的未知之地，從一
開始以為自己是老師的身分，到後來接受到了
肯亞當地的智慧，我想我無法忘卻那一抹笑容，
因為那抹笑容交會了我他們的生存之道，他們
如何接納自己的模樣卻同時不失去理想，而我
也將再下一個路口選擇挑戰，因為如果沒有嘗
試，世界就不會轉動，不試著找出其他方法，
藍天永遠無法衝破，我是王柏勛，一個從教師
身分卻深受肯亞教導的志工，我想我的路還不會
完，因為還沒衝破藍天，因為還不是時候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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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想，如果離開熟悉的環境，我該成什麼樣子？即將邁入大學後半，

縱使參與了許多活動，卻都無法在既有的生活圈有所突破。偶然在網路上得知
招募國際志工的訊息，好奇的填了報名表單，順利通過面試，進入肯團。接著
就是長達兩百多天的瘋狂籌備期，一方面要練習英文口說、準備資訊教育課程；
另一方面，由於加入公關股，我們必須跑遍各家公司，進行企業簡報。這對我
來說無疑是一項全新的挑戰，以前總想著默默站在一旁觀望，現在必須自己挺
身而出，思考如何面對公司的主任和執行長們，一道道犀利的問題，一個皺眉
一個抿嘴，每次做完報告都會有不同的收穫，而主任以及執行長們也都不吝嗇
地給予我們計畫上的指教。

加入公關股最令人心頭沉重的，莫過於學校戶頭裡帳目上的數字了，還記得每
周例會在報告本周進度時，總是會把拉道的金額換算成百分比並且留到小數點
十幾位，只願數字稍微有些變化也能振奮人心。還記得剛開始打電話到各公司
時，內心總是會感到那麼一點不好意思，但是在領隊們的不斷心理建設下，只
要記得現在募得款又不是要進到個人的戶頭，並且清楚團隊的目標及理念，逐
漸地建立起自信以及對於團隊的信心。如果說加入公關股最大的成就，那就是
來自贊助商們的鼓勵以及信賴，在籌備的期間難免會質疑自己認為的服務是否
真的能為當地帶來什麼幫助，而贊助商們時常會和我們分享一些志工經驗以及
學長姐們的故事。最初加入清大的肯亞志工團就是知道因為一切的籌備必須都
由成員們親自來完成，因此相信能從中獲得更甚於志工服務的成長，而這些經
歷下來，確實加入公關股學習面對外界疑問時如何緊握自己的信念，如何找出
團隊不同其他志工團的特色並呈現出來。帶著各界的支持以及來自台灣的愛心，
身為公關股我們最大的任務就是帶回一個個精彩的故事。2019 年六月，飛機
在一片晴空萬里中降落五個時區外的非洲，我期待已久的肯亞之行。

葉映榆 Natasha



264

3 團隊生活

肯亞是個迷人的國家，境內擁有許多壯闊的天然美景以及豐富的生態體系，然而在這美好風光底
下，卻因為錯縱複雜的歷史淵源及錯誤的政策因素，使得許多地區無法享有平等的資源。車子沿
著寬廣的大馬路行駛，兩側高樓林立，展現了東非第一大城──奈洛比的都市繁華，然而一轉彎，
車子進入了狹窄的巷子，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周圍的房屋由木板和鐵皮簡陋的堆疊著，低矮的
房屋排列無序，擁擠而雜亂，在人群喧嘩吵鬧的背後是滿地的垃圾與果皮。這裡僅僅是肯亞第二
大貧民窟 Mukuru 的外圍，貧民窟裡面是我們無法想像的生活環境。近年來由於城市發展迅速，
吸引了許多尋求工作機會、卻無法負擔龐大生活開支的鄉村人口，於是在這裡非法築起房屋，居
住在這惡劣的環境底下。想起在離開肯亞的前兩天，錢韻中牧師與我們分享創辦恩慈兒童學校的
心路歷程。恩慈兒童學校便是設立於 Mukuru，期望利用教育翻轉貧窮。牧師說，來這裡本是為
了解決問題，卻發現更多無法解決的事情。我們這趟服務也是如此，在 Wamba 和學生討論了水
資源饋乏、毒品氾濫等社區議題，縱使知道了問題的所在，卻依然無能為力。因此，就做你能做
的吧！專心做你能做的，做好你能做的，剩下的，就讓這些受到改變的人去影響更多人吧！

與學生相處時多半是輕鬆愉快的，我用著生疏的英文溝通，努力理解對方的話語，我們交換著彼
此的文化。儘管溝通的隔閡依然存在，卻發現快樂是不需要語言的。然而有些時刻，卻是沉悶
的。例如在他們得知從台灣到肯亞的機票費用後，露出驚訝表情之時；例如學生偷偷跑來，問我
們能不能送他一台單眼時；例如他們看到我們的手機幾乎都是 iPhone之時。就是這些不經意之間，
我們給了他們高人一等的感覺。在 Loreto，甚至有老師問我們團隊：台灣有貧民窟嗎？的確，我
們從台灣海運近兩百台電腦來到肯亞，是帶有資源的人，這難免讓他們覺得台灣生長環境優渥，
我們瞧不起他們。就有學生問我：如果我們到台灣，會被殺掉嗎？因為我們的黑皮膚。那時聽到
真的是又震驚又難過，我們本是希望藉由資訊教育，提供給這些學生更多未來的選擇，然而我們
的到來卻又導致他們更加退縮缺乏，缺乏自信。此外，一路走來，我們總是受到校方與當地居民
熱情的款待。他們總是把最好的留給我們。在這裡學生餐餐燉豆配烏咖哩，我們卻可以每天吃著
飯和肉，雖然當地人堅稱這是待客之道，但這不禁讓我思考，志工，到底是什麼？我們真的有那
麼偉大嗎？我們憑什麼獲得這些額外的禮遇呢？而這又更加深學生眼裡與我們之間的不平等，我
們越想服務，目標卻離得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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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天，有歡笑，有汗水。本就知道這是一
場不斷告別的旅程，然而在真正要離開時，才開
始懷念，懷念十四個人擠在衛哥小小的 Matatu
上，懷念每次去採購總是要買好多蘋果汁與優格，
懷念與 Loreto 學生跳舞閒聊的歡樂時光，懷念
Nyeri 要大家乖乖排隊燒熱水洗澡的日子，懷念
Wamba 那讓人欲死欲活的道路以及成群結隊的
羚羊及駱駝，懷念 Abiero學生身上那鮮豔的綠，
甚至懷念起正負兩小時都算是準時的肯亞時間。
搭飛機離去那天，一位學生用 WhatsApp 傳了一
則訊息給我：”Natasha, Mountain Never Meet, 
But People Do.”

是啊，相信這並不是旅程的終點，而是一個開始。
知道自己有多麼渺小，才會更努力的充實自己、
更用力的活著。在告別別人的同時，我們也告
別以前的自己，經過這四十二天，我們都成了
與出團前不一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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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聳的大樓到由茅草築起的 Maniata；從茂密的灌木叢到乾枯的土壤；從塵
土飛揚的施工地到巨石堆砌成的高架橋。在東非最迅速在發展的國家肯亞，盡
情的探索貪婪的吸收，這是我改與自己在２０１９年暑假的期許。

最初抱著一顆有何不可、嘗試嘗試的想法參加了面試，對於肯亞國際志工的瞭
解只止於進行資訊教育。現在回想起來，或許生活中很多的精采時刻都是在抱
著有何不可的心境下才能體驗到的美好。做志工這件事，並不需要有什麼很大
的抱負，其實只要抱持著一顆好奇的心，其餘需要做的就是去思考沿途的所見
所聞，你便會訝異因為一些反思所受到的啟發。當初一心想離開自己習慣的生
活圈想要去看看世界的另一端究竟是怎麼樣在過生活的。但是時間推移到出團
前的幾天，歷經了無數次的每周例會，和數小時的課程準備，另外由於加入了
公關股，還有多次出公差的體驗，從新竹到台北，到各家公司報告團隊理念以
及計畫，這八個月的時間過得異常的快，但這段時間卻也沒少了思考自己所追
求的以及自己究竟能帶給服務對象些什麼。我們總是認為自己擁有電腦相關資
源以及接受過不錯的ＩＣＴ教育，但是當套入當地的教育體制時難道真的適合
嗎？就這樣伴隨著這一個又一個的質疑前往了肯亞這個充滿可能性的國家。

黄士倫 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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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亞拜訪了許多所學校，當地對於教育的渴望以及家長和老師迫切希望孩子能夠得到最好的教
學環境，都可以強烈地在我們所服務和拜訪的學校感受到。為了讓孩子能夠在好的教學環境下讀
書，父母都會盡力將孩子送往寄宿學校，而也唯有在ＫＣＰＥ（國小畢業考試）獲得好成績，才
能被學校入取。但是相對之下住宿學校的花費也更高，因此往往會聽到學校跟我們說他們雖然無
奈，但是若是學生無法繳出學費就必須得強迫退學的狀況。雖然政府推行免費中學教育的政策，
但是家長依然搶破頭的希望能夠進到這些學校。這也不禁讓我想到，在一次前往新訪學校的途中，
與司機談話時，他提到了相較於其他大陸，非洲不但有肥沃的土壤又有豐富的礦產，各種天然資
源，但是為什麼卻是世界上最落後的地區？他認為其一是世界各地總是有各種團體不斷的在為當
地提供資源和協助，導致當地人許多都認為自己只要等著被協助就好了，工作什麼的太辛苦了，
這並不是要說要各團體停止援助，而是在感嘆很多的當地人無法善用這些資源讓自己迅速崛起。
其二，非洲的國家有許多的政局都是不穩定的，因此除了人民原本就不容易受教育，另外執政者
也不太希望人民受太多的教育，以方便他們管理地方，並且讓人民感覺執政者就是手握所有資源
者，只要遵從就能得到援助。這也是為什麼他認為現在能夠讓肯亞快速脫離現況的最佳辦法就是
從教育著手。

這趟旅程，我們主要的住宿都是在一個源自義大利叫做 consolata 的教會提供的，在肯亞可以很
清楚的感受到教會的力量，信仰是肯亞人很重要的生活組成，從家庭到學校無處不充斥著宗教的
色彩。許多學校是透過教會的資金才得以成立，因此校內每周都會有彌薩以及時常的禱告活動，
另外教會也贊助了許多成績優異的學生到更好的學校就讀。也由於我們的旅程時常是受到教會協
助，因此我們的吃住都是被很好的照料著，特別是在吃的方面感觸最深。在肯亞，早茶是一天中
很重要的行程，通常在早上十點左右，他們會停下手邊的是享受一杯熱騰騰的茶，而我們團隊總
是能享用到奶茶以及咖啡，但是卻注意到學生喝的是某種糊類。午餐團隊吃的時常是米飯，但是
學生們吃的是 ugali 一種由玉蜀黍粉製成的糕。其實這也是我們在肯亞遇到的一個很困難的點，
我們總是會希望能夠跟學生們共同用餐吃一樣的食物就好，因此也有將這個問題反映給學校，但
學校卻認為提供我們最好的這是他們必須做到的，除了是肯亞的待客之道更是對於我們的服務的
回饋。我們總會希望能夠盡可能地消除學生甚至是老師們覺得我們是挾帶資源的人的這個情況，
除了我們本身心態要正確以外，另外就是要不斷跟他們解釋這些電腦資源是多麼得來不易的，並
非是我們垂手可得的物資，即便如此，卻依然會在無意間透露出我們的不同，例如學生們總是會
很熱情的想要合照，然而在肯亞學校內是禁用手機的，因此當我們掏出手機合照時，一台台的
iphone 也讓他們議論紛紛。另外在一次向全校師生介紹台灣文化的時候，由於我們只將台灣美好
的那一面呈現給他們，便有老師舉手問台灣有沒有平民窟。只能說，學生們熱情歸熱情，但是還
是很難以避免的他們會覺得我們是來自優渥的環境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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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這趟旅程下來，除了建立電腦教室以及
校方的感謝所獲得的成就感以外，更多的是對
現實狀況的無助感，水資源匱乏、電力不穩定、
毒品進入校園、學生繳不起學費等問題，除了
資訊教育以外，這些更為緊急的問題卻是我們
能力所不及，無法為他們解決的，我們也將這
些問題詢問了在肯亞最後幾天撥空和我們交流
的錢韻中牧師，而他也給予了我們一個非常印
象深刻的回應：Do what you can do，無法協助
的事就交給其他有能力的人去解決吧，我們只
要確定自己進了最大努力在自己的領域做出貢
獻便足夠了。

42 天的行程，短暫卻影響深遠，八個月的籌備，
漫長但卻感覺短暫。在肯亞，我看到了一群人在
以不一樣的方式再過著生活，許多在台灣看似
必需的資源和規範，在這裡顯得多餘，但同樣
不變的是對於教育的堅持，這也是為什麼我相
信清大肯亞國際志工團能夠在未來，繼續透過
資訊教育帶給肯亞的學校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
也帶給學生們一個選擇不同未來走向的機會。





Believe What You Pursue.

Pursue What You Belie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