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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兩年多的疫情影響都無法辦

育樂營，讓我們體會到了前人輩說的

「天時緊急，災劫當前」，所以營隊

也不是我們想辦就能辦；上天的營隊，

主權在天不在人，因此更提醒自己及

夥伴們，要落實三清四正，達到上天

的標準，用真誠的心感動上天，讓我

們可以繼續辦育樂營。感恩的是，這

兩年關在家裡，在馬來西亞的我們依

然堅持與台灣育樂營的夥伴同步每週

五進行線上培訓，甚至跟秀華姐說我

們要加課、增加讀書會，課務組夥伴

也學習 40分鐘的練講；因此這兩年雖

然都在家裡，可是卻依然有很多的成

長性。

這次因為疫情的考量，育樂營從

三天三夜改為兩天，無論是夥伴及班

員都很珍惜這得來不易的育樂營。這

兩天營隊讓大家看到的是成果，而背

後有許多前賢及夥伴的積極主動及用

心投入。感恩營主任謝炳煌點傳師，

即使在台灣跌倒傷了腳，坐著輪椅都

要來護持我們這一次的營隊。廚房裡

的英雄們，年歲雖然長了，可是卻是

我們最堅強的後盾；他們睡不夠、在

廚房要站很久，再艱難也要讓我們吃

飽飽去帶動同學。

加入育樂營培訓需要大量的時間

及精力，但許多年輕的夥伴卻甘之如

飴。後學從小學時進入道場，當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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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的是夏令營；到了初中的我，懵

懵懂懂地看著台灣學長來帶動。之後

過了兩年，我們自己就承擔起來，每

年都要想什麼遊戲好玩、怎樣才能吸

引人來，忙到最後已經不知道自己在

忙什麼，以至於到了大學時想逃離道

場，不想再承擔這些責任。感恩林淑

霞點傳師慈悲對後學的不離不棄，常

常都來關心後學，像媽媽一樣地愛護

著後學。大學畢業後，在林點傳師及

麗珍姐的穿針引線下，我們認識了育

樂營，就這樣育樂營在馬來西亞扎根

了 15年。

以前也是忙，現在也是忙，可是

現在卻不會想逃離了，而是想要做得

更好。後學想，最大的分別就是成長

性；因為在育樂營培訓的成長性，讓

我們都願意花時間去學習。今年的培

訓，有夥伴即使加班到晚上 10點，

也還是跟我們一起視訊上課，不想錯

過！有夥伴對於自己不了解的地方，

會打破沙鍋問到底，積極記錄，用心

實踐。輔導組小組長去年跟台灣夥伴

一起經歷了 12次的個談演練，每次

40分鐘，還要一字一句還原對話寫成

逐字稿，檢視自己的帶動是否有做到

培訓中的輔導基本功。如果沒有成長

性、沒有愿力，是無法堅持的。

共辦的路上，有這群夥伴在，慢

慢真的就感受到了同心是育樂營的動

力。第一年辦育樂營的時候，來指導

我們的胡麗觀講師說過，至少要 10年

才會看到一些成果；現在我們真的開

始看到一些成果出來，對比以前到現

在，我們真的有在進步。

育樂營也是一面照妖鏡，我們身

上所有的脾氣、毛病和最隱微處的人

心、人意，都會在育樂營看得一清二

楚；撞得滿頭包，再痛定思痛地承認

自己的問題，並自我改變。感恩上天

給我們育樂營這樣一個修辦的園地，

讓我們每一年可以藉由主題道念的學

習，接收考卷，突破自己，更可以從

輔導培訓去覺察自己。

兩年疫情下，有些班員畢業了，

有些班員聯絡不上了，有些班員因為

在學校有許多課外活動而無法來育樂

營；也因此讓後學更珍惜過了兩年依

▲  營主任謝炳煌點傳師慈悲開班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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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回來營隊的班員，這代表著在他們

心目中，營隊就像回家一樣，有一個

重要的位置，他們也是上天精心挑選

的班員。

以前總會想設計遊戲吸引人來參

加，但在育樂營學習到的是要在培訓

中準備好自己、充實自己，才能夠接

引有緣的班員。也感謝各組小組長的

同心，從營隊開始前兩個月就達成共

識，願意一起每天為育樂營及班員叩

求 500叩首，叩求育樂營順利實體舉

辦、叩求招生順利。叩首是育樂營的

法寶，如果沒有夥伴願意一起叩首，

上天也不會撥轉這些班員給我們。 

育樂營中的兩堂課分別是「學

會愛自己」和「讓愛傳出去」，大地

遊戲的核心精神是溝通及同理，各

項活動強調的是團隊精神而不是個人

舞台。雖然營隊只有兩天，可是夥伴

及班員都紮紮實實地學習到了主題精

神。營隊結束後，回到青少年班，我

們依然延續這個主題精神設計課程內

容，一起更深入地去實踐愛自己及愛

別人的主題核心。未來，期許更多班

員升上來一起參與培訓，把上天的愛

傳到更多弟弟、妹妹的身上。

※ 何佳雯（活動組兼輔導組小組長）

從知道這次的育樂營主題後，一

開始比較沒有辦法內化而只是死背，

但後來經過各種討論、專題的體驗活

動、體驗課分享，就慢慢比較了解主

題的核心。由於今年主題是在後來才

改為「與愛連結」，所以一切活動內

容都需要針對主題再重新發想。

感謝今年讓後學有機會參與台灣

活動組的大地遊戲討論，從零到最後

大地遊戲的產生，過程中的集思廣益、

提案、討論、試玩、篩選，雖然投入

了很多時間，但這樣能讓自己對每一

關更加明白，了解各關的進行方式和

學習目標，重要的是能在過程中看到

▲  大地遊戲之「天使與惡魔」單元。 ▲  課中討論，互相激盪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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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細節，例如：活動所要帶出來的目

的、時間掌控、難易度、進行方式、

道具等需要考量的點，都要去注意，

這是一個學習的經驗。如果不是自己

有參與其中，可能就沒有辦法看到這

些大地遊戲背後籌備的過程是如何。

因此今年後學對於大地遊戲的了解比

較清楚，在帶的時候也比較順。

今年的育樂營主題是馬來西亞和

台灣同步進行，所以剛開始我們有些

專題體驗課的部分是參與秀華姐線上

帶的課程，我們在這裡培訓時也有實

際地跑過一次，所以就會有一些概念；

加上實際進行體驗課及活動後的分享

與帶動引導，也能夠讓我們更加清楚

地了解這個活動的核心，去帶動班員

時，也會有方向及安全感。此外，也

有發現到對於如何引導班員分享，因

為自己在過去的一年有參與個案演練

而蠻有幫助的；雖然沒有辦法真的做

得很好，但感覺自己在帶動分享時是

有進步的。

對於營隊，後學自己是有期待的，

原因是因為今年的主題是「與愛連

結」，其中「如何愛自己」的課程中，

更多是覺察自己的情緒，後學覺得這

個課題很難得。從對這個主題不是

很清楚，到最後知道怎麼愛自己，這

個主題可以讓大家更加了解如何做，

因為我們每一天就是被情緒圍繞著，

但我們怎麼去正視情緒又是另外一回

事。也希望藉由這個主題能夠讓同學

了解，然後愛自己。

另外，自己是抱著盡自己的能力

去帶就好，盡自己能力把自己做好，

讓班員在這兩天有所成長、有感受。

今年整個帶隊過程也算是蠻順利的，

小隊中的班員有比較安靜的，也有外

向的。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最後寫祝

福和感恩卡的環節，每個班員所分享

出來的內容都是他們這兩天在營隊裡

面所感受到、看到的小細節，也包括

一些平時不怎麼開口的同學；後學看

到、也聽到了他們打從心裡說出來的

感恩的話，真的有被感動到。

和隊輔之間的配合，溝通，還算

是可以。在營隊當中也看到搭檔的細

心，有些地方可能自己沒有注意到，

但搭檔有注意到，就是可以互相 cover

的感覺。再來就是雙方個性感覺是可

以互補，這樣可以平衡一點。也看到

搭檔雖然平常嘻嘻哈哈，但認真起來

還是蠻認真的，跟她搭檔有合作的感

覺、有安全感，無論遇到什麼問題都

可以隨時補上，這樣也能讓我對夥伴

多一份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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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不管是輔導組或是活

動組的部分，就是把責任做好，雖然

沒有十全十美，也還有不足的地方，

但自己有盡到自己的責任。雖然過程

中很忙，但心裡是感覺充實法喜的。

※ 何佳儀（課務組兼輔導組小組長）

從一開始知道可以舉辦實體營隊

的時候，是非常期待的，因為已經兩

年沒有辦營隊了。所以每一天都在期

待營隊的到來，也天天在倒數營隊的

那天。這次恢復實體舉辦，發現自己

在做課務組的事項時，不是完全很理

解。雖然之前當過音控，但是對於其

他事項並沒有很清楚。所以在實際做

課務組的事情時，發現很多都是第一

次學習。比如說使用 Google Form製

作線上報名和投票表、使用 Excel來

更改細流程及影印等等。雖然是很多

人都會使用，但對我來說是全新的，

因為在過去我使用到這些程序的機會

少之又少。同時，也讓我知道自己有

很多的不足及需要加強的部分。

今年的主題是「與愛連結」，一

直以來對於這個主題是很模糊的。從

班導說出這個題目，直到後來總驗收

的時候，我才比較清楚地了解到主題

精神和學習目標。要學會愛自己、愛

別人，都是一輩子的功課，愛自己其

實沒有很難，但要去實行，是需要時

間及勇氣才能做到。愛自己的這條路，

需要更了解自己，如此才能進一步懂

得怎麼愛別人。如果自己沒有感受到、

感動到，要去愛別人是有點難度的，

因為自己也沒有愛自己，怎麼會懂得

愛別人？

後學一開始的輔導搭檔是國豪哥

哥及佩璇。在驗收「小隊時間」的時

候，其實我跟搭檔只有討論及演練一

次而已，結果在隔天培訓時就驗收了。

當下被抽到名字時，覺得自己的準備

並不是很足夠；驗收的結果就是和搭

檔的默契不足，會有種各做各的感覺。

之後公布正式上場帶動的輔導員名

單，我和國豪哥哥是帶動男生小隊。

營隊前，與搭檔的溝通比較多在

事項上，還有電訪班員的內容，卻少

了更多仔細的討論，比如在帶動分享

的部分，少了與搭檔一起先事前討論，

反而更多的是分配工作事項；這也提

醒自己下次需要與搭檔有更多的溝通。

帶動小隊的心情是既緊張又期待

的，在和國豪哥哥第一次溝通時，我

們提出要一起為班員叩求，並自動自

發地約定好時間一起來實行。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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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很棒的地方，因為這樣讓我們更

加有信心。 

在兩天帶動小隊的過程中，緊張

和害怕並沒有如自己預想的出現；相

信是因為自己一開始的成長目標就是：

不帶任何偏見地去帶動、隨時抱持歸

零的心態，以及與班員一起投入學習。

反而能很自然地和班員互動。在帶動

的時候，雖然偶爾會有一、兩個班員

的干擾，但是整體來說是還蠻不錯

的。自己也有在反思，曾經的我是不

是在夥伴帶動分享或活動的時候，也

是這樣的不配合。也許有，也許沒有，

但我覺得可以藉由這次帶班員的過程

中，去發現自己要檢討的地方。

最後，希望自己在接下來可以

努力地把所學會愛自己及愛別人的方

式，更多地去落實在自己的身上。

※ 陳秀卉（小飛俠）

沒參加到營隊的第一天，覺得很

可惜，感覺沒有參與到前面的疲憊感

還有樂趣。到第二天才加入，一開始

狀態懵懵的，不知道自己要從哪裡下

手；還好在秀華姐和秀音姐的指示下，

慢慢知道自己要怎麼參與。雖然體驗

得不是很完整，但是能夠幫助到 堂，

覺得很開心，因為很久沒有服務了；

心裡也覺得愧疚，因為工作的原因，

我漸漸忽略到「回家」的充電站。這

次能夠在 堂幫忙，盡一點小小的力

量，希望可以讓自己一直記得要好好

休息、好好地回家，因為我感覺我需

要好好「回家」，有人在等我；我需

要「回家」，家也需要我。

育樂營結束後，在車上莫名想了

很多，想到了秀華姐在我正式擔任小

飛俠服務之前，看到我時給我一個大

大的擁抱，以及在結束後回家之前，

也是給了我大大的擁抱。因為一句：

「記得要回來。」我那時熱淚盈眶，

我從她的身上感覺到好像是仙佛對我

講的話，從那一刻起我釋懷了，所以

我自己也很感謝這個緣分；還有這次

的育樂營，即使晚上忙到筋疲力盡，

還是很快樂，是很充實而溫暖的一天。

（續下期）

▲  課後小隊分享，真誠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