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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  陳爸的話

各位好友：

又是年終，天氣漸涼，記得保暖。書屋今年依然照

顧著三百多個孩子。老師們雖然難免偶而雌牙裂嘴

地冒著煙，但大致來說孩子是越來越穩定的。

除了日常的照顧與功課學習外，多元學習也上軌道

了。單車環半島順利的完成，獨木舟也依進度進行

中，預計明年會有二十人左右挑戰環島。

社區失業家長與老人的照顧其實需要更多的耐心與

方法，摸索了許久，今年我們用「大人的書屋」角

度來經營，除了提供應有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幫

助他們找到自己的優點與學習方法，最終能獨立，

這樣的失業家長有四十多人，老人有六十人左右。

社區農產業、營建，都還有不少的困難要學著克

服，但也都有不錯的進展。明年四月第一棟自己蓋

的書屋應該就會完工，讓協力造屋有了開始。

這些都是想要跟你分享的小驕傲與對你的感謝，因為

你的支持，書屋才有穩定的步伐，我們十分的感謝！

也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身體健康、身心快樂、一切順利。

陳爸的話 Kid’s Book house

孩子的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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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生命陪伴

小豪(化名)：

是在家裡大廳，媽媽咬著棍子生出的，因為

爸爸媽媽對養育孩子責任認知很混亂，所以

他從學會爬就被送來書屋。父親嗜賭，母親

有藥物成癮行為，家裡被認定極度貧窮。他

長大的家，一片薄木擋風雨的門，殘破的屋

頂和人畜共活的居家。到附近的魚池打水是

這個家的用水方式，而媽媽四處帶回來的剩

菜再加熱是家裡最常煮的餐點。這種生活，

比較真實的描述了什麼是貧窮。

小美(化名)：

國小來到書屋，因家裡貧窮而瘦弱不堪，除

了炯炯有神的眼睛之外，看不到這個孩子的

未來。身體療養、心靈撫慰、從新學習功課

一步一步的陪著，孩子慢慢有笑顏與健康，

配著依舊炯炯的眼神，慢慢看到這孩子不服

輸的未來。從高中開始，一路半工半讀完成

學業，為了分擔家中經濟，畢業後靠自己找

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小蔡媽媽(化名)：

因為家裡孩子來到書屋而接觸到小蔡媽媽。

智能較低，教育受的少，婚姻數次，七個孩

子，她說就沒遇過一個好人，一直生活在困

頓中，領著救濟金過活，卻是成癮行為者。

生活的重心跟社區裡領救濟金過活的族群一

樣：領救濟金，把救濟金花光，閒暇打打孩

子。書屋從接觸到帶領，從帶領到教育、安

排工作、輔導進入職場，花了六年。過程就

不說了，單戒除她的成癮行為就夠嘔心瀝血

的了。現在在書屋裡上班，明年應該可以獨

立工作。

他們是一家人，小豪和小美是小蔡媽媽七個兒

女中的二個，他們大約是弱勢社區弱勢家庭的

小縮影，書屋照顧這樣的家庭約有七十戶。

		

長時間的陪伴，帶來的力量與改變

文／孩子的書屋創辦人 陳爸

˙社區裡這些族群大概佔了三分之一。

˙這三分之一是社區弱勢的理由與原因，也

	 是沒人想搭理或者說敢處理的一群。

˙但這三分之一卻是社區興敗的指標，這些

	 年的經驗，我們的確相信，這三分之一的

	 翻轉就是社區的翻轉，無論是5年、 10
 年、15年或更多時間。				

	想說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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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

小賢是書屋的孩子，自小父母離異，父親嚴重嗜酒，家裡還有阿嬤和高齡九十曾祖母住在知本後

山上。全家只靠著阿嬤彎曲著老邁身軀，打零工維生，貧病的曾祖母臥病在床，阿嬤肩上的重擔

沈重地似乎看不見明天。

小賢在國中時，為了逃避回家四處遊盪，出現青春期的叛逆，說不上壞，卻讓書屋憂心不已，為

了讓他在成長關鍵期不致迷失方向，書屋尋遍各種管道補助學費，帶他到南部讀書，希望暫離充

滿負面壓力的原生家庭，能拉這個孩子，甚至這個家一把。小賢的故事，在偏鄉並不是特例，在

書屋甚至是常態，心疼這些孩子，因無能為力而黯然的眼神，為了讓孩子有機會扭轉人生，書屋

堅持不放下任何一個孩子，用愛翻轉下一世代，讓曙光在偏鄉昇起，弱勢不再是永恆。

只是想要，陪你吃頓飯 書屋機車考照特訓班

書屋辦公室，晚上七點開始出現幾個帶著孩

子的部落家長，臉上滿是疑惑地坐在電腦

前，用緩慢的動作努力敲打鍵盤，他們是書

屋「機車駕照考照班」的學員。開班原因

是發現書屋家長出車禍，卻因無照駕駛而不

敢報警開始，其實那些無照或違規的交通罰

單，早讓經濟困頓的家庭吃足苦頭。

書屋相信想要「改變孩子，就從改變家長開

始」，所以在晚上舉辦駕照考照班，免費幫

助家長考照，從一步步教導操作電腦，到陪

他們熟背交通安全規則和考題測驗。

有天書屋傳來歡呼聲，原來是家長考到駕照

後，第一時間就跑來報喜訊，羞澀微紅的臉

上，藏不住的喜樂無以言喻，或許考駕照對

一般人而言，是簡單不過的小事，但對於長

期弱勢失敗的大人而言，卻是難能可貴的成

功經驗。

當你開始相信自己，人生亦能帶來改變，加

油吧！孩子的家長。

書屋走來十四個年頭，照顧大知本地區上千

個孩子不至於挨餓、安心學習；然而偏鄉存

在許多被忽視的角落，仍有孩子過著有一頓

沒一頓的日子。

不忍這些孩子挨餓，書屋新增送餐據點，準

時為部落孩子送上溫熱飯菜。餐桌上的三兄

妹讓人印象深刻，神情像個小大人的妹妹帶

著二個特教班的哥哥，驕傲地告訴我們，是

她教會哥哥可以自己盛飯的，看他們狼吞虎

嚥吃著，抬頭用傻傻的笑容說著：「好好吃

哦，我們平常都吃冷掉的飯。」忍著心疼默

默幫他們夾菜，感覺有股力量在心中點燃。

「因為不捨，所以讓自己更強大」是書屋

堅定不移的信念。一頓飯或許無法改變些

什麼，只想讓孩子好好吃頓飯，讓飯菜的熱

度，稍稍溫暖他們的心扉。

孩子們，明天記得一起來吃飯。

偏鄉 絕不代表永恆的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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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多元教育

偏鄉的孩子普遍在低成就的環境中成長，被

貼上標籤後，連自己都否定自己；書屋的多

元教育（運動、音樂），給孩子除了學校課

業以外的舞台，期待創造更多成功經驗，引

領孩子在掌聲中看見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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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給自足的

農產業模式

為帶給孩子一個「食在安心」的生活環境，書屋帶著孩

子，以友善土地的自然農法，從有機蔬果的種植到養殖

業，一步步實現「食自耕」自給自足的基礎與教育。

新來的皇宮菜苗，在菜園裡住了一個多禮

拜，有幾棵得了莖腐病，資料上說，致病原

為土壤生細菌，幼苗致病多在高溫潮濕環

境，會經由澆水傳染；發現病株應立即拔除

燬棄，翻田曬土為最佳除疫之道，近日陰雨

多濕，翻田曬土不可能，田裡就算不澆水，

霪雨天候也不會獨惜擊壤歌的菜苗的。

想著、萬物都生活在有菌的環境裡，大多時

候，人不會得個病就鬧自殺，知道皇宮菜可

以扦插成活後，掐去基部腐壞的部分、修剪

成扦插苗，讓他回到土壤裡試試生命力……

這下，看他嫩吐青芽。

聽人說養雞很簡單，似乎唯一的捷徑就是沒

有捷徑，把牠養起來，養活，就對了。六十

隻雞，平均分開養了四籠，便摸索起了餵飼

料、換水、清理糞便、保溫、防風防雨等等

的例行照料，悄然地，養雞活動已經成為生

活裡一種習慣的規律。

一場午後驟雨急來時，幸好接到一張字體看

起來十分驚急的便條：「小雞在淋雨」急敲

著那條鬆掉的規律神經，跳起來、衝出去，

打開籠子還來不及細看那一小坨一小坨活

生生濕淋淋的落湯小雞，忙著就是開燈、遮

蓋，然後退回靜待雨停。

也許是60W的燈夠暖熱，雨歇時，就剩兩隻
體弱的，大概是推擠不過其他強壯的同伴，

還濕馱著毛羽在一旁陰暗角落瑟瑟發抖。當

下輕輕捧起，帶進室內，立即吹風機侍候。

快快備妥一間有厚衣鋪蓋、專燈照耀的療育

箱，判入特別照料。

看著虛弱的小雞，想起小時候生病，媽媽也

是不知風雨日夜的照料，其實～為母則強。

擊壤歌農場－病裡重生的菜苗 擊壤歌農場－小雞飼養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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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建屋計劃

書屋對孩子來說，是溫暖的第二個家，更是

守護著他們的城堡，然而礙於房子租約的現

實問題，各社區的書屋常常得因租約到期，

必須另覓場地而搬家。對於家庭生活已經顛

沛流離的孩子們來說，書屋被迫搬遷成為移

動的城堡，某種程度是另種流浪的漂移。

為著生根，書屋計劃許久，以「一棟屋一畝

田」的概念，尋求建築專業的協助，並要

帶著孩子以綠建築結合傳統土磚的工法，自

力造屋。在取得友善房東的允諾下，得以減

租，長期租下土地，讓未來自建的書屋不用

再遷徙；同時，還要在屋旁留下一塊田地，

讓孩子體驗耕作，社區的大人也學習農業。

書屋希望孩子從耕種中，感受土地，學習農

事；從鋤禾日當午的辛勞中，體會盤中飧得

之不易，凡所獲得必當愛惜。最好書屋的農

地可以達到生產，讓日常所食自給自足，如

果能夠達到量產，或許有機會帶動社區，讓

家長們可以留在家鄉，不必拋下子女外出討

生活。書屋的理想是落實屋自建、食自耕、

老顧小、小敬老的烏托邦。

今年以來，除了書屋的夥伴與孩子們陸續學

習造生態土磚，還有以立國際服務志工團的

志工們前來協助造磚。在11月中旬，第一棟
自建書屋動工了，這樁集結眾人之志，眾人

之愛的美事，開始築夢踏實。

「一棟屋一畝田」讓書屋不再是移動的城堡

文／鄭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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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屋感謝

各界善款支持

2014孩子的書屋費用支出 2014孩子的書屋年度報告 工作說明

2014年因為各界的愛心，才能使書屋帶著台
東的孩子邁向第15年，共成立八間書屋。每
一塊錢得來不易，在使用上也格外珍惜，在

此提供書屋的經費使用情形，您們的放心是

對書屋的肯定。

長期陪伴：書屋老師用心陪伴317位偏鄉孩童，讓他們在正面安全的環境裡成長。

每日餐食：每天有200位孩子吃到一餐無毒健康的愛心餐點，免於飢餓。

家庭訪視：定期訪視大知本地區弱勢家庭98例，以社區力量介入關懷。

急難救助：協助14例緊急事故個案，適時提供資源，以解貧病交加之急，不置于匱乏。

生活扶助：協助提供199位弱勢孩童成長及學習所需（學費及生活費），讓孩子擁有學習的權利。

就業輔導：成功輔導25位失業家長進入職場工作，習得一技之長，重新適應社會。

南王書屋

建農書屋

建合書屋書屋總辦公室

知本書屋 小高書屋

溫泉書屋 多元書屋 美和書屋

服務偏鄉孩子數

免費供餐人數

家庭訪視案例

急難救助個案

生活扶助案例

就業輔導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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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東縣教育發展協會-孩子的書屋

 950台東市青海路一段275-1號

Tel. 089-513663  Fax. 089-513620
www.bookhou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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