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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書屋

各位好友:

又是新的一年，最近天氣冷冷熱熱的，記得保暖。  

書屋2015年依然照顧著三百多個孩子、

一百多位的老人與需要幫忙的家長。 

單車環島辦了二趟。 

獨木舟已經在淡水河、太平洋展開訓練了。 

書屋大孩子蓋的第一棟書屋(青林書屋)已經完工。 

農業自己種的菜、養的魚、雞，

也可以供應孩子晚餐的40%了。

這些都是想要跟你分享的小驕傲與對你的感謝，

因為有你的支持，書屋才有穩定的步伐，我們十分的感謝！

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身體健康、身心快樂、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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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書屋老師裡面，只有2個有教師證。

350個書屋孩子裡面，大部分是難帶的。

但在巡堂的過程中，總會看到一些畫面：

小小孩跳上老師的身上討擁抱。

小孩淚眼婆娑地跟老師說著今天的委屈。

大孩子酷酷的搥搥書屋老師的肩，說：今天好嗎？

有一個場景，常常迴盪在我腦海裡；

早期的孩子都是國中生，大都是被認定狠角色的孩子。

一說到上課就哀鴻遍野。

慢慢願意乖乖上課了，其實我知道只是情義相挺，

睜得大大的眼睛，其實大多是空洞。

有一次期中考，跟20個孩子約定好每個人該進步的分數，

更說好沒達標就要處罰，

孩子們個個笑笑，似乎在說：處罰？沒差多這次。

考完了，果不其然每個孩子的得分都與目標有落差，

「總帳」算下來，跟考前預計的總分差了186分。

我說，一定要處罰，轉身搬來四張桌子併成一張台子。

大家還沒搞清楚狀況，

我攀上台子，開始做起伏地挺身。

孩子傻眼，一時反應不過來。

我邊做邊說，沒把你們教會，是我的問題，應該處罰我。

一下一下地做著，我心想186下應該沒問題。

第50下開始流汗，第100下開始汗如雨下，

第120下開始肢體便控制不住地曲扭的一上一下，

在數到第50下時，孩子們靜默無聲，

第100下開始，有孩子喊：你不要做了好嗎？

第150下起，有孩子哭了，接著開始互相指責：都是你啦！

已經忘了這186下是怎麼做完的，

只記得孩子接受「體罰」的整個反應轉折過程，

更記得的是，一個從不碰英文的孩子，

下一回考試考了62分，深懷歉疚來向我道歉，說他沒考好。

把孩子教好，是否跟合格的教師證有關，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師者之心，

不過是為父的心、為母之心、為兄之心、為姊之心！！

【186下的體罰】

Kids ’ Book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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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育∼以身作則划著、痛著，快樂著！】
                      
                       記 2015淡水河獨木舟教師訓練

6月書屋夥伴共11人北上，挑戰獨木舟划行十公里完成。

不說炙熱的日頭有多辣，

單是行舟考驗的體力與意志，就使人有從魔鬼訓練中重生的悸動。

我們辦到了，這表示明年帶孩子划獨木舟環島的計劃，再往前進！

十公里是划獨木舟的一個門檻，

挑戰著你的肌力、操控技術，還有意志。

當展開划行，通常在一公里後，肌肉開始痠痛。

隨著里程數增加，痠痛像漸強的重金屬節奏，在肢體擴張開來。

這次在淡水河的訓練，

前五公里是順流，

還好，身上緩緩地痠著，像平靜水面未間斷的小漣漪。

到了後五公里，逆流而進，

擴散的痠痛感，如同爆裂般的浪頭一波波襲來，幾乎超過身體所能忍受的。

最終，靠的是意志力，撐過。

在行舟期間，必須控制好方向，

否則當直線前進，變成Ｓ型前進，事倍功半徒增痛苦。

最糟的是搞成Ｚ字前進，身上的痠痛，會讓人邊划邊發狂。

當你看到划獨木舟的，既是面紅耳赤，又帶著瘋子般的喃喃自語，大概就知道啦！

當夥伴一個個靠岸，

有興奮歡呼的！有紅著臉頰爬上來的！

有生氣著正要慢慢釋懷的⋯

各種姿態，共享著不需要言說的愉悅感；

我們都朝著同一個目標前進。

2016年，也就是明年，我們計劃帶孩子們以獨木舟環島。

書屋的傳統是：

「沒有不可能」

「帶好孩子，大人自己先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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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老孩子的小改造大改變】

書屋在社區裡辦了一場結合體檢、義剪和贈送二手衣的活動，

要在歲末年終前讓社區的阿伯、阿嬤煥然一新。

一大早，社區的長輩紛紛聚集，

大家邊填資料邊閒話家常，對書屋夥伴說著平常有的小病痛，

問到阿伯平常有沒有在運動，他笑笑地說：都把種菜當運動啦！

還有位阿嬤略顯緊張地坐著剪髮，問她想要什麼造型，

雖然只有回答：青菜嘎嘎丟賀，

但在完成新造型後難掩開心，在大家的讚美下喜悅地揚起嘴角。

大家一起吃著點心，說著日常，笑著生活，

我們像是陪著自己的爺爺奶奶，

最後看他們帶著冬衣滿足地回家，覺得平凡而幸福。

這一天，台東的陽光把人曬得暖呼呼，

我們的心也在阿伯阿嬤的笑語中被熨地暖暖的。

                                                         

【遊民女神--惠菁】

孩子的書屋，不只照顧孩子，也關懷社區的大人們。

負責社區服務工作的惠菁，

是許多落難兄弟心中的女神。

她帶著露宿橋下的遊民看醫生，

為他們打掃環境、張羅飲食，

鼓勵他們振作，幫他們找機會重返社會⋯

時間久了，

遊民看到她，會促狹送個飛吻。

願意靜下來，聆聽她說些什麼。

甚至願意因此做點改變。

助人與受助之間，需要信任為橋樑。

這是個小縮影，

搭橋的工程很困難，

但以誠、以真，再加上時間澆灌，

證明可行。

【以愛翻轉 是謂大同】

被九個太陽祝福著的台東，前些日子不敵寒流攻勢，

氣溫劇降，掛念著部落裡的辛苦老人家，

書屋夥伴帶著厚棉被一家家走訪。

李伯伯一生未婚，獨自住在部落的小平房，

晚餐靠著書屋送餐，其他餐就自己煮來吃，

身體不好的他，總是彎著略駝的背，

笑笑地緊握夥伴的手！

王阿姨５０歲，和年老多病的７０歲老媽媽住山上，

生活清苦，看到夥伴拿棉被上山，搖搖頭說：

「我們有棉被了，送給更需要的人吧！」

偏鄉的獨居老人，風燭殘年、家徒四壁，

卻對人生感恩而知足，心裡有疼惜、有敬佩，

更多的是牽掛不捨，他們要的不多，

簡單的噓寒問暖，足矣！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

社會需要有愛，書屋所在的偏鄉更需要以愛翻轉，是謂大同。                                                              

Kids’ Book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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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

農業組的成員是一群有著靦腆笑容的社區家長， 

他們話不多，但做事很實在。

清晨的菜園，午後的果園，週末的農地，

都可以看到帶著大帽子，穿著雨鞋的身影，

遇到他們說聲：辛苦了！假日還來工作。 

他們會笑笑地，帶著點原住民的語調說：

我們不是在工作，是在顧自己的田！ 

這些社區的家長，

把花椰菜、百香果們當作自己的孩子照顧， 

會因為病蟲害擔心，也會為了豐收而開心， 

聽到書屋孩子和夥伴吃到鮮甜的蔬菜的讚嘆，

臉上的笑是滿足，也是驕傲。

因為愛孩子的初心，

書屋開始種植無毒蔬果，供給當季當令的營養；

因為愛社區的初心，

書屋帶領社區家長就業，翻轉他們的生活型態；

因為愛土地的初心，

書屋堅持友善農作，建立連結土地的農耕觀念。

我們相信，

人們缺乏的不是力量，而是不會放棄的意志，

所以，

我們從每顆果子和每株幼苗開始醞釀希望的種子，

期待當人與土地重新連結時，

社區，甚至世界也會悄悄改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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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屋第一棟自建土磚屋的工地裡，有一組工班。

若遠遠從場外看，不過是一般工地裡，烏嘛嘛的勞動身影；

走近一看，卻發現這些「工人」不只年輕，還有的，是孩子。

黑黝黝的皮膚，鑲嵌著或龍或鳳等張牙舞爪的刺青；

骨碌的大眼襯著冷竣的表情，其實藏著羞澀。

這組made in書屋的工班，一共10人，最大的24歲，最小的16歲。

去年開始造磚，之後轉戰工地，打地基、地樑、搭樓板，

這掛黝黑而沉默的身影，就在第一線拼搏。

黑黑的膚色，驕傲的神情，私下我們都暱稱他們「黑孩子」。

他們臉上總漫著不幫腔的冷淡。

因為，

比起其他的孩子，他們艱辛得多。

比起溫暖的家庭，他們殘破得多。

因此，

比起溫和的孩子，他們也忿恨得多。但，知道嗎？

這樣的背景，讓他們有著不忽悠的真實與執著。

當書屋為了建屋，「黑孩子」來了。

冷冷的，學著做磚，到工地挖著土，學習搭蓋房子。

偶爾酒醉，起不了床，所以遲到。

偶爾拿奇怪的理由請假，偶爾擺爛。

隨著屋子一天天成形，孩子也逐漸不一樣。

照樣會請假，但理由真實了，他會說「我心情很不好」。

照樣會醉，會遲到，但是他會羞怯地說對不起。

也常常在工班組長還沒到時，黑孩子們都到齊了，

讓帶領他們而吃盡苦頭的組長，傳了哭臉告訴書屋夥伴他的感動。

因為，看著他們長大，知道他們的真。

總要察覺後，就能識見冷淡所包藏的傷痕。

聽到他們小聲聊著天，

「我們會慢慢有能力，就可以照顧社區裡需要照顧的弟弟妹妹⋯。」

是！他們很黑，可是很溫柔。

看著「黑孩子」的轉變，更肯定，我們蓋的，

不只是一間屋子，還是這些大孩子對未來的希望與信心。

幸福，果真不是「與生俱來」的，

灰暗的環境，讓這群孩子幾乎成為焦黑的影子，

失去了本體，即使在陽光下，也被漠視。

我們能做的，是否是創造一個可能，一個機會，

讓他們學會轉身，茁壯成健美的樣子。

11

文/鄭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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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壤歌」這社會企業品牌的設立，

最初是從一顆愛惜孩子的父母心開始。

隨著科技的進步，

商人為了符合人們求快速方便的需求，

加上高利潤的化學添加物取代真材實料後，

我們原本所認知的食物，早已變了樣⋯

當我們發現，

有害健康的食物卻成為市場上販售的主流，

這使我們感到灰心。

蔬果的農藥殘留、食品的諸多化學添加，

外面的食物吃得如此膽戰心驚，

不如，我們自己動手做吧！

從自種自耕開始，真正「從產地到餐桌」的想法，

用天然濃郁滋味的百香果，

研發出大人小孩都喜愛的甜點。

不使用化學添加物，要做出美味的甜點，

過程中有種種困難，但我們不放棄，

我們的夢想很簡單，

就是一個「帝力與我何有哉」，

自給自足、安心、乾淨的國度。

夢想這條路，長，也難走，

但堅持就對了，keep going∼



15

書屋在做什麼 Kids’ Bookhouse

16

書屋感謝

20個中輟生＋1年4個月＝1棟鋼構土磚屋

8間書屋＋1個供餐點

5甲農地超過300位孩童服務

100件社區服務個案

各界支持

2015年因為各界的愛心，才能使書屋帶著台東的孩子

邁向第16年。目前在大知本地區共有八間書屋及一個

供餐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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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執行成果摘要，

您們的放心是對書屋的肯定。

2015年孩子的書屋支出費用

2015年孩子的書屋收入費用

9

提供孩子52,800餐

提供孩子17種多元課程

累計單車40,000公里環島

自力打造10艘獨木舟

500案次社區服務

6,000人次老人送餐

900公斤當季當令時蔬

6,400公斤百香果

2015執行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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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屋在這裏

9

建和書屋

建農書屋

美和書屋

溫泉書屋

知本書屋

南王書屋

青林書屋

國高書屋



感謝您和書屋一起 

以愛翻轉世代

孩子的書屋

950台東市青海路一段275-1號

      www.bookhouse.org.tw

孩子的書屋

為避免紙張浪費，書屋將逐年減少年報紙本印刷，歡迎書屋朋友來信索取電子檔年報，一起愛地球！

Tel. 089-513663 Fax. 089-513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