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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书屋（下）
———“黑孩子”成长途中的一路阳光 ■ 闫亚心

书屋的诞生

1999 年， 原在台东经商、疏
于照顾家庭的陈俊朗，为了挽救
婚姻、弥补亲子间感情疏离的缺
憾，决定放弃从商，返乡准备书
记官考试，以此来抽出时间更好
地陪伴孩子。 回到小区后，他渐
渐发现，社区里有很多家庭不健
全、缺乏照料和课业指导甚至吃
不饱饭的孩子，出于关怀，就顺
带照顾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他只
是在自家的院子里，陪附近的孩
子读书、聊天、练吉他，给他们讲
故事；慢慢地，这些孩子遇到考
试、被爸妈或者老师打等事情就
会讲给他听，好心肠的陈俊朗就
开始去帮孩子们的忙，孩子们也
越来越听他的话。 受陈俊朗照料
的孩子曾一度多达 40 多个。 而
陈俊朗自家的小院里没有灯，到
了夜晚， 孩子们宁肯在没有灯
光、桌子和凳子的地方摸黑写作
业、读书，也不愿意回家。 慢慢
地，陈俊朗开始意识到这些孩子
身上的问题，觉得自己可以帮得
上忙， 去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
于是陈俊朗在家附近租了一个
地方用来照顾孩子， 并于 2007
年成立台东县教育发展协会。 为
了登记立案， 就把孩子们取的
“孩子的书屋”名称，写在广告牌
上， 并用铁丝绑在电线杆上，形
成了书屋的雏形，这就是第一家
建和书屋。 陈俊朗也被越来越多
的孩子叫做阿爸，慢慢地成为了
大家口中的“陈爸”。

书屋的理想

随着书屋的规模越来越大，
书屋想要做的事情、达成的目标

也逐渐多了、 大了起来。“子自
教、弱相扶、食自耕、屋自造、经
自济、政自治”是书屋的理想。

子自教，是照顾孩子的书屋
体系；弱相扶，是照顾家长、老人
与游民的社会服务系统，是老人
书屋的概念；食自耕，是农业系
统；屋自造，是协力造屋、就地取
材盖友善屋宇的想法； 经自济，
是农产买卖，农业加工与延伸的
商业行为；政自治，是自己管理
自己的想法。 也许几年后，书屋
范围的 14 个村里， 里长会由书
屋孩子担任。

那么，这些理想实现了吗？
2008 年，教育主管单位推动

学校、小区、家庭联合携手照顾
孩子的课辅，为此展开针对国中
生的“携手计划”以及国小生的

“月光天使”计划，书屋也是受委
托的单位之一。 2009 年，南王书
屋与建和书屋连结，并成立美和
书屋、温泉书屋。 2013 年，成立小
高班，试图解决小学六年级以下
的问题，把小学五、六年级生全
部集中在温泉书屋，同时成立多
元书屋，为国中生设置了国英数
专科班，并针对所有国、高中生
设置了充满实验性的阅读专科
班。 2016 年，成立利嘉书屋及基
金会。 书屋的教学体系一步步完
善起来，子自教的理想也萌发出
了雏芽。

“食自耕”方面，陈爸提出
了产业计划， 在现有的八个书
屋的协会办公室旁整理出一畦
小小的菜园， 在这些实验田上
种植胡萝卜、高丽菜等，踏出无
毒农业的第一步， 并立下与土
地和谐共存的约定———纯净土
地/干净饮食/创造就业机会/
小区自给自足。

2012 年，书屋踏出农业产业

第一步，开始种百香果。 2013 年，
百香果首度收成，以农业产业实
现初步的经自济。 2016 年，书屋
承租一间平房，拆建整修，延续
青林书屋的土砖精神建造一间
咖啡馆，12 月，黑孩子黑咖啡（黑
黑咖啡）开始试营业，为经自济
理想添花加彩。

2014 年，为了生根，不再处
于“房屋到期另寻他处”的漂泊
中，陈爸推出“一栋屋一亩田”计
划开始实践自力建屋，落实屋自
造理想，即社区陪伴者、专业建
筑人员与孩子们共同造屋，建房
时预留一块农地。 书屋希望孩子
从耕种中，感受土地，学习农事；
从锄禾日当午的辛劳中，体会盘
中餐得之不易，凡所获得必当爱
惜，最好书屋的农地可以达到生
产，让日常所食自给自足，如果
能够达到量产，或许有机会带动
小区， 让家长们可以留在家乡，
不必抛下子女外出讨生活。 改善
了亲子分离、 隔代教养的状况。
书屋的理想是落实屋自建、食自
耕、老顾小、小敬老的乌托邦。

资金问题

自 2000 年起，台东偏乡在陈
爸的指导下，先后筑起 10 间“孩
子的书屋”， 共计拥有 25 位教
师， 为 300 名偏乡学童提供课
辅，并有厨房供餐，每月开销 300
万元新台币。 面对这么大的开
销， 陈爸的资产从有归于无，再
变成负债。

2017 年年底，陈爸和他的团
队受到媒体广泛报道，一下子变
成了“大明星”。 于是陈爸开始拍
广告， 盼望能够获得小额捐款。
陈爸表示自己并不打算以同情
心作号召，认为“实质的问题必
须尽快解决”。 他首度与知名药
品公司合作，以个人名义代言同
时坚持保护书屋孩子隐私的原
则，开始拍摄广告。 然而，广告上
架长达两周，虽然引发身边友人
的回响，但实际的捐款数量还是
寥寥无几。

除了希望社会群众小额捐
款， 陈爸还找到一些企业公司，
积极寻求捐款帮助。比如在 2017

年年底全球人寿赞助 ADA 慈善
的圣诞路跑活动中，主办单位连
同全球人寿在活动当日捐出报
名费共达新台币 500 万元给台
东“孩子的书屋”。

当然， 要想书屋长久的运
营，不可能一味地依靠社会各界
的帮助。 如上文所说，近年来，陈
爸一直在推动书屋的自给自足，
开始了食自耕、屋自造、经自济，
进行多角化营销，希望达到收支
平衡、永续营运的效果，只不过
距离成果实现还需要一段时间。

教育权争夺问题

孩子的书屋最先是在台东
知本发展起来的，而知本本来就
是一个外省、闽南、客家和原住
民混居的地方，闽南籍的陈俊朗
虽是在地人， 但毕竟不是原住
民。 有些原住民觉得汉人是文化
的掠夺者， 会破坏他们的传统，
降低他们的权威，担心孩子的价
值观、生活态度受到影响，继而
反抗父母， 因此禁止孩子去书
屋，甚至还有人借酒壮胆、带着
刀去找陈爸理论。 而叛逆期的孩
子在面对父母的批评指责时往
往会回以顶撞，再加上与父母关
系疏远，就会出现孩子不听家里
的话，只听书屋老师们的话的情
况。 于是，陈爸这种在别人眼里
属于“多管闲事”的行为在小区
掀起了一场教育权的争夺战。

出于“陪伴孩子，也要改变
大人， 让家长和书屋站在同一
边”的想法，书屋成立社会服务
部门，深入每个家庭，与父母们
进行沟通交流，调整孩子父母的
心态， 并协助家长改善环境，拉
近亲子关系，帮孩子处理在家里
和学校遇到的各种问题。

当家长们发现孩子开始有
了转变， 小区的帮派气焰收敛
了，打架、吸毒问题也少了，父母
与孩子的关系也逐渐有了改善，
出于“与其让孩子出去学坏，不
如让孩子离开家的时候有一个
地方可去”的心态，大人们慢慢
地也从质疑转为了支持。

如今，书屋仿佛变成了小区
的“托儿所”、“安亲班”，孩子下

课就到书屋看书、写功课，享受
免费的家教辅导，有些家长更是
积极参与，主动到书屋为孩子们
做晚餐。

教学创新问题

无论再怎么发展农业、经
济，“子自教” 始终都是书屋的
根本， 培育人才是书屋努力的
最终目标， 所以教育问题也是
陈爸一直以来思考的关键。 首
先， 陈爸确立了书屋教学上要
遵守的几个原则： 了解孩子的
程度，依程度教学；重视孩子的
特质与优点， 在这个原则上发
展教学；老师教多少不重要，孩
子懂多少才是重点； 基础教育
必须与生活结合。

在此原则上， 陈爸在 2013
年，对书屋进行调整，成立了新
的书屋———多元书屋， 并针对
不同年段的学生设立了小高
班、国英数专科班、阅读专科班
等，因材施教，分别解决小学六
年级以下儿童和国、 高中生的
学习问题。 采用游戏方法教授
物理化学， 采取分组竞赛的办
法，进行跨学科教学，并鼓励孩
子通过实际操作来学习， 这些
改革措施使书屋教学深得孩子
喜爱。

其次， 在教师的选择上，因
为担心短暂相处后的分离会对
孩子心灵造成负面影响，书屋的
聘任尽量以专任老师为主。 同时
要求教师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
思考，要了解孩子的背景、心理
困境、身体问题等，据此制定辅
导计划。 在教学能力上，确保优
质教学力量。 新进老师要先测试
能力程度，师训负责人依程度制
定教学计划，实施教学，每个月
会有一次检测，通过了才能进入
实习，再依实习成绩决定是否晋
升为正式老师。 另外，在对孩子
的辅导能力上，新进老师会由师
训负责人教授带领技巧、研讨案
例，从中传授书屋带领孩子的方
式与精神。 同时每半年书屋会进
行一次督导考核，依据考核情况
对教师作出晋升、持平、加强、不
适任等决定。

教学原则、师资力量等硬性
条件准备好后，就要考虑孩子的
兴趣问题了。 只有高中学历的陈
爸，为了教孩子，花了一年多的
时间仔细研究了国中各版本参
考书，发现内容大都刻板无趣且
零碎不连贯，于是陈爸决定自编
教材，从史地开始，进而到语文、
数学、理化，立志要编一套内容
有趣且具启发性的教材。 如今书
屋正着手编辑， 并希望发展出
3D 版本，以帮助孩子迅速理解，
轻松学习。

当然，孩子的书屋，除了带
领被正规教育边缘化的孩子，赶
上体制教育的进度，更侧重于透
过多元学习， 磨炼孩子的身心，
使其建立自信。

（据公益慈善学园）

在上期介绍中，我们知道了原来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书
屋”，他们盖房子、卖咖啡，做着被很多人忽略的边缘青少年
教育问题， 以助人自助的精神照亮了一批弱势家庭和孩子
的前路，努力复兴社区失落的互助文化。 这次，我们一起去
看看书屋的来由和历史， 了解发展至今书屋一路走来的艰
难险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