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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書屋	專訪	

——帶領孩子，築夢踏實

⼀、「孩⼦的書屋」緣起及啟程

近年來，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教育改

⾰的推陳出新，我們對於「教育」的品質⽇漸

著重，但你是否曾看過，在⼭脈阻隔的另⼀

頭，有著失去關注的孩⼦們，每天為⽣計所

苦，書桌、書本，甚⾄是⼀碗飯都是奢求。 

那年，陳俊朗先⽣看⾒了許多孩⼦，在

規格化的教育體制裡，被錯誤對待、犧牲特

質，也看⾒了低成就的孩⼦們被輕視忽略，甚

⾄被粗暴對待。這些教育資源分配失衡、家庭

結構不完整的孩⼦們正等著有⼈拉他們⼀把。 

因此陳俊朗先⽣⼀⼿創辦了「孩⼦的書

屋」，他結合他所看⾒台東的社會問題，融合

教育，希望帶給孩⼦們「參與社會」並「回饋

社會」的機會，讓這些長期被忽略的孩⼦們，

夢想啟程。 
本專訪透過「孩⼦的書屋」團隊，帶你

⼀探這群被忽略的孩⼦們，了解書屋創建過程

中的篳路藍縷。同時也展望未來，期許閱讀完

⽂章的你，能夠對偏鄉教育有所認識，並關注

與聲援，甚⾄是付諸⾏動。  

⼆、書屋的築夢過程及未來展望

Ｑ：為何彥翰會想要延續陳爸的書

從⼩到⼤對書屋既愛且恨，因為⽗親的

愛會被其他孩⼦分走，但同時也存在的愛，那

個愛是書屋的氛圍與回憶，很輕鬆也很溫暖，

在書屋可以做⾃⼰，像是⼀個家⼀樣，⼤家都

會無條件的⽀持你並愛你。 

Ｑ：偏鄉孩童在教育上所⾯臨的困

難是什麼？ 

會接班是因為害怕會有遺憾，想要完成

陳爸的夢想，在接班的過程當中壓⼒很⼤，不

管是募款、管理、跟社區溝通、陳爸的⼝碑等

等，都讓我⼀開始有些不知所措。但突然有⼀

天我意識到這件事情其實是很珍貴的，好像我

活著的價值就在此，能夠做這件事情讓我感到

很快樂、很有意義。我意識到⾃⼰好愛這件

事，我存在的每⼀天都在推進孩⼦的快樂、讓

社會、世界看⾒這些孩⼦的價值。 

偏鄉孩童所⾯臨的問題，其實是整個環

境，包含對於職場的想像以及⽂化刺激⽅⾯，

都非常的缺乏。你可能問他們未來想要做什

麼，他們會回答你，種釋迦、種什麼，更好⼀

點的會回答你開怪⼿。也是有⼀些功課不錯的

孩⼦，可能會回答醫⽣、律師，但他們對於接

觸、了解職業的機會，相對都市孩⼦還是少很

多的。因此這樣缺乏職業、⽂化刺激的狀況

下，會讓孩⼦們缺少⼀種誘因來引導他們讀

書，對於學習的⾃發性也就⾃然地減少了。 



	 Ｑ：書屋預計的未來發展是如何呢？

這樣規劃是想帶給孩⼦什麼能⼒？  
另外還有關於資訊收集、資訊識讀的能

⼒，他們也是缺乏的。這些孩⼦們的家長，接

收資訊的來源通常是來⾃於早餐店的報紙等

等，接收到資訊也不⼀定會進⾏過濾，只是被

動的接收，不會進⼀步去查證。孩⼦們也就這

樣受了他們影響。相對於都市孩⼦，這些孩⼦

很難有主觀的意識去判斷⼀個資訊的對與錯，

通常都是被動的接收訊息。 
同時，這些孩⼦也缺乏主觀價值所認同

的「讀書能⼒」，有各式各樣的原因影響他們

讀書，可能是本⾝注意⼒無法集中，⼜或是家

中⽗⺟的基本關照能⼒很低，無法給予他好的

讀書環境與關愛。這些孩⼦可能考得好卻沒有

⼈理他，漸漸地，他也就沒那麼喜歡唸書了。 
這些孩⼦可能因為讀書讀得不好，中輟

或是加入宮廟等等，成為別⼈⼝中的「壞孩

⼦」，書屋因此開始組織「挑戰式學習」，可

能是帶領孩⼦們單⾞環島、獨⽊⾈環島等⼾外

挑戰，讓這些孩⼦們在既有的價值之外，能夠

附加更多能⼒與經驗，並且讓這些孩⼦們成就

⾃⾝價值，為⾃⼰感到驕傲。 

未來會希望能夠建置⼀所學校，從⼩學

開始，基本上這個學校是不收費的，我們預計

先培育師資系統，包含師資的增能等，若各⽅

⾯都發展得不錯，我們會再招募更多學⽣。 

會這麼規劃的是因為我們⼀直都是做課

後輔導的部分，但其實成效是有限的，⼤多數

孩⼦們是被主流教育所拋下的 ，我們希望能夠

在學校每天的教育當中，不管是對家長、孩

⼦，甚⾄是整個社會，重新建置他們的價值系

統，讓社會與家長認同這件教育之事，也讓孩

⼦們相信⾃⼰、成就⾃⼰。 

我們⽬前還預計組建⼀個團隊，⽬標是

建構「書屋學」。我們想將團隊建制過程、經

驗等等，整理後跟⼤家分享，讓其他想做偏鄉

教育的⼈有個參考值能夠依循，也比較不會繞

更多路，讓偏鄉教育能夠更發揚光⼤。 



	Ｑ：孩⼦的書屋團隊在⾯臨時代的變

化，是如何進⾏增能的呢？  
Ｑ：如果師資⽣想參與偏鄉教育，貴

團隊有無什麼建議？或是有無資源提

供師資⽣參與偏鄉教育？   進入我們的團隊，我想體能是基本要

求，因為要帶很多⼩孩，或是進⾏體驗學習，

像騎單⾞環島、登⼭等等。因此，我們會時常

帶師資訓練體能或是培育他們對於單⾞環島路

線規劃、⽔域的認識、登⼭知識等等的，讓體

驗學習更豐富，也更加安全。 
同時，我們也正在建構同儕諮商系統，

讓現場老師能夠藉此去除內⼼沒來由的情緒，

進⽽誠實地去⾯對⾃⼰，了解⾃⾝的創傷，情

緒的癥結點在哪等等。這樣做的⽬的是為了讓

老師們在⾯對⼩孩時，比較不會被觸碰到情緒

的雷點，對於老師、孩⼦們都比較安全。我們

還有⼀個導師系統，在遇到問題時，新進的老

師們能夠找有經驗的老師諮詢，讓整個團隊能

夠成就共好。  

書屋的⽅⾯，可以親⾃來到台東現場了

解，透過我們現場的介紹和聊聊，我想得到第

⼀⼿的資訊，比其他⼆⼿、三⼿的資訊來的更

加清楚。我覺得師資⽣來了解偏鄉教育是⼀件

很棒的事情，因為偏鄉教育就是最接近產⽣問

題的底層社會，如果你們這些未來要走教育的

學⽣能接觸到的話，能以更貼近實際教育需求

的視⾓思考教育 ，或是視野也會更加開闊。 
我們有和幾所⼤學進⾏暑期的營隊合

作，但沒有⼀個統⼀的形式。之後有考慮會由

書屋開設⼀個讓⼤學⽣參與的活動，但具體是

怎麼樣還需要再對接、討論。書屋在做不是求

立竿⾒影，希望能夠慢慢創造孩⼦活著的驕

傲，這個很難，但我想如果你是對於偏鄉教育

有熱忱或是興趣的，我們⼀直都很缺教育現場

的老師，非常歡迎有想法的你，⼀同加入我

們，和我們⼀起創造孩⼦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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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師資培育⽣的你，未來很有機會成為⼀名現場教師，在教育現場裡，與家長、

學⽣們進⾏三⽅溝通是不可避免、重要的⼀環。讓我們⼀同解密，如何辦理⼀場「親職講

座」！ 

⼀、親職講座辦理攻略 

1. 講座⽅向調查 
每個班級、每個階段，都會有不同的親

職問題。在你的班級中，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

等待著你去化解呢？不妨先和學⽣們聊聊近⽇

的⽣活狀況，可能是家中、學業或是⼈際上，

有無任何讓他們煩惱的事情呢？聊聊的過程當

中，可以適當的紀錄、統計，從班級上⼤家共

有的問題上下⼿。另外，可以設計表單調查家

長們感興趣的親職講座議題，如此可以讓講座

更為聚焦。 

2. 接洽適當講師、團隊 
了解班級上的問題之後，就可以在網路

上或是期刊上尋找相關的講師及團隊。切記

邀請講師宜於開頭將⾝份、⽬的敘述清楚，

再詢問講師意願，同時也須針對鐘點費、交

通費、是否公⽂等資訊，進⾏說明與討論。

信件中也可以和講師討論針對講座欲達成之

⽬標。最後，須謹慎注意書信禮儀。 

3. 校內⾏政流程 
邀請講師之後，需要和學校⾏政⽅通

知，並撰寫講座計畫內容供學校審核。如講

師需要公⽂函、講師費、交通費，也須提前

申請。 

4. 製作講座報名表單及事後回饋表單 
講座可以和講師協調後，調整是否開

放給家長或是班級外之學校⼈員參加，如講

師應允，便需要製作講座報名表單以供⼈數

及聽眾基本資訊之統計。回饋表單則是提供

講師及我們⾃⼰，觀眾對於講座的反應，讓

講師及我們能精進每⼀場講座。另外，也可

以於講座前進⾏宣傳，讓更多⼈參與講座。 

5. 場地、設備等事先確認 
在確認參加講座⼈數及講師需求後，

應提前借⽤場地及器材，並確認所有器材是

完備且能使⽤的。同時，器材的操作也需要

提前詢問相關⼈員，以便不時之需。 

資料提供：109學年度親職教育課程 余侑庭、⾼詠晴、
徐熙茹、葉佳欣、洪睿瞳、龔泳真 資料提供：109學年度親職教育課程 呂弘立、林泊瑋、

陳冠宏、李柄樺、鄭潔洳、蕭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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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講座當天成為溝通的橋樑 

在演講當天，我們除了當⼀名聽眾，

也應擔任機動的⾓⾊。如講師有任何需求，

或是台下有任何反應，都應做出最即時的處

理。同時也需要記錄當天的照片，並蒐集活

動參與者的回饋意⾒，於當天回傳給講者。 

⼆、講座資源介紹 

1. 講座相關資源提供  

資料提供：109學年度親職教育課程 余侑庭、⾼詠晴、
徐熙茹、葉佳欣、洪睿瞳、龔泳真 

在各式各樣的議題與講師當中，我們

⼜應該要如何尋覓呢？以下提供幾個親職教

育的平台，分別是i-family家庭教育平台、
親⼦天下、懷仁全⼈發展中⼼以及⼼曦⼼理

諮商所。這些平台都會定期更新許多教育議

題、講師書籍與資訊等，可以讓你快速的獲

得許多有⽤的資訊！ 

親職講座辦理流程圖

2. 其他中學階段適合的親職教育講
座主題推薦  

疫情下的
親⼦學習 

網路霸凌
數位⾃殘 

情感教育 ⽣涯/升學
輔導 

⼀場成功的講座可以締結更多良善互

動，祝福未來有⼼辦理講座的你，能夠把

握上述原則，辦理⼀場成功、不踩雷的講

座！在此感謝109學年度修習本中⼼洪素蘋
老師開設之「親職教育」課程的所有同

學，協⼒提供豐富的親職講座資源，增添

本期刊物的風采。 



	
中心近期活動

板書⼯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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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 
板書書寫是師資⽣必備技能之⼀，師資

⽣時常不能掌握書寫板書之訣竅，透過板書⼯

作坊的辦理，邀請講師教授板書書寫要領，並

透過實際操作與回饋互動，使師資⽣能了解板

書的書寫技巧；藉由分組導師教學，針對特定

學科，進⾏分科指導板書書寫要領。期待透讓

不同學科之師資⽣能對⾃⼰專業科⽬板書書寫

有更進⼀步的認識，並運⽤得宜，達到良好的

教學成效。 



史懷哲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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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懷哲營隊是什麼呢？ 
為⿎勵師資⽣實踐史懷哲精神，除培

養專業教學知能與素養外，亦加強關懷弱

勢、無私奉獻的意識及良好道德教育情操，

結合跨領域才能，培養成為⼀位專業且具社

會關懷及⼈⽂精神的教師。因此，我們組成

了「史懷哲營隊」，招募對偏鄉教育抱持熱

情的師資⽣們，⼀同關懷社會，並增加⾃⾝

教學實戰經驗。 
今年的史懷哲營隊，由本中⼼洪素蘋

教授擔任營隊指導老師，帶領師資⽣前往⾦

⾨⾦城國中及烈嶼國中，期望在為期⼗天的

營隊當中，透過結合⾦⾨當地風⼟⺠情，為

在地學⼦們設計的課程「走讀⾦⾨，培⼒連

城」，能帶給當地學⼦不⼀樣的課程體驗。 

2022史懷哲營隊全體第⼀次籌會

總副召期許 
總召 中⽂112 蘇嘉愉 

對於史懷哲營隊，我最⼤的期許，應

該是能夠把這個營隊完整⽽實際地呈現給所

有的學員。去年因為疫情三級的關係，營隊

採線上進⾏的⽅式，不僅學員體驗較少，師

培⽣們跟學員的互動也較受限，相當可惜。  

在這個營隊的前期籌備過程中，除了

要感謝指導老師洪老師，還要感謝師培中⼼

承辦⼈羅⼦涵⼩姐，⼀直不吝給予指導與協

助。同時，也要感謝史懷哲營隊全體的夥伴

們，希望我們共同努⼒的成果，可以對某⼀

群⼈的⽣命帶來⼀些不⼀樣的火花，讓他們

回想起來，能是⼀段難得的體驗。   

副召 中⽂112 張哲維 
期許在未來的兩個⽉，我們史懷哲團

隊的各個師資⽣們能夠透過各式各樣的⼯作

坊以及互相討論，以增加⾃⾝的教學能⼒。

去年因為疫情改為線上，師培⽣們少了很多

機會能夠和學⽣⾯對⾯接觸，滿可惜的，因

此希望今年能夠順利舉辦。 
營隊的籌備過程當中，不管是夥伴

們、幹部們、師培中⼼與素蘋老師都給予我

們非常多的協助與溫暖，看到⼤家⼀同為這

個營隊盡⼼盡⼒，⼼中就像灌滿了溫⽔⼀

樣。希望未來的幾個禮拜，能以最好的⾯貌

呈現給⾦⾨的莘莘學⼦們，讓這些努⼒與溫

暖發揚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