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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在社會邁入 M 型化之際，教育也面臨到 M 型化的衝擊，弱勢族群不

論在教育資源的取得、升學管道及日後的就業過程皆處於在相對不利的地位。

2000 年之後，非營利組織看到社會現象尤其是教育上所存有的問題，便將觸角

伸及幫助弱勢族群學生的協助之中，讓非營利組織的功能擴展至教育領域，而我

以「小草書屋」為例，將自己投入於此組織中去觀察他們如何以「教育」為基礎，

以「陪伴」實際搭起孩子成長歷程中的橋樑。先是了解小草書屋的成立過程、組

織人員組成，再以親身參與志工的觀察日誌從「家庭」及「教育」兩個面向做分

析，從最直接影響孩子的家庭深入了解，接著理解目前組織期望透過三方（家長、

孩子、老師）做出行動一起變得更好，又書屋內並非如體制內教育的教學方式，

反倒提供一套多元的學習方式讓孩子們透過自己的腳步學習等等。以上，即是我

在三峽在地非營利組織「小草書屋」裡，觀察到到他們是如何從社區走進家庭。 

 

 

◎ 本報告獲臺北大學社會學系黃樹仁紀念獎學金《社會實踐獎》(107學年第2學期)優秀獎。 

◎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張舫珊（2019）從家庭到社區－在地關懷，在地陪伴：以小草書

屋為例。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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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踐動機 

  在台灣 1987 年解嚴之後，人民的權利意識也逐漸覺醒，再加上「人民團體

法」、「集會遊行法」等法令的修改制訂，激勵民間組織相繼設立，許多非營利組

織在此時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因此，1987 年的解嚴可以說是台灣非營利組

織發展的重要分水嶺。此外，社會的多元化發展，民眾的需求日益增加，在公私

部門之外，非營利組織擔負起主動提供服務、積極建設一個健全社會的責任，形

成所謂的「第三部門」。目前我國的非營利組織已從傳統的慈善事業活動，更進

一步去關懷某些社會議題，使之所關心的議題變得十分多元。 

  然而在社會邁入 M 型化之際，教育也面臨到 M 型化的衝擊，弱勢族群不論

在教育資源的取得、升學管道及日後的就業過程皆處於在相對不利的地位，致使

教育原本應扮演之促進社會流動的功能喪失殆盡。在 2000 年之後，非營利組織

看到社會現象尤其是教育上所存有的問題，便將觸角伸及幫助弱勢族群學生的協

助之中，讓非營利組織的功能更是擴展至教育領域。  

至此，便要提到為何以「小草書屋」此組織作為我的社會實踐報告主題。目

前在台灣其實有很多非營利組織都有透過很多的管道與方式來投身教育活動，然

而引起我興趣的並非是傳統教育體制中辦理「課輔班」的教育參與，更引發我好

奇的是以「教育」為基礎，以「陪伴」實際搭起孩子成長歷程中的橋樑，比如我

知道的有花蓮豐田的五味屋，它是花蓮在地的非營利組織，透過與村子裡的孩子

一起經營二手物商店，陪伴彼此走過生命中的酸甜苦辣，或是像台東知本有個「孩

子的書屋」，從 1999 年走到現在，算一算也有快二十個年頭，一直以來在陪伴在

家庭結構不完整之下，被家庭、學校所忽略，遂自我放逐的那一群孩子。 

一次的課堂上，我在一部「小鐵人大夢想」紀錄片中認識到三峽在地的一個

團體，當時的他們是小草書屋的前身「絲瓜小隊」，投身於此團體中的人和我原

先已知的「五味屋」、「孩子的書屋」服務性質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在幫助在家庭

環境不佳而影響到學習能力的孩子們，且也都以「陪伴教育」為出發點，以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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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投入心力，於在地扎根。這也讓我好奇小草書屋是如何用社區互動的方式讓

在地關懷、在地陪伴深入到三峽，多年來是如何幫助這些所謂家庭失能的孩子，

在教育與陪伴的過程中又有哪些值得發現且有趣的地方，上述便是促使我做此社

會實踐報告的開始。 

 

貳、行動內容概要 

從去年 10 月開始，便在小草書屋裡擔任志工，在學期中是每星期去一次，以

星期三為主，當日課程分為北管樂和美術課，我是在上美術課的教室中幫忙孩子

一同製作作品；到了寒假，與學期中不太一樣的是書屋有修改課程安排時間，每

日(一到五)從早上八點半開始到下午四點半，星期六日為放假日，為期十天的課

程安排，因最後兩天有私人原因而請假，其餘八天則皆有到小草書屋服務。 

主要我會以在寒假長時間參與志工為內容主軸，除了個人觀察之外，以及會

去詮釋「在地關懷，在地陪伴」值得了解與有趣的地方。 

 

 

 

 

 

上學期 寒假 下學期

時間：星期三 

 6：00～9：00 

課程：美術課 

工作：輔助者 

時間：星期一至五 

 8：30～16：30 

課程：每日安排不同 

工作：輔助者 

 

工作：輔助者 

 

時間：星期三 

 6：00～9：00 

課程：美術課 

工作：輔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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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關於「小草書屋」 

 

  以下簡略說明小草書屋的成立過程與現狀。 

(一). 成立過程 

  2006 年之時，在三峽長大的林峻丞(現為甘樂文創執行長)，放棄原本的工作

回到三峽。返鄉一年之後他發現，三峽地區不但在經濟、文化、資源方面有些落

後，同時也觀察到許多孩子家庭貧困、有的為單親家庭、有的是隔代教養、或者

毒品犯罪家庭的高關懷學童等等，統稱為「高風險家庭」，使得孩子的學習成績

不好，更可能因為家庭失能而出現暴力、偏差行為的問題，讓他甚為牽掛。 

  於是開始了「絲瓜孩子的希望」成長陪伴計畫，而絲瓜小隊正是小草書屋的

前身。在二 O 一五年七月，正式成立了「小草書屋」。小草書屋和三峽的小學和

國中合作，由學校輔導室推薦需要幫助的單親、隔代教養、低收入等高風險家庭

的孩子來這裡讀書生活，至今，陪伴了百位孩子一同成長。 

(二). 現狀 

  「半家半學校」，這是小草書屋成立初衷，它本身並不是一個讓孩子們提高

成績的補習班，而是讓孩子們能夠在這裡有人陪伴，感受家的溫暖。現在小草書

屋的正職老師有六位，三位負責國小部，另外三位負責國中部，除了老師之外還

有另外招募志工進入書屋服務。 

  書屋的開放時間為星期一到星期六，在孩子為放學之前老師大多忙碌於行政

工作，例如課程安排等，待四點孩子們放學之後會陸續來到書屋，五點四時前多

讓孩子們完成學校作業，雖不為補習班，但老師還是希望孩子們能夠了解這是他

們身為學生的責任，不一定要求作業需要全部答對，可要讓他們學習為自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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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點左右，孩子們會聚集到幸福食堂(餐桌)用餐，且要念誦一段飯前語，感謝身

邊讓他們感到幸福的人，藉此培養孩子們的感恩意識。吃飽飯後，孩子們須自己

清洗碗筷，放學回家之前，所有孩子也各有被分配到的打掃工作需要完成，可能

是廚房、廁所、教室或者公共區域，除了學習如何打掃清潔，同時也培養孩子們

有能力為家庭分擔與增添一份責任感。 

  每日飯後，老師都會安排一堂課程，有語文課、數學課等學科能力上的課程，

此外還有烏克麗麗、北管樂、美術課、吉他課、體能課等等，讓他們能學習到更

多學校學不到的課程。 

(三). 小草書屋結構圖 

  小草書屋目前還算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非營利組織，主要以執行長負責重大

決策事項，在小草書屋的教學現場有五位正職老師，加上一位社工老師，而此六

位老師還分別管理國小班和國中班，另外因在每日課程安排都有不同才藝學習課

程，所以有另外找老師到書屋裡依教授內容教學；且週一至周六也有數位志工會

依個人有餘的時間到書屋服務。 

 

(補充：日前在小草書屋官方臉書有在招募小草書屋副校長的人選，此人在教育

專業能力上要是足夠的，能為小草書屋做更多決策部分。) 

執行長 大型事項決策權
(EX與其他企業組

織的合作)

正職老師

(共五位)

負責課程討論、
行政文書工作

社工老師

家訪、個案
管理

部分甘樂正職

小草書屋的募
款、行銷、設

計

外聘老師

有北管樂、吉
他、美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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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志工參與和觀察分析 

(一).志工參與 

底下為寒假我有參與到的課程安排表，因課程有將高低年級分班，每日的服

務志工會平均分配到各班，我則幾乎都待在低年級的班級裡： 

9:00～

12:00 

(上午課程) 

吉他 攝影營 美術 體能課  

戶 

外 

郊 

學 

 

樹洞

計畫 

攝影

營 

美術課 

13:00～

16:00 

(下午課程) 

我要當

老師 

攝影營 繪本 有趣的

生物

(影片) 

我要

當老

師 

攝影

營 

繪本 

 

在此說說讓我印象深刻的幾堂課！首先是「我要當老師」，正職老師安排這

堂課主要希望孩子可以藉由找一個自己喜歡的卡通人物、運動、興趣、偶像明星

等等，學習如何上網蒐集資料，整理統整資料，之後製作成一個完整的簡報，再

上台依序報告自己準備的主題，用此堂課讓孩子們學習蒐集資料、整理資料的能

力，且同時訓練他們上台發表時的口條訓練。其次為「繪本課」與「樹洞計畫」

的課程結合，講者為社工老師，書名叫「國王的驢耳朵」，他最主要想透過故事

告訴孩子們：圖書中背負國王驢耳朵秘密的理髮師，故事最終對著洞口大喊藏在

心中已久秘密，心病進而獲得醫治。國王也因此得到轉念的機會，坦然面對並正

向看待自己的自卑。而每個人都有秘密，可能是丟臉的、不想說的，或者可能是

能夠讓人感到開心的，只是每個人在理解過後要學習如何正視它，也因此老師與

孩子們一起在書屋裡製作出樹洞，讓孩子們可以透過書寫的文字能夠整理內心困

惑，大聲吶喊舒緩內心牢籠、框架，尋求他人幫助獲得支持舒緩心理負擔，使樹

洞因而被需要。最後是「攝影營」與「戶外教學–爬滿月園」課程結合，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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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教孩子們認識相機、動手畫相機、拍攝技巧，到實際操作相機的完整課程，而

後在星期五整天的戶外教學讓每個人手持相機，由孩子們按下快門，留下專屬於

他們的視角，之後便在過年期間於和息部落展出孩子眼下的滿月園，與畫筆下滿

月園的模樣。 

 

  

 

  

 

  

 

 

【我要當老師的上課情況】 

【樹洞計畫–繪圖】 【攝影營拍攝練習】 

【拍攝滿月圓景象】 【繪製滿月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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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分析 

在擔任志工期間，一路以來我看待小草書屋的方式一直存有變化。我是一個

在傳統教育體制中成長與學習的孩子，「升學」也都是我求學過程的目標，父母

親讓我在一個文化資本相對充足的學習環境，除了讓我補各學科的課輔班外，還

有各式的才藝班(EX 美術、小提琴、舞蹈等等)，使我符合大多數家長「孩子不

能輸在起跑點」的傳統觀念。然而在我進入小草書屋擔任志工之後，發現對於我

所服務的孩子們，和我的成長背景有所差異，也因此在教育方式上我長久所接受

的觀念可能並不適合他們，最主要的像是「以課業成績為導向的學習模式」，或

是當我們知道孩子們是來自高關懷家庭時，內心油然而生的憐憫，致使行動上刻

意的會做出關懷的行為，種種好意其實會加總成一種壓迫，然而他們更需要的可

能只是一個理解他/她的人，或是一個可以陪伴他/她在國小、國中學習成長過程

中的一位支柱。以下觀察分析我將會分成兩部分書寫，分別為家庭及教育： 

(1). 家庭： 

  家庭是個人最早接觸到的社會機制，在其各種家庭特徵與其家庭生活經驗間

的交互作用，而產生的影響於個人之上的程度非常大。在三峽有一群高關懷家庭

的孩子，家庭照顧者可能因為自願或非自願的情況而無法完善的照顧他們，因疏

於被照顧，使得學習狀態的不穩定或多元發展的刺激不足： 

「就是說這孩子他本身的問題就是很多都並不是他學習成績上的缺失 或者

說他本身的資歷不好 他其實很多理由都是來自於他的家庭。」(正職老師) 

  而小草書屋的成立宗旨為一個陪伴機構，就其定位方面，同時希望能夠維持

一個「家」的概念，但是當過度以學科為主時，家的價值會消失，老師也提到其

實他們一直都在尋找一個身為半學校半家的陪伴角色，既能給予愛和關懷，與教

導學習： 

「對我們來說我們會看到他當時的狀態，它可以學的時候我們就多推一點，

那不能學的時候，像是孩子兩三次都故意停在同一個地方不學，我們才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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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的時候用力推，就是說你一定要這個做完才能，就是我們會給他們一

點彈性。」(正職老師) 

  要如何帶動一個孩子的前提，就是走進孩子們的家庭，貼近他們最日常的生

活，密切的與家長保持聯繫，也因此小草書屋的社工老師會定期的進行家訪，關

心家長與孩子們的狀況，同時透過家訪讓家長能夠更了解自己的孩子： 

「家訪主要做的有三個：一是學習狀況，二是個人議題，三是家長期待」（社

工老師） 

  但有家長認為，在某些部分老師會涉入太多： 

「我們把家庭聯繫這塊拉高，幫家庭解決一些問題。當去了解家庭狀況，或

者跟家庭遇到某些情況時進行溝通，不過家長評語都會是說我們管太多。」

(正職老師) 

  相反的，老師會認為孩子的問題是來自於家庭，但家長卻不願意去面對自身

問題。也因此社工老師更清楚地提到，學習狀況比如說，因為學習面是大家都有

責任的，尤其是家長，而家訪目的是要讓家長更了解孩子；個人議題比如說，孩

子會有特殊狀況，像在青少年發展階段會在乎自我形象，國小生則是在發展自動

自發跟主動的能力，有些孩子會因此遇到困難跟挫折、挫敗，所以會導致他們會

有一些挫折感出現，了解之後則能夠一起處理，或面對孩子教育的方式有些錯誤

時，需要提醒家長這些會影響到孩子什麼，在具體上可以去做哪些改變；家長期

待則是會跟家長討論，以一個跟家長、孩子抱持平等的角度，老師與家長彼此互

相工作，而後再看看哪些意見或是哪些東西是兩方是要調整的。 

  事實上，關於家庭，關於孩子，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書屋在這塊做的努力也

很多，希望不只孩子可以進步，也希望家長可以一起更了解孩子，而以實際行動

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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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 

將所有心力投注於教育領域者都知道，「教育」並不等同於「學校」，但事實

上多數孩子的學習範圍，幾乎被限縮於筆學校更為狹窄的升學主義的學習模式中，

然在我進入小草書屋之後，有更深的感悟，教育並非只有一套制度，反倒可以從

很多面向讓孩子學習： 

「學什麼才是對他們有意義的，然後那個意義是什麼？可能是錯誤行為上的

糾正、能力的培養，這不是指學科上的能力，而是說怎麼樣跟同學相處、怎

麼樣表達你的情緒、或是怎麼樣能夠去服務他人……」(正職老師) 

小草書屋在學科安排有語文課與數學課，老師們希望陪伴孩子們用自己的腳

步面對學習上的問題，而得以完成學校課業，上課的方式為求提升學習動機，則

將知識化的學科融入活潑有趣的題材，藉此引起孩子們學習的興趣。每天孩子們

放學後來到書屋，老師都會要求先完成功課，因他們認為功課是最基本孩子學習

為自己負責的起點，並不要求每一道題目全對，可必須由他們自己動手完成： 

「學科佔很小塊，主要會是希望他們為自己負責任，你來就是要把工作完成，

有時候完成我們不會要你全對，但你必須負責任把作業帶來這是該負的責任，

責任跟你會不會寫這是無關的事，但你把作業帶來代表你有誠意要寫這個，

可是你真的不會，那不是你的問題，可是你不帶來就是你的問題。」(正職

老師) 

除此之外，小草書屋會安排各式各樣的特色課程，舉例來說：有音樂課(北管、

烏克麗麗、吉他)、美術課(美感課)、體能課、小草餐廳等等，讓孩子們從中學習，

可能在課程中會認識到不同面貌的自己、不同的挑戰，學習如何與自己溝通，如

何提升自己： 

「小草餐廳從這個學，因為以後第一個接觸的可能就是服務業，那我們先學

一點服務業要做些什麼，未來可能在起步的時候不會那麼辛苦，我覺得這個

能力是鎖在對他未來比較相關的。」(正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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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是因為技藝傳承，現在很少人在學北管，剛好有這個機會，能變成

一個我們的主要課程。」(正職老師) 

但在教育面上，我覺得小草書屋最特別的地方是「非認知能力的學習」，在情

緒引導上，不管是正職老師或是社工老師，其實他們在這個不分時常花很多的力

氣去想辦法讓孩子在每一次遇到事情、問題時能有能力處理自己的情緒。出身於

高關懷家庭的孩子、出身於逆境中的孩子，往往會需要提早面對社會現實，老師

在這一塊便積極發展孩子的自我覺察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以及適當的情緒表達

方式，幫助孩子在面對人生不同難題時，可以有上去解決，舉例來說，每日放學

之前會有半小時大掃除書屋的時間，每一位孩子都有自己負責的區域，主要是希

望教給孩子「負責任的態度」，因每日來到書屋都有會使用的空間，可能會髒亂

而必須要由大家一起維護，創造一個大家可以持續使用的環境；其次，時常在書

屋會很常遇到孩子們有爭吵的情形，老師在此會先請他們冷靜自己的情緒，在聽

他們講述剛剛發生的事情，讓他們學習自己可以說完事情發生的經過，但老師並

不會認為一定有一個對錯，記得他們說過「一個巴掌是打不響的」，兩方必定都

有一些逾越到對方的行為，致使爭吵發生，了解事情發生經過之後，雙方互相道

歉是老師認為非常重要的，最主要老師是希望他們可以學習，如何去與他人相處，

且學習要如何跟同儕溝通；最後，在上一小結有提到，可能因為家庭關係影響致

學習，但小草書屋又定位於「家」，我會去想，因為是家，所以在書屋裡的大家

關係上是非常靠近的，每天相處的時間雖然都短短的四個小時多，但有人可以去

聆聽孩子們心裡的聲音、像家人們的老師與朋友，在互相的身上潛移默化學習，

相信大家都是會越來越好的，也逐步的認識自己，就像是在『第二個家』中成長

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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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踐心得 

一直以來對於非營利組織在教育面向上做得努力是我關注的焦點，可能多數

組織會對於偏鄉、弱勢的孩童提供很多樣化的幫助，例如課輔班、各式補助，很

特別的是，這次的社會實踐計畫我有機會進入非營利組織，且此組織是三峽在地

的非營利組織，為在地高關懷家庭的兒童提供一個適合他們的學習環境，那其實

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在地成為一個很多人重視的方向，以身邊觀察到的問題，用

實際行動做出可以改變的力量，記得社工老師說過一句話，「其實我之前也在世

界展望會工作，但在工作幾年之後，我開始去想，花了很多時間去關心在世界其

他地方的孩子，可是我卻忽略我身邊需要關懷的孩子們，所以我決定辭職，而投

身於書屋」。不管是執行長峻哥，或是在教學第一現場的老師與社工，近三年來

也投注很多心力，書屋內並非如體制內教育的教學方式，反倒提供一套多元的學

習方式讓孩子們透過自己的腳步學習。剛好我有這個機會，進入此場域裡實作及

學習，原先我所認知的教育方式與學習框架也被打破，現在更需要得是更多面向

的思考模式。在這次觀察分析裡我挑選了社會學中家庭與兩個面向作討論，這是

日常生活中非常貼近大家的生活，且也環環相扣，運用社會學的思考方式去探討

其中的先後影響原因，又將其連結到在地關懷與陪伴的行動，更可以去理解小草

書屋在三峽做的努力，理解來自不同家庭孩子們的生命故事，以及我在書屋裡的

學習歷程，都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日後我也在此組織中為三峽在地盡一份心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