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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則計畫  

服務孩子： 31 名          服務人次： 837 

 

土房子彝縷陽光書則計畫於 2021 年 3 月開始，陪伴山區孩子健康成長，鼓勵努力

學習；培養鄉村人才，走進農村。彝語裡的「書則」是很厲害、很優秀的意思，服務

點選擇在四川省涼山州美姑縣典補鄉小學。  

典補鄉小學的課程體系單一、硬體設施較好，學生的多元潛能未被開發。計畫包

括家訪、個別輔導、與同族大學生通信、主題活動、支教、成長營、遊學、發放獎學

金和社區調研等。  

此外，成立了圖書室，讓孩子聊天、閱讀，並訓練孩子自行管理。  

 

合作夥伴：彝縷陽光志願者團隊  

統籌人員﹕阿爾格古  

 

服務內容  

1 個案服務  跟進 31 名孩子的個案服務。  

2 一對一通信  為 31 名孩子配對在美姑縣外讀大學的彝族學生﹙多數是土房

子的助學生﹚，互通書信  

3 主題活動  每月 1 次開展不同主題的活動，以提高孩子的自信為出發點。  

4 家訪  目前已經家訪兩次，完成 31 名孩子的家訪記錄表，並評估家

庭經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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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遊學  每學期篩選 12 名孩子到不同的地方遊學，拓展視野。  

6 暑期成長營 /支教  20 名志願者安排 3 次支教活動，主題為五防教育及多元智慧課

程等。  

7 評定獎學金  每學期發放一次獎學金。根據孩子參加暑期活動的表現，以及

在校學習的情況評分，分四個等級發放。  

 

服務成效  

學校層面  1.  為學校提供教師資源，補充學校師資不足。  

2.  豐富學校課程體系，增加德智體美課程。  

3.  為學校連結資源，完善學校的基礎設施。  

學生層面  1.  學生增強自信，從羞澀、不敢說話到主動站台，並學會以藝術表

達情感。  

2. .  3 次支教活動加上 147 節課程，讓學生發現自己、接納自己並開始

發展多元智慧。  

3.  書則圖書室提升了學生的閱讀水準，他們更可在此體驗遊戲、和

朋輩交流。成立了圖書管理員隊伍，由學生自主管理，提高閱讀興

趣，同時增強歸屬感及責任感。  

志願者層面  1.  為 21 名大學生提供實踐服務社群的機會，當中的社工學生更能堅

定信念，為日後投身社工專業打好基礎。  

2.  山區生活體驗及服務，鍛煉青年人吃苦耐勞，提升生活能力。  

3.  大多數志願者是受助學生，從小艱苦的生活環境塑造的性格，通

過支教活動與山區學生的聯結中重整自我，理解過往的生活經歷，

建構對未來的期望。  

 



3 
 

書則計畫  

 

發展方向  

經過半年服務，書則計畫進行得愈來愈暢順。每月一次的駐點服務，可以緩解學

生在德智體美等多元課程的缺失，長遠來說，培訓固定的志願者團隊，與學生建立良

好及穩定的關係，增加持續服務的穩定性及陪伴學生的成效。  

發掘當地人力資源，節約成本，培訓當地志願者服務本區。瞭解現有社區的資源，

與書則計畫結合，推動人人公益的概念。  

 

服務概況  

2021 年 3 月  

土房子•彝縷陽光團隊進行前期活動準備  

線上交流﹕ 3 月 13 日，書則班的 22 名孩子第一次與 4 名志願者在線上會面，互相認

識。  

家訪﹕ 3 月 21 至 23 日，走訪涼山美姑縣典補鄉 25 名彝族孩子家庭，進一步了解孩子

的學習情況、家庭情況、個人發展及需求、家長及孩子的期望。  

 

走訪調查發現：  

家居及家庭結構  

孩子住在偏遠及生活條件較為落後之地，缺乏自來水，衛生情況差，亦缺少必要的生

活設施，如飯桌、洗澡間。雖然如此，孩子天真活潑、求知若渴，對團隊來訪，表現

驚訝與歡迎。這些孩子的家庭中，父親外出打工的比例佔 32%；有 20%為單親家庭；

父母在家務農，以養豬、種地為生的比例佔 48%。所有家庭都有 4 個或以上的孩子需

養育，家庭平均月收入 700 元。  

學習環境  

孩子缺乏一個安定、豐富、有趣的學習環境。  

1. .  25 個家庭中，父母雙文盲的比例是百分之百，沒有辦法輔導孩子的學習；  



4 
 

書則計畫  

2. 孩子缺乏課外書籍和書桌，學校沒有圖書室。  

3.  父母外出，家務繁重，留守孩子過早承擔家庭責任，常於放學後，丟下課業，外出

割豬草、放牛、挑水。此外，四年級的孩子，每天早上 6:30 便要起床，需走兩個

多小時才能到達學校；  

4.  學校課程安排單一，無任何課外活動。  

家長期望  

家長普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繼續學習、學有所成，將來貢獻家鄉。可他們也知道，

憑藉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有些父母都沒有走出過縣城。他們希望有人能夠願意伸

出援手，指引孩子。  

回應需求  

家訪確定了計劃的方向正確，從陪伴孩子成長的角度，運用獎學金、課業輔導、營會、

遊學、通信計畫等方式，回應孩子及其家庭的需求。  

 

2021 年 4 月  

每一個在大山深處生活過的孩子，望著四周重巒疊

嶂的大山，或許都會問：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我什麼時候能去看看﹖  

4 月 11 日，社工在美姑三啟村與孩子及家長見面、

介紹專案計畫。有的家長攜孩子走了兩個小時，十

多二十里路，期待與社工的這場會面。邀請孩子自

我介紹，他們雖表現害羞、拘謹，難為情，但都勇

敢的開口了。  

提到夢想，每個孩子目光都閃閃發光：我想當老

師、我想當醫生、我想成為一名卡車司機，跑遍祖

國山河…夢想遠大，孩子是造夢人；人世沉浮，大

山是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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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通信計畫，是彝縷陽光團隊成員和土房子在讀  

大學生跟書則孩子的聯繫，一學期互相通信 2 次，

期望大哥哥大姐姐的關懷及自身經歷，為孩子帶來

希望，走向大道。  

計畫將提供獎學金、遊學、成長營、通信計畫、學

業輔導，孩子最感興趣的是遊學和補課。遊學可以

去不同的地方看看，這些孩子幾乎都沒有去 過縣

城，更不提西昌、成都那麼遠的城市了；補課可以

提升成績外，還可以豐富自身的知識儲備。孩子父

母最關心獎學金，經濟助學是吸引他們的重點。  

老師的期盼  

與孩子及家長見面後，在 4 月 12 日，社工還到典

補鄉小學及基偉小學約見老師，進一步的瞭解學生

的在校情況。基偉學校的老師對參加計畫的幾名孩

子滿有期望，其中一名今年六年級畢業，第一目標

是考取涼山州民族中學。  

 

 

 

 

2021 年 5 月  

我是夢想家主題演講﹙ 5 月 19 日至 20 日﹚  

開始時鼓勵孩子主動上台演講，但無人回應，能夠

理解他們的顧慮，膽怯、害羞、怕講不好、別人的

嘲笑等。只能以點名方式，一個接一個上台。在他

們身後稍微推一把時，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女生，她念自己寫的演講稿，

她想幫助更多的人，想提升自己的潛能，去發現更

多生命的故事，讓世界多一點溫暖。  

 

 

 

演講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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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補鄉小學視頻  

主要介紹學校的地理位置及設備，以及書則孩子的

演講故事  

瞭解世界和認識中國﹙ 5 月 22 日﹚  

剛聽到這課題，孩子便問：地球是不是圓的？我們

在世界的那一端？中國會越來越強大嗎？等等。先

讓他們自行討論，不少孩子都能提出自己的觀點。 

告之實況時，孩子驚歎世界原來是這樣，知道自己

在世界這一端。  

 

放學路上  

 

2021 年 6 月    

書則圖書室啟用  

圖書室總面積約 80 平方米， 2 房一廳，除了圖書

角，也用來存放物資孩子及作為志願者服務時的臨

時居所。  

 

 

 

2021 年 7 月  

共舉行兩期支教服務  

第一期的主題是五防教育，有 5 名志願者參與。  

第二期的主題是興趣愛好和補習課業， 7 名名志願

者參與。  

五防教育以「抵制校園暴力，做一個品德優良的學

生」為主題，從不同角度探討校園暴力的形式和危

害，應對方法及建設和諧的校園生活。  

 

數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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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教導怎樣識別和防範拐騙、性騷擾、意外及災

害，以及遇到危險時的自救的方法。  

課堂點滴  

幾個月前的靦腆孩子，已能夠站在台上流利的講一

段故事，不管故事內容怎樣，只要有勇氣站上來就

是我們與孩子努力的成果。  

再次跟孩子觀看《益騎少年》，當中有句說話《你

從哪裡來﹖為什麼出現在這裡﹖將要去哪裡？》用

以激勵孩子更加勤奮學習。影片結束後，有 2 名孩

子主動分享感受，讓人欣喜又激動。其中一名孩子

說這是她第一次勇敢的舉手，表達想法，是志願者

給她勇氣。書則孩子已經比以前更優秀，更成熟，

更有想法。  

在授課和分享的過程中，雖然志願者不斷鼓勵孩子

努力學習，走出大山才是出路，但這片養育孩子的

土地，在這裡的父老鄉親亦需要他們，寄望孩子即

使走出大山，在有能力的時候，回饋養育他們的家

鄉，成為家鄉的建設者。  

社工及志願者既不是老師也不是長輩，我們只是孩

子的陪伴者，引路人。書則圖書室希望給孩子家的

感覺，溫馨又親切。期望孩子更多時候不是在聽志

願者講什麼，而是主動、勇敢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彝族是一個格外熱情的民族，傳統文化是有客來，

先敬酒，再殺豬宰羊。為了不讓孩子的家庭破費，

承擔更多經濟壓力；又想陪伴孩子走一段山路，與

他們聊天。每天放學後，志願者送孩子到家門口，

便快速返回。回來後，收到很多家長的來電，表達

對我們的感恩，令我們更有動力走更長的路。  

 

音樂課  

 

電影課  

 

體育課

 

繪畫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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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演講或者課後交流，總會選取語句，感謝父

母養育之恩。現在是豐收季節，放學後，摘花椒、

挖土豆、割豬草是孩子的日常生活。  

最後一節的分享會上，有志願者想起自己求學期間

參加成長營的種種經歷，互相扶持的喜悅，哭泣的

聲音和眼珠子裡的淚水不斷的打轉，也許這是一種

歸屬感吧 !  

課堂中，總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問「為什麼？」。就

是因為有那麼多的為什麼，才會有這群志願者相約

在這裡，陪伴更稚嫩的年輕人成長，這就是生命影

響生命的意義。  

課堂後續  

製作一部十分鐘的紀錄片，撰寫 17 名孩子的故事，

拍攝圖片 300 多張。  

家訪  

完成 31 名孩子的家庭評估，當中有幾家孩子的母

親需要重點關顧。  

 

放學途中  

 

 

 

2021 年 8 月  

七天的支教活動包括語文、數學、英語、美術、

體育及五防專題教育。  

活動點滴  

第一天見面，主要內容是自我介紹以及破冰遊戲，

讓志願者和孩子初步了解。  

美術課堂是志願者帶領大家繪畫各種小動物，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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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對藝術的興趣，也提高對動物的觀察能力。課

堂作業是繪畫《最喜歡的動物》，鼓勵大膽想像。 

在基礎語文課堂上帶領孩子分析詩歌《天上的街

市》，逐句分析，主要學習修辭手法，提高對於文

字的感知力。  

而在體育課中，各種遊戲拉近志願者和孩子的距

離，也是放鬆和娛樂時刻。  

英語課是孩子新接觸的一門課程，旨在提升興趣，

讓學生主動接納，繼而喜愛及學習英語。  

在「五防教育」的防拐賣專題課程中，孩子能夠學

習新知識，引發思考，一定程度上能夠內化於心，

外化於行。  

在防自然災害專題課程中講述幾種自然災害，重點

講解遇事時如何自救，利用圖文結合的方式，激發

孩子的興趣。  

在分享會上，原本羞澀靦腆的孩子敢於主動發言，

大家能夠較為積極的討論和表達，是一個很大的進

步。  

無論是對於志願者還是對於孩子們來說，本次支教

都是一次互相學習共同進步的過程。孩子感受到學

習的樂趣，提升學習的信心；同時引導孩子更加開

朗和積極，提升正向能力。而志願者也在經歷中得

到啟發。  

 

體育課  

五防教育  

不再靦腆的孩子  

 

 

核心志願者  

瓦西爾達、吉伍優男、吉木拉坡、潘呷呷莫、羅超、吉爾日聰、阿爾格古、吉爾說達、

阿爾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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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人  

潘呷呷莫、羅超、吉伍優男、建川小羅、申慶東、王婷、阿爾格古、潘衡光  

 

服務統計  

服務專案  主題  /  形式  次數  受惠人次  

支教（成長營）  五防教育課程、多元智慧課程、興趣科學  3  651  

家訪  閒聊、觀察、記錄  2  62  

小組活動  演講  2  62  

通信計畫  書信往來  2  62  

合計  9  837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