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年度職員感想  

 

小草﹙尕瑪草﹚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是一切都在變  

 

2011 年，與土房子結緣。  

害羞、稚嫩、自卑的我開始參加志願者活動，去彭州看望空巢老人、

留守兒童；參加汶川地震災後重建服務；和我的藏族朋友去甘孜州色達縣

支教；和我的彝族、苗族兄弟去我的家鄉迭部縣達拉小學送溫暖、獻愛心。  

參加每一次的志願者培訓，不敢缺席，因為我深知每一次的培訓都可

以更進一步的認識自己。  

2013 年，緣起雅安地震，開始 3 年災區生活。  

大學第四年，同學們忙著考研、考公務員、考事業單位。誰想 420 蘆

山地震﹖ 5 月份我向阿佬申請，便捲舖蓋去了蘆山，和同伴們在當地的學

校搭帳篷住下。  

到現在還清楚的記得，大夥一起去買日常用品，跟老闆砍好價後付了

錢，竟開了空車回到學校，打開後備箱看到空蕩蕩的才傻了眼；夜晚大雨，

早晨起床看見地上都是水，還有幾隻多腳的蟲子在那裡爬著；。晚上開會

遇到強餘震，大家「嘩」的一下，全部四散去，只有我已嚇傻，愣愣的站

在原地。回過神來，發現我們的師傅躲在樓底，驚嚇過後又引發的一陣爆

笑。  

在蘆山的每一天都很忙碌，早上去山上探訪長者；中午在學校裡陪伴

學生或者開展長者小組；晚上去社區或者學校播放露天電影；回到住的地

方大家開會分享，總結。第一年有時會去接收物資和發放物資，比如說給

村民們擋風的蓬（在震後房屋還沒重建的時候就特別需要）、給老人和小

朋友的暖冬物資，還有 因應山裡的需求給長者送的艾條和盒子（緩解風

濕）。  

第二年、第三年服務老人和兒童的時間越來越多，和他們十分熟悉了，

大家都親切地叫我小草。正是因為他們，我這顆小草從搬運一箱礦泉水就

摔壞膝蓋的樣子，變成了左拿右抱的大漢子。  



還依稀的記得臨走前，老爺爺老奶奶緊緊抓著我的手，我一一和他們

擁抱道別，本來要努力憋住的眼淚一股腦的流了出來。回去車上看著兩名

同事很開心的樣子，而我在一旁低頭默默擦著眼淚，不是說要好好道別嗎？

我心裡反問自己，並且深深為自己的專業性感到自責，不應該紅眼睛，應

該開心的 ··· · · · ·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點滴，3 年在雅安蘆山的生活對於我來說，是成長最

多，收穫最滿的。  

2016 年，四川志翔職業技術學校，與小夥伴的青春歲月。  

在大二的時候，幽默看世界文藝巡演到志翔學校，那是我第一次去志

翔學校，那時的學校在成都的西門。雅安災區服務結束後，自然而然我到

了志翔，和志翔的小夥伴開啟了我的青春歲月。  

志翔學校是屬於四川民政廳直屬的學校，也稱為四川民政幹部學校。

學生都是來自川內各個市縣福利院、貧困山區的孩子，孤兒、單親的較多，

包括藏族和彝族的少數民族學生，還有特殊教育的聾啞學生。學校有專門

的社工站，而我就是其中的女社工，小草姐姐。  

對於自己能否勝任這個工作，在剛開始的時候我是擔心的（在之前有

女孩割腕自殺未遂）。在前 3 年，都是與老人和兒童相處，但對於青少年，

心慌。沒辦法，只有惡補青少年社會工作的知識，拿著書，仔仔細細的勾

畫。  

這一年，每次和不同的女孩聊天，我都能在她們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聽她們講自己的故事，感受她們的感受，與她們一起訂立一些計畫，幫

助她們成長。我漸漸發現，這些孩子身上的另一種早熟，獨立的特質，過

去的經歷塑造了他們現在的價值觀。  

個案和小組是我在志翔學校常用的工作手法，興趣小組、學習小組、

手工小組、情緒管理小組、花樣年華青春期成長小組都是依據大家的需求

來開展的，這讓我們建立了較深厚的感情。小組中的成員在之後也會主動

找我聊天，說有關於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困惑，當然這是我最期待的，他

們可以信任我。  

我是藏族，所以在學校會比較容易和藏族的學生建立關係，因為我們

之間天然的聯繫。我是彝族人的妻子，所以也會很容易和彝族的孩子走到



一起，因為我們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漢族同學呢，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就可以了。  

到如今，我還依稀記得那個在學校和別的同學發生口角，晚上經常被

噩夢驚醒甚至自虐的藏族姑娘。我見到她的第一眼，和她的第一次談話，

就深深的戳到我的內心深處。這個在初中被同學欺淩的姑娘，現在還處於

當時的陰影中，典型的 PTSD 症狀。第一次和她會談，整整 2 個小時，送

她出了社工站，我已是滿身大汗，後背都濕透了。有了 3 次的會談後，她

再也沒主動找過我了，在學校偶爾碰到，她會主動和我打招呼，用四川方

言叫姐姐，還問我有沒有吃飯，這種感覺真好，真切的祝福她。   

佛說，人生唯一的目標就是愛別人和獲得知識。   

2017 年，與其說這幾年我做了什麼，不如說我得到了什麼。土房子給

予我自由的時間、自主的創造、寬廣的見識、心靈的觸動，讓我從自卑中

找到自信，讓我明白我是誰，讓我努力愛別人，讓我積極的獲得知識，給

予我無盡的心靈及精神財富，我發現我的信仰已經徹底融進了我的生活工

作中，我身體的每一處血液裡。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是一切都在變，土房子讓我變的更加從容，更加篤

定，更加有力。讓我看到一群擁有不同信仰的人一起做出同樣有愛有情的

事，播種善知識，分享愛與知識。當下，要做的便是堅守人生唯一的目標，

勇敢和慈悲的活著。  

感恩土房子、所有有緣人的饋贈。

-------------------- ------- -------------------- ------- -------------------- ------- ------------  

 

安琪  

 

你會飛嗎？  

我不會，因為我天生就沒有翅膀。  

2016 年 9 月以前的日子在土房子度過，花樣年華、助學、圓夢計畫、

成長營等專案的跟進，讓我有更多與孩子們分享、陪伴的機會，他們給我

許多的機會去認識自己、肯定自己，也給足了前進的動力和勇氣。同時也

多了團隊協作的機會，在這個過程中慢慢看到自己的短板，固執、自傲、



情緒，每日都一覽無餘，我努力調整，但免不了心焦，最讓我恐慌的是，

我看到了自己專業能力沒有任何提升的情況下仍然沾沾自喜、不思進取，

與其他機構的同事交流時更是充滿了優越感。  

這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我思量許久，最終決定轉換工作環境，但始終明白最根本的問題是在

自己身上，但也期望能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每日與同事一起工作、總結，能

在一個團隊中提升專業能力和技巧。  

“你會飛嗎？”這是某老師分享時用的一個主題，感觸良多，它會讓

我去審視自我的狀態和各種訴求。2016 年的後半年有更多的機會跟國內優

秀的社工交流，除了社工的態度也看到這個行業對工作能力、專業水準的

要求，所以自我加能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你會飛嗎？  

我不會，因為我沒有翅膀，但是我想飛！  

-------------------- ------- -------------------- ------- -------------------- ------- ------------  

 

金斌  

愛人如己  

一個人成長最好的蛻變，是對這世界的善意與柔軟，開始充斥內心。  

當我又一步邁出自己，開放自我防守的狀態，迎面陽光便滲透，在愛

與被愛之間，在學習愛人如己的聖途上，成長長成又成長。  

過往一年的記憶好像被深埋，零星瑣碎浮現。最深的覺知，最真實的

感動，源於他們在其中的成長，是傳承，是認可，是彼此的青春在迷途中

尋找到可以安放的出口。當我的力量得以天賜，當他們的生命願意受到影

響，我們之間的情感開始緊密，小童大義的成員們，努力為自己的生活喝

釆，一切的水到渠成，仿似社工價值理念更深層次的省思和內化。  

我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終將如何，但在這一年，不斷的放低自我，保持

謙卑，願意聆聽他人的生命，修行修心。這份信念的建構，當我心中開始

真正有愛時，不再如羊走迷途，不再偏行己路。慶幸，在生活的俗世浮華

間，能夠尋找到令自己內心堅定柔和的力量，拋卻這為什麼的無知，只是

去信仰，如何坦誠和謙遜，如何愛人如己。   



石本凱  

 

就個人而言，今年工作似乎跟去年一樣，沒有多少變化，但作為一名

駕駛員，安全知識依舊銘記於心，不敢怠慢，這是職責所在。  

就家庭而言，今年是關鍵的一年，從去年中旬購房開始，至今年三月

開始裝修，陸陸續續兩個多月，再加之晾曬三個月，有幸於八月底左右搬

入新家，算是穩定的開始。  

就土房子本身而言，這一年變化較大，由於有幾個核心同事陸續離開，

有朋友和我私下聊天時，也曾擔心土房子會不會就此解散？會不會有合適

的人加入？他們擔心在於他們對土房子的認可，對土房子萬一被解散的惋

惜。然而，這種擔心是多餘的，機構總會在合適的時候遇到合適的人選，

它在適應社會的變化，那麼必將不斷的注入新的血液，當然也包括新人的

加入和舊人的離開。  

最近，經常性輕度失眠，頭髮不知不覺的白了幾根，不知是想多了還

是在憂慮什麼，想著想著，做早飯的時間又到了……  

-------------------- ------- -------------------- ------- -------------------- ---- --- ------------  

 

拓萬博  

 

數位從 2016 變為 2017 年，短短的一年間就在我的得與失，選擇與放棄

間默默過去，給我留下的是點點斑斑的痕跡。一年，似乎很長，似乎也很

短；一年可以做很多事，也可以一事無成、一無所獲。  

一個甜美的微笑，可以化作美麗的彩虹，用七色光芒讓大地映出快樂

的影子。我們不是造物者，但我們擁有最神奇的力量；我們不是太陽，卻

能發出萬丈光芒；我們只是一滴露水，但只要發揮每個人小小的力量，我

們將會聚成浩瀚的海洋。或許是那收穫的顏色，乾爸打電話給我，告知自

己要去志翔獨立去開展活動，自己剩下的只有擔心，擔心自己做不好，擔

心自己出錯。  

在這一年，經歷了很多，擔心也慢慢減弱，從剛開始的害怕到最後獨

立，感覺這是一個漫長的改變。回想自己剛到學生班裡做活動，自己的聲



音都是顫抖的，經過一段時間的熟悉，就感覺自己有勇氣站在那裡面對服

務對象，也能體會到學生在觀察自己。  

自己感覺似乎每天都是在變化，在經歷中不斷成長，在成長中不斷學

習，在學習中不斷進步，讓我收穫頗多。在一學年的服務中，使我感受到

人生的價值所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要擺正位置，認准

角色定位，面對現實，一步一個腳印，並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將

人生目標遠景規劃，結合自身實際，一步一步努力去實現，將自己變成一

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體現出自己的價值所在。去服務轉變到被服務，自己

會有點喜悅。  

2016 年的結束，象徵著我一份問卷完美的填答，或許有點缺陷，但是

大體還算滿意。在這一學期在個人思維、問題思考方法，與為人處事等等

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在此之前我還是一個很內向的男孩，就是與他人

交流也有點害怕，但是出去做活動是碰到形形色色的人，使得我有更好的

鍛煉機會。  

這一年，一個人在外讀書，經歷很多自己第一次遇到的事兒，也只有

這樣才能夠成長的更快些。也十分感謝這個專業給我的機會、土房子這個

機構以及機構的家人、亦師亦父的乾爸、金斌哥和親愛的小夥伴們的支持

與陪伴，因為個人的成長離不開大家的支持。  

總之，這些服務經歷，使我實現了從學校到社會，從學生到社工志願

者的轉變，履行了志願服務，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和成績，鍛煉了上進拼搏、

吃苦耐勞的精神，更大程度的學會了如何去做好一件事。  

志願服務工作也成為我人生的一段重要經歷。但是在每次活動中總是

有許多疑問，也讓我反思很多，在每次活動之後的反思是重要的，每一個

人的成長離不開這些。  

-------------------- ------- -------------------- ------- --------------- ----- ------- ------------  

 

加主布哈  

 

七個月了。  

或者說，四年了。  



 加入這個大家庭，這座土房子。這是一次溫暖的成長，體驗。四年前，

我還是個高二學生，安琪姐到涼山民中找到了，並要去我家家訪，由於旅

途太遠，天晚，所以沒能到家。我們花了一天時間，互相瞭解。此後高中

兩年，土房子每學期都會來跟我們交流。  

七個月前，我進入土房子做兼職。  

在這七個月裡，我學會了很多，成長了很多 :  

1.  如何有系統的整理檔案。剛開始接觸土房子的工作時，我是茫然的，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然後就是開始對檔案進行掃描、分類整理，

這些看似簡單的事情，當我切身去做的時候，讓我更加明白細節的重

要性。  

2.  如何去做一個志願者。其實，到現在我也還沒能定義志願者這個名詞，

立志做願意完成的事的人？但是，這幾個月以來，通過不斷接觸志願

者，讓我明白這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事。我們一生立志並願意完成的

事那麼多，哪一件才是我們去堅持的呢？我會繼續思索這個問題！  

3.  提升自己，需要做什麼呢？我覺得首先是閱讀，其次是實踐。我喜歡

閱讀，會給自己定閱讀任務，有自己的閱讀書單，但是，實踐的太少！

自己的很多想法在人多的場合無法恰到好處表達，這是我的缺點，在

接下來的一年，我會更多的做這方面的實踐，嘗試，努力。  

 4.  公益人。我越來越喜歡這個家，不僅僅是它帶給我的溫暖，或者給我

的成長的機會，我想，更多的是一種情懷，這是天生的，這是天賦？

這是情結！  

最後，真的想再次感謝土房子，我會用行動表現你的理念；感謝阿佬，

亦師亦友亦父的恩情，永銘記於心！  

-------------------- ------- -------------------- ------- -------------- ------ ------- ----------  

 

龐志成  

 

細閱各同事的年度感想，感受至深的是原來土房子真的陪伴了一些孩

子的成長，在他們的生活軌跡中栽培了一朵朵溫情的花。  

而我，總結的不只是一年。過去三百六十五天，除了恆常的培訓和督



導工作，在電腦前最大的動作是整理了三本書：緣來土房子、幸運兒二、

相伴十年‧金堂兒童之家。  

這三本書，涵蓋了土房子在川內的服務軌跡，我是當事人，感觸之情

特別多、也特別豐沛。  

借用這三本書的序言，作為這年度的總結，也甚合適，與大家共享：  

 

緣來土房子序言–感謝  

歲月充滿了奇蹟，只要抱著希望，用心感受一切的得與失，莫強求，

一切自會靜好。  

構思這本土房子十年的扶貧歷程，太多想跟同路人分享的片段，希望

能完完整整的向所有關心、支持及協助土房子成長的朋友報告之餘，也告

訴大家，阿佬並沒有辜負你們的錯爰。  

十多年來，一直堅持走在山區的泥路上，陪伴一些孩子成才。  

這份榮譽，屬於土房子的每一位義工，曾經在某個時刻和我們同路的

朋友，還有很多在背後默不作聲的無名英雄。  

種種愛心的緣份，締結一個個愛心的傳奇，至少可以在這個風雨飄搖

的年代，多一些溫馨和觸動。  

圓滿，是這個階段追求的狀態。  

上星期，跟一個十年未見的朋友重逢，他可以說是我在四川服務的起

步點。  

十多年前，在四川開辦孤兒院初期，透過另一記者的介紹，認識了這

位失去雙臂的年青人。他以堅強和意志完成了大學社會工作課程，也讓我

認識了四川的第一批社會工作學生。  

耳濡目染之間，到今天，他們一直是土房子的合作夥伴，共同努力為

弱勢社群服務。  

當下，重逢之時，圓滿的感覺尤甚充沛，特別是在這本小書完成之時。  

扶貧服務，山區生活，每天都在學習。  

窺見天地的大美，感受生命的真與美善。  

用心的傾聽，每個掙扎求存的故事背後展現的人性光輝。  

全心的領悟，每段生離死別的情景中隱藏的生活智慧。  



到底，還是要感謝，蒼天錯愛，能讓我們活在愛中。  

感謝所有曾經與土房子相遇的靈魂身軀，包括在未來歲月中，會在遙

遠山區的土路中踫上的您。  

祝福一切。  

                           2016 年 6 月     四川省涼山州西昌市  

 

幸運兒之二序言–我的幸運在這裡  

花了接近一年的時間收集和整理幸運兒之二的文稿，感謝孩子們傾心

吐意的分享和眾多香港朋友的激情響應。  

三年前，幸運兒之一出版後，得到大家的認可。  

欣慰的是，當中不少孩子已學有所成，有些更積極參與扶貧教育的工

作。  

薪火相傳，延續仁愛的舉動。  

於我而言，也由孩子們的乾爸成為某些初生嬰兒的乾爺爺。  

照照鏡子，還是一張娃娃臉，竟可抱著孫兒合照，也是幸運兒。  

每次翻閱孩子們的文稿，一幕幕從陌生到熟悉、由試探到交心的情景

浮現。  

頗動情的，有時會被回憶的情節感動得眼泛淚光，因此只能在獨處時

盡情釋放。  

我不斷學習，如何在與孩子們相處的過程中，好好飾演亦師亦友亦父

的角色。  

我不願意嘮嘮叨叨、囉囉嗦嗦整天在孩子面前曉以大義，更抗拒那些

自以為是人生有道理。  

年輕時，我是撇撇脫脫的一個野孩子。  

鄙視成年人世界的必然價值取向，不要告訴我人生路應該怎樣走、怎

樣過？  

我有我的江湖，有屬於我的迷霧和困惑。  

如今，這個極具個性的「我」，早已落回凡間，與一群苦難中成長的孩

子一起平靜的生活。也早就過了悲天憫人的時候，更多的領悟是在清茶淡

飯中的低吟淺唱。  



孩子們喜歡聽我說年輕的故事，他們常常認為有種同病相憐的親切感，

也許這也是大家經常心有靈犀的切合點。  

誰不在年輕時曾經強說哀愁，某些生活的困境會被嚴苛化，完全漠視

夜空中那顆最亮的星星。經歷過，便需要學習弱化它，然後再靜化它。如

果在歷盡風霜後，會散發出一種如寒梅傲立雪中的撲鼻清香，再加上一點

風雨不懼、處變不驚的大將之風，則更是大家的驕傲。  

我喜歡為孩子弄菜，窩在廚房大半天，將瑣瑣碎碎的食材東拼西湊，

組合出不同色香味的佳餚，然後與孩子們圍坐享用，齒頰留香與回味無窮

之間，如生活的起起落落，愜意的感受，也是生活的至福。  

正如人生，經過狂風暴雨後，有一處安躺的角落，休養生息。  

如今，我的幸運在那裡？  

面對世情，看得透、放得開、且自在。  

如今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廚房，有一群坦坦蕩蕩的孩子。  

我的幸運在這裡！  

孩子們，你們的幸運，又在哪裡？  

 

                        2016 年 10 月 20 日     廣東省潮州市  

 

十年相伴‧青年會土房子金堂兒童之家  

序言–借來的福份  

金堂縣給我的第一印象應該是秋熟的柚子。  

兒童之家成立前的家訪工作，在丘陵地帶中蜿蜒行走，一路飄送的就

是那種柚子清香的味道。  

金堂兒童之家成立首年，我就跟十多名孩子暫居在小學旁邊的一幢兩

層的農民房，這窄窄的空間最讓人珍惜的，就是院子中央的那棵柚子樹。 

定居下來之後，常常跟孩子們到處尋找好風景，適合在午後陽光下躺

下來的草坡，隱身在叢林之間的荷花池，盛放時極其囂張的金色油菜花田，

鄉土的甜美隨季節交替走過十個春夏秋冬。  

這些味道的流傳是文字記載的最難處，也像這一回奉命要書寫金堂兒

童之家的歷史一樣。  



雖說我是發起人之一，但過去三千多個日子當中，真真正正陪伴孩子

們成長的是青年會的同事，跟孩子們一起生活的老師們。他們的付出才更

值得記錄，我就像只是偶然經過的一陣風，能給孩子們短暫相聚時的溫暖

和快樂。而真正見證成長，日日夜夜守護著孩子們的溫飽和身體健康，不

時要承受著孩子們情緒波動時的不友善言辭，甚至叛逆行為出現時仍孜孜

不倦，苦口婆心的勸導，是他們。  

視如己出，可能有點誇大言辭。但身為父母的都能身同感受，要培養

一名孩子自立，其中的心血難以盡言，而這十年間，兒童之家陪伴了七十

多個年輕生命的成長呀！  

誠言，能凝聚這麼多愛心的力量，最核心的還是孩子們的成長故事。  

所以，最權威的記錄者應該是孩子們自己。  

去年十周年紀念活動，很多離家的孩子，能回來的都回來了。  

年青人肯定各有心思，青春期在兒童之家的風風雨雨也許尚未有足夠

的沉澱和靜化，但至少他們認同在兒童之家的生活是其成長的一部分，是

在不太完美的童年中一點一滴的悲歡喜樂回憶。  

我常常跟孩子們聊天，貧窮不是我們的錯，不應該成為我們心理的重

擔，更不應該以此為藉口，阻礙我們將上下而求索的步伐。  

孤兒，這麼敏感的一個詞語，可以引發無限量的愛憐，也會耽擱一些

孩子的正常成長。最關鍵的是能夠自求多福，孩子們，可以像油菜花盛放

時的張揚，但也要學懂如何在世間散發柚子般的清香。  

這麼多年，不時有人問，撫養孩子這些年，究竟你對他們有什麼期望？  

如果是普通社交場合的聊天，我可能說為孩子留一個快樂的童年，讓

他們學懂珍惜和感恩。  

又如果是一次深情對話，我會說期望孩子做一個善良和誠實的人。  

更具意義的是，如果孩子們親口問我：「老爸，其實你想我們成為一個

怎樣的人？」  

我的答案是：「你們要成為一個比我更優秀的人。」  

備註：優秀的意思是雖然是個子不高，外貌普通，性格有點孤僻，有

時缺乏自信，但在需要抉擇的時候，會有足夠勇氣迎上前去。  

最近有個孩子結婚了。  



兩年沒有跟他聯繫，正確點，是他不敢打電話給我，原因是兩年前我

把他趕出家門。  

只是那些青春期孩子的壞習性，愛上了賭博。  

兩年後，忽然想起了他，電話中第一句話：「還賭嗎？」  

「沒有了，老爸！」  

「現在什麼地方工作，……，……，……」  

「……，……，…… !」  

「老爸，我要結婚了，結了婚就長大了！」  

「好！」  

「老爸，過幾年你退休，跟我住，我養你！」  

「好！」  

這麼忽然的一個電話，是讓我學懂寬恕的一次合格作業。  

其實，也是每個為人父母最堅持的守候。  

孩子們，大門常為你開，因為，這是家，不是一個孤兒院。  

我是金堂兒童之家的創辦之一，阿佬。  

孩子們的故事，由他們來述說。  

珍惜眼前人，祝好。  

                                2017 年 1 月 30 日     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