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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連馨，感懷滿心

  本會附設慈馨少年家園經歷三年多的籌備，終於在9月3日向台中市政府完成

立案，並在11月27日舉行落成典禮。感謝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的長官、社區的好

厝邊、慈馨的護持大德與蓮友，冒著濛濛細雨，從全台各地專程蒞臨，共襄盛

舉。

  典禮由金聲國術團的雙獅獻瑞拉開序幕，續由台中蓮社樂育國樂團以美妙樂

音與慈馨家的小小孩合唱團的天籟相繼演出，讓整個會場充滿祥和與喜悅。本

會也特別製作了「家的故事」短片，讓與會貴賓分享慈馨家的感動。典禮的主

持與家園的參觀導覽，全由慈馨家的孩子與夥伴共同擔任，孩子們的負責態度

與傑出表現，獲得貴賓們高度的肯定。在大家的道賀與祝福下，讓典禮非常莊

嚴圓滿！

  這場典禮，讓我們感懷滿心！因為有您們的參與及見證，讓落成典禮順利圓

滿，也給予擔任服務人員、表演、主持的孩子，最大的肯定，讓慈馨家人倍感

溫暖。未來，在陪伴孩子的路上，願我們繼續一起努力，支持這些失依的少年，

有能力開創未來的人生！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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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金聲武道館之祥獅獻瑞

樂育國樂團之演奏

看到孩子的演出，令人感動落成當天可說是座無虛席

啟剪紅絲天運開，滿堂喜氣自天來！ 少年家園歷史性的一刻-啟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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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徐醒民

慈馨少年家園落成典禮致詞董事長的話

新年賀詞

  郭董事長、廖主任、市政府社會局陳副

局長、玄奘大學張教務長、各位貴賓：

  慈馨少年家園，今日舉行落成典禮。後

學  醒民應邀來此說幾句賀詞，甚感榮幸。

  論語記載：孔夫子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禮記禮運大同篇亦記載：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

有所用，幼有所長。慈馨少年家園，取慈

馨二字，意義深長。中華文化固有稱呼，

母親為慈母，母親面貌稱慈顏。馨者，溫

香之氣，此氣出於道德，非出於黍稷之物；

是以書經君陳篇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明德之馨，猶如母親之心，慈愛兒女，使

其在此家園成長，有福有慧。正如至聖先

師孔夫子所說：幼有所長，少者懷之。恭

祝董事長、主任、各位貴賓平安多福。

民國一百又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大德：

  在此蘆白楓丹、橙黃橘綠時節，慈馨少

年家園與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落成了！回

想十二年前，慈光育幼院解散時，看著夥

伴們含淚諄諄囑咐著一個個被送走的孩子，

我們心裡默默的承諾，一定要再還給孩子

一個家。三年後，慈馨兒少之家在您們的

護持與祝福中成立了，我們還給孩子一個

更安全與溫馨的家，有幾位孩子也從寄養

家庭回來團圓，生命的再次交融，讓我們

感動不已！也讓我們更加珍惜這份因緣，

用慈愛的精神與專業的教養，去陪伴這些

身心受創、失去依怙的小生命。

  隨著歲月遷流，孩子一天天的長大，我

們看到少年的未來，需要有一副堅強的翅

膀和一顆強壯的心，才能展翅高飛。所以

我們籌畫營造一個可以讓少年學習自立生

活，培養獨立自主的家園；然而在經濟不

景氣、建築經費非常窘迫下，如何籌措巨

額的建設經費讓我們躊躇。但是看著孩子

的快速成長，很快地他們即將獨力面對社

會的現實和考驗，沒有時間讓我們再等待，

所以三年前我們毅然決定動工興建。承蒙

各位蓮友、大德的愛心支持與協助，慈馨

少年家園終於完成；同時我們也在這棟大

樓成立社區心理諮商所，可以提供社區兒

少與家庭的諮商、會談服務，促進親子關

係與家庭和諧。

  一路走來，是您們的關愛與支持，鼓勵

我們超越困難、在陪伴孩子的歷程中勇敢

邁進。孩子的進步與成長，乃至他們失功

能的家庭與多舛的命運得以翻轉，是我們

共同的信願和一起努力的目標。這是一條

漫長而不容易的路，感恩您一直和我們同

在。

  新的一年，敬祝  大德闔家

安康吉祥

光壽無量                                                 

                  郭秀銘鞠躬

董事長 郭秀銘

少年家園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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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長 吳碧霞 教育長 吳碧霞

  「顧兒無依，誓為怙恃。」此幼幼之悲

願也。肇始於  雪公及四十年代蓮友所創

立之慈光育幼院，而紹繼乎郭董事長秀銘

所領慈光、慈馨之工作團隊。無前無後，

不論東南。

  初承  雪公慈誨：「莫將豬養，須當教

育。」慈光同仁為親為師，養之教之；迨

迫遷流離，起死回生，承不異之悲願，組

學習之團隊，溫養提攜，更勝往昔。修德

立品，固教之所宗，此則慈馨兒少之家所

奠之根基也。

  而諸兒漸長，小大作息漸異，身心所需，

亦復不同，乃秉與時俱進之理念，另建少

年家園，期於培成能思能辨，獨立自主之

人才，融入社會而回饋於社會，則昔日所

謂減輕社會成本，今日進階於參與社會建

設矣！

  大凡悲願所發，必隨善緣。張教授貴傑

於顛躓困惑時，引領方向，培訓輔育人才；

詹主任前柏、廖主任慧雯，一肩承擔，踵

繼舊業，勞心勞力，皆迄今未歇。而諸同

仁，坐鎮前哨，以生命相伴，精進專業，

行無緣之仁，真慈馨鎮家之寶。而台中市

佛教蓮社眾多蓮友之鼎力護持，社會大眾

之無私輸捐，黃建築師義宏之義務設計，

劉總經理俊弘領導建銘營造之隨喜施作，

皆硬體建築之所由成。因緣具足，其斯之

謂歟！

  短巷橫街，車馬不喧，願衣食無虞，絃

誦不輟；更願天下兒少，皆得鞠育，慈光

馨香，普照普薰。爰記所知，以窺緣起不

滅之實。記成，從而歌焉：

 

    燈火萬家明滅中

    兩慈一體大悲同

    芳型早向給孤學

    遺憾終將歸淨空

  「顧惜孩子沒有依靠，發誓替代他的父

母」（無父稱失怙，無母稱失恃。怙、恃

皆有依靠義），這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悲願。開始於  雪公，以及四十年代蓮

友所創立的慈光育幼院，而接續於郭董事

長秀銘所領導的慈光、慈馨工作團隊。這

悲願的本質，沒有時間的前後，也沒有空

間的東區、南區之分。（慈光在台中市南

區，慈馨在東區）

  初接慈光育幼院，  雪公曾交代：「不

要把孩子當豬養，要好好教育！」慈光同

仁於是謹遵訓誨，作孩子的父母，也作孩

子的老師，盡心教養。到後來被迫遷離原

址，流離失所，卻也絕處再生，奮起曾發

的誓願，組織了學習的團隊，共創慈馨兒

少之家—對孩子的溫養提攜，更勝於往昔。

而修德立品，本來就是教育的根苗，這根

苗也就在慈馨兒少之家奠下了基礎。

  但是孩子漸漸長大了，小小孩與大小孩

作息漸漸不一樣了，身心各方面的需求也

隨年齡層產生很大的變化。於是慈馨團隊

本著「與時俱進」的理念，共同籌畫建造「

少年家園」，希望經由不一樣的軟、硬體，

培養長大的孩子，成為能思能辨、獨立自

主的人才，將來融入社會，可以回饋於社

會，有別於前階段「減輕社會成本」的願

景，而進階於「參與社會建設」的目標。

  大抵說來，只要發了悲願，一定有善緣

相隨。在處境困頓迷惑的時候，有張教授

貴傑引領了正確弘大的方向，並介紹許多

朋友，一起前來培訓輔導教養的人才；詹

主任前柏、廖主任慧雯，一肩承擔，接續

之前  雪公所創的幼幼事業，勞心勞力，

倍極艱辛。他們三人到現在一直都沒歇息！

而其他執事同仁，站到第一線，用生命來

陪伴孩子，並精進於他們的專業，實踐無

緣之仁，真可謂慈馨的鎮家之寶！此外，

台中市佛教蓮社眾多蓮友的鼎力護持，社

會大眾無私的樂捐，黃建築師義宏的義務

設計，劉總經理俊宏所領導的建銘營造，

也隨喜大家的功德，用心施作，諸多善緣，

圓滿成就了眼前這棟建築。這就是所謂的「

因緣具足」吧！

  在小小的街巷裡，少有人車喧鬧，很是

安靜。希望孩子們衣食不缺，而絃歌不斷，

書聲琅琅，教化得以時習！更願慈光普照，

馨香普薰，天下兒少，都得到撫養教育！

於是記下所經歷的一切，以窺見「緣起不

滅」的事實。記成，接著詠歌之：

  萬家燈火有明有滅，就如孩子有的得到

照顧，有的失去倚仗！從過去的慈光，到

現在的慈馨，幼幼的悲願同體，精神一脈

相承。這好樣兒在佛陀時代的給孤獨長者

早已示現。假如天下有所謂的遺憾，也將

因有心人的補闕而還諸天地！緣起似有，

卻為而不有，畢竟真理是清淨空寂的。

慈馨少年家園緣起 「慈馨少年家園緣起」語譯

少年家園專題 少年家園專題



  在上一期的文章中，我們提到當孩子想

要與另一半分手前，家長可先協助孩子進

行自我整理，包含透過同理孩子的心情，

幫忙孩子釐清想要分手的想法，以及引導

孩子反思這段感情，不論是失敗的、錯誤

的，都有值得從中學習的收穫。

  當孩子經過沈澱與整理，並清楚自己何

以決定要分手的理由後，便進入與對方「

說分手」的階段，此時身為家長的您，可

以依循下列4個W，陪伴孩子好好說分手：

1. How～如何「說」分手？

真誠與感謝的心

  用真誠的態度，以及感謝對方曾經陪伴

自己走過一段人生路程的心境，好好告別。

在「說」分手時，應該清楚說明覺得不適

合在一起的理由，並盡量以感謝的語言，

取代批評、否定或人身攻擊等負向語言，

可以這樣說：「我要和你分手，因為…（

真實的原因），但我也想要謝謝你，讓我

擁有這段回憶」，絕對不可採取容易激怒

對方的言語。

事前演練

  先根據自己對另一方的了解，例如個性

及脾氣，思考對方可能會有的反應，揣測

對方較能接受的方式，進而演練自己可以

如何「說」，此外，也可以將想說的話，

寫在小紙條上，避免當下沒有完整地表達

自己想說的話。

2. Where～在哪裡說分手？

公共場所面對面說分手

  提分手時，最好選擇以當面和對方說清

楚的方式，因為透過電話、書信或傳送電

子訊息，不僅很難讓對方清楚明白您想要

分手的原因，也容易造成對方心有不甘，

而讓分手變得更加麻煩。需要特別注意的

是，提分手的地點最好選擇明亮、周圍多

人，又不會過於受干擾的公共場合，例如

速食店、咖啡廳等，避免兩人單獨的地點，

例如家裡房間、人煙稀少的風景區等，降

低分手暴力的風險。

3. When～何時說分手？

分手時機盡量為白天

  研究顯示人們在夜晚有較多衝動性的情

緒，且犯罪率也總是比白天來得高，因此，

為了避免提分手時，對方有情緒失控的狀

況，最好選擇白天作為提分手的時機。倘

若談分手的過程中，衝突不斷升高，雙方

很難繼續對談，或是對方因為難以接受，

出現憤怒、激動等失控的情緒，可以選擇

先暫停，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另外找時間

再談，不一定要急著立刻有分手的結果。

4. Who～誰知道你將要分手？

務必讓親朋好友知道

  在準備好要和對方提分手時，記得務必

要讓身邊的親人或好友知道，包含確切的

時間和地點，不一定要請他們陪同，但可

以和他們約定，在說好的時間，打電話來

關心，萬一遇到危險，便能立刻前往協助。

若擔心對方有情緒失控的可能性，一定要

請朋友或長輩陪同，保護自己的安全。

教孩子：分手的藝術（下）

諮商心理師 賴憶鋅

性 別 教 育 專 欄 彩 虹 信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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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後的自我療癒】 
  愛情，就像無止盡的故事，分手之後，會歷經一段情緒不穩期，無論是什麼理由分手，

心都痛。此時迷惘或不知如何前進，不仿藉由旅行、觀賞影片、閱讀或聆聽歌曲，讓心靈

有所療癒。然後，謝謝過去，讓我們有更好的自己、長養出更好的模樣！

  作家微微所著「分手，沒有想像中的痛」一書中，提到：

「愛情，就像一場旅行。每談一次戀愛，就會感受不同的旅行所帶來的戀愛風景。在旅行

途中不可能永遠都有伴，偶有的空窗其實是接替你展開下一段旅程的過渡期。」

  歌手梁靜茹的「看海計畫」一曲中，唱到：

「現在的你還好吧？謝謝你陪我走過那一段。」

「儘管還會回想，可是失望也讓我成長，多轉一個彎，說不定另有風光。」

「儘管難免遺憾，可是這樣也讓我成長，下一個港灣，說不定就有陽光。」

  電影「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中，主角Liz 和智慧老人 Ketut 有這樣一段對話：

Liz：「But I love him. 但我愛他。」

Ketut：「So love him. 那就愛他吧。」

Liz：「But I miss him. 但我好想他。」

Ketut：「So miss him. Send him some love and light every time you think about him, then drop 
it. 那就想他吧，在每次想到他的時候，傳送給他一點愛和指引，然後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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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

  開啟一段關於家的反思與對話的旅程

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從民國四十九年開始慈光育幼院的故事，

直到九十六年寫下慈馨兒少之家；家的故

事持續的被創造著，而愛豐厚在每一次的

變化裡，家因此更加茁壯。  

  今年，寫下了家庭延續的故事，從慈光

基金會成長為三個單位：慈馨兒少之家、

慈馨少年家園、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在

面對這樣的變化與創造的過程，我們很幸

運地邀請到後現代-敘事治療大師 吳熙琄

老師，帶領組織同仁一同面對變化。熙琄

老師說：「這是一個家，家難免會很忙，

但忙碌中大家還是會關心彼此，這個家就

還是家。後現代有個非常好的理念叫『反

思reflection』，所以老師邀請大家，透過

繪畫來開啟對話，透過每個人所繪製的「

家的圖像」，分享彼此對於家的未來藍圖。

  於是，在圖畫裡，慈馨同仁開始進行自

我對話與反思；並在圖畫裡，開啟對話的

空間，展開一場心和心的交流；一段反思

的對話之旅。現在讓我們一同來見證，這

段旅程和這個家茁壯的故事。

....................................

                       

少年家園／廖慧雯主任

  現在是持續締造歷史的階段，我們彼此

會有許多的交會和碰撞，但我們目標很明

確，圖畫中有很多顏色的線條、粗線、細

線交會著，像是在過程中的碰撞，這些都

很寶貴，因為我們知道目標在哪裡；而圖

畫中也有彩虹，像是我相信孩子和大人都

有無限的可能，也象徵這些孩子值得被陪

伴和被期待，相信～未來我們回過頭看這

階段，一定會謝謝此時此刻的自己。

....................................

 

基金會行政組／李冠葦組長

  組織像是這塊土壤厚實的大地，穩固的

根基孕育出許多奇特的植物們，這些奇形

怪狀的植物身上，都各自有紅點點、黃點

點、紫點點、藍點點等，代表它們會產出

不同的產物，而我想像我們以後一定也會

長得各有特色，長出屬於自己的樣子。雖

然這些植物都長得不一樣，但它們的根卻

相連著，也會開花結果，所以本質上我們

都在同一片土地上，即使天有不測風雲，

我們依舊會互相支持、分享，也一起成長。           

....................................

                       

基金會社會資源組／廖振杉組長                                      

  慈馨是「以個案為中心的家庭經營服務模

式」，就像是傳統的三合院，大家每天在

各自的空間努力，雖然沒辦法隨時知道對

方發生什麼事情或正在做些什麼，但當有

聚會的時候，我們仍然會彼此關心，有情

感的流動，彼此需要幫忙時候是會互相協

助，舉例來說，慈光基金會等同於三合院

的正廳，長輩們會在正廳裡商量許多事，就

像基金會在面臨重要事件時，需倚靠主管

團隊及團隊的夥伴共同討論；在正廳左右

兩排的房子是兒少之家和少年家園，少年

家園旁邊的則是社區諮商所，它在外圍做

為協助和陪伴兒少之家和少年家園的角色。

....................................

兒少之家教保組／王姿斐保育督導                                                

  中間有一個核心，圍繞著的是三個單位，

彼此手牽著手的建築物，每一棟建築物都

有它們各自的任務，在各自獨立的過程中，

可能會面臨許多事情或困難，但我們都會

回到核心，共同討論與思考如何去處理、

面對、解決，舉例兒少之家也許會有些事

情想找少年家園、找諮商所討論，大家總

是會一起交流；外面呈現的風平浪靜，則

是我覺得無論發生甚麼事，因為有大家的

一起，所以過程都會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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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家園教保組／林品亨資深生輔員      

  想到機構我就想到許多圓圈，主管就像

是天公和地母一樣滋養我們、關照我們，

而社工員／心輔員、保育員／生輔員和總

務就如同鐵三角般的圍著我們照顧的孩子，

我們的目標都是一致的，而每一個圓都代

表我們共同的理念，我們每個人在這裡的

功能性與生活的頻率都會相互影響。

....................................

                       

 

兒少之家教保組／賴憶鋅諮商心理師

  組織就像是大海中相連的三艘船隻，雖

然我們沒有敵人，不會遭遇攻擊，但依然

會有遇到困難，需要彼此幫忙的時候，像

是船隻在黑夜裡逢暴風雨那般，船員透過

相連的梯子，來來回回地在三艘船間走動，

互相支援和幫忙。這三艘船有一致的航行

方向，朝著同一個散發光芒的目標前進，

也許我們現在還不能將那目標看得清楚，

但我們都知道，我們會一起往那裡去。

  對話過程中，家的圖像慢慢的被團隊勾

勒出來，原先的擔心、不安、未知似乎也

在對話裡，重新被解構，轉化為前進的動

能，陪伴團隊的每一位夥伴。結束的時候，

老師這麼說著：「透過大人的整理與反思，

可以讓孩子們看到在慈馨家會有很多變化，

就像人生也會遇到許多變化，但大家都學

習反思，願意為變化做努力，對孩子來講

也是一種生命教育。」

  屬於慈馨的「家的故事」持續被寫著，

而這個家的愛與精神，也將持續的被傳遞。

感謝熙琄老師的陪伴，及一路上守護著慈

馨這個大家庭的朋友們，家才能有今日茁

壯的模樣。

  志工宇涵老師、鈺欣老師與慈馨的相遇，

是從大學二年級開始，社工系的她們在這

樣青春花樣的時候，選擇提早投入助人的

工作裡。透過志工服務過程，累積生命的

經驗，並整理生命的歷程與價值。

  剛來到慈馨時，兩位老師還有些許的羞

澀與不安，透過認識機構、職前訓練與志

工訓練開始投入。服務過程中兩位老師每

週五從東海大學騎車前來慈馨，不畏風雨

只希望每週一次能夠前來陪伴孩子課業。

在服務過程中，也會不斷地調整自己，並

與機構老師討論，詢問陪伴技巧。在一次

又一次課輔時戰經驗裡，累積學習的能量，

並豐厚生命的故事，現在讓我們一起來見

證，兩位學生蛻變為老師的歷程。

《東海大學社工系 鄭宇涵》

  從大學二年級開始進行課業輔導，現在

已經大三了，而我分別帶了兩位小兄弟，

他們各自獨特的地方，可愛也好、調皮也

好，我們都因為一次又一次的課輔，彼此

熟悉。從第一次見面的互相試探，到現在

好像比較熟悉彼此，但也還是需要不斷磨合。

  每當我們有小誤會或互不相讓的時候，

我會學習和孩子溝通，而慈馨的老師也都

會協助我們對話，在一次又一次的溝通中，

我們的關係越變越親密。原來，放下對孩

子的成見，了解行為或話語背後的原因是

很重要的!終於讓我找到方法陪伴孩子，

也發現孩子對我更信任，讓現在的課業輔

導進行得更加順利。

  在看似簡單的課輔，但每次課輔時，接

受孩子頑皮的轟炸後，身體是疲憊的，但

心裡總有滿滿的收獲，對於該次課輔的檢

討或孩子溫暖的行為也好，也對於自己在

課輔中滿滿長養的自信。我喜歡課輔結束

後，騎車回家的那段路上，邊騎車邊思考，

這些發現讓我能夠繼續帶著力量前進。很

謝謝慈馨能讓我有這麼直接學習的機會！

《東海大學社工系 吳鈺欣》

  還記得剛來到這裡時，那份忐忑不安的

心情，想著孩子會是什麼樣子？而究竟自

己能不能勝任課輔志工？讓我既期待又興奮。

  而現在，回首從大二下以來的日子，讓

我學到不少東西。雖然說我是課輔志工，

來協助孩子課輔，教導孩子功課。但其實

並不是我教了小慧甚麼，而是小慧教我學

習到許多東西。像是，學習陪伴孩子、學

習怎麼與孩子的相處，或是努力成為她口

中的老師與榜樣，這些都讓我更精進自己，

促使我繼續前進。

  雖然過程中難免遇到許多困難或讓人產

生無力感的事，但也會發生讓人開心或是

感動的事。不論發生了什麼，這些都成為

我繼續下去的動力，期待自己能夠與不同

的人，交織出豐厚的生命經歷。

編輯小組

志　工　園　地

在學
校之外的

學習場域：

透過
志願服務～豐厚學習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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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其實也是一種力量，讓我們擁有面對的勇氣

  雖然有許多的不安與擔心，但孩子們還是勇敢的踏上獨立自主的旅程。第一天，就

有組別把整組的任務袋、錢袋忘在國光客運上。Running Taipei組長阿勳說：「

把錢掉在國光客運上，一開始非常緊張，要處理掉錢這件事情，還要面對組員

，當下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感謝組員們一起幫忙，大家先拿出自己手邊的零用錢

；我也勇敢的去詢問國光客運的叔叔，最後把任務袋和錢袋找回來。」透過實

際的生活經驗，讓孩子們真實的在狀況裡學習，並長養面對的勇氣。

完成學習單，我們要快樂玩樂認真

學習

留下合影，見證這趟冒險的自主旅程

【服務學習：從自立，走向利他的態度，學習服務。】

全新的經驗，像漂泊在汪洋的船，握緊船舵，才能找到方向

  孩子們養成了獨立自主的能力，接著要開始培養利他的精神，幫助並回饋社會。於

是今年，我們帶著孩子前往台中市和平區三叉坑部落進行服務，並由孩子們負責規劃

三天兩夜的營隊活動，讓部落學童有不一樣的學習與驚喜。孩子們分為「總召、副總

召、活動組、器材組、生活組」，各組有不同的工作與任務。然而第一次的營隊經驗，

家裡的孩子們在全新裡摸索，找到方向，活動組組員小廷說：「從一開始沒有共識

的我們，不知道什麼是營隊，更不知道怎麼設計活動，還好透過一次次的開會，

老師說明營隊的原則、分享營隊的經驗，我們慢慢了解，並培養出團隊的默契。」

  獨立自主的能力，是孩子來到慈馨家就開始學習的事情，生活中老師們會給

予學習的空間，陪孩子累積生命的能量，其中包含生活、社會、心理技能等。

  每年暑假的夏之旅活動，則扮演了檢視與提升的功能，檢視孩子獨立能力養

成程度，也透過情境式的體驗學習，提升孩子的自主能力。而夏之旅的活動，

隨著孩子的學習與成長，採漸進式的方法，進行調整與修正。

  今年隨著少年家園的落成，夏之旅活動，區分為兒童(幼稚園～國二)-「情

境式體驗教育」；少年(國三～高中)-「服務學習」。透過暑假兩個月的籌畫，

讓孩子在適齡適性的環境中學習，並支持成長。接著，讓我們一同來見證孩子

的學習與成長吧。

【盛夏記憶：一段冒險與服務的學習旅程】

【情境式體驗教育：旅行，展開一場生命的學習】

長大，就像展開一場冒險，在未知與不安中前進

  今年，沒有家裡大哥哥大姊姊的陪伴，孩子們要自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台灣的

首都～台北囉！雖然暑假的時候，各小組有定期開會，老師也會在會議中一起提供諮

詢及協助，但活動的三天，老師只能夠關照小組的安全，不能夠介入，加上今年沒有

家裡大哥哥大姊姊的陪同，讓出門前的各組，充滿擔心與害怕。Kuso小隊組員小

晨：「這次夏之旅，沒有哥哥陪我一起闖關，感覺很刺激，但是我還是要努力

學習。」於是，每一次的會議，各組成員及組長，都特別的投入，並且充分的討論。

角色，像生命一樣流動，我們都可能成為不同的角色，展開新的學習

  當家裡的大哥哥、大姐姐們不在的時候，各組組長變成哥哥、姊姊，要帶著弟弟、

妹妹們快樂出門，平安回家。這次同行的孩子，年紀最小的是國小一年級，過程中走

累了、餓肚子時會鬧脾氣外，還要協助組別裡吵架的組員進行對話。Kuso小隊組長

小恩說：「這是我第一次擔任組長，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難，不管事有人發脾

氣或東西不見，我都要帶組員一起想辦法，努力面對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練

習當一個組長、一個讓人安心的姐姐」

社工心輔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