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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活動組帶領部落學童進行活動

站在台上和哥哥、姊姊們分享學習歷程 頒發講師證書，給予孩子鼓勵 和哥哥姐姐們一起合照留下美麗

的記憶

享用生活組美味午餐 活動第三天，帶領學童進行分離

【生命需要累積經驗，而經驗需要經過整理，服務學習才有了意義。】

  透過經驗整理的活動，邀請每一組上台分享體驗教育、服務學習的經驗與學習，陪

伴孩子內化生命的經驗，並豐厚學習的深度。

  而今年，非常有緣的，受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諮商學系賴念華主任邀請，讓家

裡的孩子擔任小小講師，向研究所、大學部的哥哥姊姊們分享，「夏之旅」豐富的學

習之旅。

  過程中看見孩子的緊張與害怕，但當站上台分享時，眼神是堅定的，臉上慢慢揚起

自信的笑容。當聽到大學生的哥哥、姊姊回饋時，又露出靦腆與害羞，那是一份對自

己的相信，相信自己越來越好；也是一次，自信的累積。

  結束的時候，念華老師說：「讓我很驚訝的是，怎麼可以這麼小的年紀，就

有這樣的表現，今天聽下來，有些東西我想連大學生都不一定有辦法完成或處

理，但是你們辦到了。」

  105年夏之旅活動結束了，孩子生命的旅程持續的前進，在新的經驗與未知的路上，

帶著夏之旅學習的禮物，孩子們更勇往前進。

衝突，開啟一個對話的空間，凝聚彼此的信念

  暑假期間，由正副總召及各組組長組成籌備小組，討論營隊整體規劃及相關流程；

而小組組長也固定帶領組員，進行會議設計並執行各組的任務。組別剛開始的成形是

不容易的，除了要在未知裡摸索建構新的經驗外，還要學習溝通與對話。於是，第二

次的會議，便有組別發生了衝突。生活組組長阿君說：「這次擔任組長，雖然一開

始就因為和組員共識不一而有爭執，但在溝通後，我們的合作默契可是百分百

的讚。」

沒有最萬全的準備，只有拚盡全力的決心

  雖然，出隊前，籌備小組、各組都做了許多的討論與規劃，常常孩子們從晚上七點

就開始討論，討論到十點才終於結束了會議；或是同樣的問題，在每次會議裡不斷的

重複被提出來，澄清並建構更完善的方式。但計畫中就趕不上變化，在面對變化，看

見少年們拚盡全力的用心。器材組與總召說：「服務三天的過程中，我們面臨組

員人數最少的困境、營火不能熄滅的習俗、第二天飲用水不夠的窘境、第三天

跳電並燒壞插座的危機，但是，我們並未因此屈服，我們討論，想出應變措施，

接受挑戰，完成了三天的任務。」

成長，養成生命的能力，也學習承擔更多的責任

  短短二個月的時間，要家裡完全沒有經驗的少年，籌畫出三天兩夜的營隊活動，實

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暑假期間，除了家裡安排的活動外，還有學校的學習。但

看見少年在過程中，不但沒有抱怨與放棄，反而更勇敢面對，並願意承擔這份艱鉅的

禮物。總召阿豪說：「暑假，因為學校需要實習，在家裡又擔任總召一職，常

常是一整天在外頭努力實習；晚上回到家繼續籌畫服務學習的營隊，有時候連

作夢都在忙。但，這樣的忙，讓我學習到很多。」；而副總召小柚子也說：「

今年暑假剛升高一，新的課程在適應，又擔任家裡副總召的職務，在兩者都要

兼顧的狀況之下，曾經有一度很想放棄。但我不能輕易地說放棄或用脾氣處理

事情，透過擔任副總召一職，我感受到自己的情緒調整變快了，也不會用情緒

來處理事情。」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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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是一個脾氣差、個性倔強的小

孩，剛來到慈馨時，我常亂發脾氣、亂打

人，而且心裡總有個「不要長大」的聲音

對著自己說：「不要長大，你就可以像小

孩子一樣無理取鬧了。」直到我升國一時，

我的想法和做法才漸漸的有所轉變。

  現在，我已經是高一生，大家看到的

我，「不再亂發脾氣、亂打人」、「遇到

衝突會溝通，願意好好面對，不會用任何

方式逃避問題」、「會開口邀請老師協

助，不會自己悶著頭想」。以前我教導弟

弟、妹妹時，老師會在一旁陪同處理，當

我教到有情緒時，老師就會請我離開現

場，去別的地方調整。現在的我，老師不

用一旁陪同了，因為我的言行和情緒進步

很多，能用更成熟理智的辦法面對事情與

衝突。

  今年寒假，我準備從「兒少之家」搬到

「少年家園」了，我很興奮也很期待，原

因是能到「少年家園」的孩子，是要具備

以下條件的：第一「獨立」，不用老師無

時無刻待在身邊教我們該如何做，而是有

能力去做自己該做的事情。第二「自律」，

就是有能力判斷怎麼做。第三「負責」，

有能力完成自己每天該做的事，還可以把

別人交代的事情完成，不會讓人擔心。

  看似一個搬家的行動，卻讓我看見自己

的成長，這不僅讓我體會學習的重要，而

且找到不一樣的自己！原來成長歷程就是

翻轉，每次大翻轉，都會看到嶄新的自己，

這種喜悅是很難描述的，或許可用「毛毛

蟲蛻變成蝴蝶」來比喻吧！我很開心能在

慈馨這個大家庭看見自己不斷的成長與茁

壯，三年後我就要升大學了，相信那時我

有更多的承擔力和實力來迎接「更獨立、

更靠自己」的生活。

成長的喜悅

高一 Jen

  一天，我從媽媽肚子裡出來了，護士阿

姨說我長得好可愛喲，媽媽看了也超開心

的，我一邊長大，一邊學習很多事情。忽

然，爸爸媽媽一個接一個離我而去，家裡

只剩下阿公和叔叔，沒有爸爸媽媽的日子

我很難過，因為沒有人可以陪我玩耍和一

起做快樂的事情。於是，我變得很安靜、

心情很低落，我想有很多人和我一樣，都

是這樣度過童年的吧。

  過了幾年，我讀小一的時候，家裡來了

一位客人，她說她是市府社工，可以幫助

我們家照顧我，叔叔聽了很感激對方。一

天，社工姐姐把我帶到了一個很大、感覺

很溫馨的家，社工姐姐離開前對我說：「

以後這裡就是你的家了！」我聽到之後，

衝過去緊緊的抱著社工姐姐，流著淚對社

工姐姐說：「謝謝妳！」

  社工姐姐離開後，老師帶我到寢室休

息，之後我問老師：「老師，為什麼我要

住這裡？」老師說：「因為你的爸爸媽媽

沒辦法照顧你，所以才會來到這裡。」但

是我想要了解所有發生的一切事物，於是

一直問老師，後來老師用我懂的方式告訴

我；而家裡的真實狀況，等到我讀國一時，

有了爸媽的消息後，市府的主責社工才告

訴我。

  住在慈馨家已經七年了，我學會了許多

事，還交到很多朋友，老師和朋友都很關

心我。在慈馨這個大家庭，我有很大的改

變。以前，我ㄧ緊張，就會有脾氣，話都

說不清楚。現在，遇到事情，我不再緊張，

會把事情說清楚，讓別人了解我的意思。

此外，我也學到感恩和珍惜。而這些改變

和學習，都是老師教導我、陪伴我練習，

才有今天的我。所以，我要謝謝小小的家，

曾經照顧過我的阿公和叔叔，也要謝謝大

大的慈馨家所有的老師！

小小的家與大大的家

國二 小樹苗

小主人園地 小主人園地

家童美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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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學五年級到高中二年級，我在慈馨

家住了七年，如今我要回家了，滿滿的喜

怒哀樂回憶，無論生氣、吵架、衝突，或

是開心、歡笑，我忽然都覺得很好。

  小學的我脾氣很不好，寫功課不耐煩時，

就會對老師生氣，一生氣我就會摔東西，

踢東西，直到國中我的脾氣才變得比較好。

當我生氣時，老師們會幫助我如何面對生

氣，例如：去情緒調整室靜心、和老師談

談為什麼要那麼生氣。所以，現在我察覺

到自己生氣了，就會找方法解決，不會隨

便發洩出來傷害到別人。

  在慈馨家，我學習了很多事，要感謝的

人很多……。

  首先，妤榛老師（葉媽）長期的教導我，

我很感謝她，她曾說：「你的態度決定你

的高度。」這是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句話，

也是我的座右銘。再者，品亨老師晚上都

會陪我聊心裡話，開心、不開心的，我都

會說，品亨老師很認真聽著，每次聊完，

我的心情就比較好。還有，廖老師（廖媽）

會與我聊天，帶我一起去自助洗車、一起

吃東西，拿藥給我擦……。而其他照顧我

的老師，像：宜珮老師、善霖老師、振杉

老師、顗帆老師，我也要說聲謝謝您們！

  總之，感謝慈馨家全體老師們，謝謝你

們的教導和陪伴，「讓我學習負責和勇敢，

讓我能夠把錯誤的事都改掉、讓我用對的

方法，好好說，不用生氣的方法來表達自

己。」

  當然，在慈馨結交的好朋友們，我也會

想你們的。小彥、豪哥、蛋仔、阿鈞、閎

閎、含含、岑岑、和阿萍，我們一起打球、

聊天，多麼有趣好玩，即使我離開了這裡，

你們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不會忘記你

們的，謝謝你們這幾年的陪伴。

  最後，我要謝謝慈馨家，照顧我那麼多

年，現在我要和媽媽回家了，我也會為自

己加油的！我的專長是烹煮食物，以前看

見老師們工作辛苦，我都會炒飯請老師吃，

為您們加油打氣。以後有機會，我還是會

回來為老師們煮好吃的食物！

  回家是新的開始，俗話說：「好的開

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會繼續加油

努力，讓大家看到我的進步，也對我刮目

相看！ 

我與慈馨家

高二 粉紅豬

早上出門，

有著暖暖的陽光，

在背後照耀著我。

而微風徐徐，

把我的煩惱吹走，

還給了爽朗的我。

經過公園，

許多爺爺奶奶正熱情的跳舞，

青春洋溢的模樣，

彷彿他們還年少。

公園眾樹環立，

一片綠意盎然，

給了我無限的活力。

走在路上，

抬頭仰望藍天白雲，

美麗的天空，

讓我心裡頓時清新舒爽。

走在路上，

我不怕風吹日曬，

我可以勇敢，

只是還在學習。

上學的一路風景

國一 嵐芯

小主人園地 小主人園地

家童嵐芯漫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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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

用凝聚補足缺憾

父母親分散的那天，只能看著一切發生

  什麼時候開始了父母親不在身邊的日

子？四兄弟側著頭進入思考，一開口道出

的並不是一個時間，而是父母親因為吸毒

被捕那一天的畫面，警察上門後帶走了母

親，父親倉皇逃逸，於是他們孤留家中。

  當時四兄弟最大的才國小低年級，像電

影情節般的親子分離故事，對他們而言，根

本不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也不知道該有

什麼情緒，因為這一切沒有預警，也只能

看著和接受它發生。倉皇逃走的父親偶爾

回到了這個家，但已無心照顧四兄弟，因

此四兄弟緊緊依靠彼此，撐著生活。

為了活下去，蟲蟲大餐也是好方法

  吃飯時間到了，哪一個孩子還需要擔心

食物從哪裡來？一般父母親早就幫孩子準

備好，甚至還需要呼喚許久，孩子才肯來

吃飯；或者父母親帶著孩子外出用餐，享

用親子與美食共聚的時刻。

  飽食三餐從不是一般孩子需要擔心的，

但對四兄弟來說，每一天他們都必須思考

食物要從哪裡來？有時候有好心人知道四

兄弟需要幫忙，會主動給米、給些糧食，

大約一個月會有一次這樣的救濟，就擺在

四兄弟的家門口。

  「送的人大概以為足夠我們吃一個月

吧！」四兄弟笑著說。

  其實四兄弟幾天就吃完這些糧食，於是

他們又想了新方法，他們跟麵攤老闆娘表

示父親要賒帳一碗麵，於是四兄弟圍著一

碗熱騰騰的陽春麵吃；再餓了，也學著故

事裡的方法，到田裡灌蟋蟀，然後烹調吃

起蟲蟲大餐……。

  「會不會覺得害怕、覺得難以下嚥？」

  「肚子餓了就吃了！根本不會想那麼

多。」四兄弟齊聲回答。

  這一刻才知道，吃蟲蟲大餐是四兄弟淪

落到沒食物吃，才想出的最好方法。年幼

階段該被好好照顧，還需大人呵護，但他

們卻已經開始面臨生存的問題，並想辦法

活下去。

【教養小撇步】

  我們無法選擇家庭的背景，也無法決定

父母的樣子，大家都是帶著自己的故事和

另一個故事互動，互相交流中，才會看見

「擁有親情」的可貴與幸福！

  平日我們可以多關心弱勢孩子們是否有

異狀，讓說不出來的困境可以被協助。當

我們要伸出援手時，也請記得關切對方實

際的需求。對窮困者給予救濟物資是行善

美意，多一點、少一點的拿捏，對受助者

有著生活上的影響力。

那些曾經陪伴我們走過的人們

  父母親不在身旁的日子裡，發生了很多

事情…，四兄弟回顧著：

  「左右鄰居都知道我們四兄弟，四兄弟

在當地是有名的！」

  「怎麼樣的有名？」

  「出了名的調皮搗蛋、出了名的頭痛人

物啊！」

  「好像大家都知道我們家發生了些事，

需要幫忙！但我們也常被欺負。」

  「所以有時候不計較我們犯的錯，但又

對我們犯的錯感到頭痛！」

  「可能是因為大家知道我們家裡的狀況，

所以原諒了我們犯的錯。」

  四兄弟開始訴說曾經犯過的錯，像是到

廟裡偷香油錢、到麵攤去賒帳，四兄弟知

道是錯誤的事，但為了生存，當時就做了

不得不違反良心的選擇。

  「不想這樣子做，但不知道下一餐在哪

裡。」

  四兄弟並不是想拿生存當作藉口。但當

時四兄弟缺乏養活自己的能力，也沒有人

教導、陪伴及照顧，所以沒法長出怎麼窮

得有骨氣的價值，只是以大家都要活下去

為目標。

  為了吃，四兄弟成了左鄰右舍頭痛但又

憐憫的孩子！如果那時他們遇見了願意伸

出援手的人、多了幾個願意傾聽他們故事

的人，那麼他們會很不一樣。現階段的四

兄弟，謝謝曾經幫助過、原諒過四兄弟的

人，他們不知道怎麼表達感謝，但他們清

楚過去那些不得已的錯是不對的，現在長

大，清楚是非對錯，會用對的態度與價值

面對接下來的人生。 

【教養小撇步】

  每一個孩子犯錯的事件背後，或許有一

個不得已的原因、或者是需要協助的處

境。這不是替錯誤找理由，而是瞭解每一

個行為背後的動機，以及事情真相。當我

們願意多存一分善意，改變的不只是孩

子，或許一個家庭和無數個家庭也跟著受

益了。

馨光故事



在慈馨家的新生活、新開展

  現在的四兄弟，年長的兩位哥哥過著半

工半讀的大學生活，大哥有著穩定的工作，

是個踏實且努力的孩子。大哥常覺得自己

要當弟弟們的依靠，所以自己一定要先穩

定下來；老二就讀最愛的美容美髮科系，

有機會就為慈馨家的大人、小孩整理髮型；

看著老二熱於所愛，老師們都給予大力支

持。老三和老四則在高中努力課業，學習

技能。老三運動佳，從小就喜歡棒球，投

球時架式十足；老四則號稱水電王子，雖

在初學階段，技能有限，但積極認真，且

樂於分享他的作品。老四還是個路跑健將，

如同他的個性，勇往直前、堅持到底。

【教養小撇步】

  受過苦的孩子往往變得特別懂事？

  這是因為能力在困境中不斷被啟發，當

遇到穩定的生活與受教環境後，他們有更

多深刻的珍惜，並且更願意積極的學習。

  但困境也可能使人挫敗與絕望，這些孩

子的優勢是遭遇挫折的機會太多，他們知

道不想辦法就死路一條。於是，他們從困

境中逐漸長養了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磨出

挫折忍受力，以及堅持意志力。

  一般家庭如何看待孩子的「挫折與成

長」？

  當孩子遇到挫折時，父母長輩不妨適時

放手，給予孩子練習的機會與空間，以開

放、支持、陪伴的態度，讓孩子從中學習，

使其看清困境與難關，進而調整自己的認

知與行動力，並藉由嘗試、體驗，提升多

元的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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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此篇為本家家童真實的生命故事，選自本

家教養書「馨光：點亮孩子的未來道路」。

期盼透過文章，讀者對疏忽照顧兒童、弱

勢家庭、高風險家庭有更多的關切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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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兄弟在身邊，彼此可以依靠

  「如果有了好心人的幫忙而有了米、鹽，

我們就輪流煮飯。」

  「哈哈哈，某某某很懶惰，每次都沒有

煮。」

  「現在回想當時，因為有兄弟在身邊，

所以覺得沒有什麼好怕的！但那時真的好

辛苦。」

  四兄弟不是天生會煮飯，他們為了能吃

東西，探索家中鍋具、電器，學習如何用

電鍋、如何用爐火；同時大家也討論分工、

分享與分擔。

  「遇到問題就解決問題，解決不了，就

算了！」

  直到社福單位介入協助四兄弟，他們的

生活有了新的可能，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

新的問題，那就是得面對「分散」。

  「我們被拆成兩個寄養家庭，老大跟老

么，老二跟老三住。」

  「那天我們看著彼此分別被帶走！」

  「叔叔阿姨說會照顧我們，但我心想，

你是誰啊？」

  「我哥要去哪啊？」

  「阿姨家還有別的哥哥，都會欺負我們！」

  「其實兩個寄養家庭很近啦，用跑的就

能到了。」

  四兄弟說著當時的狀況，雖然只隔一段

路就能到達的距離，卻因為四人被拆開了，

人不在了，看不見的焦慮，讓他們覺得四

兄弟的會面，是多麼遙遠啊！

  「後來我們四個一起到嘉義的育幼院，

住了兩年。這兩年我們感受到快樂，也學

習了才藝。」

  「並不是因為那家育幼院很好所以才快

樂，而是有比較穩定的生活了！」

  「重點是我們四個住在一起喔！」

  「所以對於主責社工要我們轉到慈馨家，

一開始我們很反對，擔心的是再度被拆散，

擔心慈馨家會對我們不好。」

  「現在我想要好好的住在慈馨家裡，不

要再聽到『轉家』了。我覺得慈馨家就像

小時候的家一樣，放學時我會很期待、開

心的回到這邊。不過，現在我也長大到需

要獨立的年齡，面對未來，我有很多期

待！」

  面對未來，對四兄弟來說，因為國小就

面臨過生存難關，所以未來四人能夠一起

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四兄弟沒有抱怨自己

出生在這樣的家庭裡，而是說著當時彼此

如何互相依靠，並調侃彼此當時的糗事，

因為他們明白：「我的兄弟在哪，我的家

就在哪！」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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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馨少年家園之籌建，獲得建銘營造劉總經理俊弘先生的大力護持。他秉持「永久保固」

的理念，在營造業獨樹一幟，更是一位熱心公益的長者（以下簡稱劉總）。

  劉總自述受父母身教影響頗深，其父身為家中獨子，非常孝順，成家後則盡心培育五位子

女。劉總對父親印象深刻者有三：做事計畫詳實，一絲不苟，是孩子們學習的典範；其次，

工作即使再忙，父親與家人必齊聚用餐，因為這是全家凝聚的原動力；三者，父親情感豐富

悲心重，但默默行善不欲人知。所以劉總護持佛寺、扶助弱勢兒少、也成為瑪利亞守護天使。

  劉總之母是板橋人，從小蕙質蘭心，喜愛看書；劉總受其母影響，自小便喜歡閱讀，並從

書中累積能量與專業知能，受益甚大。此外，劉母通達人情事故，憐老恤貧，樂於分享卻自

奉甚儉，種種美德善行深深地影響家人和劉總。

  劉總當兵時期，受山地育幼院楊煦院長所感，開始關懷社會弱勢族群，並做小額捐款。之

後閱讀「靜思語」，見證嚴法師言：「每天捐5毛、1塊的發心比一年捐一百萬更可貴。」

讓其內心有所震撼，於是身體力行，每個月盡己之力捐款弱勢團體；創辦建銘營公司之初，

劉總遇到許多困難與挑戰，幸得恩人與貴人相助扶持，才漸入佳境；點滴之恩劉總是感懷於

心的，因此抱持回饋社會之心，更是擴大公益服務範圍，以救助更多弱勢者。

  劉總為人正派，經得起觀察和考驗，對於工程有兩大原則～「永久保固和不二價」。請教

劉總為何能做到業界難以承諾之事？劉總回應：「源頭做好做穩，工程品質自然好，推動『

永久保固』便不是問題。再者，公司不謀暴利、不做價格競爭，推動『不二價』初期雖被質

疑，但合作後的業者都能接受。因公司堅持走自己的路，且有品質便有口碑，經過幾年的努

力，業主對建銘都有相當的認同和肯定，所以合作方案及工作未中斷。」

  又，對於新進員工，建銘秉持著「我們是一個訓練人才的公司」的理念，訓練新人責任感、

敬業精神，同時培養具備現場各項專業技能。劉總也注重員工的工作價值和長遠發展，遇到

年輕員工怕辛苦怕累者，劉總會諄諄勸導：「生命很長，若只想從事簡易的服務性工作，年

紀大了恐怕就無法勝任；而工程師雖有細瑣繁重工作，然學愈多本領，經驗愈豐富，愈老卻

愈有身價。」遇到講求個人權益福利者，劉總則是勉勵：「要認真努力、要求進步、要自問

是否對團隊有貢獻，當你的素質及能力變高，你的薪資待遇與價值自然隨之提昇。…」劉總

認為不下苦功是學不到東西的，他的團隊留下來的員工都是樸實耐勞者。

  請教關於家庭教育方面，劉總表示：「主要是太太帶孩子，但夫妻教養觀念是一致的。當

時太太為教導孩子，閱讀許多教養書，然後再予以運用、引領。我的三位兒子很幸運，兒童

時期有好母親相伴；就學之後，又碰到好老師教導，所以孩子學有所成，夫人和學校老師居

大功啊。」劉總又言：「我們就是讓孩子有正常的學習環境，例如：幼兒時期遊戲中學習，

高中前不補習，並重視其人格與品行發展。而孩子也從父母師長的身教、言教示範中，加以

吸收、仿效、學習。」

  我們邀請劉總給慈馨的孩子們勉勵，劉總謙虛道：「孩子們要努力學習與工作，世上沒有

不勞而獲之事。好好讀書，好好學習，認真學習一技之長，那麼你就會往成功前進。」

  綜觀劉總所言，自幼受父母影響深遠；及長，他又將這些正向能量傳遞給家人、同事、弱

勢者、員工。其公益行善的動機就是懷著分享、回饋之心與發心，並以「積少成多」持續成

就這些公益項目。在劉總身上，我們看到的是樸實仁厚的真性情，以及盡職盡責的行動力。

誠如東漢崔瑗「座右銘」所謂：「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

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

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

芳。」正是劉總寫照；願以此與

大家共勉。

樸實仁厚的劉俊弘先生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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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長 吳碧霞

  儘管時代在變，資源與專業在持續增廣加深，從慈光到慈馨，精神上是一脈

相承的。

  本頁所呈現的，是過去教保會議的紀錄摘要，想給大德的，是「一路走來」

的真實狀況。

一路走來......

◎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常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沒有仁德的人，無法常處困頓的環境，孔子常讚嘆弟子顏回，顏回能常年累月安貧樂

道，因內在有比生命更重要之價值觀。

  人，生而不只為己，要對很多人有作用，不限現在的人，亦能影響後代。追求生命價

值比生活重要，生活雖困頓，但內在有樂道者，困頓的環境算什麼呢？例如俄國的索忍

尼辛在迫害之下，堅持不妥協，內在有一種要達到之理想，不好的環境，依精神生活，

亦能與之對抗才能真「久處約」。黑暗與光明相對存在，不好的環境能造就人才，經過

考驗可算仁人；內在修養的心意堅強，久與長是關鍵，時間長、耐得住的才是君子。

  詩經：「必有忍，其乃有濟。」是指人不管對環境，生活都有忍耐性，安住在道上，

不為外圍風風雨雨環境所影響，積極生活衝破無奈。「濟」代表過河，就是成功的意思，

一件事要成功要有忍耐，按耐得住，內心有仁道，困頓不好守，好的環境亦讓人迷失，

曹丕《典論論文》：環境困頓時追求柴米油塩，優裕時追逐聲色犬馬。樂不可常處，唯

內心有道存在，順逆都不能左右他。             

  一個內心本質對人親厚之人，他安仁，本來是我的東西自然的輸出去，這種做仁德的

過程是自然的，不求自己得到甚麼好處。聰明的人要利仁，分辨對人是好或壞，做出來

都利於人。往我們自己心上想，我們要什麼？外面花俏不耐久，永恆的東西才是我們要

追求的。

民國8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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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好奇地問：「諮商所以後是誰可以

來用呀？」

  我回應：「就是慈馨家的老師、孩子，

還有社區有需要的人都可以來喔。」

  孩子邊疑惑著邊說：「所以外面的人也

可以來用喔，啊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我

看你們老師根本就忙到做不來了耶。」

  我說著：「哈哈，講個故事給你聽，你

就知道了。前兩天有個媽媽來慈馨家，她

的小朋友最近在學校遇到一些困難，有時

就會不想要去學校上課，媽媽也不知道可

以怎麼辦，就想說來慈馨家問問看，可不

可以得到一些幫忙。」

  「我知道，我有看到你和一個客人在會

客室講話，所以諮商所就是可以給其他有

需要的人幫忙的地方。」孩子靈活地做出

了結論，而我則是肯定地點了點頭。

  105年11月27日，是慈馨少年家園暨慈

光社區心理諮商所落成典禮。前一天，我

帶著幾個孩子練習諮商所的介紹，因此有

了上述的對話。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是

隸屬於慈光基金會的社區單位，承襲  雪

公老恩師己立立人、慈悲濟眾的教誨，自

助助人、陪伴人明心見性而得生命之成長，

並將本會在兒少領域、安置服務等系統之

專業知能及實務經驗，回饋給社區民眾。

  進到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的大門，就會

先看見門牌上掛著的圖騰，那是一朵充滿

能量的蓮花。蓮花是象徵轉化及療癒的植

物，而植物的象徵則是回應著諮商所對人

的信念：相信人都有成長的潛能，如同植

物一樣充滿生命的韌性。此外，植物亦展

現了諮商所重視不同系統合作的專業思維，

相信人的生命如同植物存活於生態系統中，

會有不同人或群體的相遇及碰撞，因此生

命的陪伴及療癒亦在關係中展現。蓮花的

葉片及花瓣，都是水滴狀的設計，水象徵

生命的可塑性。這朵蓮花中心為紅色的花

苞，花苞中有著白色的人像，象徵著諮商

所帶著熱忱的心，迎向生命及專業旅程的

挑戰。

  我們帶著助人志業的熱忱，自許未來發

展之願景。其一，成為在地的心理諮商與

健康服務中心，提供社區心理諮商及心理

健康服務，讓社區的民眾能夠更便利地找

到所需的專業資源並得到協助。其二，作

為助人專業訓練與研發中心，在實務工作

中保持創新的能量，藉由實務研究、專業

督導、訓練研習等，與時俱進地促進專業

交流與成長，並為此專業及社會培育後進、

教學相長。其三，開展助人專業資源中心，

提供社區各單位心理諮商諮詢及合作，尤

其期望能累積能量，為兒少安置體系增添

一份心理諮商與健康專業之後盾。如此願

景，本著將助人專業回饋社會的心意，期

望能在個人、家庭及社區不同生命成長的

英雄之旅上，謙卑地陪著走上一段路。

  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在建築之初，設計

了適合兒童青少年使用的遊戲治療室及藝

術治療室、溫馨舒適的一對一個別諮商室、

可作為伴侶、夫妻及親子家庭工作的家族

治療室、多功能的團體教室及專業教室。

每個空間的設計，充滿了溫馨和專業的巧

思，期望讓每個進到這地方的人們，自然

地在這氛圍中感覺到舒服自在、身心療癒。

在落成之前，家裡面好多孩子們一同幫忙

整理及佈置環境，每個角落也都烙印下他

們的祝福。孩子說著「這地方好舒服喔，

這樣以後我同學想要找人陪他講話，也就

可以來這裡（諮商所）了。」

  我們允諾，用專業和愛去支持、包容、

擁抱人。

  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其生命韌性、

成長潛力。

  我們陪伴，人在合作及關係之中明心見

性、成長療育。

  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將於106年初開

幕並營運，歡迎您和我們聯繫，有緣成為

互相陪伴生命成長的夥伴。

   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  相關資訊

   地址：台中市東區東英五街88號2樓

   電話：04-2215-3505

   傳真：04-2215-0937

   email：tkcc88@gmail.com

  臉書粉絲團，請搜尋「慈光社區心理諮

商所」

  諮商所網站建構中，邀請您成為我們的

好夥伴，請加入臉書粉絲團，我們會第一

時間把諮商所的訊息公布在上面，謝謝有

您們的同在與支持。

認識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

所長 楊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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