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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鳳凰花開的季節，也是許多孩子

們畢業的時候；在完成一個學習階段，同

時也開啟了另一個階段的學習。慈馨家今

年將有五位孩子升入國中，五位孩子升讀

高中，五位孩子要成為大學新鮮人。在陪

伴五位準大學生選填志願與準備推甄備審

資料的同時，看見他們對大學生涯的憧憬，

對所選科系未來就業機會的在意，也感受

到他們要獨自離家負笈外地的惶恐。對他

們來說，就讀大學曾經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而今即將夢想成真，是多麼值得高興的事！

可是慈馨家的大學生，必須打工以完成學

業；從幾位就讀大學兄姊的經驗分享，這

些孩子深刻的體會到半工半讀的不容易，

以及在外生活樣樣都要靠自己的現實。這

是慈馨家培養孩子們獨立自主的必經歷程，

他們面對各種困難，只能勇敢面對，沒有

其他選擇。我們欣慰孩子們即將成為可以

為自己負責的大學生，也感動他們一路走

來的勇敢和努力。

  然而在心喜孩子的成長之餘，我們心中

卻也有一份隱憂；自從勞動基準法在去年

年底修訂後，「一例一休」的相關規定，

各行業必須一體適用；影響所及，不只是

營利團體，即便是公益慈善組織的我們，

也受到極大的衝擊。一方面，人事成本必

須增加，讓原本拮据的財務雪上加霜，增

加機構營運的困難。另一方面，若依照其

規定，我們的專業照顧人力，勢必要增加，

且必須採取輪班制。姑且不論適任的專業

照顧者，一將難求，不容易找到；即便應

徵到人，輪班的照顧者對安置兒少而言，

將只是「工作者」的角色，不再是「家人」

的關係；機構就只是機構，也不再是一個「

家」；失去家與家人，這些失依兒少依附

關係與歸屬感要如何建構？要如何期待他

們身心健全發展？對這些命運多舛的生命

勇士，真是情何以堪！如何兼顧法令規定

與兒少權益？如何在高人力成本下，讓非

營利組織能永續經營？家庭化或機構化要

如何取捨？是定位在孩子的家人或工作人

員？直接挑戰我們的經營理念與創辦宗旨。

  慈馨家歷經浴火重生，我們滿懷感恩的

期待能夠建構慈善與專業兼具的慈馨團隊，

為孩子們打造一個溫馨與具有支持性的家

園。十年來，我們面對許多挑戰，再辛苦

都努力排除困難，堅定地向理想邁進，只

因為我們珍惜每一個孩子的生命，也肯定

這份用生命陪伴生命的價值。我們讓孩子

們在這裡找到了第二個家，也重新找到自

信與希望；我們樂觀的看到孩子們的命運，

因為我們的支持與陪伴，得以正向的翻轉。

  古人云：「苛政猛於虎」，政府原本善

意的立法，若欠缺周延的考量，其害將不

亞於苛政；我們衷心期待政府能夠正視失

依兒少的成長需求，採取配套措施，協助

兒少安置機構健全發展，確保這些弱勢孩

子能夠在家庭氛圍中成長，維護他們翻轉

弱勢的機會與權利。

    

喜與憂
執行長 詹前柏

  禮記中記載：「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

五而笄」。

  成年代表的是，一個人從孩童、少年進

入自我成熟的新階段；也是一種生命的禮

儀，不分種族文化，通過成年儀式的人，

即會被認定為―成年人。

  正如泰雅族人的「黥面」、阿美族人的

「捕魚競賽」與台南人的「做十六歲」;

慈馨家也為大孩子們舉行一系列象徵成年

的儀式，從紀錄成長痕跡的影展、感恩與

祝福儀式，至少年的自立宣言，引領大孩

子們帶著自我賦能、承擔責任及感恩回饋

的能力，往獨立自主之路邁進。

  其中，成長痕跡的紀錄影片是讓每一位

即將從慈馨兒少之家轉換至慈馨少年家園

的大孩子們，透過攝影創作活動做為媒介，

用照片梳理曾經居住於慈馨兒少之家的生

活經驗，看見自己的成長及蛻變，進而展

望未來。以此，向從小滋養著他們的「家」

說再見，並帶著力量，走向另一個「家」，

望見未來的自己。

  現在讓我們透過孩子們的創作，共同來

見證他們成長的痕跡吧！

「再見·望見」～成年儀式
諮商心理師 賴憶鋅

 ◆ 兒 ◆ 少 ◆ 之 ◆ 家 ◆ 專 ◆ 題 ◆ 

（1）我欣賞自己～願意

把身上的刺拔掉、願意

放下以前的不信任，去

相信自己是值得被愛的。

（釉釉） 

（2）來到這裡後，慢慢學會面

對未來，雖然過程很迷茫。

（定定）

（3）成長的路

上，就算跌倒，

也要慢慢站起來。

（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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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兒 ◆ 少 ◆ 之 ◆ 家 ◆ 專 ◆ 題 ◆ 

（4）「別被世人的框架給困住了！」但，怎麼沒

有人說說框架的美好。靠著框架，我反而活得更自

在。（芳芳）

（5）每張照片都有它的故事，這個故事是幸福；

因為可以悠哉的和家人聊天。（芳芳）

（6）說再見，讓我想到……我過了一扇門，就代

表著和慈馨說再見，去尋找下一個我。（釉釉）

（8）在未來的路上，總有挫折。但，別忘記……

有個家可依靠。（宇宇）

（7）未來～我會帶著大家滿滿的愛與祝福，勇敢的大

步大步，往前走。（豪豪）

少年家園專題

諮商心理師 楊顗帆

國三畢業洗禮～職場體驗大計畫

  這是一個針對國三畢業生的大計畫，一

個透過職場實地體驗學習，建構國三畢業

生職場現實感的計畫。這計畫如果只有慈

馨家的力量，這是絕對做不起來的，因為

我們需要好多可以陪伴這些孩子學習的友

善店家，願意帶著孩子們在實際職場當中

學習、願意教導孩子們學習工作的實務和

態度、願意和我們合作一起引導孩子們獨

立養成。由此可見，這是一個大計畫，需

要許多有心夥伴的加入的大計畫，是創造

孩子們對社會現實感養成、為未來獨立生

活鋪路的大計畫。

  去年六月，我們領著六個國三畢業生，

從慈馨家眾多同仁的親友團，以及常年護

持慈馨家的友善資源當中，找尋可以共同

合作陪伴他們學習的友善店家。我們因著

孩子們的所學、興趣或期待嘗試的職涯發

展方向，鎖定了友善店家後，便帶著孩子

們去到現場拜訪及面試。店家老闆會說明

工作的時間、內容，更重要的是在店裡面

要學習的能力和態度。就這樣，媒合了這

六個國三畢業生，各自累積三週職場實務

初體驗。

  柚子所選擇的咖啡廳號稱是六個體驗當

中最操的，因為咖啡廳要忙到下午兩點過

後，才是員工的午餐和休息時間，所以被

這群孩子認定為最操的工作。然而，阿諺

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因為他第一天去到

合作的補習班值班，第一次打招生的電話，

就被家長拒絕了讓孩子來旁聽課程的要求，

對方還以為這是詐騙電話，這天的挫折讓

阿諺回到慈馨家後，就紅著眼眶想要討論

能不能換其他地方去。方方倒是覺得自己

選擇的建築師事務所很棒，可以跟著看很

多建築的書、看著事務所裡有很多的建築

模型。不過，翔哥可是絕對不選要看書的

工作，而選了自己喜愛接觸大自然的植栽

園藝，在植物包圍下曬著太陽也甘願。這

些都比不上紅豆的遭遇，因為紅豆在冰淇

淋店得要面對自己此生最大的恐懼—蟑螂，

每次開店的打掃，都要求神拜佛祈禱蟑螂

不會現身道早安。公認最幸福的大概就是

小雨了，因為小雨在慈馨家的家友大哥的

飯糰店學習叫賣，顧店之餘也充當一下褓

母；其他人羨慕得很，因為小雨被這個家

長大的大哥、大嫂照顧得很好的。



少年家園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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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心理師 楊顗帆／賴憶鋅

愛的承擔～和家長同行的一里路

  「我在想爸爸媽媽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工

作了，沒有休假、沒有下班、也沒有退休。

孩子還小的時候，要擔心他會挑食而長不

大；開始上學，要盯著寫功課；不聽話、

出狀況、和同學吵架，要煩惱著怎麼教他

學好規矩。不管孩子長到多大，好像總是

會掛在心上。家長，根本就是24小時工時、

全年無休，還會被磨鍊出十八般武藝的工

作。」

  這是我在團體的開場白，我由衷地佩服

著爸、媽這偉大的角色。去年，我們應台

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的邀請，

帶領了六場強制性親職教育的家長團體。

我會形容這是與愛和勇敢同行的家長團體，

怎麼說呢？一般來說，這些爸媽都因為各

自在管教孩子時出了狀況，可能是動手打

了孩子、可能是忽略了孩子而照顧不周，

於是進到社福系統中，被要求要來好好接

受親職教育的課程。說白了，就是一個被

懲罰來上課的感覺。然而，我們在團體中

的所見，卻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眼

前，是一群煩惱孩子教養而苦無方法面對、

被生活和家庭責任忙碌到身心疲憊、滿是

挫折的爸爸媽媽。

  花媽～是身心疲憊的典型。終日忙碌於

家庭、工作、孩子的花媽，總是把自己的

生活壓得很緊。一早起來，忙著弄孩子們

的早餐、打點他們陸續上課；接著忙著安

排自己的工作，還要趕著中午、下午分批

去接孩子；晚上，變身成八爪章魚，便弄

晚餐、整理家務、趕孩子寫功課和洗好

澡……。每天的生活，就像是在擰毛巾一

樣，最後擠出來的那一兩滴水，才是留給

自己休息喘氣的時間。某天，花媽撐不下

去了，再也無法把發條上得更緊，因為已

經超出了負荷。因此，和花爸大吵一架，

帶著孩子們離家出走。孩子的生活因為爸

媽的不穩定而動盪，於是花爸、花媽進到

了這團體。

  我們沒有給花爸、花媽什麼厲害的建議，

只有給出一個空間，聽花媽訴說自己日常

的生活怎麼變成沈重的負擔，壓得自己喘

不過氣來。花媽在團體中邊掉眼淚，邊說

著這些故事，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她在家裡

面有多少的承擔，那壓力有多大，有沒有

人能好好支持她？在花媽掉著眼淚的同時，

在團體中的展媽也被感染了情緒，談起自

己在面對孩子因為被男友傷害而被安置時，

每天工作回到家，就看著空蕩蕩的房間淚

流不止，後來就索性求老闆讓自己不斷加

班，努力存錢來爭取孩子回家後的生活，

也讓自己每天忙到回家就睡去，少了思念

孩子的折磨。展媽說自己完全可以體會花

媽那種有苦無處說的心情。

諮商中心專題

  三週的體驗，充滿各式各樣的狀況和學

習。有人到了公車站卻沒有帶公車卡和錢，

傻傻地走回慈馨家帶公車卡再去坐車，輾

轉就遲到兩個小時。老闆狠狠地念了一頓，

要他們學會應變，也要想辦法電話通知，

好讓老闆放心。有人因為歡喜著自己坐上

了正確的公車就鬆懈了，結果在車上整個

大睡著，一路坐到終點站，自然又是一個

大遲到。有人（就是紅豆）遇見自己人生

中的蟑螂大敵，完全不知道怎麼辦是好，

又想不到可以求救的方法，於是在現場當

機半個小時不知所措。有人發現整天對著

電腦輸入資料其實是很累的，原來慈馨家

裡的老師們整天對著電腦工作，可不是像

打電動這樣好玩的。更多的，這些孩子都

要學習和更多的人互動，向職場前輩們學

習待人接物、學習接待客人，學習工作的

倫理和態度。

  三週的洗禮很快就過去了，這群孩子的

臉龐還是一樣青澀，然而說起這三週的經

驗來，多了許多實務的淬煉。從中，他們

學習到不同職場都須具備的基本工作倫理

和態度，發現待人和善、主動積極是走到

哪都受用的。他們也看見現實工作的辛苦，

深刻體驗到賺錢並不容易，每一分錢都是

勞力、腦力或心力付出而來的。他們開始

想著，到了高中便可以去打工，相信自己

在賺錢之餘，更是在累積著未來獨立生活

的社會資本。這三週的洗禮，讓這群國三

畢業生們第一次近距離感受到工作職場的

現實，讓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有了更多的想

法。此外，因為開始累積了實作的經驗，

也讓他們對於面對未來多了一點信心。

  這是一個陪伴他們從實作中成長、累積

信心的大計畫，需要更多有心、有愛、願

意共同合作陪伴他們學習的夥伴們，一同

加入引領他們洗禮成長的行列。歡迎您們，

也誠摯地邀請您們，成為慈馨家的友善店

家，成為孩子們第一個職涯發展上的實務

導師。

  相關聯繫，請洽04-2213-3300分機101，

社會資源組廖振杉社工。

後記：105年職場體驗大計畫，感謝以下

友善店家，作為孩子們的實務導師，陪伴

孩子們學習及成長（以下依照筆畫排序）。

2 in ONE 冰淇淋專賣店

台中市立人補習班

巴登咖啡-台中大墩店

黃義宏建築師事務所

劉姐姐二代飯糰

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建宏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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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來到慈馨家安置的孩子，大多是因為

家裡發生狀況，沒辦法繼續照顧孩子，只

好離開家而來到這裡。小美，就是一個這

樣的孩子，帶著家裡許多的故事，進到慈

馨成為家人。初認識小美的時候，對她的

印象是有著及肩的長髮、總是樸素的打扮、

黑框眼鏡後面有一張白淨的臉龐。她總是

很客氣，會因為遲到五分鐘而「拍謝」不

已，而你會知道她的抱歉有多麼真心誠意。

  一開始，小美不太有自己的感覺和想法；

或者應該這麼說，小美不知道如何去表達。

於是，我經常可以聽到這句「我不知道耶」，

來回應著那些很少經驗到的問題。生硬的

語調底下，我能夠聽見她內在有好多的堅

強，那是曾經小小年紀的她，在艱困的家

庭裏，能保護自己和在意的人的力量。

  在小美的邀請與帶領下，我們一起走過

幾次回憶之旅。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她一

邊畫著家裡各個空間的平面圖，一邊向我

介紹她小時候的生活：「我以前都和阿嬤

睡在這裡」、「這是放我衣服的櫃子，那

個是放阿嬤的衣服」、「那是我們以前吃

飯的地方，阿嬤煮的紅燒魚最好吃了！」、「

吃完飯後，我們就會走到這個沙發看電視，

我好喜歡黏在阿嬤身邊！」這平面圖隨著

小美的分享，跳出了十年前和家人一起生

活的場景，這一幕一幕的生動，不論是物

品的擺設、東西的氣味、機車的發動聲，

小美都記得一清二楚，恍如隔日往事。

  和那位十年前的「小小美」一起經歷的

日常，除了美好的家庭故事，也有著擔心

受怕的情節。小美的爸爸，在喝醉酒之後

會「變身」成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小美

和阿嬤就會從咆哮聲中跑掉，躲進旁邊的

田埂裡蹲著，等待救援或天亮，等待這擔

心受怕的惡夢醒來。曾經，爸爸載小美出

去玩，卻開到朋友家喝酒，把小小美獨留

在車上兩個小時；喝醉酒後又是一個兇巴

巴的樣子，要她乖巧安靜不然就要動手打

人。小小美不知道爸爸心情為什麼不好，

只好先學會雖然感覺害怕，但也讓自己安

靜下來，好好照顧和保護自己。

  那些憤怒、失望、挫折、悲傷都沒有出

口，但那些體貼和懂事也同樣令人心疼，「

或許爸爸有他的苦衷吧！」我聽見她說。

小美不想去恨爸爸，但也沒辦法好好去愛

爸爸。這樣矛盾的心情，讓小美一直無法

在心中找到一個適合的位置，放好爸爸和

自己的關係。於是，我提議一起來寫信，

寫一封給爸爸的信，一封不需要寄出去的

信。我真的要說，寫這封信可是一點都不

容易！小美有好多話想說，好多問題想問；

她試著慢慢地寫下，在這封不會寄出的信

裡，在那些書寫的片刻裡，問題的答案好

像不是最重要的了。

不勇敢的勇士
實習諮商心理師 吳思穎

小 樹 之 歌

  在一旁的花爸，默默地說著自己在團體

中的新發現。花爸說自己每天為這個家辛

苦工作，回家就是希望看到家裡都安頓好

好的，孩子們都洗好澡、正在寫功課，家

裡的環境也是乾淨清爽的。然而，現實經

常和期待有很大落差。以往，就會把責任

怪罪在花媽身上，認為花媽沒有把孩子和

家裡顧好。在團體中聽了花媽忙亂的一天

生活後，才發現自己都想著跳過這些忙亂

的過程，只想要看到一切安好、整齊的結

果。「原來，我只看結果，給我的牽手這

麼大的壓力。啊！我也把這些過程看得太

簡單了。」花爸輕嘆了一口氣。

  能面對家庭和生活上複雜的困難，尤其

面對自己身為爸媽需要調整的一面，這是

勇氣的展現。願意在混亂的過錯後，為了

家庭和孩子而重新沈澱和整理，這是愛的

充滿。在這團體中，發生了一件很神奇的

事情，這些爸媽在沈澱後看見生命的重心，

然後便開始想到了更多可以調整的方式，

那是更靠近他們家庭生活的調整，而不是

來自於我們的任何建議。展媽說現在把孩

子放第一優先的位置，就算接下來要認識

男朋友，也要先確定男朋友要愛自己的孩

子才行。花爸花媽說好互相支援，然後花

爸要對家裡的忙亂給出更大的包容和空間。

  團體結束前，我們站起身來，一一向每

個團體的成員握手。我們感謝他們，讓我

們在團體中見證這面對困難的力量，看見

每個生命在低谷時可以互相陪伴和支持，

然後終究可以找到方向、可以重拾力量，

嘗試做出新的改變，讓自己和身旁的人得

到更好的生活。

  這是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陪伴爸爸媽媽

的起點，今年度我們更直接承辦了兒少保

護親職教育服務方案，期待能用專業和我

們對於人的尊重信念，陪伴家長走一里路，

一段互相支持走過家庭困境的路。

諮商中心專題

  各位社區夥伴們，慈光社區心理諮商將於106年7月28～29日進行開幕茶會

暨實務工作坊，正式投入心理健康服務和促進工作，希望能成為安置機構和

社區的好夥伴。

  未來，我們會投入在安置機構服務、社區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訓練三大方

向，期待透過實務交流，累積專業服務經驗，成為安置機構夥伴的資源後盾。

期許成為在地社區的好厝邊，和社區共同學習和創造彼此的心理健康。期盼

專業夥伴的訓練交流，拓展陪伴者彼此成長的視野及生命厚度、提升專業服

務的知能，並能永續傳承。

  敬請社區及夥伴們多多指教，讓我們在共同參與、共同學習之中，陪伴彼

此生命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