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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當初來慈馨面試時，聽著老師們說

著生命陪伴生命的歷程，孩子與老師間互

相影響彼此生命經驗的成長，帶著嚮往的

心情進入了慈馨，感覺自己就像一張空白

的紙，每一件事都需要從零開始學習，從

一開始擔任女孩子主要照顧者的小家老師，

後來轉換成協助照顧者的代家老師，接著

再次擔任小家老師，但這次是男孩子，過

了五年多後，轉換成現在的社工，過程中

雖然感覺很辛苦，但卻覺得是個非常具有

意義的歷程。

  自己的個性較為隨和，不喜歡太多的計

較和規則，但我能夠懂得與人合適的相處，

只是對於還未學習到人際技巧的孩子來說，

在人際的原則界線是模糊的，容易造成孩

子與人相處時，不懂得尊重與禮貌，因此

對於孩子間的互動我需很留意，但這也是

我進入慈馨時，所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如

同在碰觸孩子前，需要先詢問：「我可不

可以拍拍你的肩膀呢？」對我來說，平常

碰觸別人，或許是一個不經意的舉動，當

別人有不舒服時，我可以留意到而調整，

但對於孩子來說，卻可能變成與人相處時，

沒辦法區分每個人身體敏感的程度，變需

要適時的協助與示範；另外，在生活中有

多與孩子做約定或設限，大人需要比孩子

更重視，當孩子違時，在原則界線及給予

彈性間的拿捏也是需要非常留意，也避免

造成孩子存有僥倖的心態。

  孩子常常有很多的壓力，但是表達不出

來，而透過負向行為呈現。如果只是針對

表面的行為處理，而沒有探究其背後的原

因，孩子可能產生更多的壓抑或是引發更

大的衝突。在自己擔任小家老師時，面對

與孩子一次又一次的衝突，有很多的挫折

感和無力感，且因為與孩子生活的緊密度

高，心思較難調整，而陷入耗竭狀態，因

此我從小家老師轉換變成代理老師，當小

家老師休假時，就換我照顧孩子，這樣讓

我有機會可以與不同的老師有更多討論，

也可以看到其他小家老師是如何經營自己

的小家，並重新整理自己的經驗。後來我

又再一次的學習擔任小家老師，這次照顧

男生，與照顧女生的方式真的是大不同，

雖是新挑戰，但我比以前更有力量面對

了！

學會面對挑戰的勇氣～工作轉換
兒少之家社工員 林晏宇

  小美總說自己不夠勇敢，沒有勇氣和爸

爸會面，沒有勇氣把信寄出去，沒有勇氣

去挽回家庭的衝突與困境。然而，我看見

的是，在她堅定的眼神中，那些不曾放棄

自己的決心。在我眼前的小美，這外形稍

微瘦弱的女孩，內在有著勇士的靈魂，強

韌無比。

  親愛的小美，若這篇文章能是一個祝福，

那我想將這祝福獻給寶貴的妳，也謝謝妳

帶我看見生命的勇敢和韌性。我想跟妳分

享，生命要送給我們的禮物從不輕易給予，

經常會用一些苦難和折磨作為包裝，考驗

我們的決心是否足夠堅定將它拆開。我知

道，也相信著，我在妳身上看見了這樣的

力量。

小 樹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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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有勇氣，要當一個勇敢的人。可是，到底什麼是勇

氣？要怎麼得到勇氣？要如何成為一個有勇氣的人？若從「心理學三巨頭」

之一的心理學家「弗雷德‧阿德勒」的觀點來看，勇氣不是橫衝直撞、不是

血氣方剛、也不是倔強逞強，而是面對未知的未來，仍願意嘗試、冒險看看。

  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觀點在前陣子的暢銷書《被討厭的勇氣》中被提到：「

所謂的勇氣並不是藥，無法需要時就補充一匙，訓練承受責任與訓練擁有勇

氣，是完全互為表裡的。」想要擁有勇氣並不容易，但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

中慢慢練習起，從學習承擔責任，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開始。因為只有我們自

己能改變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從阿德勒的觀點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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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剛從大學畢業，憑著之前實習的

印象，也從網路得知慈馨兒少之家徵才的

訊息，便想嘗試投入社工的工作，當時的

想法的很單純，覺得自己就讀社工系畢業，

理所當然的要從事社工的工作，學以致用。 

  得知自己獲得工作的當下，有許多的喜

悅及感恩，也想把握住這個機會去學習，

期待自己在平穩順利的道路上慢慢前進與

成長；進入工作後，看到慈馨家內部作業

系統架構非常完善，社工/心輔股、生輔/

保育股、行政庶務股，彼此相互合作，讓

需要的孩子有更多充沛的資源可以使用，

每個資源都是孩子們強而有力的後盾；在

每個夥伴身上看到不一樣的特質及帶領風

格，對於大人或孩子在人際互動中有許多

的觸發與學習，因為社會上存在著不同形

色的人，面對環境的刺激加上人與人之間

的接觸，我們才淬鍊成現在有想法能判斷

的個體，與不同的人接觸，也是重要的學

習。

  在慈馨家認識了許多工作夥伴，也很開

心遇到幾位同校的學長姐，在學長姐的照

顧、其他同仁及主管的關心及教導下，慢

慢地對於慈馨家有更多熟悉及穩定。進入

慈馨家工作初期，適逢機構成長的巔峰期，

因著兒童與少年的發展與教養的差異性，

慈馨少年家園落成了。另外，機構辦理的

家友回娘家、過年圍爐等大型團圓活動，

有著非凡的意義；參與其中，我體會到一

個活動事前的準備是如此的重要，加上團

隊的合作及排練，共同使活動呈現最好的

一面，而活動表演也提供家內孩子們展現

才藝的舞台，獲得自信及成就感。

  三個月培訓期中，自己努力學習當一位

社工，除了行政工作之外，也學習如何實

際與個案工作，除了觀察團體的氛圍，也

觀察每位工作者行事風格、合作細節，更

看到自己與夥伴的不同。在適應磨合的過

程中，要取得家人的支持，也要適應工作

型態，難免有些挫折，我曾萌生放棄的念

頭，但因為對於某些事物的堅持，我漸漸

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

  如今，工作已半年多，我的體認是「好」

跟「不好」是沒有標準答案，每個地方都

有屬於它的規則型態，從中觀察了什麼？

自己的想法是什麼？沒有經過一段時間觸

碰，又怎會了解這樣的方式影響了什麼？

例如：在生活中我們與孩子訂定的界線，

但往往工作者卻忽略了自己的界線，在工

作中陪伴孩子、關心孩子之餘，也要適時

的關心、照顧自己。助人工作每天不會都

是平平淡淡，面對生活、人際、感情、學

業、學業，都有不同的情緒產生，而工作

者本身也有個人的情緒，如何在陪伴過程

中，自己也能保有良好的狀況，惟有適時

的與工作切割，以及培養合適的紓壓方式。

  慈馨家提供優質良好的環境設備，對於

孩子的生活教養非常用心及努力，能因應

孩子的需求或是工作者的需要，傾聽各種

角色的聲音，並設立平台可以讓大家公開

提出彼此的想法討論，進而創造新的工作

模式。記得大學的時候，老師曾經提過社

會工作不會是既定不變的，它會隨著時代

環境有所改變。半年多來，因為緣份與夥

伴及孩子相聚，工作完成後，下班有空之

餘，陪伴孩子吃飯、聊天、運動，都成了

無形的喜悅及收穫。

堅持～
看到心中的位置

少年家園社工員 蔡怡萍

  想想一個大學剛畢業的我，開始要照顧

孩子，真的就像是一個新手父母，生命陪

伴生命的歷程，不是只有心理上的陪伴，

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都是充滿挑戰，

陪伴著孩子如何練習如廁、洗衣服、打掃

到煮飯，甚至孩子生病受傷了，除了看醫

生外，還要教導如何照顧身體，這些看起

來像是瑣碎的事情，卻是未來孩子自立生

活時，所具備的基本能力。這些工作經驗，

也讓我更能夠體會感恩父母從小照顧我們

的辛勞，而我的生活態度也會深深影響陪

伴的孩子，這就是所謂的身教不如言教吧！

  已經擔任接觸孩子最緊密的保育員五年

多了，有時也會想著自己社工系畢業，是

否有機會運用所學呢？後來知道機構社工

職位有職缺，我選擇了申請轉職社工。我

知道社工與保育員的工作性質有著很大的

差異，要面對不同的挑戰和學習，這樣的

改變需要勇氣，我猶豫了許久，但回想自己

教導著孩子要勇於面對和接受挑戰，我相

信自己是可以的，就像是鼓勵孩子一樣，

自己也鼓勵自己擁有面對挑戰的勇氣，即

使我現在還是在學習的路上，但學會相信

自己，就會有力量，這是我在慈馨最大的

成長。 

心   的   刻   痕心   的   刻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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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傳承，學習的延續

努力的過程，成就生命的風景～台中市登山協會

活動花絮 社工心輔股

  在慈馨這個大家庭裡，有許多的愛被傳遞與流動，陪伴這群失依的兒童與少年。有

許多的好朋友，更是長期陪伴與關懷著這個大家庭。而愛的灌溉，讓生命能夠繼續成

長；生活的學習，豐厚生命的像每一次的活動，都希望能夠讓孩子們在過程中，有豐

富的學習，化為生命裡成長的養分，滋養茁壯。

  親近大自然，讓孩子的心靈能夠被自然洗滌；透過登山，讓孩子的身體能夠增強體

魄。而登山的過程，更能夠培養孩子面對困難努力不懈的精神。腳下困難的山路，每

一步都需要走得踏實，並努力完成，而這也是登山協會希望送給孩子的禮物。

  這一次，故事協會的叔叔阿姨們，帶領慈馨的孩子一起前往嘉義的奮起湖，挑戰大

凍山的登山步道。雖然過程辛苦，山路崎嶇蜿蜒，但孩子們仍然努力攻頂，坐在山頂

上， 孩子們說原來山頂的風景這麼美。

社工心輔股

用雙腳，每步都走的踏實

休息過後，整理行囊也把垃圾帶走 攻頂後的合影

特別的聖誕節禮物，生涯視野的體驗與拓展～台中市明德高中

  每年的聖誕節，明德高中都會陪伴慈馨的孩子度過一個特別的節日。105年，孩子

們在明德高中一起與資訊科學習機器人樂高大賽，用樂高激發孩子的想像力，組裝一

個屬於自己獨特的機器人；和美容科的學生一起體驗指甲彩繪，畫出美麗的故事。最

後，齊聚在明德高中御膳廳，享用餐飲科精心準備的聖誕大餐。

  除了讓孩子們度過一個特別的聖誕節外，每年與明德不同科系的合作與體驗，也讓

孩子們拓展生涯的視野，慢慢探索生涯的藍圖。

用樂高，組裝特別的機器人 孩子們回答用餐的禮儀 感謝有明德高中哥哥姊姊的陪伴

傻鵝劇團，展演生命教育的精神～台中故事協會

  年初，台中故事協會與善立文教基金會，透過故事展演，至各安置機構，傳遞品格

與生命教育的精神，今年，故事協會愛心媽媽生動的演出中，帶領孩子們貼近「小豬

的超級任務」故事，傳遞人與人相處的過程中，同理心的重要，以及互相的體諒，並

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

  在故事協會愛心媽媽陪伴下，孩子們製作創意黏土，發會創意製作小豬黏土，讓學

習與體悟能夠帶著走～

帶動跳，和孩子同樂 發揮創意，動手做黏土 感謝故事協會愛心媽媽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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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社工心輔股

極限運動，突破生命的限制～Air-Gene彈翻健身育樂中心

    體驗教育，在高空與低空的體驗過程中，總能夠激發身體最大的潛能，而肆玖壹肆

廣告公司（現改為Air-Gene彈翻健身育樂中心）的夥伴們，希望能帶給孩子的就是這

樣的精神，突破生活的困境，激發生命的潛能。

    這次，孩子們來到Air-Gene彈翻健身育樂中心，在體驗過程中有恐懼、有害怕，甚

至有些孩子卡在一半，動彈不得，但在教練的引領與鼓勵下，孩子慢慢邁開步伐，迎

接內心的恐懼與挑戰。

生日的祝福，學習的幸福～月瑛阿姨慶生會

  每個月家裡都會有幸福的「生日快樂歌聲」，這是月瑛阿姨，特別為當月壽星準備生

日的祝福。一個小蛋糕和一本孩子喜歡看的書，陪伴家裡的孩子迎接每一年生命的成長。

  慶生會方案，執行至今已經有三年的時間，每次都見證並祝福著，每一個獨特生命

的喜悅與茁壯。

學習，用每一次的進步累積能力～台中市立人補習班

  每年新春前夕，慈馨家的教父、孩子們口中的施爸爸（施主任），會邀請慈馨的家

人，共同參與立人補習班的歲末感恩餐會。當天除了讓孩子體驗不同飲食文化外，也

會頒發獎學金，鼓勵認真學習、努力進步的孩子，為孩子的學習與努力見證。

  除此之外，也期盼透過參與餐會，讓更多朋友認識慈馨，進而能夠提供不同的協助

與資源。施爸爸說，家裡的孩子，不是智能不足，是學習落後與資源不足。

活動前，先跟著教練暖身 彈跳床，跳出生命的彈性 闖關任務，在困難中找方法

兒童節的約會，豐厚生活的學習～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每年的兒童節，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與慈馨的孩子有個約會，希望能夠讓孩子走出

戶外，用生命去經驗每一個不同的學習，體現「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

今年我們一同前往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觀看展覽品，慢慢地進入歷史的故事裡。

  在導覽人員解說下，一件件物品變生動了，孩子們不斷發出讚嘆聲，他們用眼睛、

耳朵、雙腳實地的去經驗、去感覺並學習。

  感謝這些特別的緣分，感動每一個陪伴的承諾，在孩子生命成長的過程中，陪伴孩

子體現生活的學習，並累積生命的厚度。在活動中學習，在體驗中，內化成為孩子帶

著走的智識與經驗。

認真聽導覽，走入歷史的故事 和建築師叔叔阿姨一起合影 幸福午餐，整理今天的學習

親手為每位孩子包禮

物、寫卡片。

一起唱生日快樂歌、許願、吹蠟燭。

孩子們一起參與歲末感恩聚餐活動 上台領取獎狀及獎學金，為孩子的

學習鼓勵。

孩子致贈花束給施爸爸，表達對

施爸爸深深的感謝。

壽星們一起合影留念



  在慈馨家有家童工讀方案，我曾經參加

過三個。我覺得工讀是增加學習的機會，

每個工讀都會有不同的學習，不僅要把工

作做好，還要學習溝通和討論。像我做過

三個工讀，所以就有三份不同的學習。以

下是我的工讀想要分享的東西。

  第一，我學到一旦決定工讀，就要做到

底，過程不管再累再苦，都不可以輕易放

棄，因為學習的態度非常重要！如果連態

度都做不到，那以後恐怕難以做更多的任

務。因此，用什麼態度去工讀，學到的經

驗也會不同，而這些都是自己可以決定的。

  第二，工讀能不斷學習新的知識，以及

認識有趣的東西。每一次做工讀，老師都

會教我更好的方法，讓我的頭腦可以輸入

新東西進去，所以我覺得自已比別人學得

還多。曾經有老師跟我說過，你把這些工

讀經驗收集起來，等到長大要用的時候，

就可以把學過的東西搬出來用。老師還說

過比喻，如果今天別人請你幫忙，你說你

不會，機會可能就消失了；但如果你說可

以，或說我願意學，那機會就是你的。

這比喻讓我學到其實沒有不會這件事，只

有你想不想學。

  學習是奇妙的，你學得愈多，收穫就愈

多。怎麼說呢，因為相關工作經驗你有了，

辛苦的體會你也嘗試過了，這些豐富的學

習就會讓你心裡更踏實，未來要找工作時

就不怕困難了。

  因此，對我來說，工讀真的是個非常好

的學習機會，如果錯過了這些機會，真的

很可惜。老師告訴過我，你的人生是精彩

的，還是沒有顏色的，都是自己的選擇與

決定。工讀讓我的眼界打開，我相信我的

人生會愈來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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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讀經驗
小六 秋天

  當遇到挫折時，有些人可能選擇自我放

棄、消極的過日子；但有也人選擇不放棄

任何一絲希望，積極突破。生命就是如此，

你想往前進，就不會覺得這世界對你不公，

因為你知道暴風雨過後的彩虹是最美的。

  小時候的我脾氣相當不好，還曾經誤打

了一位保育老師。那時因為有人故意罵我，

而我實在太生氣了，忍不住就回擊對方，

此時老師出面阻止我，我來不及收手，便

也揮打了老師，幸好老師無礙，否則我就

得內疚一輩子了。像這樣，小時候的我，

時常為了點小事，就像炸彈一樣暴怒，老師

總希望我可以學習好好溝通及處理問題，因

此，老師花了至少一年的時間，陪伴我調

整情緒。

  練習調整情緒期間，初期我因忍不下憤

怒之氣而又動手打人，那時我總感覺心裡

有個關卡，挑戰著我、阻止著我，讓我過

不去。一度我想放棄，但老師說：「現在

遇到挫折是正常的，因為你在跟自己打心

理戰。」我練習了一個月還是會動手，練

習了三個月還是會動手，我真的很苦惱，

但我選擇勇敢面對自己的情緒。當下，我

的念頭是想要讓自己更好，不讓自己成為

最討厭的暴怒或暴力之人，所以，我努力

克制情緒，學習調整放鬆的方法。

  其實，面對真實的我，心裏那個易怒的

我，挑戰極大，我很佩服當時自己不放棄，

願意練習再練習，只為讓自己變得更好；

也謝謝那時候老師不離不棄的陪伴我身邊，

帶著我走過困難與挫折的煎熬，這場情緒

大關讓我學到很多，尤其是勇敢與面對。

現在的我，不怕挫折來臨，因為我知道，

成長需要「生命的檸檬」，有酸度才能襯

托甘甜的可貴。

當生命給我檸檬
高一 JEN

家童美勞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