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時候我覺得每個人都一定有個家庭，

家庭裡，有大人會照顧你、陪伴你、擔心

你…，但這些看似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

竟有人無法得到…。

  很久了，我一直尋找「家人」的感覺，

但總感覺困難重重，難免令人挫折。這時，

我總會告訴自己，「上帝為你關閉一扇門，

必會為你開啟另一扇窗」，以勉勵自己世

界不是殘酷的，而是藉由情境，要我們學

習如何規畫自己的人生。

  我常問自己「家人是什麼？」一般的定

義是爸爸、媽媽和自己吧，可是我現在住

的地方很特別，有超多的哥哥、姊姊、弟

弟、妹妹，大家來自不同的家庭，每個人

都有尋找家人的故事…。 

  我和他們一樣，也有對家的想望，對家

人的期待，有時甚至也會升起怨恨，怨恨

自己為何不能跟一般人有真正的「家」。

但是我選擇面對現實，雖然「家」是我所

缺乏的，但我願意比其他人更努力學習，

我也不害怕別人怎麼說我的家，因為這是

「自己」的人生，不是別人的。

  或許我的家境不好，但這困境使人成長，

現在我住在「慈馨家」，這裡的人有缺點

也有優點，但缺點不會擊倒我們，反而愈

挫愈勇；雖然我們比一般同齡孩子被迫要

提早成長，但慈馨家老師的教導與陪伴，

補足了我們後天所缺的呵護與溫暖。而老

師們的用心與努力，已漸漸讓我覺得「慈

馨家」就像自己的家一樣了。

親愛的媽媽：

  媽媽，謝謝妳把我生在這個美麗的世界。

  我們的緣分很淺，我國小時，您就離我

而去，但因為有爸爸和哥哥、弟弟的陪伴，

我並不孤單。媽媽，您在我印象中，長得

跟一位明星很像，那就是張惠妹；而您的

個性既溫柔又體貼，是個不愛挑剔的媽媽。

  我很想您、也很愛您，不知道您過得好

嗎？

  當初您還沒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只知道

您跟爸爸常常吵架，兩人有很多煩惱。如

今，我們分開多年，現在的您生活如意嗎？

我知道您另組家庭，已經有兩個女兒。之

前我回去探望您，看見您照顧她們很辛苦，

所以，請答應我，要好好照顧自己唷！

  您如果累了，不要逞強，先休息，讓自

己放鬆放鬆再放鬆，在新家庭那裏，您要

過得快樂、幸福哦！而我會一直為您祈福，

不管您在不在我身邊，我依然愛您…。

  祝福您 母親節快樂

                                             

女兒夏天敬上                                               

106.05.14

尋找「家」
國一 嵐芯

寫給媽媽的一封信 
國二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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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辰」下的成長點滴
家友 高二 林泓辰

馨光故事 馨光故事

【五味雜陳的感受】

  受邀寫稿時，心裡感受五味雜陳，一方

面是喜悅，可以檢視自己返家這幾年進步

和成長了什麼，但更多感覺的是-「懼怕」，

擔心沒有辦法完整表達我在慈馨的學習，

以及老師給予的陪伴。

  為此，我重返慈馨很多次，雖然我僅對

慈馨師長說「剛好有時間、剛好今天人在

台中」，但最真實的原因是「我想回來走

走、這裡是我的初衷」。因為每次回家，

我都有著不一樣的感受，所以我想寫下並

與大家分享。

【初進慈馨的膽怯，極度不適應的生活環境】

  小時候，媽媽因經濟困難無法照顧我，

於是把我送到阿公家，讓他們打理我的生

活。但我只想跟媽媽同住，因此我開始逃

家翹課，甚至成了習慣，而警察局彷彿是

另一個歸處，一個禮拜總會進去幾次，到

最後家人真的束手無策，才將我交給社工

安置的。

  記得剛入慈馨家時，我手上抱著一隻無

尾熊玩偶，它保護著我自己，讓我與慈馨

家人形成一道互不接觸的厚牆；那時，只

有無尾熊才是我的家人。住在慈馨家的第

一天晚上，我嚴重的失眠，完全睡不著，

我對於周邊的環境感到陌生、害怕；隨時

被抓去賣掉、或被吊起鞭打的童話故事情

節，忽然一一浮現在我腦中。

  凌晨兩點多，我的第一位小家老師-秀

玫老師，緩緩走進我的房間，旁邊的哥哥

早已熟睡，我蜷在床角，全身發抖，看著

老師往前走一步，就好像少了一些的存活

空間，直到…「不要怕，住在這裡的人不

會害你，你可以放心的把我們當家人。」

老師說出這句話後，我才比較安心，起身

默默的坐在床邊，老師也緩緩坐下。那天

晚上，我雖然還不敢跟老師說說心裡話，

也沒辦法談談自身的想法，但卻慢慢發現，

這是一個溫暖和諧的大家庭。

  翌日早晨六點，我聽到老師溫柔的呼喚～

「要早集合嘍！」睡眼惺忪的我，慢慢從

被窩裡爬起，發現旁邊的哥哥已經不在床

上，我想著～這邊的人都這麼早起嗎？不

習慣早起的我，覺得早起可是一件痛苦萬

分的事，但當我走到二樓集合場地時，才

發現住在這邊的大人小孩都參加早集合了，

我開始意會到這是一個團體生活，大家要

學習互相扶持，互相包容。

  團體生活，在我成長的環境中是不可能

出現的名詞，現在要我去適應，根本就是

難上加難，加上我的自我意識強，所以學

習過程便有很多的火花，還有令人痛苦的

磨合。舉例來說，「裝水」這件事也能弄

的翻天覆地。那天，我正要去飲水機裝水，

另一位家童也走過來表示要裝熱水，我想

他裝的是熱水，而我要裝冰水，兩人同時

裝水比較省時，應該沒甚麼關係，但當我

打開飲水機開關的那一剎那，裝熱水的家

童大吼一聲，表示這樣裝水很危險，很容

易因為熱水的噴濺，而導致受傷！我心裡

想，一個是熱水，一個是冰水，互不相干，

哪有什麼受不受傷的情況，因此我也很不

服氣的表示不滿，兩人便吵起來。

  當小家老師前來了解事情，我才知道，

團體生活最需要學習的就是-「互相禮讓」。

對方是怕我受傷而阻止同時裝水，而我則

是搶一時之急同步進行，兩人意見不合，

造成此次口角事件。事情解決後，我回到

房間，覺得胸口悶悶的，覺得團體生活怎

麼這麼困難…

【在慈馨學習到的課題，溝通與調整】

  衝突及口角是人際互動會遇到的問題，

團體生活更不例外。有一次，小家會議召

開過程，我與一位家童有意見上的分歧，

後來我們就大打出手，但在老師的陪伴下，

我們開始去了解原因，也學習了該怎麼化

解及處理意見紛爭。

  「溝通」是我在慈馨學到的第一門重要

課題，以前生活簡單，沒有這麼多的事情

需要溝通，但在慈馨，溝通是基本的，因

為慈馨是個大家庭，當大家有想法上的不

同，就需要拿出來討論和理性的溝通。

  若是心情莫名煩悶，無法排解該怎麼

辦。「調整情緒」是我在慈馨學到的第二

門重要的課題，每個人都會有情緒上來的

時候，重要的是怎麼調適自我？這天，我

的心情超煩悶，我走到老師面前，開始胡

言亂罵，起初老師靜靜地聽我說，但當我

開始破壞東西時，老師抓住我的手，請我

該好好地調整自己的情緒。

  在慈馨，老師不會要你馬上調整好情緒，

但會要求不能破壞物品，更不能傷害他人。

那次之後，當我跟他人有意見衝突，或是

情緒不適，我就會跟老師要求先回房間調

整情緒，再做後續的處理，以免情緒激動

做出不明智的決定。

  慈馨給予孩子很多學習與錯中學的機會，

老師則給予陪伴，陪著當事者去省思，並

討論如何克制及改進。有次我與老師爭吵，

衝動下打了社工老師一拳，讓他受傷了，

事發後我很後悔也很緊張，一直想著要怎

麼負責。但老師沒有責怪我，他陪著我調

整情緒，反省當下行為，並討論下次遇到

類似情況，要如何克制自己不去傷害別人。

  其實，溝通和調整的過程很痛苦，因為

要改變的是自己的言行、認知，以及調整

情緒的方式，但老師陪伴我都不說累，我

哪有資格說很辛苦、很想放棄？老師與我

沒有血緣關係，說是工作責任也不至於要

挨打挨罵，但每次事件，老師依舊陪伴著，

這是我最佩服慈馨老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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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馨所得到的陪伴，有溫暖有回饋】

  「陪伴」這兩個字看似簡單，實際上卻

很難。孩子生病了，老師給予無微不至的

照顧；孩子傷心了，老師則是細細聆聽默

默陪伴；孩子生氣了，老師成了他抱怨的

垃圾桶…。這還不夠，孩子發生衝突了，

正要準備休假的老師，卻願意留下來協助

處理。

  但老師生病了、傷心了、生氣了，誰來

陪伴她？曾經我遇到老師抱病站在廚房為

我們準備午餐，老師的背影令我覺得辛酸，

當下的我，感受到老師對我們視己如親，

於是我走過去幫老師分擔一些工作…。

  在慈馨，得到的不是寒冷，而是溫暖；

不是金錢上的滿足，也不是物質上的富裕，

而是陪伴的豐厚。在慈馨，有一群沒有血

緣關係卻願意愛我、疼我、照顧我的爸爸

媽媽，而這大大的溫暖與恩情，到現在我

仍難以忘懷。

【一點一滴的進步，成長中的喜悅】

  孩子總希望被大人稱讚、誇獎，並得到

獎勵，我也不例外。剛來慈馨，老師請我

做事，我就會問有沒有獎勵，沒有獎勵就

不做了。但老師教導後，我才知道這是獨

立自主要培養的能力，所以我改變凡事求

獎勵的心態，因為做好份內工作本來就是

應該的。

  接著，我也開始努力地改變自己的行為

及言行，儘管過程中很想放棄，但老師始

終陪伴我、為我加油，使我慢慢改掉壞習

慣。一次小家大掃除，我負責打掃廁所，

原本我極度討厭打掃廁所，因為尿池厚厚

的黃垢及黏液，會讓我不禁作嘔，但那次

老師陪我一起打掃，並教導我怎麼樣才能

克服恐懼，就這樣，我從苦臉漸漸變成笑

臉，掃完後我開心地跟老師說謝謝，因為

這是我第一次克服掃廁所的恐懼，勇敢地

跨出那一步。

【大德給予的幫助，讓生活與學習不一樣】

  在慈馨，常遇到面容祥和的大德們走到

總務辦公室，詢問是否需要物資或金錢的

幫助，無論是初識者或長期捐助者，他們

的愛心，都令我感動不已。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月瑛阿姨」，第

一次看到她便能感受滿滿的愛及關懷。她

為我們舉辦慶生會，為我們唱生日快樂歌，

並為當月生日的家童準備專屬蛋糕和禮物

書，讓我感受到家人圍繞般的祝福和喜悅。

此外，多次假日活動及用餐，也是月瑛阿

姨協助安排並贊助經費的。這一點一滴的

付出及無私的奉獻，不是謝謝兩個字可以

說盡的。

  另一位則是立人補習班～施憲銘主任，

他提供補習的資源，讓一向想考好成績卻

沒有讀書方法的我，可以到補習班學習。

初期，我很認真讀書，但學校和補習班兩

方的沉重課業接踵而來，每天反覆學習且

枯燥乏味的生活，使我開始厭倦。老師看

到我的抗拒，評估後停掉課程，僅參加補

習班夜間戰鬥營，持續讀書習慣；而我的

想法是自己在家讀書，兼顧課業及多元學

習。因為我和老師的看法不同，心裏總覺

得悶悶的。一天，我遇到施主任，他問我

補習是否適應，我就把疲憊的情緒和想法

告訴主任，主任沒有多說什麼，只請我戰

鬥營結束後找他，此時我心想，慘了，應

該是要挨罵了。

  課後，我緩緩地去找主任，主任帶著我

一起走到候車處，行走過程，主任不斷鼓

勵著我說：「現在努力雖然辛苦，但走過

了，成功就屬於你了。」並且一直為我加

油，他說：「累了可以讓自己適當的休息，

但不能過於放鬆；有壓力的時候，可以找

個人聊天，說說自己心裡的想法；想哭的

時候，就大哭一場，雖然哭不能解決問題，

但至少心裡會較好一點。」這段路雖然短

短的，但跟主任聊天的過程，我的心卻暖

暖的。

  主任從來不收補習費用，對於成績有進

步的家童還頒發獎學金鼓勵，他總希望我

們更有動力讀書，可以在課業上有所成就。

我想，月瑛阿姨和施主任所做的事，應該

就是所謂的大愛吧。

【得知返家的興奮，與準備分離的不捨】

  當我得知將返家與父母同住時，心情是

雀躍的，但對慈馨也有不捨之情。我是個

情感豐富、哭點低的人，若因返家一事而

哭泣，會不會被誤認我不想返家？因此，

準備返家期間，我私下抒發想哭的情緒，

並且珍惜與慈馨家人相處的時間，我變得

更積極的參與活動及主動幫忙。

  一般人對所擁有的常未能好好珍惜，等

到要分離或失去時，才會想到這個沒做，

那個也沒做。但我覺得自己在慈馨得到的

已經夠多了，它不僅陪伴我成長，也讓我

學習獨立自主，或許我們跟一般家庭的孩

子成長狀況不太一樣，但是沒關係，因為

在慈馨，我們得到的是老師和許多大德爸

爸，大德媽媽的呵護及愛護，所以我覺得

很滿足了。

  離家那一天，我收到全家的送別祝福，

還有一本專屬的回憶錄，裡面有我在慈馨

五年生活、學習和成長的點點滴滴，以及

大家寫著愛和鼓勵的祝福卡片。現在，我

一看到那些卡片，眼淚還是會不禁流下來，

因為有著滿滿的感恩及回憶。

  這篇文章我整理了3個多月，但仍無法

訴說五年的生命故事，太多的體驗與溫情

都是慈馨賦予我的，慈馨是把孩子放在第

一優先的機構，它給予的陪伴及關懷是超

乎想像的，慈馨永遠是我的二個家，希望

它愈來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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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幸運，能在孩子的眼光中，再次認

識這個世界，有時候我也會因為他們，而

看到某一面不足夠的我。就像另一次有個

孩子跟我說：「課輔老師，我今天沒有鬧

脾氣，我沒有對妳故意了。」我才後知後

覺的知道，原來孩子對於他們自己的行為，

其實也是能夠清楚的；這時也才反觀到自

己，是不是因為一直把他當作小孩子，他

才永遠長不大。或許當我每次認為他只是

個小孩時，環境早已讓他成為了半個大人，

也許孩子的成長和成熟，是可以超過我的

想像的，如果是這樣，那麼我相信他就會

更容易懂事，也更能讓我盼望教育帶來的

改變和可能。想到這裡，就會覺得服務孩

子是一件充滿希望的事，也是一件十分快

樂的事。

  最後我想再次感謝，這幾個月我所遇見

的孩子們，想謝謝他們常常在某一些不經

意的片刻，如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說一

樣，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也想謝謝

辛苦的小家老師和社工老師，感恩老師們

總是在我需要幫忙的時候，給予我許多寶

貴的經驗和建議，做人的功課，我還正在

完成，在這趟學佛與成佛的千里之行，感

恩我能以慈馨為師。

課輔志工 楊舜雲老師

新手
父母的師

範大學：

一段
和孩子共同成長的旅程

  回想這段時間跟孩子的相處，不知不覺

接近一年了。從大學畢業以後，我離開了

學校，在家庭與工作中開始新的責任，這

樣的生活雖然平凡順心，但卻也好像少了

些什麼。於是2016年的一個因緣，因為故

事志工的實習，我來到慈馨，在這裡逐漸

體認：當父母是多麼的重要和不容易，而

生活就是一本教材！

  很開心能陪同孩子一起，在遇到的難題

和碰撞中，學習累積正面的資糧，也更敬

佩小家老師及社工老師，能在偶然衝突的

火花裡，灌溉智慧的清涼，替孩子澆除煩

惱。看著老師們運用溫暖的愛心與包容引

導孩子，如何在他們自己的考驗上，做出

理想的決定，我實在覺得無比讚嘆。或許

生命是沒有答案的，目前也還沒有一間專

為父母而設立的師範大學，可是對我而言，

現在的慈馨，就好像是父母的師大了。因

此每個星期三的晚上，我都會帶著一份歡

喜心和感恩心來慈馨上學，因為我覺得我

也是一個來跟孩子學習的人，雖然課輔的

安排，看起來好像我在陪伴孩子，其實換

個角度也是孩子在陪伴著我。

  快要一年了，真的在孩子身上，學到很

多也看見很多，不管是小臻、小祥，還是

最近坐在我們隔壁桌的小瑄，都讓我發現

每個孩子都是一個能夠感受、感動和感傷

的靈魂，有時候在大人的身上是沒有差別

的。記得某一個星期三接近八點半的時候，

有一個孩子突然問我：「課輔老師，妳相

信這個世界上有鬼嗎？」我說：「我相信

呀！妳呢，妳會害怕嗎？」她說：「我也

相信，可是我不會害怕，因為我知道魔鬼

其實是善良的，只是祂們都不知道自己是

善良的，所以祂們其實也不會那麼壞。」

  那天晚上我被孩子的這些話語撼動了好

久，小家老師說也許孩子正在說著她自己，

我好像瞭解一個小小的身影正在希望被看

見，也正在期待大人能把對她的偏見都放

下，她讓我知道即使是魔鬼，也都能有一

份善良在心裡，也都在等待著一個願意了

解他、不會害怕他的伯樂。我在孩子的語

言裡，想起曾經聽過的一句話：撒旦是墮

落的天使，而佛是覺悟的眾生。不論現況

如何，但願我們都能向自己的內在作尋求，

在愛裡克服對自己、對別人的懼怕，來讓

彼此更幸福，或許這樣的慈悲，也是一份

讓我們生命向上的動力。

童言童語看成長

  孩子的世界充滿想像，有和平美好，也有困難冒險，他們會用自己認知的角度來詮

釋這個世界及人事物。當孩子們對事物產生疑惑時，他們總愛問：「為什麼？」但有

多少大人願意站在他們的高度，用他們理解的方式，認真看待與回應呢？又有多少大

人，願意在童言童語中學習不一樣的看見。「項橐七歲為孔子師」，這是歷史有名的

故事，孔聖人親自請教項橐一事，已給予後人做了榜樣啊。

  而今日，處於多元、快速變化的社會，父母或許可以透過繪本，讓自己更貼近孩子

的內心世界，並陪伴成長。如，台灣著名繪本畫家～幾米，他的著作中，《布瓜的世

界》、《我的錯都是大人的錯》、《我不是完美小孩》、便是以童趣的繪本方式，呈

現令人會心一笑又足以深省的內容，閱讀之後，書中的童言童語，會讓你我窺見孩子

的純真和獨特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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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路，因緣際會和好多人相遇，從他

們分享的生命故事中，得到了面對挑戰的

力量。在新竹，冠葦的阿姨和姨丈分享多

年前因為投資股票失利，賠掉所有積蓄還

負債。阿姨說「那時，扣掉還給銀行的錢，

我們的薪水剩下幾千元，很勉強地在養活

一家四口。有一次，孩子要繳學校一千多

元的費用，家裡實在拿不出錢來，我們倆

都不想去跟自己爸媽借錢，又不想讓孩子

繳不出費用，我就把訂婚的戒指拿去當掉，

還好足夠可以繳錢。對我來說，這一千多

元可比訂婚戒指重要多了。」阿姨接著說

「經過那痛苦的十年，我後來就覺得自己

很容易知足，不用賺很多錢，只要家裡生

活夠用就好。然後，無債一身輕，我就覺

得現在生活太好了。」姨丈說著「沒有那

十年，我現在可能還是會一直在追求更多

的錢，而不懂得知足和珍惜。現在，我追

求生活的自在、心靈的快樂。」真的，單

車上路更體會到，我們生活需要的並不多，

知足即能常樂。

    在台南，遇見一個很酷的家庭車隊，灰

熊爸爸騎在前面開路、藍閃蝶媽媽是安全

殿後，中間夾著一個騎著小摺疊單車的大

兜帥哥。他們一家人從台南出發，計劃用

四天連假，一路經過墾丁爬上南迴公路的

壽卡鐵馬驛站，再接著騎到台東，而後坐

火車回家。灰熊爸說「孩子是未來的棟樑，

要給孩子任務和挑戰，這樣他們才能累積

對自己的成就和認同。之前，我們幾個朋

友組成親子團，設計了一個媽寶計畫，讓

孩子靠自己的才藝去賺取住宿和交通，一

路從高雄玩到墾丁，到了旭海還要陪當地

的小朋友玩摺汽球。我們希望培養他們獨

立自主的能力和經驗，當他們可以克服挑

戰，就能累積許多對自己的成就感。」我

們感觸良多地向這家人點點頭，在這趟旅

程開始之前，我們也沒想到自己有這樣的

能耐，真的可以面對環島的挑戰。

    在台東，當我們好不容易克服了想要放

棄的念頭，在大雨稍停後重新整裝時，一

位悠哉地吃著關東煮、感覺像是經驗老道

的老人家在看著初生之犢的阿伯，開口跟

我們搭訕起來。阿伯今年65歲，從42歲開

始第一次單車環島之後，直到現在已經完

成了12次的環島！阿伯說「環島，不要搶

快，不要硬衝，保持每一踏繼續前進，這

樣就好了。」聽他說這雲淡風輕的話，卻

猶如雷霆一般灌進我的腦海，人生會有好

多的挑戰和困難，不要著急，一步一步往

前就好了。阿伯的單車環島哲學，更是生

命的哲學！

    這一路，太多故事說不完，如同生命會

不斷經歷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挑戰。我們

並不需要完美走過，就讓我們在那當下好

好去經驗，好好收藏當下一切，哪怕是辛

苦、傷痛，都會豐富我們的生命。冠葦會

說，就像在闖關一樣，面對了而能撐著繼

續往前、想辦法幫忙自己、互相照顧，終

究就會等級提升，得到新的力量、看見新

的風景。謝謝我們在困難時的堅持，讓我

們得以看見雨後美麗的彩虹。

行政組長 李冠葦  

諮商心理師 楊顗帆

  兩個人、兩輛單車，九天半旅程，騎了

956公里，完成單車環島一圈的夢想。

    小時候的顗帆，就讀的國小和國中都在

自家附近，就是走路上下學的命；一直到

了高中，終於擁有第一輛單車，開始可以

騎車壓馬路（不要懷疑，顗帆到高中才學

會騎單車！）。一直以來，心裡面有著單

車環島的夢想，靠著自己的雙腳發力，乘

著單車的速度奔馳，收集台灣的美好。這

個夢想，隨著時間流轉卻被我放在一旁，

直到今年二月終於能付諸實現。出發環島

的前一天，我才突然領悟到：夢想的起點，

最需要的是往前踏一步的行動力。

    九天半的旅行，顗帆和冠葦從桃竹苗經

歷綿延不絕的爬坡和下坡出發，沐浴在山

林的芬多精之中。在嘉南平原上，隨風搖

曳的秧苗陪伴前行，眼睛吃下多采多姿的

蔬果：大甲芋頭、大林鳳梨、嘉南稻米等。

在高屏的沿山公路，我們近距離和中央山

脈相遇，仰望這巍峨的守護。在花東則遠

眺清澈的山，一伸手就能觸碰得到那份濃

郁綠意，眼裡滿是山的綠、海的藍。在宜

蘭貼著海岸、迎著海風、聞著空氣中海水

的滋味奔馳。在台灣的東北角，穿越過黑

夜裡刺激、謐靜的山岳群峰，奇妙地穿過

時空門而回到繁華的台北都會。台灣的美，

有各種不同的樣貌，山林幽靜、平原遼闊、

海岸壯麗、都市繁華、鄉村恬適、部落多

彩。何其有幸，我們長於台灣，這兒是如

此多元且美妙的家園。

    單車環島，是旅行，更是一項挑戰。我

們在新竹濱海公路正面迎上挾帶閃電的暴

雨、在彰化田間抵禦著強勁的海風，在逆

風中奮力踏著踏板、在台南經歷連假的車

潮，考驗用力掌握車頭的二頭肌、在屏東

吃掉140多公里的距離，以及一天騎滿10

個小時的長程。尤其，當我們突破了南迴

公路之後，在台東遇上超大逆風、陣陣大

雨、海岸長坡，一口氣滿足三項挑戰的願

望！我們幾次萌生退意，想著幹嘛在這兒

又累又辛苦的、想著到了下一個市鎮，就

要找火車站讓自己舒服地坐上回家的歸

途……。幸好，這一路有夥伴互相打氣，

一起抱怨老天給的挑戰太超過，一起遞上

香蕉補充前進的動力；還在路上遇見好多

鼓勵的聲音，來自於同樣在挑戰環島的車

友、當地生活的居民，也會被經過的車子

給嚇到，因為他們會在我們身旁，突然搖

下車窗大喊「加油」！

跨越困難的能力系列：

單車環島英雄之旅



仁者
 翦影

仁者
 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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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00年的春天，「大方廣人文美學協會」聯絡我們，想帶孩子去看台北花卉博覽會；

從此開啟了慈馨家與大方廣協會一年一度的春遊，讓孩子體驗不一樣的生活。這個活動起緣

於戴育澤建築師與大方廣協會理事長林慧芬伉儷的構思，至今已屆七年。

  戴育澤先生秉持國際觀點、專業品質與創新美學的理念，結合一群有高度熱忱與理想的專

才，建立令人信賴的專業團隊，於民國80年創立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其所設計的作品，二

十多年來屢獲大獎的肯定。民國98年戴先生成立「大方廣人文美學協會」，由戴夫人擔任協

會理事長，夫婦同心以幫助弱勢兒童和為土地公福德祠義務設計為其主要服務項目，希望為

台灣社會貢獻心力。

  辦理慈馨家的活動，事前準備事項繁多，在戴育澤伉儷帶領下，參與同仁皆能熱情融入其

中，大家挑選的旅遊地點和為孩子準備的禮物都極為用心，既達到寓教於樂，也讓孩子玩得

盡興。而多年來，他們與慈馨孩子也建立了情感；今年，協會提升活動層次，特別設計「故

宮南院一日遊」，結合自身專業，為孩子創造具文化、知性、美學的活動之旅。未來則希望

孩子能一起參與活動設計，讓孩子做中學、累積多元的經驗。此外，協會也關注孩子們技能

學習，並引薦泥作、木作的相關訊息和體驗機會，讓孩子對多元產業有更多了解。

  請教戴先生關注弱勢兒童的緣由？戴先生自述因父早逝，母奉外婆之命改嫁，而成為孤兒，

幼年時感嘆別人有父母陪伴，為何自己沒有？婚後，妻遭逢喪父之痛，夫妻閱讀西藏生死書，

思考生老病死、分離、無常等問題，進而接觸佛教，並閱讀許多佛經，從中獲得啟發與領悟。

此段生命經驗，讓戴先生重視善念善行，尤其對弱勢兒童的發展與需求，感同身受。

  戴先生認為「每天啟動善念，灑下善的種子，對生命及週遭有更多小小的關愛，便能使善

的循環不間斷。」這想法亦落實於工作職場，希望同仁工作之餘，生命也有所成長；更希望

同仁透過正信佛教，個人心性有所啟發、改變，進而影響家庭、社會。因此，事務所每天有

自由樂捐的勸募活動，資深員工每月有一天志工假，每年有7～8天禪修假。戴先生表示，佛

教教導我們慈悲和智慧，志工服務是慈悲的體現，而禪七是智慧的修持，兩者即為悲智雙運

的實踐。

  戴先生表示自己年少時很辛苦，「雖能寄人籬下，但所有快樂悲傷都是自己承擔、自己看

著辦，所以精神、物質上是貧困匱乏的。」但現在他認為這是上天用另一方式將禮物送給自

己，因為這一路走來生命太精采了，可用「千金難買少年貧」形容，也以此語勸勉慈馨家的

孩子。並說慈馨老師對孩子全程陪伴，全心投入，愛心令人感佩，孩子須感恩老師；因為非

親人卻得到親情般對待，這是幸運的。戴先生還表示，相信教育能翻轉貧窮與人生，故期許

慈馨家未來能以豐富經驗轉型自辦教育，讓更多弱勢兒少有正向的發展與正能量。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人若精彩，天自安排。」許多人雖經歷苦難，但卻能策勵自己、

完善自己，最後創造不平凡的人生。從戴育澤伉儷的分享中，看到的便是這種志氣與寫照。

傳遞人文關懷的戴育澤伉儷

編輯小組

戴建築師與慈馨孩子們於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合影。



答客問
 

問：你們需要甚麼物資嗎？

    還有，捐錢或捐物品都

    可以抵稅嗎？

答：由於我們物資需求經常

    更新，所以請您和我們

    聯繫，我們會有專人回

    覆您最新物資需求訊息。

    又，捐助經費或捐贈物 

    資本家皆會開立謝函收

    據，您可依據謝函上的

    金額做所得稅的扣抵。

    如果捐助物品要抵稅，

    請您檢附購買物品時的

    原始憑證，例如購買時

    的發票或收據（正本或

    影本都可以），讓本家

    能夠依此開立物品金額

    之謝函，您即可據以抵

    稅。

    如果是捐贈二手物品，

    因二手物品難以評估其

    價值，所以本家所開立

    的謝函，依法不得抵稅

    喔。

溫暖的太陽

答客問
 

問：在東英五街88號有一棟慈馨少年家園，跟慈馨兒

    少之家有什麼關係？

答：我們都是一家人，慈馨兒少之家收容國中二年級

    以下的孩子；孩子長大了，需要為生涯做規劃，

    也需要培養更多自立生活的能力，所以我們在東

    英五街88號另外設立慈馨少年家園，收容國三以

    上的少年，為他們進入社會做準備。兩個家園都

    是「慈光基金會」所附設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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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長 吳碧霞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樊遲問怎樣做才是仁。

  孔子說：「居處恭是在平常生活有規律而不亂，恭敬是基礎。執

事用一絲不苟及恭敬的心。與人交往互動要忠心誠懇。經常回過頭

看自己的心，是否竭盡所能，從私生活到辦事到人情事故，三句概

括，雖到沒文化教誨的地方也不能捨了這個原則。」

  人性都是一樣，別人見你私生活恭敬，執事一絲不苟，對待人以

忠，他就覺得好，雖沒文明，人性追求的還是這個。即使心智不足，

他亦能有所感受，給予愛滋潤，慢慢教以規矩，久之，雖先天不足，

但後天不失調啊。

民國84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