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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

    年輕人的熱情，真是社會寶貴的資源！那顆純粹而充滿熱力的心，能發動許多善行。

以下是由陳冠霖先生所召集的「LA55熱血青年服務團隊」，在發動「把愛傳出去～

Forward公益勸募活動」時所發佈的一段「緣起」：

  曾經有人把孩子比喻成種子，在成熟時會隨風飛揚，然後在一片肥沃的土壤，落地生

根，安心成長；但不是所有的種子都如此順遂，有些被風吹遠了，落在荊棘或是尖石上，

艱困地獨立發芽。如果有一個苗圃，將這些珍貴但卻受傷的小種子捧起，重新種下，他

們就可以有個落腳並且重新開始的地方，茁壯萌芽。

  『慈馨兒少之家』就是這一塊苗圃，自96年成立以來，陸續接受各縣市政府轉介兒童

保護個案，致力於收容失依及遭逢重大變故兒童的安置教養，提供這群心靈曾經受傷的

孩子一個溫暖的家。和多數的收留之家不一樣，慈馨大家庭由7-8個小家共同組成，每個

小家由5-6個孩子與慈馨團隊共同經營，「以家童為中心」的家庭服務模式，從遷入、佈

置、到落成，一磚一瓦、一桌一椅、每個角落、每樣擺飾，都是孩子們與慈馨團隊一點

一滴的精心設計與創意，慈馨用獨特方式陪伴孩子一同前進與成長，尊重培養孩子獨立

自主的能力，用生命守護這群失依孩子，成為孩子們最堅強的支柱。

  然而，歲月更迭，由於孩子們日漸成長，為符合孩子們不同階段的發展需求，同時安

置更多需要照顧的家童，使他們擁有足夠的空間與成長環境，因此目前極需各界支持援

助，幫助這群孩子增建新家園。我們發起「把愛傳出去～Forward公益勸募活動」，希望

藉由活動，喚起每個人心中沉寂已久的力量，以實際行動引發更多的貢獻與付出，讓社

會滿懷溫暖，將溫暖送回孩子們的手中，給予他們一個新的家園。

  這群熱血青年，果真在520前後發動了勸募，或是上街頭、或是結合企業用戲劇演出

等等活動，引發民眾的關懷，他們那一點心意，真是太珍貴了！

  以前，佛經上記載著一位貧女難陀施燈的故事，這盞燈是她由乞得的一件舊衣換來的

一文錢所購得，在眾多輝煌燈盞被風吹熄的情況下，她的燈還熠熠生輝。這是為什麼呢？

  佛陀告訴弟子：「這是因為主人發菩提心所布施的。」最後，貧女難陀被授記成佛，

名號就叫作「燈光」。

  我們也祝禱這一直以來，護持慈馨的大德，所種的福，可以散發著智慧的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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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慈馨的「大家庭系統」中流轉

家主任 詹前柏

  既然家庭是每個孩子的最佳成長場所，

那麼家庭化的教養勢必成為安置機構必要

的選擇。可是很多研究發現：安置教養機

構專業人員的流動率普遍較高，影響所安

置兒童「安全依附關係」的建立與生活適

應。因此，慈馨取法中國人大家庭的概念，

家童不只是小家保育員在溫養他們，整個

包括總務、教保的團隊也一起加入輔育的

行列。所有慈馨的工作同仁都是家童的照

顧者，小家保育員是媽媽，其他的同仁就

是他們的叔叔、伯伯和阿姨。所有慈馨的

大人和家童都是一家人，家童的信任與依

附對象，不是單獨的小家保育員，而是整

個慈馨家的工作夥伴。

  在這個系統中，每個大人就像家童的親

屬一樣，要主動發展與家童的良好關係。

這裡面慈馨的同仁認真的克服了團隊的密

切合作、一致的教養共識、以及具備基本

的專業能力等議題的挑戰。並在日常生活

中，透過方案的設計，創造工作同仁與家

童有更多建立信任關係的機會。尤其總務

組的同仁，除了自己繁忙的工作外，還需

要學習專業知能，付出心力與家童互動。

在慈馨家，家童喜歡到總務辦公室找叔叔、

阿姨說話，叔叔、阿姨也樂意放下工作傾

聽家童的心聲，並給予關懷與引導；有些

家童喜歡到廚房幫廚師阿姨做早餐，廚房

阿姨也樂意教導家童烹飪的技巧。家童們

在慈馨家，只要自己願意，會有很多的學

習機會。

  有位暑期實習生說在慈馨：「有一種感

覺是說不出來的溫暖，它淡淡地就像陽光

般的存在著，悄悄地散落在慈馨家的每個

孩子身上，它來自於這裡的每位工作夥伴

的真心，如此珍貴！」也有新進慈馨的保

育員會質疑，慈馨給家童的愛會不會太多

了，讓這些家童不知道珍惜？可是我們很

清楚，給孩子的愛永遠不嫌多，只是愛他

之外，還要教他、規範他，而不是一味地

溺愛。

  慈馨家有個共同的約定：

  住在慈馨家的你和我，是親愛的一家人，

我們願意照顧自己（不傷害自己）、保護

大家（不傷害別人）、愛惜物品（不破壞

物品）、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

  當我未遵守約定時，我願意說出自己的

狀態，學習勇敢面對。當有人未遵守約定

時，我願意關心發生什麼事，如果需要我

幫忙，我會主動給予協助。在大家的陪伴

與協助下，我會學習合宜的態度與行為，

祝福自己愈來愈進步！

  孩子從原生家庭帶著創傷來到慈馨家，

「愛」是最好的療傷藥方；讓他們在愛的

滋潤下成長，他們也學會愛，心裡的傷就

有能量自我療癒，對慈馨這個大家庭，有

更多的信任與歸屬感；我們堅信當他投入

社會中，也會發揮愛的功能，繼續造福人

群。

傾聽心的掙扎

    作家隱地，在「心的掙扎」（爾雅叢書160）自序中說：「在人生的旅途上，

多的是掙扎和矛盾，經過披荊斬棘，萬里跋涉，我們若有所悟，有時仍然迷惘疑

惑。」

    於是隱地寫下了他自己心底隱藏的聲音而結集成冊。他認為：「一個經常思索

的人，當放眼大千世界，才不會將個人的苦悶，當成世界末日。」

    他引詩人周夢蝶的話說：「我以前觀念錯誤，以為我生我老我病我死，全是自

己的事，與世界無關。經過這番折騰，才幡然悔悟：人是人，人也是人人。你笑，

大家都跟著你笑；當你受割，說不定，也有人暗自為你滴血。原來活著，並不如

我所『以為』的那麼簡陋、草率、孤絕與慘切。」

    最後他自誓：「請讓我的心永遠年輕，請讓我永遠熱愛我的工作，請讓我心中

永遠有愛，請讓我做自己喜歡的自己。」

他在每一類自敘心的掙扎前，也邀朋友寫下他們「心的掙扎」，其中喻麗清有一

段「愛」與「可愛」的探討，可以提供給我們思索思索：

    「愛」與「可愛」或許是可以互相滋長的吧！

    在公園裡，看見一個剛學會走路的小女孩：

    舉著一雙胖嘟嘟的小紅鞋，要倒不倒，在綠草地上一腳一頓，蓋郵戳似地努力

佔領著她的活動地盤。

    漸漸地，心裡頭的「可愛」竟然變成了動詞，愛起來！愛起來──小孩、草、

春天以及人間……「愛」與「可愛」孰先孰後呢？

    對於人世，究竟是我們心中應當先有「愛」呢？還是它們先已有了「可愛」？

    學會了專業的知能，有時也看看好的文章作品──別人「心的掙扎」，也許是

我們的一面鏡子，沉澱一下，我們的跨步會更篤定，愛會更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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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動成長的相遇 諮商心理師 楊顗帆

  在學習助人的路途中，我始終相信：凡

所遇見的人，都在我陪伴其面對困難的過

程中，同時也帶來我生命中很多的學習與

成長。

  這讓我想起，最近和小雨的相遇。對小

雨來說，面對一個自己不感興趣的科系、

經常帶給自己挫敗感受的學習經驗、還有

對未來茫茫未明的不安等，的確有如烏雲

罩頂一般地鬱悶。於是這烏雲一靠近，就

會讓小雨想跑開，想跑得遠遠的―也許，

透過網路遊戲，可以讓自己從烏雲裡抽身

出來吧―小雨這樣逃避壓力的作為，我想

我可以理解。只是，我們很想讓他知道、

感受到：並不是像自己所想像的一樣，只

能孤伶伶地面對烏雲，而且，他自己也不

是沒有力量的。

  小雨，從小學就來到了這裡，是很多老

師們幾乎看著長大的孩子，也是慈馨家重

要的家人。很小的時候，因為他的爸爸還

在學習如何和他相處，而在學習的路上犯

過許多錯，曾經只會用嚴厲的打罵來教導，

讓小小的心靈受過許多的傷害，甚至不願

意待在家裡。

  直到來到了慈馨家，慈馨家成了小雨另

外一個家。他在慈馨家有很多的成長，比

如：願意為了自己喜愛的羽球，不畏懼練

球的辛苦而努力堅持；當烏雲的壓力來襲

時，他從以往不假思索地跑開，到現在能

有更多的直接面對，即便面對的是件辛苦

且煩人的事，但小雨還是決定要勇敢迎接。

從我逐漸知道這些故事後，我就好奇起小

雨怎麼決定要倚仗著慈馨這另一個家，認

定現在的自己有了多些力量能面對烏雲？

  我最近在想，小雨是否曾經想過，要是

沒有這個爸爸就好了；但我相信這一定不

是一個簡單的情緒，這其中有著許多複雜

的故事和矛盾難解的情感，可能有愛、期

待、恨、生氣……。我想我可能知道一些

小雨的感覺，因為我也有著自己的故事：

我在跟別人介紹我的家人時，總是說我家

有三個人，外婆、媽媽和我。是的，我沒

有留下位置給爸爸。在我很小的時候，爸

媽就因為我爸的不務正業、沒有擔當而分

開了，跟著媽媽回到外婆家後，爸爸就從

我的生命中缺席。有時我會問自己對爸爸

的心情是恨還是討厭？結論是討厭，因為

恨的背後有愛與期待，而我對爸爸連愛與

期待都沒有了。說到這兒，突然覺得小雨

比我勇敢多了，因為小雨不像我直接一刀

斬斷了與爸爸的連結，而是還有著互動與

接觸的；在這樣強烈與複雜的情感下，還

能和爸爸有往來，那是多麼不容易的事！

小雨，你可以跟我分享嗎？你是怎麼面對

這樣困難又複雜的情感的？你如何在這樣

的矛盾當中，還是盡可能讓自己可以好好

長大的呢？

  這次，小雨面對未來生涯不安的烏雲，

是我們相互陪伴的契機，我期望陪伴小雨

想想自己想要的未來、談談困擾自己的事

情、看看爸爸對他的影響，或是小雨想要

有人傾聽的話題；我也期望讓小雨重新感

受到自己的重要，重新願意試著相信自己

是值得別人對自己好的。我眼中的小雨是

有力量的，不是孤苦伶仃的，也不需要假

裝堅強地長大；小雨！謝謝你帶給我生命

的成長，讓我也重新體會與學習，我可以

跟你作伴，不用一個人獨自堅強，也相信

慈馨家人很多，總有人能陪伴自己。

小樹之歌 小樹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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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眼
編輯小組  

  一則社會新聞說：有一個母親，因為孩子不乖，把他趕下車。孩子在幾

個小時的徬徨亂逛之後，被警察伯伯帶回了警局，並通知母親來領回，可

是母親表示：「他不乖！我不要他了。」

  這位母親原生家庭的背景如何？我們不知道。而孩子的不乖到什麼程度？

我們也不知道。最後他是不是回家了？因為沒有追蹤報導，我們也不知道。

  可是從以前所受的教育，我們知道：「母愛」是天性，這種愛，沒有條

件交換，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那麼，母親的眼，到底怎麼長？

  泰戈爾的新月集裡，有一首標題叫「裁判」的詩：

        說他怎麼樣，隨便你，但我知道我的孩子的弱點。

        不是因為他好我才愛他，只因為他是我的小孩。

        你只試著衡量他的功和過孰多，你怎會知道他是多麼（令人）可愛？

        當我不得不處罰他時，他格外成為我自己的一部份了。

        當我使他流淚時，我的心也和他一同哭泣。

        我自有權利去責罵和處罰，因為他只可由愛他的人來懲罰他。

―糜文開澤

在慈馨家，沒有血緣關係的照顧者，大約也要長這麼一對眼睛吧！



總務組長 李冠葦

孩子們成長的福利-
          慈馨福利社

  無論國小、國中、高中，相信大家一定

都去過福利社，然而這個名詞在我們這種

安置機構當中，說真的，已經數見不鮮，

只是，同樣是福利社，卻在每一個機構當

中，發揮著不同的功能......

  一般大人在教小孩時，常常會說：「叫

你不要浪費你還浪費！」「每次東西到你

手上就壞掉！」「每次東西都還沒用完就

買新的，你錢多喔！」「你怎麼該買的不

買，都買一些用不到的東西？」大人最常

頭痛的，就是孩子們對物品沒概念，分不

清需要跟想要，萬一以後出去都把錢花在

買「想要」的東西上面，該怎麼過活兒？

  在慈馨，通常我們會讓孩子申請東西，

但人嘛！總是要對自己好一點。像是申請東

西的時候....「0.38！我要0.38的筆啦！」

「為什麼我申請的畢業紀念冊這麼......我

可不可以換一下......」「這髮飾好像阿嬤

在用的......」「我可不可以退啊......

因...因...因為帽子太小，我頭太大」，

其實也不見得都是孩子的問題，但是一旦讓

孩子建立起要什麼就有什麼的觀念，那未來

他們又將如何去面對現實生活？

  還記得去年帶孩子畢業旅行的時候，和

他們去買薯條，結果走到攤子前孩子跟我

說：「我......我想吃薯條要多...多一

點胡椒，不要那...那...那個太辣......

我口水已經快流出來了，但我不知道怎麼

講，你幫我講好不好！」我心想：「我幫

你講......講完乾脆也幫你吃好了！」孩

子慢慢長大，凡事都要靠自己了！

  在任何地方我想都是這樣，往往問題一

個接著一個，我們也一個接著一個處理，

而這麼多諸如浪費、抱怨、沒現實感、不

會理財、缺乏獨立能力，是不是有什麼方

法可帶孩子們自己看到這些問題呢？

  基於此，我們推出「慈馨福利社」！

到目前為止開賣了幾次，有天晨會時，我

聽到老師們在說：「孩子抱怨為什麼申請

東西時，沒有立可帶了？」

  我說：「立可帶是福利社的商品，既然

成為商品，就不接受申請了！而且，之前

我們每週都有推出，可是好像沒看到他買

耶！這是怎麼回事兒？」

  老師：「他沒錢了，因為他上次買了玩

具......」

  看來......孩子們開始要懂得規劃自己

的預算啦！

  前幾天小瑋坐在一台玩具汽車旁，拿著

玩具汽車看啊看，心情很不好。老師問：

「怎麼啦？怎麼不買呢？」小瑋：「沒錢

了啦！」老師引導他：「所以，你要存幾

個月才能買到呢？」小瑋：「還要兩個月

啦！到時候不知道會不會被買走，嗚～～

～」

  看著孩子難過的表情一邊為他感到惋惜，

但也感到欣慰，因為他們慢慢地從福利社

當中，接受了比大人用唸的方式還要直截

的方式來調整自己思想與行為。在福利社

裡，充滿的是趣味與開心，但卻提供很多

新奇的教育機會使孩子們成長，真可說是

寓教於樂呢！

  當然，購買時，我們不是用現金，而是

用點數！

福  利  社  方  案 福  利  社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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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社開賣第一天，有正式剪綵喔！

吃的、喝的、用的、玩的都有呦！ 選好東西了，結帳囉。

看看手上的代幣點數可以換什麼呢？



國二 阿君

春夏秋冬

  春天溫和的風，吹拂著我，有著母親擁

抱的幸福感。

  夏日微微的風，送來一陣陣令人放鬆、

自由和快樂的清涼。

  秋天似火的楓，片片落葉飄散於路徑，

層層堆疊，遠望近瞧都美似一幅畫。

  冬天冷冷的風，寒冽刺骨，但有了厚衣

溫被，就能保暖不受凍了。

  我的家裡，也像春夏秋冬四季，有著不

同溫度和互動關係，但特別的是，大自然

的季節和溫度會變動，我和家人濃郁的感

情卻不會改變，也不會降溫，因為和家人

團聚的美好，深入我心，將永遠不會抹滅！

    我很在意朋友，也喜歡和大家一起生活，

但是我心裡一直有一個願望 ～「就是要回

家跟家人住在一起」，今年這個願望達成

了，因為國一下結束我便準備要回家了。

但是我住在育幼院已經十年了，這裡有太

多我很珍惜的朋友以及老師們，一想到要

跟大家分開，我就很傷心，會捨不得離開

這裡...。所以我決定離開這裡之後，一

定會常常回來看大家！

    很感謝陪伴我的老師們以及朋友們，很

開心可以認識你們！從小我是在特別的家

庭裡長大的，但我並不會覺得跟別人有多

大的差別，就是因為有你們的陪伴，讓我

在這裡過得很開心、很幸福！

    最後，我要跟大家說聲：「謝謝你們，

再見了！」 

~08~ ~09~

童詩兩首 小六 大展

【標點符號的聯想】      

，是一隻愛游泳的小蝌蚪

？是媽媽高貴的大耳環

、是被風吹落的雨滴

。是一棵小小的芝麻

！是拿球棒打棒球了

，？、。！

牽著手，在我本子上。

盡情的跳舞。

【風】

風，撩撥了我的秀髮，

風，親吻了我的生命，

我喜愛風，

那奔跑的風。

國一 小萱

慈馨～我的第二個家

  三歲時，我被送到慈光育幼院，剛去時

因為我還小，所以只能一直哭一直哭。跟

家人分開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傷心、很

難過的，所以當時我真的很痛苦…，而且

很沒有安全感，甚至現在長大了，我還是

常常覺得沒有安全感。

    正當我在慈光育幼院的生活漸漸適應時，

卻因為土地事件育幼院被解散了。我最難

過的事發生了，有很多姐姐哥哥們必須與

我們分開，然後到不同的地方生活。而我

則繼續留下接受基金會協助，雖然住在小

小公寓中，老師卻讓我們不受苦，他們認

真教導我們，所以我也慢慢地學習和成長。

    96年我們搬到東區，住進了新的家，本

來叫做慈光育幼院的家，現在叫做慈馨兒

少之家，因為原來的老師們都在，變化不

大，改變的只是育幼院的名字，這讓我放

心許多。而我也開始學習與適應這裡的新

環境、新生活。原本有空蕩蕩感覺的新大

樓，漸漸地，加入更多的新老師和孩子，

慈馨變得愈來愈熱鬧了。

    在慈馨家我結交了幾位朋友，他們對我

很好，我很喜歡他們，他們也影響了我。

當我傷心難過時，他們會陪我聽我說話，

或者當我的垃圾桶聽我抱怨。當我很開心

時，他們會陪我玩，讓我更開心。我覺得

我很幸運，竟然在這裡認識這麼多的知心

好友，一點都不孤單。

    與這麼多朋友相處，當然有歡笑也有吵

架，最深刻的是：有位朋友他很關心我，

但我卻因為聽信別人說的話而誤會他，後

來彼此就沒話講了。雖然這件事當時沒處

理好，但是它給我很好的經驗，我學習到「

對朋友有誤會要溝通、要問清楚，否則就

會產生不信任和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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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 阿君

過年回娘家

    每到農曆過年時，大家都會返鄉幸福的

團聚。可是也有人因為事情或工作而無法

回家，像我就是有特殊原因而不能回家過

年。

    不能回家過年對很多小孩而言是很難受

的，但是在慈馨家，對於不能返鄉過年的

孩子們，有個貼心的規劃，那就是安排這

些孩子到老師家過年唷。

     今年的規劃是以配對抽籤的方式進行安

排，聽說柯老師（我喜歡稱柯媽）先抽到

華華，而我那張籤卻黏在柯媽手邊，因為

這份湊巧的緣分，我和華華便一起到柯媽

家過年。

    當我確認可以和華華一起過年時很高興，

我想佛菩薩一定知道我希望我們兩個人一

起過年，所以讓我美夢成真，這也表示我

和華華兩姊妹的感情很好。

     數著日子，在打包行李前一晚我很興奮，

一直想著今年會有什麼過年活動？隔天到

柯媽家，看到柯媽為我們準備很多素食零

食和過年年菜，真是好開心啊！柯媽今年

帶我們到台北過年，我們住在飯店，晚上

到淡水夜市用餐，吃了名產阿給，以及貢

丸湯，這些食物很好吃，是無法形容的美

味呢！第二天當我們要離開台北，我對台

北依依不捨，因為這二天行程實在太好玩

了。

    回台中後，我們晚上待在柯媽家看影片，

有「藍色生死戀」和「新娘十八歲」。這

兩部片都很感人，前一部主角恩熙（妹妹）

因為得血癌而過世，最後死在俊熙（哥哥）

身上，讓我差點哭了；後一部片是講十八

歲的小太妹跟廿八歲大叔，認識與結婚的歷

程，是一部搞笑又有意義的喜劇影片。

     這次到柯媽家過年，我發現柯媽將行程

準備得很周到，讓我們不會無聊，柯媽真

的是用心至極，尤其是二天一夜的台北之

旅很特別，我很感謝柯媽，而柯媽因為要讓

我們玩得開心破費許多，我們覺得很不好意

思，只能對柯媽說：「謝謝您，我愛您。」

小六 仔翔

難忘的時刻

    每個人都有自己「難忘的時刻」，我呢，

當然也有。

    我的「難忘的時刻」應該是在我國小五

年級下學期的「卡拉OK大賽」吧。

    當時已放學了，老師突然過來找我，他

說：「你不是很愛唱歌嗎？」我說：「沒

有錯，怎麼了嗎？」接著老師開心地說：

「下個星期，學校有一個卡拉OK的比賽，

你要參加嗎？」

    高興的我即時一口答應了，回答時我的

心臟四處亂跳，老師要我選歌，我選的曲

目是「男人女人」。初賽當天我穿著秀玫

老師為我準備的新衣，再配上一件帥氣的

褲子。輪到我上臺時，我先自我簡介，然

後開始唱歌，兩分鐘後評審老師壓了一聲

鈴，我就依規定下臺了。

    經過漫長的比賽過程，隨後便是公佈進

入決賽的名單了，進入決賽的名單共有三

人，當評審老師唸到前二名是別人時，我

已經放棄了，我心想絕對不可能是我了…。

卻不料最後評審老師宣佈了：「五年五班

12號洪仔翔小朋友，」我聽到心中一震，

馬上大聲說YA！

    到了決賽當天，我選唱「阿嬤的話（台

語歌曲）」，但因為我太緊張了，所以我

搶拍、走音了，不過我還是告訴自己要加

油，因為平常已經努力練習，現在是展現

身手的時機！

    唱完後等呀等，到了公佈決賽成績時間，

聽到廣播：「第三名洪仔翔小朋友」那一

刻，我呆了二秒鐘，我不敢相信自己可以

得第三名…。

    確定領獎後，我對自己更有信心了，我

在心中許了一個願望，以後有歌唱比賽，

無論如何我都要參加，我也要感謝老師，

提供歌唱大賽機會讓我可以展現自己的歌

聲。

    在這次歌唱大賽「難忘的時刻」過程中，

我體驗到一個重要的心得，那就是～「只

要對自己有信心，就會有無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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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 婕婕

難忘的時刻

  記得在四年級的一次長假，我到了第二

個新家～慈馨兒少之家，那時，我的心情

是有些開心，但又帶著離開家人的難過。

    當我到慈馨兒少之家時，對這個新環境

有些好奇，第一是看見這裡孩子的臉都曬

得黑黑的，大概是喜歡運動，所以曬黑的

吧。第二是這裡有集合唷，而且還要念佛，

剛開始我不會念，小家的姊姊對我很好，

會拿經書給我看，而我兩天就可以把經書

裡的內容背起來喔！厲害吧！

    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某個星期三下

午，我忽然被通知要回家，我正奇怪為什

麼要回家，沒想到從老師的口中卻得知「

媽媽死了！」。

    聽到這訊息，我當然不相信，老師又說：

「今天早上阿姨敲媽媽的門沒反應，而你

媽媽有一支鑰匙放在阿姨那邊，所以阿姨

打開門進去看看。但是卻不知道媽媽在哪

裡，後來東找西找，終於找到了，但是媽

媽已經過世了。」當老師說到這，我的頭

腦一片空白，一瞬間就像一支針插在我的

心上，心痛得要死，我痛哭流涕地問老師：

「你在騙我吧！」，老師點點頭說：「這

件事情發生得突然，我知道你很難過，老

師會陪你一起去面對與幫忙你的。」

    過不久我的情緒調整好了，老師就帶我

去見媽媽，到了那邊，看了媽媽的臉，我

又緊張又害怕，就這樣我一直念佛、念

佛...。當時生死離別的感受是我最難過

也最難忘的，而這種回憶中的束手無策，

它不是在短時間內能忘記的，而我也不可

能忘記它！

    現在我已經可以接受這件事，但是想起

媽媽還是會難過。所以我想跟大家說，父

母還在身邊是一種幸福，我們要好好孝順

呀。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有最難忘、最刻

骨銘心的事，它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帶過

的。媽媽的離去，讓我學習到要尊重生命，

以及愛惜生命，對我而言，這也是最重要

的、最寶貴的一件事。

小六 仔翔

我的夢想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我的夢想是想

要當一個很紅的大歌星，讓大家都來我的

演唱會。     

    其實要當這麼一個歌星，也不簡單哦！我

常想：如果要當歌星，幾歲開始培養才不

會太晚？如果起步慢，要如何做才能站在

舞台上？我先想到蔡依林這個例子，剛出

道時她唱歌普通，跳舞則是亂七八糟，但

在不斷的努力下，她成為又會唱歌、又會

跳舞的大明星。第二個例子就是羅志祥，

他原本屬於一個團體，但因不紅，最後解

散了，而他卻不氣餒地磨練自己，比別人

加倍努力，從不浪費在台上的每一秒，總

是盡力表演，後來才漸漸的被欣賞，而現

在終於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天王高手了。

    古人說：「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這句話真有道理。其實只要努力，就會有

好成績，時間啊，是給人用的，並不是給

人浪費的，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努力，未來

才可以如我所願當一個大歌星。

家童美勞作品



追求夢想之前，先聽聽看自己的心：

~14~ ~15~

『慈馨家生涯探索的故事～實現夢想的啟程』

主題活動 社工心輔股

  「你的夢想是什麼？」「我不知道…」一位孩子認真地思考過後，這樣回答。

不是沒有夢想，而是不知道該怎麼去追求；不是沒有夢想，而是在面對未來的

不知道與不清楚，所以不敢去夢。這樣的情境，是許多人在進行生涯探索及獨

立生活時會面臨到的歷程；在實務陪伴的經驗中發現，過去孩子們在職涯選擇

時，容易選擇及跟隨年長哥哥姊姊所選擇的職業及科系，因為對他們來說是熟

悉及安全的，也反映出孩子們在對於職涯認識上的限制，因應這樣的需求，本

家在100年7月起，設計一系列，陪伴孩子追夢及築夢的過程，透過生涯相關的

講座、活動、參訪、團體等多元型態，協助孩子們擴大生涯選擇及生涯之旅，

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孩子，給與不同的陪伴與協助。我們要陪著孩子，一起勾勒

出夢想的藍圖；更陪伴孩子一起，溫養出追夢的翅膀，朝著自己的夢想，起飛。

準備好和我們一起了嗎？你、我都是孩子們築夢過程中，重要的溫床。

    100年5月透過職業興趣調查問卷表，協助孩子聽見自己內心的需求，看看自己想

要的是什麼。並將透過問卷統計，初步了解家童們的職業興趣及需求，作為本家安排

及規劃後續陪伴家童，職業及生涯相關活動安排的重要參考。

描繪出夢想的藍圖，先看見自己與生俱來的能力：

    100年6月邀請專業心理諮商師吳祖揚，透過活動帶領及『生涯興趣島嶼學習單』

的運用，協助家童們從活潑的活動裡，去探索及了解自己的性向與生涯興趣，對於自己

有更多的認識，往築夢的路上更靠近。

決定起飛的那一刻，先看看別人怎麼展翅：

    透過連結多元職業類別的工作者，進行工作內容甘苦談、生涯選擇的歷程及經驗

分享，增進家童對不同職業的認識與了解，在 100年07月～101年06月期間安排了模

特兒及彩妝師、中文老師、獸醫師、電子業、生命禮儀業、旅遊業、美髮業、網路金融

業、設計業、舞蹈業等多元工作類型之職業講座共計10場，透過不同職業工作者的交

流與分享，擴大家童們對職業認識，更開拓家童們，對生涯規畫的視野及廣度。

    原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夢想中，努力地飛翔。透過老師、叔叔和阿姨們的分享，有

機會去認識在夢想的天堂裡，自己需要再做怎樣的準備、是不是和自己當初所想像的

一樣。

透過老師的引導與說明，瞭解問卷填寫的用意 家童們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將自己需求填上

透過啟航活動飛向生涯島嶼

感
謝
生
涯
島
嶼
裡
，
有
你
、
有
我
的
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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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活動 社工心輔股

    100年07月～100年08月由本家三位暑期實習生規劃帶領，透過影片、活動等多元

方式，進行兩場職業認識活動，協助學前～小學五年級較年幼的家童，透過職業賓果、

職業蘿蔔蹲、職業影片分享等活潑的遊戲，引發年幼家童們對不同職業的基本認識，

並提升其職業興趣與好奇。

專業模特兒走秀示範 彩妝示範與家童體驗 旅遊業Lucky叔叔團康示範 專業美髮師教導燙髮示範

鉅亨網張叔叔分享生命故事 室內設計伯諺叔叔引導模型操作

透過職業影片引發家童興趣 家童們藉由職業賓果大競賽

另類中文老師～帶領家童秀出自我 獸醫小助理體驗

天舜叔叔分享自製機器人 龍巖總監分享人生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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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活動 社工心輔股

  連結東友扶輪社資源，讓家童們實地的參觀維揚會計師事務所，並認識會計師事務

所的運作。同時透過會計師豐富的經驗分享，協助家童以生活化的方式，增加對會計

師工作的理解與認識，同時認識擔任會計師所需之特質及職場環境等，促進家童對會

計師職業之認識與了解。

展翅之前，要先揮動翅膀，為築夢暖身：

    本家在100年8月依不同年齡層分別規劃了兩場不同的職業體驗活動。

1. 針對國、高中以上家童連結郭元益資源，協助家童至郭元益進行餅乾DIY體驗，透

過實務操作與體驗，提升家童對職業的認識與興趣，激發出孩子內心滿滿的熱情與勇

氣，帶著厚實的能量，在築夢的路上，前進。

親愛的孩子，去飛吧！帶著我們的祝福與叮嚀：

    100年07月~100年08月，安排4位家友及本家榮譽家主任等，共計3場的獨立生活

經驗之分享，透過家友哥哥和姊姊們，以及熟悉的貴傑叔叔分享獨立生活的歷程及個

人生命故事，給予家童叮嚀與提醒，陪伴孩子在築夢的過程，帶著愛與祝福，持續前

進。

2. 而學前到國小階段的家童，我們連結『台北職業探索babyboss』，讓年幼的家童

透過經驗式的學習，進行多元體驗，並結合寓教於樂的方式，讓家童快樂學習，提升

職業認識興趣。這一天，每個孩子都掛著美麗的笑靨，不只是因為過程中，精彩的活

動；更是因為，他們找到了築夢的勇氣，在夢想的世界裡，勇敢嘗試。

師傅說明糕餅製作的流程與方式 孩子們充滿能量的成品

軍人的訓練與體驗 記者的工作及採訪體驗

家童們認真投入聽講瞭解會計師工作

(感謝東友扶輪社及維揚會計師事務所對生涯方案的協助與支持)

東友扶輪社捐贈儀式
小
醫
師
體
驗

小
廚
師
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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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活動 社工心輔股

  透過一系列生涯探索及職業認識的活動，陪伴孩子描繪出，一個又一個充滿熱情的

夢。從一開始帶著擔心、緊張和懷疑的心情，到最後，每個人都在過程中更靠近自己

的夢想，也勇敢的思考與勾勒自己的生涯藍圖。

  在這樣築夢的過程中，感謝有一群帶著愛的天使們，在這裡陪伴、在這裡讓故事持

續的發生。感動在所有來到慈馨家與孩子們分享的每一位職業工作者，也特別感謝東

友扶輪社及維揚會計師事務所對慈馨家生涯方案的大力支持與贊助，因為有您們的一

起，讓孩子們透過您們寶貴的職業選擇及生命故事的交流，擴大了生涯選擇的視野，

也從每一場職業分享的活動中，去思考與認識自己的職業興趣，同時透過您們的成功

經驗，給予孩子們帶來最好的示範與啟發，讓孩子們有更多夢想的圖像，勇敢作夢，

去相信及嘗試自己未來的可能性。慈馨家生涯探索的故事，將會持續進行，愛，持續

流動，築夢的故事，繼續寫下去。

回到愛的源頭，將愛傳下去

透過貴傑叔叔的獨立生活經驗分享，在築夢

的路途中，珍惜與我們相遇的每一份愛！

感謝哥哥教導我們：

1. 人生不要放棄對理想的追求。

2. 自我不斷激勵。

3. 對自己要有『自信心』。

4. 瞭解自我釋放壓力的方法

   （聽音樂／運動）

三分球下的夢，拍打出築夢的熱血

將感動的回憶，透過築夢的歷程，將每一刻

紀錄下來！

  軍歌中有一首：「我們都是一家人」，所以軍中稱呼同袍叫「兄弟」，這些來

自四面八方的不同胞兄弟，雖然磕著、碰著，有的也發展出深厚的情誼。

  江蘇崑山的童謠「千朵桃花一樹生」，描述兄弟姊妹的話頭很是有趣：

        蜘蛛弄網窠，爹娘養我姊妹多，

        大姊教我穿針線，二姊教我織綾羅，

        織個綾羅三丈三，不拿（給）哥哥做長衫，

        哥哥罵我妖怪精，嫂嫂罵的榴樹精。

        同胞父母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生。

  好個看娘面啊！兄弟姐妹多，少不得吵吵鬧鬧，但是想到了總源頭，一切的紛

擾擾就此平息―就像我們慈馨家，「我們一家都是人」ㄋ一ㄝ！小小的距離，往

往缺乏大大的美感，但是「家人」觀念的宣導也建立起彼此猶似親情的厚誼，大

姊教、二姊教……這在我們家也是常有的事。

  說起「教」來，也可以用「小兒語」哩！且看湖北兒歌：

        大路不平慢慢修，絲線無頭慢慢抽，

        做事不成慢慢想，看清草地再放牛。

  我們一系列的生涯探索，正是要孩子們看清草地，以備未來可以放牛呢！

看清草地再放牛
編輯小組



  每個人說起自己的讀書經驗或求學歷程，總有不同的心情。在慈馨家，孩子們提出課業輔

導需求，社工便會招募志工，安排志工老師為其課輔，以增長孩子的學習能力與尋求更佳的

讀書方法。而慧容老師，就是把英文變有趣，提升孩子英文程度的課輔志工。

    慧容老師與我們接觸的因緣是從民國69年開始的，那時老師剛從大學畢業，每週至台中

學佛聽課，得知學妹在慈光育幼院服務，院童需要英文課輔老師，遂自願協助成為志工了。

而第一位課輔的孩子，英文成績從不及格進步到及格的那份興奮與喜悅，老師深深記得。直

到現在，每逢本家元旦團聚活動時，曾經接受課輔及老師關照的孩子們，還會找慧容老師敘

舊呢。

    慧容老師本身極具親和力，且關懷著周遭人事物。因為自覺一路走來，受貴人相助頗多，

所以常懷感恩之心，在生活中有機會便回饋與付出。又受慈光育幼院創辦人  李炳南教授「

人飢己飢、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感召，慧容老師對於弱勢者及兒童有著悲憫之心，且

將之付諸行動，「有什麼地方我可以幫忙」、「我只是盡自己一份微薄之力」是慧容老師的

言語與身教。

    老師的家人也喜歡行善，聽聞何處困頓需要幫忙，便出力出錢相助，做得自然且快樂。

先生和兒子也認識慈馨已久，對於本家教養理念相當認同，總是樂意協助本家並參與活動。

兒子聰穎好學，經常獲得獎學金，也深受父母影響，把獎學金都捐給本家獎勵家童學習。家人

的支持，以及看到育幼院孩子的學習因課輔而有進步，即是慧容老師成為長期志工的動力。

   慧容老師擔任課輔老師，除了課業教導之外，對孩子另有一份關愛和期許，他希望開啟孩

子學習之窗，激發孩子學習動力，從進步中逐漸找回應有的能力與信心。長期的志工歷程，

他看到孩子有很多的創意和才華，他告訴孩子：「你們都是值得被疼愛與栽培的，要在慈

馨『做中學』的環境裡培養實力發揮潛能，專注地去學習如何學習（to  learn  how  to  

learn），讓生活變得更豐富精彩，也讓自己展現更多的自信唷。」

    感佩老師一家為善最樂的精神，對於積善之家我們獻上真心祝福與感謝。也期許本家孩

子能從這位循循善誘的師長身上，學習親切良善與感恩施予，並學習看重自己，成為有能力、

有自信的人。

編輯小組

感恩心化為行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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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助理 蘇盟惠

師生之間的
叮
叮
噹 噹

【福報？！】

有一天，小君來到辦公室想要拿糖果吃，但卻沒有自己喜歡的......

小君說：「老師，都沒有好吃的糖果......」

A老師說：「那我跟你分享梅子。」

小君很開心～～

B老師說：「小君、小君～我也跟你分享一個特別的糖果」

小君很興奮的跑去B老師旁邊拿了糖果～

C老師說：「阿～小君，我這裡有一個餅乾也想跟你分享～」

小君笑開懷用豪邁的聲音說：「嗯！一定是我之前累積的福氣，才有今天的福報啦！」

【才～～五個！！】

有一天小六和小A 、 小B吵架了...

小A & 小B跟小六說：我只是假裝跟你當好朋友而已！

............小六淚奔回到小家～～～～

小家孩子見狀紛紛上前安慰

小五很認真的說：你要判斷誰是真的好朋友呀！

小三很氣憤的說：妳不要哭了，她們只是因為生氣才故意這樣說的。

小一很有自信的說：別擔心，你還有我們啊！！！

小六哭得更大聲說：那麼少～～～才五個！！！

小家老師說：可是妳又不是只認識我們家呀！！

小六傷心的說：加學校也才十個...

小家老師：沒關係呀！你還有國中、高中、大學的好朋友呀～～～

小六嚎啕大哭說：我～～～～～不～～～～～～要～～～～～～

【脫不下來的褲子。。。。】

要去小叮噹水上世界的前一晚～～～～

小家老師請孩子們早一點去睡覺…

............過了一陣子............

小小胖很緊張地說：「媽咪～我要嗯嗯嗯出來了，可是我褲子脫不下來」

小家老師走過去協助小小胖脫褲子，並發現褲子脫不下來的原因～

原來小小胖趁老師不注意時，已經偷偷換上泳褲，但因為褲頭繩子綁太緊了，所以褲子脫

不下來～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