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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董事長郭秀銘

敬愛的大德：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過去的一年，受到國際金融海嘯的衝擊、

油價上漲、物價高漲、以及毒奶粉事件的影響，國內經濟跌到谷底。感謝  您在這艱

困的時候，仍然用您的愛心支持我們，讓我們在惡劣的環境下，可以給孩子一個安全、

溫馨的家園，陪伴他們一步步的向前走。

  一年來慈馨的孩子由八位增加到二十多位，我們以每個月平均收一位孩子的進程，

希望慈馨能在穩定的狀態下，孩子的生活是安定的，情緒與需求是被細心照顧到的；

我們也要讓保育老師有學習和養成的時間；而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型塑我們慈馨的

文化。慈馨希望培養獨立自主的孩子，不僅在生活上有獨立自主的能力，更希望每個

孩子都能找回自己的生命價值，學習愛自己、也會關懷別人。所以我們除了要貼近孩

子的心，了解與滿足他們的需求；同時也要教孩子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與衝突、學習

溝通與合作、培養興趣和專長，認識自己的不足，也欣賞自己的優勢。

  慈馨是個大家庭，大家都是一家人；每個孩子的憂喜都牽動著這個家的每一個人。

孩子一天天地長大，我們希望慈馨的孩子，和一般家庭的孩子一樣，有機會念高中、

讀大學；對青少年的孩子來說，他們需要較大的空間以及更多的自主學習環境；所以

我們雖然需要貸款，還是就近買了一塊地，希望未來能夠為他們籌建少年家園。這是

一個艱鉅卻不容逃避的任務，我們相信有願必成，也期盼慈馨的朋友們，繼續和我們

攜手，提供給這些孩子一個希望、幸福的願景。

  新的一年，敬祝  諸位大德

      新春吉祥

          光壽無量                                          

                                                          郭秀銘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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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傑

  我想沒有一份工作像是在慈馨兒少之家

這麼具備挑戰性，而且是對生命內涵的直

接面對。第一現場上的保育及生輔老師除

了在職務上對「小家經營」的努力維持及

堅持外，「生命」與「生命」的相遇與撞

擊更是這個位置上的「禮物」。

  九十七年十一月一日是全體線上的保育

及生輔同仁一年一度的「家庭經營計畫」

發表會議，為了這個會議，同仁們在工作

之餘，花了許多時間思考及沉澱，整理自

己在慈馨的點點滴滴，尤其是對自己生命

特質的面對與挑戰。

  坐在台下，我被老師們誠實的反思態度

深深感動！老師們從生活中和孩子們互動

大大小小成就與挫折的故事，反思自己在

做為「專業照顧者」的角色上的行動。在

這裡我整理經驗後，提出幾個觀點就教於

關心慈馨的朋友們，一方面也感佩第一現

場上老師的辛苦。

  一、要先能照顧自己，才能照顧孩子：

擔任專業照顧者的習性與使命感是將自己

的身體與時間、心思交付給被照顧的人。

孩子及他人的需求永遠在自己的前方，更

甚者會把孩子的困境背負在自己的身上。

久而久之老師們的身體就會被拖垮，挫敗

的情緒經驗更是常常出現。所以，離開要

幫別人做甚麼的思維，離開承擔他人生命

重量的思維，如果我相信生命自然有他成

長的速度，我可以給出的就是讓自己在最

佳的狀態裡與孩子共同成長與學習，而這

樣的基礎是要有健康的身心狀態，要照顧

來自各地家庭受挫經驗的孩子，穩穩地照

顧自己才能穩定的承接孩子所出現的困

境。

  二、成為持續學習的「學習型人才」：

每個孩子來自不同的家庭經驗，帶著這樣

的經驗來到慈馨，孩子給出老師們許多生

命功課的挑戰，信任與否的議題、愛與被

愛的議題等等，對於孩子的情況層出不窮，

老師們只能接續著成為「學習型人才」，

才能面對廿一世紀安置機構孩子的困境。

另一方面帶著示範的意圖，讓孩子們見到

老師們自己都不放棄的認真學習，由「身

教」的角度帶給整個慈馨成為「學習型機

構」。

  三、追求效率的快與成長需求的慢：作

為一位專業照顧者的角色，我們需要學會

調配自己的「速度」。「快」與「慢」的

速度拿捏是慈馨的老師們需要面對的功課，

在帶領孩子情境中顯現困局的時刻點，追

求快速有效的問題解決策略是人的第一時

間反應，但往往這是較為缺乏成長的思考

模式。人的成長是需要時間等待與陪伴的，

在時間的緩慢中人才可能進入深層的反應

與思考。面對未來速度世界的挑戰，拿捏

判斷更是生命的經驗與功課。

  很高興能遇見一群生命的勇者，帶著自

己原生家庭經驗而來，與從原生家庭經驗

受傷的孩子相遇。而這樣的相遭逢帶著層

層的枷與繭，我們需要一層層的面對與挑

戰，一層層的梳理，「帶著傷的治療師」

我們帶著自己的傷口去處理他人的傷口，

那是一種深度的學習，需要勇氣，或許有

點痛、有點累，但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便展

現出了他美麗的價值！

  謝謝每個在慈馨給出真誠生命的勇者們，

心動的眼淚像珍珠般的晶瑩剔透，像是生

命相遇時的美麗火花，值得關心慈馨的朋

友們給出鼓勵，深知每天有美麗的故事，

歡笑與淚水在台中東區的小小角落裡發生

著！感恩並尊重著！

  與你們相遇很美麗！

 

的勇者

生命

保育老師報告「家庭經營計畫」



  從沒想過有這麼一天的到來，也許有，

但我選擇遺忘。

乖小孩

  從小的家庭模式讓我學會獨立，學會一

個人，但，內在的小孩似乎從未滿足過，

壓抑著心中的需求，努力的想當個不麻煩

他人的「女孩」，因為不想造成他人的負

擔，所有的苦只能往心裡藏，落寞、孤單、

難過，我假裝沒看到，也不願去承認它，

以為這就是所謂的堅強。所有的衝動、叛

逆，我沒有勇氣嘗試，因為我是個「乖小

孩」，每每聽到他人這樣形容我時，著實

心裡不舒服，但卻無法反駁，因為這是事

實，然而這樣的事實，它一再地提醒我：我

只是個會聽話的小孩。

這樣的堅強，讓我覺得很無力

  這樣的模式一直跟隨著我，直到進入慈

馨這個大家庭。第一次被孩子們喊「媽

媽」，那種感覺很奇妙，在我的思維中，

媽媽是一個很偉大且十項全能的角色，然

而我在這裡所扮演的角色――實習保育員

――卻可以和孩子們耍耍賴，這樣不健康

的依附關係，讓我內在的小孩被喚醒，突

然間想當個耍賴的孩子，卻又享受被叫媽

媽的驕傲，享受被人照顧、關愛的感覺。

曾經，我也覺察過自己的狀態，也曾在對

與錯中拉鋸著，每當我想當個「大人」

時，卻因為孩子的情緒張力，造就我的不

平――讓我覺得這樣的付出，似乎一點也

不值得。所以我退卻：每個人都有情緒，

顧及孩子的，那我的呢？剛剛大學畢業的

我，在進入工作職場後，心境上的確需要

很大的調適，這樣的調適，演變到身心俱

疲的狀況，讓我有種想放棄的想法。這想

法一點一點引發我反骨的性格，我知道這

樣的想法一點也不理性，但，我選擇漠視。

突然間，好需要有人告訴我，下一步該怎

麼做，我不想只是一個人，也不想再當所

謂的「乖小孩」，更不想堅強，因為這樣

的堅強，讓我覺得很無力，我想任性，我

想叛逆，我只想當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蛻 變
保育員 李茹鈺

下定決心的九月十五

  終究還是放不下，因為我不甘心，也不

想服輸，在這過程中，對我而言是一種煎

熬，是非對錯就這樣在我心中搖擺了三個

月之久，直到九月十五日當天，我永遠記

得那一天早上，廖老師告訴我：明天起我

就要開始學習當「大人」了。當下，才突

然驚覺，我已經渾渾噩噩渡過三個月了，

是該做決定的時候了。從沒想過有這麼一

天的到來，也許有，但我選擇遺忘。這剎

那，腦海中湧進了好多東西，這樣身分的

改變，不再是我所能搖擺的。的確，從明

天起，我將升格為一個「大人」了，學習

責任，學習承擔，學習溝通，學習教導，

學習釐清…等，今天的我站在分水嶺上，

也是我享受孩子般任性、需求的最後一天。

老師的ㄧ句話，就像是一記當頭棒喝，打

醒了我所有的幻想及不理性――這就是我，

乖小孩又如何，無謂的堅強又何妨，這些

都是我――因為接受，我開始有了勇氣，

現在的我會學習，學習看場合，學習扮演

好每一個角色。老實說，面對這份工作，

我還有很多議題必須去面對，這是我個人

的課題，我並不怕面對挑戰，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挑戰都是一種學習，像今天的我，

就在學習去接受明天全新的我。

因為你們，所以覺得幸福

  進入慈馨已經四個多月了，一路上感謝

所有的慈馨成員們對我的支持及陪伴，過

程中有著挫折、失敗及感動，這一點一滴

都成就了現在的我，因為慈馨，讓我看到

自己；也因為慈馨，讓我學習長大，願意

承擔起大人的責任。好想大聲的告訴你們，

因為有你們，所以覺得幸福；也因為有你

們，所以不孤單。

  毛毛蟲蛻變成蝴蝶，需要一段時間的等

待，過程中危機四伏，一旦通過考驗，將

換得永恆之美，而我，也在等待著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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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慈馨的相遇
保育員 陳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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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    

  我和慈馨的認識，是從這裡開始的。

  九十五年的年底，家主任—貴傑老師，

說需要一群志工協助「慈馨」開幕，當時

的我，帶著好奇的心，加入了這個協助慈

馨開幕的團隊。隔年的三月三十日，我們

一群玄奘大學的大學生，從新竹坐著火車，

帶著興奮和期待的心情，前往目的地—台

中市慈馨兒少之家，協助慈馨四月一日的

開幕典禮。

  「開幕志工」是我第一次接觸慈馨時的

角色。

  我在慈馨的第一印象，就是看到慈馨家

的小家設計，我有種幸福的感覺，心想：

「如果這是我家就好了。而且我相信孩子

住在這裡一定會很幸福的。」當時，我並

不認識這裡的任何一位老師，只有先看見

小家的設計，就讓我覺得充滿著溫馨和幸

福。

  在慈馨協助開幕的過程中，發生了許多

故事，從我們的期待、彼此想法的不同、

到最後對雙方滿滿的感謝，這是我在慈馨

收到的禮物。過程中，我看到一個團隊為

了這個「家」團結努力，以及對於他人的

幫忙，心存著滿滿的感激，這是我第一次

所認識的「慈馨」。

    

重逢

  今年的四月份，慈馨的「保育老師體

驗營」，對於「保育老師」工作內容完全

不熟悉的我，帶著一股衝動和想要試試看

的心態，我參加了這次的活動營。這是我

和慈馨的第二次接觸，中間相隔了一年。   

  我這次接觸慈馨的角色是「見習保育老

師」。

  這次的接觸讓我覺得很新鮮，不只硬體

設備佈置的增加，還認識了更多的老師，

也正式地接觸了慈馨家的小朋友們。但

是，唯一不變的是，慈馨家仍然充滿著滿

滿的愛和溫馨，以及那溫暖的感覺。

  這次和孩子密切的兩天半接觸，從和孩

子的關係建立，孩子對我們的情感依附，

到我們要離開慈馨，結束體驗營，過程

中，我遇到了孩子的衝突，以及孩子和老

師的情感依附，讓我真實地體會到保育老

師的用心和辛苦，也紮實地體驗到學校所

學的理論得以實踐。 

  我記得最後的歡送會，我說了一句：「

這裡〈慈馨〉就像是一個家，充滿著溫暖

和愛的感覺，讓我很喜歡這裡。」而我，

帶著慈馨家滿滿的祝福離開她。

重「馨」體驗

  大學畢業後的我，再度來到了慈馨，這

次，是以「保育老師」的角色進入這個大

家庭。    

  我還記得，進慈馨家的第一天，就遇上

了「家」的方案發表會，我看到每一組老

師和孩子呈現出來的東西，我著實被感動

著，心想：「哇！怎麼每次來慈馨都有不

同的感動和驚喜。看見老師和孩子們，大

家都好用心！」

  在慈馨這幾個月的日子裡，從和孩子接

觸、相處，重新看見新的自己；從自我的

覺察，看見了自己的內在衝突；從和其他

老師們的相處、磨合，學習重新調整自我

的習慣及觀念；學習行政工作及代理小家，

重新培養且強化了我的各項能力。這一切

的種種，讓我更認識自己，也更了解自己

的生命課題。我漸漸學會許多事，是以前

不會的，或不想去面對的，在這裡，身為

一位保育老師，除了要以身作則，更要學

習當個大人，學習面對許多責任，不逃避。

在這過程中，內心有許多的衝突和矛盾，

但也唯有經歷這些，才能長出新的芽，長

出新的力量，這是我相信的。

  而在融入這個大家庭的過程中，有歡

笑、有淚水、有快樂、有生氣…，而我就

像是一顆種子被滋潤了養分，可以快速的

茁壯成長，開出美麗的花朵。

  「慈馨」就像是我的第二個家，陪伴我，

關心我，讓我有所成長。我和慈馨的第三次

相遇，感覺仍然是那麼地溫暖和溫馨，處處

充滿著愛，這也是我喜歡「慈馨」的原因。

心 的 刻 痕



社工員 王璟琦

  「手持鐵製的圓型盤，不斷地發出敲打

聲，眼神散發出『我是強者』的自信，他，

邁開步伐尋找挑戰者」，這是我第一次看

到翹翹先生的樣貌。在那瞬間，我心底馬

上浮起自己小一時的樣子――時間跟空間

短暫地停留――回過神來，雙手不由地已

在長桌上展開與翹翹先生的對決。幾次廝

殺下，面對翹翹先生不斷的挑戰，我漸漸

看到一位社會化的孩子。……頓時之間，

我心疼起來――那場對決，輸贏對我不再

重要，不過對翹翹先生，輸贏是種象徵，

是種成就感的浮現，但這讓我開始對翹翹

先生好奇，腦海中浮現的，全是問號，而

他也帶著我走向兒童社會工作，一步步邁

向未知的挑戰。

  當我讓翹翹先生坐在肩膀上，扛著他不

斷地行走時，他高興的樣子，讓我頓時也

快樂了起來。過去那份未曾在自己父親處

得到的滿足，霎時升起了，促使我堅定地

回頭重新經驗與整理我與父親的關係，唯

其如此，我才能夠繼續走下去，也唯其如

此才能轉出信念，我相信一件事：如果這

樣可以讓孩子快樂，那我願意；如果這樣

讓孩子有安定感，我願意！

  也許是點點滴滴的陪伴與願意，翹翹先

生跟我的關係慢慢地建立起來，但只能說

普通，並未到達信任。直到有段日子，翹

翹先生跟我有點距離，同時從別的老師轉

述中，得知翹翹先生說不喜歡我。當時，

我心中出現複雜情緒，自以為已邁向好關

係前進的我，馬上陷入自己的情緒裡，有

失落、有難過、有懊惱、有疑惑……，好

幾個晚上我睡不著，不斷地陷入思緒中，

思索著在建立關係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甚至於會問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需要，

讓我如此地重視？

  我不斷地翻閱書籍，試圖找到一個可靠

的理論或者行為意義來解釋。後來，也許

是老天眷顧，讓我看到翹翹先生在與其他

孩子衝突，看著他躲入桌子下的樣貌，我

當下明白，原來極力地掩蓋，用力地保護

著，學習著裝出大人的樣子，或者躲在屬

於自己的空間裡，只為了表達著「我很不

舒服，我有情緒」，用最熟悉的方式來保

護自己，這之中，是散發著很多訊息，甚

至於似曾相識的環境、人事物，都會讓心

湖起漣漪。為什麼心中的寶盒總是遲遲的

不願打開？只因深怕一個不小心，別人會

一口氣直驅內心深處來翻攪，於是矛盾持

續地出現，心中不斷地掙扎，這是翹翹先

生帶著我看懂他在表達什麼的起始步，這

一步，我跨了很久，甚至於可用緩慢來形

容，但很慶幸的是，翹翹先生卻非常有耐

心地教導著我，只是，過程卻挑戰多多又

處處令人省思。

  社會化與需求的結合，使翹翹先生從小

為了「能生活」就得獨立展現著――這特

別的經歷在他生命中留著不可抹滅的痕跡，

而我在許多次碰撞下，開始了我跟翹翹先

生每週一次的會談，持續到現在。我也發

現了翹翹先生從原本很防衛的面對所有人，

到現在願意有情緒時，肯表達；需要別人

擁抱時，願意靠近；並用近似渴求的眼神

與口語，期待著被擁抱。這樣的前後不同，

是來自於慈馨家的所有人，用了長時間的

愛與陪伴，當我回饋給翹翹先生這樣的結

論時，他展現了以往甚少的開心與靦腆的

笑容。

  面對不能返家的煎熬，與把原生家庭的

錯連結一起放在自己身上的翹翹先生，而

爆出這樣的話語：「是我的錯！是我的問

題！是我造成的！」在身旁的我只能不斷

跟他對話與陪伴，同時開放身體，讓翹翹

先生明白如果需要我，我會在他身邊支持

著。一直到後來，面對陶笛課的挑戰，他

都能勇敢地吹出屬於自己的曲調，我真實

地看到一個孩子的生命韌性，從防衛到願

意相信，他用了多少的力！更得面對多少

的不舒服！這一切不斷地變化與改變，這

一步步的舉步維艱，都讓我反觀著自己的

生命，我要謝謝翹翹先生教我這些事，我

簡直肅然起敬，而我也清楚這段故事是待

續非結束，因為每天的故事都會讓我看到

翹翹先生展現著自己的無懼，現在，我能

給的就是堅定而溫柔的愛，以及每次反觀

自己後的新可能，我要向這位勇士說：真

的謝謝你。

~10~ ~11~

小‧樹‧之‧歌

生命
的強韌，打造出無懼



  親愛的水蜜桃阿嬤您好，很高興有這榮

幸寫信給您。

  我看了一部介紹您家裡的影片，看到您

很辛苦的帶領小孩，有七個孫子要照顧，

我的心好難過，因為您要種桃子又要照顧

這些小孩，真的太辛苦了！

  您的媳婦和兒子都在天上，我想他們一定

很後悔，當初為什麼要上天堂呢？讓您和小

孩們變得無人照顧，而且讓您們這麼傷心。

  如果我有機會幫助您們，我會幫您照顧

家裡的所有小朋友、幫你洗衣服、曬衣服、

摺衣服，那麼您就不會有這麼多的事情要

做了，那您就可以有時間休息了！

  親愛的水蜜桃阿嬤，我知道您很堅強，

很勇敢，但是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所以

我要祝福您很長壽、很健康、不會生病，

還要祝您們一家人快樂又平安。

親愛的水蜜桃阿嬤
小五阿君

我在慈馨家有很多朋友，

我喜歡和好朋友玩很多遊戲，

那是我最開心、最快樂的時候。

我喜歡和萱萱姐玩芭比娃娃，

我們常玩得好開心！

也喜歡和紅綠燈玩遊戲，一起聊天。

     

還有，小展他的頭圓圓的，好可愛哦！

而且他對人很好，所以我也滿喜歡他的哦！

玲玲姐她很會綁頭髮，她常常幫我綁頭髮，

我很感謝她。

我還有一個朋友，

牠的名字叫嚕嚕米，

牠是我們家裡的大狗，他有藍色的眼睛和灰

白色的毛，還有長長的鬍鬚，

牠喜歡跑來跑去、跳來跳去，他也是我的好

朋友，只是牠現在去其他地方生活了，我只

能想念牠。

我的好朋友們，

我很喜歡和你們在一起，

希望你們永遠快樂又健康。

你知道充滿著很多很多愛的地方在哪裡嗎？

如果想知道的話，就看看我下面怎麼寫吧！

充滿溫馨的地方在慈馨，

慈馨的愛和溫馨是我最大的動力。

為什麼慈馨是我最大的動力呢?

因為慈馨已成為我的家，

而我是慈馨家的家人。

我是新來到慈馨的小孩， 

剛開始我有點害怕，

但是有了慈馨的愛，

慢慢化解了我的害怕。

現在我已經快住兩個月了，

我漸漸地喜歡上這個家！

所以現在看著這篇文章的讀者，

你知道我所說充滿愛的地方在哪裡了吧！

我的好朋友 充滿愛的地方
小六小揆小三小玉

~12~ ~13~

孩子的寵物：甲蟲。 歡樂的宜蘭武荖坑之旅。



    我想，好朋友不應該只限至於同一個年

齡層的人，我的這個好朋友其實比我大5、

6歲，但，她是院裡最了解我的人，我們常

常會一起分享心裡所想的心情，對我而言，

他是一位無人能比的好朋友。

    西諺說：「友誼就像是一棵樹，需要用

愛心來灌溉」我們之間，有時並不需要對

話，只要心靈之間溝通就能感受彼此內心

的心意和想法，那是一種默契，是慈馨這

一個家專屬的默契，只要我們用眼神一電，

就知道對方心裡在想些什麼，我和她亦是

如此。

  

    愛因斯坦曾說：「一個人的意義，不應

看她取得了什麼，而是別人從他身上得到

了甚麼。」她會在我無助徬徨時給予我無

私的溫暖，給我鼓勵，給我希望，她會在

我遇到挫折時跑來安慰我、關心我，對我

而言，這才是真正的了解我、真心對我好

的朋友。

    我常稱他為媽媽，學校有一些同學會問

我說：「他真的是你媽媽嗎？你媽媽不是

不在你身邊，為甚麼你又有一個媽媽？」

而我的回答永遠只有一個，因為他是這裡

最懂得我的人，而且他有一種讓人覺得「

值得依靠，又很溫暖」的感覺，所以我會

認他當媽媽。

    同學再問我說：「你到底有幾個媽媽?」

我說：「除了親生媽媽外，他是第一個我

叫媽媽的人。」

    她不僅是我的媽媽,，也是我的好朋友，

更是我生命中的依靠，他常常無微不至的

照顧我，也不求回報，這位默默扶持我、

關心我的人就是---溫柔的茹鈺媽媽。

我們之間
國二小婷

  我家的狗狗叫嚕嚕米，嚕嚕米今年一歲

半，可是因為他長得又高又壯，所以看起

來很大隻耶！

  嚕嚕米長得很可愛，大德和客人看到了

嚕嚕米也都和我一樣覺得牠很可愛。

  自由活動時間我們會跟嚕嚕米玩，嚕嚕

米一開心就會撲人，所以有一些人會怕嚕

嚕米，就不敢跟嚕嚕米玩。但是嚕嚕米很

想跟大家玩，就繼續往前撲，後來有人很

害怕就會大叫，嚕嚕米聽到之後，就會嚇

到停下來。等牠不動之後，我們會請老師

陪著去摸摸牠的頭，再跟牠講鼓勵和祝福

的話。

  有一天我們聽要送走嚕嚕米的消息，「

因為嚕嚕米是哈士奇狗，住在很冷的北方，

身上有三層毛，住在這裡太熱對牠身體不

好，而且嚕嚕米喜歡有人陪牠跑步、陪牠

玩，如果沒有人陪牠，牠會大叫吵到鄰居，

所以嚕嚕米在這裡不適合，嚕嚕米要去有

大空地、有人陪牠的地方比較好…。」那

時候我聽到這件事，心裡很傷心，雖然為

了嚕嚕米好才送走牠，但是我還是好難

過。

  一天一天很快的過去，終於嚕嚕米要走

了。那天是八月八日父親節，我看到有人

笑、有人哭、有人開心、有人很難過、有

人生氣，雖然我很想讓嚕嚕米知道牠要走

的事情，可是我怕嚕嚕米會很難過不開心，

所以我就跟牠說：「嚕嚕米就要去別的地

方，你要乖喔！」其實當時我好難過，可

是我哭不出來，我只知道我心裡一直是很

難過的。

  現在，雖然看不到嚕嚕米，但是我想告

訴嚕嚕米：「你過得好不好？有沒有乖

乖？記得不要跟別的狗打架喔！還有，不

要亂大小便喔！嚕嚕米，我很想你，我愛

你唷！」

我家的狗狗
小四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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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組
活‧動‧花‧絮

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

  「若可以，不要建多感官室，而是讓孩子到戶外好好地享受大自然以及與人

互動，這才是最棒的！」，這句話來自某位老師的善意提醒，戶外活動因此衍

生而成，最重要的意義是人與大自然互動，藉由戶外的活動培養著孩子的觀感，

拓展自己的視野，並且培養其獨立自主的能力，慢慢地成為一個全人。

~16~ ~17~

『慈馨』是我們的家～

  台中市東英路303號是『慈馨兒少之家』的所在地，而我們是在96年搬到這

塊土地，陪伴著孩子們以一步一腳印的方式，藉由東英路為主向外擴散一公里

的社區，熟悉了這個環境。97年的我們，帶領著孩子則是自由地探索與認識自

己的家，同時培養著孩子能成為一位小小引導員，期待將來這群孩子能帶著來

賓，一一地數說與分享著慈馨家的故事與由來！

家的方案行前說明會，讓孩子們瞭解我們將探

索的回憶！

成果發表會的結束，並不代表著永遠的結束，

而是我們與孩子們另一段的開始～

讓我們一起留影，共創奇蹟！

透由師生的作品，讓參觀的大德們，可以更加

認識我們！

瞧瞧～家中的大孩子，在這場成果發表會中，

盡情地將慈馨家的精神分享與傳遞著～

有多久沒騎著單車，乘著風，追著太陽了，讓

我們踏著步伐，邁向腳踏車之旅。

慈馨給予大孩子在這次的夏之旅中擔任最重要

的『值星官』角色，過程中也培養孩子有一種

擔當與責任感！

藉由小組分組活動中，讓孩子們培養互助、與

人溝通的合作模式。

騎著腳踏車是種記憶也是回憶，讓我們在這場

饗宴中好好地追尋那份最深刻的記憶。



社工組
活‧動‧花‧絮

人際互動的第一類接觸～

  有句名言：「預防甚於治療」，藉團體活動為媒介，瑞華老師讓孩子們慢慢

地學會人際溝通以及兩性互動的模式，而每次的過程都包含著磨練，是知識的

獲得，更是經驗的整理，最真實的學習，莫過於此。

~18~ ~19~

品格教育的薰陶～

  琴棋書畫，樣樣不少，但重要的非成果而是過程的體驗。孩子們參與書法、

美勞、聽故事以及影片賞析…等活動，不要求做得很好，但至少是自己努力地

完成，這段正是在獨立自主中最需要的一塊拼圖，一次又一次地練習，造就了

孩子面對事情的學習態度與學會不放棄的精神。

瞧瞧～這群小小書法家，正在鍛鍊與培養修身

中的定性！

藉由『美勞創作』的課程，讓孩子發揮想像，

創造屬於自己的作品。

奚浩老師，利用『影片』中的道理，傳達不同

的含意與境界，讓我們在影片欣賞中自然契入。

慈馨永遠的志工～書法楊裕貿老師，正在教導

孩子書法筆順的技巧。

藉由教具的引導，讓孩子們學會與他人一同分

享。

孩子兩性互動的學習，亦是透過引導、練習與

遊戲，教導其正確的行為模式與溝通的技巧。

透由不同的團體互動模式，讓孩子們可以學習

如何與人建立關係。

人際互動的模式中，讓孩子們學會與人互助與

合作的經驗。



  「……兒頭頂家法，望母將它高高舉起，

輕輕落下，打兒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兒

身，痛在娘心。……」這是平劇三娘教子

中，悔悟的兒乞求三娘教誨的台詞。

  面對受虐的、目睹家暴的、被拋棄的孩

兒，「高高舉起」，可能讓他驚惶失措，

那過去的經驗無限地擴大，氾濫開來，淹

沒了理性！還沒落下，他已經想像那「重

重」的畫面，於是：或哀嚎、或怒目對峙、

或逃逸、或躲到角落……這樣的場景，我

們不想發生―因為妳來到這邊，心中充滿

愛，絕不想變成白雪公主的巫婆後娘。

  十一月一日，我們舉行了年度的「家庭

經營計畫發表會」。我們有四個家，四個

娘過去也曾用理想撰寫經營計畫，而今，

摻揉一年多以來的實務經驗―那朝朝夕夕

相處，一步步和著傷心淚水與成長回甘的

實務經驗；那專業導向和著自己被引爆的

內在過去的實務經驗。到如今，一修再修，

已經是第三版了。它呈現出的，多有深深

的自我省覺與期許。也難怪，在場聽報告

的，感同身受，幾度濕了眼眶。

  大娘說：「過去，是期許自己能送給孩

子一個可以受用一生的禮物，希望盡可能

地照顧好孩子，為孩子安排好一切；而今

日的思維反而是『彼此相互成長』，教育

長曾說過『三輪體空』……所以陪伴孩子

時，是要『情緒的支持』，還是要『解困、

脫困』，真的是要有所判斷與調整。」

  二娘說：「經由此次的修改，讓我省思

了許多事情。」最後歸納出教保老師要具

備：「勇於學習、觀察敏銳、超強活力、

強壯心臟、高度配合、萬能鑰匙、溝通協

調」七大特質。勉力為之之後，洋洋列了

十二章，每段後面，都附了「MT的建議

及省思」，不是運作中，就是努力運作

中、學習中，結論用了八條凡事感激，正

所謂在逆境中成長啊！

  三娘說：「在一次與某個孩子的衝突中，

我啟動了我的情緒，並與這個孩子槓上；

孩子以各種方式來激怒我，後來自己也跟

孩子一樣地，帶著情緒話來回應他……由

此事件，乃至帶家一年來的種種過程，我

與孩子的衝突，或者孩子與孩子間的衝突，

或多或少都與自己有關。」於是，接下來

的每個章節，都有『給自己的學習』與『

給自己愛的叮嚀』。這『自我整合』的部

份，正是因為觀察到自我觀察與自我照顧

的重要性。

  四娘說：「來到慈馨家，算一算將近有

八個月的時間，卻感覺恍如隔世之久……

檢視這八個月一路走來的歷程，相當的充

實豐富與緊湊，感覺就像一個人格的快速

養成，讓我沒有太多思考的時間與選擇，

一切似乎都是因緣聚集，水到渠成，也因

此催促著一向拒絕長大的我，突然之間非

得強迫自己好好面對快速成長不可。」於

是，整合了佛洛伊德、艾瑞克遜、皮亞傑

的發展階段，訂下了規畫的目標，「提醒

自己，試著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站在孩

子的立場去思維，去懂得孩子的心理歷

程」，並希望：「一個真正靈活的心，不

會受限於科學方法。」――〈Piaget〉

  風雲可以變色，而日升月落卻不可以改

易。為娘的不可以不弘毅，寬大的心包容

天地間的遺憾，堅定不移地，百折還是要

前進―該學的學、該調整的調整，誰叫我

曾經答應過：「我願意！」也有人嘉勉

過：「這是半個修行的道場。」到頭來，

孩子能「漸趨柔軟、宛如家人」而我自己

的人生境界勢必超越與提昇。啊！果真是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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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馨 心 語

吳省常

四娘
   教子 

廚藝顯神通―培養生活技能。 大手牽小手，清潔打掃我最行！

動手油漆美化我們的家。 健康檢查～挑戰抽血。

︽
家
居
照
片
集
錦
︾



  有個家庭令我印象深刻，第一次會談時，

這位母親說了一句令我到現在都震撼的一

句話：「我不想做病人，我想做回媽媽。」

  她與我會談是因為小兒子的事，小兒子

從小在兒童之家成長，現在即將升中學，

所以將結束兒童之家的住宿服務而回家居

住，機構請我協助母親較懂得如何管教孩

子。當我和她會談後，發現問題並不只是

提升母親的管教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家

庭關係錯綜複雜，有許多的心結該如何一

一解開呢？當我問為何說這句話時，她娓

娓道來：「兩年前我想接他回家住時，醫

師說我還是病人，要等他升中學時才能回

來，我覺得自已是個沒用的媽媽，只是一

個憂鬱症的病人，這次小兒子終於可以回

來了，所以我想做回媽媽，不想再做病人。」

  小兒子到兒童之家似乎是一個老故事的

延續，她帶著又怒又悲的神情表示：「我

自己從小是被打大的，我爸爸有事沒事就

打媽媽及我們小孩子，所以我學會教養孩

子的方式也只是打罵，離婚這件事使我情

緒很不穩定，更加怒打孩子，當時小兒子

只有五歲，所以被政府送到兒童之家，我

百般不願意也沒辦法。」。

  一個家庭經過許多重要事件或父母離婚

或父母生病，都會使得整個家庭結構及關

係重新組織的。當我問到家庭關係時，當

我見到孩子時，發現她與三位子女還有三

位子女之間的關係，已不再單純是母親與

子女的關係，不再單純是兄弟姊妹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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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珠

我想做回媽媽

編者按：這是我們慈光過去的老同事，因為參與保育與社工的實務工作，讓她鼓

起深入研究的決心，目前在香港大學婚姻與家庭研究所攻讀碩士，欣然接受邀稿，

打理了這篇很有「真實感」的文章。

海外飛鴻

  大兒子在父親離開後，十幾歲的青少年

就已經擔任起一家之主的位置，甚至是媽

媽的長輩要保護及開解媽媽，還要擔任弟

弟的爸爸角色，當我見到他時，說起媽媽

的生活細節，他比誰都清楚，這是一位專

注保護媽媽的青年，每天都要盯住媽媽吃

藥，我佩服地問是什麼讓他可以堅持多年

日日提醒媽媽吃藥，他有些驚訝有人看到

他的努力，跟著說：「因為他是我的媽媽，

我不想他再發病住院，那天媽媽和我說要

做回媽媽，其實她本來就是媽媽呀。」我

想更驚訝的是這位母親，因為她之前有個

疑問，不知兒子如何看待長期臥床的她，

從來不知道兒子不但不嫌棄而且細心及堅

持地照顧她。

  大女兒很早婚，如同媽媽為了逃離原生

家庭的暴力而早婚，他從小與爸爸的關係

不錯，父母的離婚對他來說是很痛苦的

經驗，不知要站在那一邊，長期來他夾在

中間要傾聽及安慰他們雙方的苦，所以，

當真命天子出現時，很快就嫁給了他，想

要離開這個令她兩難的地方，但是他還是

隨傳隨到的乖女兒，只要媽媽教不了弟

弟時，他就會打電話或回家教誨弟弟要

聽話，很自然就成為弟弟的媽媽。

  小兒子多年在兒童之家，他與媽媽的關

係是如何呢？「他想要什麼，我都會給

他，就算我沒什麼錢，也會盡力滿足他，

因為我覺得對不起他，讓他到了兒童之

家。」我回應：「你想彌補他嗎？」媽媽

說：「是啊，我覺得虧欠他有一個正常的

家庭。」我說：「我了解每個媽媽遇到這

樣的狀況，都會想要彌補孩子，但是這樣

的彌補是否可以幫忙他成長呢？」媽媽遲

疑地說：「可是我真的覺得很愧疚。」我

說：「沒關係，你可以再想一想這樣是否

可以幫忙他成長呢？或許有其他方式可以

表示你對他的愛，同時又幫到他成長。」



  母子的分離不只有著彌補還有著遺忘，

有次家訪看到媽媽與小兒子的互動，我問

媽媽：「我看到小兒子雖然要上中學了，

但是常常坐在你的懷抱裡，是這樣嗎？」

媽媽笑笑回應：「是啊，抱著很舒服。」

我笑著問：「你覺得他幾歲啊？」媽媽很

快說：「我覺得他才七歲。」我說：「這

麼有趣，他到兒童之家是五歲，才長大兩

歲喔，為什麼呢？」媽媽眼睛望向遠方說：「

他平時在兒童之家時，我看不到他，所以

沒辦法感受到他長大吧，等他放假回家時，

我看到他的人真實在我面前時，我才感覺

到他有長大吧。」我輕輕地說：「嗯，七

年間，他放假回來的日子累積起來，你覺

得他才長大兩歲，所以你現在與他相處的

方式就是與七歲孩子的方式相處囉。」媽

媽拉回眼光說：「是啊，我看到他才算。」

我輕輕地說：「我了解你的心情，只是我

想再問的，事實上他已經是十二歲了，需

要有青少年的生活，繼續把他當做七歲，

我不知道對孩子要長大獨立是否有所幫

忙？」媽媽遲疑地說：「是啊，我沒想過

這個問題，我忘了他十二歲了。」我笑笑

回應：「是啊，他在你不知不覺中已經悄

悄長大了，今年已經是十二歲了。」

  我重覆地提醒孩子已經長大，但是我並

未再多說，因為他們需要時間漸漸接受事

實，時光在不知不覺中已經過了七年，兒

子已不再是當時的小小孩，媽媽也不再是

當時崩潰住院的病人，時間悄悄改變了很

多事，但是我們有時會選擇停留在過去。

  就像前夫的影子一直停留在這個家，媽

媽說：「有時我聽到小兒子說些要跳樓自

殺的話，我就會氣得快發瘋。」小兒子

說：「我是學你的，每次我不乖，你就威

脅我說要自殺，讓我覺得自己好像很壞。」

媽媽對孩子說抱歉表示以後會讓自己冷靜

下來。事後媽媽跟我說：「我聽到小兒子

說威脅的話時，就覺得他像他爸爸一樣常

常說這些威脅的話，讓我很不舒服，那天

我才知道他是學我的，說的也是，他爸爸

離開時，他還很小。」

  這位母親心痛地說：「當我藏在床上不

想見人時，過去有關前夫的回憶卻一幕幕

浮現出來，使我一次次重新經歷痛苦。」

我說：「是很痛苦，其實你似乎沒有和前

夫離婚，他的影子在你心中、在你的煙

上、在你兩位的兒子身上，我想問你一個

很困難的問題，可不可以放下過去，重新

再來，你好不容易等到小兒子回家團聚，

能不能告訴自己過去了過去了，我要重新

再來，給小兒子一個新的媽媽，新的家

庭。」媽媽靜靜地想了一會：「從來沒有

人告訴我要放下過去，是啊，好不容易等

到小兒子回來全家團聚，我要時時告訴自

己過去了過去了，一切重新再來。」

  會談已是尾聲，我思惟的是他們的家庭

結構及關係已經改變很多年，如何轉成原

來的家庭結構及關係，媽媽就是媽媽，大

兒子就是大兒子而不是代理爸爸，大女兒

就是大女兒而非代理媽媽，小兒子重新有

個歸屬，這不是變魔術，馬上可以改變，

有時改變太快反而令他們無所適從，所以

我想家庭需要漸漸適應，先讓這位母親由

病人身分先轉為有名無實的媽媽角色，希

望時間的推展漸漸使她成為名副其實的媽

媽。

  我問媽媽：「你們家每個人在家庭扮演

的角色是什麼？」媽媽很快說：「我的大

兒子就是代理爸爸囉，大女兒是代理媽媽

囉，小兒子就是走街大王囉。」我問：「

喔，這麼有趣，所以小兒子在家裡還沒有

一個角色地位嗎？」媽媽愣了一下說：「

對喔，我的小兒子在家還沒有一個角色地

位，是不是他離開太久了，可是這次為了

他才會這麼努力想做回媽媽，他現在放假

回來，我都會特別煮飯熬湯，對了，他以

前回家都不會點名要我煮什麼湯，現在都

會要我煮他喜歡的湯，是不是他較有歸屬

感，較敢開口啦。真的很想讓自己的病好

起來，我的孩子都很棒，我唯一可以回報

的就是按時吃藥，使病情穩定，不再住

院。」我說：「嗯，我知道小兒子的角色

了，他目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你的

藥，使你不再作病人而作回媽媽，那你自

己呢？你是什麼角色？」媽媽遲疑一下

說：「不清楚。」我說：「我觀察到其實

你是總統，擁有指揮權，指揮他們一起合

作經營這個家庭。」媽媽開心地說：「是

喔，我是總統，當家裡有什麼事或活動

時，我就可以請他們一起幫忙，想一想自

己真是幸福。」我回應：「是呀，要珍惜

這份幸福，放下過去，重新再來，祝福你

們全家囉。」

  我在心中祝福著她早日成為名副其實的

媽媽，家庭每個人都可以發展出自己的世

界，同時互相扶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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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記：以上的故事，是我在香港實習

時，會見幾個家庭個案的綜合故事，為了

尊重每個家庭，我已改編性別、年齡、甚

至情節角色，我想重點不是真實，而是透

過每個家庭故事的糾纏關係，使我們一窺

人生的酸甜苦辣，在生命交會中互相成長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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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飛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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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一個下著大雨的晚上，賴天送居士在友人的介紹下，獨自來到我們

的前身－慈光育幼院，從此一路護持我們到慈馨，成為我們的摯友。

  賴家世代務農，居士念初中時，因為八七水災，家裡農田被毀，被迫輟學，

先後至鐵工廠做翻砂、齒輪、車床等工作，貼補家用。由於工作勤奮，天賦聰

穎，在工作之時，對機器的構造與原理多能探索、瞭解，所以轉行做各類機器

的維修工作。之後，趕上台灣陽傘工業的起步期，賴居士無師自通，自行設計

陽傘零件的自動製造機器，因為產品物美價廉，信用可靠，深獲客戶歡迎，奠

定了他的企業基礎；從此，更拓展縫紉機零件、汽車零件、變速馬達、五金零

件等設計製造，以迄於今。

  賴居士事業略有所成，即開始關心弱勢團體，投入公益慈善事業，二十幾年

來贊助慈濟功德會以及其他慈善會的救助善款，每月總有不少金額捐出，即使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他的贊助金額總是不會間斷。難得的是，雖然熱心助人，

卻自奉甚儉，生活簡單規律，一輛車用了快二十年仍然捨不得換新；勵行雷久

南博士的天然素食與養生之道。他自製的梅子乾，天然、健康、味美，每月都

會分饗本家的師生，是大家喜愛的飯後零食。

  賴居士創業期間曾經歷三次重大腦震盪意外事故，雖然最後都能化險為夷，

但對世間無常深有體會；因此不但精進行善，也精進學佛。二十年來，每天早

上四點以前即起床做早課，聽經念佛至六點。晚課約一小時餘，十點以前就寢。

他宿具慧根，對佛經多能背誦，即使像「佛說無量壽經」這等萬字經典，讀誦

數次後，也就能記誦。

  面目黧黑，透露著早期生命的艱辛，卻又從艱辛中綻放出慈藹的笑顏；這笑，

是行解的相應，是福慧的兼修，是真真實實生命的豐滿。賴居士真的可以作為

在家居士的楷模。

仁者
 翦影

編輯小組

仁者
 翦影  一開始到慈馨擔任志工，純粹只是因為

學校規定，加上自己從來沒有接觸過社會

福利機構，因此，當同學建議可以去慈馨

兒少之家詢問時，即不假思索地一口答應。

幸運的是，慈馨也願意接受一個沒有任何

志工經驗的學生，於是，我的志工生涯就

此開始。

  在一般人的眼中，擔任志工是一種很「

犧牲小我」的行動，尤其在這樣現實的社

會中――無償、自願地為他人服務，似乎

是一件值得大家肯定的事情。在尚未擔任

志工之前，我也有這樣的想法，因此也很

期待自己能為慈馨的孩子們做些什麼。但

一個真正替孩子著想的機構，是不輕易的

讓陌生人接觸孩子的。因此，一開始我的

志願服務，主要負責的，只是逐字稿的整

理。對我而言，整理逐字稿雖然和當初自

己設想的服務內容有點出入，但實際上卻

讓我收穫滿滿。由於教保老師們身上都是

寶，他們的學理、經驗，都很值得我去挖

寶，因此，在教保室整理逐字稿時，也就

常有機會跟教保老師們請益。尤其，同樣

都是社會工作背景的老師們，常常給我這

個門外漢一些很棒的建議，印象最深的是：

當和老師們聊到自己最近準備的報告時，

老師還特地回宿舍拿一些書籍，幫助我撰

寫報告。

  而逐字稿的內容，多半是以教保會議的

內容為主。在家主任以及教保老師的討論

會議中，常常可以聽到機構最核心的價值

―即兒童最佳利益的實踐方式。尤其，以

往對於兒少之家，特別是收容機構，多半

都有著刻板的印象。仍停留在過去參觀育

幼院的景象，將收容機構視為是較不符合

人性，以及不能真正提供「幸福」生活的

地方。然而，當了解慈馨兒少之家是「以

家庭為概念」去服務，不僅令我很驚奇，

也更想從中看到何謂真正的家庭概念。慈

馨除了在硬體上，以家的概念建造最適合

孩子、最新最好的設施外，在精神概念上，

從我多次參與教保團體會議中，從主任到

每位保育老師及社工員所說的話語中，讓

我感受到真誠的包容，以及真正替孩子著

想的理念，它確切地落實在每個孩子的生

活及生命中。           

  助人者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生命經驗

的陪伴與交流」，在慈馨兒少之家中，更

可以看到機構裡每位成員都是用自己最真

誠、最好的生命去陪伴孩子、去溫養孩子。

我想，在慈馨長大的孩子不僅很幸福，對

我而言，在慈馨當志工也很幸福，因為在

慈馨的歲月裡，我得到的比付出的還要多，

甚至可以說原本設想要去服務他人，不但

沒幫到太多忙，自己反而收穫滿滿，這樣

難得、豐富的生命交流，我想，是慈馨給

我最大、也最難以取代的生命經驗。

志工 陳芝瑜

志工心得

施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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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長吳碧霞

反覆10幾次相同的對話，隨著每一次的回

應，小凸的情緒也越來越激動（唉！這是

常演的戲碼），伴隨著物品乒乒乓乓聲。

  小凸在每個人眼裡是個直率、長不大的孩子，但在大人心裡，她是一個貼心又可愛的

孩子，雖然常在生氣時情緒張力大，但是很快就可以調整過來。

  有一天……小凸心情不好而將自己鎖在房間內

老師：「（敲敲房門）小凸，請妳將房間門打開。」

小凸：「我不要啦！」

老師：「（敲敲房門）小凸，請妳將房間門打開，有什麼事打開門來跟我說，別一個人  

            關在房間裡，在慈馨家的小孩是會學習講道理的，不會因為生氣將自己鎖在房間 

            裏。」

小凸：「不要啦！全部都走開啦！」

老師：「外面只有我一個人，請妳把門打開。」

小凸：「妳騙人。」

老師：「真的，不然妳將門縫打開一點點。」（約過10秒鐘）

小凸：「只有妳一個人才可以進來唷！」

老師：「我答應妳，真的只有我一個人。」（慢慢的，門終於打開了一點點）

老師：小凸凸妳怎麼了？（小凸最愛我這樣叫她了，這也是我們之間的秘密），還記得

      我們之間的約定嗎？當我這樣叫妳時，妳會願意好好的跟我說話。」

          （突然間，小凸笑了出來，給了老師ㄧ個大大的擁抱）

老師：「小凸凸生氣時，不可以將自己一個人關在房間裡（認真的看向小凸），這樣我

           會擔心，當然也不可以破壞物品，知道嗎？」

小凸：「嗯！」

老師：「妳剛剛讓我這麼擔心，該怎麼辦？」

小凸：小凸這時候不好意思的看著老師，輕輕的說 

      了一聲：「對不起。」（邊說邊給了老師一

      個大大的擁抱）

老師：「小凸，在慈馨家有任何不舒服的事情，我

      們都願意聽妳說，但是要記得不可以傷害自

      己和別人，也不可以破壞東西，老師很喜歡

      妳剛剛的調整。」

小凸：「謝謝老師。」

老師：「嗯！我們都很愛妳，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喔！」

◎ 當天晚上小凸畫了一張卡片送給老師，表達歉

   意，附上卡片。

一路走來......

    教育方式有很多種，姑且歸類為二。一是直接指示途徑，令孩子依循；一是藝術的――

化之於無形。用一種氣氛，融化暴戾之氣，歸導他們的心靈走向真善美的境域。例如老師

們為他們錄兒童節目、音樂欣賞、帶他們出去活動、參觀……等，就是類似的化導，可以

收潛移默化的功效。

    孩子們申請用品，全以節約為準，讓他們多體諒外邊的人士，捐獻甚不容易。若有孩子

執意非要不可，老師們仍提出申請，主任再做拒絕，主任扮黑臉，老師扮白臉。孩子是要

嚴正的教導，但老師與他們過居家生活，拒絕太過，怕傷於恩，還是以溫暖為主。

於民國72年3月13日教保會議

    初來院時，曾立四大原則，矯正孩子的習氣。

一、廉潔：人我需要分辨，他人的東西絕對不拿。

二、感恩：因院裡受社會大眾照顧，可以說得到十一方〈連出家師父的一方〉的捐助。所

    以我們要撙節地去用，並且教導孩子感恩。就是要孩子努力成就自己，將來好回報社

    會。「滴水之恩，湧泉以報」嘛。

三、尊敬長上：在院中，老師們雖不計較，但要教他們。

四、友愛：孩子大欺小是育幼院普遍現象，大抵是惡性循環――由於過去受過欺負，讓

    他們想現在向小的討回自己的公道，看似不合理，卻往往是他們的理。 所以要說明道

    理，逗引愛心，讓孩子生起友愛的心，不是只一味禁止，導致化明為暗。

    現在，這四點大致有改進，但細微處――起心動念之間還待努力。

於民國72年4月14日教保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