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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

認  識  慈  馨  家

  目前兒童福利的思維是：家，是最適合兒童成長的地方。但這個家需要具備「能

夠照顧孩子」的功能。我們安置的是：根據評估，在短期內功能未能恢復的家庭的

孩子。所以，我們定位在中長期安置，基本上，是收容需要安置三年以上的孩子。

  既然三年以上，如果平常和親人沒有連繫，孩子將來返家要重新適應陌生的環境

很困難，所以，我們每一個孩子進來都要做「家庭重聚」，換句話說，就是跟原

生家庭做連結，為這孩子將來返家做準備―不管是父、母、祖父母、姑、叔、姨、

舅，總之，不能做無根的浮萍。目前，我們很努力在做，跟縣市政府的主責社工採

夥伴合作的方式，與原生家庭的各項連結做得相當順利，雖然增加工作量，但是，

只要對孩子好，我們都願意。

  另外，在慈馨的孩子，希望他具備獨立自主的能力，這裡面要顧到孩子個別的需

要，以及情感的陪伴。目前新安置的孩子都是縣市政府轉介的兒保個案，原生家

庭給他們很多負面的影響，來到這邊我們要幫他重新找到生命的意義跟價值，重新

鼓舞他的生命力出來，讓他繼續往前走，這需要整個團隊給予接納跟陪伴、包容。

他們的情緒張力可能是非常大的，這個部份我們團隊很有共識，孩子來這邊也適應

得蠻快的。孩子的問題在進來以後慢慢會出現，我們正希望孩子的問題在這邊浮現

出來，這樣，我們才有機會幫忙他；而不希望被壓抑或是隱藏起來，等到將來離開

了問題才跑出來，就沒辦法幫忙，所以，我們不怕孩子把問題拋出來。同時，為了

迎接問題，整個團隊也需要不斷的學習，慈馨創辦時就定位在學習型的團隊，無論

大人、小孩都是學習型家庭的形態，我們用整個大家庭系統的概念，孩子不只是小

家老師在帶他，也是整個包括總務、教保的團隊一起來協助他。

  此外，孩子有很多時間在學校，我們跟學校的合作關係也正在建構，感謝學校對

我們的用心與專業的信任，我們也尊重學校教育的專業，尊重學校在處理孩子方面

的專長，彼此互相溝通與合作，透過電話、連絡簿，或者學校老師至機構做家訪、

班級親師座談、學校親師座談，攜手協力，希望讓孩子快快步入正常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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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想跟大家談談情緒，順便看看成人

如何面對孩子行為問題出現的情緒。

  其實大部分來到慈馨的的孩子心裡面會

有一個想法：覺得自己只是一件被丟來丟

去的東西。但孩子不是物品，卻因為他的

感受，而把自己當作是東西（物品），他

就會努力去追求成人對他的好感，用盡各

種策略只是為了要我們關照他。

  所以我們盡量讓孩子相信自己值得被

愛，可以冷靜的去思考每個孩子的個別需

要，從需要裡面去處理孩子！所以我們要

常跟孩子講：「不管你做什麼事情，我要

告訴你，我是愛你的。」孩子困擾成人的

問題行為是可以被處理的，但是我愛你這

件事是不會改變的。孩子帶了任何問題

來，我們都稱為他擁有一個未開封的禮

物，我們是陪著孩子把禮物打開，看裡面

有什麼困境。

  當我們面對情緒時，要處理的是孩子們

心裡面真正的傷，但是最難最重要的卻是

孩子們心裡面的傷口會勾出我們自己的

傷，這就是在慈馨工作跟其他工作不一樣

的地方，我們需要進一步看看自己的傷。

  常常面對孩子的問題行為我們會出現生

氣或憤怒。這時候我們就要思考我怎麼會

那麼生氣，這件事跟別人的關係又是什麼？

我說過不要把別人罵我們的話來罵自己，

就比較不會那麼生氣！這句話很弔詭，人

都有發洩情緒的自由吧！大家都可以！但

是當面對人們在發洩情緒的時候，其實基

本上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冷處理。因為他

正在處理自己的情緒，那他說出來的話一

定不是好聽的話，但是他也是為了平靜自

己的內在世界，就會把生氣往外丟出去。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受傷呢？因為我們

會把丟在地上的話拿來罵自己，而且別人

只是罵過這一遍，我們卻已經在腦海裡就

不斷反覆幾百次了。

  這樣子一來，我們真正需要學會處裡的

卻是面對自己的情緒，而不是急著處理孩

子的問題啊！情緒是什麼？我覺得情緒是

認識一個人的門！

  當人在情緒中我會問自己，他正在告訴

我什麼？他的需要是什麼？我如果能夠就

此讀出他真正內在的需要，而不是急著回

應他的外在行為――只是回應他的情緒，

就是『同理』，如果可以講出他真正的內

在感覺，就可以停在這裡就好了！ 

  讓孩子學會一種「紅綠燈的管理」的遊

戲！當他們開始沒有辦法分辨自己的情緒

時，老師可以教他們做紅綠燈的貼紙在自

己的身上，我現在心情很高興「綠燈」，

我現在搞不清楚狀況「黃燈」，我現在心

情很火爆「紅燈」，所以就可以看到孩子

現在的狀況，讓孩子們去分辨在聚會時

間，每個人把紅綠燈拉出來，這時候就不

要去問紅燈的人，因為他們表達的是這時

候不要來惹我，這時候當教保老師的多一

張貼紙，就是救護室（白色的十字架貼

紙），當自己準備好時，孩子這時候任何

人如果有什麼事情，就可以來找你談，他

們發生的任何問題，這時候你就可以用顏

色的方式來教導孩子學會自己情緒管理。

  最後再一次提醒，當我們情緒來的時候

冷靜下來想想，現在要處理的是孩子還是

自己啊！

情緒紅綠燈

張貴傑

情緒智力是包括：

1. 覺察、評估和表達情緒的能力

2. 激發與產生了情緒，藉以促進思考的能力

3. 瞭解及分析情緒，並能運用情緒知識的能力

4. 反省地調整情緒，以提昇情緒和智力成長的能力

聽魏渭堂教授演講摘錄

如何提高情緒智力做好情緒管理

1. 面對問題、轉化想法

2. 培養開闢的心胸

3. 轉移注意力

4. 賦予工作意義與價值

5. 不斷追求新知

情緒智力的五個構面

1. 認識自己的情緒

2. 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

3. 自我激勵

4. 認知他人的情緒

5. 人際關係的管理



小家老師：

  在不知不覺中自己已經當媽媽，是一個

新手媽媽，也是替代孩子原生家庭的媽媽

角色，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這麼快當媽

媽，而因為工作的緣份，讓我提早擔任，

老實說真的沒有媽媽的經驗，而自己需要

不斷的尋求資源，請教資深老師，也不斷

地翻書來了解每個年齡層的孩子，可能

會發展的狀況，有人常講的第一個孩子照

書養，自己果真感同身受。

  帶家陪伴著孩子的成長，心裡是高興的，

因為這是另一個歷程的開始。但心裡也很

不安，新的小家自己無法抓住頭緒，也很

慌，不清楚如何建立家風，而自己傻傻地

硬著頭皮去挑戰一切，不過，可以肯定的

是：我已然告訴自己：「沒有什麼事可以

難倒自己。」  

  永遠不斷追求新的挑戰與學習，讓我更

有勇氣覺察自己，也更有勇氣學習面對與

承擔，感謝慈馨給了我這麼好的禮物，讓

我陪伴著孩子一同學習與成長。

轉 變
保育員 王姿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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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 刻 痕

    慈馨保育員須經過見習期→培訓期→小

家老師，每一個時期都有不同的學習任務。

見習期：

  回想起我跟慈馨的第一次接觸，讓我彷

彿嗅到熟悉的氣息，大人與孩子對我有滿

滿的熱情，有一天突然有位孩子熱情地

告訴我：『老師，如果您有不知道的事

情，都可以問我喔！』頓時，我心裡升起

一股溫暖的感覺！

  七天的見習期，讓我到每一個小家見習

與體驗，並與孩子們建立關係。每個小家

有它不同的風格、特色，與孩子們在相

處時，可以感受到孩子們是充滿熱情與

有活力的，讓我更有勇氣與決心，毅然面

對挑戰地踏入這個大家庭。

培訓期：

   見習期結束，我決定留下來一同陪伴孩

子們成長，也成為慈馨家一份子。培訓期

間更進一步瞭解小家，而自己需要有更多

敏銳的觀察，去關注每一個孩子與熟悉每

個孩子的特質及情緒，並且更細膩地覺察

每位老師的應變能力。然而每家老師的經

營方式皆不同，每一小家各自有家風，而

自己也需要有多一點的了解與適應。

    代理時，自己開始體驗不一樣的適應與

變動，由於每小家老師經營方式不同，而

自己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與摸索，讓

自己在代理期間可與小家老師經營的方式

差異性降到最低，同時也為自己未來成為

小家老師，綜理出一個大體的概念與方向。

  在男、女棟之間奔波短短幾個月，孩子

帶給我許多的成長與學習，之後組長給了

我一個神秘的禮物，也讓我找到穩定的感

覺，我開始在男棟穩定下來，但…挑戰也

接踵而來，雖然只有兩小家，但對於我

來說，兩家孩子的年齡差距很大，經營的

方式也不同，年紀小的孩子需要更多的陪

伴與安定感，而我，也需在陪伴孩子的過

程中，找到一個平衡點，但，生澀的我

常常似乎用錯了方法，使得孩子沒有得

到安全的依附，也當然沒有辦法滿足到孩

子心理的需求，這種，當然夾帶著我面臨

衝突與挑戰的徬徨！  

  於是，我讓自己重新學著去覺察與面對

自己的極限，慈馨家給了我，最大的包容

就是：面對自己的課題，而自己開始學著

跟自己對話，瞭解到自己需突破與面對的

是什麼課題。

操場騎單車真快樂 元宵節晚會

讀書樂



    「謝謝慈馨給我機會，讓我能夠如此的

貼近生命！」        

開始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慈馨，和第一次不同

的是，我的角色是來見習保育老師。

我帶著緊張、興奮、雀躍的心情聽著簡

報：「從一塊土地開始…」講述著慈馨的

發展歷史和一群人。他們帶著愛和希望，

期待為孩子做些什麼。老師說：「慈馨是

用家的概念，你一定可以體會到」是呀！

當我正式進入小家後的感覺：「對，是

家！」頓時，內心的不安降低了，卻增加

了些感動，慈馨從上到下的每個人，都是

為了這個「家」而努力、團結，慈馨的孩

子很幸福。

重新學習

    第一天，從小家老師手中戰戰兢兢地接

過見習保育老師的棒子。督促孩子們的作

業、生活作息。我發現孩子們可以完成自

己分內的事情，也很懂事，反倒是自己很

急。於是，我回想到曾經…很久以前，我

也是個孩子，希望自己有多一些的時間和空

間，甚至是鼓勵…然而，當時的我卻很急

的，發現這事實，著實嚇了一跳，因此，

我再一次地去整理自己。

   在慈馨，不需要放大鏡看孩子的缺點，

而是用顯微鏡找到孩子那份溫暖、單純和

愛，我得重新學習怎麼和孩子相處，孩子

需要的是關心和多一些的注意。

回歸

    第二天，孩子們拿了自己的枕頭棉被裝

飾交誼廳中的玩具小屋，打造屬於自己的

天地，看著他們的互動很溫暖，而我的心

是微笑的。

玄奘大學社福研究所二年級 蘇盟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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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 刻 痕

三生有「馨」

  －相遇慈馨     團體時間對我而言是個考驗，因為這是

我第一次真正帶領兒童團體。孩子們帶著

不同的情緒進來團體，瞬間――飛天蠟筆、

圖畫紙雪花飛舞。「唉唷！我的媽！」這

是我當下的心情，心中的白天使和黑天使

正交戰著，頓時，團體目標已經不重要

了，為不讓他們帶著這麼大的情緒離開團

體，因此改變了作法。這次的團體經驗

中，看見男、女生從對立變成能夠合作，

甚至是去協助他人，我想這就是孩子吧！

回歸到原始、純淨的本質。

旅程

    一大早，張羅著早餐。豐富的早餐和溫

暖的陽光是很棒的開始，然而，體驗活動

的第三天，我有依依不捨的感覺。孩子們

的卡片中，表達他們最真摯的感情，有時

不需要花俏的言語，卻能表達最真誠的心。

    我的生命旅程正要開始，很慶幸的，我

來到慈馨，讓我感受到簡單的幸福和關

愛。我想「家」就是這樣。回來能夠有滿

滿的愛、關心和充電，而後有能量地長出

豐厚的羽翼去飛翔。「家」，一直都在。

    謝謝慈馨願意給我機會，讓我學習；謝

謝小家老師的經驗分享和願意相信；謝謝

孩子們讓我從你們身上學到最單純的表

達。「想到慈馨，就會想到勇氣」，因為

這裡有許多生命的勇士，正在展現珍貴的

價值！



生輔員 詹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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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 刻 痕

從體驗到體驗

本家社工股

    環保意識與保護地球的概念從過去到現

在一直被提起，但單靠倡導並無法落實，

於是，我們決定由家庭的照顧者來落實，

希望既能節能減碳，又能給予生命教育，

而生命教育的重點來自於真實的體驗。

    身為孩子專業照顧者，生活言行就是最

直捷的生命教育，我們想藉由植樹的儀

式，引領孩子開拓視野並親身體驗，不但

動手，而且用心―種下了小樹，也種下了

心願，連結新年新希望與落實環保概念，

同時也創造了慈馨家的自有文化。

    我們在97年12月25、26、27日由家童

挑選屬於自己的樹苗〈照片附件一〉，並

且製作祈福牌，讓孩子為小樹取名，且寫

出祝福語〈照片附件三〉，最後在98年1

月2日進行植樹活動及懸掛牌子，往後，

長久的照顧，就真要放在孩子心上了。〈

照片附件二〉

生‧命‧教‧育

植樹

   種希望  記得自己大三，學校學姐親口邀請我參

加慈馨第一次的保育生活體驗營，那時才

開始接觸到慈馨、認識到慈馨。

  當時的我，看見一群老師用很多的心力

及生命，來經營慈馨這一個家，我內心深

深地感動，也為它所吸引，同時在心中種

下了一個小小的種子，告訴自己：也許有

一天，我會有一個機會進入到這一個家。

  很剛好的是，有一天，機會悄悄的來臨，

我真的要到慈馨工作了，就這樣，我進入

慈馨，開始我生輔員的生涯。沒多久，就

跟老師們做了一個約定，希望可以用我現

有的能力，再舉辦另外一次體驗營，於是，

就在今年的三月，我真的從一個原本是來

參加體驗營的我，到現在自己用另一個身

分參與體驗營，從體驗轉換到另一個體驗，

這份體驗真是不可思議！

  在規劃體驗營的過程中，我給了自己很

多的期許，同樣也希望自己第一次在慈馨

負責的活動能夠平安且順利。純粹參加跟

規劃給人參加，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心

境，也還好慈馨的每一位老師都願意協助

我，也給了很多的空間讓我學習，所以真

的覺得慈馨是一個很溫暖的地方。

  三天開始了我慈馨的旅程，也是那三天

給了自己很多的感動，我回想為什麼會與

老師們做一個這樣的約定？最大的願意是

因為：我想再一次回到最初慈馨給我的感

動。即便到現在，那感動依舊深藏我心，

而我已是慈馨的一份子，在慈馨的每一天

都充滿溫暖、充滿活力與生命力，我真的

喜歡這樣的工作環境，同樣也希望可以把

這樣一個暖暖的地方，讓像我以前一樣是

學生時代的學生知道，知道在那邊有一群

偉大的老師，他們用他們的生命在陪伴一

群孩子，我更深入看見：看見很多的勇氣、

看見很多的溫暖、更看見愛正在慈馨這一

個家流動，體驗到的感動同樣希望來參加

體驗營的學弟妹體驗到，而因為正是從「

體驗到體驗」，讓我感受愛充滿慈馨的每

一個角落、愛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三天的體驗營結束了！三個月三次的體

驗營也結束了！我告訴我自己，真正的慈

馨體驗之旅才正要開始呢！我懷抱勇氣，

我釋出溫暖，我匯入了這個家愛的長流裡

……

照片附件一 家童挑選樹苗 照片附件二 宣讀祝福語 照片附件二 植樹

照片附件二 掛上祈福牌照片附件二 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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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照片附件三 祈福牌，讓孩子為小樹取名，且寫出祝福語

1.就學事項 

(1) 協助家童入學前之陪伴及心理建設。

(2) 陪同家童至新班級報到。

(3) 認識新班級導師並做聯繫與合作。

(4) 協助與瞭解家童學校適應情形。

(5) 轉學事項：轉學陪伴告知老師轉學之 

   事宜；協助家童轉學之陪伴及心理建

   設；陪伴家童與學校師長/同學做分離

   處理。

2.學校生活

(1) 保育員應關心了解家童與同儕互動，

   及參加學校活動的情形；社工員結合

   學校輔導系統，評估並協助家童在校

   學習與適應問題。

(2) 保育員要提醒家童準時上學，並關照

   家童上學之衣著儀容，需保持清潔整

   齊。

(3) 保育員應對學校行事曆、作息時間有

   充分了解，並且掌握家童上下學時間

   及狀況。

(4) 家童所需文具用品、制服、參考書等，

   保育員應了解家童使用情形，並視其

   需要適時補充。

(5) 家童如有實習、參加技藝班或工讀，

   保育員應適度關心家童學習、適應等

   情形。

(6) 請保育員留意學校各項繳費項目及期

   限，並於期限前繳交，大筆款項知會

   教保組長統籌處理。

(7) 家童如請病假、事假等，先由保育員

   評估，再知會教保組長。

協助家童就學與學校適應原則
快樂學習   因材施教   鼓勵讚美

琢磨了一年多，保育與社工人員就自己實際經驗以及參考他人的經驗，擬定了「協

助家童就學與學校適應原則」希望從準備到轉學，從了解學校生活到親師溝通，都

能有所依憑。當然紀錄是不能少的，只是並不方便呈現，謹以所擬定原則及親師座

談會照片顯示與學校方面的溝通與合作。

攜  手
編輯小組



~12~ ~13~

3.親師溝通

(1) 家童在學期間，保育員應就家童的年

   齡、在校學習和適應情形，與學校導

   師持聯絡與溝通。每學期至少要聯絡

   導師二次，並填寫親師聯繫表，呈教

   保組長核閱；社工員每學期與學校輔

   導室合辦親師座談會，進行雙向溝通

   增進彼此之瞭解，創造合作關係，並  

   製作學校親師會議紀錄。

(2) 有關家童的身世背景，應尊重個案隱

   私，視其必要性適度向導師或校方作

   必要之陳述。

(3) 家童在學校中如有特殊需求，保育員

   可知會教保組長，再由社工員配合聯

   繫。

(4) 導師反應家童在學校有狀況：若屬平

   常事件，保育員應和導師電話聯繫，

   進行關心了解；若屬特殊重大事件，

   保育員應告知教保組長，共同評估如

   何處理。

(5) 有身心障礙或就讀資源班的家童，保

   育員應更多關心其學習情形及特殊需

   求。

(6) 重視學校聯絡簿功能，瞭解家童在校

   生活狀況，保育員應確實簽名，並適

   時回應及回饋，共創親師合作。

成
功
國
小
親
師
座
談
會
照
片

「親師座談會」海報 成功國小輔導黃主任開場引言

慈馨廖組長與大家介紹慈馨

對學校老師的合作及用心表達謝意--送花儀式

「第四組  女一室」親師溝通與討論會

親師溫馨大合照

英雄的挑戰

  當我們對於孩子的創傷感同身受時，要記住，這就是重建依附關係或創傷

治療的內涵。當我們變得不耐煩或惱怒時，我們要記住孩子正做他們該做的

工作，用他們最深的傷痛來測試我們，並且突顯出他們和我們自己的傷口。

治療就是面對真正的痛苦，並且永不停止。

  英雄的挑戰，是面對孩子內心的怪獸，用超出孩子們預期的方法，證明給

孩子看，漫漫長夜之後，出現的是七彩雲霞，媽媽或爸爸在一個關心大人團

隊的幫助下，一定能智勝孩子惡夢中的怪獸。

出處：「創傷兒童依附關係重建」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編印



  這世界上有很多我想要感恩的人、事、

物。像父母、老師、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甚至是在我週遭所發生過的事，都是我想

要感恩的對象。

  首先我要感恩的對象是我父母，因為他

們生下我，並且把我扶養到來慈馨之前，

我在成長當中，父母親教會我處理事情不

可以用打架解決問題，說話時，要好好溝

通，不去和別人計較，自己有能力處理的事

情…等，雖然他們現在不在我身邊，但我

還是要謝謝他們教我這些道理。

  再來，也是我目前最感恩的對象，就是

「慈馨兒少之家」。這個家是我第二個家，

在這裡的每一位都是我學習的對象，我從

他們身上，學習做人處事的道理，學習接

納與包容，學習調整及面對情緒…。雖然

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但在這裡，我們就

像是一家人，謝謝大家在這個家給我的陪

伴及接納，讓我感到溫暖和溫馨。

  住在慈馨家有一陣子了，最近我突然間

發現自己很幸運，因為有很多人可以陪伴我

成長。慈馨家的老師常常教導我們做人要學

習感恩，還要心存善念，這些我會永遠記

得，因為感恩，我擁有更多幸福。謝謝你

們，也謝謝這世界上所有願意付出的人！

感   恩
小四小華

  今年我升上二年級了，看到一年級學弟妹

入學很期待，因為按照學校慣例，新生要選

社團的…。我是合唱團的一員，由於三年級

學長姊要基測了，因此無法參加社團，同時

本學期換了合唱團的老師，師生默契正在培

養中，所以合唱團顯得特別冷清。

  然而社團招生後，在週三社團課竟看到學

妹蜂擁而至，擠進教室，…哇！！這一屆參

加的學妹可真多啊！佔了我們原本合唱團的

4分之3。看一看學妹，有熟悉的，有從未見

過的，像這倆個影響我深遠的學妹，就是我

不認識的。

    一個上課機緣，合唱團老師把他們調到我

旁邊，我們就這樣漸漸熟了起來。後來因為

好玩，我們就互相取了個綽號：其中一個學

妹叫糖果豬，因為她超愛吃糖果，而且又屬

豬；另一個叫排骨雞，因為他家開排骨麵

店，雖然他屬豬，可是叫排骨豬怪怪的，所

以我就叫他排骨雞。他們倆個在我的心目中

都是體貼、傻得可愛又很單純的學妹。

    之前我總是悶悶不樂的，常常把自己的內

心關起來，不會輕易向別人透露。可能是我

的家庭背景吧，我從小就不信任別人，但是

他們使我了解什麼叫做信任。他們是我唯一

能敞開心胸談話的對象，在我無助的時候，

都是他們陪我度過的，他們總是默默的陪伴

著我，靜靜的聽我說話，使我感覺很心安。

    我想，他們教會了我一門人生的大學問，

雖然他們並不知道。現在，只要看到他們開

心，我就會莫名地開心起來；看到他們難

過，我的心在不知不覺中也會為他們流下無

聲的淚水…。

     我很謝謝他們，讓我的國中生活增添了

不少色彩和樂趣。你們的好、我們的默契，

就已宣告我們是最好的朋友，而我也真的想

和你們做最好的朋友，直到永遠永遠……。

影響我最深的倆個學妹
國二小婷

~14~ ~15~

老鷹捉小雞 到霧峰山上走走小婷的畫作



  今天，我們家最美的彭媽媽帶我們到夜

市玩。ㄧ走進市場，就看到兩句斗大的

字：「你好我好大家好，物美價廉最公道

」、「三好一公道，歡喜樂陶陶」，我覺

得這兩句話很有意思！

  這時夕陽正要落下，空氣感覺涼涼的，

但是打招呼的聲音此起彼落，加上熱鬧滾

滾的人潮，夜市便更喧騰了起來，突然，

我看到了很美麗的水晶，那位老闆突然

說：「小妹妹，這個水晶價錢是一百元。」

我眉開眼笑，開心地就買了下來。

  漸漸地，美麗的夕陽不見了，傍晚我看

到攤販們開始把帶來的東西收好，然後我

聽到一位小姐說：「這裡的東西不新，可

是只要好好整理就可以賣了。」這句話啟

發我，原來不是新的就很好，舊的也很好，

舊的也有它價值。

  我覺得今天學到的真不少啊，今天是很

美好的一天，期待下次再逛夜市。

有一天，

水果阿嬤看到一顆種子，

他把它撿起來，

施咒語，

讓種子變成一棵小樹。

不久，

再施咒語，

就把小樹變成，

一個會走路的人。

夜   市

小四小萱

水果阿嬤變魔術

小一小旭

家人能在一起

是讓人覺得幸福的

所謂的幸福

並不在遙不可及的未來

而在

即時掌握的現在

要得到幸福

不難

學會掌握現在

就得到了幸福

因為幸福是很近很近的

有家人一起真的很幸福‧很幸福

謝謝你在我傷心的時候

安慰我

謝謝你在我開心的時候

陪伴我

傷心和開心是人生歷程必然有的

但我相信

有人陪伴你

有人守護你

因為

身旁有愛你的人

或許

這個愛你的人

他關心你、照顧你

默默守護著你

而你不自覺

最奇妙的是

這個人可能是你身邊的任何一個

     

所以

要珍惜

每一個愛你的人

因為

他們是真的愛你。

幸   福 珍   惜

小六小揆小六小揆

~16~ ~17~

小小變裝秀‧今天我最炫



彩繪圍牆活動

  慈馨在東英五街上有一塊孩子們平時歡樂與活動的場地，利用場地外的圍牆，

進行彩繪的活動，以激發兒童少年的活力和創意，並體會彩繪的樂趣，也藉此圍

牆彩繪的形式讓東區民眾更加認識我們。

~18~ ~19~

慶生會活動
    

  家庭的傳統或儀式多樣化，最常見的是慶祝儀式，聯想到的便是生日，一個

家人的重要大事，代表著人的存在感，代表著我的價值感，而剛創立的慈馨是

由每個小家自行舉行慶生，雖然連結小家彼此感情，卻缺少大家的連結，一路

走來不斷地在行動中思考，故除小家庭自行慶生外，更擴充到大家庭慶生會。

活‧動‧花‧絮 社工組

每組成員用心構思活動，帶領大家度過不

一樣的歡樂月份。

壽星帶著大家給予的祝福，分享蛋糕的喜

悅。

藉由不同主題活動，分享不一樣慶祝的

形式。

全家獻上祝福，讓壽星感受到不一樣的

歡樂氣氛。

未彩繪前的圍牆。 彩繪後的圍牆，多麼活潑生動啊！

師生的偕同合作，培養家童團隊合作的默契。 小玲好厲害唷！彩繪出一台腳踏車。

小欹為狗狗畫上眼睛，感

覺更加有活力與生動。

師生利用假日的時間，共同創

造。

每次活動，師生透過開會討論，偕同構

思慶生內容與活動。

藉由活動激發家童創意與巧思。



師生接力賽
    

  透過互助合作的團體精神，感染美滿和諧的氣氛，也藉此促進家童對家的認

同感與凝聚力。

~20~ ~21~

元宵活動
    

  中國人傳統文化裡，在天上皓月高懸的夜晚，人們要點起綵燈萬盞，以示慶賀。

出門賞月、燃燈放焰、搶猜燈謎、共吃元宵，闔家團聚、同慶佳節，其樂融融。

  對慈馨來說，每年的元宵節，即是團圓的好日子，在此節日中，本家會透過一些

活動或晚會，讓家童們感受到不一樣的闔家團聚氣息。

活‧動‧花‧絮 社工組

總務同仁的帶動下，讓全場歡樂

無比。 

教保組同仁們，高歌一曲，隨著

音樂擺動舞姿。

瞧瞧～慈馨家五小龍唱

起歌來多麼帥氣啊！

『歌聲動人、甜美可愛』

這可是我們雙人姊妹花的名號唷！

猜謎活動得獎者，即可獲得精美的元宵禮品

一份。

教練說明接力賽的規則與注意事項。 跑步前，大孩子帶領其他家童做起暖身操。

師生比賽中，交接棒次的等待！ 交換棒次的專注，是多麼緊張與刺激啊！



保育員 林秀玫

  今天的發展主題我想可以訂為：傷病之

家！也就是一人有病痛，也會引發其他人

盡可能的找出可以吸引大人關懷注意的陳

年小傷並誇大之。不過我想這就是活生生

的生命自然現象，生命的本質不就是不斷

的變化與開創，我想也正是這些生活中珍

貴的點點滴滴事件，不斷堆疊出他們未來

可以長成的樣子，看到他們可以這樣健健

康康安心大方的盡情展現自己，其實我相

當的羨慕與欣賞，我想這就是孩子們目前

的需求，我就盡自己能力盡可能的當一回

事去關心重視他們，好讓他們擁有一個安

穩的環境去盡情發揮成長，也感謝他們讓

我可以好好的學習怎麼當個大人，讓我有

機會更完整的成長自己，讓我可以不斷省

思著學著如何當個專業的照顧者。

學著當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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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馨 心 語

  帶孩子帶到現在，其實可以回想到以前

自己當孩子時的心態，其實從小有些事

情，不論是長輩的訓示或他人的言行，我

們多少都會銘記在心，也許那些事情並不

是自己刻意記住的，但卻能一輩子留在自

己心中，好的記憶可能形成現在的好習

慣，壞的記憶可能形成自己內在的殘缺（

例如：父親婚外情，造成了我對異性不再

信任...等等），反觀現在自己當長輩了，

我們在孩子們中的形象又是什麼呢？有人

說育幼院的孩子不好教，但這不是真的，

真正難教的是老師自己難伏的習性，當老

師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時，就是一個很不

好的身教，孩子們將有樣學樣，而當我們

痛恨孩子的某些地方，或許那也是我們自

身的殘缺，像是假設我是一個很會拖的

人，那麼當我看到孩子拖拖拉拉我就會很

生氣，因為我也曾經或根本就是個愛拖拉

的人，而我今天卻因為改變不了我自己故

想藉由改變別人來得到慰藉，實際上那個

人根本不可能改變，因為他看到我的示範

亦是如此糟糕，如此惡性循環下去，相互

的關係就會變得愈來愈差，或許自己以後

在討厭孩子的某方面時，可以想想自己是

否有這樣的缺點，在規定孩子的紀律時，

自己是否都做得到，否則我也只是個只想

藉由改變別人來滿足自己的獨裁者。

  人稱貴州「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看來，這句話也適用於慈馨吧！

對孩子飆起的情緒，以及時時發生的齟齬與衝突，內心也許挫折連連。跌倒

了，可要記得爬起來，同時，別忘了，這之中也可以學到許多東西哦！直到

有一天，百鍊鋼變成繞指柔時，生命之境界，也將提昇到另一個層次。

  學，建立在反思與自覺上，建立在識破與不說破上，暗暗地用專業方法去

轉，寬裕溫柔地接納與欣賞後，雨過天青，心安理得，然後，相信他並放開

手，也許當你挺直脊背的同時，孩子也亭亭玉立地站在你眼前了。

點滴在心頭
     —陪伴者的成長與分享

編輯小組

保育員 林品亨反  思
保育員 彭怡萍

    這陣子寢室MT想了許多，也調整許多

自己的心情，但要完全放手發現真得好

難，因為小玉有許多的狀況都需要幫助，

但是我們卻無法再多為他做些什麼事情，

也只能盡自己的心力，教導其正確觀念，

希望他在未來面對問題時，可以學習面

對，努力過生活。

  前幾日聽見自己的朋友懷孕了，分享其

心情，突然有些體會做父母的心情，從開

始懷孕到長大都有其要擔心的事，孩子生

出來後就是一個個體了，要相信孩子的能

力，他們有無限可能，有他們自己的人生

要過，而父母所給的是過程中幫助並陪伴

其成長，給予其更多的勇氣，讓他們長好

豐厚的羽翼，有力氣展翅高飛，父母則要

學會的就是慢慢的放手，做父母的真得不

容易，而我們雖未成為父母，但卻要比父

母更為堅強，因為隨時要準備讓孩子們展

翅高飛，給予祝福。

放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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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慶祝師姑於民國6年誕生於彰化縣，民國96年往生於台中市，享年91歲。  

  師姑自幼貧苦，生活坎坷，但她是一位堅毅而有膽識的人，所以都能轉危為

安。民國38年    李雪廬老恩師寄居台中，於法華寺講演佛法，師姑以宿世善

根，列席聽講，從此結下三十八年的師徒法緣。師姑在雪廬恩師座下，分擔弘

法事務，並襄助成立台中市佛教蓮社暨聯體機構，以及各項文教慈善事業；五

十餘年間，秉持師志為己志，始終不渝。

    民國48年，八七水災造成眾多孤兒流離失所，台中蓮社諸君子在  雪廬恩師

領導下籌辦全臺第一家佛教創辦的孤兒院―慈光育幼院。師姑於弘法之餘，四

處奔波勸募；民國50年，院舍落成，許多鹿港、員林參與護持的蓮友在師姑號

召下歡喜地來參加慶祝典禮。典禮結束時已近中午，院方並未替遠方的來賓準

備午餐；師姑擔心讓這些蓮友退心，立刻由瑞光街回到台中蓮社，親自下廚煮

麵以饗這些熱情遠道的蓮友，讓大家皆大歡喜，也為育幼院結下長久的善緣。

    民國87年，慈光育幼院產權發生糾紛，師姑仗義直言，多方為育幼院主持公

道；民國93年慈光育幼院被迫解散，院長決定為院童籌建新家園―慈馨兒少之

家，此時師姑雖已年邁，仍然一如四十多年前，四處奔走，運用她的關係，積

極向鹿港等地及樂善好施的蓮友勸募，幫助慈馨的籌建工作，三年間念茲在

茲，未曾或忘。民國96年4月1日，慈馨院舍終於落成，師姑以九十一歲高齡，

非常高興地前來參加落成典禮，圓滿了她最後的心願。兩個月後，師姑即了無

遺憾地安然往生了。

    師姑一生謹守師訓，為弘法利生不遺餘力；尤其因著自己幼年貧苦，深知失

依兒童之可憫，因此對育幼院特別愛護。而今，師姑雖已往生，但是她的風範

與對失依孩子的恩情，讓我們永銘於心。

編輯小組

仁者
 翦影

仁者
 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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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那麼一丁點的訊息――我感到自己是被

親人關切的、在意的，我就不再漂浮，不再流浪。」

這是孩子普遍的心聲。他們希望生命有連結，希望

在這世上不孤單。

  體諒家裡的不得已，從親人口中聽到愛的保證與

聲聲的叮嚀，孩子會安心許多，也安穩許多。

  這是孩子歡天喜地所拿出的姑姑「信函」，看見

收到親人捎來訊息的喜悅，我們也很感動，謹徵得

家長及孩子的同意，以原文呈現。

〈而名字則予以保留〉

惦念
及其所連結的……

編輯小組

家  長  來  函

    97年8月7日。今天真的是一個很難熬的日子 ~"~ 今天是把你們送進兒少之家ㄉ

日子，我的心裡真滴好痛~~好痛唷 ~"~ 小姑姑也是不得已的請你們要體諒，我也

知道你們不願意去兒少之家，可是姑姑真的無能為力把你們照顧得很好啊~~~~雖

然剛進去的時候，你們表現滴非常堅強與勇敢~~~但是當你們知道我們要回家的時

候，你們眼眶泛紅，不願掉下淚水 ~"~ 可是看到你們這樣，小姑姑更心疼，你們知

道嗎！你們終於忍不住掉下淚水，又怕姑姑難過，快快的把頭轉走，看到這樣的

情景，小姑姑真滴心裡好痛唷 ~"~ 你們放心好嗎~~~小姑姑答應你們只要姑丈工作

空了，一定會去看你們的，小姑姑~~~真滴~~真滴~~~好愛你們唷~~你們兩個就像

姑姑自己的孩子一樣，沒有任何人可以將我們大家拆散的，只是暫時讓你們有一

個好的環境，讓你們過個快樂的童年。雖然不能每天看見你們，但是至少小姑姑

知道你們在~~慈馨之家~~有好多愛你們、疼你們的老師幫忙小姑姑照顧你們，這

樣小姑姑也不用上班的時候擔心你們兩個自己在家是否~~安全嗎？希望你們兩個

能體諒小姑姑無法盡心盡力的照顧你們~~~因為小姑姑怕萬一你們出了什麼差錯，

我要怎麼向你們過世的阿公、祖母跟爸爸交代呢？小姑姑相信你們兩個是最勇

敢滴小孩子，一定不會讓姑姑跟姑丈失望的，對嗎 ^_^    這是小姑姑今天滴心情

唷~~讓你們知道~~~

    小姑姑好想你們唷~~在慈馨之家過得好嗎？姑姑知道你們要適應新的環境，對

你們來說是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的磨練，可是小姑姑相信你們會做的很棒滴~~因為

我相信我們家的孩子是最勇敢、最堅強滴~~要記著小姑姑常說的一句話：書讀得

不好沒關係，但是一定不能學壞知道嗎？還有要謹記在心的是：要懂得~~~感

恩~~~惜福~~因為你們現在能擁有這樣好的生活，全都是靠社會團體的善心人士

幫助，你們才能安心的讀書生活，知道嗎？姑姑偷偷滴告訴你們唷~~姑丈他昨天

一直問你們在那裡的環境好嗎，你們有哭嗎，你們會習慣嗎~~好多好多的問號，

在姑丈的心中唷~~因為姑丈也好不捨得你們兩個ㄝ~~等下次姑丈去看你們的時

候，你們再好好的介紹你們的環境跟生活，給姑丈知道這樣他就不會擔心了~~知

道嗎！你們在慈馨那有任何問題，一定要跟老師說唷~~尤其是哥哥你有事要說出

來唷~~不要悶在心裡，知道嗎？不好意思說就用寫滴~~知道嗎~~在那裡有需要什

麼，再麻煩老師幫你們打通電話給小姑姑，知道嗎？在那要聽老師們的話唷~~姑

姑真的希望你們兩個可以把在家的壞習慣改掉唷~~一定要做到好嗎~~~小姑姑相

信你們可以做到滴 ^_^ 要加油唷~~姑姑愛你們唷~~~

家  長  來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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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員 林秀玫

師生之間的
叮
叮
噹 噹

教育長吳碧霞

【純真的惻隱之心】

  目前念小三，生性天真又開朗的小傑，過年期間到老師家玩，因看到蟑螂很害怕，立

刻身手矯健的跳來跳去閃避，一個不小心卻把蟑螂給踩扁了，他相當愧疚不安的低頭小

聲問老師：「怎麼辦？我殺生了！」

  老師聽了會心的安撫小傑：「你是不小心的沒關係！我們一起來為他念佛回向，送給

蟑螂祝福好了。」

  被溫暖包容接納的小傑頓時鬆了一口氣，兩眼露出了靈機一動的光芒，二話不說隨即

合掌：「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老師請用大家請用，開動！」

  老師看到小傑如此誠懇的態度，有點尷尬但又不忍心直接指正，便開始結巴：「嗯~

啊~這個…回向文好像不是這樣念的喔…。」

【小小心靈無法承受的重】

  寫功課容易分心，學習成就低落的小祥，常常張著那對如雷達般聰慧伶俐的雙眼，到

處好奇張望無法專注，因此功課常要寫到三更半夜仍無法完成。

  這天一開始寫卻發起呆來了，老師覺得有異，便關心地詢問：「小祥在想什麼呢？」

小祥防衛地說：「我說了哥哥們一定不相信，會說我騙人。」

  老師不放棄地繼續邀請小祥：「不管說什麼都有可能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可是老師

很關心你，也一直都很在乎你說的話，你要不要說說看呢？」

  小祥猶豫了一分鐘後緩緩地說：「我在想阿嬤生病的事。」

  老師回應：「喔~原來如此，小祥是在擔心著阿嬤呀！難怪會無法專心，老師覺得好

心疼，以後有任何擔心的事，可以跟老師說，這樣老師才知道要怎麼幫你，我們可以一

起來為阿嬤祈福，祝福阿嬤早日康復。相信阿嬤也希望小祥能專心寫功課好好照顧自己，

這樣阿嬤才能放心地治療呀！」

  老師話還沒說完，已看到孩子開始調整姿勢，將身子坐正拿好鉛筆，散發出充滿能量

與自信的眼神，用很認真的態度說：「我要開始飆功課了喔，我一定可以很快寫完，我很

厲害的！」

一路走來......

    我們本身一直在經歷各種突如其來的事件。試著去解決，就是在學習。從不斷的挫折中

鍛鍊我們自己，請不要灰心，跌倒還是要爬起來。

    孩子往往以無理的要求，試鍊、探索，你要篤定地守著原則，卻又讀得懂他的需要。帶

久了，了知孩子的特質，請就其特質勾勒個形象，平日談話就多多朝此目標去引領。

    記得有一次開會，黑板上鈔錄了泰戈爾詩集中：「不是因為你好我才愛你，只因你是我

的孩子。」本來來這裡的孩子就心有千千結，但你不能挑選，就像父母不能挑選小孩一般

――那是用來期勉老師的。剛好當時有一位孩子，患先天心臟病，且又擅長自怨自艾，他

與老師談話時表示：老師們都不值得信賴。於是老師對他說：「你錯了！請來看看！」當

他看到黑板上的那句話，心理很快就轉變過來了，那是我們真實的現場啊！

於民國72年5月9日教保會議

    談談同事間相處的原則：由於三位新老師加入，做法、觀念或有不同，但原則上不違，

也就不妨。同事之間相處，重要在志趣相投，能真心和諧相處。個人雖有脾氣、個性，但

須尊重彼此，或有好的處理方法，可建議，但不必要求對方一定接受。

    對於孩子的管教，主事的不溺愛、不苛求。若你不是主事者，當以對方為重，即使告知

其方法，對方不接受，且錯用方法，有了後果，需用哀憫心，處處幫助他。至於不聽人建

議因而有後果，也要勇敢面對自己。

    總之，容許他人有錯，也悅納自己有錯，不必自覺羞於見人。教導孩子以身教為先，若

孩子不受教，不妨先反求諸己。

於民國72年7月5日教保會議

同仁共聚一堂其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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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點紀錄，想給大德的，是「一

路走來」的真實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