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采說：「人因夢想而偉大。」

每個人都有夢想，每個夢想都是獨一無二及珍貴的！

你的夢想是什麼呢？你會怎麼做讓夢想成真呢？

夢想必須行動，而來自內心的自律與勇氣猶如行動的前導能量，

將穩穩地為我們的夢想打下基礎，並逐步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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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起飛～有夢最美】

【啟動夢想活動】

一、規劃小組：品格--服務學習組

二、活動名稱：『啟動夢想』

三、活動日期：2013.04.01～2013.06.30

四、參與成員：全家師生

五、活動情形：

       品格--服務學習組結合「自律」與「夢想」兩個主題，於4～6月規劃「啟動夢想」

       的活動。我們以「彩繪夢想」為構思，邀請全家師生製作自己的夢想瓶及夢想卡，

    美麗繽紛的夢想瓶代表著對夢想的期待；而夢想卡則是具體的描述「我的夢想、

    怎麼做來達到我的夢想、我每天可以做什麼來更靠近夢想？」藉此確定夢想、努

    力方向，以及行動的承諾！

        4／7是「夢想啟動日」，全家師生聚在一起參與「夢想～時空膠囊」封箱儀式，

    在佛菩薩的見證下，全家一同朗讀「夢想祈願文」為自己的夢想發聲，並獻上最

    真誠的祝福，以及最有力量的承諾。（＊）

六、後續反應：

      （一）啟動夢想後，更重要的是夢想的實踐與延伸，所以我們醞釀「有夢最美」

    的氛圍，營造「追求夢想」的情境，並透由夢想檢核卡的設計，讓參與者每日可

    以自我檢核及調整計畫，以落實行動力，讓自己更靠近夢想。

編輯小組夢想專欄

每個人的夢想是如此繽紛絢麗

大人和孩子共同彩繪自己的夢想

孩
子
們
的
夢
想
瓶

（二）4／27 晚上進行「夢想～時空膠囊」開箱儀式，並為孩子們進行經驗整理，

共同見證自己這段時間所做的努力。或許有些人已實踐了夢想，有些人還在追夢過

程中…。無論情形如何，練習「孵夢、擁抱夢想、追求夢想和實現夢想」的過程，

給予孩子們體驗夢想是要行動與付出的，而這樣的經歷將有助於他們為自己負責，

並於未來更有能量勇敢追夢！

（三）5～6月透過佈置夢想瓶，呈現「夢想誕生與實現」氛圍，讓孩子知道大人對

他們夢想的重視和支持。

＊【夢想祈禱文】

2013年4月7日是慈馨兒少之家「夢想啟動日」，

今天在    佛菩薩的見證中，與師長的陪伴中，

我ooo，將與自己立下約定，

在接下來的每一天，我願意認真學習、向前邁進，

讓每一天的每一步努力，都化為夢想的能量！
 

我祈求佛菩薩保佑我，加持我，

給予我勇氣和智慧的力量，

讓我能夠迎接挑戰，不畏困難，

讓我可以面對挫折，不怕辛苦，

讓我知道用心付出，通過關卡，夢想將會實現！
 

感謝佛菩薩的護念與大家對我的陪伴與鼓勵！
 

現在，我以最歡喜、最幸福的心情，大聲說出我的夢想，也祝福自己，每天會愈來

愈進步！

努
力
實
踐
夢
想

在
佛
菩
薩
的
見
證
下
約
定
會

彼
此
對
夢
想
的
努
力

透
由
經
驗
整
理
共
同
見
證



成功學大師奧里森•馬登（Orison Swett Marden）說：

「一直以來，成就大事的人都是大夢想家。」

因為，夢想會帶來無限可能！

唯有在實踐夢想過程中願意承諾、負責與行動的人，

才能築夢踏實、成就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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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起飛～放心去飛、勇敢去追】

【追夢的人】

大家身邊皆有親朋好友，在成長歷程中，

誰的夢想故事溫暖了你、感動了你、或影響了你？

在此我們介紹本家家童阿偉的追夢歷程，

藉由他的分享，讓我們對夢想有不同的認識與看見。

追夢人-阿偉〈男〉

  阿偉目前就讀遠東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兒時有過許多夢想，如：田徑選手、舞者。

高中時發現對廚藝大感興趣，開始他不一樣的生涯規劃，目前的夢想則是出國留學，

未來要成為出色的飯店經營者。

【從興趣到專長--大聲說出我的夢想】

偉學習到無數寶貴經驗，對於領導力及耐壓力有更深刻的體會。大三至「台北亞都麗

緻」實習，高規格的工作場域使其開眼界開氣度；讓自己對未來的夢想藍圖更清晰，

心中亦醞釀畢業後出國工作，學習飯店經營理念與增進服務品質之計劃。

  阿偉表示正因為興趣多元且喜歡嘗試，所以夢想很多；而自己能力有限，更需清楚

表達出自己的夢想，因為夢想一旦公開，它將成為一個目標，會有更多機會迎向它，

也會有更多貴人相助。

【貴人相助、感謝萬分】

  一路走來，阿偉要謝謝慈光及慈馨的師長、以及家人，因為這些長輩總是支持他的

夢想，讓他可以做自己。而彥文老師除了課輔英文、也給予許多鼓勵與關懷陪伴，對

其助益良多！而長期所薰習的言教、身教，讓阿偉學習用正向態度看待每件事，遇到

不如意或受委曲之事，亦能在緊張、挫折中重新站起來。對於一直追夢的自己，阿偉

表示要謝謝有勇氣做夢、且願意學習的自己。

【自我期許以及對弟妹的期許】

  夢想要具備許多條件方能如願成真，阿偉了解自身的優勢和劣勢，亦知「勤能補拙」

之理，所以積極培養自己的服務專業和工作態度，也不斷充實自我、於點滴中累積實

力！

  統整過去追夢的經驗，阿偉要對弟妹說：「要多看多聽多學，即使是觀看影片、閱

讀好書，也從中練習整理自己的看法。有夢最美，無論大或小，要有自己的夢，要勇

敢追夢。夢想雖然不一定個個都能成真，但每個追夢歷程都是值得珍惜的經驗。還有，

要能吃苦要有承擔，效法成功的人，靠近成功的人，你就能成功！」

編輯小組夢想專欄

家童美勞作品

  談起兒時夢想，阿偉說當年有個馬克叔叔環台活動，小一的他便以哥哥為榜樣立下

最初的夢想-當個厲害的賽跑選手。小六時對舞蹈產生濃厚興趣，並開始學舞（當時

全院只有他一人拜師學藝），因舞姿有特色被師所稱讚，遂漸生自信，夢想成為一名

舞者；阿偉表示這是第一次做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擁有夢想的開端！高中時就讀台中

高農餐飲科，受嚴長壽先生所著「總裁獅子心」一書影響，認真思考所學及自己專業

程度。大學選擇就讀遠東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並擔任系學會會長，繁雜的事務讓阿



    提及與慈馨的因緣，陳小姐表示約20年前，因為婆婆與慈光育幼院院長是小學同學，進

而接觸育幼院，自此家人便長期關懷育幼院的孩子。民國94年陳小姐曾邀請本家師生至其

農場參與「霧峰之行--雞年春聯活動」，每個孩子在享受豐盛、溫馨的晚宴後，還獲得一份春

聯墨寶，讓孩子非常開心。而幾年後，有一回陳小姐與家童巧遇，孩子很有禮貌的打招呼：

「阿姨，您還記得我嗎？好幾年前我和老師去霧峰玩，您記得嗎，那次活動很好玩喔！」陳

小姐聽後很驚訝也很感動，因為多年前的活動竟能帶給家童如此美好的回憶。民國97年，

陳小姐又聯合一些朋友，邀請本家的師生到她農場玩，在她用心設計與盛情款待下，再次讓

孩子感受到陳小姐滿滿的愛心與熱情。

    陳小姐出生於台南東山鄉，父母辛苦耕作撫養六名子女長大，清苦的生活環境，讓家人

感情更融洽，彼此也更能互助珍惜。婚後陳小姐與公婆同住，因公婆、夫婿都是虔誠的佛教

徒，於是開始接觸佛法，且深受公婆以誠待人及樂於行善影響，陳小姐亦仿效行之。12年

前婆婆因病辭世，給公公沉重的打擊；陳小姐除了每天形影不離的照顧公公，並經常在家設

宴邀請親族與公公團聚，讓公公在家族親人的共同陪伴下，走出喪偶的悲傷，也增進其家族

的和睦；其孝行，堪為世人楷模。

    當問其為何能夠保有長期的熱誠與愛心？陳小姐表示「只是盡自己能力做有意義的事，

並沒有特別啊！一切都是因緣聚會，是慈悲心驅使自己幫助他人。」而在給予與付出的過程

裡，陳小姐覺得有無比的歡喜。

    陳小姐對慈光與慈馨一直有好印象，因為工作人員親近隨和、家童個個有禮貌、善解人

意，從工作者的待人態度和家童的應對言行中，就能了解慈馨教養的家風與精神，而工作者

的專業、耐心和教導有方，亦讓陳小姐由衷的欽佩。

    孔子曾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仁德難道離我們很遠嗎？不然，只

要願意行仁，仁德就在了。同樣的，很多人都覺得夢想、志向很難確認甚至遙不可及，即使

有幸找到了，也不知何時才能實現。其實只要開始為夢想努力，開始做的那一瞬間，夢想就

已經啟動了！陳小姐覺得這段話很貼近生活實境也頗能鼓舞人心，所以與家童共勉，盼望大

家都能有所受益。

    從陳小姐身上，我們看到家庭和樂的影響力，以及慈悲行善的動力，期許本家孩子記取

陳阿姨的勉勵，認真擁抱夢想，並以行動印證、實現。未來不僅能自助自立，更能助人及利

他！

編輯小組

慈悲至孝的陳春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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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家少年家園在5月11日上午舉辦奠基

暨動土典禮，在莊嚴隆重的佛教儀式中，

共有三百多位來賓參與祝福，包括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廖素玲副局長、臺中市東區楊

清泉區長、台中蓮社簡金武董事長、台中

蓮社張式銘社長、台中大同扶輪社葉先鋒

社長、草屯療養院張介信主任等貴賓與本

家師生一同為少年家園的建築工程順利圓

滿祈福。

    當日天降甘霖，社會局廖副局長除了肯

定本家的服務績效與感謝本家對台中市兒

童福利的貢獻外，也特別祝福本家「遇水

則發」、「風雨生信心」，期待少年家園

能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服務。台中蓮社簡

董事長、張社長及草屯療養院張主任也都

特別致詞祝福。

    家童們對於少年家園非常的期待，也感

謝許多社會大德們對其成長的支持及陪

伴。所以從動土典禮的準備、場地的打掃

佈置、貴賓接待的學習及當天動土儀式的

協助等，都很開心的參與。典禮就在大家

的熱誠祝福和見證下，圓滿完成。

『
慈馨
兒少之家少年家園』動土

青
少年夢想起飛

編輯小組

少年家園奠基暨動土典禮會場 恭請台中蓮社簡金武董事長擔任動土典禮主典者

動土儀式〈1〉家童帶領貴賓入場就位

典禮圓滿，大合照為歷史留見證

貴賓們歡喜參與，共同見證少年家園的奠基及動土會場來賓眾多，大家齊為少年家園祈福

動土儀式〈2〉貴賓帶著祝福為少年家園進行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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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組

  一直以來，孩子們對於我們廚房媽媽煮

出來的食物，總是抱著期待，有很多是孩

子愛吃的，吃了眼睛會為之一亮！但是當

遇到有些不認識、看起來黑黑的或本來就

不喜歡的菜～就......

  此時總務老師們就決定做個餐飲評等的

活動，還讓孩子們投票取了個有能量的名

字「少林食神」！透過活動看看有哪些食

物是孩子普遍不愛的？經調查後，像是木

耳、小黃瓜、香菇、青椒、山藥......等

等，一些有特殊味道或是一些沒看過的菜，

某些孩子對這些食物會排斥！所以根據調

查結果，廚房媽媽可以在料理上做調整。

例如：小黃瓜吃起來有種味道，我們就把

他變成酸酸的涼拌菜，喔～～光聞到口水

就流出來啦！這道菜就成為我們的開胃法

寶。

  又如山藥，孩子不知道這是甚麼食物，

也不了解吃它有甚麼好處？所以我們製作

短片介紹它，再把它變成山藥蘋果醋；我

們現場示範，將山藥削皮、切塊，再加上

有機蘋果醋及龍眼蜜，放入果汁機攪拌30

秒，就變成可口的山藥蘋果醋了！簡單易

學又好吃，酸酸甜甜的口感讓孩子更好下

飯。

  過去孩子感覺食物是食物，和自己不相

關，只挑好看或自己曾經吃過、好吃的食

物。經過我們的介紹，孩子才知道，原來

食物比藥還神奇，可以減肥、長高、養顏

美容、幫助排便、提高智商、讓變痘痘不

見！是幫助自己成長的好伙伴！事實上許

多孩子在瞭解這是什麼食物、對自己有什

麼幫助時，就會願意嘗試一點點，這就是

我們少林食神的目的。

  有一次咱們的老師介紹薏仁，講得口沫

橫飛、淋漓盡致，外加「有獎徵答」，結

束後大家都印象深刻。隔天老師就找了一

位三歲孩子問，你記得昨天介紹什麼嗎？

  那孩子想了半天，好像是什麼......仁

的？

  最後突然心中頓悟並露出燦爛的笑容

說：「蝦仁」！

  老師：呃......咱是呷菜的！

少林食神

   ～食在精彩

師生之間的

叮
叮
噹
噹

【小淨唸課文】

小淨是個可愛的小一生，對於不認識的國字，必須靠注音來唸。

有一天，汝汝老師陪伴小淨唸課文～

汝汝老師說：蘋果。

小淨認真的說：蘋ㄍㄡˇ。

汝汝老師歪著頭想著，如果換個語詞小淨會不會比較清楚呢？於是汝汝老師又放慢速

度唸了一次。

汝汝老師慢慢地說：水～～果～～～。

小淨很認真地學著汝汝老師唸：水～～ㄍㄡˇ～～～。

（汝汝老師忍不住笑彎了腰）

又有一天～小淨依然很認真地唸課文

小淨一字一字的大聲唸：妹妹的ㄌㄢˇㄉㄨㄛˋ紅通通很可愛。

汝汝老師頭上冒出一堆問號，怎麼這麼奇怪？

妹妹的懶惰為什麼紅通通的？

於是將課本拿來一看，

原來是「妹妹的 臉蛋 紅通通很可愛」。

汝汝老師忍不住噗哧大笑。

【一顆半生不熟的蛋】

有一天的早餐，廚房阿姨煮了好吃的荷包蛋，

阿彥吃到半生不熟的蛋，覺得好吃，很開心地去找阿宇分享…

阿彥很滿足的說：「阿宇，我吃到一顆半熟的蛋，好好吃喔！」

阿宇聽見，很緊張的說：「快去吐掉，你不知道H7N9喔，憨憨還吃的這麼歡喜。」

只見阿彥愣在原地不知該吐掉還是不要吐掉？

因為如果有H7N9，自己已經吃掉了一半！

那有吐掉跟沒吐掉，會差很多嗎？？

保育員 賴姿汝

資深生輔員 王姿斐



一路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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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長 吳碧霞

    大家來此工作，從事輔導，希望諸位老師努力探索專業性知識，多利用圖書、雜

誌，閱讀...等；與孩子有關的問題，也不妨影印，做為資料，用統一格式黏貼起來。

諸位老師來此不單為工作，須採學習態度，藉由辦事，得到經驗，對於知識性的東

西，活用就是活的，應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思不出其位」，在職位上，讓每個孩子在心中生根，遇到機會，就尋求解

決孩子問題的辦法。

    除了個人興趣追求外，對於專業知識必要吸取，縱令現在用不上，相信這些裝到

腦中的東西，將來遇到情境，都能發揮作用。除了知識性叢書，也有一些文學家透

過纖細的筆觸，借著情境，把心理問題靈活的寫出，像「子夜行」、「成長路」，

在我們讀各類書籍時，除了自己受影響，也可以領孩子朝自己所愛的途上走，自己

也能在追求新知的過程中，充實成長。

（於民國75年1月10日  教保會議）  

    孩子守本分以後，進一步要教他突破果境，這須智慧和勇氣，得靠讀書。暑假快

到了，介紹孩子讀偉人傳說，或對小孩子編故事講述。我在校介紹孩子看書，先指

導，再與之討論，若他看不入，與他研究。孩子依賴性強，遇事都丟給老師，我們

一邊教，一邊教他處理，多讀書，「好學近乎智」可以謀求解決辦法。在校教學生，

都告訴他們，老師不祈求你們走康莊大道，或風平浪靜，真正的人生是充滿挑戰，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希望你們有智慧突破果境，有勇氣貫徹到底。若具智慧、勇氣，

又具悲憫心，則遇崎嶇路也如履平夷。

（於民國75年6月3日  教保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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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現在經濟不景氣，慈馨為什麼還

要蓋少年家園？錢要從哪裡來？

【答】：慈馨目前的孩子有一半是兒童、

一半是青少年，兒童需要專業照顧者像媽

媽一樣的呵護、教導他們的生活與行為；

而青少年很快就要踏入社會自立生活，所

以需要專業照顧者像兄姊一樣的陪伴他們

建立價值觀與人生態度，以及給予更多的

自主，培養自立生活能力；因此要有不同

的教養模式。而慈馨目前的房舍空間過於

擁擠，無法同時容納兒童與青少年採取不

同的教養模式，為了讓這些孩子有更美好

的前途，所以我們需要另建少年家園。本

家的建設經費全部來自善心人士樂捐，目

前經費不足，可是孩子的成長無法等待，

所以我們需要先貸款應急。

【問】：請問如果我要認養孩子，要如何

辦理？

【答】：本家為了讓每個孩子受到公平的

待遇，促進心理健康發展，目前並沒有辦

理認養制度；所有的愛心樂捐，會平均分

配給每個孩子。

【問】：是不是所有孩子在18歲以後就要

離開慈馨？

【答】：我們原則上會教養孩子滿18歲，

高中職畢業。但是也鼓勵孩子繼續升讀大

學，增長能力；所以如果孩子繼續就讀大

學或研究所我們會繼續給予支持與栽培。

【問】：我想要來和孩子辦活動，是否可

以？

【答】：非常謝謝您的熱情。但是我們的

孩子年齡層差距很大，所以有關活動的時

間與內容，需要協商和討論；您可以先以

電話和我們的社工師約時間洽商。

【問】：你們機構提供素食，會不會營養

不良？如果孩子想吃葷食可以嗎？

【答】：我們非常重視孩子的發育與健康，

所以飲食都經過營養師的調配，而且也特

別設計「少林食神」方案，讓孩子知道各

種食物的營養，提供孩子喜愛的食物烹調

方式，以及教導孩子要均衡攝取營養，避

免偏食的飲食習慣，因此不會有營養不良

的問題。此外，孩子到學校或外出，我們

會尊重孩子對葷食或素食的選擇。

【問】：請問政府有補助你們嗎？

【答】：政府委託本家安置的孩子，會補

助他們的生活費。目前政府補助款，約占

本家經費的30%。其餘經費都仰賴社會善

心人士樂捐。

編輯小組

答客問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