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 訊 第十三期

2014年1月出版

台中市私立慈馨兒少之家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慈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慈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附設：台中市私立慈馨兒少之家

慈馨地址：40149 台中市東區東英路303號
慈馨電話：04-22133300
慈馨傳真：04-22151177
劃撥帳號：22645296
戶    名：慈馨兒少之家

網    址：http://www.tkcy.org.tw/

慈光基金會劃撥帳號：22500962
戶    名：慈光基金會

家
童
美
勞
作
品

2014
家童作品拼貼



~01~

愛的滋潤與專業陪伴

董事長 郭秀銘

親愛的大德：

  歲暮冬寒，又是一年將屆；回顧這六年來，慈馨家在各位大德的愛心護持下，

不論是服務團隊的專業能力，或是孩子們的身心發展，都有穩定的成長與進步。

尤其在孩子身心獲得安頓，自我價值感提升後，我們在去年先啟動了品格教育方

案，在生活中培養孩子良好的品格；兩年來已初具成效，孩子們學會負責任、守

信用，也樂於服務別人，現仍持續推展中。

  今年我們更啟動了課業學習方案，除了辦理親子共讀、學習護照、書中尋寶等

一系列的活動，鼓勵孩子閱讀外，更結合補教界與課輔志工，全面加強與提升孩

子們在課業上的學習。每個慈馨家的孩子，都有一段生命的創傷；他們在原生家

庭沒有獲得妥善照顧，甚至沒有能夠正常的上學讀書，所以課業能力普遍落後於

同儕；且課業上的挫折感，讓許多孩子會拒絕上學或畏懼學習。而這樣的困境，

也限制了孩子對未來的想望。所以當看到孩子能夠面對課業落後的現實，勇於挑

戰與突破自己的限制，在假日或放學後，放棄玩樂，到補習班加強課業，或在家

裡課業輔導，全家瀰漫著學習的氛圍，是非常令人感動的。相信孩子的努力，可

以增進課業的成就，提升他們的自信與追逐夢想的勇氣。

  感謝各位大德長期的肯定與支持，我們相信孩子就像棵幼苗，在愛的滋潤與專

業的陪伴下，他們可以茁壯的長成不畏風雨的巨木，成為社會有用之材。今年，

慈馨少年家園已經動工興建，期盼在大家的護持下，少年家園的工程可以順利完

成；未來我們將可提供更多失依孩子更好的教養服務，為社會增添祥和！

   新的一年，祝福各位大德闔家

如意吉祥

光壽無量

                                                   董事長 郭秀銘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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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的風沒有家，跑東跑西也找

不到一個地方休息。

  飄流的雲沒有家，天一陰就急得不

住的流眼淚。

  小弟弟和小妹妹最幸福哪！

  生下來就有媽媽爸爸給準備好了家，

在家裡安安穩穩的長大。」（楊喚）註

  建構一個學習型的家庭，給孩子一個安

全、溫馨的成長環境，讓孩子可以健康的

長成獨立自主的個體，是慈馨家創辦的願

景。所以在陪伴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我們

始終不斷的學習、反思、和調整。小家的

家庭經營計畫是我們實現願景的重要策略

之一，藉著家庭經營，讓非血緣關係的專

業照顧者和孩子成為生命共同體，互相支

持與關懷，共同學習與成長，一起創造生

命的價值與美好。

  慈馨家的專業照顧者，每年都要發表一

份「家庭經營計畫」，將小家的經營藍圖、

每個孩子的特質與陪伴策略、自己的挑戰

與學習經驗等加以整理；除了可以釐清自

己的教養理念與工作價值，也讓夥伴們彼

此觀摩學習，互相支持打氣。

  撰寫家庭經營計畫，對於每天忙於照顧

孩子的夥伴們是很大的考驗，但是卻有非

常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如同許多夥伴們所

分享的：

    「每修正一次家庭經營計畫就像歷經了

一次生命的洗禮，總是讓我體驗到難以言

喻的重生喜悅，雖然過程中相當的痛苦並

充滿了血淚的煎熬，時間體力也都非常的

壓縮，但也不否認有更多的喜悅、成就和

樂趣油然而生，所以我還是很開心也相當

感恩這樣的壓力所帶給我的成長。」（林

秀玫）

    「每一次的家庭經營計畫，都會提醒自

己莫忘初衷，時時溫習初衷背後那份熱忱，

它一直陪伴著我們練習與見證一切的努力，

一起品嚐成長的果實。而每一次的整理，

就是生命的回顧，它引領我看見自我生命

的重要，並讓自己更願意去規劃與創造下

一個未來。」（陳沛晴）

    「每一次的家庭經營計劃修訂，都能讓

我有機會整理自己一年來的經驗和學習，

發現自己的成長，讓我從中真正的體會到

生命陪伴生命的價值。」（林晏宇）

    「『生命陪伴生命』，對我來說這不是

一份工作，而是一個讓生命充滿意義、挑

戰與學習的方式，我們無法選擇人生從哪

開始，但能力、熱情和堅持，可以讓我們

選擇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讓孩子相信不管

自己再平凡，自己都是很棒的！從生活中

的經驗與引導，讓孩子發現自己也有能力

能夠完成許多事情與任務，培養孩子們的

自信心；更讓孩子們了解讓世界溫暖且燦

爛的綻放的，除了陽光，還有他們的笑

容。」；「我們都選擇了一條不簡單的路，

但我們沒有放棄，我們熱愛它。」（林子

葳）

家的經營
家主任 詹前柏

    「愛是教育的核心，身為孩子的母親及

老師，每天我們所需要關照的事情很瑣碎，

但沒有一件事情會比這一件更重要，那就

是表達我們內心滿腔的關愛。」

  「透過不斷重新檢視自己，才能有更多

力量去幫助孩子檢視自己。我和孩子相處

的歷程並非都一帆風順，彼此還是會有意

見相左的時候，此時即會開始反思『我希

望孩子能成為怎樣的人』。教養過程，同

時也是與內在的自己對話，並學習思考與

調整，能讓自己與孩子的生命都活得更有

價值。」（陳君菱）

    「透過自己生命故事的整理，我可以帶

給孩子什麼禮物？…我生命中曾經匱乏的、

失落的、受傷的，我不希望重蹈覆轍在孩

子身上。…這是一趟生命陪伴生命的旅程，

孩子重新被溫養，大人從中自我覺察、成

長，彼此共學與同在，感謝緣份讓大家相

遇在這裡，彼此都是生命裡的一份禮物。」

（陳昱如）

    「『相互學習，一同成長。』是自己在

陪伴孩子的座右銘，幾年下來的帶家經驗，

更體會到孩子自發性的成長來自深刻的信

任，看著孩子從原家帶來的傷，心中充滿

著無力、憤怒、挫折…，皆能夠在彼此的

信任上，漸漸催化反成為自己有力的成長

沃土。」（林品亨）

    「在每年的家庭經營模式中，我們重新

去檢視著自己在這一年中做了哪些調整及

如何陪伴著孩子，也看見孩子的成長，這

過程中是寶貴的，也不斷累積自己的經

驗。」（王姿斐）

    「我一直衷心期待能讓缺乏『家愛』的

孩子們，可以在慈馨、在小家，能夠真正

感受到大人對他們的『關愛及溫暖』，讓

他們能有個可以安心、快樂成長的地方。

在與孩子們相處的期間，可以發現孩子成

長了，我也因陪伴孩子而成長，這點讓我

非常開心。」（賴姿汝）

  每當看夥伴們的經營計畫時，我心裡都

充滿著感動與感恩；感動大家用生命陪伴

生命的發心；感動大家面對挫折與挑戰時，

能夠真實面對自己的勇氣和努力。也感恩

大家對這些孩子的無條件接納與永不放棄

的願力。我知道，每一份家庭經營計畫所

創造出來的美好生活，每一個孩子的笑容， 

每一個孩子的成長與進步，每一個孩子的

生命花朵，都是各位夥伴用淚水與心血澆

灌出來的。 

  華嚴經上說：「雖行於慈而於諸眾生無

所愛戀。雖行於悲而於諸眾生無所取著。」

是菩薩發心；慈馨家人雖沒有血緣關係，

卻有著家人不離不棄的承諾，總是默默的

付出而不求回報，是人間菩薩的實踐者。

有人說：能夠到慈馨的孩子，是很有福氣

的。對我而言，能和這麼至情至性的專業

團隊當家人，和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打造

慈愛溫馨的家園，更是我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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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楊喚。楊喚詩集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8/4/29/n2099

6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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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馨家保有大家庭最重要的精神，即是

有不同學養與功能的角色在這其中，各司

其職、相互支援。這樣的支援與合作，看

似容易，其實是蘊含著相當大的智慧與學

問。在我去參與了合作取向治療的相關研

習後，從中對這內涵有更多的體會與看見。

合作取向治療是後現代心理諮商的實務取

向，其強調每個我們所服務的當事人是他

們自己生命的專家，他們真實地在過生活，

並且有很豐富的生命知識，只是有些時候

可能會卡住而被限制；我們這些助人者則

是創造對話空間的專家，創造一個邀請合

作、共同創造可能性的空間，讓當事人的

故事可以有更多面向的開展與理解。有了

被尊重、傾聽和理解的空間，故事開始有

了生命，然後能在卡住中發現更多的可能

性與促進改變。

  合作取向治療尊重每個人的脈絡，強調

共同合作與平等的關係中，展現出開放、

真誠、重視、尊敬、鼓勵和好奇的重要。

在慈馨家中亦是如此，保育/生輔、社工、

心輔、總務人員的合作關係是平行的，因

為我們同樣相信各個角色皆有其專業與經

驗，因此要能尊重彼此的知識。慈馨家為

合作建立起很好的基礎，其一是透過會議

不斷的討論與澄清，讓夥伴之間對於陪伴

孩子有一定的共識和願景，因此可以形成

一個一致的目標。其二是透過督導、主管

團隊的直接示範，讓夥伴學習合作的精神

與態度。其三是整個團隊建構信任、真誠

開放、相互支持的氛圍，夥伴之間可以表

達不同的想法，也可以有意見不合的討論；

但是我們都相信彼此的用心，為提供孩子

們穩定適切的生活在共同努力著。因此，

我在其中看見，合作的精神與態度，在慈

馨家的生活中自然地實踐著。

  合作取向治療創始人Harlene Anderson

老師說，合作取向提醒我們與人真誠地靠

近、看見並與之同在，這是一種生活的哲

學和態度的實踐，就是如此自然而然地在

日常的生活中發生，改變的可能也在這自

然的空間中開展起來。聽到老師說這一番

話，我就很快地想到慈馨家的日常生活，

夥伴們的確不斷提醒自己保持開放與尊重，

來實踐合作的哲學。我們相信，這是慈馨

家這個大家庭的精神，也是我們期望帶給

孩子們的影響。如同夥伴們在其中學習合

作的生活態度，孩子們也從其中學習這樣

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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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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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心理師 楊顗帆

  早晨八點進入辦公室，短暫感受一下孩

子們都出門上課後的寧靜，八點半則是慈

馨家教保組夥伴例行的晨會，當日上班的

同仁與會，簡要報告生活、行政相關訊

息，讓彼此可以很快地做每日事務的更

新。晨會結束後通常看不到同仁直接離開

去休息，反而是出現幾群的小型會議持續

進行著：這兒聚著是當日要休假的保育/

生輔老師，在跟代理的老師做交接；有的

是社工員、心輔員和小家老師，在會議桌

另一角討論起某個孩子最近的情緒和生活

適應；有的是全家大方案分組的討論，像

是品格教育、性別教育、學習方案等；有

的甚至是跨組和總務老師討論，共同教育

孩子生活學習的策略等……隨處可見一群

群的幾人討論與合作的場景，在慈馨家是

再正常也不過的事了。

  這樣密切合作的文化，反映著慈馨家對

於「家」的概念。慈馨家的理念是「以孩

子為中心的家庭經營服務模式」，並且善

用機構的最大優勢—資源多元，來作為這

個家的後盾和基礎。我們常說慈馨家就是

一個大家庭，有很多各具專業的家人們陪

著孩子長大。孩子就像被放在同心圓的中

心，外圍有不同的專業圍繞：最靠近生活

的專業照顧者，以專業的陪伴養育他們長

大的保育/生輔老師；再來是機構的社工、

心輔人員，陪伴他們能與原生家庭重建關

係、與社區融合互動、在身心的成長有豐

富的滋養等；還有就像是大家庭中的叔叔

阿姨一樣的總務人員，不僅提供他們安全

溫馨的居住環境與生活所需，也給予他們

在待人處事與生活技巧上有不同的學習。

然後，還有慈馨家的許多合作資源，像是

教養專業的顧問師資、身心健康相關的特

約心理諮商人員或醫療院所、與生涯興趣

相關的技能專長培養等，皆是陪伴他們在

發展階段中各方面的需要。而董事長則是

扮演著慈祥堅毅的「阿嬤」，給孩子溫暖

的呵護與團隊夥伴堅定的支持。

和衷共濟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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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習慣將問題放大去看，也太過

求好心切，沒發現其實孩子們的想法都很

單純，只是希望我可以認同他們愛他們。

有時候，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方法卻

用錯了，反而會引起孩子的誤解；因此需

要時間以及經驗去慢慢累積，磨合久了，

我能了解孩子的個性、想法、需求，孩子

也能了解我的用心。這也讓我摸索出，除

了愛孩子，我們更要學會尊重他們，學習

站在他們的角度和立場來思考，也會發現

孩子的世界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與轉變，現在我帶

領的小家，年齡層是國小中、低年級孩子。

我從與孩子們相處的寶貴經驗當中，學會

了依著孩子的特質與小家動力，適時的做

些彈性的調整；這不僅讓我多了份從容與

自信，而且能更快速的與孩子們建立起更

深的默契，來共同創造屬於女三小家的風

格，一個屬於孩子們安心溫暖的家。

  回想一年多以前，剛來到慈馨兒少之家，

第一次和這群可愛孩子們接觸，那時帶著

滿腔熱血及天馬行空的想法…，當時心裡

很期待未來能有機會，承擔一個小家的保

育老師。記得當時有人開玩笑地告訴我

說：「你啊～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當時

我不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後來經歷三個月

培訓期時，就真的心想事成，開始擔任女

三室的小家家長角色，陪伴六位孩子…我

當時的想法是，他們還蠻可愛的，也很好

相處呀！但是，我忘了當時我尚未與孩子

們建立深厚的關係，與孩子們的相處仍純

屬蜜月期啊！直到我擔任小家家長時，才

是我與孩子們綿密生活故事的開始…。

《學習一、愛是相互信任！》

  來到慈馨面試，第一個接觸的孩子便是

―「小風」，我們很有緣份，她剛好是我

所要帶家的小家成員。她是位很有想法的

孩子，一開始相處，就是我們之間磨合的

開始，我先入為主的認為她是「小孩子」，

而忘了她其實已是個步入青少年前期的孩

子，所以我就像個帶小小孩的老媽子一樣，

常會千叮嚀萬交代的提醒著她～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後來，她用盡各種方式透

露出訊息，並用第三者的角色來提醒我，

讓我知道他不喜歡我的帶法時，我才開始

更進一步細細的省思與調整；當我發現開

始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多給他一點時間、

多一點彈性，更多感受性的分享後，我們

的關係逐漸的改善，彼此也更靠近了。我

終於明白，其實，孩子要的很簡單～只要

學會信任她，接納她！

《學習二、學會表達愛！》

  正當我還在持續摸索如何當個專業照顧

者時，緊接著我又碰到了更大的挑戰，因

為有位期待「專屬愛」的孩子―「小容」，

她很努力很努力地用她的方式來期待愛，

我卻無法完全的滿足她。因每個孩子都渴

望獨一無二專屬的愛，如果我單獨對一個

孩子好，其他孩子當然也會不平衡，更會

爭寵，這對剛開始帶家的我來說，真是個

大難題。我愛她，但是她討愛的方式讓我

茫然也讓我退卻了；甚至有一次，因為未

能將自己的心情明確傳達給對方，而起了

爭執，小容便索性揹起了她的小包包打算

離家出走，讓我一時之間感到不知所措，

更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她，我真的很盡力

了，不知道還要怎麼表達自己對她的愛。

後來還好有很多夥伴來幫助我們，小容也

努力的理解我、體諒我，我也很努力的練

習表達自己的愛；我們更想到一個好點子，

運用了一本「交換心情」的簿子，開始了

我們親密的對話…。我終於又明白了，其

實小容的想法很簡單，她希望被大人愛及

重視，所以我的每一句話對她都很重要。

學習與成長
保育員 賴姿汝

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日劇《半澤直樹》中「加倍奉還」、「十倍奉還」台詞，是日本今年度相當熱門

的流行語，成為受壓抑上班族、受壓迫民眾宣洩的出口。但生活中如何運用加倍奉

還哲學？「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一種，「以德報怨」亦是一種。前者以「人若

犯我，我必犯人」為價值觀，以報復為手段，直至對方臣服投降為止，但這也可能

為日後埋下冤冤相報的苦惱。後者以「寬容的心」來待人，以柔克剛軟化敵對的心，

以德化怨贏得對方佩服，過程雖辛苦但結果卻友好。

  近來，亦有人將加倍奉還轉為自勉、勵志之意，如：「比賽時-加倍奉還的逆轉

勝」、「處逆境時-加倍奉還的意志力」、「考試時-加倍奉還的學習力」…，能將

此句作善意解者，自是獲得加倍奉還的益處！即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媽寶型的孩子愈來愈多，爸媽苦惱孩子怎麼如此不能面對自己、面對挫折，卻沒

發現，孩子的行為表現其實與教養方式大有關係。針對此現象，本家接受親子天下

專訪，內容刊登於11月份第51期186-187頁，

篇名為：「從錯中學，我是值得被愛的。」

文中將本家教養理念與學習做了精簡的述說，

面對孩子每次的行為議題，我們認為那恰好

是重新學習的契機！

   

不一樣的學習～加倍奉還

培養正向勇敢的心～慈馨篇

＜延伸閱讀＞  親子天下雜誌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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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樹 之 歌

  很快，我們的旅程遇見第二段風景，就

是有個巨大的石頭擋在路上！這石頭是由

什麼組成的呢？有著阿翰從小學開始四處

在外遊蕩而跟不上的功課、有著即便想過

要認真聽課也完全聽不懂的困境、有著每

次遇上學習就不斷席捲而來的挫敗、有著

好多好多的無力和無奈……。聽著阿翰說

小時候的故事，沒有人陪著學習和寫功課，

所以就到處遊蕩過日子，即便現在想為自

己的目標做點什麼，也覺得一切都無能為

力。這石頭在阿翰眼前就是如此巨大，好

像就真的沒有辦法繼續前進了，實在讓我

們感覺喪氣。

  阿翰並不打算讓自己的腳步完全停下，

即便面對巨大石頭的壓迫，仍然不放棄地

找尋越過障礙的方法。然後，我們發現有

時繞點路走反而比較快。阿翰本想在高中

職就去念運動領域的專科，然而體育班都

是要有基礎的學生，自己也很難用學科考

試的方式進去，更別說用在校成績去申請

了。這樣的困境沒有把阿翰給困住，在考

量自己擅長動手操作的學習之後，阿翰選

擇了汽車修護的高職，然後把運動休閒的

目標放到大學去。阿翰是這樣說的：「我

可以去學汽車修護，這個我有點興趣也覺

得有機會學得來，而且至少是有能力可以

去工作。至於去念大學的運動休閒，或許

是個目標，可以試試看。」

  於是，這旅程從白霧瀰漫、大石擋路的

經歷中，看見了第三段風景。那是阿翰用

自己的方式，試著「繞過」石頭，願意給

自己信心，以及嘗試的可能。阿翰的行動

告訴我，直接衝撞石頭可能會讓人覺得無

力和無奈，不過或許換條繞一點的路，會

有不同的發現和可能。然後，我看見了阿

翰的改變：以往的阿翰沉默、不喜歡分享

自己的生活，以及對未來的想法；現在的

阿翰多了信心、有更多對生活和學習的分

享、知道自己可以透過擅長的操作學習一

技之長、願意相信未來會有不一樣的可能

和希望。

  謝謝阿翰願意讓我一起走這旅程，讓我

深刻感受這段路的不容易，並學習阿翰對

自己的不放棄。然後，我想要跟阿翰說，

你這招「繞點路走，反而比較快」，不把

自己卡死在困境當中，真是高招。

小 樹 之 歌

諮商心理師 楊顗帆

  印象深刻，阿翰是這樣形容自己的困難

的：

  就像是在往前走的道路上，不知道

要走去哪裡，這就已經讓人夠煩惱的

了，然後又看到路上有個好大好大的

石頭，心裡想著有這麼大的石頭擋路，

怎麼可能走的過去啦……所以，就只

好很無奈地停在原地……

  聽著阿翰這樣說，我似乎也能夠看到那

巨大的石頭，並從其敘說中感受石頭的沈

重，然後這石頭就輕易地把我們兩個人都

壓得喘不過氣來。這樣沒有方向、沒有空

間可以伸展和呼吸的窒息片刻，就是我們

旅程的開始。

  這旅程的第一段風景，時常瀰漫茫茫的

白霧，我們身處在這白霧中，不容易看見

方向和道路。在看得不是很清楚周圍的狀

況下，自然很難決定要踏出步伐，天曉得

踏出去的那一步是會踩在扎實的地面，還

是會踩空？所以只好無奈地在原地停留，

或是在自己能看見的有限範圍內來來回回。

說實在話，連我都會受不了這樣了無新意

的局面，更何況阿翰正值熱血澎湃的青少

年階段，這樣的無聊和苦悶，消磨著他對

未來的鬥志及改變的可能；難怪他每天回

家後都直嚷嚷著無聊，我終於也有比較理

解了。

  在雲霧中慢慢摸索著阿翰有興趣的未來，

逐漸看見一些清晰的圖像，那裡面有他最

喜歡的棒球，有著對自己成就和價值的看

見。當我們更多去討論這圖像時，這圖像

就好像有了生命一樣，在我們的會談中注

入活力，而不再是充滿著無聊和苦悶。阿

翰也從中發現了自己能做的、喜歡的事，

並期望自己可以朝向運動休閒的領域前進。

這時，我們才撥開些雲霧，看見一個未來

的方向，然後開始試著找尋通往方向的道

路。

繞點路走，反而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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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全副武裝上陣，很有架勢呢！ 沒一會兒功夫，便聞到香味四溢！

【少林食神方案緣起】

  孩子的健康一直是我們所重視的，尤其是孩子的發育與營養。我們邀請專業營養師

設計菜單，請證照廚師調理色香味俱全的飲食，讓孩子從各種食物攝取均衡的營養；

並逐漸改變孩子偏食、挑食的習慣。

  「少林食神」方案是由總務組老師發起、規劃並執行，目的是教育孩子對健康食材

和飲食有正確的認識，以期改變原本偏食的習慣與對食材的刻板印象。因此，方案負

責人會定期詢問廚師阿姨，三餐食物哪些是孩子所不愛吃或因為不認識而不敢吃的？

然後針對這些食材，由總務組老師上台每週一次為孩子介紹食物名稱、營養價值、及

烹調方式，並藉有獎徵答方式，了解孩子學習狀況，鼓勵孩子試嚐各式各樣的健康食材。

    但少數孩子仍因個人狀態所以對某些食材難以入口。所以，我們決定辦一場「少

林食神PK賽」，將飲食的概念宣導改變為飲食的行動力！
 

【PK賽-原則】 

    透過調查，了解到孩子不愛吃的食材，主要原因可歸納為：沒吃過、氣味不能接

受，以及不習慣烹飪方式等三項。有句諺語：「自己生的孩子最『水』」（台語），

所以我們用此概念引導孩子用「自己」的手，創作出自己「理想」中的料理。

    活動過程我們將孩子不愛吃的食材巧妙融入其中，並透過加分機制，鼓勵他們挑

戰「營養卻不想碰的食材」，讓孩子於烹煮過程中，發現食物變化的奧妙。

  PK賽規則佈達後，以抽籤方式確認各組成員、以及各組神秘食材。

少林食神PK賽
資深出納 王芊蓉

    活動結束後有孩子表示：「本來不喜歡的菜，接受度提高了。」也有的孩子表示：「

本來喜歡的菜，變得更喜歡了。」有許多孩子都提到，希望未來能再舉辦，因為真是

太好玩了！

【PK賽-孩子參與情形】

  孩子們都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比賽前紛紛向廚師阿姨借食譜或

詢問器具、調味料事宜；只見各組戰鬥力強盛，組員們很用心，處處可見討論食材如

何烹調、如何製作淋醬，並一一做筆記…，孩子的緊張、在意、重視、熱情都展現在

其中。

    比賽當天，孩子準時到場，先檢查指甲及服裝，再領取菜卡（菜色命名使用）及

食材。比賽開始，各組無不卯足全力為自己爭取最高榮譽。現場可看見孩子們捲起

衣袖、忙著洗菜、切菜…，連幼稚園孩子也主動幫忙倒麵粉、擺盤…，孩子們分工

合作和認真專注的態度令人感動。

    在大家汗流浹背，同心協力的努力下，時間一到，每一組的「三菜一湯」全都完

成了！而且菜單命名也充滿創意及巧思。例如：蕃茄炒蛋取名「神之炒蛋」，孩子

說：「這是神仙等級才能享受的妙味。」苦瓜鳳梨湯取名「苦益湯」，孩子說：「雖

然這兩種蔬菜既苦又酸，猶如苦茶一般，但卻有益健康。」辣瓣紫茄取名「萬紫

千虹」，孩子說：「代表慈馨家人團結一起的光芒。」聽了命名由來，更能感受孩子

溫暖與細膩的用心。

    此次比賽所選用的食材是孩子們平日所不愛吃的，但六組共二十幾道菜餚，卻於

10分鐘內一掃而空。因為這場PK賽，孩子發現食物的奥妙與調理的辛苦；對於原本

不愛的食物有更多的認識與願意嘗試。另外，附帶的驚喜是，孩子從過程中體驗到烹

飪的成就與樂趣，在生命中又多了一項職業體驗！

上菜了！真是色香味俱全。 師長們評分中，大家屏息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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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體驗教育活動～夏之旅

主題活動 社工心輔股

【體驗教育活動緣起】

  本家今年暑期舉辦體驗教育活動，由社工股負責主辦與規劃，全體師生共同參與。

此次活動以「自主獨立」及「勇敢追夢」為主軸，搭配「夏之旅-台北行」旅遊實境，

透過不同難易度的關卡設計，讓家童學習面對「現實生活」、挑戰「不確定感」、提

升「問題解決能力」。我們採混齡、混性別分組，並藉由各小組成員專長、職務分配，

以分工合作方式一同闖關以完成任務。

  執行過程，著重訓練並培養家童自理、自我照顧能力，如：地圖查詢、交通運輸、

問題解決、團隊合作、社會人際互動…等能力。也透過參觀台北三所大專院校，提升

家童對大學及科系之認識，拓展家童對未來生涯之視野。

  今夏，我們要家童玩得開心，在玩樂中學習，一起練習獨立自主與勇敢，並建構一

個充滿夢想的盛夏。

【活動過程】

一、籌備期規劃及執行事宜

《組長競選》

  本次活動結合體驗教育與旅遊學習，考量每位家童都能參與其中，故採分組、分工

方式以利運作。社工老師於籌備期進行活動宣傳、並同步招募組長、顧問。宣傳會後，

對組長一職有興趣的家童立即報名，接著等待面試，由評委們選出小組組長。

  面試當天家童們雖然很緊張，但回應與表達是清楚的，經過一番熱烈的甄選歷程，

面試委員們認為此次面試者各有專長，亦勇於嘗試，故決定皆給予學習的機會；審核

結果為：「初次報名面試之家童將擔任組長一職，往年有辦理夏之旅活動經驗之家童，

則擔任顧問。」無論組長或顧問都將承擔不同的角色及任務，其中除了學習，亦有傳

承經驗，發揮教學相長的精神與意涵。

《小組成立》 

  組長任務是帶領小組成員共同執行此次「夏之旅活動」。小組成立後，每個組員都

是重要的靈魂人物，在組內各自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也都有不同的學習在裡頭。小

組成員之角色有：老師、顧問、組長、文書、安全和財務…等。

  除了安排每週兩天召開會議，也邀請長期與本家合作旅行社的叔叔、阿姨，協助進

行培訓課程，以增強家童獨立自主的裝備，使家童在學習獨立自主的路上，勇往直前。

  此外，活動籌備期間，師長們可以教導各組家童行動方向與建議指引；但正式活動

時，師長只能參與安全維護議題，不能再介入家童們的討論，也不能夠給予方向或指

引。

二、活動啟程

  8月26日早上7點鳴砲後，正式宣告今年的夏之旅－開始！獨立自主追夢的旅程，

啟程！家童自己背著大包小包的行囊，踏上前往台北的路程，有小組搭乘國光客運、

也有小組選擇火車；更有小組購買統聯客運的車票，卻在國光客運總站等車，還好在

發車的前一刻，組長驚覺，這才趕緊至統聯客運站。

  對於三天的旅程，排錯候車處還只是小插曲，後續還有更多學習的故事在發生，像

是有小組忘記帶闖關任務袋，只得從豐原站轉車回頭至台中站拿取。有小組趕著衝上

捷運車廂，結果把一個組員給遺留在車站了；幸好有組員反應快，想起隨後的他組，

於是趕緊聯繫並邀請他組協助帶領迷途的羔羊歸隊。也有負責財務的組員，把整組的

餐費給搞丟了，當下小組成員非常震驚與生氣，全組不知所措坐在捷運站出口，呈現

挫折、放棄的狀態；過了許久，組長打起精神，努力與組員討論，最後決議用每人身

上剩餘的零用錢，買點零食充當午餐，繼續完成當日任務，等任務結束回飯店後再吃

晚餐-泡麵；而且同組共識決定要贏得當天的闖關名次，以賺取勝利的獎金。有了這

樣的決定，成員們又一個個燃起鬥志，奮力的勇往直前。

資深社工員  廖振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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