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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馨少年家園工程翦影
編輯小組

  慈馨少年家園在各位愛心大德的護持與祝福下，從地基開挖，地下二層…一步步往上

建，已經建到地上二層了，預定再一年的時間，結構體就可以全部完成。在工程進行過

程中，建銘營造公司每天有兩位工程師在現場管理，每天會撰寫工作日誌讓我們了解工

作進度與內容；每周我們固定會和建築師、營造公司開會，就各項細節加以確定和討論。

  建一棟少年安置家園，是一件龐雜的工程，除了要符合政府的各項法規外，我們還需

要結合未來的自立生活模式，考量青少年的生活與發展需求，設計各個空間與機能。所

以需要建築師、結構技師、水電技師、消防技師、土木技師、室內設計師、空調技師、

專家學者、我們的工作夥伴與青少年家童共同參與討論與規劃。我們期盼在縝密地討論

和規劃下，可以避免工程的變更與延宕，減少損失與浪費，讓每一分寶貴的資源，都能

發揮最大的效益。

  祈願工程能順利圓滿，未來的少年家園能滿足大家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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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打底工程 筏基工程 地下二樓工程

地下一樓工程 地上一樓工程 地上二樓工程

每周例行會議 家童參與建築規劃建築師、設計師、水電技師、與本家同仁
會商室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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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話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意

謂每個凡夫都會犯錯；而對慈馨的孩子而

言，因為他們在原生家庭，沒有好的學習

典範，也沒有受到良好的生活教育，更是

難免會有不合宜的行為或犯錯。我們了解

每個孩子在成長的各個階段，都有他們發

展的議題，會不斷的嘗試錯誤；而錯誤也

往往正是他們成長的契機，從錯誤中的學

習總是特別深刻的。

  因此，面對孩子的犯錯，我們以輔導代

替懲罰；我們會啟動「陪伴成長方案」，

邀請孩子坐下來，和他們討論如何為自己

的行為負責；並陪伴他們去做經驗整理，

讓他們在犯錯中有所學習和成長。「陪伴

成長方案」是帶著孩子一起討論擬定的，

所以孩子們就能勇於負責與承擔，並且會

有深刻的學習。例如：曾經有位小四的孩

子，把玩具從三樓往窗外丟，結果打中了

一輛路過的轎車，導致擋風玻璃破裂，車

主氣沖沖地登門問罪；我們陪伴孩子向車

主叔叔誠心的道歉，並且承擔修理費用。

考量孩子的經濟能力有限，我們和孩子討

論，讓他分期承擔部分費用外，還必須去

蒐集有關公共危險的法律資料，向全家的

孩子宣導。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孩子學

習到如何尋找資料，也對公共危險罪有更

多的認識；而經過他的宣導，讓其他孩子

也有所學習。我們沒有處罰孩子，可是孩

子的學習更多。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孩子知道自

己的過失後，即能改正，是莫大的德行；

我們告訴孩子，「我們不會因為你不對的

行為而不愛你，我們在乎的是你願意為自

己的行為負責。」並肯定他們勇於認錯和

改過。我們相信，當孩子不怕因為犯錯而

被處罰的同時，也能更誠實的面對自己；

當孩子知道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同時，

他就能從錯誤中有所學習，並成為有擔當、

負責任的人。

從錯中學
家主任 詹前柏



在面對中，找到信念與堅持
實習諮商心理師 賴憶鋅

小樹之歌

  從去年十月至今，小玲和我共同編織了

一段豐富的諮商歷程，在這一段為了讓自

己更好的諮商歷程中，我看見小玲對自己

有新的認識和覺察，而小玲面對困境所展

現出堅持不懈的態度，讓我印象最深刻，

並深深地感動著。

  那時，小玲積極、充滿企圖心的學習力，

轉變為消極、興趣缺缺，作業也接二連三

的拖延。面對這樣低迷的僵局，小玲疑惑

自己為什麼完全地提不起勁念書，而情緒

層面也大受影響，神情充滿挫折、無奈，

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課業學習能力、也迷

惑起自己當初在生涯的選擇…。然而，小

玲並沒有因此就和僵局妥協，或是放棄，

而是選擇了面對。就在我們反覆討論和思

索之際，僵局豁然開朗，小玲發現了自己

情緒的平穩與否，大大地影響了課業學習

的動力與態度。於是，小玲勇於面對這過

程，讓低迷的僵局有了新的轉化，小玲明

白下一次再遇到提不起勁念書的僵局時，

要先好好地關照自己的心情，待思緒平靜

下來，就能繼續前進，再為學習而努力。

  然而，人生總是有著大大小小、數不清

的困惑和僵局。即將升大學的小玲，接著

面臨生涯轉換的困境。一方面，小玲發現

就讀的美容美髮領域，興趣和動力已降低，

猶豫未來升學是否繼續就讀相關科系、並

思考未來從事此相關行業的合適性。另一

方面，小玲對於放掉目前的課業學習有些

不安，也不知道自己還可以選擇哪些方向？

因為擔心就少了自信，未來的路該往哪裡

走、怎麼走，就成了小玲的挑戰。一般而

言，面對生涯轉換的困境，內心及想法總

會有衝擊、卡關之處，但小玲卻以堅持與

不放棄的態度，努力地在困境裡釐清自己

的想法、探索未來生涯的方向，並積極研

究大學科系。即使遇到關卡，感到挫折，

沒有信心認為自己能突破，但是小玲調整

後，仍勇敢地往前邁出。

  謝謝小玲為了「讓自己更好」而選擇堅

持與不放棄，讓我對生命有不同的體會—

原來，這是生命韌性的展現。這段諮商歷

程中，每當看見小玲陷入卡關的難受和不

愉快的情境，我總是很不捨與掙扎：「是

不是能讓小玲跳過這個有難度的關卡？」、

「懷疑自己的陪伴對小玲面對疑惑、困難

和挫折能有什麼幫忙？」如今，回過頭檢

視這一段經驗，發現即使過程艱辛，但相

信孩子的生命韌性一定會展現他的生命能

量，小玲從面對困難和挑戰中看見自己的

力量，我同樣也看見自己在助人工作中重

要的信念與價值～「挫折，不再是生命的

阻力，而是讓生命獲得滋養與成長的助

力！」

保育員 陳君菱

愛、生活與學習

放下「期待的」自己，擁抱「真實的」自

己，在陪伴的過程中，找到更真實的價值。

  孩子的心就像蠟燭一樣，當用愛來包圍

並暖化內心，他們就會以最炙熱的光芒照

亮這世界。我喜歡和孩子相處，因為孩子

能讓我感到輕鬆自在，在孩子的面前，我

可以跑跑跳跳、可以互相擁抱、可以表達

意見，彼此在生活裡，學會包容與尊重，

即使有衝突，衝突過後會更貼近彼此的心。

  所以我不斷地在孩子的身上學習，學習

到接納與愛自己，原來要愛自己，才懂得

去愛別人，打開內心的那一扇窗，愛才能

真正進入心靈！唯有從自己做起，善待自

己，靜下心傾聽自己內在的心聲，才能了

解孩子們內心的聲音。

  剛成為小家老師時，我常思維著：「孩

子要接納一個陌生人需要多久的時間呢？

一個月、一年、亦或是更久？」因為對普

通人而言，接納別人也得需要時間慢慢培

養，更何況是這群身心受過創傷的孩子。

因此，當自己遇到孩子出現不諒解或是拒

絕親近、指責怒罵…等言行時，他們的情

緒張力或不合作，我都視為接納前的磨合

與挑戰。

  雖然理智上我是清楚孩子這種狀態，然

而衝突一來，內在還是相當受傷的，有時

淚水不斷地在眼眶打轉，但不願讓孩子看

到自己的難過與悲傷，便跑到房間慢慢地

掉淚…。隨著一次次受挫經驗，現在自己

會鼓舞自己說：「嘿！君菱老師～趕快擦

乾眼淚吧！孩子需要你的愛與堅持，他們

才能學會面對與茁壯！」

  其實教養是大學問，如何溝通、陪伴、

接納是一種藝術與挑戰，而「愛己愛人」、

「堅持」是讓我可以繼續的原動力與信念！

為此，我每天讓自己的心準備好，以愉悅

的心陪伴與傾聽孩子，讓雙方的愛互相流

動，讓對的堅持成為日常生活常態。現在

的我，更懂得愛自己，能正視自己的情緒，

接納自己的情緒，並勇敢面對孩子的情緒，

這些都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我卻在這份

工作中學習到了，這也是孩子教導和送給

我最豐厚珍貴的禮物！

心   的   刻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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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員 林子葳

『嶄』

  生命由許多的經驗和過程堆砌而成的。

在與人互動的過程當中，一直有許多故事

及生命的過程正在經歷著。

  一○二年七月十日，我來到慈馨家。剛

畢業的我開始了另一段嶄新的階段，工作

型態並不是一般的「上下班制」，而是需

要在上班的日子裡住在機構，這樣的工作

型態讓我的家人，充滿了「不理解」的聲

音。但我還是帶著滿腔的熱血和一些緊張

氣息，進入了慈馨家。

  「大家好，我是子葳老師，我從屏東科

技大學畢業。」這是第一次和孩子們說的

話，站在台上自我介紹，孩子們對我充滿

了好奇，所謂的「蜜月期（孩子對於新進

老師充滿好奇及主動靠近）」也就這樣展開

了。於是，在和孩子你問我答中互動著：

「老師妳喜歡什麼？」、「老師妳生日哪

一天？」、「老師妳喜歡吃什麼？」而互

動過程許多的趣味及開心，也讓大家情感

更親近了。

  隨著朝夕相處，生活密切互動，孩子與

我漸漸的出現磨擦、碰撞、僵持。以往面

對這樣的衝突，我總會以「沉默」、「害

怕」及「接受」方式因應，甚至在衝突時

選擇離開現場，逃避這樣的衝突。但現在

我是照顧者，是孩子的師長，認知上我知

道我該學習面對及碰撞，但以往的經驗卻

讓我裹足不前！在這樣過程中，內心很衝

擊。其實，我完全不允許自己是有負面的

情緒和狀態，我要求自己情緒快點轉換，

對孩子示範及呈現好的一面，所以內心焦

慮和矛盾強烈拉扯著，內心聲音不斷出現：

「是不是我沒有跟上大家的腳步？」、「

是不是我能力不夠好？」、「是不是我自

己的情緒影響了孩子？」、「是不是我用

框架去看待孩子？」、「是不是我做得不

夠多？不夠用心？」陷入泥沼的我，自責

的想法不斷湧出，強烈的無力感，使我失

去信心，開始畏懼害怕、並質疑自己所付

出的是否正確與得當，此時，籠罩著自己

的是一股強烈低氣壓。

  就在這樣的狀態裡，我試著要突破困境，

於是原本不會主動開口求助的自己，開始

拋出求救訊號。求助過程，我得到同事的

關懷也學到解套的辦法。「人，本來就是

有情緒的，我們不是完美的，要學習接納

這樣的自己。」「看見自己的付出，也看

到自己的用心。」「自己的角色就是一個

穩定的楷模。」老師們的提醒和分享，如

同當頭棒喝般，讓我了解這樣狀態的自己

是正常的反應，要學習與調整的是「接

納」！因此，不再受框架侷限，不再用單

一的思考邏輯和方法幫忙自己和教導孩子。

我慢慢的從泥沼裡爬起，即便身上布滿了

泥巴，我仍感謝泥巴帶來「嶄新的自己」，

也因此更長出了新的自己。

  一○三年七月十日，我將進入慈馨家滿

一年。家人從原先不理解的表示：「妳真

的要在這裡工作嗎？」轉變為：「這是妳

喜歡的和妳要的嗎？如果喜歡，那就做

吧！」言語中傳遞的是許多的「信任與支

持。」記得督導曾經說過「慈馨家的老師

是用『心』和『淚』去創造慈馨家」，慈

馨家的老師們非常用心和努力的在創造及

教導孩子，雖然過程當中有許多的衝突、

淚水、碰撞，但是所有老師們並沒有因此

退縮，而是一步一步扎實的往前走，毫無

畏懼。

  我正在經歷生命碰撞生命的過程，謝謝

自己，謝謝家人，謝謝所有孩子，謝謝所

有老師們。不管在面對自己的過去、現在

或未來，我知道這一切都非常的不容易，

謝謝所有人，一起共同努力創造，我也準

備好要譜出更精彩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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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社工員 廖振杉

  三月二十九日這一天，家裡的孩子們看

見了一股永不放棄的精神。回家後，還不

斷地說著「不要想著贏，要想著不能輸！」。

究竟是什麼，讓孩子們都如此著迷與熱血

呢？沒錯，就是電影「KANO」。這是第

一次，全家一起包場看電影，一起在場內

熱血、一起在場內吶喊，一起在「KANO」

的劇情裡歡笑、流淚。是誰安排並成就這

場生命的感動？原來是一群慈光長大的哥

哥姊姊們，共同用心策劃的，而背後的推

手，是最近升為人父，慈馨家孩子們口中

的～～湘麟哥哥。

  國小一年級的時候，湘麟因為家裏發生

重大變故，所以被家人送到慈光育幼院（

慈馨兒少之家的前身）。那時候育幼院的

孩子，容易被學校老師、同學或者一般人

標籤，因此他覺得育幼院只是住的地方，

他常常期待，有一天能夠回到自己的家，

和父母親團圓；他一直有個心願，希望有

一天能和自己的父母親，好好的吃一頓飯，

好好的被關懷！八年的時間過去了，湘麟

終於返回自己的原生家庭；回家後的他才

發現，原來家並沒有他想像中的美好：一

方面父母親因糖尿病併發症，導致雙眼漸

漸失明，生活反而需要有人在旁協助照顧；

另一方面自己離開家的時間太久，親情不

知不覺產生變化，有著與家人間情感的疏

離，以及對家的陌生感。他說眼前看見的

是自己的父母，但卻感覺不像爸爸、媽媽。

就在返家兩年後，母親因病過世了，他說

這兩年的時間，他沒有與媽媽說超過三句

話。

  離開慈光的湘麟，才知道原來現實社會

是辛苦的，不像以前在慈光的生活，被老

師們照顧及保護著。於是他開始回想起在

慈光裡的點點滴滴，這才發現從前慈光的

老師們多麼不簡單，總是對他包容與接

納，沒有放棄過他！所以他決定開創自己

的人生，並用堅持到底，永不放棄的態度

自勵。

  然而，剛開始工作，並不順遂，沒有好

的工作條件，也沒有足夠生活的工作薪資，

更沒有原生家庭的後盾。每每只要想到當

工人的勞苦，自己身上又有沉重的生命負

擔，就有一種想放棄的念頭，想放棄的不

只是工作，有的時候甚至想放棄自己的生

命。還好，這時候他生命中的貴人林大哥

出現了，林大哥給了他家人般的溫暖與力

量，並支持與幫助他，於是他開始跟著林

大哥學習，開始用自己的生命奉獻。他說

在育幼院的生活，像小型的社會型態，所

以他學會如何與不同的人應對進退；育幼

院多元的才藝課程，讓他培養出不同的興

趣與技能，每年的過年，一定親手用毛筆

寫卡片，送給每一位合作的夥伴，常常都

有客戶驚訝他的毛筆字與細膩的心思；還

有從前在育幼院每天早晚課的薰陶，讓他

在念佛的過程中，長養同理的態度、慈悲、

及感恩與惜福的心。

  新竹是湘麟再出發的地方，剛開始從建

築工人做起，接著帶著五名員工開創公司，

現在則是掌管五十幾名員工的老闆。他把

工作和生活融為一體，把每一位員工都當

成自己的家人，用心陪伴。對於生命中出

現的每一位貴人，他都帶著珍惜與感謝的

心情，並把這些人的精神與愛給傳遞與延

續，因為他知道，在一個人最脆弱需要被

幫助的時候，能夠獲得一個機會，是多麼

的寶貴與重要。

  談到家庭，湘麟說我們無法選擇原生家

庭，在不完整家庭長大的孩子，總要比別

人更有勇氣面對家的故事、並經歷自己生

命的關卡，然後再重建出屬於自己的家。

對他來說，自己心裡最大的遺憾，也是對

另一半最愧疚的事情是，籌備婚禮過程中

沒有父母親可以給予支持與協助，只能自

己一手策劃，因此總覺得無法讓女方的家

人安心。所以，當慈馨的師長們前來祝福

時，他欣喜萬分，婚禮上他激動的抱著慈

馨的老師說：「我原本以為我的婚禮，沒

有家人給予支持，你們的參與，讓我知道

我有一群家人，給我力量、給我支持！」

說到這，湘麟紅了眼眶，淚水逕自的滑下。

他說因為自己來自不完整的家庭，所以對

家有許多期待，現在自己組織新的家庭，

他對另一半有許多的關愛與照顧，並欣然

承擔起這個家的責任。  

~08~ ~09~

逆境
中的愛，永不放棄的生命態度



國三 閎茶

不要輸給自己

  永不放棄的精神，代表著我們的價值，以

及願意堅持的態度！即使遭遇極大的挫折、

困難和艱辛，還是會繼續努力往前邁進！

    記得小學時，要寫「我的志願」、「我

的夢想」…這樣的作文，那時我因為興趣

很多，還在探索喜歡些什麼，所以每次作

文，我的夢想和志願都會有不同的變化。

雖然別人很快就知道他們夢想，而我還無

法確定想做什麼、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但是，我知道「夢想是需要認真的看待」

才能實現！

    直到看完KANO影片之後，激起了心中

許多感動，以及很高的鬥志！對於夢想這

件事，也有更深刻的體會。雖然我不知道

未來要往哪裡走，但是我認為只要我想清

楚了，設立目標了，我就會堅持自己的理

念，積極的做下去。甚至以後不管做什麼，

我都會記得「不要輸給自己」、「不要只

想著贏，要想著不能輸！」

    今年我就要升高中了，將會面臨新的嘗

試和冒險，生活或許變得多采多姿、很有

趣，或許會有低潮、挫折；但我會記取現

在的感動、現在的鬥志、以及那股永不放

棄的精神，為自己加油打氣！

~10~ ~11~

  望著剛出生的女兒，湘麟露出了甜蜜的

笑容，說自己現在的工作依然忙碌，但會

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女兒，每天疲憊

的工作回家後，只要看到熟睡的女兒，所

有的疲累與辛苦都會消失，感覺這一切都

是值得的。問到他對父親角色的期待，他

說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感受過父愛，不知

道父親該是什麼樣子，他希望自己是一個

慈愛父親，給予女兒許多的關愛與陪伴，

讓女兒感覺父親是對我很好，給我很多愛

的…。或許，透過父女間的互動與的陪伴，

湘麟也陪伴了小時候的自己，圓了那內心

曾許下的小小心願。

  訪談結束了，請問湘麟有沒有想對慈馨

的弟弟妹妹們說些勉勵的話，他說「像

KANO的電影一樣，要永不放棄。我曾經

自己放棄過，對未來沒有希望，但得到機

會後，便積極努力的去把握，去拓展自己

的生命。所以，把握每一個微小的機會，

得到機會後就用十倍的心去還。」在湘麟

的身上，看見了生活的堅持與韌性、以及

對人的真誠，珍惜、感恩！想起了蔣勳的

一句話「接受的再給出去，愛才能完全。」

湘麟所要的親情之愛，曾經不完全、曾經

受過傷，但因湘麟始終堅持著沒有放棄，

他的努力付出，已獲得屬於自己的家庭與

親情，現在他在生命的路上繼續學習，相

信將來會拼湊出更大、更完整的愛！

家
童
美
勞
作
品

湘麟婚宴

《KANO》電影，由馬志翔執導，描述1929年台灣誕生了一支由漢民族、大和民族和原住民

族組成的嘉農棒球隊，新教練以「進軍甲子園」為目標，用斯巴達式的嚴厲態度訓練球員，

原本散漫的球隊在教練一年多的魔鬼訓練與屢屢落敗的刺激下，漸漸激發了球員的求勝意志

與前進甲子園的決心。終於在1931年這支原本實力貧弱一勝難求的隊伍，拿下全島冠軍，並

遠征日本第17屆夏季甲子園比賽。電影中有許多激勵人心的情境場面與深度對白，本家孩子

觀看過後，產生許多共鳴，內心也感動不已！以下摘錄其中經典語錄與大家分享。

1.想要打好棒球沒有捷徑，只有苦練。

2.不要只想著贏，要想不能輸。

3.心不正，球就不正。

4.現在就放棄，那我又輸給了自己。

〈註〉 資料來源：參考網路KANO影片劇情簡介。

5.可以生氣，但是不可放棄。

6.怕輸，那就想辦法贏！

7.哭什麼，輸的人有什麼資格哭？

8.對手越強，才能激發自己的實力，我們越應該

   高興才對。

電影《KANO》經典語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