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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陪伴孩子去設立改善行為的「學

習目標」也是重要的，這個「學習目標」

通常由孩子自己設立，這樣孩子有被尊重

的感受，也能提升孩子對於事件的重視度，

而此時師長的角色是陪著孩子釐清目標，

設定出的目標必須是其可達成的。例如：

A生常與他人打架，某次處理過程中，A生

承諾以後都不打架了，可是A生面對衝突

已習慣用打架方式解決，若要承諾以後都

不打架，這對A生來說，是困難的且不符

合現實狀態的，這樣不切實際的「學習目

標」，反而造成A生的挫折感。故在設立

目標時，可以設定為「我一個星期內不打

架，而且我會努力練習延長不打架的時間，

也學習可以用說的方式，或其他好的方式

來宣洩自己的生氣。」修改後的目標對A

生而言較易完成，且能提升A生的有能感。

一週後，當A生達成時，要陪伴他檢視過

程～「他怎麼幫忙自己不去打架，並肯定

他的努力。」有了肯定，A生才有自信為

下一個目標努力。若過程中A生再犯，我

們雖然有情緒，但仍給予孩子鼓勵，並讓

他知道或許方法需要修正了，而我們都很

願意陪著他找出更棒的方法，然後一起面

對目標困境。

    在撰寫這篇文章時，腦中不斷想起鄭院

長說的：「不夠壞的孩子我們不收！」這

句話一直讓我記憶深刻，原來孩子行為的

激烈程度，與他的需求有多強烈是相關的，

但他卻可能從來沒有機會，學習好好的表

達自己的需求、好好被聽見和看見自己的

需求…。我在慈馨家服務逾兩年，在這場

演講後，自己有很多的學習，我期許自己

要用鄭院長的高度與態度，陪伴慈馨家的

每一位孩子。或許陪伴過程中，孩子的需

求會因應他們發展階段不同，而呈現不同

的正、負向行為，或許過程中我也會感到

快樂、困惑，但我會提醒自己，「需求是

中立的，讓自己去看到孩子需求，陪伴他

們學習正向表達的方式。」我相信在這樣

的陪伴和努力下，孩子們得到支持，將會

在主流社會裡，用正面的力量生存下去，

而我也願意將這樣的愛和精神傳遞出去。

    103年參與了由善恩惠基金會辦理的研

討會，研討會的主題是「台港兩地院生就

學模式實務研討會」，會議中邀請到了香

港扶幼會則仁中心鄭俊華院長分享目前香

港的服務模式。

   扶幼會於1952年由華則仁醫師以及史密

斯牧師夫婦共同成立，一開始主要是在上

海協助孩子學習技藝，隨著時代變遷，服

務也有所轉變，故1974年更名為香港扶幼

會。目前香港扶幼會主要協助在主流學校

適應困難和情緒有障礙的孩子，透過群育

學校和宿舍的幫忙，讓這些孩子有機會再

重回主流學校和社會。

    鄭院長表示雖然在香港群育學校需求量

大，但目前是供不應求的。此外，他們研

究發現家庭結構的改變，讓有些孩子早期

刺激過少，因此與他人互動、或就學時便

面臨許多困難。在主流學校，這些弱勢孩

子的行為和反應，常常造成老師的困擾，

而受到學校標籤，在別人眼中他們只是壞

孩子，因此更容易造成他們對自我的放棄，

所以扶幼會有個期待是，讓這些孩子「來

自於主流並重回主流。」

    累積多年陪伴孩子的經驗，鄭院長和扶

幼會的同工發現；孩子的行為背後一定有

其需求，「需求」是中立的並沒有對錯。

如果我們在行為當下看見孩子行為背後的

需求，然後陪伴孩子學習用正確的行為來

表達需求，而非用負向的方式來達到目的，

這將有助於孩子培養正向的判斷力及正確

的行為反應，進而減少社會問題的衍生。

    然而「需求」到底是什麼，我們怎麼中

立的去看到孩子需求？當孩子的行為不斷

的重複，我們該怎麼看見和幫忙孩子學習

呢？首先，我們先從需求和行為談起，舉

例來說：當嬰兒餓了，他就會用哭泣來表

示，此時他的需求就是「餓了」，行為就

是「哭泣」，因為嬰兒不會用言辭表達，

所以他用哭泣來說明他現在的狀況。同樣

的，情緒障礙和學習障礙的孩子，當他感

到飢餓又沒有錢的時候，為了讓自己生存

下去，他可能就擅自拿取店家的麵包，而

這「私自拿取店家的麵包」的行為，便是

我們主觀認定的偷竊；於是，我們譴責孩

子的行為，卻忘了看到他行為背後需求。

若我們能夠在這個時候，先理解孩子的需

求和感受，滿足其「飢餓」需求，再教導

孩子如何使用正確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才

是對孩子真正的協助啊！

看見孩子的需求

         用心陪伴
社工員 鍾宜珮

研習分享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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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 Jenny

成長與感恩

  來到慈馨生活快五年了，現在要與大家

分享我在慈馨家的成長！

  在進入慈馨前，我的心情是複雜的，因

為要離開住了三年的寄養家庭，我真的有

點依依不捨！而慈馨那時對我來說是一個

陌生的新環境，所以我既緊張又期待。進

入慈馨不久，我發現這裡竟然有許多我所

認識朋友，他們跟我一樣都來自家扶中心。

這件事讓我開心又驚喜，心裡也升起了念

頭：「我來到這地方，一定會很幸福，很

快樂的！」

  剛到慈馨，有好多老師陪伴著我，也有

好多小朋友露出甜美的笑容，歡迎我加入

這個大家庭，這裡的老師、朋友都很親切，

帶給我許多的能量，讓我逐漸對這裏產生

安全感，而且適應這裡的生活。

  轉眼來到慈馨五年了，這期間我有生氣、

笑容滿面、難過、耍賴、賭氣…各種情緒

面向，我很謝謝老師們能忍受我的情緒變

化，並有耐心的教導我。也正因為老師們

的包容、陪伴和關懷，我才得以成長許多，

現在的我表達和情緒變得更穩定了。說真

的，面對我的不講理耍賴行為，老師用了

很多心思，看見老師們的功力，從不知所

措到一眼識破，我對您們實在很佩服呢！

  現在的我，回顧起以往點點滴滴，心裡

還有許多的感動！剛來的我才四年級，像

個小呆瓜，什麼都不懂；現在的我升國二

了，喜歡跟這裡的老師、朋友聊天說地、

一起生活。是老師們的諄諄教誨，朋友們

的和藹可親，影響了我、改變了我，真的

很謝謝您們，讓我這一個愛耍賴的孩子，

能夠振作起來，變得更懂事。這一路走來，

雖然有辛苦、有困難，但卻讓我更堅強！

老師們教導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要珍惜的，什麼是要放下的」、

「跌倒了要自己站起來，不要依靠別人」，

以及「其實你自己才是最獨特的」，都是

我最受用的。

  除了慈馨的師長，我也很感謝熱心的大

德，因為您們的愛心與捐贈的物品，大大

地溫暖了我們。來慈馨五年，我不斷的學

習成長，在這裡，我收穫滿滿！

小六 十把刀

成長的想像～二十年後的我

  二十年後的我，應該長得又高又帥，穿

著打扮很有自己的特色，像「穿西裝打領

帶、穿襯衫配上牛仔褲」。二十年後的我，

有著黑油油的臉蛋，潔白的牙，還時時面

帶笑容，是個帥氣的人。

  二十年後的我，應該已經結婚生小孩子

了，我想那時候，我會住在台中市的東英

五街，家裡有漂亮、溫柔又善良的妻子，

以及兩個聽話的小孩子，而我是照顧家人

的好爸爸、好丈夫。我希望我的家很溫馨，

家人之間互相關心、互相合作。我也會和

妻子、小孩們一起佈置家裡，像書房，裡

面有電腦和電視，還有我和家人最愛看的

書籍。 

  二十年後的我，應該是多才多藝的大人，

我會做的工作有很多很多，我是畫家、室

內設計師，也是汽車修護人員。而且，我

喜歡幫助人，遇到需要幫忙的，我會主動

關心他、協助他，盡量幫助他度過難關。

  以上是我二十年後的目標，為了達到這

些目標，現在我要學習「照顧自己的健

康」，才能長得又高又帥，要學習「負責、

勇敢、認真和細心」，才能找到好工作，

有好家庭和好生活。

國三 仔翔

生活百態

【起床】

按下鬧鐘，

準備與自己意志力搏鬥。

按下鬧鐘，

展開一場生死戰。

按下鬧鐘，

直接舉白旗投降！

【楓葉】

看著那染紅的姿態，

風不禁大嚎大吼，

葉被染紅的越多，

風就越咆哮。

【手術中】

看著紅色的燈亮起，

聽著診間腳步聲響起，

大家緊繃著。

在走廊來回徘徊的，

不是一個個的家屬，

而是一顆顆…

跳動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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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 小含

成長的點滴

  人的一生有許多成長的經驗，也許是來

自印象深刻的事件，也許是來自於與家人、

朋友相處的過程。我的成長，就是我的生

活經驗…

  在幼稚園中班時，因為生病，所以我的

雙腿健康受了影響。有一天，我的身體又

忽然不舒服，醫師說我是腦血管出血，要

住院並手術治療。手術後我發現嘴巴不會

說話、手不能拿東西，腳不會走路，那時

候讓家人好擔心。當時，我想著為什麼我

的身體會變成這樣？幸好有醫師教我說話、

阿嬤陪我練習走路、爸爸帶我去復健。後

來，在家人、醫師們關心、陪伴下，我的

病情一天天變好，也順利康復出院了。不

過，我的腳卻沒有恢復正常，所以我每一

年都要回診做檢查和復健，在國小三年級

有次回診，醫院的李醫師稱讚我說有照顧

好自己，讓身體成長的很好，也健康許多，

我聽了很高興。

  我讀大班的時候，爸爸不去工作了，而

且常常和阿嬤吵架。有一天阿嬤跌倒住院，

從此我就沒和疼愛我的阿嬤住在一起了。

到了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爸爸在朋

友家喝酒，回家要騎車時他一直打我，所

以我跑離開了爸爸，幸好路上遇到一位好

心的阿姨關心我，還打電話到113通報。

之後警察來了，把我和爸爸帶到派出所，

接著我被安排住在安置機構、再轉到寄養

家庭。小學一年級的學校老師對我很好，

知道我要住到寄養家庭也要轉校了，就鼓

勵我、還說我學會保護自己，是很棒的。

  到了新學校，同學對我也很好，小學畢

業當天，班上有個男同學主動說他要幫我

做事，雖然我拒絕了，但我聽了還是很感

動。畢業當天的晚會，大家很歡樂的說著

「再見，同學！」而我小學階段的成長，

也就在「珍重再見」和「感動」中結束了。

  畢業之後，我打包行李、和寄養家庭道

別，然後來到了慈馨家。在慈馨家有很多

老師、朋友都很願意幫助我、關心我。剛

開始我覺得男生很兇，但相處久了，我發

現他們只是聲音大、動作大而已，其實都

是很好的人。雖然來慈馨家只有四個月，

但是在這裡，我和大家一起快樂成長，在

傷心的時候，也有像家人一樣的老師、朋

友關心我，我真的很開心！

  成長是什麼呢？我覺得「成長」是一起

的意思，大家一起培養默契、一起互相陪

伴、一起經歷很多事，然後這些事情，深

深記在腦海裡，永遠不會忘記。

  所以，我會永遠記得和我一起「成長」

的家人和朋友們。

國一 佳佳

成長的滋味

一、二年級的我，

長得小小矮矮的，

總想和六年級的哥哥、姐姐們一樣，

有張成熟與長大的臉。

三、四年級的我，

已經長高了一些，

可是……

還是好想要有張成熟與長大的臉。

五年級的我，

稚嫩的臉型有了長大的模樣，

可是我想要變得更懂事、更獨立，

因為…這樣我就可以照顧家人了。

升上六年級，

總算是願望成真，

爸媽和老師相信我有能力照顧自己，

我也不再讓他們為我擔心了！

接著，畢業來臨，

捨不得和朋友分離的我，

和朋友互相祝福，

彼此留下開心的淚水。

雖然成長有許多酸甜苦辣的滋味，

但是能夠長大，真是一件好事！

家童美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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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精采暑假，熱情成長】

  七、八月，是安置機構最精采的日子，因為孩子們都放暑假在家裡，雖然學

校的學習，暫時告一段落，但生命的學習，仍然繼續的進行著。所以，103年

的暑假，我們一樣要在學習方案、課程中、活動裡開心的學習，並且不斷的成

長。

【美麗台灣3D電影活動】～戴上眼鏡，一起翱翔在這片美麗的土地

    很榮幸與美力台灣團隊合作，由曲全立導演帶領的「美力台灣團隊」，駕駛著全台

唯一的「3D行動電影車」，來到慈馨，讓孩子透過3D電影的方式，重新認識台灣，並

引發孩子愛護臺灣這片土地的熱忱。

    這一次在本家所播放的影片是「3D台灣」，孩子們對曲導演所詮釋台灣的樣貌驚

艷不已，原來台灣有這麼豐富的自然美景，且具有生命深度的人文藝術。透過影片，

孩子們用「視覺」重新看見與認識這片他們生長的土地！除了分享影片，美力台灣團

隊，更透過闖關互動遊戲，陪伴與協助孩子們進行觀後感的經驗整理，讓慈馨的家人

們渡過一個豐富學習的夏日午後。

孩子們專心的看著3D電影，興奮的體驗著 透過闖關體驗，豐富孩子們的學習

社工心輔股

【襪娃娃課程】～張開魔法的雙手，創造自己的獨一無二

    本家特地邀請襪娃娃魔法家-楊宏昌老師，於暑假期間帶領孩子們製作襪娃娃。楊

老師先讓孩子們認識襪娃娃製作材料及基本做法，再讓孩子們透過雙手及想像力，創

造屬於自己的襪娃娃。製作歷程，當孩子們遇到困難，便會喊著：「好難做喔！」、

「老師，根本不行啊～吼…」。但其實孩子只是緊張地嚷嚷著，並沒有輕言放棄喔，

所以孩子們喊完後，又更積極請教老師了。就這樣，透過一次次練習，孩子們終於創

造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襪娃娃。

    當孩子們看著親手產出的襪娃娃時，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自信與燦爛的笑容！因

為這些襪娃娃，是他們用心思、用感情、用雙手創造的，所以襪娃娃不僅是作品、還

是他們抱在手中的心愛的寶貝呢。

孩子們認真的跟著老師學習 完成自己的作品，開心的留下合影

【烏克麗麗課程】～彈指之間，幸福時間。

    學期間看見幾個對烏克麗麗有興趣的孩子，透過電腦上網查詢教學影片，然後練

習彈奏。所以今年暑假，特別邀請陳文俊老師，在本家開設烏克麗麗課程。

    課程初期，孩子不太有自信，手指頭撥按琴弦時，有按不太牢、或找不到和絃位

置的窘境。後來，老師播放流行歌曲，邀請孩子們以簡單的和弦、刷弦的方式，隨著

歌曲邊彈邊唱，於是，在充滿童真的歡唱聲中，課程變有趣好玩，緊繃的情緒化為輕

鬆，孩子們學得更自在與自信了！

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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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認真的聽著老師講解著和絃的位置 透過個別的指導，給予孩子支持與鼓勵

【學習方案經驗整理及發表會】

    除了活動與課程外，在暑假週間的白天，我們安排一對一的課業輔導，以提升孩

子的學習能力，並讓孩子看見自己為「學習」所做的努力和成果。

    為此，今年我們特別規劃了新的任務～舉辦發表會、上台報告。國小孩子的報告主

題是～「自己的家鄉」，我們引導孩子透過查詢資料、製作簡報，介紹自己的家鄉，

用意是「有條理的學習、有能力運用知識，並認識及貼近台灣這片土地」。而國中孩

子的報告主題是～「名人與我」，希望孩子透過閱讀傳記或剪報人物誌的方式，讓孩

子認識名人背後的生活點滴及努力，並引導他們欣賞及學習這些名人們的優點，藉此

擴大孩子們的學習榜樣，並豐厚孩子們的學習經驗。

    在暑假的尾聲，我們進行「學習方案經驗整理發表會」，發表會當天每個孩子都要

分享及報告自己在暑假兩個月的學習。過程中，孩子們雖然有些害羞、緊張、害怕，

但還是努力的完成。像有位小四的孩子，因為許多字不會唸，在彩排的時候，唸得特

別的慢、特別的辛苦，唸完後，孩子非常挫折與難過，躺在地板上呈現不想動狀態。

後來在老師陪伴與協助練習下，孩子慢慢找出自己的方法。待正式上台，這孩子一樣

講得很慢，但卻非常有自信，表達得很清楚，而且還能自然的與台下互動呢！

    發表結束後，慈馨家學習方案的顧問-立人補習班的施憲銘主任，立即頒發獎學金

給予家童們鼓勵與肯定。但對孩子來說，最開心的不是因為獎學金，而是自己從懷疑、

擔心害怕中，找到了自信的力量，並且完成了自己認為不可能的任務。

由姐姐陪伴，給予上台的勇氣

【合唱團課程】～悠悠樂章，唱出心的聲音

    我們相信透過音樂，能陶冶孩子們的性情；透過歌唱，能表達內心溫柔的故事。

因此我們邀請合唱團-張明文老師，帶領孩子們進入音樂的世界，用自己最純真的聲

音，展現最獨特的自己。

    老師先運用不同的遊戲方式，讓孩子們測試自己的肺活量，再透過教導發聲方式，

讓孩子們學習貼近自己的身體，並傾聽自己的聲音。對於「發聲」，孩子們一開始，

有比較多的害羞與不習慣，老師說預備～唱的時候，孩子們總是小小聲的，但在一次

次的鼓勵及引導下，孩子們已逐漸的唱出聲音，並開始欣賞自己的聲音。期待有一天，

孩子們能在自己的生命中，為自己「發聲」。

認真的聽著老師介紹樂理，努力學習 摸摸自己的喉嚨，感受自己發聲的位置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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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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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上見證的花朵，在學習的樹上 頒發獎學金，給予孩子肯定及鼓勵

  在熱情的盛夏，孩子們在自己生命的路上，努力的學習。103年的暑假，隨著季節

的替換，也隨之落幕；但孩子們熱血的青春，才逐漸開始，將展開一段屬於他們特別

的，充滿學習的成長旅程。

活 動 花 絮
志工園地

    生命的河流，持續的流動；成長的故事，

也繼續的進行。今年暑假的時間，雖然孩

子們不用上學，但是對於課業的學習，卻

沒有停止。透過暑期志工哥哥、姐姐的用

心陪伴，於週間的早上，進行一對一的課

業輔導，加強孩子們的課業實力。

    今年我們持續與立人補習班合作，邀請

了將近50位的志工大哥哥、大姐姐們，共

同參與暑期學習方案。這一期的志工，最

遠的來自雲林。每次前來慈馨服務，往返

交通將近三個小時左右，而且須轉搭公車、

火車、公車，我們曾關心的詢問：「妳住

這麼遠，每次過來會不會很累？」只見這

個志工姐姐開心的說：「不會啊，因為我

以前高中就是唸台中的學校，所以搭車習

慣了，而且每次來這裡看到孩子，就覺得

他們好可愛，讓我充滿活力！」聽到這裡，

內心有滿滿的感動。慈馨的孩子們，也許

早期的成長環境並不完整，但來到這裡，

有一群照顧陪伴成長的師長們，還有許多

願意陪伴他們課業學習的志工老師，他們

在層層疊疊的愛中，被溫養、成長，真的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除了白天五十位志工外，週間的晚上，

也有中國醫藥大學杏福團隊的志工哥哥、

姐姐們前來服務，他們透過影片、簡報、

樂器等媒材，運用生動活潑的方式，給予

孩子們不同的學習與陪伴，目標是讓孩子

感覺「學習」這件事情，是可以變得有趣

的。而且透過志工們分享，能讓孩子們認

識不同的科系，以及大學生生活的型態，

間接也長養孩子生涯的視野，並提升對未

來的希望感。

    每一次杏福團隊志工服務結束後，本家

社工也會協助這些志工們，進行經驗整理，

帶領他們有不同的視野與經驗的學習，我

們期盼慈馨的孩子和這群志工們，都能夠

一起在這個家裡，有所學習、成長。感謝

這一群願意主動付出關愛和行動力的志工

們，今年暑假因為有您們，慈馨變成一個

更有愛、更有學習力的能量場。

愛的流動，共同成長
資深社工員 廖振杉

中國醫藥大學杏福團隊透過影片，陪伴孩子學習。 透過一對一的課輔，提升孩子們的學習能力。

【興趣，成才的第一步】
 

  古今中外，成功者皆有過人之處，而熱愛工作、且擁有持久的興趣為其主要因素，因此有人說

「興趣是成才的第一步」。像著名的科學家達爾文常為了研究動物，廢寢忘食，但憑著頑強的毅

力，在興趣驅使下，最終成為進化論的奠基人。

  由於興趣如此重要，對於不知興趣為何物的幼兒，或是正在探索興趣的青少年，我們更須協助

他們培養正向的興趣，那麼，我們如何培養興趣呢？（註）

一、要培養高尚的興趣：這是指與人類、社會進步、與個人健康成長相聯繫的興趣，如音樂、美

    術、體育、科學、攝影、書法……等。這些興趣能給人精神與力量，並能紓緩身心壓力。

二、在活動中培養興趣：興趣不是天生的，而是根據性格特徵及能力，通過各種的活動所產生。

    如操作能力強的人不妨嘗試小發明、或親製工藝品。培養興趣不必急躁，在活動中積累，久

    之便可以發現自己真正的愛好所在。

三、選擇專門的興趣：興趣廣泛雖然可使生活豐富多彩，但選擇對你人生發展最重要的專門興趣，

    才會助你成功。如愛因斯坦是位興趣廣泛的人，但他最喜歡的是如何發現科學真理。

四、加強基礎知識的學習：任何基礎知識都可以輔助興趣發展，因此遇到不甚喜歡的學科也必須

    學習，藉以薰習內涵及認識人文、科普、史地…等多元化知識，記得，發展興趣就是建立在

    這些基礎上。
　

註：請參考梁珊「興趣，成才的第一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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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冬時節，小雪節氣剛過，台北的氣温仍高。我們與温世禮先生的遺孀～黃月敏女士有約，

欲藉專訪，更進一步認識溫世禮先生的風範行誼。

  談起世禮先生，他與慈馨家的緣分，始於  李炳南老居士〈雪公老師〉。因為世禮先生就

讀中興大學時參加智海佛學社，親近  雪公老師，深受佛法、儒學之教化感動，逐漸影響了

價值觀和做人處事風格，對  雪公老師創辦的聯體機構也是盡力護持。

  世禮先生，台北人，父親早逝，母親辛苦培育子女，而長兄如父，提攜眾兄弟姊妹們，一

家人相處和樂。家中兄弟共四人，由祖父以「仁義禮智」為序命名，而兄弟之性格言行亦如

其名。父親逝後，四兄弟常一起陪伴母親聊天，甚至邊陪伴邊談公事，揉事親與家業為一體。

  提及世禮先生的孝與悌，其夫人表示：「世禮對媽媽的陪伴是不疲不厭的，且尊重媽媽、

隨順而不頂嘴。對於孝，他的做法就是順，順媽媽的意！」此外，世禮先生秉持兄友弟恭精

神，對哥哥們極為敬重，大哥過世後，三兄弟和睦同心，將事業分工合作。夫人說：「哥哥

說什麼，世禮都好，沒有什麼意見，其實他做的就是『同心』二字。」而大哥的猝死，世禮

先生悲痛逾恆，決定逐步完成其遺願，甚至發願往生，以期再見大哥及度其共修。

  世禮先生的大哥～温世仁先生，是成功的企業家、優異的科技人才，更是心懷「千鄉萬才」

的教育家；月敏女士形容大伯：「心量、思維、智慧都超越宗教，有著廣大悲心，他不留財

產給孩子，反覺得賺來的錢要用在『公益』，造福大家。特別是搶救大陸西部的『脫貧計畫』，

這是個宏願，本來希望拋磚引玉引更多企業家進入，但因早逝而無法繼續，實是無常與緣分

啊…。」

  温世仁先生曾說：「世界上只有一種人，就是需要被關懷的人。」而世禮先生亦遵行大哥

的志行，對於該做的事總是「起而行」！因此，對於弱勢團體需要幫忙之處，總是在最快時

間予以人力、物力、財力支援。像本家籌建之初，經費困難，當時世禮先生於病塌之中，聽

說本家建設經費不足，立即發心捐款補足，讓本家大樓得以順利完成。問為何能毫不思索就

做此事？夫人表示：「世禮認為財富本來就是五家共有，這一生擁有財富只是暫管而已非個

人所能執著，因此金錢應該用在『可用之處』，慈馨是當年  雪公老師極力推展的公益事業，

有困難理應幫忙！對慈馨而言是補齊不足，對世禮而言只是把暫管的錢財用在有意義的地方

而已。」

  問世禮先生的行善，對家人有何影響？夫人答：「對世禮來說，財富是布施來的，不是爭

取、賺取來的。既然是布施，就沒有失去，而是用在有意義的地方，因此也沒有所謂行善或

培福。就像佛法說的三輪體空，所以家人在這方面的共識也是如此。」

  世禮先生對人有很大的尊重，他常說：「我可以用的、我可以做的、我可以吃的，我的員

工也可以，我跟我的員工沒什麼差別。」言行之間便落實了眾生平等。對物，世禮先生不穿

名牌衣服，雖穿著平價卻仍惜衣惜物，且生活簡樸。夫人形容世禮先生「心量大，我執很輕，

於公不私；當主管，應酬卻不沾染習氣，處理事情總以眾人為優先。像是回應  雪公老師的

教化～去我執不是口號，要落實於生活中。」

  家庭生活方面，夫人表示：「世禮具有温暖的特質，重視家人，他不以教理要求別人，而

是以身作則，身教示範。兩位孩子對父親的深刻印象，不在言語，卻在『慈愛』、『認真』、

『負責』的態度上。生病前，世禮有時間或上班途中便聽經，生病後，修養期間亦持續聽經、

聽到法喜充滿。這期間他沒有因病苦而起煩惱，沒給家人臉色，沒發脾氣，真的很難得！等

到世禮癌末，不能講話時，我就陪他，為他誦無量壽經。原本擔心他因病苦忘失佛號，但看

到他示現的往生瑞相，我們一家人都放心了。」

  而月敏女士服膺  印光大師所言：「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自從嫁到温

家後，在家相夫教子，勤儉持家，並以夫志為己志，始終給世禮先生最大的支持。在世禮先

生往生後，孝親教子，樂善好施，精進學佛，概如世禮先生在世一般。

  訪談末了，我們邀請月敏女士勉勵慈馨孩子們，她說道：「不管你的人生如何，都要永遠

保持一顆温暖的心！」她接著說：「我的教育方式，不在乎孩子在社會上是否成為很有能力

或是很偉大的人，但我給予孩子很多的温暖。或許慈馨的孩子感受不到家庭給他的温暖，但

希望到慈馨這個環境裡頭，能領受到老師温暖的心意，將來也會送温暖給別人！」

  對於慈馨的工作夥伴，月敏女士表示「出錢容易做事難」，做事的人才是真正的辛苦者、

奉獻者，也是成就事情的功臣，所以對大家的辛勞感到敬佩，更希望大家珍惜這份不容易。

  雪公老師曾開示：「白衣學佛，不離世法，必須敦倫盡分；處世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應。」

綜觀世禮先生一生的言行，真不愧為雪門弟子；而月敏女士續持世禮先生的遺願與温厚精神，

同樣令人感佩，兩位都是我們學習的典範。

編輯小組

温厚實修的世禮先生

仁者
 翦影

仁者
 翦影



~39~

  慈馨的孩子們喜愛動物，但對螞蟻卻有「牠好好玩喔，一直走來走去，走個不停」、「啊，

討厭！牠又來吃糖果餅乾了」、「牠爬到我身體了，好癢、好可怕」…等等喜或惡的差異反

應，因此我們運用溫馨小故事，引導孩子用不同角度來看「螞蟻」。我們也將此網路故事與

讀者分享…

  老人在散步時，發現一個小男孩蹲在路邊，手拿一根草莖在地上擺動著。

  老人好奇地俯下身子，撫摸著小男孩的頭，問道：「小朋友，你在做什麼呢？」

  小男孩頭也不抬地回答：「我現在正在為一隻螞蟻找路。」

  老人聽了，不禁地笑說：「啊，這一隻螞蟻為什麼需要你來幫牠找路呢？」

  小男孩認真地回答：「這隻螞蟻和同伴走散了，我想牠會緊張、會擔心，所以我要幫牠引

回去螞蟻群中，這樣牠才能夠活下去。」

  老人這時才仔細地看到，原來小男孩用草莖將一隻螞蟻慢慢地引到蟻群中。在小男孩的努

力下，終於成功了，那隻走散的螞蟻見到了同伴，立刻和大家碰著觸角，顯得十分歡喜和興奮。

  老人對小男孩這種心地善良的做法相當欣賞，忍不住說：「謝謝你為那隻走散的螞蟻找到

了同伴，也找到了生存下去的機會。」

  小男孩這才抬起頭來望著老人，眨著一雙聰慧的眼睛，露出甜美的笑容。」

  生活中我們也會遇到類似的事情，之前我們或許一笑置之，但現在如果角色對調，您是那

位小男孩，您會怎麼做呢？您是那位老人，您從孩子身上看到什麼？您怎麼想這件事？抑或

是您是那隻螞蟻，您希望有人幫助你嗎？

  所以，這是孩子的遊戲？是為一隻螞蟻引路的好意？還是一項值得肯定的善行呢？

【孩子與螞蟻】



一路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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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長 吳碧霞

  孩子背景不分父母雙亡或一方亡故，處於破碎家庭心無歸屬，實質上便是孤兒。因此老

師們對於這群孩子生活無明確目標，無安全感，多疑又恐懼，應該懷有如下存心：

（一）和孩子相處如父母或老師，角色不管如何變換，身為孩子的長輩，應給予孩子真心

      關切。

（二）了解其身世，產生悲憫，但須有理智，教育其成材，真正為他未來前程作前瞻的計

      畫。平日則觀察孩子性向，引領他走適合的路。大孩子甚至須從「價值觀及生活態

      度」兩方面去探索，以了解其內心世界。

【生活細則方面】

（一）孩子回院時，大人在很重要；若不在，孩子知道大人在作什麼事，心裡就安定。臨

      時有事離開小家，可以留字條告知，對孩子有個交待。

（二）一切活動都和孩子在一起，如用餐，當晚歸的孩子落單，要主動關懷並給他熱熱飯

      菜。即使一句招呼，孩子也可感受到。老師們恒常的給孩子生活關切，家庭的溫馨

      感便會愈來愈濃厚。

（三）孩子有不負責任的父母，此印象深烙其心，我們須以負責、認真的做事態度，表現

      給孩子看，借以抗衡孩子原本對父母的印象。而「負責守分」正是孩子最需要的榜

      樣，更是除其不負責任印象的最佳處方。

（四）老師們用度的觀念，也是孩子的學習要項，如大人節約用電、用水，孩子也會留意。

      給孩子一些約制有必要的，因為他們將來須赤手空拳打天下，所以平日也需教導及

      培養孩子刻苦、耐勞、節儉的能力。

（五）來此擔任老師主要是身教示範及施予教育，使孩子受益，若本身不夠豐富怎麼辦？

      「真心」和「學習」就是。若我們遇事表現不逃避，主動迎向前並克服困境，孩子

      就會學習，對事不消極、不退縮、要主動、要進取。孩子直接學習的對象是我們，

      因此我們須鞭策自已進德修業，栽培個人的識見、氣度，塑造自己形象，做孩子的

      榜樣。

民國76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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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之間的 叮
叮
噹
噹

【回向小蝸牛】

  下過雨的晚上，小淨下樓倒垃圾，忽然發現前往垃圾區的途中有些暗暗的，因此小淨先到

一樓辦公室，請總務老師陪她一起倒垃圾…。

小淨：鳳翎老師，外面黑黑的，陪我去倒垃圾好不好?

老師：好啊。

  於是，兩個人走到垃圾區。

老師：因為今天下午有下雨，雨停了有很多小蝸牛爬出來，小心不要踩到牠們。

      （這時老師腳下喀拉一聲）

小淨：啊～老師，那是什麼聲音，你是不是踩到蝸牛了？！

老師：喔～不，我真的踩到蝸牛了，小蝸牛對不起。

小淨：啊～老師，怎麼辦？小蝸牛是不是死了，好可憐喔！

老師：小淨，等一下我們倒完垃圾，念佛迴向給小蝸牛好不好?

小淨：好啊，那我想要幫小蝸牛迴向，祝福小蝸牛變成天使，這樣牠不會再被踩到了。

      於是，倒完垃圾，小淨和老師就幫小蝸牛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

資深會計 李鳳翎

【我不要變老】

  小倩是個天真活潑，想像力豐富，喜歡擔任公主角色的10歲女孩。

  有一天，老師帶孩子們要去田園拔菜，這時候時小倩突發奇想，和老師聊著…

小倩：唉喲，為什麼要去拔菜啊？太陽這麼大，我怕我的臉會曬黑耶！ 

老師：哦，偶爾曬曬太陽，身體會健康的，而且曬完之後，臉色會像蘋果一樣紅紅的喔！

小倩：厚～可是拔菜，會把身體弄髒耶！怎麼辦？這樣王子會不會覺得我很髒很臭？

老師：弄髒了，回去把身體洗乾淨就好了，我想王子會喜歡認真做事的人啦。

小倩：那～如果我認真拔菜，流很多汗，會不會變醜、變老？

老師：我覺得認真拔菜，不會變醜、變老喔，可是一直想東想西，很可能會變老喔！

小倩：哇，我不要變老啦！

老師：那你～現在要留在這裡想，還是要跟我們一起去拔菜呢？

小倩：啊！～那～我～要去，等我！

總務組長 李冠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