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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馨少年家園工程翦影

  這半年來在大家共同的願力之下，慈馨少年家園的結構體已經完成囉！緊接

著披土、油漆、接線路、貼磁磚等室內外裝修也如火如荼地在進行施工，目前

這棟九層樓的建築物已舖上美美的外磚了呢！在趨近完工的時刻，慈馨家人對

未來的描繪也更加地具體，我們每週持續與建銘營造進行工務會議並掌握工程

硬體的進度；每月青少年的創見小組也都不斷在創造少年家園軟體的運作模式。

我們也邀請邱淑暖設計師參與創見小組會議，了解青少年的需要，陪伴他們共

同創造屬於自己的家園，開啟孩子的夢想。孩子的夢想，由孩子自己創造；猶

記年初時，有許多孩子一拿到壓歲錢、獎學金，馬上就說：「我要樂捐少年家

園」，然後就看著他咚咚咚跑到辦公室來樂捐了，眼神裡是充滿著期待！有些

孩子更只留給自己極少數的錢或全數樂捐，看到孩子為了實現理想而願意放棄

自己的慾望和享受，總是令人感動的。十分感恩大家的護持，讓慈馨少年家園

日趨完成，也讓孩子們向夢想更進一步！

編輯小組

邱設計師與青少年創見小組開會

磁磚選材

工務會議

外牆貼磚

內部裝修 正面外觀



向另類母親致敬
家主任 詹前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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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元的社會，也有多元的「另類媽媽」，

她們就像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的照顧教養

非親生子女，讓社會上失去母愛的孩子，

也可以獲得母親的關愛；她們可能是寄養

媽媽、孩子的阿姨、阿嬤或其他親友。而

在所有的另類媽媽中，最令人敬佩和感動

的，莫過於兒少安置機構中的專業照顧者

―保育員/生輔員了！

  兒少安置機構是兒童保護的最後一道防

線，也是因為家庭失去功能而必須被家外

安置的孩子，最後的選擇。許多有多重障

礙、行為問題、或須長期安置的孩子，可

能在歷經多個寄養家庭後，帶著身心的創

傷和欠缺自信與安全感，最終來到安置機

構。這些孩子大多會在安置機構生活到十

八歲以後，才會離開機構獨立生活。所以

在孩子發展為成人的重要能力與品格，都

要在安置機構中養成；可知安置機構的專

業照顧者，對這些孩子的教養態度和品質，

會決定性的影響孩子未來的發展。

  以慈馨家的專業照顧者為例，他們要和

孩子們住在一起，除了照顧他們的生活起

居外，還要陪伴他們療癒身心的創傷，協

助他們課業能力的提升與品格、行為的導

正。她們必須針對四到六個孩子的個別狀

況與需求，每天寫觀察紀錄，每個月做一

次整體評估，然後隨時調整與修訂個別的

輔導策略。今年慈馨家有六位孩子將升讀

高職、三位孩子要升讀大學，慈馨家的另

類媽媽們一年來就不斷地收集資料，和孩

子們討論其特質、興趣和相關能力，鼓勵

他們勇敢追夢。而為了孩子的健康，她們

必須每半年帶孩子去診所做牙齒與眼睛檢

查，每年要去醫院做全身健康檢查；如果

孩子生病了，甚至必須將每天的服藥情形

或復健情形作成紀錄。她們照顧孩子的精

細程度，不單是一對一的寄養媽媽，即使

是一般健全家庭親生的父母親也做不到的。

  然而，在她們把這些孩子當成家人的廣

大願力背後，最大的挑戰，並不是瑣碎、

細緻的生活照顧，也不是孩子們層出不窮

的各種議題，更不是經驗與專業技巧的不

足；而是有些孩子們的低自我價值與對人

的不信任，所衍生對自我放棄與對未來的

不抱希望。這類孩子對挫折容忍力低，在

面對挫折時，容易選擇放棄與逃避；他們

會覺得自己不好，認為自己是「壞孩子」，

不相信自己的進步，不相信在照顧者的心

目中，他們會是值得被愛的好孩子。有時，

面對保育員/生輔員的關心，也可能變成

孩子們情緒的出口，甚至會用「妳又不是

我的親人，我的事情不用妳管。」回嗆照

顧者的關心。如果不是對這些孩子有一份

無私的愛，和永不放棄的精神，是很不容

易堅持到孩子長大的。

  好不容易，把這些孩子拉拔長大，他們

可以離開機構在社會上獨立自主，成家立

業了；又一批新的孩子進來，機構的專業

照顧者，又得重新來過，從陪伴孩子療癒

身心的創傷開始，再一次經歷不同孩子的

成長故事與挑戰。安置機構的另類媽媽們，

用她們的生命與青春，無怨無悔、不求回

報、默默的陪伴著一個個受創傷的生命，

改造著一個個多舛的命運，讓他們重新找

到希望與未來，開展他們的生命價值與亮

麗人生。這是一項多麼了不起的菩薩志業，

在大家慶祝母親節的同時，豈能不對安置

機構的另類媽媽們獻上無上的敬意！

老師與家童一起彩繪牆面

陪伴家童就診

和家童參與書展

跟家童一起參與馬拉松

陪伴新進家童入學
參與家童的畢業典禮

陪伴家童歡度節慶（端午節立蛋）
為家童慶生



小 樹 之 歌

    我一次又一次地見證、感受著你傳遞出

來不同形式的愛心與美麗。你在不斷變化

燦爛的同時，也慢慢地感受著心裡的溫度、

願意讓別人成為你的光亮，這道溫暖的明

亮，來自你心上漸漸開啟的門窗。親愛的，

這時候愛不在原地打轉，或是單向地流出

而不知去向，而能夠流動到彼此的心上。

想要被看見而不想被看透的你，是否明白

愛不是一雙透視眼，而是一道照亮你、讓

你看得見自己的光。

    身為其中一道光的我，我看見你是個充

滿愛、智慧、活力與創造美的勇者，謝謝

你如此耐心地讓我領略著。會有那麼一天，

你會更加體認到勇者真正的力量之一，在

於能夠真實地接受自己，無論好與壞，無

論開心或難過，無論天雨或天晴，無論時

間帶來什麼變化…這些都是美好的你。

拿鐵小姐 敬上

小 樹 之 歌

諮商心理師 余欣蓮

Dear 布丁寶貝：

  這封信的開端想從一句話作為起點，你

真心地跟我分享過這一句很棒的話─「堅

強，不是不哭，而是會哭會笑地勇敢走下

去」。你說出這句話的當下，我的內心被

深深地感動，我無法言喻它的珍貴意義；

對我來說，它不只是一句激勵人心的小語，更

是你穿越心靈迷霧的痕跡。我回頭望去，

一幕幕你沿途的心路風景。我問著自己，

何以遇見你，遇見的是怎樣的你…。

    我最初認識的你，是一個不斷提醒自己

要樂觀、正向的孩子。無論遇上什麼事，

你就輕輕淡淡地提；若是沉重、憂傷的事，

你的嘴如同緊閉的門窗，不想任何一陣外

來的風吹起內心的漣漪。你就拎著我對你

的好奇，把它丟出我們的話題外。我走不

進你的心扉，守在你所建立的牆外。我護

著你敏感的心思，卻難以釋懷無法貼近你

的我。

    就在那段你不願讓我更多走進的日子裡，

我把視線轉回了我們的關係，瞧見這個距

離的用意，看懂了固執背後的堅持和渴望，

理解你不只是在找尋可以安全自在的位置，

更是在努力建造一個你所想要的世界。充

滿愛的你，想透過給予而得到更多愛的交

流與能量；你在意著你所在乎的人是否接

收到你的好而幸福著，而若他們沒有笑容、

快樂的心情，你便受失落的苦、怨著自己

的無能為力；也為了維持他人的快樂，你

還把擔憂、氣憤收了起來。親愛的，你是

否知道，這時就算你笑著，笑出來的只是

面具。我問自己，面具的希望會是什麼？

    後來，我明白了這是你精心的設計。於

是，想更貼近你對生命的體會與相信─你

疑惑著，人生是否都要經歷這些苦？不服

氣的你認為若非得親嚐，那麼也要有本事

吃出甜蜜的味道。所以，你常在我們的會

談裡，正向樂觀地說著，要我好好期待，

這一場又一場開心的相聚。在我們一同享

受這歡樂的過程中，我漸漸相信這不只是

你刻意的安排，更有著你聰慧的展現。親

愛的，這是你的命運，也還是你的人生。

你是否發現你不是故事裡的演員，而是創

作故事的導演。

打開心門，看見自己

《心中的小星星》
 

  《心中的小星星》（Taare Zameen Par）是2008年由阿米爾•罕執導的一部電

影。本片描述印度一個總是趕不上功課進度、飽受責罵的8歲孩子伊翔，在爸

媽的失望下，被送往寄宿學校就讀。後來鬱鬱寡歡的伊翔，在美術老師尼康先

生細心教導下，終於找回自信和自我的故事…。

    片中不但成功呈現出小孩子快樂多姿、充滿童趣的異想世界，也談及了教育

的本質。讓人讚嘆的是電影手法並不刻意放入教育的氛圍，而是著眼於人的關

懷。

    電影所傳達出來的核心信念：「每一個天資獨特的孩子，都需要一個懂他的

老師。」這也是慈馨「以家童為中心」的教養態度，工作同仁透過「因材施教」

方式，讓孩子在慈馨得以被溫養、被肯定鼓勵，並逐漸開展他的人際關係，以

及優勢和才華。

        註：影片簡介摘錄「博客來」、「維基百科」網路資料。

網路圖片

~04~ ~05~



~06~ ~07~

  去年九月我進入慈馨家見習，同時也畫

下離鄉背井求學的句點。然而，我發現工

作的內容、型態和性質，都是需要再學習

與適應的新課題。記得工作第一個月，因

為對工作各式情境不熟悉，我感到焦慮，

並陷入深深地自責～責備自己學習能力的

不足、抗壓性不夠。幸好，慈馨家的夥伴

給予相當大的支持與鼓勵，陪伴我度過許

多工作上的關卡。這份工作是刻不容緩的，

但工作大步向前邁進的同時，卻也漸漸堆

疊出內心的能量，以及刻畫下成長的痕跡。

  當離開校園的那一刻，我知道必須道別

舒適圈了，接著，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擔

任慈馨生輔員，這項工作必須面對自己的

能力與內在狀態，並加以調整。

  首先，需要適應工作型態。我的工作量

採漸進式增加，初期可以承載負荷，但當

日子拉長，工作上所需承擔的事項和壓力

也快速地累積。於是，我意識到需要好好

調適，我開始尋覓令自己感到開心的事，

並從中儲存正面能量，讓自己得以舒緩與

抒壓。後來，我才明白透過「做喜歡的

事」，可以學習陪伴自己、以及照顧內在

深層的我。以前，因為強大的責任感使然，

若是沒有完成某項事務，我不允許自己休

息；但現在我會評估自己的狀態，找到適

合的應對方法，「因為照顧他人之前，需

要把自己打理好！」

  再者，需要提升人際關係。從小我在人

際方面易處於被動，但這份工作提供不斷

練習的機會，讓我得以突破過去的互動模

式。以前，我習慣藉由觀察的方式熟悉新

環境，並從中找尋安全感；工作後，我開

始學著釋出自己的善意，主動和人靠近，

以改變不安全感所產生的浮動與被動。改

變過程中，我發現愈來愈能在慈馨家感到

自在，也愈來愈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和狀

態，並適時接受他人的協助。

  最後，需要勇敢面對限制與挑戰。因為

深怕做不好，沒有盡到本分與責任，因此

我總是急急忙忙地想要完成一件事，或是

趕著完事好讓自己解除焦慮。然而，當我

的性急，卻遇上孩子們不同的節奏，彼此

就容易產生摩擦。所以，我試著覺察自己

的慌張與緊繃，讓自己步調舒緩下來，並

觀察與感受當下的反應。這過程我感謝孩

子讓我學習「慢下來和彈性」，因為慢下

來，我能夠再次將每個環節思考過一次，

因為彈性，彼此有更多的討論空間，然後

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方法。

  如今，工作已過半年多，整理過往的生

命與經驗，我清楚地感受到內在強韌的力

量，以及勇氣。面對自己的成長與開展，

我對慈馨家有道不盡的感謝！

在關係裡～看見「心」的力量

生輔員 柯筑瑄

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牛頓定律的啟示】
 

  真理往往是相通的，將牛頓的三大定律運用在人我關係與成長學習，亦是如此。

  第一定律（慣性定律），簡言之就是「靜者恆靜，動者恆動」。

  無論國家、組織或個人，若不受外力作用，將保持原有生活狀態不變，亦即無成長

進步空間。然而有了理想或目標，啟動追求，便能一點一滴往前進步。

  第二定律（加速度定律），物體的加速度與物體所受的淨力成正比，和物體的質量

成反比。

  所以一個人想要豐收，就必須努力耕耘；而且每個人的時間與精力都有限，學習必

須專注，方能成功；漫無目標地樣樣都想學，學廣而不精，終將一事無成。

  第三定律（作用與反作用定律），當兩個物體互相作用時，彼此施加於對方的力，

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真實生活上，人事物三者都是「互相」的，你怎麼處理事情、對待環境、看待他人，

他們也以同樣方式回應於你！

  所以，善學者總會以迎接挑戰、奮勵精勤、慈悲關懷的行動力，來豐厚生命意義！

註：請參考張月霞、楊振華、董川等人所著「牛頓三大定律與人文啟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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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慈馨家的廚司秀慧阿姨，六年前我

曾在連鎖Pizza店上班，工作久了，總覺

得每天上下班，人生好沒意思，因此萌生

轉換跑道想法，但當時不知何去何從，於

是向神明祈求，希望自己有機會能從事一

份有意義、不浪費人生的工作。

  某天，我忽然接到來自慈馨兒少之家的

電話，對方通知我前往面試，但是我對慈

馨很陌生，還疑惑自己何時寄了履歷？後

來才知是身邊的友人所為，因為慈馨是個

用心的機構，很符合我想要做有意義的事，

所以他就幫忙寄出。而我也順利通過了面

試，從此，我與慈馨及孩子結下了很深的

緣分。

    雖然我知道孩子在成長階段總會做出許

多意想不到的事，當第一次親身遇到，這

感受像是震撼教育。起因是有個孩子把膠

帶從三樓往下丟，我在一樓看見後，當下

覺得需要好好教導孩子，於是我拿著被丟

下的膠帶上樓，想要確認孩子丟膠帶的原

因。但孩子當面對我的質問時是淚流滿面

的，情緒反應很大、很激動，且還摔東西。

當下我有很多的納悶，因為我並沒有責罵

孩子，孩子反應卻是如此強烈，心裡充滿

疑惑的我，決定要充實自己，不希望自己

只是扮演廚房阿姨的角色，我期待自己有

更多方法教導這些孩子。

    這幾年來自己一直都很慶幸在慈馨工作，

這是一個學習型的組織，我們看到社會不

斷的在變遷和前進，而我們也需要不斷的

透過學習來與時俱進。每個月透過教育訓

練和專業督導的協助，讓我有豐富的學習，

而我都會緊抓著學習的機會充實自己，希

望自己也能在孩子們遇到挫折時，給予陪

伴和同理，讓孩子重新相信愛並且願意相

信身邊的大人。

    平日當我有問題時，我會不斷地請教主

管和夥伴，他們都很樂意地分享自身的經

驗，透過這樣的交流，讓自己在助人專業

能力有快速的進步，也常常陪伴孩子聊天，

當他們分享過去的經驗時，自己是能夠運

用同理和傾聽去陪伴孩子，理解他們讓他

們有抒發的出口，也藉此成為孩子們的重

要他人。以前我很不喜歡參與開會，後來

漸漸地發現在會議裡，可以聽見大家的分

享孩子的點滴成長、以及如何陪伴孩子，

透過努力，使孩子的未來不一樣；也看見

夥伴們認真尋找出每一個孩子的亮點，經

過肯定和相信，讓他們的生命有所不同，

這就是慈馨的用心。當我們有機會提供孩

子舞台，孩子被肯定和看見，這可能就是

影響孩子改變的開始，想到這裡覺得若能

找出對孩子最好的方法，雖然要一直不停

的腦力激盪，但看見孩子的改變，心裡又

充滿著感動。

    我常在思考我能給予孩子什麼？曾經有

個孩子因為在小時候在原生家庭沒有被好

好的照顧，到了國中身高仍然比同齡的孩

子矮小許多，為了讓孩子有自信，所以透

過中醫調理孩子的身體，期待他能夠長高，

但孩子是害怕喝中藥的，常常跟服用中藥

奮戰，當我在鼓勵孩子吃藥時，孩子說我

不懂他的苦，於是我就去喝苦茶，體驗孩

子吃藥很苦的感受，透過這樣的方式告訴

孩子，我能了解他有多麼苦，但為了長高，

苦口良藥是必要的。還有個明星夢的孩子，

很努力去學習舞蹈、歌唱，可是孩子的飲

食習慣不佳，也因此腸胃常會不舒服，我

常常要叮嚀孩子要吃早餐、不要吃辣的食

物，不要挑食，因為秀慧阿姨很希望看見

孩子能實踐夢想，但這一切都需要有健康

的身體。

    親愛的孩子們，我能做的就每天煮出健

康有能量的食物，讓你們身體健康，然後

不斷的宣導健康的飲食，然後讓你們愛上

健康食物，並且陪你們學習如何照顧自己，

而我一直都會在你們身邊。

    院長阿嬤常說這個家的每一分錢都是大

德的心意，我們一定要將每一分錢善用在

刀口上，進來慈馨以後，我常常看到有一

群人努力在自己崗位上為了實現理想、為

了給孩子不一樣的未來，大家為了孩子從

不計較，而這份工作真的很有意義，回想

當初～我的選擇是對的！

在生活中，

    創造生命的價值

廚務人員 林秀慧

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成功的勳章
國三 仔翔

  「意外」，對我來說，是考驗應變能力

的小插曲。

  看著拆線後的淡淡傷痕，那些記憶便全

湧上了心頭。現在回頭看整件事，不禁覺

得那是一個必經的學習過程！

  季春，一個炎熱的午後，我正與技藝班

夥伴們一同練習廚藝。「啊！～」的一聲

劃開了天際，因為我切到手了，好痛！雖

然校護在第一時間做了急救，但無情的鮮

血，依然從我的手指留下。緊急送醫時，

我的心忽上忽下，深怕下個星期不能出賽。

經過檢查，醫生表示需要縫針，但我擔心

影響廚藝賽程，堅持不要。後來醫師了解

我的狀況後，告訴我只需要戴上手套，避

免細菌感染就沒問題。聽到這答案，我稍

微放下心頭大石，勉強地接受縫針治療！

  接下來的四天，因為深怕戴手套會影響

製作實力，我每天練習競賽實作兩次以上，

直到比賽當天，相關程序早已熟能生巧。

到了比賽現場，進行術科實作時，有位評

審發現我戴著手套，詢問我怎麼回事？我

告知評審我手受傷縫針，所以醫生叮嚀我

戴上手套。評審聽後勉勵我：「廚師的手

被切到，是常有的事，但難得的是你沒有

因為受傷而放棄參賽。」聽到這句話後，

我很感動，因為我的堅持，被評審肯定了。

於是，上場實作我更專注地完成我的作品。

  比賽成績揭曉，哇！我得到「台中市技

藝教育競賽～餐旅組」第六名，真是欣喜

萬分！俗話說：「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站

起來！」這次挑戰之所以成功，就是受傷

後我不懈的練習，最終嘗到甜美的果實！

賽後兩天我前往醫院拆線，看著傷口處，

感觸頗多，突然這傷痕變得很特別，因為

它可是我追求夢想過程中，所獲得的第一

枚勳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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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挑戰，邁向未來 
國二 Jenny

人生有挑戰就要去面對，

不可以遇到挫折便輕易地放棄了!

因為人生路程很長，

放棄了，就看不見希望與未來。

    

雖然未來有很多的不確定，

但只要我們勇敢踏出一步，

世界就會有所不同，

就像阿姆斯壯所說：

「這是我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因此，帶著勇氣，面對各種挑戰吧！

我們可以從小地方尋求突破，

雖然無法全部順利的通過，

但努力過，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成果！

面對挫折、挑戰與未來，

我們的解答不是只有「好難」、「算了」、

「放棄」，

而是讓自已去發現更多的答案，

所以，要邁向未來，就勇於接受挑戰吧！！

讓自己變得更好
國一 佳佳

讓自己變得更好，有很多種方法。

老師說，要學習分辨是非善惡。

姑姑說，要聽聽別人給予的意見。

弟弟說，要把缺點改掉，養好習慣。

而我說，自己要有改變的意願！

你呢，有沒有想到其他好方法呢？

仔翔手作小點心



我的挑戰
國二 小廷

  生活中有許多需要挑戰的事，但不管遇

到什麼挑戰，都要學習「如何」面對。

  我的觀察，一般人面對挑戰常分成兩種

類型，一種是勇敢面對，比如：面對課業

壓力，就寫下讀書計劃，或是學習調整自

己的讀書時間。另一種則是選擇逃避，例

如：面對考試壓力，有人寧願花時間抱怨，

或玩線上遊戲，贏得虛擬的成就與掌聲，

但就是不願意複習功課。

  而我，也曾經遇到壓力，在不知所措下，

差點選擇放棄。當時的我，為了國中課業

進度，常常熬夜讀書，但體力、精神不濟

之下，所讀的知識常常右耳進，左耳出，

結果考試成績沒有因為努力而提升，所以

我的信心大降，心裡很失落。後來我跟老

師討論這狀況，老師陪伴我練習，才逐漸

改善。練習中我才發現，平時要規畫讀書

進度，而不是到考試前才趕進度；還有，

要學習調整作息時間，讀書和休息一樣重

要，身體累了就該好好休息，而休息是為

了走更長遠的路。

  到現在，我最大的挑戰仍是「時間規

劃」！我總是在「規律與變化」中不斷練

習著，每迎接一次挑戰，就從中多累積一

次「掌握時間」的經驗，我相信持續地努

力與改進，慢慢地就可以懂得「運用時間」

的訣竅了！

  自以為是的人，在我的眼裡代表著「固

執、嫉妒、無法進步」。我相信當自己有

所成長時，人生才能向前邁進，如果滿足

於現狀，或驕傲自以為是，就只能原地踏

步或倒退了。所以，我常跟自己說：「願

意承認錯誤才是成長的行為。」

  電影主角蜘蛛人曾說：「最先道歉的最

勇敢、最先原諒的最堅強、最先釋懷的最

幸福。」而我個性好強，不輕易言棄，為

了表現自己比他人好，有時也免不了說了

大話，所以「有時我們必須放下自以為是，

承認錯誤；這不是認輸，而是成長。」這

句話就成了我的座右銘。當我遇到瓶頸、

困難、限制…的時候，便用座右銘自我勉

勵、自我鼓舞。

  而這句話另一個學習的層次是「謙虛」，

因為心懷謙虛，才能成大器。否則縱使有

值得驕傲的實力，不受人尊重和歡迎，這

實力也展現不了，所以我學習著放下傲氣

與自以為是，並且虛心受教，然後一步步

努力，向目標前進！我也期許自己能不斷

成長，讓未來逐漸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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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座右銘
國二 小釉子

情緒
國一 佳佳

我覺得情緒就像數學的四則運算。

有時是加法，覺得很開心。

有時是減法，令人感到煩躁。

有時是乘法，讓人興奮無比。

有時是除法，覺得沒有人喜歡我、了解我。

數學寫錯了，可以擦掉重新訂正。

但是我的情緒表達錯了，就很難處理了。

現在，我不斷練習情緒的加減乘除，

希望有一天，我的情緒運用很順暢！

家童美勞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