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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社工心輔股

永不放棄的挑戰，一段陪伴自己的人生路程

『慈馨家生涯探索的故事～實現夢想的啟程』

  馬拉松運動，除了能夠增強體魄外，更能夠磨練堅持的生命韌性，因此透過參與「

台中舒跑杯活動」，陪伴孩子於運動休閒中，貼近自己的身體，用自己的雙腳跑過台

中市區，認識自己居住的城市，享受流汗健身的舒適感。

  除了舒跑杯活動，孩子們也參與「石岡馬拉松」、「惠明迎光馬拉松」，向自己挑

戰，挑戰路程更遠，困難度更高的馬拉松。競賽的路程中，和自己的身體對話，挑戰

自我並鍛鍊自己生命的韌性。有孩子說，跑到越後面，雙腳的痠痛越強烈，好像已經

不是自己的腳，有一種想放棄的感覺，但是我一直跟自己的腳說，「再撐一下！再撐

一下！加油…最後終於跑完了！」取得獎牌，孩子坐在終點旁，擦拭著身上的汗水，

開心的笑著說。

迎向挑戰，邁向未來

  生活中，充滿了挑戰，因為有挑戰，才成就了學習的豐富性，因為有了學習與練習，

才有更期待的未來。在家裡的孩子，每一個都是生命的勇士，為自己的生命故事努力。

  日常生活中透過獨立能力的培養，練習生活自理的能力，練習的過程，總是不容易

的。「我不會，我不要學了！」「老師，我根本做不到，算了啦！」這樣氣餒、懷疑

的聲音總是會出現，因此，除了生活中的陪伴外，也希望透過活動的設計與參與，連

結相關資源協助及增加孩子生命的韌性。

人生不一定一路平坦，陡峭崎嶇一樣充滿力量

  結合台中市登山協會，帶領孩子們至台中大坑風景區，挑戰陡峭的三號登山步道。

這個步道是用一塊塊結實的木頭鋪設而成，除了坡度陡峭外，因為棧道皆是原始的木

頭，走起來容易滑腳，需拉住一旁的繩索，才能走得穩建。踏過每一個木筏棧道，可

能因為路滑而不小心摔倒，雖然過程中，有害怕、有懷疑，但是孩子們並沒有放棄，

反而找到讓自己不跌倒的方法，並且堅持到底完成。

  挑戰完三號步道，孩子們一起來到郭叔叔野生猴園，認識自然生態以及猴子的生活

型態，帶著尊重的心一同關心這片我們居住的土地。吃著幸福的午餐，享受大自然的

環繞。午餐期間，孩子們直說「怎麼這麼好吃！」「老師，我要再吃一碗！」食量比

平常多，原來，付出努力後的成果，成果是甜美的。

完成競賽後，開心的合影 準備開跑前，暖暖身體也暖暖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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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社工心輔股

攀岩體驗教育，迎向跳戰，超越自我

  我們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社區諮商及潛能發展中心」及「海星少年關懷協會」共

同合作，帶領家裡的孩子參與一整天的體驗教育活動。著裝後，孩子們認真的聽著講

解，對於攀岩的初體驗，有許多的未知與害怕，在引導員、師長的鼓勵與陪伴下，總

算踏出嘗試的第一步。有孩子邊爬邊尖叫；也有孩子堅持要攻頂，即使到最後全身都

快沒有力氣了；更有孩子嘗試過後被嚇哭，但透過輔導員、老師的陪伴，重新長養出

自信與力量，後來自願擔任安全確保員。

  辦理過許多次體驗教育活動的海星少年關懷協會人員說：「自己陪伴過許多小朋友、

青少年，今天看到慈馨的孩子，有很不一樣的感動，那就是慈馨的孩子們都充滿生命

的韌性，也較能夠堅持到最後！」

人生充滿了挑戰，自信展現無限可能

  人生充滿了學習與挑戰，只能靠自己的雙手與雙腳去經驗、去努力，這一路可能輕

鬆容易，也可能遇到困難，或是需要堅持到精疲力竭的一刻。而師長們只能在過程中，

給予陪伴、鼓勵和支持。陪伴孩子們面對挫敗，鼓勵孩子們堅持與勇敢，因為人生不

可能一帆風順；教導孩子們如何面對挑戰，溫養孩子們的復原力和合作力、自信力，

並且帶著這些能力，迎向人生的每一段精彩！

不畏艱難，孩子們努力的往上攀 攀岩的過程像人生的路，要自己去闖

活動前彼此先自我介紹互相認識 活動結束後孩子們分享今天的學習

【知識補充站～攀岩運動的好處】
 
1、強化體力：
攀岩要利用繩索來承受自己體重，並與地心引力對立，在體力訓練上可達到強化效果。

2、加強身體協調感與柔軟度：
攀岩能訓練孩童的肌肉發展，並增進手、眼、身體之協調，這也是攀岩的關鍵能力。

3、集中注意力：
攀岩時需要將集中力放在雙手與雙腳，這股全神貫注對青少年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

4、加強平衡感：
攀岩重視平衡感，移動時須牢記「三點不動一點動」的口訣，對尚在發展身心、手足

平衡感的青少年，可訓練及加強自我平衡感。

5、增進自信與成就感：
攀岩者能勇敢攀登各式岩壁，面對難度與挑戰，心性自然要比一般人沉著自信。完成

攀岩運動後，自然有成就感。

6、激發進取心
當自己靠著攀登繩承負重量、「掛」在高高的岩壁上時，是放棄、還是繼續堅持？此

時需要勇氣、意志力、榮譽感及自我超越的決心。
 
註1：摘錄「台灣外展教育基金會-權衡攀岩」、「新北市運動達人-攀岩」網路資料。
註2：凡患有心血管疾病、氣喘、癲癇、懼高症或其他身體不適者，請勿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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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家近年來，透過小家性別教育團體及

性別信箱活動的實施，創造與孩子討論性

別相關議題的空間和機會。這些活動旨在

尊重孩子對於性的好奇，也重視孩子關於

性的想法。藉著性別教育專欄，我們也想

與大家交流相關經驗和訊息，本次專欄談

論的是「網路交友」。

    隨著科技的進步，各式手機產品普及，

網路交友已成為青少年熱門話題，因為網

路的無遠弗屆、方便和匿名性，讓人與人

在網路上更容易結交朋友（即網路交友），

以及快速發展成為男、女朋友關係（即網

路戀愛）。然網路交友與網路戀愛看似簡

易，却暗藏多處危機與陷阱，因此涉世未

深的兒童及青少年，容易成為受害對象。

    新聞案例：14歲少女因和姊姊起衝突，

受臉書動漫社團網友邀約，不告而別地離

家出走，父母親操心奔波，透過媒體與警

方的協尋，經十多天才在山上的鐵皮租屋

處找到少女……（東森新聞，2015年4月

26日）

    類似新聞近年頻見，當身為家長或照顧

者，得知孩子開始交網友、談網路戀愛，

該怎麼辦？我們建議：家長和孩子兩方之

態度、價值觀應互做了解，並教導孩子自

我保護之法：

1.先深呼吸，並帶著欣慰的心情迎接孩子

   長大，交朋友與談戀愛本是青少年發展

   的正常歷程。

2.以關心接納的態度取代一味禁止，與孩

   子保持友善溝通的管道，方能在孩子遇

   到交友或感情困難時，作為其傾訴對象，

   給予適時的協助。

3.以開放的視野，靠近孩子的網路世界，

   多多接觸孩子所從事的網路活動，如社

   群網站、網路遊戲等，也可邀請孩子分

   享網路中看見及發生的趣事，瞭解孩子

   在網路上的人際關係和行為。 

4.教導孩子自我保護與身體界線的概念，

   並建立談戀愛行為界線的共識，例如哪

   些談戀愛行為是現階段年齡可以接受、

   哪些則是不能踰越的行為、性的法律規

   範、性的風險（如懷孕、性病）等。

5.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新聞報導、電視劇

   及電影等媒材，與孩子討論網路交友及

   網路戀情相關的話題，建立孩子清楚、

   正確的網路交友觀念，例如：

(1) 不任意告知網友你／妳的真實姓名、 

    電話、居住地址、學校及照片等個人資

    料。

(2) 和網友見面時，你／妳務必找朋友陪

    同前往，並且約在明亮、人潮多、交通

    方便的公共場所，也應拒絕來路不明及

    離座後未吃完的食物、未喝完的飲料。

(3) 避免和網友有金錢上的往來。

心輔員 賴憶鋅

志工園地

  記得一開始會到慈馨，是因為學校服務

學習的課程。服務前，先到慈馨認識環境，

也了解孩子的狀況。接著負責志工業務的

振杉老師詢問我，擔任伴讀志工的想法，

那時的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我可以

嗎？」，第一次在慈馨服務是陪伴院裡五

歲的小孩子。當時，我的心裡只充滿擔憂，

內心想著「天呀！這麼小的孩子，我要怎

麼跟他溝通呀？！」可是，當孩子充滿笑

容，碰碰跳跳的走進來跟我問好時，我想

…這應該沒問題了吧！

    初期，伴讀過程需要和孩子有所磨合，

孩子會有鬧情緒的時候，而我也有不知道

怎麼應付的狀況，可是相處久了，越來越

熟悉彼此，總是可以了解對方在想些什麼。

記得有一次，念故事書念到一半，我看到

孩子眼神飄移，我就問他：「你要喝水

嗎？」孩子就跟我說：「你怎麼知道我想

喝水？」。這種默契是透過一次次伴讀所

培養出來的。看著孩子一次比一次進步，

從初期的鬧脾氣，到現在能夠自動自發詢

問「老師下次我們要聽什麼故事？」看到

他滿足又期待的笑容，心裡真的是開心。

    不知不覺，在慈馨陪伴孩子的時間已經

快三年了，孩子從聽故事，到主動分享故

事；我也從一個大二的學生，到準備大學

畢業。這三年的伴讀過程中，成長的並不

是只有孩子，我也跟著他一起成長，自己

彷彿回到了天真的童年，跟孩子一起開心

的笑著。孩子！老師希望你永遠都記得這

個笑容，記得我們一起成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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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勤如老師陪伴孩子三年的時間了，每

一次都帶來特別的繪本故事書，陪伴孩子

說故事，豐富孩子的學習與視野。偶然的

機會，本家社工好奇的詢問，繪本故事書

的來源，才知道原來是勤如老師和媽媽一

起幫孩子挑選的。課程結束後，她就把繪

本送給慈馨，希望讓更多孩子能夠閱讀，

豐富學習經驗。

伴讀～

   與孩子一起成長

志工 李勤如

【性別教育專欄】

談孩子的網路交友



【緣起】

    103年3月，一位游先生來電表示：「有

位賴董事長發心做公益，要把一塊地開闢

為菜園，用自然的方式耕種，蔬果收成之

後送給有需要的團體，他請我做菜園管理

員，協助做這件事，所以我就想到把營養

健康的食材送給慈馨。」從此，每有收

成，游先生便親自運送新鮮蔬菜與孩子們

分享。

  後來，有個機緣，游先生提到讓孩子一

起到菜園體驗拔菜的樂趣。我們覺得有意

義，樂於促成此事，因此討論規劃了「田

園之樂」體驗活動。

【實作體驗】

    我們將體驗方式，納入親子共遊、親子

同作的概念，因此以「小家」為單位，安

排各小家輪流到菜園體驗拔菜、除草、摘

果…。一開始還想這群孩子們在城市待久

了，要他去菜園幹粗活兒，不知能否做得

下去？

    活動當天晴朗無比，孩子們頂著大太陽，

拿起工具試著當小農夫，但不多久，孩子

就見識到太陽是多麼地有「威力」，農作

是多麼的「不簡單」，真切地感受到「鋤

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勞了！

    我們發現孩子雖然喊熱、喊不懂農事，

但好奇、活潑的赤子之心，在觸摸田園蔬

果後，便轉換成熱情與動力了。

【田園樂】

  從師生間的交流、對話，以及孩子們的

反應，看見孩子們對「拔菜趣」的體驗。

  孩子：「老師，這菜可以拔嗎？」

  老師：「哈哈～這是草啦！不能吃的

啦！」

  孩子：「老師，這個草怎麼看起來特別

奇怪？」

  老師：「哇，這是葱！別拔錯了喔～」

有孩子拔菜拔著，忽然大叫：「老師！好

恐怖，有蜈蚣！」

  老師：「那是馬陸，你看，他身體是硬

硬的，還會捲起來喔！」

  有孩子拔著拔著累了，就選擇休息，找

起瓢蟲、菜蟲，或玩起來轉移疲累。

  有孩子拿著A菜、茄子、花椰菜……，

跟蔬果來給合照，當個開心的小農夫。

【賦歸】

  孩子出門前，有人開心，有人愁眉不展，

但經過兩小時後，踩在努力過的土地上，

每個人的心情與表情，都有了開展。或許

是吸收了大地的負離子，所以精神特別

好；或許是流汗後，有著令人滿意的採收

成果！

總務組長 李冠葦

拔菜趣體驗

拔菜前，叔叔帶著孩子認識蔬菜 阿嬤也會教我們怎麼拔菜

甩掉菜根的泥土 怎麼拔草？看我的！

看我拔的萵苣菜，好大顆喔！ 趁紅莧菜還很嫩，我們趕快採收！

我們拔了滿滿一框的菜喔！ 我們與A菜一起合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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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張國強與李月瑛夫婦不經意路過慈馨，入門一問，得知這裡有一群需要照顧和陪伴

的孩子們，遂萌生慈憫之心，自此與慈馨結下善緣。國強老師先擔任志工老師，教導孩子彈

吉他，月瑛阿姨則協辦慶生會活動；103年其女兒右昕加入，以攝影專長，為孩子們拍攝個

人及小家寫真，美麗又有特色的照片令孩子非常開心和珍惜。而孩子們與「國強叔叔、月瑛

阿姨、右昕姐姐」互動親近，宛如另類家人。

    我們所認識的張國強伉儷，為人親切、急公好義，長期關懷弱勢團體。帶著感佩之意，

立夏這天，我們特地拜訪他們，進一步了解家庭關係對他們的影響，以及為何從事公益活動，

而持續的動力為何？

    國強老師表示其父母育有四名子女，父親任職空軍長年在外，母親為了家庭，遂於眷村

開雜貨店營生。母親雖愛子女，但因工作忙碌，無法照顧周全。國強老師於少年時期，富正

義感，曾為朋友仗義而險傷人，惟當時心生一念「我若傷人觸法，母親怎麼辦？」遂住手！

之後雖在朋友中獲得「卒仔」臭名，但未曾辜負母親。國強老師自稱年輕時愛跳舞、玩音樂，

但婚後學佛聽到梵唄，覺得梵音乃音樂精髓，可得平靜能量，遂一改聽流行樂曲習慣。機緣

下，國強老師度母學佛，並一起共修談論生死大事，而其母彌留之際正念分明，往生殊勝，

此事讓國強老師學佛更為精進。月瑛阿姨則家境小康，父母慈愛、五姊妹及兩兄弟感情和樂，

子女受母親影響逐一學佛。婚後月瑛阿姨為婆婆往生事蹟所感，促使其度父學佛之決心，自

此娘家固定共修念佛，已六年矣。因夫妻兩人信仰相同，且常懷悲心，助人為樂，故布施行

善、護持道場，不遺餘力。國強老師表示，學佛前後最不一樣之處，在於能反觀及自省所為

是否合宜？

    問起夫妻公益行善之緣由，倆人皆表示是「因同理心產生行動力」！所以聽得公益基金

會及弱勢團體需要協助，便當仁不讓，如：到伊甸基金會協助做月餅，到十方啟能中心協助

餵飯及義賣。又如：女兒就學期間，協助戶外教學運作及照顧學習落後者。

    這幾年夫妻倆人所做之事頗多，而印象深刻者有三：

    其一是月瑛老師曾帶婆婆至十方啟能中心做志工服務，而婆婆看見身障孩子種種困境，

不禁感慨道：「孩子只要健康就好，不必要求成績名次啊。」

    其二是被褓母長期餵食安眠藥長大的國中生，因藥物導致腦力退化，學習亦受影響。後

來在夫妻倆人鼓舞及同學協助之下，逐漸恢復信心。在一次學習分享中，這個孩子說：「我

到今天才感受到我是有用的人！」月瑛老師聽之既心疼又感動。而對方在奮發努力下，現已

大學畢業，至今仍與國強老師一家人保持聯絡。

    其三是自女兒小學三年級起，夫妻倆便大力協助班級事務與活動，然當時於公不私，以

整體為主，反而忽略了女兒個別需求。五年級女兒從菁英班轉至一般學校，才展開快樂容顏；

思及此事，國強伉儷還有隱隱的不捨。所幸女兒國小、國中成績雖不出眾，然高中起逐漸顯

現藝術優勢及才華，並陸續領取獎學金至大學畢業。夫妻倆表示，或許是女兒個性樂觀，歷

經不一樣的受教環境，反而使其翻轉茁壯、有更多的自我成長。而我們看到的是夫妻倆注重

孩子身心發展，而不是成績分數，所以孩子即使在校遇到挫折，回家得到父母滿滿的愛，心

情也轉好了。也因為父母的良好的身教及豐厚的愛，給予女兒溫養能量，遂使其更自信、獨立。

    國強與月瑛夫婦倆人個性大不同，但因信仰相同，理念相近，且伉儷情深，所以彼此能

互相欣賞，並截長補短！國強老師說：「月瑛最大優點就是行動，不等別人動作，就先釋放

善意。她的主動關懷和熱情能感召人，而我常被她的熱忱感染，於是就以組織、辦理活動的

強項，協助月瑛一起圓滿。所以個性不是問題，能欣賞對方優點，彼此才能創造成長的機會

和空間。」而月瑛老師表示：「自己講話很直接，有時會不得體，但都是出自一番好意，所

以謝謝大家給我照顧和服務的機會！」她還說：「我喜歡跟慈馨分享各種人事物、食物和表

達關心。看見孩子們吃得開心、過得快樂、歡喜地與我擁抱、關心我的健康，就是給我最大

的回饋和動力！」

    末了，談及對慈馨孩子的勉勵，國強老師說：「孩子你們受到老師這麼多的愛，以後要

用同理之心分享出去。記得取之於社會，回饋於社會。或許老天爺給你的身世是不公平的，

但是來到慈馨是好的開始。」還有，國強老師也鼓勵青年人透過旅行，體驗不同生活，未來

如有能力可以出國，因為能把視野放寬～「你看到的會是全世界，而不是只有台灣！看待事

情的角度會更多元與正向！」月瑛阿姨則說：「不好的都會過去，希望孩子們能快樂成長！

也希望孩子們面對現實！往前看！社會資源及慈馨老師們給予那麼多愛和照顧，自己要勇敢，

要學習承擔與負責。」最後，國強老師表示：「很欣賞、也很佩服慈馨老師對孩子的那份愛，

老師們太辛苦了，期盼和祝福您們能創造圓滿的人生！」

    綜觀國強伉儷樂善好施的仁心義行，我們深信他們必能如聖人所言：「仁者壽」，也相

信「積善之家慶有餘」，宜乎其家庭代代孝慈，和樂融融。

編輯小組

樂善好施的張國強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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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慈馨家的應屆畢業生，從幼稚園到高中，計有14位。

  而本家為了慶祝他們完成階段學習，特地規畫畢業旅行，並於晚會中邀請他們談談各自的學

習與成長。這群畢業生心懷喜悅，對一路陪伴的老師及好友表達了感謝之意，對未來也表達了

不同的想法，以下節錄內容，與大家分享。

【幼稚園】

小布丁翔：在幼稚園我有很多好朋友，每天都很快樂。現在畢業了，我最開心的是，就要讀一

          年級了，耶！

【國小】

小萍：我會記得老師教我的待人處事道理，以及和同學一起的歡樂時光。雖然畢業了，大家還

      要要保持聯繫喔。

小彭：畢業了，我期待又緊張。期待的是自己可以當大哥哥了，緊張的是上國中會遇到什麼事？

      還有，我讓很多老師生氣、難過，謝謝您們都很認真用心的教我。接下來我會努力讀書

      和改過，讓自己愈來愈好。

阿胡：感謝所有老師教我做人處事的道理，升上國中我準備當一個懂事又認真的大哥哥，並學

      習阿豪哥哥模範，教導弟妹。

小恩：我才轉學一個月，和這裡的老師、同學不是很熟悉，但我謝謝大家的照顧，並祝福大家

      快樂。現在我很期待上國中，雖然有功課壓力，但我覺得國中生活會很有趣。

【國中】

阿婕：雖然捨不得離開國中朋友，但為了要學習更多的獨立能力，我會加油和努力的！

阿鈞：畢業是每個人必經的過程，期待高中能交到新的朋友，以及有新的學習。

阿傑：畢業讓我有一些難過，因為要和好友們分離，但我相信緣分會持續下去的！感謝一直關

      心我的慈馨家人們和同學們，我愛您們！

仔翔：因為畢業後我即將返家，所以這次畢業典禮和畢業旅行，我充滿期待和感謝。謝謝每位

      老師的陪伴，讓我更茁壯，讓我懂得用不同角度看世界，讓我學到反省、懂得分享與謙

      虛。我會將所有點滴回憶裝進我的人生行囊中！

阿展：我打從心裡謝謝曾幫助過我的人，您們的關心、陪伴和教導我都收到了。還有，這三年

      我學習到：「助人為快樂之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謝謝大家。

阿躍：俗語說：「活到老，學到老。」畢業了並不是可以輕鬆了，要準備迎接下一個新階段，

      而且要更加努力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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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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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長 吳碧霞

  申請物品，首要了解物品使用狀況，不讓孩子浪費。孩子如果習慣奢華，一旦遇困苦環

境，將很難渡過，希望能給孩子勤儉的觀念。如毛巾舊了未破，就拿來做抹布，平時須有

憂患意識。平常我們以身教，遇事時講道理，生活教育就是點點滴滴累積出來的。孟子云：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意即拿取和給予需要智慧，

莫傷害了廉潔操守與施恩美意，可做為大家參考。

民國78年09月15日教保會議  

  人的成就，往往由恆心、毅力來完成。如習氣改變須貫徹訓練，又如原則的堅持不輕易

動搖，而方法上可變通。我們為了解決孩子的困擾，要接受孩子，堅持原則，靈活應用方

法。

  如果關心孩子而得不到回應，這與「信任關係」有關，我們在團體中，若能坦誠相見，

不但有安全感，而且可共患難。最後以論語「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天

下之達德」來共勉。

民國79年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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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葡萄？】

大德送了一批樹葡萄，孩子們對它感到好奇。

老師便對孩子們說：「那些是樹葡萄，吃了補血，可以讓身體更健康喔！」

這時，小豬疑惑的看著老師說：「素葡萄？葡萄還有分葷的和素的嗎？」

說完，旁邊的人都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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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人的記號！】

冠葦老師看見小勳手臂黑青了，就關心他怎麼了？

小勳：「因為阿晨的手被玻璃刺進去了。」

冠葦老師聽了，百思不解地看著小勳。

小勳：「因為啊……阿晨他的手被玻璃碎片刺了，但是怎麼拔都拔不出來，他就跑去

找老師幫忙。後來，老師就把阿晨的手按住，我也幫忙壓住阿晨，然後老師使出好眼

力，用攝子一夾…。」

旁邊阿新接著說：「剛開始阿晨還邊夾邊喊叫，終於，阿晨不叫了，玻璃刺也夾了出

來！只看見阿晨全身都濕了，分不清楚是汗水還是淚水。而身旁的小勳卻頻頻喊痛，

原來……剛剛阿晨不叫的那一刻，是阿晨咬住了小勳的手臂了……！」

冠葦老師：「喔，原來黑青是小勳救人的記號啊！」

資訊管理員 王元鼎

【高中】

阿睿：高中三年，我學到美容、美髮、彩妝、整體造型…等專業知識，也學到人際互動和團隊

      合作的重要。進入大學後，我將加強專業實力，並以「造型師、新娘秘書」為努力目標。

      此外，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們，讓我學習了事情的對與錯，真的很開心，我愛您們！

兔兔：我覺得高中的成績好壞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在高中三年，要找到自己的目標，並學會

      為自己負責！

阿玲：感謝慈光和慈馨的老師們陪伴我成長，從小學、國中到高中畢業，都有您們的祝福，點

      點滴滴說不盡，您們是我最重要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