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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馨少年家園工程翦影

  時光又邁進了半年，進度也步步向前，過去這棟建築物因為「穿著」一層防

護網，使得外觀看起來很神祕，但是在揭開防護網後，終於露出美麗的紅磚外

牆。不只是外觀，內部的一些磁磚、消防設施、無障礙設施、室內裝修、室外

綠化也都一磚一瓦地建構了起來。更令人感動的是，我們終於拿到使用執照了！

感謝到目前為止，不斷護持我們的大德們，因為您們的支持，我們得以讓少年

們擁有更好的生活空間和教養品質。然而接下來是內部裝修及硬體設施設備又

將是一筆龐大的費用，讓我們繼續一起來集氣，讓少年家園能夠順利完工吧！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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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希望

董事長 郭秀銘

社工員 簡采琦

「一輩子的愛，你願意嗎？」

  去年，我以實習生的身份來到慈馨家，

在實習中，我在實踐將自己的喜歡與正在

做的事情結合，這是一個非常美妙的歷程；

那時，對我而言，愛孩子，是可以選擇有

多少愛的付出，是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方

式去愛。

  今年七月，再一次進到慈馨家，不同的

是，我的身份由實習生轉變為慈馨家的員

工，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我想便是「

責任的愛」。在面試時督導曾經問我「一

輩子的愛，你願意嗎？」我問了自己三遍，

我說：「我能理解一輩子的愛，我願意做

到」。

  這段對話，開啟了從學校實習生到正式

員工的不同，愛不再是選擇、被動，而是

開始練習當一位「家人」，不管我們之間

是否有存在血緣關係，我願意讓愛的付出

變成我生命的責任，這份責任，並非只談

我對你好、我疼你、我保護你生命無憂無

慮，而是，能夠在你犯錯時，我會堅持界

限並提醒你；當你處於自認為人生的低谷

時，我願意用我的力量，陪伴你一起往上

走；當你又回到低谷時，我還是...在你

身邊；當你走進生命的壯闊，我願是你最

美的風景，成就你一生。即使，你因為在

學校不愉快，帶著情緒回家，宣洩在與你

互動的人事物上；即使，我們尚未建立信

任關係，你還在試探界限與保持距離；即

使，你覺得我們是完全對不到焦的兩個個

體，但，我依然都在。

  然而，這份「責任的愛」，必須從學習

而來，從我的原生家庭、從慈馨家每一位

老師、孩子身上學習，從每一位願意來到

慈馨家付出的人身上學習而來，「責任的

愛」中，更有助人者的專業，學習看見孩

子的內在狀態；學習對話中，保留停頓的

空間，讓孩子表達；學習看懂孩子的情緒

反應；學習理解孩子的行為與動機；學習

同理；學習生活教養的堅持；學習理解兒

童與青少年不同的身體、心理及社會狀態，

並練習與他們同在。

  如今，我已是正式員工，若是，再問我

一次「一輩子的愛，你做得到嗎？」我會

說：「我不確定，我一輩子都在這裡，但

是，不管在與不在，我的愛都在。」

帶著愛，與你同「馨」

心 的 刻 痕

  歷經八百多個日子，慈馨少年家園終於在歲末取得使用執照，逮後續內部

裝修工程完成後，慈馨少年家園與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即可申請立案，為無

依少年及社區之兒少與家庭提供服務。在經濟不景氣、許多人被迫放無薪假

的時候，少年家園的興建，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和挑戰。無限感恩台中市

佛教蓮社與諸蓮友的慈悲護持，以及諸位社會善心企業與大德的愛心贊助，

讓工程可以持續的進行；也由衷感謝建銘營造公司劉俊弘總經理及其團隊的

情義相挺，願意讓我們延遲付款，用心的把工程施作完成。

  囿於法令的修訂，即使近在咫尺，慈馨少年家園卻必須另外立案。雖然由

一個家衍生成為兩個家，精神與教養理念是一貫的；少年家園仍然採取家庭

經營的服務模式，只是少年們需有更多的自律與自我管理，也需要有更多自

立生活的練習。期待這些孩子，在少年家園良好的環境下，體驗與學習自立

生活的意義與技能，在未來進入社會時，能夠展現其獨立自主能力，發揮所

長，回饋社會與回報各位大德的愛！

  展望未來，陪伴孩子成長的路仍然漫長，會有很多的挑戰，卻也充滿著機

會與希望。我們的創辦人  雪公老師曾說：「既發大願，不怕困難，困難愈

多，功德愈大。」願與諸位大德和慈馨的夥伴們共勉！

    新的一年，祝福各位大德闔家

吉祥如意

光壽無量

                                                     郭秀銘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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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心輔 實習生

  「夏之旅」是每年暑假，家裡重要的活

動之一，全家人共同出遊。在102年開始，

我們統整並運用「優勢」、「賦權」、「

獨立自主」三項觀點，透過情境式的體驗

較育，豐富孩子們在活動中的學習，達到

寓教於樂的意義。

  除此之外，透過本家暑期實習生，擔任

小天使的角色，設計各景點的闖關任務及

關卡，在挑戰及趣味性十足的題目裡，增

加孩子們旅遊學習的深度。而每一年的小

天使們，也在活動過程中，體現「用生命

陪伴生命的歷程」。今年，旅程來到了充

滿歷史氣息的台南古都，接下來，讓我們

一起來見證這場，充滿學習的古都之旅吧！

相信～看見愈挫愈勇的勇氣           

（朝陽科技大學 社工實習生 江敏）

  籌備已久的台南夏之旅，終於出發啦！

出發日一早就感受到孩子們雀躍的心情。

但是旅行的一開始，就面臨了許多的挑戰，

像是交通不便、天氣炎熱、登革熱疫情等，

但這些困難都不足以影響孩子們的興致。

來到陌生的城市，孩子們要學習獨立面對

各種狀況和解決問題。在過程中，看見孩

子們即使遇見危機、困難、衝突、凝聚力

不足，他們都願意想辦法一一克服與解決，

也觀察到他們的改變與調整，發現他們成

長了，讓我覺得很感動。

  這三天和孩子相處下來，我覺得自己跟

孩子的情感關係更靠近與貼近他們，有時

候他們無意中的貼心舉動，讓我覺得很窩

心，像是主動幫我拿東西、吃飯的時候請

我先用等。真的很開心可以跟孩子們一同

經歷夏之旅，除此之外，我也學到一件重

要的事—相信，相信孩子有獨立面對困難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管處理的狀況如何，

我們都要相信並放手讓孩子去學習，雖然

過程中孩子會遇到挑戰與挫折，但人說：

「打斷手骨顛倒勇」，人生中難免會受到

挫折，在遭遇困難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

有重新站起來的勇氣。

旅行～貼近關係的旅程                 

（靜宜大學社工實習生 王英洳）

  為了今年的夏之旅，社工老師與我們經

歷兩個月的時間討論、修改、籌劃，終於

促成這趟旅行。我們實習生分別擔任各組

的小天使，陪伴孩子一起經歷旅行中的闖

關活動，我其實有些不安，因為跟小組的

孩子都不算熟悉，但是一進到小組裡，旅

行中的開心氣氛反而讓我的不安感消失了，

且更享受於其中。

  我陪伴的小組一開始遇到許多的狀況，

先是有孩子掉錢、行李不見，後來是小組

成員因為搭乘公車和客運，硬是被拆散成

三小組等等，但是我總相信孩子們可以解

決問題，到了第二、三天，確實看見小組

變得團結許多，不僅會一起留意集合時間，

在闖關的時候，大家也會分頭尋找答案，

此外，我也感受到孩子們的貼心，在用餐

時先幫忙老師倒飲料、替老師夾菜等。

  為了讓這三天的旅行更順暢，老師們和

我們小天使每天都開會到很晚，雖然會覺

得疲憊，卻讓我和實習夥伴間的友情更濃

厚，也與孩子的距離更靠近，看到孩子們

能從中獲得的學習與成長，便是我往前的

動力。

放手～也是一種學習                 

（玄奘大學社工實習生 董秀瑩）

  夏之旅三天和孩子們一起東奔西跑，雖

然很累，但是看到孩子們很認真地完成我

們用心設計的活動關卡，讓我感覺到事前

籌劃夏之旅的辛苦很值得。

  旅行的過程中，當孩子們遇到困難時，

身為小天使的我，當下會很想要出手幫忙，

但是又覺得介入幫忙好像是剝奪孩子們學

習的機會，所以便一路跟著孩子的決定走，

也告訴自己，我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地相

信孩子。果然，在小組孩子、老師的相互

陪伴及加油打氣之下，即使途中孩子們遇

到挫折，也有過想放棄的念頭，但依然堅

持完成闖關到最後，讓我很替他們感到開

心。

  在夏之旅三天的旅程中，我也在學習，

學習「放手」，因為在家中排行老大，總

是習慣性地擔起一些我認為大姐該擔負的

責任，所以在與孩子相處的時候，也特別

容易為孩子擔心、顧慮很多事情。這次的

夏之旅，讓我的生命有很不一樣的看見與

學習。

  最後，很謝謝慈馨家讓我有這個機會參

與設計今年的夏之旅活動，讓我學習到互

助合作及永不放棄的精神。

這一趟在台南「夏之旅」的青春記事

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06~ ~07~

  我會珍惜如同夏之旅這般，一種新的旅

行方式，以及珍惜我在台南古早味中新增

的這些味道。

  這趟充滿人文氣息的臺南夏之旅，不論

是師長或孩子們，都在古蹟巡禮中探索歷

史的脈絡，也從「放手」中學習面對挑戰

的勇敢：在挫折中經驗相互扶持的精神，

從困難裡，展現不放棄的生命態度。

重要的是態度，而非分數               

（東海大學社工實習生 陳禹晴）

  在夏之旅三天中，我對自己被賦予小天

使的角色有些期許，希望能讓孩子們在探

索古蹟時有更多的學習，幫忙小組裡的孩

子們養成團隊合作的默契，也希望自己就

像他們的一份子，和他們一起在台南冒險。

  三天裡，我和孩子們越來越貼近，在晚

上開會時忘記自己是小天使，只想要替自

己的組別爭取分數，恨不得把自己整天跟

著孩子所看到的一切都跟大家分享，告訴

老師他們有多認真、努力；也因為這樣，

自己對名次和分數有一些得失心。但是旅

程結束的時候，我有了不一樣的想法，這

三天的古都探索之旅，雖然很累，每天都

沒辦法好好睡，但卻很快樂；因為看到孩

子們在旅途中的放鬆，讓我了解遊戲與生

活一樣，重要的是態度，而非分數，有時

候要慢下自己的步調，才能看見不一樣的

風景。

台南「新」的古早味                

（國立東華大學心輔實習生 祝硯滴）

  之前就到過台南，幾次下來最令我留念

的就是它的古早味，有食物的味道、人的

味道、生活的味道；而這一次，透過參與

夏之旅，我又經驗到新的老味道：一個是

「青春的味道」，另一個則是「人的味

道」。

   青春的味道-青春就是，在生命的小插

曲裡，勇往直前。

  從慈馨家出發，一早便有孩子丟掉錢、

忘記行李及任務袋、丟掉車票等等，更讓

我直接感受到夏之旅原來這麼刺激！也想

著孩子們趁著年輕有這樣的經驗很棒，可

以在有家人支持的安全環境下，鍛鍊自己

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好的經驗中增強對自

己的信心，讓自己更勇敢地面對獨立的生

活。

  三天闖關裡，孩子們都很勇敢和帥氣，

開口問一位路人沒有得到答案，就繼續問

下一位，沒有遲疑或放棄，即使有時候很

難開口，但也願意去嘗試，當然過程中孩

子們也會有摩擦和矛盾，遇到了就停下來

先把它們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就帶著

它們一起前進，找到適當的機會在溝通清

楚。

  人情味：人與人最可貴的是，我自全力

以赴，道義不可棄。

  我看見各小組都非常努力地闖關，同時

也看見孩子們非常大方、毫不吝嗇地和其

他小組分享與答案有關的訊息，又或者在

時間緊迫的時刻，仍然願意相互等待、相

互謙讓，彼此以支持代替責備，這些都讓

我自歎不如，或許是因為從小喜歡閱讀武

俠小說，看見這樣的義氣都讓我格外感動，

也讓我對於夏之旅從準備到成果發表過程

中所有的不易，都甘之如飴。

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小天使們努力的討論與創造，希望帶來豐富的學習 設計追夢手冊、任務本等相關資料，在學習的地圖

上，拓展生命經驗

透過事先的探路，確定交通路線，了解各景

點的交通狀況

安排的景點及設計的關卡，都要事先確認

過，才能夠豐富孩子們的學習



邀請是關係連結的開始

  「慈馨家老師向我邀稿，我可以寫我們

在一起的故事，你覺得呢？」滿懷誠摯提

出我的邀請，只是一個簡單的邀請，沒有

預設。

  「可以。」他很爽朗地答應我的邀請，

沉浸在應允的喜悅中，心裡有個聲音響起：

「我不希望寫出的故事是由我決定，因為

故事和對話的主角不只是我，你也是故事

擁有者之一。」

  於是，接著問：「我可以寫些什麼呢？

你希望哪些故事可以讓其他人知道？」

  他依然坦率回答：「都好。」

  「謝謝你給我那麼大的自由空間！你會

想給故事的主角取什麼名字呢？」我問。

  他說：「十把刀。」我好奇十把刀名字

的由來，了解到那只是個單純的想法，與

之前火紅一時的九把刀沒有關聯。

  在離開遊療室前，他笑著說要把十把刀

變成「不是刀」，只因好玩有趣；這是我

認識到他的特點之一～把生活和事物變有

趣，有時會很正經開玩笑，有時會搞笑～

這是在慢慢相處的關係裡發現到的寶物。

能做的是～給出機會和等待回應

  開啟遊療室的門，我彷彿踏入叢林探險，

稀奇、驚喜、挑戰、刺激和新經驗等著我

發現，我得小心翼翼前進，睜亮我的眼睛、

豎起我的耳朵、發動我的心，真怕一不小

心閃神錯失與不是刀好好細細探險的機會。

  象棋是不是刀的專長之一，每次一踩上

象棋的楚河漢界戰場時，不是刀的眼神變

得銳利專注、腦袋靈活運轉著、散發出沉

著穩定氣息。我知道「贏」是他的目標，

我為難著，也猶豫思考是否要以此為目標

時，他宣告不能毀棋和要認真兩大原則，

我得和他全力以赴。

  有次不是刀正低頭判斷情勢時，突然抬

頭定神問我：「你確定要這樣走？」

  「是，不會後悔。」我帶著氣魄回應；

即使我方被殺得潰不成軍，不斷被「將軍」

威脅，能堅持原則戰到片甲不留是「信任」

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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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樹 之 歌 小 樹 之 歌

  首次與他交戰前，他胸有成竹說：「有

老師從來沒有贏過我」，他的實力宣言讓

我退怯三分，心裡狐疑著「你果真如你所

說那麼強嗎？你是幫我打預防針嗎？我需

要有心理準備嗎？」一來一往的交戰讓我

見識到他所言的實力，打破了「大人需要

讓小孩，因為大人大多比小孩更有能力」

的信念，我輸得心服口服。有時我的贏能

激起他更多的戰鬥意志和挑戰，一場的輸

化身成另一個自我展現的舞台，因為他彰

顯出勇於面對和不放棄的決心。

  「是真的嗎？」「我可以相信你嗎？」

「沒有騙人吧？」「你真的相信我嗎？」

在數次一起的遊戲和對話裡，我經常聽到

這類的懷疑，明白知道「相信人」和「被

相信」對不是刀是不容易的。那天是陰天，

不是刀進入遊療室後，轉身關門時他冷不

防地關燈，他說：「今天夠不夠暗？」我

們站在門邊望向微微透著光的窗簾凝視一

會兒，「好像夠黑耶！」他興奮地斷定，

那陣子他總是等待不好的天氣來臨，因為

探險遊戲是愈黑暗愈是刺激。摸黑的探險

充滿不確定和危險，可能一不小心踩到地

上不知是什麼的機關，或是撞到桌角或櫃

角。在討論探險的遊戲規則時，我特別強

調安全性，因不是刀無懼高度和受傷；他

要我放心他會讓自己完好如初，而他的確

做到了。

  在關係探險旅程中，不可預期的情境下，

不是刀會拋出各式信任考題，我得承受得

起被質疑和測試，唯有通過考驗才能在一

起前進探索。我秉持做到「我可以讓你相

信」和「你是值得信任的」信念，面對這

聰明的主考官，我會仔細檢視自己是否言

行一致，做到我所說的；我也會反覆和主

考官核對，他的回應帶給我對關係的反思。

有時我會變身成大廚，需要在多樣的「信

任大餐」中讓他自由點選，直到他找到喜

歡的菜餚，也願意再次光臨點餐，而他的

回饋也讓信任大餐能不斷推陳出新。

  即使現在有時玩競賽遊戲時，不是刀會

故意說些不是真實的狀況，在相信和信任

中他會笑著坦白，那種鬧是好玩且無傷大

雅的，因為他不再計較誰贏誰輸，他也清

楚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而我也看見了。

關係探險之旅

諮商心理師 謝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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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天吃晚飯時，就讀小六的小玉

困擾地對媽媽說著：「班上有兩位男

同學大山和小野很討厭，常常竊竊私

語地笑著討論我和其他女同學的內衣

顏色，有時候走路經過他們的身邊，

還會故意觸碰我的屁股，我真的很不

喜歡身體被摸到的感覺，但又拿他們

沒轍」...』

    上面這段涉及性騷擾議題的故事，可能

發生在你我孩子的生活當中，身為孩子家

長的您，若聽到孩子如此地表達後，您會

如何幫忙孩子呢？

法律小常識－性騷擾：

◎ 根據《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

的定義指性侵害犯罪以外，透過展示

或傳送具有性意味、性歧視的文字、

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以

帶有歧視、侮辱的言語及行為舉動，

造成對方有恐懼不安、敵意或遭冒犯

等不舒服的感受，影響對方的學習、

工作狀態和正常生活。

◎ 性騷擾常見的樣態

1. 語言騷擾：

※ 嘲笑性別特質，例如：男人婆、娘

      娘腔。

※ 評論身材、長相並給予不適當的綽

      號，例如：大奶媽、乳牛、洗衣板。

※ 評論性傾向，例如：搞gay、蕾絲

      邊。

※ 帶有性的言語或玩笑，例如：「你

      今天穿得好辣」、「阿魯巴」。

2. 非語言騷擾：用曖昧的眼神打量身

體、傳遞或張貼色情海報及書籍、對

他人吹口哨或發出有色情意味的聲音。

家長/老師可以這樣做：

1.建立孩子的身體自主權意識

  每個人的身體都是自己的寶貝，要懂得

去重視和珍惜身體的感受。當他人因為言

語上的開玩笑或是觸碰身體的任何部位，

而讓我們感到不舒服時，我們有權力表達

不喜歡的感受、表達拒絕的聲音，讓對方

知道這些舉動是對我們身體的不尊重，而

非開個玩笑而已。

  小玉：班上有一位男同學，常常在

聊天的時候，會邊聊天就邊靠近我，

有時還會故意碰觸到我的肩膀，我真

的很不喜歡這種感覺，也會因為這樣

被嚇到，害我現在都不太敢和他聊

天…。

  媽媽：小玉，身體是我們每個人自

己的寶貝，沒有人可以沒經過你的同

意，就隨便碰觸你的身體，而且每個

人的身體都很珍貴，所以你要保護你

的身體，也要讓別人學會尊重你的身

體。如果是我，我會跟這位男同學

說：「我喜歡跟你聊天，但是我不喜

歡你會靠我很近、甚至有時候會碰到

我的肩膀。請你尊重我，我們可以保

持一個舒適的距離聊天，這樣聊起天

來我也會比較自在。」

2.釐清孩子對於性騷擾相關法律之概念

  引導孩子理解何謂性騷擾，透過生活中

的舉例，讓孩子知道：性騷擾，就是本質

跟性或是性別有關，而且讓人感覺到不舒

服的行為。例如因為好玩去掀別人的裙子，

讓對方受到驚嚇、取笑別人或說黃色笑話，

而讓對方感覺不舒服等。此外，可善用時

事新聞作為教材，和孩子討論性騷擾行為

之嚴重性與法律後果。

  大山和小野：我們又沒有對女生怎

樣，只是覺得看到她們生氣的樣子很

好玩，所以才會常常摸她們一下，而

且只是好奇和討論她們身上穿的內衣，

也沒有犯法。

  老師：老師相信你們是覺得好玩、

好奇，不過有沒有發現，你們的行為

已經讓別人感覺不舒服、不被尊重，

甚至是有被侵犯的感覺？當別人感覺

不舒服，這就已經是性騷擾，而不是

開個玩笑而已。若是別人要追究下去，

性騷擾行為是需要接受法律懲處的。

所以，記得這教訓，等會去好好道歉，

並且要認真調整你們這些行為。

3.拓展孩子的同理心

  許多時候，孩子容易因為覺得好玩、有

趣，便對別人做出帶有性別意味的嘲笑、

貶低、開玩笑等性騷擾行為，未能同理他

人被如此對待的感受，可能會害怕、不知

所措及不舒服。在生活中，家長/老師可

以試著引導孩子換一個角度，站在他人的

立場思考和感受，例如詢問孩子：「如果

今天同學對你開這樣的玩笑，你覺得很不

喜歡、一點都不好玩，但是同學還是一直

開玩笑，你的心情怎麼樣？你會怎麼想？」

讓孩子知道，生活中可以有些幽默好玩，

但同時更要學會尊重別人，當別人已經表

達不喜歡時，就需要停止玩笑。

是玩笑？還是「性騷擾」？

諮商心理師 賴憶鋅

。性。別。教。育。專。欄。 。性。別。教。育。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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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一件事
國一 十把刀

    每一個人都有遇過開心或不舒服的事情，

這些事情有的後來成為難忘的回憶。

    國小的時候，我最喜歡的運動是騎腳踏

車，為什麼我很喜歡這個運動呢？記得剛

開始我是看到我最好的朋友騎著他的腳踏

車，讓我好心動。有一天，我對好朋友說：

「你那一台腳踏車可不可以借我騎二十分

鐘。」他說：「好。」那是我第一次騎腳

踏車，所以我請朋友教我，不久之後，我

也學會騎車了，我越騎越開心，於是我連

續借了3次，因為我真的好喜歡騎腳踏車。

    第三次騎車後，同學對我說：「你這麼

喜歡騎腳踏車，為什麼你不跟爸爸媽媽講

一聲，請他們幫你買一台腳踏車來騎就好

了。」他說的這句話很有道理，但是我卻

不知道怎麼跟家裡講。之後我想再騎車，

但是同學好像不願意再借我了。幾天後，

我向我最好的朋友道歉，我告訴他：「我

回家好好的想過，我一直向你借腳踏車，

真不好意思，我想好好的向你道歉。」後

來，我鼓起勇氣向小家老師說我想買腳踏

車，討論之後小家老師也答應了，於是，

我們就去腳踏車店買我最喜歡的腳踏車。

從此，只要我有空，就會騎著我的車到處

運動，這讓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從借車到買車這件事，我看見了同學和

小家老師的不同反應，我的心得是：「不

要一直向朋友借東西，以免朋友生氣，或

是以後不借你東西。如果自己有需求的話，

記得要向大人（小家老師）開口，然後一

起討論怎麼處理。」「我還要謝謝同學和

小家老師，因為這件事，讓我擁有了腳踏

車！」所以，「腳踏車」就這樣變成了我

國小難忘的回憶了。

感謝您
國三 Janny

  感謝，無處不在，我愛我身邊所有關心

我，給予我愛的人。這對於我來說很重要，

感謝您懂得我的想法，感謝您在我最需要

的時候給我肩膀去依靠。

  每次我心情不好時，她都會來關心我今

天發生什麼事了？因為我信任她，就把事

情告訴她，然後她會關心我、鼓勵我或安

慰我，給我一些處理的方法和建議。當我

生氣的時候，她也會教我怎麼控制好自己

的情緒。她有次問我：「如果有一天我和

妳起衝突，妳會用好的態度來和我好好溝

通嗎？」我告訴她：「一定會用好的方式，

跟她好好溝通。」

  某天，她安慰我，告訴我：「只要你有

什麼事情，我都會在妳身邊陪妳！」您知

道嗎？您的這句話多麼讓我感動啊！您說

您也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但您選擇用樂

觀開朗的方法面對了。

  媽媽，是您讓我懂得如何去清除煩惱，

懂得如何去接受別人對我的觀感，更讓我

學會了感謝！媽媽，謝謝您，謝謝您安慰

我，謝謝您願意走進我的生命，扮演媽媽

的角色，您是我最親近的人，有您的陪伴，

生命變得更精采美好！

 

  註：作者表示「媽媽」，泛指慈馨家

      的生輔老師們。

淚
國三 Jen

  淚是情緒留下的痕跡，它是心痛不甘的，

是戰場上失利的表態。

  當球落到界外時的那瞬間，比賽結束了，

對手歡呼了，我也心碎了。強忍著滿腹的

淚水，在和裁判以及對手握手完後，我三

步併作兩步地離開球場，只因那即將奪眶

而淚水就要潰堤。我不甘心、我不滿、我

憤恨，這些錯縱複雜的情緒，交織成了淚

水，搭配著抽咽聲，逐漸從心裡奔洩而出。

  我知道，淚不代表懦弱，那像傾盆大雨

的淚滴，雖碎了滿地，但也讓我的心情清

晰了起來。古云：「勝固欣然，敗亦可

喜。」失敗並不丟臉，無需氣餒，重要的

是記取經驗，使自己更加堅強，在下次的

比賽再展雄姿。

童年、現在、未來
高三 AIIen

飛呀！飛呀！

順著風的紙飛機，遨遊天空，

無憂無慮，這是童年！

動啊！動啊！

手指敲打著鍵盤，解讀資訊，

無窮學習，這是現在！

走吧！走吧！

用熱情環遊世界，關懷所有，

自由自在，這是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