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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生命的困難

  邀請國際口足畫家-楊恩典姊姊，來家裡和孩子們分享「跨越困難的能力」。開啟

了生命故事分享講座的序曲。同樣在育幼院長大的恩典姊姊，從小就沒有了雙手，她

的生命充滿了挑戰與困難，但也充滿了許多堅毅與不放棄的精神。透過恩典姊姊的分

享，家裡的孩子也學習不放棄的生命態度。

  除了恩典姐姐的生命故事分享外，家裡的老師每個月也和孩子們說說自己的生命故

事，讓孩子對於生命有不同的靠近。有老師說著：「生命堅持的力量，來自勇氣與毅

力」；有老師說，人的這一生走過，再回頭去看「你會發現，你不是一個人走，而是

有愛的陪伴」；也有老師分享到自己轉換過幾個工作的歷程，「人生有許多的選擇，

踏實的走過每一步，為自己所做的選擇負責」；也有老師分享到，自己如何在挫折中

學習「成長不會一次到位，就像爬樓梯一樣，慢慢的進步」。跨越，生命的困難，生

命故事系列講座持續的進行著，體現著用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

體驗走鋼索，跨越害怕 團隊合作，體驗爬樹 活動結束，寫下學習心得

活 動 花 絮

    第一天挑戰在3米5高的空中繩索上行走，有孩子緊張到哭了，底下的成員不斷的

為他加油打氣。有孩子說：「站在上面的時候，腳一直發抖，但是我告訴自己，我是

安全的，最後終於走完了。」第二天挑戰更高難度-繩索攀樹，孩子們的目標是運用

前一天所學的繩結技能，並發揮團隊分工合作的力量，讓每位團員都能安全爬上樹。

兩天的體驗，為孩子們帶來深刻的生命經驗，原來，勇敢，不是不害怕、不哭泣；而

是在害怕時可以帶著害怕再往前一步、哭泣時可以擦擦眼淚再堅持一次。

孩子們認真的聽著恩典姊姊分享 大家一起留下合影見證，為生命共同努力

口足畫家～楊恩典

    她出生於1974年3月5日，出生時因無雙臂且胸腔嚴重變形，被棄置於高雄市岡山區的市

場肉攤上；發現者救起後送往六龜育幼院，院長楊煦夫婦予以收養，並認為她沒有手是上

帝的恩典，故取名「楊恩典」。

    1976年，蔣經國總統巡視六龜育幼院，鼓勵當時3歲的楊恩典「以腳代手」。國中畢業

後，楊恩典向楊鄂西國畫老師拜師學藝。1997年9月，楊恩典就讀旗美商工補校，每天晚

上由老師或同學載她上學。2000年6月16日，楊恩典從旗美商工補校畢業，並在畢業典禮

獲頒「特別獎」。此外，1998年楊恩典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推選為「第一屆華人熱愛生

命」獎章得主；2007年楊恩典獲選為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

    從一個被丟在豬肉攤上的無臂棄嬰，到成為口足畫家，在生命中，楊恩典不斷的由痛苦

中體驗愛，每一步腳印，都讓她走向更多的奇遇。透過有缺陷的身體，她見證了充滿溫暖

與愛的世界。

    目前楊恩典專事於作畫，並於國內外各教會、學校演講，將其個人成長之心路歷程與青

少年朋友分享。

註：資料來源：節錄＜那雙看不見的手＞一書。



承先啟後慶佛誕，繼往開來報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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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馨家人們齊唱三寶歌

節 慶 活 動

【緣起】

  相傳距今三千多年前，悉達多太子誕生

在印度的藍毘尼園，誕生之時即可步行，

徐行七步，步步蓮花，行畢，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做獅子吼：「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三界皆苦，吾當安之。」是時天鼓

齊鳴，天降曼陀羅華，更有龍王自虛空注

下溫涼雙泉，灌沐太子金身；今浴佛習俗

即由此而來。

【憶昔】

  往昔，我們曾在慈光育幼院，舉辦佛誕

節活動，當時老師與孩子們手執蠟燭，向

佛陀誠心致意。在暖暖的燭光流動中，浴

佛的甘露注入在場一個又一個的生命裡，

大家共同感受專注與單純的喜悅。

【傳承】

  今年，我們思惟著是怎樣的緣分，大家

才有機會像家人們一起生活與成長？也思

惟著是何種因緣，成就慈馨家的一切？於

是，藉由佛誕節，我們帶領著孩子一起感

恩彼此所結下的緣份，也感謝從慈光到慈

馨，一路走來，眾人的善緣和合與付出。

因此，慈馨家的師長們，著手規劃這個有

意義的佛誕節～浴佛活動。

【用心創意的規劃】

  活動前，我們召開多次會議，透過溝通

與討論，我們思維如何創造讓孩子一起參

與的機會，例如：邀請孩子支援現場的錄

影、帶領大家唱誦浴佛偈、師生一同演戲、

擔任禮生…等。並備好資料影片，用心宣

導與誠心邀請；令我們欣喜與備感肯定是，

孩子們報名踴躍，且排練戲劇時創意無窮，

在意度和投入度高，各自有著責任感和榮

譽感。

【溫馨莊嚴的活動】

  終於來到五月十四日，在家人們齊聲唱

誦三寶歌及浴佛曲中拉開活動序幕，此次

活動內容有別出新裁的「悉達多成道記」

戲劇表演，莊嚴又收攝人心的浴佛儀式，

充滿祝福的切蛋糕節目、以及飲用感恩的

甘露水，每一個環節都經過極為巧思的安

排，讓孩子及同仁在浴佛活動中皆獲得歡

喜及祝福。

【參與情景】

  活動過程，孩子們熱情與專注，因此現

場呈現出活潑卻又溫馨的氛圍。在「悉達

多成道記」的戲劇中，孩子們扮演著天魔、

路人、樹木、修行者，每位孩子都十分投

入，精彩的劇情與生動的演出，博得全場

的笑聲與熱烈的掌聲。

【浴佛之意】

  戲劇尾聲，主持人緩緩帶領出浴佛情境，

藉此喚起大家恭敬的菩提心。

  浴佛過程頗為莊嚴，每個人到佛前，先

供上親手做的紙蓮花，然後專注且真誠的

恭沐佛身。我們引導孩子，浴佛真正用意

是洗淨我們染滿塵垢的身心，當塵垢淨除，

真如本性自然顯現。此時大家齊聲輪唱浴

佛偈，莊嚴又純淨的歌聲，增強了恭敬之

心，也加入了更多的感動。

【分享、感恩】

  完成浴佛儀式者，再親自抽取一張祝福

卡（祝福卡為本家特別設計，內容皆以正

向勉勵及鼓舞之語為主，備有多種款式）。

當大家觀看自己抽到的祝福卡，每個人都

赫然發現手中這張卡真是奇妙，卡片文字

一方面能微妙點出目前遇到的困境與挑戰，

另一方面則是對應地給予解決策略與支持

力量！因此，孩子們對此卡莫不稱奇與珍

惜。

  最後，我們唱著生日版的「光壽無量

歌」，由慈馨家的董事長及家主任攜手共

同切下蛋糕，為佛陀辦了一場現代的慶生

儀式，並將整場晚會的功德迴向給釋迦牟

尼佛，謝謝佛陀帶給我們的這些能量與智

慧。

【繼往、開來】

  今年浴佛活動，傳承了慈光的溫暖與感

動，開啟了慈馨家人心中感恩佛陀的種子，

並在因緣具足之下，得到眾人的幫助，讓

孩子們獲得了不一樣的引導，促成了佛誕

盛會的圓滿！

  活動過後數日，仍可聽得孩子們唱頌著

浴佛偈，或回憶著當日情景，述說著當天

的種種感受，我們相信這薰習的美好，已

漸漸落入孩子們的心田！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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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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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們
一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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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孩子們參與戲劇演出，十分投入

擔任禮生的孩子，恭敬擺放著供養的

蓮花

透過浴佛同時也洗滌自己

的身心

慶祝佛誕～董事長及家主任一起切下

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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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陪伴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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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最辛苦，因為我必須在對的時間

扮演好，朋友跟老師的兩個角色。有時被

挑釁，我要控制情緒；有時她跟另一個小

朋友吵架，我要選擇介入或不介入；有時

她下定決心耍脾氣，我要不要賭氣回去，

好多好多讓我措手不及的事情，我從來沒

有準備好，但我知道我的一舉一動會成為

她對我的評價，我必須很小心地下每一步

棋，因為我好勝，我不只想贏得她的信任，

我還要她喜歡我。

  關於「上課」，有好多只屬於我們的準

則。我回想當我是個孩子時，大人怎麼樣

的行為會被我當作疼愛，吃糖糖、稱讚、

微笑、肌膚接觸…。而那些其實是愛的行

為的責罵、憤怒、處罰，作為小孩的我不

懂，完全不懂，卻把他們歸類為討厭。所

以，我給她很多愛，我們玩找糖果的尋寶

遊戲，我常常笑，我會主動說「給我抱

抱」；當她無理取鬧時，我會讓她知道，

此時我會嚴肅的說話，面無表情，不大吼，

不威脅，但不因為她表現不好就大驚小怪。

我以孩提時期的我做為借鏡，給這個孩子

我以前不敢向外要求的關愛。

  我非常謹慎處理「言語」，我說「棒」、

「努力」，絕對不說「乖」、「聰明」，

因為我覺得每個孩子生來這個世上，不是

要給大人覺得乖的，而是努力活出屬於自

己的色彩～可以很叛逆但很善良，可以很

溫吞但很細心。大人總自以為小孩聽不懂

他們說的話，明明小孩在旁邊卻當作不存

在，口沫橫飛大談這個「人」的行為，因

此小孩便活在大人的評價跟眼光裡。我討

厭自己是這麼被對待的，也盡量不這麼做，

這是我對待人的原則。

  她說，「聽話」、「聰明」的孩子是「

好孩子」，而她認為自己有時不聽話，所

以是「壞孩子」。我不歸類她，我希望她

因為是「自己」，而非因為她是「好孩子」

而有自信。聽話的孩子是被大人塑形出來

的空殼，這樣的小孩一生的色彩早就被扼

殺光了。

  對她，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感到特別沮喪，

而且近乎放棄，因為我不管怎麼對她好，

她的態度都極度惡劣。我很幸運熬過那段

時間。我後來理解這份沮喪其實源自於我

的功利主義，我覺得付出就要看見回報，

但她是孩子，沒必要照我的期待改變或成

長，她應該以她自己的步調，快樂開心地

長大就好。於是，我得到最寶貴的體悟：

「不要期待孩子會因為自己的付出，就變

成你期待的樣子！這也是當課輔老師最核

心的態度。」

  在課輔志工中，有一位課輔老師令我印

象深刻，她說這學期她陪伴的孩子，很像

自己小時候的樣子。因為自己的成長經驗，

所以很能夠貼近孩子，也願意用更多的方

式並盡最大的努力和慈馨的老師討論，找

到屬於她與孩子共同學習的方法。

  這個孩子是幼兒園大班的女生，她的生

命故事裡，對人與環境有著極大的不安全

感，在心底深深的覺得自己是個不好的孩

子，也不覺得真的有大人是愛她、關心她

的。所以，常常用許多負向語言或行為來

測試，看看大人是不是真的愛她。

  所以，課輔老師花了許多力氣與方法，

希望能夠重新翻轉孩子的學習經驗。但是，

孩子不信任的負向學習態度，卻常常給予

打擊。課輔老師曾一度挫折到想放棄，甚

至懷疑自己是不是能夠勝任這角色，但想

到對孩子的承諾，且不願意成為孩子生命

經驗裡，再度拋棄她的大人，於是又繼續

迎接挑戰，陪伴孩子一同在慈馨家裡，成

長。

  現在，就讓我們一同來見證，中興大學

外文系，王嘉嘉老師。用生命陪伴生命共

同成長的故事。

  來慈馨，並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次次

的約定。

  勾選服務學習課程的當下，我並不曉得

我會在這裡學到什麼，甚至可以說我沒有

這份期待，但透過與孩子的相遇，我學到

很多很多。

  由於我們非常相似，看著她有時像看著

一部分的自己，過去的、現在的、還有存

在於現在的過去的我，所以我覺得我能理

解她，理解她行為後面的訊息，理解她眼

中的大人。她有不凡的洞察力跟移情力，

所以她可能不懂大人這句話的意思，卻感

受到對方的不友善、不耐煩、不喜歡，尤

其剛認識她時，這個孩子總是在試探我的

底線，企圖讓我抓狂，我每次都告訴自己：

「一旦她認定妳是個會爆發、會傷害她、

吼她的可怕大人，妳就永遠出局了。」同時

我又不能凡事依著她，由於我是「老師」，

我必須教她正確的事（「正確」其實需要

再思考，往往我在指正她的行為時，自己

心中不認同被社會遵循的那些規範跟教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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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瑀棻老師是第二學期擔任本家課輔志

工，這一次陪伴國小的男生，這個孩子因

為有學習上的困難，常常容易分心，且容

易用負向的語言和行為來吸引老師的注意，

對瑀棻老師來說，不但沒有因此生氣，反

而更有耐心的陪伴，並且用遊戲等趣味的

方式，引導孩子學習。

（中興大學化學系～劉恩慈老師）

  這學期是我第一次做服務學習，在慈馨

我發現孩子們都非常的活潑而且有禮貌，

都會叫我老師。跟我還沒進來的印象完全

不一樣！

  然後，課輔讓我變得更有耐心。真的很

開心，讓自己變成更好的人。

註：恩慈老師第一次來本家擔任志工，在

陪伴孩子的過程中，雖然遇到困難，但她

仍願意與本家老師討論、找尋陪伴孩子的

方法，一次又一次的調整自己的步伐，現

在的她，下課後還會帶著孩子一起彈鋼琴，

豐富孩子的生命經驗呢。

  課輔老師陪伴孩子的過程中，不斷的學

習與調整，累積教學的經驗，並且創造生

命的意義與價值。而慈馨的孩子，透過課

輔老師的陪伴，在學習裡慢慢長出自信，

更願意為自己的學業努力與負責。因此，

感謝所有願意承諾陪伴的課輔志工們，因

為您們的陪伴與付出，孩子正在一點一滴

地改變。

【在志工的角色裡學習，豐厚生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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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輔志工，為本家志工隊中最大族群。

從原先的十幾位，到這學期共啟動了三十

幾位的課輔志工，這些志工老師們，有些

是退休教師、有些是補教或學校老師、社

會人士，還有一些是在學的大學生，他們

利用自己晚上的時間，前來家裡陪伴孩子

課業輔導。更有課輔老師，持續好幾年陪

伴孩子學習，他們是長期志工，更是孩子

學習上最重要的人。

  課輔過程，是一種陪伴生命的歷程，能

體現教學相長的寶貴。這次邀請了中興大

學的學生們，寫下在課輔過程中，陪伴孩

子們的學習與成長，讓我們一同見證生命

成長的喜悅。

（中興大學企管系～邱郁晏老師）

  來慈馨課輔，讓我能把身上所學發揮出

來，向社會回饋。或許有時候需要更多的

耐心包容教導，但能看到孩子們漸漸理解，

開始對作業負責任，就是一種成就感。也

希望有了課輔老師的教導，讓孩子有正面

的啟發，無論在課業或是人生的態度上，

都祝福孩子如魚得水。

註：郁晏老師已經是第二學期至本家陪伴

孩子，總是溫暖的陪伴孩子學習，讓害怕

學習的孩子長出自信心，在生活中也多了

一位溫柔的大姐姐，與孩子分享生活中大

大小小的事情。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李興昀老師）

  這個世界滿是歧途迷津，但我總相信慈

馨是座燈塔，給予世界希望。

註：興昀老師是第二學期至本家陪伴孩子

課輔，因為他承諾，要繼續陪伴孩子學習。

過程中，孩子因為不會自然發音與KK音

標，所以很多的英文單字、句子是不會念

的，於是興昀老師每週自己錄製英語導讀

錄音檔，寄給孩子學習。現在的他，正努

力著手自行繪圖，希望製作英文學習動畫，

讓孩子在趣味的動畫裡戰勝恐懼的英文。

（中興大學外文系～黃瑀棻老師）

  在慈馨我看到了孩子們最純真的笑容，

在這裡他們有了自己的方向。

課輔志工陪伴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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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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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本家同仁初次前往立人補習班拜訪施憲銘主任，時值主任與家長討論學生的學習狀

況，當下對於主任能貼近家長想法，又能掌握學生學習動力，並提供親師合作極佳的見解與

解決對策，心中著實佩服不已。

  當我們與主任談論本家家童學習挑戰與困境，希望藉由他的教育專業給予協助，主任立即

爽朗答應，遂促成雙方「學習方案」合作計畫。如今方案邁入第三年，孩子們的課業表現逐

漸有所進展，且對主任入場的教導與陪伴，相當歡喜與接納，他們以「施爸爸」稱呼主任，

彼此的情感與熟稔可見一斑。

  施主任初入慈馨現場時，就其觀察給我們方向與建言：「我以為保育生輔老師皆大學畢業，

教導孩子功課沒問題，後來才發現老師著重『生活教養和品格養成』，因此功課指導的時間

有限。又，慈馨孩子欠缺『生活模仿對象』，其一是源自原生家庭教育的缺失，其二是學校

教育體系中未受關懷。幸運的是，孩子來到慈馨，慢慢感受『家庭教育』了，但因大人和同

儕『同質性太高』，孩子誤以為這樣的現況就可以了，然而事實上是不足的，因此『打開眼

界』是首要工作！而提供多元活動、看展覽與動手體驗機會，讓孩子們參與接觸，是方法之

一。」

  施主任表示，慈馨孩子的特殊是「身上學習的工具都沒有！所以得一步步重來，慢慢給他。

且之前未受過讀書的正式訓練，所以建構讀書習慣需要花很長的時間，這是最大的挑戰！」

而對於特殊教育領域，主任教導過的是「資優」，未曾做過「資源」這區塊。因此他所思維

的是「我可以怎麼教？教到什麼程度？我可以翻轉什麼、改變什麼？」

  回顧當時慈馨現場教學，施主任印象深刻的有三位孩子。其一是小三男孩，他在心智成長

的時間卻沒有妥善發展，雖被鑑定為輕度智能障礙者，實際上屬於「聰明卻難帶」的孩子。

其二是小四女孩，缺乏理解力，同一件事教了三次以上還是不會，雖被鑑定為中度智能障礙

者，如今表現卻進步為一般小六生。其三是國一男孩，無父母、無學習動力卻頭腦敏捷，集

合所有特殊個案條件於一身，惟因處於叛逆期，帶領他須用極大心思，更須連結許多資源。

…主任說能夠陪伴這些孩子們，是很棒的經驗，這過程不僅讓孩子們都有機會翻轉，也讓自

己的教育生涯更豐富了。

  我們好奇的請教施主任的教育理念與教養核心價值為何？主任言：「每個孩子都有他的出

路！每個孩子都有他的用處與長處！我覺得教育就是讓每個孩子去他該去的地方！每個孩子

學習歷程都不一樣，我會告訴他怎麼學習，怎麼讓自己進步，讓他未來為自己負責，不造成

別人的負擔。再者，雖然培養過程很辛苦，但『協助孩子完成夢想』、『增強他的獨立實力，

使其未來生活不一樣』、『看見孩子長大懂事或出人頭地』…，你會與有榮焉，你會祝福他。

我們不能給孩子財富，但是能用觀念影響他，當你用心對待他，他自然會感受到溫度。把對

的事情做好，該呈現的優勢與價值就會出來。當你知道孩子因著我們成長、最後有所成就，

能回饋社會，你會樂此不疲的！」 

  施主任除了親自參與本家學習方案，還將家人和補習班師生帶入慈馨，成為志工隊一員。

他們加入後，有何想法或體會呢？主任表示：「對我兩個孩子來說，他們體會到原來自己擁

有的東西比別人多，所以更珍惜、更感恩他所擁有的；教導過慈馨孩子之後，則懂得老師的

辛苦，做事也變得不求回報。而補習班學生來慈馨課輔，透過互動與教學歷程，有了更多體

會，性格變得更為穩定，更懂得體諒別人！對同仁而言，則是轉變他們的工作態度及教學方

法，原來因材施教是大學問；而慈馨孩子進入補習班，也讓老師思維轉變『怎麼引導、怎麼

帶領？』，這些對當事者都是很好的經驗，教學相長，讓彼此都學習到很多東西。」

  至於家長或照顧者如何看待孩子學習這件事，主任的看法是：「家長或照顧者的角色就是

陪伴。陪伴，對孩子學習是重要的，有人陪，孩子就會開始動，有伴就會有動力，之後，他

們才能慢慢自主！專業的陪伴則是需要訓練的，首先是具有耐心，其次是降低孩子學習干擾

因素、提起興趣動力，再者是看到學習程度的落差（如：五年級生，卻只有二年級程度）。

唯有看到孩子的問題與關鍵點，思考該怎麼規劃，來解決這個問題，再選擇執行方案，才能

真正協助孩子解決問題！」此外，主任認為：「家長或照顧者，身為孩子的榜樣與模仿對象，

對自己要求要高，要擴充知識、要成長！透過進修或閱讀、接觸、學習不同領域的東西，提

升自己的視野廣度與深度，爾後引導孩子，方能加深孩子對你的信任感，使你的影響力增大。

所以建議大人要規劃時間閱讀，若能接觸不同類型的書，思考角度與面向將更寬廣；若能每

天有閱讀進度更佳，久之自然成習慣；而孩子日日薰習，潛移默化，也會效仿。」

  最後，施主任表示慈馨團隊讓孩子們「從沒有觀念到有觀念，從不會自理生活帶到生活自

理，這已是非常不容易了；況且同時帶40多位孩子，幼兒園到大學都有，不僅年齡差異大，每

個孩子身心發展層次不同，要給予的、要設想的、要調整的東西都不一樣，這是很大的挑戰，

慈馨老師們很令人佩服！」而對於慈馨孩子們，主任勉勵道：「你們要多學、多做、多幫別

人！生活教育、品格教育做得好，功課才會進步。當你們從不會到願意學，甚至主動學東西，

就是成功一半！相信未來你們到社會上，帶著這股願意學、願意做的精神，一定能立足、能

有所成就！」

  韓愈曾說：「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而施主任的教育理念與翻轉作法，堪為

此語之實踐者。感謝施主任指導與陪伴本家師生成長，期許本家師生亦學習其孜孜不倦的學

習熱忱，並做個有溫度、能自利、利他之人。

師者風範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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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地掃地掃「馨」地

    在六月九日這天，我們領著一群青少年

浩浩蕩蕩地從本家出發，前往未來住所進

行清潔。

    一進入現場，小家格局與基本家具已定

位，孩子們見之欣喜不已：「哇！這就是

我以後住的地方耶！」此時，滿滿的厚灰

塵，在孩子們心裡不是礙眼的髒物，而是

工程裝修過的印記。接著，孩子們便主動

分工，擦起窗戶、床舖，掃著客廳、房間

的地板，因為是自己的「家」，所以打掃

起來特別有感情，也特別用心呢！有孩子

擦著玻璃邊說：「老師！你有沒有去殘膠

的東西啊？這個玻璃黏了膠，¬擦了也不

夠亮耶！」有孩子扛著床具，從一樓搬到

五樓，氣喘噓噓地說：「真的很辛苦，很

累！但搬得值得啊！」

    這天，大家一鼓作氣，從上午8:00打掃

到下午1:00，完成了四樓整層樓的清潔，

又將許多家具定位，清潔進度比原先所規

畫的超前許多。

  孩子們！就是有你們的參與，少年家園

才變得更美好、更有家的氛圍啊！

編輯小組

大伙兒認真地打掃交誼廳

大家一齊努力將重物扛到定點就位！ 孩子們一個個用接力的方式搬桌子 打掃完後家具都閃閃發亮了！

每個角落都擦得乾乾淨淨！ 掃著自己未來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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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家小孩不乖，能夠把他送過來讓你們教育一下嗎？

答：慈馨家的孩子大多是來自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無親可依，或是受虐及依法應予 

    安置保護之兒童或少年，並不是因為不乖、做錯事才送進來被教育的喔！建議

    可以向心理師或社工進行親職諮詢，在我們設立的社區諮商所也會開設親職教

    育課程，敬請期待。 

 

問：請問我可以從哪些方面協助你們呢？

答：感謝您的發心，慈馨家有很多方面需要被幫忙：例如擔任志工（課輔志工、行

    政志工、清潔志工、才藝志工…等），或是捐贈物資（可向我們先詢問最近的

    需求）及經費…，您可以量力而為，選擇自己可以隨喜隨緣的部份。

 

問：請問要如何到你們這邊呢？

答：本家位於台中市東區東英路上，可以由「慈馨兒少之家」網站上查看交通地圖

    （網址：http://www.tkcy.org.tw/map.html），或是來電詢問，由本家同仁為您解

    說及指引路線喔（電話：04-22133300）。

《 答 客 問 》



一路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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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長 吳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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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爬」到老師頭上？！

  小二的阿傑個性活潑逗趣，對生活充滿好奇心。有一天，老師教導阿傑，做人要守信用，

不能因為自己的情緒，隨便應付別人或為所欲為，甚至爬到別人頭上！

  小傑似懂非懂的點點頭，突然愣住說：「什麼！我⋯我哪有？你⋯老師你那麼高，我怎麼

爬的上去？你說啊！」

  老師聽到小傑的疑惑，放聲大笑。

  小傑疑惑的問：「老師，你到底笑什麼？我到底什麼時候爬到你頭上啊？你說啊？」

  老師細細地與小傑解釋「爬到頭上」的意思，讓小傑知道只是一種比喻的方式。

  隔了幾天，小傑在辦公室探頭探腦。

  老師問：「小傑，怎麼了？有什麼事情要找老師的嗎？」

  小傑怯怯地且帶著靦腆的笑問：「嗯⋯，老師⋯那我⋯我到底什麼時候爬到你頭上的啊？」

（二）我是鐵做的

某天，阿鈞剛練球回來，手提著一罐飲料走進來....

老師關心的問：「阿鈞，你怎麼沒吃飯在喝飲料呀？」

阿鈞開玩笑的說：「因為，我是鐵做的，不用吃飯。」

老師噗哧一笑說：「哦～那你也不能喝飲料，因為你會生鏽喔！」

阿鈞哈哈大笑的表示：「那我是不鏽鋼做的啦…，哈哈哈！」

（三）誰最忙？！

有一天，小如到總務辦公室，看見正在工作的阿鼎老師。

小如突然很認真的跟阿鼎老師說：「阿鼎老師，我以後要做你的工作。」

阿鼎老師好奇的問：「為什麼呢？」

小如想一想說：「因為你看起來最閒，每天都可以在辦公室玩電腦。」

阿鼎老師驚訝：「哇，是這樣嘛？.....那你覺得辦公室老師誰最忙？」

小如認真的思考，然後回答說：「我覺得是小王老師最忙！」

阿鼎老師疑惑的問：「為什麼哩？」

小如一臉正經的回答說：「因為她的白頭髮比較多啊！」

阿鼎老師：「可是○○老師白頭髮更多啊！

小如看著阿鼎老師緩緩的說：「可是…可是…我覺得他是老了耶！」

阿鼎老師：「......$^#^#......」。

※ 阿鼎老師是本家資訊人員。

編輯小組

  我們透過教育薰陶孩子，久而久之必有功效，與老師們分享孟子五種教育之法，以及折法。

一、有如時化雨之者：

  就教育方法說，如沐春風或春風化雨。雨譬如教育文化薰陶，有很深刻及滲透之作用，春

天下了及時雨，草木便欣欣向榮；孩子有需要時我們給他們指引，便能啟發他的智慧，當孩

子學習力正旺盛，引導他們、儲備他們的實力，自有滲透化育之效。

二、有成德者：

  就修養德行說，每人皆有善良本質，從教育逗引出來，成就他的德性。勿用一種標準來看

孩子，要用智慧觀照孩子的特質，每個孩子身上皆有潛能，須巧思逗引，使之往好的方向發展。

三、有達財（材）者：

  除德性外，每人都有特殊才能，如唱歌，畫畫等。我們應當讓孩子的每種能力都發展出來，

讓他以後生活有憑藉，且兩相配合，有修養、有才幹，對社會貢獻是正向的。

四、有答問者：

  孩子有疑惑我為他解答，他有動機我來助他；但不必每次疑問都替他解之，應讓他學習自

己思維，勿剝奪他學習之機會。但如何評斷？可觀察孩子之需要與疑惑，如：給予啟發探討

事物之好奇心，或共同追尋答案、或給他答案並給予其他課題去思考。

五、有私淑艾者：

  當我們被別人美好的特質所吸引，遂心生仰慕而私下自學，或願意用這份美好來治理自己。

如孔子是我景仰的對象，雖時代不同，但我願意學習其美好之精神。

六、「有不屑之教者」：

  我認為你不夠好而不願意教你，所以你要將自己修治得好，我再教之。「不屑之教」本身

也是教誨，當被拒絕時會產生強烈之反省，反省則改之；簡言之，因學習者心態是趕熱鬧而

來，不是最好之學習時機。此方法運用要小心，佛家講此為折法，遇挫折而反省之。

  如今老師們研討「管教孩子的十六高招」，若配合此六種方法，更可讀出滋味，好好運用，

安措自己，修治自己，讓自己能美好。

民國84年11月14日  教保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