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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大德：

  時光荏苒，轉眼慈馨已經三歲了；因為有您的關心與護持，我們一步步地

長成一個擁有六十個成員的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中，有阿嬤、伯伯、叔叔、

媽咪、阿姨、以及我們的寶貝孩子，大家願意當一家人，用生命彼此互相陪

伴，並且承諾：我會保護自己、保護家人、愛護慈馨家；這個家，不只是一

棟安全、整潔的房子，而且是具備情感流動、溫馨和諧的大家庭。

  然而，在面對全球化與資訊化的時代，社會價值趨向多元，變革更加快速，

孩子們面對難以預測的未來，挑戰也更加嚴峻；因此，除了給予一個安全、

溫馨的成長環境外，還需要培養他們面對這些挑戰的能力；而「學習」正是

不二法門。為此，我們努力打造一個共同學習、彼此信任、互相支持的學習

型家庭，小孩學，大人也學，希望藉由學習環境的潛移默化，與學習型同仁

的以身作則，鼓勵家童們能夠涵養出樂於學習、勇於面對挑戰的能力。

  感謝大德們的認同和支持，讓慈馨能夠為這些失去家庭溫養的孩子，重新

找到一個溫馨的家園，重新找回自尊與自我價值；因為您無私的愛，孩子們

可以不害怕面對命運；因為您的真心關懷，孩子們可以長出力量，走出創傷，

勇敢地成長。謹在此對您致上無限的感恩與敬意。

新的ㄧ年，恭祝  各位大德闔家

     新春吉祥
        光壽無量

郭秀銘  鞠躬 

樂於學習

  面對挑戰
董事長 郭秀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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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邀請的是決定當慈馨家人的夥

伴！」我告訴前來慈馨應徵的朋友。

  「家人」這兩個字即代表了整個慈馨兒

少之家的努力與方向。

  我常常思索，家往往是我們投入感情最

深，也是學習的基本場所，更是當我們受

傷時候的避風港。許多在慈馨工作的夥伴

在忙碌與深深投入的工作之餘，也需要靜

靜地回到自己的家獲得滋養。而慈馨兒少

之家既是孩子們的家，那麼在慈馨的工作

的夥伴是什麼？只是工作？還是是另一種

「家人」！

  我邀請所有的夥伴認真思考自己跟慈馨

的關係，如果在慈馨的身分只是一個工作

者，那麼，對於孩子的管教與養育，會不

會也如同學校般的管理？或者只是一個集

中住宿的學校？

  我比喻慈馨是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

裡有八個小家庭，其間會有所有的兄弟姊

妹，叔叔、伯伯、阿姨、姑姑、爺爺、奶

奶、阿嬤等角色，這個家裡就是台灣早期

宗族家庭的縮影罷了。

  禮記禮運篇對大同――天下為公的境界

有所描寫：「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

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

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

正是我們心中的理想。

  一群沒有真的血緣關係的人聚在一起，

因為社會上有「需要被陪伴長大的孩子」，

於是，我們努力創造一個「大家庭」，她

的名字叫做「慈馨」，她會因為我們的努

力而創造一種新的育幼院文化。

  「家庭式的照顧」模式不是一種口號或

形式，是我們每一個在其中的人，不論是

孩子或是工作夥伴，都能夠透過這樣的照

顧形式彼此面對與挑戰自己的生命課題，

家庭裡的孩子都在反映他在原生家庭生命

經驗中所展現的課題；而我們所謂的成人，

也帶著自己在原生家庭的生命事件，反映

於照顧孩子及彼此的互動上。

  這是一場一起成長的過程。

  一個在關係中成長的過程。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需要誠實地

面對自己！

  無論那個自己，我們想不想看見？

  視自己的弱點與限制為最豐富的資產，

從其中學習成長。

  包容並接納不夠完美的自己！於是我們

也就包容與接納了孩子！

  所以，我們總是在加入之初，問一句「

願意當我們的家人嗎？」

封面裡       迎新賀歲.............................................編輯小組

01       董事長的話..........................................董事長 郭秀銘

02       目錄頁...................................................編輯小組

03       願意當我們的家人嗎？............................榮譽家主任 張貴傑

04       小樹之歌―家人的承諾................................社工員 李欣亭

05       心的刻痕―出嫁......................................社工員 廖振杉

06       心的刻痕―一場前所未有的體驗....................實習諮商師 謝昌志

08       分享―從錯過到齊步.........................................金老師

12       分享―秘密基地......................................社工員 廖振杉

13       師生之間的叮叮噹噹..................................資訊員 李冠葦

14       小主人園地―我的朋友　我最得意的事　姐弟妹的感情　給大樹的一封信

　　　　　　　　給媽媽的一封信　織布的瀑布　媽媽的心思........家童文章

20       活動花絮―慈馨99大故事～慈愛久久；馨心相隨.................社工組

　　【和社會資源連結的故事～在古堡漫步；漫步在雲端】

　　【和大專院校的故事～熱情曲線，活力無限】

　　【今年暑假的故事～驚豔的花火，在夜空中綻放，燃燒出仲夏夜的夢】

24       仁者翦影―無相布施的萬德佛師父...........................編輯小組

25       溫暖的太陽.............................................樂捐徵信錄

封底裡       一路走來........................................教育長 吳碧霞

【目  錄】

願意
  當我們的家人嗎？

榮譽家主任 張貴傑



社工員 李欣亭

社工員 廖振杉

家人的

    承諾

   「我願意」－－－簡單的一句話，是一

個十歲孩子幾經思考後所做出認真的決定，

對於小鈞及慈馨家來說，這是決定成為家

人的重要承諾。 

  小鈞，一位10歲的男孩，第一天進到慈

馨家，因路途的疲累而顯得不適，眼神流

露出對於新環境的期待，但也透露了對於

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感與擔心；小鈞在來慈

馨家之初，內在有許多的不安與需求，不

知如何表達，所以小鈞用他自己的方式，

來與這個世界碰撞，一次次的碰撞，都產

生了許多不同的故事，而我們也透由每次

的碰撞，多認識小鈞一些。

  一個十歲孩子的內在，怎麼會有如此多

的故事在碰撞著，於是我們帶著「愛」認

真思考----小鈞需要的是什麼？原來在過去

經歷許許多多變動的小鈞----需要的是一份

安定與歸屬的承諾，於是我們與小鈞共同

討論成為「家人」的意義，透過彼此承諾

的歷程，我們與小鈞找到新的力量向前走，

當中有家人的愛、有面對困難願意練習的

勇氣、有面對錯誤願意接受提醒的約定。

  看著現在的小鈞，有著可愛的笑容，能

以他獨特而可愛的「鈞式風格」，與這個

世界連結，與慈馨的大家在一起；心思細

膩的他，總是樂於關心與幫助別人，時常

有貼心的舉動與話語，讓周圍的人感到窩

心；而小鈞認真打籃球的樣子、小鈞整齊

且具收納創意的衣櫃、逐漸勇敢表達自己

的小鈞，都讓我印象深刻。

  回想起小鈞經歷了許許多多的故事，來

到我的面前，在這裡重新學習「相信」，

相信大人，相信這個家，相信我們是真心愛

他，打從心底敬佩小鈞努力走到今天的勇

敢與不簡單，也想跟小鈞說---「謝謝你成

為我們的家人，慈馨有你這個家人，真好。」

    來到慈馨家是一個選擇成為「家人」的

歷程，對孩子們是如此，對老師們是如此，

對我和小鈞亦是如此，而這裡的工作，不

單只是一份工作，而是願意成為家人的承

諾，以生命陪伴生命的歷程，交織出慈馨

家豐富的故事，故事仍在進行，而我們仍

帶著愛與承諾～～～繼續前進。

    開完會的夜裡，走在飄雨的東區路上，

濕漓的街道映和著昏黃的街燈，隱身，我

成了詩意的街景。看著眼前同事可愛的對

話，想著，我怎麼有這麼可愛的家人，是

的，這就是我第二個家。

    想起了初來的那一段日子，我是個剛加

入慈馨大家庭的新嫁娘，對於所有的事物

都要從頭開始，是恐懼也是陌生，很多的

不懂，只好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不

斷的詢問與認識，王建啊王建，當時的你

寫的是這樣的心情嗎？漸漸的，我認識了

所有的家人，熟悉了這樣的環境，每個人

都帶來不同的故事，而每個故事都延續了

下個故事的開始。

    把自己嫁過來之後，就得開始入廚下，

然後洗手作羹湯，在實務的場域裡、在經

驗的積累中，都不斷地碰撞與挑戰自己，

許多的念頭在翻攪，有更多的情緒在洶

湧。似乎為了新的家庭，我們都拋棄了原

來的自己、放棄了最初的夢想，甚至害怕

地顫抖著，在一個夜裡醒來，發現自己與

原家的連結變了，話題少了、見面也少

了，是不是我也拋棄了原來的那個愛我的

「家」，就這麼泛起了思鄉的情愁，每逢

佳節只能倍感思親。於是，撥通電話回家，

聽聽家人的聲音，閉著眼睛想著，我親愛

的家人都站在我面前，而他們的背後又站

著其他的家人，好像爸爸媽媽的背後，站

著爺爺奶奶；而爺爺奶奶的背後，也站著

祖父母；然後祖父母的背後...淚在這個時

候湧出，緩緩的滑過臉頰，像流星。我真

實的帶著愛在這裡，也真實的延續著娘家

的愛，更真實的帶著愛在追夢的路上，我

從來都沒有放棄過夢想、失去過自己，而

是一直活在愛裡，有原家的支持；有新家

的陪伴，然後帶著更多的力量，在追夢築

夢的路上。

    走回慈馨的家裡，濕漓的街道映和著昏

黃的街燈，隱身，我成了詩意的街景，帶

著愛，往夢裡去。

小  樹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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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   刻   痕

按：每個孩子都帶著不同的故事背景，來到慈馨家。而我們都帶著同一的胸

懷與態度來陪伴。這是一個案例，它重覆地在家中出現，而我們也願意耐心

等待孩子的成長，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承諾！

出 嫁



實習諮商師 謝昌志

一場前所未有

      的體驗

  『OK！』當貴傑老師說OK的那一剎那，

我就很高興地來到慈馨這個大家庭，為了

消弭陌生不熟悉的焦慮感，於是先從認識

機構所有人員開始，這是一個全新的嘗試

―由於我本身之前完全沒有實習經驗，是

經由家扶同學的推薦，事前做了些了解慈

馨的功課―雖然單位裡沒有專任的諮商師，

但學習專業諮商的部分卻沒有因此而減少。

實習過程中發現不只是如此，教保老師們

的親切、總務老師們的熱心、社工老師們

的陪伴等，讓我在機構生態的適應過程中

加速了不少，尤其當孩子從一開始在背後

窸窸窣窣的談話，直到現在見到我就是一

句高分貝的「昌志老師」或是「昌志哥

哥」，再來激情一點的便會是雙手環抱住

我，有的！的確是有的！我深刻感受到那

滿滿的歡迎跟喜悅，心裡著實開心，但卻

也刺激著我不敢跟人太親近的習慣。可能

與自己從小長大的環境有關，不輕易說愛、

不輕易把愛表現出來、不敢太直接地擁抱，

但在這次的實習經驗裡，我從學著去表示

愛，直到現在可以更自在地向他們表示我

的愛，雖然難免會卡卡地，但我知道當我

真心想這樣做的時候，就不會這麼彆扭

了！小朋友給予我的回饋又更會是直接與

真誠！

    在實習過程中，真的得先做好安置機構

的相關文章學習，去了解在機構中的孩子，

會有哪些形態，然後再反觀自己能否在這

樣的環境下，勇敢與負責地成長，不是說

孩子很難相處，而是當你不了解他們，你

會對於他們的行為更加感到困擾，而且在

面對孩子時，不是給予愛就好，適當的愛

是需要，但是我覺得更需要的是陪伴與適

時教育，一定要讓孩子有安全感、信任，

然後再教育他們該有的正確觀念，但其實

這是普遍性的原則，在機構裡的孩子是各

式各樣，不僅是要有教無類，更是要做到

因材施教！只是俗話說得好：「家家有本

難念的經」！慈馨家也不例外，所給予孩

子的愛讓我感受到是很全面性的，也有一

套很清楚的計畫在進行！

    最讓我收穫良多的是帶領了適應團體，

我與小鈞、小臻、小廷、小楓及小萍，咱

們六個人一同互相學習與成長，在如此精

采絕倫的一個半月中，去看見自己的挑戰

在哪，去做調整，去做學習，也看見每個

孩子的獨特性，總是讓我好氣又好笑，他

們的直接語言是種信任的態度，他們的氣

憤耍賴是種討愛的需求，他們的歡笑擁抱

是種支持的回饋，雖然我不是非常專業地

可以探索到孩子更多的內涵，但我實實在

在地看見了我們認真的投入！  

    在實習結束後，也可以發現慈馨現在正

面臨著另一項挑戰，孩子們逐漸長大成人，

漸漸蛻變成青少年族群，要的是生輔，跟

小孩子的保育會有大幅的不同，我想機構

更是需要諮商相關人員，讓三方的專業人

員做更緊密的合作配合，才會帶給孩子最

大的幫助！最後，感謝所有慈馨老師們給

予昌志的鼓勵與協助，還有陪我成長的小

鈞、小臻、小廷、小楓、小萍，以及小葦，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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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馨家。答客問》

    Q：你們安置的孩子，多屬哪一類？都是父母雙亡嗎？

    A：根據兒少福利法規，及我們現前的設施、人力，我們開案的標準，大前提

是：年滿三歲以上，智能健全的孩子。

    父母雙亡、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家庭失去功能、受到蓄意傷害〈例如遺棄、受

虐〉等，透過公部門轉介，或相關機構轉介，或自己求助者─當然我們一定不接

受不想負責任的父母。

    Q：你們符合以上標準便收嗎？

    A：其實還是要經過實際會談及訪視。之後做成評估報告，進行「入家評估會

議」，由本家主管、社工員參加，一方面審查是否確實需要協助，一方面也自我

評估是否為本家人力、能力所能及。若決定了，才確定新進家童安置之小家。

    Q：決定個案入家後，接著怎麼做？

    A：我們先前請社工員藉由訪視與案主建立關係，了解案主入家意願〈這點很

重要！〉對其生活及就學情況，還有身心發展的狀況，已有初步了解。同時，也

協助案主認識本家生活型態、飲食、信仰……等，也提供案主對我們有初步了解。

    然後針對將入家之案主，安排到本家參觀，讓案主對本家生活環境及成員，有

實際的接觸，以提昇新進家童之安全感及新入家的適應。

    所以，為協助家童入家適應，其流程須經過：「評估期、關係建立期、適應期。」

   然後開設「新家童成長團體」，以協助家童早日融入這個大家庭。〈詳情待續〉



金老師

1. 如何陪伴「看似國中生的外表，但卻仍

就讀於國小」的小婷，度過那段令人感到

困惑的時期？ 

  一視同仁 — 每個學生都是我的孩子 

 

  與其說是我陪她度過這段時期，不如說

是『我們一起走過』這段時間，我也是第

一次帶這樣的孩子，不僅在年齡上有差距，

在成績上也都有差距。在我們第一次見面

時，我也發現她與其他同齡的孩子略有不

同，在身高體型上，的確是高於其他孩子，

但我並不會特別去指出她的不同；在過去

班上也有慈馨的孩子，所以班上其他學生

也就不會特別去在意小婷的這一部份。一

開始學校是希望我將教學重點放在課業上，

所以逐漸地，我也發現小婷的課業根基並

不穩固，國語的錯字率很高、數學的直式

演練對位也不熟練、乘法還可以，但除法

真的不佳，而數學應用問題的題意也掌握

不清楚，不過我知道這有一部分也是因為

她的國語學習不夠，應該對此多加強。也

因此，發現小婷很喜歡閱讀，所以都會主

動借很多班上的書籍回去看，看完了也會

很樂於跟我分享。

2. 就老師對小婷的了解與觀察，小婷是如

何與其他同學（年齡較小的同儕）相處？

  她是個體貼窩心的孩子

 

  其實小婷有一個非常惹人喜愛的特質，

那就是她非常的貼心與體貼，每天中午用

餐的時候，她都會幫我拿水果放在桌上，

這樣的舉動讓我感到很窩心。也許是小婷

自己也知道自己的不同，在對於比自己小

（尤其是體型比較嬌小的女生們）的同學，

總是以協助者、照顧者（姊姊）的身分幫

忙，這樣的舉動總是可以在課堂上或午餐

時間見到。在跟身型與她類似的同學相處

上也顯得融洽，只是到了後期，當小婷加

入攜手計劃數學班後顯得悶悶不樂，在後

來我逐漸引導下，小婷才說出原來在數學

班裡，同學們總是問她：「為什麼妳已經

是國中生了還要來念五年級的數學？」一

次又一次的追問，讓小婷開始感到厭煩，

而且很想發脾氣，這時我也特別注意這個

問題，我嘗試去引導小婷：「這是遲早都

要面對的問題，自己要學著去調適，我們

只是學習慢了一點，並不是我們的錯，學

習必須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我們只要

肯多花時間努力，我們的學習是更扎實的，

才能有最穩固的地基。」

  而小婷在班上的人緣很好，當推舉模範

生時，我認為我們班任何一個孩子都可以

擔任，但總是常常選上小婷，幹部選舉也

是……
 

3. 課業學習的部分，如何有明顯的進步，

進而達至跨級的標準（例如：如何規劃時

間做時間的管理）？

  因材施教—妳不是笨，妳只是學得比較

慢，還不熟練而已。

 

  我發現當小婷看到數學考卷上的錯誤時，

總是感到挫折，我會主動去引導她：「妳

不是不會，只是不熟練，就像是乘法，你

知道什麼乘什麼，只是不熟練運用，就像

背電話號碼，背久了、熟練了就能順口說

出來。」慢慢地我以少量多次的練習來建

立她的信心，加上她過去也已經有了概念，

尤其數學是概念性的學科，只有當懂了才

能精熟，否則，在基礎不好時，如何學更

深的東西？「現在要妳在很短的時間內，

學會一整年的東西對妳來說太辛苦了，今

天學不好並不是妳的錯，只是時間上有了

錯置，才讓妳在這麼短的時間需要學習很

多，所以小婷妳並沒有錯。」這也是我一

直希望帶給小婷的觀念，漸漸地她學習越

來越好、也越來越積極努力。

  起初輔導室建議我為小婷多上八節課來

加強數學，於是我抽離她上健康課與體育

課的時間，評估可以用綜合課補上，但是

只有一個小時實在是太短了，於是在八次

課程結束後，為小婷評估課程還是不夠，所

以開始向小家老師提出課後輔導的建議，持

續加強數學，直到要升四年級時，慈馨有

預期將小婷轉升五年級，但是我評估下來，

數學的錯誤率還是太高，表示其基礎還不

穩，現在將她升上五年級等於揠苗助長，於

是我建議學校先不要，但我明顯感覺得出

來，小婷在四年級開學時，顯得有點難過，

於是也持續在課後加強數學的練習，之後

與攜手計畫的數學老師討論，都十分肯定

小婷的進步，甚至比有些五年級的孩子進

度快很多、好很多，在我看過她的試卷後，

也發現基礎的確是穩固了，才會在四年級

末的評估會議上讓小婷跨級轉上六年級就

讀。

  對於小婷是如何知道跨級的機制，似乎

是輔導室在三年級時候就曾向她提過，而

這也是她目前最想要的東西，因此她一直

都放在心裡，持續不斷地為這個目標努力。

當時她也預期到有跨級考試的日期，我以

考試前練習的方式讓她輕鬆應試，因為我

並不想給她太大的壓力，因此拿了六年級

月考考卷給她當作「練習」，並讓她在不

知不覺中完成了跨級測驗。為什麼我要這

麼做，是因為我的重點不是分數，重點是

在解題過程中，小婷的基礎到底穩不穩固，

這才是我最關心的部分。因此，當跨級決

議通過時，我很希望是由社工回去通知她

這個好消息，因為這絕對是她最夢寐以求

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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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有時，我們會碰上一些錯過學習機會的孩子，於是，結合各種資源，

扶助他填補空缺的那一塊，這是篇一步一腳印的經驗紀錄，其中紀錄著過

程，也托出了一顆溫暖而有智慧的心！



4. 在陪伴小婷的過程中，老師是否在小婷

身上有些新的想法、面向與學習？ 

  說是我陪伴她，不如說是我們在互相依

靠，我不斷嘗試以新的方式去與她相處，

在她身上也得到更多的回饋。其中，讓我

感到最佩服的是，小婷強烈的學習動機，

只要有鼓勵與讚賞，就能肯定自己可以做

得更好，從未拒絕過我的學習測驗。其實

我也能明白小婷為何對學習那麼積極，因

為她明白自己的年紀與目前的同學並不相

同，即便大家都沒有提到，小婷她自己也

感覺得出來，希望可以與正常的孩子一樣；

因為自己以前落後太多，現在則要更努力

追上大家的腳步，因此她學習動機更比一

般學生來得強烈與積極。

  在某些時候小婷的確很陽光、很樂觀、

積極向上學習，很關心自己的發展；但某

些方面的確也有她那憂鬱、困惑的一面，

但這一面我並不會特地去著墨，因為我知

道自己的能力會有所受限，畢竟這是需要

專業老師們的協助。但從她身上我學習到

不要去否定任何一個孩子的成長，每個慈

馨的孩子都有他的不同、他的長處，有時

他們需要的只是一把助力，當他朝正向發

展時缺乏資源，我們就要適時的給他們力

量，好撐住他們。

  我在小婷身上看到了很多的可能，例如：

在布偶劇活動上，的確發現小婷的舞台魅

力，也許她絕對是個可造之才，表演時，

她賦予布偶很大的生命力，不管是語調、

動作都很有表演的模樣，這樣的活動也是

豐富了她的生活經驗，只要有機會就會多

參與，所以我發現她也有當領導者的特質，

不僅大方、主動積極，又能關注到團隊裡

的每一個人。

  有時候我也會帶我自己的孩子來跟她互

動，而她也總是投以羨慕的眼神，很明顯

地她非常渴望家庭的溫暖，這個部分我不

能粗魯地直接地去問她，只能旁敲側擊地

去關心她。另外，我也會去協尋輔導室是

不是有資源可以協助她；後來我透過閱讀

書籍的方式來與她分享，例如：名人傳記、

心理成長類型的勵志書籍，為了不想讓她

有被特別關注的異樣感覺，我讓全班一起

進行閱讀分享，希望讓她去理解世界上有

很多不如意的事，但要堅強地去面對，她

不會是孤單的。  

  有一次特別的經驗，在課後輔導結束後，

我騎摩托車載她回慈馨，路上有小朋友就

好奇問說：「她是你女兒喔，妳們要回家

了喔？」我也自然地回答說：「對呀！她

是我的女兒！三女兒！」我也常常跟她說

她是我第三個女兒，希望她千萬不要忘記

這一點。

    對我來說，這的確是個很特別的經驗，

我也是第一次帶年齡上有落差的孩子，讓

我教學生涯上有了不一樣挑戰，是一種自

我的挑戰，因為我會不斷地到處去找資源、

找方法來協助她，不僅是她有了成長，我

自己也學習不少，現在我也發現我的包容

性、忍耐性都提昇了不少，我想這是因為，

這個孩子令我感動。記得有一次我們聊到

了兩性發育的議題，我也驚覺「時間到了，

該跟她說這些事了」。我們之間什麼都可

以聊，只是要看我們用什麼方式去與他們

聊。我們相處的角色有兩種，在學業上我

們是老師與學生；但在生活、觀念上我們

也是朋友，透過分享來給彼此回饋。這些

孩子們其實都非常渴望這種愛、支持與穩

定的關係，這些我們看似平常的東西，卻

是他們再渴望不過的東西，我能理解他們

感到心慌的感覺，誰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

發生什麼事，又能依靠誰呢？

5. 在親師合作的部分，可否說說有何感觸？

或是在合作上還有沒有能夠改進的地方與

可能性？

    我覺得慈馨最令我感動：「您們很用心

的去營造一個家，試圖給這群孩子們最想、

最缺乏、也最渴望…家的感覺，很喜歡你

們運用家為概念思考的模式。」 

    我對慈馨有個疑問：「老師之間的變

動，會讓孩子的情緒、行為與課業都變得

浮動，所以不知道慈馨在職務代理人的轉

換上，有沒有觀察到？」

    訪談者的回答：「其實老師都會需要有

喘息的時間與空間，相對的孩子也會需要

有這樣的時間與空間；記得小時候只要我

自己的爸媽不在，也會有想要作亂的想法

和行為，所以我想那是正常的反應」。

201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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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婷美勞作品



    那是一個最初的發源地、一個最初的悸

動，於是故事從這邊開始，寫下生命的起

點。在這裡一切純白無瑕，學會第一個字、

學會第一件事、學會第一句話，學會了許

多的第一次，除了心臟的跳動和呼吸的吸

吐之外。

     這一個特別的地方，有一個特別的名

字，「家」。在英文的字義裡，家有個特

別的故事，House和Home的情節。

House，裡面有一個Use，代表使用的；

Home，則是一個me，代表有我參與其中，

所以House是一種物理上的空間，家居徒

而四壁立；Home則是心靈層次的家，舉

頭望明月，所以低頭思故鄉。不管是

House或是Home都是組成家的重要元素。

    我的家，是傳統三合院改建的風格，中

間的正廳還保留著，其餘的地方都改建成

平房，正廳有個大大的木門，是用門閂當

鎖，小時候的自己很討厭那扇門，因為每

當颱風來襲，大門被刮的好像下一秒就會

被捲走般的恐怖，所以我討厭那樣不安全

的門，長大了看著幾經強風吹襲過後的大

門，原來那一直都是如此堅固的保護著，

從大學時期開始離開家，到現在工作後，

每當颱風來襲，我總是想起家的那一扇門，

而我知道他永遠都在那裡、永遠都安全的

保護著、永遠都為我開啟。我想，慈馨想

給的就是這樣的感覺吧！想給孩子，不只

是空間上的家，還有心理層面的家。一個

安全而舒適的環境品質，也給一個健康而

正向的成長溫床，從這裡開始溫養自己的

能量，在這裡記錄成長的喜悅。像Maslow

的理論先滿足了生理需求與安全感，才能

進入自我的超越與實現。

    這裡不是我的第一個家，也不是孩子的

第一個家，但卻都是我們重要的家，在台

灣的中部地區，台中的市區裡，東區的某

一條街道上，一個屬於我們的秘密基地，

用最真實的生命在這裡，碰撞出許多的故

事；用最真誠的心在這裡，交換了許多的

心事，在自己的人生故事中，當自己生命

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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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之間的

常常我們總會想到遠在天邊的事情，

孩子：老師有沒有天堂和地獄？

老師：有啊！

孩子：那天堂和地獄在哪裡呢？

老師：在你心裡！

孩子：？#@%

老師：天堂不在遠方，你快樂時就是天堂；地獄不在遠方，你痛苦時就是地獄。

 

其實，很多事情離我們很近，只是我們不知不覺。。。
 

孩子：老師我今天要聽故事，我要聽鬼故事！

老師：好啊，從前從前有一堆鬼，離你很近，大概就在你旁邊。。。

孩子：老師你不要每次都講一樣的好不好！

老師：可是這次不一樣喔！

孩子：。。。

老師：在六道當中的鬼道眾生，塞滿了整個世界，如果看得到，你眼前就好幾個。

孩子：嗚～～好可怕，我不要聽了。。。

老師：別怕！如果你念阿彌陀佛的話，鬼都不敢靠近你喔。

孩子：喔！對厚！那我們家每天都有念佛，所以鬼不會來！

 

有些事情，我們天天都在做，只是我們不知不覺。。。
 

（一個國中生回來了，依著慣性要去停放腳踏車，面無表情）

老師笑著說：嗨！你好！歡迎光臨！請進，腳踏車從那邊，對對對！就是這樣，進去後直

走，小心不要摔倒了，停在車棚，要記得對準號碼再停喔！好～很好！接著把你的腳從腳

踏車上抬下來，嗯！真棒，再往後面走，然後右轉，繼續往前走，把腳慢慢抬起來走上階

梯，一步一腳印，哇！你真優秀，你怎麼辦到的呢？

孩子：啊～～～老師你怪怪的。。。

（這位國中生離開了，不過他面帶微笑啦～）

 

我常常想，怪怪的人相對於不知不覺的人有個優點，就是他會笑，他能把歡樂帶

給別人！
 

吃飯時間，孩子拿著一個麵包，旁邊擺了一個三明治。

孩子：老師你看，三明治.com！

老師：＠#$%?

我仔細看一下他右手拿著是「老鼠形狀」的麵包，另一手拿著一個亮晶晶的小東西當作是

「滑鼠游標」，他一邊移動著滑鼠，一邊移動著游標，使游標往「三明治」移動，當游標

進入三明治的範圍時，按下滑鼠左鍵，點進去就是三明治.com了。

（我笑到差點噴飯）

叮
叮
噹 噹

社工員 廖振杉

秘  密  基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