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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小萱

我的朋友 我最得意的事
高一煒煒

    恭喜台中市餐飲個人組第二名煒煒同學，

剎那間，全場樂烈歡呼，連我自己也嚇到

了，那是夢嗎？我不禁想著，我真的成功

了！

    回想起之前為了比賽，每天切了將近50

條紅蘿蔔，每天練刀工，煮菜，還必須在

一定的時間內完成菜餚，然後每個禮拜三

都要去台中家商練習，每天做一樣的菜5

遍以上，手常常切到抽搐，沒有辦法做任

何事情，過程非常的艱辛，而且當選手的

名額非常有限，只要一個表現不好就會馬

上被換掉，所以每天都在過戰戰兢兢的生

活，直到到了比賽那天。

    一大清早起床，打理好一切之後就立即

趕往學校，因為在比賽前還要再練習兩遍，

其實心裡是非常緊張的，因為怕自己表現

得不夠好，讓學校丟臉，和同學們互相打

氣之後，我們一群朋友就來到了比賽場地，

當場抽號碼牌，之後十幾個同學就圍在一

起祈禱，希望會有好成績，等待的時間是

非常難熬的，有如好幾個世紀那麼久，終

於輪到我了，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

了考場，評審一聲令下，比賽開始了，腦

袋一片空白完全無法思考，就這樣不知不

覺中，比賽過去了，我只能耐心等待。

    凡下過苦工的必定會有結果，皇天不負

苦心人，我終於成功了，我要感謝老師、

評審、以及學校的學妹及同甘共苦的同學，

因為有你們才能塑造今天的我，我一定不

會讓你們失望，更進一步努力朝我的夢想

前進！

  朋友有很多種，在我眼中朋友就是在我

難過、需要幫助時，就會安慰我和幫助我

的人。我從三歲住進育幼院到現在，已經

讀小學六年級了，這幾年我認識了很多很

多的朋友，他們總是在我難過和需要幫助

的時候挺身而出，讓我很感動。

  我這次要介紹三個朋友：

  第一位是多才多藝、美麗大方的小婷姐

姐，她是個溫柔又會照顧別人的人。每當

我功課不會時，她會主動教我；還有當我

傷心或有心事時她都會來關心我。我很喜

歡她，我覺得她就像一位天使，讓我天天

都很開心。

  第二位姐姐是運動高手和鋼琴達人的煒

煒姐姐，她很照顧我，是陪我聊天、陪我

玩的姐姐，當我彈奏鋼琴遇到不懂的地方，

她都會教導我。

  第三位是我的哥哥，我的哥哥他是我最

重要的朋友，因為他很關心我，小的時候

媽媽和阿嬤都不在家時，他會教我怎麼關

門和開門，陪我玩、陪我一起做事；當然

偶而也會一起做錯事，讓大人煩惱…。還

記得有次事件鬧大了，哥哥和我一起被丟

出家門，每當我回想起這些往事，都會忍

不住地偷笑。

  最後我想跟每一位讀者分享：希望您們

看完我的描述之後，可以知道有朋友互相

協助與作伴的感覺，也可以知道要交朋友

其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所以，做個朋友

吧！

小萱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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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阿君

姐弟妹的感情 給大樹的一封信
小四小廷

親愛的大樹：

    你好！

    我天天看著你的身影，有時平易親切，

有時活潑好動，你總是展現出美的姿態。

    春天時，你的樹枝上長出新的葉子，這

時的你像活潑的孩子；夏天時，你帶著綠

色的帽子，這時的你看起來真可愛；秋天

時，綠色的葉子由綠轉紅，好像害羞的新

娘子；冬天時，你的葉子落在地上，成為

柔軟的床。

    飛過我身邊的麻雀，常常告訴我你的傳

說；從山上飛來的蒲公英，也常細訴你神

秘的成長故事。雖然你不能動，但是我十

分喜歡你，希望能和你做好朋友。

    我請麻雀把這封信寄給你，並送上一顆

晶瑩的珍珠。

  祝你：青春美麗

小廷敬上

2010年11月15日

  我們家妹妹叫華華，我們家的弟弟叫裕

裕，那我呢？就叫阿君啦！！

  從小我們三人感情非常好，但是長大後

卻因為意見不合，越來越不知道怎麼相處？

我知道自己是姐姐，要照顧自己的弟弟妹

妹，所以堅強的我告訴自己：「團結就是

力量，遇到困難，就要互相幫助！」

  我喜歡妹妹的熱情，我喜歡弟弟的勇敢，

我喜歡我自己的聰明，我們家的人才藝多

多，這是我們家傳之寶，我們雖然很難相

處，但彼此有容忍對方的心…。這是家人

之間相處要有的雅量，我們國語老師教的，

哈哈！

  我跟妹妹偶爾會吵架，但是很快就和好

了；至於弟弟，他有時會故意鬧彆扭，但

還是會面對與認錯，精神可嘉！我？！吵

架時，習慣用信紙來傳遞感覺想法，還有

我覺得自己哪裡不對，別人哪裡不對，都

要糾正，因為彼此改錯才能成長！！

  我覺得我很幸福，可以當媽媽的孩子，

可以有弟弟妹妹，可以有幸福的家庭。我

喜歡我的家，就算又破又舊的房子，我都

覺得我好幸福；不管家裡有多窮，只要有

媽媽我都覺得滿足…。

  現在雖然媽媽去世了，不過我要把媽媽

的心帶著一起繼續生活下去，我會照顧妹

妹弟弟，告訴他們要愛護自己，珍惜生命，

讓姐弟妹的感情愈來愈好。所以，媽媽，

你要保佑我們唷！！

小君陶瓷作品

◎ 仿調改寫自翰林出版社•國語課本第七冊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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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釉釉

給媽媽的一封信

媽媽的心思
國一阿君

我的媽媽每次都要追求完美，

不論如何都要把我們顧好，

媽媽的心思我們了解，

媽媽的用心我們也看到了，

我們家雖然不是很有錢，

但是她還是很用心，

不會疏忽對於我們的照顧。

 

我覺得媽媽是最偉大的，

我要說：媽媽你的用心我們看到了，

雖然您過世了，

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份恩情，

下輩子有緣相見時，

我要親口對您說：媽媽，我愛你！～

小四小廷

織布的瀑布

瀑布是最神奇的織布師，

他織的布像彩虹一樣，

大家都喜歡。
  

小樹苗要一件溫暖的稻草衣。

大地要一匹綠色的毛毯。

花海要一套七彩的披風。
 

嘩啦嘩啦嘩啦

嘩啦嘩啦

嘩啦

嘩

啦

瀑布不眠不休，

不停地織著。
 

我也想買一條

飄逸如白雲的圍巾，

送給老師，當作生日禮物。
 

我還想買一件

閃耀如煙火的禮服，

送給媽媽，謝謝她的付出。

嘩啦嘩啦嘩啦

瀑布，你說可以嗎?

親愛的媽媽：

  您好，我好想您！

  您和爸爸、弟弟最近過得好不好？

  爸爸上班的薪水有穩定一點嗎？

  弟弟的病有沒有好一點？

  阿嬤的生意有越來越好嗎？

  阿姨的小嬰兒有長大了嗎？ 

  媽媽，您呢，身體健康嗎？

  我希望大家都平安，還有，明年過年的

時候媽媽能從甲仙來接我回去住。

  我一直有話想告訴您，可是都沒有時間

跟您說，過年回家我一定要跟您說：「今

年的母親節，我想您，但我沒有做母親卡

片給您，媽媽對不起…。明年的母親節我

一定會做一張卡片送給您，因為我真的很

愛您…。」

  記得幼稚園時我出車禍，手腳骨折，情

況很嚴重。媽媽匆匆忙忙地打電話給爸爸，

爸爸聽了很緊張，馬上從工廠跑回來帶我

和媽媽去醫院檢查。

  到了醫院，護士阿姨要我先去病床躺好

等醫生，我說好；爸爸則是很著急地跟醫

生問我的情況，醫生說要動手術，我聽了

以後很害怕，媽媽說不用怕…。

  動完手術以後，醫生說情形比較穩定了，

媽媽爸爸也放心了，接下來幾天媽媽跟我

說我要住院四個月，住院期間媽媽每天陪

伴我入睡，讓我好安心。

  到現在我還一直記得這件事，我要感謝

媽媽爸爸，那天出車禍您們陪著我，細心

照顧我，身體雖然很痛不舒服，但是我覺

得好幸福，所以我要大聲說：「爸爸媽媽

我愛您們！」     

    最後祝福媽媽    健康美麗 

                                              

您最愛的女兒釉釉 敬上                                                         

11月10日

◎ 仿調改寫自翰林出版社•國語課本第七冊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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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馨99大故事～慈愛久久；馨心相隨

活動花絮 社工組

與YAMAHA的大合照，還有桂綸鎂呢！ 感謝YAMAHA的愛心，高主任代表致贈感謝狀～

不畏寒冷，我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合歡山攻頂囉！留下這紀念性的一刻。

大哥哥大姐姐們歡聚一堂。

該畫什麼好呢？有好多好多的話想在畫裡跟你說。 長長的船要啟動囉，白浪滔滔合力衝。

趣味競賽的活動―比賽平衡感 玄奘大學主題營：我發口令，大家要達成約定唷！

    99年的慈馨家，用愛再一次寫下久久的故事。有些故事在這裡點出了冒號；有些

故事在這裡先畫下了逗號，有更多的故事一點一滴地出現在劇情裡，有大專院校、有

不同的社會資源，不同的人物與劇碼交錯著，而故事總會在這邊，被延續下去。準備

好了嗎？拉開布幕，我們一起來欣賞，99年在慈馨家的故事。

【和社會資源連結的故事～在古堡漫步；漫步在雲端】

  受邀參與YAMAHA FAMILY DAY，主辦單位用心的安排，讓孩子們渡過一個開心

的假日，在盛夏的午後，一起寫下這段與古堡的邂逅。邂逅這一晚，星光的饗宴。

【和大專院校的故事～熱情曲線，活力無限】

  在玄奘的大哥哥大姐姐們帶領下，寫下歡樂的樂章，不同的遊戲與活動都在這裡，

被我們用笑靨、歡笑聲給淹沒；伸展的肢體，要延展到最開最開，像童年的歡樂，延展...

無限。

  不冷的十月，由台中市環保登山協會帶領著，往合歡的山林裡去。海拔三千多公尺

的高度，標高著熱情的鬥志，每一步不畏寒冷與辛苦的腳印，印記著我們攻頂的喜悅，

漫步在雲端的這一刻，見證了生命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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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社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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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老師們開班授課的今年暑假，驚艷了孩子對老師們的認識，也在課堂中由師生共

同創造出驚喜的火花。孩子從老師身上，看見了新奇的事物；老師也從孩子的身上，

看見全新的創意。這是一次驚艷的交流，也是一次經驗的傳承。

攝影課程，要用好攝的眼睛，紀錄世界的美好。

世界真奇妙，看看這世界的美妙。

天才料理王，我們都是小小大廚師。

理財課程，讓我們變成小小理財專員。

琳琅滿目的東西，她們都是來自哪個國家呢？

花藝的藝術，讓我們一起探訪美麗。

美麗心世界，看看排裡面要說的是怎樣的視界。

成果之夜，活力無限。

體驗教育，漆彈生存戰。 

夢幻工廠的彩繪課程，一起完成拼貼畫。

同
心
協
力
，
共
同
完
成
，
因
為
我
們
都
是
一
家
人
。

作品，每一個都是感動的藝術。

用心設計，這是美麗的印記。

讓
我
用
指
頭
為
你
演
一
場
戲
。



    民國92年夏天的某日，接近中午時分，忽然「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一陣陣佛號聲從遠而近，只見一輛插著佛教五色旗、掛著喇叭、車身寫著「萬德佛」

和「南無阿彌陀佛」字樣的箱型車停到我們育幼院門口。同仁迎向前，想了解是怎麼

一回事；只見車上坐著一位老尼師，下來一位較年輕的尼師，笑著問同仁說：「我們

有一些自己種的青菜，想送給小朋友吃，不知道你們要不要？」同仁高興地謝謝師父

的慈悲，依照需要量，接受師父的賜予。師父不留名，不要收據，青菜放下，就緩緩

開走了，讓我們深受感動。從此，幾乎每個月都會看到這輛佛車送來師父們種的青菜。

    詢問師父的道場，只知道在花蓮，道場名「萬德佛阿彌陀佛寺」；後來看到李雪菱

一篇關於萬德佛寺療癒社群的研究，才知道師父是    廣欽老和尚的弟子，萬德佛寺在

花蓮海邊與山區各有一處基地，由師父帶著弟子們共修苦行；他們利用撿拾或信眾布

施的物資，拼湊成一所道場，房子是鐵皮屋，用瓦楞紙鋪地當床鋪，師父本身則是「

不倒單」，夜間在貨車上打坐。十多年來，常住們在不吃藥、不花錢的前提下，協助

一些住於安寧病房的患者，獲得身心靈的宗教療癒；他們打坐念佛、工作、求往生。

自己種植蔬菜，除了自食外，經常將蔬菜轉送各種性質與不同宗教創辦的福利機構，

讓這些原本對生命已經絕望的患者，重新找到自己的價值與希望（李雪菱，2004）。

    民國93年，慈光育幼院因故解散；師父知道我們要為這些無依失怙的孩子重建家園，

每次來到我們籌備處，總會帶來信徒的供養金或數萬元、或銅板數袋、乃至黃金首飾

也拿來請我們變賣當建築費用。師父總是端坐車上，慈悲的詢問建築進度，並鼓勵我

們好好念佛，不要氣餒；師父不願留名，為了我們入帳需要，才用「萬德佛南無阿彌

陀佛慈善協會」的名義捐贈，直到本家落成為止；讓我們無限的感恩。

    三年來，未曾再看到這輛特別的活動道場車，也未再見到師父的道影；但師父那樸

實、恬淡、慈悲的道風，與修行者的典範，卻深深的烙印在我們心中。孔子說：「仁

者壽」，我們衷心的祝福師父身安道隆，光壽無量。

附註：有關「萬德佛阿彌陀佛寺」的詳細資料，可參閱：

【李雪菱所著「在病苦與療癒之間的轉化——萬德佛寺療癒社群的形成」。

http://yuki.alinggo.tw/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52&forum=4&post_id=531#f

orumpost531】

編輯小組

無相布施的

   萬德佛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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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翦影



教育長 吳碧霞

一路走來......

    讀剪報一份：「小小江山，似曾相識」，敘述孩子的媽走後，孩子的父親與其子相處的

心理及生活等等。

    其父善於造情境，如：自己雖大字沒識幾個，陪孩子做功課，也端然讀起書來，又孩子

耍賴時，也抱著包容理解的心情……，反觀院中孩子，不幸不得此父，故老師們請設法彌

補他們心中的憾恨。縱或帶孩子遇挫折，也不要心涼傷感。或者有衝突，甚至孩子抱恨意，

也不要耿耿於懷，若真對他好，他長大後回想，心中仍會萌生謝意。

    院中拘於團體生活，較多不便，但以愛心相對，並適時表達，傳布關愛，仍是必要的。

孩子們或因父母之不幸，生出不負責任的自暴自棄心理，這正需要我們提升他們的自信，

消弭他們的恨意，讓他們明了將來建立一個完整的家庭是如何地必要。
 

〈民國73年3月30日教保會議〉
 

    本院孩子，縱然成績、品德非上上等，然較之昔日：心理亂騰騰，軍事化順從，甚而為

迎合參觀者，列隊歡迎，實際心裏不以為然，及時時搗亂，令工作者不能發揮……已好了

許多，真是值得慶幸─這有賴耐性教導，養成善良風氣，一旦風氣形成，新進孩子自然受
薰陶，容易就緒，就如鴻爐片雪，化於無形。所以，同仁建立共識，互相合作，型塑出風

氣，非常必要。大家平日裏，不妨多相聚研究，帶著些理想，看看想要個什麼樣的家風。

這在最初很辛苦，但是，形成之後，真正好用！

    再者，大局一直在變化，孩子不斷在接觸新的環境刺激，諸位老師若能隨之增長，則於

孩子大有助益，諸位可以就一般常識、專業輔導、社會資源連結各方面去開展。此等可令

我們工作稱職，甚至得心應手。當然，在照顧孩子之餘，再做研修，會很緊張、忙碌，但

是各位不是想要安定嗎？安定就從不斷的學習中來，唯其心閑氣定地能接一切變化球，才

有安定的可能。

    又孩子漸漸在長大，這也是另一變，我們的心也要隨著調整，須由媽媽呵護的角色，轉

換成朋友、姊姊，而且運用技巧須不露痕跡，諸位若習慣媽媽角色，也要試著變化一下，

與孩子等高成長。

    最近碰上評鑑，目前風氣較時興表現，而本院原則是有之則表現，若無之不可杜撰，借

指標盡力上求，如是而已矣！
 

〈民國73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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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去教保會議的重點紀錄，想給大德的，是「一路走來」

的真實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