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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任 詹前柏

    由於社會快速變遷、家庭結構改變，家庭照顧功能日漸脆弱，國內兒童遭受虐待、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情形，在過去十多年來有顯著的增加，除了數量上的增加，在問題的複

雜性和嚴重性亦有日漸惡化的現象（黃碧霞，2006）。而依據內政部兒童局（2011）統

計，五年來兒少保護個案人數由2006年的10,094名，逐步增加到2010年已達18,454名；

同研究對施虐者之調查發現，施虐者約有80％為父母或照顧者，使得許多兒童必須被帶

離原生家庭，加以安置保護。

  雖然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施行細則第八條明文規定，兒童及少年家外安置優先順序為：

合適的親屬家庭、已登記合格的寄養家庭、最後才是經政府核准立案的兒童及少年安置

教養機構。然而由於家庭型態的變遷，合格的寄養家庭不足，以及有些受虐的兒童少年

本身伴隨一些行為問題，使得其親屬家庭或寄養家庭無法滿足個案的需求，以致機構安

置仍是台灣兒童少年保護工作的重要處遇方式。這可由內政部兒童局（2010）的統計得

到佐證：2009年家外安置的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機構安置數量為540人，高於家庭寄養

的474人與親屬寄養的220人，機構安置數量最多。

    台灣的兒少安置機構始於二次大戰之後，當時以慈善救濟的動機設立、以貧孤兒童為

主要服務對象，然歷經五十多年的發展與變遷，台灣的社會型態與兒童問題都有巨大的

改變；兒少安置機構，不論在安置對象、服務需求、服務方法和功能理念都和過去有極

大的差異（彭淑華，2004）。在面臨兒童少年問題的變革中，兒少安置機構應該如何調

整組織結構與服務模式，以滿足社會及案主的需求，一直是兒童福利的重要議題。因此，

慈馨採取「以家童為中心」的家庭經營模式，即是呼應社會的需求所建構的教養模式。

參考資料：

內政部兒童局（2010）。兒童少年保護處理安置。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兒童及少年福利統計

      年報，頁43。台中：內政部兒童局。

內政部兒童局（2011）。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受虐兒少按性別分（人）。取自

             http://www.babyhome.org.tw/line/index.aspx.htm
黃碧霞（2006）。高風險家庭中的兒童―兒童虐待及保護。發表於2006中華救助總會社

      會福利論壇：兒童虐待與保護。台北：中華救助總會。

彭淑華（2004）。弱勢兒童保護的最後一道防線—台灣地區育幼機構之發展與省思。兒

      童福利，60期，頁48-59。台中：內政部兒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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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邀請小躍將自己寫下的每一點對照

當初擬定的目標與諮商的方向，有符合當

初擬定的目標時，就在標題前畫下星星。「

這點應該是人際互動上的…」小躍回答著

我的問題，於是又提起筆，在第二個標題

前，畫下一顆藍色的小星星，看著小躍越

畫越多顆的星星、越笑越開的表情，我看

見了小躍自信和略帶靦腆的笑容，以及一

張用驕傲的星星畫滿的，美麗的星空，更

見證了這一場最動人的，關於生命成長的

故事。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在人生的歷程中，在

慈馨家的生活裡，成長雖然緩慢，但每一

步卻都是勇敢與努力的，而這樣辛苦的過

程，是如此的令人感動與驕傲，謝謝小躍

讓我的學習，讓我知道如何成為自己生命

中的勇士，而生命最幸福的地方，是在每

個人都是自己的主宰，決定自己生命故事

的發展，帶著努力與勇氣，揮灑出一片美

麗而驕傲的星空。

榮譽家主任 張貴傑

社工員 廖振杉

  什麼是幸福？

  幸福（well-being）是非常屬於個人內

在的正向活動，也是許多人努力追尋的生

命歷程。當然，在慈馨兒少之家，有一群

夥伴以及孩子們正在為建構自己世界裡的

小小幸福感而努力著。

  慈馨是一個奇妙的地方。在這個空間裡，

不管你的身分及職務是什麼，每個人都努

力地學習面對自己生命的挑戰，互相考驗、

砥礪，甚或學習。孩子有孩子的生命面對

與考驗，成人有成人的生命面對與學習，

上蒼果真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生命行在

這世，都是一連串的學習過程！而學習卻

都是清楚的在「人際關係」裡展演。

  兒少之家的生活是緊密的「家庭」生活。

於是，現在的「家庭生活」，會交織著孩

子們過往的「原生家庭」生活經驗，以及

工作同仁過往的「原生家庭」生活經驗，

然後，持續發酵、激盪。

  喜怒哀樂都在慈馨的小小家裡一次次上

演！當然，每個人都在努力尋找小小的幸

福感―在生活裡！

  我的身分是帶著最大的祝福及相信，而

在慈馨，我擁有大大的幸福，看見願意為

孩子付出的工作夥伴；看見工作同仁在面

對挑戰後的勇於面對；看見孩子努力讓自

己穩定及成長的動能；看見每個臉背後的

故事。

  我的幸福可能只是孩子玩著我的鬍子時

在心裡悄然地成長！

  請相信，如果你願意，給我們的孩子及

同仁一些相信，因為你的支持會讓這些用

力的過程，多些小小的幸福感受。

  擱下重重的殼，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等

待陽光靜靜的揮灑，在小小的天，找尋大

大的夢想；耳邊繚繞著蝸牛這首歌曲，想

起了和小躍的相遇。

  帶著厚厚的心事，在這裡小躍用生命的

故事與我們碰撞；背著重重防衛的殼，在

這裡小躍用生命的經驗與我們互動。從剛

成為家人到現在，小躍用真誠的心與最真

實的自己，融入這個大家庭；從開始諮商

到現在，小躍勇敢的面對自己的學習，也

努力的讓自己在過程中成長，雖然中間有

一度懷疑起自己、不相信諮商了，覺得諮

商對於自己並沒有幫助，也看不見自己的

進步和不一樣的地方，看著洩氣的小躍，心

裡好是心疼，於是陪著小躍一起討論與檢

視，還記得哪一天，如此感動的一天。

  跟著小躍一起看見並見證，從當初擬定

的目標和想學習的方向開始，到諮商數次

後的今天，邀請小躍寫下自己目前覺得自

己不錯和進步的地方，一一的列下。完成

幸 福 「躍」
     慢越美麗

小  樹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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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行政助理 蘇盟惠

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幸福的點滴～與
小萍
的高雄之旅

  今年過年很開心能帶小萍一起回高雄，

這也是我第一次帶孩子回家。我也在想：

用什麼方式，介紹我的家庭和帶小萍出場，

我可以做哪些事前的準備呢？當我先前猶

豫是否帶孩子回去時，我給家裡的訊息有

很多的試探和暗示的告知，等到確定會帶

小萍回去過年時，我釋放更多的訊息，另

一方面，我也告訴小萍我們家有多少人？

大家的個性大概是什麼樣子？

  我介紹阿伯是保護大家安全的保全人員，

肚子大大的；伯母是從早工作到晚、說話

也有點大聲，但是很照顧人的人；阿嬤是

年紀很大、但每天都停不下來一直想要動

的人；我姊姊不是很漂亮的美女，有點兇；

我弟弟是個說話很大聲的哥哥，但是心地

很好。小萍似懂非懂地看著我。

  我告訴小萍我家小小的，但什麼東西都

有，要到我的房間還要先爬過一道牆，我

本來很擔心爬來爬去對小萍很危險，但後

來看她也爬得很快樂。

  我爸爸很誇張，都還不知道會不會有孩

子跟回去過年，就打電話告訴我說房間已

經幫我整理好了；我媽媽則是會問小萍喜

歡吃什麼？要不要買什麼？可見，我爸媽

是很期待有個孩子回去一起熱鬧的。

  當回到高雄時，我先帶小萍認識我家的

環境，也和我的家人們見面。初次見面，

小萍很害羞和慢熟，當阿嬤牽著小萍的手

拜拜時，小萍只是很害羞地一直笑，阿嬤

跟她說：「要好好拜，讓祖先保佑你平安

長大喔！」領紅包時，看著她靦腆地從阿

伯、伯母手中領紅包，小萍是開心的，她

跑過來跟我說：「盟惠老師，阿伯、伯母

給我紅包耶！」我說：「對啊！那是阿伯、

伯母給小萍的祝福、祝福小萍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地長大。」孩子是開心的，換個

角度，我也看見自己的父母疼孫子的心情

表露無遺，我問爸爸：「怎麼差這麼多，

你們那麼疼小萍，對我們就這麼兇？」我

爸笑而不答。我想他們也是在成為父母時，

才開始練習當父母吧！就拿小萍因為一件

衣服鬧情緒為例，我的作法是：讓小萍調

整好情緒、釐清之後才離開，而我爸爸在

旁邊看著我和小萍互動，充滿了擔心，他

編者按：

  每逢春節，一些無家可歸或有家歸不得的孩子，我們都不希望他掉到孤單沒歸

屬的感覺中。於是透過會議，由工作同仁視自己的狀況，提供帶孩子回家過年的

機會。這之中，並不只是孩子得到了心靈的慰藉，同仁們也增加了另一層的觀察

與往後跟孩子的親密連結感，以下這篇正是同仁的實況報導。

們可能很難理解我的作法。回頭想想小時

候的我：的確並沒被教導如何適當地發洩

情緒，也沒有被等待調整的機會―父母是

用最快的方式跟他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去

做。他們教育的方式，是由父母的父母的

父母好幾代祖先傳下來，然後再透過不斷

的和孩子磨合，一點一滴地再調整吧！

  小萍從不熟悉到可以和我弟弟玩槌子大

戰，我覺得很佩服這個孩子的適應力跟調

整的速度，我也覺得小萍跟我弟弟好像兄

妹一樣，可以玩得那麼開心，我也看見我

弟弟很體貼、純真的地方，連我都吃醋了。

  小萍除了來高雄體驗過年的氣氛外，還

可以有什麼是在這次旅遊中可以讓小萍體

驗的呢？我帶著她坐捷運、學習如何買票

跟捷運站的規則，但對於小萍來說，「清

楚」很重要，在買票時我跟她說捷運站不

能吃東西跟喝東西喔！她說：「好。」但

當她進到車廂內，就拿起飲料來喝，我趕

快叫小萍收起來（我怕被罰錢），可能是

我緊張的聲音讓她不知所措也嚇到了，她

呈現雙肩聳高的委屈樣子，我跟她說：「

小萍，我剛剛有說捷運裡面不能吃東西跟

喝東西，這樣會被罰錢錢的。」她一副快

哭地跟我說：「可是你沒說車子裡面不能

喝呀！」我愣住了，我的確是沒有說的那

麼清楚，於是我跟她道歉，並再一次地說

清楚。當後來我們要去跟璟琦老師拜年時，

在公車上她會先問我：「老師，在這裡可

以喝東西嗎？」對於孩子，很多未知的東

西，其實心裡是害怕的，將遊戲規則說清

楚，也是安定他們的一種力量。

  初二回外婆家，恰逢我表哥帶表嫂跟兩

個姪女回來，我的表嫂是泰國人，我兩個

可愛的姪女只會說泰語。剛到外婆家時，

小萍花了快一個鐘頭觀察環境，她看見我

兩個姪女，很想找他們玩，於是從陌生害

怕慢慢到主動接近，其實小萍聽不懂我姪

女們的對話，她會皺著眉頭看著我說：「

他們嘰嘰咕咕在說什麼，我聽不懂。」但

孩子會找到自己與他人連結的方法，小萍

用玩具和他們互動，於是連結產生。在動

物園也是願意分享自己的冰淇淋給小姐妹

們吃，雖然語言不太通，但溝通的方式有

很多，不一定都靠語言。

  當我們去跟璟琦老師拜年時，璟琦老師

帶我們和他姪子一起去吃麥當勞，小萍會

跑回來跟我們說：「老師，弟弟們去撞到

別人沒說對不起。」我說：「那你去教弟

弟好好向對方道歉。」小萍說：「可是他

們聽不懂我在說什麼啊！」原來，小萍聽

不懂台語，而璟琦老師的姪子只會說台語。

最後，小萍仍是正義凜然地將幾位當事人

請到我們面前，好好調解一番。其實，孩

子的彈性很大，適應力也比我們大人想像

來得強，沒有那麼容易受傷，他們會自己

找到最適當的位置跟方法，有時，在旁邊

陪著比直接教他們怎麼做會讓她學習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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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爸媽可能真的到了想抱孫子的年

紀了，因為他們工作的關係，回高雄這幾

天都是我帶小萍到處玩。要回台中前一天

晚上，我爸媽要帶小萍去買些餅乾糖果，

我跟他們說小萍有很多零食了，他們居然

跟我說：「這幾天都是你帶她去玩，我們

只是想帶她買些吃的而已。」難道，我爸

媽在跟我吃醋嗎？也太好笑了，就讓他們

去走一走滿足一下吧！  

  這次能帶小萍回高雄，我心裡是很開心

的，除了讓我爸媽更認識我的工作，也讓

他們跟親朋好友認識不一樣生活背景的孩

子―雖然生活背景不同，但孩子就是孩子，

那份天真和純真，不會因為生活背景的不

同而改變；另一部分是我和小萍的互動，

讓我爸媽再次學習到怎麼和現在的孩子相

處，也去觀察到教孩子是有許多不一樣的

方式，不一定要打跟罵。最後，這次帶小

萍回家，我也看見一些愛的流動用許多形

式在家裡出現，有時自己當時會忽略或誤

解，可是，長大了後，也更有能力去看清

楚一些事情，相對的，也能去創造更多的

幸福。生命有無限的可能，對於家庭也是，

這幾天我看見很久不曾出現的開心、快樂、

幸福。

 

幸福是什麼？

幸福是點點滴滴，平凡無奇，但當你發現，

卻像大江大海滔滔不絕。

幸福是什麼？

幸福是你我可以自行創造，但看你願不願意。

幸福是什麼？

幸福是愛

~06~ ~07~

國二家童 玲玲

給媽媽的一封信

親愛的媽媽：

  記得小的時候，您每天不是打我就是罵

我！

  您讓我感覺不到您的母愛，我甚至覺得

您好像是痛恨我的。住在兒少之家的這幾

年，的確感受到您用盡了各種辦法想彌補

我，但我的心裡卻狠狠地拒絕您的道歉，

也不讓您有機會接觸我。

  記得嗎？當時聽爸爸說您有子宮癌，需

要一大筆的錢開刀，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但我心裡早就已經有了答案，甚至

還痛恨您為何要拿我的儲蓄去開刀。還有

一次，您帶著我出去玩，半路上您跟我說

您很抱歉以前這樣對我，也希望我能原諒

您，當時我只是點了點頭，心裡卻不想原

諒您。

  直到有一天，兒少之家的老師突然找我

和姊姊，我心裡想「一定是要我去幫忙什

麼事吧？」誰知道從老師口中說出一句話

來：「你們的媽媽因為意外而去世了！」

聽到這句話時，我嚇到了，那是我生平以

來第一次有這種感覺―像是百萬根針刺進

我的胸口一般，我是真的嚇到了！當時我

的腦中和心裡亂成一片，但我還是面無表

情，其實心裡已經痛得不得了，「我不能

哭，絕對不能哭。」這是我心裡一直重複

的一句話，我不想在姊姊面前哭，我先把

情緒調整好，看了一下姊姊，她外表看起

來不在意，但我了解她內心的感受。所以

等姊姊一離開，我的眼淚像大海一樣嘩啦

啦地流下來！媽媽死掉後我才明白媽媽的

心意！我只想告訴您，其實我還是很在意

您、很想您，真正要說抱歉的是我，我不

應該一直不接受您的心意。

  雖然我從未叫過妳媽媽，但在母親節前，

我想說：

『媽媽！祝您母親節快樂』

我愛您～

您的女兒  玲玲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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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物語】

歡迎，請進！

請您入場時將幸福物語小標語拿出來，張

貼於海報上唷，

那是自己對幸福的定義，將來可以回味好

久好久的。

現在，準備好了嗎，我們將與您一同分享…

～以下是慈馨家人的響應，海報是全貌，

內容只選擇孩子的，也讓讀者了解一下孩

子心中的幸福是什麼。

圖書室書展專題
編輯小組

【啟動幸福】     

幸福

是每個人的渴望，

對很多人而言，

它是個神奇的字詞，

它來自有能者的給予，

也來自接受者喜悅的反應。

無論給予或接受，

雙方都是幸福的擁有者。

只是，

幸福常常被「忙碌、忽略和理所當然」所

隱藏了。

因此，

圖書室規劃了幸福專區的想法，

透過氛圍的設計與營造，

尋找並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

加入吧，

只要提供一個特殊意義的物件：

一張小卡、相片、CD，一句勉勵語、一

段樹枝、

或者是馬克杯、徽章、布偶娃娃、風鈴…，

不拘任何形態，

看到它，想到當初最真實、最美好的情

感…，

看到它，心中對話不斷湧現，啟動著交流

的想望…，

看到它，神秘的能量牽引著，串起點點滴

滴的回憶…，

它，就是幸福物件，也是存放身旁的「小

確幸」。

就這樣，

透過各式各樣幸福物件的呈現，

感受它們豐厚的意涵：

體驗，

被給予、被祝福，是一種幸福，

學習，

接受、分享，是創造另一種幸福。

相信，

這幸福方程式，

將會無限開展。

小確幸：小小而確定的幸福。源自

村上春樹《終於悲哀的外國語》：

「如果沒有這種小確幸，人生只不

過像乾巴巴的沙漠而已。」

分 享 分 享

【前言】

人們往往用「你要幸福哦！」來代表深深的祝福，於是「下一站，幸福」、「

幸福最晴天」等一系列的電視劇出現了。本家也湊個熱鬧，於四月九日至四月

十日在圖書室舉辦書展，展出主題為「創造滿滿的幸福」。

葦哥（國二）：看到布丁姐姐就很幸福了。

小萱（小六）：我覺得在這裡，有很多人會關心我、照顧我、還有愛我，我覺得

              非常幸福。

嫆嫆（小三）：在苗栗後龍我覺得很溫暖又很幸福。

小娟（小四）：住在慈馨家很幸福。

傑哥（小五）：老師照顧我，就是最幸福。

小萍（小二）：擁有娃娃，它陪著我，感覺很幸福。

羅羅（小四）：收到寄養媽媽送給我的東西很幸福。

芽比（小六）：吃苦了苦、苦盡甘來，享福了福、福盡悲來。

小羽（小五）：一對可愛的布偶是讓我最幸福的東西。

豪豪（小六）：有人愛我就是幸福，有很多慈馨的老師愛我，我很幸福。

小玲（國二）：書是豐富知識的來源。

阿君（國一）：天天都有好吃的食物，好玩的朋友。

小星星（小二）：我喜歡遙控汽車和變型金剛，擁有他們就是幸福。

玉筏（小六）：只要能在音樂中享受，就是幸福。

罐頭（小二）：幸福就是可以和喜歡的車子和哆啦A夢在一起。

仔翔（小五）：書展辦得多多。



~10~ ~11~

分 享 分 享

【幸福物件】

千挑萬選，你拿出什麼東西呢？

我實在很好奇，讓我瞧瞧吧！

哇，就是它讓你感覺最幸福的啊？

嗯，我的是那一個，你也來看看，也猜猜

我為什麼選這個…？

～當然，家人也熱烈響應，這次，我們看

看大人的。

阿睿（國二）：積少成多

阿躍（小五）：大家天天都開心。

小芳（小四）：我的幸福是一本書，它就是baby。

小曾（小二）：大家快樂就是幸福。

小江（小四）：我覺得捐錢幫助需要的人很幸福。

宏宏（小五）：心想事成是幸福，生活如意是幸福，帶著笑容是幸福、看到幸福的

              東西更是幸福。

瑋瑋（幼稚園中班）：玩車車的時候。

謝阿姨（一對陶瓷娃娃）：看到這兩個娃娃覺得很幸福，因他手上提著滿滿的

                  橘子，臉上露出開心的笑容，感覺是最幸福的。

冠葦老師（幸運草）：看到它就想到我，看到就想要笑，笑是我帶給大家最幸

                  福的事。

盟惠老師（風車）：轉動的風車，轉動愛轉動能量，要轉出無限的希望。

柯老師（古琴CD）：學習古琴是夢想的實現，帶給心靈的寄託、情感的抒發，

                  與古人的話。

淑錡老師（可愛的BABY大海報）：幸福即是給所愛的人滿滿的祝福和愛，所以

                  我也將愛與能量傳遞下去。

美蓉老師（徽章）：每一個徽章都有其意義！欣賞每一個徽章的造型及了解代

                  表的意義，是件幸福的事！

紀騰老師（古玉）：古玉不是富貴的象徵，但案几上的一只古玉，往往是人們

                  學養品格的外延，能呈現一種超凡脫俗的高雅情趣，玉不

                  能言最可人最怡人。

芊蓉老師（柿子吊飾）：這是多年好友送的柿子吊飾，代表事事如意。

姿斐老師（自拍的照片）：每張照片帶給自己不同的感觸，看完心情便是快樂

                  的。

茹鈺老師（星沙）：看到它會讓我想起自己的堅持，心裡便會感到滿滿的溫暖，

                  是一種幸福的能量。

沛晴老師（欖仁樹樹枝）：這樹枝曾是綻放在小操場的樹…，曾是接住孩子們

                  籃球的樹枝…，現在它是抓住回憶與美好的擺飾品，能夠珍

                  惜擁有的就是一種幸福。

盈甄老師（狐狸布偶）：擁抱時總會感受到一陣溫暖，將臉輕輕地靠在牠身上

                  時，總會感受到好的能量，似乎在鼓勵著我--要勇敢不要放

                  棄唷！要愛自己！就是這麼地溫暖、放鬆。

振杉老師（巧克力牛奶）：巧克力+牛奶，甜甜的、濃濃的，喝一口，啊！真幸

                  福。

品亨老師：每天過得平安就是一種幸福。

欣亭老師（音樂+精油）：幸福就是音樂+放鬆精油，放下一切 ~ 好好跟自己在

                  一起。

馥豪老師（Bon Jovi  邦喬飛CD）：將音樂放進音響中然後音量調到最大，接下

                  來隨著音樂「大吼大叫」，將自己化身為超級巨星，這就

                  是我的幸福。

董事長（兔子飾品）：我的生肖屬兔，這是我的朋友在兔年送的禮物，特別有

　　　　　　　　    意義，祝大家兔年都幸福。

詹主任（阿彌陀佛字卡）：阿彌陀佛是大慈父，在佛光的護念中，是最幸福的。

慧雯老師（安妮公主）：揮著翅膀的安妮公主，每一次看到安妮公主的笑容，

                    內心會有滿滿的能量與幸福感。

秀慧阿姨（小叮噹）：我愛小叮噹，因為可愛而且書裡創意無限。

羅媽媽（向日葵茶杯）：看到這個向日葵就心情十分開朗，所以與大家分享這

                    個喜悅。



《內容引用自99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

教養機構專業人員在職訓練課程》

  每天起床，有沒有對著鏡子，好好地端

詳自己梳理一番，等整理好服裝儀容之後，

自己覺得很滿意了，再心情愉悅地出門呢？

其實呀！在外表上如此，在面對自己有情

緒的時候，更可以如此喔！我們可以先來

檢視一下自己的EQ（情緒商數—當自己

有情緒時掌握自己情緒的能力），當你有

情緒想要生氣的時候，你是恣意地放縱自

己的情緒到處掃射波及無辜，還是會稍微

停下腳步來，想一下剛剛怎麼了，再找方

法面對解決改善呢？

  有心想要變成高EQ，隨時隨地能拿捏

自己情緒、掌握自己情緒，與自己的情緒

好好地和諧相處，是可以學習，更可以練

習來的。關鍵只在於自己選擇要不要、相

信自己能不能！這一次的在職研習中，我

得到了個很棒的新概念，想在這裏與大家

一同分享，一起成長，一起學習越來越認

識自己，並能與自己的情緒和平相處。

    要進一步了解自己，認識情緒，首先可

以從凝視開始......

  首先，先認識兩點：

1. 你有情緒嗎？

沒錯，生氣、快樂、悶悶不樂、緊張…都

是情緒，沒有好壞與對錯，只要是人都會

有情緒。

2.「私下我」與「公眾我」是如何？

有沒有差別，還是表裏如一？其實這也都

沒有對錯，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會想要把最

好的一面，表現出來給大家看，這是很正

常的，不用擔心，你並沒有人格分裂喔，^_^。

    接著～凝視情緒／情感的本質：

這也是自我理解的歷程，情緒／情感的本

質有以下三點：

1. 自然天生的本能反應：

每個人在面對不同的事件與情境時，會有

不同的情緒／情感反應，這是與生俱來的

本能反應，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

2. 後天習得的反應：

一個人如何看待人與問題，決定了他如何

去回應，這些都是後天學習來的，所以當

你相信自己並非脾氣不好，只是之前學了

不太好的發脾氣方式，你就可以自我和

解，並決定學習其他更多好的發洩情緒

的方式。

3. 情緒／情感發展的可變性：

有沒有發現情緒會來也會走呢？所以情緒

是會消長會流動的，它通常來得快去得也

快，它不會一直揮之不去；如果你有揮不

去的困擾，就得慎重評估一下，是否需要

請專業的醫生幫忙囉。

  再來～了解情緒發展歷程：

  情緒是可變性的，情緒經驗的發展歷程

有以下三點：

1. 獲取：

就是情緒經驗的本身，是必然／自然的，

就像大自然的花開花落一樣，差別僅在於

敏感度。也就是每個人遇到一件事一定會

有反應，但是反應因人而異，有的人反應

大有的人反應小，甚至小到令人沒感覺也

有可能。

2. 修飾：

就是情緒表達的方式，當你發現了自己發

脾氣的方式不太好時，就會想要改善跟自

己和解，找到一個讓自己讓他人更舒服的

情緒表達方式。

3. 轉換階段：

情緒是歷程的，而非天生註定的，情緒經

驗及情緒表達，是因年齡與學得經驗，因

你對一件事的理解程度，與個人經驗的成

熟度，而逐漸改變的歷程，例如：小時候

可能會忌妒姐姐總是受到大人特別的關照，

而處處跟她作對，長大後反而覺得姐姐好

可憐，做任何事都不能自己做主，而開始

喜歡自己的自由自在，並且幫助姐姐。

最後就是～梳理

情緒表達及情緒經驗的梳理，也就是情緒

經驗的轉化（改變），提供以下兩個見解

作為參考：

1. 接受自然，與自然和解：

理解了情緒就像大自然的花開花落般，會

來也會走，有過去也有未來，也等於是接

納自己跟自己和解，放自己一馬，而接納

了自己就是新的改變的開始。

2. 給自己一個理由：

以幽默的態度來面對，自我解嘲越幽默效

果越好，只要不傷害自己與他人就好。

例如：有個有趣的商家，開業時間是這麼

訂的～每日：6點；睡過頭：7點；睡不著：

5點。

  看了以上的分享，有沒有覺得認識自己、

掌握自己的情緒，突然變得好簡單呢？下

次當你有情緒想要生氣的時候，除了任意

罵人、說髒話、動手打人或破壞公物之外，

你還可以怎麼做呢？相信聰明的你，一定

立刻可以想到更多有益身心健康的舒通管

道與方法，到時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喔！

  有句話說：「只要有心，凡事難不倒。」

最後老師分享了一則網路上很棒的短文，

在此也與大家一起勉勵之：

「我喜歡打籃球，

雖然常常投籃不進，被蓋火鍋…

有次，還被撞斷兩顆門牙…

上次還扭到腳…

可是，等我腳好了以後，

我還是要再去打籃球。

因為…

真正的喜歡～」

    所以呀！天下無難事，當你真正的喜歡，

有了新的決定，新的能量就會跟著來，就

會概括承受所有的不如意，不會因為一點

點的小挫折而自我放棄，我們需要的除了

自我接納，再來就只是～練習，練習多了

就可以享受到進步是漸進的，改變是逐步

的喜悅，祝福大家越來越能自我悅納。

自我探索與情緒管理

                ～凝視與梳理 
保育員 林秀玫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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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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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實驗有感

科學家做了一個心理測驗，

請化妝師幫自願者畫上血肉模糊的臉妝，

完成後讓自願者照鏡子。

鏡子拿走之後，

化妝師騙自願者要再上一層粉比較不會掉，

此時化妝師已悄悄地把他們的妝擦掉，

之後讓自願者在外面走一天，

再回來告訴科學家，人們怎麼看他們。

結果自願者都覺得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他，

而且比平常還要粗魯地對待他們。

其實，這是自願者的感覺影響了判斷。

如果一個人長期抱怨，便是他心理有偏差了，

所以需要改變的是自己的內心，而不是別人。

當自己內心改變了，看事物的角度便會不

一樣。

所以，是自己決定別人看你的眼光。

小三 小嫆小五 大展

美味的紅寶石 逛夜市

星期六晚上，

老師帶我們去逛夜市，

夜市有好吃的東西，

有好多的文具，

有可愛的布偶娃娃，

還有很有趣的生活用品。

那裡真的很好玩，

歡迎大家都去逛一逛喔。

深紅色的石榴，

長得像紅蘋果。

剖開來，

一間又一間的小房間，

藏著好多小小的紅寶石，

酸酸甜甜，

保證讓你一口接一口，

吃下了寶石，

我也好像發著光。

國二 小信

  助人工作～～是生命陪伴生命的歷程，

在這麼直接貼近及陪伴孩子們的歷程當中，

有許多自我反思及成長的機會。來到慈馨

家工作一年多，覺得自己持續跟著孩子們

一起成長，一起學習，在某次的研習當中，

談到『非志願個案』的議題，講師請我們

檢視，自己有時是否也成為了『非志願的

社會工作者』？當遇到孩子的狀況較具挑

戰性時，自己是否也曾抗拒和孩子工作，

而如何從中去看見及整理自己的狀態是重

要的，例如：面對孩子較大的情緒張力、

面對較大的衝突事件、面對孩子表示對你

的不喜歡…等，如何能夠提昇自己的準備

度，釐清自己的狀態，以及孩子的狀態，

以便能夠在面對孩子的困難及情緒困擾時，

能夠有堅定的心，穩穩的在，繼續陪伴著

孩子們，給孩子正確的愛及協助，這是歷

程中重要的學習。

  而在慈馨家一年多的我，越來越有歸屬

感，也越來越能夠自在的和孩子們在一起，

也親身體認到孩子們在環境適應上所需要

的時間及歷程的，幫忙我在陪伴及協助孩

子中能夠適時的『緩』下來，理解他們的

需求及狀態，也越來越能夠喜歡跟孩子們

在一起的感覺，雖然時常很忙碌，但過程

中也有許多的感動及幸福：

  『幸福是～～當疲累時，孩子咚咚咚的

跑過來，說欣亭媽媽抱一下。』

  『幸福是～～當害怕朗讀的孩子，開心

的說，欣亭老師我有一篇喜歡的文章唸給

你聽。』

  『幸福是～～忙到忘記時間時，孩子跑

來辦公室，提醒你要記得吃飯跟休息。』

  幸福是生命陪伴生命的歷程，有許多的

愛在流動，有許多的改變緩緩的在發生，

過程中看見孩子的成長與進步，也看見自

己的成長及成熟，可以跟著孩子們一起成

長，是屬於我寶貴的幸福！！

幸福～～
      是跟孩子們

           一起成長
社工員 李欣亭

新春圍爐全家共歡樂

分 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