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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與創新

董事長 郭秀銘

祥 龍 獻 瑞

家童美勞作品

敬愛的大德：

  今年適逢我們國家建國百年，政府與民間共同舉辦了許多慶祝活動；然而，

回顧百年來的國史，內憂外患未曾歇止，我們要感激先烈先賢的忠貞與熱情，

在我們國家瀕臨危難之際，用他們的生命與心血，使國家絕處逢生，化險為

夷，並再創新局，讓台灣今日可以在自由民主的體制下，繼續成長茁壯。

  而我們慈馨，若追溯到慈光，也超過五十年的歷史；其間也經歷了許多波

折，甚至遭受解散、搬家的命運。感謝各位大德的愛心護持，慈馨終能浴火

重生，並以創新的家庭經營模式，提供安置家童更溫馨的成長環境，以及更

高品質的專業服務。

  再看慈馨的孩子，他們經歷了家庭破碎，帶著身心的創傷來到慈馨家，在

這裡，他們漸漸走出傷痛的陰霾，勇敢的懷抱夢想，展現出自信與強韌的生

命力；原生家庭的缺憾，在慈馨獲得彌補，也讓他們對「家」更加珍惜與感

恩。這些都印證了以正向的思維和態度面對危機，就有機會讓危機成為改變

與成長的契機。

  感謝慈馨的朋友們，因為您對我們的信任、支持，以及對孩子無私的愛，

讓慈馨可以成為守護孩子的堡壘。如今，孩子一天天長大，青少年越來越多，

我們需要為他們增建少年家園；這又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可是為了讓孩子有

更好的發展與未來，我們會勇敢面對。相信慈馨的孩子在我們共同「用愛溫

養、用心陪伴」下，他們的生命會更有能量，更有勇氣面對人生的挑戰。

  新的一年，恭祝各位大德闔家

如意吉祥

  光壽無量

                                                 郭秀銘 鞠躬



  孩子從我們的身上看到他們的未來；而

我們從孩子的身上看到失去的過往！

  成人如何看待「孩子」，往往是在教養

策略上的分歧點！

  在我執行許多的訓練課程中，發現社會

人士對於兒少居住在育幼院或兒少之家等

機構的態度多半是不忍及關心。而這樣的

態度正好反應出多數人對於安置機構的誤

解！

  所以做為「成人」的我們，是不是該停

下來問問自己，在我們心目中的兒少是怎

樣的？我們所創造及營造的環境，到底想

教養出怎樣的「未來成人」？以及我們也

得重新思考安置機構的定位及意涵！

  慈馨兒少之家被界定為「孩子們永遠的

家」！在「家」的概念下，勢必需要處理

傳統家庭的幾項功能：情緒（感）支持、

經濟支援、傳宗接代等。另外，當然也要

處理成員對於家庭的認同等相關議題。

  除了傳宗接代的功能不能滿足外，慈馨

家在其他需求上，都必定要務實地支撐這

些孩子，這些在原生家庭匱乏下所產生的

焦慮及其他身心反應。事實上，慈馨更需

要能協助孩子們如何適應及面對整個環境，

以及選擇他們的未來！

  在現今的少子化家庭中，孩子往往被保

護得很好！孩子幾歲才會自己洗衣、煑食？

何時才需要學習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何

時需要學會理財儲蓄？孩子幾歲才能自主

行動？

  在台灣的家庭中，我們往往看見父母用

「還早」「做不好」的語言剝奪走孩子自

我學習的機會！用「保護」的字眼行「控

制」的事實！因為成人們的焦慮感而需要

孩子們乖乖就範！「聽話」便成了台灣對

兒少優秀的普世價值了！但這樣的態度和

價值怎麼去造就未來的多變世界？

  孩子不需要過度保護，因為那是成人的

焦慮；孩子需要被鼓勵創造，嘗試冒險，

對未來的世界承諾、對自己負責！

  慈馨是一個透過「教養模式」去建立孩

子們適應未來世界能力的地方！當然這需

要許多的心力投入，中間當然包括所有在

其中工作的成人間所存有的過往經驗轉化

的歷程！這些點點滴滴的努力就在培養面

對未來的勇敢囝仔！因為我們無法一輩子

去陪著孩子，他們會長大，我們會凋零！

這殘酷的事實，逼迫我們承認有限的生命

中，仍可以學會放手！

  要培養獨立自主、面對未來的孩子，不

是用殘酷的手法訓練，而是帶著更堅定的

愛，知道最終的方向和目標，並建構一個

安全的環境，有計劃地循序漸進，去陪伴

孩子發展對於自己、他人、社會、自然和

世界的觀點，進而邁入社會，和世界接軌，

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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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志工 潤生

課輔記『樂』

  在慈馨擔任課輔志工是我退休後的第一

份工作，任教小學時曾經擔任級任導師，

班上有低成就的孩子或因家庭因素或因自

己身心個別差異的緣故，學習的速度往往

跟不上同儕。由於老師課務的繁重，無暇

個別指導，或父母工作忙碌忽視孩子的課

業，導致孩子在應該會讀唸課文時，讀不

出來；應當要寫一句話時，也無法寫出，

時日一久，信心與學習意願逐日降低，每

天呆坐在課堂上，就等待下課與放學，目

不識丁的結果，他的人際溝通、與同儕互

動的情形可以說是慘不忍睹。

  當然，孩子學習緩慢不是他的錯，錯在

為人師、為人父母的疏忽，所以一聽到慈

馨的小冠是小一新生，學習注音符號有些

困難時，隨即答應盡己之力協助輔導，因

為經驗告訴我：一切學習如建屋，基礎穩

固，房子要建多高大就能有多高大，於是

每週一小時又三十分鐘―小冠的課輔―就

這樣開始進行。

  課輔中，我大多採取遊戲的方式進行，

因為遊戲是孩子的天性，也是大人們放鬆

身心的好活動，透過遊戲來呈現補救教材，

讓課輔有別於學校老師的指導，「寓教於

樂」讓小冠放鬆身體與心靈，在快樂的語

文遊戲中學習注音符號，認識聲調，練習

拼音與讀唸課文等等。我們玩過「聽音尋

卡」、「符號配對」、「聽聲音比調號」、

「看圖拼音」進而「看圖說話」，讓小冠

了解日常生活的話語都可以拼音，文字與

音符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有時候兩個會

同時出現，有時候也可以單獨外出；數學

遊戲時我們玩撲克牌：「比大小」、「找

10的朋友」、「加減猜拳」等，每個遊戲

大約十至十五分鐘，如果小冠要求再玩一

次，就會再多玩五分鐘左右，因為只有我

們二人，所以在遊戲中我們互為玩伴，輪

流出題，輪流找答案，每次輪到小冠當小

老師時，也是他最興奮、最有精神的時刻，

藉由發號口令時他需要正確的發音與見識，

無形中他也學到了專注力與表達法，從中

更獲得了成就感與自我肯定。

  到了課輔休息的片刻，我會用幾塊餅乾

與一本繪本故事書做為獎賞，讀故事給小

冠聽，讓他一邊吃餅乾、一邊聽故事，有

時候也會讓他接著讀唸繪本中的一句或一

段話，看她快樂的吃著，認真的聽著故事，

我的心也隨著愉悅起來――有一次繪本故

事連續兩週還沒說完，當我記不得上回說

到哪兒時，他竟然能馬上告訴我故事的原

委，聽他一說，當下既慚愧又驚喜，愧的

是自己的健忘，樂的是這孩子可以教啊！ 

  從事教職時，心裡常銘記一句警語：「

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礙於個人的才能、見識有限，教書生涯中

不乏有不會教的學生，今天看到小冠在成

長中進步，從不會打招呼到現在見面時很

有禮貌的跟我問好，從不會拼音到學期末

會寫卡片送給我，這些貼心的行為，讓我

十分欣慰與感動。

  今天將與他相處一年多的過程與感想跟

大家分享，知道小冠喜歡遊戲，不愛過多

的說明，喜歡有伴與他同讀同樂，也喜歡

讚美鼓勵多於批評指正，更喜歡笑臉多於

肅容，當然趁此機會也要說說課輔老師對

小冠未來的期許：  

〈1〉能專心觀察學校老師在黑板寫字時

的筆順，讓自己回家寫功課時，能依照國

字的左右、上下、由外而內的順序來寫，

這樣寫字既快速又容易記住。

〈2〉養成愛看課外書的習慣，書裡有無

盡的寶藏，等著小冠去挖掘，去獲取與應

用。

〈3〉學習問問題，主動發現自己不懂的

地方，下課回家後或課輔時能提出問題來

請教老師。

〈4〉自己能做的事就要自己去完成，做

事可以累積經驗與耐力，只有行動才有力

量，日後更可助人。

  最後期望小冠在慈馨老師們愛的接力

下，日後能更上一層樓，看得更多，望得

越遠。

小  樹  之  歌 小  樹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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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冠美勞作品 小冠和大家一起閱讀



保育員 李茹鈺

展翅高飛

毛毛蟲蛻變成蝴蝶，蝴蝶展翅高

飛……

  當毛毛蟲要蛻變成蝴蝶的那一刻，心情

是微妙的，期待自己的轉變，但相對的，

長大的挑戰隨之而來。在承諾當「大人」

的那一刻起，我的矛盾與衝突同時存在，

期待自己的成長，但對自己卻沒有把握，

帶著真實的自己，我上路了……

沒有所謂準備好的時候……

  在工作中專業督導曾經告訴我：沒有所

謂的準備好，因為一切都在過程中慢慢累

積，慢慢學習，然後勇敢地去調整。

  所以我從代家老師轉換成小家老師，這

樣的轉變是更快速讓自己長大。前段時期，

我每天在混亂及吵雜中度過，也一度想放

棄，謝謝夥伴們的陪伴與提醒，讓我靜下

心來看自己的狀態，也重新去靠近孩子。

我看到自己對孩子的羨慕，羨慕他們可以

如此真實地表達情感及需要，所以在過程

中我不斷地碰撞著。

  生活中的碰撞一再地打擊我內心深處最

不願意觸碰的傷，瞬間，我欣賞起自己的

不甘心與不服輸，因為它們陪伴著我走到

現在，一路上跌跌撞撞，我也不斷地告訴

自己，即使哪天要放下這裡，我是帶著祝

福離開的，而不是因為逃避，這是我對自

己下的決心，我相信，只要願意去面對，

問題一定都會過去，這也是我對自己的承

諾…

學習‧承諾

  面對衝突與人的關係，是我在這裡最大

的課題，這裡面包含了內在的不安全感，

在帶孩子的過程中，自己不斷整理自己的

狀態，期待面對孩子能言行一致，而孩子

們的成長一點一滴流進我心裡，從孩子身

上也讓我知道：我也可以不用完全的堅強，

陪伴中我們互相學習信任與溝通，這樣的

關係是我想要的，因此在心裡下了一個承

諾：我會陪著這一群孩子們長大…

  日子一天天過去，想陪孩子的心從沒改

變過，但，我的心裡卻也傳出了一道聲音：

我渴望著往更遠更高的地方飛去…… 

飛翔

  畢業後便投入這份工作，對我而言，它

不但是一份工作，更是生活的一部分，我

很慶幸自己可以在這裡學習，三年了，是

一個豐富的學習，也是一個轉捩點，我相

信，我已有足夠的勇氣繼續迎向前面的挑

戰，在這個家中，我感受到好多的溫暖、

包容、愛；在這個家中，我學習，我成長，

然後帶著滿滿的能量向外拓展。

  謝謝慈馨給了我一個溫暖的家，讓我長

了一個信任的關係，滿滿的愛與能量，那

是最珍貴的禮物。

  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隻漂亮的蝴

蝶，而要蛻變成美麗的蝴蝶，是需要歷經

一段豐富的考驗過程的。我接受我的不完

美，我也相信，在未來的路上一定還有很

多的挑戰等著我，但，我將更堅信，只要

努力地揮舞著翅膀，所有的難關一定可以 

一一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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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培養家童獨立自主的能力，一直是本家努力的目標，在家童離家及成年自立之

前，有哪些面向的關鍵能力，是需培養的，筆者引述及整理彭淑華老師『兒少安

置教養機構離院指標研究』的初稿，進行擷取及整理如下：

一、生活技能養成：自我照顧及自主管理能力、財務規劃及金錢管理、法律知能、

              發展適當休閒及興趣…等。

二、情感與自我認同：認識與接納自己的原生家庭、文化、種族及性傾向；發展

              正向自我形象及穩定關係…等。

三、身心健康：能有符合需求之醫療及健康照護知能、正確的生心理健康資訊，

              如：性教育、衛生保健…等。

四、教育學習：有適切的教育學習、生涯發展及技能培養資訊；能獲得更高的學

              歷及證照。

五、家庭與社會關係：發展正向的人際及社會關係、原生家庭的支持及維繫。

六、生涯規劃與就業：發展適當的性向及職業、獲得就業資訊、具備職前知能，

              如：履歷表、職場安全…等。

七、金錢管理：具備正確的金錢觀、儲蓄、借貸概念、防範詐騙…等。

八、穩定住所：能獲得符合個別需求、安全且財務足以負擔的穩定住所。

九、社會資源的認識：能認識並連結運用適當的社會資源，如：醫療、教育、經

              濟補助、就業及社區等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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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 阿君

我們都被愛著

  我是阿君，生活在慈馨這個充滿慈愛、

溫暖的地方，是一個被愛的人！

  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住在慈馨家，有

一個別人得不到的禮物，那就是慈愛。這

裡有老師的教導，教我們做好孩子，如：

不罵髒話，老師告訴我們說髒話會傳遞一

些不好的能量給自己，所以不要因生氣而

亂說話，要練習「口說好話」。

  還有，我要謝謝大德們的捐贈，因為您

們的協助，我們可以繳學費順利就學；因

為您們提供食品，讓我嘗到不同的美味；

因為您們提供物品，讓我得到文具、衣物。

如果沒有您們的幫助，我們上學讀書，以

及日常用品就可能受到影響，所以真的要

謝謝您們！因為感受到大家好大好大的愛

心包圍著，我一定要用好的表現及微笑回

饋給您們！

  雖然，有時我會忍不住罵出難聽的話，

但後來都會後悔，因為那是「生氣」在說

話，並不是內心的話，所以自己會感到慚

愧，也會跟老師說對不起。有時，生氣後

我會寫寫信，或者邀請老師抱一抱我，這

樣我才會安心。最重要的是，老師並沒有

因為我耍脾氣就不理我，反而認真地與我

溝通討論，讓我學習更好的表達方式，而

我們的關係也因互相了解而更親密呢！

  就因為有這麼多人陪伴著我、關心著我，

所以我才會說「我們都被愛著」，您是不

是也覺得我很幸福呢？

國二 小禾

天 空

有時你小微笑，

有時你小哭泣，

有時大哭大鬧，

有時又笑嘻嘻。

你像小孩子一樣善變，

但有時又像大人一般篤定。

天啊！你真有趣。

小禾的作品

第一次表演
小三 嫆嫆

小五 小釉釉

特別的夏之旅

  今年慈馨家的夏之旅很特別喔！因為它

是在孩子們與老師共同討論後，由孩子擔

任幹部，由孩子來主辦並帶領活動。

  我呢，參加了夏之旅活動組，而且接下

一份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晚會主持人。天

啊！這真是很刺激的一件大事，我跟社工

實習老師（議澤老師）一起當主持人，經

過不斷的練習，不斷的排演，不斷的緊

張…，終於，我順利完成晚會這個難以想

像的大任務。

  在過程中，我學習很多事，例如當主持

人要有非常大的勇氣，還要有一顆清楚的

頭腦：因為要很會上台製造效果、要很會

背台詞…，真的很不容易。

  不過這次的主持，透過大家的分享，知

道能帶給大家不同的歡笑、不同的遊戲、

不同的晚會經驗，我好高興，這是參加夏

之旅最開心的事了。

  希望下一次我能學習哥哥、姊姊的經驗，

然後換成我來當組長或者是總召，當然再

當一次晚會主持人也不錯。因為我想擔任

幹部，帶給大家歡樂，以及不同的旅遊經

驗；而且，在其中也能學習辦事的經驗，

例如：認識景點的知識、控制場面的秩序，

學習怎麼克服緊張…等等。想著想著，我

已經很期待下一次夏之旅囉，大家明年見

啦！

  每一個人都有各式的第一次，我的第一

次上台表演，是從我小時候到現在最特別、

印象最深的表演。

  那是怎樣的表演呢？那是「跆拳道」。

當我上了台時，心情很緊張、很害怕。雖

然老師事先已經教了我們跆拳道的招式以

及相關知識，像：把刀、手刀…等，它們

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做起來卻很難，雖然

難，我還是認真地一招接一招去做。最後

我完成表演，下台後我也就慢慢不緊張了。

哦！原來專心可以讓自己不害怕。

  我覺得上跆拳道是一件很好的事，家裏

有個舞台可以表演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一

起和我練習喔。



2011.06.18

好的天氣，好的心情，這是一個好的日子—成軍儀式。

2011.06.13 幹部甄選 

噗通噗通的心跳聲，及不停顫抖的雙腳在喧鬧，鼓起十萬分的勇氣—面試。

~10~ ~11~

『獨立生活』

主題活動 社工組

  從進慈馨家的第一天開始，所有工作同仁都身負陪伴及協助孩子養成能力，為什麼

獨立生活能力如此重要，因為對於本家以及安置機構的孩子來說，獨立生活的年齡要

比一般家庭的孩子來得早，這些孩子們在十八歲時，就要具備獨立自主的能力，除了

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能力外，今年暑假透過夏之旅活動，讓他們體驗獨立

的生命課程，藉由創造與不同的思維，放手陪伴家童們一起共同開創屬於慈馨家獨立

生活的火花。同時進行的，還有其他，容未來一一呈現。

  先看看我們的布局及紀錄：

『相信』與『傳承』之路

  每一年的夏之旅活動，都是全家年度重頭戲之一，沒有夏之旅，就像沒過到暑假般；

活動中除了全家人一起創造甜蜜的回憶外，也在活動過程裡，由大人們陪伴帶著孩子

們一同參與、一起學習。過去，活動由大人策劃，今年（2011），有些不一樣了。

    2011年夏之旅的旅程規劃、活動的設計、到景點的安排，全由孩子們自行規劃，

這是一次重要的決定，也是一種特別的經驗。

  如何執行、怎麼陪伴，都是一門藝術，然而大人們、孩子們，都帶著幾分的忐忑與

願意學習的心，一起面對與努力。於是，故事就開始…

編者按：我們的孩子，漸漸長大了！沒有測試，不知道他的能力到那裡？於是，

我們佈個局，給個舞台，看似要他們辦辦事，其實是借遇到事情的臨場感，讓他

們培養「獨立生活能力」。

共同創造與結合不同的思維。

    晴朗的氣候，有點熱的溫度，空氣中瀰漫了夏天的味道，春天腳步輕盈的歡迎夏天

的蒞臨，台灣時間十一點十五分二十三秒，2011年歡樂一夏在籌備小組的宣示之下，

正式成立。

    然而我們都有一個使命，要讓今年的夏之旅成為大家難忘的回憶。

    討論的過程中，感動孩子們的願意與承擔，用自己的眼睛及創意在每次的溝通中，

傳遞不同的思維與夢想。

  看著孩子們的面試實況，空氣中瀰漫著緊張而刺激的氣氛，不管面試的結果是什麼，

都是一次特別的學習與經歷。

  在等待區等待面試緊張的時刻，陪伴著孩子練習面試，從開門、打招呼、自我介紹…

等，多麼緊張啊！終於，準備上戰場了！相信，我是最棒的！

  透過面試後孩子的分享，哪個評審委員都一直問問題；哪個評審委員一直對我笑；

哪個評審委員問得很難、很深…，分享時，孩子們都揚起嘴角，今晚是特別的夜，也

是這群孩子最特別的經驗。

  謝謝孩子們和老師們的願意，讓我們彼此在這樣的夜裡有學習的機會。

緊張又刺激的面試時間 天啊！怎麼那麼多評審委員啊！

在手上寫上希望與宣示

﹁
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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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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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籌
備
小
組
組
員
﹂



~12~ ~13~

主題活動 社工組

透過Lucky大哥的幫忙，對行程的規畫更有頭緒。

和主管開會討論囉。 各組組長招募組員囉。

2011.07.01

用一根手指頭，在地圖上，遊過北台灣—心懷憧憬，裝上翅膀，翱翔。

     Lucky大哥共同的幫忙，讓籌備小組在規劃行程上，多了更多的方向與概念。

    這一天聽著孩子們述說旅遊的景點，雖然害羞了點，有時候不敢說出自己的意見，

或者說出口後又馬上說沒有啦！表達中，可以感受到孩子們的投入與用心，藉由每次

在開會的過程中，不斷釋出語言邀請孩子，並鼓勵孩子們發言及表達，感受得到孩子

們滿滿的努力與用心，願意一起完成的決心，這是一個特別的會議，會議中，孩子們

是最重要的主角。

2011.07.03

七嘴八舌的無限可能，謹慎細膩的討論過程—佈達。

  會議中，大家一起安排行程，一起規劃夏之旅的活動，把規劃變成一種計劃，然後

努力的讓它實現，從原本只是天馬行空的想法，變成了旅程中的一部分。

    每次的開會都是一次特別的經驗，常常也讓會議陷入了僵局，每個人看得角度不同、

想的東西不一樣，沉澱一下，聽聽彼此的想法，路還是繼續的往前走。

    每當在會議的過程中，陪伴主席主持會議，常常總會偏離主題，主席就會練習再把

大家拉回來，要不，就太興奮聊起天了，常常會議都要進行好長的一段時間。

    當天馬行空的想法再被討論更仔細之後，便鼓起勇氣和主管一一報告與說明，過程

中，雖很緊張與生澀，但孩子們，你們真的做到了！

    真緊張，準備和全家人佈達，開始上台講話時有點害羞，在一陣混亂的討論之下，

夏之旅分組的組員與組別也正式開跑囉！

2011.07.05

背上行囊，帶著生活用品，和滿滿的夢想—出發。

滿滿的一車，是希望也是期待，出發。

辛苦的大夥，留念一下吧。

一步一印，認真的”探”路。

  第一次的探路，帶著一顆玩樂的心情，也帶著滿滿的責任與使命，在築夢的過程中，

不斷的去檢視與調整，期待讓這一次的旅程，更完美、更特別。

  兩天的探路時間，要把三天的旅程給完成，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又是第一

次的探路，一切都還在摸索的過程，陪著孩子探路，適時的發問，讓組長們思考也留

意該注意的事項，過程中看到每個孩子的用心與認真。

＊ 安全組盡責的巡視安全範圍，謹慎的思考動線與路線；

＊ 文資組努力的抓著角度，希望能拍攝獨到的鏡頭；

＊ 活動組看著活動場地，腦海中開始出現晚會的畫面；

＊ 服務組思索著零食的量、活動需提供的物品；

＊ 總召們則是勇敢的接洽、用心的紀錄著路程及注意的事項。

  我們在玩，但比玩更有意義！從台中出發，抵達台北，炙熱的天氣，是我們熱情的

溫度；疲憊的身軀拖著美麗的願望，走向成真的那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