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慈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地址：40149 台中市東區東英路303號
電話：04-22133300
傳真：04-22151177
劃撥帳號：22500962
戶名：慈光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慈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附設：台中市私立慈馨兒少之家

地址：40149 台中市東區東英路303號
電話：04-22133300
傳真：04-22151177
劃撥帳號：22645296
戶名：慈馨兒少之家
網址：http://www.tkcy.org.tw/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慈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附設：台中市私立慈馨少年家園

地址：40149 台中市東區東英五街88號
電話：04-22153376
傳真：04-22154099
劃撥帳號：22815509
戶名：慈馨少年家園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慈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附設：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

地址：40149 台中市東區東英五街88號2樓
電話：04-2215-3505
傳真：04-2215-0937
劃撥帳號：22827375
戶名：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
網址：http://www.tkcc-org.com/

家童美勞作品
藝術家帶領家童彩繪牆壁之創作

光

慈

會訊

台中市私立慈馨兒少之家。台中市私立慈馨少年家園。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慈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暨附設機構

2018年1月出版

會 訊 第 三 期



~01~

慈馨的願景：培養獨立自主的孩子
編輯小組

  雪公老師曾經說過：對於我們收容的孩子，不能像養豬養得白白胖胖的就好，

而是要教育他們。因此，從慈光到慈馨，我們一直都非常重視孩子的品學教育。

此外，因為這些孩子一旦離開慈馨家，在社會上就需要自力更生，所以還必須具

備獨立自主能力。

  所謂獨立自主能力至少須具備四個面向的能力：社會力～得人疼、發展力～有

志氣、生涯力～有夢想、自主力～有本領；因此，我們設計一系列的方案培養孩

子這些能力。感謝許多友善店家，願意提供孩子職業體驗與打工的機會；也謝謝

許多朋友與夥伴，願意分享他們如何跨越困難的生命故事，鼓舞孩子勇於面對困

難。孩子面對未來的能力，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薰習與積累；他們的信心與

心理強度需要許多實務的歷練。感謝許多大德與夥伴對孩子的接納、給出機會與

用心地陪伴，您們都是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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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一個「家」

董事長 郭秀銘 社工心輔股

【慈馨，有新的家人嘍】

    民國106年09月23日，慈馨籃球場來了一

個巨大的朋友-『POPO』，一隻無意之間

闖入的怪獸。因為牠感受到這個大家庭的

溫暖，也結交許多機器人好朋友，於是『

POPO』決定留下來跟大家一起嬉戲、一起

生活，並成為家人。

  這隻『POPO』的出現，要感謝「台灣嚮

光協會」用心的規劃與設計，協會找來「

一天一怪獸／A Monster A Day 影像工作室-

游尊鈞老師」，以及「殼殼老師の美學探

索工作坊-殼殼老師」，為孩子們打開藝術

的視野，彩繪出充滿愛與想像的家。而藝

術家細膩地引導，讓孩子們在天馬行空的

想像中，創造出陪伴、朋友、家人…等意

象，然後教導孩子用愛作畫，為兒少之家

籃球場圍牆營造了另類活潑、溫馨的視覺

環境。

【用腦力激盪，開啟想像的對話空間，創

造無限可能的未來】

  「在籃球場上，您們會做些什麼呢？」

殼殼老師詢問著孩子，開啟孩子們對於籃

球場的想像空間，接著，嚮光協會的志工

朋友及慈馨的孩子們，開始思考如何把「

運動場」這個空間延伸到未來的時空中。

殼殼老師再問：「若是機器人成為我們生

活的好夥伴，它會怎麼與人類合作呢？又

會具備什麼樣的功能呀？」這時孩子七嘴

八舌的，討論著屬於自己的「未來機器

人」。

  「它會自備冷氣，熱的時候可以吹，還

有按摩椅」、「它是跑步高手，它有十二

顆的輪子，可以跑得很快。」大家開心地

邊討論邊畫下機器人模樣，仔細一瞧，每

個機器人各具特色，展現出孩子們無限的

想像力。第一階段創作後，大家圍在一起

分享與欣賞這些作品，並感謝彼此的創意

與合作。待成品完成這一刻，孩子們驚喜

的看著，好似這些具特殊技能的機器人，

都活過來了，孩子們自信與成就感瞬時掛

滿臉上。

彩繪生活的空間，發揮生命無限的想像力

親愛的大德：

  時序入冬，寒意漸濃，又是一年將屆；在此歲末年終特別要感謝各位大德這一

年來的愛護與支持，讓我們在社會變革的衝擊中，可以穩穩地陪伴著孩子往前走。

  在這個大家庭裡，每天都能見證孩子們旺盛的生命力，有幾個少年憧憬著自立

生活的自由自在，不會「被管」；他們會嘗試違反團體的共同約定，也不斷挑戰

社會、學校的規範。於是，我們的夥伴必須經常穿梭在警察局、學校與縣市政府

主責社工之間，陪著他們面對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們相信少年的「違規」，

是走向自立歷程中容易發生的事；感動夥伴們對這些徬徨少年的悅納，總是費心

勞力、不離不棄地陪著他們去了解獨立生活的現實，協助他們為自立做規劃與準

備。我們期待每個離家的孩子，都有足夠的能力，可以順利的轉銜自立；而慈馨

家會是他的堅強後盾。

  慈馨走過十年，許多孩子長大自立了；有幾位已經離家自立生活的孩子，有空

時總會回到慈馨家來看看。有位即將離家自立的孩子說：「他以後每個月都會回

來，因為這裡是家。」又說：「我以後要賺很多錢，幫少年家園還債。」慈馨家

對他們的意義是甚麼？有孩子說這裡是一個有很多愛的家，有很多人關心他們，

也有他們在意的人；他們對家的期待，其實並不多。慈馨做為這些失依孩子的第

二個家，我們期許在孩子們離家後，哪天累了、煩了、傷了…，慈馨家可以給予

他們心靈的溫暖與自在，陪伴他們充飽能量再出發。

  這是一份充滿感動與溫馨的志業，感恩  您的愛，讓這份志業可以持續的開展！

     新的一年，恭祝  大德闔家

安康吉祥

光壽無量                                                郭秀銘 鞠躬　

　　　　　　　　　　　　　　　　　　             

兒少之家專題

事前討論與創造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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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力是孩子們的超能力，創造力是實

現天馬行空的超能力】

　第一堂課是討論與創造藍圖，緊接著到

了著手彩繪圍牆的時刻。彩繪前一天下午，

台中氣候悶熱，尊鈞老師頂著大太陽，揮

著汗，把3D版的『POPO』神秘地帶進慈馨

家。

  籃球場圍牆周圍此時已架起三層樓高的

鷹架，只見尊鈞老師爬上爬下，一筆一畫

勾勒出生動的『POPO』雛形。過程雖然辛

苦、疲累，但尊鈞老師知道『POPO』這次

有很不一樣的使命，要為孩子們開啟創造

性的視野、藝術性的生活經驗。等了又等，

在太陽的熱情呼應下，『POPO』終於現出

神秘的輪廓。

【有原則的開放，讓孩子們發揮無限的創

意】

  到了牆面彩繪當天，尊鈞老師先說明彩

繪原則，然後不斷鼓勵與陪伴，激發孩子

們大膽創作，讓機器人與『POPO』，透過

孩子DIY動手畫，透過團隊合作與努力而展

現在大家面前。孩子們紛紛從構圖、調色

到上色，一步一步地著手嘗試～有孩子在

構圖的過程，因為畫錯了，氣餒的哭了；

也有孩子第一次接觸彩繪，緊張的不敢畫

出第一筆。

  還好，在嚮光協會的夥伴鼓舞下，孩子

們逐漸克服焦慮不安，並勇敢的執筆作畫。

雖然創作的過程中，孩子身上的顏料總比

牆面上的精彩許多，但看到孩子們臉上呈

現的自信笑容，就彷彿看見了生命的希望

與力量。

【環境透過美化，能夠營造一個舒適的

空間；創意經過引導，能夠超越生命的

限制】

    這次彩繪牆面活動，為孩子帶來不一樣

的生活體驗，也激發孩子們無限的想像力，

並提升了孩子的自信心，尤其看見自己親

手繪圖的作品真實的呈現在牆面上，那滿

心笑意是最美好的見證。

    這次彩繪創作理念～「我們不應該透過

外表去評斷一個人，而是要試著先去瞭解，

才能真正認識對方；在敞開心胸接納他人

的同時，也要做好自我保護的措施，才能

自在地相處。」恰好在活動進行中，透過

討論、溝通與合作，讓孩子們逐一感受其

意涵。感謝台灣嚮光協會、藝術家游尊鈞

老師、殼殼老師引領孩子們超越生命的限

制。

兒少之家專題兒少之家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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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引導下，創作藍圖，並嘗試DIY



少年家園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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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家園主任 廖慧雯

「馨」少年、

    「馨」家園

  105年12月8日，透過轉銜儀式，少年們

告別滋養他們長大的兒少之家，106年2

月，少年正式轉入慈馨少年家園。家園老

師看著少年稚嫩的臉龐逐漸轉變成熟的樣

貌，也看見少年急著想要證明自己，急著

想要長大，更看見生活中出現不同的碰撞

和衝突；因此家園的老師關切與貼近少年

的想法，更學習著放下擔心、學習信任。

在少年家園中，少年有更多獨立自主的學

習，我們期待，透過更多獨立的訓練，提

升少年的現實感與能力，也銜接未來自立

生活。

【生活中的練習～物價查詢、代幣制度、

線上及實體福利社】

  過去在兒少之家，透過向機構申請便可

以取得所需物品，故少年不易建構實際物

價的現實感。在少年家園，透過團體運作，

讓少年實際到各個商場查詢物價。當少年

們驚訝著自己平常使用的生活用品原來價

格不菲，且發現常去的便利商店物品價格

較高後，少年開始學習貨比三家，逐漸建

構物品價格概念，並規劃及善用金錢。

  另一方面，為提升少年具備自立的能力，

飲食部分，平日晚餐由膳務人員協助煮食，

平日早餐及假日三餐，皆須由少年自行處

理。生輔員則陪伴少年練習廚藝與經驗整

理，並了解少年的飲食狀況，適時提醒營

養均衡的重要性。食材部分，由行政老師

提供，並依照時價進行標價，各小家則透

過代幣支付食材費。

  再者，透過實際繳費與代幣制度的設計，

讓小家運作體現出真實生活情境，如：支

付小家食材、電費、生活費…等，建構少

年對於家庭費用及財務規劃的概念。個人

需求與理財部分，家園規劃線上福利社，

讓少年們運用代幣學習網路購物，並透過

實體福利社的設計，提供少年工讀機會，

以培養少年工作態度及店面業務管理能力。

實體福利社開幕

『POPO』小檔案：

  紫色的四眼怪獸-POPO，熱愛冒險也調

皮搗蛋，有著旺盛的好奇心。這樣龐大的

外表下，藏了一顆寂寞心，因為不被理解

與接納，讓牠非常的孤單，渴望能夠交到

好朋友。POPO聽到了慈馨家有著童真的歡

笑聲，於是鑽破牆壁來到慈馨，雖然POPO

和孩子們不論是體型或是物種都有著很大

的不同，但慈馨的孩子們卻用開放的心胸，

貼近這個外表看起來龐大而強悍的POPO。

  進一步瞭解POPO後才知道，原來POPO

的內心非常寂寞且渴望與人們產生互動，

於是，孩子們打造了機器人，穿上堅強的

裝備，在可以保護自己的前提下，也能夠

陪伴寂寞的POPO一同嬉戲、快樂地玩耍，

讓這個家充滿著孩子與POPO歡樂的笑聲。

  藉由這樣的發想與創作，藝術家-尊鈞

老師希望與孩子們分享，不要因為人們的

外表去評斷一個人，而是試著去瞭解，才

有辦法敞開心胸接納別人。其實，POPO 

也像每一位住在機構的孩子，雖然情緒張

力大、雖然外表強悍，還可能有著許多負

向的行為，但內心卻住著一個受傷、脆弱

的心靈，渴望著被理解、被接納，所以，

透過慈馨家的陪伴與照顧，以及大眾的關

心與接納，POPO牠將重新找回生命的希望

與力量。

開心大合照

兒少之家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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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養育、陪伴、成長」到「陪伴、支

持、茁壯」】

  到底，少年們需要什麼樣的陪伴？在少

年家園中，生活養育層面的協助變少了，

但給出更多的空間、機會與相信，讓少年

從實際行動中去累積經驗及能力。生輔老

師的角色，轉為穩穩的力量，給予少年重

要的支持及引導，協助少年們長養自己的

獨特性及獨立生活能力。

  在少年邁向自立生活的歷程中，自我照

顧、自我管理、自我負責這三項能力的養

成是不能中斷的；少年對於自身健康、安

全的認知建構及在意度是否有達到自立生

活的水準，需持續與少年討論與評估。

  少年們對於約定、要求、原則與規範的

事情，總是不喜歡的，他們對於外界有很

多的好奇，並不斷試探著界限原則，故生

輔老師與少年們於互動中常因觀念不同，

產生不少的衝擊。生輔老師須幫忙少年了

解這些原則界限的重要性是什麼？於未來

的影響是什麼？而原則界限的設立來自於

「關心與愛」，它們是守護及建構少年通

往自立生活的過程中，極為重要、安全的

要素。

  此外，生輔老師陪伴少年練習做自己的

主人，將自我照顧和自律的責任回歸給少

年，進而建構願意承擔的責任感。一個有

責任感的少年，當我們賦權予他時，他便

會守諾並盡全力做好。

   

【結語】

  少年的成長不會在一夕之間就位，總是

需要透過許多的挫折與磨難，去豐富他們

的經驗。在少年成長路上，感謝每一位工

作夥伴，總是用最大的耐心和彈性陪著少

年邁向自立；夥伴們與少年的衝撞過程中，

常弄得遍體鱗傷，但仍然堅守著信念，並

相信少年們會成長和茁壯。而少年們每一

個豐富的故事，都帶領我們走向更專業領

域，讓我們有更豐厚的生命體驗，故事仍

會繼續，而少年們，相信有天你們的成就

會讓我們驕傲。

少年家園專題

【創見會議】

  每月的創見會議，透過少年參與家內事

務，如：場地準備、會議主持與紀錄的責

任分工、設計會議提問單…等，讓少年練

習與在意自己的權益、責任；並透過討論

少年家園硬體需求、環境美化、生活約定…

等，提升少年對未來生活的概念。當少年

對於家內事務參與逐漸提高，愈能表達自

身的想法和需求，在不失原則和規範的共

識下，讓少年家園的運作，更貼近少年的

需求。 

【法治會議】

  少年在原則界線上有許多的碰撞，需要

加以釐清。過去在兒少之家，孩子違反原

則界線時會透過「陪伴成長方案」再次練

習及溫養；在少年家園，我們則採取法治

會議方式，建構少年法治觀念、學習為自

己的行為負責，創造與社會法規接軌的現

實感。在法治會議過程中，透過主席的說

明和陪審團的協助，讓少年理解違約事項

之嚴重性，進而學習負責態度，並訂定新

計畫與約定，讓少年有所依循，重新架構

經驗，學習勇敢承擔及調整。

【職場體驗與生涯發展】

  少年家園是少年們銜接未來社會的中繼

站，其中「能力培養及生涯發展」，是陪

伴少年工作重要的一環。我們透過生涯活

動及測驗，協助少年性向探索；評估少年

歷年參與個別化技能專長學習狀況，作為

未來生涯發展之參考；並召開個別性生涯

評估會議，協助少年找到生涯方向及升學

目標。

  為促進少年們對於職業的認識，我們連

結各項資源，辦理職業體驗營，透過活動

的設計、參觀、提問，拓展少年職業視野。

對於國三升高中之少年，我們連結友善店

家提供少年職場實習，藉此提升少年對職

業的認識與工作興趣，並透過友善就業及

打工資源，提升少年工作技能及社會互動

技巧之學習。而這一系列職場體驗與實習，

讓少年建構出生涯發展藍圖。

採取法治會議方式，建構少年法治觀念 職場體驗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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