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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心理師 楊顗帆

  「我覺得很沒有道理，我是要管教小孩，

他做錯事我做爸爸的就要教他，不然他怎

麼會懂？然後，既然都要讓他得到教訓了，

就要一次打到讓他會怕，不然他以後還是

會再犯。」爸爸氣憤地說著自己被要求來

上課的不滿。

  「我是覺得孩子他真的有很白目的一面，

我觀察了他很久，發現他真的教不聽，一

直提醒了也沒有用，只好用教訓的。」媽

媽附和著孩子真的很難教，隱約說出了管

教孩子反覆犯錯的無力。

  第一次見面，我們討論了孩子的狀況，

爸媽談著自己對於孩子教養的想法，以及

為什麼會用體罰的方式來教育孩子。我眼

前的這對爸媽，說話帶著一點狠勁，而我

還在想著這狠勁的背後有著什麼。

  爸爸說：「這孩子真的很白目，就是會

故意惹人生氣。老師，我跟你說，他這樣

子出門一定會被其他人修理。與其被別人

修理得很慘，不如我先修理他，這樣他出

去就會收斂一點。」媽媽也認同了爸爸的

觀點。

  讓我不禁好奇起，這對爸媽是在怎樣的

環境下長大的？

  爸爸說：「我們社區就都是流氓啊，我

沒有誇張，我就讀小學的那個姪子，現在

就已經是一個小老大的樣子了。我小時候

就是一直被欺負，後來有一天我整個暴走，

暴打了同學一頓，才知道原來自己很能打。

越來越大的時候，我和家裡的關係很差，

就越走越偏了。」

  媽媽說：「我們就像兩個受傷的家庭組

合在一起，孩子的爸以前被自己爸爸教訓

得可慘了，那可是被吊起來打的。至於我，

比較像是沒人管、就是靠自己長大的。我

們社區好幾個家庭的狀況都很多，很多孩

子都沒有被大人好好照顧，我年紀比較

大，所以就像是他們的姊姊和媽媽一樣。

家裡面很沒有溫暖，所以我很早也就離開

家了。」

  這次，我好像比較靠近了這對爸媽是怎

麼長大的。他們的成長環境充滿了危險，

沒有什麼家庭或大人的臂彎給予安全的保

護和支撐。他們靠著自己的強悍長大，那

個強悍讓自己避免了被傷害、那個狠勁讓

自己可以感覺安全。在他們的脈絡中，這

世界就是弱肉強食，要嘛就是巴結一點安

分過生活，不然就是要有強悍的拳頭和可

以全部豁出去的狠勁。這時，我比較懂了，

他們要教給孩子的就是他們經驗過的社會

現實。他們想和孩子說，你要安分、不要

因為你一些狀況去招惹到別人，這會讓你

受很大的傷。這狠勁的背後，有著對自己

成長的疼惜、對孩子的愛。

  我們幾次的碰面，這對爸媽總會提出孩

子一些行為上的問題，我們會討論實際的

狀況、用什麼方式去教孩子、孩子有什麼

回應。更重要的是，在過程中整理他們是

用什麼方式去看孩子的行為，怎麼會這樣

想、怎麼會這樣教、可以有什麼改變等。

我們用很少的時間討論對治孩子的各種招

數，而是開放地好奇著這些經驗的背後想

要說些什麼。

  爸爸說：「我走回正途就是想要有個自

己的家，我以前沒有一個家。好幾次，我

想要放棄，可是又想到他是我的孩子，我

們是家人。我不希望他像我小時候一樣，

感受不到家，我以前一直鬧事，只是想要

有人關心；現在，我想要這個家是完整的、

溫暖的。」

  媽媽說：「我們最大的動力，大概就是

都很想好好珍惜現在這個家。面對孩子還

是很挫折，可是我們每天都會花很多時間

討論孩子，想要搞懂他到底在幹嘛，然後

可以討論出不同的方式來教他。」

  最後一次的團體課程，這對爸媽帶來讓

我很感動的故事，讓我由衷佩服他們想要

改變以往家庭成長的經驗，因為心裡面有

著對家庭、對孩子、對彼此的愛。

  媽媽跟團體中的家長說：「我有時還是

會氣到打孩子，可是我盡量讓打變成最後

一個選項。有一天我氣到很想直接打下去，

還一下子找不到家裡的藤條放在哪。」

  爸爸感觸良多地說：「最近有一次，我

藤條都拿起來了，要打下去的時候，想到

我們想要好好愛孩子，也不想要孩子像我

們自己一樣被打著長大，為什麼現在我還

是要拿著藤條對著孩子？當下，我就把藤

條往外丟，要孩子站在門外反省，孩子就

邊走向門外邊哭。我看著孩子在哭自己也

難過，便把孩子叫回來，討論他讓我生氣

的事情。」

  我回應說：「我對你們有著深深的佩服，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地長大，也很少好好被

對待過。可是，因為心中有著對這個家的

愛，所以願意想辦法、願意改變、願意試

試看不同的方法；雖然還是會遇到挑戰，

但你們有了不同以往的改變和智慧，你們

願意給彼此空間去重新整理這些衝突，並

停下來看看這個家裡的人，於是這個家的

愛重新被看見了。」

備註：該家庭故事，改寫於慈光社區心理

諮商所今年服務之家庭工作經驗，上述相

關情節及人物皆做大幅度修改，以保障當

事人權益。

以愛為名的家

諮商中心專欄 諮商中心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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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自己是壞人的，往往都是最怕被拋

棄的。在陪伴這個孩子的過程，彷彿看到

自己的小時候…」一位服務四年多的老師

分享著自己的小家經營計畫，並說出這一

年來的整理與反思。

  安置工作，是一種用生命陪伴生命的歷

程，在慈馨，看似沒有血緣關係的大家庭，

用安全依附關係承接住每一個在愛裡、在

關係中受傷的孩子。以家童/少年為中心

的家庭經營服務模式，是慈馨十年來堅持

的信念，我們期盼透過家庭經營的氛圍與

專業的教養模式，讓每個孩子在這個家重

新溫養生命的能量；並藉由每年家庭經營

計畫的發表，讓稱之為「小家媽媽、小家

爸爸」的保育/生輔老師們，有機會沉澱

與反思，能在專業領域裡持續學習、成長。

今年11月10日，我們舉辦「家庭經營計畫

發表暨實務論文研討會」，在11位專家學

者、市府長官，以及長期於安置與社福領

域耕耘的安置機構主管見證下，展開理論

與實務的對話，現在讓我們一起來回味當

天專業照顧者的發表與生命的學習吧！

只有家，是永遠不變的愛及等待～李杰祐

保育員

  來到這個大家庭一年左右，在這過程中

覺得幸運也很幸福，遇見了這麼多的家人，

也成為這麼多孩子的家長，儘管每天會有

很多的問題或狀況出現，但人生不就是這

樣嗎？把生活中的每個困難與挑戰轉為養

分，一起學習進步，每天看見不一樣的自

己，不讓工作就只是工作，而是人生不一

樣的體會，細細品嘗每天的滋味。

你準備好要當小家老師了嗎？～吳怡璇保

育員

  很多人都跟我說，你做這個行業很辛苦，

長時間陪伴孩子，要忍受、要教養人數眾

多的孩子，但當我回想從我進來慈馨兒少

之家的大家庭到現在，我發現就算是辛苦，

就算是傷痕累累，但我有一群夥伴和孩子

相互扶持與成長。

  在慈馨兒少之家的生活，也讓我學習如

何與獨立個體的孩子們相處，就像是孔子

說的要因材施教，不僅是讓他們可以學習

生活能力，也是讓我學習如何去陪伴、教

導與從孩子們身上學到不同的事情，藉此

讓我更充實自己。

助人工作，是一份無止境的學習～邱馨儀

保育員

  身為一個保育老師，和不同孩子的相處，

難免會反映出自己的個人議題及觸碰自己

原生家庭的教養模式，當有這樣的衝突出

現時，身為專業照顧者的我們，好像必須

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勇氣去面對甚至自我調

整，才能夠與這群孩子的生命有更多的碰

撞，並在這些碰撞中共同成長。對我來說，

代家保育老師除了需要快速適應外，還要

熟悉各家的生活原則，以及孩子們的狀態

和習慣。這樣教養原則的一致，需要團隊

的合作，也需要自己的省思與調整，否則

營造不出這樣一個氛圍。在這份助人的工

作上，是一份無止盡的學習，無論面臨哪

個角色，都沒有完全準備好的時候，「從

做中學」是我體會到最深刻的一件事。

在你需要擁抱的時候，我願意給你溫暖與

力量～陳君菱保育員

  這一年是新的開始與學習，學習帶著信

念去陪伴孩子，用關心去建立原則，策略

性地正視各種挑戰，遇到這群孩子，就好

像一面鏡子，慢慢地反映出內心深層的自

我，在相處的過程中，讓我體悟到，沒有

人是完人，即使你不完美，卻是我們很珍

貴的寶藏，我們允許你犯錯、跌倒，因為

我們會在背後撐著你，讓你去嘗試每一種

可能，深刻體會到家的力量，原來我不必

事事追求完美，因為家人會包容與接納最

真實的自己，每個生命都是平等且獨特的。

每一個壞的背後，都說著一個WHY的故事

～賴姿汝資深保育員

  在自己的成長背景裡，較少接觸到情緒

張力大的行為，孩子可能因過去經驗到暴

力、怒罵、疏忽等不當對待，造成孩子不

知道如何跟人相處，不知道如何回應自己

內在的情緒，進而產生較大的情緒反應，

也因為接觸了這些孩子，了解了孩子的成

長背景，跟孩子磨合了很久，言語跟方式

也慢慢調整至雙方可以相處的默契，漸漸

地在陪伴孩子的過程中，感受到互動的開

心跟溫暖。

家庭經營計畫發表：

與時俱進，開啟生命學習的對話空間

編輯小組

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休息時間，各單位主管聯誼並交流學習慈光基金會執行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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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悅納，創造關係中滋養的能量～林子葳資

深生輔員

  今年對我來說，是困難的一年，看見自

己因為孩子的行為，引起內在許多的情緒

衝突。因此在撰寫這份家庭經營計畫的過

程，有好多的畫面和情緒流動著，由於情

緒的湧出讓我久久無法自己，需要停頓下

來，陪伴自己後才能夠再繼續撰寫。

  今年也是慈馨家園分為兒童家園及少年

家園兩個單位的第一年，看見各自在崗位

上的大家，沒有人停滯和裹足不前，總思

考如何創造不同的方式，讓孩子有更多的

學習，所有的夥伴們，謝謝你們都在。

  家，不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是一個真

實的生活場所，是滋養生命成長的空間。

而安置機構中的「家」，有著多元互動的

議題，時刻在處理衝突、碰撞與磨合，我

們期盼能夠與時俱進，創造新的模式，並

透過專業的視野、家庭經營的溫度，陪伴

孩子們成長、茁壯。

陪伴，是最好的承諾～陳沛晴資深生輔員

  少年家園的新生活，和兒童家園有著大

大的不同，有更多平台式溝通的機會、有

更多共同創造、取得共識的討論，讓每一

顆不同腦袋瓜的意見得以交流。初到慈馨

時，從沒想過會看著一批孩子長大，有著

家人般親近的對話。現在她們是大學生了，

但有時仍會打電話回來問候、說說心事，

雖然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場域，但情感仍如

同家人般自然與靠近。分離，只是沒有在

一起生活，但情感是不變的，如同對孩子

那份「陪伴」的承諾。

有愛無礙，陪伴生命成長～林品亨資深生

輔員

  整理了從去年到今年的經驗，發現自己

更有力量在現階段的角色裡發揮。經驗不

斷地被整理及更新，會發覺內在力量逐步

地擴大，只有不斷面對自我內在的冰山，

使其得以融化，力量才能得以流動及發揮

功效。每個人都有課題要面對，我在從事

助人工作至今，仍在面對自己或是孩子的

議題，但只要願意坦然及勇敢的面對處理，

議題便會轉為助人工作上有力量的經驗。

在愛的面前，每一顆心都是一樣的～胡少

淇生輔員

  從異國過來的自己，發現慈馨的青少年

與曾經的自己很像。很多時候被問為什麼

想要待在安置機構呢？我只是覺得大學的

時候，自己一個人就像在機構的他們一樣，

有時候會感到無助或是需要被幫忙。因此

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的經驗，讓少年們知道『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有很多路

其實可以試試看。我很感謝『少年家園』

給了我這個機會讓我學習，雖然有很多需

要努力的地方，但我相信我可以勝任這角

色。

家庭經營計畫發表（少年家園～生輔員發表會場） 家庭經營計畫發表（兒少之家～保育員發表會場）

綜合座談，與會的夥伴給予回饋及交流

大合照～大家一起見證「專業與理論」的學習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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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樹 之 歌 小 樹 之 歌

諮商心理師 葉青玲

  「家」是什麼樣子呢？或許對一般的孩

子而言，可以很快地畫出一棟房子，房子

外有花花草草，房子裡有形形色色的家具，

大人小孩專注的聚在一起看電視～～ 

  「家」是我在與慈馨孩子工作中體認到

最深刻的一件事，「家」對他們來說是模

糊的印象，甚至是不開心的記憶。遺忘自

己的父母、不快樂的童年和受傷的心…

  「家」反映的是我們每個人內在最需要

的歸屬感、親密感和安全感。慈馨家的孩

子因為各種因素必須離開家而到這裡。他

們想要找到安定感和歸屬感，但常常在這

個過程迷失…

  樂樂是一個期待愛情的小女孩，嚮往著

哪一天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來到她面前，帶

著她最愛的玫瑰花，給她一個溫暖的擁抱。

白馬王子有厚實的肩膀可以讓她依靠，有

誠摯的話語可以讓她相信，有貼心的舉止

讓她感動。然而，現實總是殘酷的，慢慢

的樂樂發現白馬王子的肩膀不只她一人依

靠，貼心的舉止不只讓她一人感動，那些

承諾的話語也變得格外諷刺！樂樂覺得自

己好愚蠢，傷心、難過，淚流不止，但她

相信這只是例外，仍期待下一個白馬王子，

樂樂如此盼望著…

  果真，樂樂又遇到了另一個白馬王子，

他是如此的貼心又可靠，樂樂恨不得每天

和他膩在一塊兒。直到有一天樂樂發現白

馬王子不再等候她放學，不再買她最愛的

菠蘿麵包，Line 總是已讀不回。樂樂知道

自己又再一次受傷了…接下來的幾段戀情，

一次又一次的讓樂樂感到傷心和憤怒，樂

樂對於自己為什麼總是得不到盼望的愛情

感到難過與困惑。於是，樂樂對自己失去

了信心，變得不相信別人，變得疑神疑鬼，

害怕自己再次被拋棄。

  回顧樂樂的童年生活，樂樂的媽媽在她

很小的時候因病過世，爸爸因為觸犯法律

而躲避海外。樂樂和她的妹妹輾轉到了姑

姑家生活，然而姑丈總是在酒後對姑姑拳

打腳踢，甚至拿她和妹妹出氣。直到有一

天學校老師發現樂樂身上大大小小的瘀青

之後，樂樂和妹妹便離開了姑姑家，被安

置在機構裡。

  樂樂在機構裡因為常跟其他同儕爭執，

多次不遵守機構的規定，且常常出現暴怒

的情緒，機構老師覺察她的心理壓力大，

需要被協助，因此，幫樂樂安排了心理諮

商。一開始樂樂很不習慣對一個陌生人說

自己的事情，也很難信任諮商心理師。漸

漸地，樂樂卸下了心防，發現對一個人說

出心裡的祕密，心情感覺輕盈許多，好像

有人可以分擔自己的生氣和難過。透過心

理諮商，樂樂一步步了解到自己對於母親

的思念，還有那些身體的傷痛是如何影響

著她，也明白原來自己是一個很沒有安全

感的人，一直期待著有一個百分百完美的

人可以讓她依賴，是這樣過於理想化的想

法，讓她看不清現實，才會一再地受傷。

  樂樂畫了一幅關於自己未來家的圖畫，

樂樂知道自己無法改變過去，但卻可以創

造未來。當悲傷時，樂樂懂得擁抱自己；

當低落時，樂樂就讓自己好好的哭一哭；

當快樂時，樂樂願意和朋友分享自己的喜

悅。透過書寫和畫畫，樂樂找到整理心情

的方法。樂樂已經接納過去的自己，並且

相信自己可以成為一位有愛又有責任感的

大人。

  這段陪伴慈馨孩子的過程，讓我看見生

命的韌性和可能性，即使這條路走得比別

人長一點、久一點、累一點，沿途卻也看

見不一樣的景色。謝謝慈馨的孩子們，讓

我看見不一樣的風景，這條路我也跟著一

起成長了。期待慈馨的孩子們，可以創作

出屬於自己生命的色彩！

家家

家童美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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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愛是一種循環加倍的力量

主題活動 社工心輔股

  本會陪伴的孩子，許多早期都曾經在原家裡，受到不當的對待，在困苦的生活環境

中，努力成長。來到慈馨這個大家庭，受到各界的愛心與幫助，慢慢養成自立的能力，

從生活技能、社會技能到心理技能等面向，透過生活教育、技能專長培養的課程、多

元類型的活動等，一點一滴的溫養孩子們內在能量。外在的傷口，透過藥物的治療，

會慢慢的癒合；然而內心的傷，卻需要愛和時間才有機會撫平。

【放手，是一種摸索；支持，能夠帶來力量】

  今年少年家園的孩子，再次來到台中和平區三叉坑部落，進行三天兩夜的服務學習。

我們期盼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孩子們獨立自主的能力，並能夠回饋社會。有了去年的經

驗，今年提高了服務學習的深度和廣度。一是完成社區的需要，進行社區牆面彩繪、二

是訪問部落的耆老，協助部落故事傳承，最後一個是野外求生體驗，貼近原住民的生活。

  其中更重要的是，今年少年的老師擔任諮詢委員，每天只提供三次各五分鐘諮詢的

機會。透過老師的「放手」讓孩子在經驗中摸索；「支持」孩子過程中的學習；「陪

伴」孩子在碰撞中的情緒起伏。

【用吵架，學習溝通；用溝通，貼近彼此】

  初形成的團隊，彼此需要溝通與貼近，慢慢的形塑團隊默契。每次的籌備會議都像

場馬拉松，漫長而疲憊。有組長開到煩躁的說：「我們可以不要辦了嗎？什麼服務學

習嘛，爛死了。」總召也在會議上，生氣的邊流眼淚邊說：「每個人都不說自己的想

法，我真的不知道我們怎麼出隊，我們是一個團隊，你們每個人、每個聲音都很重

要。」也有組長表示：「在帶領小組開會的

過程，感覺很挫折，好像自己提的問題或想

法，都會被組員打槍。」就在邊開玩笑、邊

討論的過程，組長長出力量來面對這些問題，

並更有信心的帶領組員開會。終於，在一次

又一次的眼淚、挫折、爭吵、溝通、前進中，

到了出隊的日子。

【因為被疼愛過，知道接受的再給出去，愛才能夠完整】

  出隊前一天，孩子們就接獲第一個震撼彈，參與營隊的部落學童，暴增了十幾位。

這讓已估好食材數量的生活組，需要緊急應變，直衝黃昏市場，購買更多的食材。第

二天的晚會，臨時下了大雨，必須從室外場地更換到室內場地，因為一連串的變動，

在村民的期待、天候的因素、臨時的變動和時間的壓力下，讓籌備小組邊搬器材邊吵

架、邊流淚邊討論共識，總算在歡樂的氣氛下，為晚會劃下精彩的句點。

  第三天是野外求生，孩子們自己採摘野菜、砍竹子製作竹筒飯；好不容易撿拾樹枝

升起火，正準備烹煮美味的午餐時，突然又一陣的大雨，讓孩子們趕緊把器具移至室

內。顧不得自己全身溼答答的，只見少年們趕緊拿自己的浴巾，幫部落的孩童擦拭身

體，擔心弟弟妹妹們感冒。等到用吹風機幫弟弟妹妹們吹乾頭髮後，少年們才陸續的

換衣服，整理自己。「吼，我們要照顧好他們捏，不可以讓他們來參加完營隊，就感

冒了，我們要負責任的。」一個孩子邊用溼了的浴巾擦拭身體，一邊說著。

【透過服務，學習自主能力；在服務的過程，懂得欣賞與感恩】

  三天兩夜的營隊終於完成了，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孩子的自主能力外，也在過程中，

學習欣賞彼此。在經驗整理的會議上，少年們帶著感恩的心，和自信的眼神，分享著

服務學習的「學習」。

〈總召〉

  今年的服務方式跟去年有很大的不同，雖然不同但我們還是辦得很好，今年帶籌備

小組開會確實比去年還辛苦，但是我的夥伴們很努力去吸收去年的經驗，過程中雖然

很多的摩擦，但我們從沒有放棄我們自己訂下的目標，而且一次比一次更進步。

社工心輔股

活  動  花  絮 活  動  花  絮

小組開會一景
總召帶領組員開會 生活組用心準備三餐 陪伴原住民的孩子共同彩繪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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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活動 社工心輔股

〈副總召〉

  三天活動過程中，雖然遇到許多突發狀況，但是在總召的陪伴下，我還是順利的解

決問題。過程可能有些不愉快，但這都是必經的，我也在這些經驗裡學到不少解決事

情的能力，以及如何調整當下的情緒。

〈器材組組長〉

  這是第一次參加服務學習，也是第一次擔任組長。其實第一次在開籌備會議的時候，

我是非常緊張的，一直到後來我才漸漸熟悉開會的樣子。小組會議快到尾聲時，我的

工作好像又多了很多，一下子要去借器材一下子又要做很多事，現在想起來就覺得很

有成就感，想不到自己也能完成這麼辛苦的任務。

〈活動組組長〉

  服務學習三天的過程，當活動來臨時，我的組員突然變得都不是我出發前看到的懶

散樣子。當時只想著：「噢！怎麼變不同人了？我帶錯人了嗎？」原來，是因為經過

每次小組開會的溝通、討論與叮嚀，每個人都進步了許多，我很佩服我的組員，也很

謝謝他們一起完成三天的活動。

〈生活組副組長〉

  活動第二天和第三天，組長因為需要暑期輔導，無法一同參與，這讓我有些焦慮，

而且活動過程不如我預期，我找組員幫忙時，他們有些人說沒空，有些人則是根本不

在！我很謝謝老師在我很無助的時候跟我說：「不是很多事都是自己來，還有其他組

員跟你一起。」在自己努力的跨出第一步，以及和組員表達感受和需要的時候，我發

現組員們其實是願意一起幫忙的。謝謝組員們，讓我學習團隊合作這件事。

【有些傷看不見，卻足以影響一個生命】

  有些傷，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有些痛，沒流淚不代表不在乎。面對創傷，是安置

機構裡的孩子們一輩子的功課。

  因此在愛和時間的投注下，在生活中，累積孩子生命的能量；透過服務學習的方案，

見證孩子的成長。我們期待，有一天，孩子能夠回歸社會，獨立生活：有一天，孩子

能夠充滿感恩與能量，回饋社會。讓善的循環永續，讓愛的力量更強大。

活  動  花  絮 活  動  花  絮

什麼是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的理念源於美國，它是一種「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學習經歷，也是「服務」與「學習」並重的教育方式，對

服務者與被服務者而言彼此都能「互惠」。

    在台灣，林勝義教授認為「服務學習」是：「由學校與社區結合，共同協助學

生應用所學知能去服務他人，並且在服務過程中不斷的學習成長。所以『服務學

習』是學校教育的一環。」（註1）

    而蔣興儀老師認為：「服務學習，從字面上來解讀，不只具有『我學習到如何

服務他人』的意思，還有另一層意思是：『讓我透過服務來進行自我學習』。」

簡言之，服務學習不只是向外的提供協助，更是向內的自我改變。（註2）

    在慈馨，我們希望藉由服務學習方案，結合計畫性活動和反思情境設計，讓少

年家園的孩子們有不一樣的學習與發展。我們期許孩子們：「服務別人，成長自

己」、「透過行動付出，增進社會參與」、「透過關懷弱勢，改變孩子對受助者-

施助者角色的認知」、「透過合作、互惠，架構出良善及利他的價值觀」。

          （註1：亞洲大學服務學習組 https://sls.asia.edu.tw）

          （註2：蔣興儀：服務學習的雙重意涵

                        http://rcollege.nthu.edu.tw/files/15-1090-6913,c2259-1.php）

美化社區的環境 訪問部落耆老，進行部落故事傳承 清洗檳榔葉，用大自然製作

餐具

品嘗自己動手做的竹筒飯，

美味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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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 黎依

現在的我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獨特的經驗，學習

也好，難忘回憶也好……，這些都是很寶

貴的。

  以前，我總是不努力做事，是個懶懶散

散的小孩，好幾次被家人罵，也受到各種

處罰但卻未悔過，就這樣一直隨興下去。

直到真正離開家裡，我才慢慢的了解到，

不能再像以前一樣過生活。

  我現在有正向的品德，其實是寄養阿姨

教我的，那時我剛到陌生的環境，沒有任

何一點安全感，儘管寄養阿姨努力的教導

我，但我未理會她對我的關照和愛護……。

我記得她教我說：「每個人都有會離開這

世界的一天，只是時間的早或晚。」這句

話對我影響很深，年紀還小時，我就必須

面對最親愛的人離開，這對我來說是悲痛

的心情。雖然已經離開的人，無法再復活，

但是如何讓過世的家人可以放心的在另一

個世界生活，一想到這我就會哭。後來寄

養阿姨開導我說：「如果你常常傷心的話，

你的家人也會跟著傷心。」從那次開始，

我便慢慢收起對往生家人既悲傷又複雜的

心情，當一個願意對別人展開微笑的人。

  現在你看到的我已經跟以前差別很多，

因為每個人的個性、習慣，會因歷經了不

同的事件而改變，謝謝寄養阿姨教我這麼

多的道理和愛，才會有現在的我。現在的

我，已經是個成熟懂事的國中生了，不再

像以前封閉自我又不與人往來；現在的我，

雖然離開寄養阿姨的身邊，來到慈馨家學

習和生活，但我相信自己可以更加努力，

讓每一天變得更好。

家童美勞作品

  「孤獨」是心靈所創造出來的另一個只

有自己的世界，有時像一種可怕的毒藥，

有時卻帶給人不一樣的意境。我曾經是個

孤獨到不行的人，在國中以前，我從不跟

同儕一起玩、一起聊天，做任何事都是一

個人，但漸漸的接近團體以後，我對孤獨

有不一樣的看法了。

  孤獨如果不痛苦，監獄就不那麼可怕了；

孤獨如果與心靈做朋友、與興趣做朋友，

那就會成了不受限的自由。我喜歡自己一

個人搭公車、走路、買東西…，因為我在

這段時間，可以沉思我的未來。我在經歷

孤獨的歷程中，學習了要提早規劃未來，

以便出社會後才不會那麼辛苦，所以我搭

公車時，很擔心遇到熟人，因為他們會喋

喋不休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樣一來便打斷

了我思考的方向。

  孤獨的另一個說法，是「享受獨處」。

獨處的奧秘，在於思想可以如獵豹馳騁，

時空可以完全自由，可以自由想像，使自

己在另一個境界得到自在，這何嘗不是一

種快樂和自由呢？我認為孤獨本質是人必

然存在的一種狀態，但它也是一種歸屬與

自由，當你可以將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時，

就會變成屬於自己的特色，這就是它存在

的奧妙。

  孤獨中能沉思，藉由無受限的想像來彌

補現實不足，來逃避現實的殘酷無情。孤

獨可以做夢，是由自己操控的夢，並擬出

一個故事情境，藉此獲得適度的休息與喘

息。如果人沒學會與孤獨相處，與自己相

處，那就太可惜了。

高一 Jen

孤獨與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