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時候，別人會對我說：「你為什麼可

以把很多事情做得這麼好？」但其實我並

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好，我也是經過許多的

努力和磨合，才變成現在的我。

  以前的我，遇到困難時，會覺得好累，

很辛苦，有壓力，想要中途放棄，但我告

訴自己只要放棄了，什麼都沒了。但不放

棄，不管有沒有成功，過程所付出的心血

都會變成一種學習。

  升上國中後，第一次段考我告訴自己，

成績不能低於標準，但段考的前幾天，我

竟然感冒了！複習的時候因為體力不支，

常唸到一半就會覺得想睡覺，因此只要身

體有力氣，我就快點讀書，免得到時候身

體累的時候，就讀不下去了。有時唸到心

煩，會想著：「放棄好了，隨便考好了。」

但念頭一轉，我還是堅持了下去。直到發

考卷，看到分數，我非常的開心，因為分

數竟然達到自己所想的目標。

  很多時候，不是因為事情太難，而達不

到目標，而是因為自己的心、情緒、意志

力，搖擺不定而影響了實力發揮。所以，

我告訴自己，要相信你自己，不要有太多

的擔心。當你堅持到最後，再往回頭看，

你會發現過程中所做的事情，都非常的有

意義，而且，還能從中鍛鍊出潛力和意志

力。因此，對堅持這件事，就一句話：「

只有努力，沒有放棄；唯有堅持，才能成

功。」

.................................... 

給弟弟、妹妹的一
封信
 

  嗨！我是住過慈光育幼院的Allen姊姊，

我從小學二年級就在慈光了，直到屏東科

技大學畢業才離開。現在的我已經30多

歲，也成家了，回想以前在慈光大家庭的

生活，當初對於團體生活、人際互動和各

項課程活動，總覺得不喜歡、不開心，但

現在它們卻成為我回憶中，最快樂、最幸

運的事情。

  離開院裡保護傘的我，也曾歷經失意，

工作不順，更怨懟過自己的身世，認為自

己很可憐，沒有人比我慘。但是這幾年，

經過不斷的衝撞與省思，我對人生、命運

有不一樣的體會；而與不同領域的朋友圈

互動中，我也看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命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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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 leaf

我的堅持   幾次與朋友的聊天過程，我才驚覺，原

來我擁有很多的幸福，雖然我沒有一個完

整的家，但因為到了慈光，我可以有眾多

一起長大的兄弟姊妹們、有許多陪伴我成

長、視我如親的師長們，更有慈光這個大

家庭支持著我學習與茁壯。尤其是我的同

事朋友，知道我學過鋼琴、書法、國劇、

陶土，身懷多項才藝，每年還能參加三天

兩夜的夏之旅，到各縣市遊玩，他們都羨

慕不已，而長大的我，此時才看到自己的

幸運，以及慈光栽培孩子的用心！

  其實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是能跟親生父

母親住在一起，但卻不見得能給出如此多

元的照顧與教育。以前，因為生活中有很

多辛苦和煩惱，我無法感受和了解老師們

的真心關懷與付出，但是出社會後，聽見

來自不同家庭的聲音，加上自己多年尋尋

覓覓過程中的領悟，我開始看見自己所擁

有的，也更珍惜慈愛的師長們，與可愛的

大家庭。

  當然幼鳥的我們，終究有天要飛出巢外，

此時我們會有些恐慌、害怕、不知所措，

也會很想再回去那個有保護傘的大家庭，

但成長就是這樣，沒有飛出去過，怎麼會

知道原來家是如此溫暖呢？怎麼會知道師

長們是多麼認真教導我們呢？怎麼會知道

原來我們的暑假過得如此充實？

  現在，偶爾我早餐想吃稀飯，休閒時想

聽音樂，有時還想欣賞藝文展覽、表演…，

這些偶爾，原來是我在尋找兒時回憶，希

望重溫慈光生活樂趣。但找到點滴回憶與

熟悉感之後，我心裡一震，那曾經抱怨吃

到煩膩的稀飯，自己煮起來竟是如此麻煩；

那些被我嫌棄無聊的藝文表演，現在我卻

要省吃節用許久，才能看一場…。

  我以前對於「惜福、感恩」總覺得是口

號，但是這幾年卻愈來愈有體會～謝謝曾

經教導過我的師長們，謝謝您們的無私與

愛心，我很開心我曾住在這個大家庭，現

在的我會告訴我的朋友，我有很多的兄弟

姊妹跟叔叔阿姨，千萬不要惹我喔！我的

後台超硬的喔！

  當然，生活中還是會有許多困境來臨，

得自己去面對。現在的我是用「感恩及不

放棄」的心，去面對生命旅程中所遇到的

挑戰，而這個能力與勇氣，就是慈光教會

我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還有很多話想跟你們分享，但

以後有機會的。Allen姊姊最後要告訴慈馨

的弟弟妹妹們，要相信自己，你們一定會

有不凡的未來，姊姊祝福你們！                                               

                   Allen 姊姊  106.11.20

慈光家友 Allen



仁者
 翦影

仁者
 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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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特別的馨緣

  回想起和慈馨兒少之家的緣份，就任成功國小的俞奇宏老師說，其實從慈光育幼院時期就

開始了。那時俞老師就讀台中師院，在同事楊裕貿老師的介紹下，參觀了慈光育幼院（慈馨

的前身），但當時對慈光並不熟悉，真正認識慈馨，則是從陪伴學生-小躍開始。

  剛開始，俞老師實在不解，怎麼會有一個學生，在自己面前很乖，但是在科任老師面前卻

狀況百出，不斷地和同學、老師吵架、不斷的需要處理錯誤言行。於是，俞老師主動向小躍

提出，想來家裡〈慈馨〉參觀，希望透過「認識」家庭狀況，貼近他的生命，找到方法陪伴

他學習。沒想到小躍被老師這麼一問，雖然靦腆，卻也滿心歡喜地答應。

  參觀當天，聽了小躍和慈馨工作同仁的介紹說明，俞老師很驚喜。原來，安置機構可以長

這樣，每一個空間與設備都用心地規劃，生活中更是細膩的陪伴孩子學習，慈馨感覺就像一

個家，給了孩子全面的照顧，而印象最深刻的，是連「道歉」也教導和陪伴孩子練習，這樣

的環境與氛圍讓人感受到溫馨與溫暖。因此俞老師不禁感嘆道：「許多父母的家庭教育，還

不一定能做到像慈馨一樣。」

用感恩，帶來溫柔而強大的力量

  參觀慈馨之後，俞老師心裡默默做了一個決定。這麼好的機構，一定需要資源，老師評估

自己的薪資負擔家庭開銷是足夠的，因此把節流下來的費用開始回饋社會。起初，俞老師自

己默默行善，兩個月後，學校的同事知道了，也加入善行，於是「成功送米團」就這樣成立

了。「成功送米團」目前成員有二十五位，有成功國小的老師和家長，還有遠在日本的夥伴！

而協助的對象，從慈馨也擴展到甘霖基金會和弘道基金會。

  對於「行善」，俞老師認為自己不是做善事，而是做一件該做的事。因此，他總是親力親

為，從採買到捐贈，都充滿老師的用心，像捐贈的米，是特別挑選的，是公會理事長推薦的

台灣米，因為俞老師希望孩子們吃得健康與營養。生活中的俞老師，永遠抱持著一顆感恩的

心，他說：「我們能有今天，不僅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更是一路上受到許多人的協助而

成。所以今天能夠有小小的成就，也應該幫助別人，讓善的循環永續。」

教育，是翻轉生命，而不是壓抑成長

  回顧教育生涯，俞老師表示，大學畢業他先在台北當股票營業員，三十幾歲，參與師資班

的修習，取得教師資格，才開始了教學的生涯。俞老師謙虛地說：「其實我不是一個好老師，

我只是不斷地在教書的過程，跟著孩子一起學習成長，所以學生才是我的老師。」

  剛開始教書的俞老師，對於教育有著理想與抱負，期待學生有所收穫與進步，所以比較嚴

格。但他慢慢地發現，學生在自己的面前很乖，但在科任老師的面前卻完全變了樣，此時他

領悟到，原來這樣的方式，不是教育，而是壓制孩子，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孩子不可能會

進步。

  於是，他開始調整自己的教學態度與方式，用傾聽代替責罵、用理解取代處罰…「學生是

很敏感的！他懂得老師給予的是真心為他好，還是希望他聽話而已。」俞老師這麼說著。當

大人願意貼近孩子，孩子便能夠理解大人要教育他們的是什麼，改變與成長才能真正發生，

俞老師力行多年後，深刻地表示，教育是需要時間和耐性來發酵的。

堅持與陪伴，讓學生看見希望與未來

  俞老師言道，自己也曾經在教育的路上感到挫折，尤其喜歡與國小生工作的初衷和發心，

在一次次與學生的衝突中，逐漸被消磨殆盡。之所以讓他繼續堅持到現在，是熱忱和相信，

尤其看見畢業學生長大後的模樣，以及他們回來探望老師、關心學弟妹的心意，會知道這樣

的堅持，是值得的。

  俞老師又說：「早期教導過的特殊學生，現在不也一個個成材了，生命的改變是超乎想像

的，所有的困難都只是過程，用心的陪伴後，一定能夠滋養孩子的生命，找到生命不一樣的

出口。」所以，不管是遇到慈馨的孩子，或是特殊類型、困難陪伴的學生，俞老師認為若能

理解對方狀態，懂得因材施教，這些表象的行為議題就不是問題了。

  俞老師期許自己能夠繼續把這個理念傳遞下去，並影響學生或子女，更期待慈馨的孩子能

夠在愛的環境下長大，未來有能力幫助他人或回饋社會。因為，「一個人的愛，力量有限；

一群人的愛，力量是無限的。」

翻轉學生生命的俞老師

編輯小組



在慈光成長，在慈馨遇到自己
編輯小組

馨光故事 馨光故事

年幼的身軀需承受巨大的沉重

  小時候母親因外遇離開了我並選擇再婚，

父親面對母親的離開，精神上遭受極大打

擊，一直無法穩定。父親曾經發病而傷害

了家人，所以我需要常常觀察父親有沒有

發病，因為只要父親一發病，我會被打，

也可能被父親帶去自殺，我雖然害怕，但

卻必須保護我自己，那時，我才小學低年

級。

離開習慣的環境，因為不捨而落淚

  當時，阿公和我們住在一起，主要照顧

我的人是阿公，父親一發病，阿公就會帶

著我住到伯父家，後來親戚知道父親狀況，

便協助送父親至精神療養院治療。父親治

療期間，我雖然住在親戚家，卻常常有種

寄人籬下，我不屬於這個地方的感受。小

學畢業時，阿公的身體日漸虛弱，沒有辦

法繼續照顧日漸長大的我，於是我只得住

進育幼院。

  選擇到育幼院是因為親戚長輩們，取笑

我沒父沒母，對我冷言冷語的，讓我很不

好受。但處在父親暴力、親戚冷落的我，

一想到要離開家、離開阿公，心中竟是滿

滿不捨；確定要到慈光育幼院的前一晚，

我再也無法忍住眼眶裡那一顆顆的淚珠了。 

面對取笑，我生氣是因為我沒有正常

的家

  在過去的年代裡，像我這樣家庭不健全

的孩子是少見的，所以班上的同學總會取

笑我沒有母親在身邊，而且有個住在精神

病院的父親！我好生氣、好生氣，因為父

母親沒有在身邊，不是我的錯，但竟變成

被取笑而且無法反駁的事實！我對同學生

氣，也對自己生氣，因為自己沒有一個完

整的家庭，才會被同儕看不起、才會遭遇

種種的不堪與煩悶。

  於是，我變得暴躁，和同學、朋友相處

互動，一覺得對方好像看不起我，我就會

想要反擊，因此跟別人起衝突、打架，成

了常態，我知道帶給學校老師、阿公不少

的麻煩，卻無法控制自己的暴躁。

【教養小撇步】

  面對家庭失功能的孩子，你帶著什麼態

度去看待呢？憐憫、取笑、還是給予關懷？

  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家庭是混亂且缺乏

溫暖的，當家境困頓或遭逢巨大變化時，

孩子面對外界異樣眼光，有的退縮不說，

有的勇於反擊，但孩子的內心仍是孤單害

怕的，誰能體會這苦楚與萬般無奈呢？

  許多失依、受暴的孩子，也有著如同本

文主角的遭遇，在家中沒有溫暖，面對的

是日復一日，無力改善的混亂環境與暴行。

更因為社會標籤與刻板印象，他們無奈聽

著身旁的人給予負向的聲音，責備、取笑、

鄙視的形容詞往往加諸在他們身上。當家

裡、社會環境皆無處容身，只有孤獨無援

陪伴自己時，有人振奮上進、有人憤怒反

擊、有人逐漸邊緣自己，但受傷的心靈，

對人、事、物已不信任，呈現的是防衛和

焦慮的反應了。所以，希望父母長輩們了

解這些真相後，能用友善的態度，接納這

般背景的孩子，並適時挺身協助他們～因

為他們沒有做錯、沒有權利選擇家庭，卻

成了高風險家庭與弱勢家庭最大的受害者。

找到舞台發光，感受自己的重要

  小學五年級時，班導朱老師對我說：「

你的力氣這麼多，不要用在打架上，送你

去學柔道和角力，但你要先答應我，不可

以動手打人！」於是我便學習了柔道、角

力。朱老師待我極好，把我當成自己的孩

子照顧，也鼓勵我讀書，他是嚴師兼慈父，

每當我有錯，他會嚴厲的教導我、要求我

調整，我能感受老師在疼愛與期盼中，磨

練著不成熟的我。

  小時候我在校算是個風雲人物，我不但

是打架高手，而且是角力冠軍。也因為贏

得角力比賽，我有機會上台領獎，還記得

領獎那瞬間，覺得自己好不一樣、好有信

心，好有成就感！但我不敢大意與驕傲，

因為教練的話我一直放在心上，他說：「

學柔道、學角力不能用來鬧事、打架，如

果一有打架的事發生，就不准再學。」為

了能夠繼續學習，我非常努力控制自己衝

動的脾氣，盡量不打架、不鬧事，為此我

的個性也就慢慢改變了。

【教養小撇步】

  如何陪伴封閉的心靈？需要用愛與堅定

的心慢慢陪伴！

  有時候，我們想要助人，但對方似乎不

懂你的好意，把你拒絕在外，使我們受挫

不想付出關懷。其實，身體傷口需要時間

癒合，傷透了的心靈也需要時間來撫慰，

才能放下防衛，重新信任別人，當你真心

想陪伴一個人走出他的傷痛，記得放下你

的受挫，用愛與堅定的心慢慢陪伴。

童年重要的親人

  小學時期，曾經有親戚說想要收養我，

她是我的嬸嬸。住在嬸嬸家的生活，雖然

只是一段短暫的時光，卻很開心。我已不

記得最後為何我沒有被嬸嬸收養，但我很

感謝她，即使長大後，仍想親口謝謝她如

此溫暖的照顧。

  對於嬸嬸家，兒時的記憶僅存印象是幾

個地標與巷弄。婚後，一次偶然機會，我

和妻子沿著記憶，走進巷弄裡，愈是往內

走，我的心裡愈是激動，兼著鼻酸與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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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篇為本家家童真實的生命故事，選自本家教養書「馨光：點亮孩子的未來道路」。 

    期盼透過文章，讀者對疏忽照顧兒童、弱勢家庭、高風險家庭有更多的關切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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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望見了一個婦人的背影，這個背影

讓我欣喜若狂，我確定那就是曾經照顧我

的嬸嬸，當下已經管不了是否還被記得？

會不會太突然，好想親口謝謝她對我的照

顧！此時妻子想到手邊未帶禮物，建議我

不要如此莽撞，擔心失禮的我就此打住念

頭，只得望著婦人越漸走遠的身影。不久，

我詢問附近居民，確認這個記憶中的區域，

確定後，我告訴自己，有一天安頓好忐忑

的心、準備好禮，我將再度前來謝謝我的

嬸嬸！

在慈光育幼院的生活

  得知要住進慈光育幼院時，我許久無法

接受。當時剛升國中的我，正值叛逆期，

心情複雜萬分，常常想是不是我做錯了什

麼事，所以我必須到育幼院生活。因為不

捨離開阿公，在育幼院我總是暗地邊思念

邊掉淚。那時支持我的，是一放假便可以

搭車回家看阿公！但是放假容易收假難，

每逢收假要返回育幼院路程，倔強又悲傷

的我，又忍不住默默掉淚了。

  雖然離家有很多的難過、不捨，但在慈

光育幼院的時光裡，是我人生的轉捩期。

以前在家裡，不論有沒有犯錯，只要有人

跟阿公告狀說我打人，阿公不管事情經過、

也不聽我說明發生原因，棍子就狠狠地打

在我身上！在育幼院，老師們會教導我，

傾聽我，也一再給我機會，讓我感受什麼

是被愛、被瞭解，獲得陪伴與重視的我，

慢慢地也修改了暴怒乖戾的個性。

  小時候被取笑時，好希望父母親就在身

旁，但現實是殘酷的，「沒有父母照顧我」

就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所以難免對原

家感到生氣與失望！小時候我不懂得因應

那些欺負我的人，只好跟自己的情緒過不

去，一遇到不如意的事，又衝又硬的脾氣

就油然而生。

  住進慈光育幼院之後，老師們不厭其煩

的教導，就這樣我的情緒因為被理解而有

了出口，漸漸地，我也覺察到自己因為害

怕被看不起、所以情緒變得敏感。直到現

在，我仍然持續面對著我的情緒，我知道

情緒會是我一輩子的功課，但我不斷練習

著。因為一時感受而發脾氣，後患無窮也

很辛苦，唯有改變自己才能讓自己舒服一

點。我對自己有所期待，希望自己更好，

我常跟自己說：「人和人相處要互相、做

人要謙虛、能讓事情圓滿就是一種進步」，

所以情緒來的時候，這些話便陪著我一起

關照情緒。

【教養小撇步】

  每一個到育幼院的孩子，並不是他們本

身不夠好，而是有著許多不得已的故事，

但孩子卻總是猜著問題是否來自自己，所

以今天必須離開家的人是我！帶著這樣的

悲傷進到另一個陌生的環境生活，孩子是

辛苦的，陪伴孩子的大人也是辛苦的。

  無論再怎麼對家感到失望或是生氣，育

幼院的孩子仍然期待回家，對他們來說，

回家的路程是最遙遠又模糊的嚮往；他們

也期待自己變得更好，而不是在困頓與困

惑中輪轉。創辦慈光育幼院的李炳南教授，

就是希望這群失依的孩子，有第二個家讓

他們當後盾，讓孩子們在第二個家能夠重

拾對家的信心、對人的信任、以及對自己

的有能感。

從被照顧者到照顧者的角色

  因為感恩，我回到從慈光育幼院演變而

來的慈馨兒少之家擔任總務老師，昔日照

顧我的老師成了我的主管，大家不會因為

我曾經是院童，而有不一樣的待遇，而我

也準備好要在這裡面對挑戰及學習成長。

大家的相互陪伴與支持，讓我的心倍感溫

暖，對這份工作不僅僅是認同，我對自己

的表現也有著很高的期待。

  在這裡，有機會和孩子們在一塊，我期

許自己能像陪伴過我的老師一樣，用愛、

用耐心去陪伴他們。或許因為自己和孩子

們都曾經在不完整的家長大，當孩子有挫

折、困境時，我能看懂孩子的狀態；遇到

孩子蠻不講理有情緒時，我的經驗告訴我，

受過傷的孩子都是敏感的，內心的聲音會

提醒我要暫緩溝通，讓彼此都有空間調整

情緒，這麼一來也能避免互傷害。但不管

發生了什麼事，該負責的，還是要讓孩子

知道，並陪同孩子去面對。對於孩子犯了

錯，不是責怪，而是了解真相與教導。我

的教育態度就是愛與堅持，讓孩子們具備

正向的處事態度，並具有責任感。

陪伴孩子、傾聽孩子，讓孩子重生

  或許還有許多人對育幼院的印象停留在

過去黑黑暗暗、沒有未來與希望、可憐的

情景裡。但從過去的慈光育幼院，來到現

在的慈馨兒少之家，我看見彼此沒有血緣

關係，卻因為有家的溫暖，而能夠心連心

的住在一起；我看見每一個生命是被尊重

與疼惜，被細緻的陪伴與對待。師長們像

家人般穩定的愛，讓流離失所的孩子們重

獲新生，也找回生命的光彩。

【教養小撇步】

  暴力中成長的孩子，真的也會變成問題

孩子嗎？

  其實不然，即使曾經處在受暴的環境裡，

即使曾經對家感到失落與怨恨，也會因為

有愛的陪伴而讓這樣受暴的歷程變成優勢，

甚至更能夠體會失去依靠的無奈，能更理

解受暴孩子的心境，而成為一個深度傾聽

的陪伴者。

  慈光和慈馨的師長們，為何相信用愛能

改變孩子的生命？

  因為所有的良善與愛，都具有正向能量，

能以柔克剛，能滴水穿石，更能綿綿不斷

的傳遞。當我們用愛用真誠對待他人，就

會發現愛與真誠，像一波波的漣漪，慢慢

地向外擴展、影響著平靜的湖面；同樣地，

孩子生命中不斷有師長給予溫暖關懷、給

予支持鼓舞，其變化及進展就不容小觑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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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人員 王元鼎

  當初，為跨越困難系列分享主題時，心

裡面有很多的疑惑，到底該怎麼為自己的

生命下一個標題？或者說，到底該如何分

享這個主題？

  我一直堅信，每一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

寶貴意義，就算他覺得自己的人生乏善可

陳、百無聊賴，但只要經過整理，他的生

命故事一定能帶給別人許多的能量。而我

恰好躬逢其盛，能夠有這麼一段時間，跟

孩子分享自己成長時跨越困難的過程，那

我可以怎麼說？我要說什麼？

  從小，因為父母工作、我跟姊姊年齡差

距又大的關係，我幾乎是一個人窩在房間

裡面看書、自己玩玩具長大。對我來說，

世界是很單純、有趣、充滿希望的，但也

因為跟人接觸的少，人際互動跟語言表達

就成為我很大的障礙。我常常感覺頭腦跑

得比嘴巴快，嘴巴講不出腦袋裡真正想講

的東西，而當自己發現詞不達意，甚至造

成誤會或別人的傷害時，行為就會更內縮、

更不願意表達，然後把這些情緒累積在心

裏，直到有一天不知道為什麼就爆炸了。

  來到慈馨後，在這個家裡，我看到好多

好多小時候的自己，我覺得這些孩子都跟

我好像，我們都一樣不知道怎麼表達、我

們都一樣對自己傷害了別人而難過、我們

都一樣不斷的累積這些挫折但不知道能怎

麼辦、我們都一樣會因為情緒累積而突如

其來的爆發。想了想，不如就跟孩子們分

享，我和他們相似的經歷和學習吧。

  在我成長的歷程，有很多說不出口的事

情、不會表達的心情，常常因此而犯下過

失、造成與人之間的嫌隙。跟孩子分享時，

我不斷不斷地重新回顧當下，檢視著過去

的自己，幸而遇到許多良師益友的規諫，

才能夠慢慢地看見這些問題，並嘗試改進。

看著孩子們的表情，或許他們也曾經或正

在被這樣子的狀況困擾，我們並不願意去

傷害別人，有時候這樣失序的行為，源自

於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麼了，那更多是

一種直覺的反應，而非理性選擇的行為。

透過旁人的提醒、自我覺察的練習、重要

他人的陪伴與教導，當然還有自己願意做

些改變，這些小瑕疵其實是能夠被改善的。

  於是，我向孩子們說明，為何要設定「

跟世界拼命的人」這個主題。因為永不放

棄心中的善念，當遇到挫折，無論來自於

自己、他人或環境，都抱持著跟他拼了的

心情，再嘗試著跨越、解決，就算結果不

盡如人意，但努力過的點滴依舊會滋養著

我們成長。因此，這一份力量，不只用於

面對自己的課題，也適用於處理外在事物。

  我總想著，如果一個人只願意對自己好，

那他只能感受到自己對自己的好；如果兩

個人願意互相對彼此好，那他們能感受到

兩人份的好；如果全家人能對彼此好，就

能感受到全家人的好；依此類推，若是整

個世界都願意對全世界好，那我們每個人

都能感受到全世界給你的好。既然如此，

那不如就由我開始，開始試著對他人好，

既然我希望我的世界是這樣，那就從我自

己開始，就這樣拼命了啊！

跨越困難的能力系列：

跟世界拼命的人

元鼎老師對孩子的期許與祝福
 

  慈馨的孩子們，從小所遭遇、所累積的挫折令人無法想像；加上成長環境

較為惡劣，帶給他們的往往是不安全感與不認同感，因此遇到陌生事物或困

境時，他們常會連結到「我不可能成功」的負向經驗，或是「怎麼辦？最後

會失敗嗎？」的自我懷疑。

  所以，看到孩子在瓶頸過程中，表示「自己不可能完成」、「自己沒有完

成本來就是正常的」，或是孩子認為「自己不應該享有成功的喜悅」，都令

我心疼與不捨。

  很期待藉由慈馨師長的生活陪伴、正向引導與回饋，讓孩子重新種下信心

與成功經驗的種子，並透過「跨越困難系列」分享的催化，逐步轉化變成孩

子的自信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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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植病系 譚永宣

  偶然的機緣，帶領我來到慈馨兒少之家，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安置機構。雖然我生長

在一個美好的家庭，但我從小與父母的關

係並不好，我覺得他們不了解我，他們對

我有太多的要求。然而，來到這裡開始志

工服務後，透過每週課輔與小朋友相處過

程，我突然領悟，即使像我已是大學生，

我也不能體會孩子純真的心理，還需要花

許多的心力才能夠瞭解孩子。所以，父母

教導孩子，瞭解孩子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

易。

  其實我能給慈馨孩子的東西真的不多，

因陪伴時間不長，主要是課輔給予他們知

識和引導，以及耐心的陪伴，和一個大人

的榜樣。有時孩子會不專心，會惡作劇，

或者有小脾氣，但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練習，

以及與慈馨老師討論，漸漸地我能夠貼近

孩子了。當我開始了解孩子之後，他們的

行為情緒問題便能夠迎刃而解。原來，每

個孩子都不一樣，他們有自己的故事，有

獨一無二的性格與喜好；與孩子相處需要

時間的累積，當我更了解孩子，也讓孩子

信任我之後，我發現每個孩子都是小天使。

  因為，無論孩子們遇到什麼困難，他們

仍然有一個純真的心。在枯燥的生活中，

也許孩子就是活水的來源，即使下課後的

我略顯疲憊，但每次來到慈馨看到孩子的

笑容，我也會不自覺地微笑起來，來到這

裡之後，我也立志要做一個好榜樣、當一

個好哥哥。

  這是我第一次與一個孩子這麼長時間的

相處，相處的過程中，我才漸漸明白愛與

溫暖流動的方式，而這一切都需要時間的

灌溉。我開始了解與人相處的方式，開始

了解父母的心意，我來這裡付出，也在這

裡學習，謝謝慈馨的各位社工與老師，也

謝謝我課輔的小夥伴，給我更多經驗與成

長。我現在大一，我期許自己，還有這裡

的孩子，將來都能成為幸福的人。

....................................

後記：

永宣老師擔任課輔志工，目前已有兩個月，

每一次課輔，都需要從中興大學騎乘自行

車前來，雖然路途遙遠、雖然汗流浹背，

但他仍開心地前來，並願意一起陪伴孩子

學習與成長。

在志願服務裡，
   發現不一樣的自己，
      深耕生命的故事

志　工　園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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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去教保會議的紀錄摘要，想給大德的，是「一路走來」

的真實狀況。

一路走來......

教育長 吳碧霞

  近年來社會變遷大，衝擊亦多，社會價值與昔日大有差異，我們

對青少年次文化應關注，也須加以了解其文化內容，才能轉其觀念。

  以前農業社會，父母雖忙碌，但孩子從祖父母那卻能得到充足的

愛，故心靈層面顯得較穩定。今日孩子受時代潮流及社會風氣影響，

比較有主見，對人對事較不易服氣，重享受及養尊處優，所以需要

有一套方法來教導他們。

  從事教育的人，要用藝術，哲學的方式，以多角度、多元化來看

事件，也用此來勸導、開發孩子的心靈。在「普賢行願品」中提到

「隨順而轉」，我們要將這道理應用出來，而且知曉無論用何種方

式教導孩子，最後仍要講求回到「正道」上。

  對於特別的孩子，面對他們表現出的挑釁行為或特殊狀況，可用

輕鬆的方式來對待，不必硬碰硬。這不是不教，而是在方法上要懂

得「因材施教」，要做彈性與調整改變。

民國88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