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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母親節在慈馨家很特別，孩子們

不僅寫卡片，還主動手做餅乾與康乃馨送

給每位慈馨家的『媽媽』們，表達他們的

感恩與祝福。孩子們曾經失去家庭的溫

暖，經歷過沒有父母呵護的辛酸和艱苦，

所以特別珍惜這份被愛與關懷的『親情』。

在製作禮物的過程中，有許多的困難和挑

戰，孩子們有感而嘆：「我們才忙了半天

就這麼累，老師每天都在照顧我們一定更

辛苦！」夥伴們收到禮物，也收到孩子們

的貼心與用心，令慈馨家的『媽媽』們既

安慰又感動。

  國內的兒少安置機構，一直存在著專業

照顧者(保育/生輔員)流動率高、聘僱不

易的難題；而照顧者的不穩定，會直接影

響孩子安全依附關係的建立與對機構的歸

屬感，也深深影響對孩子的照顧服務品質。

慈馨家很幸運，有一群喜愛孩子，同時又

具有助人特質的夥伴們，願意以『家人』

的情感，用生命穩穩地陪伴著孩子們，讓

他們在安全的關係中學習與成長。與一般

家庭的媽媽不同，在慈馨家的『媽媽』們，

是永遠沒有空巢期的，好不容易把孩子從

小學帶到大學，馬上又會有小的孩子進來。

而在與孩子的業力與命運搏鬥的歷程中，

面對孩子的各種議題與情緒，『媽媽』們

經常要默默地承受自己心裡的傷，陪伴孩

子練習了解每件事背後的意義，鼓勵與支

持孩子勇敢面對生命的挑戰；也讓孩子看

見每個提醒的出發點，都來自於愛與關懷；

這是本於初衷的堅持與對『家人』的承諾。

而『媽媽』們在真心付出的同時，見證了

每個生命的無限可能，也增加了自己生命

的厚度，滋養了生命的韌性。這是個充滿

淚水和歡笑，情感相互交融、生命相互影

響、相互成就彼此的大家庭。

  上天給慈馨家的孩子許多生命的課題和

禮物～從小就要練習在艱困的環境中生活、

要經歷親人的生離死別、要面對同儕對他

住在育幼院的異樣眼光、要接納自力更生

的現實與沒有退路的未來。可是在慈馨家，

除了慈馨家人的陪伴外，還有許許多多非

常有愛心的老師、叔叔、阿姨，無私的提

供他們各方面的關懷與協助，讓他們可以

在不虞匱乏的生活中成長，並有機會養出

堅韌的性格與面對挫折的能力，進而對未

來懷抱希望。對孩子們而言，每一份關懷

與支持，就像媽媽的愛，都是滋養他們生

命能量的禮物，也是他們有別於一般家庭

孩子的另類優勢。

  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我們期許慈馨家的孩子們，人窮志不短；

在大家豐厚的關愛與支持下，努力學習，

勇於逐夢，能夠翻轉自己的命運，也讓生

命充實而精采。

『媽媽』
    ～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執行長 詹前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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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

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圓）。」離婁能在

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公輸子出神入化的

工藝技術，被奉為工藝的祖師。然而，即

便是如此好的眼力、如此精湛的巧手，若

是沒有圓規、尺這些工具，也很難成方畫

圓。後世延伸，規矩就成了行事的準則ㅡ

倫理；倫理可能會因族群或文化下的不同

差異，而有普世倫理價值的討論；例如「

確保兒童得到保護的權利」，是已被普遍

認可的價值，聯合國則以「兒童權利公約」

作為宣示及普世準則。

  在助人專業領域的發展中，也有助人專

業行事準則的倫理，來規範助人專業人員

的專業行為；不僅是規範在此專業下應當

和不應當的行為，更是在形塑這專業自身

的價值觀。台灣目前助人專業領域的倫理

守則，有「社會工作倫理守則」、「諮商

心理專業/諮商心理師倫理守則」、「臨

床心理師倫理規範」等，皆以接受服務當

事人的最佳權益福祉為考量。

  在兒少安置機構當中，什麼是安置兒童

少年的「最佳權益福祉」呢？在慈馨家，

我們常說「孩子在入家的第一天開始，就

是在準備離開這個家。」他們總有一天要

離開這個家，有的可能是回到自己的原生

家庭，而更多的是從這個家長大後進到社

會中自立。因此，慈馨家在專業倫理上思

考孩子們的最佳福祉，就是「自立」。在

這個家園所做的每件事，最終的目的都在

培養孩子們，在生活中逐步長出自立的能

耐：從基本的身體照顧開始，讓他們在生

活中經驗到被好好地養育和照顧，培養他

們學習關照身體，而能做健康的自主管

理。生活自理的關照，在陪伴下引導學

習，給予空間逐步練習，而能長出自己管

理生活的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心理健康

的關照，在好好被尊重、傾聽和陪伴下，

學習認識自己、接納自己，和自己這永遠

的好朋友建立一個支持性、能自我肯定的

關係。在社會人際層面，被這個家正向、

健康的關係所滋養著，而能和重要的人發

展出正向且互相尊重的關係，從中得到彼

此的滿足。在自我發展層面，得到多元探

索的陪伴，邊試探邊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

方式，找到自己在社會上的定位；並能自

力更生，感受到自己是有價值的、對社會

是有貢獻的。

    因此，慈馨家的所有夥伴都必須心存

「自立」這把專業倫理的尺：

    當看見孩子不會洗碗的時候，不是直

接跳下去幫孩子洗碗；我們會想：孩子不

會洗碗是因為肌肉發展得不好嗎？所以手

指沒有力氣，或是協調不佳？若是如此，

那就要帶孩子去做早療的評估，透過感覺

統合課程等來訓練其肌肉發展。

    當孩子犯錯的時候，我們不是指責或

處罰孩子學不會，因為在處罰之後，孩子

不會的始終還是不會。我們思考：孩子犯

錯是因為什麼能力沒有學會？還是這中間

遇到了什麼困難無法克服？我們可以用什

麼方式，協助孩子從中學習到怎麼面對、

怎麼負責？因此，會開放地去了解孩子的

困難，帶著孩子一起想可以怎樣學得會、

做得來。

    當孩子反覆出狀況的時候，我們自然

也會經歷挫折、失望，但不會就這樣停在

這裡，甚至失去對於專業服務與對於孩子

的信心。我們會想著：人的生命就是不斷

在練習的過程，孩子就是在練習的過程中

遇到困難，那是什麼樣的困難？我們和孩

子可以怎麼一起面對這困難？可以怎麼學習

？可以怎麼互相支持和鼓勵繼續往前進？

因此，在看見困難的同時，也看見這過程

中的不容易，看見我們彼此的付出，看見

一點點小小的移動和進步。……

    如同上述的例子，慈馨家在生活中實

踐著「自立」的專業倫理理念。這過程，

需要夥伴們彼此的提醒、需要經常對我們

所做的事提出好奇、需要時刻反思這麼做

的背後所想的和所相信的是什麼。有時，

我們也會偏離軌道；然而，最可貴的是我

們願意整理經驗，反思經驗中的學習。在

陪伴孩子的過程中，看見我們做得好的，

給予肯定；看見我們做得不足的，給出接

納和允許的空間，相互支持地去創造如何

面對及調整，然後再回到我們的道路上，

繼續前行。

從專業倫理談協助孩子自立

所長 楊顗帆

財務學習課程～正確理財觀念，從小紮根！ 烹飪學習活動～讓孩子喜愛烹飪，從小開始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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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家園

  賦權（Empowerment）根據社區心理學家

（如：Rappaport,1992；Perkins & Zimmer-

man,1995）的說法，賦權乃是個人、組織

與社區藉由一種學習、參與、合作等過程

或機制，使獲得掌控自己本身相關事務的

力量，以提昇個人生活、組織功能與社區

生活品質。【註】

  當在陪伴兒童與少年的實務工作中，看

見年紀的差異與需求不同的衝突，所以有

慈馨少年家園的建構，這意味著，少年即

將踏入「半自立」的生活模式；而我們也

思考，這些「半自立」的少年，未來獨自

面對社會的時候，需要哪些能力？他們與

社會的連結是什麼？培養「準公民能力」

是初步發想，規劃少年創見會議方案，設

定培育少年「社會力」及「發展力」養成

為目標，促進少年討論家園公共事務之社

會參與能力，以及討論決策之充權培育，

使其成為社會參與的有能者。

  少年創見會議於103年在慈馨夥伴的共同

努力下開始啟動，每月定期召開會議，讓

少年共同參與創造與討論家園事務及生活

規範，共同建構對家園之歸屬感與生活共

識，進而提升少年社會參與能力，讓少年

在遵循法規及家園原則下練習擁有決策權；

創見會議也隨著經驗的累積，不斷調整與

創造，從練習提案並參與討論、創造對於

少年家園之生活藍圖、建構少年家園未來

生活原則及相關規範等，到106年開始由少

年擔任會議紀錄，以及會議前的相關行政

準備，建構少年對於會議進行之行政概念。

在少年家園的夥伴們慢慢放手的歷程中發

現，當更多的責任與安排的掌握權賦予少

年時，少年也漸漸有不同的思考，慢慢的

能為自己發聲，對自身權益有更高敏感度，

在原則規範的討論上有更多的表達，少年

也能主動展開「對話」、提出「提案」討

論；我們看見少年準公民的能力正在萌芽。

  為了讓少年的能力可以再多一些練習，

經驗可以再被豐厚，今年04月開始，創見

會議由少年們輪流擔任主席。在會議前，

少年們需蒐集相關議題，由師長陪伴其練

習如何擬訂議程，並做會議前的演練。少

年擔任主席，除了能激發少年的潛力，且

更有突破性的成長；有少年分享對於會議

學習是「在會議前一定要做很多準備，不

然會出ㄘㄟˊ」、「跟搭配主持會議的副

主席默契要好」、「會議時間掌控很重要」

等。從少年的回饋中，了解創見會議的與

時俱進，不僅培育少年準公民的能力，創

造主席與副主席之合作與溝通，少年也在

學習包容、傾聽與接納每個人不同想法與

價值觀。

  檢視創見會議的歷程，我們看見少年的

「社會力」及「發展力」逐步建構，師長

們透過練習更多的放手，陪著少年去經驗，

亦擔任引導與支持的角色，秉持著「做中

學、錯中學」的精神，適時的引導少年的

反思與看見自我成長，豐富其生命，這是

創見會議最具有價值性的地方。

    

【註】此段參考維基百科「賦權」說明。

少年家園專題 少年家園專題

從賦權培養準公民能力

      ～談少年創見會議

甲
骨
文
活
動
作
品

少年輪流擔任主席、紀錄，練習會議主持、以及決

策。會中參與者一起討論「議題和提案」，培養「

準公民能力」。

會議主席與副主席討論議程進行方式。

少年領取獎學金。行政組老師於會議上，進行「少家福利社線上購物

教學」。



    106年06月19日，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

完成立案；同年07月28日，正式開幕。時

光荏苒，一年的光陰就在開創的腳步中走

過。當我們在忙著前進的過程中，眼前就

是直盯著目標，好容易就會忘掉了是怎麼

走過來的，然而這過程其實是重要的生命

淬煉和累積。因此，停下來看看第一年走

來的足跡，心裡充滿著對諮商所未來願景

的期盼。

    諮商所從去年開始和台中市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中心合作，針對進到兒少保護

系統中的家長提供親職教育。對諮商所來

說，這是一個陪伴在教養孩子遇到困難的

家庭的機會；我們相信人的生命就是會有

起起伏伏，更何況是陪伴孩子長大的路上，

自然也會遇到許多的挑戰、也會有不知所

措的時刻，還有彼此都受傷、衝突的過程。

因此，諮商所就是一個可以讓家長感受到

被好好陪伴、被好好傾聽和陪著討論困難、

好好看見這過程中的不容易和潛力的地方。

去年一整年，諮商所於親職教育方案服務

了將近480人次的家長；今年到四月底為

止，更是服務了將近300人次的家長。近

距離陪伴這些家長，更可以體會做家長的

不容易和挑戰。曾有一個爸爸說：「老師，

我覺得來上你們的課比較累，因為你們會

問很多問題，我就要想著家裡的狀況，然

後再一起討論可以怎麼辦，所以我都只挑

星期天來上課，這樣才不會下班隔天接著

上課就好累。然後，以前我都是直接扁小

孩，現在就知道其實這樣的效果很差，扁

完一頓，孩子還是不會啊；可是我以前也

想不到可以怎麼辦了，我也很無奈。現在有

人可以聽我說、可以討論，真的很好。」

    諮商所在開展社區工作的歷程，開始和

學區的學校有更多交流。上半年，諮商所

和學區的成功國小合辦了教師的特教研習，

連同校長來了59位各處室和班級的老師，

我們一起討論如何陪伴情緒困難的孩子；

尤其在面對情緒高張力的孩子，我們可以

怎麼穩定自己、可以如何在學校或其他的

專業系統中互相幫忙和合作。除此之外，

更要感謝成功國小開放合作的機會，讓諮

商所可以帶著心理諮商研究所的實習生，

進到學校帶領人際關係的成長團體，能陪

伴學校的孩子們成長。諮商所期待這樣的

合作，可以在社區一點一滴地展開，隨著

合作的創造，而能細水長流。

    諮商所也嘗試投入更多的社區合作，推

廣多元的心理健康服務；和社區的長照機

構（台灣樂齡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合作，

就是諮商所的一個突破。該服務配合台中

市出院準備服務暨陪出院計畫，讓從醫療

院所出院時，有心理困擾的老人家和家屬，

可以連結上諮商所的服務。因此，諮商所

能藉此回應社區的需要，開始照顧到社區

老人家和家屬的心理健康。在陪伴他們面

對身體病痛或功能退化而來的衝擊下，可

以重新找到家庭因應的力量，家人可以有

機會說說彼此面對壓力的過程，可以被聽

見、被彼此支持著。在陪伴對話下，老人

家和家人的關係不再只是生病、連累的故

事；而能連結上關心彼此的心意、看見彼

此調整生活的常識、感受彼此相互陪伴以

面對壓力的潛力，而能重新找到家庭生活

的節奏。

    上半年，諮商所也順利申請到公益彩券

回饋金的計畫，於今年暑假開設「兒少安

置機構人員專業訓練」。該專業訓練引進

熟悉機構生態的專業師資，提供機構夥伴

們貼近實務現場的專業知能交流：其一，

在生活現場上支持保育生輔老師，協助其

能和安置兒少建立正向、健康的依附關係，

也能藉此理解和接住這些孩子敏感的情緒。

其二，學習運用表達性團體工作，作為安

置兒少身心發展的評估，也更加靠近他們

的內在世界及其經驗。其三，在繁忙且壓

力大的機構工作中，能以敘事治療的精神

相互支持，開啟對自己和兒少生命的多元

理解，看見專業工作和生命中豐富的潛力

和價值。

    諮商所關心社區的家庭，希望能陪伴家

庭面對教養的壓力，讓家長和孩子能找到

一個相互陪伴成長的生活方式。諮商所關

心社區高齡的需要，而投入老人家和家人

因應老年生活關照的家庭變動，陪伴家庭

找到一個聽見彼此需要的生活節奏。諮商

所關心同是陪伴安置兒少成長的機構和夥

伴們，允諾連結專業、創造合作，作為專

業支持的後盾。回首這一年的腳步，在摸

著石頭過河的過程，感謝有許多督導、師

長、專業夥伴、社區合作的夥伴同行，而

能走在基金會對於投入社區的願景方向上，

持續累積和反思著每一個足跡。

迎接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的一週年

所長 楊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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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家園資深生輔員 林子葳

一段真誠的關係，是我最珍貴的禮物

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初識相遇到陪伴同行】

  「你，新來的啊！我看你這樣一點都不

適合當老師，幹嘛在我們家！」女孩面露

疲態，上下打量後對我說。當下的我，不

僅強烈地感受到孩子的防備和不信任，心

中亦有許多困惑和不解，種種問號促使我

想釐清語言背後的故事。

  「那時候我就在公園附近的一個廢墟裡

躲著，因為不知道可以去哪裡…」我聽著

女孩訴說以前的故事，頓時明白原來女孩

的防備是為了保護自己，當下我心裡有許

多複雜的情緒在流動。那是我玩玩具和騎

腳踏車四處跑的年紀，而眼前這孩子的童

年卻在挨餓等不著下一餐，這些故事既真

實又無法想像。我心裡默默告訴自己：「

我想要好好地陪伴這群有故事的孩子走過

一段人生。」

  於是，我決定進入慈馨這個大家庭。剛

開始，要記住同仁和孩子的名字相當吃力，

我總是對照資料先熟悉名字，因為對我來

說，記得他人的名字是「重視的開始」。

見習那幾天，我經常拿著孩子的名單反覆

翻閱，深怕孩子問我：「老師，你知道我

叫什麼名字嗎？」終於一週後，看見孩子

的臉龐，我便能在腦海中浮現他們的名字。

  幾個月後，我轉換職位與角色，成為小

家老師，擔任一家之長對剛畢業的我而言，

內心相當的惶恐與焦慮。因為自己從小面

對學校老師，心情就非常緊張，當自己轉

換為家長角色，便意味著未來和孩子們的

老師需要密切的聯繫合作及討論，所以，

我一方面練習如何當一位家長，陪伴這群

孩子們，另一方面也思考何謂「專業照顧

者」，就這樣我成為「女二室」，一群青

少女的家長。

【工作中的歷練與成長】

  某天，我在台北上研習課程，接到學校

老師來電表示甲君尚未到校，手機上時間

顯示8：45。接獲這樣的消息，我當下已

無心研習，我思索著前晚和今早與甲君的

對話，抽絲剝繭地尋找甲君不到校的原因

與蛛絲馬跡，但心中仍滿是疑惑。將訊息

告知主管後，慈馨的同事們，找遍家園的

每處角落，也有幾位同事外出協尋。研習

在我的焦慮中默默結束，食之無味的午飯，

滿腦子不斷回想相處的種種。「嗯～～」

（手機震動聲）劃破混亂又複雜的思緒，

同事表示已找到甲君，會協助陪伴了解情

形。

  「因為子葳老師不帶我去看醫生，所以

我自己搭公車去看醫生啊！我覺得我沒有

做錯什麼啊！」甲君據理力爭的解釋著。

由於甲君身體的特殊性，我早已往返醫院

數次，陪伴其作相關檢查。但甲君此時的

指控，猶如沸騰熱水灑向冰雪，讓我瞬間

冷凍結冰，滿腹委屈和難過無處宣洩。為

此，我惡夢連連，夢見自己被枕頭悶著臉

頰，無法呼吸與喘息。當天，我向社工說

明自身狀態，表達自己無法馬上和甲君對

話的原因，同時我也擔心其他孩子如何看

待甲君，所以我選擇抽離到沒有孩子的空

間裡。然後，我不斷地大哭，眼淚如同水

庫洩洪般直下…。

  與自己的情緒共處一陣子後，壓力緩和

了，我再度回想起自己的初衷，既而尋起

勇氣，能量也再度被充電，然後我知道我

能夠，也需要面對甲君說話了。在夥伴們

的幫忙下，這場對話，我和甲君都潸然淚

下，原來我們對彼此有理解程度的落差，

原來我們的出發點都出於在意和重視，因

此真誠對話之後，我和甲君的關係反而更

靠近了。

【師生對話與關係轉變】

  「我發誓我沒有偷帶手機回來。」

未符合申請手機年齡的孩子信誓旦旦

說著。

  「我只是跟我朋友出去啊！就公車

很多人，所以我才這麼晚回來啊！」

不斷遲歸的孩子反覆說著，此時已快

十一點。

  「我到目前為止只有相信過一個人，

所以基本上我不太相信人。」因為有

太多的負面經驗，所以選擇放棄相信

的孩子低聲說著。

  與孩子的互動，最不喜歡孩子將違約的

行為合理化，這常造成我們之間的衝突不

斷，也使我心情相當低落，以致不敢勝任

所謂的「專業照顧者」角色。因為這會碰

撞到我內心的不安感，會讓我質疑是因自

己的匱乏、自己的不夠好、所以沒有辦法

給予孩子更好的陪伴？愈自我懷疑，愈讓

自己處在黑暗的泥沼中，此時想努力往上

爬，身子卻愈往深處沈入，這種掙扎的過

程讓我幾近窒息。

  「不要忘記看見自己的努力，記得要謝

謝自己和肯定自己的付出。」夥伴們的這

句話，給我許多反思，我習慣把孩子的行

為歸咎於自己，自認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是

因為自己做得不夠，而且無意中將孩子該

負的責任扛在肩上，更使自己加深挫折和

失落。經過自我沈澱，這份工作讓我真實

和赤裸地碰觸自己的議題，原來「健康的

身心狀態才能夠好好陪伴孩子，我要學習

允許每件事的發生，即便是衝突，也要好

好地說出所做的努力與過程感受。」如同

修剪攀附在藤蔓裡的刺，刺去除了，才能

安心地觀賞藤蔓的曼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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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猴猴相約的諮商旅程開始之時，對於

她的印象是位文靜且愛笑的女孩，感覺與

人相處融洽，也有活潑的一面，喜歡跟同

儕打打鬧鬧。對於剛步入國中的猴猴，在

這諮商旅程的第一站，就是和我分享與討

論新生活的適應。旅程中，出現了猴猴的

其他夥伴，有時看到熊娃娃、狗娃娃、猴

子娃娃或青蛙，一起陪伴猴猴、為害羞的

猴猴發言。當猴猴覺得不知如何表達時，

這些夥伴就是最佳代言人；有這些夥伴的

參與，讓我更能了解猴猴的想法和感受。

  猴猴努力適應國中生活，認真課業的學

習，希望成績表現能達到自己的期待。雖

然有時表面上表現得不是那麼在乎，想要

一笑置之後接著轉換話題；可是卻讓人好

在意，猴猴想要給人看到自己的好，而且

是能夠越來越好，能夠達到自己的目標。

對自己的表現並不滿意，但也不知如何說

出自己的失落，就會趕緊把失落的感覺藏

起來，於是就停止了話題的延續或回應。

我看著猴猴想得到別人的鼓勵和支持，可

是不知道該怎麼和別人連結才好。

  在猴猴的世界裡，很多時候是自己一個

人在獨自努力著，想要讓自己的能力越來

越好、想要讓別人看見自己的好表現。猴

猴是位不擅言詞的女孩，在和她聊天的時

候，我需要很多細心的觀察，去更多了解

她的心思。有時，即使有好多娃娃夥伴的

最佳發言人，我還是不怎麼容易了解，她

那簡單的話語下的心情感受。直到我們的

關係變得熟悉、熱絡，猴猴也有了更多的

開放和自在。我發現她不一樣了，猴猴練

習成為自己的最佳發言人，娃娃夥伴則是

成為陪伴和鼓勵，她會試著分享自己的生

活，談談學校的活動、交朋友的渴望、功

課的煩惱等。

  我發現，猴猴有著自己的步調，雖然看

起來慢慢的，有時也會讓我感覺焦急。然

而，猴猴在這屬於自己的節奏中，試著學

習發揮自己的努力和優勢、學習和別人建

立好的關係，和同學可以玩在一起、學習

說出自己的聲音，讓我和其他人能和她更

靠近。

  於是，我看見猴猴開始建立自己的關係

連結，會主動關心朋友、和朋友玩在一起，

並學習和以往不同的分享方式、也學習表

達自己，讓朋友和自己更多靠近。我覺得

最寶貴的，就是看見猴猴不像以往那樣只

看到結果，像是有沒有交到好朋友、功課

有沒有進步；我發現，猴猴在感受到結果

不如預期的同時，也開始會試著去看見自

己在過程中的用心、努力，然後學著給自

己肯定。在與猴猴的異想旅程中，我們一

起走過好多風景，和不同的故事相遇。我

覺得最重要的是，看見猴猴在旅程中遇到

困難的不氣餒、不放棄。然後，我想向猴

猴說：妳比妳所想的還要棒喔！

與猴猴的異想旅程
實習諮商心理師 林達倫

小 樹 之 歌

  但是，「好好表達」對我而言是一件困

難的事，每次與孩子對話時，我總要求自

己要好好地面對，但對話前，我內在充斥

極大的焦慮和緊張，那些焦慮往往會引起

我的生理反應，拉肚子更是屢見不鮮，直

到對話後，我和孩子互相了解做法與感受，

我才逐漸緩解這股壓力。

  「我知道你想要用手機和朋友聊天，

因為看到同學很多也都有手機。」

  「我知道你和朋友外出的需要，我

以前也和你一樣，我能理解你想要和

同學外出，但連一通電話都沒有，我

真的會很擔心。」

  「在慈馨家的每個老師，不會因為

你今天做了什麼事情就把你貼標籤和

放棄你，當你想說的時候再說，但不

想說也沒有關係。」

  每一次的對話，我學習用誠實表達自己

的感受和在意，說出孩子們擔心被責罵的

心情，讓孩子逐漸放下擔心和害怕，願意

坦承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原因。

  「我只是看到同學都有手機可以用，所

以才想說跟同學借回來用。」

  「對不起，我知道我這樣每天讓你很擔心。」

  「因為聽到你說的話，所以我願意去嘗

試要怎樣去信任別人和接納。」

  如此對話，讓我看到孩子對於自己的行

為有更多的願意負責，而孩子真心道歉後，

更能夠清楚的面對自己的問題。

【學習分離與不捨，感謝真誠相待】

  轉眼間，我在慈馨已過了五年，我思考

著未來規劃，想讓「陪伴」透過不一樣方

式繼續延伸…。

  「謝謝老師你給我這麼多的教導，

雖然我真的不是很乖，有時候還很調

皮，但是你還是很耐心的教我這麼多，

就算學校闖禍了，你總是相信我可以

做到，也總是鼓勵我。」

  「有的孩子表達自己不捨的情感，

有的流淚，有的說起過往發生的趣事，

有的孩子討論著以後要保持聯繫，還

有些孩子說希望以後結婚時大家能夠

共襄盛舉…」

  夥伴們也給予許多回饋「謝謝有

你」、「其實我滿捨不得的」、「要

常回來喔」…。

  看著每個孩子努力地用自己的方式面對

分離，想著我與夥伴們多年合作與奮鬥的

交情，我的內心充滿複雜思緒流竄，不管

是夥伴或孩子，你們真心和真誠地給予我

滿滿的祝福和肯定，我由衷的感謝。

  謝謝每個孩子，謝謝每個夥伴，謝謝慈

馨給予我這五年的學習和涵養，我相信這

樣的緣份不會因離開而消逝，而是透過不

一樣的方式延續下去。

  如果有人問我：「你在慈馨家五年，帶

給你的禮物是什麼？」我想我會說：「每

一段真誠的關係，是我最珍貴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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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國高中的時候，雖然肯讀書很乖巧，

但是對父母說話的態度和行為都很叛逆。

大學的時候，我曾經到台北某育幼院服務，

擔任高中生的課輔義工，自那時起，對於

青少年有些既定的印象。總覺得這時期的

孩子，應該是聚眾吵鬧，常講髒話，上課

亂哄哄或是看到書就睡著。所以當看到慈

馨少年家園的孩子，在春節聚餐時，毫無

抱怨的忙進忙出，簡直驚為天人，心想「

怎麼可能國高中生會這麼乖巧又有禮貌？」

  第一次見到我的課輔孩子，就喜歡她，

因為很有臉緣，有親切感，願意分享自己

的事。但國三的課業比國小難多了，要協

助她準備會考也不是太容易的事，須補充

教學的地方很多，一時之間我有點不知從

何教起。

  我思考著，要怎麼樣才能讓她有學習英

文的興趣？成績是一時的，引發這輩子學

習的興趣，才更為重要。記得小時候的我

很喜歡英文，因為補習班有很多應景的遊

戲，後來和外國人通信，感受到英文這個

語言真是實用，學習也變得更有趣。於是，

我決定也要讓我的課輔孩子，聖誕節的時

候寫卡片，並且學些實用的旅遊英文。

  另一個比成績更重要的事，是遇到學習

挫折時的態度。很多孩子在國高中的時候，

因為課業太難，便容易放棄。甚至孩子們

會問，為什麼要上學？讀這麼難的書能做

什麼？保證我未來賺到更多錢嗎？這些問

題在我看過一些網路文章後有了解答～「

比成績更重要的事情，是態度！」

  不因困難而放棄，這樣的態度，是我們

在求學期間要鍛鍊的。困難不只會發生在

學校，也會發生在往後的人生。課業很難，

就放棄了嗎？找工作很難，就放棄了嗎？

上班族菜鳥什麼都不懂，被前輩刁難了，

就要放棄工作了嗎？當然不行。所以我和

孩子溝通，永遠不能放棄自己，無論別人

怎麼說你都不能放棄，而當你自己覺得有

很多困境和難處時，也不要放棄。像功課

很難沒關係，我們學會一題一題來，但是

不學、或放棄練習，這態度就不行。所以，

我鼓勵這孩子，盡力學習、複習，盡人事

聽天命，做好我們能做的部份，永不放棄。

  我的課輔孩子很棒，她善解人意，也能

溝通。我很開心見到她的進步，她的願意

學習，她在遭遇挫折後的調整。她的進步，

對我的教學是很大的鼓勵。而她讓我學到

更多的，是耐心。我知道自己不是個有耐

心的人，所以當初來課輔，有部份原因也

是想練習培養自己的耐心～「我不能因為

自己都會，就理所當然覺得孩子要會，我

必須用她聽得懂的方式講解，而不是以自

己的立場出發來講課。」感謝我的課輔孩

子，讓我學習到耐心。

  此外，我也要感謝慈馨的社工和小家老

師們，讓我有機會來到這兒服務，學習耐

心，並透過可愛的孩子們，提醒自己要永

遠保持單純善良的心。慈馨的工作團隊很

用心，不管是對孩子的教育，或是對我們

課輔老師的溝通，難怪，慈馨能教出這麼

多有禮貌的可愛孩子。

  很開心能跟慈馨結緣，讓我有機會認識

這麼多可愛的老師和孩子們。祝福慈馨的

老師和孩子們，天天開心，平安，健康。

課輔志工 羅瑞賢老師

比成績更重要的事

比成績更重要的事是什麼？
             
  「比成績更重要的事」，這是一個值得討論與觀察的好議題，尤其大人和
孩子思考的角度不同，所看見的面向自然因人而異。大家覺得比成績更重要
的事是什麼？態度、能力還是其他呢？

    作家王鼎在「比成績更重要的事：改變孩子一生的20種致勝能力」一書中
提到：「邱吉爾、安徒生、愛迪生、愛因斯坦等名人，小時候在學校的成績
並不傑出，然而他們的父母卻從不輕言放棄，找到了他們的人格特質，積極
培養他們致勝的關鍵能力，最終讓他們發揮所長、嶄露頭角，成為叱吒風雲
的一代人物。」他又說：「幫助孩子培養良好的品德、學識與技能，是父母
最大的責任，也是送給孩子最重要的禮物。」   

    諮商師留佩萱（註）引述美國精神科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
try）在201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Dodge et al., 2015），這是由杜克大學的學
者們針對900個6歲的兒童持續追蹤到25歲所做的研究。研究顯示，「成績」
並不是一個人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小孩有良好的社交技巧、知道如何與他人
相處和溝通、知道如何調節自己的情緒…等等，這些我們稱為「軟技巧」（
Soft Skill）的能力，才是決定一個人未來發展的關鍵。

  這些「軟技巧」（Soft Skills）都是可以教給孩子的──不管是在學校還是
在家庭。學校不應該讓小孩把時間都花在增進學業表現上，家長也不該只在
乎孩子的考試成績。而是要藉由各種機會教孩子如何合作、如何同理他人、
如何做好的決定、如何溝通、如何適當的表達情緒、如何自我調節、如何解
決問題…等等。

註：https://health.gvm.com.tw/webonly_content_13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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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大家分工合作，先把棉花

熔化

老師示範裁切的過程，小心地不讓餅乾散掉了

孩子們認真地聽著老師分享甲骨文字的由來

孩子們小心的製作手工皂 挑選出屬於自己的薰香精油 完成作品，大家一起合影

彩畫出屬於自己獨特又繽紛

的動物園

先練習書寫動物的甲骨文字

孩子練習切出想要的形狀

【魔法薰香油，照顧自己的身體】

  這堂課在陳采瀅老師的帶領下，孩子們一起學習製作薰香精油，與天然手工皂。並

透過老師說明與講解，了解身體如何用精油照護，並培養孩子對氣味與身體照護的敏

感度。

  孩子們透過自己的嗅覺，找到適合自己的精油，感受精油塗抹在手上的感覺。用自

己的雙手，製作獨一無二的手工皂。洗著自己製作天然的手工皂，孩子們格外的珍惜。

  這學期我們榮幸的與大師相遇，結識了甲骨文大師-鹿鶴松老師，我們與鹿

老師討論不同年齡層孩子的需求後，為家童與少年規劃一系列的美學賞析課程。

在鹿老師與其師資團隊帶領下，每月給予孩子們不同的藝術氣息薰陶，並藉此

陶冶孩子們的心性，刺激學習興趣，增進生活美學的能力。

【生活美學、美學生活】

【用觸覺、嗅覺與味覺，開啟一段烘焙美學之旅】

  孩子們向林齡華老師、王酪琇老師學習烘焙美學，運用生活中簡易的器皿和容易取

得的素材，製作美味的雪Q餅，DIY製作不僅讓孩子們提升對點心的想像，也豐富了

日常生活。而透過品嚐美食，亦成為孩子們一種自我照顧與療癒的過程。

  從棉花糖的熔解、餅乾的攪拌，一直到最後塑型與包裝，孩子們在過程享受動手做

的樂趣，品嚐著自己的作品，有孩子說：「天啊，也太簡單了吧！」也有孩子說：「

沒想到我也是小小點心家。」

【甲骨文動物園，認識文字的樂趣】

  在周建城老師的帶領下，孩子們透過甲骨文書寫，竟然創造出屬於自己獨特的「甲

骨文動物園」。原來每一種動物文字的生成，都和生命有著密不可分的過程。

  「大家猜猜看這是什麼動物？」在老師的引導下，孩子們天馬行空的猜想著，瞬間

打開學習的興趣與框架。最後，孩子們邊為自己的動物園上色，邊說著屬於動物園的

人事物。「老師，牠們這幾隻是一家人喔，然後啊，牠們…」原來，文字能傳遞故事，

能表達情感的溫度，還能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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