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樂玩桌遊，修養品格中的美學】

  透過說書人桌遊的遊戲，桌遊老師陪伴孩子在遊戲裡探索自己。「第四題題目：隨

便啦。」台上的老師說著，底下的少年們哀嚎著「可是這要怎麼出……」「很難隨便

吧！！」

  「這是人格的問題。」

  原來，少年們習慣講「隨便」，但今天特別的貼近隨便後，孩子才發現「隨便」其

實也有層次的，蘊含著生命中不同的故事，隨便也是要負責的。

  遊戲最後，老師問：「玩桌遊需要具備的條件和特質？」

  孩子們紛紛回答：「要一群人一起玩。」「氣氛要對！」「需要團隊合作。」「要

有遊戲規則！」「想法要夠奇葩。」

  於是，老師進一步從桌遊延伸到生活態度。

◎ 規則是尊重：

  所有的遊戲都有規則，有了規則我們才能夠彼此尊重然後共同合作。了解規則、利

用規則取得勝利。

◎ 規則是希望：

  當自己懂得尊重別人，擁有生命的能量了，就有機會去影響甚至改變這個世界，讓

生活有不一樣的進步與可能。

  美學不只是一門學問，更是生活的一部份，而創作者運用巧思，在作品裡傳遞、抒

發自身的情感，以及對生命的體驗與感受。最重要的是，「作品沒有美和醜，只要是

自己的創作，就是最寶貴的。」這也是老師對孩子的勉勵。

  生命，沒有美醜，每一個都是寶貴的。願孩子們都能夠悅納自己，溫養生命的美好，

學習在生活中找到美，讓自己的心靈更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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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老師講解遊戲的內容與規則 團結合作進行遊戲的內容 分享著各自在遊戲中的學習

何謂生活美學？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闡釋生活美學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也是生活品味

的展現。雖然每個人選擇的內容和展現的方式不同，但都是一種價值。

  美學的內涵在於創意，在於啟發，在於包容和人性的顯現。而美學的形式

在於秩序，在於規律，在於和諧，在於張力，是一種美感的生活享受。它彰

顯個人的品味和風格，在食衣住行育樂中，處處可以展現我們的美學素養。

不用深奧的哲學理論，只要我們隨時用心去感受，美學自然存在生活之中。

  在慈馨家，我們給予孩子的生活美學教育亦是如此，經過課程與情境設

計，啟發孩子們的「感受力和經驗」，並讓孩子有能力去學習、有機會去接

觸、去創作，有悠閒的心去欣賞生活的美好，讓「美」逐漸成為生活中的一

部份。

註：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生活美學」原文，請參考 

    https://www.ttcsec.gov.tw/Archive?uid=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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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

心落腳的地方

   103年暑假，升上小六的小涵成為慈馨

家的家人，初次見面，小涵給人的印象就

是溫順有禮、有教養。所以，這樣的孩子

究竟家裡面發生什麼事情，而讓她來到慈

馨家，著實令人疑惑。

爸爸對我很好，只是一旦喝了酒，就會變

成一隻大怪物

  「爸媽在我上幼稚園時就離婚了，之後

我跟著爸爸、奶奶一起生活，媽媽只是偶

爾碰面。我有一個比媽媽還疼愛我的奶奶，

在我開始有記憶時就照顧我，比媽媽還要

像媽媽…」聽著小涵的描述，知道奶奶帶

給她一份安定的愛，奶奶對她而言就是她

的天地，那爸爸呢？

  「我知道爸爸很愛我，但他喝完酒之後

就像變了一個人，他的動作會變得很粗暴，

連眼神我看了都害怕，每當這個時候，我

和阿嬤就會拉緊神經，因為爸爸在下一刻

就會像一隻大怪物，準備傷害人。」此時

小涵描述面對父親酒後的失態，眼神跟表

情卻仍充滿著恐懼和無奈。她表示已不敢

再跟父親靠近，也開始質疑父親對她的愛。

而小涵的爸爸是什麼時候開始喝酒的？

  小涵說：「應該是我在幼稚園時生病，

醫生說我得了腦血管畸形，必須開刀住院，

當時爸爸辭去工作表示要照顧我，就這樣

開始，他從兩三天喝一次，到最後幾乎是

天天喝。應該是我的身體健康狀況，讓爸

爸很煩惱吧！因為開刀後，我的左手及左

腳開始不靈活，特別是左手，如果沒有復

健，就會慢慢萎縮失去功能。我很擔心自

己成為爸爸和奶奶的負擔，所以我很努力

做復健工作，但爸爸還是酒喝得很兇。」

  「到最後照顧我的工作便落在奶奶身上，

我不想因為照顧我而讓奶奶累垮，於是，

能做的事我就做，不能做的事我也會先試

試看。而奶奶也希望我能堅強些、能獨立

些，所以她教導我，不要太常依賴別人，

自己做得來的事情就要自己完成。後來，

我就把奶奶教我的話放在心上，並提醒自

己要照奶奶的話去做。」

我不得不離開家裡，卻一直遷移

  為什麼小涵會離開自己的家呢?

  小涵說：「一次爸爸喝了酒，還騎著機

車載我，過程中爸爸一直罵我說沒坐好，

但其實我知道是爸爸想找一個出氣筒。爸

爸罵到後來索性把機車停下來要打我，我

一看不對勁轉身就跑，路上我遇到一個阿

姨，她看我驚慌的樣子便問我怎麼了，然

後報了警。於是，我和爸爸就被帶到警局

問話，之後就有一位社工阿姨說我住在家

裡不安全，就把我安置在一個機構。」

  那是小涵第一次離開自己的家，因為父

親不當的對待，讓小涵有家卻歸不得。在

臨時庇護所待了十天的小涵，後續便被安

排入住了寄養家庭，在寄養家庭生活兩年，

再轉來到慈馨家。

慈馨～會是我安定的地方嗎？

  對於轉安置到慈馨，小涵想法如何呢？

小涵表示：「當時社工阿姨只給我兩項選

擇，一項是換一個寄養家庭，另一項是住

在慈馨家，當時我只問了社工阿姨一句

話，哪個地方離我的家比較近？離奶奶比

較近？後來我便來到了慈馨家。」接著小

涵又說：「慈馨這個地方好特別，會安排

讓我參觀家園，這次參觀讓我覺得我的感

受好像被重視了。」

  原來，一直以來的遷移，雖然都是為了

讓小涵有更好的的生活處所，但因為年紀

小，沒有人詢問她的真正感受，就為她做

決定與安排了。因此小涵在感受上是受迫

的，迫於父親的狀況，迫於自己身體的狀

況，而懂事的小涵只能選擇妥協。

  來到慈馨後，新生活多久才適應呢？小

涵回答：「我一下子就適應了！」是什麼

原因讓小涵適應得這麼快？小涵說：「我

覺得住在這邊的孩子好幸福，有自己的衣

櫃、床鋪、書桌…，最重要的，是這邊的

老師們會給我們孩子很多的陪伴和鼓勵。

我還記得剛來到慈馨家，有位老師問我以

前有沒有學過才藝，我便秀了一段之前國

小社團學到的扇子功，我知道我表現得沒

有很好，但老師和室友們給我的掌聲與回

應，讓我好有成就感；有老師看我因為賣

力的表演而流汗，就馬上為我遞上衛生紙，

讓我好感動。從那天起，我就感覺住在慈

馨將會和其他地方不一樣。」

陪伴的歷程是愛的流動

  「還有一個特別，就是慈馨家給我的陪

伴，開始時感覺跟奶奶給我的很像，但後

來發現很不一樣！」詢問小涵，那個不一

樣是什麼？小涵想了想才說：「我知道奶

奶給我很多愛，但生活中種種事情持續發

生著，所以我和奶奶彼此心裡不斷累積很

多壓力，到後來連開心的事情，我都不覺

得開心了。那時我的心頭就像是被一塊大

石頭壓住，無法放鬆，對我來說，奶奶對

我的好，對我的愛，都讓我覺得我連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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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樣的愛變得有很多雜質。但慈馨這

邊給我的關心、愛與陪伴，我覺得就很單

純，讓我覺得沒有壓力，讓我可以安心的

待在這邊，好好生活與學習。」原來小涵

看得懂大人生活的辛苦，早就默默在心裡

承擔起守護奶奶的責任，直到來到慈馨家，

她才學習著放下這個心裡的重擔，而老師

們的傾聽與陪伴，讓小涵重新擁有那份屬

於孩子的幸福。

知道自身健康狀態，所以我比別人更努力

  小涵繼續分享著:「還沒來慈馨家之前，

最大的擔心，就是自己的步調跟不上大家，

也常常將奶奶叮嚀我『能自己做的，就不

要依賴別人』的話放心上，所以凡事我都

會提前幾十分鐘做準備，因為我怕我自己

的慢會影響到大家。」

  「後來老師發現我在生活上一直處於很

急、很趕的狀態，要我慢下來，這時我才

知道自己生活得很緊張，這是我第一次被

別人說我很趕，我覺得超驚訝的！因為我

完全沒有發覺啊！以前我就用同樣的做事

方式，但從來沒有其他人提醒，所以我以

為是我的努力不夠，就一直更趕，久而久

之我也覺得本來就該如此，所以當慈馨家

老師這樣跟我說時，我真的很驚訝，原來

不是我努力不夠，而是我的努力沒有被看

見，沒有人了解啊。」

  懂事的小涵因手腳不便使力，培養出什

麼事情都提前準備的好習慣，但願意這樣

做的歷程與想法，卻沒有被了解被珍惜，

直到她聽到老師勸她可以慢下來，她才釋

然奶奶的叮嚀，才願意放慢腳步，重新學

習找回屬於自己的步調。

感謝身體的不便，讓我感受人情冷暖

  小涵未曾抱怨自己罹患腦血管畸型，反

而因為它的存在，讓她比別人有更多人情

冷暖的體驗。她說：「我記得小五的時候，

因為剛轉換班級，班導師很擔心我的身體

狀況被班上同學排擠，當下便昭告全班同

學要關照我，而且警告同學不准欺負我，

結果班導這番話並沒有幫到我，還引起同

學對我的反感，認為是班導偏心，所以才

會指名幫忙我。幸好，我本來就是不依賴，

就是自己來的人，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努

力，同學終於慢慢接受我了。這次的經驗，

再次證明奶奶說的話，自己能做的事情自

己做，不要依賴別人。」

  「其實生活中看見我身體狀況的人，幫

忙我比取笑我的還要多，但因為我覺得很

多事情我都想自己先嘗試看看，所以即使

有人開口說願意幫忙我，也會被我拒絕。

在慈馨家，也遇過想幫忙我的人，但特別

的是，當我拒絕，大家還是會在旁等我，

確定我是不是真的做得來，才會離開；如

果我做不來，大家便再一次的提出要幫助

我的訊息。對於慈馨家人一再協助的善意，

我很感動，因為有時我真的是不想麻煩別

人，只好逞強做事，而慈馨家人的互相關

懷與尊重，教會我需要幫忙時，一定要練

習開口。』

現在的我，進步好多

  來到慈馨家快兩年的時間，我覺得我的

能力進步好多，手腳因為老師積極陪我復

健，變得更有力，現在我可以做難度更高

的家務事，甚至搬運更重的東西，謝謝老

師們對我的身體健康加強照顧，也謝謝老

師們讓我嘗試各種可能與機會。此外，我

也學習了「施與受一樣重要」，我能幫忙

照顧弟妹，也能接受別人的幫忙。現在的

我，好想告訴大家，我跟大家沒有什麼不

同；若有不同，那便是我比別人更努力，

更積極學習，所以我的能力愈來愈好，也

讓認識我的人刮目相看！

家，是心落腳的地方

  「我知道，我有愛我的家人，但來到慈

馨家我得到了更多像家人的家人，我當然

還是會想念我的奶奶，但我知道我在慈馨

家這邊，奶奶會更安心，另外，我一直很

敬佩老師們可以像奶奶一樣陪著我那麼長

的時間，難道這邊的老師沒有自己的家人

要陪嗎？」這天，小涵提出疑惑...

  慈馨老師回應小涵：「就跟小涵一樣呀！

這邊的老師也有自己的家人，也有自己原

來的家，但慈馨家對老師而言是他們第二

個家，大家的關係就如小涵說的，像是家

人的家人，不論將來是否仍住在慈馨家或

是在慈馨家工作，都是一輩子的家人。」

聽完老師的話，小涵滿足的笑著，或許在

慈馨家我們只是陪伴小涵生命的過客，而

這個做一輩子家人的承諾，對一個小小生

命而言，卻是一個讓心有落腳之處的美好

諾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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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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家園 小柚子

「小二的時候，我以為這輩子，再也看不

到自己的家人」

  小柚子緩緩的說著，短短的一句話，卻

是當時那一個小小身軀的孩子，內心最深

沉的期待與失望。此次跨越困難的能力系

列講座，由住在慈馨將近九年的孩子，分

享自己在育幼院的生活。

「故事說多了，其實心很累。被發現的時

候，還會因為這樣被同學排擠」

  從寄養家庭，到育幼院的生活，身世永

遠像個不能說的秘密，需要用一個又一個

的故事來掩蓋。小柚子表示在學校要不斷

向老師、同學交代，為何他的家人那麼多，

尤其機構不同的老師來學校時，小柚子對

機構老師的稱呼更讓同學感到疑惑。「所

以我要說好多的故事，而故事說多了，其

實心很累。被發現事實之後，還會被同學

排擠。」國小三年級的他，就因為育幼院

的身分，被同學霸凌，同學還嘲笑她是沒

爸媽的孩子，說她未來一定是一個乞丐。

「我們會這樣做，沒有錯，只是不知道怎

麼面對」

  說到這，小柚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關

於育幼院的身分，說與不說都是一種困難，

因為說了，接踵而來的問題，讓人更難面

對。

  「說了會被看不起，覺得你未來沒有用。

有時，還會被說『是不是因為你太壞了，

所以你爸媽才不要你？』但也會有很有愛

心的同學，因為可憐你，幫你做許多的事

情，雖然很感謝他，但是這樣做只會讓我

覺得更自卑。因為我有手有腳，不需要別

人幫忙，我需要別人幫忙的時候，我會自

己開口。當然，也有因為我說了身世，成

了我最知心的好朋友，每次他和我分享他

的爸媽如何嘮叨的時候，我會跟他說，至

少你還有爸媽陪在身邊，要好好珍惜！」

「不能因為我住在育幼院，就應該被貼標

籤」

  每一次，當小柚子生活環境需要轉換的

時候，關於身世的故事，就得重新上演一

次，內心要承載的擔心與煎熬就又沉重的

讓人提不起步伐。

  「我會慢慢的練習，試著去講出自己的

身分。」對於身分的認同，像一門學問，

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練習。「曾經有人問我，

妳有零用錢嗎？原本我以為她只是好奇我

在育幼院的生活，但她接著說，那些錢還

不都是別人可憐妳，捐給妳們的。妳身上

的衣服，也都是別人不要給妳的吧。」每

每聽到這，小柚子的心就像被針狠狠的刺

著，流滿鮮血。

「我們做自己能做的就好，不用在意別人

的眼光。」

  還好，國小五年級遇見了惠棋老師，老

師勉勵小柚子「我們做自己能做的就好，

不用在意別人的眼光。」在班導師的勉勵，

及提供小柚子許多的舞台之下，小柚子漸

漸轉變以前在學校受傷的心情與情感。惠

棋老師甚至把全班都帶來慈馨家，認識小

柚子在育幼院的生活。此時，班上的同學

才理解，原來慈馨家（育幼院）和我們家

沒有不一樣，只是沒有和父母親住在一起，

但這個家有許多的兄弟姊妹、老師，小柚

子在這裡是被疼愛與照顧的。「所以，現

在我都會跟別人介紹，我住在育幼院，不

是孤兒院，只是因為現在家人沒辦法照顧

我，所以我住在這裡。」有了惠棋老師的

陪伴，讓小柚子重新看見自己生命的價值。

「沒有人可以因為你跟別人不一樣，就欺

負妳。」

  生命故事分享最後，小柚子感謝學校老

師、球隊教練，在她生命中深深的烙下了

「生命學習」的種子；感謝自己的主責社

工，因為在社工的努力下，終於找到自己

的媽媽；更感謝慈馨家的老師，「老師在

我有困難的時候，都會關心、陪伴我，像

我的家人一樣。這過程要花很久的時間，

但這就是家人，家人就是沒有在計較時間

的。」

「有時候，路很慢很難走，但總有一天一

定可以到達。」

  短短三十分鐘的分享，卻道出一個生命

需要承載的那些輕與重，一段不容易的成

長歷程，也娓娓道出育幼院的孩子，埋藏

在心底的秘密。而支持著生命成長與前進

的，除了育幼院的師長外，每一個人都可

能會是孩子成長中生命的貴人。也許如同

小柚子說的「有時候，感覺未來的路很慢

很難走，但總有一天一定可以到達。」

  願每一個曾經在育幼院生活的孩子，都

能在生命中到達屬於自己的地方。

跨越困難的能力系列：

【別人不知道的祕密：育幼院長大的孩子～才懂】



仁者
 翦影

仁者
 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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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午後，來到育英國中，淑娟老師淡妝微笑地迎接著我們。
 

從「心」開始，建立關係

  在教育現場，淑娟老師用心地開啟與學生的每一段關係，她說每個學生的成長背景不同，

所以需要用個別化的教育，也就是「站在學生的角度回應他的需要，協助他成長」。老師堅

信「愛，真的可以改變一個人。」透過用心陪伴，讓學生感受到被愛護，其生命就可能發生

改變。只是，剛開始都充滿挑戰；「有些學生願意接受教導並調整改進；有些則帶著懷疑，

測試老師是不是真的關心我；有些則不領情，還會故意唱反調。而那些不願意接受的學生，

其實是因為從小的負向經驗。」
 

行為的背後，都藏著一個「需要」的故事

  淑娟老師分享教學過程，數度流淚，因她懂得學生每一個壞的背後，其實都有一顆渴望被

愛與貼近的心。

  老師曾經帶過一個瘦小卻常和同學吵架的甲生，她用了許多方法，甲生的問題行為仍反覆

發生。有次甲生再度犯錯，老師大發雷霆；但事後老師自責不已，還生病一星期。「如果在

教育的現場，學生的行為一直沒有改變，那一定是我還沒有找到適合的方式來陪伴他。」老

師紅著眼眶說著。因為在校狀況太多，最後家長決定要將甲生轉學。淑娟老師心想「轉換一

個環境對甲生是幫忙嗎？如果甲生就是一項課題，那麼一定有我可以學習的地方。」於是，

老師努力的與家長溝通，讓甲生繼續留在學校，並悄悄地連結一位「神秘阿姨」，在生活中

給予甲生陪伴與關懷。

  畢業前夕，老師觀察到，甲生常常穿著一件迷彩外套，心想「這外套應該很有意義。」於

是買一件迷彩外套送他當畢業禮物，並親自幫他穿上；甲生開口說：「老師，你可以抱抱我

嗎？」這是第一次，甲生主動擁抱老師，並且感動地哭了。原來甲生的母親很早就不在身邊，

他所有負向行為的背後，其實是用來掩飾內心對母愛的渴望。

牌沒有好壞，只有願不願意用心打牌

  淑娟老師回憶帶班的歷程，形容自己像個後媽，因為好幾次都是從二年級開始帶，「帶班

級就像拿一副牌，每次的牌組都有不一樣的挑戰。」最為難的是要重新形塑班級風氣！「曾

經帶過全班同學都非常冷漠的班級，他們的家境都不錯，卻不懂得關懷別人和感恩。連說一

聲謝謝都不會，把每一個無條件的幫助，都視為理所當然。」

  「是課業成績重要？還是品格和品性重要？」淑娟老師思索了許久，默默地作了一個決定，

那就是要教出有品格的學生。因為只有好的品格，學生才會懂得感恩、知道孝順、願意回饋

並關懷社會。

  為了讓這班學生學會「謝謝、感動、感恩」這三個態度，老師透過聯絡簿，讓同學寫下對

彼此的欣賞與感謝，接著再由當事人給予回饋。經過一年的時間，漸漸地孩子們學會欣賞與

感謝，也懂得表達情感。淑娟老師說：「有的時候，大人沒教，孩子也不會。所以大人如何

教育、如何示範的身教，是重要的。」
 

教育，沒有捷徑，每個生命的成長，都需要經過時間的耕耘

  教育要教的是孩子的心，而不是行為。淑娟老師說：「處理事情一定比陪伴孩子容易；用

權威或打罵的方式嚇阻孩子，最快；但就像皮球一樣，我們用力的打下去，會反彈多高，我

們不知道。」

  所以淑娟老師用「愛心」來關懷、用「智慧」來教育、用「身教」來堅持；這樣做，不見

得能馬上看到效果，甚至常常需要改變策略。但唯有這樣，生命才有成長的可能。

  讓淑娟老師在教育現場堅持32年，是因為陪伴過的學生，都能慢慢的改變與成長；而自

己的孩子也給她上了一課。老師說，從前的她很嚴格，覺得自己做的都是為了孩子好，而忽

略傾聽、了解孩子的需求，後來孩子變得越來越反抗。這才知道，原來家長認為的「為你好」，

有時是給予孩子的壓力。於是淑娟老師開始調整心態，「老師也要懂得道歉，這是最好的身

教。」因此，她認真地和自己的孩子道歉，開始學會傾聽，透過自己的轉變，和孩子的關係

也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變化。他們改變了老師的教育觀點和方式。
 

用心幫助，就有改造他人生的機會

  慈馨家有兩位孩子曾被淑娟老師教過，老師總是在聯絡簿上和孩子有滿滿的對話，有教導、

有關懷、也有支持。

  對於慈馨，老師有滿滿地欣賞與感動，因為「慈馨的孩子像一面風箏，而慈馨的老師就是

那風，默默地提供一股力量讓孩子得以逐漸成長、翱翔天際。」

  感佩淑娟老師對學生以及慈馨孩子的用心陪伴，用愛累積孩子生命的能量，進而翻轉孩子

的命運。

從「心」出發，翻轉教育的黃淑娟老師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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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學的時候，因為住「育幼院」這件

事，我經常被欺負，而且受到學校同學的

排擠、攻擊，常常有人會跟我說：「妳就

是壞小孩，所以妳的家人不要妳」…之類

傷人的話。

  經歷這件事之後，我可以了解黑人被白

人排擠、歧視的痛苦。其實，我不懂為什

麼因為膚色、身分、族群、貧窮的差異，

就得承受某些人自以為是的歧視、霸凌，

這令我無法理解？或許這就是「偏見」吧！

因為偏見讓人只接受利於自己的看法和想

法，它是一種把自己位在高處看別人的驕

傲感，它可能來自家庭觀念，也可能是教

育環境或生活環境所導致的。

  曾經聽過這故事，有個歧視黑人的老先

生，當他失去雙眼看不見，只能接受他人

幫忙時，陪伴在他身邊，一直幫助他的人

竟是黑人，老先生得知此事後，對黑人的

偏見就慢慢的消失了。我想，當你雙眼無

法再看到任何人事物，此時，最無助的你，

最能感受到是哪些人肯來協助你吧；若你

知道幫助你的人是那些你曾經討厭、歧視

的人，你應該是很震憾吧！

  其實，很多助人者，也是從無助失落的

困境中走出來的，因此他清楚也了解受助

者當下的心情與感受。所以，人的偏見其

實就只是一種可能性的假設，可能你是暫

時的優勢，暫時的站在金字塔頂上，當你

回歸平凡，或者當你落難，你會發現，你

希望得到的是平等式的對待，而不是偏見

式的對待。

  所以，學習放下偏見，才能過得快樂，

才能發現幸福。

偏見

高二 Jen

  人一生中的習慣，都在冥冥之中養成，

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就像腸胃裡，

有些是好菌，可以幫助消化蠕動；有些則

是壞菌，讓人身體不舒服或生病。

  對我來說，習慣代表著一個人的素質，

而且能夠將好習慣發揮出來，將壞習慣調

整過來，才是最值得欣賞的事。老師總是

告訴我，我是一個有想法的孩子，要好好

的善用它，所以當別人問我如何面對他們

所遇到的困難時，我總是很願意的與他們

分享我的想法，告訴他們哪樣做或許會更

好。也因為這樣，我有聆聽別人說話的好

習慣，也有找師長聊天，跟不同的人交換

想法的好習慣，而這些習慣讓我擁有更多

元的思考角度。

  但是，每次遇到衝突場景需要溝通時，

我總是會畏縮，因為我的心裡有太多的擔

心、害怕與不安，這是我的壞習慣。因為

對於整件事情，我很有想法，但是卻不知

道如何開口，即使覺得委屈，我也選擇不

說，只會告訴身旁的好朋友或老師。但再

怎麼有想法，我在當事人面前卻一句話也

說不出來，總是別人先開口了，我才會說

出我的想法，如果別人不說不問我就沉默。

因此，這個壞習慣常令當事人覺得，我為

什麼都不先說出口，而自己則是換來一肚

子委屈。

  說出自己好與不好，才發現兩種情況碰

撞在一起，就會形成互補。拿我自己來

說，很有想法很棒，但是無法善用於溝通

上面，想法這個優點就變成沒用的東西；

有想法，但自己卻畏縮溝通，如果一直如

此不去改變，拿什麼去跟別人說：「我做

的努力夠多了，為什麼你們說我不願面對

與溝通？」因為…沒有意願要啟動改變的

自己，是沒資格說這句話的。

  要改變習慣真的很難，但現在我正在努

力，因為我知道改變是一天天累積而來的。

我告訴自己，改變或許沒有我想像的這麼

複雜，其實改變的另類說法就是「成長」，

只要自己有那個意願，當下的心境就在改

變了，當下的心中就播下了一顆成長的種

子，更多的改變，就會讓種子發芽成長。

所以我學習著用好的習慣來改造壞的習慣，

然後讓兩者變成完美的總和。

我的好習慣和壞習慣

國二 Mi Li

小主人園地 小主人園地

甲骨文活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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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家暴中長大的孩子，所以對別人

的言行都有戒心，直到二年級有一個朋友

幫我、教我、陪我，讓我不再覺得每個人

都很可怕。可是，幾個月以後，他轉學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後來，導師發現了，發現我下課一個人，

放學一個人，連玩遊戲也一個人，老師心

想我怎麼了，為什麼我和別人不一樣，不

和大家一起玩和聊天，默默當起獨行俠？

於是，老師開導我，叫我學習忘掉過去，

學習包容與原諒，教我如何放下戒心。

  在家裡〈慈馨家〉也有老師教我如何培

養友情和建立人際關係，還有一位姐姐教

我控制情緒，她說：「滄龍你的生氣一出

來，就會把你的形象減一分。」她又說：「

你如果想要當大家眼中愛生氣的滄龍，就

請一直生氣下去，但這樣做會越來越沒有

人想接近你。你也可以成為一個好寶寶，

讓更多的人接近你，你自己決定吧！」我

想了想，但不知道如何回答。

  現在，我決定了，要成為一個人見人愛

的滄龍，我要脫胎換骨，成為另一個我。

謝謝這四個幫助我的人，讓我從一個有戒

心的人，成為一個願意改變、願意交朋友

的人。

改變我的四個人

小五 滄龍

小主人園地

家童美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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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正念看待孩子和自己】

  育幼院裡的孩子大多在被遺棄、責罵的環境中成長，導致恐懼努力或求進步，這是他

們學習力低落的原因。老師們要掌握機會，適時勉勵他們，使孩子能肯定自已，愛自已，

知道自己內在價值，激發內在潛力。

  老師們心裡要常想也要常講：「我愛孩子，而孩子也是愛我的。」把自己的份量放重

一些，動此念頭，是可改變也可感應孩子的。期盼老師們用此心念來看每一位孩子。

【面對職務更動，心態的因應與調整】

一、職位更動令人成長：為了要適任，每位同仁都做了自我調整，於是在審慎與責任心

    驅力下，便會學習「做什麼，像什麼。」

二、面對也是改變力量：因為「接受與面對」，所以必定能釋放自己能量，激發出潛力，

    而達到改變目標。

三、努力學習展現實力：當投身於工作，便能發展做中學與評估判斷能力，並間接累積

    實務能力與提升專業知能。

【分享董事對工作人員的勉勵】

  各位不要小看自己的職位，你們不只是院裡的老師，還是歷史的參與者。在你們堅持

原則，有輔導理念和方法教育下，孩子們必能成長的。退一步說，至少孩子不會變壞；

進一步而言是造就人才。這些孩子將來都是穩定社會力量的一份子。因此可以說，老師

的職位雖小，但參與歷史事大。

民國89年4月11日教保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