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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今年少年家園一位高三少年榮獲「大台中少年英雄獎『慧』德獎」，得獎者

小柚子主要以「合作、共享、改變自我、傳承」之精神與表現，深獲評審青睞。

  其優良事蹟在於「夏之旅活動的服務與學習」，105年擔任兒家活動副總召，

106年擔任少家活動總召。而今年，小柚子希望將過去兩年的夏之旅幹部經驗傳

承予家內的同儕，於是毅然決然地擔任起總召一職，帶領少家的同儕與兒家的

弟妹們一同學習。我們看見小柚子能對小組成員肯定、支持，並將功勞回歸予

以團隊。

  此次夏之旅有一項驚喜的「感恩活動」～手繪T恤送老師，感謝師長們的辛

勞。這是由小柚子與同儕夥伴所發起的，師長們倍感意外和感動，也看見小柚

子時懷感恩，並透過自身的示範，帶給其他同儕正向影響。

  此外，小柚子今年有很大的成長，從不願意接納自己，轉變為勇敢整理自己

的生命故事，並與大家進行分享。分享中他談及住在安置機構，對自己身分及

角色的掙扎、以及不知如何面對他人異樣的眼光；後來他學習接納自己、並勇

於面對困境。對於未來，小柚子說他會帶著所有師長的愛，縱使有未知與恐懼，

但他會勇往直前。

  少年英雄獎面試時，小柚子較少談到自己，較多談及如何看見同儕的努力和

優勢，並將成就歸功於團隊。評審們皆認為小柚子非常符合慧德之表現，並回

饋小柚子堪稱少年之表率，期許他將這種「願意改變、合作共享」的精神傳承

予其他同儕。

  如今小柚子的努力被肯定，並得到大台中少年英雄獎～「慧」德獎的金質獎；

我們為小柚子開心、感動，更佩服他在這段歷程中的堅持、不斷超越自己的極

限，得此獎真是實至名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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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四十年的回顧與感言
多善心大德與蓮友的護持，以及  會性法

師的慈悲支持下，慈馨兒少之家終於在民

國九十六年七月正式立案。從慈光走到慈

馨，兩年多的時間，眾緣和合，克服種種

難關，浴火重生，脫胎換骨，這一切的進

程是這麼令人感動。今年，慈馨已經十一

歲了，前後歷經四次衛福部全國的兒少安

置機構評鑑，都獲得「優等」的肯定。除

了兒少之家外，去年我們又成立慈馨少年

家園，希望藉著不同於兒童的教養模式，

建構少年自立生活能力，為他們能夠順利

進入社會生活做準備。因為團隊的用心和

努力，少年家園甫成立一年半，即在今年

的評鑑獲得「優等」的成績。此外，去年

我們也設立『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將

服務範圍從兒少安置，進一步擴展至社區

家庭和學校。這一路走來，雖備極艱辛，

卻也感受到「得道者多助」的溫情。

  在即將邁入杖期之年，回顧這四十年的

歲月，非常感恩  雪公老師當初引導我投

入這助人志業，在助人的同時，自己收穫

更多；也感謝慈光與慈馨的團隊夥伴，始

終秉持老師的精神，真心的愛護這些孩子；

更感謝社會眾多充滿愛心的大德與蓮友們，

對我們的信任與支持，讓我們能夠一起圓

滿成就這份志業。衷心期盼慈馨的志業能

夠與時俱進，長長久久！

    新的一年，恭祝 大德闔家

安康吉祥

光壽無量

郭秀銘鞠躬

  急景凋年，歲月如梭；自民國六十七年，

受  李炳南老恩師囑託，接下慈光育幼院

院長一職，至今已屆四十載。猶記得當時

跟老師說：「我是做生意的，對育幼院的

事務都不懂，怎麼可以當院長？」老師說：

「沒關係，我會派兩個學生協助妳。」我

說：「我不領薪水而且只當半年喔！」老

師說：「都依妳，就半年！」於是老師派

了兩個得意門生連淑美小姐當副院長負責

行政與人事，吳碧霞小姐任教保主任負責

院童教養，我就負責經費的籌措。

  當時的慈光育幼院財務拮据，附設慈德

幼稚園尚且負債，有院童近七十人，食指

浩繁。初期，每到月底，我須從家裡抱錢

來發薪餉；半夜，孩子發燒，我需幫忙開

車送孩子就醫；有時也須支援燒柴火…。

在我們三人戮力同心經營下，兩年後財務

改善了，院務也已上軌道。之後吳主任應

徵上台中女中教職，白天教書，晚上忙教

保工作，備極辛苦。而老師在七十五年往

生後，連副院長積極協助台中蓮社弘法與

培育人才工作，也是院裡院外兩邊忙；但

是大家都信守對老師的承諾，克盡職責，

對院務不敢絲毫放鬆。民國八十一年，全

國第一次育幼機構評鑑，慈光榮膺「優等」

的肯定，總算不負老師的託負。而在忙碌

中，我也忘了和老師的半年之約。

  就在慈光院務蒸蒸日上之際，不料慈光

圖書館卻在民國八十五年前來索討登記於

其名下的院產。此時，吳主任已交棒給新

人，較少來院裡；連副院長也離院去籌辦

學校。為了捍衛孩子們的家園，我全心投

入與慈光圖書館的協商與訴訟；歷經六年

多的纏訟，不幸以敗訴收場，慈光育幼院

不得不在民國九十三年宣告解散。此時，

我深感挫折，出錢出力的經營多年，卻落

得一場空；且原本答應老師來六個月，如

今已經二十六年；而土地等產權不清的狀

況，乃是前人留下的問題；我覺得已經對

得起老師的託付，因緣如此，就隨緣放下

吧！

 可是午夜夢迴，想到這些孤苦無依的孩

子，沒有家怎麼辦？這些為孩子奉獻青春

與生命的工作夥伴們怎麼辦？於是下定決

心要再蓋給孩子一個「家」～一個永遠的

「家」。於是在團隊的積極擘畫，社會眾

董事長 郭秀銘

董事長的話

【從慈光到慈馨】

  慈光育幼院創辦人～李炳南居士（1891年－1986年），名豔，字炳南，號雪廬，

山東濟南人，曾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主任秘書，創辦台中市佛教蓮社、慈光育

幼院、菩提仁愛之家、菩提醫院…等機構。

  李炳南居士一生立身行事，影響之眾可謂大矣。其詩作：「未改心腸熱，全憐暗

路人，但能光照遠，不惜自焚身。」可見其慈悲心懷。而《禮記禮運大同篇》言：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更是李炳南居士推動社會福利事業的初衷。

  慈光育幼於民國49年立案，93年解散，接續的慈馨兒少之家於96年成立，但經

營宗旨與教養理念同出一轍，並能與時俱進，從慈善機構轉型為專業安置機構，以

期翻轉孩子的弱勢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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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05年4月開始，兒家每月召開一次逐

夢會議，由老師帶領家童們透過會議討論

大家庭內生活與活動事項、家務分工、賦

權與責任承擔，以及分享和討論社會重大

事件相關議題，以培養家童公共事務及社

會參與之動力與能力。同時也鼓勵家童們

能於會議中表達個人想法與感受，進而學

習同理及尊重他人。

  初期，會議成員由家中教保組長、保育

生輔/社工員，以及國中家童共同參與，

透過主題式影片的聚焦討論，引發成員們

發表想法與感受，並協助建構「每一位會

議成員皆有發言與表達的權利」。又，經

倡議與引導之後，關於「會議工作分組、

會議執行、善後整理」等事項，皆由家童

規畫、操作及負責，而師長則以協同者角

色搭配，協助逐夢小組成員彼此溝通，並

觀察與促進團體前進動力。

  至105年9月，我們評估培養準公民能

力，應從小學做起，於是先邀請國小高年

級以上家童加入會議。於107年1月起鑑於

公民能力培養時機成熟，遂改為全家師生

參與。會議議題更擴展至學校適應、生活

適應、團體原則與界線之開放討論，另外

也逐步加入「自立生活相關」之議題，如

邀請國中家童宣導「自立準備金規劃」主

題，並討論每月「自立儲蓄金額」，以提

升家童對於金錢觀、儲蓄觀、個人資產、

未來生活花費…等理財實務能力與現實感。

而107年11月，國小六年級的家童也主動

練習提案，提出申請3C產品之需求，國中

家童則一起與老師評估此需求是否適合降

齡，並討論國小家童申請使用及自行保管

之原則。

  逐夢會議運作至今年，參與家童已逐漸

了解會議的重要性，並學習如何表達個人

需求與權益事項。曾詢問家童「逐夢會議」

對你的幫忙是什麼？孩子們各有想法，

如：「可以和哥哥姊姊一起開會很好玩，

還可以聽到很多意見」、「可以知道別人

的想法」、「可以讓我更了解慈馨家的大

小事，也可以在會議中分享自已的看法」、

「讓我更認識自己也認識別人，讓我學習

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想對我以後

的工作也會帶來幫忙。」因為逐夢要踏實，

透過一次次的練習與表達，相信在逐夢會

議的學習，都將內化成為孩子們的公民素

養與能力。

培養家童準公民的能力～逐夢會議
兒少之家資深社工 簡采琦

 ◆ 兒 ◆ 少 ◆ 之 ◆ 家 ◆ 專 ◆ 題 ◆  ◆ 兒 ◆ 少 ◆ 之 ◆ 家 ◆ 專 ◆ 題 ◆ 

家童宣導自立金概念

家童於會議中，學習記錄重要事項 家童舉手表示願意擔任宣傳影片助手

家童申訴代表在會議中宣導申訴議題 宣導家內「好朋友好人際團體」，並發放報名表

家童擔任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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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成長-傳承與感恩
少年家園資深社工 蘇盟惠

少年家園專題 少年家園專題

  106年2月少年正式入住少年家園，至今

近兩年的時間，為了銜接未來自立生活，

少年們從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建構新的生活

模式，大人們則給予更多的相信與賦權，

並學習放手和等待。

    

系統的建構與責任承擔

  在慈馨，透過各式方案的設計，給出舞

台讓少年們展現，也讓少年們看見自己的

發展與學習需求。如：今年夏之旅方案目

標放在「相信」與「傳承」，少年們便要

思考如何將辦理活動的經驗傳承給兒家的

弟弟妹妹們，於是少年們自動召開會議、

創造LINE群組、練習直接討論與溝通…，

這過程我們看見少年們長出的自主能力，

並在活動中有所展現與延續。

  平時少年便定期召開創見會議、小家會

議，或許對於少年來說開會是頻繁的，甚

至是佔去自己的某些時間，但也在這樣的

生活中，慢慢建構起系統性的思維與合作。

因此，少年們在第一次夏之旅籌備會議中

便能凝聚共識，能討論著彼此的分工，他

們的表達以及對於會議的運作概念，是具

脈絡及統整性的。

  此外，也看見少年們對於責任的承擔。

某次會議，一位兒家的弟弟因為情緒而跑

了出去，擔任組長的少年立即跟出去關切，

事後他說：「因為大家都是我很重要的夥

伴，所以我一定要去了解我的組員發生什

麼事？」看見少年並不會因為他人的情緒

而有所切割，也不會請老師介入處理，反

而將弟弟妹妹們視為重要的夥伴，我想，

少年已懂得何謂「責任與承擔」了。

我們不一樣，就在不一樣中找出優勢 

  在會議進行過程，組長常發表自己的想

法、也很常將責任攬起來做，但組長卻忘

記給其他組員練習，而練習與學習都需要

時間跟經驗累積的，所以老師藉由對話，

引導組長少年：

  老師：「你把事情都想好跟做好了，那

副組長可以做什麼呢？」

  少年：「可是，跟副組長說，要講很多，

不如自己做比較快～」

  老師：「不是要經驗傳承嗎？副組長可

以學什麼？」

  少年：「但他又不主動問，我也不知道

要怎麼帶他？」

  老師好奇提說：「會不會～他們也不知

道該怎麼問呢？」

  少年們因為能力、經驗比兒家的弟妹們

豐富，總覺得自己做得快速且立即達到成

效，卻忘了自己也曾經一無所知，很多的

學習是從無知到有知，慢慢累積成經驗。

透過這樣的對話，少年有不一樣的移動、

看見與放手，於是開始練習授權、讓出位

子，說話時也改為引導的語言；如同師長

們在培養少年的獨立自主的歷程，若沒有

先讓出位子，少年如何站上位子？機構督

導曾說：「學習是需要設計的！」在夏之

旅籌備會議中，少年們練習提出問題、討

論問題、解決問題，也從會議上開始創造

對話、讓副組長學習承擔責任、磨合出彼

此的合作方式，並練習看見自己和對方的

優勢與能力。

   

在挫折中找到新的可能-包容與堅持

  戴晨志曾提到：「挫折與苦難，是化了

妝的祝福。」凡事若是一帆風順，便無法

體會什麼是真正的得到。少年們群組的取

名是「打不死的小強」，其意是~「小小

的我們，有著強大的力量」，這是他們對

於自我的期許，而在夏之旅活動起跑後，

小強的精神正慢慢的彰顯。

  有組長曾因為擔心無法面對旅途中的突

發狀況而呈現焦慮，所以很想放棄，但少

年們互相鼓舞打氣，最後每個人都堅持下

來並完成這場任務。又，探路過程中，有

位副組長因不耐氣候燥熱而便擅自跑走，

後來組長找到他，就在大太陽底下先同理

副組長的感受，再曉以大義地跟副組長說

出該調整的部分，並陪著他做調整，這一

幕，是動人與佩服的。事後組長說了心聲：

「其實我快氣死了，探路該注意的事情都

沒做到，但我能夠理解副組長的狀態，因

為過去的自己也是一樣，當時老師們也是

很有耐心的陪伴。」或許是慈馨綿綿密密

的陪伴與溫柔的堅定，在少年組長心中落

了根，因此面對事情的樣貌不如期待時，

他便能夠將心比心，並帶著包容來看待這

些事情。

 

感恩的花朵

  此次夏之旅活動，還隱藏著少年們精心

策畫的驚喜，他們全數封口，在夜裡，頂

著疲憊，仍堅持手工完成特別禮物～讓每

位老師擁有一件獨一無二的衣服；衣服上，

寫著少年們用心選給老師的一句話。詢問

這份驚喜的發想，竟是少年想表達對師長

們的謝意與祝福，於是他們默默的、秘密

的，在活動中延展出另一條「感恩」軸線。

楊定一先生提到「感恩，帶動生命正向的

能量。」在慈馨，教養理念就實踐在每位

師長的示範，而少年在潛移默化中薰習，

如今，少年們自發性的感恩，意味著他們

更懂得包容與回饋，也能將更多的正能量

帶給自己與別人。

組長會議
孩子們送給老師的感恩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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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所長 楊顗帆

與你同在：兒少安置的專業後盾   本次的兒少安置機構人員專業訓練計畫，

總計78位服務於安置家園的夥伴參與，大

多為第一線的社工員、保育生輔員等，也

有社工組長、保育組長、主任層級的主管

參與。這些夥伴來自全國各地16個不同的

安置機構，最遠的夥伴來自屏東縣，他說

專門針對兒少安置機構第一線服務的訓練

和支持並不多，因此再怎麼遠，都希望可

以好好參與，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和生命

厚度，才能接得住所服務的這些在生命困

頓的青少年們。另一位主管層級的夥伴，

每次上課都看他得要處理一些青少年的狀

況，甚至是危機事件；即便如此忙碌，他

每次都好期待來上課，因為能這樣貼近兒

少安置工作現場的老師和課程，才是能夠

真正回應現場需要的、能對現場有理解且

有力的支持。

  每每看著夥伴們風塵僕僕趕來上課，甚

至有數位保育生輔員是早上剛交接班，就

直接趕過來接著整天的課；幾位陪伴大家

學習的老師，都好生感動。老師們常對夥

伴們說，謝謝您們穩穩地在不同的家園服

務著，因為有您們的在，這些孩子們的生

命能得到新的可能和滋養。真的很感佩各

地夥伴們及授課老師們的用心，也激勵著

諮商所要持續累積專業訓練的能量，好好

地作為這些夥伴的專業後盾，讓我們一起

撐起承接安置家園、陪伴孩子們成長，那

溫柔而堅定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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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林蕙平（2017年11月）。安置機構照顧者

與兒少發展依附關係模式之探討。「兒少

安置機構家庭經營計畫發表暨實務論文研

討會」，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慈光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是個有機的生命

體，在基金會、許多助人夥伴投入下，一

步一步創造及展開其生命。諮商所種子萌

芽的原點，在於基金會作為守護兒童青少

年成長的願力，尤其是安置於機構中更為

弱勢的兒童青少年族群。這些以安置家園

為生命中第二個家的孩子們，生命中經歷

許多的磨難考驗，在其生命的陰影之處，

當然有著希望的燭光，盼望著能被友善、

溫柔地承接住，綻放自己的生命之光。

  這些帶著傷痕的生命勇士們，或多或少

抱著不安的心進到家園生活，得要重新調

適自己和這家園的關係。或許，他們不免

自問「我可以相信這裡嗎？」「這裡的人

會怎麼對待我呢？」「我以後的生活會是

如何？」云云。曾有一位少年如此向我形

容這些困惑：「我剛來到這家園時，整天

只想要離開這裡，因為我想和我的媽媽住

在一起，我不懂為什麼媽媽一出門就沒回

家了？我也不懂為什麼我得要住在這裡來？

我整天都在生氣、故意鬧事、一不開心就

和別人起衝突或打架。我那時想著，只要

我讓你們受不了，你們就會把我送走，我

就可以回去媽媽身邊了。」

  林蕙平（2017）和基金會附設慈馨兒少

之家的實務研究，提到近距離陪伴安置兒

童青少年所要面臨在關係上的挑戰，工作

同仁需要持續且深度的自我覺察、探索和

調適，能夠對於和兒童青少年於關係建立

歷程中有所理解和耐心，以及透過團隊合

作的專業模式得以事半功倍。雖然這研究

是以本家園為研究的場域，然而這樣的心

聲卻是全國兒少安置機構的現況。如此高

張力、需要高專業合作的工作屬性，不僅

僅需要在經濟上的支持，更是需要在專業

上的支持和陪伴。

  諮商所於107年度即撰寫方案，辦理「

兒少安置機構人員專業訓練計畫」，依據

安置機構實務工作者的需要，規劃以下三

個系列課程，每個系列都是五天完整的課

程，讓夥伴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學習、

在課堂與實務做討論及反思、直接實作而

能培養實務能力等。（1）依附關係重建

治療應用系列，芸光兒童與青少年性諮商

中心所長王嘉琪諮商心理師，陪伴夥伴們

體會安置兒少展現在關係中的不安，而能

找到一個讓彼此都安在的距離和接觸。

（2）表達性團體工作應用系列，基金會

專業顧問林瑞華督導，透過豐富有趣的表

達性媒材，手把手地帶著夥伴們做團體實

務練習和現場督導。（3）敘事取向支持

性團體系列，諮商所執登諮商心理師林杏

足教授，在團體中夥伴們的交會讓生命得

以具體地被看見，而不是只有辛苦、勞累

的那一面，因而從中得到生命及專業的豐

厚及滋養。

諮商中心專欄諮商中心專欄

培訓課程～表達性團體 培訓課程～依附關係重建治療應用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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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見到小刺蝟，她的聲音甜美宏亮，

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愉悅地和大家Say 

Hi！開始和小刺蝟談著談著，發現她不如

外表那樣地快樂和開朗，小刺蝟心裡似乎

有什麼祕密。一次次慢慢地靠近，試著和

小刺蝟心裡的祕密接觸，才了解原來小刺

蝟想念過去的好朋友，想念和他們在一起

玩樂的時光；小刺蝟覺得森林裡的其他人

感情都很好，可是自己就是格格不入。小

刺蝟來到新的環境水土不服，空氣的味道

聞起來不一樣，食物的香味嘗起來不一樣，

朋友的玩笑聽起來也不一樣。小刺蝟越來

越不快樂、笑不出來了，也不想跟其他人

說話，開始張開刺保護自己。

  小松鼠想要找小刺蝟一起去黑森林探險，

小刺蝟說：「我才不要跟你去呢！」白兔

姐姐想要找小刺蝟討論聖誕節佈置的事情，

小刺蝟大聲說：「我不想參加！」鸚鵡弟

弟常常在池塘旁看到小刺蝟獨自坐在鞦韆

上發呆，晃啊晃的。最溫暖的黑熊關心小

刺蝟怎麼了，小刺蝟氣嘟嘟不發一語地掉

頭就跑。大家都不知道小刺蝟怎麼了，但

是知道有點不對勁，小刺蝟越來越不想待

在這森林的家。

  在圓桌會議上大家討論著小刺蝟的不對

勁，你一言我一語絞盡腦汁想著，有什麼

方法可以讓小刺蝟重拾笑容。最溫暖的黑

  小刺蝟在舞台下看到大家樂在其中，自

己也收到很多的稱讚，覺得這陣子的忙碌

一切都值得了，露出了好久不見的微笑。

而且，小刺蝟發現好像跟大家靠近了一點

點，森林也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是自己以

前沒有看見的，小刺蝟已經等不及要和小

松鼠一起去探險了。

  森林又回到了平常的寧靜，小刺蝟收起

了身上的刺，讓其他人靠近她的時候不會

受傷，而且知道當小刺蝟不開心時可以怎

麼給她安慰。小刺蝟在森林生活了一段平

靜的時間，現在她將前往下一站旅程冒險

了！大家給小刺蝟滿滿的祝福，並歡迎她

隨時都可以再回到森林來，聽她說旅程中

的所見所聞。

  花開的那一天，小刺蝟帶著祝福揹著行

囊邁開步伐前往下一站旅程。

旅 程

小 樹 之 歌小 樹 之 歌

諮商心理師 葉青玲

熊感覺到小刺蝟似乎把自己的心封閉了，

需要大家一起融化小刺蝟的心。黑熊和其

他夥伴決定要好好地坐下來和小刺蝟聊聊，

將他們最近的觀察和發現告訴小刺蝟。

  小刺蝟這次沒有說不、也沒有跑走，可

能是因為黑熊和其他夥伴溫暖的態度讓小

刺蝟放鬆了一些。小刺蝟訴說對這個家的

不習慣和不適應，黑熊夥伴們和小刺蝟一

起想方法，要讓小刺蝟在新環境可以更舒

服一點，然後表達出很多的空間，讓小刺

蝟願意說出自己想做的事，可以一起討論。

後來，邀請了小刺蝟擔任森林年度盛事的

主持人，小刺蝟心裡有些擔心，但還是勇

敢地接下了這份工作。

  接下來的日子，小刺蝟忙著張羅森林年

度盛事的大大小小事情，拜訪美麗的天鵝

姊妹花邀請她們表演最拿手的舞蹈，帶著

蛋糕邀請最會唱歌的青蛙樂團擔任開場嘉

賓，還親自寫下一封封的邀請函拜託貓頭

鷹送到每個人家裡。

  咚！咚！咚！隨著青蛙樂團的鼓聲敲響

了森林年度盛事的序幕，大家跟著音樂搖

擺身體，欣賞著天鵝姊妹花曼妙的舞姿，

會場上大家品嘗著大廚精心製作的美味甜

點和新鮮果汁，互相談論著今年森林裡的

趣事，多麼熱鬧啊！

【旅程動力∼溫暖的擁抱】 

    心理學家證實，「擁抱」具有心理治療的能力，可促進身心健康、快樂和安定感；擁抱

接觸，更被視為醫療的基本工具。然而，華人對擁抱行為，有著因人而異的反應，如：對

嬰兒、幼童擁抱是自然的，對青少年或長者擁抱則呈現尷尬或不知所措的感受。所以，擁

抱，是一門尚須學習的課題。

    雲門舞集網站上有「擁抱的力量」一文，提及「擁抱是所有關係的基礎」、要學習認清

擁抱的「障礙」、以及「擁抱，有益身心」；在未來Family網頁上亦有陳櫻慧小姐所寫「

擁抱的力量」文章，她認為擁抱這種肢體接觸，內含著一顆包容與同理的心，能讓彼此親

近，當孩子跟你表示疲倦、呈現脆弱的一面時，就是他最需要一個擁抱的時候。這兩篇文

章都值得讀者參考。（註一、註二）

    至於如何引導不喜歡、不習慣或排斥擁抱的人，首先要尊重與理解對方的感受、立場，

不強人所難。再者，可以透過分享或閱讀，慢慢改變或影響對方的認知。誠如幾米在「擁

抱」一書所闡述的：「沒有任何一個擁抱該被忘記，每個擁抱都閃耀著動人的祕密。」

以下幾本療癒系列的繪本好書，推薦給讀者。

擁抱：作者-幾米，出版社-大塊文化。

我需要抱抱：作者-艾倫•布雷比，譯者-黃筱茵，出版社-時報出版。

抱抱我《I Want a Hug》：作者-約翰．艾爾，譯者-郭恩惠，出版社-格林。

註一：擁抱的力量/身體影響力/雲門教室 
              http://www.cgds.com.tw/blogs/125
註二：擁抱的力量-未來Family -生活•教養•愛

              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56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