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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別人、分給別人我的被；當我冷到發

抖時，我也能拿回我的被、或蹭到別人旁

窩在一塊、或接受別人幫我蓋被。這樣的

意象彷彿如述：當真正接受自己沒辦法、

需要幫忙時，我得到了一份難得可貴的允

許。那份允許是—我願意讓他人靠近我、

願意替自己著想。最難的是，相信我不是

麻煩，值得被疼惜、被照顧、被支持。

  這份思考帶入專業工作裡，我更能看到

孩子脆弱中的堅強的份量，能更有感地靠

近他的內在，陪伴他一起跌入谷底，看著

失落、憂愁、生存焦慮意識化形成具體的

霾，一湧而上地遮蓋身體任何可呼吸的毛

孔。再領著他一起甩甩身子、抖掉那纏人

的東西，收服好，往上爬。我會知道怎麼

走，因為這像是走訪我家後山一樣熟悉。

  如果生命的每份承擔是片葉子，顫動每

片葉子搖擺的是清新輕拂的微風。我的脆

弱在黑字綿延的篇幅中展現，我的感謝在

字裡行間的空白處串流。像是在孩子孤立

無援時，我們可以是柔軟的肚子，讓他們

可以躺在上面耍賴；我們也須需要那柔軟

的肚子的枕著每個失落、失落的夜，才能

安然睡去。孤獨與陪伴是可以並存的。學

著與自己共處，看見自己的需要，勇敢行

動，那會是很好的託付。目前，還在學習

怎麼愛自己、照顧自己的大路上，但至少，

比起剛踏入實習前，我已經更懂一些了。

牽心路
牽心路

諮商實習生 康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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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可以堅強，也可以脆弱。在順著水

流、遊走行動的過程，也會有能量低頻、

步伐降速的情況。我很容易為對方設想，

卻不擅長想自己。這是實習中，恍然大悟

的事。

  在實習前，雖然已經有存了一筆錢，但

在邁入九月的結尾，我開始焦慮那存簿上

只減不增的數字。那和所預期的計劃截然

不同，本來以為能挪出時間再來打工，但

每天的變化節奏太快，還抓不穩一個固定

的時間做事，也拿不出額外的精神力氣面

對。卡住的，不只是收入來源，還有論文、

牌卡和專業服務的準備範疇，而畫畫這件

事更是被冷落在一邊。我不想從家裡勻支

費用，因為我知道那隱形的洞口有多大；

我不想要在家裡表態，因為我知道那傲骨

的支撐有多勉強；我也不想主動與身旁的

人提及，除了憐憫之外，剩下的像是變相

請求對方能替我想辦法。明明選擇實習的

人是我，明明在踏入前說著「不用擔心」

的人也是我，我何德何能因為自己的任意

妄為而牽絆他人？那時候真的是陷入谷底，

我很認真的在思考，自己究竟有沒有資格

去追尋我要走的路。像是被縮限在黑暗的

影子角落，當太陽升起時提醒著：新的一

天、新的開銷即將開始。我的位置，隨著

日頭漸漸高昇，更加無所遁形。很赤裸地

需要斤斤計算著每天幾十元的上下漲幅；

很現實地需要面對還有兩百七十幾天的實

習日子。與其羨慕他人的平順度日，不如

就狠心切斷自身渴望的盼求，判囚自身任

天認命，僅止於此。

  直到情緒的積累牽動事件引爆，嘶吼著

心中不平時，很慶幸遇到了顛覆我世界的

老師、孩子、朋友；包容我理性狀態破碎

的家人。剎那，才知道其實綁住自己的，

是我的雙手。那像是一再限縮自我，推開

任何鬆綁的可能。無常是生命的面貌，但

是創造也是生命的本色。雖然假想過：「

倘如在資源充分的環境下，一切就無憂。」

但總歸，我並不是什麼都沒有。我有很好

的際遇機會、新穎獨特的創造與穩定存在

的陪伴，現在只剩下「好好相信」自己所

擁有的，能帶給我意想不到的成長之路；

相信「被陪伴」不是牽拖的累，是溫暖的

被，一床大家一起蓋的被。我可以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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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之名～貼近自己的感受，愛自己】

  讀者是否遇到這樣的狀況？當遇到挫折、困頓時，封閉或許是最快、最有效解決

隔絕外在聲音的方式，但它終究抵擋不了現實的腳步。當逃到無處可逃時，才發

現自己將身體縮得好緊、好小，但心裡的倔強，仍逼自己要重新面對與思維，然

後再重整出發。

  心可以堅毅也可以脆弱，我們都正在學習怎麼讓自己在焦慮的情境下，好好安

頓內在。所以，面對負向情緒與關係，你不是孤單一人，大家都在踏往「愛自己」

的路上，前行。

註：圖片取自《關係卡卡—關係經驗探索卡》，請見

    「關係卡卡」FB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Relationshipk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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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幾番會議討論後，我們期待透過這次的方案，師長們帶著「相信」，賦權讓孩

子們執行，所以我們放手讓孩子們規劃三天兩夜的活動，從交通工具的確認、三餐的

安排，到景點活動的規劃，全由孩子一手包辦。平常陪伴孩子的老師們轉為支持的角

色，暑期實習學生則擔任各組指導老師，而少年家園的哥哥、姊姊們，帶領著兒少之

家的弟弟、妹妹們一起執行與學習，用大手牽小手的模式，「傳承」這趟別具特色的

生活體驗。

【旅行，從著手規劃的那一刻就開始】

在旅行中傳承生命的韌性與溫度

【透過「旅行」，開啟孩子們的學習與體驗】

  從慈光時代開始，每年暑假舉辦「夏之旅活動」，我們帶領孩子共同出遊，體驗各

地不同的風俗與文化，也創造全家人出遊的記憶。慈馨成立後，接續這樣的活動意義，

再加上獨立與學習的精神，把活動轉型為方案，透過「夏之旅方案」的運作，讓孩子

們以旅行為基礎，展開自主能力的學習。

  從帶著孩子執行，陪著孩子執行，到看著孩子執行，因應孩子的成長與需求，方案

不斷的轉型，這兩年更進展為兒少之家的「情境式體驗教育」，以及少年家園的「服

務學習」。而今年度，我們結合了兒家、少家方案的精神，在基金會全體師生的陪伴

中，孩子們同心協力地完成「夏之旅方案」，讓我們一同來見證這段特別又寶貴的旅

程吧！

【方案的轉型與創造：相信與傳承2.0】

  討論方案如何合體，師長們需要先將方案的目標定調，以回應孩子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並討論、創造單位間彼此合作的默契、角色分工，以及執行層面的共識。因為兩

方家園作息有所差別、兒少的發展需求不同，暑假規劃層次迥異，因此，需要更細膩

的討論與確定。

基金會研發暨社會資源組組長 廖振杉

  透過面試，成立籌備小組。由少家的哥哥姊姊擔任組長、兒家的弟弟妹妹擔任副組

長，展開為期三十四天籌備的日子。第一次的籌備會議，孩子們興奮不已，期待能夠

有一個特別的旅程，也對於活動充滿了想法。在探路過後，活動越來越進入核心，籌

備小組開始出現了困難。

  從景點規劃、遊戲設計、活動參與適合的年齡層；到開會的時間、地點，都成了爭

執不下的話題，每個人有不同的想法，每個想法聽起來都很好，但就是沒有一個共識。

討論到最後，會議常常呈現凝結的狀態。

  「算了啦，我覺得我們要不要認真的討論，今年乾脆不要辦了！」副總召氣餒的說

著。

會議中透過表決，進行決策 當會議失焦、情緒卡住時，彼此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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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的，有時候都來不及寫，還好哥哥會在旁邊告訴我。」「我覺得，我們這組

的組長、副組長都很厲害，希望我也能像哥哥姐姐一樣。」學習，正在過程中慢慢發

酵並累積經驗，孩子從中看見自己的亮點，也找到更多的自信心。

【事前的準備，是為了更有能量面對「意外」的發生】

  這時活動組長說：「不行啦，我們已經花了這麼多時間和努力，不可以現在放棄！」

  沉默許久的總召，也開口了：「我覺得我們都太著重在一個點去細緻的討論了，但

我們要想的應該是面，是大原則！」

  孩子們帶著真誠的態度，認真的溝通。於是發現，爭執與想法的背後，都有一個美

好的善意，那就是希望今年的活動是有趣與圓滿的。而這樣的過程，也是孩子們要先

學習的第一課「溝通與合作」。原來，旅行從著手規劃的那一刻就開始了，而學習也

在生活及會議中，開始發酵。

【學習看見自己的亮點，累積經驗的基石，找到自信的寶石】

  夏之旅出發前一週，又出現了一個困難。原先預定的景點，因為人數限制，無法容

納兩台遊覽車，於是籌備小組們只能再另外找尋景點。

  「我們找了幾個地方，但時間太早了，都還沒有開…」副總召說著。

  「還是，另外一組在車上玩遊戲？」活動組組長搶著說。

正當大家覺得，危機解除的時候，安全組組長大聲的說著「可是，停車沒熄火好像不

能超過時間，不然會被罰錢耶！」

  「我剛剛有查了，是不能超過3分鐘。」文資組組長補充道。

  「這樣沒有發動，在遊覽車上等30分鐘我們不會悶死嗎？」總召認真的說著。於是，

孩子們又陷入一陣的討論。

  到了出發日，全家人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裝載著興奮的心情，一路直奔熱情的南

台灣-墾丁。但才剛抵達，天空就開始下起大雨，馬上打亂了行程。當晚原定的營火

晚會，也因為大雨必須調整場地，第一天的狀況，一切都在孩子們的討論之外，而老

天爺似乎有意讓孩子們因氣候變素而有所學習。  終於，籌備小組成員們慢慢取得了合作默契，並進入各分工小組協助組員召開會議。

但小組會議過程，卻是另一種困難的開始。

  「我們這組，有大有小，能夠討論的人很少，小小孩都聽不懂！然後就在旁邊聊天、

玩耍；唯一的大孩子，又常常狀況外！」活動組組長說著。

  「各位組長們，大家有什麼想法呢？」總召詢問著。

  「我覺得弟弟妹妹是聽不懂，所以才會搗蛋！」安全組副組長說著。

  文資組組長接著說：「我覺得你可以看一下你們這組的狀況來分工，有些事情你可

以事先和副組長討論；需要思考的可以邀請較大的孩子，需要動手操作的可以請小小

孩幫忙。」

  「你們也可以用投票表決的啊！給他們選項！」安全組組長補充道。

  就這樣，組長們開始帶領小組往目標前進，而組別內的弟弟、妹妹們也展開不同的

學習，各自有不同的任務。「老師，這次活動道具的紙球是我做的喔！」「我是負責

組長帶領小組開會 小組成員共同合作

活動組在雨中帶領活動，調整活動內容 恆春老街進行闖關，訪問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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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一大清早，於鵝鑾鼻燈塔大地遊戲開始進行時，天空就下起間歇性大雨，而

當總召評估後，告知各小組自行活動時，就又開始放晴，於是成了「集合」下雨，「

解散」放晴的局面。這樣的結果，讓孩子們的心情都受到了影響。面對預料之外的「

意外」，籌備小組需要在短時間內討論出共識，並進行佈達。

  「到底誰是雨神啦！？」活動組組長大叫著。

  「我們這次真的是，雨神同行耶！」副總召說著。

  一陣笑鬧後，孩子們運用自己的幽默和能力，和困難合作，找到方法，持續前進。

【相信，是股力量；而傳承，是種延續】

  孩子們在旅程變動中學習「相信」，相信自己有能量來回應每一個困難，並真誠的

面對自己的情緒。而這趟旅程，最感動的不只是孩子們的學習，更重要的是看見了「

傳承」的力量。旅程中，大孩子會主動關照小孩子，有衝突時，也是由哥哥姐姐們協

助及陪伴衝突處理。「老師，你們在旁邊休息就好，其他的事情我們來！」這是旅程

中，孩子們最常告訴師長的一句話。

  於是從籌備小組到小組成員，每個孩子都有不同的學習與成長：

  「當時外面還下著大雨，有一個組員有情緒，直接衝到大馬路上。雖然自己快嚇死

了，也很生氣，但因為他是我的夥伴，所以我一定要去了解發生什麼事。」安全組組

長說著。

  「這次夏之旅過程，我的情緒常常影響了小組，但是後來我有學習調整。」安全副

組長分享著。

  「下雨天組員無法在預定時間搬運零食，解決辦法就是，趁著沒有雨時趕緊請大家

幫忙。」服務組組長說著。

  「面對這些變動，雖然有時會感到很無助，想要請老師幫忙，但這課題，可能就是

這次夏之旅要給我的歷練吧！」文資組組長分享著。

  「我以前很容易分心、很容易放棄，但這次出門，我很專心，不管天氣好或壞，我

都認真努力完成當下所有任務。」組員分享著。

  三天的活動結束了，有孩子說「老師，我覺得我們好厲害！」也有孩子意猶未竟地

說「老師，我們下次來個四天三夜好了！」透過這次的方案，在孩子身上看見了相信

的力量，願意面對困難的勇氣，以及這份教育的延續與愛的傳承。

透過磨合、挑戰、感謝的歷程，以及經驗分享，讓傳承更具意義

姊姊幫忙照顧弟弟 哥哥協助陪伴有情緒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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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十二年前，母親拋棄了我離開，家

裡留下了我和爸爸，當時爸爸愛喝酒，只

要喝了酒就會凌虐我，而無人照顧的我，

只能祈求上天讓滿身是傷的我早日離開這

個家；而我也對母親的離去，在心中萌生

怨恨之芽了。

  之後我被安排在寄養家庭住了三年，我

心中的恨更是強烈，母親出現後，社工約

了她和我見面。到了會面那天，母親一看

見我，便淚流滿面的向社工訴說著一些事

情；當我坐下後，母親便轉向我說：「柚

子，媽媽對不起妳」，並哽咽說著當時離

開的原因…。我細細聽著，不禁想起當時

媽媽離去的畫面，於是淚如雨下的哭著，

我那想念的心及怨恨在當下全部吐露了出

來。

  談話過後，我原諒了母親，並能理解她

當時離開我的苦衷，因為當時一個十九、

二十出頭的年輕媽媽，要如何養育一個孩

子呢？於是我選擇了面對及寬恕，透過這

次見面和深談，我和媽媽了解彼此的難過

和生活的不容易，結束會面時則彼此祝福

著對方要愈來愈好。

真誠的道歉

高三 柚子

  每個人都有自己最想要做的事，雖然事

情有難有易，不見得都能完成，但過程中

的點點滴滴都是寶貴的經驗，諺語說：「不

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我相

信努力過後，再回頭看看，便會驚訝不知

不覺，自己已經往前走那麼多了。

  升上國中之後，我一直有著自己的讀書

計畫，原因是不想等到會考來臨，才拼命

的複習。「會考」對我來說是件大事，因

為我從沒考過，所以我擔心到時是否能發

揮實力？還是因為焦慮而失常了。為了能

考上好學校，背後要付出的就是時間，所

以我用時間換取知識，暫停了很多娛樂，

雖然我的心中有著不悅，但為了會考這目

標，我選擇接受。

  國三這階段真的很難熬，看著每天滿桌

的講義、作業，我覺得有處理不完的事，

和滿山滿谷的壓力。我的心情有時會陷入

低潮，甚至不懂自己怎麼了，或許我沒有

適時的放鬆，太過壓抑了，就像橡皮筋一

樣，一直使用反而沒了彈性。幸好我的家

人都很支持我，並沒有一直罵我哪些做不

好，反而帶著我去討論，怎麼做會比較好，

當我難過時，也會在我旁邊，聽我說出一

些壓力。

  如今，我最想做的事，就是「釋放壓

力」，因為繼續存放壓力與緊張不安，只

是浪費時間，不僅無益，還讓自己的學習

和情緒大受影響，我希望自己能夠繼續走

下去，不要放棄自己學習的動力與目標，

努力地走下去，才會有真正的收穫。

我最想做的事 

國三 星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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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當中，總有個自己非常想完成的事，

這些事，可能是自己這一生要追求的目標

或者理念，對我而言，我最想做的事很平

凡，但卻是大家一生中會遇到或者是必須

會面對的。

  這件事就是婚禮，而我要的是「一場真

心樸素的婚禮」，婚宴上不用太多裝飾，

只要誠摯與承諾，用真心辦好的一場婚禮。

或許大家覺得，就只是個婚禮而已，有甚

麼好規劃的？但是對於我說，婚禮就像場

諾言，跟自己愛的人結婚，並且向所有人

見證，簽下了我這一生最重要的諾言，是

很神聖的。至於為什麼要把婚禮辦的樸素？

其實這只是基於我個人的觀點，現在的人

或許會覺得，把婚禮辦得華麗，讓來賓吃

到高級的餐點，這才是最重要的。但對我

來說，我要的只是對方真心對我一輩子的

諾言，所以這場婚禮等級好不好，高不高，

是別人的期待，不是我結婚的重點。

  為什麼我會把「真心樸素的婚禮」列為

我最想做的事，或許一部分是來自於我的

家庭，因為從小看見家裡與父母發生的種

種故事，讓我發覺，要跟心愛的人結婚真

的是件不容易的事，婚禮可以辦得簡單，

但一輩子的承諾，卻很難說出，也很難做

得到。加上自己住在育幼院的經歷，讓我

更確定也更重視「結婚要真心、要做到承

諾」。因此，未來有一天，我要結婚了，

我希望有場樸素簡單的婚禮，不用太多氣

球當裝飾，不用太多燈幫我做效果，這場

簡單的小婚禮就在教堂裡，然後我許下一

生的諾言。 

  對我來說，在婚禮許下的諾言，比身分

證上面的配偶欄還要重要，配偶欄誰的名

字都可以在上面，只要雙方願意去登記就

好，但一場婚禮當著大家的面前說：「我

願意。」卻需要很大的勇氣，也需要帶著

真心說出這句話，我沒什麼偉大的理想，

但對我來說「真心樸素的婚禮」卻是我偉

大的夢想，也是未來我最想做的一件事。

未來我最想做的事

國二 Love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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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有夢想，例如：考上好大學，

當老師、當總統…，夢想可能是一個、二

個、三個，甚至好幾十個，而我的夢想是

甚麼呢？

  我的夢想，第一個是當科學家，因為科

學家可以發現許多未知或一般人不理解的

事，還能完成前人做不到的事。為了成為

一位科學家，我的生日禮物會選擇科學書

籍，或是科學用具組合。

  但是後來我覺得科學的領域太廣太深了，

興趣就慢慢減弱，我現在改成對古生物感

興趣，因為我喜愛恐龍，覺得恐龍是神祕

有趣的動物，我知道的有棘龍、冠龍、滄

龍…等等。

  當別人問我恐龍的事情時，我很開心，

因為大家相信我的知識才來詢問我，而我

也更加努力的增廣見聞。我希望未來能當

一個人人皆知的恐龍博士，為了實現這個

目標，我會認真學習的。

我的夢想

小六 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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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的事】
　

  某次和兒家孩子們聊天，提及各自想做的事，孩子們天馬行空，講了很多對現在、對未

來想做之事，從他們的分享，可以聽出他們了解自己的興趣、專長，也有對自己的期許，

思維更長遠的，連感恩、回饋的想法都有雛型了…。

  這些童言童語的對話，讓大家頓時感到歡樂，無論想做的事是否能成行或成功，但此刻

的回應都是貼近著自己的心意，都是美好的。或許未來，再回顧此時的童真童趣，會有另

一番滋味與體會。

  我想當畫家，到需要的地方作畫，讓大家開心。（小妘）

  我討厭寫功課，但我以後想當老師，然後出好玩的作業給學生做。（小展）

  長大後，我要賺很多錢，再捐給慈馨家，然後成立獎學金，鼓勵大家。（小小）

  我喜歡動物，以後要當一名馴獸師，讓動物可以跟我們人類有更多的溝通。（小永）

  我超愛運動，未來我想成為健身房教練，以後慈馨的人來我這裡健身，我可以讓他們免

費使用喔。（小文）

  我最喜歡溫馨幸福的氣氛了，以後我要當姐姐結婚時的花童或伴娘，這樣可以祝福別人，

同時也被祝福所圍繞。（小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