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馨，一個名為家的地方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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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提供我溫飽？

  小柚子是個高三女生，在慈馨家已待了

近十年，算得上是資深的慈馨家人。回憶

起過往生活，小柚子說：「唉，我可是每

天都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對當時

年幼的她而言，非常渴望有一個可以提供

她三餐溫飽的住所，只要能讓她不挨餓，

便是她的家。

  小柚子記憶裡，家裡的大人，只有生病

的爸爸跟常搞失蹤的媽媽，她說：「爸爸

身體狀況不好，而且沒有工作，但卻有不

知道哪來的買酒錢；而爸爸每每喝完酒就

會把我當出氣筒，我免不了被挨罵挨揍。

當時家裡常常沒有三餐，所以我只好外出

覓食，但爸爸卻認為我愛亂跑，於是將我

鎖在房間內。那時爸爸因為喝酒關係，導

致精神狀況不好，所以我都會觀察他把門

鎖的鑰匙放在哪，等他熟睡後，我便開溜

在街上流浪找東西吃。流浪的日子，我都

住在騎樓，然後跟人家乞討。乞討雖然很

難啟齒，但當你餓到一個極點的時候，你

會拋下自己的尊嚴，完全憑著一股為了活

下去的念頭，咬著牙做下去。」

  「那時候的我大概是七歲讀小一的年紀

吧！」之後，繼續流浪的過程中，遇上一

位社會局的阿姨，她將我帶到警局做筆錄。

其實，警察對我這個流浪小孩早已熟悉，

每次做完筆錄，便將我送回爸爸那裡。但

這次社會局阿姨卻跟著我回家，她看過家

裡環境後，問我：「妳要繼續住在自己的

家，還是幫你安排住到家扶？」當下，我

想都不想的回說：「我要住家扶！」因為

我再也不想過著餓肚子的生活，因此立即

回應了社會局的阿姨，表示自己想要住在

家扶。在家扶住了約兩個禮拜，便轉到了

寄養家庭，而寄養家庭也寄住了兩年，才

來到了慈馨家。

  對年幼時的我來說，什麼是「家」，我

真的愈想愈難過。在我逃離原家在外流浪

時，我的家就是那堆厚厚的瓦愣紙箱，有

時，一個沒留意，這個家就會被拾荒的阿

伯阿婆給撿走了。至於原家，它還不如瓦

楞紙箱呢，我嚐盡的都是痛苦的事，原家

給我的是數不完的不安全感。因此，在原

家以及流浪的那段日子，是我的記憶裡的

灰暗跟沉重！
 

感受真正的家

  我還記得第一次來到慈馨家，是由社工

和小家老師帶著我參觀，當時我的注意力

並沒有放在環境上，而是一直看著慈馨家

的老師，他（她）們的笑容像是在告訴我

「來吧～來成為我的家人」，所以我跟慈

馨的第一次相遇，便認定我與慈馨結下了

家人的緣份。之後，慈馨家給了我一個夢

寐以求的家庭生活，我很感謝慈馨家，我

想我用十輩子也償還不了這份恩情。

要成為慈馨家人，心情卻矛盾不已

  入住慈馨家後，一方面我開心要過好日

子了，另一方面我擔心別人怎麼看待我。

因為之前顛沛的生活，讓我戴上了面具，

就像是變色龍一樣，我得要自我保護才能

生存下去。但在慈馨家生活，大人們的真

誠與關切，讓我想脫下面具，卸下那變色

衣，但是，我想大人只喜歡乖巧的孩子吧！

等我用真面目和大人相處，他們還會接受

我嗎…？

  喔～～～我好沒安全感，我真的很擔心

我的真實面目會讓慈馨家人不能接受，甚

至討厭我。當時我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於是我「用壞脾氣應對、用情緒來攻擊照

顧我的大人、以及不跟其他人互動」…等

等方式來掩飾我內在的不安與矛盾！

  不可思議的是，慈馨家的大人們竟然看

出我的脆弱與武裝！於是，慈馨家人的愛

與耐心，逐漸滲透到我的內心，我那冰山

般的保護牆便一小角一小角的剝落下來，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當時內在冰牆被撼晃

時的感動，而那溫暖的熱度，至今仍持續

在我內心發亮著。
 

重新適應「家」的生活、「家人」的身分

  我是個對人事物很敏感的人，所以進入

慈馨家，有好多地方是學習適應，而面對

學校生活，像是迎接新的挑戰般，讓我戰

戰兢兢的。例如：聯絡本的家長簽名欄，

會有不同的慈馨老師幫你簽名；小三的我

上下學必須跟路隊走路；還有我的家人「

眾多」，這個家真的「比較大」…，所以

我很擔心同學如何看我，如何看育幼院的

孩子…。

  因為國小一、二年級時，班導師在我同

意之下，讓全班知道我是一個辛苦的孩子，

住在寄養家庭，但這個訊息說出去之後，

有些同學會拿我的家庭背景來取笑我，雖

然班導師會對那些取笑我的同學曉以大義，

但我的人際關係已變得很糟糕。從此，我

不喜歡跟人交談，久而久之，我習慣用這

樣的方式隱藏自己、武裝自己。國小三下

時來到慈馨家，我也跟著轉校，但有了之

前學校人際關係不佳的經驗，這次我選擇

不說了，然而消息還是被同學知道，所幸

同學們並沒有太大的反應。

原來，家可以重拾失落的信任與愛

  升上小五那年，班上要推選體育股長，

結果同學們居然提名我，讓我覺得相當訝

異的，我並不覺得自己有多麼重要或多特

別，但別人卻知道我的名字，那是我第一

次感受到被別人在意，也是我第一次覺得

自己是特別的，後來因為加入學校球隊，

加上球技也打得不錯，漸漸地我的人際越

來越好，我也越來越有自信。

  我也發現小三到小六時期的同學，不會

因為我住在育幼院而排斥跟我互動（或許

仍有少部分），反而對我有很多照顧，我

開始思考，在慈馨家生活這段時間，究竟

影響了我什麼？帶給我的意義又是什麼？

推敲許久，我明白了一件事，是慈馨家讓

我重拾對人的信任、安全感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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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信任感，來自於媽媽的不告而別

  我對人的信任感會那麼低，是源自於小

時候媽媽說要外出借錢，結果卻成了七年

的不告而別，這種被拋棄的深沉打擊，讓

我對大人很難產生信任感。來到慈馨家，

我知道這裡的老師不會隨便離開我，就算

是離職，也會事先說明，這對我來說很重

要，因為我需要大人對我有很多的保證。

不安帶來的情緒，逐漸被轉化

  需要很多愛的保證，又要大人接受我的

情緒，這樣的我真是個給大人找麻煩的孩

子啊！只要帶過我的老師，應該都被我的

情緒及毒辣語言傷害過，但他們始終耐心

的陪伴我、引著我調整情緒，要我做自己

情緒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緒帶著走，我想

情緒的調整與改變，是我在這個家最大的

學習及改變。

克服自己的課題，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

  小六畢業，我考進了國中體育班，讓我

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被教練「禁賽」。

因為我不滿同組球員的打球方式，於是我

在球場上摔球，所以教練禁止我出賽，並

告訴我：「如果你在球場上摔了自己的球，

那表示你也摔掉你在球場上的資格。」我

被禁賽了三個月，教練不准我換球衣、球

鞋，團練體能也被取消，只能在一旁坐冷

板凳。雖然我只能待在一旁觀望，但教練

每天會跟我說話，他會說明很多現實層面

的事情讓我知道，我還記得教練用認真的

語氣告訴我:「只要上球場，就是團隊合

作，就是服從球賽的原則，沒有個人主義，

因為球場上不是你一個人的舞台，是團隊

合作，是團隊的舞台。」

  教練讓我知道，因為我的脾氣搶走了大

家的舞台，讓我清楚如果我繼續用我的壞

脾氣去面對事情，那就不適合再繼續打球，

如果沒有調整好自己的脾氣，那就退出球

隊吧。

  什麼？退出球隊，我怎麼可能讓這樣的

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但如果我再繼續用脾

氣來面對事情，我想退出球隊的後果就得

要自己來承擔。我思考著教練講的話，我

知道我得要好好面對情緒這件事情，不然

再這樣下去…搶走我的舞台的便是我的情

緒，大家只會看到我的脾氣，不會看到我

的努力、不會看到我的球技，所以我決定

好好面對，面對自己的課題。

  被禁賽滿三個月後，教練終於讓我回到

球隊跟大家一起練習，因為被禁得超有感

覺的，所以我很珍惜每一場比賽，不管是

練習賽或是真正的比賽，我都盡力去打拼；

場上看到同儕球打不好或犯了錯，我也不

再氣憤抱怨，而是告訴他們：「沒關係，

這只是一場球賽而已，多練習就好了」。

  教練和夥伴很訝異我的態度轉變，但我

明白我能勇敢面對自己的課題，主要是來

自慈馨大人們的協助，因為他們敢面對我

暴躁不講理的情緒，敢接受我因羞愧而拒

絕合作的僵局，然後用一貫溫柔而堅定的

態度，告訴我要改變，要陪著我練習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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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的情緒課題還沒完成，但有慈馨家

人們的同在，我會更願意、更努力的學習

與改變。

學習不一樣的獨立

  來到慈馨家到今，已過了七年多的時光，

我知道這個家很為我們著想，它所做的，

所付出的，比起我自己的家(原家)，是數

不清的倍數了。雖然我只是國三生，但將

來有一天我會離開慈馨家，返回原家或與

社會接軌，所以我很早就有很多獨立的想

法與自我訓練。

  事實上學習獨立這件事，我在原家時就

開始了，因為爸媽的無能，所以我知道什

麼事情都要靠自己；之後，來到慈馨，老

師們讓我接觸人文藝術、並培養我的美感

經驗、發掘我的主持優勢；增強我在生活

自理、人際關係、團隊合作、品格教養、

理財規劃…等能力；並運用做中學，提升

我調整情緒、解決問題、勇於承擔的能力。

  然而學習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我也曾

不斷抵拒，因為原家的經驗深深框住我，

讓我無法向前。初期內心總會想著：「之

前在原生家庭，自己是被強迫獨立，是被

生活中的現實考驗著，被迫面對著，再怎

麼不願意做的事情，也必須硬著頭皮去做，

否則生命就會受威脅；為何來到慈馨，還

要不斷告訴我，並強調『獨立』這件事。」

  後來，我發現慈馨這個家，要給我的獨

立是不一樣的，除了願意給我時間踏實的

學習外，許多的大人還在旁陪伴我；儘管

一開始我對人是不信任的，是有所懷疑的，

但這群大人還是照顧著我，屹立不搖的守

護著我。他們讓我體會到，原來，獨立不

是一個人的事，而是經過陪伴、經過事情

與時間的磨練，才能慢慢塑成獨立的雛形。

我很謝謝慈馨的家人們，讓我對人事物有

正向的互動經驗，並重新建構我的價值觀

念、增加我的獨立能力。

用心打造的家，用愛持續傳承

  我常聽大人想要將慈馨家打造成百年機

構，更為了我們這群孩子的成長，規畫著

各種學習情境；我覺得能遇到真心對待我

的大人們是很幸福的事，能住在慈馨家和

大家一起學習與創造美好未來，更是一件

值得參與和珍惜的事。

  我早已把慈馨當做自己的家了，也特別

喜愛這個用心打造出來的家，用心才能感

受的家，俗語說：「生的請一邊，養的恩

情卡大天！」（台語），這話說得很有意

義，它也是我內心懇切的話，深深表達出

我對慈馨家的感謝與認同。或許我現在的

能力與回饋有限，但我會學習將慈馨老師

們教導我的道理，以及帶給我的能量與經

驗，好好地告訴並影響住在慈馨家的弟弟

妹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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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王

跨越困難的能力系列：

不一樣的孩子~可以比別人活得更精采

  我的故事要從10年前的那天講起…

  小學一年級，我來到慈馨家。剛來到這

個大家庭的我，相當緊張，有好一陣子都

想找地方躲起來，因為有太多我不認識的

人。

不一樣的孩子

  隨著漸漸熟悉這個家的生活，我慢慢地

發現我跟其他小孩，好像不太一樣。哪裏

不一樣呢？他們寫功課可以很快，我卻很

慢，我的功課時常寫到半夜才完成，如果

要寫一行字，我大約需要寫兩、三個小時

才能寫完。還有哪裏不一樣呢？我們都知

道人需要透過講話來和其他人溝通，以前

的我，即使腦海裡及心裡已經有了想法，

卻很難說出我想講的話。當我沒辦法完整

地說出自己的想法時，我就會急躁，也很

容易發脾氣，我生氣自己被誤會，也生氣

自己很想解釋，又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又慢慢地，老師也發現我和大家與眾不

同。當時沒有像現在有職能治療及語言治

療等課程可以幫忙我，但老師還是用心嘗

試不同的方式教導我，也連結學校像是「

綠光森林」的資源，讓我能夠在適合自己

的環境中學習。這個經驗對我幫忙很大，

讓我了解，懂得珍惜資源、珍惜別人給你

的幫助，就是對自己最好的幫忙。

  因為小時候自己的反應和大家的不一樣，

讓我知道與學會去包容和自己不一樣的人。

印象中，小學三、四年級我常被同學取笑

和欺負，也被老師以特殊的方式對待、認

為我是特殊的孩子，所以上學時，我就坐

在教室的角落看書，不跟人互動，這段難

熬的日子，真的很無力、也很無助。長大

後，我知道沒有人是完美的，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難處，也期待自己能被別人所包容。

找到興趣，加強自信心

  曾經，因為自己的不一樣，我是沒有自

信的小孩；後來，從喜歡做的事情當中，

我發現自己的能力，漸漸找到對自己的信

心。例如：在打籃球時，我發現自己的進

攻技巧不強，但是防守的能力還不錯，所以

別人便會主動跟我切磋或是進一步指導我。

我的另一項興趣是「閱讀」，別看我一副

不愛讀書的樣子，事實上，我是喜歡閱讀

的孩子。對我而言，讀書和閱讀是截然不

同的兩件事，讀書是有壓力的，因為考不

好會被老師唸，或是受到同學取笑；閱讀

則是沒有壓力的，我可以透過閱讀，自己

找到問題的答案。像我喜歡昆蟲，閱讀能

滿足我對於昆蟲世界的好奇，而且能增長

相關知識，而這也成了我自信的來源。如果

有人跟我一樣，不喜歡讀書，那我相信閱

讀是我們的好選擇。

改變我最大的是堅持

  現在的我，即使升上高中，有時候仍然

會覺得自己能力不夠好，但我知道，自己

可以獨立做很多事，也可以領導弟弟妹妹

做事，而這些事情都是靠著堅持的信念而

逐步達成的。像夏之旅活動，我已經連續

擔任三年幹部，但是每年活動依然會有不

如預期的狀況發生，所以我將這些不同的

狀況都當作是寶貴的學習機會，就這樣一

年又一年的讓自己更加進步。

  最後，感謝慈馨家老師的陪伴，也謝謝

慈韾家能夠接納自己。期許未來的我，如

同漫威電影裡的「黑豹」角色，不論遇到

什麼困境，都能堅持自己的理念，繼續往

前走。

冥王認真分享自己的故事 主持人與冥王問答交流

生輔老師給冥王肯定與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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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六十年堅持一份承諾，從慈光到慈馨

  回想起與慈光的相識，那時正值大三的建智老師，因參與全國技能競賽西餐烹飪職類獲得

名次，為了履行承諾，獎金將全數捐出，於是透過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的介紹，認識了慈光育

幼院，並邀請高中的學弟妹們一起進行送愛活動，協助廚房媽媽煮一頓幸福的餐點。回想這

段故事，建智老師靦腆的說：「那時候自己比賽都只有全省得名，全國比賽每次比都比不過，

所以就發願如果比賽能夠得名，要將獎金捐出。」

  自此，開啟了這段與慈光及慈馨的緣分。建智老師每年運用自己的所學，展現廚藝，為失

依的孩子烹煮幸福餐點。從民國一百年開始，更是包辦了慈馨的圍爐活動，帶領明德高中餐

飲科及觀光科師生前來服務，讓慈馨的大人與孩子能夠享用美好又熱鬧溫馨的團圓圍爐。請

教建智老師為何每年能在百忙中堅持此事，並帶著學生共同參與？他說：「記得詹主任曾經

說過，慈馨圍爐不只是一個活動，而是讓孩子有機會經驗團圓圍爐的氣氛，未來自己成家

後，能夠帶著這樣的經驗創造自己的家庭氛圍。」而這番話，便是建智老師最深刻的認同

與堅持。

用生命影響生命，推動愛的循環

  歲末送愛，每年都有慈馨這一站。建智老師與學生前來慈馨，除了能夠發揮所學專長之外，

也希望能夠培養學生的善心，學會知足惜福，並運用自身能力散播歡樂散播愛。而每次服務

前，都會先為學生上一堂生命教育的課程，建智老師說：「帶領孩子服務時，會先放之前服

務的照片、介紹慈馨的孩子，讓學生能夠理解也知道做這件事情的意義。」透過建智老師的

分享，學生用細膩的眼睛看見事情的價值與寶貴。而「以身作則」是建智老師影響學生的法

寶，從活動接洽過程到執行，建智老師總是親力親為或從旁關切，體現身教的嚴謹與重要

性。

  透過這樣的引導，善的種子也悄悄地落在每個學生的心理。建智老師分享到：「有一年，

學生在練習烘焙技術，做了許多吐司及麵包，正當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這時有人發起寒冬

送愛活動，將這些吐司與麵包贈送給街上的遊民。」那時，建智老師知道了學生這樣的善行，

決定全力支持，集資並邀請孩子們一起煮熱呼呼的鹹粥，發送給街友。「那時候正好寒流來，

天氣非常的寒冷，在製作的過程雖然很累，但可以看見學生投入度很高，主動性非常強。這

樣的態度，讓人很感動。」建智老師笑著說。

嚴師，用愛融化每一顆叛逆的心

  談到教育，建智老師謙虛的說：「我沒有這麼偉大，投入教育只是需要養家糊口，我希望

帶給學生技術上的學習之外，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態度。」在學校，有「最兇師長」封號的建

智老師，教育的至理名言就是：「愛的教育，鐵的紀律。」建智老師說：「技職學校，要學

習的就是一技之長，我想教育學生有廚藝，更重要的是有廚德。」社會是真實的，而廚師的

工作更是有一定的風險，希望孩子能在學校就先學會，而不是等到出社會才讓社會教育。

  因為建智老師對教育的堅持，學校許多頭痛的學生，會邀請建智老師幫忙教導。對建智老

師來說，這些學生內心都有一個故事，只是沒有機會被看見與被溫暖的陪伴，「因為自己在

求學階段，也曾經遇過老師的幫忙，我知道叛逆期的孩子不是壞，只是沒有人懂他內心的混

亂、孤單或難過。如果我們有機會去傾聽、去陪伴，那孩子就有改變的可能。」於是，在日

常生活裡，透過文章、新聞、影片作為素材，寫在黑板上，上課前先與孩子分享。透過平常

的互動過程，與孩子談心，並創造舞台，陪伴孩子找到自信。曾經有學校老師好奇：「為什

麼你不多教一些技術，反而做其他這些有的沒的？這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建智老師回

應：「帶人要帶心，現在太多家庭和學校只注重孩子的課業成績，他們不教的，我來教。」

休學只是一個決定，堅持需要極大的毅力

  位於教育現場已七年了，建智老師說他從未給學生記過，但有兩位學生令他印象深刻。其

中一位，因為家裡發生重大變故，行為問題特別多，是班上的頭痛人物。建智老師與班級導

師討論，讓他試試看。於是邀請這位學生一起參與歲末送愛活動，提供舞台並與其談心。後

來學生才講出埋藏在心裡關於家的故事。在建智老師的引導陪伴下，學生慢慢地收起了身上

的刺，願意與師長和同儕互動、靠近。

重視承諾與身教的陳建智老師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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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工　園　地

課輔志工 賴政男老師

有些事現在不做 以後就不會做了

  在自己的教書生涯中，一直很在意學生

的學業成就，總期待他們能成為品學兼優

的好孩子。但隨著歲月日增，頭部舊傷隱

隱發作，加上體能逐漸退化，才意識到自

己漸漸老了，三年前選擇退出教育職場，

但是想幫孩子的心情卻一直還在。今年初

在網路上搜尋課輔志工，無意間看見慈馨

兒少之家，心想，或許自己還可以再做些

事，因此開啟了與慈馨兒少之家的緣分。

  「透過教育、透過持續長期關懷，有沒

有可能這些出生於資源缺乏家庭的孩子，

能夠在未來有更多的選擇，而不是墮入貧

窮的惡性循環？」這是我和慈馨兒少之家

老師第一次交談所聽見的話。教育確實是

脫貧最好的方式，只要學生肯學、認真不

懈，總會有不錯的表現和成就。

  來到慈馨，第一個課輔的孩子是一位小

學四年級的小男生-小義，當時小義的注

音符號拼音有很大的問題，光是聲符韻符

的拼音就已經有困難，更不用說結合韻的

拼音。由於小義的國字認得不多，寫字筆

順不對，要他把字記起來的難度很高，因

此熟練拼音的技巧以及強化筆順便是當務

之急。小義雖然聽話，但是也有一些情緒

問題，因為我有多年的教學歷練，也碰過

情緒障礙更嚴重的學生，所以小義的情緒

不穩定對我來說並不是很大的問題，需要

的是多一些耐心。經過二個月的訓練，小

義慢慢地進步，隨著時序進入暑假，我與

他的緣分也結束了。新的學期，由另一位

低年級教學經驗更久的黃老師接手小義的

課程，心裡默默期許著，透過黃老師的豐

富經驗，能讓他有更長足的進步。

  新學期我接手另一位孩子的課輔，但心

仍掛念著小義，在課輔時聽見身後小義唸

讀拼音，真的進步太多了，較難的結合韻

也能自己拼讀，證明孩子只要肯學，老師

只要肯教必定會進步。看見孩子的進步一

向是身為老師最大的安慰，看見付出結成

纍纍的果實，心中總是充滿喜悅。

  想做的事要及時，在自己還有體力及能

力時要盡快去實現。人的生命有限、體力

有限，所以『有些事現在不做，以後就不

會做了』。

  而另外一位孩子，則是因為休學後又復學，重讀高二的那一年，原先也讀不下去了，建智

老師只說了一句話：「要不要讀，你自己決定，但是休學後我們連朋友都不是。」最後，孩

子決定繼續就學，但依然跌跌撞撞，遇到了許多的挑戰。幾個月後，建智老師問孩子，當初

的決定是對的還是錯的？孩子認真的說：「如果我當初決定休學，我一定可以過得比現在輕

鬆，不用這麼痛苦。但是未來我會失去更多。」原來，孩子深刻的感受到技術的學習、能夠

展現自己的舞台，以及與同儕共同努力完成一件事情的過程。

因為堅持，讓生命有無限的可能

  採訪結束後，建智老師送編輯至校門口，沿途遇見的學生，都認真地向我們打招呼，親切

的說「客人再見。」而原本搬運重物正在等待電梯的孩子，也會先禮讓師長搭電梯、幫忙按

電梯。這樣的情景，很難相信是在台灣的高中裡，也許這就是建智老師說的，品格的重要

性。

  在建智老師身上，我們深深地看見了用生命影響生命的寶貴，建智老師說：「我真的不偉

大，我的能力很有限，只要能夠影響一個班級就夠了。」而他也深深地感謝生命中有許多的

貴人。建智老師說：「自己很感謝學校的行政團隊，如果沒有學校系統的合作與支持，孩子

的學習與轉變也不可能發生。」對於慈馨，建智老師表示非常的佩服，也感謝團隊用心的經

營與照顧，對於慈馨的孩子，建智老師勉勵道：「永遠、永遠、永遠～不要放棄！」



教育長 吳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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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育幼院工作之態度與認知】

一、在育幼院工作，老師們所涉略的範圍及所學習的專業較一般工作範圍廣大，如：人

    本教育、社工、諮商、教育、輔導…等，都需略知一二，如此才能提升自己應變能

    力和問題解決能力。

二、工作同仁應看重也認同育幼院工作的價值，保持樂觀態度，培養耐煩之心，並持有

    終生學習之態度。

三、輔導效能和生活相結合，因為這是以生命陪伴生命的工作，保育老師所培養的能力，

    對孩子是最直接的協助，能讓孩子身心有不一樣的開展。

四、學習以孩子「內在需要」及「立場」處理一切事，不因孩子顯現的負向情緒、態度、

    行為，歸咎於孩子品行，或做性格歸因、情境歸因。

五、結合時事引導孩子「回饋社會」。例如：九二一地震發生後，院裡的師長帶領孩子

    至國光國小協助賑災物資搬運工作，讓孩子發揮能力，為災民盡一份心力。

六、這陣子一連串之事，辛苦大家，就二段話與大家勉勵之。

（一）逆境使人更成長、更堅強。「苦」實為修行資糧，辦事之後盾，真發心至誠感天，

      則諸天護法皆來護持。

（二）面對孩子是磨「己」心，遇險厄之境，當勤修忍辱，當以「理」解此事。（培養

      修練己心）。

於民國90年10月30日，教保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