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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溫馨，來自衷心的感謝

研發暨社會資源組組長 廖振杉

把期待放在一起，就成就了這個故事

  「老師，我和小臻、小安、小婷有討論了，我們想辦一場祕密的活動…」

  原來是孩子們自發性的討論著，希望能夠在溫馨的母親節舉辦一場感恩和祝福的活

動。「因為，平常都是老師們帶我們做活動，這次換我們要給老師們驚喜！」孩子開心的

說著。

  於是，從兒少之家幾位國小的孩子開始，主動邀請少年家園的哥哥、姐姐們一起參與並

號召全部的孩子們共同協助。

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延伸無限的創意

  「老師，你可不可以幫忙邀請蕭敬騰來表演？」孩子天馬行空的與老師討論著。「我覺

得我們可以做…」「不要啦，我們上次美學課程有學過，可以製作雪Q餅啊！」於是，孩

子們從贈送的禮物、卡片到活動當天的表演，你一言、我一句的，把天馬行空的想法，一

個一個具體的寫下來，並運用美學課程所學，不斷地創造新點子。從卡片到手工餅乾製作，

每一份都是獨一無二的禮物。

用心的準備，作最完美的呈現

  母親節活動前一天，由孩子們自行佈置場地、架設投影機、製作座位桌牌。「平常看老

師們辦活動都會這麼安排…」原來孩子們在師長的陪伴下，耳濡目染，轉化成學習辦理活

動的方法與做事態度。

  活動當天，只見國小的孩子在舞台上，擔任主持人、表演者，操作著不甚熟悉的表演內

容，但卻堅持表演到最完美，獲得全場的掌聲。

  「您們就像媽媽一樣，照顧我們、忍受我們的壞脾氣、願意聽我們說話，謝謝您們！」

孩子在影片裡寫下這樣的文字。最後，每一位孩子拿著蠟燭、卡片及手工餅乾，深深地向

老師鞠躬，並邀請老師許下願望，吹熄蠟燭，完成這溫馨又感人的活動。

孩子製作手工餅乾。 活動當天精彩的表演。 全家一起合影留念。 感謝每位辛苦的老師贈送卡片和

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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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粽艾飄香、綠樹鳴蟬時節，很高興

慈馨家有四位孩子順利升讀大學，其中還

有一位考上國立大學；而三位國中生，也

都順利地考上他們第一志願的公立學校；

很特別的是，這一批都是女孩子。看見這

些孩子從初來時的畏縮與茫然，長到現在

對自己的未來充滿希望與自信，不禁為孩

子們的努力與生命韌力喝彩。同時，對於

這些不疲不棄，陪伴她們一路走來的夥伴

們以及關愛她們的大德們，心中更充滿了

敬佩與感動！因為這些孩子在課業學習的

歷程中，曾經充滿了挑戰與挫折；她們一

次次的在挫折中想放棄，又一次次地被重

新燃起鬥志。而在考前的「夜衝」階段，

夥伴們陪她們一起備戰，疼愛她們的月瑛

阿姨更是每天晚上提供美味的宵夜為她們

打氣。很高興孩子們終於展現學習成果，

回報大人們的用心與愛心。

  近年來政府調整家外安置孩子的安置政

策～親屬寄養優先、其次是寄養家庭、最

後才是機構安置，安置機構成為兒少安置

的最後選擇；影響所及，使機構安置之孩

子的議題也越趨複雜與困難。慈馨兒家目

前約有一半的家童是領有身障手冊，此外

許多孩子有過動（ADHD）、認知障礙、

學習障礙、或情緒障礙等議題。除了必須

連結學校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也

需諮商師、身心科醫師、職能治療師等多

種資源的協助；在生活照顧上，夥伴們也

必須學習特教的知能，才能滿足個別孩子

的不同需求。 

  有人形容我們的保育/生輔夥伴要像八

爪章魚，還要具備十八般武藝，才能在孩

子的照顧上面面俱到。這些無怨無悔、默

默付出的「媽媽」們，正是孩子們生命成

長的重要推手。而所有發揮愛心，出錢出

力的大德們，則是提供孩子們安心學習與

安定生活的後盾。其他如聯詠科技、山葉

機車、捷立科技…等企業，展現社會責任，

願意提供孩子們職場的體驗與認識，既拓

展了孩子們的視野，也增加社會接觸的機

會；扶輪社、同濟會、獅子會以及許多愛

心團體，贊助各類方案的經費，給予孩子

及時的幫忙；這些都是孩子們成長的重要

元素與動力。期盼孩子們能夠珍惜這些善

緣，上了高中與大學後，繼續努力學習；

未來能開創自己的璀璨人生，並為社會做

出貢獻，以回饋大家給予的愛。

吾家有女初長成

家主任 詹前柏

 ◆ 兒 ◆ 少 ◆ 之 ◆ 家 ◆ 專 ◆ 題 ◆ 

我們開店囉！--我家也有福利社
資深資訊管理員 王元鼎

  「老師！今天有福利社對不對？」

  「老師！今天有賣什麼飲料？」

  「老師，明年我也可以當店員嗎？」

  「老師，最近怎麼沒有打折！」

  自從福利社有了實體店面之後，孩子對

於福利社方案的興趣又更提高了，常常會

聽孩子好奇今天開店有什麼東西、好奇有

沒有折扣、好奇是否有機會成為福利社的店

員，而這一切，都源自於一個小小的發想。

  最初，我們觀察到孩子取得日常用品方

式很便利，在使用的時候也不會特別愛惜，

總覺得東西壞了再申請就好。我們發現孩

子並沒有被建構「這些物品是需要別人花

錢買來的」的現實感。因此，除了日常生

活加以宣導之外，更著手設計第一代的福

利社方案，我們設計代幣讓孩子透過代幣

「購買」自己的生活用品，清楚商品價格，

也練習分辨，哪些東西是必需品、哪些是

奢侈品。

  方案草創時，福利社有點像麵包車或小

蜜蜂的概念，每個月有一至二個週六下

午，工作人員推著貨品車到家童生活的樓

層去販賣商品。運作了幾年，孩子漸漸有

概念，知道代幣要拿來購買自己缺乏的必

需品，也知道這些物品不是憑空得來，而

是需要花錢的，要好好珍惜。

  於是，我們漸漸把目標推向更上一層樓；

以往孩子是福利社的購買者，現在他們是

否可轉為福利社工作人員？或許讓孩子一

起參與，孩子可以有更多的學習！於是，

我們招募家童做為福利社的助理，開始學

習要準時上班、要填寫工作紀錄、要盤點

商品數量、補貨、標價、以及留意有效期

限…。

  少年家園落成後，我們計畫利用七樓的

空間，擺放貨架，讓福利社不再是推車販

賣的型態，而是有了固定場所，有了店面。

因此，第一梯次工讀的孩子，角色就轉變

為店員，在實體商店運作初期，他們要幫

忙組裝貨架、搬運商品、打掃庫房、盤點

商品、商品建檔、學習開店流程、學習使

用結帳系統。因為不熟悉，他們在過程中

不斷地遇到問題、不斷地想辦法解決。

  「老師，這個貨架好難移動。」

  「老師，這個商品要怎麼標價？」

  「老師，我發現這個系統掃描條碼反而

比較慢，用打字去查比較快耶！」

  「老師，我們以後可不可以賣包包？」

  「老師，聖誕節要到了，有沒有特別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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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這種餅乾其實很難吃，我們都

不喜歡買。」

  因為擔任店員，角色和任務不一樣了，

這刺激著他們去思考商店經營需要哪些元

素，讓他們有許多的發想跟解決能力。帶

著孩子學習的過程，總能看見他們的進步，

我常常喜歡問他們的想法是什麼，然後結

合福利社方案的用意，引導他們有更深度

的學習，而這群店員聽完之後大部分都能

理解，有時候還會提出好方法幫忙解決難

題。

  第一梯次的店員熟悉工作運作模式之後，

成了資深店員，也晉升成幹部，他們得排

班學習當值班經理，並帶著第二梯次的新

店員學習，這段歷程對幹部的衝擊應該是

最大的。

  「老師，為什麼小雨跟阿水他們一起工

作的時候很常吵架啊？」有一次在幹部會

議中，小今忍不住問了這問題，小可、小

月、小因馬上就有共同的感受，小因：「

我覺得小西他上班都不認真，跟他講話他

好像都不在意。」 

  「嗯，你們看見了要帶新人的不容易；

這很棒，對於新進的店員，我想他們都有

不同的狀態，你們要不要多說一點當時發

生的狀況？」我帶著幹部們去理解新人的

個性、做事的風格，然後讓幹部調整帶領

的方式。

  我跟幹部們說：「我們重點是要讓新人

學會這件事，而不是讓他們害怕做這件事，

我知道會遇到很多困難，但每次開店我也

會陪著你們一起，或許新人進步的速度很

慢，但我們要的就是他們願意學習、願意

進步，這樣就足夠了。當初我在培訓你們

的時候花了將近二個月的前置時間，但這

批新人卻是直接上場，當然會遇到很多挫

折，我相信你們幹部的用心，新人都能感

受，也相信新人慢慢來一定有辦法學會，

這是傳承與學習中最重要的事情。」之後，

這些幹部們調整好心態跟目標，在帶領新

人的過程中漸漸成長。看見新人一步一步

的熟悉流程，也漸漸能應付各種層出不窮

的狀況，以往都會一直抱怨新人狀態不好

的小可，開始在工作心得寫下他看見新人

進步的地方；以往多僅止於觀察的小今，

也能找到好的時機跟想法去提醒面對問題

的新人。

  今年四月，我們更新實體店面位置，設

立於少年家園一樓辦公室間，還舉辦了一

個盛大的喬遷開幕儀式。開幕當天孩子們

大排長龍，對新的福利社非常期待，我們

發現福利社不僅提供商店運作與服務，還

成為孩子們交流學習

與回憶的特別空間。

  未來，福利社方案一定還會成長，會有

不一樣的樣貌，是孩子們很重要的學習場

域。我們的初衷就是抱持著相信，相信孩

子們的能力、相信全家人共同創造的價值，

並透過彼此的陪伴與練習，培養孩子們的

實務操作技能，增強他

們的自信與成就。我們

在慈馨家，開店囉！

福利社店面開張大吉，福客常臨，揭匾！！ 要買的東西好多，趕快下手！

盛況空前，大排長龍。 付的錢對嗎？確認結帳金額很重要喔！

思考著自己的錢還夠買哪些東西。 太忙碌了，老師也下海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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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家園資深社工 蘇盟惠

在生涯工作坊中看見自我優勢，建構生涯藍圖。

慈馨團隊與彰師大輔導員建構合作共識。透過面試工作坊協助，掌握面試的關鍵重點。

少年家園專題少年家園專題

圓一個【馨】夢 表達，並邀請輔導員協助少年製作履歷自

傳並進行初步面試的準備；再由台中教育

大學許碧芬教授進行實際升學或就業面

試，後續針對面試給予建議。透過老師的

建議，在面試過程中給予少年肯定，並讓

少年看見自己在表達上可以再增強的是什

麼。

  第二屆的少年則依循的第一屆的經驗，

於2月28日設計生涯工作坊，讓少年在進

入一對一陪伴前，進行自我探索與認識自

己對於未來的初步發想。有少年說「我以

後想開一間有特色的咖啡店」、「我想製

作很好吃的甜點」、「我想要照顧家人」…

等，少年開始去建構自己的生涯藍圖。

  從圓夢計畫的執行至今，第一屆的少年

有幾位已錄取自己喜歡的大學科系，近期

正在準備一日大學生的體驗。在圓夢計畫

的協助下，少年在對於學校科系的選擇是

有更清楚的圖像，且在準備備審的過程，

也與少年討論資料可以如何準備及呈現。

有位少年提到在工作坊中面試老師的提醒

她都記得，也在面試前重新思考一次，讓

她更有信心面對面試；另一位少年提到好

險有先練習過，自己是比較不緊張的。

  在圓夢的過程，需要花時間透過對話去

表達自己的想法，也透過「說」，讓自己

被理解，以及經驗的再整理；輔導員就像

指北針，引領你往夢想的方向前進，而自

己是掌舵手，夢想的方向可以討論、可以

陪伴，但路要自己走；夢想也需要實踐，

需要一步一步踏實的執行，每天一小步一

小步的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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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曲慧娟（2008） 心理劇暖身技巧

初探 https://www.psychspace.com/psych/

viewnews-3052

透過skype系統進行一對一談話與討論。

  圓夢計畫是慈馨少年家園與彰化師範大

學華人生涯研究中心的合作計畫，透過後

現代的生涯輔導理念，陪伴家園少年進行

生涯探索與規劃。在計畫中透過具輔諮背

景學生輔導員一對一的陪伴，重視每個人

獨特的生活經驗及脈絡，輔以圓夢平臺相

關資源，協助少年整理生命經驗，從中發

掘自我優勢，學習在既有生活條件中，了

解自我、訂定生涯目標、實踐夢想。

  計畫之初的對象鎖定家園6位高三生，

這個階段對於未來的生涯探索處在一個分

野，故期待透過輔導員的角色，帶給少年

不同的刺激與發想；惟輔導員對於少年們

生活的場域是不熟的，故透過工作坊的設

計，讓輔導員們對於少年的生活與居住場

域有初步的了解，也讓高三的少年與輔導

員們進行第一次的面談與認識。

  107年7至8月開始第一階段的陪伴，彰

師大輔導員便碰到不同少年的狀況；有些

少年對於生涯議題概念尚淺，有些少年覺

得這議題太過沉重而不見得願意談生涯，

於是乎對於計畫的目標需要重新的確認及

討論。對於家園少年來說，第一次參與這

樣的計畫，與輔導員的關係尚未建立，也

尚未好好的暖身，曲慧娟（2008）【註】

提到好的暖身活動會凝聚成員向心力，形

成好團體動力，引導團體成員在安全、信

任的氛圍中，充分表達真實的內在自我。

於是在雙方的討論下，將陪伴策略做些調

整、陪伴步調也要放慢，讓少年們也漸漸

的與輔導員們調頻，調到一個彼此都舒適

的頻道。

  107年9月第二階段開始，少年更多主動

與輔導員分享自己對於課業學習上的困難、

對未來的想法或是自身的狀態，少年會好

奇「我適合念某某科系嗎？」、「某某科

系跟某某科系的差別是什麼？」、「我好

像可以做某某行業…但是厚…」，當少年

提出想法或自我分析，輔導員傾聽且一同

討論，那是一種被支持、被理解及被接納

的歷程，彼此從而有對話的可能。

  108年2月第三階段開始，第一屆的少年

們已經考完學測，開始在準備備審資料及

面試，對於自己夢想的科系與學校有更多

的探索；另一部分，第二屆少年進到計畫。

這次，與華人生涯研究中心討論，剛開始

的暖身是需要一些時間建立關係的。於是，

第二屆的少年由升高一少年開始，並依據

第一屆陪伴的經驗，讓第二屆的陪伴更有

結構化，也更能靠近陪伴少年圓夢的目標；

所以這階段同時有兩屆的少年進行圓夢計

畫。

  第一屆的少年在本階段會有面試工作坊

來協助少年們準備大學面試或工作面試的

實際演練；透過彰化師範大學劉淑慧教授

分享在面試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態度與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