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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具體化我進入長者世界的感覺，那

戶、幾乎沒有行動能力的長輩，家人照護

是一個灰灰的、舊舊的、斑駁色彩的疆域，

困難，只期待他不要再總是不配合照顧，

諮商心理師 楊顗帆／吳若慈

空空的、慢慢的、停滯的，會談過程需要

把床褥弄得一團混亂還要一直鬧脾氣。在

當心理諮商服務進到老人家的陪伴，對

和Kahn, R.L.的成功老化模型作為說明，

為這個世界注入活力、生命力，或是在這

進到這樣的案家工作，一方面需要同理案

諮商所來說是一份特別的因緣；這發展並

其中有重要的三個面向：避免疾病、積極

個世界翻箱倒櫃，尋找發現亮點，距離「

主家人照顧的辛苦、提供照護知能、協助

不在這兩年所設定的路徑上，而是來自社

生活參與投注、維持高度認知和身體功能。

邁向統整的老年階段」的目標太遙遠，更

照護心理建設與準備，一方面提供政府正

區的需求。去年，比鄰的社區長照服務機

心理專業工作的介入，得以協助老人家和

多的現實是10個長輩有10個三餐與高血壓、

在推行的長照資源協助之外；也需要陪伴

構來訪，向諮商所談起長照2.0的服務工作，

家屬維持關係的連結，並重視關係互動所

糖尿病、心臟病或肝病藥物為伍，手腳功

案主看見他的一點點能力，找到一些些可

說著許多正在服務居家照顧、復健等協助

帶來身心的穩定和健康，不僅是維持認知

能的退化漸漸地失去了行動能力，肩膀僵

以前進的方向，同時正常化他的生理狀態。

的老人家及他們的家庭，從他們的生活中

的功能，更有助於促進生活參與的投入；

硬痠痛、關節疼痛、神經痛、淺眠、記憶

臥床無法行走的案主，他的手或許還有抓

感受到心理健康資源進場的重要。老人家

在生活的參與中，老人家得以找到生命中

力消退、手舉不起來、腳感覺無力是普遍

握、舉起來的能力；雙腳無力的案主今天

可能因為身體功能及健康的退化或變化而

不同的價值和意義，或許看見自己仍有貢

的小問題，不小心跌倒之後一蹶不振，需

可以將腳舉起來5度，下周可以舉起來6度；

心情不好、可能因為社會結構變遷而沒有

獻於他人的價值，或許得到關係相互的支

要倚靠助行器、輪椅行動，甚至臥床需要

一整個身體的老化與病痛的案主，還有一

什麼身旁的照顧或支持、家屬可能因為長

持，或許得到不同生命階段的意義整理等。

依賴他人協助大小便的清理、擦澡、餵食，

雙漂亮的眼眸。

期照顧的壓力或生活各種的壓力，也因此

此外，對於家屬而言，也是找到一個可以

對於自己身體的不可控制感蔓延了無望感

人們，無論男女老少，都這麼需要被肯

身心俱疲。這些種種實際的生活狀況，成

喘息和支持的空間，也重新釐清對於老人

受。一輩子就為了養兒育女而打拚，幾乎

定、被看見、被鼓勵、被包容與被愛，以

了老人家和家屬一個難以言說的烏雲，時

家生命的理解，並能有不同的關係連結。

沒有離開過從小生長的區域、沒有興趣也

一個孫子輩的角色進入，還是可以大大的

而籠罩因而得不到雲開的喘息和心理的紓

由此可見，心理專業的投入，有助於成功

沒有社交圈，覺得生命沒有意義，也沒有

稱讚、鼓勵與肯定他們的任何一點點小美

解。

老化的促進。

甚麼值得期待的事，他們其中的許多人，

好，每一個長者給我的笑容都是如此珍貴。

甚至只領著微薄的津貼還要照顧孫子女，

他們的生命經驗都這樣充滿了波折、辛苦

無法頤養天年。

卻又展現了韌性，面對他們生命的困境與

陪伴長輩走向成功老化的一段路

近十多年來對於老人工作的實務演進，

諮商所投入這陌生的領域以回應社區的

更多在於強調「活躍老化」（active aging）

需要，以下便想藉以合作夥伴—吳若慈諮

或是「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的

商心理師的經驗分享，貼近這現場的體

概念。以李世代（2010）整理Rose,J.W.

會。

與長輩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技能是醫療

無力，我唯一可以做得最好的是真誠的陪

衛教知識、職能治療概念、社會福利補助

伴，在那一刻有一些心與心的觸動，他們

資源掌握。用著他們語言，在他們的背景

些微的不一樣，也都深深的感動著我。

脈絡中，尋找到一點點好的感覺，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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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至少在與他們見面的時候，可以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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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最後我想跟你說，

孩子，你真的很不簡單

生活中的事情一直在發生，而我們就是當中的一員。

諮商心理師 吳祖揚
陪了孩子走過了十個年頭，與這裡的老師比起來雖不算長，但對我與孩子而言，真是條
漫漫長路啊！
我喜歡在這裡工作，因為當孩子與我有需要時，這裡所有人都能適時地提供我們協助，
讓我們更有力量地向前進，而且，是隨時找得到人陪伴。
我在諮商室陪著孩子說說話，透過他們告訴我的真實故事，共同體驗彼此的喜、怒、哀、
樂。然後，漸漸地看著孩子長大、變成熟，變得彬彬有禮，變得善解人意，甚至從被人照

維持自己的好習慣，學習別人的好習慣，時時刻刻保有感謝之心是必須做的。
因為，有天你會離開原本的家，然後，組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過去的風風雨雨都將隨著自己長大成熟而成為深刻的回憶。
就跟小樹長大一樣，
我們一路陪伴、澆水、修整樹枝、灑點養分，
直到有天你長成大樹，開始可以當作其他人乘涼、休息與依靠的樣子，
你人生會充滿喜樂。

顧變成可以開始照顧需要的人。

在諮商室裡，發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
我直接地讚美你，你總是像受寵若驚般地假裝沒聽到，只為了想再聽一次這樣的讚美。
你問我：『老師，諮商室裡面可以吃東西嗎？』我問你：『規定可以嗎？』你快速地偷咬
了一口，然後回答我說：『應該不行。』接著，你會把東西趕快收起來。
你偷偷地襲擊我，我雖然不能同意，但我知道你就是想要表達你的不滿，只是一時不知
道要用什麼方法。
你帶著食物進來，告訴我要和我分享。我問你：『諮商室裡面可以吃東西嗎？』你回答
我說：『好像不行，但你吃應該沒關係。』我心想：『是這樣嗎？』

在孩子的成長歷程中，父母與良師益友的陪伴，可助其茁壯，也可使其生命更加璀
璨；但是每個孩子都是惟一的，需要被理解、欣賞、尊重和支持，才能真正做自己。
誠如黎巴嫩詩人卡里．紀伯倫（Kahlil Gibran），於其著作「先知」第四章「孩子」
寫道：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
他們是「生命」的子女，是生命自身的渴望。
他們經你而生，但非出自於你，
他們雖然和你在一起，卻不屬於你。
你可以給他們愛，但別把你的思想也給他們，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

孩子，我想告訴你，我看到你在學習。
我們都在盡力地在當一個值得被自己或別人欣賞的樣子，所以，我們得持續地學習，因
為，甜美的果實不會從天而降，而是需要從現在的一棵小樹苗開始。

你的房子可以供他們安身，但無法讓他們的靈魂安住，
因為他們的靈魂住在明日之屋，
那裡你去不了，哪怕是在夢中。
你可以勉強自己變得像他們，但不要想讓他們變得像你。
因為生命不會倒退，也不會駐足於昨日。

孩子，我還想告訴你，你真的很不簡單。
因為學習相信的路又長又辛苦，

你們是弓，你們的孩子是被射出的生命的箭矢。
那射者瞄準無限之旅上的目標，用力將你彎曲，以使他的箭迅捷遠飛。
讓你欣然在射者的手中彎曲吧；因為他既愛飛馳的箭，也愛穩健的弓。

看見你總是小心翼翼、戰戰兢兢的樣子，
有時讓人高興，有時也讓人心疼。
心疼你的傷痕累累，且為你的超厲害的勇氣而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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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與慈馨家的孩子
研發暨社會資源組社工師 劉彥芸
猶記得去年三月，來到慈馨家的第一天，

需求，從課程學習到實務工作，從實務工

下班前幾位國中的孩子聚集在門口，其中

作到教養自己的孩子，過程中我不斷嘗試、

一位男生轉身靦腆地對我微笑，揮手跟我

覺察、反思、調整；我想，沒有一成不變

說再見；隔天，這個孩子下課特別來到辦

的教養模式，如何依著孩子不同的特質和

公室向我介紹他的名字，這是我與慈馨家

需求彈性調整，如何從過去的經驗、價值

孩子的第一次接觸；這裡的孩子們看起來

中釋放，重新理解與接納自己的每一個狀

好熱情好善良。漸漸地與孩子們有更多相

態，是我在慈馨家最寶貴的學習。

處的機會，發現這裡的孩子外在看起來跟
一般的孩子相似，但內心卻積累著大大小

真實的對待，也感受孩子最真誠的回饋

小的傷痕，就好像一顆飄在空中的彩色氣

「媽咪！」當慈馨家的孩子第一次這樣

球，看起來熱情奔放，但有時輕輕一碰就

呼喚我時，內心有一種莫名的感動；我想，

會大爆炸，情緒和行為會忽然退化到幼兒

我跟孩子的關係更靠近了，我似乎成為孩

的年紀，與這些孩子互動的過程中，常常

子心中那個重要的人。去年四月，我帶著

讓我想起自己的孩子……

佑佑第一次來慈馨家，跟孩子們一起上甲

因為先生工作的關係無法常常回家，因
此有時需要帶著佑佑一起上班，有一次帶
佑佑到辦公室，才小學三年級的小哥哥看
到佑佑的鞋帶掉了，不管地板髒不髒、馬
上就坐下來幫佑佑綁鞋帶，把佑佑當成自

孩子，期待你長大後也能愛人
「媽媽，今天要去你的辦公室嗎？」是
佑佑現在最常問我的一句話。
我問：「為什麼你喜歡去媽媽的辦公室
呢？」

己的弟弟照顧。我想，慈馨家帶給孩子的，

佑佑說：「因為那裡有主任阿伯、廖媽

不是教條式的生活規範，是一種家人的情

媽、振杉老師、豪豪哥哥、阿良哥哥、柚

感連結，讓這些曾經受過傷的孩子，可以

子姐姐…」

重新經驗「家」的溫暖，讓他們相信原來

聽著佑佑用他小小容量的腦袋瓜，細數

我值得被愛跟愛人。感謝慈馨家的每一位

著慈馨家裡每個人的名字，我想，是因為

師長和孩子，把佑佑也當成家人一樣看

他在這裡被愛包圍著。

待。

然後，我會摸摸佑佑的頭：「哇！有好
多人愛你喔！你好幸福，長大以後你也要
對每個人都很好，很善良喔！」
佑佑微笑地點點頭。

骨文課程，哥哥姐姐看到佑佑馬上跑過來
來慈馨，重新學習當一位「母親」
我的孩子叫佑佑，今年三歲，因為佑佑

跟我說：「老師，他可以坐我旁邊，我幫
你照顧他！」「老師，我去幫他拿筆跟

年紀還小，照顧多以滿足生理需求為主；

紙。」「老師，我可以教他寫字喔！」聽

直到來到慈馨家，我才重新學習成為一位

著孩子們此起彼落的聲音，主動貼心地陪

真正「母親」，學習如何教養孩子、理解

伴著佑佑，我心裡想著：佑佑可以在這裡

孩子，陪伴他成為有能量的人。在慈馨家，

跟哥哥姐姐一起長大，是一件多麼幸運的

透過參與個案研討、教育訓練等課程，孩

事情。

來，哥哥幫你綁鞋帶。

佑佑和哥哥們共樂。

子的年齡層從國小二年級到大學，對於不
同年齡層的「親職」角色有不同的功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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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社 工 心輔 股

藝術是一種養分，滋養生命的美好

烘焙美學，甜蜜焦糖布丁
知道要製作平常愛吃的「布丁」，孩子們都興奮不已。這天林齡華老師帶領孩子們

研發暨社會資源組組長 廖振杉
與甲骨文大師～鹿鶴松老師的合作、推動下，慈馨的美學課程已經邁入第二年。孩
子們一開始對於美學課程完全沒概念，經過一年的陶冶，現在已越來越投入，並能將

使用簡易健康的素材，將真材實料變化出美味的布丁。
有了之前製作雪Q餅的經驗，這次孩子們在學習上更為快速，也更為細膩。他們仔
細的量著比例、攪拌，以及傾倒蛋液，每一道工法都不馬虎。孩子說「雖然看起來很
簡單，但是要作出美麗的布丁很不容易，我們要不只吃起來美味，也要看起來美味！」

課程所學延伸至生活中。
透過美學的薰陶，我們期盼提升孩子們的人文素養，並激發生命裡無限的創意。讓

品嚐著完成的成品，孩子們臉上露出幸福的笑容。「老師，這一個我要留著，讓小家
媽媽也能吃到美味的布丁！」一位國小的孩子開心的說著。

我們一同見證這段生命的美學之旅吧！

歡喜迎春，甲骨文春聯
過年前夕，在劉惠文老師的帶領下，孩子們練習寫著甲骨文書法，除了新年祝賀詞
外，還特別寫上應景甲骨文「豬」的文字，並畫下可愛的小豬。
惠文老師說，「寫書法是一種陶冶，專注的和自己相處。書法沒有好壞，只有用不
用心。」撰寫的過程，孩子們剛開始還有許多的膽怯、沒自信，但經過幾次的練習後，
他們越來越有自信，下筆時也越來越乾淨俐落，課後甚至拿自己寫的春聯佈置小家，

孩子們協助寫下食材的比例。

共同合作一起製作焦糖 完成美麗的焦糖布丁成品。
布丁。

讓小家空間充滿年味！

編織幸福，幸運手環
用自己的雙手，編織出一條幸運的手繩，五顏六色的文化線，交織出一條美麗的手
繩。在王酪琇老師的帶領下，孩子們開始進入手編織的世界。
「這個要怎麼繞啊！」「老師！老師！我好像繞錯了，變得好醜喔！」在一陣陣的
哀號聲後，孩子們仍努力編織，漸漸的越做越上手，還可以互相教學與勉勵。「老師，
我一邊做，一邊念佛喔，我想戴這條幸運繩的人，一定會很平安健康。」「希望你長
得很美麗、充滿智慧、有很好的人緣…」孩子一邊編織著幸運繩，一邊傳遞正向的意
老師示範書法撰寫的方式。

先在宣紙上練習甲骨文新年
吉祥話。

寫下新年的祝福，增添過年
的氣息。

念，表達關懷與祝福。原來，作品不僅有作者的創意、用心，也傳遞了作者內心最真
摯的意念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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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弈人生，圍棋課程
在一般人的印象裡，圍棋是非常靜態的活動，這天在達達老師的帶領下，用趣味活
潑的方式，讓國小的孩子們認識了「圍棋」。
從故事開始，慢慢進入圍棋的世界，圍棋像一幅畫，從點延伸到線最後連成一個面。
透過毒蘋果遊戲、孔明遊戲，讓孩子理解圍棋的玩法、規則。「我覺得我剛剛太衝動
認真聆聽老師的教學。

老師示範如何編織手繩。

了，應該…」「我剛剛在移動棋子的時候，一直在想下一步可以怎麼走。」

完成的作品。

合作美學，趣味桌遊
桌遊不只是一種遊戲，更是一種拉近人際互動的工具。第一次桌遊課程，孩子們從
遊戲觀點延伸至生活和學習，第二次則在周駿城老師的帶領下，孩子們走入人際互動
的世界裡。
用孩子的語言，和孩子們貼近，然後在遊戲過程中，學習規範與人際互動技巧。老
師邀請各組，訂定小組遊戲的規則與懲罰，而每位孩子都要提出兩個想法。「懲罰，
不可以做奇怪的事、違反社會風俗。」在原則下，孩子們學習表達出自己的想法。遊

達達老師生動趣味的介紹圍棋。

透過毒蘋果遊戲進入圍棋
的世界。

團隊合作，共同挑戰孔明棋。

戲中有競爭、有合作，如同現實社會裡，要學習如何「做人」，如何與人「合作」。
遊戲結束了，但孩子們的內心仍然激盪著，多了更多情感的交流。

花藝陶冶，手作精油花
一進到教室，充滿了精油香氛的氣息，耳邊繚繞著舒適的輕音樂。這天，陳寀瀅老
師帶領孩子們一起完成乾燥花花藝，用雙手插出屬於自己內心的秘密花園。
藉由老師的引導，孩子們透過眼睛、雙手製作出屬於自己的作品。美學就是一種生
活態度，能夠滿足嗅覺、觸覺與視覺。課程結束前，老師邀請每位孩子介紹自己的作
品，並分享創作過程自己的心情。
「在插花的時候，心情很平靜，我很喜歡今天早上的感覺。」
「剛開始聽老師分享要插花的時候，我就在想心中的花園。」

駿城老師說明桌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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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討論符合規則的遊戲
懲罰。

小組合作，完成桌遊的挑戰。

「我的作品叫作-亂中有序，邊插的時候邊想，我希望他能夠排列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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