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花絮 社工心輔股

  感謝所有授課老師的引導，讓孩子們持續在生活裡陶冶美學的精神，使藝術不再只

是課堂上的教育，更是生活裡的一部分；而孩子們創造出舒適美好的空間，也讓內在

的那畝心田，因著美學的灌溉被滋養與照顧。

孩子細心的進行花藝。 上台分享自己的作品及創作心得。 完成每個人心中的秘密花園，共同合影紀念。

等待，是積累我往前走的力量
編輯小組

最常陪伴我的是空盪盪的屋子

  「媽媽哄我睡著之後，會在半夜出門，

早上媽媽就會回來，手上會提著麥當勞來

見我。我經常在半夜醒來，媽媽不在我身

邊，最熟悉的是空盪盪的屋子和我的哭

聲。」

  「一開始我會哭泣，直到哭累了睡著。

醒來之後我會跑出去找媽媽，當然我沒有

找到，那時我才幼稚園。」

  「我不需要一個提麥當勞見小孩的媽媽，

我希望媽媽陪在我身邊。」

  小宇緩緩的說出這些話，口氣時而氣憤，

眉頭伴隨感傷。

  小宇是因為被保母暴力對待，才轉到育

幼院保護安置，她其實有一位愛她的母親，

但因為母親犯了錯，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

責，所以無法陪伴在小宇左右。

  「有一次我假裝睡著，等媽媽出去時我

就追了出去，但媽媽早已不見蹤影；我失

落的走回家，才發現我把自己鎖在門外，

於是我蹲坐在門口一整夜。這是跟媽媽住

在一起時，印象最深刻的部份了…」

【教養小撇步】

  年幼的孩子不太記得發生的事？真的是

如此嗎？

  其實，幼兒雖然一知半解，但他們能夠

感受父母的陪伴，也依稀記得喜怒哀樂的

情境片段。父母長輩們以為孩子缺少愛，

可以透過物質補償，但對孩子而言，物資

比不上真誠的陪伴。

住進一個不適切的家，令人覺得心碎

  媽媽因為無法同時工作又照顧小宇，所

以小宇住在保母家生活。一開始接觸小宇

時，她無法說清楚當時在保母家的生活有

多苦，只記得，小四的小宇很容易感到恐

懼，小宇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恐懼是什麼？

小宇不會說她經歷過哪些暴力，小宇會說

出的是畫面，然後透過這些畫面，才拼湊

出那一幕幕讓人不寒而慄的暴力事件，居

然真實的發生在小宇年幼的時光裡。

  「有一次，保母的兒子跟我說，要把我

丟掉，我被丟在一個草叢裡面，很多的蟲

子往我身上爬，我大聲喊著不要不要，但

保母的兒子還是把我留在那，我看著他的

車越來越遠，直到看不見了，除了哭，我

不知道我可以怎麼辦。」

  「我蹲在馬路旁，最後保母的兒子才又

回頭把我帶回家，回到那個會打罵我的保

母家。」

  「我也一直以為，我是因為做錯事才會

被打罵。」

馨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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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馨的美學課程是從「引發動機」、「美感體驗」為出發點，設計出主題式

的課程，以玩的方式帶動孩子們探索生活藝術，並提升人文素養。過程中巧妙

地讓孩子們透過感受、練習、操作，從有興趣延伸至有能力解決問題。

  授課講師與孩子們的互動是雙向的，講師看到孩子的努力，給予鼓勵、肯定，

看見孩子退縮，則陪伴、等候。師生間的回饋與分享，讓孩子們對DIY作品逐

漸產生成就與自信，並隨著老師的領引，推進向前。

  無論是個人的作品呈現，或是團體合作完成任務，我們讓孩子在課程、活動

中學習「創造不一樣的生活」、「不要怕陌生、怕挑戰，一點一滴地去嘗試，

凡事紮紮實實去做，人生便會有所改變。」



馨光故事

  「我很努力做我認為對的事，但其實我

也不知道是不是對的事，但好像怎麼做都

會被打？」

  「我不喜歡住保母家，但我也害怕被丟

掉。」

  小宇從保母口中聽到媽媽沒有給保母費，

媽媽不見了等等語言，小宇沒有聽懂，但

小宇知道自己好久好久沒有見到媽媽，於

是小宇就天天幻想著媽媽會來接她回家。

  「如果見到媽媽，我會跟她說，我再也

不要住在保母家了。」

  小宇想像媽媽是個英雄，帶她離開可怕

的保母家，而且媽媽會給她滿滿的愛。但

隨著時間流逝，這個期待已成了失望，讓

小宇覺得她必須在保母家長大了。

細心的老師，協助了等待救援的我

  「老師把我帶回家，檢查我身上的傷痕，

老師說再也不會讓我受傷了。」

  「一開始我沒有聽懂，我只知道小朋友

要聽老師的話，所以我乖乖的配合老師說

的，就在那一刻起，我再也沒有回保母家，

我從來就沒有想過，會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離開保母家。」

  「原來會愛孩子的，不是只有媽媽這個

角色！」

  小宇述說這段往事，她感謝老師為她做

的事，不然她不知道還要過多長的暴力生

活，而且在被社福單位安置之前，小宇仍

然不清楚保母在她身上留下的傷是一種暴

力行為，小宇始終以為，是因為她不夠乖。

【教養小撇步】

  暴力對孩子的影響？

  不適當的暴力施加在孩子身上，造成的

影響不只是身體的受傷，更是心理的長久

影響。孩子在接收暴力的過程當中，如果

不清楚自己被打罵的原因為何，便會對自

己產生懷疑，懷疑自己做錯事，懷疑自己

是不值得被愛的，甚至懷疑自己是笨小孩、

壞小孩…，然後就在這不清不楚的狀態下，

承擔了大人的暴力行為。

  當您在教導孩子的時候，也會出現這樣

的語言嗎？

  「因為你不乖，所以我才打你。」、「

下次如果再犯錯，就把你……」

  讓我們一起避免這種無效又傷害親子關

係的語言吧！因為對人不對事的管教語言，

孩子無法知道自己不乖的行為是什麼？怎

麼做才不會被父母責罵？這樣的教導，孩

子心中只有疑惑而不是學習！所以，當孩

子犯錯，我們應該讓他知道哪些行為是不

被允許的。父母長輩的語言是孩子學習的

關鍵，記得在每一次教導前，想清楚您所

要教導的是什麼，才不會徒勞無功。

馨光故事

不管媽媽您在哪裡，我都等妳歸來

  「離開保母家後，總算再見到媽媽，是

在一個不喜歡的環境下，但媽媽就是媽媽，

我期待見到媽媽。」

  「媽媽見到我，抱著我哭，媽媽覺得對

不起我，覺得自己錯了。」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回應，所以我什麼

都沒有說。」

  小宇的媽媽因為做錯事入獄服刑，無法

陪伴小宇長大，為了表達彼此的關心，小

宇和媽媽開始通信。小宇常常會跟慈馨家

的老師，分享媽媽寫給自己的信件，小宇

非常珍惜這樣難得又唯一的陪伴，因為手

邊的信，讓小宇覺得自己是個被愛包圍的

孩子。

  「媽媽可能以為我還小，她寄貼紙給我，

她大概忘了，她的小孩會長大，貼紙是我

小時候才會想要的東西，但貼紙是媽媽給

我的愛，所以我要收下珍藏著。」

  「老師，我可以跟媽媽說，我不要貼紙，

我想要MP3嗎？」

  當然，小宇沒有這麼做，她從未開口跟

媽媽要過東西。自己想要的東西，小宇會

自己規劃存錢，或運用獎學金再去購買。

  小宇心中最大的期待，是等待的媽媽歸

來。這個心願從媽媽離開就有了，雖然在

保母家生活時曾被迫放棄不敢想像，但見

到媽媽之後，小宇又燃起了希望！

  「我曾經失望媽媽能接我的日子居然要

這麼久，但不管再久的時間，相信總有一

天，媽媽會被自己等到，我們母女倆人可

以在未來的生活裡互相照顧。」

【教養小撇步】

  在小宇的故事裡，我們看見「愛」，支

撐孩子度過困頓的時光、以及撫慰她內心

的傷痕，甚至讓受傷的心靈，接納原生家

庭的不足，並化為力量，原諒大人的過錯。

如果，父母長輩無法給予孩子良好的物質

生活，請不要自責；因為您用心付出過的

呵護及關愛，才是讓孩子變得良善，貼心、

知足上進的養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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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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書，

我想到功課，

因為我最不喜歡寫作業了。

 

看到書，

我想到東美老師，

因為她會教我寫作業。

 

看到書，

我想到時鐘，

因為它讓我知道看書時間是不是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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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聯想
小三 小映

我喜歡花，因為它們有好能量。

我喜歡粉色玫瑰花，因為它讓我開心。

我喜歡黃色的太陽花，因為它讓我感覺很

溫暖。

 

我只要看見郁茵老師，就想起溫和的牽牛

花。

我只要看見小慧姊姊，就想起熱情的非洲

菊。

我只要看見彥芸老師，就想起美麗的萬壽

菊。

 

我喜歡各式各樣的花，

未來我想當花店老闆，

讓大家可以看見很多的花，

讓大家都有好心情，好能量。

花卉的聯想
小五 小祥

  很多時候，我們總會因為做了某些事情

而開始後悔，譬如：你知道對方他沒有爸

爸，因為吵架時逞一時口快，就突然說出

了：「你就是沒有爸爸。」這下可好了，

你不僅深深的刺傷他，還扒了他的傷口，

說完你開始後悔，如果不要講太快就不會

這樣了，如果我不生氣，如果…，可是你

都已經說出口了，還能怎麼辦呢？而我呢，

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小時候，爸爸很寵我，但我不知道珍惜，

爸爸說一句我頂兩句，他再繼續說，我就

跑出家門，這樣甚麼都聽不到，而且在外

面也不會有人管我。後來，因為某些家庭

因素，我變得很少見到爸爸，小學四年級

的某天，我回家看看爸爸過得怎麼樣，可

是我對他還是有些不禮貌。隔天，我快樂

的到學校，就在我放學到安親班的時候，

負責照顧我的叔叔阿姨就來接我回家，可

是當時還不到家長來接小孩的時候，他們

卻很匆忙的就把我接走。之後，我到了醫

院才得知，那個寵我寵到不行的老爸，過

世了，他去了另一個地方…。那時的我很

後悔，也非常的難過，留著淚在心裡和老

爸說了很多話。如果，我早點知道會這樣，

我就會多多孝順爸爸，可是生命的意外來

臨時，它不會像電視會發出颱風警報，反

而像毫無預警的地震震撼了當事者，就這

樣，爸爸的離開讓我成長了不少。

  因為一個重要親人的離開，我才知道，

這個叫做「珍惜」的動詞，動詞顧名思義，

就是有動作，所以我學會了，主動去關心

我的家人，我不想等到他們離開才開始說

著「如果」，以及我多麼的後悔，沒有好

好把握住與他們的相處時光。「如果」能

不能預防？我的經驗告訴了我，可以預防，

那預防的良藥是什麼，就是珍惜，好好把

握住與他們的相處時光，自己就不會有遺

憾。

如果
國二 檸檬糖

開心的時候，我像一隻鳥，飛翔在天空，

把快樂散播出去。

生氣的時候，我像一隻龍，在房間噴火，

把東西都砸亂。

心碎的時候，我像一條河，隨著流水，流

到悲傷的地方。

無奈的時候，我像一條蛇，邁向森林，想

逃離煩燥的生活。

傷心的時候，我像一條魚，在水中游，獨

自在大海哭泣。

我的心情如翻書一樣快，有時喜、有時怒、

有時哀、有時樂。

心情急轉彎
小五 A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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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代表著「我愛你」，

524 代表著「永恆的愛，沒有評價的愛」，

愛，如此的寬容與感動，

愛，祝福了全世界所有相愛的人。

「愛」就是如此的付出！

不管男男、女女、男女相愛，

我們都沒有資格去做任何評論與阻止。

既然世界讓他們相遇了，

就讓相遇的人相愛。

我們根本不能了解被迫分開或歧視的愛，

是多麼痛苦的，

甚至家人的不諒解是多麼的痛心。

524 見證與接受了不同形式的愛，

祝福相愛的人，

幸福快樂，

勇敢的愛吧！

愛
高三 A-Ping

  總有那麼一次，在生活中犯錯，錯誤不

是一種罪，而是讓你改善的一個機會，既

然人生有許多要學習的地方，那麼錯誤是

否能有所改善呢？

  人，總是不會十全十美的，但自己是否

能夠接受這樣不完美的自己？我有個習慣，

不知從何時就在了，它不但曾經使我的好

友和我斷交，也讓我的心起伏不定，彷彿

是一種束縛。這習慣就是每一件事我都給

自己「設下標準」，有時標準太高而無法

達成時，我會不斷批評自己，甚至認為自

己沒用，慢慢的，像是魔咒般，使我對任

何事物都貼上我的標準。直到那一天，我

遇見一個無法達成我任何標準的女孩，和

她相處之後，我才赫然發現，她與一般人

不一樣，她的學習力、理解力，以及邏輯

思考是轉不過來的，所以和她爭吵的頻率

自然少不了。

  依稀記得，有天我們吵架，我認為她有

非常多的缺點，但她從未想過改變，吵著

吵著，我就說：「我們不要再當朋友了。」

她聽見後愣住了一會兒，不知如何回應，

而我卻不再理會她的一舉一動。直到有

天，她的老師和我聊天，說到她的事，老

師說：「自從妳來到這裡，她是多麼快樂，

和妳相處的時候，她變得開朗，謝謝妳都

陪在她的身邊。」當下的我，覺得有些痛

心，似乎自己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於是急

急忙忙地跑去找她，她很開心的看著我，

而我也流下淚和她道歉，她不怪我，也不

罵我，卻微笑地抱著我，和我分享她手邊

的東西。

  而我從這次「和好」中得到了很重要的

體會，我很謝謝她的寬容，使我能夠重新

看待標準，有機會重新修正，更有機會重

新來過。

一個鑄成大錯的習慣
國三 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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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工　園　地志　工　園　地

生命看見生命

    18歲的我雖然沒什麼經驗，不過我有一

個優勢～年紀，因為五年級對我來說距離

還不遠，所以也依稀記得五年級時的自己，

就能更容易站在小年的角度去思考事情。

其實我很感謝小年，因為他讓我發現自己

的點子原來這麼多，還給我很多機會教我

怎麼在他要放棄時拉他一把，或者是讓我

在不同角色間轉換，有的時候要扮黑臉，

而有的時候則是要當個盡責的對手，不過

最多的時刻還是陪伴者的角色。與其說我

是小年的課輔老師，倒不如說小年也是我

的生命老師，陪著我，跨越自己的侷限，

讓我更認識了自己。

課輔志工 余芝磊

  第一次來到慈馨兒少之家時，社工老師

告訴我：「我們希望培養出的孩子是在他

們長大後能有自己生活能力的孩子。」我

看見，他們用心在照顧著這些孩子，也讓

機構中充滿了溫暖。我想來這裡學習，我

也想付出我的努力來使機構更加美好，於

是我成為了機構的志工。

相遇

  小年是慈馨兒少之家一位五年級的孩子，

他在注音符號的學習上還不是很熟悉，因

此每一次的課輔我們都針對注音進行了一

些遊戲學習。在第一次課輔時，我們彼此

都還不熟悉對方，所以小年呈現出很躁動

的一面，那堂課我們甚至連注音都沒碰到。

當時我非常的失落，覺得自己似乎無法與

這位孩子溝通，但漸漸的我發現，其實課

輔最重要的是「陪伴」，我該如何站在小

年的角度陪著他一起學習、進步？

相信自己

  想當初我在學習時，最希望的就是被讚

美與鼓勵，所以我便設計簡單的注音遊戲

和小年玩，只要小年一答對，我就會鼓勵

他。小年是個勝負心很強的孩子，一開始

他總是會在遊戲中作弊或耍賴，不過鼓勵

他一段時間之後，小年越來越相信自己的

回答，他的眼神也漸漸從原本的飄忽不定

轉為堅定，甚至還有挑戰的慾望。最令我

訝異的是，在眼神的改變中居然讓孩子學

會了誠實。當他開始相信自己時，那些作

弊的小動作已經不需要存在了，而這些改

變最感動的時刻，莫過於玩遊戲時我可以

從陪伴者轉換為小年的競爭者。我知道他

真的不一樣了。

讓敵人變成朋友

  因為我是華德福教育體系下的學生，所

以要陪著小年複習一般學校的國語課本對

我來說是陌生的，我不知該從何著手。我

也發現國語課本對小年來說就好像是他的

敵人一樣，要讓他拿出來讀比登天還難。

有句話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所

以我跟小年現在應該算是戰友關係吧！為

了維護這微妙的戰友關係，又要達到學習

效果，所以我必須一步一步慢慢來。我趁

小年不注意時偷偷翻到課本的其中一頁，

並開始手、腳並用的朗讀課文，當然一開

始並不順利，小年還是會把課本搶回去，

不過因為我唸得比較浮誇，所以小年開始

覺得有趣，也會故意選很長的課文給我唸，

甚至開始自己嘗試唸課文。最後我們找到

了共同讓敵人變成朋友的方法：我們打開

課本，但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站起來，

邊唸邊將課文中的意思盡我們所能的比劃

出來，並在唸完後互相出題給對方…，就

這樣，國語課本不再

是我們的敵人啦！

18歲的我與11歲的你 聊
天
與
陪
伴
。

遊
戲
中
學
習
。

  一般人面對弱勢兒少，總會升起憐憫心，但我們無需太心疼他的經歷和遭

遇，而應重視他的身心發展，並給予正向能量，引導他進步、見證他成長，

這才是最好的協助。

  慈馨的孩子們資質不一，學習的樣貌百千種，有的好帶領，有的固著遲鈍，

有的抗拒書寫；但他們對於課輔，以及學習目標都是有所期望的，也希望藉

由課輔提升自己的課業能力。

  因此，課輔志工的進場，是成為他們的教導者、陪讀者，也是學習的引領

者。感謝慈馨的每位課輔志工，總能以看見亮點、用心陪伴的角度，帶著孩

子們學習。您們對孩子的用心、真誠與鼓勵，以及帶來的溫度與美好，已給

孩子們不同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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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家園 阿正口述

研發暨社會資源組組長 廖振杉

童年的記憶，像拼圖一點一滴地拼湊

  回憶起小時候的故事，像散落一地的拼

圖，一片一片的拾起、拼湊。阿正住過三

家育幼院、一個寄養家庭、阿嬤家、自己

家。顛沛流離似乎就是阿正的童年寫照。

他先住在阿嬤家，後來因為父母親吸毒被

抓，被社工安排住到了中區兒童之家。

  國小二年級，阿正被父母親接回彰化的

家裡，那是段幸福但也最辛苦的日子，因

為父母以及四兄弟終於有機會團聚，但因

父母吸毒緣故，生活非常不穩定，年紀還

小的四兄弟常常有一餐沒一餐。每天起床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當大哥的阿正帶著三

個弟弟外出找食物，釣魚、抓小鳥、抓蟋

蟀…能吃的就捉來當食物！阿正說：「那

時候，常常有警察來家裡，然後就看著父

母親到處跑。鄰居知道我們的狀況，有時

候會給我們飯吃。也曾經到巷口的麵攤，

四個人合吃一碗陽春麵，那碗麵就是我們

一天的三餐。所以，我們肚子餓就要靠自

己想辦法…。」

  後來，四兄弟被分別安置在寄養家庭，

直到住進修緣育幼院，四兄弟才又團聚在

一起。

國小二年級時，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談起求學，因為生活的不穩定，也影響

到學校的學習，阿正小學一、二年級的時

候，只要到學校，都會吵著要回家。有一

次因為犯錯，被訓導主任打到流鼻血，從

此就害怕再去上學。「那時候的我連自己

的名字都不會寫，第一次考試，是老師幫

我唸題目，然後我再作答。」阿正靦腆的

說著。

  阿正直到小學四年級到寄養家庭，才開

始學寫自己的名字。國中來到慈馨，第一

位課輔老師是慈馨的師長，每星期會有兩

天的課輔。「那時候我課輔英文和數學，

每次上課大冠葦叔叔（課輔老師）會問我，

今天想要課輔？還是要出去走一走？然後

會帶我到河堤靜坐、到公園練笑笑功，讓

我體驗活在當下的感覺。」

  高三那一年，一位好朋友意外往生，於

是十幾個好朋友決定，要努力取得畢業證

書。阿正透過學校老師、同學間的幫忙，

努力重補修，用力的準備著考試！「那時

候真的很辛苦，也很想放棄，但同學間彼

此會互相鼓勵，想著一定要拿到畢業證書。

後來我們這群人全都拿到畢業證書了，也

幫那位離開的同學，把畢業證書拿到靈堂

前給他！」

  就這樣，時機、因緣與堅持努力互為輔

助，阿正從國中、高中，讀到了大學，並

於2018年取得大學畢業證書。

車界的醫生，對工作尊敬、對生命負責

  是什麼原因讓阿正願意堅持到大學畢業？

阿正說「因為我什麼都不會，擔心會被社

會淘汰、也擔心找不到工作，我不想再像

小時候那樣辛苦了。」於是，在「好好過

日子」目標驅使下，阿正從高中時期就開

始半工半讀的人生，並透過慈馨的連結，

找了穩定的工讀工作。

  阿正起初沒有機車駕照，只能騎著腳踏

車，風雨無阻的過著「工讀人生」。每天早

上七點多，從慈馨騎著腳踏車前往NISSAN

車廠當學徒，下午五點半下班後，再騎著腳

踏車前往台中高工上課，直到晚上十點半

才回到家裡。「剛開始擔任學徒，什麼都不

會，只能一直開口詢問。所以有時候會被

師父嫌煩，被師父罵，但只能夠忍耐，因

為這是學習的過程。」

  詢問阿正「如何能夠在職場上得人疼，

擁有良好的職場人際關係？」阿正說：「

職場上是現實的，曾經我被客人看不起，

但我覺得這是一種磨練，越是看不起我，

我越是要做給別人看。所以，我會到處當

師傅的助手，也會幫忙買便當、飲料；做

得越多，我的學習就越豐富。」詮釋起自

己的汽修工作時，阿正認真地說：「我們

是車界醫生，一台車背負了五條人命，所

以我們在維修、保養時要更仔細。」

在不完美中，感恩擁有的，並用珍惜帶來

力量

  家庭也許不完整，但我們是著重在不完

整的缺憾裡，還是看見手上所擁有的？因

為珍惜現在擁有的，讓阿正更懂得感恩，

並讓生命充滿韌性。以前的阿正，不想被

欺負，所以立志做流氓，而阿正現在最大

的心願，却是存錢買房子。他說：「我現

在持續努力存錢中，想買一間房子，有一

個屬於自己的家，盡力保護好我的家人。」

  提起在慈馨最大的學習，阿正說是包容

和感恩。「在這裡有很多來自不同家庭的

家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和脾氣，讓

我學會包容不同的情緒；而我非常感恩，

能夠進來慈馨，讓我們兄弟不會分開！」

受到慈馨的幫忙，阿正感恩在心，自己也

希望能成為家中弟弟、妹妹的榜樣，所以

在大學時期，阿正便利用課餘時間，主動

幫忙檢驗家裡的汽車、到辦公室值班、協

助整理評鑑資料等…。

  身為慈馨家的大哥哥，阿正很在意弟弟、

妹妹們的學習及態度，最想對他們說：「

一個人的態度，會決定他的命運。多接納

別人的意見，虛心學習，不要怕做事。」

  感恩，帶來韌性；包容，涵養能量。也

許阿正的家庭並不完整，成長過程不順遂，

但用愛灌溉，讓他找到了希望和未來。透

過阿正的分享，我們看到成長可貴之處，

也看到生命總會找到出口。

從小立志做流氓的「阿啾西」～

　　　　　阿正的生命故事

跨越困難的能力系列：



仁者
 翦影

仁者
 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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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慈馨結緣

  美髮設計師楊尚雯小姐是民國97年，經賴明慶先生介紹、邀請，才來到慈馨。賴先生表

示育幼院需要義剪志工，當時自己未曾接觸過育幼院，基於好奇、也想盡一點心力，便予以

答應。第一次接觸慈馨，覺得這是蠻不錯的地方，是自己可以使力、可以從事有意義之事的

所在；於是便一直擔任志工至今，約有10年之久。

鏡子中的你和我

  楊小姐表示每次參與義剪，最開心的是看見孩子們經過梳理、修剪後，髮型變化了，人的

整體氣質也隨之不同，呈現出或清爽、或可愛、或亮麗、或帥氣的樣貌，孩子們外貌煥然一

新，他們的心情也為之開朗。

  楊小姐說剛開始參與義剪，和孩子彼此不熟悉時，孩子會好奇自己的頭髮會被剪成什麼樣

貌？因為疑惑不安，便害怕修剪頭髮。於是，行動派的她便提供剪髮鏡子，讓孩子看見自己

的髮型變化。有了鏡子，孩子與義剪阿姨們有更多的互動、溝通，剪髮時孩子也能說說自己

的想法，不再忐忑不安的，並期待剪髮後的改變。

以美髮專業助人歡喜

  孩子們稱呼楊小姐為尚雯阿姨，尚雯阿姨也很關照孩子，並以其美髮專業為孩子解決三千

煩惱絲。小美有重度的天生自然捲，爆炸頭似的頭髮不僅難整理，也影響形象，所以小美對

惱人的髮型總是耿耿於懷。尚雯阿姨得知後，便向慈馨提出要幫忙小美進行直髮燙，以改變

其造型，完成後，小美滿願般的喜悅，令其印象深刻。

  「其實，大人、孩子們都愛漂亮，不必拘泥在年紀小不能燙髮這事上，只要花一點心思，

讓孩子們成長的更開心，我覺得蠻不錯的。」

  「孩子的髮型不需要與眾不同，但可以藉由觀察、善意的溝通，了解孩子的需求，孩子也

會感受到我們對他的關心。就這樣，人和人之間會有更棒的相處，情感也有更多的交流，靠

近。」楊小姐分享著。

志工經驗的延伸

  楊小姐曾帶自己的兒女前來慈馨，了解弱勢兒少無法與家人相聚生活後，兒女更懂得珍惜

自己的生活。她也與公司同事、顧客分享擔任義剪志工的點滴。某次，顧客帶孩子參與義剪

後，才驚訝地相信真有小孩被迫離開家裡，住進機構的。還有，同學的家人～阿公阿嬤帶孫

子來慈馨造訪〈同學哥哥吸毒入獄〉，祖孫三人深深體會到一家人能在一起生活是可貴的。

楊小姐說她不打悲情牌，但希望能讓大家知道，慈馨是用心照顧孩子的地方，去看過後會給

大眾不一樣的體會，並珍惜自己所擁有的。

不藏私，願意協助做貴人 

  楊尚雯小姐提及多年前，欣亭社工在慈馨舉辦職業介紹，邀請她說明美髮行業，有此因緣，

後續對美髮有興趣的家童-小愛，她也協助讓其進入髮廊實習。楊小姐說從事美髮，先要有

興趣、再要有熱情，若有天分那就更好；簡言之，最重要的熱情、興趣第一，賺錢第二。

  請教楊小姐，實習生或新鮮人工作遇到挫折、瓶頸怎麼面對？「遇到瓶頸，或不如意、想

放棄時，須自問～我到底喜不喜歡這份工作？是否想成為美髮工作者？錢的議題要放後面，

有技術才能提升身價，錢需要慢慢累進。突破瓶頸的過程是辛苦的，所以需要去尋找、去請

教前輩，請他帶領著你，如：你可以教教我嗎，為什麼這麼多客人指定你？我這個怎麼都弄

不好，你可以教我嗎？…」楊小姐表示自己的成長過程，好前輩或師長難遇，很多困境是自

己摸索出來的，但學無止境，不懂就要問。

用自律與熱情，突破侷限

  為何能長期擔任義剪志工？忙碌的楊小姐說「自律」才能做好時間規劃，才能忙中抽空，

既然是自己決定要擔任義剪志工，做有意義的事情，當然不找藉口。

  楊小姐對慈馨家孩子的期勉是「熱情」，希望孩子們對生活有熱情、對工作有活力。要學

習「善意的溝通」，這樣面對阻礙，便能有耐心地與對方說明，讓對方了解我們的善意，就

能繼續前進。當然，「有志者，事竟成」，這個志，要貫以熱情，才能讓志向成真，甚至遠

大。

熱情待人的義剪志工～楊尚雯小姐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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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長 吳碧霞

  在工作中，與孩子互動要衡量實際狀況，再看如何協助？目前院方收容孩子

也要兼輔導治療，所以會跨到特教部分。老師們要盡力而為，若不能盡如人意，

但求不愧我心。另外，適當給予孩子壓力可激發其潛力，但是必須要引導；避

免責罵方式，改以建議或討論方式較佳。 

（民國88年11月23日，教保會議）

  過去院裡及老師們一直著重於，如何讓孩子們認識自己，以及未來社會對他

的接納…等方向在努力；而今，老師們最需要的是認清自已目前的工作為何？

除了加強自已的專業能力之外，應教導孩子們最基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間尊重

的禮節」，及培養「包容別人的寛廣心量」。在這當中老師是否能獲得成就，

倒是其次，要求問心無愧而已，如此老師們對自已的工作會更寛廣以待。

  當個人有目標之後，孩子們也會有所感受。尤其是邁入青少年的孩子就像「

手中的沙，抓得越緊，就流失得越多」。陪伴孩子緊與鬆之間，拿捏的分寸是

富含哲學的。

（民國88年12月7日，教保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