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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愛，讓家延續家
慈馨兒少之家家主任 詹前柏

    12月8日本會附設慈馨兒少之家與慈馨少年家園的主任，以及兩位服務績優同仁

一起出席「衛生福利部108年績優兒少安置教養機構、績優收出養媒合服務者、及

績優、資深專業人員與寄養家庭聯合頒獎典禮」。這次頒獎典禮的主題是『這份

愛，讓家延續家』，是一場為失依兒童與少年提供「另一個家」的績優服務表揚。

  「家」，是每個孩子生活成長最重要的場域，是每個人的「避風港」；但隨著

時代的變遷，家庭功能逐漸式微，有些家庭卻成為一個讓孩子恐懼和受傷害的地

方。對於這些尚沒有自我照顧能力的孩子，我們需要給他們另一個安全的「家」，

讓他們可以健康的長大。而媒合收出養、寄養家庭、兒少安置教養機構就是讓這

些孩子的「家」得以延續。

  本會的兩個家園經社會及家庭署評鑑皆獲得優等，兩位夥伴也獲得績優專業人

員的肯定；獲獎是肯定、榮譽也是責任，期盼透過我們愛與專業的陪伴，這些失

依的孩子們有機會「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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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賀詞

董事長 郭秀銘

慈馨兒少之家教保組組長 陳淑錡

系統合作的運作模式，開啟陪伴孩子的生命歷程

  秋去冬來，時光飛逝，又將邁入新的一年。四季不斷循環接力，慈馨又何嘗不

是？猶記得，我們的創辦人  雪公老師，當時已97歲的他，身體狀況已經很衰弱，

卻仍挺著身體，勉強支撐來跟大家勉勵。老人家用他的身體，彷彿在告訴我們這

些年輕一輩的人，要趕快茁壯啊！老師過去常說，為公家辦事，要能舉薦賢才。

這句話歷經41年歲月到現在，仍點滴在心頭；自己經常勉勵晚輩要能早日獨當一

面，傳承下去，也才不會辜負了老恩師的教誨，與諸位大德們的期待。

  傳承這件事，新世代的夥伴要能夠接棒，在學識及歷練上，要有更多的養成。

很佩服機構中的同仁們，在忙碌的工作之餘，也花時間進行在職進修，年輕的同

仁不斷成長；在團隊的合作上，不分彼此，相互合作勉勵，也讓服務更有成效。

今年，我們有一批孩子升了大學，甚至也有進入社工系、心理系就讀。這些孩子

的願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夠回來慈馨，繼續帶著這些弟弟妹妹成長，形成世代

交替善的循環。

  以人口來看，台灣進入高齡及少子化社會，整個對於弱勢兒少的重視度，恐相

對減少。加上這份工作勞心又勞力，願意投入熱情在這份工作的人們，少之又少。

所以在人力、財力艱困的狀況下，要能延續這份善的循環，實為不易。但也因此

突顯了諸位大德們護持之可貴，有您們投入了財力、物力、人力，這份「善」的

循環，得以延續。謝謝您，讓我們在新的一年，攜手連「馨」，迎接新年的到來！

               新的一年，恭祝 大德

                 闔家平安

                     光壽無量

郭秀銘 鞠躬

兒少之家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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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今年11月8日「兒少安置機構-家庭經營計畫發表暨實務論文研討會」中，慈馨兒家以

主題性的分享貫穿服務歷程，透過本家教養理念及實務經驗，每位專業工作夥伴將過去、

現在的工作經驗整合並傳承，期許未來更能在系統服務中展現專業優勢。

以生態系統觀點淺談安置處遇模式

以服務使用者為圓心，擴散出去在每一層系

統，皆是工作者穿梭在生態系統中，不斷找

尋、引發、刺激服務使用者的亮點與優勢，

因此在系統中的合作會隨著每個「角色」而

發揮不同的功能。

淺談親師合作之道-安置機構保育員

陪伴家童的同時，與保育/生輔員及學校老

師的密切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密切的合作除

了能即時伸出援手，也能在短時間內集思廣

益，想出有效策略以利家童成長。

親師合作模式如下：

淺談系統中合作架構-保育員與社工員合作

關係

系統合作中，保育員/生輔員透過「學習力」

、「自主力」、「發展力」、「社會力」等

面向觀察孩子的需求，也透過與社工的合作

模式，共同激發培育孩子的四項養成策略。

面對與陪伴孩子的衝突，共同找到「心靈樂園」

在同理情緒時，更給予時間與空間的等待，建構

安全抒發的堡壘。待其情緒穩定後，陪伴孩子談

談剛剛發生什麼事？你怎麼了？別人怎麼了？還

有什麼更好的方式，可以表達情緒呢？藉由這樣

的陪伴與演練模式，也讓孩子學習情緒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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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的愛，你做得到嗎？

～簡采琦資深社工員

  在專業助人歷程中，自己歷經三階段的

身分角色變化，從實習生角色到正式員工，

再到現階段的資深社工員，站在講台上分

享家庭經營計畫的這一刻，我仍自我探詢，

我還能為孩子多做些什麼？我確信的是，

不管我的角色如何轉變，不論我在與不在，

我相信我的愛都會留在孩子身上。因為在

服務歷程中，我看見「愛」不只是來自一

人身上，更感謝工作中所遇所見，感謝這

條路上遇見的系統，感謝系統中以生命陪

伴生命的夥伴。

成長像空氣，摸不到但真實的存在

～李杰祐保育員

  在與孩子陪伴的每個歷程裡，每次都會

有不一樣的學習及體會，而這次我也將自

己形容是一個園丁，孩子們是一株株小樹

苗，在過程中需要陽光、空氣、水，就好

像養育、陪伴、成長，當然過程中會遇到

許多困難、挑戰，需要去克服，在這歷程

與小樹苗一起成長，一起感動，也在這樣

的再平凡不過的日子裏面，看見每個小樹

苗長出自己最美麗的樣子，未來我們可能

還會遇到很多挑戰，也相信帶著這樣的信

念去面對，我們一定可以一起互相扶持一

起突破。

成為沒有血緣，但彼此共同成長的家人

～廖翊婷生輔員

  經過一年的學習，帶著自己與孩子一同

前行，過程中有衝突有磨合，學習如何陪

伴孩子，思考如何增進自己的能力，及如

何當個稱職的媽媽。分享自己的愛，並澆

灌每顆想被愛的心。每一次的經驗都得來

不易，每一場衝突都帶給自己不一樣的啟

發，用心去感受它背後的意思，在思考修

復後讓彼此更靠近彼此。這裏是一個從「

心」開始的地方，這裡不只是孩子的家，

也是保育老師們第二個家。

突破，在價值和經驗的框架裡，從心學習

～梁偉培生輔員

  這一次撰寫家計，可以看到從去年8月

進來慈馨到現在有什麼改變，與家人的互

動上有什麼不一樣的改變或轉變，家人怎

麼去影響到我。很多時候，我會很重視一

件事情發展的結果，而忽略了事情的過程，

但是，過程才是孩子經驗獲得的來源，所

以，我仍然在學習「結果雖然重要，但是

更重要的是『過程』！」

  工作崗位的轉變也是一個很難忘的過程，

害怕從代家老師換到小家老師，當初認為

自己一定沒辦法勝任小家老師這個心中認

為可怕的角色。然而，一步一步慢慢走下

來，發現身邊有很多人支撐著我，陪伴孩

子這事情並不是我一個人孤單地完成，在

伙伴們的身上我也領悟到陪伴的重要。

  這一次家計撰寫讓我可以好好整理一下

自己吸收了什麼，同時也可以想一想我還

有什麼可以給這個大家庭的。我可以帶著

些什麼繼續走下去？每一個生命都是精彩

的，或許平凡，但之後回想，卻是一幕幕

讓人感動的畫面。讓這些畫面可以在老年

時，慢慢回味。

接納，開啟衝突的融合與調整的空間

～林東美保育員

  陪伴孩子的過程，同時也在整理自己的

狀態。當與孩子的價值觀有所衝突時，要

如何從中適時的融合及調整是很重要的事

情；又面對孩子的情緒議題、學業議題、

人際議題以及安全感議題，如何穩定自己

並以較好的狀態來陪伴孩子是目前最大的

挑戰，也是最大的學習。然感謝孩子在這

歷程中願意努力，使我們共同成長；也感

謝身邊夥伴們給予的力量，使我們互相支

持與鼓勵。

衝突，開啟貼近生命的對話

～賀郁茵保育員

  跟這群孩子相處之後，才發現原來以前

自己跟爸媽的衝突，根本是小巫見大巫啊～

對我而言，處理衝突是不小的挑戰，挑戰是

面對孩子的情緒，也會引起我內在許多的情

緒與衝突，所以有時候會感到比較辛苦。但

是回過頭來看，不知不覺我跟著孩子邊吵邊

學，發現吵得愈多，默契愈好，這是一件很

神奇又很有成就感的事。



  透過吵架，我才更了解，為什麼說家裡

講究情理法，因為家是講感情、重感情的

地方啊。常常晚上在陪孩子聊聊今天發生

的衝突，孩子反過來跟我說：「媽咪，妳

今天辛苦了，對不起。」甚至有位孩子某

天和我聊天時，突然蹦出一句：「媽咪，

我雖然很想來你們小家，但還是不要好

了。」我問為什麼，孩子回答：「因為我

們兩個個性太像了又很會吵架，要有點距

離，距離產生美啊～」讓我哭笑不得。

  剛開始直面衝突的深夜，曾在房間裡掉

眼淚，也曾抱著夥伴大哭，謝謝夥伴們願

意互相扶持與鼓勵，也謝謝彼此一直都在。

我們和孩子用不同的方式表達愛，但唯一

不變的是，我們都在、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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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段緩慢，最終璀璨的過程

～陳君菱資深保育員

  「和愛的人在一起，我們擁有無限。」

堅持六年多，過程就如同騎自行車，途中，

一定會遇到自己討厭、挑戰極限的路段。

但，當你堅持下去，你會看見不一樣的風

景，也會逐漸理解，原來幸福從不在遠方，

而是在你心上。

  從剛正的正方體被磨到圓柱體，這點點

滴滴讓我去慢慢學習拋開服從，不論對錯，

接納情緒，真實勝過完美，學會愛是深深

的理解和接納，找出生命的韌性。

  孩子讓我學到，雖然無法改變過去所發

生的經歷，但，我們可以改變解釋它們的

方法，重新賦予它新的意義。你比你想像

更為美麗、耀眼，每一面的你都是你，接

納自己的好，也接納自己的不好，會慢慢

從內心找到屬於自己的力量。

  我相信，天空中的繁星，用他們的小眼

睛，閃爍自己獨有的光芒，裝飾那湛藍的

夜空，也讓遊人點亮自己回家的路，而這

群孩子對我而言就如同夜空中的繁星，各

有其光芒，而他們也點亮我心中的一盞燈。

  「最重要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那些看不見的，是你花在那件東西身上的

時間和你自己。」引自小王子一書，謝謝

我們彼此都願意用真誠的心陪伴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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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馨少年家園教保組組長 鍾宜珮

服務模式「馨」移動

         -談系統合作

◎ 用生態系統淺談社工員的服務務模式

～盟惠資深社工員、畇鈞社工員

    家園透過生態系統觀點結合以「少年為

中心」的概念，發展本家四大核心的服務

理念，社工員是整合各系統訊息的角色，

並且穿梭在其中，視少年之需求，進行評

估、討論及連結資源，因應的少年個別性

的發展，提供生態系統內相關資源與服務，

協助少年走向自立，如同劉倩蘋（2014）

提到跨專業合作過中，讓不同專業人員各

自所學及其工作內容，為了合作的必要性，

集結起來以達成有效協同合作，但因為專

業背景的差異及立場的不同，以及個人價

值觀和理念也不一樣，相對產生彼此合作

的困難或障礙。故透過社工的視角，並站

在系統觀的觀點，看待慈馨少年家園社工

與生輔之間的合作模式（節自用生態系統

淺談社工員的服務模式）；因家園夥伴教

養經驗的不同，在教養上的衝突、爭執就

需要更多的對話，釐清，然後理解進而合

作，而這過程中主要挑戰是自我的信念價

值，與建立對夥伴的信任關係。

    慈馨少年家園至105年落成至今已三年，家園生輔員及社工員透過與少年的工作衝撞中，

對於教養的想法有著許多的澄清、討論與反思；今年，邀請林瑞華老師帶領團隊對於教養

模式的重新解構與建構，發展出更貼近少年工作的家庭經營計畫，首先，回朔到家園對於

期待教養具備什麼樣能力的少年？讓少年的能力能夠呼應現實社會挑戰，故由社工員發表，

透過生態系統觀引出家園社工的中介角色位置，是如何與家園內外的系統合作；再來，將

視角切入生輔員的專業照顧工作，秉持支持、成長、茁壯的基本理念，淺談家園的實務經

驗及對於生輔工作的經驗歷程與反思，最後寫到代家生輔員的工作內涵，將彼此的合作環

環相扣，以下是社工員跟生輔員的實務分享：

少年家園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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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度管理的實務操作與運用

～少淇生輔員

    為使少年能逐步邁向未來自立生活，家

園內採低度管理之方式，期待養成少年自

律、問題解決能力等，於104-105年籌辦

少年家園期間，夥伴們針對低度管理有許

多討論與對話，透過這些對話去思考，我

們期待未來少年的模樣與需具備能力，另

也重新思考，目前家園輔導策略是協助少

年備齊相關知能；而少淇生輔員透過自身

實務經驗，分享如何透過家庭化的教養方

式協助少年建構獨立自主的能力，其表示

對少年高度的信任是最高原則，我們相信

少年一定做得到，只是在過程中需要給予

不同的支持和引導，而信任與放任只有一

線之隔，信任是我就在這裡，看著少年學

習、面對，而有挫折或是方向錯誤時，給

予引導、討論，並讓少年用自己的速度前

進，當中必定會挑戰到生輔員自身的價值

和信任，但如何將責任回歸給少年，這是

需要不斷與個人及團隊對話與釐清，形成

共識向前進。

◎ 以『人』為本的實務工作反思歷程

～楷欣生輔員

    10月初，小家內一名少年邁向自立，少

年在離開前提到「我會走得很慢，但是我

從來不會後退」，這也是楷欣生輔員對少

年深深的相信，但這份相信裡有許多的掙

扎、衝突以及不放棄，這也是在發表中提

及的如何在實務工作裡，檢視事件的發生

過程，並有意識地進行專業評估與處遇、

自我的信念、價值和衝突以及是否與機構

的理念一致，透過每天的少年生活日記錄、

橫向的合作、縱向的督導，來釐清操作內

容，進而透過教育訓練、自我整理來提升

專業，其中，反思是專業能力中非常重要

的元素之一。楷欣生輔員透過以「人」為

本的實務工作反思歷程為基本信念，由只

是談及操作到實際開始行動，更貼近少年

實務工作，也更能協助與支持少年往前邁

向自立那一哩路。

◎ 愛為出發，專業為後盾的自立工作

～品亨資深生輔員、秉熹社工員

   少年們在愛與歸屬的部份，一直都處在

一個受傷及渴望被愛的角色位置上，這也

是照顧者與少年不好工作的地方，而我們

在這個最黃金的階段，承接起孩子的生命，

更顯著這份工作的重要，小家生輔員或是

代家生輔員被定義為專業照顧者，對於少

年的生活觀察，應有足夠敏感度去留意和

掌握，並且在評估處遇過程，思考少年的

權益、能力培養，以及小家運作上如何去

兼顧到每位少年的需求和發展。這份工作

是生活，也是專業。

    透過資深與新手間的經驗對話與整理，

發現助人不光只有愛，更須要有專業來最

為後盾的支持之外，在社會大環境的變化，

孩子們所面對的生活，多元而複雜的問題

狀況充斥，更需要團隊系統合作來支持；

曾經有少年問品亨資深生輔員，「這份工

作這麼辛苦，怎麼會有人願意來這邊工作，

是腦袋有洞嗎？」但，因為愛，愛是基本

的，而這份工作所帶來的附加價值，在歷

經這麼多年實務工作後，越來越多！在社

會快速變遷下，在專業的發展、少年的成

長、環境的改變，使得我們必須在實務裡，

不斷的改變服務內容、型態，以利因應此

種變化。慈馨是個學習型的組織，我們與

團隊共學、共體、共識，並在實務裡互相

支持、討論，進而獲得生命的成長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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