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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的繪製屬於自己特別而有

創意的糖霜餅乾。

少年們認真聆聽江老師講解布口罩製

作過程。

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習使用縫紉機。 練習幾次後，就能自己操作縫紉機了。

看我完成的作品，每一個都很

美麗獨特吧！

老師作教學示範，大家圍繞在旁，專注觀看。

寀瀅老師介紹著新冠病毒肺炎。 家童們共同合作，完成抗菌精油乾洗手

液。

孩子幫老師塗抹精油按摩頭部，

照顧老師的身體。

防疫一起來，手做布口罩

  在「江芳瑱拼布工作室」江芳瑱老師的帶領下，少年們學習使用縫紉機，製作屬於

自己的銀離子布口罩。

  剛開始操作縫紉機，少年們還有些生澀，甚至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在一旁觀望了

許久。透過江老師的團隊引導與鼓勵後，少年們開始嘗試使用縫紉機，並學習機器的

操作。「怎麼辦，跑太快了！」、「老師是這樣嗎？」少年們邊詢問邊開始練習自己

操作，在一次次的嘗試、重試下，完成自己的口罩。嘗試是一股力量，讓少年們找到

面對未知的勇氣；而當生活有機會嘗試，生命就有不同的養分。

自主精油防護，照顧身心好健康

  透過陳寀瀅老師的教導，孩子們學習照顧自己和他人，並製作抗菌精油乾洗手液。

  我們讓孩子從認識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開始，瞭解自我照顧的重要性，並學習洗手七

步驟。接著動手製作精油乾洗手液，只見孩子們倒著精油、蘆薈膠，像攪拌魔法般，

完成一瓶瓶精油乾洗手液。課程結束，寀瀅老師帶著孩子們認識精油，並用精油幫自

己與同儕、老師們按摩。寀瑩老師說：「防疫，除了有健康的身體外，擁有好心情也

是重要的，這樣才能夠有好的抵抗力。」最後，孩子們更透過按摩對方頭部、雙手的

行動中，學習到如何照顧別人與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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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

我破壞，因為我很生氣

    這一天，晚餐時段……

    「你再白目，亂講話，我就讓你好看。」

    「框啷框啷框！」滅火器摔在地板上發

出巨大的聲響。

    「你在做什麼！」老師大聲地喝斥著！

霎時，空氣凝結起來，四周只剩下滅火器

滾動的聲音。

    原來，是兩個孩子在吵架，其中一個孩

子生氣地拿起滅火器往地板摔。親愛的爸

爸媽媽，這時候的您們，會如何處理呢？

先把摔滅火器的孩子叫過來罵？還是直接

抓起來打呢？抑或是兩個孩子同時處罰、

同時責罵？

★回到犯錯經驗中的自己

    在安置機構，常常會有這樣的衝突事件，

因為孩子來自不同的家庭，習得了不同的

情緒表達經驗，加上從小可能有受虐或受

暴的情形，情緒反應與表達都是最直接的，

這樣的情緒來自於與舊經驗的連結，或是

對於人與環境的不信任，因此需要明確而

清楚的設限。

    看見孩子破壞公物行為時，父母長輩應

先制止，並確認環境和孩子們的安全性。

然後穩定大人自己和孩子的情緒，避免負

向情緒導引出更多的負向行為，讓情境變

得不可收拾。等當事者不再說氣話，並願

意調整與溝通，再進一步處理善後事項。

    在這過程，父母長輩不妨回想一下，當

自己犯錯時，可能會有自責、害怕、擔心、

生氣、挫折、氣餒、難過……等等的複雜

情緒。同樣的，孩子犯錯時，他的內在狀

態也可能有這樣的感受與情緒經驗，而孩

子的面對方式可能會有逃避（不想面對）、

否認（抵死不承認）、責怪（把錯誤都推

給別人）、羞愧（覺得自己是壞孩子）……

等等不同反應，這樣的反應都是正常的，

因為都來自人類的防衛機轉，防衛機轉簡

單而言，就是當人們在面對挫折或不安時，

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

    記得，我們是了解與接納孩子犯錯時，

他情緒背後的狀態，但不代表我們得接受

孩子的錯誤行為。此時，您可能會很疑惑，

接納但不代表接受？其質接納的意思是，

我們尊重孩子可以有情緒，但不接受他傷

人傷己的情緒表達或暴行暴語的行為反應。

像故事中的孩子，用摔滅火器來表達情緒，

這就是不對的，就應該被教導。

★運用停、看、聽哲學，陪伴孩子的錯誤

    接納了孩子的情緒，才有可能降低孩子

的防衛機轉，才有機會陪伴孩子面對錯

誤，讓孩子從中學習。所以，我們可以運

用停、看、聽哲學，來協助孩子面對。

    停，就是孩子犯錯的當下，大人先停下

來，緩和自己的情緒，因為在面對錯誤的

當下，大人的情緒經驗也可能受到波動，

此時心裡的聲音可能是：「吼，怎麼又來

了！」、「你在做什麼？」、「天啊，怎

麼會這樣！」當我們帶著這些負向情緒陪

伴孩子，就有了預設立場，所以我們要先

停下來。

    接著是看，看有三個重點，一個是事件

的嚴重程度，有沒有需要立即處理的危險

狀况，另外一個是看看孩子的狀態與狀况，

最後一個是看看可能的事發經過或情形。

先有初步的判斷與評估，再思考下一步要

如何處理或回應。如果孩子已經緊張到不

行了，這時我們又大聲地責罵，那孩子學

到的經驗只會更退縮。所以，「看懂狀態」

是很重要的處理藝術。

    最後是聽，聽聽孩子的的說法，聽有兩

個重點，聽聽事發的經過，也聽聽孩子在

事件中的經驗，預計如何面對或處理，把

責任回歸給孩子。傾聽，是一種珍貴的陪

伴，也是一種療癒的開始。不論孩子决定

面對的方式如何，我們都不要馬上回應或

否定孩子，因為這很有可能是他努力思考，

唯一想到的方法。需要釐清的是，「不要

馬上回應」代表孩子的所有說法或想法我

們都要接受嗎？當然不是，而是傾聽過後，

才有可能開啟與孩子的對話空間，「不被

打斷」則是談話的一種藝術。傾聽後，父

母長輩更能了解孩子的困境或挑戰，再帶

領孩子共同思考，如何察覺與處理自己的

情緒，如何提振勇氣，如何擬定善後的方

法，以及如何舉一反三，提升未來解决問

題的能力。

★陪伴孩子面對與學習

    「從錯中學，讓孩子感受我是值得被愛

的！我沒那麼糟糕。」

    當父母長輩允許孩子犯小錯，在錯誤中

修正態度、行為，他便能有所成長。以滅

火器事例，物品損毀，可能讓自己、他人

受傷的行為，老師一定會馬上制止，再運

用停看聽的策略進行初步處理，後續則是

進入陪伴成長方案，以行動來做改變。

    「那我負責賠償滅火器好了。」孩子理

直氣壯的說著。

    「很好，那請問滅火器多少錢？

去哪裡買？」老師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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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孩子頓時陷入沉默。

    「那你現在身上，有多少零用錢？如果

滅火器一個要五、六百或是一千塊，你有

這麼多錢可以賠償嗎？」老師又再反問孩子。

    這時，原本還有點不在意，以為只要賠

償就是面對與負責的孩子，臉慢慢垮了下

來，眼睛直直的看著老師，認真了起來。

    除了與孩子討論賠償外，因為滅火器是

保護全家人的安全，孩子一時的情緒，而

拿起來摔，於是老師又帶著他思考，行為

背後的嚴重性。

    「你知道，滅火器是做什麼用的嗎？」

老師問孩子。

    「有火災的時候要用的。」孩子認真的

回答。

    「沒錯，你很厲害。可是現在被你摔壞

了，萬一這時候發生火災，滅火器又不能

使用怎麼辦？」老師再反問孩子。

    「那……那就糟糕了。」孩子支吾的說

著。

    「所以，你要負貴保護全家人的安全。

現在，你必須幫忙擦拭家裡一、二樓的滅

火器，並檢查碼錶是否正常。我想，透過

擦拭和檢查的過程，你會知道怎麼保護全

家人的安全。你覺得，這件工作要維持多

久的時間呢？」老師提出方法。

    「兩個禮拜。」孩子認真的回答。

    「老師問你，剛剛你是因為很生氣，所

以摔滅火器。下次如果你還是一樣很生氣

的時候，你會怎麼辦？」老師繼續帶領孩

子思考。

    「不知道……」孩子聳聳肩說。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你學習這件事

情？」老師繼續引導孩子思考。

    「那，我就不要跟別人吵架就好了。」

孩子天真的回答。

    「可是有可能嗎？都不會有生氣、吵架

的時候嗎？」老師繼續帶領孩子面對。

    「啊，會生氣啦，但應該不會再摔滅火

器啦，哈哈。」孩子自己想一想，笑著回答。

    「那這樣好了，你去訪問五個老師、五

個小朋友，他們生氣的時候，都做些什麼，

然後把它寫下來。」老師引導孩子如何學

習。

    「太棒了，那我就有十種方法了。」孩

子開心的回答。

★在每一個錯誤裡，看見成長的契機

    透過老師與孩子一來一往的討論過程，

孩子有機會面對錯誤，更有機會貼近大人

的想法，學習負責與面對的經驗。當然，

陪伴成長方案，從擬定到後續的執行與完

成，是一段不容易的過程，孩子就在這過

程，釐清、反思、調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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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透過老師們的陪伴，與執行過程

中的堅持，孩子有機會在錯誤中，內化自

己的學習，成為生命經驗的一部分。老師

們在每一個錯誤裡，聽見孩子的故事，有

機會貼近孩子的生命腳本與經驗。就這樣，

大人帶著溫柔而堅定的愛，陪伴孩子學習，

見證孩子成長，並一起感受生命被溫養和

豐厚的歷程。

【教養小撇步】

  當我們能給出「錯中學」的空間，珍惜

並善用孩子每次犯錯的機會，父母長輩與

孩子，一方願意繼續教導，一方願意學習，

雙方便會感受自己沒那麼無能與無助。當

完成善後工作，再看看孩子事件前後表現

的差異，您會驚訝自己和孩子共同的努力

與進展！

  親愛的父母長輩，陪伴孩子面對各式錯

誤，不一定馬上就有改變的成效，因為生

命是流動的，學習是需要累積的。所以，

不要因為教導後，孩子又犯同樣的錯誤，

就覺得氣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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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此篇為本家教養家童的真實的案

例，選自本家教養書「馨光：點亮孩子的

未來道路」。期盼透過文章，讓讀者對兒

童情緒行為議題的表徵，以及背後的原因，

有更多的看見與了解。也期盼本書的教養

理念與實作技巧，能給予讀者最真摯的建

議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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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美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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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有喜愛的味道，無論是酸、甜

或苦、辣的獨特風味，都有人會去品嚐它

的美好，並且留下難忘的回憶。

  記憶中，總有一瓶充滿著愛的辣椒罐，

那是媽媽的拿手菜，也是家裡吃飯時不可

或缺的一道菜；當加在飯裡、麵裡，那股

辣味宛如在嘴裡開出了一片的花海。媽媽

還在辣椒中加入了一些香菇和菜脯，所以

口感就更強烈迷人，不知不覺地，我便愛

上了這道菜。有一段時間，我似乎中邪般，

每次吃飯，都一定要加上媽媽親製的辣椒，

搞得爸爸媽媽提心吊膽，關心我的腸胃是

否有任何不適；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吃過

量的辣，會讓身體機能出狀況。幸好我健

康無事，就這樣，過了幾個月，吃辣就成

為我的習慣了。

  不過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那麼快，一場

大病帶走了媽媽；媽媽離開的那段時間，

不再有人為我們準備辣椒，也不再有人會

每天唸個幾句話，生活像一個少了零件的

音樂盒一樣無法運作。那時的我真的不能

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打擊，生活中的習慣，

不時讓我想要尋找媽媽的蹤影……，總是

等我回神過來，才想到她已經不在了。

  某次的大掃除，我意外的在廚房裡找到

一些媽媽已經做好的辣椒罐，每一罐上面

都有標示著日期、做法以及加強的部分。

我帶著五味雜陳的心情，看著這些不起眼

辣椒罐，下意識以為媽媽還在，我跑了各

處，才發現，她是真的離開了。這些辣椒

罐有著媽媽的用心，是她與我生活時，在

那段美好的時間裡做成的；當我發現的霎

那，心裡是格外的驚訝，並滿溢著無法言

喻的情感，那些辣椒罐，彷彿是媽媽留下

來的禮物，顯得特別珍貴，我知道她不能陪

伴著我長大，但她的味道將永遠在我心中。

意外的禮物

高一 嵐

  說到好朋友呢，大多數人都會想到人，

但我卻不一樣，我想到的是「書」。

  書是我的精神食糧，是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摯友，它更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古

人說：「一日不讀書，言語無味，三日不

讀書，則面目可憎。」因此，再如何忙

碌，我總是要擠出一點時間來看看它。透

過好書，我可以好好省思自己做了哪些事

情～是做了好事、還是壞事？講的話讓別

人快樂了、生氣了、還是難過了？書它讓

我知道這些狀況，也讓我避免下次再重蹈

覆轍！

  書像是博學多聞的朋友，有疑惑問它，

它會給我解答。書也像貼心好友，陪我走

過喜怒哀樂各種情緒～開心的時候，我就

挑本比較搞笑、逗趣的書；生氣的時候，

就挑可以放鬆心情的書；哀傷的時候，就

閱讀比較勵志的書……。當我一頁一頁的

翻閱，就會發現它就在文字裡等著我！

  莎士比亞曾說：「知識是我們藉以飛上

天際的羽翼。」又說：「書籍是全世界的

營養品，生活裡沒有慰藉就好像沒有陽光；

智慧裡沒有慰藉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

好書是生活中最寶貴的財富，書的好處並

非三言兩語所能表達的，唯有親身體驗才

能體會書中豐富知識的滋味。書是我最要

好的朋友，你的好朋友是誰呢？我好想一

探究竟！

我最要好的朋友

小五 無名之輩

小主人園地 小主人園地

家童甲骨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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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有人問我最喜歡什麼？我喜歡的東

西、喜歡做的事情，當然有很多很多……。

不過，要我認真地說出一項我最喜歡做的

事，那就是「看」。

  我喜歡看書，因為可以學到很多知識，

也可以說故事給別人聽。我喜歡看樹，因

為綠色的大自然風景可以使眼睛變健康，

而且樹有不同的形狀，有愛心形狀，有圓

形，有雲朵形狀，千變萬化，百看不膩，

所以我很愛看樹。

  走在路上，我喜歡看五顏六色的房子，

放眼望去高低不同的房子，因為屋頂、牆

壁的顏色不同，看了便覺得心情很愉悅。

走在路上，我還喜歡看著周邊美麗的風景，

一邊看，一邊吹著涼涼的風，令人感到舒

服無比。

  我喜歡看的東西很多都是免費的，但是

透過眼睛，我享受了「看」的樂趣和開心。

下次，我在東看看、西看看的時候，不要

以為我在分心、我在發呆，其實我正在做

喜歡的事喔！

我喜歡

小四 小涵

  媽媽的皺紋，對我來說很重要，為什麼

呢？因為這些皺紋有著我和媽媽的回憶。

  小時候，是媽媽照顧我的，她總是輕輕

撫摸我，為我唱出動聽的歌謠，也會跟我

說著小小的秘密。

  母親非常辛苦，每天忙著掃地、拖地、

做家事；如果我受傷了，她會安慰我，為

我擦藥；如果有心事，跟媽媽說說，她也

會給我最好的解答。媽媽看起來很平凡，

但她就像是小天使，常常幫助我，讓我感

到溫暖。

  以前媽媽的臉上並沒有皺紋，但是最近

幾年就慢慢出現了，我想它是有原因的，

這些原因都被媽媽隱藏了，她藏在心裡，

不說出來。一般人下班之後就可以休息，

但是媽媽下班後卻無法休息，她回家了還

要忙著家人的事情，看到媽媽忙東忙西，

看到她滿手長繭，我很想幫她，但她卻掛

著笑容，對我說她還可以。

  我看到媽媽努力不懈，又說自己不辛苦。

但是媽媽她的皺紋，漸漸在工作的時候出

現，也在陪伴我們的時候出現。每當媽媽

對著我們笑時，眼尾的皺紋，就被擠得又

深又長。皺紋，是無法改變的東西，它沒

有顏色，但它讓我充滿著幸福；皺紋，並

不代表老，而是代表溫暖，更代表著媽媽

對我的愛。我要謝謝媽媽常常陪伴我，也

謝謝媽媽充滿力量的笑容，更謝謝媽媽的

皺紋，每條皺紋就像彩虹，給我美好的回

憶。

媽媽的皺紋

小四 戀雪

小主人園地 小主人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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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有很多事情，需要大人的教

導，像禮貌、說話的態度，或者是用餐的

禮儀。但是，大人的提醒對我來說，總感

覺很煩躁或很討厭，因為我不喜歡聽大人

說重複的話。直到長大，才發現大人說的

話，真的要聽，他們講的話，對我們的未

來是有幫助且有用的。

  小時候的我，不懂禮貌，總是對長輩大

呼小叫的，長輩說一句，我卻頂了好幾

句，長輩提醒，我也不會聽。就這樣習慣

性對別人頂嘴，或者口氣不好，與同儕間

的相處時也是如此。有一次在學校，我因

為沒交作業被老師罵，所以情緒非常的不

好，恰好那天班上有位女生因拿取的東西

太重，想請我幫忙，我當下覺得很煩，就

直接跟那個女生說：「沒看到我現在心情

不好嗎？」當下那個女生愣住了，就默默

地離開，旁邊的同學看不下去，就對我

說：「你口氣可以好一點嗎？」當下我就

反駁說：「干你什麼事！」講完後我就走

掉了。到了隔天，我到班上，發現大家都

離我遠遠的，我心想，如果昨天選擇不反

駁，或許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真的受不了大家不理我，所以我就

在廁所哭了起來，我從來沒想過，自己心

情不好，口氣差了點，就被班上的人排擠，

我根本不想變成大家討厭的人！心裡十分

難過的我一直哭，直到老師來找我，把我

帶到辦公室。老師說：「我知道班上的同

學都沒有人要理你，但在同學不理你的背

後，有著同學想告訴你的話，或許你太習

慣不開心或生氣時，就對人不禮貌，這些

你可能覺得沒什麼，但在別人看來，你的

話語已經傷到了別人，所以同學希望你能

改進。」老師說完，我認真思考我的行為、

態度，從那之後，我就努力的改進，而同

學們也漸漸願意靠近我。

  現在的我，已經懂得更多與人相處的禮

貌，也不再是那個對著長輩大呼小叫的女

孩，我漸漸明白了家人教我的禮儀，也理

解了家人說的道理。原來，有些事情，只

有遇到了挑戰和壓力，才能讓人更清楚自

己的狀態，也讓人看到自己的限制，以及

改進後的成長。我也漸漸發現，自己的人

際關係、與他人

的相處，與從前

相比，是更加順

利了。

我漸漸發現

國三 冰山美人

~28~ ~29~

  我現在最想完成的事情，是可以和親弟

弟住在一起，每天一起上下學和玩遊戲，

這件事不容易達成，因為弟弟並不在台灣，

而是在加拿大，所以這一件事有很大的困

難，不過有機會就可以試試，畢竟我和他

的感情非常的好。

  我的目標是，等我成年之後可以和弟弟

一起在台灣生活，因為我和弟弟從小就被

迫分開了，我和弟弟的相處時間不長，所

以這件事我不希望拖得太久，目前我正努

力存錢，這樣未來才有能力將弟弟從國外

接回來。

  因為已經很久沒看見弟弟了，所以有時

候一想到弟弟，便會難過到想哭，但我告

訴自己，不能因此就延遲其他該做的事情。

不過，這種難過到無力的感覺，以及想要

再堅強一點的心情，總是不斷矛盾著，久

而久之，就變成心事重重，甚至不想也不

敢說給別人聽。

  雖然現在的我，無法辦到與弟弟生活這

一件事，但我很認真想著可行的辦法，也

相信未來一定能實現這一件事！

我最想完成的一件事

國三 大俠

白色

白色是牛奶，

白色是米飯，

白色是雪景，

白色是雲朵。

黑色

黑色是夜晚，

黑色是陰天，

黑色是死亡，

黑色是絕望。

藍色

藍色是海洋，

藍色是天空，

藍色是涼快，

藍色是平靜。

紅色

紅色是愛心，

紅色是蘋果，

紅色是火焰，

紅色是溫暖。

顏色詩

小六 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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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
 翦影

仁者
 翦影

~30~ ~31~

困頓轉為助力

  蒲月末週日早上，我們邀約青年高中瑞蘭老師進行專訪。

  分享過程，老師提及因家境貧困，故須倍加努力，自己便在半工半讀堅持下完成國中學

業；爾後高中、大學甚至研究所，她都視為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因此格外珍惜。「不認

輸」的特質，讓瑞蘭老師能於艱難裡找出契機，她重視每個角色與關係，並勾勒出自己的

生命藍圖。

  瑞蘭老師說從小至今遇到的磨練歷程，都是她成長的養分；所以，像慈馨及弱勢學生的

生命故事、人際與學習困難…等議題，她可以貼近與理解，也會想辦法減緩其壓力源，讓

學生看見自己的價值，從而協助他們成長。

感謝相遇的人事物

  瑞蘭老師與其先生、子女互動關係良好，因為不易受孕體質，她特別感謝兩個兒子的到

來，讓其生命更豐富、更完整。家是她用心經營之處，家人們一起共進早晚餐、聊天對話、

親子共讀，彼此分享情感與交流觀念，瑞蘭老師表示真心陪伴孩子成長，孩子便能自律且

穩定發展，她說：「我喜歡做家裏開燈、開門等孩子的那個人，有燈就不會走錯」。

  除了家庭，工作中難免遇到極具挑戰的議題或人事物，對此瑞蘭老師說：「是對方成就

自己，讓自己有學習的空間」，所以，別人視為棘手的人事物，都成了瑞蘭老師的生命養

分。

行動力就是翻轉的開始

  瑞蘭老師曾經參與慈馨圍爐活動，對另類家人同聚的溫馨與歡樂感，感觸頗多。更由

此事啟發她帶領青年高中學生從事服務學習活動，如：與甘霖基金會合作，舉辦辦桌活

動服務老人；與惠明學校合作志願服務活動；還有其他有傳承意義的活動。活動過後曾

有學生回饋，在過程中看到自己與家人互動關係不若服務對象，但相信可以慢慢與家人

改善關係。

  請教老師如何看待與學生的關係？瑞蘭老師表示她選擇當學生的貴人，而不是路人，

因為貴人可以發揮影響力，慢慢地改變學生，路人只是過客，可有可無，遑論印象或影

響。有位學生每逢過年，便會特地拜訪她，彼此像親人般互動密切，這種情感，不是路

人所能給予或創造的。

  此外，瑞蘭老師自五年前開始，每年親手製作畢業禮物，且用盡巧思，極富變化。問

其辛苦嗎？老師表示做喜歡的事，是樂在其中，怎會辛苦，況且每一個DIY禮物都代表真

心的祝福。

豐厚生命的層次

  瑞蘭老師表示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要了解學生需要什麼；她期許自己是倡導者的角

色，協助校方師長認識學生不同樣貌與壓力狀態，了解學生偏差言行背後的原因；也希

望被教導過的學生，因為被理解、被重視，生命歷程因此有所改變。

瑞蘭老師說每個人優勢不同，她只是放大優點，縮小缺點來鼓勵學生，她與慈馨的教養

理念契合，未來退休想到慈馨擔任志工，如播下種子等待發芽，這些受傷幼鷹羽翼漸豐，就

可以張開翱翔，因為用生命陪伴生命，其影響力才是最深刻的。

  老師說：「出生與父母無法選擇，但可以創造自己的人生、自己理想的家」、「人只

要是善良的，到哪裡都一樣不會改變」。慈馨的孩子們多數歷經困苦的情境，這些或許

是不堪忍受的，但卻讓生命更加堅韌、豐厚。誠如瑞蘭老師的分享，體會生命的創傷，

才能了解善的流動與心靈寄

託之所在，現實遇到更苦的

人，你才能將心比心予以善

待，如：孩子的痛苦，是別

人不知道的痛苦，那才真正

的痛苦，而你的生命層次也

將與之翻轉！

將挑戰化為生命養分的楊瑞蘭老師

編輯小組

老師親手製作給予畢業生的祝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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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孩子資質不錯，為何發揮不了？

  較多原因為心情紛煩，所以無法發揮潛能，我們要用歡喜心面對

他們浮現的問題；與其將來爆發，不如現在用專業引導，以不怕問

題發生之態度找到方法面對之。

（於民國88年12月22日 教保會議）

  孩子們發生了事情，有時要用哲學的觀點來看問題，我們對光明

面仍嚮往，若碰到黑暗面也當是成長；雪公老師過去曾說：「歡迎

困難。」但真正碰到事情了，我們有沒有辦法這樣對自己說，又比

如新來的個案也許是小麻煩，又會經歷一番的折騰，但也時是一番

的成長。

  （於民國89年02月04日 教保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