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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助人專業的成長路上

編輯小組

    兒少之家資深社工～簡采琦，榮獲110年台中市社工專業形象暨專業傳承永續發展計畫

社會工作表揚「績優社工獎」，大學時期她到慈馨實習，收穫良多，民國104年大學畢業，

即至慈馨應徵社工，當時督導問她：「一輩子的愛，您願意付出嗎？」她回答：「我不確

定一輩子都在這裡，但不管在與不在，我的愛都在。」於是，五年多來，持續秉持著服務

的熱忱，她愛護著這個家與這些孩子，其服務精神的態度令人感動。

    近年來，慈馨家學習困難及情緒障礙的孩子居多，采琦社工根據個案個別需求來整合孩

子們相關的資源，如：定期與學校資源班合作，共同擬定孩子IEP學習計畫；與醫療單位

合作，陪伴孩子職能／語言等復健課程學習；依據孩子身心狀況，與小家老師討論陪伴策

略，並綜合以上的合作面向，使孩子得以在身心穩定之情況下全人發展與學習。

    此外，采琦社工對於暑假／期中／方案實習的大專學生，會以督導角色，協助實習生提

升專業知識與技巧，並激發其服務使命與熱忱。看見實習生遇到困境或產生情緒壓力，也

會透過督導、談話，讓其覺察自身亮點，重新找到服務價值。采琦社工自言在工作過程也

曾遭遇困難與壓力，但她能覺察自己狀態，並與自己對話，然後找到與自己相處方式和穩

定的力量。因為她知曉當自己夠穩定時，孩子們才能夠穩定發展，故以此勉勵實習生。

    采琦社工獲頒績優社工獎時，感性說道：「在助人專業的成長路上，學習著如何幫助別

人，也學習著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感謝同為後盾的夥伴與慈馨家，感謝無比愛著我的家

人們；也感謝自己，認真的走在這條路上，學會貼近、關照與反思。」此獎對采琦社工而

言，肯定了其專業，也認同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采琦資深社工榮獲「績優社工獎」，與台中市社會局局長彭懷真及得獎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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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時節雨紛紛」，本來應該是個我

們習以為常的事；但今年，似乎節奏不太

一樣，「梅雨沒雨」，台灣面臨近50年來

的旱災；限水、停電讓大家的生活深受影

響。雪上加霜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此時

悄悄地在一夕之間爆發，造成許多家庭的

破碎，也影響了數以萬計的人們生計與命

運，讓整個社會都瀰漫在不安的情緒中。

  面對這些天災、人禍，我們避免不了，

須「扎硬寨，打死仗」。當學校宣布停課，

我們腦中一連串的念頭閃過：孩子的視訊

學習？孩子的活動空間？孩子的用餐？孩

子的娛樂？照顧人力如何調配？需要哪些

物資？防疫如何落實？為此，我們每日要

關注最新疫情並進行防疫整備；同時，我們

還要面臨限水與勤洗手、環境清消的兩難。

  或許，這個大環境在教會我們一些事情；

即對於我們所做所為引發的環境問題有所

覺醒，進而能做出對地球環境友善的決策

與行動（温富榮，2018）。在停水的過程

中，孩子們發現「雖然已經用水瓢撈水洗

碗，但怎麼還是這麼快就沒水了？」、「

哇！原來我過去洗澡都洗太久了」、「怎

麼馬桶沖完一次就沒了？」……。有了實

際的生活體驗，孩子終於明白大人所說「

有水當思無水之苦」的道理，也更多思維

今日的缺水，和自己平常不懂得節約用水，

是否有關連？再者，因應此波疫情，孩子

們目前在家自學，皆能按照課表準時視訊

學習，每天也關注著疫情進展；雖然外出

與活動空間被侷限，偶有抱怨或喊著好無

聊之言語，但大家都能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團結抗疫；並善用這個時期，師生共同創

造生活的樂趣。

  在這艱困的時節，我們很感謝有許多的

善心人士，還是打電話來詢問我們的需求；

甚至有一位大德對我們說：「我知道疫情

你們不方便出來，我買過去給你們。」聽

了這段貼心、溫暖的話語，令我們非常感

動！

  如今，疫情仍肆虐、旱象尚未解；面對

多變的環境，正是我們學習解決困難的契

機，也是人性的考驗。所謂「人定勝天」，

如果我們能夠發揮每個人的智慧與愛心，

共體時艱，同舟共濟，必可讓災害降到最

低，早日克服眼前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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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温富榮（2018）。一所國小環

境教育融入課程之實踐與分享。臺灣教育

評論月刊，7（11），頁 100-106。

大環境下的禮物

慈光基金會總幹事

 ◆ 兒家/少家時事專欄 ◆ 

停水、防疫：家園生活教育的延續
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所長 楊顗帆

  「媽咪，聽說台中要停水了，我們怎麼

洗澡喝水？」收到停水消息的孩子們，一

回到家便焦急地詢問。

  「別怕別怕，我們有水塔，但是水塔也

可能會有用完的時候，所以我們要來想想

可以怎麼省水跟儲水！」

  阿義說：「我們家有大鍋子跟臉盆，可

以用那個儲水。」

  小晨說：「我們可以去收集寶特瓶儲水，

然後用那個水洗衣服。」

  小翰說：「洗澡要洗快一點、不能一直

開著水才不會浪費水。」

  阿翔說：「我可以在學校裝好水壺的水，

沒喝完的水可以沖馬桶或洗抹布。」

  於是，孩子們每週一晚上便會一起用大

鍋與寶特瓶儲水、珍惜地善用這些水洗碗、

接水洗澡與洗衣服，這是一場省水與儲水

的大作戰。

    04/06公告台中地區開始供五停二的限水

措施，邊祈禱下雨解旱的時刻，邊和孩子

們討論生活中的節約用水。孩子們一開始

七嘴八舌，表達好多對於沒水用的擔心，

擔心的情緒在這樣未知的變動中，總是跑

在很前面的位置。這是人之常情，於是需

要空間對話，並且能夠討論怎麼調整生活

的方式。隨著對話的進行，孩子們有空間

說自己的擔心，於是可以想到生活的小智

慧，像是怎麼儲水、儲水的使用，尤其是

想到自己的生活可以怎麼調整，在自己的

日常中也可以為了節約用水盡點力。

    孩子們也從停水的生活中，開始關心台

灣的水庫、氣候，有時看到新聞也會想和

老師們分享；這些分享，同樣刺激老師們

也跟著一起關心我們的環境，有時還會一

起看水庫還有多少水，提醒大家要留意。

停水，讓原本習慣便利的生活帶來一點不

便，但是卻令人感謝這樣的不便，讓我們

更多關心習以為常的環境，也開始學習思

考自己可以為環境做點什麼。

基金會專欄

停水大作戰宣導。

看新聞了解旱災和停水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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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兒家/少家時事專欄 ◆  ◆ 兒家/少家時事專欄 ◆ 

  「我們現在上、下學、外出都被規定戴

著口罩，真的不是很習慣，不過這樣也是

為了保護好自己和別人。」

    「我們都有學到，量體溫、勤洗手，還

有用酒精消毒擦拭手會常摸到的環境，這

已經快要成為日常的習慣了。」

    「老師，跟你說喔，我比較喜歡回到學

校上課，而不是在線上上課。因為……線

上上課之後，功課變多了。還有啊，都只

能和同學線上聊天，不能碰到面一起玩。」

    「哈哈，我還蠻喜歡線上上課的，有些

老師會給一點時間上的彈性，讓我們可以

安排自己的學習，對高中生來說，我喜歡

這樣的彈性。」

    「跟著固定看新聞，台灣現在正在防疫

三級警戒。對我們來說，最麻煩的就是要

盡量減少外出，少了好多放風自己的時間！

不過，可以理解，不怎麼願意但也可以配

合，畢竟每個人留意多一點，社區就會安

全多一點。」

    「現在台灣的疫苗不夠，這話題很複雜，

不過我有聽懂一件事，不管怎樣就是要先

顧好自己的抵抗力。」

    進到五月，台灣最大的挑戰，就是

COVID-19進到社區感染了！台灣比起國

際社會，先嚴守了一年多，現在正是考驗

我們大家是否有從國外經驗學到東西的時

刻。對孩子們來說，感受最直接的就是不

斷提高防護的防疫措施，從個人防護開始，

一路進到防疫三級警戒下的防疫生活的管

理。這其中，有些挺有意思的發現：

    其一，孩子們會從新聞、網站看到各種

資訊，有些正確、有些假消息、有些真假

參半。孩子們會和老師們分享，並且想要

有所討論。於是，日常生活中多了許多對

於疫情的交流。最近，也有孩子來詢問家

園的心理師，交流實際打完疫苗後的身體

感受及經驗。這過程需要好多的對話，互

相陪伴彼此去找資料、討論辨識真假判斷，

並且可以試著分享自己的觀點和思考。話

說，「新冠病毒、變異病毒、施打疫苗」

等疫情訊息，這些具備醫療專業知識的話

題，對於老師們和孩子們來說，都是一個

新的學習經驗哩！或許，我們未必都能找

到最正確的知識，然而這過程中的討論和

思辨，反倒是另一個大腦的鍛鍊。

    其二，孩子們更多關心了台灣、甚至國

際的情勢。有孩子會分享看到國外疫苗施

打狀況，好奇問著疫苗如何分配？台灣可

以怎麼取得疫苗？好奇為什麼有的國家可

以這麼快拿到並且讓國民可以使用？這是

一個好複雜的話題，打開了孩子們對於國

際政治、經濟上的思考，會想到有權（政

治力）、有錢（經濟力）、有技術（專業

力）的國家，在這樣的時刻有更大的優勢

取得疫苗。有人會說這樣的感覺好不公平，

而刺激思考自己如何想公平正義。有人會

想台灣可以怎麼擁有這樣的優勢，而想到

台灣的國際處境。因為疫情，我們難得感

受到台灣身為國際一份子的處境，思考起

這國際社會的問題來。

    或許，這些問題的思考，都不會在短時

間能有什麼好的答案。如同面對疫情對於

生活的影響，也不會有一個最好的解方。

然而，倒是一個好好磨練面對無常的調適

歷程。好多問題並不是個人層面就能著力

解決的，個人看似貢獻渺小，但是在日常

生活所累積的調整，則會帶來面對的力量

和改變。看著孩子們開始對台灣、國際有

著許多的疑問和好奇，

這就是參與及面對的起

點了。

善用各種器具儲水。

防疫宣導-防疫期間大家在做什麼。 防疫學習-新冠所帶來的疫堂課。

在家自學一景。在家進行視訊-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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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所長 楊顗帆

一場社區幼兒園的邂逅

  四月的這個週日，飄起小雨的早上，讓

開始有點擔心缺水的心情，頓時開心了起

來。今天，有一個特別的緣份，諮商所要

前進到東英非營利幼兒園，參與幼兒園為

新生家長所做的講座分享。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特別的緣份呢？一

年多前，諮商所和成功國小合作，辦了幾

場次社區家長團體。在團體中，幾位爸媽

分享在生活中和孩子們的考驗，我們一起

學習如何用腦神經科學、依附關係的思維，

去覺察孩子和自己的互動，並且在討論和

體驗活動中，找到可以調整的方式。而後，

當遇到下一個挑戰時，也會有爸媽來電諮

詢，這次特別的緣份，也就是這樣而來的。

媽媽談到孩子在適應新的幼兒園生活，在

人際學習上遇到新的挑戰，就想起了我們

之前在團體中的學習。我很佩服這媽媽對

孩子的用心，和媽媽、孩子開始展開服務

之後，我們想到或許也可以更多和幼兒園

合作，透過家庭、幼兒園的一起，想必對

於孩子的適應會是更有力量的。

    一通電話，傳遞自幼兒園對孩子的用心，

且連結上我到幼兒園和老師們討論如何共

同陪伴孩子。那天，走進蓬勃朝氣的幼兒

園，放學時間充滿了孩子們的歡笑聲、老

師和爸媽們也正進行許多生活的交流；如

此活力，呈現兒童工作中好有感染力的生

命力和希望感。

    討論過程，聽著資深幼教老師對孩子敏

銳的觀察，共同討論對於孩子情緒和行為

的理解，一起想著共同陪伴孩子和家庭成

長。這場討論，開啟了幼兒園、孩子、媽

媽三者更多的連結和合作，隨著一週一週

和孩子的工作、和媽媽的諮詢，我們找到

更多的方式去了解孩子，並且能共同陪伴

彼此調整情緒。

    當孩子在幼兒園遇到新的狀況時，幼兒

園和媽媽有更多的對話，交流彼此的看見，

以及可以怎麼一起合作；媽媽、幼兒園也

和我有所討論，那時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好像三個地方的人們（家庭裡的媽媽、幼

兒園的老師、諮商所的專業夥伴），牽起

了手、圍繞孩子，我們共同陪伴孩子的成

長，我們也從這些狀況中跟著學習和升級。

不久，家庭、幼兒園、孩子在合作的基礎

上，找到了一個可以流動的調整與適應，

諮商服務也就告一段落。

    而後的社區緣份又更開展了，幼兒園定

期的新生家長座談，邀請諮商所前去分享

生活中的教養，並且讓諮商所能有機會和

社區家長連上線。一直以來，進入社區是

諮商所的目標，更是使命；然而，這三年

來因經營著方案合作、安置機構人員專業

訓練……等業務，在人力有限的狀況下，

社區服務的開展速度不如預期。因此，好

感謝這樣的邀請，是一個好難得和社區連

結的合作。

    回到飄著小雨微涼的週日早上，將近三

十多位爸爸媽媽一早就來到現場，大家全

程戴上口罩，坐在幼兒的小椅子上參與講

座，這畫面有點可愛。當天的分享強調孩

子的學習來自於生活的教養，每個孩子都

會有自己的性格氣質，在旁陪伴的家長從

孩子外顯的生活樣貌，得以更多了解孩子

的特質屬性，進而摸索陪伴的方式。再者，

孩子在生活中大量透過觀察、模仿的方式

作為學習，和孩子關係好的對象就會是最

直接模仿的榜樣，像是孩子親近的爸媽、

玩在一起的手足、崇拜的老師等。因此，

回到爸媽陪伴孩子的生活日常，且記得三

要：

  要關心自己和孩子，孩子會學到關心自

己和他人。

  要鼓勵，孩子會學到挫折中可以學到能

力、能夠看見自己的能力。

  要實驗，生活的嘗試就是不斷做實驗，

實驗的成敗都是寶貴的學習，孩子會學到

遇到困難可以想辦法、做不好也可以學習

調整和改進。

    Lewis, Lewis, Daniels, ＆ D‘Andrea （

2003）提出社區諮商的服務模式，區分出

以下兩個向度：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個

案服務與社區服務。

  直接服務是讓當事人可以有所成長、有

學習能力，並能調整其生活而有更好的生

活品質及滿意。於個案服務，就如同我們

最為熟悉的各種諮商服務，如個別諮商、

遊戲治療、伴侶諮商、家庭諮商等。於社

區服務，就如同幼兒園幫忙連起社區的線，

那一場家長的講座和交流，提供了社區家

長多元理解孩子的觀點，並且能在討論中

交流生活中的教養。

    間接服務則強調影響當事人的環境，讓

環境更能回應不同人的需要，從而更適合

人的生活。於個案服務，如同諮商所、孩

子的媽媽、幼兒園的合作，我們的交流提

升了對孩子的理解，提供了合作諮詢的功

能，促進我們彼此找到能陪伴和回應孩子

的方式，讓孩子的適應得以自然前進，我

們這些人也不會一直因為孩子好多的狀況

而頭痛下去。於社區服務，則是開始創造

和社區的連結，開始能有面向社區的影響

力，如講座的家長們，未來也能連結上諮

商所的專業，並且一起成長，而能共同創

造出一個友善爸媽和孩子的學習及適應環

境。

    一場社區幼兒園的邂逅，正是慈光社區

心理諮商所投入社區諮商的使命。感謝這

樣的開始，也期待能有創意地和社區產生

更多的連結，共同合作、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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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Lewis, Lewis, Daniels, ＆ 

D‘Andrea （2007）。社區諮商：多元社會

的賦能策略（何金針譯）。心理。（原著

出版於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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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個日子的蛻變
諮商心理師 謝淑芬

小 樹 之 歌小 樹 之 歌

家
童
美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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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我們諮商多久了？」在不經意時刻，

小張總會問我這個問題，喚起我在腦海中

盤算著日子。和小張一起走過的一千多個

日子裡，我鮮明感受到他的變化和不同，

是一點一滴匯聚而成的。

  猶記第一次在兒家遊戲治療室見面的模

樣，小張怯生生的緊挨著社工老師，社工

老師介紹認識後，小張要社工老師多陪一

下。社工老師離去後，小張小聲說話，字

詞間會停頓或重覆，我靜靜等待著他說完，

告訴自己要放慢腳步和等待，就這樣開始

了在一起的第一個日子。

  起初，小張很容易著迷在他自己的小世

界裡，我得輕輕敲敲他的門，以免驚嚇到

他，讓他知道我就在旁邊。在他反覆數數

和規則排放物品時，是不能打擾中斷的，

專注的眼神和堅持的態度告訴我，那是小

張一個人的世界，要依著他的規則才能進

入，好奇只能暫擱一旁。等待小張願意多

些回應時，我的好奇才能派上場。我知道要

一口氣表達完整，對那時的小張是個挑戰。

  敲門、等待、接受各種回應，是我和小

張初期工作的方式。敲門聲若敲中他的心

坎時，接二連三迸出「老師，○○是甚麼

意思」，他伸出天線接收外在世界的訊號，

繪製新世界的地圖。有段時間停留在檢核

和理解訊息，在小張認識和使用的詞彙變

多後，他會說「○○是●●的意思嗎」，

和我確認他所理解的。

  曾幾何時變成小張來敲我的門，想知道

我是個怎樣的人？是怎麼當媽媽的？住在

哪裡？家裡有哪些人？怎麼當心理師的？

是如何成長的……等等，他開啟了想與人

連結的心。在這些好奇下，我肯定他想連

結的心，但也需要設限；有時我還未開口，

小張旋即說出：「我知道，這是個人隱私，

不能問」，當下如有心意相通，兩人相視

而笑。

  小張是個直爽的孩子，表情總是藏不住

內心感受，一見面時聽不到他輕快的聲音，

我知道這一週他的生活可能發生不愉快的

事，願不願意開口由小張決定。如果是遇

到課業的挑戰，那天他就會帶作業或課本

前來；有時他只是靜靜地抱著抱枕，躺在

沙發上思考如何開口；有時他會以「假如

你是…，你會怎樣？」，或是「假如你發

生…，你會怎麼辦？」，用假如的語法開

啟了對話。

  小張彷彿是個小哲學家，苦惱著，思索

著，想著如何說出，也在尋求解決辦法。

即使在團體裡他得不到眾人喜愛，渴望結

交朋友，換來的仍是孤單；他學習跟自己和

情緒相處。一個人可以好好跟自己在一起，

怡然自得過日子，這何嘗不是件好事呢！

  小張是個有責任感的孩子，在小家中想

扮演著好的大孩子的角色，也因為這份責

任感讓他與其他孩子相處遇到挑戰。他會

想像離開機構後的生活，擔憂以後弟弟的

照顧和生活，也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照顧好

自己。

  長大是挑戰的開始，凡事得學習先靠自

己；在轉換到少家生活前，隨著日子倒數，

小張的焦慮逐漸升至高點，在機構老師的

鼓勵和協助下，他願意嘗試新事物。他摸

索著獨立自主的生活樣貌，學習自我管理；

看見他的穿著打扮變化，和說話時的神采

奕奕，我知道他踏上適應之道。

  小張是個重感情的孩子，在我請假後的

見面，他會關心我的身體狀況，有時還會

叮嚀著照顧身體的方式。在諮商倒數第五

次時，小張再次提出「老師，你的身體真

的不能到慈馨工作了嗎？」的請求和確

認。「是的。我知道你捨不得，也不想說

再見」，他靜靜聽著我說，眼眶泛著微微

的淚水。

  十幾歲的生命裡已經歷過幾次的分離，

說再見對小張是不容易的，他願意和我一起

討論，創造想要的說再見儀式，見證一千

多個日子。當他說出看見自己的不同時，

那句話讓我感動，可稱得上名言佳句。

  我起身走到門邊要開門，見他踟躕不前，

他問我：「我可以要一個擁抱嗎？」我張

開雙臂，輕聲祝福他，並說：「你長高

了。」他噗哧一笑，回應我「有嗎？……」

我以手比劃著身高變化，「再見」就留在

笑聲中。陪伴，可以是默默的，也可以是

帶著回憶的；即使是分離，我相信曾經的

在一起是可以持續發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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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諮商心理師 莊謹鳳

走在交會中

心 的 刻 痕 心 的 刻 痕

  全職實習選擇加入慈馨的大家庭，面對

充滿許多內在劇場的兒童和青少年，實習

生活比我想像中的刺激和豐富，有一個意

圖是想要去靠近大家，但每一個孩子又有

屬於自己的樣貌和個性，想要接觸，就要

開始冒險和搞關係，也在各項活動和團體

過程中，開始對助人工作的現象場有更多

看見。

  我在生活中開始認識孩子們，例如：吃

飯時間，服務學習方案的開會、討論，以

及性別教育團體、成長團體、職業介紹……

等活動，或是透過參與孩子們及機構的活

動來和大家互動。除了正式場合外，我最

喜歡的其實是在樓層間的相遇，或是孩子

們來諮商所的打發時間，此時，最直接脫

口而出的打招呼及反應，往往是最真實的

互動。一句問候，一個關心，片刻的陪伴，

雖然很短暫，但我知道，願意停留在此刻，

是因為彼此願意給出一個空間，讓我們有

多一點的交會，而關係，就是在這樣一次

又一次的交會中，慢慢熟悉和滋養著。

  與孩子們的團體，是我帶領各式團體中

最花力氣的，我需要問自己，當我是青少

年時，我願不願意跟同儕分享我的事情？

我有沒有辦法在大家面前展現我的樣子？

還是，我可以選擇用我想要的方式參與？

我也會擔心，如果我不能跟著大家一起完

成團體的任務，會發生什麼事嗎？於是，

開始理解，每個生命都是獨立的個體，每

個人都在不同的狀態中，我雖然不知道每

個人的生命脈絡，但我知道，眼前的人就

在這裡，用他最真的樣子和我碰觸。混亂

是很真實的，想要被照顧也是真實的，動

力就在眼前，身為助人工作者的我，不喜

歡強制的規範，也不愛管秩序，做點讓大

家覺得是有趣也可以有學習和整理的事，

允許在混亂中前進，當這個空間被創造了，

也撐起了我有更多的可能性，放掉課本上

告訴我的規範和框架，讓自己用真實的面

貌更貼近大家。

  親職教育團體也是讓我學習很多的一門

功夫，如果說，在實習前，我扮演著公權

力的執行角色，被法規、暴力者、抗拒、

防衛、不配合的家長包圍，那麼，實習後，

我開始思考能為這些家長做點什麼？當有

人願意傾聽他們與孩子相處上的無力和挫

折，理解他們也曾試過了各種可能有效的

解決方案，明白他們面對學校和來自其它

系統抱怨時的不知所措；當有人可以傾聽、

同理和支持時，才知道，原來，他們也是

一群受了傷的大人，也是需要有人照顧和

陪伴的，當大人有能量了，才能去擁抱小

孩，給小孩愛。

  一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我收

起那些自以為是的專業與傲慢，在專業助

人者的路上，不再急著改變或做點什麼，

而是更多去理解和體會家長及小孩面對生

活場域中的難處和不容易，多一點資源的

擴展與多一點對自己的照顧和調節，我也

走在這條路上，學習的路，還持續著。

  孩子在慈馨家這個大家庭的生活，是多元豐富的，而點點滴滴的生活交

流，呈現出來的喜怒哀樂樣貌，都在你來我往的人際互動中被醞釀、被看

見、被撐住、被理解，最後透過經驗整理，將體會轉為內化訊息與記憶點。

  孩子們說，在慈馨家最有趣的事，就是來自老師的關心、傾聽和陪伴，

每個老師都以他獨特的方式陪著我們，並漸漸改變我們的想法和做法，然

後創造出彼此尊重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甚至是對慈馨家的認同和歸屬感。

  在這改變的過程，老師可能被孩子的言行不斷困擾著、磨合著、挑戰著，

但卻能一次次討論出解決方法與配套策略，並化解危機。孩子們說，慈馨

家的大人很厲害，是我們被影響、被改變，但老師們卻說他們也從中得到

學習、反思與成長。

  誠如孩子們所說，這是彼此用心交會所激盪出來的回饋，也是孩子們受

用且帶得走的生命禮物啊。

生活點滴中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