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謝謝字典，

讓我每天查字，

協助我造詞。

我要謝謝書包，

讓我放書、放筆盒，

可以準備好上課的用品。

我要謝謝我的朋友，

在我無聊的時候，

陪我一起玩。

我要謝謝哥哥，

在我不會寫作業的時候，

熱心的教我。

我要謝謝爸爸媽媽

您們教我做事，

您們辛苦的工作，

讓我可以吃得好、睡得好。

我要謝謝師長，

讓我學習很多知識，

還有陪我玩遊戲。

最後，

我要謝謝幫助我的人，

以及教我的人，

讓我越來越好。

謝 謝
小三 小翰

  想想剛出生時，是誰在旁邊細心呵護你？

想想是誰每天做著辛苦的家事，卻沒有一

絲絲抱怨？想想是誰在生活中跟你最貼近，

陪你走過人生的喜怒哀樂？那個人就是-

母親。

  小時候，媽媽她總是在我睡前輕輕撫摸

我，為我唱出動人的旋律，也會跟我說一

些小祕密。長大後，我發現媽媽的皺紋變

多了，她不像以前一樣年輕貌美，而是慢

慢地越來越老。一般人下班後可以休息，

但是媽媽卻還是繼續忙碌，看她滿手長繭，

我好想幫她，但她笑著對我說：「沒關係，

媽媽有體力，還可以。」其實，媽媽很想

休息，只是她不想給我們負擔而已。

  媽媽常對我說：「媽媽雖然忙碌，但最

大的希望是看見小若用功讀書。」所以，

每當我拿獎狀回家時，她總是笑得很開心。

媽媽笑的時候，眼尾的皺紋，常常被擠得

又深又長，從皺紋裡可以看見媽媽這幾年

的辛酸血淚，有幾次，我好想馬上衝過去

對她說：「媽媽，謝謝您！」

  皺紋，是無法改變的東西，是我跟媽媽

之間的回憶。皺紋，並不代表老，而是代

表媽媽對我的愛。就像「遊子吟」這首詩

所寫的，母愛有如春輝般的溫暖，天底下

沒有一個母親不愛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要

謝謝媽媽，謝謝她這幾年來對我的付出，也

謝謝她陪我度過各種情緒、度過每一天。

媽媽的皺紋
小六 小若

~24~ ~25~

家童彩繪燈籠作品

小若四格漫畫及美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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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隨著歲月慢慢成長，會發現小時候

的視野及思想，與長大後，有截然不同的

改變。如果認真回想過往，人們會有新的

體悟，來面對過去、現在、甚至未來。

  小學時，我曾經做了一件令父母生氣的

事。記得那天，上學途中，我跟朋友一起

玩，玩得正盡興時，我不小心絆倒了同學

的腳，讓同學受傷了；當下，一股「糟糕，

完蛋了」的感覺油然而生。接著，老師的

責罵、父母的失望……，隨著越多人關注，

事情似乎越鬧越大，而我也越來越害怕，

生氣、悲傷、不知所措的恐懼感逐漸在心

中擴大。於是，在父母開口責罵時，出於

自我保護的本能吧，我竟然對父母頂嘴了。

現在回想，那可是我第一次頂撞父母。

  那時，不管我說什麼，在旁人眼中，我

只是在找藉口；尤其對父母的頂嘴態度更

是不應該，而事後我也沒有好好地跟父母

道歉。如今，每當聽到朋友跟我分享著他

的家庭趣事，心裡非常的羨慕；連帶的，

頂嘴父母的回憶也會浮現。我對那時的自

己感到很討厭及生氣，甚至會罵著心中的

小昶；因為當我懂事，想要跟父親說一句

抱歉時，父親已經不在了，再也聽不到

了，真是悔不當初。朋友雖然會安慰我說

小時候不懂事，是正常的，不用放在心

上；但聽完這句話時，心中依舊有股說不

出的痛。

  長大的過程，我逐漸明白「後悔」這個

字；而「早知、如果、假如……」，這些

都是我討厭的話。雖然我曾經做了不智之

舉，但做了經驗整理之後，這些過往的經

驗，也使我更加的成長，讓我可以接納過

去、面對現在及迎接未來。要不是有家

人、老師、朋友的鼓勵，我可能像木乃伊

似的，還沒清醒，所以，我更加珍惜現在

的所有，也想向自己和相遇的人事物說一

句：「謝謝」。

高三 阿昶

青少女染布作品

我在成長中逐漸明白的一件事

  這是一家腦袋出租店，裡面有各式各樣

的腦袋，老闆在門口貼著：「歡迎大家快

來使用看看喔」的字條，於是，我就進入

店裡，挑選我想要更換的頭腦。

  首先，我選擇老師這一款。我頂著老師

的腦袋，場景忽然來到教室，我正改著作

業，看到同學字體寫得很亂的，我就拿筆

寫上「乙」或「重寫」；看到字體寫得美

麗的，就寫上「甲上」或「甲」；至於數

學作業，批改答案就可以了，比較簡單，

所以我改得很開心。

  第二次，我換上舞者的頭腦，場景來到

了舞台。我先拉筋熱身，展開柔軟的手和

腿。然後聽著音樂，慢慢跳著芭雷舞。忽

然，我看見有人也在跳舞，他左跳跳、右

跳跳，舞蹈表演的非常好，我就跟他一起

跳舞。我們練習了好久，後來到各地比賽，

獲得好成績，大家都拍手說我們好棒，這

些事讓我感動好久。

  第三次，我使用了廚師的腦袋，場景來

到了自助餐店。我什麼菜都會煮，我左忙

忙，右加加，煮熟之後，再把每道食物擺

好，然後開店了。用餐時間，大家急急忙

忙的衝進來，我也趕快去服務客人，不久，

我做好的飯菜和點心，都被吃光了，這表

示我做的菜很棒，真是太開心了。

  這家腦袋出租店，真的很新奇。換了腦

袋，就能讓我體驗老師的聰明、舞者的舞

姿、廚師的好手藝。但是，老師、舞者和

廚師，他們的工作都太忙碌了，下次，我

要換其他的腦袋，感受不一樣的角色和生

活。

小五 小涵

家童作品

腦袋出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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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工　園　地志　工　園　地

研發暨社會資源組組長 廖振杉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慈光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志工隊，於民國一○二年

四月，加入台中市政府祥和計畫，編列為：

第一區171小隊。我們原來只是零星志工

服務，加入祥和計畫才正式成隊。該年度，

因應家園「提升家童基本學習能力方案」，

開始拓展志工人力資源，連結了台中市立

人補習班、中興大學、勤益科技大學，招

募學生志工共同加入服務的行列。

    本會志工隊分為兩小隊，一為「慈愛

隊」，為一般民眾、學生前來本會進行志

願服務；另一個為「馨心隊」，為本會附

設安置之兒童及少年，至社區進行志願服

務。馨心隊於104年前往菩提仁愛之家進

行第一次的志願服務，服務前孩子們進行

分組培訓，主要認識服務的對象，並學習

服務技巧。服務當天，孩子們為爺爺奶奶

帶來精彩的表演。服務結束後，我們協助

孩子們進行經驗整理，反思與整理服務的

歷程。105年開始，家園的少年們，於暑

假期間至台中和平區三叉坑部落，進行社

區服務，服務至今已有三次，大家參與並

見證著社區的成長。透過服務的過程，提

升少年自立能力，並培養利他精神，從受

助者的角色，到有機會回饋與付出，成為

助人者。

  現階段，慈愛隊志工人數大約50多位，

分別有課輔志工、行政志工、環保志工，

以及膳務志工，年齡層介於19∼66歲，以

大專院校學生最多、社會人士次之，平均

服務年資約1.5年。透過志工們長期穩定的

協助，開展了家園兒少的人際網絡、提升

學習動機與能力；並提供本會多元性服務，

維護本會服務質量。

    從志工招募到面談的過程，我們不斷交

流與分享，以瞭解志工者的服務期待及服

務內容，並針對本會目前的需求進行評估

與媒合。每位志工都是重要的資源，是這

個家的遠房親戚，因此，我們特別珍惜每

位前來服務的志工，希望他們能夠發揮志

工專長，提供最佳的服務，並於服務過程，

本身能夠有所學習與收穫。因此，每半年

召開的志工期中會議，有培訓課程、交流

會議，以提升志工專業知能與技巧，並創

造對話空間，討論合作共識。曾經有退休

教師志工分享道：「我真的是來到這裡，

重新學習怎麼教孩子。」也有就讀助人相

關科系的學生志工說：「剛開始陪伴孩子

很挫折，覺得自己學習的專業無法發揮。

後來每次服務結束後，和老師交接、討論，

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態。慢慢的，我就更有

方法了！」而這位志工從大二開始，已持

續陪伴孩子超過一年的時間了。

    感謝每一位陪伴慈馨前行的志工們，因

為有您們的加入，讓這個家更有能量，讓

孩子們的未來充滿希望。我們也歡迎有興

趣的夥伴，一同加入志工的行列，可以運

用「慈光基金會網站-志工園地：線上報名

系統」或是來電詢問，體現用生命陪伴生

命的過程。

「志」始至終，陪伴相隨

加入台中市政府祥和計畫志工隊，介紹

隊旗與志工隊服務內涵。

104年馨心隊至菩提仁愛之家進行志願

服務，陪伴爺爺奶奶。

至台中和平區三叉坑部落進行服務學

習，協助社區彩繪。

邀請慈光社區諮商所所長，協助志工

練習正向技巧。

本會志工隊旗幟。

邀請育英國中黃淑娟老師，分享教學

經驗與方法。

透過世界咖啡館形式，創造志工服務

與合作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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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補習班主任施憲銘 分享

研發暨社會資源組組長廖振杉 紀錄

從兩個孩子的爸，成為四十幾位孩子的爸爸

  「哇，那是什麼？」、「有抽抽樂耶！」

整個會場，充滿孩子們此起彼落的驚呼聲。

原來是今天的講師，帶來了許多童玩和趣

味戳戳樂，擺滿兩張長桌。他是跨越困難

能力系列講座，第三十六場的主角～立人

補習班的主任、慈馨的教育顧問、孩子們

口中的～施爸爸。

  慈馨於民國一○二年，為了課業學習議

題，慈馨與施爸爸相識結緣，從此他成了

這個家重要的教父。施爸爸不只是提供孩

子們補習的機會，更是把重要資源～自己

家人、補習班引進了慈馨。施爸爸陪著慈

馨推動「學習方案」，暑假期間運用大批

補習班的志工哥哥、姐姐們，協助孩子提

升學習基礎能力；假日，他帶著兩個兒子，

來慈馨陪伴孩子讀書。這一路走來，至今

邁入第八個年頭。今晚，讓我們一起走入

施爸爸的生命故事。

那個看似不足，但其實卻有滿滿的愛與祝

福的地方-「家」

  「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這首

歌曲，就是施爸爸的原家環境。施爸爸住

在南投埔里地理中心碑旁邊的土角厝，父

親在農會工作，母親也外出工作，放學後，

他得先幫忙家裡餵雞、餵鴨、餵豬，然後

和鄰居同伴一起寫功課、玩耍。晚上，如

果父母工作還沒有回來，自己就白飯泡糖

水，吃著這一頓美味晚餐。

  從小在農村生活，大地成了最好的遊樂

場，爬樹、田裡爆米花、溪邊玩水……都

是遊戲項目。施爸爸說：「玩，要玩得有

目的。」於是，玩樂中找到學習點，像是

抓泥鰍、灌蟋蟀，都需要先了解牠們的習

性、生活的樣態；而打陀螺、玩尪仔標，

則是需要計算角度、力道。在玩樂中，施

主任總是思考著，可以怎麼更厲害！而從

小喜歡兔子的他，則是因為養寵物，培養

出謹慎的責任心。

所有的學習，為的就是遇到困難時，我們

更有工具和方法

  小二開始，施爸爸就是學校的田徑隊，

也因此練就了好體力。至於學業學習，施

爸爸表示：「以前讀書，非常刻苦的！常

常要拿著課本，蹲在熱水器旁邊，顧爐火

燒熱水。國中就讀埔里中學，常常早上七

點出門，晚上九點回來。那時候家裡窮，

能有一雙鞋子特別不容易，所以總是把鞋

子掛在身上，走路到校門口，再把鞋子穿

上。下大雨的時候，即使全身淋濕了，還

是要死命地保護課本，因為沒有多餘的錢

可以買書。如果當天上學忘記帶便當，就

只能餓肚子餓到晚上，因為父母是不可能

幫忙外送便當，身上也不會有零用錢買西

吃。」這樣的求學經驗，讓施爸爸從小就

培養自律和負責的態度，他說：「小時候

的生活環境及資源非常匱乏，自己非常懂

得惜福。也因為這樣，自己會很主動的幫

忙老師、幫忙班上的事務。」因為主動、

感恩的心、積極的態度，讓學校老師都非

常喜歡他，所以，自己比別人有了更多的

學習機會。

  高中時期，考上台中二中，施爸爸自己

一個人，拎著白蘭肥皂集點所贈的箱子，

裝滿隨身家當，隻身從埔里來到台中。高

中階段，施爸爸參加了許多的社團，對於

童軍社學到的「領導統御、生活技能和野

外求生的能力」印象深刻，這些技能讓他

能夠先觀察當地現有的資源，並妥善運用。

高中畢業後，施爸爸並沒有持續升學，而

是選擇服兵役。服役於陸軍輕航隊的他，

把從小學到的知識、體力、能力，於當兵

過程發揮。曾經學習的那些知識，讓他更

有方法和策略，面對未來的各種挑戰與困

難。退伍後，施爸爸加入重考班，努力著

考大學。當時，因為沒錢吃飯，於是施爸

爸和補習班附近一間自助餐店討論，以「

中午至店內協助清洗碗盤、清潔」的打工

方式換取餐點，雖然辛苦，但積極向上的

精進與自我督促，讓施爸爸考上了東海大

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工作的價值，來自於學習與探索並豐厚生

命，不只是溫飽而已

  談及工作經驗，施爸爸說自己從高中開

始就在工作。每一份工作都帶來了不一樣

的禮物。高一在洗車廠打工，洗過各式各

樣的名車，當時因為身材矮小，於是常常

需要踩著板凳，才有辦法洗到車頂。高二

則到鐵工廠工作，學鐵工、焊接。從這些

歷程，他學到一件事情，只有自己去找目

標，努力往上踏，才能看見不一樣的風景。

打工期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振豐陽

傘」工作，施爸爸說：「當時有位阿伯帶

著我做事，從工作的態度、帶領員工的用

心與細膩，都影響我非常多。」在陸軍輕

航隊服役期間，施爸爸不僅學習到資料管

理、倉儲管理，更重要的是，學會維修和

保養。每一個物件，都應該維護它，讓它

維持在妥善的狀況。而這些工讀及服役的

經驗，都成為最好的生活能力與職場專能，

施爸爸說：「現在補習班的馬桶壞掉、燈

泡沒電、水管不通，都是我處理的！為什

麼我會？就是因為有這些工作經驗。」

生命之旅～遇見奇蹟

跨越困難的能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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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盡一份微薄的力量，卻開啟長期的合作

    陳煜老闆因參與賴厝國小家長會，加入了圓滿俱樂部。民國一百年，俱樂部安排歲末機構

參訪，進行社會公益活動，於是認識了慈馨兒少之家。參訪結束，陳老闆便拿出名片，表示

未來能夠護持慈馨，提供孩子免費配眼鏡的服務。

    問起初衷，陳老闆說：「當時聽完介紹，只覺得自己有能力，就想做一些事來回饋；慈馨

老師們要照顧這些孩子很辛苦，我只是盡一些微薄的力量。」於是，雙方合作至今已十年

了，「對第一位配眼鏡的孩子∼阿嘉印象很深刻，那時候他才國小，沒想到現在讀大學了。

孩子真的長大了，變得更好了！」陳老闆開心的說著。

危機，是一份禮物，為生命帶來轉機

  陳老闆十九歲時，發生一場嚴重的車禍，回憶這段往事，他表示過程遇到許多貴人，所以

非常的感恩。因為舅公的幫忙，才能轉至台中榮總治療；而醫護人員細心照料，重創的腿才

能夠恢復；父親則在自己長達兩年的復健期，於彰化、台中兩地開車往返與陪伴。

    這場車禍，讓陳老闆有了不一樣的人生。在母親的建議下，他開始接觸眼鏡行的工作。

他先至小林眼鏡行擔任店員，開始學習銷售、配鏡、驗光……等工作。民國八十四年，至中

山醫學大學驗光配鏡學分班進修，直到民國八十七年，才自己創業，成立「配得美眼鏡台中

永興店」。陳老闆說：「剛開始營業，萬事都要自己來，白天在店裡工作，晚上十點下班後，

就和太太沿街發放傳單，到了月底則是為了金錢而煩惱。開店營業的前十九年，為了打拼，

每個月店裡只休息一天，近幾年才調整為每週店休二日。」

教育，是一種世代的理解與對話

  「我很感謝我的太太，在我事業最困難的時候，她幫了許多忙。有了孩子之後，養育和教

育的工作也是太太在協助。」陳老闆和其夫人在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認識，當時他在台

中中清路上的小林眼鏡工作，太太是店裡的客人。我們驚訝地詢問陳老闆，怎麼記得這麼清

楚，陳老闆笑著說：「當然要記得啊！對不對！如果沒有這一天，就沒有現在的太太了！」

談起太太，陳老闆眼神堅定並笑著說道。

    談到三位孩子的「教育」，陳老闆表示都是太太的功勞，如果教育理念不一樣，陳老闆

會與太太溝通，夫妻的教育方式是理解孩子、陪伴孩子和共同討論。陳老闆說：「現在的世

代和以前不一樣，親子之間需要有更多的理解、對話。」

理念，不只是經營一家店，更是一種生命的態度

  六十一年次的陳老闆，排行老大，家中還有一位妹妹。小時候住彰化埤頭鄉，其父憑著自

身的努力，從基層員工做起，至總經理職位退休。父親對工作的熱忱與投入，以及學習的態

度與價值觀，深深影響了陳老闆。

    談到經營理念，陳老闆說：「就是努力去做，因為如果自己不努力，可能就無法生存

了。」開業至今，邁入第二十三年，陳老闆最大心願，就是每個人的眼睛都能看清楚。所

以，每個客人都是他的VIP，客製化、用心的服務，讓陳老闆有了許多熟客，甚至小朋友長

大後還會回來配眼鏡，並與陳叔叔話家常。對於孩子視力不好，配了眼鏡又容易損壞的狀況；

陳老闆說：「此時父母若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責備孩子，很可能造成孩子不敢說，進而影響

了學習。」所以，遇到這些事項，第一時間他會先關心孩子生活，聊聊眼鏡損壞背後的故事，

再進行眼睛保健和衛教的分享。

    又，陳老闆表示在薪資低、物價高的狀況下，生活中的每一筆開銷都需要精打細算，「我

的目標就是能讓大家都看得清楚，有能力的購買高單價的產品，經濟比較困難的，也有低價

但品質也不錯的產品，『500元配到好』的活動就是起源於此。」陳老闆辛苦過、努力過，知

道生活的不容易，所以現在有了能力的他，更希望能夠照顧台灣現在的年輕人，回饋這片他

熱愛的土地。「平等、愛與感恩」成了陳老闆最好的經營理念，也是他對生命的態度。

看見，一副全新的視野

  訪談最後，陳老闆想對慈馨師生說：「慈馨的老師很不容易，要照顧這些孩子，比自己當

父母親還要偉大！在慈馨家生活的孩子，有很多老師、大德的照顧，要學會感恩。然後，心

裡一定要有一個夢想，努力的去完成它！」

    談到夢想，陳老闆說：「自己的夢想，就是開店當老闆！所以當自己到小林眼鏡工作的

第一天，就試想自己是一個老闆，需要注意哪些事情？要怎麼解決問題？」即使擔任第一線

的員工，陳老闆也是帶著老闆的視角在學習、探索和累積經驗。「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只是生

活而已，少了夢想的堅持和動力，這樣很可惜！」

    陳煜老闆不只是一位專業的眼鏡行老闆，更是一位生活的實踐家，他的眼鏡哲學，不是

從外象看人事物，而是從「心」的視野來看世界的；而事事感恩的他，分享道：「用感恩的

心看待身邊的人，就能夠有更多的理解；用感恩的心看待生命中的每一個考驗，它就變成了

是智慧的提升。」此話我們也與慈馨家人互勉啊。

戴一副新視野，從心看世界

編輯小組

陳老闆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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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聽見不同意見與聲音】

  與孩子談話時，對於相反意見之包容度，需要去覺察。假使孩子誤會我們的

意見，有必要靜靜的聆聽，也可以很平靜、很理性地解釋；假使說中了我們的

缺點，我們不要覺得很沒面子，其實只要我們謙虛，這樣我們就會有所進步。

我們的包容度愈大，才不會跟社會脫節，我們今天絕對不要在慈光小小的庇護

下封閉了，一定要多言，要有能夠包容一切、聽取各種聲音的心量；不要拒絕

長大，有機會希望你們站出去，多交流、多吸收別人之長處，讓內心世界及視

野得以擴大。

（於民國84年4月18日 教保會議）

【接納意見的雅量】

  如何有雅量接納他人的意見，首先是納諫的提升（需從個人的修養逐步養

成），再者，給予意見回饋也是重要的。曾經聽人分享一個故事，有一位孩子

成績很好，有一天他的同學告訴他：「你成績雖然很好，但我覺得你很驕傲！」

依原來的情況，那孩子該是會生氣反駁的，但他沒有，且對勸諫的同學深表感

謝。探究他的改變過程，發現這孩子他的飲食改變了，且他做早、晚課，每天

早課他都背誦三次心經。因為靈性的提升，人會慢慢的去除傲慢感，能從根本

上去涵容。於是，被說者願意去深思，而勸人者也得到正向的回應。

（於民國84年5月30日 教保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