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關懷弱勢兒少～小鳳凰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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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基金會專欄

變盪中的堅持

「瘟」情中的「溫」情
慈光基金會總幹事 李冠葦
今年的瘟疫，雖無情肆虐，但生活與工

董事長 郭秀銘

滿的心意。董事長過往一直告訴同仁，千

作照常進行著。

承續著2019年的Covid-19疫情，變種病毒相繼出現。從教育部於5月19日宣佈全台在家

董事長收到卡片，驚喜萬分，也感受到滿

學習後，家園就進入「變相」的暑假，使暑假長達3∼4個月。在家視訊學習是新經驗，四

以往，董事長總會定期來家園，關切同

萬不要為其祝壽，大家平安比較重要，想

十多位兒少在家學習，工作人員壓力之重不言而喻！很慶幸我們的工作同仁，在這艱難的

仁、孩子們，由於疫情，考量董事長年事

不到此次因應防疫，遠在家中，卻收到慈

時刻共體時艱，克服種種困難，讓孩子們可以有一個豐富而精彩的假期。

已大，防疫安全與健康不可小覷，所以機

馨家人們的「一本」生日卡！卡片裡有

構同仁便建議祈請董事長於疫情警戒期間

著：家人們對董事長的想念、董事長與大

在家為宜，減緩外出次數。

家一起參與活動的照片、孩子們的用心插

根據台灣主計處所統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2021年11月之年增率為2.84％，創下
近9年的新高。國人很明顯的感受到，所有的民生用品價格都愈來愈高。在台灣，國人雖
然基本薪資年年調高，但卻不敵通膨的巨浪，大家維持生活溫飽之餘，想多一點支持弱勢

七月適逢董事長生日，機構同仁、家園

畫……。董事長看著一頁一頁的卡片，很

團體，其動力必然受到影響。但令人感動的是仍有許多團體、善心人士，願意親自前來關

孩子們為表祝福與感謝，秘密籌畫慶生事

是感動。這家人般的溫暖、互相支持是無

心家園的需求，並透過網路購物、線上捐款進行捐贈。尤其年中疫情與警戒達到高峰，上

項，並由孩子們參與設計、製作賀卡。當

可取代的，故與大眾分享「我們都是一家
人」的溫情！

班上學受限時刻，仍有大德持續護持著，著實令我們感到社會的溫暖與愛心。
隨著政策方向的變動，需要家外安置的兒少，皆以親屬及寄養家庭優先，屬於機構安置
服務的我們，處在最後的一道防線上，收到的個案皆為教養難度較高的。然而，這些兒少
並非是沒有希望的，他們擁有無限發展的空間與潛能，只是要協助其翻轉弱勢的歷程，所
投入的資源十分龐大！許多社會大眾參訪慈馨之後，往往會驚訝這些孩子的遭遇，以及家
園工作同仁們背後的付出，進而對我們勉勵說：「我的樂捐不算什麼，最辛苦的是你們這
群照顧者！」聽到此話，除了感動，也充滿對大德的感謝，有您的護持，這份志業才有力
量堅持與前進！
如同我們的創辦人

孩子親自設計生日祝福卡。

李炳南老師對我們的勉勵：「既發大願，不怕困難，困難愈多，功

德愈大。」社會局勢變動中，我們仍保持著這份精神，並繼續發揚、與時俱進，不負所有
護持大德的期待。

郭秀銘 鞠躬

家童作品

新的一年
恭祝大德
「虎」氣興旺，
福入心懷！

全體師生對董事長阿嬤的祝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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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職感言

回顧與感恩
回顧與感恩

是學佛的基礎，於世出世法皆至關重要。

助，才能真正落實慈善的目的。且有幸與

四十年間，我經手組織許多的變革與眾多

敘事治療大師

土地、建築與設備採購案；雖因才智所限，

吳熙琄博士相遇，在十年

制度、參與處理台中蓮社董事會改選的事

的敘事團體中，她所展現對人的尊重、同

諸事未臻圓滿；然清白自持，不敢以私害

宜，並統籌育幼院同仁集合住宅-「東林

理與悲心，為「隨順眾生」做深刻的詮釋，

公，未嘗從廠商收取任何餽贈，也未曾私

樓」的購地與興建、完成育幼院財團法人

更讓我內心深受觸動。此外，從慈馨團隊

下挪借一釐公款。且在類家人的關係中，

登記、與慈光圖書館歷經七年的產權訴訟、

的身上，我看到夥伴們對孩子無條件地接

能與夥伴們互相扶持與學習，共同營造出

連志道副院長邀請我來接任文書工

辦理慈德幼稚園的變革與結束營業、成立

納，以及用生命陪伴生命的真心，令我由

慈馨的家庭氛圍，為孩子們建構良好的成

作；於是在家人的支持下，我毅然投入這

慈光基金會、籌辦慈馨兒少之家新院舍的

衷地敬佩。能有這麼多的貴人相助，又有

長環境。此是我職涯中至感欣慰之事。

份志業，至今已邁入四十年。一路走來，

購地、建築、立案等事宜。其間與慈光圖

一群優秀的夥伴們，共同為理想目標努力，

心中充滿感恩：首先因為來到育幼院服務

書館的產權訴訟，最後以育幼院解散告終，

我又是何其幸運！

的因緣，所以有機會親近

是我在此階段所遭遇最大的挫折和危機。

在慈光與慈馨的時光中，我有幸見證許

支持與成全；能和大家成為家人，一起為

幸有團隊的同心協力，張貴傑教授、曾華

多人間菩薩；有的是以院為家，無條件的

慈馨家打拼，讓我深感榮耀。如今慈馨家

往生的自在，堅定我對淨土法門的信心。

源教授的指導，以及

會公師父、蓮社諸

接納每個孩子、用生命奉獻在失怙兒少的

已經打下堅實的基礎和口碑，不負

又承蒙

連副院長的青睞，刻意栽培，幫

蓮友與十一方大德的護持；在育幼院解散

教養上，真正作之師、作之親；有的則是

老恩師的囑託與來自十一方諸善心大德的

我在儒佛教理打基礎，並在做人處事上對

後，歷經二年半，慈馨兒少之家即順利立

自己省吃儉用，卻不吝給孤苦無依的孩子

信任與護持。然而面對內外環境與政策的

我諸多教導。連副院長離職後，倖得

案，得以紹續

雪公老恩師撫孤幼幼的志

們最大的支持與溫暖；也有將其個人資源

變化，種種的艱難考驗仍多。慈馨家的主

秀銘院長的賞識與提攜，讓我從總務副主

業，稍解訴訟敗訴之過愆。繼兒少之家之

與人脈無條件地提供給本家，協助解決本

管團隊都是全國安置機構的翹楚，祈請董

任成為總務主任、秘書；之後更成為總幹

後，再主責慈馨少年家園的購地、籌建與

家的困境與難題；更有祖孫三代，代代相

事們能夠繼續信任與支持他們，俾能同心

事、家主任與執行長，學習成為獨當一面

立案，以及協助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的設

續護持的蓮友大德。這些菩薩們無私的奉

群力克服困難，繼續創造慈馨的輝煌歷史！

的主管。而

立。透過這些歷練，累積許多的人生經驗，

獻、為善不欲人知、默默行善的德行與孝

倫史畫封面文章期間，給予我許多的指導；

也見證世間的生住異滅與社會人情冷暖；

心，都令我深深的欽佩和感動；也讓我對

的安排，讓我有幸在這裡學習與成長；感

且其不讓鬚眉的氣度、正直俠義的風範，

感恩

佛菩薩的護佑與安排，以及董事們

菩薩道「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

恩這份因緣豐厚我生命的意義與內涵。至

以及對我長時的支持與勉勵，也讓我受益

的全力支持，讓我在此職涯中，獲得許多

樂。」的慈悲有更多的體會。此外，我看

誠祈求

良多。其次，因為來到育幼院的因緣，我

經驗和學習。

見許多生命的勇士，他們在困境中勇敢的

慈馨家業務發展順利；孩子們都能成功翻

張貴傑

面對生命的諸多逆境，努力翻轉他們弱勢

轉他們弱勢的命運；夥伴們皆能發長遠心，

中蓮社諸善知識，得以在學佛的路上，受

教授的指導，我得以順利完成碩士學位；

的命運，創造生命的無限可能。能夠每天

以慈修身，善入佛慧；所有護持的大德、

到亦師亦友的提攜與指教。也因為這份因

並在張教授的督導與曾華源教授、何慧卿

和社會與生命的光明面為伍，並結識許多

蓮友們功不唐捐，福慧綿長。未來，我們

緣，在先父母臨終之際，得以獲得眾多蓮

教授、白倩如教授、林瑞華教授等專業顧

好友與諸多善人，這是我在這個大家庭裡，

都可以仰仗

友護持助念，安然往生。所以駑鈍的我能

問指導下，與團隊一起創造和建構慈馨家

另一種殊勝福報與收穫。

回到極樂世界的大家庭裡，共同學習。

夠進來育幼院服務，實是此生最殊勝的因

的教養理念與專業素養，使慈馨家成為學

歷史的長河不斷往前奔流，煌煌史冊記

無盡感恩！

緣與福報！

習型的專業機構。我則從慈馨家的經營歷

載著改朝換代與人事更迭的斑斑事蹟；雖

阿彌陀佛！

在慈光育幼院的這段時光，因為主管的

程中，澄清與肯定投入這份志業的價值；

然是非成敗轉頭空，因果報應卻絲毫不爽。

充分信任，讓我建構育幼院的人事與行政

並深刻的理解到佛法所說的慈悲要有智慧

惟名節與操守乃是人格的根本，而人格正

時光飛逝，轉眼將從本家屆齡退休；回
首前塵，心有所感，謹述所懷：
民國七十一年，慈光育幼院的文書
思齊老師（即
熟，

李

上果下清律師）出家因緣成

雪公老恩師，

在其座下聞法受教，並有幸親睹

老恩師

郭

吳省常教保主任在我撰寫明

加入了論語講習班第二期，有機會親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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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馨兒少之家主任 詹前柏

做前導，而慈善事業也需有專業知能的輔

在慈馨兒少之家創立後，因為

為組織建立制度是我一貫的堅持，此時
已屆退休之齡，感謝董事們與團隊夥伴的

慈馨家是我的第二個家，感恩

佛菩薩與

雪公

佛菩薩

雪公老恩師慈悲護佑

阿彌陀佛的大慈悲與願力，

末學 詹前柏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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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中心專欄

諮商中心專欄

走跳安置江湖的相伴
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所長 楊顗帆
年末，記錄下諮商所今年受邀參與各種
工作活動的足跡。12，是我們實體加上網

訓練的分享，背後的脈絡也逐漸顯得清晰。

路連線工作所走過的縣市：花蓮、新北、

在這過程，我們看似作為講師去到不同的

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家園進行交流，其實，我們也在其中與夥

南投、雲林、高雄；再加上用網路連上線

伴們學習思考各家園可運作的模式、學習

的屏東。48，是整年度下來跑攤的大小場

如何從孩子和我們生命激盪、碰撞中穩住，

次，包含了學術及實務研討會或座談會、

學習面對困難（真的有時覺得很難、很想

專業課程或工作坊、個案研討會議、機構

放棄或大哭一場），然後可以繼續相伴前

團體或方案督導等。底下，就讓我們一一

行。

道來，這些足跡所走過的，是諮商所怎樣
的一份心意。
第一個心意，沉澱安置專業服務的經驗，
連結安置家園支持的網絡。

第二個心意，跨專業和領域的合作，拓展
創傷知情的網絡支持。
諮商所跟著許多實務夥伴、華人創傷知
情推廣團隊等合作，走進公私部門的兒少

慈光基金會創辦諮商所的使命之一，期

安置及教養機構、社福團體基金會、縣市

許能夠和各地的安置家園成為合作和成長

政府學生諮商輔導中心、醫院、學校等場

的網絡。諮商所在面對今年同是安置家園

域，和保育生輔專業、社工師、心理師、

的專業訓練、個案研討等邀約，先是謹慎

醫護專業、教職員等，交流分享關於創傷

地反思在安置專業經驗中，我們到底學到

知情的學習、體會，以及對於我們的實務

了什麼？（尤其是許多實務上的困難、掙

經驗的反思。尤其，我們分享在面對陪伴

扎，甚至是許多挫敗的經驗！）我們是如

安置兒少成長過程中，我們也同樣經歷著

何思考這陪伴生命的專業的？而後，鼓起

創傷影響；回到自身的體會，看見了替代

勇氣、拋磚引玉地分享，在每次的相互交

性創傷，而回到我們的專業工作和生活中，

流和研討中，我們也再次梳理了思路。真

思考及做出調節。這樣的經驗，也讓我們

的很感謝，這一整年下來，好多夥伴們的

比較能走進被創傷影響的世界，在同理自

回饋和刺激，著實讓我們把原本模糊的分
享變得更具體，且找到了更好的語言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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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經驗；從年初到年末，透過這些專業

己身心反應的經驗中，去靠近我們所關照
的兒少，以及在系統中一起努力的夥伴們。

這是我們身處第一線最寶貴的體會，也是

我們在四月參與了勵馨基金會辦理的「

開始懂得創傷照管的重要關鍵；想要孩子

創傷知情與兒少服務工作坊」，分享安置

們能夠長得好，我們這些在孩子們身旁的

家園的團隊運用創傷知情的概念，在團隊

人，也要學習好好照顧自己的生活，才有

面對危機處遇的歷程中，我們如何創造「

空間關照孩子們。

一起面對」的氛圍。八月，參與了兒童福

第三個心意，參與機構輔導或專業督導，
成為安置家園的相互扶持。

利聯盟的「兒盟三十：創傷知情照護線上
座談會」，分享安置家園如何陪伴安置兒

安置專業服務是用生命陪伴生命的志業，

少面對創傷影響的複雜情緒，以及我們在

面對複雜背景甚至創傷經驗的孩子們，光

這過程中，從孩子們生命經驗中的所學，

是要能好好關照他們的生活即是不容易，

進而提醒並持續修正我們實務上的操作方

而且更是希望這生命的旅程中，孩子們和

式。難得的是，透過這樣的機會，和許多

夥伴們都能好好得到生命的成長和滋養。

投入協助創傷兒少成長的專業夥伴們，一

因此，今年我們也鼓起勇氣，作為巡迴輔

起分享和討論，同時也在邊做邊整理我們

導或外聘督導，和不同機構的夥伴們教學

是如何想、如何做這樣的工作的？我們是

相長，吳若慈諮商心理師和我，受邀成為

如何面對這些實務上的挑戰的？與會夥伴

臺中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們的迴響，提供刺激實務作為的思考和借

兒少保護組」的小組外聘督導，研討如何

鏡學習，也豐富了我們的反思。

結合依附關係和創傷知情實務，和困難的

謝謝今年共同創造這一切的所有夥伴！

家庭工作。年度回顧和反思時，社工夥伴

謝謝，諮商所有這樣的勇氣，梳理不成熟

們提到這些專業思維，不僅用於案家，也

的專業思維，並開放、勇敢地歡迎各種經

能回到自己生活中思考，覺得是深刻的體

驗的學習。謝謝，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為這

會。此外，也參與了特殊兒童及少年團體

些孩子們努力著，然後我們也學習，成為

家庭巡迴輔導計畫，有幸跟著投入多年實

一個更大的社群，相互學習、關心、支持、

務及研究的彭淑華、趙善如、胡中宜三位

合作、前行。
....................................

教授，學習如何將慈馨家的實務經驗，用
於支持團體家庭的夥伴們，以及共同陪伴
生命中經歷許多挑戰的孩子們。
第四個心意，專業路上的相互學習、創新
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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