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人社會重視子女養成，父母會滿

足孩子的物質需求，也會重視孩子的

學習狀態，總希望提供最好的資源來

栽培孩子，使其贏在起跑線。然而，

孩子最好的學習與仿效，是來自父母

（或照顧者）的言教與身教，亦即那

份「親子間日常述說、對話與分享」

的點點滴滴，以及「父母對子女養育、

陪伴與成長」的心心念念。因此，家

庭教育的功能與影響力不容小覷。

  古人從「敦倫盡分」、「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等方面來教導子女、晚輩。

在慈馨，生活教育與教養面向、亦是

不斷討論、以期因材施教、因時制宜。

早期有「尊敬長上、友愛、感恩、廉

潔」四大原則，近期則以「尊敬師長、

感恩、惜福、培德、自主」來培養孩

子的良善心性，並開展其能力。

  慈馨以全人教育概念來看待生活教

育，我們適度滿足孩子的外在需求，

但更貼近與了解其內心真正需求，因

為心靈安穩了，才能感受到愛與歸屬；

我們教導孩子感謝每個相遇的人事物，

以及體念對方的用心與付出，讓他們

擁有一顆感恩與惜福的心；我們引導

孩子改過遷善、錯中學，以積極、正

向態度，勇敢面對生活中的挑戰與選

擇；更引導孩子了解世事無常，要懂

得珍惜生命中的一切。再者，要做善

良的人，善良是一種行為美，也是一

種內在美，心若善良，能帶給別人溫

暖與信任，自利且利他。

  當然，生活教育的作用，會因著孩

子個人特質、安置時程、身心健康狀

態……等因素而呈現不同樣貌，但透

過生活情境與氛圍醞釀，孩子身在其

中便能一點一滴被薰習、被影響。假

以時日，這些被孩子們視為老生常談

的內容，便能化為一輩子受用無窮的

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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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延續著去年，彷彿這個世

界失去了嗅覺，人們與大自然的氛芳距離

更遠了，只剩下人與口罩的距離。偶然到

了森林，脫下了口罩，才發現原來這才叫

作呼吸，此時反倒羨慕起路邊伸懶腰的黃

色狗兒以及天空飛的小白鴿，至少他們不

需要戴上口罩。看著這個世界因著疫情有

許多的變動，是災難連連的事件？還是上

天帶來的禮物？

  五月份全台疫情大爆發，機構內防疫作

戰雖十分嚴謹，但是總會有幾個小破口，

零星的確診個案，可說是讓機構現場的工

作人員進行了好幾次防疫大作戰。事前雖

依著作戰計畫擬出許多流程，但是實際上

當機構內有確診案例時，往往判斷是更加

複雜，光是感染來源的判斷？密切接觸者

有誰？哪些人啟動3+4？哪些人啟動0+7？

突然能夠體會到，這波疫情彷彿在檢視著

各單位「平日準備的程度」、「個人的衛

生習慣」、「平常在處理事情的節奏」、

「自己身體的保養」等習慣。疫情之所以

難應付，就是因為他考驗的是「經年累積

的習慣」，例如：平常就很注重勤洗手，

那麼就能大大降低染疫風險，而習慣並不

是「立即」就可以到位的，所以還沒有養

習慣的人染疫的機率相對就比較高，或許

這回疫情的價值之一，就是讓我們養成一

些平常不會去養成的「好習慣」。

  在疫情期間，也在培養大家的細緻度，

例如：消毒很重要，但先後順序為何？快

篩要怎麼做才有效？開會時怎麼坐才會減

低風險？同事的家人有確診怎麼做才能降

低風險？以前    雪公老師常常勉勵大家「

辦事講究精細」，在防疫的歷程當中，更

是深刻體現出來。不夠細緻的作為，往往

就會產生很多防疫上的破口。例如：大家

平常口罩戴好戴滿，結果吃飯時通通脫口

罩還聚在一起吃？這就牽涉到分流的細

緻度。而「病毒」往往藏在細節裡，細節

的背後，其實是一念「覺察」，如果就是

依著例行公事去處理掉事情，沒有花點心

思去覺察可能的危機，那麼就會是破口；

又如：密切接觸的員工打滿加強劑依規定

的確不需要再隔離，但若依法辦理，就讓

他正常與服務對象工作，可是萬一突然轉

陽性，便可能為機構帶來更大的危機。所

以在疫情當中，很多的事情大家覺得理所

當然的事情，變得不那麼理所當然，疫情

提醒我們要有更多的「覺察」。

  在安置機構的防疫工作，大家慢慢體認

到，如果染疫了，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

牽一髮動全身。因為緊接著機構就會立馬

開始進行全機構的疫調、框列密接者、全

體人員快篩、空間的清消、工作及生活的

分艙分流、防疫物資的到位、各種行程的

調整、硬體設備的整備等一連串的防疫措

施。這回疫情，似乎在提醒大家的是要有

「群體意識」，每個人都是重要的螺絲釘，

缺一不可，大家同在一艘船上，當船上有

破洞時，便是整艘船沈下。也十分慶幸工

作人員並沒有因為別人染疫而有所抱怨，

而是共體時艱，面對挑戰。或許一場疫情，

要教我們的不只是有形的防疫措施，而是

人心。  雪公老師曾師云：「現在世界惟

亂耳，遠因基於惡業所感，近因仍在不明

真理，處處自私，果能澈知自他不二，物

我平等，則禍源自清……」由此可知，這

個時代是亂的，有著各種的災禍，這些災

禍來自於業力與人心的無明。自古以來，

君主在治理國家時，深知災患如此，皆為

人事之不修。    雪公老師十分通達，對整

個世界發生災禍的根源有所洞見，也直指

人的內心。如今，疫情持續延燒，是否人

們也該好好地沈澱和反思？

  疫情期間，要謝謝護持的大德們，您們

無論是防疫物資、供餐、志願服務或各類

捐助可說是不遺餘力募集，有時送物資來

時還擔心我們增加感染風險不敢久留便匆

匆離去，但看著您們的背影卻有種道不盡

的感激。病毒無情地奪走許多寶貴的生命，

但人卻有情，這波疫情或許也是在告訴人

們，付出「愛」才是讓人們能夠戰勝疫情

的最佳疫苗！

疫情看似無情卻有情

慈光基金會總幹事 李冠葦

基金會專欄 基金會專欄

青少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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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家庭生活～小家溫馨日
慈馨兒少之家保育督導 王姿斐

拓展生活經驗，體驗冒險勇往直前

    這是由國中的少年們提出，希望能舉辦

具有冒險、合作的戶外遊戲，於是討論出

110年1月的「英雄的痕跡-漆彈體驗活動」。

此活動孩子們未曾參與，所以除了分組進

行各項工作外，還特別上網搜尋了「漆彈」

相關的資訊，從漆彈由來、活動類別～生

存遊戲體驗、漆彈對抗、競技型或戰爭遊

戲型，到裝備與安全性。

     活動當天，處處響起槍林彈雨和此起彼

落的尖叫聲，時間結束才畫下對戰的句

點。「老師，剛剛超可怕，我都躲在鐵桶

後面，後來想說一直躲著也不是辦法，就

鼓起勇氣，衝出去！」、「剛剛差點就被

小安打到，還好龍龍在旁邊救了我！」、「

我發現，玩這個很需要有神隊友，剛剛我

們這隊的…」。活動結束後，孩子們邊喘

氣、邊平息興奮的心情，分享著剛剛活動

的過程。此次透過遊戲，除了開展孩子們

冒險的經驗外，也培養他們勇氣與合作的

能力。

新年新希望，台中心之旅

    農曆春節，是華人文化中全家團聚、出

遊的日子，但安置於兒少機構的孩子們，

卻有一半以上因家庭因素無法返家過年，

只能留在機構。於是，過年期間，我們特

別規劃新春踏青，帶孩子們感受過年熱鬧

的氣氛，並藉機探索居住的台中城市。

    孩子們事先查詢各場所交通、公車路線、

營業時間、費用，並規劃了活動多元的行

程，如：參觀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體驗

Air-Gene空氣基因彈翻床，還有咬人狗坑

爬山、逛一中街、勤美綠園道逛文創市集、

到戲院觀看二輪片電影……等。活動過後，

孩子們除了感受年節的氛圍外，還分享著

參與活動的樂趣～「老師，我們今天去科

博館好好玩，那個生命科學廳的展示，自

然課老師有教過耶！」、「我們昨天去勤

美那邊，看到好多狗狗好可愛，我覺得流

浪動物之家的志工們都好有愛心喔！希望

狗狗們也能找到他們的家人！」孩子們還

說，等開學了，要跟同學們分享寒假過年

期間，自己到哪裡玩，還遇到哪些有趣的

人事物。

全家集合，一起討論活動分工與分組。 由孩子們自行查詢電腦，規劃活動內容。

    「以家童為中心」是兒家家庭經營服務

模式的主軸，每一個小家住4∼6位孩子，

並配置保育/生輔員輪班照顧。孩子從房間、

小家客廳的佈置，到家庭事務的分工，都

參與其中，而保育/生輔員則於日常生活協

助孩子建構兒童及少年的自立能力，並形

塑家庭氛圍。

    小家規劃諸多活動，最有特色的是每月

的小家溫馨日，此活動由小家成員及小家

保育/生輔員共同討論策畫，類別多元，有

動態有靜態，更因疫情警戒，進行滾動式

調整。溫馨日的活動規劃包含文化體驗之

旅、冒險體驗之旅及育樂活動等類型，如：

大甲一日遊、農場體驗、Air-Gene空氣基

因彈翻床、漆彈體驗、夢想家籃球賽、麗

寶樂園一日遊等。我們期待孩子們從活動

過程體驗「做中學、錯中學」，讓「學習」

成為他們生命的養分。透過「小家溫馨日」

活動設計，讓孩子們於現實的生活場域，

累積共同討論、參與、實作與團隊合作的

經驗，進而檢視他們獨立自主的能力。以

下分享三種不同型態的溫馨日活動。

透過會議創造家庭氛圍，凝聚家童互助

    透過「逐夢會議」，帶領孩子共同規劃「

大甲美景農場一日遊活動」，並討論活動

性質定位為全家性出遊或各小家出遊。會

議過程，孩子們可以在會議中表達自己的

想法，再經過討論、決議，初擬了「匠師

的故鄉-美景農場」旅遊分組計畫。

    孩子們決定分成4組～「交通組、公關

組、服務組、財務組」，由各個小家選擇

組別，再由小家討論出組別需要完成的工

作。如：「交通組」查詢了各種交通的方

式，最後考量安全性及實用性，決定承租

遊覽車，並與司機討論接洽時間、注意事

項以及經費預算。「公關組」則是負責與

農場聯繫，了解各式體驗活動內容及費用、

確認當日午餐。「服務組」則針對當天所

需物品、醫藥箱做準備，光是討論零食類

別與份量，就花費了許多的時間。最後，「

財務組」與其他三組合作，計算出活動的

預算，目標是練習用最省錢的方式，完成

此次旅遊。分組討論過程很費時費力，孩

子們雖有小抱怨，但也願意學習、配合與

互相協助。

    活動當天，孩子們在美景農場體驗了三

大特色「濱海風光、包子匠師、天然湧泉」，

不僅接觸大自然，也感受傳統的農村生活，

如：DIY製作傳統的米食「粿」、齊心協

力完成焢窯、於蓮花池划船、到海邊尋找

螃蟹……。雖然玩到一身的泥巴、海砂，

但孩子們玩得不亦樂乎。回程，孩子們意

猶未盡，紛紛說著：「好累，但是好好玩，

我們下次可以再來農場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