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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

家庭會議～親子交流的平台

  在慈馨大家庭裡有八個小家，每個月各

小家都會開二場會議，家庭會議是個溝通

平台，小家中每個孩子的想法與聲音都會

被聽見。

  家庭會議目的是要讓孩子有機會表達，

有權利決定，並聽到其他人的意見，而孩

子們不分年紀大小，皆能自在地表達自己

的想法。所以「小家的生活議題與事項」

都能回歸小家，由老師帶領孩子們共同討

論與決定。

【情景一】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溫馨日的出遊計

劃，大家說說自己的想法吧！」

  「去高雄夢時代！」小艾馬上提議。

  「我想去公園。」阿如接著說。

  「我們去劍湖山啦！」小薰也趕緊說著。

  「對不起，老師忘了跟大家說，因為只

有一天的時間，我們的行程規劃將以台中

為主。還有，我們得搭公車喔，所以出遊

的地點最好有公車經過。」

  「那可以在附近看看電影、加上逛夜市

嗎？因為我想買東西耶！」小茜期待著說。

  於是，大家又開始想其他地點與活動

了……

【教養小撇步】

  親愛的爸爸媽媽，舉辦家庭出遊活動時，

您會和孩子一起討論、決定嗎？

  其實孩子很喜愛遊玩，對出遊計畫，總

有很多的期待。但孩子對景點認識有限，所

以課本教的、電視機報導的，都想試著提

議看看，好似提出來，就有實現的可能！

  直到孩子們確認行程大綱後（如：時間、

交通、經費），他們會收起玩心，認真討

論著……。像這個例子，最後的出遊計畫，

就是老師、小家成員（四名國小孩子）共

同討論、決定的。

【情景二】

  假日午休後，孩子被提醒今天要召開會

議，討論電腦使用事項。

  「今天我們討論的主題是：電腦娛樂時

間的分配。」老師清楚的講著。

  一位大孩子指著小一的孩子說：「你們

還那麼小，玩電腦的需要不大吧！所以大

孩子應該比小孩子的時間多，小孩子應該

半小時就夠了吧！」

  「我小四了啊，可以玩呀，可是為什麼

姊姊的時間比較多？」一個尚未搞清楚狀

況的小孩接著說。

  「是啊！姊姊，這個事項讓大家討論，

重點是為了電腦娛樂時間的公平性，可不

是討論誰多誰少，或誰才可以玩！」老師

再度釐清。

【教養小撇步】

  每個孩子的聲音都是重要的，該怎麼做，

才能讓大小孩子都有機會，充份表達想法

呢？

  家庭會議其實是建構大家都能發言的溝

通平台，讓大家的意見可以在當下平行交

流，想法有機會被執行。因此，在訂定會

議規則時，可以特別註明「每個人都必須

針對主題發言」，這樣每個人不分年紀大

小，都有發言權，而且孩子們也能藉此練

習表達自己的想法。

  除此之外，父母也能透過家庭會議跟孩

子分享想法，不管孩子表達什麼意見都應

該被尊重的（但禁止人身攻擊的語言）。

在這個溝通平台，親子與手足要學習的是

尊重與傾聽，以及釐清議題，並討論互相

合作的共識、以及需要遵守的約定。

【情景三】

  某小家討論溫馨日外出用餐，孩子們有

不同想法……

  香香：「耶！溫馨日可以去吃大餐！」

  麗麗：「吃牛排！吃牛排！」

  初次擔任主席的玉玉：「好，想吃牛排

的請舉手！」

  這時想吃牛排的孩子們，馬上就把手舉

得高高的！並且高聲歡呼著！

  忽然，靜靜很著急的說：「喂！我不行

啦！我吃素耶！妳們就只知道吃肉，那我

呢？看大家吃嗎？怎麼可以只提議一個方

法，就開始表決了！」

  香香：「不然，妳去其他賣素食的地方

吃！吃完我們再集合！」

  此時，萍萍接著說：「這不是溫馨日嗎？

一家人一起出去玩，我們要一起吃飯啦！」

  這時，老師笑著跟大家說：「是啊！萍

萍說的對，我們是一家人，當然前往用餐

的地點、用餐的食物，要能符合每一個人

的需要喔！就如同我們今天想去看電影，

如果選了一個只有大孩子能看的影片，那

麼小小孩怎麼辦？」

  玉玉：「好！那我們重新選用餐地點，

要提議是葷素都可以一起用餐的地方喔！」

【教養小撇步】

  在這次家庭會議，大家看到了、聽到了

什麼呢？

  首先，討論「外出用餐」事項時，師長

們在旁陪伴參與，並用心觀察孩子們的發

言。而孩子們學習如何規劃行程？如何表

達想法？主席則是肩負大任，學習「關照

每一個家人的需要」。

  其次，這次會議最可貴的地方，是吃牛

排的孩子要素食的孩子，另到他處自行用

餐，但萍萍挺身而出的一句：「這不是溫

馨日嗎？一家人一起出去玩、要一起吃飯

啦！」短短話語，讓孩子們的心情轉個彎，

重新產生共識！

  因此，吃什麼不是問題，心中有放進「

家人同在」、「家人共度溫馨日」才是核

心重點；而孩子們的互動關係，也因「一

家人」的認同感，變得更有凝聚力。

馨光故事 馨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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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馨少年家園社工 陳畇鈞 分享

研發暨社會資源組社工師 林和順 紀錄

「逆爭上游，這個『逆』呢？不是叛逆的

逆，而是『在逆境中的一個過程』。」

  拿著麥克風開場，和慈馨的孩子與師長

們說了這段話，道出自己生命的韌性與不

放棄。跨越困難能力系列講座第三十五場，

邀請到慈馨少年家園的社工-陳畇鈞。從

自己的家庭和求學時期不同階段的生命故

事，分享一路走來的辛苦和不容易，以及

過程中的體會跟學習，他想讓大家知道的

是，我們的出現不會沒有價值，只是還沒

「發現」跟「創造」而已。

國小時期：對於「學習」有很多的抗拒、

障礙跟害怕

  從小由外公、外婆照顧長大，生活在一

個簡單、節儉、實在的家庭，而這樣的樸

實，無形中影響了現在的生活習慣。畇鈞

社工說，國小時期有兩件令他印象非常深

刻的事，一個是在國小一年級國語考試，

當時自己考全班最低分-七十九分，結果

被老師叫出去罰站。那時候的自己，有很

多的生氣跟不解，不明白為什麼及格，還

要被處罰？明明自己有努力了，卻還要被

責備。因為這件事情，影響成長後的自己，

對於閱讀有很大的抗拒與障礙。另外一個

則是在國小四年級的時候，那時候對於上

台，有極大的恐懼。某次上台自我介紹，

還沒開口說話，就直接站在台上哭了出

來。結果老師還跟他說「沒關係，下禮拜

再來」。對他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壓力，

已經夠害怕了，卻要他一次又一次地站上

台，面對台下所有的同學。

國中時期：「成績」似乎成為了這世界運

行的唯一準則

  父親是一位國中教師，國中時期的自己

背負了許多人都沒有的期待與壓力。當時，

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剩下的就是讀書。

每日清晨五點半起床，晚上十一點洗澡睡

覺，不僅是在學校期間要讀書，更是在起

床後跟睡覺前，父親依然堅持陪讀。即便

這樣，在班上的成績總是吊車尾，導致自

己在班上沒有好朋友，因為每一個人都比

自己厲害，便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和別人做

朋友。

  畇鈞社工說，當時因應學習能力進行分

班，有資優班跟普通班。知道自己的能力

不會到資優班，可是父親，卻堅持把自己

安排在資優班。當同學知道班級導師是他

的父親之後，開始帶著不友善的眼神與態

度和他互動，甚至有人說「你還不是都靠

你爸！」，也有人來拜託他說「拜託跟你

爸說我要留在這裡（資優班）」。在國中

時期就面對這樣一個權力與公平的議題，

他深感痛苦，甚至開始思考人活著的意義

是什麼？

  三年的國中生活有很多的痛苦，曾經寫

過一篇最有意義的作文，題目是「轉念」。

「我已經不記得自己寫什麼，只記得轉念

的意思！」轉換投影片後，畇鈞社工這麼

說著。「轉念，就是當自己面對一些困

境、挑戰跟困難的時候，心裡怎麼想非常

重要！」畇鈞社工接續地說。因著這個契

機，到了國中畢業，畇鈞社工確定了一件

事情，就是自己不是個聰明的人，但是「

成績，絕對不是評判一個人的價值」。從

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的人，到慢慢去看

見「成績並不是人生的全部」，透過這樣

的一個故事，畇鈞社工想讓慈馨的孩子們

知道「一個人的價值，絕不是只有成績的

好壞」。

高中時期：從「零」開始出發，看見不一

樣的我

  「高中是自己人生一個新的階段、新的

里程碑」畇鈞社工說著。高中時期的他，

有著非常強大的動力，想要讓自己改變，

不再是以前那個成績吊車尾、抗拒學習、

畏懼上台的自己。因此，他給自己訂定了

「五目標一不要」，分別是：

跨越困難的能力系列 跨越困難的能力系列

「逆」爭上游，重新看見自己

圖片擷取自109年12月6日畇鈞老師之簡報





仁者
 翦影

仁者
 翦影

~28~ ~29~

嚴肅的外表下，有一顆純真良善的心

  「原以為是簡單的聊天，但看到訪談大綱後，還是要準備，所以一直到剛剛都在回想…」

訪談前，鈦自在中心吳瑞勳老師笑著說。外表是成熟、嚴肅的大人，內心像溫柔、善良的孩

子，對每件事情認真以待，帶著純真與好奇的心探索，是吳老師給人一貫的感覺。

    從事社會公益，最初是受到太太的影響。「當時太太對流浪動物議題很關心，常常幫助台

中、高雄及屏東的流浪動物之家。那時想，家人對小動物都可以這麼悲憫，自己也應該做些

什麼。」於是，開始在公園、宮廟或社區活動中心辦理義整，當時服務的以中老年人居多，

服務過程，常常聽人說「很可惜，如果能早一點認識整脊，就不用受那麼多苦了。」

    吳老師便開始思索，如何給予更早的協助？因此毛遂自薦，主動聯繫本島與外島各個育幼

院、家扶中心，同時也號召身邊的友人與客戶募集物資，然後親送並了解安置機構兒少們的

生活環境。某次到南部某安置機構辦理講座及義整，看見三歲的孩子坐著直挺挺的聽我演說，

自己很震撼，就在那時對公益演講及義整活動的決心更加篤定。

「慈」善：用「馨」推動善的循環

  與慈馨的緣份，是在五、六年前。第一次是協助孩子們認識骨架，當時邀請一位孩子上台

示範，但那孩子竟跑到廁所大哭，因為他有社交恐懼症，對於上台、面對陌生的事物，有很

大的焦慮和不安全感。後續那孩子到「鈦自在」整脊，吳老師重新讓他產生信任與安全感，

他才逐漸安心自在。此事讓吳老師了解透過身體健康，有機會療癒和陪伴孩子成長，自此義

不容辭的協助慈馨孩子養護骨架健康。「現在看到阿正、阿佑等孩子有明顯的長高，自己就

覺得很欣慰，這樣的服務非常有價值！」

    吳老師還規劃行程，帶領孩子們聚餐、參與活動，某次帶領孩子們至南投「賽德克公主的

家」露營區，體驗原住民文化，並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吳老師說當時自己先有想法，而身邊

的朋友聽了以後，紛紛參與支持贊助活動，像旅遊業的江總包辦三輛遊覽車，並貼心的準備

烘焙點心盒。而這一次經驗，讓吳老師感受到，原來善的循環是這麼有力量的。

面對，不被生命擊敗與認輸

  回憶往昔，吳老師提到家裡有四位兄弟，自己排行老三，因自小體弱，感覺不受寵，加上

種種因素，產生自卑感。二十幾歲時，近十八種病症纏身，看了許多醫生也尋求各種傳統療

法但未見好轉且持續惡化，那時還萌生輕生念頭，想著若人生再重來或許一切會好轉。後來

皈依一貫道，雖然有信仰，但仍然找不到病痛與治癒的真正答案。直至經貴人林大姐介紹，

認識了教導「美國Activator高效率自然律動療育技法」的陳老師才有轉機，當身體逐漸好轉

後，吳老師開始進入脊骨醫學領域，而所尋求的答案，也開始有了方向。後來在太太的支持

下，成為骨節養護調理師，並創立「鈦自在全方位健康養護-美式傳統整復推拿中心」。

影響，有善良力量的人

  回憶起過往，吳老師感性的落淚。吳老師說自己這幾十年的人生，什麼事情都經歷過，曾

從事旅行社、餐廳、市場擺攤、古董家俱館、銀行、產險理賠等多種工作，好像該病的也病

一輪了、該賠的也賠完了。「自己從六、七年前開始接觸身心靈、賽斯心法、光的療癒、奇

蹟課程，尋求真正的身心合一之法，試圖讓生理獲得健康外，再提升心靈的『淨界』」。從

外在的環境、身體上的病痛，開始往內覺察與溫養。「當我們跌的越深、傷的越重，又能從

痛苦無底深淵中奮力爬出山頂，就越有機會成為大師。」吳老師說，其實『生病』是我的貴

人、『投資失利』是我的貴人，讓我學會更珍惜生命、學習珍惜身邊的人、學習活在每一刻

的當下。

    近幾年，吳老師培養「孤獨力」～獨自上高級餐館、獨自一人旅行、獨自一人看電影、獨

自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好不隨性自在，因為孤獨過程中更明晰自己，認識自己的脆弱。更透

過食療、馬術運動、花草栽植療癒、音樂賞析、無我茶道、香道，學著覺察內心、透過無框

架的生活方式，凡事都去嘗試體驗，感受其中的火花。吳老師說，他常常自問「如果有一天

我不在，我留下了什麼？」生命結束的時候，真正能被留下來的，就是我們有機會去影響身

邊的人，透過我們的影響滋養了別人的生命，廣施福田後生命就有機會成為永恆。

    訪談最後，吳老師勉勵慈馨的師生，「在機構的照顧者真的很不容易，壓力很大。要把自

己的身體照顧好，只有身體

健康了，才會有更大的能量

施予愛。」、「希望每個孩

子都平安長大，可以找尋自

己的幸福快樂！」縱情的哭

、盡情的大笑，這就是吳老

師的性格，可以天馬行空的

想像、創造，然後努力的實

踐，用生命影響生命。

影響，有善良力量的人

編輯小組

2021吳老師舉行生前告別式「告別是洗淨拂塵」，好友與家園師生齊聚參與

此堂生命教育體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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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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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儉】

  育幼院物品若是別人送來的善意，除非是損壞的，孩子要將就用，

不能太挑剔。在這邊經濟是很重要的事情，須給孩子們節儉的觀念，

必需學會節省使用，不能開源至少節流，所以要有這種觀念。

  有許多生活事項都能機會教導，同時也是品德之養成，所以需雙

方互相配合。

（於民國84年2月28日 教保會議）

【境教～公佈欄佈置】

  這次分享主題是公佈欄佈置，可以在個人公佈欄看出來生活狀態，

有的孩子是豐富的，有的孩子是貪瘠的，只貼月曆表或空白。可鼓

勵孩子在個人園地發揮創意，希望除了生活規矩外，也有不同的內

涵呈現，然提昇心靈是需要點點滴滴去引導、營造和耕耘的。

  公家的公佈欄，一方面是孩子才藝或優點的展現舞台，另一方面

是我們要給他們的美感與情境教育。

（於民國84年3月21日 教保會議）

問：請問會將物資需求放在網站

    上嗎？這樣我們募集時就可

    以作為參考。

答：謝謝您們的建議。我們考量

    物資需求訊息於網站公佈後，

    大德們若熱心地進行採購，

    恐造成重覆或過量的現象。

    為了妥善運用物資，經評估

    後未放在網站，愛心民眾及

    大德們可用電話詢問方式，

    及時了解我們最新或急迫的

    物資需求。電詢：

        04-22133300轉9接總機，工

    作人員會告知與回應您的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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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我想要當志工，請問有哪些

    服務項目？聯繫的管道是？

答：謝謝您的愛心。您可以電話

    詢問此事，或上網進入本會

    網站，點選志工欄位，裡面

    有服務項目、服務期待、服

    務時段……等訊息，待您看

    過之後，再填寫「慈馨志工

    簡歷表」（如下圖所示路徑）

    。我們負責志工業務的工作

    人員收件後，會與您聯繫並

    約定面試，面試的用意，是

    讓您了解現場服務需求，並

    促進彼此的共識與媒合。

    補充說明：防疫期間，機構

    需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的最新規定。進入機構提

    供服務者（包含志工），皆

    需施打過疫苗且打滿加強劑

    （三劑以上）。另外，若機

    構內有確診案例，亦會暫停

    志工服務。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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