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行，激發孩子的潛能
編輯小組

馨光故事 馨光故事

  這一天，孩子們跟著各組別，來到了淡

水捷運站，當大夥都出站時，某小組……

  「皓皓，先幫忙發晚餐的錢吧，我們等

等可以去買晚餐吃。」組長說著。

  「太好了，我要去買阿給來吃！」小古

開心地舔著嘴角。

  「皓皓快一點啦！」組長再次的催促著。

  「錢……錢不見了……」皓皓滿臉不知

如何是好的神情。

  「你說什麼？錢咧？」小古生氣的問著。

  「你快點再找一下啊，到底放去哪了？」

組長也緊張的提高分貝。

★犯錯，是負責的學習，也是接納的練習

犯錯是危機嗎？

  其實轉化念頭，它可是「學習負責」的

機會，也是「接納彼此」的交流！

  前述生活片段，是我們帶領孩子們體驗

三天台北行，第一天發生的真實故事。我

們與您分享故事的前因後果：

  「主任阿伯、主任阿伯，我是我們這一

組的財務負責人喔，我今天保管我們這一

組的錢耶！」十歲的皓皓開心的分享著。

那天早上他逢人就說著這樣的對話，因為

這是他很有成就感與自信的事情。可是當

天下午突然發現錢不見了……

  這時全組陷入一陣緊張狀態，七嘴八舌

的抱怨著，手忙腳亂的協尋著。

  「錢都不見了，是要怎麼玩……」

  「肚子很餓ㄟ……」

  「早知道就不要讓你保管錢了……」

  確定整組的晚餐費不見後，小組成員更

是氣餒了，頓時陷入一陣低迷氛圍，有人

開始抱怨、責怪、有人乾脆放棄活動，直

接坐在淡水捷運站出入口。

  一個小時的時間過去了，往來的旅客、

行人看著六、七位坐在捷運站出入口的孩

子，在一旁的老師，雖然心緒萬千，但因

為答應放手讓孩子練習自主，此時便依照

約定忍住，不去介入與協助，只能夠陪著

孩子餓肚子，陪伴組長的生氣、疲累、難

過、氣餒的情緒。

  「還好嗎？」老師詢問著組長。

  組長默默的望著前方，沒有回答。

  「辛苦了，帶領組員真的很不容易，現

在又發生這件事情，我想應該很生氣、挫

折吧？」老師繼續說著。

  「早知道就不要讓他保管了。」組長生

氣的說著。

  「那，接下來你有想要怎麼做嗎？」老

師繼續詢問著組長。

  「不知道，錢都不見了，還玩什麼。」

組長無奈的說著。

  「那怎麼辦，我們大家要一直坐在這裡

嗎？」老師詢問組長，

只見組長低著頭沒有

回答。

  「我知道你一定又急又氣，但是錢遺失

是我們這組全部人的責任，不是組長一個

人的責任喔！」老師繼續接著同理組長。

這時組長開口了：「ㄟ，大家過來一下！」

把全組號召過來。「我們這樣也不是辦法，

身上還有零用錢的，等等可以自己去買點

小東西吃，沒有錢的忍耐一下，我們趕快

把後面的關卡闖完，再回飯店吃泡麵吧！」

就在組長的發號司令下，整組又開始恢復

活力，甚至更團結了。

  老師陪伴組長的這段歷程，主要是「提

振組長繼續帶領組員的士氣」，所以老師

關切組長的心情、陪伴組長情緒經驗的感

受，並釐清「遺失責任」。而組長的情緒

與內在壓力，被老師所理解後，也隨即放

下抱怨，轉為找回組員共同解決問題。

  闖關完成後，各組紛紛回到飯店，並回

房休息，只有掉錢的這一組，組長邀請所

有組員在飯店大廳，討論今日掉錢的事情，

並邀請財務負責人晧晧，向全部的組員道

歉。接著組長邀請組員們共同思考，怎麼

協助晧晧練習金錢保管？只見現場演練時，

晧晧抓著背包跟著大家前進闖關，一個不

小心零錢袋便掉落了。於是小組討論，如

何讓晧晧學習背好包包、保管錢袋，並再

次實際練習一次。

  當老師們看到這組檢討避免遺失錢袋的

方式，都佩服不已。因為當下得知晧晧遺

失小組經費，大家心情都不舒服，但會議

中大家對皓皓不是責罵，而是積極幫他找

出原因，並在互相教導與提醒裡，讓他面

對錯誤，學習負責。其他組員，則學習如

何包容與協助別人的犯錯。而這些「團隊

合作、人際關係與錯中學」，正是大人放

手後，孩子們所創造出來的寶貴經驗。

【教養小撇步】

  親愛的爸爸媽媽，旅行中，面對孩子突

如其來的狀況，一般人都是憑直覺反應處

理問題，殊不知理性已被情緒給綁架了，

進而影響了自己的判斷、價值觀以及解決

能力。

  如果想要讓孩子有所學習，該如何放手？

我們需要釐清的是，放手的重點：「事前

給予孩子充足訊息，並演練突發狀況。」、

「事情發生時，不立即給予解決指引，但

是會在旁陪伴孩子，等待孩子想出解決配

套。」這樣的過程不是「讓孩子看著辦」，

也不是「介入」，而是「陪伴並撐住」孩

子緊張、生氣、難過、自責、不知所措……

的負向經驗，唯有孩子不再被情緒所困住，

才能有機會思索如何解決問題。

  如何與孩子討論事件的經驗整理？

  關於事件的經驗整理，我們的做法是：

事後帶領孩子討論：「事情怎麼發生的，

大家學習到什麼？」

  因為「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麼切

身領會的經驗，獨一無二，若能經過引領，

便成為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與了解人情

事故的背景知

識，更能化為

溫養與茁壯孩

子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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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風的薰陶

  陽月首日，我們約訪了賴顯榮老師，訪談間賴老師提及認識慈馨因緣，以及父母家風對他

的影響，並分享他對學校教育的看法。賴老師表示其母是台中蓮社蓮友，於一次機緣中接觸

慈光育幼院，自此父母皆護持慈光；慈馨成立後，家人樂捐行善依舊，而緣分也延續至今。

　賴老師言父母兩方家族皆重視子女教育與德行，從祖父／外祖父到父母，兩代人在日據時

代皆受過高等教育，其祖父曾云：「即使典賣祖產，也要讓孩子受教育讀書！」因為教育是

影響孩子一生的關鍵，不得不慎重。

　父母育有三子三女，自小培養其正確價值觀和生活觀，但無論資質高低，父母皆關愛，云

讀書升學不予勉強，但須對自己負責。而祖父亦對子孫寄以厚望，故以宋郊、宋祁、顯榮命

名，期待有所成就。至賴老師教己兩位女兒，則引導適性發展，鼓勵前進：「讀得好就繼續

讀，無法繼續升學就停下。若學有所成，畢業證書就是最好的嫁妝。」

父母身教～觀功念恩

　賴老師父母雖受日式教育，但對子女教育開明。賴老師回憶童年若做錯事，父親會於地上

畫個圈，令其站在圈內反省；也曾因太過頑皮，被母親拿竹篾責打教化。賴老師自述孩童時

期不愛讀書，雖有補習但常翹課去小說店看武俠，所謂「人補數學我補武俠」，頗自得其樂；

然每每補習後返家，母親會關心勸勉，還煮麵給他吃，思及此事，深感食之有愧。又言，小

學時作業多，自己會邊寫邊打瞌睡，母親見之，購買米糕為其打氣，並陪伴完成作業。

　賴老師之母賢慧，對子女照顧極為用心，逢年過節會親製衣褲給子女穿；家中人口眾多，

便善用巧思製作各式餐點。母親亦重視自立能力，故教導子女清洗自己衣物，有事則互相協

助，在家不可閒置無事。母親接觸「生長之家」團體之後，教育子女便以愛語及鼓勵為主（

看見對方的好，感念對方的恩）。母親曾書寫十幾條待人處事事項，用以嘉勉及獎勵子孫做

正確之事，並心生善念。其母雖於民國90年往生，但此紙條賴老師一直保留著，以懷母恩。

　賴老師言父母學佛，加上尊親尊師之身教，種種待人處事已於潛移默化中薰習著孩子，對

子女有長遠影響。如大哥年輕時曾叛逆不羈，但心中有底線，會做判斷選擇，不做危害他人

之事；而賴老師童年因有母親的陪伴、鼓舞，使其學習態度有所調整與轉換，後於任教時，

對不同樣貌的學生遂能有所包容及接納。

教育現場～老師就是影響者

　賴老師曾任教於草屯商工、光明國中以及台中二中三所學校，師生衝突、學生喝酒……等

事件皆處理過。受父母影響，賴老師教學以引導、鼓勵、因材施教、承擔行為責任為原則；

並運用傾聽溝通、曉以大義、來化解學生剛強暴怒之氣；不以權威、強制方式勉強學生壓抑

接受。賴老師表示學生想通了，明白輕重緩急，便能體認自身錯誤，然後為此道歉，進而面

對與負責。師生衝突時，大人修養很重要，當下應避免與學生相互對衝：需要雙向溝通，如

果受限於威權，關係就卡住了；且師長要有雅量，接受學生的提問，莫擺出「不容挑戰」的

模樣。賴老師認為學生價值觀與品行都是內隱學習的教育，師長的身教及示範極為重要，如

何溝通、傾聽、處理情緒是很大的學問，師生都需要學習。如此，面對學生似是而非的觀念，

以及逃避責任的狀態，才有機會釐清與導正。

　賴老師分享教育端三要事：一是建立正確價值觀，因為心中有見地，才有適宜的言行展現，

於關鍵選擇時刻，自然有所區辨判斷，而不做惡。二要引導適性發展，早期發現自己性向和

興趣，才有利學習發展。需協助學生辨識自己是讀書的料，還是做事的料，若複製別人升學

模式，卻不是自己能力所及，反讓學習成為痛苦及障礙。有夢想，也要有行動，更要有現實

感，能了解自身能力，付出相對的努力，才有機會達到目標。三要有信仰，人生多有挫折、

困境，遇到惡人惡事惡緣，信仰的支持會給人安定的力量。

給予慈馨的期待與祝福

　賴老師表示慈馨家生活環境溫馨，可以助人平靜，希望孩子在此有很好的生活與學習，也

期待孩子們「認清自己、做自己」。

亦祝福孩子們「有行動力往目標前進；

若遇不被認同時，能夠承受別人給予

的壓力；凡事有得有失，不怕吃虧，

歡喜做，甘願受；對的事情要擇善固

執，堅持住價值觀念及原則。」感謝

賴老師的真誠勉勵之語，亦盼孩子們

有所受用。

愛而有教，家風永流傳

編輯小組

賴顯榮老師（左1）與兄弟姐妹合照。

左2起 宋祁（二哥）、宋郊（大哥）、大姐、大妹、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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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工　園　地志　工　園　地

研發暨社會資源組社工師 林和順

一段生命陪伴生命的旅程～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志工訓練暨期中會議

    志工是「慈馨重要的家人」，更是「孩

子們重要的貴人」，協助孩子們課業能力

提升，並促進人際互動的學習。本會每學

期辦理一場「志工訓練暨期中會議」，讓

志工們可以更認識慈馨家的文化、教養理

念、孩子們的特性與特質，亦期待藉此會

議認識與熟悉彼此，促進志工對於本會的

認同，進一步提升陪伴品質。

做孩子生命中的貴人-本會志工隊介紹

    本會於102年4月正式加入台中市政府祥

和計畫：編號第一區171小隊，成立「慈

馨兒少之家志工隊」，並於111年8月更名

為 從多元的志工類別、招募、遴選、教育

訓練到服務績效評估，志工管理日漸成

熟，且不斷的成長跟進步，變中不變的是

「以家童/少年為中心」的服務模式，透過

志工的參與，持續體現用生命陪伴生命的

精神。

成為孩子和自己心中的光-真人圖書館

    「腳踏車界的車神」邵彥老師，就讀中

興大學外文系四年級，正在修習教育學程，

希望成為一名教師，這是他第二學期擔任

慈馨少年家園的課輔志工。每週從學校騎

腳踏車前來課輔，颳風下雨從不間斷。透

過課輔的陪伴過程，從與孩子拉界線、堅

守原則，到保持彈性、看見孩子行為背後

的良善動機……等，逐漸累積自己的教學

經驗。

    「走過與蛻變的人是孩子，同時也是我

們自己，所以當我們成為孩子的光，也要

成為我們自己心中的光。」、「稱讚孩子

也要稱讚自己」。畢業於彰化師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系-信昌老師，在慈馨家擔任課

輔志工已有四年，長期陪伴兩位孩子，他

鼓勵現場志工們，面對困境別小看自己的

影響力，哪怕只是每週一次的課輔陪伴，

對孩子而言被陪伴的經驗，就像點亮生命

中的一盞燈，指引未來道路，感受身邊有

許多人愛著自己！ 

見證生命碰撞生命的璀璨-世界咖啡館

    透過世界咖啡館的交流，讓志工夥伴們

從「事實（Fact）」、「感受（Feeling）

」、「發現（Finding）」三個層面進行交

流，作為本會志工隊業務規劃的參考，並

看見彼此的服務經驗。

    「第一次與孩子相遇，充滿未知，心裡

是忐忑的。」

    「發現課輔比上班快樂！」

    「發現身旁同樣有一群很認真的志工。」

    「發現陪伴和教學的新策略、找到課輔

不同的意義。」

    「看見孩子的潛力與生命力，即使是反抗

行為，也是為自己尋求出路的一種努力。」

    交流過程，志工感受到自己的困難被聽

見、被見證，並發現過程中的學習與感動，

原來好多志工都有過相同的經驗。服務過

程可能會有挫折、無奈，不知所措或是自

我懷疑，而這些真實的感受，都因陪伴、

衝擊過，才有機會看見生命碰撞後的花火，

閃耀著希望與成長的光芒。

結尾與致謝：回饋（Feedback）

    「我原本以為今天是開會的形式，會很

無聊，沒想到有好多交流，也認識不同的

志工夥伴。」

    「當我分享和孩子的互動狀況，沒想到

其他人也有遇到，我好像多了更多的方

法。」

    「會讓我一直持續服務的原因，除了孩

子之外，慈馨的每位老師們都非常專業，

我也能在他們身上學到好多。」

    會議的尾聲，幾位志工分享著參與的感

想。志願服務，不只是付出，其實更多時

候是另外一種收穫與成長。感謝志工老師

們的願意及用心，給予孩子被愛、耐心陪

伴的經驗，成就孩子們的未來。用「生命

陪伴生命」的這條路上，有您們的堅持與

同行，讓孩子們變得更有力量。

中興大學外文系-劭彥老師分享自己陪伴少
年課輔經驗與技巧。

信昌老師分享如何運用輔導的眼光，陪

伴孩子同時陪伴自己。

本會志工管理人員分享與介紹志工隊。

透過世界咖啡館，志工彼此交流經驗、

感想與反思。

各桌桌長整理後，由夥伴進行分享討論

內容與統整。

志工期中會議圓滿落幕，志工團隊與慈馨

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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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長 吳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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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規矩之教育】

    平常若要求太過嚴格，孩子無真正的理解與學習，於外出時便會如脫了韁的馬。假使

平常能循循善誘的建立生活規矩與觀念，雖然臨行前沒有再叮嚀而忘了，但隨即提醒，

則規矩會再記得。

（民國87年3月24日  教保會議）

【重視尊師重道之教育】

    日常生活中要教育孩子尊重師長的觀念，例如提供餐點、零食、飲料時，老師們自然

不好意思對孩子說，要請師長先用，須由其他角色與孩子教育此觀念，這也是重要的家

庭教育。

    舉受戒師和維那、悅眾的交互禮為例：受戒完畢時，維那、悅眾說：「禮謝師父一

拜。」師父會說：「向上，拜佛，禮謝維那、悅眾一拜。」受戒師傳戒辛苦，而維那、

悅眾亦辛苦，但都不好意思讓大眾對其行禮，維那、悅眾便領眾向師父禮拜，而師父亦

領眾向其禮拜，此便是交互的觀念。

（民國88年11月2日  教保會議）

編輯小組
《答客問》

問：請問你們有接受認養或收養嗎？

答：感謝您如此發心，目前本會附設的兒

  少安置機構，並沒有認養或收養的機制。

  如仍想瞭解認養或收養相關的訊息，可 

  洽詢有提供這方面服務的機構（例如：

  兒福聯盟、家扶基金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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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我家的孩子很不受教，是否可以送他

  過來住個幾天，讓你們教育教育他？讓

  他知足、惜福。

答：目前本會附設機構並無提供這樣的服

  務。關於孩子不受教、不聽話狀態，應

  先探詢真正原因。父母是否耐心陪伴與

  傾聽孩子的聲音，孩子是否受到同儕影

  響，以及孩子自我意識提升……等，都

  可能是關鍵的因素。如果對於家庭親子

  教育想要更進一步的認識，歡迎洽詢本

  會附設的「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針

  對親職教育等議題，能獲得相關的資訊：

  名稱：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

  電話：04- 22153505

  地址：台中市東區東英五街88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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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我有朋友家裡很貧困，無法撫養孩子，

  我朋友可以把他的小孩送過來嗎？

答：政府自2019年10月明定「全臺所有安

  置機構禁止自收兒少，只有政府才有權

  利把兒少安置於機構照顧」，故無法直

  接將孩子送來本會附設機構。以下訊息

  可提供您參考：

  一、急難救助：

  此為政府針對遭逢一時急難的民眾，及

  時給予救助使其得以渡過難關，迅速恢

  復正常生活的臨時救助措施。當您或您

  身邊的朋友在生活上遭遇困難，有急難

  救助等各項需求；或是看見弱勢兒童少

  年有緊急生活扶助需求，可撥打「1957」

  免付費福利諮詢專線，將有專人提供多

  元的福利資源訊息。

  二、提出安置申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2 

  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生重

  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者，

  其父母、監護人、利害關係人或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得申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