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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慈馨家

編輯小組

因為社會的快速變遷，家庭結構也產生了多元變化，導致家庭照顧兒童的困境
及危機都提高。目前安置的孩子，問題呈現多種類型，所以，我們希望提供多元
的專業服務。慈善機構勢必要結合專業，才足以因應時代，陪伴創傷孩子作適性

目 錄

的發展。
透過硬體設施，我們使孩子生活在各個有客廳、有廚房，不必洗戰鬥澡的衛
浴，及不擁擠的寢室裡。在溫馨的「家」的情境下，專業照顧者的教保們，撰寫

封面裡

認識慈馨家...........................................編輯小組

家庭經營計畫，一改再改，以期理想與現實能密切配合。
我們期望能培養出孩子獨立自主的能力，常常透過主題討論方式，分組帶領學
習，讓孩子長出自己的力量。而家庭會議，提供孩子表達及溝通的管道，我們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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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在建立民主討論的文化。
此外，孩子有興趣參與才藝學習，我們讓他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從提出申請，
到許諾認真學習，到成果發表，我們一路支持。希望他們身心得以舒展，自信心

非洲心~慈馨情............................保育員詹凡萱

得以建立，成就感得以滿足，生命、靈性因而充沛潤澤。
沉澱.....................................保育員林品亨

當然，重建親子關係也是我們所關切的，「家」永遠是孩子最好的生長地方。
從血緣關係談起，我們提醒家長承擔責任，藉由家長晤談及親子會面，我們讓家
長充分了解孩子成長狀況，並提升親職能力。我們定期進行家庭評估，擬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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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重建計畫，但願，一些有返家可能的孩子早日回歸家庭；若不得已，無家可
歸或有家歸不得，我們這個大大的家，也會讓他在此長大。
目前，我們的屋宇很新，基於安全及兒童人權的維護，政府有許多設施的規

木柵動物園一日行.................................社工組

範，我們都須符合；但是同仁們也一再自我提醒，千萬不要在便利、舒適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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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面對的態度
張貴傑

和解？這件事情可能是很重要的，謝謝那

難」、「困境」，除了「挑戰」之外，中

個人帶著困難到我們的面前來，讓我們覺

國人講得很好，叫「危機」，在國外只要

得困難的那個人都是帶著禮物來的，不知

談危機管理的書，大概都會寫上兩個中文

道有多少人可以接受，禮物幹嘛那麼痛

字：「危」、「機」，dangerous 跟

苦？正因為他帶的是禮物，禮物在還沒有

opportunity，外國人說中國人講得最棒，

拆開之前，我們不知道那個是禮物。

危險帶來的是機會，如果我們的人生觀改

我最近在幾個治療的課程裡講，有很多

從1990年代開始，有一群心理學家開始

「治本」這件事情。在後來心理學家的眼

用這種眼睛去看事情，就不會覺得為什麼

人講人生從小到大的困難，到最後發現一

發現，我們一輩子花好多力氣在找原因是

睛裡面，我的說法是：人帶著自己原來的

大家都沒有這樣、那樣…。

件事情，他人生排進來的那些刁難他的叔

什麼？可是找半天好像也找不到結果，所

樣子就往前走，每走一步路都是學習與成

上天的安排很奇妙，不是按照我們的遊

叔、困難，每一幕，他最後就是謝謝他。

以與其花很多時間去找原因，怎麼不把力

長，我面對的人生都是挑戰，有挑戰才有

戲規則，但是我們可以有期待，如果我們

他說：「如果沒有他帶著這些困難到我面

氣花在找「那我們想要什麼？要的結果是

學習跟成長，所以我不可能去面對一個沒

接受每天都有不一樣的可能性，我們不覺

前來，怎麼會變成今天這麼強壯的自己。」

什麼？」有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叫「我想

有挑戰的人生。

得這樣的人生比較好嗎？我們同意嗎？把

所以我就說生命常常有很多禮物給我們驚

要幹嘛？我想要過的生活拉到現在來過。」

之前我們想如果把慈馨的制度弄好，將

這概念給我們的孩子，如果孩子進來的第

喜，這些禮物的包裝都長得很奇怪，在還

這就是問題解決的策略，「我希望活得有

來就不會有這麼多的問題，可是這幾個月

一天就知道人生要面對挑戰，面對很多不

沒有拆開之前不知道那個是禮物，我們會

自信，活得自在，活得好。」就把那個時

來人員的不穩定，到培養保育老師的辛

確定，但是他要健康的去面對這樣的關

覺得那是刁難，謝謝生活中帶來的禮物，

候的樣子拉到這個時候，把心情調整到這

苦，我們有沒有發現，事情永遠不像我們

係，我知道沒有那麼快養成，但是需不需

我們覺得越難搞的人，越要謝謝他，所以

個時候。

想的「這件做好了就好了」，永遠都會有

要給祝福？如果老師都在健康的心情裡，

我們有時候會看到我生氣，但是生氣之後

我們從小被養成一個想法，把問題解決

新的挑戰出現。我如何面對人生不斷出現

孩子在這樣的心情回到家裡去面對挑戰。

我還是會謝謝他，是他讓我知道做為一個

了，後面就好做事，所以童話故事就講從

的挑戰，就變得很重要囉，所以，什麼樣

我要跟所有的大人們講，人生永遠有很多

人有限制，所以，不管我們在這邊跟同事

此王子跟公主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我

的人生會過得很健康？就是不斷的接受挑

挑戰，而且上天派在我們面前的有很多不

的相處、家裡面的關係，有衝突、有壓

們有沒有發現，我們會想如果慈馨變成什

戰，然後往前走，沒有什麼累不累，上天

一樣的挑戰。我們不可能消滅挑戰，消滅

力，都記住，謝謝就好。

麼樣子，將來就會怎樣怎樣…，可是我們

的安排很特別，祂一定會讓我們有一個挑

那個本，所以沒有治標治本的問題。「

都活到這個年紀了，我想問一件事情，人

戰，讓我們培養休息一陣子，下一個挑戰

本」，佛家的說法就是修行，如果人生從

生有沒有真的一帆風順？所有的爸爸媽媽

就出來了，每一個挑戰之後我們就會更長

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那不就得道了，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長大一帆風順，可是我

大，想的事情會更圓融，看到的世界更

怎麼可能。

們會發現一件事情，每一個孩子都需要跌

大，這些挑戰在每個人身上不一樣，有的

當面臨挑戰，我的想法都是深呼吸，安

倒才會真正的懂，這點大家同意嗎？

人在婚姻問題上出現，有的人在親子關係

靜下來想接下去可以怎麼走，還有一件事

3. 將焦點放在問題可能解決的未來

上出現，有的人在同事上出現，有的人在

情，要放自己一馬，我們都會跟人有想法

4. 注重當事人的能力及資源

生涯上出現。

不同、衝突的時候，可是我怎麼去跟別人

可是有很多人是被騙了幾百次還是不改
被騙的本性，可見，沒有所謂「治標」、
~02~

我用「挑戰」這個字，很多人會用「困

編者按：
1. 注重問題解決方法，勝於注重問題本身
2. 著重問題持續的現在，而非「造成」問題
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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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關懷

在慈馨家的鋼琴教學感言
伍偉詞教授

Rotarian Keys 社友在慈馨兒少之家幼

然而我深深地相信他們教我的遠多於

童鋼琴課的教學感言：

我能教他們的：
他們教導我，一個人可以把握自己

大同扶輪社對於孤貧兒童的音樂教

的生命，並充分地運用自己的生命。

育，一向抱持高度的關切。近年來各

他們教導我，一個人可以無所畏懼

項研究顯示，音樂對人類腦部發展之

地面對未來，同時把過去的劫難拋諸

效益，遠超乎現今我們所知道的。

腦後。

任何學習過鋼琴的人都知道很不容
易；一下子左手，一下子右手，然後

他們教導我，一個人可以把愛及感
恩散發給關愛及幫助他們的朋友。

又雙手合奏，哦！更不用提也得用腳

同時，經由鋼琴的學習，他們可以

了。在觀眾面前演奏，還得事先背住

感受成就而來的真正愉悅，有能力去

所有的樂譜。

說「我自己做到的」是所有快樂中最

在慈馨兒少之家教導幼童學習鋼琴

刻骨銘心的。

的幾個星期，我很高興看到他們在協

我希望從這些小朋友自己內心及手

調、自制，及對音樂理解方面各項快

指頭所演奏的幾首鋼琴音樂，能帶給

速的成長。

全體來賓啟發與靈感。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by Rotarian Keys
The Tatong Rotary Club has great interest
in the mus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musical study on
the brain are far beyond what has
previously been know.
Anyone know who has studied piano
knows that it is not easy.First one
hand,then the other,then together.Oh, no,
don't tell me I have to use my feet,too！
And by memory, in front of people？
In the few weeks I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children of the Tse Sin Yo Yuan,I
have been happy to see their
coordination, control, and musical
understanding grow.

But I believe that they have taught me
more than I have taught them. They have
taught me that one can take life as it
comes, and make the best of it.
They have taught me that you can face
the world with courage and put the bad
things of the past behind you.
They have taught me that one can radiate
love and thankfulness to those who love
and help you.
Also, through piano study, they have
learned that real joy comes from
accomplishment. The ability to say,＂I
have done this myself！＂is one of life＇
s greatest pleasures.
I hope that these few short pieces coming
from the hearts and fingers of children
will bring inspiration to you all.

編者按：這是台中大同扶輪社授證十九週年紀念晚會上，我們的鋼琴
老師伍偉詞教授的教學感言，伍教授來慈馨家教學，只不過七個月的
時間，而孩子們因著信心受到啟發，也正努力地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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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關懷

非洲心~慈馨情
保育員 詹凡萱

編者按：凡萱老師在小學六年級時移民南非，並完成國小到大學的學業。之後，到英國
取得碩士學位。曾進入馬拉威阿彌陀佛關懷中心任志工，參與孤兒關懷的工作。可見來
慈馨自有因緣。此外，由於從小培養藝術興趣，來到慈馨，一切才藝活動都由她指導。

凡萱老師在非洲

凡萱老師教導家童表演新疆舞

現在，她因為結婚返回南非，不勝依依，就寫了這篇文章。
從非洲到英國，從英國到台灣，一路的

的理念，其實就是幫助孩子在生活中發覺

奔波和一連串的人生體驗，雖然身心疲

自己的藝術能力，而藉此讓孩子發覺自己

憊，但是因為這一連串的因緣讓我找到了

的能力，間接的幫助他們自己的心靈成

我的「第二個家」，那就是慈馨兒少之家。

長，聽起來很 ideal 但是其實是很生活化

慈馨的溫暖和愛是這個家的主要靈魂，住

的。看到孩子在琴鍵上找到自己的信心和

在這個家已經一年了，每天都是過著很充

專注力，看到孩子在音樂中手舞足蹈，展

實的生活，因為每天都看著孩子長大，不

開燦爛陽光的笑容，看到孩子們在舞臺上

只是長高而已，心靈上的成長是身邊的人

找到自己的「無畏心」而且不僅僅讓觀眾

都感受得到的，也因著孩子的成長，漸漸

看到自己，且也讓自己找到了自己。孩子

發現自己的成長，發覺自己有「等待他人」

到菩提仁愛之家的新疆舞蹈表演，其實是

的心和「調整自己」的心，我想這是慈馨

我一直很感動的一個回憶，在帶著孩子練

給予我的最大的禮物。

習的時候，每次的練習都會有狀況，但是
因為看到了他們在某些舞蹈動作配合著音

很高興也很慶幸在這個工作崗位上，我

~06~

在慈馨家感受到一項可貴的事情，那就

看待，用慈悲心去對待」，智慧的眼是需

是同仁們之間的相互扶持，彼此鼓勵的生

要靠經驗累積而成的，而慈悲心的形成是

活在這個大家庭裡，所以在慈馨家裏，老

需要靠自己把生活的感動內化成一股生命

師之間就像是一群姐妹們，而主管就像是

的力量的。剛開始，覺得這樣的名詞很陌

老師的父母親一樣。老師之間可以是說無

生而且是冰冷冷的感覺，但是每天所領受

話不談，怎麼說呢？例如老師們都會在該

到的生活和體驗，讓我覺得這樣的名詞更

休息的時候一起分享彼此之間的養育之

有它的味道了且也更有它的溫度了。

道，或是帶孩子時所發生的令人會心一笑
的生活小故事，談話間看到了老師對孩子

「天下有不散的筵席」，與慈馨的這段

的用心和真情流露，其實都是一幅幅難得

緣份，這份情感，是永遠都存在的，所以，

的畫面。

我相信把這份緣分化成一份感動，而這份
感動即將化成我生命中的一股原動力，而

慈馨的保育老師是稱之為專業照顧者，

帶著我再次踏上非洲的土地。

但這名詞對我而言是等於「用智慧眼去

樂時有一些融入和 enjoy，那怕是一絲絲

有空間發揮自己的興趣，那就是把藝術帶

也好，我想，也是有創造奇蹟的可能性，

給孩子們。來慈馨的前三個月需要寫出一

而當他們在表演的當時，看到了他們站在

本「家庭經營計畫」，而我的家庭經營計

舞台上，很有自信的表演這新疆舞，我想

畫是以「藝術治療」的理論融合家庭經營

我真的看到了奇蹟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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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關懷

沉

在情緒穩定下來後，我想我要感謝的是

澱

…這群孩子幫助了我，讓我看到自己的問

保育員 林品亨

保有一顆學習的心，接納孩子不同的
聲音是照顧者本身必備的！

題；當我生氣的時侯，我是否對事情的看

在生活中有許多的事情、甚至是遊戲，

待也出現了盲點？失去了客觀的判斷。當

無非都是想告訴我們一些事情，如果仔細

我感到無力甚至失望時，是不是我自己正

去觀察，就會覺得他在教會我什麼，而這

的我，而現在我自己經營的這個家，也有

處在懶散的狀態，沒有去好好想想是否還

種教學法會非常有效，因為一切都是影像

投入這份工作，從培訓期到開始經營一

了五個不同性格的孩子跟我一起生活著…。

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孩子的反應，不僅是

與經驗的教學，直接碰觸到自己的內心，

個小家，這期間也兩年多了；在這段期

「起床嘍~別再賴床了…再賴早集合就

在反應他們的狀態；有時也是給照顧者一

印象最深，效果也最大。這也讓我想到，

個警訊。

身教的重要，自己以身作則，那麼孩子看

照顧者的自我省思

間，對於身為「照顧者」這個角色的認
知，前後有很大的落差！
在尚未投入工作前對於「照顧者」的認

要遲到啦！」
「這不是已經分配好的工作了嗎？……
為什麼你總是不做？」

知，大概就是讓孩子的生活作息、該有的

「什麼事情不能好好溝通？一定要那麼

養育…等等流程步上軌道，應該就是這樣

大聲說話？一定要把門甩得那麼用力？」

吧！…自以為是的想法，我只能說自己太

……

小看「照顧者」這三個字了，而有這樣的
落差覺知是從「有了一個家」而開始的。

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最後還是得時
時從自己做起，透過一次次的自我反省及
覺察的功夫，改進自己的缺點，這正是所
謂的「教兒教女先教己」。

家，拉近了彼此間的距離，衝突、爭
吵、彼此的優缺點…看得格外清楚，在與
孩子相處的過程中，孩子的言行舉止，有

家，是幫助我重新省思「照顧者」的

時對我的內心有很大的衝擊，自己種種的

開始

情緒也不免地油然而生…生氣、傷心、失

我的家，集合了來自其他不同原生家庭

望、無力感…，原來我也是這麼有情緒的

的孩子…而我，也是來自於我自己原生的

人啊！可是我是一個大人，我是一個照顧

家庭；我原生的家，造就了這樣一個性格

者，我該怎麼做？

慈馨老師大合照

保育老師帶著家童北上領獎

籃球場打球真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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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 合】

小‧樹‧之‧歌

用過心以後，
我學會放下
~給貼心的曼曼~

保育員 彭怡萍
【接 觸】

【碰 撞】

面對自我的不足時，可以學習進步，並且

因緣際會下我接下擔任女三室保育老師

勇於認錯…等等，每次看到曼曼的一些進

的這個重任，開始時這個家有三個孩子，

步，真的讓我覺得好感動，那是一種做母

其中最讓我頭痛的就是曼曼，因為她的不

親的驕傲。

穩定再加上先入為主的觀念，她對我並不
是非常的接受，甚至可說是非常的不配

【分 離】

合，總是給我許多的考驗。讓我印象最深

曼曼在面對分離時，一直有著相當大的

刻的是與她的一次對談中，我們雙方都落

課題，最近時常會聽見她說：「老師，你

淚了，她因為說到了心中的痛及渴望被愛

要永遠在我身邊，陪著我、愛著我。」這

而哭，而我則心疼於她那份細膩的情感。

不是問句，而是她的不安、她的期待。聽

後來我們約定我每天會陪她說說話，也希

見這句話時，我心情是複雜的，有些酸、

記得第一次進入慈馨時，與孩子們相見

慢慢的，我開始進入代理生活，與許多

望她可以每天發現一些幸福的事情。就這

有些甜，我說：「老師沒辦法永遠陪在你

歡，彼此都不熟悉，對於孩子們，我有不

孩子發生了碰撞，彼此都在磨合調整，而

樣我們在每一次的處理事情及每一次的談

身邊，但一定會永遠愛著你。」就這樣的

同的印象，其中曼曼是個熱情的孩子，新

曼曼就是其中一個。她是個愛恨分明的孩

話當中，從一小時到半小時再到十五分

兩句話，她要我說好多次，確認再確認，

鮮的事物，永遠吸引著她，也樂於分享，

子，對於個人的喜惡表達非常的明確，處

鐘，直到現在處理事情時，我們的默契可

得到多次的肯定才安心，這是一個孩子對

有時對人事物有著極大的佔有慾，因而引

理她事情時，我是受傷的，因為這是第一

以不用五分鐘就懂了彼此的需求。這段過

於愛的深切渴望。

發一些衝突，所以於人際互動上一直是她

次有個孩子當著我的面告訴我：「我恨死

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卻使我們成長

很大的課題。有時我會從她的眼中看見落

你了！我就是不喜歡你。」然後，當我試

許多。

漠，似乎很想要接近人群，與大家更貼

圖想要親近她時，她是不願意讓我觸碰

近，但卻又因為害怕而選擇使用負向的方

的，與第一次的相見歡是相差甚遠的，當

式來表達自我。

時的我開始深思，我到慈馨的目的為何？

從曼曼身上，我學習到了許多，也成長

中有許多的不願意，因為擔心著許多事，

不就是要幫助這些孩子們嗎？如果連我們

了許多，更多的是感動。我看見了一個原

但看著曼曼的成長及進步，現在雖有許多

都放棄的話，那這孩子怎麼辦呢？這是曼

本不太樂於助人的孩子，變得願意主動幫

的不捨，卻多了一些放心及放下，相信曼

曼教給我的，她教我不要掉入孩子當下情

助別人；原本情緒來時就無法控制的孩子，

曼在未來返家後的日子，會好好的照顧自

緒的話語，因為那並不是她真正的原意，

變得就算情緒來時，也能明確的說出自已

己，而慈馨永遠是她第二個家，歡迎她回

也更立定了我下定決心要好好教導並幫助

的需求，並用好的方式表達；從一個有些

來分享她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慈馨

她的意念。

任性的小女生，變成了一個懂事的好姐姐，

的大門永遠會為她而開的。

雖然我一直說曼曼是我的「得意門生」，
但她的成長並非我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在
每一位老師的共同陪伴下，才有今日。今

【進 步】

年六月曼曼就即將返家了，剛聽見時，心

並且懂得體貼老師；更看見了一個孩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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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解凍
--建華老師演講聽後感
蕭建華老師，是生命戰鬥的勇士，他的

四月二日星期三，建華老師來我們學校
創作者：小婷

聽完建華老師的演講後，我在座位上掉
眼淚，我想「我們有健全的身體，比那些

生命歷程令我非常感動。

創作者：小宇

國一小婷

行動不方便的人而言實在是幸福太多了」，

進行他生命中第三百六十二場演講。內容

如同「我們有許多的食物和物資，與非洲

提及從小到大他是怎麼一路走過來的，而

貧窮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相較，心

當他知道自己得這樣的怪病〈註：漸凍人〉

中的幸福油然而生。」
看著建華老師在台上吃力地喘著氣，但

之後，又如何面對。
其實我的遭遇和建華老師有一點相似，

仍用心的演講，我知道這樣勇敢的人即使

我是八歲時被外婆送到育幼院，從小在這

遇到挫折、障礙，他依舊會努力掙出自己

裡慢慢成長，當然我也遇到種種的困難，

的一片天。像建華老師這種努力不懈的精

只是有時我選擇逃避；所以當我聽到建華

神，是值得大家效法的，希望大家像建華

老師他以樂觀的態度面對發生在眼前的事

老師ㄧ樣，為自己的理想努力並堅持到底！

實，他的精神讓我佩服不已。
創作者：小君

創作者：小羽

心的訊息
我是大男人

編者按：這是十八歲的家友中中捎來

但我很誠懇

的「心的訊息」。我們看到他試著用
雙手環抱所愛，你說，這種力量從那

創作者：小宏
~12~

看見妳淚痕

心中很不忍

裡來？文字上，他力求押韻，很有點

很想向妳問

是否願我疼

詩味兒呢！

不會讓妳冷

不會罵妳笨

就愛妳一人

中中

創作者：小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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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溫暖的家
小四小君
只要我打架時，就會有老師過來問我怎

這裡的老師不會隨便罵人或生氣，我很
喜歡這個家，雖然生氣時會說一些讓老師

麼了。
只要我大哭時，就會有老師過來抱抱我

傷心的話，可是我其實很喜歡這個家。
功課不會時，就會有老師教我，我害怕

或安慰我。
當我快樂時，就會有老師來跟我聊天。

時會陪我睡幾分鐘，每天回來都會有點心

當我鬧情緒，就會有老師來關心我。

吃。

我覺得這個家很溫暖，充滿愛和幸福，
讓每個小朋友安心的住在這個家，想要有

創作者：小冠

創作者：小玲

創作者：小臻

創作者：小曼

創作者：小華

創作者：小靖

這個家是有愛和溫暖的地方，我們真的
很有這榮幸住在慈馨家哦！

愛，隨時隨刻都會有。

家童學習操作電腦

溫馨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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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社工組

院長阿嬤的壓歲錢～

田園休閒體驗之旅～
2008.01.26

2008.03.29

每逢除夕前二週，院長阿嬤(現任董事長)就會召集孩子們齊聚一堂，在歡喜

炎熱又帶點微風的夏季裡，孩子們參與由台中市政府委託張秀菊基金會舉辦

又具和樂的氣氛中，她親手給孩子們壓歲錢和每人都獨一無二的卡片，裡頭充

的田園暨關懷老人活動。在活動中，他們不僅認識了由導覽伯伯介紹的植物和

滿著祝福和鼓勵。當孩子們從阿嬤手中接到暖暖及滿溢著愛的紅包，大家都相

水果名稱，也親手製作屬於自己的撲滿，更在服務中實際體驗了如何關懷老爺

信：新的一年會平安而健康！

爺和老奶奶。
有位孩子跟我說：老師，我好喜歡這樣子跟老爺爺和老奶奶說話唷！因為他
們也需要我們的陪伴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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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社工組

兒童節歡樂慶-假日午餐～

木柵動物園一日行～
2008.04.06

2008.05.25

清爽又舒閒的假日，感謝招賢茶房的叔叔跟阿姨，招待孩子們及老師至茶房

午後雷陣雨的假日，總務叔叔阿姨帶我們坐火車北上木柵動物園玩，一路上，

享用美食。用餐時，孩子們看到叔叔跟阿姨貼心地幫我們準備好吃的美食，更

我感受到家人貼心的呵護，也學習許多實際的經驗，例如：如何搭乘捷運、購買

準備了我們最愛吃的薯條和最愛喝的珍珠奶茶。

門票…等，我們在昆蟲館闖五關，認識台灣的昆蟲，看到了可愛的小企鵝、無尾

哇！今年是我們度過最溫馨又快樂的兒童節！謝謝叔叔跟阿姨！祝福您們身
體健康和平安！

熊及台灣獼猴；還有好多犀牛、獅子、野牛和可怕的大蟒蛇，正當我們想認識更
多的動物朋友時，突然下了一陣大雨，讓我們大家跑啊跑！而叔叔阿姨怕我們迷
路了，始終都牽著我們的小手，讓我感覺好溫暖！謝謝您們喔！我親愛的叔叔阿
姨們。

~18~

~19~

慈馨 心 語

面對衝突，
我們怎麼做？
編輯小組

來自不同的家庭，每個孩子都帶著原生

討論的主題如下：

家庭的背景共處在一個屋簷下，從衛生習

1. 我們為什麼要天天吵架？

慣到價值觀念，從生活習性到創傷經驗，

2. 怎樣才可以不要天天吵架？

多樣的思想跟行為模式，交織成這個大家

3. 如何才能有良好的溝通默契？

庭―「衝突」當然是不能避免的。九十七

4. 如何才能減少發生衝突的機會？

年三月八日，我們借著「衝突」的事件，

5. 如何才能讓家庭氣氛和諧、溫馨？

舉辦了妙慧樓 ( 女生樓層 ) 的家庭會議，
把主題訂為「衝突」，借這個公共議題的

討論之前訂下規則：

討論，來建立相處的共識，同時也培養孩

1. 要專心、安靜、認真聽別人發言

子的民主風度。我們把責任交給孩子：有

2. 當我有情緒時，我會調整情緒以正確方

一位孩子負責協調開會的時間；另一位收
集為什麼一直吵架的問題，列在黑板上以
便討論；再一位負責整理場地，並邀請社
工打記錄；還有一位「實習」打記錄。

式參與會議
3. 參與會議時，我會舉手發言，並耐心
等待
4. 會議進行中，我會專心開會，不做其他

並找出會議主題關鍵字詞 ( 小婷擔任 )：

姊跟她說：「我們不是不喜歡妳跟我們住

1. 默契

2. 衝突（吵架）

在一起，可是妳真的很番耶，好好的跟妳

3. 和諧、和樂

4. 溝通

講也那麼番。」阿君說：「可是妳都那麼

溝通過程並不容易，我們提醒要用正面

大聲跟我講，妳太兇了，我會怕妳。」姊

的語言來提問，不要只是罵對方。溝通前

姊就說：「可是我第一遍、第二遍都好好

先作邀請的動作，如：「XX，我有一件

跟妳講，到第三遍我才那麼大聲。」阿君

事情想跟你討論。」邀請完之後，講的人

有承認，她也願意修正。

要練習不要指責對方，而是真心真意希望
好好溝通討論，把話說清楚。

阿君那天被邀請多次，應該壓力很大，
所以，會議中我們也要照顧這孩子：「假

那天，講話的孩子頭腦要想很久，又要

設妳現在是阿君，這麼多人好像在講妳的

正面語言，又要講清楚，只要有人站起

不對，妳是什麼心情？」過程中全部人都

來，其他人都很緊張，因為不知道他會邀

給她回饋，有人講：「要是我，就不想住

請誰？過程有點恐怖，被邀者不只是孩

在這邊。」有老師說：「其實阿君住進來

子，也包括老師。若是被邀請者因為心情

一個多月，我們看到妳進步很多，而且妳

不好，不想討論，也予以尊重。

今天非常有勇氣。」「妳越來越有禮貌

這是練習的過程，很辛苦，但是我們希

了，我們都很愛妳。」「喜歡妳跟我們住

望：不習慣，卻是正確的語言與態度，就

在一起，才會跟妳提不同的想法。」...

在練習之中純熟起來；被提出的問題，在

這些回饋對她很重要，全部孩子都講她們

聽到對方的真心話以後，懂得反省。比如：

參加會議的感覺。阿君說：「謝謝大家今

阿君在會議中是被點名最多的，因為她的

天讓我學到很多東西，我願意進步。」在

語言比較強勢，有比較多她的主張，有姊

場都站起來替她鼓掌。

事情
5. 我有任何意見，願意在會議中充分提出
表達想法，並積極參與討論
6. 會議討論決議事項，我願意遵守，過程
中如果有新的問題，我會在下次會議提
出來討論

妙慧樓 ( 女生樓層 ) 的家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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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慈馨 心 語

妙慧樓家庭會議紀錄

這一份會議記錄，我們如實呈現在後面

時候真的氣不過就跟孩子吵起來，或是在

的附錄上，請自行比對。( 礙於版面，看

言語當中傷害到孩子，我們願意做身教跟

個大概 )

示範，這是目前教保組還在練習的。有這

此外，我們教保組也開了個「衝突」主

樣的概念不見得做得好，自己真的要放下

題的分享會議，會中取得一個共識：在家

身段，要很誠實的面對自己，面子要拿得

裡面的，或是師生之間的衝突，第二天晨

下來，大人願意先做這樣的練習給孩子

會要做說明。如果還在氣頭上不想講，那

看，所以現在可以吵架，吵完之後後續就

要給一個承諾：我願意說昨天是怎麼樣的

要做一點說明，這部份目前孩子跟大人都

狀況，需不需要被協助，或是明確的表達

做得不錯。

我現在真的沒辦法講，因為自己很受傷，

總之，這麼複雜的成員，必定會有衝突，
面對衝突，我們不採取逃避，我們希望在

願意什麼時間再跟大家說。
再者，如果衝突是在公共場合，已經吵

衝突過後，學會好好溝通，練習把自己的

到快翻桌子，快打起來了，那就必須當事

想法、感覺或背景說清楚，在過程中，由

的雙方在公眾集合的時候集體說明。包括

練習表達與了解彼此，我們學習到誠實正

老師不對也必須跟孩子道歉；如果是孩子

直，設身處地，學習到讓對方接納的語言

不對，他也必須公開道歉。

與態度，學習到……這麼說，真正的和諧、

我們也都在學，大人也不是故意的，有

和樂才可以到來。

日
期：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八日
時
間：下午2：00～4：00
地
點：本家二樓多功能活動室
主
席：廖慧雯老師
紀
錄：陳淑錡老師
工作分配：1. 會議時間確認：小玲
2. 會議討論議題彙整：小臻
3. 場地規劃整理：小樺
4. 會議紀錄實習：小臻
出
席：廖慧雯老師、林品亨老師、彭怡萍
老師
家
童：小婷、小玲、小樺、小臻、阿君、
曼曼、小羽、小華
列
席：高靜華老師、陳淑錡老師、詹凡萱
老師、林秀玫老師

一、討論主題：
1. 我們為什麼要天天吵架？
(提出者：小華、小臻)
2. 怎樣才可以不要天天吵架？
(提出者：慧雯老師、小羽、小玲、小婷)
3. 如何才能有良好的溝通默契？
(提出者：小臻、小玲、小婷)
4. 如何才能減少發生衝突的機會？
(提出者：小樺)
5. 如何才能讓家庭氣氛和諧、溫馨？
(提出者：小玲、品亨老師)

二、共同擬定會議規則：

白板上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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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慧樓 ( 女生樓層 ) 的家庭會議

1. 要專心、安靜、認真聽別人發言
(提出者：小玲)
2. 當我有情緒時，我會調整情緒以正確方式參
與會議
(提出者：小臻)
3. 參與會議時，我會舉手發言，並耐心等待
(提出者：小玲)
4 .會議進行中，我會專心開會，不做其他事情
(提出者：小羽)
5. 我有任何意見，願意在會議中充分提出表達
想法，並積極參與討論 (提出者：慧雯老師)
6. 會議討論決議事項，我願意遵守，過程中如
果有新的問題，我會在下次會議提出來討論
(提出者：靜華老師)

三、會議主題關鍵詞：
1. 默契
3. 和諧、和樂

2. 衝突（吵架）
4. 溝通

四、會議重要內容摘要：
◎ 討論衝突議題：
〈一〉小臻提出：
1. 覺得在生活中與其他人相處，都是要彼此互
相溝通，要把自己的想法清楚講出來，這樣
就不會常常有吵架的衝突發生。
2. 因為彼此雙方默契及信任不夠，才會常常有
爭吵，而且在彼此溝通時的正向語言也不夠，
所以也會造成衝突發生。
3. 喜歡生活中有不同的老師給予愛的提醒，而
在小家中則是喜歡小玲給予的提醒。
〈二〉小婷提出：
1. 在言語的溝通上，如果常常說話帶刺，互動
關係就不融洽。
2. 喜歡不同的老師給予提醒，而在小家中則是
喜歡小玲給予提醒。
〈三〉怡萍老師提出：
1. 每個人的心裡感受不同，所以呈現出來的想
法與接受度也不一樣，所以要學習彼此尊重，
衝突才會減少。
◎ 實際演練，邀請對方進行溝通：
演練一：小婷邀請阿君表達自己覺得常常與其
衝突之事 (A：小婷。B：阿君)
A：你剛來這個家不久，有一些事情不懂，希
望我們提醒妳時，妳要有所改善與進步，
而且對人的態度也要調整一下，也希望每
次跟妳溝通討論後，妳可以改進與進步。
B：謝謝提醒，我願意調整。可是請妳跟我提
醒時，聲音不要太大聲，而且妳每次看起
來都很兇，我看了也會覺得很害怕。
A：好。我也會調整，我們一起進步與學習。

【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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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二：小樺邀請小玲討論衝突之事(A：小
樺。B：小玲)
A：當我跟妳發生衝突時，妳的聲音都很大聲，
因為這樣反而我會更生氣，然後也對妳更
兇。
B：我會學習下次好好跟妳溝通，但也希望妳
可以好好控制妳的脾氣。
A：好，謝謝。
演練三：小玲邀請阿君敘說衝突之事(A：小
玲。B：阿君)
A：知道妳目前對於環境都不是很熟悉，也在
學習適應中，但姊姊們在講話時，妳要聽
進去，可以嗎？
B：可以。
演練四：曼曼邀請小羽討論衝突(A：曼曼。
B：小羽)
A：在小家時，吵架是一定會有，但吵架的次
數是可以減少的，雖然兄弟姊妹們在一起
時也都會爭吵，但希望吵架完後，我們還
是可以做朋友，可以嗎？
B：可以！希望可以與曼曼姐一起加油。
演練五：曼曼邀請小華討論衝突(A：曼曼。
B：小華)
A：我跟妳吵架的次數比小羽還要多，我覺得
當我們有衝突時，不一定每次都要吵架，
我們可以討論，希望我們吵架的次數可以
降低，我們可以一起進步嗎？
B：可以與曼曼姐一起進步。（姊妹們一起握
手言和）

五、每個人對於今日溝通會議提出的
一段話：
慧雯老師：經過大家的真誠互動，高興大家都
願意彼此承諾要「越來越好」，也
感動孩子們的進步跟成長，期待大
家一起學習用正確的方式表達跟溝
通，讓我們家裏更溫馨、和樂。
靜華老師：很高興今天列席參與這場會議，大
家也能學習用正確解決問題的能力，
解決事情。
阿
君：謝謝大家，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
怡萍老師：覺得大家今天都很棒，而被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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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勇氣也很大、相當厲害。送
給大家一句話：心有多大、世界便
有多大（讓大家去思考）。而公平
這個字眼：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
把尺，但是每個人的想法和觀念都
不一樣，所以不要將自己的尺，放
在別人身上去測量別人，而是心念
一轉態度會跟著改變。
凡萱老師：今天大家在會議過程中，每個人的
感受一定都不同，佩服大家真誠的
面對，而且大家的調整速度都很快，
而小君也有很大的進步，期待大家
離開後，都有改變。
小
臻：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這個會議，因為
很緊張，不喜歡參與帶有緊張的會
議，尤其覺得被邀請演練解決衝突
時，是很緊張，也很不喜歡的。
秀玫老師：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學習及進步，而
且也願意包容與接受他人之教導，
很開心今天可以列席這場會議。
小
華：很開心。
小
羽：開會時很開心，也很好玩。
曼
曼：坦誠面對大家，而且讓大家更愛我。
小
玲：很開心。
小
婷：大家都可以一起進步。
品亨老師：讓人邀約已起面對彼此的關係，是
要有很大勇氣，且真誠面對是一項
突破，很感動大家今天真的很棒。
其實五根手指頭本來就長得不一樣，
所以當如果有比較和計較出現，就
會很容易有衝突的事件產生。
小
樺：老實說覺得很想睡覺，但整場的氣
氛覺得很溫馨，但也覺得很刺激，
因為害怕別人說到自己。
淑錡老師：很佩服今天孩子的面對與接受邀請，
我覺得很感動，感動的是~看到孩
子們的學習，感動的是~看到孩子
們的勇氣，感動的是~若是我自己
身在被邀請中，我想我自己或許也
不知道如何面對與接受，但孩子們
卻突破與面對這一項學習。你們真
的很棒唷！也希望未來我們家都可
以和和樂樂的，像個大家庭一樣，
有什麼衝突都可以勇於面對與承擔。
【結束會議】

仁者
翦影

仁者
翦影
編輯小組

民國93年10月，慈光育幼院面臨解散危機，我們決定另建家園。
10月31日，突然接到一通

會公師父打來的電話，希望院長能找時間去他那裡

一趟；沒有說明原因，只說儘快。
翌日院長偕秘書立即南下屏東拜見老人家；約的時間是下午兩點。當我們提前
半小時抵達普門講堂門口時，師父已經在二樓迴廊上張望，立即招呼我們上樓。
才步入客堂，師父即刻要秘書隨他進臥室，搬出一個很有重量的紙箱。師父說這
是他幾十年來弟子們的供養金，現在育幼院建設在即，這些都給你們，總共多少
你們自己算，希望對這些孩子有些幫助。那瞬間，我們既震驚又感動，直覺得師
父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伸出了救援之手。
有了這筆經費，94年慈馨就開始動工興建，建築期間，師父對工程備極關心，
時時詢問經費是否足夠，凡有弟子供養，就立即轉施本家；即使在病中，也心心
護念工程是否順利。迨96年慈馨落成，我們專程去向師父稟告，老人家非常高興，
但仍垂詢教養經費是否夠用。我們啟請師父為孩子的家命名，他為男童樓層取名
「善生」、女童樓層取名「妙慧」，以善生童子與妙慧童女的行持，寄託對這些
孩子的殷切期許。
師父童真出家，深入經藏，戒行莊嚴；數十年來，說法著書，住持正法不遺餘
力；而本身生活極為簡樸，對苦難眾生卻悲心廣運。這一向以來，將弟子所供，
除了予以迴向，令植福田，更轉施隨喜，使他們的施福廣大增勝。師父對佛法的
善解與力行，是我們的活榜樣。
我們深深感念師父對慈馨的再造之恩，祈盼師父長住世間，做眾生的明燈，更
衷心祝福師父法體安康，光壽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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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之間的

叮

叮

噹 噹
保育員 葉雅慧

....

一路走來

..

剛來慈馨家時，小裕是每個人眼中的小惡霸，但在老師的心中，他還是一位那麼純真、
可愛的孩子！
有一次，老師在陪伴他情緒時……

教育長吳碧霞

小

裕：「媽咪，為什麼我要住在育幼院？」

老

師：「怎麼了呢？」

小

裕：「一定都是我的錯…」

漸建立起來了。前次告訴孩子「施比受有福」，此次重在「訓練堅定意志」，諸師於平

老

師：「你怎麼會這樣想？」

日留心，利用機會教育，或講理，或就事分析，並估量能力，給予實際事務，除經常提

小

裕：「別人都可以跟爸爸媽媽在一起，而我就是因為……來這裡，一定都

醒外，又借犯錯而教導他們。一則使他們面對自己的弱點，克服困難，接受挑戰；二則

教導孩子由循序漸進而見效，孩子或偶而抗拒，排斥，但實際上已受到薰陶，觀念逐

是我害的，所以是我的錯。」
老

師：「這不是你的錯，是大人還需要多一點的學習…」

小

裕：「是我的錯。」

老

師：「不是你的錯。」

小

裕：「是我的錯。」

老

師：「不是你的錯。」

反覆20幾次相同的對話，隨著每一次的回應，小裕的情
緒也愈來愈激動，甚至到歇斯底里地怒吼，老師能做的，
只有抱著小裕，明白的告訴他：「不是你的錯」。

【倒帶，倒帶！】
老

師：「小裕，把內務整理一下，物品放回原位。」

教導他們思辨，使他們得以解決問題。此項訓練綜合言之，目標一、接受挑戰、克服困
難；目標二、意志力堅定、不輕言放棄。
平日諸師為孩子們講述故事亦重在強調意志力堅定上，必可於此有所輔益。
(民國七十年四月十四日)
調教孩子，鬆緊合度，孩子身上的反應，就是我們教法的反應，方法可變，原則不變，
人格是教育的重點，成績若不合理想，也不必操之過急，觀念上，強調平時用功。
(民國七十年五月十八日)

小裕不耐煩地、乒乒乓乓地拿起東西，「摔」放至原位。
孩子們行為漸有進步，但潛意識中的慾念，仍須加以疏導，可漸次述說「理之所

老

師：「小裕…」

小

裕：「幹麻啦！煩ㄋㄟ」（生氣地、翻白眼地來到老師面前）

以然」，借以解開他們的疑結，方式以機會教育為主，運用之妙多用善巧。至於孩子在

老

師：「你怎麼了？」

此地除具備一般孩子的特質外，且另有較不平衡的一面，所以諸師除了解事情本身，希

小

裕：「很煩啦！要幹嘛啦！」

望更借助於書籍（輔導或心理學）中提供的知識，可以陪著孩子順利完成生長發展的過

老

師：「我喜歡你的眼睛好好地看我說話，當媽咪數1、2時，我相信你的眼

程，凡是從事教育的人，宜秉持「人性本善」的信念，加以教導，久久一定見效。

睛會聽到我說話，1…」（數到2時，小裕也笑了出來，眼睛好好地看

(民國七十年六月十三日)

著老師）
老

師：「請你再『倒帶』一次。」（老師手指畫一圈，請其再練習一次）

可愛的小裕，自己有如錄影機倒帶一般，將動作倒做回去，再重新用對的方式，將內務
整理好，並笑咪咪地來到老師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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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師：「你很厲害唷！倒帶地很有水準喔！」

小

裕：「嘻…」（笑咪咪地看著老師）

小

裕：「媽咪，如果我的倒帶機壞掉了怎麼辦？」

老

師：「嗯，我相信你一定會把他修好的。」

小

裕：「嘻…」（又笑咪咪地看著老師）

許多人看到上一期出現民國69年的記錄，很覺納悶。其實，這代表慈馨雖然是
新機構，她卻有傳承，儘管時代在變，資源與專業在持續增廣加深，而精神上
卻一脈相承，所以，本頁呈現過去教保會議的重點記錄，想給大德的，就是「
一路走來」的真實狀況。
編者謹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