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的 刻 痕
諮 商 中 心 專 欄

的體會，這些抱怨、遺憾、責難等，翻轉

方向是明確的，我們和同事會尊重彼此做

到另一面向上，其實也就是他們期待自己

事的方法，而不是去批評、干擾、責難對

可以努力經營的家、想要給孩子的環境和

大學畢業的自己，帶著學校傳授與所學

試探、捉弄、重複挑戰界線……等行為來

方，甚至相互欣賞或學習之。我們和同事

關愛。於是，團體從這些抱怨有機會聽見

的知識，以及內心對於社會工作的想像，

引人注目，並達成負向連結，但這些行為

都會有各自的生活，我們會在意的是和同

他們的心意，雖然家庭的關係改變了，然

開始踏上這份專業助人者的工作。來慈馨

也導致小翰產生許多人際摩擦的議題。

事之間的合作協調，也不會去干涉對方的

而做爸爸要給孩子的心意是雋永的。在此，

面試的那個早上，面試官介紹在慈馨工作

起初我相信「衝突」是導致關係斷裂的

私生活。然後，為了要能把任務做得順利，

團體的焦點移動到陪伴孩子成長的主心線

是「用生命陪伴生命」的歷程，而從生活

起源，於是，處理小翰的事件時，若發現

我們在完成自己手上的進度時，會交接給

上，踏實且務實地想著如何延續給孩子的

小故事的分享，可感受到夥伴們與孩子們

有衝突的火苗，便會想辦法撲滅它，因深

下一位同事，讓對方知道目前的經驗；相

愛。

相處過程碰撞出不同的火花。於是自己帶

怕一旦衝突引發，小翰感受到被敵對，好

慈馨兒少之家社工師 唐郁淳

互間的訊息交接，是一個互惠的美德。工

不論是在初階課程或進階團體，我在開

著「我想要好好地陪伴這群有故事的孩子

不容易建立的關係就此成為灰燼。但經歷

作過程中也會遭遇到關係的衝突，在沒有

場時會感謝這些爸媽，在這紛亂的過程中，

走過一段人生」這樣的期許，進入慈馨這

一次又一次的摩擦與衝突，整理經驗之後，

建設性、相互抱怨指責的衝突下，我們會

可以試著靜下心，站在孩子成長的心意上，

個大家庭，至今，已服務近二年了。

我理解到衝突的發生，意味著自己和對方

喊暫停，找資源或想其他解決的方法來調

思考給孩子的愛。我會分享我所工作的家

安置機構的工作總是忙碌的，但也是最

都該好好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嘗試了解對

停或突破，而不是只停留在對於彼此的不

園，並提到曾有家園的孩子知道我在法院

能從工作中累積經驗的。很喜歡孩子們來

方的立場，更重要的是在衝突之後，要有

滿上。當然，要從曾經如此親密且一起生

的工作，孩子說我要幫忙和支持這些爸媽，

到辦公室聊天、吃點心的時間，那往往是

能力修復彼此關係。

活的關係，要轉換成共事親職的同事關係，

因為只要那份親子的關愛仍在，孩子就有

最自然、真實且不帶有目的相處，即便只

衝突對於關係而言，是一體兩面的，恐

需要許多的智慧，也會需要能夠陪伴自己

家。孩子說的道理如此真摯：家不是一個

是一個問候、一個關心，那片刻的陪伴雖

懼衝突，迎接它的可能是地雷般的決裂，

討論或能吐吐苦水的親友。

房子、不是所有人都住一起的形式；家是

然短暫，但彼此卻多了些靠近。而關係就

或是單方面的強弱勢關係。但是勇於面對

一份關愛，不論是否同住，在心中感受得

是在這一次又一次的靠近中慢慢建構與熟

衝突，懂得修復，反而能夠讓彼此更加靠

次大約6到10人不等，是個很精緻的小團

到彼此的在意、關懷、支持、陪伴，這份

悉，繼而滋養出緊密的專業關係，並成為

近與珍惜這段關係。自此，面對小翰或是

體。通常，法院會把爸爸、媽媽的角色分

愛，就是家。

孩子安全且穩定的依附對象。

其他孩子們的衝突事件，我不再撲滅衝突

開不同的團體進行，協助爸爸或媽媽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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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討論及支持他們所遭遇的挑戰，成為

另一個現場是進階親職教育團體，每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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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理解與修復

們會和同事討論工作的目標，只要目標的

「小翰」是我第一個服務的孩子，因為

關係中被點燃的火苗，而是在火苗燃燒

延伸閱讀

在原生家庭沒有辦法得到妥適的照顧，因

後，用理解與陪伴進行關係的修復。再

合作式的父母。坦白說，團體中不免出現

華人共親職中心https://ccch.hcfa0.com/

此來到慈馨家。初識時，對小翰印象極佳，

者，能夠看見「衝突」種種面向並深入了

對於無緣的婚姻的諸多抱怨，我有時掙扎

黃心怡、謝子瓔、劉于瑞、宋名萍、蕭丞

他有著膚白乾淨的臉頰，衣服紮進褲子裡

解，對從事助人工作的我，亦是受益良

著要如何拿捏團體的焦點，在面對成員這

芳（2020）。合作父母與親子會面：一群

整齊乾淨，還會用圓滾滾的大眼睛加上小

多，自己在衝突當下能試著覺察彼此的情

些抱怨時，心中難免著急著我們還沒討論

本土社工的看見。啟示出版。

調皮的語氣回應老師們的分享和提問。相

緒，及讀取情緒背後試圖想表達的動機含

到親子關係啊。不得不說這是他們教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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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之後，看見小翰渴望與他人互動連結，

意，讓每一次的衝突與修復歷程有其意義

並期待自己是被關注重視的，因此他會以

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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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馨～「心」與「新」的學習
慈馨少年家園社工師 陳姿晴

當孩子面臨情感關係的失落與失調，我能

如何用心看見孩子的需求、用心傾聽少年、

同理到孩子的感受。此外，透過夥伴分享

保持學習與反思的心……。「陪伴」是雙

與員工訓練，學習如何觀察心理動力與團

向的，陪伴當下產生的暖意是互相交織而

我在慈馨少年家園服務八個月了。在成

境的影響而促發，「陪伴」孩子走過痛苦、

體動力，再建構出健康正向的界線關係。

來的，因此我感謝願意告訴我心事的孩子，

為助人者前，繪畫一直是我喜好及興趣，

挫折、失落的情緒，這些「陪」，足以影

從反思面到執行面，需要一段時間調整與

謝謝你們願意展露最真實的情緒和心情，

由於從小受母親藝術薰陶的培養，高中便

響一位孩子的成長與心理發展，「陪伴」

磨練，尤其工作當下要有意識地帶著專業

也謝謝孩子們接納包容我。另，由衷感謝

選擇讀廣告設計科。但在我最叛逆的高二

是一件很有能量的事情。回想當時面試，

思考去執行，著實不易，而我正在這段學

慈馨家的夥伴，願意帶領新人學習和思考

那年，自己越來越不穩定，經歷幾段波折

聽著主管分享孩子們成長的經驗，看見慈

習歷程中。

許多面向。期許自己未來可以更懂得運用

後，我開始思考自己未來想要走的路，也

馨對於兒少服務的熱忱與溫暖，讓我有許

對我而言，進入兒少安置工作，有許多

專業評估與處遇、提升敏銳度、增進個案

因著家庭背景的因素，促使我選擇助人工

多的感動湧在心頭，而我也很榮幸進入慈

新的見識，也需要從「心」去學習，學習

管理的相關能力，能陪伴孩子走一段路。

作這個領域，決定跨考社會工作系，而這

馨工作。

個契機與轉折，成為了我人生的轉捩點。

雖然在大學學習相關理論知識，然而在

由於跨考，從零開始學習不熟悉的領域，

慈馨才「真正」開啟實務面的學習，不論

於是每天認真備考，讀書到很晚，堅持不

是個管工作、會議討論或每個工作環節的

懈的結果，終於大學推甄時錄取了第一志

討論都相當細緻。培訓歷程我切身體會第

願社會工作系。

一線照顧工作，讓我了解現場運作狀況、

大學四年，讓我感到很有成就感，雖然

面臨的困境，更理解到第一線工作人員與

每天過著被報告追著跑的生活，但仍享受

照顧者的不容易，以及安置體系實際的工

於朝陽科大的專業學習，因為它開闊了我

作樣貌。後續透過督導與同事傳授的經驗，

對於社工界的見識與助人的價值。生活中

看見不同夥伴的工作方式，跟青少年相處

總是充滿著變數，去年受到Covid-19疫情

後也逐漸認識他們不同的性格。與青少年

影響，沒了畢業典禮，忽然原地畢業，當

相處會歷經一些摩擦，難免對彼此產生不

時我內心對於未來感到徬徨，也不知將來

悅的情緒，當面臨此種情境，我會反思青

的工作場域？於是我訂定目標，先全力以

少年的我不也是如此嗎？因此，我會透過

赴的準備社工師考試，放榜前再開始尋找

自身的經驗同理青少年的心情，尤其孩子

工作。由於過往生命經驗的轉折與事件較

提到原家之事，我可以體會那種悲憤失落

多在兒少時期經歷，因此我對兒少服務領

與複雜糾結的情緒，當看見孩子流下淚水

域也較有興趣。於是，我深深被慈馨少年

或委屈，我會感到許多的心疼與捨不得，

人生的學習∼如何看待自己
曾經聽說一個故事，兒子跟父親詢問：「爸爸，有人說我是聰明的人才，
也有人罵我是不懂世事的笨蛋，依您看呢，我是怎樣的人？」
「那你怎麼看待自己的？」父親反問，但兒子不知如何回應。
父親接著說：「譬如一斤米，在製餅家眼裡是米果、麻糬，在化妝公司眼
中是護膚品，在三餐不繼的困頓家庭中，則是救命的一頓飯。但米還是米
……」
兒子聽了這一番話，茅塞頓開，不再鑽牛角尖。
原來，你怎麼看待自己，決定了你成為什麼樣的人！廣納意見或參考別人
的意見，原意是良善的，但也需要有所評估、判別，才不會迷失方向。當生
活中出現褒貶不一的評論時，回顧初心所在，檢視待人處事之法，擇其善者
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並將這歷程中體會的調整與磨練，整理、釋懷。
生命需要累積經驗，而經驗需經過整理才有意義，學習之鑰不在多，而在正
確、內化，能用，大人孩子皆是如此。人在情境中，「如何看待自己」是一
門大學問，也是慈馨師生
所重視與學習的。

家園服務理念「用生命陪伴生命」所吸引，
面試主管提到過往的創傷經驗因個體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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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樹之歌

小樹之歌

觀測星星的100種方式之一
諮商心理師 莊柏宣
如果把人眼比喻為相機，你需要調高自
己的光圈、長時間曝光，才能看見孩子如

在安置機構的實務現場全部打掉重練。在
其中，凱便常常是我實地學習的對象。

繁星般的本質與軌跡。偶爾為之的生活記

在長長的時間裡，在團隊的共同協助下，

錄，原本只是在當下紀錄自己的一些陪伴、

凱的情緒已穩定許多，甚至漸漸學會以言

感受與想法，待日後可以回過頭看看過往

語而非拳頭來表達自己的情緒。有時總會

的自己是怎麼看待生活，以及過去與現在

讓我想起過去某些時期的他：

有什麼樣的不同。沒想到，卻也無意間紀

某段時間，凱很喜歡搔癢別人，尤其喜

錄下孩子螺旋般的成長與轉化，在回望的

歡搔癢機構裡的老師甚於同儕，常常在師

時候特別能看見那一顆顆的閃亮，隨著時

長設限後仍會繼續搔癢的幾下，有時候可

間推移，在長空劃下一道道璀璨的軌跡。

能會讓一些師長板起臉孔來，再次嚴肅地

有時候就這樣看著他們的星軌，就能讓自

和他說：「凱，我不喜歡你這樣。」有時

己感動不已。

候，我也是一些師長裡的其中之一。有天，
我知道了他喜歡搔癢別人的原因。「因為

多心力的孩子之一。剛進機構，就遇到風

搔癢別人，別人就會笑，看到別人開心的

暴期的凱，情緒張力很大，常常與同儕或

樣子，我也會很開心。」他笑著說。噢，

師長發生衝突並伴隨攻擊行為，往往接住

怎麼這句子裡夾著生洋蔥。「他那些不被

與緩和情緒、處理衝突、建構界線就耗費

人喜歡的行為，背後都有他嘗試與世界和

不少人力與心力。過去心理師養成訓練中，

他人連結的善意。」我將這句話寫進了我

未教過如何安全地抱住狂暴中的孩子、未

的筆記本裡。

教過在孩子出現傷人與傷己的攻擊行為時，
如何制止同時平穩他的情緒、未教過如何
調解/調節孩子與孩子間，甚至孩子與老
師間的肢體衝突……等，許多未碰過的情
境與未學過的介入策略，只能在實務中逐
步學習，常常覺得過去學會的許多能力，

家童美勞作品

凱是我在安置機構中陪伴最久也花費最

記得有段時間他很常到辦公室借電話，

抹微笑，接著我們都把手上的話筒掛上。

通常用電話便會用到忘我的境界，需要師

他開心地踏步跑出辦公室，跑上樓找小家

長軟硬兼施，凱才會悻悻然地離開。某幾

老師。

天辦公室忙著核銷，忙到一個天翻地覆，

又記得在某次孩子們的共同會議中，凱

剛好他跑來辦公室拿起辦公室話筒說要撥

送了我一張牌卡給我並分享：「雖然有時

給小家老師，結果卻是我的分機響了。「

候覺得他（我本人）有點嘮叨，但是……」

有人在嗎？……沒有人嗎？那我要掛囉！」

凱講到一半不再講下去，露出害羞靦腆的

我一邊看著他在用電話，一邊假裝不知道

神情，整個臉紅成一片，眼神望向桌面。

是誰打的，我覺得我在演員訓練班。掛完

過沒幾天他在樓層有些狀況，帶著情緒下

電話下一秒，我的分機又響了。轉頭看了

來辦公室，待情緒穩定後凱便坐在我位子

看他，看到他殷切期盼我接起電話的眼神，

旁邊聊聊天，我順道拿起辦公桌上他送我

我在心中先翻了個白眼再嘆了口氣，接起

的那張牌卡，詢問他那時候看到這張牌卡

了電話。「喂～這裡是慈馨兒少之家，你

的什麼所以想送給我？「啊我就是中間的

是誰？請問你要找哪位？」他搶了我的台

那個人，你就是太陽啊，可以照亮我。」

詞，要演一齣角色交換、我打電話給他的

他表現無謂地看著我的桌面，彷彿講出的

戲碼。「我要找凱，請問他在嗎？」沒事

話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在我還來不及開

的，我催眠自己在演員訓練班、我在演員

口前，他趕緊將話題轉移到奧運上，「那

訓練班。幾次對話往返後，「你還想跟我

你有看戴資穎比賽嗎？」。「也謝謝你，

說什麼嗎？……如果沒有的話，我要先掛

教我如何成為那顆太陽。」這是我當時放

電話囉！我今天還有好～多事要做喔～」

在心裡，來不及對凱說的話。

我說著，等待他的反應。「等一下！等一

「日常或許總是艱辛，但也總有那些時

下啦！」他在話筒裡（同時也在距離我

刻在教會我們，如何在艱辛中仍然保持柔

2 公尺處）急著說，「我愛你、我愛你、

軟。那個時刻會是長存於人生中，很美很

我愛你、我愛你……」他快速重複著這

美的一片風景。」看著我的筆記本中的一

句話，似乎沒有要停的意思。我一開始聽

行話，這是寫給自己在安置機構作為專任

到怔在那裡，這發展也太離奇，和他平常

心理師，各種行政業務與陪伴孩子的喜怒

的模式也太不一樣了，「哇愛哩，我也

哀樂後，由時間與經歷中淬鍊出來的一句

愛你，凱。」，我認真地和他說，同時看

話。我想這也是仍在安置機構崗位上的師

向他。他原先重複的我愛你停止了，他轉

長們，看過感受過並決定留下的風景。

過頭看著我靦腆地笑，我也看著他回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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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陪伴回應溫暖的笑容

堅定-帶著專業回來

在我過去的服務經驗裡，大部份都是服
務偏鄉的孩子居多，難得在106年的暑假
有機會可以到慈馨服務，第一次到機構，
聽著社工介紹，腦海裡開始出現了很多想
像，有點期待又有點緊張。
還記得活動一開始，在選小隊員時就發
生了一場衝突，那一刻的我有點措手不及。
跟過去的服務經驗真的很不一樣，這是第
一次在服務中給我帶來這麼大的衝擊，那

寫功課，陪他們玩遊戲、聊聊天，在課輔

己的專業帶到慈馨，希望可以幫助這些孩

的過程中，我都會找社工老師討論孩子的

子們一樣成長了不少，面對突發狀況，我

子，能有效地掌握自己的金錢流向，控管

狀況，也讓自己在過程中學習與成長。

覺得自己也能更好地面對，沒有上一次的

自己的消費，在未來，不要成為金錢的奴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陪伴的時

緊張。這次的服務，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隸，為生活窮忙。那天晚上，夥伴打電話

候，竟然被孩子弄哭了。當下的我選擇離

像是在面對孩子的時候用心去陪伴，找到

給我，問我想不想再一起回慈馨服務，我

開現場，請社工老師協助照顧孩子，我一

方法回應孩子及自己的情緒，也更能夠站

們短短幾分鐘的對話，就敲定了這次的計

直在心裡問自己：我怎麼可以在孩子面前

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活動結束時，

畫。

哭了啊？那時候的我心裡蠻不甘心的，覺

天還好有輔導員們及志工夥伴互相配合，
讓我更快速的調整心情，進入狀況。
第一次的服務，讓我感受到這群孩子們
需要我們用更多的耐心與關心，需要仔細
的觀察，並帶著敏感度，摸索與他們相處
的模式。面對這群孩子，每一個情緒的表
達都是直接的，讓我強烈的感受到他們的
想法。對我來說，我們不只是去服務，更

看到孩子們依依不捨的心情，讓我在心裡

第一次的課程會議，並沒有想像中的順

得自己參與服務也一段時間了，怎麼可以

埋下了一顆種子，如果可以我想回來，陪

利，在總召、副總召大吵一架之後，完成

這樣在孩子面前展現出這樣的情緒？但當

孩子們長大！

了課程表的草擬。因為這次活動結合不同

自己冷靜下來後，我知道情緒是每個人都

科系的夥伴共同合作，加上彼此間的不了

會有的，也是因為這次機會，讓我換位思

記得我隨口對夥伴一提「如果我們來這裡

解，籌備期間發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狀況，

考與自己對話～「怎麼先穩定好自己、怎

帶理財營隊，感覺一定很有意義！」當時

團隊的意見更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剩下不

麼更好的與孩子溝通、怎麼以更好的狀態

好朋友直接潑了我一大桶冷水，澆熄了我

多的準備時間，讓我感覺非常無力，也非

去陪伴孩子」，並將這些成為我學習的目

瘋狂的想法。因為理財課程對於一般的孩

常焦慮。活動當天早上到機構時，看到一

標與功課。

子來說，本來就不容易，更何況是安置機

位孩子很開心地朝我們跑來邊叫著「呵呵

今年我即將大學畢業，我告訴自己「我

構的孩子，尤其是帶領課程的過程，需要

姐姐！」，那一刻，覺得所有的困難都能

一定要再回來」，過去每一次對自己許下

面對孩子的各種突發狀況，於是我暫時打

克服，孩子們期待的笑容是治癒疲憊的良

的願望我都做到了，相信這次也可以！孩

消了這個念頭…

藥，我知道孩子們要的不多，簡單的陪伴

子的想法總是簡單又直接的，他們會用他

就夠了，這也讓我更堅定的告訴自己，我

們的方式表達喜歡，而我希望自己可以用

一定要常回來！！

陪伴來回應孩子們，期許自己能夠成為他

延續-陪伴的意義

們生命中的一盞燈，照亮他們腳下的這段

那天我們一如往常的結束了活動，我還

是從他們身上學習，學習勇敢、單純、積
極努力…
成長-延續的契機

從那之後，每個學期只要我有時間，我

第二次進到慈馨，是隔年的暑假，從六

園

地

就會到慈馨擔任課輔志工，陪孩子唸書、

在這兩次的服務過後，更讓我想要將自

課輔志工 許芸嘉（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
初見-內心的期待與忐忑

工

路。

月就開始期待與孩子們的再一次見面，想
知道他們好不好？是不是更懂事了？孩子
們不知道還記不記得我？今年的我也和孩

~14~

家童繪畫作品

~15~

小主人園地

小主人園地

我心目中的美好

我喜歡看
小學六年級 安妮

小學四年級 阿倫

你認為心目中的美好是什麼？是穿新衣

發現它的重要。後來在慈馨，有許多像父

我喜歡看，

我喜歡看，

服出門，是開昂貴的車去兜風，還是擁有

母的師長陪伴著我、疼愛著我，讓我感受

看花園各式各樣的花，

看台北的101大樓，

名牌手機呢？我認為物質上的美好是大家

這份美好，不再孤獨，而這些也影響我未

像彩虹一樣美麗。

像竹子一樣細長。

所喜歡的，我也喜歡，但我覺得真正的美

來的規劃。
我喜歡看，

我喜歡看，

好是心靈上的，是情感上被愛的感覺。

未來，我想利用畫畫的專長，把世上美

我心目中的美好，是跟父母親一起相處

好的事物畫出來，讓大家看見與家人生活

看海裡的水草，

看日本的富士山，

的時光。可惜家中遭逢變故，在我讀幼稚

是多麼的幸福與美好，而無法跟父母親一

像彈簧一樣伸縮自如。

像武士一樣威武不動。

園小班時，我就離開了父母。但是我比別

起生活的人，看到這些畫，可以想起曾經

人幸運，能住在慈馨，在這裡我學到如何

的美好，或是激發他們創造屬於自己的幸

我喜歡看，

照顧自己、幫助別人、如何分享與感恩。

福。

看熊貓圓滾滾的身體，

感謝這麼多的師長、同學、弟妹陪伴我，

在《小王子》一書中提到：「真正重要

幫助我，讓我不斷成長、茁壯，成為一位

的東西，得用心去感受，只用眼睛是看不

充滿自信，多才多藝的人。

到的。」我們應該要好好珍惜現在所擁有

與親人相處的美好，以前因為年紀太小，
體會不到，也不懂得珍惜，直到長大，才

像棉花糖一樣柔軟。

的，用心發現並體會，讓美好的人、事、
物永遠留存在我們的心中。

青少女繪畫作品
家童粉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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