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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頓時我的心頭浮現出一
句話，「只有愛能使人成長，
也唯有愛讓人感覺存在。」
我在心中默默祝福糖糖，希
望她能夠健康平安長大，勇
敢而堅強。

　　糖糖是一年級的小女生，剛進課輔班

的時候，連一個注音符號都念不太出來，

現在卻已經不需要提示，就能完整念出

一行句子。糖糖總是笑口常開，甜美的

笑容，讓每個看見她的人，沒有不被融

化的。只是，在這笑容的背後，卻被大

人的錯誤，傷得滿目瘡痍。

　　「我有阿嬤就好了，為什麼還需要

媽媽？」糖糖曾經對阿嬤這麼說。

可以想像，這孩子對愛的渴望以及對愛

的怨懟，有多麼深切。她現在所學的字

詞不多，能表達的也有限，所以只能用

情感勒索來表示，例如故意為難、哭泣、

自責…。自從媽媽與爸爸離婚後，就把

糖糖託給外婆照顧，一人隻身前往台中

工作，不常回家也很少打電話回來，與

家庭的關係薄弱。

　　「我就是想生一個男孩啊！」媽媽

曾經這樣脫口而出。或許是對愛情失望，

想以轉移責怪對象的方式來讓自己好過

些，我們不得而知。但能知道的是，母

女這兩個人，同樣被他人傷害得 -- 想把

自己偽裝起來。

　　媽媽每次回家，只會帶姪子出門，

或許是對糖糖的自責，反而藉著以逃避

的方式來面對糖糖的渴望。某次，在家

人半推半就之下，媽媽把糖糖帶回台中，

但不到一個禮拜，糖糖就被媽媽嫌棄的

一無是處，抱怨她吃太多、要求太多玩

具，又被推回到阿嬤家中。外婆詢問糖

糖是否真如媽媽所說，但糖糖說：「我

真的沒吃很多，玩具也是媽媽自己買給

我的！」原本想藉機讓母女培養感情的

好意，頓時間煙消雲散，媽媽對於糖糖

的情感表達，同樣讓人心疼，我們不能

任意揣測媽媽的愛，但所見的是，兩個

不懂表達的人，正在彼此折磨著。

　　來到課輔班的糖糖，除了原本就在

班上的舅舅 ( 媽媽最小的弟弟 )，也認識

了好多大哥哥、大姊姊，每個人都把她

當成妹妹一樣看待，包容她、陪伴她，

得到好多關愛。來到這裡，我也會特別

關注他，看到她成長得很快，學習自己

穿衣服、綁頭髮，縱使頭髮每次都綁得

很凌亂，但她卻堅持自己動手，不想假

手他人。我想是因為她找到了另一種愛，

感受到了有人陪伴，而課輔班就像是一

個可以安心停靠的港灣…。

　　頓時我的心頭浮現出一句話，「只

有愛能使人成長，也唯有愛讓人感覺存

在。」我在心中默默祝福糖糖，希望她

能夠健康平安長大，勇敢而堅強。

【文 /Yu Anna】

生命故事

只有愛能使人成長



　　校園情殺事件，層出不窮，甚至造成

流血傷亡，引發社會關注。當青少年純潔

協會被問及此事的看法時，執行長何建賜

語重心長地說：「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事！

但我們更需要重視與處遇。」

　　何建賜道出，「我們從小到大給孩子

強調智能教育，但情緒的管理卻很弱。」

國人往往不知道如何處理人際關係的互

動，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失落、挫折、憤

怒，更不知道如何觀察週遭人的情緒，以

及適時伸出援手。尤其是男性，當他們面

對困境時，對情緒或人際關係的處理，時

常沒有出口可以宣洩，更別說是求助。

　　在報告研究中，

台灣男女自殺的比率

為 1:2，但自殺成功

率，男生卻是女生的

2 倍，女生較容易採

取非致命性的自殺行

為，而男生較容易採取致命性的自殺方式。

這是因為男生通常都會被要求堅強、勇敢，

而且「男兒有淚不輕彈」、不能過度地表

現情緒，所以當男生遇到問題時，會比較

自責、壓抑情緒，很少尋求協助，最後較

容易採取比較激烈的方式。

　　啟宗心理諮商所所長林世莉 ( 諮商公

會全國聯會暨台北市諮商公會監事 )，接受

本會專訪時指出，目前快速變遷的社會，

人們對資訊、手機和 3C 產品的依賴，造成

人與人之間心靈交流的減少，遭遇困境時，

比較不擅於尋找資源傾訴或宣洩。長期的

壓力之下，便容易產生許多衝動，當重大

衝突發生時，往往一時情緒轉不過來，而

造成意外。如果當下激烈的情緒有被了解

或引導，往往可以減低成較弱的情緒，就

能避免社會重大遺憾事件的發生。

心是有限的園地，愛是無限的幸福

　　林世莉所長也提到，「心是有限的園

地，愛是無限的幸福」，愛是可以傳遞的，

如果人與人之間彼此互動關懷，就能及時

覺察到周遭人的困境，適時給予愛與關懷；

或是當事人遭遇困境時，也能夠站出來，

將很多的矛盾、猶豫、憤恨，找人諮詢或

詢問。當彼此有愛的關懷，或是多一點連

結與包容，那麼人與之之間許多的衝突，

大都可以透過這些有效的互動而化解。

　　情緒的管理與紓解，是現代人需要學

習的課題，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

更是刻不容緩，需要被呼籲與重視的。情

緒的壓力如同壓力鍋，一旦累積到某種程

度，情緒就會爆炸，出現重大的傷害事件，

例如捷運隨意殺人、校園孩童割喉、孩童

家暴致死…等。這些都有可能是在面對人

際關係上的困難、挫折，或負面情緒時所

造成。

校園情殺事件：
談男性面對情緒的處理方式

紓解壓力的方法 【青蛙變公主】

心靈交流室專欄
開 啟 你 心 靈 的 一 扇 窗

午夜寧靜的台大校園宿舍，發生駭人的潑硫酸事件，造成一死三傷。世新大學三年級男同學，追求學妹遭拒

絕，竟持預藏水果刀追砍三刀。校園情殺事件頻傳，本文將探討，當許多男性獨自面對人際關係與情緒問題

時，該如何尋求協助？　　　　　　　　　　　　　　　　　(專訪啟宗心理諮商所 林世莉所長/文 呂學智)

1. 深呼吸

　　當你受了委屈時覺得很氣憤，想

握緊拳頭尖叫。但更好辦法是深呼

吸，同時在腦中慢慢數到 8，停下來，

再緩慢地呼吸。重複做幾次，直到你

冷靜下來，這時你的心跳會放緩，肌

肉也不會再緊張。

2. 找人說出來

　　這是最有效的方法，找人宣洩或

討論。找一個願意傾聽的人，把你自

己內心的困難、挫折、氣憤、委屈…，

一一地說出來。不要著急，慢慢地

說，像是在整理衣櫃或雜物一樣，把

它分類歸納整齊。

3. 放聲大哭

　　如果心裡仍感到非常難受，就放

聲大哭，這是最直接的宣洩方式，通

過哭泣可以經歷脆弱、無助，還有接

納現實的過程，釋放掉你的壓力。但

相較於女生，男生哭泣比較會受到異

樣眼光看待，建議尋找一個無人之

處，盡情放聲大哭。

4. 大自然療法

　　在附近尋找一處大自然環境，例

如小山、海邊、河流或公園，把焦點

放在欣賞自然中的景物，如綠樹、野

花，甚至天空或動物。也可以爬山、

戲水，或直接躺臥在草地上，讓身體

投入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讓大自然

神奇的力量，舒緩你的情緒與煩惱。

5. 投入運動或興趣

　　與人產生矛盾時，儘快離開爭執

的現場，不要繼續衝突，爭執只會讓

人心情更糟。通過散步、慢跑、打籃

球或騎自行車等，都是減壓的有效方

法，能消耗掉不愉快的感覺，冷卻憤

怒的情緒，同時有益健康。

6. 疼愛自己

　　或是讓自己好好休個假，去按摩

SPA、換個髮型、逛街 shopping，甚至

大睡一覺等。總之做一些自己喜歡的

事，轉移衝突的焦點，例如看書、唱

歌、植栽、烹飪，看部電影或吃個大

餐，都可以帶來情緒與壓力得到紓解。

林世莉心理師提供以下幾種紓壓的方法： 純潔協會關注兒少生命教育與建康成長，並從兒少開始即

防範問題發生，協助培養積極健康的觀念，因而在國小推

廣自殺防治宣導，引導孩童建立正確觀念。

青少年純潔協會 關心社會議題
【自殺防治宣導】從小開始

一、宣導主題：青蛙變公主 ~ 生命教育與自殺防治
二、宣導對象：國小 ( 中、高年級 )
三、宣導內容：從尊重生命、珍愛生命的觀點出發，
　　結合青蛙王子的童話與小學生的實際生活經驗
　　改編而成。主角因課業壓力及家庭因素而自我
　　否定，產生自我傷害的行為；經過他人協助後，
　　改變想法，願意勇敢面對困難。
四、預約電話：2929-0788 分機 222 華小姐



　　雖然只是三年級，孩子已能理解性別平等的概念，但對於去除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兩性之問應相互尊重的相處方式，仍需時時給予機會教育。
　　透過本次精采有趣的戲劇宣導，藉著淑女與鐵男故事的發展，帶領學童探知社會價值觀。對於男生或女生，存在許多無形的壓力，必須透過教育的力量，澄清性別刻板印象，讓孩子們了解人人平等且職業應無性別之分。每個人皆可以依循自己的能力、興趣、特質去選擇想從事的工作，實現個人的理想。感謝協會用心規劃符合學童認知與興趣的宣導活動，師生反應良好，達到宣導的成效。
【木柵中山小學老師】

《師長回饋》

　　這次去到木柵中山小學宣導，視聽教室

正在整修，原來可以更衣的空間不見了，我

跟夥伴只能躲在角落邊，緊靠一台電子琴遮

擋。站起來時電子琴高度只到我的腰，因為

道具很多，得彎著腰小心翼翼地更換服裝。

　　這齣戲劇後面有段劇情，是鐵男詢問現

場的同學要如何面對自己所犯的錯誤，最後

鐵男決定鼓起勇氣去自首 ......。

　　最後要離開學校時，主任告訴我們，宣

導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有一個學生打了同

學，這個學生被老師叫去後，承認自己的錯

誤，還說是因為剛才的戲劇有教大家要勇於

認錯；最後主任沒有懲罰他。主任驚訝於演

出的效果，大大稱讚了我們的宣導 !

【文 / 校服處  林展】

日期 地區 校名 主題 年級 人數

2018/1/2 新竹縣竹北市 六家國小 淑 3 250

2018/1/2 新竹縣竹北市 六家國小 他 6 180

2018/1/2 新竹縣竹北市 六家國小 小 1 224

2018/1/3 臺北市大同區 雙蓮國小 他 4-5 450

2018/1/3 臺北市文山區 靜心國中小 淑 4 252

2018/1/5 新竹市香山區 大湖國小 小 全校 61

  2018/1/9 臺北市大同區延 太平國小 小 1 88

2018/1/9 新竹市 西門國小 小 1-2 300

2018/1/12 新北市中和區 自強國小 小 1-2 429

日期 地區 校名 主題 年級 人數

2018/1/16 新北市土城區 廣福國小 青 4 138

2018/1/16 新北市土城區 廣福國小 青 4 138

2018/1/16 新北市土城區 廣福國小 青 4 138

2018/1/17 臺北市大安區 建安國小 灰 1-2 100

2018/1/18 新北市泰山區 同榮國小 灰 1-2 380

2018/1/18 桃園市蘆竹區 南崁國小 灰 2 330

 2018/1/19 臺北市士林區 福林國小 他 5 92

2018/1/22 臺東市 卑南國小 淑 3-6 188

2018/1/23 臺東市 利嘉國小 淑 1-6 42

1 月宣導場次及人數陸續增加中 

至截稿前共 18 場   

總參加人數 3,780 人

【主題對照說明】

右表主題以縮寫表示，如欲知全名可參照，下列縮寫與全名之對照說明。

神：神仙遊

     （藥物濫用防治）

梁：梁祝蜃樓

     （兩性相處之道）

虧：虧很大

     （拒絕色情）

他：他、她、它

     （性侵害防治）

小：小紅帽與大野狼

     （性侵害防治）

灰：灰姑娘

     （家庭暴力防制）

青：青蛙變公主

     （生命教育與自殺防制）

阿：阿里向前衝

     （霸凌防治）

淑：淑女還是鐵男

     （性別平等教育）

宣導場次表

日期 校名 主題 年級 人數 節數

2018/1/18 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小 生 6 年 10 班 27 2

2018/1/18 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小 生 6 年 11 班 27 2

2018/1/19 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小 生 6 年 1 班 27 2

2018/1/19 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小 生 6 年 6 班 27 2

2018/1/22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中 性 9 年 13 班 30 2

2018/1/23 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小 生 6 年 11 班 27 2

2018/1/23 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小 生 6 年 10 班 27 2

2018/1/24 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小 生 6 年 1 班 27 2

2018/1/24 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小 生 6 年 6 班 27 2

進班教學共 18 場   總參加人數 492 人
主題說明：( 性 ) 健康全人性教育    ( 生 ) 生命教育
               ( 家 )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是　與    的交流心 心
　　驚喜 1：一位男孩，正以一種很入

戲的方式，念著生命的第二封信。課後老

師跟我說：「我第一次看見他有這樣的表

現，真的很驚訝！」

　　驚喜 2：有一位女同學，上課狀況

一直不太好。但沒想到第二堂課尾聲，當

我們在討論一位身體殘缺但卻具有自信

的模特兒時，她突然大聲的回應我的問

題。下課時，老師說：「她學習的狀況很

好呢！」之後，在我離開前，那女孩還跑

來跟我聊天。

　　有些時候，看似行為能力都普普通通

的孩子，但藉由不同課程、老師或環境的

刺激，可以讓他們在身上發現很大的不

同，我想這是進班教學非常有趣而有意義

的一面！

　　「動物和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挫折。」

這句話出自於一位小女孩，對我有如 10

級強震般震撼，她竟可以聯想到其他的生

命！希望這孩子能夠用這麼棒的生命體

會，去影響更多人。在教室裡，其實學生

才是主角，老師只是觀察者，幫助學生發

現問題，發現了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在分享夢想藍圖時，有個愛耍嘴皮的

學生，原本說他的夢想是要買跑車，但最

後分享時，居然誠懇地說出，他想當廚師，

讓我深深感動！  

　　孩子啊！有夢想與目標在前方指引你

們，請記得也要適時的修正自己的人生跑

道，朝向目標前進！誠摯為你們獻上最大

的祝福…。【文 /Ami】

　　要孩子們在不到一節課的時間，想像出自己的夢

想，真的需要思考能力和時間。這男孩的夢想是廚師，

他說他很會煮菜，寫完後還特別拿給我看。頓時我腦

中出現了「新好男人大主廚」的概念，想必他的家人

朋友，一定會很有口福！以下是同學們的回饋：

A同學：我覺得有夢想很好，但不能只說不做，要朝

著夢想前進，雖然會有挫折，但不放棄就可以成功！ 

B 同學：我覺得要獲得成功必需要靠自己的努力，而

且要學會面對困難，並讓自己在過程中成長！

C 同學：謝謝老師介紹生命的三階段，讓我們了解生

命的重要性。

D 同學：我覺得螢火蟲的繪本使我很感動，「人的一

生」動畫，讓我了解到一生會經歷什麼。

進班教學

《場景一》

驚喜

《場景三》

用心體會

《場景二》

夢想藍圖

校園服務

《淑女還是鐵男〜性別平等》戲劇宣導 木柵
中山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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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杜剛進課後班，是一年級的學生，卻有

許多壞習慣，例如亂丟垃圾、不收玩具、不注

重衛生清潔，我行我素不太受約束。亂丟垃圾

的情況比較嚴重，很容易在地上發現他丟的糖

果紙屑或是吃剩的餅乾，多次提醒還是不見改

善。

　　某天發現地上有阿杜剛吃完糖果的紙屑，

社工請他拿去丟，他回答：「我想先玩，等等

再丟。」過了一陣子，在地上發現了他的紙屑，

社工撿起來再去問阿杜，他神情緊張地說：「垃

圾丟了啊！」社工請他找出來，他東翻西找找

不到，於是社工就拿出紙屑給他看，他才很不

好意思的說：「對啦！就是這個！」

　　再次請阿杜拿去丟掉，他拿了紙屑說聲

「好！」就跑了。過了一段時間，又在廁所發

現同一張紙屑，社工只好撿起來再去問阿杜，

他說：「不知道！」社工說：「剛剛好像在哪

裡有發現？」他馬上說：「我知道！」就帶著

社工去廁所，指著剛剛丟紙屑的位置，讓社工

哭笑不得。

　　最後社工對他說：「我給你三次機會，有

一次不誠實，我覺得三次很多了，你應該要

為自己的行為負一點責任，你覺得該怎麼辦

呢？」阿杜還是說：「不知道！」「那我幫你

想兩個選擇，一個是以後有糖果就不會發給

你，另一個是勞動服務打掃教室。」社工說。

　　他考慮之後決定要掃地，但他不會掃，掃

了一下就說好難，想要改成不吃糖果，而阿杜

有低血壓會頭暈，於是就改成勞動服務，藉此

教導他如何掃地。掃沒多久，他一直喊難不想

掃，只好不斷鼓勵他，並示範如何拿掃把及畚

箕。經過兩次、三次練習，阿杜漸漸抓到技巧，

慢慢把地板都掃乾淨了，露出成功了的笑容。

【文 /Tomoyo】

　　每週一下午都要上英文

課，當學生聽到時，無不哀

鴻遍野，剛開始不能理解為

甚麼他們這麼不喜歡，後來

才知道是因為過去失敗的經

驗，讓孩子不願意再繼續學

習，對英文感到厭惡及害怕。

　　後來我們嘗試在課堂上

學英語兒歌、說英語繪本，

甚至舉辦英文字母的創意大

賽，提升學生對英語的樂趣。

經過嘗試一直到現在，學生

每當聽到要上英文課，都會

移動椅子到台前，因為不想

錯過任何一個學習的機會。

　　過程中我也鼓勵孩子：

「不要害怕失敗，失敗了再

繼續嘗試！」我們不是追求

成績卓越，而是一個學習的

態度，只要有好的態度，就

甚麼都不怕。

　　每週二下午是小朋友們最期

待的「足球課」，只要一聽到下

課鐘聲，就會迫不及待地衝到走

廊排隊，摩拳擦掌地想要上場大

顯身手。

　　到了足球場，大部分同學都

在熱身了，怎麼少了兩個人。回

頭一看，小寶正在幫瑜瑜綁鞋帶，

我問：「瑜瑜，你怎麼不自己綁

鞋帶？」

　　「老師我不會綁鞋帶，所以

小寶在教我綁鞋帶。」瑜瑜回答。

「老師，你不是說要互相幫忙嗎？

我現在就在幫忙瑜瑜啊！」小寶

接著說。

　　我聽到後倍感溫馨，謝謝孩子

們的單純與真誠。是的，在純潔

課後照顧班，不只是追求課業上

的表現與進步，而是要大家一起

變得更好，沒想到通過品格教育，

孩子們都一一聽進去了，並落實

在生活當中，小小的舉動，呈現

一幅窩心的畫面。【文/昕庭老師】

有鑑於台灣貧富差距擴大，貧困、單親、失親、隔代教養、家境特殊等弱勢家庭增

多。為避免弱勢孩童放學後無人照顧，純潔協會特設星心學苑－弱勢兒童課輔班，

免費提供每週一到週五的課輔照顧、品格教育，並提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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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故事

【屏東牡丹】

　　孩子的成長並非一蹴可幾，需要不斷的陪伴、不
斷的協助、不斷的鼓勵、不斷的支持，才有可能看到

些微的改變，這是項龐大的工程，只要能看到服務的

孩子們有所成長，那麼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可怕的英文課
故事１ 瑜瑜的鞋帶

故事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