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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從2014年本會開始執行長者心理健康促進計畫，我們就期待蓄滿經驗和能量後，

能走入社區，貼近長者，將服務輸送到他們面前。今年，我們終於開始執行「厝邊巷

尾護老心」計畫，從合作洽談、招募志工到教育訓練，總算是有了開端。和之前與養

護中心合作，比較起來，有更多的變數，和需要調整的地方，我們將會在封面故事中

一一與你分享。

    「焦點解決」是什麼樣的協談技巧？如何利用它聚焦談話重點，在主題故事中會以

最實際的例子，深入淺出導引您進入焦點協談的境界。若人生如流動的太極圖像，您

是否正逐漸被象徵負向的黑色吞噬，本刊中也將敘述如何將焦點解決利用在尋常日子

中，從生活細節中翻轉，讓象徵正向的白色，逐漸取代太極人生中的黑色。

     一段二戰時期的戀情，在美國開花結果，透過日本阿嬤敘述給來自台灣的陪伴者，

故事從阿嬤年輕時的日本開始，到婚後赴美，到現在人生向晚，老伴去世，種種的適

應和領悟，都在「給予與接受之間」一文中。而如作者寫道「你以為你在付出，但這

個過程卻收穫到別人的智慧結晶。我在擔任陪伴長者的志工經驗深刻體會了這一點。」

盼望讀者也能收穫滿滿。

     10月6日本會將在科工館舉辦「世代融合，心飛 young」活動，誠如活動名稱所示

，我們希望長者能在社區及青年志工的陪伴下，度過愉快的半天。對我們來說也是首

次嘗試與學校合作，招募同學服務長者，並邀請社區志工陪伴長輩出門。準備工作仍

在進行中，每個過程鉅細靡遺，在本刊的活動預告中會與您分享。

踏入社區護老心

融合青年心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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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台灣健全完備的醫療體系一直以來名列世界前茅，然而在精神疾病部分的支持仍有

不足，還好總是有一群充滿愛心的熱情人士長期投入關懷，形成一股力量在背後支持

著，這個關懷機制正好補足了醫療體系無法觸及之處，所發揮的影響力令人感佩。

    最近一項令人怵目驚心的數據顯示－65歲以上長者服用抗憂鬱劑的人數比例高達

12.2%，每10人就至少有一人服用抗憂鬱劑(健保署統計)，對照生命線的統計，長者是

自殺死亡率最高的危險群，對於長者心理健康照顧的急迫性，不言而喻。反觀長照2.0

的各項資源，偏重完備的生理照護，卻忽略建立長者的正向人際連結，以及喚醒自我

控制能力與價值感的心理需求。這些都印證出民間資源體系對於心理層面照護的重要

性，並能補足現行政策資源較缺乏的一塊。

     高雄市生命線在４年前就看到長者心理健康照護的不足，並啟動與各相關單位的聯

結，例如訓練種子帶領員、辦理長者心理支持性團體，甚至集結相關經驗出書。曾有

位家屬向我們表示，父親生前參加我們所辦理的心理支持性團體，發現他與其它長者

重新連結人際關係，走出孤獨。姑且不論我們所發揮的影響力有多大，光是從家屬的

分享，見證到長者在人生最後一段路程重新感受到生命溫暖，這足以讓我們感到欣慰。

     看到許多憂鬱的長者長年待在家中足不出戶，今年我們拓展計劃走入社區。政府透

過社區鄰里進行長者健康篩選，也委託長照醫院進行後續照護，聖功醫院就是其中之

一。於是我們與聖功醫院合作，訓練醫院志工成為社區長者服務種子志工，透過多次

家訪與長期將自己關在家中的長者建立關係，並邀約長者進入團體；同時我們也邀請

長者參加10月6日「世代融合，心飛 young」活動，在社區和青年志工陪伴下，來場探

險之旅。

     此外，我們也與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合作，準備服務社區中的榮民長者，這對我們都

是新的挑戰，但我們自詡為推動長者心理健康的重要民間團體—率先打先鋒、培養種

子、建立模式，高雄市生命線義不容辭。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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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 8 月活動回顧

     一向被譽為生性樂觀的原住民果然名不虛傳，活動現場活力四射，生命線志工也不

遑多讓，融入其中，大家high翻天。

     但是不能忘記我們在心理健康促進議題上的任務，現場設了五關，以心情溫度計，

和他們聊聊最近的心情狀況。在解憂雜貨店，與他們聊聊如何照顧自己的情緒，當然

也不忘宣傳生命線，請在場民眾以猜題方式，了解生命線的使命及性質，最後以御守

祝福他們。帶著生命線的祝福，希望原住民朋友回到家鄉，至少知道在情緒關懷上有

1995的資源，並伴著樂觀的天性，享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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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 8 月活動回顧

/致依

     志工儲訓來到第三，四階段，依照學員的志向分為協談和會務兩類，並且接受更實

際的進階訓練課程。

     協談志工開始學習協談的模式及技巧，以及更實際的自殺評估或接線工具的使用等

課程。更擬真的是音檔的聆聽和討論，真正聽到發自「心」苦人內心的掙扎，許多學

員沉思不語。而接下來的演練更讓他們體會理論與實際的距離，一位學員感慨的寫著：

「接觸個案的實際狀況後，發現和所學的理論有著相當大的不同，知與行之間形成了

一段我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的距離」。滿懷熱情和愛心，投入志工行列的初

生之犢，還有好大一段路要走。

     課堂中學員也被要求，以個案身份打電話進1995。許多學員是頭一遭向陌生人傾吐

，但未來他們將在電話彼端擔任傾聽者，來電者的心境是必須了解的。有位學員的感

想是：「由於沒有面對面的壓力，唯一的媒介是電話，此時，聽覺變得特別敏銳，受

話者的反應，即便是輕微的呼吸、嘆息、或不經意的咳嗽，都成了我心中莫大的問號

與陰影：他(她)不耐煩嗎？他(她)在笑我嗎？他(她)會看輕我嗎？」。因此「視病猶親」

是這位學員最希望自己能做到的境界。

     會務志工的課程從認識公益募款和網路行銷開始，在網路上募資，是最缺乏資金及

行銷管道的公益團體不可獲缺的。許多學員驚訝的發現，原來線上募資已是一門專業

，如何異軍突起，也是一門學問。因此當社群網路行銷老師，帶著大家擔任小編，設

定目標，擬定發文時，學員們都絞盡腦汁，使出渾身解數，想辦法要在網路藍海中，

吸引網友的注目。

     接下來的影片製作、攝影，甚至文章撰寫課程，無一不是為能做出有質感的宣傳做

準備。簡報美學課程，更將簡報製作帶入另一層次，不再只是以制式的PPT呈現。

     第一次開辦會務志工的課程，讓我們的志工與專工，多學習另一領域的專業，希望

能利用這樣的專業，讓更多港都人了解生命線的功能，更拉近我們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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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 8 月活動回顧

陪伴並非承擔，引導比建議重要。

有一種愛叫做「陪伴」；有一種關懷叫做「無語」。

同理心是一個選擇，一個願意專注傾聽的選擇。

在練習上遇到的挫折，其實此刻的我仍在思考，害怕在課堂上發言、無法善用同理的

自己，是否真的適合走協談這條路，擔心自己未來無法有效幫助到個案。當然，這也

可能是認識自己的過程，難免跌跌撞撞卻能得到許多收穫。

在接線過程中就必須先放下、忘記，不然我就難以履行身為接線員的責任──帶給案

主關懷及包容。如果糾結於我認為的正確觀念，就算沒有對案主直接說出來，對話時

可能會抓不到他真正的需求(有人為他著想)。這樣一來，案主心中不懂他的人這條清單

上又新增了一人。因此我體會到，就算我真的無法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想、這樣做，

還是要用開放包容的心，不帶有個人偏好的看待打電話來的人、讓他覺得他是被接受

的，即使我實際上不接受他的想法。

有人就這麼問我：受訓半年了，你有何改變？

我很認真的回答：喔！是的，我正在改變........

以前〜我愛父母 、孩子、 家人、 朋友 ，現在〜我開始愛自己。   

我瞭解到〜我不是巨人 ，我扛不起整個世界。

我學會了不再糾正別人，即使是他們的錯；畢竟讓每個人完美，不是我的責任，能讓

事情平和愉快更值得珍惜。   

我發現了〜慢慢的自己的得失心，沒那麼重囉！

我大方的給予讚美，這不僅讓對方心情變好、自己也受益。

我學會了〜不要為堅持己見而破壞了人際關係，畢竟〜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5



2018 年 6 月 - 8 月活動回顧

因為本身從事保險業務方面的工作，就是一個常與人接觸且最常聽到人抱怨丟負面情

緒的工作，所以在當志工我不想再繼續吸取來電個案的負面情緒，尤其是這是有自殺

風險的負面情緒，怕一處理不好會造成無法挽回的結果。那時有位資深志工告訴我一

句話，不要把自己當成垃圾桶，要把自己當焚化爐，進去的東西要把它焚燒掉，而不

是堆積在裡面，這句話我印象深刻，雖然我到現在也還在學習怎麼把自己當成焚化爐

，但至少我有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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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 8 月活動回顧

     大雨滂沱中，近３百名祖孫陸續進入科工館大廳，在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辦的祖父

母節活動中，他們要一起過關斬將。

     高雄市生命線設置的關卡是「愛的告白」，透過祖孫一起闖迷宮，設置關卡「為難」

一下小寶貝，讓他們知道平常對他們有求必應的阿公、阿嬤，其實也有自己的夢想和

喜好，但是只要阿孫一個擁抱或小按摩一下，就能讓他們眉開眼笑，忘了自己。

     我們看到小孫子在眾目睽睽下，不好意思的幫阿嬤按摩了一下，阿嬤立刻宣告：

「他在家都有幫我按摩喔！」。當孫女透過阿公的提示，立刻猜出阿公喜歡的食物時

，阿公滿臉驕傲，哈！知我者莫若寶貝阿孫。也有祖孫分別在紙飛機上寫出自己的夢

想，並且彼此分享，等待起飛。

     老寶貝、小寶貝今天互相告白了，也許會有點驚訝，小寶貝平常視為理所當然的呵

護，原來背後有多少故事，但老寶貝不會視為是犧牲，懷抱裡那個撒著嬌的小東西，

就是最大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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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 11 月活動預告

     辦公室堆滿衛生紙的捲筒心，小志工們忙著幫捲筒心包上美麗外衣，媽媽志工裝扮

著變身後的置物桶，耶！好特別的禮物！

     桌上的緞帶在志工巧手下，化為一隻隻鮮豔的蝴蝶，要如何讓長者配戴，又不傷衣

服或皮膚，可是得好好研究，畢竟他們是我們最重要的貴賓！

     你知道爺爺，奶奶年輕時朗朗上口的歌曲是甚麼嗎？研究出來後得趕快讓當天現場

演奏的樂團練習，因為他們也是義務贊助的樂團，團員平常都有各自工作，一周湊在

一起團練一次，為了讓我們的阿公、阿嬤能盡情回味年輕時的旋律，謝謝你們，Sha La 

La 樂團的大哥、大姐們！

     育英醫護專校老人服務管理科及輔英科技大學健康美容系的同學們，也準備好發揮

所長，當天幫爺爺奶奶妝扮美美的，拍照留念。或是擔任關主，陪他們一起遊戲闖關。

     科工館是我們的活動地點，工作人員已場勘數次，每次都會因想有更貼心的服務，

而做修正，這樣的修正，會一直持續到10月6日活動當天。

     這一切都是為「世代融合，心飛 young」準備。因為從年初，我們就已走入社區，

訓練社區志工，並且接觸在社區中的長者或他們的家人，現在我們要邀請他們走出來

，在志工和互相的陪伴下，共同回味懷念的旋律，聽長者說古，一起完成任務，重新

感受生命的活力和感動，讓心再次飛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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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 11 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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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 11 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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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結合厝邊巷尾，攜手共護老

/文清

     高雄市生命線從2014年開始積極推動長者心理健康，雖已有三年辦理長者支持性團

體的經驗，但都在環境較可控的養護中心辦理，在有經驗的照服員及社工協助下，多

能順利進行。不過從生命線統計及團體志工經驗分享中，我們體會到許多真正有需要

關懷的長輩，都是足不出戶的。而政府從106年推動的「長期照顧十年計劃2.0」，希

望透過社區整體照顧機構，能提供長者就近取得的服務，然而，當我們檢視服務計畫

時，會發現整個服務網絡的配置當中，幾乎什麼專業都有，卻獨獨缺少了心理健康一

項，尤其是在長者的人際支持、自主能力與自我價值感的建立。因此，運用我們的經

驗，結合在地鄰里間的志工走入社區，將服務直接輸送到長者家中，是我們擴大長者

心理健康推動的重要階段。

    自2018年起，我們開始執行『厝邊巷尾護老心』計劃。第一步就是深入社區拜訪

在地的里長，了解社區長者的實際需求，在訪談中我們發現已有許多盡職的里長，集

結熱心的里民，為長者辦理各項活動，或是到長者家中訪視。因此對社區長者的狀況

並不陌生，只是再好的活動，也不見得能吸引所有長者參加，訪談時也不見得能聽到

爺爺奶奶真實的心情，特別是有憂鬱傾向的長者，令人束手無策，甚至會令熱心的志

工感到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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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結合厝邊巷尾，攜手共護老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與我們一起合作的聖功醫院社區照護中心及高雄市榮民服務處

，因此設計課程，讓熱心的志工能透過對長者心理狀態的基本認識及限制，了解相處

方式，進而建立信任關係，是第一步驟。經過六天的課程和實際演練，接下來是讓志

工透過電訪或家訪，釋放溫暖的關懷，才能建立關係。進而邀請長者參加支持性團體。

     在訓練過程中，我們看到許多舊有的想法被顛覆，譬如有志工提出：爺爺總是一再

提起同樣的往事，所以儘量避免提那件事，以免一發不可收拾。事實上，長者一再提

起的事，一定在他生命中佔有相當的份量，可以鼓勵他說出原因或內心深處感受，讓

他重整對這件事的感知，我們也能從中找到正向的面貌，並且擴大正面能量。

     或是我們總習慣以封閉式的問法與長者對談，譬如：問爺爺是不是很想念奶奶，情

緒低落的爺爺可能以一個「是」字就結束談話，雙方又陷入尷尬的沉默，如果能以開

放式的問法：最常想到關於奶奶的事......，並且鼓勵他多說點，在耐心傾聽時，已讓爺

爺感受到我們真誠的關懷，並建立深層關係，同時往往獲益最多的是聆聽者。

     在電訪和家訪後，我們會和志工們聊聊心得，或遭遇到的困難，有時會發現家中該

關心的不只是長者，而是陪伴長者身邊一直憂心忡忡的子女或配偶。這樣的發現，讓

我們也能對照顧者付出關注，給他支持的力量，更全面的照顧到長者。在拜訪時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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訝異，表面上一直告訴我們他很快樂的長者，在社區輔導員的口中，卻是常哭訴配偶

不願陪伴他的憂鬱長者。這和我們發現的長者是沉默的高危險群，不謀而合，更讓我

們確定深入社區，和長者家庭建立關係，以客製化輔導，並舉辦心理支持團體、持續

個別訪視陪伴或電話追蹤關懷的服務，是正確及刻不容緩的任務。

     計劃執行至今，遇到各種預想不到的困境，例如：培訓地點設置在教堂中，有宗教

顧忌的志工，不願前來。志工去電欲安排家訪，被家屬拒絕，灰心想退出等...。這些寶

貴的經驗，都是我們未來執行修正的依據。

     藉由課程增進社區鄰里民眾的關懷網絡，凝聚彼此情感，提昇社區長者心理健康意

識。透過直接服務，實際與社區心理健康弱勢長者互動，有效協助長者建置個人心理

支持系統。進而有效營造高齡健康的社區環境，是我們最終目的。2018年我們往社區

踏進了第一步，也許顛覆了社區志工以往的服務模式，也許必須翻轉他們對陪伴長者

的認知，也許進度很緩慢，但有進度就有希望。而一點點擴大的效應，正是現在支持

我們的最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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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演練：遇到這樣的阿嬤，催化員該怎麼辦？

/文清

   「我看到奶奶的孤單，連心愛的小狗都抱不到」，淚水從她年輕的臉龐滑下。雖然

只是演練，她已感受到奶奶的孤寂和與家人見面的渴望。

     這群來自育英醫專老服科的孩子們，是我們第一次嘗試為服務長者培訓的年輕人。

不到18歲的她們，雖然唸的是與長者相關的科系，但遇到實際演練，仍常不知所措。

譬如在長者支持團體中如遇到喋喋不休的長者，會讓她們不知從何插話。遇到心事重

重的長者，讓她們陷入不知該如何將注意力轉回團體中的窘境。甚至遇到吵著要離開

團體的長者，會不得已的想送他回房間。

     但我們看到她們想脫離窘境的努力，甚至流下真情的眼淚。值得了！生命線派出五

名工作人員賣力的演出真的很值得。對我們想推動世代融合及志工年輕化，也是一大

激勵。謝謝你，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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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多禾、致依

    「我看到奶奶在客廳磨刀，不敢進去，把住院補助金放在桌上就跑了。」一位榮民

服務處的志工說。「打電話去，如果奶奶問我要幹嘛，怎麼辦？」聖功醫院的志工也

提出質疑。他們都是有多年服務經驗的志工，但有的是一直從事行政的志工，有的則

已有探訪長者的經驗。而現在，他們要面臨的挑戰是：和長者建立深層信任關係，並

邀請長者加入「長者心理支持性團體」。甚至日後持續關懷長者，成為他們的心理支

持。

     同理來自於擁抱不了解的願意，培訓課程從身、心、環境等三個面向，引領學員窺

探長輩的真實狀態。可能因生理功能的退化、疾病纏身、死亡焦慮、心有遺憾或與人

缺乏連結等原因，喪失生活的主控、能力感，甚至迷失於生命的意義，顯得了無生息

。經過講解與角色演練，志工們雖仍無法切身體會，但在腦海裡連結接觸長者的印象

，便能稍微貼近長者可能的無奈。也更明白許多憂鬱而需要關懷的長者，並不容易說

出心中感受，也難與人建立信任關係。

     心理支持工作有其步驟，認識長者的狀態後，更進一步是要嘗試為長者卸下心防，

當中的關鍵即是「尊重」二字。譬如：在電話中要約訪長者，一定要先了解他的日常

行程，並做記錄，才不會挑到爺爺要回診的時間，而顯得對過去談話的內容根本不重

視。要碰觸長者身體、推動輪椅前，也都要先告知。蹲下身體，正視長者並問一句：

「奶奶，讓我幫妳拍拍背好不好？」，都能讓她感受到尊重，也更能如實的接收到照

護者所渴望傳遞的善意與關懷，而不只是生硬的要他接受我們的想法，或者被強迫接

受我們的安排。

     人與人的互動感受相當微妙，往往在語氣、眼神與舉手投足間，就已經傳遞了許多

訊息。若我們能靜下心來，打開全然的感官，專注在當下與長輩的交流，其實我們都

會知道這個時候，自己該或不該做些什麼。過去的團體經驗中，一位爺爺在製作祝福

御守的活動時，生氣地說：「我最討厭日本了，什麼御守，那是死日本鬼子的東西…」

。因為理解到爺爺不好的記憶所引發的情緒，我們尊重他此時此刻的感受，並把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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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重點其實不在這些道具，而是希望藉由媒材引導長者說出自己對重要他人的祝福

。因此，當下陪伴者立刻邀請爺爺改做中國的平安符，化解了這一次的互動危機。這

樣的臨場應變，能讓常抱怨自己年紀大，不得不配合別人的長者，重新感受到被尊重

，進而與陪伴者產生真實的人際連結，而這樣的連結往往就是最強而有力心理支持的

依據。

     讓長者擁有主控權，也是讓長者倍感尊重的要件。演練如何陪長者完成媒材作品時

，志工常會因無法忍受長者緩慢的動作，而出於善意，選擇主動幫忙接手。然而這樣

細微的舉動對長者來說，彷彿是在大吼著：「你太慢了，我來做比較快！」也因此，

那個成品不再是長者的作品，因為裡頭少了他的故事、少了他的慢動作、少了他的未

完待續。培訓課堂中，我們反覆強調：訴說本身就是滋養與療癒的過程。作品的完成

與否、漂亮艷麗程度都只是當下長者的狀態呈現。相較起透過訴說而讓長輩經歷並享

受人生可以保留住值得珍惜的片刻，媒材作品早已算不得什麼。就像第一年長者心理

支持實驗團體的成員爺爺，之所以緊抱著他的那本「人生故事書」，並不是因為那作

品在別人眼中多出色，而那是他與我們在六個夏天日子裡交會的證明，是一份他想要

珍藏的美好回憶！

    結業代表關愛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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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社區

展開陪伴 的第一步
/致依

      和榮民服務處的志工踏入榮民社區，是在一連串志工教育訓練及演練後，第一次

的實際拜訪長者。受訪的4位爺爺，年齡從91歲到96歲不等。共同特色是耳聰目明，拄

著拐杖還都行動自如。

       一位爺爺直說自己好幸福，因為有人來探望，而志工們

對93歲高齡爺爺至今仍無一顆假牙，嘖嘖稱奇。另一位爺爺

寫的書法，更是令志工們讚譽有加。邀約爺爺到樓下庭院走

走，第一件事，是穿上整齊的襯衫、長褲，即使志工一直強

調只是到樓下走走，輕鬆點就好。

      這是第一次的接觸，我們看到長者們極力把最好的一面

展現出來，不知是希望能有好的表現，下次才有機會再有人

去陪伴他，還是面子關係。因為當我們和社區輔導員聊到他

們的近況時，得知一直對我們說自己很快樂的爺爺，其實常

向他哭訴被家人忽略。

      這讓我們再一次感受到為何長者

會是沉默的高危險群，而這次是初步

建立關係，接下來是建立信任感，並

邀約他們參加在社區辦理的「長者心理

支持性團體」，藉由媒材的操作，進一

步讓長者有機會談談自己的生命。透過

陪伴他們統整生命歷程，再一次感受被

關懷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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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

/文清

   「我認為這件事的重要性不亞於工作」，雖然身為公司總經理，卻斬釘截鐵得說出

「健走」這件事的份量。他是高雄市生命線的理事，也是國精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的總

經理-王海城。

     企業家的日子，除了維持公司營運和從事公益外，最愛的還是-健走，「你知道嗎？

癌細胞最怕高溫，快走15分鐘，讓體溫升高，不但提高免疫力，還可以防癌耶！繼續

走，當大量出汗，也同時排出大量毒素。」他說，消耗卡路里自然不在話下囉！想要

保持修長的身材就要學會這一招。王理事如數家珍的道出高雄哪些公園空氣好，值得

去走路，當然也有些地方因被圍繞在高樓大廈中，空氣不好，被他「嫌棄」。說到他

的最愛，就是在傍晚時到都會公園二期，走上兩圈，流一身汗，再伴著夕陽回家，洗

個舒服的澡，人生夫復何求。

     我們不難想像，經營一家規模不算小的公司，會承受什麼樣的壓力，在龐大壓力下

，如何平衡自己，讓生命活出自在，是一大學問，而在王理事身上我們看到了。更難

得的是，他不吝分享自己的自在，希望身邊的人都能找到生活的樂趣，無形中也為心

理健康的推動，加了一把勁。

都會公園是王理事和健走夥伴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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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櫥窗

/諮商心理師 白瓊芳

     你以為你在付出，但這個過程卻收穫到別人的智慧結晶。我在擔任陪伴長者的志工

經驗深刻體會了這一點。

     她八十五歲，我五十六歲；她來自日本，我從台灣來；我們相遇在美國，交流全憑

英語和肢體語言。歷經半年，我們從陌生人變成忘年之交。

     每次去探訪這位阿嬤，她總有說不完的人生故事，就像她的年紀這般悠久。回憶可

以從正在看的一本筆記本說起，原來那是已逝十多年的先生留給她的資產。把筆記本

擱在一旁，阿嬤緩緩的說，「人都可能保有自己的秘密的，」先生去世ㄧ年後，「我

居然在車庫的ㄧ個罐子裡發現了七千美元，」還有這本筆記本中記載的他所投資的財

產，這些都是她從來不知道的。先生只是要她安心，房子貸款付清，她只管安心的在

這座他們的房子住著，需要錢就到銀行去領。先生雖然不在了，但生活的現實問題似

乎都幫她想好了。而阿嬤也按照先生的安排，不多去煩惱錢的事情，只管領著銀行的

現金過生活，如果遇到較多的醫療費，她只要告訴一下管理人，就會從大資產庫轉一

些錢到銀行，不虞匱乏。阿嬤也一貫秉持淡定的態度，從不多加過問錢財的事。

     岩國市，阿嬤在日本家鄉之外居住最久的一個地方，她在那兒邂逅了終身的伴侶。

她的先生是當時駐紮在那兒的美軍，透過朋友的介紹而認識，他們的第一次約會，阿

嬤還是借錢才能跟他一起去看電影。那個年代，大部分男女約會都看男生的，但阿嬤

一向靠自己，由於戰爭大家生活辛苦，手頭拮据，所以難得的約會場所只好向人借錢

。她也直爽的跟約會對象說，我們就只能看電影，因為我只有這些錢。原本她以為看

完這場電影就結束了，卻沒想到先生繼續來找她。一陣子之後甚至向她求婚，阿嬤當

時聽說一些關於美軍的傳聞，認為這是不可信的。他對當時的先生說，除非他退伍不

當軍人，否則她不會嫁他。詎料，她的先生真的退伍，找到一個公家單位的工作，然

後正式再向她提起婚約。阿嬤允婚之後，於是來到了美國加州。

聽阿嬤的故事長智慧...............

阿嬤的故事不只是故事...........

阿嬤的故事讓我更開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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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姻緣是奇妙的！阿嬤後來才知道，促成這樁姻緣的重要關鍵人物是她的公公。他們

素未謀面，公公卻看到照片上的她，對兒子說，「娶她，不然你這輩子可能結不了婚

。」遺憾的是，後來公公病重過世，她卻來不及見上一面。然而，這段異國婚姻也不

是沒有阻擾，阿嬤的婆婆就反對。婆婆甚至在他們婚後對她說，「我們不要混種的孫

子，」阿嬤沒生小孩與此有關。

     阿嬤很有自己的主見，對不合理的對待不輕易妥協。但是，她從小的際遇也可能促

成她不生小孩的決定。她是四女ㄧ男的家庭中最後出生的小女兒，媽媽在生完她之後

就過世了。生父將她送給別人領養。身為養女也曾被歧視，在村子裡，很多孩子被父

母禁止和她來往，阿嬤當時因而被孤立，這讓她從一個像洋娃娃形象變成野男孩般、

上山下海自找樂趣生活。

     也許是命運將她磨練得那般堅韌。阿嬤回溯她那麼坎坷的前半生，眼神透的盡是一

股自信而沒有任何哀怨。即使養父收養她並非基於愛小孩，只為了家中多一個生產力

。在那戰爭年代，大多數人艱辛地過著日子，更何況養父好賭，為了生存，阿嬤曾靠

撿農夫淘汰的小洋芋為生；她做過很多工作，孩提時代就幫人看小孩；泥水工、木工

幫人整修房子；幫傭和酒保的工作，逃過差點被雇主性侵的歲月，也經歷在酒吧中排

解紛爭的險境。

     一直往前行，這也許是阿嬤的人生哲學。五十多年過去了，阿嬤從未回過日本。在

她的回憶中，只想回去探望一個人，就是當時在岩國市(Iwakuni)租屋的房東。她形容那

個房東太太如同她的媽媽ㄧ般，真正的關懷她，她甚至把薪水的一部分交給那位房東

太太幫她儲蓄起來。這件事的確足以說明他們之間互信的程度等同母女關係。來美之

後，阿嬤曾經動念頭回日本探訪那位房東太太，但房東太太寫信告訴她，好好在美國

生活，不要回來了，繼續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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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英語溝通是她來美國生活最重要的挑戰。先生並不是她的好英文老師，於是她去

上夜校，增進英文聽說能力，學後大多能和人用英文溝通。有一個和她年紀相仿的日

本女性朋友來美國很不能適應，因為她都不願意開口說英文，處處要靠著女兒。阿嬤

鼓勵她說，「那你起碼說這三個字-yes, no, thank you，起碼讓人家知道你喜歡什麼和

不喜歡什麼。」但這位日本朋友就是什麼都不肯說，讓她的女兒好生為難，她自己也

過得很不開心。日本阿嬤這時候神來一筆，「如果你想要和人處得好，就要學著放下

它。」是啊，執著常常是我們適應人生的障礙呢！

     陪伴阿嬤已八個月過去了！她的人生故事還在繼續敘述當中，我和她好像在一起完

成ㄧ幅巨大的生命故事拼圖。她喜歡我的陪伴，我感恩她所分享的人生智慧。可以確

認的是，我們都在彼此的生命中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憶。

浮光掠影

最美的是助人的心

     當媒體頻頻出現黃奕睿會計師當選中華民國會計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的訊息時，高雄市生命線也與有榮

焉，因為黃理事長同是也是我們現任的副理事長。

    事實上，黃副理事長從2011年就開始在生命線擔任監

事，至今已與生命線結緣8年了。我們看到事業忙祿的他

，除了自己提供的支持外，總不忘幫我們引進其它資源

。雖然目前無法花太多時間在公益上，但有時候他會突

然到生命線辦公室，向我們抱歉他太忙碌，然後幫我們

接洽好善心企業讓我們去拜訪。此時不得不說，認真的

男人最帥，助人的心最美。

黃副理事長(右)有時假日也會參加生命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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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函：

     最近時常跟老婆吵架，每次吵架都是因為我說錯了一句話，她覺得刺到她，覺得我

在罵她批評她，然後整個情緒爆發，把過去曾經對她講過的無心的傷害她的話，全部

加在一起來數落我，讓我也被她激起情緒，對她大聲反擊，結果就是她離家出走，跑

去住飯店，住了1天2天回來後，又是同樣的劇碼重複上演，搞得我精神疲勞，又要上

班賺錢，又要照顧小孩，又要應付她的狀況，真的很累，很想結束這個關係，因為她

覺得我對她大聲講話是家暴，不小心的拉扯也是家暴，可是我覺得她給我的情緒的壓

力，是否也是另一種家暴呢？不知該如何是好？

謝謝您的來信：

     從信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您的無助與挫折，也感受到您努力且勇敢地尋找資源，

想要改善與太太關係的動力。夫妻之間的吵架是一種溝通的模式，而在此過程中，雙

方陳述不同的意見與想法。只是，當我們心情不好、壓力太大就無法有耐心與愛心，

用心傾聽彼此的想法，而產生衝突或吵架。

     吵架與衝突本來就具有正面的功能與負面的影響，端看我們如何看待及處理這樣的

吵架與衝突。所以，建議您們：

 １. 試著以正面的態度來看待您們間的衝突，首先是您們可以更認識彼此不同的想法、

      價值觀等，另外是彼此有了紓解情緒與壓力的管道。

 ２. 練習一下，試試每天用10分鐘，牽著對方的手，輪流傾聽對方說話5分鐘，不用解

      釋、不用論斷，只要誠心誠意，靜靜地聽。

 ３. 雖然是老套，但也請您練習多說「謝謝」、「對不起」、「辛苦了」…等等，讓良

      好的互動可以在您的家庭中不斷循環。

     最後還是謝謝您的來信，祝福您在您的願意改變下，夫妻間的互動與關係越來越好

，家庭幸福美滿。

高雄市生命線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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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依

   「我現在真的很無力」，電話那頭的他啜泣著。拖著疼痛的病體，趁著上個月才出

院的太太和智能有輕度問題的女兒熟睡時，來電傾訴他的無奈。

     身為家中的長子以及人夫人父，他一直自慚沒能盡到本分。母親現由弟弟照顧，太

太跟著他也沒能過上好日子，唯一的女兒，也正掙扎著希望能上技職班，而不須上特

教班。但是在這麼多無奈中，他仍會心存感激，除直接向弟弟道謝外，也會常和太太

去幫母親處理些雜事。太太住院期間，他會帶太太到醫院美食街，享用平常捨不得吃

的美食，享受艱困生活中的小確幸。

     女兒是他的驕傲，外表高挑亮麗，如不深入對談，不會發現她輕微的智能不足，從

小他就以同儕甚至小丑的姿態與女兒相處，希望彼此間不要有距離。家境不寬裕，仍

要讓女兒上補習班，卻心疼的看著女兒被霸凌，換了三家補習班，最後才決定不再讓

她置身不友善的環境中。女兒很爭氣，在特教班總是名列前茅，也因行善，得到學校

獎勵。

     但現在他心中充滿恐懼，因為健康狀況不佳，已不能繼續原本賴以維生的粗工，身

體疼痛時，又無錢去醫院拿藥。再加上租屋漏水，房東不理不睬，拮据的狀況，又無

法換屋，終於崩潰，向老師訴說著心中的怨恨和不安，甚至有輕生的念頭吐露。

     潰堤的淚水在娓娓道出對妻女的不捨，和感謝生命中曾協助他的貴人時漸漸止住。

他看到妻子對他的依賴，女兒漸露曙光的未來。知道自己不能讓愛自己的人失望，他

堅定的說，要找一份較不需體力的工作，要陪伴女兒度過關鍵期，將來要和妻子回彰

化老家過日子。情緒走乾淨了，答案就出來了，我們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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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你和我

/菁

     夏夜裡，話筒傳來咻咻的風聲參雜沙沙的樹葉響聲，片刻後，對方哽咽帶著醉意的

聲音傳進我耳中：「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或許走了是我最好的選擇。」我緊張的問著

他「你在哪裡？」他自顧自說著：「這片黑夜中，就是像我現在一樣，身邊的朋友沒

有一個願意聽我說，他們總是覺得會造成這些都是我的錯。」我想想先靜靜地聽他說

，他講了一段時間後，突然問我：「你會不會覺得我很煩。」我回答：「我感覺你現

在很寂寞，現在的你需要的是一個聽眾。」他沉默了，他開始願意與我對談，過了許

久，他心情較為平復，他淡淡的說：「我很謝謝你聽我說了那麼久。」我想我當時應

該有觸動到他的心，才可以有連結，有時我在夜裡也會接到他的來電，但他的聲音中

似乎不再那麼絕望，他現在擁有一個可以抒發情緒的出口，有人傾聽給予他正面回饋

。我想，呼嘯的風帶走他心中的溫暖，我無法給他一個真實擁抱的體溫，但我可以給

他陪伴的溫度，我希望我可以繼續為心正處於黑夜的大眾提供一絲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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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怡

     若干年前上過陳清泉老師的焦點解決會談，初接觸就感受到這個技巧的架構非常靈

活好用，中心甚至將流程、大綱，提供給夥伴們在接線時可以照著運用。

     焦點解決最迷人之處在於針對陷入困境的個案能找到使力的著力點，這對於一次性

談話的生命線更顯效能。這次有幸參加何嘉儷老師帶領的讀書會，除了複習焦點解決

的架構與技巧。老師帶領的方式更是讓我"看到"：有效的提問才能夠更有效地使用焦點

解決。

焦點三口訣：問目標、看正向、找例外

     首先：焦點相信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也有自我賦予能量的能力，協談員的工作

就是幫助個案找到目標、看到資源、揭開亮點。

Ｑ：聽起來主管對你的謾罵已經到了讓人情緒崩潰的地步，對此你有甚麼想法呢？

     【問目標】

Ｑ：主管長久以來都用謾罵的方式與你互動，你是怎麼做到不崩潰的啊？【看正向】

Ｑ：主管慣用謾罵對你交代工作，有哪一天(次)是好一點的呢？那天(次)你做了什麼讓

      事情不同？【找例外】

焦點時間軸：聚焦現在、展望未來

     個案可能同時面臨一連串的不順遂，也可能長久承受著關係上的糾結。將多頭問題

聚焦於眼前最重要或最容易解決的一項任務，能讓個案著力在現實面。或者，長久存

在的困境現在提起，是否發生了甚麼讓個案產生不同的想法或突破點？

Ｑ：這個主管用這樣的謾罵方式已經十多年了，是發生了甚麼讓你對這樣的情況有了

      不同的感受？【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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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聽起來你很需要這份工作，卻得承受主管謾罵的壓力，加上叛逆期的孩子讓你覺得

      力不從心，真是千頭萬緒。在這些困擾中，那一項是你今天來電時最想討論的呢？ 

     【聚焦】

焦點方向感：改變視野

     會困在黑洞中，往往是因為我們只看到事情的單一面向，當這個面向呈現負值時，

就容易困在其中。若能從親密、信任的他人角度重新審視事情，往往能有出奇不意的

效果，產生新的視野，重建新的目標。包括奇蹟式提問，也是利用跳躍式的觀感，從

零出發來建構新的可能性。

Ｑ：聽起來這個主管讓你非常痛苦，如果最懂你的閨密在身邊，你覺得他會給你甚麼

      樣的建議呢？【新視野】

Ｑ：假設你得到一支仙女棒，可以把你的煩惱化為烏有，嶄新的一天開始，你會注意

      到哪些不同呢？【從小細節中探索改變的可能性】

Ｑ：我聽到你給目前的生活滿意度打4分，發生甚麼會讓你把分數提高1分？

      ……怎麼做能促使它發生呢？【新視野、新目標】

焦點關鍵力：決心改變

     個案永遠是問題的主人，尊重個案對自己問題的選擇權是永遠不變的原則，焦點解

決更是強調此關鍵點。因為，當個案不準備改變現狀，那些目標、正向、例外都是空

談。更有，選擇不改變，維持在現狀中，也可能是個案存在感最貼切的狀態，應該給

予完全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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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杏

   「最近好煩喔，事事都不順，加上交通混亂，讓人下班開車更增煩躁」……邊聽著

先生抱怨，邊看著他眉頭深鎖，除了心疼外，也一直在思索著，先生陷入情緒的糾結

中已經好一陣子了，可是我似乎也幫不上甚麼忙。

      這天，一樣的抱怨與煩躁。不一樣的是，我剛上了生命線在職訓練課程－「焦點解

決之應用」。老師的話語記憶猶新：「人生就像幅太極圖，代表順遂的白色中，帶著

不如意的黑點，代表低潮的黑色中也總會包含著希望的白點，重點是：黑白是可流動

的，我們可以想辦法讓白色大過黑色，或者，讓黑色中的白點增大增多。不要忽略這

些一點點的小白點，積少成多，它就會變成一大片光明的白色。」

     我決定將它應用在真實的困境中。首先，從找回小確幸著手，我引導先生回顧實現

小願望的喜悅感，夫妻倆共同分享著幸福經驗帶來的美好感受。接著，我問先生，是

否有短程目標或長程目標？先生娓娓道來，我則專注地傾聽，兩人一起先確立小目標

，並且在冰箱上貼著太極圖，之後每達成一個小小目標，就在黑色區域貼上白色貼紙

，反之亦然。

     怎麼也沒想到，這樣的視覺加上鼓勵有著奇蹟般的效果。冰箱上小白點旁加註著：

因為慣常走的路常塞車，先生轉而換一條田間小路，欣賞不同的景觀來緩和自己的焦

躁。又一條寫著：等紅綠燈時，來剝龍眼乾享受一下。還有更讓我感動的：為了不讓

老婆太擔心，幫老婆準備水果。另一天：心情真的很低落，先生提早下班，自己帶著

便當去風車公園用餐配夕陽，來緩和自己的情緒。每次貼一個小白點，我都問先生，

哇！你怎麼想到這樣做的啊？在傾聽的過程中，再一次讓先生體驗到自己修復的能力

。冰箱上太極圖的白色點點越來越多，先生的焦慮似乎緩和多了，加油！你有我，我

們一起hold住。

     焦點解決會談強調的是相信當事人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強調他過往的成功經驗，引

導當事人願意做小改變，並相信這些小改變可以對未來產生無限的可能性。我們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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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或大或小的成功經驗，或者因為某些原因而忽略了已然存在的

正向資源，只要找到了，就會對低潮或困境有所幫助。協談也是一樣，來電的個案常

是陷在黑色的低潮中無法自拔，卻忽略自己已有白色的亮點或者潛在的能量，旁觀者

清的協談員，可以陪著他們找亮點，迎向正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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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小秘書

/蔡榮篤

     為了保護家人，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私法爭鋒是一部深刻描寫當父母面對最愛的

孩子無故失蹤，心是如何的焦急與慌亂。

     劇中主嫌夫婦曾是一對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但在唯一的兒子罹癌病逝後，心裡起了

很大的轉變，他們開始埋怨並痛恨神，為何我們的虔誠並未換來祢的護佑，卻奪走了

我們的至愛的性命。

     於是，他們帶著「受害者」的心理，決定開始向神宣戰。二十幾年來陸續拐騙擄走

十幾名孩童，也對這些孩童做出無法抹滅的傷害，只為了報復神。劇中曾是被害者的

兒童，長大後均變成加害者，這樣的戲碼每天都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不斷上演著。

最貼切的例子：

 １. 媳婦熬成婆，回想影劇情節或生活周遭，只要是年輕曾被不當對待的媳婦，當他變

 成婆婆的角色時，大多會變成加害者，而造成婆媳及家庭的不睦。

 ２. 曾在家暴環境下長大的孩童，長大後也因從小耳濡目染而無意識的變成施暴者。

     但生命的神奇來自於我們是可以有選擇的，我們是可以有變化的，不論何時，生命

碰上了困難和挑戰，我們都可以選擇：「反對或創造」。要不，你就去反對你所經驗

到的，否則就去創造你所選擇的。

     如果能了解在個人創造法則中，自己才是人生劇碼的導演，我們為了要經驗人生，

而自導自演人生戲碼，並透過吸引力法則來創造自己所選擇的一切人、事、物，便能

不怨天怨地責怪他人，因為事件之所以會發生都不是偶然的，是靈魂早已安排好在對

立當中學習體驗，由對立的體驗中看到力量，並運用力量，讓自己成長，這便是我們

來這世界走一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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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時刻

姓名 職稱 捐款 其他募款說明

黃奕睿 副理事長
日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新永和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000

林益安 副理事長
高鳳機電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高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李松隆 常務理事 50,000

楊碧雲 財務理事 20,000
社團法人高雄市壽山天后宮
慈善協進會 10,000
蘇素卿 10,100、李素卿 3,000

郭春江 理事 10,000 鄭裕欽建築師事務所 50,000

王海城 理事 國精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李威穎 理事 封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4,000

林慈惠 理事 中華誠信慈善協會 20,000

劉清平 理事 20,000

洪金鐘 理事 20,000

張以誠 理事 20,000

黃啟書 理事 10,000

周元培 理事 20,000

毛鑀蓁 理事 6,000

林美芳 理事 3,000

王美珠 監事 20,000

葉俊谷 監事 冠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20,000

王淑媛 前理事長 100,200

蔡淑貞 前理事長 100,000

本會理監事開源錄  20180510-20180820

姓名 職稱 其他募款說明

蔡滋媛 理事 孫際宇 18,000

更正 20180203-20180509
孫更成 20,000

補登理監事開源錄
20180203-201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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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1,200 

 1,200 

 1,200 

 1,1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00 

 900 

 900 

 900 

 7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王惠珍

鄭美凰

黃恩宇

陳林秀華

善心人士

何佳真

何紓萍

左營龍虎堂

郭正武

黃延泰

黃用 . 黃王約

林智宜

王振宇

王文薰

吳椿開

鄭季屏

林瑞芳

鍾鎧卉

杜宜展

張櫻芝

柏秀滿

陳美霞

國都工程
有限公司

楊參郎

吳達麟

吳珮菁

林春蘭

嘉隆行

蘇育萱

楊琇媛

周修竹

林杏鴻

林佳慧

周誌賢

戴學斌

王文岑

 400 

 
 400 

 400 

 400 

 4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15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邢美英 .
黃正堯等人

林家如

林孟瑤

吳麗蓉

黃敏健

陳嬿婷

王建燁

紀宛妤

林琇婷

王彥翔

王俊學

王秀夫

蔡清燕

王育蒼

李光鑫

李秉林

莊茵雯

曾長志

藍美芳

莊弘陽

許文中

李吉緯

郭紋菁

陳建盛

林泱志

張芯慈

溫璟竹

林芊均

王金玲

黃綉英

林淑娥

陳智雄

蔡國昌

趙明桂

王誌豪

吳英哲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3 

 5,000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吳昭震

鄭明善

呂駿南

蔡坤龍

鄭惠鴻

郭品秀

郭彥瑜

郭彥均

久大文具消費群

鼎宇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

朱雅蘭

方聖文

單麗文

蘇素卿

林崇仁

洪正南

黃佩玉

林益安

李松隆

呂佳揚

葉俊谷

洪金鐘

楊碧雲

李怡慧

劉莊水玉

張家豪

張凱婷

張斯茵

張以誠

王元璐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500 

 1,000 

 600 

 600 

 600 

 600 

 600 

 500 

 500 

 500 

 200 

徐清徽

王海城

周元培

陳勝凱

陳月鳳

簡水坤

張調

陳黃菊

王淑媛

余昇翰

蘇銘峯

董欣慧

吳梅桃

蔡淑貞

蔡素蓉

曾連紫

劉美卿

黃奕睿

張正儀

王文岑

江泉樂

蔡麗惠

高怡芬

陳永文

劉文良

林智宜

王振宇

王文薰

吳麗蓉

 30,000 

 20,000 

 16,000 

 11,250 

 10,000 

 10,000 

 6,000 

 6,000 

 5,000 

 5,000 

 4,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2,600 

 2,500 

 2,062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600 

 1,500 

 1,500 

 1,500 

陳哲偉

陳月鳳

白金源

黃進南

林鴻廷

林冠志

許麗香

鄭淑慎

郭人毓

郭明勳

余信康

林瑜

宋青黛

夏永富

李慶業

林玉玫

江泉樂

陳李開

瑟拉威咖啡館
消費群

戴瑞怡

黃建立

許玉容

林文祥

洪金吉

陳淑華

黃高堂

林新安

林世芬

陳文華

李瑩娟

許婷蓉

會員繳費芳名錄
2018 年 5 月 10 日

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

捐款芳名錄
2018 年 5 月 10 日

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