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與安全感 
魚魚的父母都在服刑，她一個人住在一間充滿垃圾的套房。在我們一段時間的陪

伴下，終於願意走出家門，來惠爾，試著與人群互動。但家中依舊堆放著滿滿的

垃圾，不肯清除。  

那天，邀請魚魚一起打掃惠爾飛 young 舘，魚魚接下掃把便很認真地打掃著。過

程中，魚魚疑惑地表示：「為什麼看不見垃圾，這麼乾淨還要打掃？」魚魚認為惠

爾飛 young 舘非常難掃，因為看不見垃圾，自己的房間較好清掃，因垃圾很多，

看得見。  

我們笑著說，魚魚房間這麼亂都不整理，竟會幫忙打掃。魚魚眼眶含淚尷尬的說

「他們不是垃圾，他們讓我有安全感 ！」 

 
最真實的眼淚 
『在裡面睡的好嗎?有沒有覺得害怕?......』我們用溫柔的語氣關心眼神左右不

定的小巴。小巴一派正經的回應：『還好！』，接著開始說起早上母親來看他的事

情。小巴說，母親叫他要好好的想一想法官問的話，母親甚至掉淚。他希望我們

能幫忙打電話多關心母親，因為母親似乎感冒了，而自己卻受限在這小小的塑膠

窗內……。小巴的語氣變得沉重，即使 隔著那扇塑膠窗，還是感受得到那份對母

親不捨的情感，濃厚又深切。 

我們回應小巴，有這麼多愛他的人，希望能喚起他想改變的動力，幾句話的關心，

幾次重複想陪伴他的堅定，默默的看見小巴頭越來越低，越來越低……然後輕輕

地擦去眼角的淚水，一顆顆斗大的淚珠，止也止不住似的落下……。  

小巴還在塑膠窗內，還在為他做過的事情負法律責任，不知道未來的他會如何。

但那時的眼淚，是最真實的眼淚。期盼在眼淚的背後，小巴能不再左右不定，可

以好好的走人生的路……。 

 
遙遠的路 
小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來『惠爾』分享他的成就與成長。他已是工廠的正式員工，

薪水固定，也不算少。我們談到錢- -算不上理財。 

我問他有沒有存錢？他很得意地說『有！』『存在銀行嗎？』『不，在我住的地方。』 

『安全嗎？』『我都塞在不同的角落，不會被發現的。』我很誠懇地建議他存到銀

行，至少做定存，還會有點利息。他卻回答：『我才不要，我賺的錢為什麼要給別

人來管！』 

小歪已經 20來歲，但他的視野、觀點，都與眾不同。他從小被父母拋棄，被成人

傷害，雖復原不少，但要融入社群還是遙遠的路！還好！他對『惠爾』還有一點

點信任！ 

 
夢想 
小妞終於鼓起勇氣，重拾荒廢許久的學校生活。但終究適應困難、無法穩定到校…。      



這次見面時，小妞有點緊張、興奮的說得到了真愛，原來她跟一位「認識多年、

知道也接受自己曾出養過孩子、以及其他經歷…」的男友發生親密關係，也確定

已經懷孕；至於要不要生下小孩，想不想上學…對小妞都不重要。      

小妞緩緩說出真實的夢想：只希望懷孕期間，有ㄧ位真正愛自己的男人在旁陪著

度過。  

     她要的不多，卻是常被傷害，又像飛蛾撲火，一次次的重演…… 

 
家-枷                     
小麗 14 歲，父母離異，姐姐跟著媽媽搬走，單親父親的工作是夜班，每天會把

生活費放在餐桌上，讓小麗自己處理早晚餐。 

小麗開始中輟、翹課、翹家，躲到一家九口的男友家，寧可打地鋪、三餐不繼…

也不願回去沒有人的家裡。即使家裡裝潢得煥然一新，房間是依照小麗的喜愛，

充滿豹紋的裝飾，她還是不願回去那空洞的家！ 

 
希望一直都在 
由於一直連絡不到阿金，我們去了阿金家。 

剛好遇見阿金做完粗工回來，就帶他到附近的便利商店聊聊最近的生活。阿金說

沒繳電話費，門號被停話了，手機也摔壞了，之前買的二手機車也不能騎了。現

在兩、三天去做一次粗工，下班就回家，也沒出去找朋友，宮廟出陣也沒去了。

生活渾渾噩噩，沒有目標，一切又歸零了… 

我們問阿金，滿 18很久了，去把機車駕照考到吧，我們陪你去。阿金的眼睛亮了

起來，感覺在陰暗的幽谷看到了希望！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阿金考到了機車駕照，有了身分定位的自信！ 
 
療癒~~~~~ 
小雅從機構結案一年多了都不敢去找工作。終於有一天她鼓起勇氣去應徵。全身

顫抖，汗流浹背地踏進賣場面試，被錄用後歷經三個月的掙扎終於撐住工作。 

為獎勵小雅的努力，我們邀她出遊。參觀美術展覽(美術展創作以圓點為主畫風)。

小雅看到圓點點，停頓一下說：覺得有一種放鬆的感覺，那種感覺就好像橢圓形

的雞蛋破碎了又恢復原狀。覺得自己過去就像橢圓形的雞蛋旁邊破個洞。 

下午到了海邊，小雅特別喜歡兩腳站在沙灘上，海浪一波波打在她的腳上，小雅

說：海浪就好像一個又一個的挫折，兩腳要站得很穩，才不會被浪沖走。一趟復

甦之旅讓小雅領悟自己的成長，增強向上的力量。 

 
誰能幫我  
小美與室友一起進惠爾飛 YOUNG！舘。這是小美第一次進入，她感覺惠爾像一個

家。她近日因為生活陷入困境，三餐不濟。當下呈現飢餓狀態，一連吃了三份餐

及兩杯飲料。  



用餐後，小美娓娓道來近日的困境：又是房租又是撫育小孩的費用！當我們表達

關心時，小美說：妳們不可能幫我們解決問題，只能關心。的確！我們能做的只

有關心。  

就在此刻，室友的男友來電，希望室友幫忙介紹傳播妹，小美在電話旁急切的說

『我去…我去…，問他要甚麼條件，我可以去。』我在一旁…卻阻止不了，眼睜

睜看著小美被現實生活所逼迫。  

小美說:『沒辦法，碰到緊急要錢時，就要這樣賺比較快。』然後感慨的說『我長

得醜，大概做不了傳播妹，只有做 S 的命。』剎那間，一陣心疼與無力感深深的

湧上我的心頭…。 

 
第一次接觸 
小球是我所接觸過年紀最小的少年(只有十歲)。因為在網咖認識的〝哥哥們〞給

他抽 k 菸，即將 要去開庭。我們得到消息就去他家。聽著才第一次見面的單親

父親述說對他的擔心(其實他酗酒)，等候祖母將他接回。 

小球進到家門看到ㄧ群人，顯得很尷尬，但是當聊到時下流行的網路遊戲時，他

開始抬頭看我們，稍微放鬆，漸漸開始說到喜歡打球、打鼓，談論他打鼓打過的

哪些歌，完全記住所有的過門，並說好下次一起打球、或許下次可以ㄧ起玩…。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他拿著ㄧ顆球，跟著我們到門口望著我們…，看著他期待有

人跟他一起做些 什麼的眼神，發現他真的很孤單。當下心裡酸了一下。 

其實他要得不多，只要有人陪伴！ 

 
初為小爸爸 
那天，18 歲的小黑突然來電表示：人在醫院！他的小孩要出生 了！問我們要不

要去醫院。又強調，是你們說要來醫院的！  

我們抵達時，看見小黑和兩個朋友一起坐在產房外等待。小黑不停地滑手機，朋

友笑他把我們找去卻不理人，很沒禮貌！又笑小黑是害怕在醫院才找這麼多人

來！小黑馬上申辯自己不是害怕。  

等待的過程中，小黑的情緒、肢體都很緊繃，直到看見小孩平安出生。接著，小

黑忙著用手機幫小孩拍照，然後才說，自己想去抽菸。我們離開時說我們會再來

醫院探視，小黑才沒事般的說：好啊！ 再連絡。 

 
融化的溫度 
小左是一個從小就經歷父母失蹤，寄養、安置，17 歲開始在外租屋學習自立生活

的青年。 年滿 18 歲陪他去考機車駕照時，考前練車都很好，一切駕輕就熟。 練

完休息時，問小左證件是否都有帶齊？他說忘了帶皮包…突然轉成一副拒人於千

里之外的表情，連要買飲 料給他都被拒絕。  

接著小左說要先回家拿皮包，要我們在監理站等， 過了半小時，小左傳了封簡訊：

「我不考了，不用 等我了！」電話就關機。 傳簡訊問怎麼了？小左回傳:「以後



不要再找我了， 拜託不要再打給我了，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趕到小左租屋處樓下再發簡訊：「我們怎麼捨得放你一個人？ 我們也不覺得

浪費時間啊！發生什麼事了？我們很擔心你，可以 跟我們說說看。」 在樓下等

了一個小時，小左終於有回傳簡訊，但拒絕下樓碰面， 我們也只好先回『惠爾』。 

到了晚上，小左主動傳簡訊：「其實我沒錢了，而且也沒工作，真的很煩！」  

終於跟小左在租屋處樓下碰面，我們告訴他，今天這樣讓我們很擔心！以後有事

可以直接說，不要憋在心 裡，小左冷漠的臉才逐漸有了溫度！ 

 
萌芽 
正午時，小玉聽到電話的這一頭，我們說要帶便當過去探班，興奮的點了餐和飲

料。因為找路，到達工作地時，已經延誤一些時間，小玉雖然已吃完便當，但仍

然很開心的取出我們帶去的食物，ㄧ邊聊工作一邊吃了起來…。原本不敢在我們

面前吃東西，也不敢表達自己想要什麼的小玉。經過兩個月的陪伴、復甦之旅…

居然這麼自然的點餐並在我們面前進餐與談工作，呈現的景象是多麼強烈的對

比，我們與小玉的關係開始萌芽了！ 

 
有『惠爾』真好！ 
那天，與紊紊通完電話，就去書局探班。紊紊見到我們驚喜地說了好幾次：妳們

怎麼會來！ 剛好，紊紊的朋友也在場，我們便自我介紹，並說明『惠爾』是個 可

以來休憩的地方。不管怎樣，有時候也是需要找大人一起商量意 見，多一點人總

是好的。紊紊聽完馬上回說：『沒有遇見你們的話 ，就沒有現在的自己。』 

 
再說一次『I LOVE YOU』 
每逢佳節倍思親。…喜喜沒有家人，也沒有牽掛，  

但是那天他卻勇敢的向我們說了那一句話，  

說的如此害羞，如此真誠，聽到了忍不住眼眶濕潤……  
那天是中秋節懇親日，探訪的家人們提著一袋袋的食物。滿滿的教室裡，除了沒

有停過的話語外，還有一雙雙充滿愛的眼神交流著。這一天，沒有鐵窗的冷冰，

只有暖暖的愛。緩緩地，喜喜迎面走來，掩不住微微笑意。我們關心他並催促他

吃桌上的雞翅、雞腿、滷蛋等，但他始終禮貌的回應說著要帶回去和舍友分享。 

一段時間後，班導師過來打招呼，也告訴我們喜喜在作文課中寫下：『社工老師，

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我忍不住偷偷看了他一眼，他如孩子般的害羞。班導師提

醒他可以向我們表達在課程中所練習的那句話。他看著班導師練習一次後，轉向

我們，緩緩的說出那一句話：『I LOVE YOU』。那溫柔而羞澀的眼神，訴說了一切

心意。那一刻，真的，很美！ 

 
復甦之旅 
我們帶小菁去龍洞參加攀岩。  



小菁趴在與地面成 90 度的山壁上…，哭嚷著說：好高！ 溫柔的教練在旁耐心地

陪伴、引導著小菁…。 這段焦躁的期間，小菁『掛』在岩壁上，與內心的懼高搏

鬥…， 最後，小菁鼓起ㄧ抹勇氣，顫抖著手指， 準備好自己，準備重新再來ㄧ

次，挑戰岩壁攀岩！ 二十分鐘後，小菁往上跨出了ㄧ小步，突破了自己的限度！ 

好精彩的人生一大步的復甦之旅！   
 
釋懷與成長 
再生練習曲結束時，我們送幫忙活動的青少年回家。路上接到同事電話，要我們

轉到『惠爾』門口接小天！因為是同一條路線，且人力吃緊。我頓住了！我想起

正要上車的小天與已在車上的小伍不宜坐在一起。小天在國中時期曾經揍過小

伍，且之後未曾再往來，小伍也很怕遇見小天這類型的人。 

我請坐在後座的小伍移到副駕駛座，告訴他待會不必回頭，也不必打招呼。然後

再叫小天坐上後座，路程中前座的小伍也未發一語。車就這樣開到小天家的巷口。

等到小天下車後，小伍回過頭笑著說：『那件事沒關係啦！』這件事發生五年了，

小伍也高三了，釋懷了吧！ 

經過五年的陪伴……。 

 
女兒滿月了 
認識小花時，她還是個常翹課、吸毒的國中生。還記得她在我們面前追著一位一

年級的學弟，大聲喊著：『借我你的尿啦….！』原來她前一天才拉過 K，當天學

校正要驗尿！ 

在陪伴中，她越來越穩定，高三時還為了上大學社工系而在『惠 爾飛 YOUNG！舘』

進行了約一年的數學與國文補救教學。上大學後終 因程度跟不上而休學，交友、

戀愛…我們都沒缺席。 

她結婚時我們去參禮祝福。她懷孕時我們培養她做媽媽的 FU。 她的媽媽是因為

生小弟時難產，母子都過世。她對於生產有著極度 的恐慌，我們不斷幫助她穩定

心情，平安產下一女。 

滿月了！立刻打電話來說要送油飯和蛋糕。第一站就到「惠爾飛 YOUNG！舘」。她

充滿著幸福，熟練的抱著可愛的娃娃。 她說：『惠爾』是我的第一娘家！ 

 
惠爾一隅 
「叮咚」門鈴聲打斷在吧台與小芳的談話，我起身到花園開門迎接另一位放假來

惠爾休息的少女，招呼完少女餐點後，原本在沙發上休息的如如也醒了，帶著惺

忪的眼神，走回來坐在吧台的另一端! 

當忙著照顧其他少女時，小芳突然氣呼呼的把身體轉向油畫牆，背對著我，不到

兩分鐘就說要到花園抽菸，眼睛卻偷瞄…看我會不會跟著出來。 

我默默的跟著她走到花園，不久小芳緩緩地吐出一口氣，幽幽地說：「你去陪她

們就好了呀!你們一人陪一個人剛好呀!不用管我了!」……  



再次回到屋裡，小芳馬上就說：「我要睡覺！」隨即拿著外套，蓋住頭，趴在角

落的桌子上，隨後又丟了一句：「你去陪她們，不用管我了!」 

~等了一會兒，坐在高腳椅上的我說:「唉!就是沒有人要理我，我只好自己孤單的

坐在這裡! 」 

聽到了我的話，小芳抬起頭，看我還是坐在旁邊，沒有走開…脫口 說 :「對不起，

請你原諒我，原諒我好嗎？我不是故意的…， 我 想要一杯奶茶。」 

看著她又露出笑容，心裡想:真是個多麼孤單、無助的孩子!  

聊著聊著，談到了孟婆湯，小芳說：「如果將來有一天喝了孟婆湯，什麼都忘記

了，我都不要忘記惠爾！」 

 
心的距離 
記得小羽上次下車前提到，最近可能會較常來咖啡 屋，因為可能會常來問問題

唷！我們以隨時歡迎的眼神與 口吻回應他。 

過了三個星期，打電話問候小羽，他愉悅的回應正在 看國文，居然沒開電腦(沒

上網)。邀約小羽下週是否有空 來惠爾，他開心的表示都可以啊，還主動問幾點

來？並且 提到下週有四連假。這整個氛圍、口氣中隱含小羽的期 待，與之前的

可有可無、不太想來的態度截然不同。 

不快樂的人，不需要這世界上的任何東西，只需要能關注他們的人。ㄧ點一滴的

關注，ㄧ步一步 的靠近，縮短心的距離，讓我們展開不同的眼光，看到與察覺！ 

 

成長的權利 

今年上國二的小炫， 父母都是經年酗酒，偶爾上工。因為患有先天唇顎裂，卻五

年時間都未就醫。兩年前在我們逼迫下，父母終於帶他去開刀。去年初我們陪同

17歲的哥哥帶小炫回診，醫生看不到牙床有任何發展，表示只能要等到 18歲看看

再做顱顏重建手術。 

聊天之餘，小炫說早上都沒有吃早餐，在學校肚子餓了就喝水，…難怪一年下來，

小炫的牙床骨骼會沒有進展! 小炫有權利得到成長…….. 

我們開始注意小炫的營養及身心成長，志工每天為他訂早餐，年底，醫生發現牙

床的骨骼長出了！ 

 

回溫 

冷氣團來襲的午後，接小天進惠爾。 

一進門，小天脫下外套， 赫然只見他穿一件短袖 T 恤。  

問小天不怕冷嗎？小天說長袖洗了還沒乾。昨晚回家發現媽媽也都沒回家， 因為

小天把衣服晾在床上吹電扇，兩、三天了，電扇沒有人關掉。 

整個房間被電扇吹得好冷，床也好冷，所以小天知道自己沒回家，媽媽也沒回家，

電扇一直吹，好冷的家。  

希望『惠爾』人氣能讓小天回溫。 



 

我會記得你 

至少有一年沒有跟麗麗見面了。每次去電她幾乎都會接，但聲音就是冷冷溫溫

的，不是太熱情、主動的聲音。上一次她跟另一個女孩一起來的，但總覺得女孩

散發出一總生人勿近的氣息。 

這次，電話連絡時詢問麗麗有沒有空，要不要進惠爾，麗麗說：我每天都有空！

隔兩天之後，她進來了。在這兩個小時中，她很開放的與我們談話。她微笑著說    

其實她只記得我，其他人他都忘記了。 

在那一刻，我才發現我被她記住了。是我不認為她會記住我。 

 

我們一定會再來 

透過弟弟，我們得知失聯一年多的哥哥的消息，原來一年前他因偷竊進了桃園輔

育院。再次看見，覺得他變壯了，但言談之中卻發現他心裡憔悴許多，他說寫信

給以前的老師也沒回音，媽媽也已經 5~6個月沒來看他，且外公往生時，院方也

不准他去奔喪，他氣憤地說著媽媽一定覺得他沒面子….. 

和他說著說著，時間已到。離開前，他不斷問我們甚麼時候會再來，雖然我們回

應說：「我們會再來」，他還是不放心地問，直到說：「我們不會像媽媽一樣失

蹤，一定會再來」，他才微笑地安心目視著我們離開。 

 

誰說他不行 

小盛今年第二次參加我們辦的溯溪活動。第一次他戰戰兢兢，不敢跳水，不斷鼓

勵後，只敢跳最矮的一關。經過一年的陪伴，這次，他充滿信心積極表達要參

加。 

活動結束後，他得意的告訴我們說：「我跳了六層樓高ㄟ。」我們驚訝的問他哪

裡有這麼高的水可以跳？他冷靜的說：「我跳的那關是兩層樓高，還跳了三次，

不是六層樓嗎？」 

是啊！這麼厲害的突破，這麼鼓舞人心的想法….誰說他們不行？！ 

 

無語問蒼天 

最後一次開庭前一天，我們去看守所探望失足把朋友踢下樓致死的小胡。我們去

看小胡的目的是要他最後一次開庭時能跟死者朋友的父母道歉。他很後悔也願意

道歉，但不知道要怎麼講。我們重覆了好幾次，要他背起來，第二天一定要跟法

官說自己的心意。 

他是個小遊民，媽媽已不見，爸爸因躲債成了失蹤人口。從小學二年級就跟姐姐

翹家、住公園。國中後常翹課，也不回哥哥(同父異母)家。網咖、朋友家是他的

多元駐點。他常得意自己的逍遙自在。當兵回來開始有工作，也有錢租屋，看來

小胡會穩定下了。沒想到意外發生，每次開庭只有姐姐出席和我們。 

開庭時，我們一直等著小胡開口說話，但他都沒出聲。一直到要結束時，審判長



問被告還有沒有話要說？他不出聲，我們坐在旁廳席上，身體一直往前傾，急切

盼望他開口，他也一定感覺得到我們的盼望。終於他出聲了。『我想請法官給我

機會向死者家屬道歉。』那是激動的一刻！我們都緊繃著……，但是我們聽到的

回答卻是：我的孩子死了！我永遠都不會原諒你，我死了做鬼也要來找

你……！！ 

那是傷慟的一刻！對死者父母來說、對小胡來說、對我們來說，無語問蒼天。  

(最後，法官裁定刑期為 12年) 

 

善良的心 

前陣子，小方在回家的路上經過平交道時，發現了大型犬的屍體散 落一地，小方

推測應該是被火車撞死的。於是懷著心有不捨的心情回家， 直到凌晨 2、3 點時，

沒有火車往返時，小方義不容辭地自己一個人跑去 平交道去幫狗狗收屍，再將屍

首帶回家附近埋葬。  

我們聽了這段故事後，都驚訝小方的勇氣與愛心，並都異口同聲地 稱讚小方很棒。 

我們始終相信每位青少年心中都有良善之處，正等待著我們去發掘……。 

 

溫暖的眼睛 

本周六不是我值班，但接到同事來電需支援。因好久不見的小偉要來，而惠爾還

有別的青少年，不夠人力招呼小偉。  

我抵達時，小偉正在看書，跟他交談幾句，他都不溫不熱的回答，非常不熱絡。

於是我暫時退到吧台內，心想，讓他安靜的繼續看書。過了幾分鐘，再度嘗試跟

他談話。  

這次，他開始慢慢地不一樣了，可以大方的的談他的健身經驗等等，一直到時間

接近關門時間，才與他說再見。  

這時他的眼睛，是有溫度的雙眼。 

 

點燃希望 

阿文,從小父母躲債失蹤，被安置過好幾個不同機構。因為是個被拋棄的孩子，生

活不能有目標，沒有期待，只躲在網路遊戲的虛擬世界。上個月，安置機構的社

工說阿文開始工作了，每天自己騎著腳踏車上下班。一天，我們到機構上課，正

遇到阿文從機構騎車出來，高興的跟我們打招呼，很有朝氣上工去。 

昨天，阿文酷酷的來上我們的課(我們每周都會去機構上一次課)，但對於是否放

假的詢問完全不理。問過社工後才知道：阿文工作一個月後，社工提醒他要領錢，

可是阿文都不理。待社工打給老闆，才知道早在一個月前阿文就自己辭職不做了。

只是每天還是按時快快樂樂騎車出門「上班」，按時回家。 

何時他才能有動力尋找目標，並對自己有所期待呢？希望我們長期的關懷能點燃

他心中的溫暖。 

 



圍爐與分享 

小峰年年都會來參加新年的圍爐。每次都是兩手空空，即使他已經穩定工作，每

月近三萬元的收入。他一個是很小氣、很會為自己打算的小子，13 歲就認識惠

爾，十足的惠爾小子！ 

這一年他不一樣了！圍爐時，他帶來了一盒五百多元的雷神巧克力。而且是(當

時)便利商店的燙手貨，很早就缺貨了。小峰早早就準備好，不動聲色的放在桌

上，任由大家拿取，一副很滿意的樣子。 

小峰長大了！他的心裡已開始容得下別人。從一個只想自己、會利用別人賺取一

些好處的小子，學會和別人分享。 

這一年，他 24歲！ 

 

我的兄弟殺了我的兄弟 

小猴已經努力了ㄧ陣子正常上下班，卻因休假時跟朋友一起出遊時碰上好朋友在

情緒氣憤中不慎將另ㄧ位朋友踢下樓，當場墜樓身亡。使得小猴無心工作，最後

也做不下而辭職。 

我很感慨地對小猴說：「是你所愛的人傷了你所愛的人喔！」他想了兩秒後回說：

「是我的兄弟殺了我的兄弟。」兄弟對現階段的小猴來說，就如同她所愛的人。

可想而知在她的內心裡，會有多少衝突與矛盾。真不知這一段辛苦路會走多久！ 

 

平安夜 

我們每周都到學校上高關懷團體課程，這次正好是聖誕節前夕，帶領一群平常動

個不停的鬼靈精怪做小聖誕樹。這些少年大概感染了聖誕精神，出奇地專注。做

完後發下五張祝福卡，請他們祝福自己、家人或朋友，每位小魔鬼都很認真又安

靜的寫，然後把祝福卡別在自己的小聖誕樹上。接著輪流走到前面講台上的大的

聖誕樹前。 

聖誕樹下擺著要給每位小鬼的禮物。我們請他們把自己的小聖誕樹擺在大聖誕樹

下，同時在心裡默念剛剛寫的祝福。很感動的是，他們沒有猶豫、矛盾或反抗。

他們此刻都變成小天使，有的閉上眼睛、有的雙手合十，真心的在心裡希望那些

祝福都能實現，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所謂的神聖性。結束後看著他們拿到禮物，

露出滿足的笑容，看起來都好平安!  

 

不一樣的朋友 

小金打算學吉他來圓自己想走藝人的夢。我們在陪他去買吉他時，他滿臉喜悅，

開心到快飛上天。聊到平常都跟朋友做什麼呢?小金居然說：「我沒什麼朋友」。這

一句話撼動了我的心，想到一句回應的話說：「可以常打電話給我們啊！我們是你

的朋友啊！」青少年靦婰的說：「怕不好意思」。我跟小金說了我們是朋友，朋友

跟朋友之間哪會不好意思！剎那間，小金少年所處的昏暗角落被和煦陽光所浸



染。不管日後小金是否當得成藝人，我們會一路陪伴。 

 

女兒滿月了 

認識小花時，她還是個常吸毒的國中生。記得她在我們面前追著另一位一年級的

學弟說『借我你的尿啦….』因為她前一天才拉 K！而當天學校正要求她驗尿。 

她越來越穩定，到高三時為了上大學社工系而在『惠爾飛 YOUNG！』進行了約一年

的數學與國文補救教學。但她上了大學後終因程度趕不上而休學了。 

她結婚時我們去參禮祝福。她懷孕時我們不斷幫助她穩定心情，培養做媽媽的 FU。

因為她的媽媽生小弟時難產過世。她平安產下一女，做完月子立刻打電話來說要

送油飯和蛋糕。她的先生載著母女從山上下來，第一站就到「惠爾飛 YOUNG！舘」。

她充滿著幸福，熟練的抱著可愛的娃娃。『惠爾』是小花的第一娘家，然後才是外

婆家，然後才回爸爸家送禮。 

 

小律的六妹 

小律談到三個月大的小六妹，覺得很心疼！因為酗酒的父、母再度開始去工地上

班，就請酗酒的大伯來家中照顧。但因大伯不懂妹妹的習性，所以妹妹常常哭鬧。

媽媽說以前妹妹總是日夜顛倒，晚上精神好。現在因為白天哭累了，所以晚上比

較好睡。反而讓媽媽晚上可以休息。媽媽的得意，小律的心痛。這位在酒精中出

生、成長的小六妹，未來會如何呢？也像他的大哥小律一樣要走艱辛的成長路

吧……..。 

 

我不會再這樣做了！ 

小雨聊著自己現在的愛情觀，我發現她的態度與以往不同了。她感謝過去的經歷

讓自己成長。以前會為了男友做出許多很多傻事，每次吵架或分手後總會傷害自

己。小雨指著手腕上一刀刀的陳舊結痂的割痕說：『現在我不會再這樣做了！」小

雨就像我們關懷的許多少年一樣，重覆著學習成長，他/她們在『惠爾』進進出出。

而此刻，我正參與著她生命的一部份，與她分享這階段的學習成果。 

 

三聲嘆息！ 

開車送小浩去找媽媽。小浩與媽媽一起住在一間五坪大的套房。他 10歲就被送到

輔育院。認識他時，他剛出來念國中。去年好不容易完成替代役，開始每周兩天

夜班，看管倉庫。我們送他去找媽媽的路上邊開車邊聊著。突然，他嘆了一口氣

說：「你們跟我有三代的代溝ㄟ！怎麼講都不通！」我們就說：「好啊！既然我們

不瞭解你！那你講啊！」他又嘆口氣說：「我講不出來！」我們激他：「好吧！不

想講就不要講！反正我們不瞭解！有代溝嘛！」他再度嘆口氣說：「再給我一點時

間！」他目前的刑案還在訴訟過程，個性也還未穩定。他有很多委曲說不出來，

許多經驗理不清，在與他的互動中看出他的力不從心，但仍努力掙脫惡的陰

影…….。 



 

我覺得自己很 MAN 

新學期到了，小志如願回到校園生活並繼續回到武術訓練場開始接受訓練，這天

是一年的最後一天， 小志依舊在接受訓練 。小志突然說道： 沒想到這四天連假

我在接受訓練 －我覺得自己很 MAN － 去年的跨年夜我還在街上跟朋友飆車、打

架、放鞭炮，我覺得想到以前的自己真的很幼稚，以前如果抽菸都會故意在朋友

面前抽， 覺得這樣自己很帥，現在覺得以前的行為很幼稚。我們不後悔辛苦的把

他從頹廢中拉拔出來。小志有了目標，有了希望，有了努力的空間。 

  
請求一千元 

我們陪伴的一位少年—還若即若離，因家中缺糧，爸爸向少年求救，問他有沒有

朋友可以借 1000元為弟妹買奶粉，少年直覺地打電話給我們請我們連絡他爸

爸….，就這一通電話，讓我們陪伴這家人渡過難關，也奇蹟地重拾我們迷失的少

年！原本他到處為家，朋友吸甚麼、玩什麼…他也照做，但是自從我們介入少年

的家，我們開始與這家庭共同計畫著未來，為了這個家，他也開始重新回到學校，

期望打工，用一己之力來支撐家人。 
   

小熊的明天 

與小熊約好在家門口見面，帶他去繡學號。心中還念著開學已經一個半月了，怎

麼到現在還沒繡！害得老師要記他警告。小熊帶著制服下樓時很快地就看到媽媽

騎著機車，載著兩歲的小弟弟，彎延扭曲的迎面騎來。小熊小聲說：喝醉了！就

一個劍步上前搶下機車鑰匙。媽媽開始罵他，也跟他扭打在一起。突然媽媽看到

我們站在旁邊，就立刻板著臉拉著小弟上樓。小傑再把機車牽到安全的地方把車

鎖好，才跟我們去。 

看著這一幕，心好疼！他現在已經有能力天天早起上學了，但是到了學校隨時會

想到母親是否酒醉？小小弟妹是否會有危險？他在學校如何能專心？而我們『惠

爾』能給的只有陪他繡學號……….。 

 

沒有打贏，不要回家 

專程到感化院去探訪在國中認識的小白，半年多不見，才稍稍暖身，他就開始說

出他的故事。『從我上小學的第一天，父親就告訴我：跟人打架沒打贏不要回家！

從此我就天天打架。在家裡姐姐都讓我，在外面很多人都找我幫他們打。我進來

之前，在夜市被七、八個仇人圍毆，跟我一起的幾個朋友都躲起來，看著我被帶

上車，沒有人來救我。我進來以後，前半年天天都在打，也常帶著銬手銬腳镣寫

心經。最近我覺悟：不要再打架，我才能快點出去！』 

從小打到大的一個少年，他背負著父親給他的十字架。他何時能獲得釋放？他需

要很多的祝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