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憐憫
讓NGO的服務熱情不失溫！

好好長大的祝福
文/執行長 吳易峰

線上神展開

打工是家裡唯一的收入

疫情看起來是個限制，卻也是線上服務 的經驗可以被分享 ，承接跨區域的服務 ;
神展開的開始。 在時間的壓力下，更多的思 更需要政府單位、民間企業及社會大眾的投

ＮGＯ自然也不在話下。從個案的服務該如 腳痛醫腳，如何期待所有的孩子都能停課不

考如何利用過去累積的服務量能，從線下轉 入，因為「社會安全網」不分實體與線上，

何因應，如何風險管理高危機處境中的情緒 停學？

到線上做開展 。過去的外展活動是在公園、 需要大家一起才能建構綿密的安全網絡。

一份關愛與祝福

「社工，爸爸說家裡的冰箱空了……」

於是，社工幫威威一家訂了勵友的蔬困

威威低著頭，輕輕地對著社工吐出這句話。

箱，一週一次固定配給的蔬困箱不只是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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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升上國一的小糖和國小五年級的威威是

更是一份勵友希望孩子健康成長的祝福。每

沿

沿

虛

虛

一對姊弟，年紀尚小的他們生活在一個單親

次送蔬困箱到小糖家樓下，看著姊弟倆蹦蹦

線

線

剪

剪

下

下

張力，民眾對於捐款的意願是否下降，到後

撞球間、網咖、甚至一路進行到深宵，再帶

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主動性」的態

家庭，只靠爸爸打工維生。收入不穩定之外，

跳跳出來拿的雀躍模樣，可以知道蔬困箱對

勤單位的行政的作業，都再再考驗機構的應

著兒少一起體驗教育、攀岩、溯溪，陪伴他 度，是我們陪伴兒少的堅持，對於服務的內

平時也沒有太多時間陪伴這兩個孩子，更遑

於他們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資源，讓原本窒

變能力以及韌性。三級警戒下的防疫措施對

們經歷生命當中很多的第一次。轉型的過程 容，我們保持「彈性」，讓社工們可以更自

論指導課業等親子活動。

息瀕臨崩潰的經濟狀況能得到些舒緩。

社工的服務有諸多的限制，助人者本身的安

中，機構也面臨數位設備與技能的不足，但 主的開創不同的服務，「整合性」是我們接

開始不再一樣的童年

陪你好好長大

全以及服務對象染疫的風險常常與社工的服

因著服務的熱忱，社工們也慢慢的將自己的 下來對於服務模式的期待， 期盼未來在服務

小姐弟在三級警戒時只能待在家，有時

三級警戒下，對於許多家庭無疑是雪上

務熱忱在做拉扯，即便如此，勵友依然堅持

技能進化成社工2.0，當起直播主，線上玩起 兒少的路上,因著「你」、「我」都能看見兒

玩著玩著就發生爭吵，但現場卻沒有其他人

加霜，做著原本就不穩定的工作，不知何時

以「主動性的態度，學習耶穌基督『道成肉

了桌遊、密室逃脫、ＤＩＹ課程還有達人課 少真實的需求，升級成為熱情不失溫的「我

可以幫忙解決，只能等到爸爸下班回來才能

會斷炊的壓力不斷席捲而來，再加上要面對

身，來到人的當中』的榜樣，竭力幫助兒少

程，並有個人的聊心室以及團體聊天，滿足 們」。

街口支付APP「公益捐款」

化解僵局。於是他們輾轉來到「新興兒少關

防疫在家的孩子，對於每一位深陷兩頭燒困

愛心捐款 & 支持義賣

，看懂孩子背後真正的需求並給予支持，繼

兒少在疫情期間對於人際互動的需求以及休

續往前挺進，這是勵友48年來一直的堅持。

機會，從看見孩子背後的問題開始
在勵友，每年有1,000多個開案的兒少
以及家庭，當中有觸及司法、性侵、受暴、
性剝削......等議題。根據觀察，兒少最主
要的問題，在於「他們的聲音不容易被聽
見」，社會只會用「他是有問題的孩子」，
直接用「問題」的本身來框架孩子，所以他
們的需求常常不被聽見，特別是在疫情期間，
更難看見「問題背後的問題」。像是疫情期
間所出現的「線上中輟」背後的問題，到底
是什麼？是缺乏學習動機？家庭照顧能力低
落？還是經濟資源匱乏的問題（沒有電腦、
網路），導致他們的學習中斷。如果這些背

不容斷線的服務
台少盟在今年六月份的「兒少疫情中身
心與生活適應調查報告」指出，兒少在疫情
期間不單單只有想要外出的需求，還有學習
的需求，更有人際的需求，將近有5成少年因
不能與朋友見面而感到失落與難過，說明他
們需要有同儕的互動，需要社交生活。勵友
的社工們就在這樣的需求下，透過各種平台
以與他們保持關係，不論是線上或是線下，
所有的聯繫「不容斷線」，為的是要了解他
們的處境，才能看懂他們背後的需求，將「

懷據點」，社工會陪伴他們寫功課，教導落

境的家長而言，都是一場跑不完的壓力賽。

閒娛樂的目的。

後的課業，還提供晚餐，讓來到據點的這些

幸好降級後，新興兒少關懷據點有限度的重

不中斷，更要升級

兒少關懷服務不間斷！

孩子們不會無助的被困在長期疏於照顧的家

新開放，讓孩子可以回到據點，重新調整原

庭，有了社工的幫助，還有其他同儕的陪伴，

先混亂的作息，打開作業本，開始補上落後

社工直播帶孩子們線上運動

不斷地升級，因為不論疫情的在與不在，未
來的服務就是要打破線上與線下的虛實界線

他們的童年開始不一樣了。

的進度，也有了更多和其他同儕相處的時間。

難以開口的需要

最艱難的時期，勵友用蔬困箱陪伴度過，只

，雙軌並進，才能讓服務的方案更能夠不斷

小糖和威威的爸爸屬於不會開口求救的

地進擊。線上，讓我們有機會觸及到以往沒

性格，總認為向人求助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有機會碰觸到的孩子 ，透過網路我們可以觸

全家FamiPort捐款教學
勵友中心→在愛心捐款第2頁

樣，也會迷惘，需要安全的環境也需要被保

當威威主動靠近社工，小小聲的說：「社工，

護，在重建的過程中也需要被陪伴。未來期

爸爸說我們家冰箱空了……」社工除了馬上

待橫向的合作夥伴關係可以再提升，讓更多

明白威威家真的需要幫助之外，更是心疼威
威主動求助的尷尬與彆扭。

隱性的需求」轉化成「有形的互動」。
社工線上陪少年們聊天與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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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問券
請讓我們聽見您的聲音

希望所有來到據點的孩子，都能夠好好長大。

我願意單次捐款

元整

我願意每月定期捐款，金額是

元整

收訖時間：
收據寄發方式：

Good Friend Mission

年

月至

年度一次寄發

年

月

每月寄發

其他捐款方式

Good Friend Mission

開口跟社工求助時總會覺得特別艱難。所以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很不好意思。威威也繼承了這樣傳統的思維，

及到雙北以外的孩子，他們與時下的兒少一

信用卡持卡人生日：

信用卡卡別：

三級警戒期間，

除了社工不斷地進化，硬體配備也需要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信用卡授權書

請沿虛線剪下

2021年的疫情衝擊著台灣各行各業， 後的問題沒有被發掘或是被釐清，頭痛醫頭、

文/專案推廣 王鈺蕎

愛心捐款&
義賣專區

讓孩子看見他們生命的

101
電子發票 愛心碼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郵局劃撥帳號：0167-4097
銀行轉帳帳號：158-018-0006708-2
永豐銀行德惠分行，代碼807
（轉帳請來電或傳真告知：姓名、電話、收據地址，以開立奉獻收據。謝謝！）

* 捐款可依綜合所得稅申報辦法列舉扣除額，請妥善保存捐款收據。
捐款專線：02-2594-2492，傳真專線：02-2593-0988

把臉埋在手中的小居聽完，突然很大聲的哭了。我輕輕拍著他的背，默默地陪著

我知道你不是怪物

文/大橋兒少據點
社工

劉俊宏

他。持續了數分鐘後，小居對我說想去「丟球」。「丟球」是我們之間的暗號，我們

冬天的一場大雨，何時才能停下來？
秋天的非洲，是什麼味道？

有約好在他生氣時可以去丟球抒發情緒。這件事稍微的告一個段落。

陪你停下來

邀請你用味蕾，走過屬於孩子的 春、夏、秋、冬 ～

週三下午，小居黑著臉一進門就倒在沙發上，把整顆頭埋進坐墊裡，背對著所有

日復一日，小居還是有失控的時候，嚴重時甚至在三個小時內連續爆炸三次。你

人，重複地說要找社工。接到實習生的轉述後，我下意識地嘆了口氣，心想：又來了。

問我累嗎？當然累！說不累是騙人的。不過總是要有個人去「接住他們」，陪伴他們

一次次等待

慢慢的恢復、復原。

小居在情緒管理有很大的狀況，發起脾氣六親不認，社工有時需要躲避他的攻擊，

沒有誰是真正的怪物，尖銳外表下是柔軟脆弱的心，要讓外殼慢慢退去，需要的

兒少服務。

平緩後，再好好和他溝通。

「雖然你不是故意的，但還是傷害到其他人的心，我們去好好的道歉吧！」
陪伴這樣的孩子，無法一蹴可及，只能一次又一次，不斷地歷經成功或失敗。即
便心情上很疲憊，即使再三地被挑戰、被挑釁、被失約；但因為真正理解這樣孩子的

0元)

(原價50

籌募45 位孩子一整年的
助學金 & 課後照顧

需要，深深嘆一口氣後，我仍會打起精神，去陪伴他！

「兒少據點」是孩子們不可或缺的「課後照顧」與「學習基地」

我把窗戶踢破了

獨自熱菜、啃麵包的孩子，這裡有溫熱的晚餐；

來到小居身旁，拍拍他的肩後，我問道：「怎麼了？」

學習跟不上進度的孩子們，這裡找回興趣與自信；

小居：「我把窗戶踢破了。」

放學後無處可去的孩子們，這裡有關懷與歸屬感；

我：「欸！踢破了？怎麼了？發生什麼事？」

被人際議題困住的孩子們，這裡有專業社工引導陪伴；

小居：「老師把我關在教室外。」
我：「老師？他為什麼把你關在門外？」
小居：「因為我又生氣了，老師叫我去門外，然後叫同學把門鎖上。」
我：「那怎麼會踢破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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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友官網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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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訂購

LINE PAY捐款

疫情停課孤單在家的孩子，「線上據點」讓孩子一個也不遺落！ 請

請

沿

沿

虛

虛

線

線

邀請您，定期定額捐款支持
使用LINE PAY愛心捐款，若需收據，
伴我同行 好好長大
請主動來訊勵友中心官方LINE。
剪

剪

下

下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小居：「因為我想要爬進去，同學又一直吵，我就把窗戶踢破了……」小居把緊
皺雙眉的臉埋進雙手中，一副非常懊惱的樣子。
「恩。」我點了點頭，接著說：「雖然你生氣的時候控制不住自己，也不小心踢

拉～不開的距離

中深焙→花神 + 深焙→肯亞。
‧淨收入全數使用於弱勢、受創

是「愛」跟「陪伴」，這或許也是我所認為的──兒少據點社工的價值。

捐款帳號：158-018-0001960-5
銀行代碼：807 (永豐銀行德惠分行)

破了窗戶，但其實你只是需要有人理解你、需要有人陪你。被關在外面的感覺一定很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公益勸募

糟，但我想讓你知道，你絕對不是個應該被隔離在外的怪物。」

（轉帳請來電或傳真告知：姓名、電話、收據地址、以開立奉獻收據。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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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是疫情

‧咖啡：

都搖頭。然而，「當他越是陷在情緒裡，就越需要有人去親近他、理解他、接納他」！

OCT

‧封面由「兒少據點」孩子們
‧數量：1盒10包入，10款封面。

記得有一次，小居對我說：「謝謝你，你都會讓我停下來。」
「不會，你能夠慢慢長大就好。」我這樣回應著。

「我知道你生氣時沒辦法控制自己，但我們可以一起找舒緩情緒的辦法！」

商品特色
「粉彩」手繪！

或牢牢地抓住他，才能避免他傷到自己或其他的孩子。他也因此交不到朋友，連老師

在理解小居的狀況後，我們做得更多的是盡力「等待」，等待他的情緒過去，等待他

【義賣新品】濾掛咖啡•兒少四季系列

贊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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