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聲音，完整聽見

勵友看見這些家庭的需要，也知道他們在面對自己處境的無助感及無力感，期待能夠
協助更多親職失能的家庭，重建親職功能，讓彼此都受傷的心，再次被修復，讓愛可

據衛福部2020上半年統計，性侵害通報案件共9,374件次。

2020年，一天有近

平均每30分鐘就有1件性侵害通報案例。

其實我很愛你

5 0 0 起家暴通報案……

以靠岸。
JULY

社工第一次看到彥彥時，被他的傷嚇了一跳……沒癒合的傷疤，在他身上佔了大

超過67%的被害者是18歲以下的孩童。

半，還看得到之前的結痂，更別說大大小小的瘀青……

難以承受的現實

爸為什麼打他，反正爸爸打完氣就消了，還是會告訴他：「爸爸其實很愛你……」

被情緒籠罩的風暴

被侵害的孩子，面對司法程序有許多的困境！

每次打完彥彥，爸爸都很懊悔，為什麼還是壓抑不住情緒，為什麼照顧不好唯一

更友善的環境才能完整的表達；也有可能因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產生「認知障

的兒子，為什麼前妻要拋下他們，很多的為什麼……，都讓他很自責。但只要回家一

礙」──無法完整訴說細節和全貌，而這都會影響司法的最終判斷！

看到彥彥或是聽到他的哭聲，就像在提醒他的無能，怒氣又不斷上湧，緊接而來就是

經評估，因被侵害而來到勵友的孩子，超過85%需要司法協助；當中又有10%的孩
童來自弱勢家庭，這又是另一波的考驗！因為即便知道現階段需要來自律師的幫助，
孩子或家庭卻沒有能力再去負擔為了司法正義所需要的律師費用。

沿

虛

虛

線

線
剪
下

下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使用LINE PAY愛心捐款，若需收據，
請主動來訊勵友中心官方LINE。

捐款帳號：158-018-0001960-5

我都是為你好

銀行代碼：807 (永豐銀行德惠分行)

環境中，吸取經驗。彥彥爸爸的小時候，父母親也是用「打罵教育」，一次次的「我
有了律師陪同，孩子才能完整的表達他自己；

都是為你好」所帶來的傷害，讓彥彥爸爸更想擺脫家裡，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庭。但一

有了律師陪同，才能避免言詞被誤導；

切的不順遂，無形間卻讓彥彥成了最直接的情緒出口……

有了律師陪同，真實的面貌就有機會被還原；

停泊在愛的港灣

有了律師陪同，正義就有機會被伸張；

請

沿

彥彥的哀號聲……

沒人天生懂得怎麼當父母，都是在成為父母後，才開始學習；或是從過去的成長

律師陪同，守護孩子的權益

請

剪

最常被挑戰的是『證詞的可信度』：因為年紀小，記憶力的建構尚未成熟，需要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公益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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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Friend Coffee 濾掛咖啡義賣 防疫價
宅在家，柴米油鹽備好了！咖啡呢？

依據內政部的統計，家暴通報案在2020年已突破17萬件，超過1萬2千名兒少受到

有了律師的陪同，才能維護孩子的最佳權益！

『 贈 10 包 』

9 0 包+

身體、精神、性、疏忽等不當對待。兒虐的原因很多：父母感情衝突波及孩子、缺乏

因著你的實際參與，這些無聲的孩子，不再孤伶伶的面對司法環境！

親職教育知識、不當管教……。

100入

X

你的竭力付出，可以讓這些受傷的孩童，對這個社會還有些期待！

再

讓我們用實際的行動參與在其中，用正義的結果來撫平他們的傷痛。

勵友官網捐款

訊及開庭……等程序，讓事實被完整的還原，

LINE PAY捐款

司法的權益可以被守護。

請

請

沿

沿

虛

虛

線

線
剪

剪

下

下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使用LINE PAY愛心捐款，若需收據，
請主動來訊勵友中心官方LINE。

免運!
▲ 線上訂購

讓超過100位遭遇童年撕裂傷的孩童，在
面對司法時可以有律師陪同一起製作筆錄、偵

勵友官網捐款

LINE PAY捐款

彥彥說，爸爸很常心情不好，只要爸爸一生氣，他就會被處罰。後來他不再問爸

您的捐款，讓聲音可以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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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單位

oem

機會
從看見孩子
背後的故事
開始

我們看見的是「逃避問題的少年」
還是「被忽略的成長路」？
文/中山大同少年服務中心

期待見到蛻變後的你
勵友陪伴少年

成為少年生命中的陽光
有位社工曾分享一段話：「關注力就像
陽光，我們注意什麼，什麼就會生長；我們

以叫他「默默」，是因為每當他面對家人、

即便擔任社工再多年，還是可能有忽略的細

學校、工作和自己的狀態，他就會退縮，把

節，或一不小心又把眼光放在少年的問題上。

自己隱形在人群中。有次我陪翹班多日的他

學習等待默默的歷程，磨練他，亦磨練我。

去向店家道歉，結果默默居然愣在一旁，不

藉此盼望在未來陪伴任何一位少年時，自己

會道歉，也不會爭取回去上班的機會，於是

能不被經驗的框架限制，真切的回應每個不

店家把我和默默一起罵了一頓……。

同樣態的少年，用最適切的方式，陪少年正

比處理問題，更重要的價值

向生長。

那次的經驗，我觀察到默默周遭的人，

文/北區少年服務中心

來自將面臨感化處份少年的信……

社工 宜倩

‧常被關注或放大缺點，自信低落。
‧內在充滿溫度，卻不善表達，容易

忽略什麼，什麼就會枯萎。」這段話提醒我，

像，他就有說不完的話題與笑容。而我之所

被誤解。
‧想要改變現狀，卻找不到方法或用

Dear宜倩(社工)：

了不恰當的方式。
‧在家庭或人際中長期被疏忽，渴望
獲得認同。
‧為獲得認同，容易衝動行事沒有考
慮後果。

信用卡資料

若需收據請主動電洽勵友中心

信用卡持卡人姓名：

請

請

沿

沿

虛

虛

線

線

剪

剪

看到您的來信我整個人超開心。

全家FamiPort捐款教學

這是我第二次在少觀收到您的信，內容我會一直記住，

勵友中心→在愛心捐款第2頁

連絡電話：(手機)
(室內)
持卡銀行 :
信用卡卡號：
信用卡卡別：

成為我努力的動力。首先想跟您說聲謝謝，謝謝您沒有放棄

街口支付APP「公益捐款」

電子郵件：

有人幫我慶生過，每次看到朋友的慶生照， 動幫忙或告訴他方法，慢下腳步，給他多一

那次會談，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告訴我「他很

為多次未到校、缺考、觸犯校規……，結束

捐款方式

都好羨慕……」這時，我突然可以理解：為 點關注，回應他的需要！在默默生日那天，

怕孤單，身邊隨時都希望有人陪伴。」雖然

為期兩個多月的高職生涯。去年，阿泰再次

捐款人問券
請讓我們聽見您的聲音

什麼默默總是用「逃避」和「躲藏」來面對 我準備了蛋糕，為他唱生日歌，燭光映著默

同住的家人很多，但淡漠疏離的相處，似乎

因多項罪名收容，兩次開庭後評估「感化處

重要時刻？因為在他的生活經驗中，從未受 默的臉頰，似是閃爍著感謝與希望。

加深了阿泰內心的寂寞。

分」是對他最合適的判決。庭上法官詢問阿

希望藉此拉近與他的關係、建立信賴感。活

結般纏在一起，越來越複雜。

動過半，他接到一通朋友的電話，表示要趕

雖然一路看著阿泰跌跌撞撞，心中有許

去處理事情，一小時後再回來會合，然而，

多不捨，但這次他認真面對這安排，對自己

讓孩子看見他們生命的

我並沒有等到他會回來的承諾，只在事後收

負責、改變生命的軌跡。我深切盼望下次見

到一則訊息，淡淡的寫著：我忘記要回來找

面時，少年會成為一位成熟、有責任感的大

你了……。

男孩。

101

遊戲區-充滿少年歡笑的小基地

元整

我願意每月定期捐款，金額是

元整

收據寄發方式：

於是他也變得看輕自己，而問題也像毛線打

婦女中心宣導活動-性別暴力講座

我願意單次捐款

收訖時間：

第二次見面是邀請阿泰參與中心的出遊， 泰是否同意時，那時的阿泰帶著斗大的眼淚，

少年放電去-周末一日遊

（請與信用卡同）

收據地址：

口中聽聞阿泰時好時壞的消息：復學後又因

用餐時光-手作包飯捲

月

捐款收據抬頭：

阿泰就被放鴿子的我，直接跑到他家找他。

過重視，也從未有人好好陪伴他面對和處理。

年

JCB

捐款人資料

之後斷斷續續的聯繫，偶爾從其他少年

起有次他滑IG時，突然提到：「從小到大都沒 要衝的比他還要快。在他說出想法前，不主

MASTER

持卡人簽名：

阿泰

看著來信，記憶回到兩年前，第一次約

消極狀態，一度讓我抓狂、想放棄；但我想 等他整理好自己的狀態。我開始練習──不

VISA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做了那麼多壞事的我，也真的要說聲對不起，讓您失望了……

愛心捐款 & 支持義賣

中心 的點滴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變的契機。

少年服務

信用卡持卡人生日：

下

下

總是「比他還急著處理問題」，而默默在該 靠我是不行的，更急不得。所以我試著等待，
面對的時候，常常像消失一般躲起來。他的 當他逃避問題時，不急著把他找出來，而是

LINE Pay 捐款

‧需要一段長期穩定的關懷，一個蛻

推動默默動手去把纏繞的毛線解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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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是一位喜歡追星的少年，一談起偶

社工 書萱

愛心捐款&
義賣專區

用顫抖的聲音說出：「我同意。」

年

月至

年度一次寄發

年

月

每月寄發

其他捐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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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