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
看 到 微光

文/中山大同區兒少保護暨家庭服務中心

預防兒童的「目睹暴力」我們可以？

社工 簡如霞

文/中山大同區兒少保護暨家庭服務中心

不知該如何表達傷心的情緒，一直哭鬧著

商師的邀請，讓媽媽也有進入諮商的契機，

孩子們的笑聲了……。才6歲的她們，那陣 密關係暴力通報高達67,957件，若每戶以1個

不肯睡覺；而阿哲的爸爸正被工作壓力逼

夫妻間開始有對話！開始看見彼此的難處與

子總是把我推開，情緒很躁動、暴衝、易怒。 孩子計算，去年可能有6萬多位孩子目睹暴力！

得喘不過氣，疲憊又煩躁卻得不到休息，

需要，協調教養孩子的分工。

我才發覺，我和先生長期爭吵的關係，已經

在阿哲持續不斷的吵鬧中，情緒一發不可

讓光從烏雲中透進來

深深影響孩子……」。於是，媽媽主動尋求 因為身上並不會有明顯傷痕，常常被忽略；但

血壓的媽媽身體狀況一直不好，攔不住爸
爸的情緒宣洩，暴風壟罩了阿哲的家……。
於是，社工進入了這個「需要被幫助」
的家。

從傷痕中看見需要

當家處於暴風中的困境，更需要的是被
真誠的理解，與專業的陪伴服務，才能看見
他們真正的需要！讓照顧者感受到「我們知
道你的辛苦」，並且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
家人以外的人」，了解尋求協助的管道，與
轉變的可能；並且當他們嘗試改變時，能感

陪伴處於暴風中的家是非常不容易的， 受到「被支持」。不管多微小的進步，對家

LINE Pay 捐款

信用卡資料

可以陪你聊聊喔！」讓孩子知道老師願意聽他

若需收據請主動電洽勵友中心

信用卡持卡人姓名：

「目睹暴力的孩子」(以下簡稱「目睹兒」)

社工的幫助，和爸爸和平分手，並學習成為 他們小小心靈的傷痛和陰影，卻是「隱性」且「
「合作父母」。這段看似塵埃落定的完美結

長期」的影響，可能使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因為

轉介輔導室協助。

虐者……

沿

虛

虛

線

線

剪

剪

我的爸爸/媽媽，

勵友中心→在愛心捐款第2頁

一直在吵架/打架，

跟老師求助。

我可以？

找家中信賴的成人求助。

持卡銀行 :
信用卡卡號：
信用卡卡別：

街口支付APP「公益捐款」
愛心捐款 & 支持義賣

月
（請與信用卡同）

捐款收據抬頭：
收據地址：

身為親友、鄰居、一般民眾，

見傷口，卻更需要被重視──「目睹暴力」！

鈴」，幫助衝突暫停。

我可以？

(例如：藉口送東西、借東西。)

拒之下的，是身心俱疲、傷痕累累的「一家 社工，我們，正在做著。

捐款人問券
請讓我們聽見您的聲音

撥打求助電話：110、113

我願意每月定期捐款，金額是

元整

年

月至

年度一次寄發

年

月

每月寄發

其他捐款方式

的笑容」，認真的陪孩子玩、關心孩子的生

若經常發生家庭衝突，或是夫妻關係疏離冷漠時：

陪伴孩子理解，父母的分開不是他們造成的。

讓孩子看見他們生命的

活，培養出來的感情是最好的回饋。這是孩

請避免在孩子面前進行夫妻溝通，降低孩子處

在孩子的事務上，保持對話與合作。

子對社工的「信任」以及對下次見面的「期

於目睹暴力的風險(包含言語暴力、肢體暴力)。

勿因離婚的選擇，強迫孩子選邊站。

待」。爸爸也開始願意接觸專業心理師的諮

請盡早尋求朋友、親友的幫忙：說出來，就可

勿讓孩子成為離婚談判的籌碼。

以降低壓力，讓情緒有出口。

勿剝奪另一方親子會面的權利。

101

尋求社區資源協助：各區社福中心、里長辦公室。

元整

收據寄發方式：

什麼是「合作父母」？

我可以？

我願意單次捐款

收訖時間：

「暴力」與「管教」
的不同？

身為爸爸、媽媽、照顧者，

年

JCB

捐款人資料

捐款方式

人」。

MASTER

持卡人簽名：

(例如：進房間、藉口上廁所躲在裡面。)

的謾罵聲；如果關係夠親近，請找機會「按電

論切入這個家的方法，因為我們了解掩蓋抗 層的烏雲中透進來！這，就是兒少保護服務

VISA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離開吵架的空間，保護自己，避免遭受波及。

佔數據比例最高的，然而，有一種傷害看不

任、被拒之千里；面對挫折，社工們不斷討 中，才有機會看到家中的改變。讓光，從層

更多「家」的故事

(室內)

電子郵件：

在家暴事件的服務中，「身體虐待」是

懷與支持後，在家訪時看見孩子漾起「歡迎

連絡電話：(手機)

當聽見暴力、爭吵聲、摔東西聲響、兩人以上

一次次的家訪與電話聯繫，被質疑、不被信 裡來說都是一種累積，在長久不放棄的陪伴

漫長時光中最直接的蛻變，是持續的關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下

全家FamiPort捐款教學

有安全感的內心……，這是「家暴目睹兒」 性關係中感到不安和疑惑，甚至因為對暴力的

看不見的傷口──目睹暴力的孩子

沿

信用卡持卡人生日：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子失去的笑容掩蓋著的，是害怕、驚嚇、沒 值感低落、偏差行為；在成人後，亦容易在兩

錯誤認知，成為家庭暴力的另一位施暴者或受

請

下

局，卻沒注意到未浮上檯面的隱形傷口。孩 無法排解心理壓力，容易有情緒困擾、自我價

的傷疤。

請

請沿虛線剪下

「那天，我突然發現，已經很久沒聽過 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資料庫統計，2020年親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信用卡授權書

提供孩子情緒支持：「最近還好嗎？」「老師

說說話。

那天晚上，阿哲找不到心愛的玩具， 商，對情緒調整起了非常大的幫助，因著諮

收拾，對著阿哲一陣拳打腳踢……。有高

身為老師，我可以？

當孩子失去笑聲……

暴風中的家

愛心捐款&
義賣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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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賣新品】

10年社工：
在那一哩路，用心陪伴

頂級茶品•動物心語

文/中山大同區兒少保護暨家庭服務中心

你願意多了解我一點嗎？

社工 魏君融

DEC

1 124

被你說難搞的我
大學畢業那一刻，帶著滿腔熱血與助人的懇切，踏入了我認為在社工領域中最困

其實內心也很徬徨

難的「兒保社工」。手中接住一顆又一顆受傷的心、破碎的家、帶刺的眼神……。曾

只要你願意聽我說

經，想盡辦法的燃燒社工生命，只為了服務的孩子能有一個笑容。24小時ONCALL的公
務機、送來個案資料的傳真機，曾經這些機器的聲音，連睡夢中都會不時的聽見。在

我們就能更靠近

燃燒殆盡後，有些家庭似乎仍舊沒有改變？精疲力盡後，那些孩子是否有一些不同？

請你～

「兒虐」是什麼呢？

1 盒 700 元
2 盒 1400 元
3 盒 2000 元
滿千

陪我一起走過動物的青春風暴～

但，我呢？忙碌在一個又一個家的困境中，卻把自己的身體跟生活弄得一團糟，

兒虐並不只是管教失當造成孩子身體的傷害，在勵友的服務經驗中，每個需要

連服務的家庭都反過來關心社工的狀況……；然而，這也是一種連結吧？一種全力付

協助的家庭都存在著不同的挑戰和困難，很多孩子身上並沒有傷口，卻長期被疏忽

出關懷後，有所回應的溫暖連結。終於，我學會停下腳步思考：助人工作的價值究竟

照顧、目睹家暴、精神虐待，甚至遺棄……，導致嚴重的身心創傷，這樣的情況，

商品特色

是甚麼？什麼才是助人工作？

也是兒虐。

‧封面由好young少年創作&手繪

‧茶包：舞鶴紅茶覓蜜 + 高山烏龍

‧數量：1盒30包入，5款封面

‧淨收入全數使用於勵友兒少服務

免運

不論各種受暴處境的家庭，都需要被幫助。「社工」的角色不只是幫助孩子，也
在我手上的資料，一份份的都是他人的故事，在這些被詳細記下關係與生活瑣事

幫助一整個「家」。

的故事中，有懊悔的、遺憾的、痛苦的、令人不舒服的……。而我不是能改變故事的
作者，也無法帶著主角逃離。曾經當我是「一般人」的時候，看見這些故事會憤怒、

品牌故事

童心同行 一同長大

會謾罵；曾經當我是「新手社工」的時候，看見這些故事會把自己當成英雄……

G cafe’勵友的小餐館

勵友官網捐款

讓我們看見上帝的恩典

邀請您，關懷受創兒少
而現在，當我看到這些故事的時候，我知道我需要做的事情是：成為一個「客串

學會求助，慢慢拆解纏繞的困境，纏裹彼此受傷的心，儲備力量，繼續完成未來的家
庭故事。

單
筆
捐
款

一把，透過社工專業，靠近他們的心，陪著他們走一哩路！讓他們能有機會喘口氣、

也蘊藏許多兒少的故事

滿1500元，贈「濾掛咖啡」1盒

定
期
定
額

角色」，陪著這一家，一起走過著些風風雨雨！在他們快要倒下的時候，使用資源扶

每月捐款500元*12期起，贈「濾掛咖啡」2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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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cafe’

更多社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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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品，全程手栽親烘，讓人嚐出回韻芬芳

請

請

沿

沿

虛

虛

線

線

線上訂購

喝一杯療癒人心的，故事

剪

剪

下

下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咖啡，堅持手工挑豆，讓你喝出香醇風味

LINE PAY捐款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使用LINE PAY捐款，若需收據，
請主動來訊勵友官方LINE。

贊助單位

oem

請讓我們陪你，
將家的碎片，一片片拾起，
用愛拼湊，心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