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模樣

社工之路，最重要的事

我以為的？可能未察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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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孩子。已經是高中生的她，卻常會在與

社工 意涵

社工 曉萍

社工談話時，發出猶如一歲兒童牙牙學語的
聲音。當時的我並不理解這個行為背後可能

成為正向的力量

Good Friend Coffee 濾掛咖啡

「奶音少女」是我從事青少年服務時認

支持兒少服務 火熱接單中
勵友的「好young少年創意基地」，

「對阿，我臉上的是巴掌印。痛嗎？不

「幸福」，是一個美好、溫暖的詞語。

寫這文章時，正好當社工滿十年了，試

知道，我已經習慣了。反正在家裡，不管我

然而我們所服務的家庭，卻因著各樣的故事

圖整理自己在這段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社

蘊含的生理因素，只單以她想藉此行為來獲

是少年們學習、創作、自由揮灑的基地。

做什麼都會被罵、被打，好像從未做對過任

，與這個詞有著嚮往卻遙遠的距離。要把故

工生涯中覺得重要的事──關於「理解」。

得關注的眼光看待她。直到近期在閱讀「童

這次特邀「好young」繪畫班的兒少們，

何事。我知道媽媽一個人養大我們三個孩子

事說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工必須仔細

失職的母親？我看見了……

年創傷對兒少身體影響」的知識學習中，我

為咖啡包裝穿上獨特的色彩，邀請您：

很辛苦，但自從哥哥們開始會賺錢，剩我一

聆聽著孩子的害怕、無奈、傷心……，傾聽

「失職媽媽」是我從事兒少保護個案工

才連結起，或許當年少女的行為，跟她幼年

個『吃白米』的，我好像成了這個家的罪人

著家長的焦慮、痛苦、壓力……，再透過自

作中的一位媽媽，開始服務的前兩年，我看

被疏忽照顧而對大腦帶來的一些改變有關。

，有什麼氣都更加倍的往我身上出……。我

己的專業知能及輔導技巧，陪伴他們經歷一

見這位沉迷簽賭的媽媽，多次以無力負擔房

不禁覺得，如果當時的我有這些知識，或許

到底做錯了什麼？不然，為什麼每當我在學

段漫長的「翻轉時刻」，才能真真切切的迎

租而要安置女兒或要求申請補助。更在精神

可以透過更有效的方式來協助她了。

校受傷，媽媽從來不會安慰我，總是說我活

接那樸實無華的幸福。我喜歡專注地聽他們

疾病的影響下，常以情緒來壓迫、控制女兒

該？」15歲的小薇，睜著大大的眼睛問我。

娓娓道出自己的故事，也很幸運地可以陪伴

，並將生活中的各樣不順遂，究責在女兒身

他們經歷迎接真實幸福的過程。

上……。

閱讀，兒少手繪的彩色世界；
聆聽，孩子內心的聲音，
給予最美個祝福。

與這個媽媽交手的過程，我也幾次被她

」的歷程，社工們以學校及機構的專業養成

的反覆無常弄得一肚子火。直到某次的會談

為基底，輔以自己的生命經驗，陪伴著我們

中，和媽媽談到她的成長過程，才逐漸拼湊

從這兩個經驗中，我發現「理解」關乎

的服務對象，成為他們心中正向的力量。我

出，在她長大的歲月裡，她的母親從未好好

意願也關乎能力。有一顆開放、願意靠近的

總告訴自己「撒種在你，但收割可以不在你

養育過她，甚至帶她出入不良場所、要求她

心還不夠，也需要具備相關的專業能力，更

」，我相信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如同在

做壞事等。然而，在她成為一位媽媽後，即

需要時間！理解那位媽媽，我走了兩年；理

服務對象心中撒下種子，但收割的可以是其

便她的環境再艱困，她也從未讓自己的女兒

解那位少女，則是當我有這樣的看見時，我

訂購咖啡 - 匯款資訊

「我每天睡前要完成所有的家事、爸媽

他機構的社工、可以是他的家人，有各種的

餓著。她的言談中，也常有對女兒的牽掛和

們早已結束專業關係多年。甚至，亦或是這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勸募

額外要求的評量，和學校的作業。如果達不

可能，不管經歷多久的時間，我們總能等到

歉疚。

些理解，其實也都還只是這個個體的一小部

帳號：158-018-0006710-7 (代碼807，永豐銀行)

到標準，就會是一頓揍，或被瘋狂的唸兩個

他們看見陽光的那一天。謝謝每一個曾經出

我開始理解，這位媽媽受限在過往的成

分而已。然而，唯有透過理解，在助人工作

訂購專線：(02)2594-2492

小時以上。我知道媽媽是擔心我如果沒有好

現在我工作歷程中的家庭，願意讓我走進他

長經驗，以及精神疾病的影響中，其實，她

中，才不會陷入自以為地判斷他人，或隨意

（轉帳後，請來電告知：

好念書，未來會和她一樣辛苦。但我真的不

們的生命！我堅信地告訴他們：「相信自己

真的盡力了。雖然在一般標準下來看待，她

地以自己有限的方式去詮釋他人的生命。

知道，到底要怎麼做，才能達到他們的標準

，你可以活出和別人不一樣的生命。」

是一位失職的母親，然而從她的生命脈絡裡
來看她，她已經付出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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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一杯有故事的咖啡；

「社會工作」是一個以「生命影響生命

？你問我為什麼不反抗？會不會害怕？我很

OCT

理解，讓我願意再更靠近一點

【商品詳情】
‧一盒1 0 包 ，印有 1 0 款 不同的兒少手繪！
‧內含 2 種 咖啡師精選風味。
‧當週烘焙，人工 2 次 挑豆。
‧咖啡淨收入全數使用於受創兒少服務。

【勵友中心官網「義賣專區」將全新上架，敬請期待！】

多靠近一點另一個獨特的個體，也才會懂得
欣賞他／她生命裡的韌性，心疼他／她的艱

國中7年級的小玲，語氣裡是滿滿的無奈。

難。

線上訂購單

「姓名、電話、收據抬頭、咖啡寄送地址，以便為您寄送。謝謝您！）

每多一些的理解，才使得我們有機會再

害怕阿，但除了接受，我還能怎樣？」剛上

搶鮮價
350元 /一盒
優惠價
1000元 /三盒

贊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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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友官方LINE

修復的路
有點長，
但別擔心，
我會陪著你。

戰爭下，被撕裂的犧牲者
文/中山大同區兒少保護暨家庭服務中心

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

陪著小易去醫院、諮商，傾聽他說著壓抑好

那天小易說出自己只想要一

信用卡資料

深好深的傷口，幫助他找尋情緒的出口，盡

句道歉時的表情，更不會忘

信用卡持卡人姓名：

力阻止他想報復的行為。一直到18歲，小易

記願意說出道歉的爸爸。這

信用卡持卡人生日：

那天，小易走在回家路上，看到爸爸突

找到了救生員的工作，才開始自食其力的生

對父子也許沒有辦法再回到

然生氣的朝他衝過來，沒來由的教訓了他一

活。然而，小易還是常常夢見自己小時候，

很親密的關係，但我知道對

頓，回家後甚至動手揍他；那晚，小易趁機

被爸爸綁起來打的樣子，這是他揮之不去的

小易來說，他的心可以不再

逃了出來……

夢魘。

只有憤怒與報復；他已從這

持卡銀行 :

等了很多年的三個字

一段漫長的修復之路中找到

信用卡卡號：

勇氣與力量，好好地走接下

信用卡卡別：

來的人生。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文/兒少保護暨家庭服務中心

爸爸帶著小玉到「醫院」和「警察局」，

社工 魏君融

社工 許雅閔

大家圍著小玉問好多問題，

為什麼只能選一個？

「妳最愛誰？」變成小玉最為難的問題，

爸爸越來越常問小玉：

小玉原本是個愛笑的孩子，在她眼中，

當她回答：「最愛爸爸媽媽。」

「是不是只想跟爸爸在一起？」

爸爸像大樹一樣，很強壯、很安全；

媽媽會一直哭；

媽媽總是帶著笑容，淺淺的，很溫暖。

爸爸會很生氣的說只能選一個！

小玉沉默了。
她開始不再向任何人表達訊息，

每當小玉說：「最愛爸爸和媽媽！」

請沿虛線剪下

身為社工的我，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在

道歉

直到某一天，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信用卡授權書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手機)
(室內)

小玉怕讓爸爸媽媽不開心，

小小的內心被大人的爭吵、質問，

所以誰問她，她就回答愛誰……

一點一滴的撕裂，

爸爸好好談清楚，雖然這不是第一次，但小

但是，有一天，爸爸媽媽突然不見了，

可是每次回答時，小玉的心就很痛；

她開始用生氣、摔東西、哭鬧，

易說自己不再是孩子，如果爸爸願意給個道

持卡人簽名：

小玉被迫要住在不認識的地方，

因為小玉的世界只有爸爸媽媽。

來表達抗議。

歉，他還是可以跟他和好。聽到這句話時，

捐款人資料

雖然那裡的叔叔阿姨都對她很好，

「為什麼只能選一個呢？」

其實我有點難以置信，再三確認後，我為他

捐款收據抬頭：

們安排了時間，也和小易約好，我會全程陪

收據地址：

都會得到好大、好大的擁抱。

雖然每個禮拜奶奶都會來看她，

有天，我突然接到小易的電話，說想找

For即將分開的照顧者們

然而，在親密關係中彼此撕裂的爸爸媽媽，

若無法成為完美的夫妻，

但是，小玉好害怕、好害怕。

無聲的呼救

卻沒有發現小玉在行為底下的呼救，

可以努力成為「合作的父母」！

「爸爸媽媽不要我了嗎？」

有天，「社工阿姨」來找小玉，

和無聲的吶喊……

孩子不是婚姻關係中的籌碼或財產；

漸漸的，小玉不愛笑了……

小玉很害怕，

終於，媽媽出現了，把小玉帶回「家」，
可是，小玉發現這個家已經不一樣了；

害怕又要去不認識的叔叔阿姨家住，

兩敗俱傷的戰爭中，

所以無論社工阿姨說甚麼，

孩子的世界被硬生生的撕裂成兩半，

小玉都不回應。

這個家，只有爸爸，或媽媽。
在這樣常見的案件中，

被撕裂的犧牲者！

知道的事情，爸爸對過去的行為做了很多解

我好想找人揍他，你懂嗎？
社工介入後，才知道小易一直過著「被

孩子並非是最直接的受暴者，
然而，看不見傷痕的傷害
才是最難恢復的傷口。

•陪伴孩子理解，父母的分開不是他們造成的。
•在孩子的事務上，保持對話與合作。
•勿因離婚的選擇，強迫孩子選邊站。
•勿讓孩子成為離婚談判的籌碼。
•勿剝奪另一方親子會面的權利。

年

JCB
月
（請與信用卡同）

電子郵件：

爸爸緊張地來到了中心等待小易的出現
，兩人相坐無言；我打破沉默請小易提出想

【合作父母】？

MASTER

伴著他。

勿讓孩子成為親密關係戰爭下，

成為戰爭中的被迫犧牲者……

VISA

兒少保社工角色

釋，也坦承自己確實用了不好的教育方式，
而小易面無表情地接續著自己的疑問，而後

•資源連結的幫助者

捐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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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至

年

打罵」的生活，很多想做的事、喜歡的運動

，他勇敢地說出：「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漫長修復之路的陪伴者

，都因為爸爸過度的情緒反應，讓他不敢再

因為你們我要被迫長大，承擔很多事情，你

•關係重建的橋樑與溝通者

其他捐款方式

碰。在這樣的生活壓力中，小易患上了輕度

們還是把我當小孩在騙。」爸爸聽到後沉默

•助受創兒少重拾前進勇氣

憂鬱症。每一晚，他都在惡夢中醒來，而後

不語，小易說道：「只要說一句對不起，很

又被困在幻聽、幻覺中入睡……。還記得，

難嗎？」過了許久，爸爸終於說出了小易等

他曾渾身顫抖的對我說：「我好想找人去揍

了很多年的那一句「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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