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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

「他不是故意傷害我，只是失控了。」
當暴力「偽裝」了，你能知道自己受傷了嗎？

「我在想他／她對我施暴的原因？」許多的被害人在暴力發生的當下，知道事情開始不對勁了，
但一開始總會先懷疑是不是自己不好？更多時候是施暴者會透過製造失衡的生活習慣、

與錯誤觀念，讓被害人懷疑自己，同時施暴者也更加相信自己的控制和施暴是「情有可原」。

勵馨基金會
全臺物資分享中心
物資募集中

懂生活
好時尚

勵馨本著基督精神，以追求公義與愛的決心和勇氣，預防
及消弭性侵害、性剥削及家庭暴力對婦女與兒少的傷害，
並致力於社會改造，創造對婦女及兒少的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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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他／她對我施暴的原

知道事情開始不對勁了，但一開始總會
先懷疑是不是自己不好？更多時候是施
暴者會透過製造失衡的生活習慣、與錯
誤觀念，讓被害人懷疑自己，同時施暴
者也更加相信自己的控制和施暴是「情
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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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

一、非同居關係的親密暴力須受重視
親密關係暴力的樣態，除了肢體暴力外，

看見親密關係暴力的多元樣態
停止譴責被害人

言語暴力也是常見的樣態，相對人會透過言語
威脅讓被害人心生畏懼、害怕被報復；也可能

透過辱罵的方式貶低被害人的自尊，讓其喪失
信心。

親密關係暴力並不限於「同居的配偶或伴

侶」，「非同居的伴侶」也有親密關係暴力的
議題。勵馨基金會於 2020 年服務「未同居親

密關係暴力被害人」的案量為 253 件，約占親
密關係服務總量的 10%。在暴力樣態上，「非

同居伴侶」由於沒有一起住，暴力的型態以「言
近期因為社會知名人士的親密關係暴力事

件，讓此議題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在勵

馨的實務經驗裡，關於親密關係暴力以下三點
的看見：

語威脅」和「跟蹤騷擾」較為常見，面對關係

中的難題，被害人和相對人同時都需要社工和

因此，勵馨呼籲行政機關訂定專法，將「業

者下架影像之責」、「禁制令」等事項一併納
入規範，徹底處理性私密影像的問題，讓親密
關係暴力的被害人獲得最需要的幫助。

三、被害人承受的質疑
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往往處於複雜的困境

中，難以決定是否要求助，更容易被質疑：「為
什麼不離開？」、「為什麼不求助？」

勵馨在實務中看到被害人未能離開施暴方

的種種因素，例如：身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
經濟上只能依賴相對人，如果離開對方，將馬
上失去經濟上的支援，難以度過之後的生活。

而求助的困難在於，許多被害人會自責未

諮商方面的協助。

能好好保護好自己，因而感到羞恥，也導致他

二、犯罪的數位進化

另一方面可能，被害人也擔心事件曝光，會遭

隨著科技的發展，勵馨注意到「數位樣態」

的親密關係暴力也增多，例如相對人持有被害
人的性私密影像，以此威脅「不能分手」或「配

合性行為」等等，否則將把性私密影像傳給親
友。也有相對人直接將被害人的性私密影像上
傳到網路平台或者是傳給被害人的親友，使他
感到羞恥，甚至遭到網路上的騷擾。

雖然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可以透過《家庭

暴力防治法》聲請保護令，也可以依法獲得被

們不敢向外人告知親密暴力事件，更遑論求助；
受羞辱及不友善的眼光，因而不敢求助。更有

些人不確定求助之後，是不是真的可以脫離受
暴處境，因此只能選擇待在原地。

如果我們繼續檢討、質疑被害人，只會讓

他們繼續待在親密暴力的困境之中。勵馨呼籲
翻轉檢討被害人的現象，共同營造一個同理、

友善、支持的環境，用行動來支持他們，被害
人才有機會說出困境進而求助。

害人服務，但親密關係暴力中的「數位樣態」
仍是當前一大難題。

事件當下，被害人最迫切的需求的是「阻

止影像繼續被散布」。但現行法律中，《兒少
性剝削防制條例》僅針對未成年被害人影像課

予業者的下架責任，成年被害人則沒有類似的
規定，無法透過法律促使業者下架影像，也沒

有強制相對人刪除影像的「禁制令」。但目前

法務部提出的草案也只有增修刑法條文，未針
圖片來源／王婉諭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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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二點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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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不是故意
傷害我，只是失控了。」
當暴力「偽裝」了，
你能知道自己受傷了嗎？

口述／洪雅莉•公民對話處處長
李玉華•社工諮商處處長
資料整理／郭育吟•倡議組組長
鍾予晴•倡議組專員
鄭卉君、謝培君•社工諮商處專員
編撰／許馨月•媒體組組長

「我不知道他／她為什麼這麼做？」、「他

是冷漠忽視，不僅難以立刻察覺，對於受害者

施暴的原因？」許多的被害人在暴力發生的當

況、人際關係與工作表現都會帶來長遠的負面

／她有對我施暴嗎？」、「我在想他／她對我

下，知道事情開始不對勁了，但一開始總會先
懷疑是不是自己不好？表現的不夠？

更多時候是施暴者會透過製造失衡的生活

習慣、與錯誤觀念，像是嘗試用自己的想法取
代對方的想法，認為自己有權力控制伴侶「去
哪裡？和誰見面？怎麼穿著？幾點回家？」

施暴的伴侶與家人往往會想要否認對方的

經驗，讓被害人懷疑自己，甚至告訴被害人：
「是你導致我的行為和失控，你至少有一點錯

和責任。」而一旦被害人的認同被侵犯，就會
開始為自己受暴找原因、歸咎自己的錯；一體
兩面的是，施暴者同時更加相信自己控制、對

親密的他或她，會對我施暴嗎？
當親密關係暴力型態已經不同，甚至會隱

藏、透過文明與科技偽裝，我們如何察覺暴力
即將或已經發生？

「無論家庭與親密關係暴力的樣貌怎麼改

變，最核心就是會讓人心生莫大的不安與恐懼

感，且時常會出現監視、控制受害者等行為。」
李玉華說。

「他是刀劍的愛好者，家裡放了很多他珍

愛的收藏品。」宜婷（化名）是勵馨基金會受
暴婦女庇護安置家園的服務對象，她告訴我們

你沒有錯，只是暴力「偽裝」了

每天都會在家裡磨刀。」沒有高張的情緒與暴

也迅速的在轉變中。

根據衛福部 11 月 30 日公布我國第二次

臺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調查報告，調查顯
示，每 5 名婦女就有 1 人曾經遭受親密伴侶
的暴力。而在各種暴力型態中，以精神暴力

盛行率 16.76% 最高，其次依序是肢體暴力占
7.97%、經濟暴力 7.2%，跟蹤騷擾 4.8%。

低頭翻看著數據資料，社工諮商處處長李

玉華認為精神暴力的比例可能被低估，「在我

們的服務過程中發現，所有親密關係暴力都一
定含有精神暴力，不可能出手打人、肢體侵犯

卻沒有情緒的虐待。」話說的篤定，他認為暴
力不會只有一種樣態，而是複合式的，像是言
語貶抑、羞辱、恐嚇威脅、經濟控制，甚至是

性暴力等。李玉華說明：「家庭暴力防治做了
20 多年，大家都知道『動手打人是不對的』，

也懂得避免留下可以驗傷的證據，所以逐漸用

『看不見的方式』施暴，」像是情緒失控，或

勵馨會訊

影響。

伴侶施暴是「情有可原」。

隨著社會文化變遷與科技發展，暴力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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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害也是慢慢累積，長期對於其身心精神狀

之前與丈夫生活相處的情形：「他退休之後，
力行為，但這句話裡載著滿滿的恐懼與不安，

「他也沒有對我不好，每天都會幫我準備中午
的便當……，」當下沒說完的是：也只允許她

吃他準備的便當；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宜婷對
於丈夫的行為舉止越來越害怕。

當理性認為對方沒有做直接的傷害或攻擊

行為，這時候回到自己、傾聽內心的聲音，就
比任何外在環境、他人的建議，甚至有沒有實
質證據都還來的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的相處，你因為行為、言語和
態度，害怕他／她嗎？」

「因為對方的不尊重與貶損，瞧不起自己？」
「他／她曾控制你，或剝奪你的行動自由？」
「他／她朝你丟東西，打中或差點打中你。」
「他／她曾經威脅要傷害你嗎？」
如果有任何一個答案是肯定的，很有可能

就是在暴力的關係當中。

主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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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感覺自己可能受暴了，如何面對？

勵馨倡議《家暴法》更名 擴大準用對象範圍
將《家庭暴力防治法》更名為「親密暴力與家庭暴力防治法」，減少民眾誤解。

評估在安全的處境下，

正視自己的感受，

試著與另一半討論，

不要懷疑自己。

未同居親密關係也準用第三章「刑事程序」
呼籲警政、司法機關檢視第三章「刑事程序」是否發揮該有的成效

可以如何調整彼此互動的方式。

試著找到一個

願每一個受傷的你
不再忍耐暴力 也不用再說對不起

說出面對的處境，

即使我是立委，當下我也做不了什麼事情。」

害人身邊的支持足夠強大，不要再讓他們因為

件的公開發言。除了感受到她的無助，還有數

不起』。」

「剛開始有暴力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安全信任的親友，
一定要讓身邊的人

勇敢尋求專業協助，

知道自己的狀況，

撥打 113 專線、

多一份保護。

或尋求勵馨基金會等單位協助。

這是立法委員高嘉瑜在受暴之後，第一次對事

不清的「對不起」與自我責備：「不夠勇敢」、
「選擇逃避、第一時間沒有求救」、「不夠聰
明」、「識人不清」。

誰是《家庭暴力防治法》保護的對象？
《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認定的家庭成員，

整場記者會中，她除了承受回想受暴經驗

聯合國將家庭虐待的定義，擴展到「家庭

其中包含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

暴力」（Dometic Violence）和「親密關係暴

是直系血親、直系姻親等親屬；而未同居的伴

庭虐待／暴力的概念適用於任何模式的家庭與

的伴侶、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現在是或曾
侶並沒有被定義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 條
裡受保護的對象中。

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並將家

暴力是發生在前任伴侶、配偶或是多元親密關

要防範對象，而「未同居親密關係暴力」仍被

親密關係伴侶修法到 63 條之 1。然而問題就

在於非同居的伴侶並不準用於整個家暴法，尤
其是第三章的刑事程序都不在適用範圍內，」
勵馨基金會公民對話處處長洪雅莉解釋，「因

為施暴現行犯若是未同居親密關係伴侶，就不

準用第 29 條，也就是說即使檢察官或警察認

為嫌疑人犯了家庭暴力罪，有繼續侵害伴侶生
命、身體自由的疑慮，還是需要拘票才能緊急

歉與羞愧感，甚至開始歸咎自己遭受暴力的原
因，我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捨不得。

洪雅莉表情嚴肅，字句卻斟酌地溫柔。勵

馨基金會深深的祈願，每一位不幸受暴的被害
人，不用再說「對不起」！受暴不是你們的
錯，你們對人的善良信任，是值得敬佩的人生
信念，絕對不是受暴的原因。也希望每一個有

機會接觸到被害人，都能從我們的言語行動做
起，真正接住被害人脆弱創傷的需要。

然而，臺灣《家庭暴力防治法》雖然將「未

同居親密關係暴力」適用於部分條文，但還是

係型態等，於是在 2016 年更修法把未同居的

應媒體提問的各種質疑外，對於她懷抱這份抱

受暴而懷疑自己；不要再讓他們輕易地說出『對

親密關係，包括交往未同居。

「原先立法時，適用對象的確是限縮在家

庭關係：夫妻、親子等，但慢慢發現，有很多

的痛苦，一字字說明事件的過程，同時還要回

「多麼希望有一天，這個社會的氛圍與被

以「家庭成員」和「同居伴侶」間的暴力為主

視為一種特殊狀況。但根據勵馨基金會部分縣
市服務案件統計，非同居的親密關係暴力已占
親密暴力總案量的一成。

當傳統社會對家庭與親密關係的想像與身

分認定限制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準用範圍，
不僅造成法律漏洞，似乎也偏廢了 23 年前「防

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的權益」的立法
精神。

拘提；這時候被害人很難被保護、避免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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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撰文／趙守予、許馨月、謝菁威、蕭淳方
攝影／賴小路

全臺勵馨服務紀實（上）
最初，只因為「我們太需要照片了！」這

一個簡單的理由，勵馨基金會媒體組決定去到
全臺的服務據點，邀請人文攝影師賴小路，跟
著我們展開橫跨三個多月的攝影馬拉松。

於是我們看見懷著夢想、揹著巨債來到臺

灣，卻被不當對待的移工姊妹；原本沒有自信

重回就業市場，經過在勵馨準備性職場的實
習，現在已經穩定在職場工作的婦女；社工師

分享出養媽媽和寶寶的故事時，才聽到第三句
就已掉淚的收養媽媽；還有許許多多彷彿擁有

八隻手的社工們，從刷油漆、修水管，到寫個
案報告、在繁雜的條件中找到服務對象能符合
的資源。

期待能藉著凝結成影像的每一個瞬間，將

勵馨的服務如實被呈現出來，也成為更多人理
解不同生命樣態的窗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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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滿分是十分，我覺得自己現在的狀態是六分；
而這個六分，是我從出生至今的最高分。」

莉莉在接受服務以前，是全職的家庭主

婦。因為沒有謀生能力，家中經濟完全由先生

後天的相遇，
用愛緊繫

( 化名 ) 進行生命歷程的探討時，莉莉說：「如

臺中分事務所
──

或許語言不通，
但情感相通

移住者服務中心
──

社工與一位脫離婚姻暴力的服務對象莉莉

話鋒一轉聊到姐姐的學校生活，「隔壁班

有個男生下課的時候很常經過我們班，也會一

該要為自己的情緒負責任。」社工的一段話，

直看我。」淡淡的粉色空氣從她笑容蔓延開來，

改變了莉莉心中「自己沒有力量，需要依靠別

「那你有跟他說話嗎？」生輔員阿姨也笑著問

人才能生存」的認知，以及對於命運的憤恨不

她，「有時候看到他在看我，我就對他比個

平與無助感。在社工的幫助下，莉莉取得了保

YA ！」沒有強力的質問、也沒有故作開明的打

護令，讓丈夫無法再對她進行肢體暴力；同時

趣，只是輕輕接住珍貴的少女心事，姐姐也不

也透過諮商資源及就業輔導，開始培養就業意

需要隱藏自己的想法，很自然地分享著怎麼回

願和動力，一步一步用行動實踐生命的轉變。

應這件有點好玩、又有點開心的趣事。
原來一整天都十分順暢的拍攝，直到最後

中文單字搭配比手畫腳溝通，雖然有時候會雞

收出養服務方案時，出現「小卡關」──因為

同國籍的移工之間要如何溝通。

這個可愛的原因，在一個接一個排得滿滿當當

同鴨講，但感情都滿好的。」家園社工解釋不

參與拍攝的昕昕（化名）午睡還沒起床。正是
的行程中，突然有了 20 分鐘的休息時間，也

在開始拍攝記錄家園的生活之前，發生了

同時等昕昕爸爸從公司趕回家一起拍攝。

一件措手不及的事情：有一位印尼姊妹在採買
回來之後，心臟不太舒服，所幸社工陪她去醫

等待的過程，收出養服務社工督導林容跟

院檢查後沒有生病。在她前往醫院前，躺在客

我們分享昕昕的小故事：「昕昕爸爸很常早上

言的姊妹，確認她的感受，其中語言能力稍好

子很辛苦，早上能夠再多睡一下。」見到昕昕

廳的沙發休息，所有人圍在她身邊。講同樣語

需要的溫暖與善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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睜著大眼偷看著我們，雖然有些緊張，但仍在
爸爸媽媽的牽引下一起吹笛子、看小書，跟爸

爸媽媽坐在餐桌上彼此分享著點心，你一口、
我一口；或許因為是在自己家裡、在爸爸媽媽
的身邊，在這充滿愛的環境下，給了昕昕最大
的安全感。畫面盡是他們的日常，也謝謝昕昕

接住生活
每一件珍貴的小事

真地去體諒、去尊重，給予彼此在異國他鄉最

時，她害羞的躲在媽媽圍裙的後面，探著小頭、

林口服務中心
──
寧馨家園

也許因為都曾經歷過不同的苦難，她們認

「每個人都該為
自己的情緒負責。」

水伴隨著她們的關心。

帶著她外出散步，因為覺得媽媽一整天照顧孩

宜蘭分事務所
──

個時間內，兩個不同國籍的姊妹，各自倒來溫

生輔員則是和姊姊聊到剛來家園時，有比較大

用盡力氣撐起自己。

「你不用承接你先生的情緒，每個人都應

籍的姊妹，就蹲在旁邊拍拍她、陪著她。同一

的劇情，以及每個角色的特徵是什麼；另一位

人、換一個陌生的學校，十幾歲的國中生只能

生活及撫養三個孩子。

況給工作人員，即使現場是有翻譯的；不同國

明他正在看的遊戲實況主使用什麼角色、遊戲

住進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面對許多陌生的

還要擔心若是不順先生的意，會沒有金錢可以

一點的人，就用簡單的英文和中文轉述她的狀

邊跟生輔員阿姨聊天。弟弟在跟生輔員阿姨說

的情緒起伏。其實也能夠想像，離開熟悉的家，

掌握。除了要面對先生越發失控的肢體暴力，

「他們之間通常用一些簡單的英文單字和

跟著媽媽一起住進家園的姊弟，邊吃早餐

一家讓我們見證真正親子之愛早已無關血緣！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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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到另個世界。不同的是，眼前等著我
們並非奇幻國度，而是堆滿物資的悶熱倉庫。

幾位臺東青少女懷孕方案的社工與倡議專

員在冷氣壞掉的物資倉庫，細細整理來自四面

懂生活•好時尚

櫃的木門，彷彿走進《納尼亞傳奇》的魔衣櫥

高雄分事務所
──

從細微之處，
給予孩子安穩

新北分事務所
──

穿過愛馨會館的房務備品室，拉開像是衣

成一件事，有時候一急，常和旁人發生爭執。

「尿布 M 號快沒了喔！」是提醒也像是宣

但社工告訴他，不用急，我們都會聽你慢慢說。

告，「真的嗎？真的嗎？」緊接著是其他社工

也透過會談、遊戲治療與各種團體活動讓小鈞

的急促地追問。在臺東分事務所裡，尿布可是

學會好好表達，找到與情緒共處的方法，修復

不同方案間都炙手可熱的珍貴物資，尤其對於

他的心。

臺東青少女懷孕方案的社工來說，每一件尿布

社工邊擦眼淚邊說：「唉呦，我只是太感

是重要的「媒介」，不僅是支持青少女母親的

動了啦，想到第一次看見小鈞的樣子，到這幾

日常生活，也是建立關係的重要樞紐。

貨車載著一箱箱的物資停在高雄建國路二

庭的情況，社工為了緩解孩子的緊張與焦慮，

段的大馬路上，物資中心的工作夥伴精練的備

環境，也陪同孩子一起出庭，讓孩子帶著自己

支持在地弱勢家庭的物流，「每年流通在勵馨

500 萬。」高雄物資中心督導康辰穎話語裡充
滿信心。

近幾年經過對話與溝通，法院對於家暴或

家事案件中兒少出庭的「必要性」有更多敏感

「我們看重的是讓物品資源能循環利用，

度與評估，也越來越多法官積極展現友善作

還有分享的好處就是能跟社區互動，不管是鄰

邀請孩子坐在法官旁邊。新北分所駐法院家暴

走過一區區的展示架，有生活用品區、食材區、

為，例如詢問孩子時會離開法檯靠近孩子，或

居或是剛好路過，都可以參與。」他帶著我們

勵馨會訊

部分的機構都是發單月的食物券，但我們想給
家庭更多的選擇、使用期間也比較彈性，生活

不只有吃飯，也需要娛樂，偶爾會想打扮打扮

自己。」在二手經濟竄紅的十多年前，高雄物
資中心早就開始將一件件衣物、一項項家電送
到有需要的家庭中，不僅讓資源共享，作為準

聽孩子慢慢說
找回心的安穩

12

玩具區、家電家具區，還有服飾配件區，「大

桃園分事務所
──

全感真的很重要。」

M

號尿布

庭風暴中，身體或心裡受傷的孩子能否重建安

臺東分事務所
──

在讓孩子感受『我是被重視的』，這對身處家

珍貴的

暨家事事件服務處的社工督導曾思嘉分享道：

使用其能理解的語句，「這些細微之處其實都

的孩子。」

基金會高雄物資分享中心的物資，價值大概有

是從小抱到大的小被被，降低內心的不安。

聊起，再穿插欲詢問的內容，視孩子年齡發展

年看著他的轉變，真的覺得，他是個好棒好棒

好推車和箱簍，迎接這活絡社區循環經濟、

的「安撫物」，可能是玩具車、絨毛玩偶、或

有些法官會從生活日常及其有興趣的話題

喔，彈給你們聽。」手指輕快的在黑白鍵間跳

鈞時，他是個容易躁動的孩子，不容易專心完

快自己的動作，俐落地拆包裝、清點、歸類。

有雀躍感，眼神也明亮起來。」

小鈞在電子琴前坐下說：「我在學校有學

原來，社工剛開始服務曾經目睹家暴的小

在有點悶熱的環境下，所有人只能盡可能地加

「陪同的社工發現大多數的孩子走上法檯時會

社工分享今天在學校發生的一切。

聽著活潑的琴聲，眼眶卻慢慢紅了起來。

序來到八月底，夏天，正展現它最後的威力，

有時利用模擬法庭模型，協助孩子熟悉法庭的

一號」，邊洗手邊像兩隻小麻雀嘰嘰喳喳，和

動起來。沒想到，社工帶著笑意看著小鈞表演，

八方，從總會、其它分所調來的各種物資。時

即便再怎麼想避免，難免遇上需要孩子出

放學了，小鈞 ( 化名 ) 和弟弟回到「家屋

備性職場更讓婦女能有學習就業、經濟獨立的
機會。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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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用身體表達
那些說不出的話

目睹兒服務──
「讓我們愛在一起」兒童戲劇團體

整理／黃怡嘉．臺中分事務所倡議專員
撰文／張莉婕．臺中分事務所社工
編輯／趙守予

無痕的傷，復原得慢
目睹家庭暴力的孩子，長期暴露在爸爸媽

自我覺察，歸於當下
團體最後一天的成果發表，舞台上孩子們

媽或家人的衝突之中，大部分在大人都還來不

不但各司其職、又彼此信賴，你會很難想像在

子早已經受傷了；而孩子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是

適應問題──意見相左、競爭心態所導致的摩

及察覺，甚至不認為對孩子有什麼影響時，孩
因為什麼事，而有種種的情緒或行為，更別提
如何向大人表達。

孩子的身體為了保護自己，已經反覆地養

成不健康的調節方式，出現逃避、麻木、恐懼、
緊張、過度警覺等反應，這些因應而生的表現
對孩子來說是如此的自然，卻深深影響身心發

活動第一天時，這群孩子們曾經有過很常見的
擦──透過多項設計過的自我覺察活動，給予
孩子們時間，讓他們感受當下、感受自己，問
問自己情緒是從何而來，又該如何面對處理自
己真實的情緒，並在過程中看見自己的優勢，
同時也能欣賞彼此的美好！

團體的結束，孩子重新回歸於自己，社工

展，使他們在成長的不同階段，出現認知、情

們期待這三天的活動經驗，能夠激起他們心中

在藝術中，看見孩子長出自己的力量

己是可以有脆弱、有難過、有生氣、有委屈與

緒、行為、人際互動……等適應困難。

勵馨基金會臺中分事務所連續兩年辦理兒

童戲劇團體，今年於 8 月 20 日至 8 月 22 日舉

的漣漪，未來無論遇到什麼事情，能夠記得自
忌妒種種情緒的，並且是值得被照顧、陪伴與
關心的！

辦。期待透過兒童遊戲的本能，降低防衛機轉，
並藉由音樂、肢體伸展、繪畫等非語言式的自
由創作，讓孩子將內心的經驗以具體、象徵性
繪畫、表演等方式外化，幫助孩子理解自我衝

支持臺中勵馨目睹兒

突，處理難以言語的複雜情緒。

三天的戲劇團體，透過遊戲、音樂與戲劇，

累積孩子正向的人際互動經驗與問題解決的能

力，嘗試了解自己與他人的想法，並能在過程
中分工合作、共同腦力機盪，孩子們也就這樣
在一搭一唱的過程中，完成了劇本《小朋友冒
險隊與妖怪村的野獸們》。

劇中，孩子賦予冒險隊成員們勇氣與團

結，使他們在患難中儘管害怕，仍勇敢地團結、
一一突破困境，透過團體合作突破了野獸們

所設下的重重關卡。而劇中妖怪村的野獸們，
也有著與外表不同的反差萌，他們有著溫暖的

內心，能夠設身處地的同理「冒險隊」，並且
熱心的幫助冒險隊重建船隻，在野獸們的幫助
下，小朋友冒險隊順利搭船重新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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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慧婷．勵馨基金會臺中分事務所社工師
整理／黃怡嘉．勵馨基金會臺中分事務所倡議專員

近期活動

編輯／趙守予

從鬼滅之刃看一個人
長成的淡淡憂傷

圖片／鬼滅之刃劇照

歲末愛馨送暖小腳丫

2022 春菊馨家園 幸福過好年
很快的又來到了歲末時節！春菊馨家園安

置長期在不利成長的環境中生存的兒少，邀請
您跟我們一起讓孩子過好年，並在新的一年，

年初，火紅席捲大人小孩的動畫「鬼滅之

刃」，除了激烈戰鬥之外，背後蘊藏許多「同
理」的成分，而非單從表面的「工具性指標」

判斷非黑即白的好壞之分。劇情中每個鬼即將

離世時，都會以「回憶」的方式，說出成為鬼
的歷程，每一段都有個令人心疼的故事。

蜘蛛山的「累」雖然是個孩子，卻是實力

強大的鬼。累為了滿足自己身為人時未得到父
母認同與接納而懷有怨念，便用自身強大的能

力組成一個家族，並控制著「偽家人」，達到
自己想要家人間羈絆的扭曲情感。

劇中的主角炭治郎與累激烈戰鬥時，靠著

超凡的嗅覺能力，聞出累與偽家人之間的羈絆
是恐懼與約束，指出累的恐怖控制無法得到真
正情感的羈絆，過程中累也被回憶喚醒了自己
的遺憾。

與鬼相對的另一組人馬「鬼殺隊」，其中

有一個孩子名叫「香奈乎」，自小遭受家庭虐

待，即便被拯救後，靠著訓練成為了優秀的鬼
殺隊隊員，但自小受虐的經歷，已讓香奈乎習
慣不要有感覺、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同為孩子的累及香奈乎，他們在孩童時

期，都經歷了「不安全」、「被拋棄」的生存

議題。在他們無望中所遇到的「重要他人」，
決定了他們後來的人生。

一般大眾特別容易注意那些外顯行為不符

合社會規範的孩子，像累就是一種代表，但若

單停留在糾正錯誤的行為，只會讓對立更為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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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從累的執著來看，保有權力才能保有自己

幫助勵馨持續扶持生命處於脆弱處境的兒少及

能從自己扭曲的執著得到解脫。

受傷和新生的生命，同時培力少女們獨立自

想要的部分，直到與自己的遺憾和解了，累才

然而，像香奈乎這樣的孩子，往往容易被

忽略她身上的議題。她揮別不幸的過去，靠著

努力成為一名優秀的鬼殺隊隊員，卻持續著過
往賴以生存的法則：與自己的感覺保持距離。

直到遇到關心他自己感受的炭治郎，才讓她開
始意識到原來自己可以有選擇、有感受。

勵馨服務的目睹兒受家庭暴力的影響，也

大致分成這兩大類：外顯的行為與內隱的情緒，
但無論是哪一類的孩子都需要被關懷與修復。

在目睹服務中，我們試著接住這些孩童時期的
「累」和「香奈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
們一樣，運用「同理」的眼光穿透孩子們的負

向行為，並「嗅出」孩子背後的需要，一起來
成為創傷兒少的重要他人。

寶寶。春菊馨家園連結各方資源，接住一個個

主，迎向屬於自己的嶄新人生。單筆捐款 3,000
元，即贈鍋寶超真空保溫杯乙個。

2022 春菊馨家園 幸福過好年

感謝老協珍「疫」起守護小腳ㄚ
八十年老店老協珍在疫情時期，不忘回饋

社會，捐贈百盒老協珍人蔘精禮盒，並協助辦
理「用愛陪你一起長大」募款活動，募得公益

善款新台幣 934,686 元。勵馨副執行長王怡雯

表示：「因為疫情讓小腳丫等家的時間更漫長，
期間的保母托育費、醫療健保費及奶粉尿布等
種種開銷，仍需各界關懷與支持。感謝有老協

珍一起守護等待收養家庭的小腳ㄚ，讓勵馨在
疫情期間仍能夠提供完善的服務。」

蓬萊扶輪社捐 10 萬助勵馨小腳丫找家
臺北蓬萊扶輪社關注母親與兒童的健康

及相關需求，看見勵馨基金會長期為無法留

在原生家庭長大的孩子找家，因此號召扶輪
社 3482 地區團隊第一分區，一起捐出善款。

11 月 18 日蓬萊扶輪社的聯合例會暨「助養小
腳丫活動」捐贈儀式，特別邀請勵馨參與。勵
馨董事長林靜文在會中致詞：「感謝蓬萊扶輪

社李文英社長的支持還有牽線，讓整個扶輪社
3482 地區團隊第一分區來認識和關心勵馨的
服務。」

近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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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責信

近期活動
桃園勵馨 10 月慶賀臺灣女孩日

劃撥單

間接服務

  勵馨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在地耕耘性別平

等，透過陰道獨白戲劇、培力營隊、電影欣賞

社區服務

等多元形式，讓參與的青少年提升性別意識、

我們堅持為培力女孩而努力。2021 年臺灣女

少年服務

線上活動，從實體到雲端，是桃園分事務所為

婦女服務

間接服務

諮商輔導

尊重彼此、理解差異。全球受疫情影響的此刻，

能。董事長曾珍親自帶領公司同仁以行動表達

支持，除捐贈物資之外，亦捐贈善款。勵馨基
金會副執行長王怡雯表示：「感謝凌航科技從

資訊的角度關懷勵馨，滿足資訊零件設備的隱

性需求。」曾珍表示：「『在地關懷、永續經營』
是我們的精神，期望盡一己之力，讓整個社會
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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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966

42,719,217 11.03%

NT$

NT$

NT$

16,229,639 4.19%

344,488,563 88.97%

結餘

間接服務

91,673,703 23.68%

11,746,695 3.03%
NT$

比例（％）

132,089,469 34.12%
NT$

NT$

110010102

予勵馨基金會，為勵馨升級配備、增強電腦效

新台幣／元
勵馨基金會財務處

  凌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贈硬碟與記憶體

2021 年度 1 至 10 月收支報告

凌航科技捐贈資訊產品 支持勵馨服務

單位
資料提供

治療室，協助釋放出孩子內心的壓力與恐懼。

（總計）

室之修繕，讓勵馨得以建置安全、溫暖的遊戲

社區服務

懼。Curves 會員另捐款支持勵馨家園遊戲治療

諮商輔導

燃眉之急，降低家園與服務的婦幼對疫情的恐

直接服務

助許多口罩、酒精、抗菌濕紙巾等，大大緩解

NT$

相當缺乏，幸好全國 154 間 Curves 店舖，捐

婦女服務

做公益，不料遇到疫情最嚴峻之際，防疫物資

少年服務

屆女人幫女人」活動，號召來運動的會員一起

年度募款目標 NT$642,000,000
離年度募款目標尚欠金額 NT$254,528,254
收入 NT$387,471,746
支出 NT$387,207,780

鐘環狀運動，與勵馨基金會攜手舉辦「第 12

92,749,057 23.95%

   今 年 愛 馨 企 業 Curves 可 爾 姿 女 性 30 分

安置

金額

Curves 防疫物資 減緩弱勢婦幼焦慮

桃園女孩日 GATHER 空間

服務項目

讓臺灣的女孩綻放自信、開創精彩人生！

安置（台灣本島 12 處庇護家園） NT$

女孩所做的堅持，我們相信積極投資女孩，能

直接服務

孩日以「運動女孩 ‧ 活力女聲」為主題規劃

公益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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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總會

關懷專線 02‒8911‒8595
劃撥帳號 1217497‒8
服務信箱 master@goh.org.tw

各區連絡資訊

「受暴婦幼生活重建多陪一里路」捐款授權書
收據抬頭

※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二款之規定，本人
生日

年

⃞同意

月

⃞不同意
日

【111070102】

以真實姓名公開徵信
傳真

電話

勾選「不同意」您可自行命名，或本會以「愛馨人」名稱為您徵信。
⃞匿名徵信
（請您命名） ⃞我要以「愛馨人」名稱徵信
宅

地址

電子信箱

捐 ⃞E化
款
收
據
⃞紙本

捐款金額

信用卡捐款

公

⃞⃞⃞ ‒ ⃞⃞

手機

⃞年度寄送 ⃞按次寄送
⃞不寄 ( 營利事業與機關團體之捐贈，請於 2 月底前將免扣繳憑單寄至本會 )
⃞單次捐款 ⃞ 2,000 元 ⃞ 1,000 元 ⃞ 500 元 ⃞其他：單次捐款
⃞每月定期捐款 ⃞ 1,000 元 ⃞ 500 元 ⃞ 200 元 ⃞其他：定期捐款

元

元

信用卡卡號 ⃞⃞⃞⃞ ‒ ⃞⃞⃞⃞ ‒ ⃞⃞⃞⃞ ‒ ⃞⃞⃞⃞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名
（同信用卡背面簽名）
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發卡銀行
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聯合信用卡
⃞ 奇士美護手霜 35g ＋
HeavyRotation 眉彩膠筆

捐
款
感
謝
禮

贈品地址
其他
相關資料

贈送【勵馨紅包袋】乙包（3 個）

⃞同收據寄送地址

※ 單次捐款滿 1,000 元（含）以上，

或定期捐款 100 元持續達一年（含）
以上，【奇士美護手霜 35g】乙罐

⃞
謝
謝
，
我
不
需
要

※ 單次捐款滿 2,000 元（含）以上，

或定期捐款 200 元持續達一年（含）
以上，【奇士美護手霜 35g+

HeavyRotation 眉彩膠筆】乙組

※ 贈品款式隨機出貨，數量有限，送完為止。並將於扣款成功後，次月月底寄出。

⃞另寄至：⃞⃞⃞ ‒ ⃞⃞

⃞願意提供櫃檯放置【愛馨零錢箱】，請和我聯絡。我知道勵馨基金會，訊息是來自：⃞親友介紹 ⃞勵馨活動 ⃞勵馨網站 ⃞勵馨電子報
⃞勵馨出版品（含會訊、年報）⃞媒體報導（⃞報紙 ⃞雜誌 ⃞網路⃞廣播 ⃞電視）⃞其他

填妥表格後，請傳真至（02）2918-8377 或 郵寄至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樓
捐款專線（02）8911-5561

勵馨基金會向您蒐集之上開資料，您同意本會於服務地區內，提供合於章程之目的、公益勸募條例需要之客戶管理、募款等相關服務，
您可依個資法第 3 條主張查詢、刪除等所有權利。凡捐助本會均享有免費雜誌、電子報、活動訊息通知以及客製化服務，
您亦可以電話、電子郵件或掃描右側 LINE@ QR 碼向本會取消或恢復此服務。 110 年 11 月版
衛部救字第 1091364517 號

林口服務中心
關懷專線 02‒2608‒1485

彰化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836‒7585
劃撥帳號 5028‒6231

屏東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8‒733‒0955
劃撥帳號 5021‒9095

新竹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668‒8485
劃撥帳號 5034‒8758

若您已申請 E 化報稅無需重複申請紙本收據，若有特別需求請單選。

※ 單次捐款滿 500 元（含）以上，

台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6‒358‒2995
劃撥帳號 5021‒9132

桃園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422‒6558
劃撥帳號 5021‒9117

⃞同持卡人或開戶者身分證字號
⃞身份證字號 □□□□□□□□□□（首次申請必填）
⃞收據抬頭另開
身分證字號 / 統一編號

※ 異動資料、調整金額，敬請來電告知。於信用卡有效期限內，每月 10 號將固定扣款，遇假日順延。

請
勾
選

苗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7‒260‒035
劃撥帳號 1987‒3533

宜蘭服務中心
關懷專線 03‒9315‒995
劃撥帳號 5041299‒9

凡提供身分證字號者，勵馨將主動為您加入 e 化報稅方便您申報作業
（若您無須此服務，請勾選取消 □我不需要 E 化報稅）

⃞ 勵馨紅包袋乙包（3 個紅包） ⃞ 奇士美護手霜 35g

台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2‒2362‒6995
劃撥帳號 1976‒7793
新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2‒2983‒4995
劃撥帳號 5021‒9104

收據抬頭及徵信名稱可以分別設定，匿名徵信可自行命名或勵馨以「愛馨人」名稱為您徵信，若您未做任何勾選，本會將以您的收據抬頭公開徵信。

徵信名稱

地址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 2‒1 號 1 樓
網址 www.goh.org.tw

台中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2223‒9595
劃撥帳號 1976‒7802

南投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49‒224‒4995
劃撥帳號 5021‒9120
雲林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5‒537‒0545
劃撥帳號 5041‒3019

高雄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7‒223‒7995
劃撥帳號 1976‒7831

花蓮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38‒228895
劃撥帳號 1988‒5491
台東分事務所
關懷專線 089‒225449
劃撥帳號 1980‒8917

更多資訊請上勵馨官網 www.goh.org.tw

勵馨愛心碼 911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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