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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中心專題

    「知識，就是力量」這句從小聽到大的

格言，意指知識的學習讓我們有能力去理

解所遭遇的經驗，看見及嘗試理解的過程，

如同淡去未知的迷霧，即便還未想到因應

的方式，光是能試著「看見」及「理解」，

就為我們帶來多一些安心的力量。再者，

「理解」之後則是「選擇」，思考要做什

麼回應或調整、用什麼方式、需要什麼資

源，得以能面對生活和未來，因此而有力

量。在安置家園陪伴孩子們從創傷中滋養

自己，也是一樣的經驗。

    先讓我們補充一點神經生理的知識，生

物體在面對危險時，會自然啟動交感神經

系統，調動身體的能量於心跳加速、血流

加速、肌肉緊繃、充滿活動的力量，以便

在面對危險威脅時，能夠啟動逃跑或是反

擊。這是一種自然的應急、保護措施，幫

忙生物體能夠從危險中存活下來。另一個

作用，則是爬蟲類副交感神經的啟動，讓

生物體的感覺及知覺隔絕、生理機能減緩，

外觀看起來就像是癱瘓或凍結了一樣；此

作用，讓生物體以一種裝死的方式面對危

險，或是在真的無法逃避死亡威脅時，減

輕痛苦。上述兩種神經生理作用的機制，

我們人類同樣具備，在我們面對危險威脅

時用以保護自己。

    這到底和我們所談創傷的陪伴工作有什

麼關係呢？Felitti是一位美國的減肥門診醫

師，某次在想要了解患者為何在成功減肥

後又很快復胖時，發現患者不健康的飲食

行為，其實是一種長期以來保護自己面對

創傷經歷的機制。1990年代，Felitti醫師

進一步做了將近17,000樣本數的研究，發

現在童年階段經歷越多逆境的創傷經驗，

日後有身心健康挑戰的比例越高。回到前

段所說的神經生理機制，在長期處於創傷

壓力的環境下，應急的模式反而成為常態，

因此人的狀態「被訓練」得草木皆兵，動

則激起逃跑或反擊，或是把自己的感受知

覺隔離的狀態。因此，在生活中遇到一些

壓力情境時，就容易激發起上述的反應，

讓人從比較穩定、可做感受及思考的狀態

跳了出去；而在危機應急的狀態下，人只

能夠依著生存本能反應。

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所長 楊顗帆

創傷知情的體會：知識就是力量

諮商中心專題

    最近，諮商所和兩個家園合作，邀請一

位國立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的博士候

選人，操作了三次合計15個小時的團體督

導。該團體督導中，我們一起學習認識創

傷對於人們在生理及心理影響，並透過活

動體驗的方式，輔助認知面的學習。這樣

的理解，就像是戴上一個能以創傷角度看

待外顯行為的眼鏡，去理解我們自己及安

置兒少的狀態。在積極的處遇面上，可以

預防在日常生活中再度經歷這些創傷議題

或被引發創傷反應，讓安置兒少所處的環

境變得更加友善。該觀點的工作，即是「

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

    我特別想分享這過程聽聞夥伴們的體會

及學習：其一，生輔員提到帶著這樣的角

度和思維，會對自己和少年的身心狀態更

有意識。他舉例說，以往自己會焦慮於工

作任務的進度，催促著少年，也讓自己在

緊張的關係中壓力指數上升。某天，自己

能意識到彼此的身心狀態，並不適合在此

時還逼著得要完成事務，因而能有選擇的

意識去調整工作任務的優先順序。他說，

能這樣看見彼此的狀態，並且做出不同的

調整，這是一個不把自己逼死在實務現場

的關鍵。其二，好幾位夥伴都提到，創傷

知情的學習讓自己對自己和別人，都能有

一個比較不帶評價、友善的接近和理解。

例如，面對即將要離家去念大學的少年少

女，可以理解他們在面對改變的壓力、對

於離家後未知生活的喜悅及擔憂、對自立

生活的期待及害怕等，因此更能理解他們

在時間越靠近時，在面對關係分離的糾葛

和情緒起伏的狀況。這樣的理解，撐起了

一個友善承接的空間，托住了不安的身心，

也在其中讓彼此得以沈靜、安頓。

    某天，社工夥伴和我分享一個故事。這

歷程中，他們會自然地在生活中提到創傷

知情的概念，孩子們也會跟著好奇。漸漸

地，他們發現孩子們也學習用這樣的方式

去端看自己的身心狀態，並且能夠表達出

來，和別人分享自己目前的情緒狀態，以

及需要什麼樣的調整。我在想，這就是我

們所樂見的：能夠培養我們和孩子們都能

靠近自己，並且能感受到這環境中能接納、

能互相協助、能有彈性的空間，並在其中

嘗試調節，從這些經驗中得以安身立命。

伙伴們討論生活中可安定自己的身心資源

講師分享童年逆境及身心適應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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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附設兒少之家王姿斐保育督導、少

年家園林品亨資深生輔員，榮獲「108年

度資深與績優安置及教養機構專業人員」

獎項，兩位夥伴十幾年來於第一線的付出

與無私奉獻，實屬不易，堪為模範，值得

表揚。

【王姿斐 保育督導】

  姿斐督導，服務兒少之家11年，擔任3

年保育員、4年資深保育員、4年保育督導。

自擔任保育員開始即以其專業與熱誠，真

心接納不同類型的孩子，並能有策略的陪

伴與支持孩子成長。擔任保育員期間，每

年針對小家孩子的發展與個別需求，撰寫

家庭經營計畫，營造慈愛溫馨的小家生活；

利用小家會議和孩子共同討論假日休閒活

動、親子下廚，制定小家規範，尊重孩子

表達意見，從生活中培養孩子溝通協調與

合作的能力。升任督導後，藉由帶家經驗

傳承給同仁，每月召開「逐夢會議」讓全

家師生共同討論全家事務與共同規範。並

連結立人補習班施憲銘主任共同擬定師生

共學方案，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與閱讀氛

圍，並依照孩子的課業程度設計學習方案，

有效地提升孩子的基礎學習能力。

  姿斐督導對孩子深具信心與愛心，能深

度同理與接納；並能針對孩子的需求，創

造與設計有效策略與方案，滿足孩子的發

展需求。更能有效提供保育/生輔員的專業

成長與情緒支持，凝聚團隊共識，提升團

隊士氣與服務品質。

  姿斐督導表示，獲獎這份榮耀並不是自

己一個人所努力達成的，而是互享互持的

團隊、主管們所成就的。陪伴、教養孩子

總會遇到不同議題與困境，是團隊及主管

們協助釐清，讓自己提升專業知能、面對

挑戰。這是生命陪伴生命的工作，需要不

斷的反思、並整理自己的生命歷程，再轉

化為正向能量，才能穩定自己陪伴孩子及

保育老師們。感謝大家的同在。

用生命陪伴生命的工作者

【林品亨 資深生輔員】

    品亨生輔員，服務兒少之家及少家園已

有十二年。其工作態度認真、負責，並具

真誠、樂觀之特質，及「做中學」的行動

力。不僅能接納各類背景和行為的少年，

而且能秉持專業及人文涵養支持少年成長

自立。

  品亨生輔員特質溫厚具親和力，與兒少

情感關係良好，深得家內兒童及少年們的

信賴，她將機構的孩子視為己出，於生活、

學業、生涯、打工謀職之需求，皆能依個

別差異提供少年陪伴，並積極與社工員合

作，共同提升其個案服務品質。如：身心

受創的個案透過品亨生輔員的陪伴及關照，

能形成正向的依附及良好的信任關係。又

如：在過年期間，品亨生輔員與家人會邀

請無法返家的孩子，一起回家共同圍爐，

讓孩子們感受溫情與關懷。即使孩子結案

離家後，也能與社工合作做追蹤輔導，其

用心令人佩服。

  品亨生輔員自述很幸運在投入第一份助

人工作，就遇到這麼棒的團隊，透過做中

學、錯中學的助人歷程，焠煉出更有韌性、

更貼近生命的自己。而這份得獎的光榮要

獻給在助人領域上一路提攜自己和陪伴自

己的主管、工作夥伴，還有我最親愛的家

人；因為在這路上需要有相當大的願力，

而這個願力是需要靠慈悲和智慧並行外，

也要有志同道合的夥伴互相打氣，家人的

理解和支持才走的下去。品亨資深生輔員

還要謝謝陪伴過的孩子，讓自己更清楚體

會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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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孩子生命的風景

主題活動 社工心輔股

  慈馨陪伴的孩子，都曾因為童年逆境的創傷經驗，而影響生理及心理的發展。近年

國外的研究顯示，陪伴童年逆境的兒童及少年，需要的是提升他們的復原力。其中創

傷知情及正向青少年發展理論中提及，拓展兒童及少年的資源、提供正向生活經驗，

將有利他們找到自信並提升自我價值，並有助於未來在經歷困境的過程，能夠有更多

的能量來面對。

  因此，每年暑假，我們會協助孩子連結相關資源，並設計一系列的課程、活動，拓

展孩子的生活視野與正向經驗，藉此培養多元興趣及技能專長。

  再者，職涯發展是對自我的探索與認識，透過充權賦能，能帶給孩子自信及展現自

我的空間。而我們深信，帶孩子們看見什麼樣的風景，孩子們未來在自己的生命中，

就能創造屬於自己美好的風景。

紅崴科技觀光工廠

  「沒想到腳型會影響到我的健康!」透過宏崴科技的夥伴介紹，孩子們一起進入足

部的科學與科技！原來腳的狀況，對人體健康是有影響的，如何將足弓科技運用在鞋

子製造的奧妙、改善健康情形，成了紅崴科技重要的任務。

  「老師，我的腳印為什麼這邊比較黑?」孩子們來到DIY教室進行腳印拓印的體驗，並

學習區辨「扁平足」、「正常足」及「高弓足」。孩子們興高采烈地拿著熱騰騰剛拓

印好的腳印，好奇地聽著紅崴科技的叔叔講解如何從腳印看出健康警訊，也透過對自

己足部的認識學習健康的保健與預防

之道。

  來到紅崴科技-腳的眼鏡足部科學體

驗中心，孩子們除了獲得足部科學知

識的洗禮，更體認到原來不用念醫學

院也可以從事健康醫療產業相關的工

作，讓孩子跳脫制式的就業框架，眼

界更開闊了。

昇恆昌免稅商店

  有機會與昇恆昌台中國際機場店合作，讓沒有搭過飛機的孩子們，前往機場體驗出

境、免稅商店、機場服務員等相關工作與經驗。

  「您好，請問有什麼能為您服務的呢？」站在服務台前，孩子們練習擔任服務員，

從表情、語調、手勢開始練習。雖然剛開始還不太熟悉、動作有些生硬，但漸漸地越

來越大方也越來越熟悉。除了實際的體驗與服務禮儀外，孩子們也在過程中詢問現場

工作人員，需要就讀哪些科系才能來免稅店

上班？才能來機場工作？這份工作的待遇？…

從一個點開始延伸，也讓孩子的視野逐漸開

啟。

  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價值，透過多元職業

的認識，孩子們有機會在過程中探索與思考，

並認識自己。

研發暨社會資源組組長 廖振杉

活  動  花  絮 活  動  花  絮

參觀紅崴科技一起留下合影進行有獎徵答，孩子們踴躍的舉手 腳形檢測，認識自己

的雙腳

認真導覽，認識腳的眼鏡科技 介紹機場相關位置及設備

練習擔任櫃檯服務人員

學習禮品包裝，要給客人

美美的心情

感謝昇恆昌的叔叔、阿姨，開心留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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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活動 社工心輔股活  動  花  絮 活  動  花  絮

興奮的拍下大合照，準備開啟今天的學習之旅

聽完介紹，進行有獎徵答，孩子們
踴躍發表

彼此互相鼓勵與勉勵 趣味競賽開始

感謝漢翔航空公司的用心規劃與安排穿上帥氣的飛行員裝，體驗飛行員

漢翔航空公司參訪

  「哇！成為一位飛行員真不簡單。」孩子們專注地聽著教官解說，從極速轉動的離

心機訓練，重達好幾公斤的飛行個裝體驗，以及相關配備的介紹，處處都讓孩子們眼

神為之一亮，孩子們也在過程中理解每一個職業的不容易。

  「原來，飛機是經由三段機身所組合而成的呢！」漢翔公司特別開放客機的廠房給

孩子們參觀，廠房中陳列著等待組裝的客機半成品，讓孩子一窺飛機組裝過程的神秘

面紗。接著，教官們帶孩子到另一個廠房，觀看IDF原型機、追風機，對從來都沒有

坐過飛機的孩子們來說，更是難能可貴的體驗。

  把教育從書本延伸到實際體驗，孩子們更有機會內化。謝謝漢翔公司用心規劃，讓

孩子們有機會認識航空產業與航太教育，更透過親身的體驗與參觀，增添孩子們學習

的樂趣，也啟發孩子對未來的夢想。

師生運動會比賽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運動會，此次由少年負責策畫，老師協同討論，一起完成這

個屬於慈馨家意義重大的活動。讓全家同樂，並促進身心健康。

  首先，由師生混和分成AB兩隊進行競賽，「慈馨傳遞AI」是一項考驗著技巧與耐

力的趣味競賽，必須在樓梯間透過隊友彼此的合作，才能完成接力紅豆的任務。期間

每位選手在激烈的比分下，全力衝刺，而加油區的師生們則目不轉睛的鎖定現場直播，

各組加油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接著是籃球及羽球比賽，大家莫不使盡全力為自己的球隊得分，除了技巧的掌握更

是耐力的考驗與默契的培養。

  透過師生運動會的設計與比賽歷程，發揮充權效能，讓少年們在有原則底下，延伸

表意及決定的權利，並於活動執行過程中學習承擔責任並發揮自己的專長。

頒獎時刻，合影見證

籃球比賽準備開始，現場充滿興奮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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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活動 社工心輔股活  動  花  絮 活  動  花  絮

夏之旅：英雄集結，冒險展開

  兒少之家邁入第六年的「夏之旅」，透過三天兩夜的旅行，讓孩子練習自行購買車

票、搭車、保管財物、闖關。雖然老師們會跟著組別一起移動，但是被賦予只關照安

全，任何突發狀況都不能夠介入，藉此讓孩子們在真實情境中，練習自立的能力。

  有孩子不小心受傷了，負責保管醫藥箱的孩子會協助擦藥、關照傷口。有組別在火

車站月台上，繞啊繞的，差點搭上往花蓮方向的火車。有組別回到台北車站看見「捷

運」兩個字，就開心的進站，殊不知是機場捷運線。

  今年，每一組別的組長都是第一次擔任，年紀最大的也只有國中二年級，組長們事

先經過培訓，並與組員們定期召開小組會議，到了夏之旅旅程日，他們帶著緊張忐忑

的心，領著國小的弟弟、妹妹們一起勇闖新北市與台北市。以下是孩子們的學習與成

長的分享…

  「三天夏之旅，我擔任財務的工作，對我來說很有挑戰，我負責收集並保管發票和

收據，組長協助我記帳，我很謝謝組長和組員對我的信任。」小惡魔組/財務/阿育/

小三

  「三天夏之旅中，我個人有一些狀況，或許因為當時的我是組

長怕拉不下臉，所以脾氣不好，但後來我學習自己調整也學會相

信組員。」流浪在天涯，北漂會回家組/組長/阿義/國二

  「這次的夏之旅,不只讓我學習到怎麼找捷運的路線,也讓我體

會到沒有老師在旁邊指導的辛苦。」孟見怡翊元組/文資/阿彥/

小六

  「這次我學到怎麼搭車、問路人問題，還學到怎麼解謎題！過

程中，有人不舒服，我拿起醫藥箱，幫忙擦藥。」天生一隊組/

安全/阿維/小六

服務學習：環保藝起來，串起你我心

  少年家園今年暑假啟動第三年的服務學習，他們利用整個暑假籌畫，並親自至台中

和平區三叉坑部落進行「服務」。在過程中少年們「學習」合作、決策、執行和解決

問題。

  此次籌備小組的幹部們有一半以上是第一次擔任組長，甚至是第一次參加服務學習。

  第一次探路，籌備小組練習和三叉坑窗口合作，但籌畫了一個月後，才知道三天的

「服務學習」活動，部落有部分的孩子是不在的，因此活動內容需要重新調整與因應。

  第一次與主管報告的會議，幹部們、指導老師們因為籌畫過程中的壓力與辛苦，都

紛紛的留下淚水。這是一趟汗水摻雜著淚水的服務學習，放手讓少年們與暑期實習生

老師共同經歷一場生命成長的過程；讓我們一起來見證少年們的學習與成長吧！

總召/小恩/高二

  第一次的籌備會議，讓我明白了什麼叫作主席。一開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帶領這個

團隊，很多人跟我說「你講話要大聲，也要有氣勢。」我不是一個有氣勢的人，所以

透過擔任總召，讓我慢慢地去突破。

生活組/組員/阿丞/國三

  很開心第一次參加服務學習，邊做事邊調整自己的狀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以前我總是沒有把別人的話聽完就直接行動，導致經常做錯事，但透過在生活組的學

習，我發現自己能夠慢慢練習把別人所交代的事情聽完再行動，這是我很大的進步。

活動組/副組長/小含/高一

  這是我第一次選副組長，面試的時候非常緊張害怕，還好我選上了！

  我很謝謝組長、組員和指導老師，我在他們身上看到老師的身影，才知道原來平常

老師們辦活動的辛苦！

器材組/組長/阿昶/高二

  因為是第一次擔任組長的角色，更是第一次參加服務學習。所以完全沒有概念，每

次開完會，都會讓我很有挫折感；後來自己開始練習和組員溝通，慢慢的大家比較能

夠配合，也比較願意合作。

詢問台鐵人員，如何購買車票、車票
費用及乘車方向

討論著路線，練習看
地圖、找路！

台大實驗農場體驗植物手染布，紀錄成果

詢問服務人員如何搭乘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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