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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使命願景

H E A L I N G  B E G I N S
W I T H  R E A L I Z I N G
T R A U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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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願景

致⼒於透過跨專業合作，

⼀同促進兒少⾝⼼健康的成⻑與權益，

預防創傷發⽣及傳遞。

願有⼀天，

每個孩⼦都能在愛與尊重的環境中健全成⻑。

權益及⾝⼼健康都能受到重視與維護。

過往受創的傷痕能被溫柔對待。

每個未化解的失落童年，

也都能踏上療癒內在傷痛之路。



各位會員朋友平��我是兒少�⼼會

理事⻑林欣儀�⾃ 1 1 1年4⽉開���
�三屆理事⻑�

「兒少�⼼會」⾃ 106年成⽴�來�
⼀直�⼒於維�兒童�益�積��各

專�溝�合作��試拓展服��域�

並於�⼀線服�更��陷童年�境的

⼈��去�年是⼀個��期��為⼀

個�⽣協會�我們就�是初⽣的�兒

⼀��在���路上����的⽬光

��步�並�試⾛出⾃⼰的路�我們

做了很�準����試更細��拓展

組織�發展專��疫��年使得協會

的⼯作推展較預期緩��但我們並未

停下�步�⽽是更為����⼼�學

��知�並�⼒於學�⽤��的⽅式

�續陪伴�服�個��

「���傷�原中⼼」是由衛福部補

助成⽴的單位��是協會的�⼀個中

⼼�直�服�⽣命早期曾受性��的

成年⼈� 1 1 1年度的成果發表會⼤受
�評�中⼼製作了「我發⽣�什�

事 ?」影����社會⼤眾對於⽣命
早期事件的關注�更�由中⼼服�的

當事⼈���享影���出在�傷�

原⼯作中陪伴的重�性��年度我們

開���⾓向更年輕的�群�伸�服

�從社會局�置����的⾃⽴�少

年�希�我們��溫暖���群⽣命

早期經驗不順�的孩⼦�讓�們��

在⽀�中繼續�⾏�

「�序�理⼈」是協會�會的源頭�

從⼀開�⾃發組成的�序�理⼈讀書

會�個�討論會�到會員們�⾎��

⽴協會�陪伴�協助家⻑看到孩⼦�

�出孩⼦的⼼��⼀直是我們的衷⼼

希��協會��的�⼀本書「�⾒

孩⼦的�⾳ -�序�理⼈的看⾒�實
�」就在�個⽉ ( 1 12年3⽉ )即�問
市��是⼀本��⼀年�����寫

的書�������我們想為�密關

��家庭提出不同的視⾓�並為讀者

�來�的思維��年度�我們�規劃

�序�理⼈課��督�制度�希��

�����⼿把⼿的����服�困

境家庭的難得經驗傳�下去�

�年度�協會��續推動�傷知��

家事司法���⽗⺟�兒少�利�各

�域專�課��積�經�社群��並

�社會⼤眾互動��續關注���⼤

眾對於兒少�益的�知�維��相信

在 1 12年我們�會�更��的�破�
��期� !

理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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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M A R C H  2 0 2 3

「�傷知�」 ( T rauma- In formed)包�四個�素��別是�理�
�傷 (Rea l ize )����傷 (Recognize )�利⽤�傷知識做回應
(Respond)���防⽌再度受� (Res i s t  Re-
t raumat izat ion)。

�⽽⾔之�就是⽤�的眼光來�讀事��

「在理��傷�何影響⼈��你可�⽤��知識基礎來重�看��

傷者的⾏為���改變回應�的做法�」

協會成⽴���傷�原中⼼����傷知����傷�原⼯作��

傷療�絕對不是⼀個⼈的事��⽽是發⽣在你我之間�發⽣在�

����屬�的關�裡�因��我們�把�傷知�的理���協會

的�作�式�因為從�傷⾛向�原是���⻑路���許�的��

和⽀��因�我們推動�傷知�理��我們期許⾃⼰�⽤�傷知�

的眼光��續串�各�域的�源�⼀同建構�暴⼒�具合作性�對

�傷�回應⼒��療�⼒的社會�

���傷知�的服��式

�傷知�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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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原中⼼  



⾛��傷�域中�

不只是看⾒很�傷慟的故事

在��的⼯作中�我所相�的個���們的�傷⼤�發⽣在童年�從事發到求助

之間�相隔�間� 10-20年不��在��⻑年的�間中��們都⽤了⾃⼰當下�
想到的⽅法去度�跟⻑⼤了�正因為�們��的⻑⼤了�⽽讓�旁的�友�為�

�傷都�去了�⽽個�們���想��即便�受到�⼼��⼀個��是⿊暗�盡

的�卻因為�繼續維�⽣活�⽽繼續��⾃⼰其實已經度�了�

直到�們發現⽣命中��困難不斷的重�出現�或是發現��旁⼈輕易可�做到

的事��但⾃⼰卻很難做到��才開�去思考���往的�傷是否相關��是�

�的�眠�專⼼不容易受到�嚇�⾃在的享受�密���不重�做惡��不會因

為���⾳或畫⾯⽽�怕不已�⾃信且相信⾃⼰的��⼈互動���相信⾃⼰值

得被��…
�傷所�來的影響�其實是�想�中的����的�它影響了⼀個⼈怎�看�⾃

⼰�跟怎�看�關��我想�在���中�讓⼈�到�傷的是���⼈�到了

傷�可是��⼈陪�度�；可是��⼈因為�個傷�但卻�不到可�幫�的⼈�

或是在�個傷痛之下�很難再相信跟��⼈�⽽必須�⾃⼰�負��個傷痛⻑

⼤�可是��年紀的⻑⼤�⼤��的⼈並不會覺得你應該�在傷痛中��是童年

�傷的倖存者�⾟�的事��

在�個��中�我才發現越是對�傷了���同�提��我回去看看⾃⼰的⽣命

經驗�因為當助⼈者本���法���照�⾃⼰曾經經�的傷�沒�辦法慈�的

對�⾃⼰在那個�刻的�⼒��是很難真的�會個�在�個��中的⾟��我覺

得�傷療�中��⼀部�是來⾃於你的傷痛是�⼈理�的�⽽那個理�會�給⼀

個⼈的�⼼很⼤的⼒量�所���果每⼀個⼩⼩的傷�都��會可�被��的照

���那�個傷它就不必⼀直翻��的發��我們都知���的傷是����的

照��其實⼼裡的傷�是�⽣命中�會�很�⼤⼤⼩⼩的傷�不�⼤⼈或⼩孩都

會經��我期���⼀天�個社會的⼤家�都�在⾃⼰的傷⼝上被��的對��

��學�溫�的對�別⼈�

無論⼩傷或⼤傷，只要放著不管就有可能發炎
⾛進創傷領域中，不只是看⾒很多傷慟的故事
⽽是需要去理解傷慟 理解這世界的不完美
當每個微⼩的傷都能被好好照顧，創傷將⻑成不同的⾵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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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原中⼼  林��社⼯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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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讀「⼼�的傷���會記

住」⼀書��⾏4場���
讀會��經驗重現��緒記

憶的�傷�應���⼤量�

��因�讀書會兩�現場�

�臨床⼼理師加�����

效�⽤��性的語⾔來�明

⼤�神經��相關知識�同

����倖存者�

  

 
  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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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包�法律�詢��⼼科陪

診�申��收���重建�

�源�結

  

中⼼服��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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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原中⼼



�傷�原中⼼⼯作成果

為了讓專業助⼈⼯作者更認識創傷知情理念，協會請到⼼⽲診所的林亮吟醫師、冬青
⼼理治療所的⾦融博⼠、國北教育⼤學⼼諮所的孫頌賢教授進⾏書籍「你發⽣過什麼
事」的線上說書會課程，參與者有醫師、⼼理師、社⼯師、學校輔導⽼師等專業助⼈
⼯作者與我們⼀同前⾏。

你發⽣過什麼事 說書會

創傷知情線上研討會

為了讓專業助⼈⼯作者更深度認識關係修復模式導⼊服務，我們利⽤線上
研討會的⽅式將資訊分享給助⼈⼯作者，並於5/20、6/24兩天辦理。並且
邀請國北教育⼤學⼼諮所孫頌賢教授及全芯創傷復原中⼼夥伴⼀同分享早
年創傷復原實務的⼼得，活動總計共有332位助⼈⼯作者共襄盛舉。

中⼼舉辦說書會及線上研討會，是期許能夠持續串連各領域的資源，⼀同
建構⾮暴⼒、具合作性，對創傷有回應⼒以及療癒⼒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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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創傷是療癒的開始 
2022年度記者會活動報導

這部影⽚以創傷知情的概念為出發點，並以《你發⽣過什麼
事？》這本書為發想，從我發⽣過什麼事的觀點，引領觀眾
從⽣活中令⼈困擾的情緒和事件，覺察和理解創傷反應，並
希望社會⼤眾能夠以理解的眼光來看待曾經受傷的⼈。

創傷知情的概念要單純以⽂字或圖像敘述並不容易，因此協
會夥伴從討論概念、寫腳本、製作影⽚、修改共計花了9個
⽉的時間，終於完成影⽚於記者會上公開播映，我們也計畫
在2023年持續曝光，將創傷知情的概念分享給社會⼤眾。

記者會參與者與林欣儀理事
⻑(後排左⼆)、主講⼈賴芳
⽟律師(後排左三)、賴佩霞
⽼師(後排左四)合影

記者線上直播連結

「看⾒創傷是療癒的開始」系
列影⽚－我發⽣過什麼事？影
⽚⽚段內容(可點選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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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tacaorgtw/videos/687868109722765
https://youtu.be/dawpRUsRTz8


「看⾒創傷是療癒的開始」
系列影⽚－全芯個案回饋

影⽚是全芯創傷復原中⼼的個案⾛在創傷復原的路上，分享
⾃⼰過去的不解和困惑，從創傷中⻑出⼒量，⽤不⼀樣的眼
光來看待⾃⼰和周遭的⼈，甚⾄以創傷知情的眼光，來陪伴
⾝邊朋友。從中⼼成⽴到有了個案，再成⻑到個案能夠分享
和回饋，這中間有滿滿的感動和喜悅。

2023年，全芯創傷復原中⼼，也將開始全新的個案服務，
繼續服務及陪伴創傷倖存者。

全芯個案影⽚回饋影⽚⽚段內容(可點選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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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HK7CcpVXzKc


2022年度⼯作記錄-
⺟愛真可怕?! 放下傷痛......容易嗎?」

公益線上直播講座

2022年協會⾸次嘗試公益免費直播的⽅式來分享議題，這次是
以⺟愛真可怕?! 放下傷痛......容易嗎?」為主題，邀請許常德⽼
師和本會林欣儀理事⻑對談，讓⺠眾了解每個⼈都是帶著傷⻑
⼤的，我們可以從理解⾃⼰的創傷開始，與傷痛共處。

直播過程中，有許多阿德⽼師的粉絲互動，直播後並募得2萬元
款項，⽽直播影⽚截⾄2023/1/19總計有6544次觀看。

⺟愛真可怕?! 放下傷痛......容易嗎?」公益線上直播講座(可點選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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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1456649748089175


2022年度⼯作記錄-
兒少律師~守護離婚家庭兒少的權益

雅婷和俊豪⻑期個性不合，但兩⼈談離婚⼜⼀直沒有共識。雅婷
和俊豪最放⼼不下的就是兩個寶⾙⼩孩，希望他們能受到的影響
越⼩越好。在尋找律師時，到底誰是能為⾃⼰爭取權益外，也能
夠站在孩⼦的位置上，為孩⼦們思考的好律師呢?

像上⾯的案例，越來越多爸爸媽媽雖然要離婚，但也希望孩⼦受
的傷能越少越好，但律師這麼多，到底要找哪位律師，才是讓⼈
能夠放⼼委任的好律師呢?

家⻑離婚對兒少的影響⾮常巨⼤，能好聚好散絕對是兒少之福，
也可以盡量降低兒少受創傷的機會。協會⽬前的兒少律師共有27
位，都經過30⼩時的訓練獲得認證，成為捍衛兒少權益的尖兵，
讓兒少不再需要夾在兩個家⻑之間，被迫表態、選邊站，因為孩
⼦其實不想選邊站。

律師課程中學員實際操作

本會兒少認證律師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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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catw.org/classA/classA-3F-111.


剛好⽟⾒你

頻道總播放次數：504,402(截⾄2023/1/19)
APPLE PODCAST評分：4.9分(總分5顆星)；567份評分。
⽬前已上架集數共26集(2022/1/1-2022/12/31⽌)

聽眾打賞總⾦額⽬前累積14,050元，(2022/1/1-2022/12/31)

節⽬⽬前單集平均下載數量為3,900，2022年開始固定每兩
周上架⼀集，固定會在周三或周四上架，下載率約在4000-
7000左右。⽽Eric的⽣死E念間系列，⽬前為固定上架系列。
今年節⽬主題加⼊了創傷知情的概念，以聊傷為主軸，帶⼊
節⽬，將創傷知情的概念推廣給⼀般⼤眾。

由於6-9⽉為代班主持，賴律師回歸主持後，節⽬以⽣死學為
主攻，並以⾏銷新書以及聊傷答錄機為主軸，⽬前收聽率可
達4000-5000次點擊率。

兒少權⼼會創會理事⻑  賴芳⽟主持
節⽬以輕鬆舒⼼的⾓度帶給聽眾多
元的不同⾓度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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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孩⼦的聲⾳
 

兒少權⼼會 最新⼒作
全台灣第⼀本專⾨介紹程序監理⼈的⼤眾書

⽗⺟離異的孩⼦，「無法說出⼝的⼼聲」是什麼？
關係破裂的夫妻，
如何落實對孩⼦的持續關愛？

程序監理⼈是站在孩⼦位置，為孩⼦發聲的⼀群⼈。
讓我們透過程序監理⼈的眼光，看到孩⼦的需要。
本書透過10個故事，描述10個家庭不同樣貌，
讓讀者能從不同的視⾓來看家庭，
為孩⼦開啟新的可能性。

新書訂購網⾴

2023/3/9 開始各⼤書籍平台上架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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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urveycake.com/s/wZZaX


企業合作
TACA x 連淨科技

2021年，兒少權⼼會與連淨綠⾊科技合作推出苦茶油公益商品，
將收⼊所得捐給協會。

選⽤苦茶油做為商品主軸，主要發想來⾃於油茶籽需要經過種
植、⼈⼯採摘、脫殼、壓榨、靜置的過程，才能產⽣⼀瓶好油；
就像協會的服務對象，在歷經創傷事件後，需要他們勇敢的回⾸
過往傷害，⾯對它、處理它、放下它，才能將創傷轉化為療癒、
溫暖的⼒量。

⼀個⼈的⼒量也許不夠⼤，但是當很多”⼀個⼈”的加⼊，就能
匯集成⼀股強⼤的⼒量。現在，邀請您⼀起訂購連淨公益合作商
品，幫助有需要的兒少困境家庭及帶著傷⻑⼤的兒少倖存者，也
間接照顧⾃⼰與家⼈，建構更健康、友善的⽣活。

連淨科技的苦茶油連續三年榮獲iTi⾵味絕佳
獎章、連續四年Monde Selection⾦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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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網址點選這裡

https://core.newebpay.com/EPG/tacabooks/8FVVAV


⽤創傷知情的視框
解鎖更溫柔的⽣活

重⼤創傷倖存者，即便時空已遠離事件當下， 傷害仍餘波盪漾，需
要很⼤的⼒氣來撫平傷⼝。

邀請您⽤⾏動陪伴創傷倖存者，
協助兒少時期受性侵害之倖存者找回⾃⾝⼒量，重建與他⼈和世界
的正向連結，並拓展社會⼤眾對性創傷的認識及營造友善環境。

前往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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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catw.org/action/action-2F-97


收⼊ 8,280,217

常年會費 46,000 0.56%

⼀般捐款收⼊ 3,563,965 43.04%

專案計畫收⼊ 763,363 9.22%

政府補助收⼊ 3,898,209 47.08%

利息收⼊ 8,680 0.10%

⽀出 5,764,822 

協會⼈事 884,308 15.3%

協會⾏政 861,754 14.9%

專案執⾏費⽤ 626,300 10.9%

接受政府委託業務費 3,392,460 58.8%

M A R C H  2 0 2 0

2 0 2２年本會收�⽀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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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補助收⼊
47.2%

⼀般捐款收⼊
43.1%

專案計畫收⼊
9% 常年會費

0.6%

M A R C H  2 0 2 0

2 0 2 2年本會收�⽀出表

協會收⼊

協會⽀出

接受政府委託業務費
59%

協會⼈事
15%

協會⾏政
15%

專案執⾏費⽤
11%

利息收⼊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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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綺

兒少權心會專戶

戶名:
社團法人臺灣兒少權益暨身心健康促進協會

募款帳號：華南銀行(００８)
111－１10０２８０５０７

 

全芯創傷復原中心專戶

戶名：

社團法人臺灣兒少權益暨身心健康促進協會

華南商業銀行 南門分行（代碼：008）
帳號：117-10-110409-7

 

台灣兒少�益��⼼健�促�協會

理事⻑�林欣儀

秘書⻑���佳

秘書���家綺��佩�

���傷�原中⼼�

�怡禎�林����⽟��徐�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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