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曾經有夢想嗎？你的夢想成真

嗎？ 一位生於民國前 2 年的阿嬤，她

說年輕時的夢想就是嫁個好人家，但

一直沒生兒子，因此遭來丈夫拳打腳

踢； 一位生於民國 25 年的阿嬤，她

說夢想要讀書識字，可惜女生從小要

幫傭做事，現在只會看數字；一位生於民國 55 年的太

太，她說夢想要出國留學，但是當時家境只允許男生可

以深造；一位生於民國 70 年的女士，朝著夢想年薪 100

萬目標前進，但一次遭到猥褻事件，讓她一蹶不振；一

位生於 84 年的女孩，夢想讀到國內頂尖大學，卻在父親

長期亂倫中，打亂了正要飛翔的青春。這些是許多阿嬤、

母親與姐妹們的故事。許多的眼淚看似哭訴著遭到家暴、

性侵害或性騷擾，其實深深的心底，她們也哭訴著夢想

的破滅和那喚不回的青春。

　　工作這麼多年，我常想著用甚麼可以彌補呢？是打

贏一場官司？獲得一筆賠償？或是對方的下場？還是最

好來個穿越時空，保證投胎到性別平權的時代，免得再

遭到這些不平的對待。時代的軌跡，刻劃在許多婦女的

痛，在傷痛中，未必有人幫助，也未必有所選擇。 阿嬤

的時代深信生兒子是必要的，她沒有選擇承受了鞭傷；

年輕的女孩遭到亂倫，誰又即時的幫助她？就因體會這

些傷痛，因此我們要服務。在愛的澆灌下，我們相信傷

痕會長出力量。我們協助的一位不識字的受暴婦女，離

婚後參加了識字班圓夢；一位受性侵的女士，後來開了

服裝店圓夢。或許傷痛難以彌補，夢想卻是希望的燈塔。

　　想起幾年前，有個引人心酸感動的故事，名為「百

萬步的愛」，內容主要是先生智勇與太太秀明結縭十多

年後，秀明罹患小腦萎縮症，身體每況愈下。為了完成

太太秀明環遊台灣的夢想，智勇推著坐在輪椅上的秀明

徒步環島看風景，一起聽潮浪，一起賞風景。智勇不離

不棄，疼惜日漸凋零的秀明，陪她走到生命的盡頭。他

們之間的婚姻與愛感人肺腑，他們圓了環島的夢，也圓

了人類對婚姻的夢。

　　謝謝這麼美好的故事，讓我們深信還有摯愛的希望。

對於那些不曾被好好疼惜、在性別不平權時代下犧牲的

婦女們，我們想說：「我們很愛妳，妳的生命是尊貴的，

我 們 絕 對 不 會 放 棄

妳 」。 對 於 關 心

性別暴力議題的

朋 友 們， 我 們 想

說：「 非 常 謝 謝

你，因為你的協助與捐

款，即使是一個銅板，

我們可以共同實踐人

類對愛的夢想，

堆 積 百 萬 銅 板

的愛」。

◎副執行長  林美薰

謝謝你！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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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總督導 李姿佳

第 56 期 特別報導

衣櫃中的傷痕

　　根據國外文獻及國內同志服務團體的經驗顯示，同

志朋友有相當的比例遭受伴侶暴力，我國家暴法雖在 5

年前將同志納入法律保障範圍，但在本會長期推動家暴

防治的工作中，卻發現同志伴侶尋求正式體系協助的是

少之又少，可見同志朋友在伴侶關係中遇到暴力議題時，

往往求助無門，因此如何協助同志朋友面對暴力狀況有

其重要性。為了解國內同志社群的親密暴力現況，本會

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以下簡稱熱線）共同舉辦了

記者會，發表國內首次由民間團體發起的「同志伴侶親

密暴力問卷調查」結果，並舉辦了同志親密暴力實務研

討會，希望能讓更多同志朋友了解「同志親密暴力服務

方案」。

　　在受訪的 493 位同志朋友中，有近六成的同志不知

道國內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已在 2007 年將同志伴侶

納入保障，調查結果也顯示有 35% 的同志曾遭遇伴侶肢

體或精神暴力對待。在這些曾遭受親密暴力的同志朋友

中，曾向學校、醫院、警局、社福單位、司法單位等「正

式系統」求助者，僅有 11%，完全沒有向任何人或單位

求助者竟高達 55%，顯示相關單位對同志是否友善、是

否了解同志文化、能否盡可能避免求助者同志身分曝光

等，是同志朋友思考要不要向其求助的重要考量！

　　為了讓正在面對親密暴力的同志朋友有得以放心求

助的友善資源，熱線和現代合作共同規劃出符合同志朋

友匿名需求、貼近同志伴侶關係文化，強調「出不出

櫃都服務、友善安全又專業」的「同志親密暴力服務方

案」。該方案自 2010 年推動以來已服務過 33 位同志朋

友，也辦理了數十場的家暴專業人員訓練及同志社群宣

導，本次兩會更共同合作出版了《衣櫃中的傷痕：同志

伴侶親密暴力自助手冊》，讓同志朋友在網路上自由下

載。

　　此外，本會與熱線並合作舉辦一場同志親密暴力實

務研討會，邀請許多在學術上、實務上鑽研多年的專家

學者分享相關的研究和經驗，讓與會夥伴對同志親密暴

力的樣態、因應方式及對專業人員反思自身經驗等，都

有很大的幫助。我們期待可以讓更多同志族群了解「同

志親密暴力服務方案」，以提高求助比率，並希望透過

專業人員的訓練、更積極主動對社會宣導，讓更多社會

大眾增加對同志的接納，進而以實際行動，表達對同志

朋友的愛與尊重，相信這些努力都會成為對同志伴侶親

密暴力防治工作最實質的助益。

本會執行長姚淑文 ( 右 ) 與熱線文宣部主任呂欣潔 ( 中 ) 及心

理教育工作者吳健豪 ( 左 ) 一同將服務方案送入衣櫃，強調出

不出櫃都服務。

「同志伴侶親密暴力自助手冊」下載網址 www.38.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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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下的承諾

「看著身上滿佈的傷，驗傷？報警？那些人會怎麼看我…」

「他割了腕，鮮血汩汩的流出，他說我離開就讓我後悔…」

「他跑到我家樓下，他說我不出現就讓全世界知道我是同志…」

　　接觸同志社群多年，這些都是同志友人聽聞後與我分享，甚至是他

們身歷其中最傷痛的故事。當伴侶之間的衝突以暴力畫下驚嘆號，卻

因「同志身份」常常讓他們有口難言，有時是害怕正式體系不友善的

眼光及標籤，有時是擔心求助時可能面臨出櫃的風險，有時甚至是不

了解同志的相關權益，往往最後只能找身邊的朋友訴說。

　　去年起，工作站參與了新竹地區第一屆彩虹文化祭，當時我們

透過問卷瞭解當地同志族群對家庭暴力相關權益的認知，結果發現，

多數受訪者不知道同居的同志伴侶已被納入家暴法保障中，甚至有

許多對於家暴的迷思。那天活動最後，我們見證了一對男同志的締

結，台下一堆哭紅雙眼的同志朋友們，感動著這對新人的勇氣，兩

位新人也與大家分享他們曾以暴力解決兩人的衝突，以及對於暴力的

反思：解決問題不是靠暴力，而是需要溝通，並承諾「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決心。帶著對同志

朋友們防暴資源、知識匱乏的憂心與心疼，以及感動與感佩同志朋友擁有的過人勇氣與堅持，我們埋下了

今年度想針對同志志工進行家庭暴力防治宣導的種子。

　　為了籌辦同志防暴宣導，我們歸納了同志族群的幾個特點，像是喜好群聚、受暴後多數會求助同志、

友人等非正式系統，因此我們針對上述特點，在新竹地區同志團體辦理兩場家庭暴力防治宣導，讓同志志

工們具備相關概念、增強對家暴行為判斷的能力、提升同志在遭受親密暴力時的求助意願，甚至是在暴力

當下能有更好的自我保護能力。這兩場宣導反應熱

烈，許多學員針對於自己或同志友人的狀況提出疑

問，並表示如果有朋友遇到家暴問題願意挺身相助。

　　今年參加第二屆彩虹文化祭，也許同志們對於婚

姻合法化和多元性別平等與尊重的訴求，還有好長一

段路要走，但當我們看著六色氣球及六色天燈冉冉升

空時，我們不禁期盼在這片六色氣球天空下，我們都

能愛得更安心、自在。

◎新竹工作站社工專員 林鈺婷

本會連續參加兩屆彩虹文化祭，致力同志防暴宣導

六色氣球冉冉升空，多元性別平等目標尚有一段路要走

Modern Wo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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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期 成長蛻變

◎社工部個案服務組社工專員　周書尹

奇幻冒險之面具旅程

　　面對家庭的

衝突，家庭中的孩

子往往承受許多壓力

而說不出口。今年夏末，

我們邀請基金會服務個案的孩

子們，暫時離開充滿壓力的家庭，參與

我們的團體活動，在夏天快要結束的季節裡，一起來享

受久違的快樂與冒險。

　　第一天的活動主要是培養團員們的默契，一開始這

一群十來歲的青少年朋友們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想

一五一十的把自己介紹給大家認識。後來，社工帶大家

進行「堵住破口：不讓大魔王攻佔」的遊戲，大家必須

手牽手一起穿過呼拉圈，這時才明顯感覺彼此的差異，

有人身材高大、有人嬌小，但全員必須一起穿過去才算

過關，因此成員們開始互動、彼此鼓勵，並提出不同意

見試著解決問題。在這個遊戲中，高大的身材並不一定

是加分，個子較小的成員也會鼓勵不易穿過的成員，並

且幫他們想辦法。

　　下午，為了因應這群孩子的亢奮情緒和身體能量，

社工們修正了活動，先讓大家進行「棒球撲克牌」，看

著兩隊成員努力的跑步，在旁的成員不斷加油，團體也

開始慢慢凝聚感情。緊接著的「硫酸河」活動，孩子們

彼此合作與互助，即使有失誤，也沒有聽到怪罪他人的

聲音。活動中有些成員必須分別戴上口罩與眼罩，摸擬

成喑啞人與眼盲人，只是團體成員做了一個讓工作人員

覺得很傻眼的決定，他們居然把戴著眼罩的成員擺在隊

伍的最後，社工們紛紛互看了一眼，心想，「把最需要

幫助的人放在隊伍最後，他們真的能達成任務嗎？」但

沒想到前面的成員並沒有忘記最後面的夥伴，而戴上眼

罩的成員更是使盡力氣，努力自立自強，並不會完全的

依賴他人，而是試著採取其他的方式找到正確的位置，

沒想到，他們竟然成功地渡過硫酸河！

　　到了晚上，孩子們不想早早就寢，央求著社工帶大

家去夜遊或是玩桌球。那晚，在沒有壓力的狀況下，大

家在草地上追逐玩遊戲、開玩笑，享受清風徐來又有點

安靜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星星很明亮，有一個成員還教

大家看了星座。而去打桌球的孩子，聽說還贏了同樣住

在這裡的大學生。有些成員捨不得睡，拉著社工深夜聊

天，他們告訴我們的，雖然不是什麼特殊的事情，但是

卻聽到許多孩子說這是他們從來沒有過的經驗，能暫時

與家中的事情分開，自由又自在、開心地享受這樣的夜

晚，他們真的好想不是只有一個晚上，但是對他們來說，

這個夜晚已經很難得了。

孩子在樹林的小亭子裡畫出心中的自己

Modern Wo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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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不在遠方，就在我們心中　
　　第二天，社工因為感受到大部分的孩子都有宣洩自

己心中負向能量的需求，我們改變了原有的設計，帶他

們來到附近的湖畔草地，希望能在藍天綠地之間，放掉

心中纏擾多年的不愉快。在樹林裡的小亭子中，孩子畫

出自己的面具，這個面具象徵了自己的外在與內在、自

己和他人的眼光、現在的自己及對未來自己的想像。在

宣洩完負面壓力之後的孩子，做出讓我們驚艷的作品，

有的作品給我們的感受是清新純淨，有的作品讓我們看

到他們的潛能，也許這個孩子外在給人的感覺是安靜羞

怯，作品卻反應出強大的生命力及情感。有的孩子雖然

在行為上亂無章法，卻做出了美麗平衡的作品。這些孩

子雖然在家中時常面對家中的衝突與傷害，，但在他們

的作品裡卻畫出了彩虹和希望，而這些美麗的面具，也

訴說著他們的堅強和潛力。

　　　這天還有一個重頭戲─潑墨玩顏料活動。這個活

動本身也是希望讓孩子在玩樂中宣洩負向情緒，另一個

部分也讓孩子們學會尊重彼此的差異和界線。而活動要

能夠順利進行，則是考驗團體中大家的合作態度，大家

最後一起做到了。從一開始大家一起將 20 張海報紙鋪

妥，到後來必須一起清理場地及被噴濺到的顏料，所有

孩子都是一起參與，即使活動中有些成員不敢下來玩，

但是被無意沾到顏料，也沒有任何成員生氣。大家對於

可以參與這樣的活動感到開心和興奮，而工作人員更感

動於大家從原來開始的狂放，到最後齊心努力收拾乾淨

的整個過程。

　　活動結束後，有些孩子對我們說希望明年仍有這樣

的活動，也有成員表示看到基金會在活動上的付出，未

來很樂意協助團體當小老師。在這裡，有人交到了新朋

友，有人獲得了新經驗，希望他們可以帶著這樣的養分

往前走，未來的路還很長，不過就如某些成員的面具上

所表達的，彩虹並不是在很遠的地方，它其實是在我們

心中的，一切都會越來越好的。

手牽手穿過呼拉圈，嬌小的孩子反而輕鬆過關

孩子在潑墨遊戲中，宣洩負面情緒

Modern Woman's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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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部個案服務組社工專員　陳姿伶

突破界線，尋回自我快樂

　　誰說「體驗教育」只能用在青少年身上？今年基金會為服務的婦

女朋友舉辦了「人生，不設限」體驗教育工作坊，讓她們透過活動學

習團隊合作、開發潛能、認識自我及提升自我價值，我們期待透過體

驗式的活動，讓婦女能跳脫原本的思維模式，學習新的認知，以及提

升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看見自我價值。

　　這次體驗式活動設計了多項集體分工合作、同心協力解決難題的

遊戲，過程中，婦女們體驗到了緊張、驚慌、刺激、同心、合作的感覺，也因為全程投入活動中，讓她們暫時忘掉

煩惱，感受到開心與自信。這些婦女們也從中體會到孩子與自己之間的界線、責任歸屬，不要過度地越界、承擔孩

子應負的責任，而給自己過多的壓力。

兩天一夜的工作坊結束後，

改變似乎都在參與的學員身上慢慢發酵…

　　多年前，阿娣獨自一人從異國嫁到台灣，對於婚姻的憧憬就和大

家一樣，和最愛的伴侶共組家庭，攜手走一輩子。然而，事與願違，

阿娣在婚姻中遭到先生暴力相向、扛起家中經濟重擔、照顧教養孩子，

先生還背叛她有婚外情。阿娣就在這樣的婚姻生活中鬱鬱寡歡，懊悔、

自責為什麼要心軟原諒先生，讓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先生傷害。

　　體驗教育工作坊結束後，社工和阿娣相約探訪，關心她最近的生活

狀況。社工發現阿娣和過去不太一樣了，她不再眉頭深鎖、悶悶不樂，

反而氣色變好、笑容也變多了。社工好奇地問阿娣怎麼有這樣的改變呢？

阿娣開心地分享，因為她在活動中體驗到「快樂與否是自己決定的」，過

去她認為自己不開心、痛苦和失望的都是先生造成的，她的情緒會隨著先

生的行為而受影響。但因聽到夥伴與團體領導者的分享，讓她深深地領

悟到情緒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因此讓她轉念，轉移原本對先生外遇的失

望情緒，不再過著每天查看丈夫行蹤、膽顫心驚的生活，重新找回自

我。還有，原本阿娣對自己的表達能力沒有自信，認為自己不擅表達，

但在團體中，成員們不斷給她鼓勵，甚至化為行動，以擁抱給她支持、

力量，讓她更能肯定自我、提升自信。

　　我們相信這次活動帶給婦女們不同的體驗，注入正向能量，正逐

漸發酵中。我們期待她們在未知的旅途中，面對困境與阻礙時，都能

像阿娣一樣，將這次活動的經驗轉換套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再受限

既有的框架，勇敢地突破障礙，找回生命的力量。

Modern Wo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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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驗營裡學員們同心協力，分工合作完
成一關又一關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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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月，對

我而言「很痛」。

被用手肘勾住脖子

並不是第一次，但

這次，我心想：「完

蛋了，萬一…」的那

一刻，腦中浮現的是：

「我的女兒、我的父母，他們

怎麼辦？我沒機會孝順、照顧他們了怎麼辦？」幸好，

我掙脫了，我躲進浴室報了警。後來，有社工與我聯絡，

教了我一些危險因應的注意事項，從此，開啟了我與現

代婦女基金會的緣分，也開始轉動了我的人生…

　　目前我有一位社工員，她總是用溫柔的聲音，耐心

地傾聽，主動地關心我。在服務過程中因為有求職的需

要，所以她幫我介紹了同單位的就業服務社工，她先了

解我的需求與意願後，提供了我就業訊息，並安排我參

加基金會辦理的就業課程與團體，像是家事管理清潔技

能課程等。

　　在家事管理清潔技能課程中，我學到了不同建材適

合不同的清潔劑，使用的過程要也小心，避免被清潔劑

噴傷等安全事項，更懂得應該做的保護措施以避免職業

傷害。另外，我更學會要養成良好工作習慣，調整自己

正向思考、積極面對，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等。

　　和我一起參加這項方案的還有一位姐妹，我們會和

就業社工開會討論、分享實習工作的經驗。在會議上，

社工也會關切我們的工作是否有什麼問題需要協助、適

應程度如何、身體狀況是否 ok，而且專注地傾聽著、記

錄著我們的任何反應與需求。在學習的過程中有她的關

心與陪伴，給我一種好溫暖、好幸福的感覺，讓我感受

到支持的力量，所以我感恩有這樣的福報、感恩能有這

麼棒的現代婦女基金會，他們如此的付出，好像我的娘

充實職業技能，迎接就業挑戰

◎台南工作站服務個案　小晴

家般的溫暖，讓我有依靠、不必擔心、有勇氣跨越阻礙，

面對未來 !

　　或許有人覺得協助受暴婦女就業，不需要專門的就

業服務社工員，只要提供就業資訊、帶她到就業服務站

找工作、或者轉到服務站就可以了。其實對於長期遭受

暴力創傷或仍生活在暴力陰影下的婦女來說，這樣是不

夠的，尤其是對於多數有就業意願，但就業能力不太好

的受暴婦女而言，她們需要更多人力、時間及專業的投

入與陪伴。以我的例子來說，我現在還在實習的階段，

也仍持續參加各項訓練課程及實習督導，但我越來越有

自信，也對未來充滿希望，期待未來更有能力在工作上

做其他的規劃與發展。因此，我深切的體會與了解婦女

真的需要這樣的支持，非常謝謝社工們的陪伴與照顧，

更感謝現代婦女基金會的付出，有您們真好！祝福所有

幫助過我的貴人，平安喜樂、心想事成！

課

程
中
，

小晴學習如何安
全
地

使
用

清
潔

劑

婦女們學習家事管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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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宣傳部專員　陳能玲

遇見阿默。遇見愛

「鈴…鈴…」電話響起 ...

「 請 問 蛋 糕 可 以 分 送 幾 個

地點？我想分送給三間育幼院

…」此時電話那頭傳來寶寶的呀呀

學語聲，這應該是個媽媽吧，我想。問到她為何這麼有心，

她笑笑說，「我的孩子是個早產兒，28 周就出生了，小小

的身子只有 650 克。好不容易終於滿周歲了，平平安安健

健康康，我真的很感恩，所以很想與弱勢的孩子們分享這

份喜悅…」

　　捐款人娓娓道來她的故事，我聽了很感動、也很欣

慰，「這樣就夠了！」我想。活動最初的構想，就是希

望達到這種良善的循環，有愛心的人把錢捐給基金會去

幫助受暴婦幼，然後我們再以阿默蛋糕做為媒介，把這

份關懷分享出去，讓育幼院的小朋友有個開心的同樂會

午后，相信哪天孩子長大了，也會把這份愛 forward 下

去。

　　更令人開心的是，類似的電話，我陸續又接了不

少，原來大家都有志一同！有人直接留下花蓮偏遠地區

孤兒院的地址，也有企業主趁這個機會，除了捐款做善

事，同時也請員工吃吃甜點，慰勞一下辛苦的同仁們。

　　在活動接近尾聲時，我接到一通電話，是個很年輕

的聲音，她說「我在網路上設置一個愛心關懷團，我想

PO 上網，號召更多人來幫助受暴媽媽及孩子」，掛完

電話後，我很好奇，上網查了一下，才知道這位善心人

士是一位洗腎患者，固定時間必須到醫院接受洗腎，報

導上說，「由於曾經受到別人幫助感受到溫暖，如今要

用回饋心，以現有的能力去幫助需要幫助的對象。」後

來，我常在臉書上看到她發起了許多愛心活動。真好～

我又發現了一樁美事！

　　最後，我想說的是，透過這次活動，讓我看見社會

滿滿的愛！很謝謝大家在捐款的同時，還不忘謝謝我們

辦這個活動，讓他們可以吃到好吃的阿默蛋糕…真是讓

我們又感動又感謝…

　　在此，也謝謝阿默蛋糕響應這個活動，並不辭煩雜

辛苦，幫忙寄送蛋糕。雖然在聯繫與運送上有些許小瑕

疵，也造成一些捐款人的困擾，在此向大家說聲抱歉，

也希望大家好好照顧身體，再有餘力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一起讓這個社會更加溫暖！

現代婦女＋阿默＝「把簡單做到最好」

每年，我們都在尋找～

　　找尋關懷這片土地、一路走來與在地人們相扶持的

企業家。今年，我們和阿默典藏蛋糕攜手合作，希望藉

由高人氣的阿默蛋糕，吸引更多人來關懷弱勢婦幼。阿

默典藏蛋糕自 1994 年 7 月成立以來，堅持著新鮮、健

康、美味的訴求，一個產品可以用一整年的心研發及準

備。而現代婦女基金會在服務受暴媽媽領域上深耕 25

年，紮實的服務，沒有譁眾取寵的公關宣傳，一直是受

暴媽媽最安心的依賴，和講求「把簡單做到最好」的阿

默蛋糕正好契合。因此，這次我們一起把愛融入蛋糕

裡，募集了 2,700 多位善心人士，當他們口裡吃著蛋糕

時，心裡就多了一股暖流，受暴媽媽及孩子也多了一次

遠離傷害的機會。

Modern Woman's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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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企宣部主任吳姿瑩 ( 右 ) 致贈感謝狀予阿默企業總經理周正訓

(左 )，感謝一起幫助受暴婦幼



　　「從前從前，有個愛喝酒的人叫傑克，有一天他

邀請惡魔來喝酒，卻付不出酒錢…」4 歲的婷婷，帶

著一頂可愛的巫婆帽，緊靠著媽媽，好專心的看著大

姊姊們表演南瓜燈的故事，其他大人和小孩也目不轉

睛看著這個好大膽的傑克，跟惡魔打交道的下場到底

是如何…。

　　這是個天氣晴朗的星期六，大直婦女中心的單親

俱樂部成員齊聚一堂，把下午的太陽遮起來，好進行

「不給糖，就搗蛋」的「搗蛋行前說明會」。昏暗的

氣氛，有蝙蝠做陪襯，大人小孩開始一起動手做南瓜

燈籠和打扮自己，於是，帥氣的蜘蛛人登場，小公主、

蝴蝶仙子、巫婆、貓女也變裝完畢，最後是大飛俠、

小飛俠出場，大家開心往社區店家前進！

　　苗栗站在工作過

程中，看見了持續強

化鄉村地區民眾認識

家庭暴力的必要性，

又 期 望 民 眾 能 在 輕

鬆、自在狀態下吸取

新知，因此，今年我們特地結合了「新激梗社」劇團

以互動式戲劇（以戲劇呈現，過程中主持人與民眾有

許多互動，且會解說相關概念）為宣導模式。一開始，

民眾多數都抱持著「來看看」的心情，然而，在劇團

豐富的肢體表演、主持人生動的帶領下，活動氣氛逐

漸熱絡。民眾除了專注觀賞戲劇，也非常認真的回應

問題，甚至還有人做起筆記、用手機錄下表演片段，

與進入會場時的觀望態度截然不同。

　　圖書館、里辦公室、大學校園、麥當勞、水果攤

都是搗蛋目標，沿路上經過的路人都對這群搗蛋小隊

投以微笑每到一站，搗蛋小隊員都好大聲地說「不給

糖，就搗蛋！」，沿途走累了喊累了還可以順便吃糖

果補充體力哦！活動結束後，我們約定明年還要再來

搗蛋！

　　整體而言，民眾對於本次活動的滿意度每場皆達

九成以上，超越了我們的預期。新的挑戰雖然難免讓

人產生些許焦慮與擔憂，但隨著每次活動獲得民眾極

大的迴響與肯定，我們知道它確實達到了預期目標，

日後本站也將持續運用不同的方式，讓宣導活動的辦

理能更多元化、更能達到宣導的效果。

「不給糖，就搗蛋！」

詼諧劇 vs. 反家暴 苗栗社區宣導出新招

◎大直婦女及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專員　林佳安

◎苗栗工作站社工專員　 張淑卿

與會民眾在充滿歡愉的氣氛下進行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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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表演與妙語如珠的主持人，讓

民眾開懷大笑

孩子們渡過開心铕有趣的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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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10 月，基金會同仁正如火如荼地籌備帶領受

暴婦女爬雪山的活動，忙著尋求裝備贊助、辦理姊妹

們的行前訓練、安排行程相關事宜，還包括一大早七

點守在電腦前，就怕訂不到入住七卡山莊和三六九山

莊的名額。而原先預計有可能無法通過考驗的姊妹，

竟一個個卯足全力跑完 4 公里、靠著自己的堅持與夥

伴的加油打氣，取得了攀登雪山的入場券，並在眾人

的祝福中接下攀登雪山的裝備，一步步邁向這期待已

久的挑戰。

　　8 月 2 日早晨，當大台北市民在家放颱風假時，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裡卻是熱閙滾滾，由社團法人臺灣音

響發展協會所舉辦的臺灣第 22 屆國際 HI-END 音響大

展在此登場，在眾人敲響銅鑼中展開了活動序幕。

　　臺灣音響發展協會理事長廖金城也允諾持續支持

公益，並在後續的會員大會中代表協會捐贈新台幣 10

萬元給現代婦女基金會，共同關懷受暴婦女及孩子。

　　很感謝臺灣音響發展協會持續第三年對本會的支

持，在颱風天帶給大家溫暖與關懷，也希望如廖金城

理事長所說：希望讓愛伴隨音樂散播台灣每個角落。

　　靠著頭燈摸黑在山路中前進、晨曦中重裝緩步慢

行，第一次在老鼠出沒的山屋中過夜、第一次為了無

痕山林理念把絲瓜連皮吃下肚，這一切的一切不會在

山下的生活中發生，正因如此姊妹們發現自己習以為

常的舒適圈是可以被打破的，也在其中學習適應新環

境的能力。攀登雪山的點點滴滴歷歷在目，沒想到一

晃眼已過了一週年，姊妹們除了意猶未盡地回憶當

時，卻也沒忘了為自己一年前設下的目標繼續努力。

小卿已在今年九月正式報名補校，和兒子相約都要拿

到國中畢業證書，不再為未來徬徨擔憂；小妃開始在

大學旁聽法律相關課程，為了幫助自己及身邊相似遭

遇的朋友；大豆努力讓自己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中存活

下來，並慢慢從過去不愉快的經驗中走出來，願意再

次去相信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仍有善良與美好。

　　半年多以來，我們帶著這支記錄過程點滴的「超

越。愛」紀錄片，和從事相關工作的夥伴分享座談，

今年 10 月上旬本片更榮獲本屆女性影展邀請參展，

有機會和觀影的民眾對話，許多朋友都告訴我們看完

好感動，也相當感佩基金會的用心規劃，更看見這些

姊妹做到了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是的，相信自己，

做好準備，每個人都可以看見自己的力量，不只一點

點…。

「超越。愛」
　　女性影展大放異彩

音響大展風雨傳愛

◎企劃宣傳部主任　吳姿瑩

◎企劃宣傳部組長　夏如秋

第 56 期 活動花絮

第十版

2012.10.15「寶島女力－觀眾票選獎」

《超越愛》映後座談會

Modern Woman's
Foundation
現代婦女通訊

本會副執行長林美董（右）致贈感謝狀予音響協會理事長廖

金城（左）



為響應節能減碳，

本期捐款芳名錄請至本會官網查詢

www.38.org.tw

Modern Woman's
Foundation
現代婦女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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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本部社工部個案服務組

8/6 台北市家暴中心至本會進行機構訪查

8/9-10/11 舉辦「臺北市南一區家庭暴力高危機案件網絡會議」共 3 場

8/22 參加「家庭暴力高危機案件網絡會議經驗交流分享會」

8/25-8/26 舉辦「人生，不設限」體驗教育工作坊

8/25-8/26 舉辦「奇幻冒險之面具旅程」青少年團體

8/27、9/20 參加 113 婦幼保護專線「抽聽考核會議」、「評鑑會議」

8/31 參加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親密關係暴力多元處遇論壇發表

9/21、10/4 參加「101 年第 3 次重大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個案研討會前會、會議」

9/27 舉辦「最親密的人傷我最深 - 婚姻衝突併其他家虐」個案研討會

9/28 參加「2012 年知易行難？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擔任與談人

10/5 參加「101 年第 4 次社政網絡聯繫會議」

．會本部社工部研究發展組

8/22 參加「探討未同居親密關係暴力納入家暴法之必要性」專家焦點團體會議 
9/3-10/30 參加內政部研商「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草案」會議 共 4 場

8/2、9/13 參加台灣防暴聯盟之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會議 共 2 場

9/20、9/24 舉辦「研發親密關係暴力致命危險因子 - 跟蹤行為預防教案」焦點座談 
10/23 舉辦「研商強化性侵害案件處理流程策進圓桌會議計畫」圓桌會議

8/22、9/26 參加 CEDAW 民間團體討論會議 共 2 場

．會本部企劃宣傳部

8-10 月 舉辦「孩子不怕，我們在」受暴婦幼扶助公益募款活動

8-10 月 舉辦「親密關係暴力預防校園宣導」講座 共 12 場

8/20-9/30 舉辦「遇見阿默。遇見愛」捐款送阿默蛋糕活動

8/2 參加「臺灣第 22 屆國際 HI-END 音響大展」，擔任公益夥伴

8/11 參加 ARK 財富方舟「揪 10000 人 捐 3000 萬」公益活動

8/21 舉辦「致命的吸引力 - 重大親密關係暴力新聞案件探討記者會」

10/1 舉辦「宜蘭縣辦理落實 CEDAW 法規檢視講習會」

10/6 參加「反性別暴力街坊出招啟動嘉年華」活動

10/13-10/28 舉辦「社區反性別暴力意識培力營」共 4 場

．臺北、士林地院家暴事件服務處

8/3、8/17 舉辦「社工陪同出庭」訓練

8/7 舉辦「性侵害陪同出庭」教育訓練

8/23 參加「家暴中心訪查」

8/23 舉辦「家事商談」教育訓練

6/30-9/14 舉辦「訴訟教招總點名」婚姻暴力男性講座

9/20 舉辦「法律諮詢」

10/23 舉辦「認識台北市身心障礙者、老人福利資源」教育訓練

10/29 舉辦「民事保護令 " 庭 " 看聽 - 網絡倡議」個案研討

．大直婦女服務中心

8/4、8/11 舉辦「家庭職人成長課程」 共 2 場

8/4 舉辦親子一日遊 - 桃園吳厝楊家莊

8/11 舉辦第八次「單親家長抒壓團體」

8/18-10/27 舉辦志工培訓課程 共 4 場

8/22 舉辦「檢視你的性別觀」課程

8/28 參加婦女福利服務實務應用工作坊

9/8 舉辦「信用的重要性」講座

9/15-10/27 舉辦「親子培力團體」 共 7 場

9/27-10/23 至學校、醫院、企業進行性騷擾防治宣導  共 3 場

10/8 工作站交流―參訪台南工作站

10/13 舉辦「Book 思議 Toys 王國」二手玩具書籍交換活動

10/19、10/26 舉辦「達人對話」系列講座 2 場

10/27 舉辦單親俱樂部萬聖節聯誼活動

．桃園工作站

9/20-9/21 舉辦「社工自我照顧與成長工作坊」教育訓練

10/2 參加桃園縣家暴中心「101 年度第 1 次工作聯繫會報」

10/18 舉辦「社工員會談技巧訓練」

10/25 參加「113 個案研討會議」

8-10 月 參加「北區安全網會議」

10-12 月 舉辦長期「樂活舒壓支持團體」共 7 場

．新竹工作站

8/11-8/13 舉辦「家庭暴力防治電影宣導」共 2 場

8/17 至新竹縣政府戶口科進行「關懷高風險家庭與家庭暴力防治」宣導

9/5-9/6 參加「性騷擾調查研習」共 2 場

9/12 舉辦「新竹縣辦理落實 CEDAW 法規檢視講習會」

9/18-9/28 舉辦「敘事治療教育訓練」共 2 場

9/20-9/21 參加「性別平等培力營」共 2 場

9/22 參加「彩虹文化祭」擺攤宣傳活動

10/22-10/23 舉辦「家族治療教育訓練」共 2 場

．新竹地院家暴服務處

8/10 參加「新竹市安全網會議」

8/15 舉辦「Hold 住關係 - 讓服務更順暢」教育訓練

8/17-10/19 參加「新竹縣安全網會議」 共 3 場

8/22 舉辦「當配偶有了外遇且變成施暴者時，被害人該如何面對未來？」個案
研討會

9/18 參加「新竹市性騷擾委員會」

9/28 至新竹市社會處進行「陪出服務」訓練

10/24 舉辦「101 年度第二次聯繫會議」

10/25-11/22 舉辦被害人團體 「疼愛自己‧女人影展」 共 5 場

10/30 參加「修復式正義」會議

．苗栗工作站

8/13-9/4 參加「程序監理人培訓訓練課程」 共 4 場

8/15 參加「客體關係理論在家庭暴力層面的運用」課程

8/17 舉辦「認識新移民相關法令規定」教育訓練

8/18-9/15 舉辦「擁抱愛 - 紫想幸福百分百」家暴防治宣導 共 4 場

8/28 參加「101 年司法保護政策評鑑會議」

8/28-10/31 參加「苗栗縣政府家暴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共 3 場

9/10 舉辦「苗栗縣辦理落實 CEDAW 法規檢視講習會」

9/12 參加「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成效評估巡迴座談會」

9/14 參加「苗栗縣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兒少保護防治網絡工作會議暨交流
活動」

10/12 參加「監委視察苗栗縣政府家庭功能執行情形」會議

10/24 參加「焦點解決短期諮商學派運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在職訓練

10/26 舉辦「受暴婦女與加害者之關係動力」教育訓練

．台中司法保護關懷服務站

8/16 舉辦「超越。愛」紀錄片放映講座

8/29 舉辦「修復式司法個案研討」

9/5、9/13 舉辦修復式課程教育訓練 共 4 場

9/11 舉辦「公民家政教師法治訓練」活動

9/20、10/19 至立人、青年高中進行「約會暴力校園宣導」共 2 場

．台南工作站 

8/1 舉辦「婦女支持性就業訓練課程」

8/6 舉辦「家暴防治網絡成員紓壓工作坊」

8/10-10/12 舉辦「耕心園社團」活動 共 5 場

8/16 召開「支持性就業實習單位」連繫會報

8/18-9/8 舉辦「女性自我探索成長工作坊」共 4 場

8/20 舉辦「婦女人身安全工作坊」

9/21 參加「台南市家暴防治委員會議」

9/4、9/11 至新豐區等家服中心講授「高危機個案安全網報告模式」共 3 場

9/9-10/7 舉辦「生命敘事團體」共 4 場

9/11 舉辦「受暴婦女情緒紓壓工作坊」

9/17-10/5 至台南市警察局講授「『超越‧愛』影片賞析與觀後分享」共 15 場

10/23 舉辦「校園初期暴力焦點團體」

10/24、10/31 舉辦「受暴婦女就業促進工作坊」

10/26 舉辦「促進婦女就業技能訓練課程 - 清潔服務訓練班」

10/27 舉辦「年度親子遊」

10/31 舉辦「職場人身安全講座」

．兒少法庭權益保護中心

8/3 拜會台中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庭長，討論「程序監理人服務事宜」

8/13-9/4 舉辦第二梯次「程序監理人培訓課程」共 8 場

8/16 舉辦「同心守護球球兒」兒少法庭權益保護記者會

8/22 拜會新竹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庭長，討論「程序監理人服務事宜」

．司法總督導

9/21 舉辦「衣櫃中的傷痕」同志伴侶親密暴力現況調查記者會

9/21 舉辦「衣櫃中的傷痕」同志伴侶親密暴力與社工實務研討會

10/20 舉辦「愛我的人傷我最深 - 當同志伴侶遇到衝突與暴力」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