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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信

105 學年度 ( 下 )
發 行 人／校長 劉台光

之處。尤其「我的大志是什麼？」乍看之
下，更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以我的經

總 編 輯／輔導主任 王雯華

驗來說，最簡單可以立下的大志，就是「改

副總編輯／資料組長 洪菁穗

善自己的缺點」。當然，這有個先決條件：

主 編 輯／輔導老師 陳俊宏

你看不看得到自己？有沒有人會告訴你哪
裡能再進步？一般人聽到別人指出自己的

校園廣播站

我們這些大人一個很好的示範。

公告第7週整潔評分優勝班級
年級

一點不好的習慣、減少一些負面的思維，

甚至長期的夢想。要是真的不知道從何切

宜蘭三星鄉有個行健村，是個人口只有 6、

日積月累會造成非常驚人的結果，而且非

入，那就先從改善自己的缺點著手吧。

700 人的小村莊，但竟然全村要申請有機農

常過癮。 像我曾經聽過有個朋友立定的志

業認證。這是個大志，我們經營飯店，當然

向，是「每天早上醒過來後，馬上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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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只做點小事，例如多買點他們的農作

聽起來真是件很小的小事，卻極其不容易。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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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過，我覺得這個村子實在太熱血了，

可是因為這樣要求自己，而且不斷練習，

應該展現更多實質的認同，最後，我們決

他每天多出非常多時間，而且是頭腦清楚、

定在行健村裡租了 2,000 坪土地，派員工輪

有效率的狀態。這個動作雖小，需要的卻

班，每天跟他們一起種菜，以行動來參與，

是不得了的意志力，只要延續這種精神，

也讓這件事藉由飯店的平台被更多人知道，

我相信他要做任何其他事情都做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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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過程。

像這樣的故事，身邊其實俯拾皆是。

第一名

第五名

同學參與。因為這也是改變他們自己的重

自己，一面做的同時，也開始尋找你中期、

九年級

705&714 802&808 919&905

到有夢想的人，要發揮影響力，鼓勵你的

事實上，如果能下定決心，每天修正

八年級

第四名

個層面上，你都是有影響力的人。當你看

如果你是成員：先從一件小事來挑戰

七年級

名次

如果你是幹部：不論在工作或社會兩

反應，然而只要一這麼想，就不會進步了。

對他人的大志「有感」，一起築

▎學務處－衛生組 ▎

缺點時，難免立即浮現「我就是這樣」的

延伸思考

這樣整整持續了一年。

曾子早就說過：「吾日三省吾身」，

性別好平等
▎痊癒需要時間 ▎
陳潔晧

感覺
感覺是我們在知識與其他能力尚未建
立之前，就已經充分存在的能力。透過感
官，我們產生各種感覺，以及留下這些感

之所以讓同仁跟著一起下田，是因為我

只是現代人太忙，忙到沒時間停下來凝視

認為，藉由參與小事來分享別人的大志，對

自己。我很慶幸至今身邊仍然有些好朋友、

覺的回憶。我們隨時在生產感覺，這可以

員工也是種機會教育，在過程中可以反思：

好長官，甚至部屬，會主動告訴我：「你

說是我們人生中最珍貴，也最容易被忽略

自己身上也一樣有這種可能性。現在台灣社

還有哪些問題」，時刻提醒我不要太「自

的產物。而像我這樣經歷童年性侵與虐待

沈方正

會很需要對這樣的人物和故事「有感」，一

我感覺良好」，這也讓我不斷在工作和生

的倖存者而言，我留下了許多痛苦的感覺。

這幾年大環境不好，社會中的無力感很

起參與彼此之間的「小事」，合力完成各自

活中持續有挑戰自己的地方。

峽客的探索
▎立大志，做小事 ▎

深。我觀察到，很多人因此失去夢想，有些

心中的「大夢」。

一般人很難想像，一個身體與心靈尚

「立大志」與「做小事」，看來像兩

在成長的兒童，要怎麼度過殘酷的虐待，

人即使仍有夢，也覺得不可能實現，更不要

從小學生和農夫回到個人的工作上，我

個不同方向的概念，實際上卻是互為一體。

並且活下來。確實有些人活下來了，但有

說人生還有什麼遠大的抱負。 環境有時候

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大志，可是問題

畢竟，不管再大的成功，拆解開來，最初

些兒童活不下來，這也是我們這個社會必

是扼殺夢想的理由，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

是，我們有沒有讓每天做的小事，跟這個大

都是源自無限的小事。只要能把小事做好，

須積極保護兒童的原因。

是催生夢想的土壤，當中的差別，就看你怎

志發生關係？我們不妨問問自己：有沒有讓

實現大志也就不遠矣！

麼做、怎麼想。

每天和我見面、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他們對

的策略，帶著勇氣與智慧，去克服生存的

比如對小學生來說，靠自己賺到三天兩

我留下的評價，點點滴滴不斷累積，說不定

威脅，並且慢慢遠離那些讓我感到危險的

夜的畢業旅行經費，看起來是個不可能的任

有朝一日，成為促成大志成真的力量？就像

情境。倖存者會帶著許多痛苦，以及許多

務，但他們從做一件很小的事開始，每天去

每天夾住幾顆米，總有一天裝成一碗飯一

一般人難以理解的感覺活著。由於虐待常

田裡照顧作物，這樣持續到畢業；而我們這

樣？

在成長中伴隨著孤立、忽視與歧視等現象，

些旁觀者知道了，從中支持，也是做一件小
事，但累積起來，就圓了這些小朋友一個很

立志，可從改善自己的缺點著手

大的夢想。從實踐生活中的小事，來成就自

至於找到足以當作目標的大志，跟眼前

己心中渴望的夢想，竹安國小的小朋友給了

可以著力的小事，是最不容易分辨跟釐清

我在成長的過程裡，必須以各種極端

所以我常學會去壓抑、隱藏那些痛苦的感
覺與回憶，而有些人則進一步去否定、偽
裝、遺忘這些感覺與回憶。
壓抑、隱藏這些痛苦的感覺，是我們

在成長中孤立無援時所衍生的生存策略，
那是非常時期所使用的非常方法。但一個
正常的感覺，是應該得到釋放的。例如悲
傷時我們需要流淚、憤怒時需要發洩、痛
苦時需要陪伴。但必須再說一次，一般人
很難理解一個受虐的兒童在成長歷程裡是
沒有這些幫助的，很多受虐的兒童甚至會
因為表達情緒而遭受更多的虐待，所以一
個倖存者對表達感覺與情緒是和危險的回
憶緊密相連的。
許多的受虐者必須等到他／她真的感
到安全時，才能將這些感覺與回憶慢慢說出
來。有時是成年以後，十幾年之後，我則是
三十年後才能說清楚，每個人條件差異很
大。但受虐者若能越早得到幫助，則能越早
開始處理這些令人痛苦的感覺與回憶。

看不見的手
在談論兒童受到性侵的案件時，常會
提到「看不見的手」。意思是在某種條件
影響下，兒童沒有能力說出他／她所遭遇
的事情，可能是認知不足、表達不清，或
仍在遭受控制的狀況下。
有很高比例的兒童性侵加害者，是兒
童熟識的長輩，例如父親性侵女兒，而更
糟糕的狀況是，家中其他成員，例如母親，
知道這件事，但選擇保持沉默，或要求受
害者保持沉默，這是嚴重的二次傷害，而
且會是造成下次再遭受性侵的因素之一。
並非每個人都有條件能述說自己的創
傷，因為加害者有可能還在持續影響著受
害者的生活。在什麼場合、什麼條件下，
告訴誰，決定著你／妳會受到更多傷害，
或是能得到支持與理解。

壓抑
許多的文化與教養，常強調壓抑、轉
移或忽略小孩子的感覺，也就是讓小孩獨
自面對許多無所適從的感覺，但小孩卻學
不會處理感覺的方法，這只是一般的狀況。
而受虐的小孩必須忍受許多非人性的對待，
並且常常處在被遺棄、忽略與受侵害的痛

在大部分的時間裡，倖存者是最了解

有人小時候時常被爸爸用香菸燙。治

自己需求的人（有疑惑，就提出來與朋友討

療師說：「你被虐待。」那人感到很訝異，

論），而陪伴者的存在本身，就已經發揮了

因為他即使到了成人，也不認為自己曾被

有效的療癒功能，見證、陪伴倖存者經歷復

虐待過。治療師便以另一個角度，問他：
「如

原，最主要的還是耐心、理解與接納。

果你看到一個小孩被香菸燙，你會不會認

察覺創傷

為他受到虐待？」那人才恍然大悟，他曾
經遭受虐待。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

在許多錯誤的教養概念裡，強調以恐

一個受虐者無法理解自己的處遇，因為我

懼、操縱或忽視幼兒的感受，以符合成年人

們在常識和價值建立起來之前，我們就在

一個倖存者，必須重新學習不再壓抑

的意志與願望，這類為控制兒童而產生的教

接受虐待。

感覺，並且學會表達感覺。一步步，讓感

養行為，會造成兒童必須強迫壓抑、扭曲自

覺像水一樣，從身體裡流溢出來。

有時長期被虐待的兒童，無法理解為

我的感覺，去適應生存所遭遇的殘酷。兒童

何事情是這樣發生的，且施虐者常孤立受

被迫與自己的真實情感隔絕，並在成長中，

虐者。受虐者在成長時期得不到其他資訊，

深深為自己失落的感覺感到痛苦。

在沒有選擇的狀況之下，便會產生即使到

苦之中。

在這個過程裡，妳／你會感到非常不
適與不安，因為，過去這些感覺一直都是
與危險畫上等號。引用《哭泣的小王子》

遭受虐待的孩子成長遭遇到分裂的必

裡的一句話：「感覺不會殺死人，但沒有

然：真實的感受與殘酷現實分裂的必然。

感覺，卻讓人活得像行屍走肉一樣。」

當孩子在恐懼、受辱、受創的環境之中，

無論是治療師、互助團體、社會資源

復原的其中一個歷程，就是取回能自

學會以壓抑的方式回應現實，他／她便將

的介入，若受虐者或旁觀者能越早察覺到

然感受的能力。倖存者必須學會尋找讓自

自己劃分成分裂的自我：一個是不允許被

受虐的徵兆與情境，便越有機會，讓受虐

己感到安全的環境，去釋放感覺，更好的

感受、被看見的真實自我；另一個，則是

者提早離開受虐的環境與感受。

話，則能有朋友的陪伴與支持。但沒有朋

要求「控制」、「長大」、「符合（成人）

友會讀心術，你／妳必須說出自己正在經

期待」的自我。

歷什麼樣的痛苦與感受，並且希望得到什
麼樣的幫助與陪伴。

兒童本能地尋求
希 望 與 愛 的 依 附， 卻

不要對妳／你的夥伴要求太高。一般

被迫在這些受虐的條

人不容易理解我們的經歷，但他／她們還

件 中， 尋 求 正 向 的 希

是會給予很大的幫助與陪伴。有時，某種

望 與 意 義， 而 將 成 人

策略或相處無法成功。沒關係，就再試另

扭曲的價值與行為與

外一種，一樣一樣慢慢嘗試，你／妳們有

自 我 緊 密 地 結 合。 長

足夠的時間去探索所有的感覺，但前提是

年扭曲教養下的結果，

你／妳要有意願去完成這艱困的任務。

這種心靈內在分裂的

陪伴者也許可以記在心裡的是，妳／
你陪伴的朋友曾經經歷危險的處境，並且
留下創傷，但他／她以勇氣與意志活了下

狀 態， 便 不 知 不 覺 被
帶到成年，並以各種身心困難的症狀、樣
貌呈現。

了成年，只會覺得自己哪裡「怪怪的」，
卻說不出原因的狀況。

對一個尋求復原的倖存者而言，一個
關懷或曾有類似遭遇的人就像一面鏡子，
提供另一種看待自己的方式，讓自己看到
自己的過去。
寫作也是一種方式，讓我們有機會以
第三人稱的角度，記錄並再次體驗自己的
處遇。任何一種形式的分享，都是珍貴的。
施虐者控制受虐者的策略，最重要的手段
之一就是孤立，而透過分享，看到人生處
遇的相似性或差異性，開啟我們再次看到
自己的機會。

Q&A
1. 請問4月的品德德目是？

來。再度揭露這些感覺與回憶，倖存者會

童年受虐的成人，就像是情感上被禁

我在書寫過去遭受性侵的過程裡，也

感到極端不適與不安全，但這是復原的歷

止成長的小孩。所有的情緒、反應，依然

有各種考量，除了希望能得到理解與支持

程，有妳／你的接納、陪伴與理解，他／

停留在幼兒時受創的階段。即使他們能在

3. 請舉出一個有信用的歷史人物

之外，也是完成三十年前對自己的承諾。

她會復原得更快、更好。至於要做什麼，

理智和語言上認知各種情感和價值的存在，

4. 你最想改變班上的哪個缺點

不能忘記，而且要清楚地讓所有人理解，

或該怎麼做，你／妳們必須有耐心，慢慢

但卻時常受困於兒時受創的情節當中，而

5. 想出兩件可以提升班級秩序的小事？

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理解與探索。

無法真實理解和感受這些情感的意義。

2. 請舉出一個有關誠實的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