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的事
就是兒福聯盟的事

#每個大人都曾經是小孩，孩子的事是大家的事。



我們是兒童福利聯盟

倡議 / 修法推動

弱勢家庭服務

一般家庭服務



倡議 –反霸凌
兒福聯盟自2004年提供哎
喲喂呀兒童專線服務以來，
經常接到孩子在學校被欺
負、排擠的求助電話。

因此兒福聯盟將「bully霸
凌」的觀念帶進台灣，希
望喚起社會大眾對霸凌議
題的認識與重視。

台灣開始有了霸凌二字。



弱勢家庭服務
有些家庭因為經濟負擔的
增加而愁容滿面；加上面
對幼兒的各種教養問題，
像是哭鬧、偏食…等。
短暫的逆境，需要用愛拉
一把。無論是在經濟負擔
上，或是教養育兒上，兒
盟牽著你的手，加強裝備、
度過逆境。



一般家庭服務
所有孩子我們都在乎！！
有許多家庭及孩子並沒有經
濟困難，但孩子的成長路上
還是可以有更多協助。
兒福聯盟提供各種幫忙
例如父母的育兒諮詢服務
兒童少年專線或是父母教養
專線。親子的活動及各類課
程。我們和爸媽一起陪孩子
長大。



如何用創傷知情設計
協助與陪伴孩子

面對生命中的失落與創傷經驗

產學合作題目

設計關鍵字：＃創傷知情 ＃創傷經驗 ＃情緒安撫 ＃陪伴 ＃療癒 ＃媒材無限制



設計範圍

０－１８歲的孩子或是利害關係人（如父母、照顧者等）

＋

各種不同表現的媒材（如動畫、商品、空間、服裝等）

＋

創傷知情概念設計



初賽參加方式

１－２張Ａ2裱版

主要設計概念及草稿

文字、圖表、手繪、2D、3D、照片、影片等等呈現方式
搭配影片說明概念者佳

不限科系、歡迎跨領域合作團隊參加

如: 設計x社工、設計x心理、設計x醫學



複賽入圍

模型補助費用 / 每件2萬元

+

參與為期6個月的設計輔導及參訪

+

兒福聯盟社群露出



獎金

金獎 3 萬元

銀獎 2 萬元

銅獎 1 萬元



如果一百個人都取同一口井的水來喝，
結果有九十八個人開始腹瀉，
那我應該一直開抗生素給這些人吃，
還是停下來發問：

「那口井裡到底有什麼鬼東西？」
回到源頭解決問題吧!



什麼是創傷?
創傷如何影響我?

# Removed
#看看Zoe的影片認識創傷

https://reurl.cc/8GdRYM

https://reurl.cc/8GdRYM


創傷是什麼?

創傷是由一次事件，一連串事件或一系列情況所造成， 對經歷其
間的個人主觀心理或情感上感受到有害或是具威脅性的， 並且對
該個人的功能運作，以及生理、社會、情感或靈性的狀態形成長
期的不利影響。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2012）



童年逆境研究- ACES STUDY
HTTPS://REURL.CC/YZZ0VO

TED TALK 娜汀哈里斯醫師

許多創傷來自童年逆境經驗

https://reurl.cc/yZz0VO




童年逆境經驗-引發內心創傷

肢體暴力
情緒虐待
性侵害
身體疏忽照顧
情緒疏忽照顧
家中成員有心理疾病
家中成員有人坐牢
家中成員有毒癮或酒癮
家庭暴力
離婚問題

其他創傷事件:
學校暴力
霸凌
排擠問題
社區暴力
父母長期爭吵
歧視或受到壓迫
貧困
政治迫害
家人死亡
媒體暴露影響



毒性壓力

曾遭逢創傷經歷的孩子，擔
心再遭遇傷害，因此時時對
周圍保持警戒，觀察是否有
危害安全的人事物，這些壓
力讓孩子經常處於「戰或逃
或凍結」的警戒狀態，稱之
為「毒性壓力」(toxic stress)



大腦發育，由下而上

『思考腦』
大腦前額葉 (Prefrontal Cortex)

思考、做決定、調節情緒

『哺乳類腦』
邊緣系統 (Limbic System)
包括杏仁核、海馬迴-掌管情緒

『爬蟲類腦』
嬰兒一出生時，

腦幹 (Brain Stem)
就發育完全。用以維持個體生命，
包括呼吸、心跳、消化、體溫、

睡眠等重要生理功能。



身心容納之窗
(window of tolerance)

The “Window of Tolerance” (Ogden, et 
al. (2006); Siegel, 1999)

容納之窗
平緩航行

過度激發：焦慮、煩躁、
失眠、衝動

過低激發：憂鬱、無力、失眠、疏離、嗜睡

逃跑和反擊

凍結



“由下往上”方法: 調節–連結–再說理
精神科醫師Bruce Perry 提出3R : Regulate, Relate, Reason.

面對壓力威脅時，
大腦的反應:

思考腦

哺乳類腦

爬蟲類腦

說理(Reason)
當孩子能夠使用上層腦後，
這時候我們才能跟孩子談。

連結(Relate)
同理孩子，提供孩子

安全的連結。

調節(Regulate)
幫助孩子調節身體，
離開壓力反應。



創傷知情四個要素(4R)

 理解創傷 (Realize)-認知到創傷的普遍性
和影響力，並且對創傷療癒的歷程有所認
識。

 辨認創傷 (Recognize)–辨識出現在服務對
象、案家、工作員以及與服務系統相關人
等身上的創傷症狀與警訊。

 利用創傷知識作回應 (Respond)–充分運
用與創傷相關的知能在政策、流程和實務
工作上。

 防止再度受創 (Resist Re-traumatize)–極
力避免再度受創。

(美國藥物濫用暨心理健康服務署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利用創傷知情設計提供孩子

• 安全 (Safe)、

• 平穩 (Stable)、

• 滋養 (Nurturing)

的生長環境

You Can Try To Create ………



You Can Try To Create ………

Sensory Body Sack
（安全感） Chewy Dewey

From Everyday educate

https://everydayeducate.com/collections/sensory-sack/products/sensory-sack-orange-autism-therapy-deep-pressure-body-sack
https://everydayeducate.com/collections/sensory-sack/products/sensory-sack-orange-autism-therapy-deep-pressure-body-sack


You Can Try To Create ………
利用燈光設計降低

情緒大幅波動與焦慮 APP 

https://youtu.be/gK7R8RJaet0

https://youtu.be/gK7R8RJaet0
https://youtu.be/gK7R8RJaet0
https://youtu.be/gK7R8RJaet0


Multi sensory room
專門設計給自閉症、情緒行為障礙、失智老人的多元感知設計

都柏林機場現場影片連結

Picture from Charter House Resource Centre

https://www.dublinairport.com/at-the-airport/help-and-support/sensory-room
https://charterhouseburnley.co.uk/multi-sensory-room/


創傷知情空間
增加安全感及獨立感

Family Village by Portland homeless family solutions

http://www.pdxhfs.org/family-village-photos


如何用創傷知情設計
協助與陪伴孩子

面對生命中的失落與創傷經驗

任何媒材、任何形式。

歡迎跨科系、跨領域團隊報名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