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什麼時候會不等於 3？」

記得國小家的孩子曾經問我這個問題，然後，咯咯笑著告訴我腦筋急轉彎的答案：「算

錯的時候 !」這個妙答令我笑開懷了，也不禁使我聯想到若用「家庭」的視野來看待這個

算式，無論生養或收養，2+1 就是當孩子進入家庭，和父母親開始建立關係的重要時刻。

人的組合，往往比數學公式複雜、揪心卻也更溫暖。那全都是因為，擁有「愛」﹗

遭遇不當對待而進入安置體系的孩子，他們的原生家庭在 2+1 的重要時刻，無愛或無

力去愛，結果由小生命承擔巨大的困苦或孤獨。想要為這些弱勢孩子創造生存機會，讓他

們能和同齡孩子一樣，好好生活、慢慢長大，實在需要龐大的社會支持力。因此，我們致

力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去照顧與輔導需要被扶助的孩子；另一方面，也竭盡全力幫這些

孩子尋找長遠而穩定的「家」。

收出養服務超越十載，透過國際合作讓許多年齡稍大、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找到家庭

的依靠，並透過質量兼具的後續追蹤，知道孩子出養後的適應情形良好。今年更與桃園市

社會局合作，於桃園市中山路開辦「桃園市收出養資源整合服務中心」，以便捷的諮詢窗

口，優化的服務品質，幫助收養、出養與兒童三方及讓更廣泛的大眾認識收出養。累計今

年這 3季各界諮詢與評估媒合中，已有 50 位孩童受益。

本期特別邀請臨床心理師張黛眉談論孩子天生的「氣質」。育兒並非一時之樂，它的

成就感來自與孩子共創的回憶與每天持續的付出間，若對孩子的秉性更為瞭解，則較能平

心靜氣看待教養中的挫折。樂見收養家庭與返國尋親的被收養童均能娓娓道出自己接納非

血緣關係的人成為一家人的掙扎與喜悅，也從中明白工作夥伴為何用正向的「漣漪效應」

來自我期勉。期待愛孩子的家庭會越來越多、遭遇困阨的孩子越來越少，也盼望忠義對孩

子的愛能在不同社群之間傳遞，為社會帶來更大的影響力。

祝福每個家庭，都可以找到 2+1 大於 3的精彩﹗ 

文◎執行長 高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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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收出養服務中心社工員　張荑雯

從天生氣質

      談收出養與教養

為提升服務品質，收出養服務中心特別邀請著有《我真的很不錯：提升孩子的自我概

念》、《這樣因材施教，就對了！》…等著作的臨床心理師 張黛眉老師，與社工一同從孩

子的天生氣質談收出養與教養。

「我希望他是個濃眉大眼的小帥哥。」「我希望她是個愛笑的小女孩。」「我希望我

的兒子個性活潑外向。」「我希望她溫文儒雅就像個小公主一樣。」每位來到忠義的收養人，

就和其他迎接新生命到來的父母一樣，對於即將加入家庭的新成員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期待，

但在實際和孩子接觸之後偶爾會發現「怎麼跟我期待中的有點不太一樣？」

其實孩子並非我們如同我們想像是一張白紙來到這世界，經過學者們長期研究證實，

每個人都擁有他與生俱來的「氣質」，這也是為什麼同父同母的手足，也會有不同個性的

原因。張黛眉老師指出，「氣質是指每個孩子與生俱來對內在或外在刺激的反應方式，從

出生就可以觀察到不同」、「氣質使一個人在與環境互動時，有自己的行事風格和特色」。

在教養孩子之前，如果能先了解孩子的氣質，才能夠依著個體發展的需求，發展適性

的教養策略與對應方式，用適合孩子的方式來因材施教，維護收養關係。氣質基本上可以

從活動量、規律性、趨避性、適應度、反應強度、情緒本質、堅持度、注意力分散度及反

應閾 (註 1) 等九個向度來了解。

不管是何種氣質都沒有好壞之分，端看父母是否能夠了解、尊重並進一步引導，使孩

子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能夠相互協調。舉例來說，活動量大的孩子來到一個收養父母休閒

興趣為欣賞古典音樂的家庭，和到了一個收養父母喜歡戶外活動的家庭，不同的收養父母

對於同一個孩子的想法可能就會有所不同。但並不代表活動量大的孩子就只能與同樣活動

量大的收養父母相處，因為即使是親生的子女，也無法百分之百符合父母的期待，此時社

工員如何在服務的過程中協助收養父母來認識並肯定孩子的氣質，讓孩子的氣質能夠適當

地發揮，親子之間能夠有良好的互動便相當重要。若父母無法了解孩子行為背後真正的原

因，可能就會覺得孩子是故意找麻煩，而經常與孩子有所衝突，不僅是父母，孩子也容易

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感到挫折，以致於難以形成親密且正向的親子關係。

張黛眉老師建議，對於不同氣質孩子的教養，父母與老師需要學會瞭解與尊重孩子的

天生氣質、同理孩子的情緒和想法、為孩子立界限與規範、溫和而堅定的管教方式。收養

父母必須在與孩子互動的過程中，學習觀察孩子的天賦，看到他們的優點，陪伴孩子依著

天性成長，針對其長處不吝給予鼓勵。不足之處則加強但不勉強，由於父母相較於孩子是

比較成熟的一方，父母需以調整自己來取代改變孩子。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且無可取代的，孩子對於自己的看法大多是來自重要他人對自

己的評價，父母若能夠以正向的角度來看待孩子，而非處處與他人比較，孩子自然而然地

能夠透過父母的評價建立起自信心。每個孩子都需要父母無條件地愛與接納，惟有愛才是

灌溉孩子使他們成長的最佳養分。

1. 活動量高的孩子精力旺盛，活動量低的孩子則靜靜地多不愛運動。

2. 規律性偏高的孩子習慣規律的作息，規律性偏低的孩子則喜歡隨性有彈性的生活。

3. 趨避性 ( 註 2) 偏趨的孩子對於新的人事物都感到好奇且勇於嘗試，趨避性偏避的孩子

   則對於陌生環境較退縮。

4. 適應度高的孩子遇到轉換環境或計畫改變時能夠很快地融入，而適應度低的孩子則需

   要較長的適應期。

5. 反應強度強的孩子喜怒哀樂情緒表達明顯，反應強度低的孩子則較溫和難從外在看出

   其情緒。

6. 情緒本質正向的孩子，大多時間笑臉迎人，而情緒本質負向的孩子則看起來較悶悶不

   樂。

7. 堅持度高的孩子未達目標不放棄，堅持度低的孩子缺乏耐心容易妥協。

8. 注意力容易分散的孩子較無法集中精神，注意力較不易分散的孩子能夠投入專心於任

   務中。

9. 反應閾高的孩子較不易受到外在刺激影響，反應閾低的孩子則較敏感。

( 註 1) 心理學名詞。指引起孩子反應所需要的外在刺激量。

( 註 2) 第一次次接觸新的人、事、物時，所表現出的行為反應，是傾向接受？或是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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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麼？
哲學家羅素曾說過：「幸福，是伴隨著身心各種機能的充分鍛鍊，
是對於我們生活的世界充分了解，而有的真誠的滿足。」

◆收養家庭的【幸福】與親生養家庭有何不同？ 

收養小柔的爸爸、媽媽回顧他們與孩子相遇的收養歷程，在伴隨收養而來的困惑、挑

戰中，學習對自己、對孩子擁有更深刻的認識，進而在平凡的生活點滴裡，創造與眾不同

的幸福。

小柔，今年 3 歲，生母有智能障礙，無親屬協助，也無法獨力撫養孩子。因此小柔出

生就經由政府社工安排住進寄養家庭，等待尋覓一個永遠的「家」。因為生母而帶有智能

障礙遺傳的風險，像小柔這樣的孩子，在台灣收養媒合成功的比率極低，根據忠義收出養

服務中心近 2 年來的服務經驗統計，相似背景的媒合成功率不及 5%。然而，小柔的爸爸、

媽媽卻將小柔視為神賜福於家中的禮物，完成收養的程序。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

文◎收出養服務中心專員   宋文方

小柔媽媽回憶自己順利上完收養課程、團體後，收到社工打來詢問媒合意願的電話。

社工向她簡述孩子的年齡、背景，以及「特殊」需求……，媽媽說：「掛上電話後，我馬

上打電話給我的老公，告訴他，我們需要好好談一談。一個晚上、一整天的時間，我們都

在思考。」小柔需要的是什麼樣照顧？未來有什麼需要共同面對的風險？……這些疑問，

一一被提出細數討論。爸爸說：「因為我們有信仰上帝的背景，不希望因為這個孩子的特殊，

就拒絕她，但我們也會有限制，要評估自己的能力，是否足以照顧這個孩子？」

收養的路上，總是會有很多擔心，小柔的爸爸、媽媽選擇用愛的勇氣轉化心中恐懼，

成為他們如實做好收養準備的動力，這也使得他們能以充分的理解抹去對孩子的標籤，

給自己與孩子一次愛的機會。在確認自己的收養意願與準備之後，社工為他們安排了第一

次的漸進式互動，那是雙方都很緊張的第一次接觸。爸爸：「初見到孩子，是寄養家庭媽

媽陪著她，我們都是慢慢跟她接觸，她剛開始一直黏著寄養媽媽，我們只能慢慢從旁邊介

入。」親子關係的建立，從陌生到熟悉，原來需很多陪伴與耐性來完成。爸爸：「漸進式

互動安排她剛來到我們家的時候，連講話都講的很輕聲，晚上看著天花板，不敢睡覺，然

後我就一直抱著她睡，在她的床鋪上面讓她睡著，那幾天我和太太都在家裡陪她玩，一個

禮拜後，我們才正式把她接回來家裡。」

收養小柔之後，媽媽漸漸觀察得到小柔對安全感的缺乏與需求，因為理解依附關係對

孩子的重要性，爸爸、媽媽也在這部分做了一番的努力，媽媽：「黑色換紅色都不可以，……

我發現她需要固定的東西給予她安全感，一開始我不太懂為什麼換一個東西、換一個人，

她就要大哭到好像有人在欺負她。我知道教會、社會當中有很多資源，於是我就狂問一些

人或是問一些我的朋友、還有相關的人，去尋求建議與方法，看看怎麼做會讓我們更好？」

觸及收養家庭中普遍敏感的身世議題，媽媽說：「從上過團體課，聽過老師的教導之

後，我的觀念改變很大。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告訴她身世是一定要的……。孩子的身世，

她有權利知道，如果她是透過別人的口中知道她被收養了，驟然聽聞的那一天，孩子也許

會非常受傷、非常難過。反而是我們來跟她說，讓她做一個預備，她會覺得這件事很自然，

覺得被收養又沒有怎麼樣，心理反而會很健康。」親朋好友對爸爸、媽媽身世告知的做法

質疑，擔心小柔會不會因此想回到原來的家裡去？媽媽：「其實我不會擔心，如果我愛她，

我不用綁住她，其實我跟我先生心裡都有預備別人可能會講什麼，但我們就是不要太在意，

最重要的是我的孩子是被接納的，因為只要『愛』足夠了，孩子就會有安全感，她的發展

跟一般健康的孩子是一樣的，甚至會更好！」

回到我們最初的疑問，收養家庭的【幸福】與親生養家庭有何不同？ 

相同的是，每個家庭都有親子之間共同成長的互動、共同經歷生活酸甜苦辣的歷程；

不同的是，無論收養關係如何開始？這段的生命交會，在看似平凡的生活中，正在重寫著

親子雙方各自過往的故事─因為擁有彼此，原來那段失落故事的前言，已經永遠被改寫成

【幸福】啟程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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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收出養服務中心督導 林容羽、專員 宋文方

有別於眾人期待下誕生的孩子，一出生即擁有雙親與親朋友百般呵護與關懷。失依兒在遺

棄、虐待、嚴重疏於照顧、家庭經濟條件低弱…等情況下，離開自己的「家」，轉進如育幼院、

寄養家庭等安置服務單位生活，才能確保生活安全條件無虞。然而，這樣的替代性安置服務，

實難完全取代「家庭」對兒童身心發展的重要性。如何順利為失依兒尋得合適的收養人，並且

協助孩童與收養家庭共創一個「永遠的家」，成為我們每一個人殷切的盼望。

忠義基金會收出養服務超過11個年頭，至今受理具有出養需求的孩童高達9百多人。其中，

5 歲以上、身心需要醫療協助，具有特殊背景 ( 包含原生家庭有犯罪紀錄、吸毒、酗酒、精神

疾病及智能障礙等遺傳疾病史 ) 的孩童占近 7 成的比例。然而，服務經驗顯示，台灣國內收養

人的收養意願，多為收養 3 歲以下、身心健康且家庭背景單純的嬰幼兒。由於台灣收養人動機

及觀念普遍仍趨於傳統保守，且國內社會福利政策對於家庭收養這類別的孩童所提供的資源支

助有限，不僅使失依兒的「尋家」之路顯得困難重重且漫長，更使現況多數失依兒由收養條件

與觀念相對開放的國際家庭收養。

失依兒的年齡、身心狀況、特殊背景等因素，影響著等待適合收養家庭出現的時間。等待

時間越長，更使得失依兒的內在、外在環境的風險因子增加。與其只是等待，我們更努力尋求

創新的服務方式，幫孩童創造機會，尋覓潛在的適任家庭加入收養行列。今年，忠義收出養服

務中心與美國戈拉德尼領養中心 (Gladney Center for Adoption) 合作舉辦「Super Kids 超級

兒童」方案，邀請美國包括物理治療師、社工等專業團隊，來到台灣與孩童進行面對面的互動

評估。專業的評估，不僅深入了解孩童的醫療需求，更進一步討論孩童所需的照顧方式與資源，

讓期待收養孩子的收養家庭看見孩童發展、進步的潛力，更藉此評估收養的適任性與準備，增

加失依兒與收養家庭媒合成功的契機。

在 5 月 12、13 日及 10 月 5、6 日兩梯次共 4 天的活動中，我們共計邀請 31 名孩童參與，

除了年齡多數是 5 歲以上 ( 最年長為 10 歲 )，家庭背景特殊，其身心需求有患 C 肝、全面性發

展遲緩、斜視及眼角膜鈣化、智能障礙、腦性麻痺、自閉症、出生時僅 500 公克的早產兒、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狀況的孩童。政府社工及照顧者說明孩童在安置系統的生活作息、個

性特質、教養情形之後，再由物理治療師以適齡的玩具做為媒介，透過遊戲的方式與孩童

互動，藉由觀察孩童的各項動作、語言、情緒、認知等發展反應，來深入了解孩童的身心

發展狀況。活動結束後，美國戈拉德尼領養中心團隊與忠義的工作團隊即進行會議，分享

各項觀察評估的方式，及對於孩童日後照顧技巧或持續早療提供相關的建議，以作為照顧

者更了解孩童的需求而能提供更適切的照顧資源。戈拉德尼領養中心團隊也告訴我們，在

第一梯次活動後，增加了 3 倍關注忠義失依兒的收養諮詢電話，有些家庭甚至是因為此方

案而開始關注收養的議題。我們在第二梯次活動中，看見孩童在這短短半年中有了更多的

進步與成長，也期待下次能為孩童帶來更多的好消息。

目前，參加此方案的孩童已有 9 名順利媒合適任的收養家庭，這對於工作團隊是莫大

的鼓舞，除了感謝美國戈拉德尼領養中心的工作團隊之外，也非常感謝政府社工、安置系

統社工、照顧者與忠義的充分合作，從蒐集孩童的醫療、身心發展及照顧狀況，安排參與

方案的時間、交通及接送人力，到翻譯討論……等，讓孩童能夠有足夠的心理預備來參與

訪談的過程，更讓我們能共同達成此方案最大的效益。

截至 105 年 11 月，已經為 517 名等家的失依兒成功媒合收養家庭。忠義工作團隊在陪

伴失依兒尋家的路上不遺餘力，想與我們的孩子一起，一步一腳印跨越重重阻礙「返家」。

這是我們對每一個失依兒童最大的祝福，也是我們對自己最大的工作價值與成就。

服務成果

Gladney 領養中心團隊與忠義的工作團隊
進行會後會議

物理治療師利用各種互動方式與教材，
觀察了解孩童各項身心發展現況

進行孩童醫療需求觀察與評估

照顧者 ( 後方 ) 陪同特殊需求的孩童共同參
加超級兒童方案，提供最詳盡的照顧資訊

Gladney 領養中心團隊與忠義的工作團隊 向物理治療師解說孩童足部矯正的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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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花朵朵開，摺疊出加倍的幸福

忠義基金會附設收出養服務中心於今年 3 月正式搬遷至萬芳社區，我們期盼在全新而

寬敞的空間，提供更完善的服務。今年度第一次收養家庭支持團體活動「摺疊出加倍的幸

福—心花朵朵開」在 4月 17 日展開。在互動中，處處都綻放著家人之間無私的愛與幸福。

這次的活動主要是邀請收養家庭一起來到中心團聚，並邀請已有收養 2 名子女的收養

人分享經驗，透過各項活動流程支持彼此。現場從帶動唱、在收養家庭進行經驗分享時陪

伴孩子互動，以及帶領所有收養家庭摺出幸福的紙花，期盼透過這些活動，社工能夠更瞭

解收養家庭的近況，也協助他們彼此認識、交流。

隨著音樂的播放，爸爸、媽媽拉著孩子小小的手臂跟著工作人員盡情擺動、揮舞，有

些大一點的孩子甚至會邊跳邊唱，每個人的目光都是炯炯有神、充滿熱情，享受溫馨與愉

悅。

進行經驗分享的收養家庭，帶領著在場的每一個人重回親子關係之間的甜蜜期、考驗

期與磨合期，討論他們在過程中所發展的自我調適、教養策略，以及戰勝困難後的成果。

到了收養家庭一起摺紙花時，所有人都很專注的跟著社工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學習，

有些家庭會分工合作，爸爸負責摺紙，媽媽負責黏合成花朵，孩子負責剪雙面膠；有些家

庭中有較小的孩子，爸爸、媽媽會拉著他的小手一起摺；有些家庭手藝精巧、厲害一些，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摺出一朵花。每個家庭都有他們獨特的相處模式，但他們都因為彼此的

存在而感到幸福：偶爾會開玩笑的跟對方說「你摺的好醜」；也會稱讚對方的花配色很漂亮、

鼓勵對方不要氣餒，使在場的社工與工作人員被家庭的默契與親情深深感動。

收養家庭對彼此的愛活躍了現場的氛圍，讓我們看見愛的另一種可能，也看見收養的

價值。

「透著光，牽起手，上學的路上有我陪你走！」忠義基金會為募集孩子們新學期的教

育費，與蘆洲獅子會、思賢國際獅子會、五股國際獅子會、忠孝國際獅子會、寶麗萊國際

獅子會共五個分會公益合作，於 9月 24 號在蘆洲忠義廟舉辦愛心園遊會。

這次的愛心園遊會結合各式美食攤位，以及琳琅滿目的生活用品，還搭上最夯的寶可

夢熱潮，讓來參與的每位大朋友、小朋友除了吃飽，還兼具抓寶的趣味！舞台的精湛表演

在熱情活力的街舞中展開，來自各地的專業舞團輪番上陣，還有神祕的魔術師及馬戲之門

帶來令人驚艷的演出，舞台下的孩子們個個目不轉睛，還興奮地跟著音樂及舞蹈擺動身體。

透過攤位認領及物資贊助，規劃共 28 個攤位，邀請數十家愛心廠商及各界愛心志工參與。

活動當天更是邀請到徐哲緯、田顏玫、陳思瑋、李子森、葉勝欽等五位對於公益活動不遺

餘力的愛心嘉賓，以溫暖療癒的歌聲給予現場的民眾一個大大的擁抱，也擁有了面對困難

向前走的力量。忠義基金會的大家長─高敏足執行長，及蘆洲獅子會會長暨各分會長手持

代表上學夢的繽紛氣球，象徵牽起孩子順利就學的希望。在眾人的祝福及掌聲中，讓孩子

一個個微小的夢想在天空自由飛翔。

忠義基金會今年成立第 65 年，感謝來自各界的愛心以及點點滴滴的幫助。忠義致力於

弱勢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默默守護來自全台各地需要照顧的失依孩童，以堅定的愛守護

每一位來到大家庭的孩子。此次特別擴大舉辦愛心園遊會，將當天募集所得全數作為院內

孩童生活、教育、輔導與醫療經費，結合社會大眾的愛心，共

同扶持失依孩童幸福成長。

教育，是翻轉孩子人生的最大可能！失依兒的成長歷程或

許少了原生家庭的支持，但因有你我的參與，結合社會大眾的

愛心，共同扶持失依孩童幸福成長。感謝每位為活動付出的志

工朋友、愛心廠商、精湛演出的表演者們，以及到現場支持的

每位民眾。期盼大家更認識忠義，了解忠義，一起用愛守護失

依兒少的未來，共創美好的童年記憶。

社工小語 焦點活動

11點滴捐款●忠義感謝您10 安置教養●國內外收、出養●社區關懷輔導服務

文◎收出養服務中心實習生 郭芳伶

文◎行政資發組 黃莉涵

收養經驗分享

大合照

摺紙花

暖場活動 小蘋果帶動跳



安置教養●國內外收、出養●社區關懷輔導服務 點滴捐款●忠義感謝您

大夥齊聚忠義基金會歡迎阿翔回家

一同回顧美好的兒時記憶

保育員媽媽給予阿翔
一個大大的擁抱

保育媽媽向阿翔介紹育幼院
的現況

12 13

那年，阿翔 10 歲，揮別台灣的親朋好友、保育員媽媽和一群在忠義育幼院一起調皮搗

蛋、一起長大的兄弟姊妹。他牽起遠從美國來到台灣接他的養父母，踏出他人生故事的新

頁 -那一天，阿翔是個有爸爸、媽媽的孩子了。

今年阿翔 18 歲，離開台灣後的第一次，他鼓起勇氣拾起與過往的連結，獨自踏上尋根

的旅程，深深得與記憶中的熟悉面孔再次擁抱……。

阿翔，回來了
「I want to move on and put the pieces of my life back together.」，阿翔的

一句話，道出每一個尋根孩子的心聲：帶著勇氣回到往事，是為了拼補出更多對往事的理

解，好讓生命往前走的道路更清晰、更平順。 

然而，要將計畫付諸實行並非一件容易的事，阿翔：「這其實是個困難的決定，一開

始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我的父母詢問我想不想讓他們陪著我回來，我本來說好，但後

來想一想，這是我長大的里程碑，意味著我不需要凡事依賴他們的時刻。這同時也是屬於

我的時間跟經歷，我將會需要很多獨自整理的時刻。」

於是，阿翔向養父母表達想獨自完成的意願，得到養父母的支持。「我自己存了錢，

學習安排計畫，訂下美國與台灣來回機票，開始我尋根的旅程。」

沿著根的脈絡，尋回愛的後盾
當年，阿翔的生父過世，生母無力扶養他的時候，姑姑是阿翔最親近的親人。因此，

回台灣的第一站就是與的姑姑聯繫，同時，他也在姑姑與友人的陪伴之下，回到忠義基金

會。

阿翔回來的這一天，曾經陪伴阿翔成長的執行長媽媽、保育員媽媽，還有曾經同住育

幼院的朋友們都齊聚忠義，等待與阿翔的重聚。 「阿翔 !」、「變得好帥喔！」、「好多

回憶喔，全部都湧上來了……。」一次又一次的擁抱之後，大家此起彼落得回顧從前的趣

事，這些趣事大部份都是關於阿翔從小是育幼院裡的”頭號人物”- 專門讓保育員媽媽頭

痛的第一號人物。

「我以前是一個讓很多人生氣的小孩，我不聽任何人的話，我只想做我自己。」

文◎收出養服務中心專員  宋文方

從前的阿翔，因為在學校被小朋友說是育幼院的孩子，常常忍不住生氣，甚至面對考

試壓力的時候，顧自得逃離教室，跑回育幼院。回憶往事，阿翔說，在忠義的日子讓他學

習到尊重、珍惜曾經對他好的人們。阿翔：「我或許不是所謂的好孩子，那時候陪伴著我

生活的人們對我來說很重要。離開育幼院的生活之後，我才知道，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對你

很好，總是原諒你的過失，並且處處為你考量地照顧、幫助著你。」

「我才知道，育幼院可能不如一般家庭那樣，能夠給你無微不至的照顧，但是，有一

點我可以很肯定得知道，那就是當我要墜落的時候，他們會在那裏捉住你，他們是你最後，

也是唯一的後盾。」

翱翔的力量
阿翔和我們分享，他如何與養父母討論關於收養的事 : 「他們認為，收養一個孩子，

能夠讓一個靈魂感受到愛，這是正確而且值得去做的事，所以他們領養我成為家中的一份

子」。阿翔：「我很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給我很多的愛、很多的耐心、教導、陪伴，我真

的不知道，如果我的人生如果沒有遇見他們，我會如何？」

被美國家庭收養的阿翔，剛到美國的時候，在適應上遇到很大的挑戰，養父母是他最

重要的支持力量。最大的挑戰莫過於語言不通的困難，阿翔：「我不會說英文，沒有人聽

得懂我，當我完全無法表達的自己的想法跟感覺，這會讓我沮喪」，「對此，我父母告訴我，

是你的朋友的人就會喜歡你真實的樣子，他他們會喜歡你是真實的誰，這是你選擇朋友的

時刻。學習陌生的語言，這確實是不簡單，但是每件事情，都是能夠被克服的。」 

擁有父母親穩固的關愛環境與教育，阿翔得以透過真切的自我探索，鍛鍊出承擔自己

生命的力量。他更以自己的經驗，對給育幼院的弟弟、妹妹鼓勵：「你必須感謝，並且踏

出你的舒適圈，當你如此，你會擁有更多。當然，好的事、壞的事都會迎面而來，所以你

需要努力，非常非常得努力，才能幫助自己征服很多的困難，為自己贏得你真正需要的。」

回來台灣的阿翔，懷著感恩的心與自我承擔的態度，踏出自我成長與蛻變的腳步。沿

著尋根的軌跡，不僅重新為自己定義愛與被愛的生命歷程，更讓我們看見了，他那翱翔未

來天際的力量。

兒少天地



狐狸與小王子
狐狸對小王子說：”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用眼睛可以看得見的。”

離院生◎狐狸、小王子 採訪彙編◎忠義編輯小組

八年級生 - 狐狸 
現正就讀私立科技大學 ( 入學 1 年 )

七年級生 - 小王子  
現在從事設備維修工作 ( 入行約 7 年 )

狐狸難忘要離開忠義家園的庇護時，總

務哥哥對他說：「狐狸哥，以後如果有甚麼

需要就打給我。」說再多「我們就是一家人」

這樣的話語，也比不上真正無條件支持。獨

立生活後，他衷心覺得忠義的愛，彷彿真正

父母之愛。院長媽媽曾說過 :「決定是成功

的起步，堅持才是翻身的機會。」令人難忘。

功課程度中上的狐狸，升學看起來是順理成

章的決定。但入學後才是挑戰的開始。目前

狐狸的生活主要在充實自己的專業，還有增

強英文能力及考取證照。因為有申請上校內

打工，所以暫時無經濟壓力。他期待透過參

與志工社，開拓人際關係，增強與人溝通、

寫計畫的能力。

思維超齡成熟的狐狸特別想勉勵想要升學的弟弟、妹妹：「要念書，就要念完。不要念一念

就被退學，那等於浪費時間、金錢。還不如直接去工作，賺取實務經驗。」「既然選擇念書，就

代表不是只要 22K 而已。而是要更好的薪水及福利。如果大學有好好的充實自己，那一定跟沒經

過大學的有所差別。舉例來說 : 一個碩士畢業；另一個國中畢業，但是同樣都賣雞排，他們的營

業方式一定有所差別……。兩者的差別，在思考能力。……升學的目的之一就是訓練邏輯思考。」

與其說在忠義最難忘的人，他最謝謝「整個機構」所有人員的幫忙。當年在媽媽去世後，爸

爸無力照顧 5個兄弟姊妹，所有的兄弟姊妹都住進育幼院，其中有 1位哥哥，被親戚接回去扶養，

親戚反而在青春期叛逆時期就放棄了他，哥哥輟學，過得很苦。小王子在忠義相對安穩的生活中

發現了自己對電動車的興趣，從國中技藝班找到能夠自我實現的領域 - 電工，完成學業後也一直

從事設備維修的工作。

雖然失去家的庇護，必需半工半讀，什麼兼差工作都做的小王子，曾經一度覺得自己很辛苦，

但就職以後，發現工讀的經驗練就了自己比別人「肯學」的心，用工作經驗累積可換取更好的經

驗。

小王子覺得維修工作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就是在「嘗試錯誤」中自己發掘問題點、並解決它。

他鼓勵失依孩子，能努力找到一個大企業的設備維修部門任職，當一個大企業的小螺絲釘，也許

不如自己開一間水電行收入豐厚，但對於一開始無豐厚資金創業的人，這是個累積實力的好方向。

活動紀事 / 物資需求

感謝社會各界善心人士及團體長期以來對孩子的用心與關懷

由於您的支持與鼓勵，孩子們才能健康、

快樂的成長，也因您熱情的參與，孩子

們的生活更多采多姿。孩子的潛力是無

限的，藉由各種活動的安排，可以增進

學習的興趣與潛能的開發，更能讓孩子

擁有不一樣的人生。

食 【食材】冷凍三色豆、火鍋餃、日本山藥、三色椒。
【當季水果】奇異果、木瓜、香蕉。
【幼兒點心】燒賣。
【青少年學烹飪】地瓜粉、太白粉、滷包、泡菜。                    

住  定時功能電磁爐、大黏鼠板 10 組、嬰兒搖彈床 5~6 張。

育  2.5 吋外接式硬碟 (2.0TB)*2 台、ㄅㄆㄇ注音圖卡 2組。

醫療 無粉醫療手套 (M)、壓舌棒 、表飛鳴 (粉、錠狀 )。

一張發票代表一份愛心，歡迎大家踴躍捐贈！
‧歡迎公司行號及機關團體來電索取愛心發票箱。

‧廣邀個人捐贈有效發票，郵寄至忠義基金會。

年度/月份 募的張數 中獎金額

105年(1-10月) 999,759張  1,192,664元

單元活動分享

8-10月間 桃馨園 忠義育幼院 心棧家園

單元活動(場次) 8場 17場 15場

系列活動(場次) 0場 35場 14場

9/21 桃園地景藝術節 /桃馨園

8/21 懷幼家園 - 親子餐廳半日遊 /
忠義育幼院 /Money Jump 親子餐廳

10/22 歡心家園 - 電池教室 / 忠義
育幼院 /恆隆行

10/15 昇恆昌電腦教學 / 心棧家園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10/25 行動親子車 / 桃馨園 / 桃
園市政府社會局

10/2 歡心家園 - 校園遊憩 /
忠義基金會 /台北美國學校

08/14 藝齊同樂 III 音樂會 / 心棧
家園 /香頌室內樂團

9/3 桃園觀音控窯之旅 / 忠義育
幼院 /心棧家園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 08-09 年圓夢團隊

10/12 遊戲愛樂園 /桃馨園

9/11 歡心家園 - 台北探索館 /
忠義育幼院 /台北市鍥而協會

10/30 歡心家園 -萬聖節活動 /忠
義育幼院 /鳴嵐國際

10/22 動物園尋寶 /心棧家園 /新
加坡辦事處

8/18 防災教育訓練 / 忠義育幼院
/台北市消防隊文山一分隊

10/9 歡心家園 - 宜蘭闖關冒險 /
忠義育幼院

08/16 中租職涯參訪 / 心棧家園
/中租基金會

10/29 紅樹林生態導覽 / 忠義育幼
院 / 心棧家園 / 財團法人采盟文
教基金會

嬰兒搖彈床

14 安置教養●國內外收、出養●社區關懷輔導服務 15點滴捐款●忠義感謝您

聯勸專案 -親緣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