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害怕「不確定」的狀態嗎 ?

德國社會觀察家納斯特（Michael Nast）曾稱這一代是「愛無能的世代」，指的是人

我聯繫的無能。人人都渴望愛，卻又往往不知道如何愛著一個人 ?! 才能維繫長遠的「關

係」。忠義以育兒專家之姿，常常強調：「做孩子一輩子的家人」，許多人仍然不解：一

輩子那麼長，無論親子或家人，難免意見相左，甚至在生活細節中產生誤會，該如何相愛

一輩子 ?

何不把生活看做一場「冒險」，專注以對，不負我心，滋養「開始愛的能力」。

忠義基金會執行長

走過安置家園，許多人常會讚嘆工作夥伴擁有「面對逆境的彈

性」，究其所以，它很接近「開始愛的能力」，也是有意為人父母者

的重要條件。服務經驗顯示，能夠擁抱與面對眼前的難關，牽起孩子

的手、用心去愛孩子的夥伴，多數是具備「冒險精神」的！這裡所說

的冒險，並非單純的把自己與孩子置身於險境而不顧，或一定要前往

某種人跡罕至、孤絕危險的地方，我們所強調的是一種面對生活的態

度：透過一次次專注面對未知挑戰，不斷努力的過程，鍛鍊出勇往直

前的力量。在這力量之間，包含感恩、包括愛，對自立生活有益，並

足以對於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帶來正向的影響。

夥伴具備不畏「冒險」的生活態度，使我們有願且有力能帶著

孩子透過登山、透過上學路的探索、透過外出購物的行動體驗生活，

在冒險的另一面，我們正在為孩子尋覓一種柔軟的改變契機，曾因為

家庭變故而安置的孩子，多半以充滿防備的姿態，鞏固自己生活的範

疇，然而，無法柔軟的心，是無法感恩的；一如繃緊的肌肉，完全無

法產生力量，撐起一個人的身體。

本期收錄了長年助養人郭叔叔對義家人佳容的祝福，一言一語娓

娓道來，就是一輩子！與其說這是「做孩子一輩子的家人」的實證，

我願珍惜這場人生冒險，祈願眾人跟著郭叔叔給予佳容祝福的同時，

也能有機會在歲末年終感受溫暖、感覺愛。

創作理念：

時光的河流逝著，在幾個葉子黃綠的輪轉之間，我們已經漸

漸長大。在銀杏金黃照映下的暮色裡，最想念的還是那永遠

為我開一盞燈的家。

作者介紹

克萊兒（本名：鄭雅文）生於台南，現居台北

因為喜歡畫畫，所以決定離開十年多一點的上班族生活，走

在自己的路上，做自己喜歡的事。想送孩子一份特別的禮

物，將生活中的小感動，旅行中一頁頁的風景，用水彩筆一

筆一筆慢慢封存進去小書裡。

未來，也將持續在自己的路上，努力一步一步往前走！

粉絲頁：森林裡的旋轉木馬

部落格：http://blog.xuite.net/duck918/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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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桃馨園保育"媽媽"

投入安置服務已多年，從懵懵懂懂的跨入社福領域，到更加確定是對的選擇，內心明

白這無疑是一場充滿愛及歡樂的冒險旅途！

依稀記得，剛到職的我，面對新生兒發燒，內心很焦慮緊張，急著替孩子舒緩不適，

也替孩子感到不捨。想到自己第一次在凌晨搭乘計程車帶孩子去急診，因為在凌晨、又是

第一次，內心焦慮又擔心。當順利抵達急診室時，心中的一塊大石頭終於放下了。看診時，

看著孩子小小的身體吊點滴、抽血，眼淚瞬間流下；當孩子康復，心情才算完全放鬆。

後來漸漸理解：當一個「媽媽」，必然會面臨到孩子身上發生的突發狀況，如何妥善

處理？要用堅定柔軟的心來面對。我想我有機會照顧這群孩子、與他們一同成長，是件非

常榮幸的際遇。

社工系畢業的我，因為非常喜歡與孩子相處及互動，因緣際會來到桃馨園擔任「保育

員」。保育員的工作內容包羅萬象，從夜間帶診、早療服務、辦理戶外活動、泡奶、餵奶、

換尿布、製作副食品……，皆由保育員一手包辦。我常常形容「保育員」除了是孩子們的

媽媽之外，更像一名無名英雄，為孩子盡心盡力，所有的付出，只為了讓孩子們健康、平

安長大。

當孩子有翻身、站立、走路，都會令我們感到喜悅，連忙拿起相機為孩子們拍照，記

錄這重要的一刻，雖然我們與孩子們無血緣關係，但朝夕相處使得我們與孩子的感情更加

濃厚且密不可分，彷彿真正一家人。

在這裡的每一天，都是一場冒險及挑戰，儘管前方道路充滿未知數，但孩子的身後有

我們這一群熱血「媽媽」保護著，迎向美好未來是必然的！

「冒險」是不避危險勇往直前的，而這是緊急安置家園的日常：24 小時全年無休為孩

子待命。

這是我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從一個什麼都不懂到可以獨立當班、接案，處理小孩的

一切。入園的孩子大多為受虐兒，身上有著大大小小的傷口，甚至骨折、腦傷，讓人怵目

驚心。不管有多緊張、害怕，也需面對，學著處理傷口、穿脫副木、日常照護……等。

孩子的生活像冒險，我們也一樣：沒有抱過孩子的我，竟然要幫剛出生的小嬰兒洗

澡！沒有上過夜班的我，竟然要在半夜接新的孩子入園！沒有帶孩子看過醫生的我，居然

要……！雖然會緊張、會害怕，但有孩子和我一起冒險。我們互相陪伴、探索世界，發現

了好多神奇新事物；我們一起面對挫折，變成勇敢的人；我們一起陪伴著彼此，成為彼此

的家人；我們一起玩樂、嘻笑，為每一天創造回憶，用增添的幸福感抹去對未知的恐懼。

「冒險的浪漫之一，就是找到改變的態度與決心，成為更好的自己。」我認為保育員

就像《寶可夢》中的訓練家、園童們就像寶可夢，與訓練家一起經歷各種冒險，彼此互相

陪伴、學習、成長。

踏入保育員這趟冒險旅程中已第三個月，這段時間和園童們一起經歷許多事情：吃副

食品、團體活動、學習身體和認知的發展，磨合並包容彼此的情緒和想法，過程中有許多

喜怒哀樂，都將成為我們蛻變為更好自己的養分。很希望未來能繼續勇敢面對這新奇的冒

險。

身為一名社會科學出身的畢業生，選擇了這個職業作為職場初體驗，看似不相干，但

在開始之後，也沒那麼奇怪了。

在幼兒的生活中，品格教育需大大發揮社科研究精神－觀察、歸納，最後得出結論。

每個幼兒都是獨立的個體，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人生經歷，因此即便是集體生活，

我認為也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引導，才能達到最大效益。在教導的過程中，每做一個決定，

都是一次冒險。關係與教導看似無法兼顧，但我仍不會停止嘗試在其中取得平衡。

在成為保育媽媽前，大約知悉安置工作，本來已經做好心理準備要照顧各個年齡的孩

子，但桃馨園主要收容緊急安置的孩子，年齡較小，實際現場接觸到他們和認知的想像是

很不一樣的感覺，很心疼他們小小年紀就有各種遭遇。「媽媽」更珍惜自己現在擁有的。

這個家園的老師們也很有共識，大家都想把孩子照顧好、給他們滿滿的愛，希望孩子離開

這裡之後能好好的長大，找到愛。

榮幸的際遇◎宋承嬑

「媽媽」是無名英雄◎黃宥慈

「保育媽媽」初體驗◎嚴之吟

寶可夢，加油◎施瑀珧

品格教育大冒險◎吳向雲

愛的冒險◎范姜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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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小巷，從院裡到學校的路。

對於成人的我們，是五分鐘的路程，對於某些孩子，卻是離開媽媽、邁向獨立的路程。

來到我們這邊的孩子，從小就面對許多的離別，離開原先的照顧者，有些與手足分別到不

同的安置機構，有些則是離開上一個安置機構，轉安置到了忠義。光是來到這裡之前，就

面對了許多離別。但，在來到這裡之後，卻仍不是安置的終點。

在這裡的生活，時不時就會有同儕離開，迎接新家庭的懷抱。隨著孩子長大，也會因

應孩子與同儕的年紀與能力，為孩子安排轉換小家，這些都是一次次的深刻離別，另外，

每當工作人員有調動或是轉換跑道，意味著照顧者的變更。

孩子一出生，從哭開始，每一步都在學習。
上學路，是第一次放掉大人的手獨自前進，也是面對人生的第一步，
會害怕、會緊張、會好奇、會期待，
放手是為了讓孩子朝向未來而邁進，
也許上學會哭哭，但也是因為這段過程，才能看見孩子成長的可能性。

忠義的孩子很特別，卻也很平凡，小小的身軀裝載了很多經歷，
內心的世界不管是提早被賦予要趕快長大，亦或是太慢認識這個世界，
但最後來到這裡，因為彼此灌溉了好多的愛，所以成長路上，你們不孤單。

 文◎育幼院保育員 李昱德

對孩子來說，變更的不僅僅是照顧者，而是整個世界。

一個經過院內轉換小家的妹妹，很愛之前照顧她的保育員，在一次從四樓移動到一樓要

出門去上學的途中，遇見了那位心心念念的前照顧者，妹妹便從院內哭到院外，從門口哭到

十字路口，無法再往前一步。為了陪伴這位哭哭妹，只好先請年紀較大的孩子帶著其他孩子

去上學，我陪伴著她，在十字路口哭，一直哭一直哭，再從十字路口一路哭回院內。

短短一段路，哭出了孩子無法走過的思念。

直到隔天我上班時，才有機會好好的與她對話，哭哭妹很想念那位保育員，渴望能和那

位前照顧者有個大大的擁抱，但因為小家不同的行程，以及趕著送其他小孩上學的壓力，因

此而錯過。我和哭哭妹約定，下次再遇到那位保育員，可以先和保育員說一聲，再去找她抱

一下，好好地打招呼、道別，之後趕緊跟上上學的隊伍。有了這個約定，之後的上學路便不

再發生爆哭事件。

上學路除了哭鬧，也有許多的歡笑。

團體生活通常較少出門，院裡的孩子出門時總是特別興奮和好奇，在路上能看到許多家

裡不會出現的東西，好像去到了一個新世界！尤其還不太會講話的孩子，上學時走到陌生的

馬路，欣賞著家裡不會出現的種種事物。一路上，對許多東西感到疑惑和好奇，常常會問「那

是什麼啊？」。路邊的汽車、機車、小鳥、貓咪，都是孩子牙牙學語的教材。「那是汽車」、

「那是機車」、「那是腳踏車」，孩子從不認識，到能叫出這些物件的名字，這樣的過程就

好像我們出國旅遊時，學會用當地的語言講出道地美食時，那樣興奮和有趣！

「走～走～走走走～我們小手拉大手～走～走～走走走～一同上學呦～」

一首琅琅上口的兒歌稍作改編，便能陪伴孩子快樂的上學。「白～雲～悠～悠～陽～光～

柔～柔～路邊小貓和小狗～都在歡迎我～」有時孩子留戀家中的溫存、不太想上學，我們便

需想辦法幫助孩子找到上學的樂趣，簡單的兒歌，對孩子來說也能是莫大的樂趣。音樂，是

非常接近孩子的語言。孩子對於歡樂輕快的旋律總能直接地感受到蘊含其中的喜悅，如果唱

一首歌的時間孩子還不開心，那就試試唱兩首歌吧！

從院裡到學校，短短五分鐘的路程，時間雖然短暫，但對於孩子，卻都是成長過程中，

很珍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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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棧家園生輔員　林彥昌

2005 年，美國一位長期關注並投身自然的作家理查．洛夫（Richard Louv）提出「大

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的兒童發展現象，說明當孩子在只有電子產品

且疏遠自然的環境中成長，容易好發，如過胖、感覺遲鈍、注意力不集中、躁鬱傾向等身

心議題。同時也會導致兒童對於自然界缺乏基本的尊重、不再理解食物的來源、不再認識

動植物、不再對家鄉的地理感興趣等。

隨著後疫情時代到來，家園也開始思考如何帶領孩子們脫離 3C 產品的綁架，因此在諸

多愛心單位的支持下，我們能與台灣山中步伐公益協會的登山教練合作，辦理了『陽明山

擎風縱走』、『石碇皇帝殿登高』、『北橫東滿步道探幽』三場山林教育及體驗活動。

在幾次的活動中，工作人員與孩子們一起踏上擎天崗及石梯嶺大草原的制高點，用不

一樣的角度認識自己身處的台北市；也在無止盡的漫長陡上過程中去鼓勵彼此，克服內心

的恐懼、焦慮與無助，最終一起站上皇帝殿西峰讚美自己的勇敢；而在觀賞大自然美麗風

景的同時，教練們也分享許多了登山小知識，像是分層式穿衣法、登山杖的使用技巧等，

讓孩子們對於登山運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體驗；過程中我們更設計了撿拾垃圾、淨化山

林的活動，期待讓孩子們在親近大自然時，學會尊重每一寸花草樹木，透過環保及生命教

育來提升他們內在的人文素養及氣質。

記得在皇帝殿登高的活動中，地形相當艱難，糾結的樹根、裸露的岩石……許多地方

都必須要手腳並用才能順利通過。但奇妙的是，孩子們用互相提醒和幫助來取代一開始的

怨聲載道，不時可以聽見，「哇 ! 這邊比剛才好玩多了」、「小心不要撞到頭哦」、「這

邊會滑哦」、「不要怕，可以踩這邊」、「你可以的」以及「要相信自己」的加油聲；而

後期更是出現許多高難度路段，甚至需要使用鐵梯、拉繩才能順利通過，但看著孩子們面

對這些難關，儘管感到害怕，仍舊自我打氣、互相鼓勵，一步一腳印的克服這些困難地形，

以及通過後所展露出來的自信笑容，身為工作人員的我們真的相當欣慰開心。

短暫休息與享用午餐之後，我們來到了一處交叉路口，準備下切到小粗坑登山口。本

以為此刻的孩子們應該是精疲力盡，歡呼著終於可以踏上回程。但出乎意料的是，許多孩

子看到左手邊的岔路通往「天王峰」，意猶未盡地表示想要繼續挑戰、想上去看看上面的

風景如何。一番討論之後，我們決定兵分兩路，讓孩子們評估自己的體能狀況，決定要加

入「天王峰隊」還是「小粗坑隊」。

勇敢，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可以是勇於嘗試未知的事物，可以是堅持不懈地持續某一

件事，也可以是勇於「放棄」。有部分的孩子在岔路口選擇踏上回程，也有孩子因中暑症狀、

身體狀況不佳，而在登山口時選擇提前下撤。這當然也是一種勇氣的展現，因為登山活動

最忌諱的就是「愚勇」，可能害怕會被同儕瞧不起，或被自己的自尊心所綁架，而在體力

不足、身體狀況不佳的情況下，硬撐著繼續攻頂，不僅容易造成生理上的損傷，也可能導

致山難意外的發生。

其實，孩子們的勇氣和韌性，往往埋藏在他們的心底深處，也許需要一些挑戰和困難

的打磨，才能逐漸顯露出光輝。雖然辛苦，但我們始終相信這些真實經驗的過程，終將化

為他們挑戰未來的養分！ 

特別感謝一路相挺的志工與山友們，還有登山教練帶領活動時分享自身的登山經驗與

知識，一路上給予孩子鼓勵與打氣，除了感受山林帶給我們的智慧，也讓孩子有機會體驗

冒險、提升挑戰自己的勇氣。

特別感謝：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明緯公益基金會  台灣山中步伐公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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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醫生叔叔總說：「感冒多喝舒跑，好好休息不要亂跑。」

長大後，我以為這場疫情就像整個地球打了個噴嚏一樣，生了場病。也許，喝幾瓶舒

跑，好好休息靜靜等待著復原的那天到來就好。但康復這天是如此的遙遙無期。對於跨國

境出養的孩子來說，返家的倒數月曆又增加了無數個日子；收養家庭中那為孩子準備的房

間，仍空等著孩子住進去，「團聚」卻是如此遙不可及。

當時，抵達台灣準備接孩子的國外收養家庭，繃緊神經的配合台灣的防疫規定。而收

出養的工作夥伴們就像白血球一樣，在敏感的體質裡一一為家庭孩子分類、做最好的處置，

將每個小危機化成轉機，唯一的目標是讓收養家庭及孩子平安的搭上飛機回到家去。

此起彼落的鍵盤通話聲是辦公室固定的腳本，話筒另一頭的待接鈴聲是僅剩的喘息時

間。夥伴們每天守在接線的另一端，用所有的能量調動著，討論對策，時時刻刻都在設法

改寫劇本。然而，每天戰鬥的時間裡，也奢侈的擁有被治癒的一時半刻。兩歲安安搖搖晃

晃的主動走向收養媽媽懷裡的那一瞬間；娜娜哭紅著雙眼走向站在門口的收養父母的身旁，

小小的淚水大大的淚珠裡有著開心更有難過；有著兩個小梨渦的齊齊大聲的向法官說：「我

是 Hannes，我想跟爸爸媽媽搭飛機回家！」。

「你會想我嗎？」是娜娜對辦公室每個夥伴說重複詢問的字句，即使這是雙方第一次

交談。爸爸媽媽見狀蹲了下來，輕聲的對孩子說：「想台灣的話可以隨時跟我們說，我們

陪妳一起看照片，一起想台灣。」娜娜緩緩點著頭，淺淺的笑容掛在臉頰上，揮著手道再見，

跟台灣道別。

其中一組來自的澳洲收養家庭在接返孩子後，因為班機的再三取消，擾亂也打碎了他

們回家的步調，足足在台灣待上了 56 天。除了必須調適面對班機再三取消的束手無策、還

有每天每天無法外出的高壓張力，在飯店中靜靜等待著，期盼著好消息的到來。

小時候，以為喝瓶舒跑，靜靜等感冒康復就好；長大後，才知道醫生伯伯的話不是絕對，

有時更像是提供勇氣的安慰劑。在每個孩子的收出養旅程中，他們勇敢地跟過去揮手道別，

牽著爸爸媽媽的手邁向下一段篇章；收養父母則竭盡所能用盡方法前來台灣接孩子，在未

知中握緊孩子的手朝著回家的路邁進。

我們都在收出養旅程中學習著成長、改變甚至是蛻變；在這場全球疫情爆發的時刻，

路途不免顛簸，雖未來更難以預測，但每種前行的路都是創新。這也是今年在收出養旅程

中遇見的收養家庭及孩子們教會我們的課題－長大，是他們帶領我們走過今年，迎接明年。

文◎收出養服務中心　行政組長王昱勻

＂即日起至5月28日止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各地同步加嚴、加大防疫限制，嚴守社區防線＂

                                                                          ─ 台灣的第一個噴嚏，來得又急又快。

＂「法院開庭取消了，改線上開庭，趕快重新約時間，設備呢？要測試一下。」、「台北醫院的
PCR核酸檢測全滿了，快約打桃園的醫院，能約就約，要在72小時內完成，還要重複確認回程班
機時刻表。」、「下禮拜的班機百分之九十會取消，包含家庭要離境的班機……詳細情況要再
過幾個禮拜才會比較明朗。」＂

“ Dear Chung yi,
Finally here comes another scheduled flight.

Let’s finger cross that this time it won't be canceled again.
We couldn't have come this far without all of your help   “

「終於等到了班機，希望這次不會再被取消了。
沒有你們的全力幫忙，我們很難走完這最後一哩路。」

＂We will see you down the road.＂
「我們路上見！」

疫情之下，等愛的孩子

收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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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中的飛機，因燃料不足、氣流不穩定、機械故障或其他不可預期的原因，難以續

飛，必須緊急著陸，稱為「迫降」。迫降後的奇遇，已被小說家或編劇家廣泛創造成太多

引人入勝的情節。真實世界裡的「迫降」往往令人措手不及，人在虛擬故事中對美好的期

待，是否來自於現實人生對於未知的一種恐懼或投射 ?

從 2020-2021 年，特殊嚴重傳染性肺炎 (COVID-19) 一再為整個世界按下暫停鍵，在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全民的努力中，受影響幅度相對輕微的台灣，也在今年 5 月間因劃

下「全國三級警戒」：

當疫情升溫，避開「密閉空間」、「人群密集」與「密切接觸」成為規範，孩子與我

們該如何因應 ? 公益團體既有工作與募資活動型態面臨巨變，如何持續創造符合需求的資

源 ? 收出養工作者如何延伸國際收養的視野並創造有品質的等待歷程與理解 ? 身為 70 多位

0-18歲兒童少年日夜依靠的「家園」照顧者，夥伴們又如何看待無法「在家工作」的現實面，

勇於突破心裡對疾病的恐懼，聚焦於服務對象必需「居家學習」的陪伴需求，補足既往仰

賴志工協助的部分服務量能，讓需要安置或等待出養的孩子的學習權益與身心健康，都受

到保護 ?

因為疫情的設限，不僅僅在社福這一行，我們以和所有愛心廠商「共好」為出發點，

年度開展了諸多捐款回饋禮方案，深盼民眾將居家購物的需求，轉向 1+1 大於 2 的公益回

饋禮方案。

大部分迫切需要解譯的轉變，我們在數位優化的歷程中找到解方。設法彌平孩子們的

數位學習落差，是「停課不停學」後的首要任務。

過去著重於個案服務而無法專注發展的數位優化，在疫情嚴峻的這一年，持續有台灣

微軟公益團隊的遠端支持與陪伴，工作團隊首先啟動 Microsoft Office 365 導入，從募資

2021 是忠義各附設家園戶外活動量減到最低的一年。外在環境的不安心阻卻了孩子們

與志工朋友親近，或發展戶外活動的契機，但孩子們接受各種文化刺激、學習或活動的需

求不減，家園必需做出因應，更充份發展家園的機能成為同時具備「家庭」與「學校」功

能的園地：

文◎行政資發組企劃

募資轉型

數位轉型

服務轉型

團隊到收出養服務中心，以「遠端會議」、「視訊訪視」、「視訊互動」為數位優化的近

程目標，確實達到間接服務人員可分流遠地辦公、資料轉換與即時會議。

中程而言，我們積極與擅長智慧照顧系統的智齡科技探討重新發展連結智慧型手機與

觸控式面板的個案管理系統與個案紀錄或追蹤方法，期許發展連結智能科技的工作方法，

簡化工作流程且突破防疫對家訪的限制，為一站式服務紮根。

長遠而言，因應捐助者逐漸習慣線上捐款模式，一個能跨越多平台系統化、整合化的

數位工具能整合捐款與捐物，更樽節與分配資源予服務對象，是我們心念之必要。

失依兒因為原生家庭的變故，在忠義「迫降」；忠義既然展開雙臂接納了孩子，便擁

有「窮則變、變則通」的韌性，和孩子攜手面對疫情發展是始料未及卻美好的生活經驗，

儘管未來還有許多不在預期之間的事持續「迫降」於生活中，只要我們仍有愛，並且相信

最終完美降落於這個家園的，會是社會大眾持續不斷的關心，那麼未來的路途即使未知，

卻並不困難。

1. 發展角落學習

瑪麗亞．蒙特梭利觀察各階段小孩超過五十年。她說，無論大人多努力，其實不能真

正教孩子什麼，孩子是透過自己的建構，才能真正學習。約翰．杜威亦指出培養出學習者

自習能力是教育的功用。教育專家紛紛以「啟發探索」為兒童學習成長的警鐘，致使我們

無法忽視被安置者需具備更完整、更人本的學習權益。忠義基金會 108-110 年安置的孩子，

學齡前的孩子約占二分之一強，受疫情影響的這些日子，我們特別著力於嬰幼兒家園裡，

準備適合孩子身高、大小的教具或玩具，實踐角落學習區的理想。

2. 讓家更像一個「家」

如果大部分的時間必須待在家裡，那麼這個讓失依兒依靠了 70 年的地方就必需發展成

更具備「家」的功能。不僅硬體的維繫，也包括家庭成員、氛圍的建構。我們在家園中正

向鼓勵孩子「做家事」，並在每一種傢俱設備上設定不一樣的保管人：一個家庭的舒適美好，

是依靠大家一起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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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二十年前 ( 我二十六歲 )，那時我覺得已經畢業、開始工作了，從小就想要回

饋社會的心願，現在已有能力實現，於是上網找育幼院的資訊並限定在台北地區，按照網

頁搜索的結果，找到了忠義育幼院 (這是還沒有變更為基金會的名稱 )。

記得第一次見到佳容，她才十一個月大，還走的不太穩、包著尿布，第一次見面，我

在院裡的會議室裡餵她吃綠豆湯，她看到陌生人就大哭。那時院裡的安排是每二週，可以

帶她外出、返家。當時我就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到底，不論多長久的時間，我想好好的

陪伴這位小孩，後來我曾經二年在中南部外縣市工作，到了探視返家時間，幾乎每二個週

末，搭客運、開車北上探視，很少缺席。

隨著探視外出次數增加，小孩子對我開始產生信賴感，也建立了依附關係，有時甚至

送她回院時，她還會大哭、捨不得。那時最期待的是，放長假例如農曆年假時，可以帶她

回去很多天。她跟我家人相處的很好，大家都很喜歡她。

就這樣子由十一個月的小嬰兒到了她上了小學三年級，在台灣期間，陪伴了她九年的

成長。大約在她七歲左右，開啟國外收養的流程，她告訴我，自己挑選了後院有溜滑梯的

家庭；社工要我有心理準備，在程序完成時，孩子將被外國養父母接走。

在她九歲時，那一天終於到來。我參加了她離院前的歡送會，我的眼淚沒有停止的掉

下來，她安慰我不要難過。其實我沒有打算要繼續跟她聯絡，我想幫助佳容專心適應美國

新生活，可以真的忘掉我，不要覺得自己還是台灣人，所以我沒有留聯絡方式給她的美國

父母，也沒有期待可以保持聯繫。她離院後，我心中常想著她，常為她在美國的生活禱告。

然而，她早在很久前，已在腦中背下我手機號碼。於是，就在她去美國那年的聖誕夜，

我手機突然響起了一通美國電話，是她主動要求美國父母打給我，要祝我聖誕快樂。那是

我這輩子至今，接到最開心的一通電話！高興到幾乎從椅子上跳起來！我順便跟她美國父

母聊了一下，留下她家的電話、電子郵件，就這樣在短短失聯幾個月後，重新的聯繫上。

文◎助養人 郭力承(郭叔叔)
由她父母及她自己臉書的近況、寫信、電話聯絡，看著她慢慢的由小女孩變成青少女、

畢業、成年，我知道她有很愛她的美國父母，很充實的學生生活。這期間，她美國家庭曾

經來台二次，我也曾經去美國跟她見面。

最特別驚喜的一次見面，是我在 2017 年中前往加拿大工作一週，順便去美國看她，我

只是順著工作的規劃，安排在六月中去美國找她，沒想到我落地的當天，剛好是美國的父

親節 ( 美國父親節是六月第二週末 )，我事先完全不知當天是美國父親節，而且那次我帶

了她從小到大的照片給她，並且住在她家裡與她家人生活。她當天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我

是她心中台灣的爸爸，祝我父親節快樂！我心中再次被愛激動一次。我相信冥冥之中有神

的奇妙帶領及安排。

看著她成長，我很早就想像她結婚的樣子，參加她的婚禮，我將會多麼興奮並且為她

驕傲！所以，今年初她告訴我她要在八月結婚時，我心中是充滿期待。她告訴我，她的丈

夫及丈夫家人都很期待見到我；她會安排我牽著她的手走進教堂，再把她的手交給她美國

爸爸，她美國爸爸再牽著她的手交給她丈夫。

只是國內及美國的疫情在八月時仍很嚴峻，我雖然早已安排打自費疫苖，甚至為了是

否應該在疫情下出國，曾跟妻子有些小爭執。最後，我誠懇又很無奈，跟佳容道歉：「因

為疫情我無法去美國參加婚禮，我多麼希望能為你的人生多做一些事，給你更多的支持。

我對你的祝福，不會因為無法參加婚禮而不同，你值得一切最好的人生」。我跟她的深厚

情誼，並沒有因為缺席婚禮而有任何的影響。

很多人問我，二十、三十多歲年輕光陰的假日活動及記憶是什麼？我的活動及記憶，

許多都是陪伴佳容的活動。現在，我有一個七歲的兒子，常常聽到很多人說帶小孩很煩、

陪小孩很累，我卻覺得在陪伴小孩的時間裡，我很快樂、幸福，一點都不是負擔。

我完全不後悔對佳容，曾經且迄今已持續二十年的付出。感謝神的給予，佳容來到我

人生中，豐富了我有限的生命旅程。願我們珍惜與自己小孩、親友相聚的時光，用愛去澆

灌每段關係，回報的將是你從未想到的數百倍甜美果實。

15點滴捐款■忠義感謝您14 安置教養■國內外收、出養■社區關懷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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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政組人資  徐康華

育幼院醫療接送志工袁梅/累積服務年資4.5年

在育幼院擔任醫療接送志工的袁梅，過去因工作的關係，時常會處理到忠義孩子們出

國的相關文件，在一次參訪中，進一步認識了忠義，並相當認同基金會的服務理念，所以

想給孩子們更多的支持與關心。

投入醫療接送，是在陪伴服務一段時間後的因緣際會：因為更瞭解孩子了，在工作人

員詢問後，義不容辭地接下這項任務。相較於一般陪伴志工，有更多的壓力與責任，因為

要單獨的帶孩子們前往醫院，熟記早療老師、醫師的囑咐，記錄下來並與保育媽媽及社工

交接，以確保孩子的資訊可以完整的交給後續的照顧者。

袁梅總是趁著等待期間，盡快的將醫師交代記錄下來，甚至是錄下對話，以避免有所

遺漏，就是怕少記到了什麼，進而影響到孩子。有時孩子在外哭鬧，也是靠著耐心及愛心，

加上對孩子的瞭解，一起陪伴並安撫他們。

陪伴最久的孩子，從 2 歲半一路陪伴早療到現在 5 歲，將近三年的時間，孩子從不太

會走路，經常需要大人抱著，到現在可以跑跑跳跳。看到孩子這樣的進步及改變，對她來

說就是最棒的回饋，覺得自己做的事很有意義。最近得知孩子已經被家庭接返，也是滿心

祝福，因為她知道孩子有了自己的歸屬。

對於袁梅來說，成為一個好的志工，最重要的是要有積極樂觀的正念想法，為了確保

可以長期穩定的陪伴孩子，還要有健康的身體。服務到現在至少 4 年了，袁梅幾乎從來沒

有請過假。支持著她的便是「承諾了，就要做好」，每週固定的幾個小時，就是屬於孩子

們的。承諾是動詞，是路長情更長的務實。一個足夠穩重的承諾，盡力把所有事情排開，

常陪伴孩子，就實現了孩子渴望擁有的、一輩子的家人。

16 安置教養■國內外收、出養■社區關懷輔導服務



桃馨園  Go!小幫手幫忙購物去

育幼院  五感體驗

心棧家園  陪伴孩子踏穩每一步

這次趁著疫情趨緩，帶著園童外出購物去，睽違已久的外出，孩子們都期待
到不行，在購物過程中，帶領孩子們認識超商、挑選所需物品、結帳，幾乎所有
的孩子都配合購物規劃，不會到處亂跑或離開保育媽媽視線，著實令人欣慰。

園童們在原生家庭沒有受到妥善的照顧，生活經驗較缺乏，在這次購物過
程，看到認識的物品都會很開心大聲的說出來，看到不認識的物品會詢問保育媽
媽。透過這次購物經驗，讓園童們認識了許多生活物品，是意外的收穫！練習結
帳的過程，孩子們一個個排隊等結帳，也會主動向收銀員說聲謝謝。

某次購物，我們採購了鮮奶，讓孩子們體驗現打蘋果牛奶，製作過程中，孩
子們親自拿著買回的鮮奶倒入果汁機，加入蘋果，看到蘋果牛奶完成，很有成就
感，比平常更開心享用著。

五感便是俗稱的視、聽、味、嗅、觸覺，滿足五感需求，能協助兒童促進發展能力，也可增進兒童的生活
經驗，使院童在未來面對新的事物時，願意勇於嘗試及不怕挫折。

老師設計了許多不同主題的課程，為孩子們一成不變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小朋友摸摸看這些海帶，是不
是滑滑的、濕濕的呢？」「誰會模仿小狗的聲音呢？是『汪汪』還是『喵嗚』？」「寶貝們我們一起來學習小
鴨子走路，一步、兩步、三步……」

雖然孩子們還無法完全用言語表達感受，但能從每一次體驗中，當他們仰起頭看向照顧者時，看到從眼中
溢出來的喜悅。

財團法人明緯公益基金會長年來關注社會弱勢族群，以「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的初衷來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近年來更是不遺餘力的照顧忠
義基金會的孩子們，除了每學期提供獎助學金的激勵，在今年以實際的參
與行動來照顧陪伴孩子，為孩子添購安全舒適的登山鞋款，更邀集企業志
工群來陪伴孩子一起進行「淨山健行」活動；讓這些孩子可以真實的感受
到來自社會的溫暖，相信在暖心陪伴與扶持下，孩子們下一步可以踩得更
穩，踏的更高！

常態物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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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愛心發票碼
25999手機桌布，
結帳前出示供店
家掃描，即完成
捐贈發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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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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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得張數 中獎金額

110年(1-10月) 661,073張 1,339,948元

活動
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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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公益手札

2022公益手札

2022公益筆記本

公益參與

會址: 1 1 6 8 5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8 5巷 1 2號

電話:(02)2931-1659

網址:www.cybaby.org.tw 劃撥帳號:0105085-8
傳真:(02)2934-4561

•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模式研究及諮詢顧問
•創新方案研發
•國內外資源整合及交流合作
•兒少保護及福利政策倡議及推動

•兒少社會工作人力培訓
•志願服務者培訓

安置服務
•兒童緊急短期及中長期安置
•少年緊急短期及中長期安置
•少年自立活轉銜服務
•兒少團體家屋

家庭服務
•心理綜合諮商中心
•早期療育中心
•親職課程教育
•國內外收出養服務
•社區關懷及急難救助
•0-2歲托嬰中心
•多元樂活場域

研究發展

人力資源

直接服務

研究發展

兒少福利園區
服務規劃

人力資源

直接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