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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大炸蝦、小星星、阿圖的奇幻旅程

等家寶寶543

新生報到

收養故事分享-最幸福的事

2022.05-08月收出養服務數據 

大炸蝦

小星星

阿圖



封面
人物 

阿圖
3歲4個月

等家1190天找到家

嘿，歷經重重的疫情考驗，一直在螢幕裡
看見的我的爸爸，終於來台灣接我啦，我
的爸爸又高又帥，而且好有趣喔！我們在
遊戲室裡又叫又笑，我一下子就可以給爸
爸抱，你問我語言不通怎麼辦？爸爸表情
豐富而且好會觀察我的需要跟陪伴擁抱，
給我很大的安全感，果然照顧過一樣來自
台灣的姐姐，是個很專業的爸爸喔。

後來我們還一起去動物園探險跟一起吃好
好吃的動物雞蛋糕，爸爸抱著我一起看鱷
魚，我們就像本來就認識只是好久不見的
家人一般，跟著爸爸在飯店單獨過夜，我
也好吃好睡快樂又開心，睡醒還會偷撒
嬌。

我想我跟爸爸一樣真的是一個名符其實的
超強背包客，爸爸一個人帶著我從台灣轉
機到瑞典，飛行了十幾個小時，我都乖乖
睡覺沒有不舒服喔。

我的第一趟長途旅行就是回家，媽媽跟姐
姐迎接我，就像是好久不見的家人般，我
很快就適應了我的新生活。每天跟姐姐一
起玩跳跳床，去小樹林中探險吃野莓，然
後我還有一個樹屋，我現在可以自己爬上
樹屋喔，大家都說我進步神速。

非常謝謝叔叔阿姨們的幫忙，讓我完成我
的生日願望，找到一個很棒的家。我會繼
續健康快樂的長大，也會一直記得這個對
我而言充滿愛的故鄉-臺灣，我會再回來
的！



小星星
1歲2個月

等家460天找到家

這個月～爸爸終於辦完所有程序，接我回家
了！

在交接的這天，看著爸爸對於照顧我越來越
上手，我也很放鬆地主動靠近爸爸、拉他的
口罩跟他玩！保母媽媽雖然很捨不得我，還
是很為我開心，有好多的家人期待我回家，
也細心地向爸爸介紹我的「嫁妝」，裡頭有
著保母媽媽對我滿滿的祝福與愛護哦！

爸爸很感謝保母媽媽這段時間對我的用心照
顧，認真地紀錄該怎麼樣照顧我！也有跟保
母媽媽分享家裡的環境、想帶我去哪裡玩等
等的規劃，就是希望保母媽媽可以不要太擔
心我。在爸爸、阿公、阿嬤、還有姑姑的陪
伴下，我一定會過得很幸福的！

這個月是我遇見新爸爸、新媽媽的好月份！
在和我見面之前，爸爸、媽媽特地拍了一支
影片，讓我可以先認識他們。也許是因為已
經聽過很多爸爸、媽媽的聲音，見面之後我
一下子就可以和爸爸、媽媽互動了！而爸
爸、媽媽也很認真地聽保母婆婆說，在照顧
我時要注意的細節，也可以很順手地餵我吃
副食品，幫我換尿布、餵藥。最後，保母婆
婆祝福我，在新爸爸、新媽媽的家中，可以
健康、平安長大。在等家 400 多天後，我
也找到自己的圓滿歸屬了！

大炸蝦
1歲1個月

等家340天找到家



大家好！這次小寶貝要跟各位叔叔、阿姨分享
一個快樂的好消息～隔了一個月，我終於找到
新的爸爸、媽媽了，他們都很期待我的到來！
一開始和我接觸時，他們用遊戲室的小貓咪玩
偶和我玩，還帶了天竺鼠車車的小玩具要和我
認識。他們都好有耐心地等我和他們熟悉～也
很用心地和寄養媽媽學習如何照顧我，像是泡
牛奶、餵我吃酪梨、哄我睡覺。大家看看我的
照片，這次爸爸、媽媽還有抱我出去散步唷！
現在有爸爸、媽媽、生母媽媽、寄養媽媽給我
的愛，我覺得好幸福唷～謝謝各位叔叔、阿姨
的關心，希望大家也能一起為我開心！

前陣子從早療學校畢業的帥帥，現在已經開始
在一般的幼兒園上學囉！幼兒園、早療學校最
大的不一樣，就是帥帥會遇到比以前還要多很
～多的同學，要慢慢練習、習慣在幼兒園的團
體生活。這個月，社工阿姨們去幼兒園開帥帥
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和幼兒園的老師
們一起討論帥帥的需要，了解學校是怎麼幫助
帥帥融入大家的學習。除了有老師們的用心和
積極，帥帥的同學們也都很善良，常常主動幫
帥帥拿助行器、陪他練習走路，讓社工阿姨既
欣慰又感動。有大家的愛和陪伴，現在的帥帥
真的～真的好喜歡上學呀！

等家
寶寶
５４３

小寶貝
1歲0個月

等家超過      天330

帥帥

等家超過       天1500

4歲3個月



這個月的一天，小憨吉的生母媽媽、阿
姨和外婆，特地跟工作請假來找小憨吉
玩！距離上一次見到彼此，居然已經是
一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時候只有 1 歲的
小憨吉，還有一點點害羞、怕生，但是
到這次見面時，小憨吉已經變得更活潑
好動，話也說得更好了！小憨吉好幾次
主動和生母媽媽、阿姨和外婆牽手、抱
抱，也會一起互動、玩玩具。這一些變
化，都讓生母媽媽、阿姨和外婆覺得很
驚喜也很感動！距離小憨吉被收養家庭
接回家一起生活的日子，相信已經越來
越近了，難得的見面，對原生家庭和小
憨吉來說，都好珍貴、好值得珍惜呀～

憨吉
2歲8個月

等家超過       天1020

這個月是開 Kiki 收養庭的日子，保母媽
媽、社工阿姨帶著 Kiki 一起出庭，讓法官
可以知道 Kiki 的想法～開庭的時候，事務
官有問 Kiki 想不想要跟在荷蘭的爹地、媽
咪一起住，KiKi 一點都沒有猶豫，很開心
地回答：「要！」開完庭之後，保母媽
媽、社工阿姨帶著 Kiki 到附近的公園跑動
放鬆一下。照片裡 Kiki 坐上去的溜索，還
有後面的石頭溜滑梯，都是 Kiki 最喜歡的
遊樂設施！玩了好長一段時間，到最後 
Kiki 已經累到快走不動了，才跟著保母媽
媽、社工阿姨依依不捨地離開～讓我們一
起祝福 Kiki 的收養裁定順利通過吧！

Kiki
4歲3個月

等家超過       天1020



50

小石頭
1個月

等家超過     天

新 生 報 到
小石頭的生母在尚未成年的時候懷有
小石頭，生母與家人再三討論，考量
經濟狀況真的沒辦法給予小石頭一個
穩定的生活環境，因此主動尋求兒盟
的社工幫忙，做了出養小石頭的決
定。

小石頭出生不久後就來到了保母媽媽
家，小石頭個性比較敏感，因此對於
環境的轉換有些哭鬧、免疫力下降導
致泌尿道感染。目前在社工阿姨與保
母媽媽的用心照顧下，已經康復囉！
也漸漸地適應保母家的環境了。讓我
們一起陪伴小石頭找到幸福的家吧！

各位叔叔、阿姨您們好～我是心心！我
的生母媽媽是一位身心障礙者，因為身
體狀況的關係，平常要照顧我比較困
難，也沒辦法出門賺錢。而其他的家人
為了維持家裡的運作，也沒有空暇時間
可以來照顧我，因此和社工阿姨討論之
後，就決定要將我出養，希望我可以在
安全、穩定的環境中成長～

最近在社工阿姨的關心，以及保母媽媽
的照顧下，我剛剛度過了 1 歲生日！
有各位叔叔、阿姨的幫忙與陪伴，我一
定會平安健康地長大的！大家也要常常
來看我的故事唷～

心心
1歲1個月

等家超過      天300



哈囉，我是小魚兒，很開心跟大家見
面！當初我的生母媽媽在非預期的狀況
下生下了我，用心地照顧我一段時間。
可是因為家庭經濟和各種不同的壓力，
為了讓我過上更穩定、更好的生活，生
母媽媽和社工阿姨討論之後，還是決定
把我出養。

現在的我已經滿 2 歲了～雖然我的語言
發展速度，比其他小朋友慢了一些些，
但是在保母媽媽的細心照顧下，我每一
天都有慢慢進步、越來越棒唷！最近我
還聽說，有一個在瑞典的家庭有意願要
收養我，社工阿姨、保母媽媽正辛苦地
準備要送件的資料呢！希望事情都可以
順順利利～

大家好，我是小義！在生母媽媽沒有預想
到的狀況下，我誕生在這個世界上。因為
家裡的經濟條件沒有很穩定，我的生母媽
媽和社工阿姨討論後，做出了要將我出養
的決定。

原本是由阿祖幫忙照顧的我，最近開始轉
換到保母媽媽的家來照顧。因為那裡的環
境，跟我原本熟悉的阿祖家不太一樣，讓
我有點緊張地哭了出來。我不想讓大家擔
心，所以哭得很安靜，但最後還是被發現
了～大家一下子就靠過來安撫我，看到好
多人都在幫助我，讓我覺得好安心呀！希
望大家一起祝福我，可以很快找到新的爸
爸、媽媽～

小魚兒
2歲3個月

等家超過      天580

小義
10個月

等家超過      天330

最幸福的事
//////////////////////

//////////////////////



親愛的孩子:
第一次見面時，怕生的你躲在保母媽
媽身後，雙手緊緊抓著保母媽媽的衣
角，小臉滿是驚恐，只要爸爸媽媽往
前靠一步，你就像看到怪獸一樣往後
退一步，甚至抿嘴想哭。

爸爸媽媽好挫折好難過，不知道該怎
麼靠近你？哪時候才可以帶你回家？
還好有兒福聯盟的社工阿姨一直陪在

爸爸媽媽身邊，保母媽媽也傳授
爸爸媽媽接近你的方法，原來

你是小吃貨，有吃的一切好
談。

你剛到爸爸媽媽家時像一隻無尾熊，
不管白天晚上都要人抱，有時候爸爸
媽媽腰痠手痛想偷懶，你彷彿內建雷
達立馬放聲大哭；晚上睡覺時，爸爸
媽媽只能抱著你讓你窩在懷裡入睡。

那段時間，爸爸媽媽上班常常累到打
瞌睡，肌肉過度使用三不五時需要到
復健科治療，但回到家看到你衝過來
抱著我們喊「爸爸媽媽回來了，我好
想你們」，突然覺得這些苦都不算什
麼，只要你在我們身邊，一家三口和
美美一起生活，這就是最幸福的事。

收養人分享

最幸福的事
//////////////////////

//////////////////////



最幸福的事
//////////////////////

兒福聯盟收出養服務
2022年5月~8月 數據合計

189

306

45

62

31

13

3204

我們接到               通「出養」諮詢電話，

和有需要的家庭討論如何繼續努力照顧孩子，

或為孩子尋找一個更好的未來。

兒盟目前有           位孩子

進入收養家庭試養中。

兒盟目前有          位孩子

還在努力尋覓一個永遠的家。

出養總服務量　　　　　  人次。

出養開案量          案。

已完成法院裁定收養孩子數          案。

我們接到               通「收養」諮詢電話，

讓更多人認識、了解收出養服務。

收出養服務網站新上線！
以愛之名，用心延續，收出攜手，滋養生命。

若有收出養相關疑問，歡迎至網站進一步了解。



收出養服務



漫長等家旅程中，
社工與保母給等家寶寶最完善的照顧。
還需要您加入愛心助養的行列，
用愛照亮等家寶寶的尋家之路。

出 養 兒 童 生 活 照 顧 基 金 募 集 中
轉帳捐款｜ 銀行代碼：012  帳號：00454－102－301871 銀行戶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助我長大 搜尋

衛部救字第1101364089號

捐款專線｜ 02-2799-03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