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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珍貴的一天』–柔柔的爸比媽咪

收出養服務數據

封面人物-妞妞的尋家旅程，到站了。



終於在2021的1月
經過繁複的申請手續與14天的

隔離，收養媽媽和姊姊來台灣接妞
妞回家囉！第一次見面，因為人太多妞

妞有點害羞，先躲在角落觀察大人們在做
什麼呢？還好有社工阿姨和保母媽媽陪著妞
妞，讓妞妞慢慢的沒那麼緊張了！來自國外的
媽媽和姊姊知道妞妞很緊張，也給妞妞一些時
間來熟悉她們，過一下子媽媽、姊姊和妞妞就
玩在一起囉！一起玩扮家家酒，妞妞最喜歡
扮演廚師，煮飯、倒茶給媽媽和姊姊，最後
還不忘收錢，真是精明的小妞妞呀！妞妞

還去了媽媽和姊姊的旅館，媽媽知道妞
妞喜歡佩佩豬，所以買了好多佩佩

豬的玩具給妞妞，妞妞開心的
和媽媽、姊姊一起玩。

封面人物

妞妞在兒盟的
保母媽媽家待了兩年多

去年底的時候妞妞成功媒
合到國外的收養家庭，
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延燒，收養爸比媽咪
無法來台灣接妞妞回家
團圓。



封面人物

在與保母媽媽一家人和社工阿姨道
別的那一天，妞妞很捨不得、很難
過，但是妞妞說不出來，一直悶悶
的、不說話，後來媽媽把妞妞抱起來，
妞妞就躺在媽媽的懷裡啜泣……雖然社
工阿姨和保母媽媽有些不捨，但看到
妞妞有一個永遠的家，都為此感到

高興！祝福妞妞健康平安地長
大、一輩子都幸福喔！

妞妞尋家
旅程影片



小飛魚
小飛魚的爸爸、媽媽終於在農曆年前將小飛魚
接回家囉！

爸爸、媽媽來接小飛魚的那一天，爸爸媽媽細
心的跟保母媽媽交接小飛魚的喜好與習慣以及
日常照顧要注意的小細節等，保母媽媽也傳授
了一些與小飛魚相處的小撇步，例如小飛魚非
常喜歡交朋友，所以有空的時候可以帶小飛魚
去公園跑跑跳跳，結交新朋友！說到這裡保母
媽媽和社工阿姨抱抱小飛魚，誠摯的祝福小飛
魚一生平安、幸福。在跟保母媽媽和社工阿姨
道別後，小飛魚蹦蹦跳跳的主動牽著爸爸媽媽
的手，一起回家展開新生活囉！

小圓餅

經歷一段不容易的收養歷程，小圓餅的新爸
爸媽媽終於將小圓餅接回家囉！小圓餅要跟
爸爸媽媽一起回家的這一天，社工阿姨和保
母媽媽很細心的跟爸爸媽媽交接照顧小圓餅
的事情，爸爸媽媽擔心會有遺漏，還一條一
條的用紙筆細細地記錄下來。

要出發返家的時候，媽媽很溫暖的背著小圓
餅，輕輕拍拍小圓餅的背、安撫小圓餅，小
圓餅也安心的倚靠在媽媽的身上，相信小圓
餅一定會平安健康的長大，和爸爸媽媽過著
幸福快樂的日子。讓我們一起祝賀小圓餅返
家的喜悅吧！

已到站寶寶
我們找到家了，謝謝助養阿姨叔叔！



浩浩
聖誕老公公聽見浩浩的願望囉！趕在新年
來臨之前，社工阿姨幫浩浩找到了新的爸
爸和媽媽。這天爸爸和媽媽帶著緊張又欣
喜的心情來和浩浩互動，浩浩對於爸爸媽
媽準備的新玩具很有興趣，會一直把玩具
拿來「嚐嚐看」，過程中保母媽媽細心說
明照顧浩浩的技巧與方法，爸爸媽媽也很
用心的學習如何照顧浩浩，浩浩也合作的
讓媽媽餵粥、在爸爸的懷裡入睡。

要跟爸爸媽媽回家的那天，浩浩似乎也感
受到離別的氣氛，一直賴在保母媽媽身上
撒嬌，爸爸媽媽用許多方式吸引浩浩，終
於在爸爸的懷抱中，可以好好地跟保母媽
媽道別，在爸爸媽媽的安撫下，浩浩也像
是有些期待，開心的跟爸爸媽媽一起回家
囉！

萱萱
發展超前的萱萱找到永遠的家了！接萱萱
回家的這天，收養爸爸媽媽好期待與萱萱
見面，帶著滿滿的笑容跟喜悅的心情來到
兒福聯盟，開心的氛圍讓萱萱也活蹦亂跳
了起來。保母媽媽仔細地和收養爸爸媽媽
交接萱萱的各種生活習慣、有趣的事情，
以及一些小小怪癖好，說到這裡萱萱都不
好意思了呢！原生媽媽也有來給萱萱祝
福，向社工說接觸完收養爸爸媽媽之後感
到很放心。相信有助養阿姨叔叔們、社工
阿姨和原生媽媽的祝福，萱萱會平安、健
康的長大，在新家展開幸福的新生活！



小小星

我們一起恭喜小小星找到永遠的家！這天小小星的

收養爸爸媽媽懷著緊張又興奮的心情，從外縣市來

接小小星回家了。保母媽媽說小小星這幾天都睡不

好，半夜都會醒來大哭，每次都需要安撫至少30分

鐘才會再度入睡。保母媽媽擔心小小星是不是生病

不舒服，立刻帶去看醫生。醫生叔叔說小小星的生

理狀況都沒問題，又問了保母媽媽最近有沒有跟小

小星說要去新家？保母媽媽才想起來最近幾天都有

跟小小星說要去新家了，幫小小星做出養準備，因

此小小星感到不安吧……保母媽媽說要和小小星分

離是一定會難過的，不過一想到小小星找到永遠的

家了，還是覺得非常非常開心。而且也要讓小小星

有心理準備，好好的道別，讓小小星繼續接下來的

新旅程。新旅程裡有一輩子愛他的收養爸比媽咪！



圓圓

圓圓的媽媽是單親媽媽，與
圓圓的外婆一起撫養一位國
小年紀的孩子，圓圓的媽媽
得知自己又懷孕的時候，因
為擔心加重家人經濟和照顧
的擔子而感到非常苦惱...媽
媽與外婆討論後，為了讓圓
圓可以在穩定的環境中長
大，決定將圓圓出養，並委
託兒盟合作的保母協助照顧
圓圓。圓圓出生後，媽媽努
力地自己照顧了一個多月，
終於等到保母阿姨的床位。
媽媽每個月都會來機構看
她，希望看著圓圓一眠大一
吋，直到圓圓遇見屬於她的
新家。讓我們一起祝福圓
圓，希望他能順利找到家！

等家超過580天

阿圖

嗨，大家好，我是背包客阿
圖。我的爸媽是在沒有預期
的狀況下生下我的，媽媽仍
很用心地日夜照顧陪了我四
個月，但因為經濟實在無法
負擔又還有哥哥姐姐需要照
顧的狀況下，爸爸媽媽為了
要給我更穩定的生活才決定
出養，做了這個決定後，媽
媽哭了好多好多天，掉了好
多好多的眼淚……我帶著媽
媽給我的愛與祝福啟程，帶
著我的背包來到保母媽媽家
開始我的找家之旅啦！

等家超過645天

小彩虹

小彩虹的媽媽獨自扶養年幼
的姐姐和小彩虹，一家三口
的開銷真的太大了，經濟壓
力讓媽媽喘不過氣，身邊也
沒有親友可以幫忙照顧小彩
虹，媽媽嘗試過好多方法把
小彩虹留在身邊…與兒盟社
工多次討論，但為了給小彩
虹一個穩定的成長環境，媽
媽選擇出養小彩虹。最後把
小彩虹交給保母的那天，媽
媽在保母離開後哭紅雙眼，
相處的這兩個多月來，是小
彩虹媽媽最幸福的時光…我
們一起為小彩虹集氣吧！一
定會找到幸福的家！

等家超過1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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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母媽媽帶光弟和小哥哥來社工阿姨的辦
公室探班。光弟一看到遊戲室就立刻衝進
去，好奇地拿起每個玩具玩玩看。光弟最
喜歡玩跳跳馬，一坐上去就騎著跳跳馬在
遊戲室中跳來跳去，看到廚房組就開始切
菜、煮飯，看到積木就想把積木全部倒出
盒子。雖然光弟把每個玩具都拿出來玩，
但是最後要回家時，光弟能將所有玩具都
收拾好，表現非常棒！最近光弟迷上吃咖
哩，真的好喜歡好喜歡，每天都在問今天
是不是要吃咖哩呢~

很多叔叔阿姨聽到這麼可愛的憨吉罹患罕
病，都對憨吉的身體很擔心。在這裡要跟
各位關心憨吉的叔叔阿姨說聲謝謝，憨吉
雖然有罕病，但是生長發育非常好喔！醫
生叔叔說，這種罕病是良性的，大多數的
患者都是「無症狀」，只要定期回醫院追
蹤就好囉！保母媽媽說因為疾病的關係，
憨吉最好能少量多餐，所以憨吉現在每天
吃五餐，外加三次牛奶，每天除了玩就是
吃、吃、吃，所以憨吉被餵養的頭好壯
壯，看起來像兩歲多的小孩呢！大家來猜
猜今天憨吉的點心在吃什麼呢~？

憨吉

等
家超過510

天

光弟 

等
家超過900

天



Kiki 

等
家超過510

天

保母媽媽最近搬家，新家比以前的舊家要
大，Kiki很喜歡在寬敞的客廳中跑來跑
去，但保母媽媽擔心Kiki因此跌倒撞傷，
已經好幾次告訴Kiki不可以在家中奔跑。
這次社工阿姨去參觀Kiki的新家，Kiki看
到社工阿姨來十分興奮，不小心忘記了規
定。保母媽媽跟社工阿姨提醒了很多次，
但是Kiki還是沒遵守。保母媽媽說Kiki現
在進入貓狗嫌的年紀，很喜歡挑戰大人底
線，有時需要讓孩子學習承擔後果，所以
Kiki後來被罰站。Kiki大概很認真地站了
5分鐘，然後就開始跟保母媽媽求情，保
母媽媽解除處罰後，Kiki又開始嘻嘻哈哈
地跟小哥哥玩了。社工阿姨已經可以預
見，大概等等Kiki又要被處罰了…

兒童節快樂！4/2我去參加了兒福
聯盟舉辦的兒童節玩樂會，當天我
玩了好多闖關遊戲，還有人體彩繪
師幫忙彩繪我的小臉，我的小臉瞬
間變成了一個小老虎，我還看到可
愛的泡福與心仔！畫了我當天的心
情、玩了收養寶貝球的彈珠台，還
和社工阿姨一起和心仔拍照，就像
可愛的小粉絲一樣喔！希望我以後
也能夠開開心心的長大！每一天都
像兒童節一樣快快樂樂！

帥帥 

等
家超過985

天



這天，是上天對我們特別眷顧的日子︒十年前的這
天，我倆完成終生大事，雙方父母既欣慰且安心的
笑容，至今仍教人難忘；十年後的這天，我們迎來
了此生最珍貴的禮物︑至高的責任－柔柔，她的喜
怒哀樂豐滿了我們的心︒

八八節那天清晨被地震搖醒，千百個念頭瞬間在腦
海中快轉：能量正常釋放搖一下沒事的︒咦？不
對，好像搖得有點大有點久，會不會有事！沒事就
繼續睡，有事也逃不了︒突然一個念頭來了，一股
極為強烈的求生意志自體內燃燒起來，我低聲叫：
「抱柔柔！」和先生幾乎同時跳下床保護小孩，抱
在懷裡，感覺柔柔那沉沉的重量，好安心︑好感
恩！

柔柔剛來那時，我們彼此都在適應熟悉對方，了解
情緒和需求，建立信任關係︒驚喜於她每天都有新
的進步：從翻身︑搖搖晃晃地坐︑穩穩地坐︑翹屁
股爬︑拖著肚子向我們爬來︑扶著護欄想要站起
來，手指抓握取放的協調性愈來愈好，冒出一顆兩
顆小白牙，愛吃我煮的吻仔魚粥和紅蘿蔔，吃不過
癮還會「喂喂！ㄟㄟ！」地叫，抱著聽音樂唱歌直
到沉沉睡去︒每天在她好奇探索和努力長大的歷程
中，給予安全感與充滿愛和信心的陪伴，我們也在
她咯咯的笑聲中享受著為人父母的喜悅與滿足︒

『最珍貴的一天』
        ---北區收養人



當她叫出「爸爸︑媽媽」那一
聲，我興奮到快要昏過去︒能夠
成為柔柔的父母，除了感謝，還
是感謝！真心感謝她的生母和阿
公阿嬤，願意放心交給我們︒不
得不讚歎緣分的奧妙，我們和原
生家庭見面的感覺好像舊識，每
當我看著柔柔的笑臉，就會想著
她的生母的笑容同樣也是如此溫
和柔美︒

在此之前，我們完成了數次兒福
聯盟的團體課程︑面談，這才對
收養︑身世告知有全面且深入的
瞭解，經社工建議做婚姻諮商，
對我們夫妻在家庭經營︑溝通和
未來教養等方面非常有幫助︒接
著，在觀察評估期間回兒盟上親
職課，也結識了幾對養父母，交
流育兒經驗︑相約聚會︒此外，
社工每月家訪和信件往來，關心
我們有沒有吃好睡好︑不要累壞
了，不吝給予鼓勵和肯定︒

感謝前後近一千個日子以來，這
麼多人提供資源和支援，幫助我
們通過層層關卡，有足夠的時間
學習︑自我覺察和同理，為成為
更好的父母做足準備︒觀察期快
結束了，回看這歷程雖小有忙
亂︑疲勞，偶有挫折，但充滿了
愛和感恩，希望我們能夠帶給孩
子喜樂和幸福的未來︒



兒福聯盟收出養服務
2020年9月~12月 數據合計

148

264

46

66

31

17

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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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