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喜歡自己嗎？」

當別人這樣問你的時候，有多少人能斬釘截鐵的點點頭？如果在家庭的庇護中生活、

求學、就業，已然長大的我們，都不太容易百分之百自我肯定；那麼，失依的未成年少年，

就更艱難了。太高、太矮、太胖、太瘦、曾經貧困、父母雙亡或遭遇不當對待……等各種

的真實生命經驗，都是令孩子難以自我悅納的缺口。

從事兒少服務工作多年以後，深刻發現社會中對於失依「青少年」的同理，往往比失

依「兒童」來得不容易，曾有善心人士不解的詢問工作夥伴：「青少年為何仍需要幫助？」、

「國、高中以上，不就可以獨立了嗎？」這樣似是而非的誤解，就如同很多人急急忙忙為

青少年貼上了負面字眼的標籤，例如：「狂風暴雨」、「叛逆」、「個性乖戾」……等，

於是青少年也急急忙忙反動，想用自己的方式證明自己，「代溝」的形成不言可喻。

無論年紀大小，忠義基金會在安置教養中，試著真誠擁抱每一個孩子。一切的教養，

必定從「建立關係」開始。失依的大孩子迫於無奈而居住於安置家園，特別容易去壓抑隱

藏或放大自己的情緒，因此，除了工作夥伴，我們也邀請具備專業知能且願意長期服務的

志工團體，例如：師大南天攜手輔育社或青澀芷蘭青年服務隊，透過「陪伴」與「支持」，

讓大孩子學習擁抱自己的情緒。相信沒有人能完美，但在不傷害自己或其他人的前提下，

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喜、怒、哀、樂、憂……等多種情緒，並為其覓得妥貼的出口。

忠義基金會附設心棧家園，是一個男女兼收的青少年安置家園。除了自立生活準備，

我們更關注失依大孩子，對愛情的渴望與懵懂。本期很榮幸邀請饒夢霞老師透過可讀性極

佳的筆觸深談羅密歐與茱麗葉效應，幫助大眾與工作夥伴認識該如何陪伴青少年面對兩性

關係的懵懂與渴望，及拿捏應「干涉」的尺度與技巧。

曾經居住在忠義這個「家」裡的孩子，都是這株生命樹的一份子。生命的際遇曾在孩

子的生活裡刻劃傷痕，在各種努力之下，也不一定能讓每道疤痕都消逝，但願「愛」能夠

讓它漸漸褪去，讓每個孩子都能擁抱最真實的自我，接納各界的擁抱，也懂得如何去「愛」。

文◎執行長 高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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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理念：

這是經過無數次挑戰、無數次失敗的體會：為了

確保船隻的穩定，必須讓後方有人乘坐，前方先

站起來，再依序讓後方夥伴也站起來。手牽手，

捨己為人的團隊合作，最動心也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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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專題

希臘神話對於人類起源有著一段深刻的描述。話說普羅米修斯兄弟受命造物，沒想到

普羅米修斯在睡夢間，弟弟把所有好的特質潛能均賦予所創造的動物，迫使普羅米修斯急

中生智，按了神的外表造人，令人直立行走，又為彌補人類所缺乏如同動物的好特質與潛

能，只好偷了神界的火，供人使用，開啟人類生活世界的光明。

此神話揭示人身為萬物的一部份，本當按自然法則運行，有其「侷限性」；但人是按

神的外表所造，擁有驅走黑暗的火炬，使人得以超越自然的規律，有其「開創性」；於是

人終其一生在不同的處境、不同的發展階段中，需要去面對自己內在與外在「有限性」與

「開創性」的矛盾，學習與時俱進，隨時局彈性調整自我，而這一功夫修練即是人的「自

主性」。

青少年正屬於一個整合「侷限性」、「開創性」與「自主性」的階段；青少年漸漸不

再「侷限」於脆弱的身體、父母的照顧、及師長的規範；相反地，青少年在青春期賀爾蒙

的作用下，如同動物在求偶期一般，需學習離開父母、獨立生活、尋覓伴侶、並繁衍下一代。

但是，人卻不單停留於動物性地發展，人類還有「火」、有文明，青少年可以從知識的傳承、

同儕經驗的交流……等多元途境，「開創」自己對未來的豐富想像。

然而，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一旦做了選擇，往往是無法重來，甚至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所幸，戲劇治療能透過劇場的舞台，提供了一個使你我透過身體化的經驗，得以身歷其境，

去意識、覺察自己內在身心、人際與社會性限制的機會；同時透過戲劇的舞台上，人們得

以穿越時空，跳脫原本的生活經驗去感受、去行動，藉由不斷嘗試創新的歷程，豐富生活

的可能性。最後，我們可以統整在戲劇舞台中感受、行動的經驗，轉化為我們在現實生活

上做選擇的依據而擁有「自主性」，減少生命承受過多的風險與挑戰，提昇實踐自我潛能

的可能性。

文◎心理諮商師  張志豪

因此，我們鼓勵每一個青少年將戲劇治療的精神落實在生活中，學習去成為一名「演

員」：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表達自我的感受與想法、開拓扮演不同角色的能力；去成為

一名「觀眾」：反省自己生活中僵化的劇本，多多去認識、尊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最後，

去成為一名「導演」：好好去改寫僵化的生活劇本與角色，與他人合作，創造出屬於自己

更真、更善、更美的生活。

※何謂戲劇治療？ 

在 1910 年代，發源於英國的戲劇治療，早先被運用來協助精神障礙、智能遲緩、自閉

等症狀的當事人，提供娛樂、增進生活品質；直至二次大戰後，才開始結合心理治療師、

戲劇人才、護士、社工……等，將戲劇視為戰後心理重建的工具，賦予其教育意義，進而

從戲劇元素及技巧去探討怎樣根本改善人格結構。 

在台灣，由於社會制度及發展歷程的不同，目前除了少數醫療機構會藉由戲劇治療幫

助憂鬱、自閉或心智遲緩者改善症狀或提升某方面能力外，其他進行戲劇治療者，大多是

與社福機構合作，成員屬非自願性案主居多，主要是幫忙案主整理自我的生命經驗、重塑

生活意義感，以協助他們重回人我互動的人生舞臺。 

運用戲劇治療，是為了探究心理各層面的問題，目的在協助個人面對及處理內在心理

及外在環境的衝突，而不是想到治療，就急迫地快速解決症狀，這也是台灣現階段在戲劇

治療領域還需努力成長的目標。 透過演劇，只要你願意去行動、去表達、去感受，相信這

世界還有許多的美好值得你去追尋。 

從一則神話談起

     戲劇治療看青少年發展

(戲劇治療相關說明原載於《張老師月刊》2010年5月號<戲劇治療／不需演技的真我演出>，張志豪/口述、陳舒榆/文字整

理、心棧家園蔡宗成主任/節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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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生活

「哪個少女不懷春？」「少年維特的煩惱」等耳熟能詳的思春期寫照，常令許多家長

慌張失措，不知該如何因應青春少男少女對愛情的渴望與憧憬！是的，這的確是一項棘手

的挑戰—管太多，孩子反彈大，乾脆封嘴禁言，什麼都不跟大人說，萬一出事，真教父母

措手不及；管太少，甚至睜一眼閉一眼，會讓孩子誤以為父母給我的自由是支持我、認同我，

我與異性的認知、交往、接觸，甚至身體的親密接觸都可以，是大人默許的！實則不然！

首先讓孩子知道交朋友與年齡層是有關的。國小學童乃「同性群友期」：結交同性別

朋友，發展群性合作精神是最基本的。第二階段步入國中時期的「同性密友期」，是在鼓

勵由一群同性友人中選擇可以深交的「密友」或俗稱的「閨密」、「死忠兼換帖」。然後

邁入高中生階段，大多數會對異性產生好奇、單戀與一份愛情的需求，此期為「異性群友

期」，男女可以試著多互動、多學習與異性相處，但是在「群友」的前題下，以團體互動

為原則，可多辦交誼活動，用小團體或分組的方式，讓情竇初開的年輕男女有正常的社交

禮儀，且可教他們如何從活動中、團體裡去觀察這個人的言談舉止與個性修養。等到他們

滿 18 歲，身心較成熟時，便可進入「異性密友期」，多半以一對一進行交往，而成為男

朋友或女朋友。此時要拿捏的分寸便成了大人們的功課—如何教導青年男女珍惜「因」、

「緣」、「份」；並如何區分「喜歡」、「欣賞」與「愛」。

一、情感教育的因緣份

1. 對方有你喜歡的「因」：教導學生檢視自身條件，做個讓人喜歡、樂於接近你的「有

魅力的人」。例如：我是個身心都健康的人嗎？我的個性、EQ、學識、修養、品德等有資

格被他人喜愛的這些條件，我具備多少？相對等地，也以這些要件評量那個吸引你的人，

而不只是拘泥在高富帥、白富美等外在條件而已。

文◎成大教育所副教授  饒夢霞

2. 若無這些因或太少因，至少要具足「緣」：緣是一種外力，如人、事、時、地、物。

你們可以有共同喜歡的人物典範、能否共同參與某事，有相同的價值觀，或時間點很好很

巧，又或來自成長背景較接近的地方，及特殊「物」件讓你們有惺惺相惜之感等，可藉由

這些外力促進你們更彼此吸引。

3. 因緣或許只有其一，但最要把握住「份」際：沒到彼此充分了解，心靈尚未交流盡足，

勿讓「身」單獨加速，甚至逾矩。要提醒他們—身、心、靈要合一，才能有「名」有「份」，

而不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要愛護自己，更要顧及他人。讓「異性密友」又

能「守住份際」地交往，才能常保情誼，甚至當不了情人，卻確定可以當長長久久的朋友！

二、分辨「喜歡」、「欣賞」與「愛」

伊有特質 ( 即「因」) 吸引我，寧願讓這份喜歡長久些，若倏忽地進入「愛」，會形

成情緒的糾結，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恨情仇，甚至逾「份」地暗結珠胎，處理起來，恐將

毀了年輕朋友的生涯規劃。我每年都會帶著修「青少年心理學」課的年輕學子去參訪兩個

機構—因爭風吃醋、砍殺情敵，故而暫陷囹圄，被羈在「少年觀護所」；及 12 歲到 20 歲

未婚生子，無處可去，幸有愛心社福機構辦理的「寧馨園」(收留未婚媽媽)及「嬰兒之家」

(多少無辜的小生命等著被領養 )。

有鑑於此，教導引領青少年在親密行為上的判斷、預防，甚至已發生後的因應策略，

都亟需要照顧者的一再教育 ( 活潑些，不八股，不訓斥 )，苦口婆心 ( 放影片「無聲的吶

喊」及「殘食的理性」，各 28 分鐘左右 ) 的叮嚀、陪伴與提醒。即使不幸事件發生了，也

不是只有墮胎一途！讓我們齊心努力，別讓

伊甸園偷吃蘋果的年輕男女放肆坐大，還是

用心、用力在預防工作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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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夢霞小檔案

資深兩性、親子、職涯專家，以風趣幽默、

突破傳統的創意教學方法教導兩性家庭及個

人生涯議題的超人氣講師。

7點滴捐款●忠義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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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擺盪活動，同心協力一起撐住夥伴。 城市冒險全員集合出發 ! 搭帳篷初體驗，看我架勢十足 ! 全神貫注準備大家的早餐，毆伊系 ~~

服務成果

因為去年合作的美好體驗；今年再度與台灣外展教育基金會合作，遠赴台南辦理四天

三夜暑期營，讓孩子從體驗教育中學習突破與創造，更有自信面對未來的挑戰。踏上旅途，

前往台南，在交通不便利的未知環境中探索是充滿挑戰的文化體驗。天候狀況不佳及台南

基地特有的「探洞」與「獨木舟」，更添本次營隊的挑戰性，成就了大部份園生人生經驗

中的許多「第一次」。

我有話要說　　　　　　　　　　　　　　　　　　　　　　　               　

這一次暑期營領悟最深的是第三天，當天一整天都是獨木舟行程，但下午突然刮起暴

風雨，回程方向更是逆風行走，以致耗費全身力氣，獨木舟仍無法前行，雨使我們看不清

前方的路，但想要生存下去的念頭，成了我前進的動力，也讓我體悟到遇到困境時不要輕

易放棄，只要一停滯不前，你將會被推向滅亡，唯有向前，才有無限希望。(◎園生　小萱 )

外展指導員也表達這是沒有預料到的事，過去沒發生過這麼突然的暴風雨，雖然使原

本下午安排的活動計劃全都被打亂，但卻獲得了一次難得的經驗。指導員在確保所有園生

穿好救生衣後，讓孩子下水進行獨木舟的挑戰、包括併船站立、跳水、翻船後如何救人與

自救……等。指導員知道只要都穿好救生衣，在封閉的水庫裡是很安全的，因此惡劣的天

候反而讓園生有深刻體驗的機會，也讓大家知道救生衣的安全性，能放心的進行水上活動。

文◎心棧家園社工員　薛逸俊

我有話要說

還記得獨木舟大雨時我和小凱一組，遇到下大雨，我和他更同心協力的使勁往前划，

這使我們很快就上岸。在最後一天的跳水中，從一個大約一層樓的高度往下跳，我有點猶

豫，但也馬上跳下去了。小琪和小薇因怕高和怕水而不敢跳，小琪還待在跳台哭了，於是

我們這群「家人」都在鼓勵她，我很感動，有這麼好的伙伴家人。(◎園生　小欣 )

小欣是剛住進來的新園生，暑期營是她跟著家園的第一個活動。她能用「家人」稱呼

大家，是相當令人欣喜的。家園內常見因為不同生活習慣而出現的紛爭。暑期營能讓大家

跳脫原本的生活規範，當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大家面對共同的挑戰，會感受到彼此「在

一起」共同奮戰。在最後一天的跳水活動中，雖然每個人都順利完成跳水挑戰，但這挑戰

度對每個人都各有不同，因此需要彼此的鼓勵才能完成。暑期營中透過大家共同合作的美

好回憶，讓大家在回到家園後也能記起這份同甘共苦、互相扶持的精神。

我有話要說　　　　　　　　　　　　　　　　               

這是我們第一次和孩子們一同參加暑期營，趁這個機會放手讓孩子去探索去挑戰自己，

令人既興奮又有點緊張，也看到不同孩子的獨特潛力和特質，過程中可能遇到很多的挫折

和團體合作上遇到的困難，但希望透過這些新的挑戰，能夠學著脫離舒適圈，勇敢的去突

破困境，我們也觀察到，孩子也許並不會馬上做到盡善盡美，但都願意不斷去嘗試和協助

彼此一起完成目標，也對自己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讓自己能夠發揮無窮的可能性，這就是

我們這次暑期營最大的收穫了 !( ◎生活輔導員　范家寧  陳頁臻 )

安置教養，是一個彼此共同生活後才形成的「有機」生命共同體。對孩子或工作夥伴

而言，前方的路，往往是真實卻無法預知的。就像是獨木舟體驗中的領悟，人生中的下一

場暴風雨不知什麼時候來？雨暫時讓我們的眼睛看不見，即使努力前往也不一定正朝向對

的方向，但只要心中擁有著向前進的力量，終會達到目的地。工作人員就像是挑戰獨木舟

時的救生衣，確保著園生的安全。無論如何，這份安全將形成一股生存力量。

有很多精彩的感悟在營隊間呈現：小明在活動中感悟到守時的重要性，發現遲到後最

大的損失會是自己。阿帆也在活動中變得更勇於表達，嘗試不一樣的體驗，爭取更多的機

會。一開始無法融入團體的他，卻在最後一個活動積極表現。透過設計的課程，在安全的

環境下給予園生不同的挑戰，期許大家能透過挑戰自己而更接納自我。暑期營的結束，也

代表著另一個新的開始，希望大家都能更勇敢去面對、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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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鹽洞是雲嘉南共好中心的一大特色，園
生們可以在黑洞裡探洞冒險顯得很興奮

大家經過無數次的挑戰終於一同在獨木舟
上站起來

園生們穿戴好裝備 , 準備開始進行探洞
體驗

大家在體驗獨木舟前認真聽指導員講解為台南城市冒險進行分享心得與報告 學習如何使用船槳



大手攜小手，一起聽我說 歡迎光臨 !--「我」的職場體驗

「哥哥你知道今天學校同學多好笑嗎……」、「姊姊、姊姊，你看我今天在學校作的

作品……」 家園裡的孩子們每天放學回家後，總會有說不完的事情，就像一般孩子們會期

待和父母分享生活大小事一樣，他們總迫不及待的希望能把今天發生的所有事情傾訴給我

們聽，但目前家園內有十幾個孩子，這麼大的家庭，你一言、我一語的，有時候實在沒時

間好好聽他們說完，或是常常講到一半就被其他孩子打擾，難免會使得孩子們心裡不愉快，

這時候如果有一個人能夠好好傾聽孩子說話就變得很重要了。

長期合作的「師大南天攜手輔育社」，是由一群心輔系的大學生組成的志工團隊（大

攜手），經過專業訓練和督導，每週約 1 小時，一學期共有 10 次的時間，來家園和有需求

的孩子們（小攜手）進行晤談。心輔系學生的專業，讓我們能安心的將孩子現階段的需求，

交給他們協助，除了平常有特殊狀況的孩子需要這樣的資源，那些比較內向文靜的更是需

要。「乖乖的孩子」他們的需求在團體中總是比較容易被忽略，多了一個專屬的志工哥哥、

姐姐，在沒人打擾的情況下，就算只是簡單的傾聽陪伴，對他們而言都是特別的，我們也

因為藉由大攜手晤談結束後的分享，更多元的去了解孩子真正的想法和需求是什麼，以利

之後對孩子的規畫和評估。

除了一般的聊天晤談外，大攜手們有時候還會用畫圖著色或勞作等素材來幫助晤談更

順利有趣，讓小攜手在整學期的晤談結束後有作品可以留作紀念，雖然作品完成後也代表

服務即將結束，但彼此的關係並不會因此消失。孩子和我們都很珍惜每次南天志工們來園

晤談的機會，有一些孩子甚至會來主動詢問下次是不是還會有南天志工的服務、自己的大

攜手還會不會再來 ...... 等。孩子們的回饋聽起來很令人感動，也表示這樣的服務方式對

他們來說是重要且有效的，期待之後繼續與「師大南天攜手輔育社」一起提供孩子們有品

質的陪伴。

過往的經驗造就了傷害，而我們期待帶來新的經驗，告訴孩子們，這個世界仍是美好，

值得欣賞與體驗其中，歲月是值得懷念與留念的，過程中固然有艱辛的一面，仍應持著熱

心前行，每一瞬間的感動與學習都是堅定著我們的能量。

感謝忠義基金會給予機會，由青澀芷蘭青年服務隊帶領園生前往新北都會館參訪，至

餐廳學習顧客接待、餐飲製作、佈置擺盤等工作體驗。另外安排名廚與部落客的講座，來

分享不同專業的心得與經驗。除此之外，青年志工與孩子的互動，擁著許多心靈上的交流，

真誠地陪伴孩子走一段旅程，期待透過體驗學習，以真摯的情感、新的經驗，給予孩子們

勇於挑戰的力量。 

營隊結束後，離情依依，溫柔揮手道別，祝福著這感動的時光。孩子們，當你們蓋好

了心中非常高的大樓時，偶爾回顧時，也許會看到許多不同的身影，而我們會往最高的地

方，看著你們。

青澀芷蘭青年服務隊是由一群大專院校的學生集結起來的公益性組織，因受之於社會，

回饋於社會的理念，與心棧家園共同合作計畫這次的職場體驗活動。活動期間，每一位園

生都有一位陪伴的哥哥或姊姊，共同參與兩日的活動。活動結束後，都可以聽到園生和家

園的社工或生輔員回饋參與活動的趣事與體驗，甚至還有人非常嚮往以後能在一間餐廳裡

面當主廚。

感謝能與青澀芷蘭青年服務隊結緣，合作替家園園生找到新北都會館職場體驗學習，

讓園生實際體驗外場服務生與內場廚房的工作，透過會館工作人員的指導與實際的參與，

使園生能「做中學、學中做」相信這些珍貴的經驗會在園生心中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社工小語 焦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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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棧家園生活輔導員 范家寧 文◎青澀芷蘭青年服務隊

文◎心棧家園生活輔導員 呂振瑋

　　還記得孩子曾對青年志工說：「姐姐，其實一開始我對你很有戒心，一直在考驗你，

一直在想你是不是壞人，可是這樣觀察下來，我覺得你是好姐姐，就算我對你很冷漠，

你還是對我很好，所以你真的很好！我很願意跟你分享任何事，而且你感覺很有經驗，

讓我很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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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攜手們有時候還會用畫圖著色或勞作等素材來幫助晤談更順利有趣，讓小攜手在整學期
的晤談結束後有作品可以留作紀念

六福皇宮 -張立峯主廚向園生分享習藝及成功歷程

廚師們細心向園生說明食材處理方法 協會大專志工與園生學習餐廳廚房準備工作

園生實習過程中學會許多食材的
料理方法

新北都餐廳副理教導園生外場服務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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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腩、蝦仁、旗魚片、馬鈴薯、洋蔥。
【當季水果】桃子、李子、香吉士。
【幼兒點心】小籠包、燒賣。
【青少年學烹飪】義大利麵 &醬、滷包、三色椒。                    

住  定時功能電磁爐、垃圾袋、3M 碰觸式省水器 10 個。

育  2.5 吋外接式硬碟 (2.0TB)*2 台、活動海報架 1個。

醫療  阿德比益生菌膠囊、紅黴素眼藥膏 (用來擦嬰兒傷口 ) 、
 無黴藥膏 (寶寶黴菌感染適用 ) 、天然的消瘀藥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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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月) 731,434張  734,872元

單元活動分享

5-7月間 桃馨園 忠義育幼院 心棧家園

單元活動(場次) 6場 22場 13場

系列活動(場次) 0場 27場 25場

7/17 品勤親子餐廳用餐 /桃馨園

6/11 鋁罐彩繪活動 / 忠義
育幼院 /台虎精釀

7/30 糖果森林歷險記 / 忠義育幼
院 /友邦人壽

5/1 大豐歡路之旅 /心棧家園 /
大豐車隊

6/9 歡心家園活動 -慶端午
/忠義育幼院

6/26 手搖冰體驗 / 忠義育幼院
/揚軒教具

7/31 自己的晚餐自己做─心棧小
當家 /心棧家園

5/14 古蹟裡當農夫 /忠義
育幼院 /心棧家園 /建國工程

7/28 公園玩紙飛機 /桃馨園

7/14 吉卜力的動畫世界特展 / 忠
義育幼院 /新光吳火獅基金會

6/9 城市尋寶．淡水 1884/ 心棧家
園

5/28 愛之零歧視，零感染─愛滋
關懷衛教宣導計畫講座 / 心棧家
園 /台灣愛滋關懷協會

7/31 行天宮參拜 /忠義育幼院

7/29 九州鬆餅手作體驗 / 忠義育
幼院 /九州鬆餅廚房

7/28-29  Let’s go 心棧夥伴
來排骨牌 /心棧家園

7/23「我的一畝田」割稻體驗
/忠義育幼院 /心棧家園 /全球人壽

活動紀事 / 物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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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讓孩子有心的依靠，
養成健康快樂的「桃寶」

「守護童心，圓家的夢！」致力於國內收出養服務的忠義基金會受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委託，辦理桃園市收出養資源整合服務中心。於 105 年 7 月 15 日，舉辦中心揭牌儀式暨記

者會，由桃園市鄭文燦市長及忠義基金會高敏足執行長執行揭牌，表達對失依兒少的關懷

與重視，守護收出養三方權益的承諾。

桃園市收出養資源整合服務中心旨在提供有收養或出養兒少需求的桃園市民，完整

的收出養諮詢與資源整合服務，在守護失依兒少權益的共識之下，為其尋找穩定的愛，以

及永遠的家。中心座落於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545 號 5 樓，服務內容包含：收出養諮詢服

務、辦理收養人親職準備課程、辦理收出養專業人員在職訓練課、連結相關社福資源、宣

導正確的收出養觀念。民眾可透過諮詢專線：(03)331-2020，市話免付費專線：0800-800-

550，獲得相關資源整合的資訊；亦或透過單一窗口的諮詢服務，減低自行蒐集相關資源的

不便，以及多方求援的心力耗費。

根據忠義基金會服務統計顯示，自民國 96 至民國 104 年間，桃園市共計有 94 名失依

兒少等待媒合收養家庭，其中以經濟困難、非婚生子女、父母身心障礙、入監服刑、棄嬰

棄養為前五大出養因素。由於兒少收出養的決定對原生家庭、收養家庭，以及被收養童的

未來具有深遠的影響力，桃園市政府呼籲相關需求之民眾能夠善加使用中心資源，透過社

會工作的專業人員的陪伴與協助，為愛更勇敢地為失依兒少做出適切的安排。

為加強民眾對兒少收出養觀念的認識，中心特別發行收出養服務資源手冊，提供關懷

相關議題之民眾免費索取；忠義基金會更籌製拍攝收養家庭的紀錄短片「桃寶，家 +」，

與各界分享失依兒少經由出養人所交付的愛，以及收養人接手對孩子的關懷，跨越血脈，

在愛的家庭中成長，成為健康快樂的「桃寶」。

文◎收出養服務中心專員  宋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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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天地

105 年 7 月 15 日，桃園市收出養
資源整合服務中心揭牌儀式記者會

桃園市鄭文燦市長、忠義基金會高
敏足執行長與桃園市立委代表共同
守護失依兒的心

由陣容堅強的社工團隊，提供收出
養服務，讓收出養三方更有保障

歡迎民眾索取收出養服務資源手
冊，加深對收出養服務的認識



有您真好 -- 台灣天理教救災聖勞隊服務紀實 緣起義家人
文◎桃馨園社工督導  曾馨儒

文◎親緣樹特派園丁  黃巧瑜

65 週年專題報導

樹木修剪

孩子們打陀螺的帥樣 玩水大戰展開中

努力洗愛玉 勇闖活力迷宮

手牽手開心入園區 祝福食刻 -享用午餐忠義育幼院表演 -數星星 快樂擁愛向前行

乘坐園區小摩托車 專心等待蝦子上勾心棧家園演唱 -無名氏樂團 擁愛樂出遊全體照

出養少年尋根～最溫暖的擁抱玻璃擦拭 離園生關心基金會的園遊會 親緣樹問卷木工修繕 離園生帶著自己的孩子一起參加
0820 慶 65，擁愛樂出遊

紗窗清洗

專案主責人員：黃巧瑜 社工專員 
聯絡電話：(02)22301088 ; 0988-173153
E-mail：ires@cybab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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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天理教救災聖勞隊成立的前身，是於民國 88 年南投 921 大地震時組成的一個宗教

救災團體，當時以深入南投災區救災及在台中太平，組裝日本資助給災民居住的組合屋為

主要任務，並於民國 90 年正式成立；至今協助台灣本島多次颱風所造成的災情，及近年發

生的高雄氣爆，而在國外則是以宗教團體之名協助日本 311 大海嘯的救災活動。

成立的宗旨乃是以天理教教義中的「聖勞」為出發點，以最快樂而真誠付出的心，為

受苦的同胞盡一份心力，使得受苦的人能得到些許的舒緩或心靈能得到一些慰藉，讓災難

造成的傷害能有所減少，縱使是提供一簞食、一瓢飲或清掃一磚一瓦，都是天理教救災聖

勞隊最樂意做的，事不論大小，只要能讓受災的人能舒服一點，必定竭盡所能盡力而為。

台灣天理教救災聖勞隊定期至各地提供社會服務，自 102 年起，天理教志工團隊與忠

義基金會合作，並由本會轉介提供桃馨園志工服務，透過每季定期至家園提供服務，如物

資捐贈、清洗循環扇、修剪樹枝與樹木、拆洗窗戶及各類木工物品修繕等。

感謝有愛心且具專業度的天理教志工團隊來到家園提供服務，讓我們在過程中瞭解志

工團隊如何有效規劃人力及系統性分工合作，使服務效能更加提升；同時我們每位夥伴也

間接學習到簡易修繕技巧及維護方法，達到雙向互惠交流的效益，真心感恩與謝謝天理教

「愛」的協助。

今年是忠義成立65週年，超過一甲子的歲月中，曾陪伴數以千計個失落的生命成長，不論是返家、

自立生活或被收養的孩子，都是我們一直掛在心上的「義家人」。內心的思念不斷隨著時間而上升，

總在思考著如何表達我們對大家的那份牽掛，故每年都會邀集離園生、前工作人員們回來一起圍爐相

聚，今年 2 月初特別由大孩子及工作伙伴攜手合作烹煮團圓菜餚，邀請這幾年離開的成人們回來團圓

圍爐，嘗試共享義家人的美好晚餐時光。雖然過程手忙腳亂，烹調手藝也不甚精湛，但藏有滿滿的心

意在其中，藉著定期的邀約，少了陌生，多了一份類似親情的關係和支持，離園大哥、大姊成為在園

少年的學習對象和榜樣，例如：當在園少年對吉他有學習興趣，需要借用吉他時，想到曾參加樂團的

離園大哥哥，透過社工的聯繫協調，離園大哥哥二話不說就出借了吉他，串起大手牽小手的溫暖，感

受最深的是義氣相挺的類手足情感，更看到大哥哥的一句叮嚀勝過社工、生輔員的數句提醒。

此外，曾經調皮的男孩，經過忠義收出養服務在國外找到自己的家，成為翩翩少年後，回來尋根，

與院長媽媽深深擁抱，也和曾經照顧過自己的保育媽媽、一起長大的院友一起回顧分享，當中有許多

深刻回憶擁上心頭，看到少年的成長及掛念忠義的心，讓我們深深感動，更相信「讓愛延續」對這些

長大以後的失依兒少來說，仍極為重要。

今年，在中華聯合勸募協會方案支持之中，開始建置「義家人」的資源庫與互助網絡，希望協助

建立貼心需求之雙向關懷與互助模式，自然而然形成一個像家庭一般的心理支持系統，其中並有基金

會的專人主動關懷，透過社群網絡或溫馨的活動串連彼此，能讓分散各處但曾擁有共同生命經驗的大

家互信、互愛，再聚首。失依兒長大之後，其實並不孤獨，因為忠義這個「家」，一直都在！

15點滴捐款●忠義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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