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南部鄉間，有一位堅強的阿嬤，年

輕時以單親媽媽的角色，一人承擔起撫養三

個孩子的責任。孩子長大之後，到了本該退

休的年紀，卻又獨力接手撫養一對雙胞胎孫

子，這是多麼困難的決定？

這是環宇基金會輔導的個案，阿嬤因捨

不得孫子被雙親冷落、疏於照顧，忍痛與自

己的孩子對簿公堂，勇敢的阿嬤沒有絲毫猶

豫，爭取到監護權，一肩扛起了兩個小男孩

的養育之責。

同樣也是基金會個案的小影，在越南籍

媽媽拿到台灣身分證之後，就將剛出生幾個

月的他，丟給了爸爸；而同樣不負責任的爸

爸，在敗光家產之後，無情地拋棄小影，他

的爸媽就像人間蒸發一樣，消失在他的生命

中，只剩下 70 多歲的阿公阿嬤，與他相依

為命……。

養完孩子還要養孫子，祖父母 SOS ！

隔代教養不但面臨體力和經濟的考驗，

還存在著許多隱憂，在父母缺席的成長歲月

中，幸虧有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不離不棄，

才讓許多孩子仍舊能在親情的澆灌下，平安

長大。

台灣隔代教養問題探討

文字整理 /編輯室呂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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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含飴弄孫，原本是求之不得的福

氣，但對有些祖父母來說，照顧孫子女，卻

也成了他們一生中「無法卸下的重擔」。

透過隔代教養，固然許多長者藉以重新

感受生命成長的喜悅，重拾人生的方向，但

我們也必須正視隔代教養可能衍生的問題，

才能給我們下一代，更健全及有保障的教養

環境。 

隔代教養家庭日漸增加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發現，2018年國內祖孫家庭 (隔代教養家庭 )

共有 114,337 戶，較 10 年前 88,965 戶增

加 25,372 戶，增幅 28.5%；但若與 20 年前

62, 786 戶相比，則增 51,551 戶，上升比率

高達 82%，將近一倍之多。

( 註 : 「祖孫家庭」：按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組織型態之類別，

指該戶成員為祖父母輩及至少一位未婚孫子女輩，且第二

代直系親屬 ( 父母輩 ) 不為戶內人口，但可能含有同住之

第二代非直系親屬。)

 

早期隔代教養的成因，大多是父母雙

亡、離婚，或因托育需求所產生。現今的成

因越趨複雜化，涉及層面也越廣，例如現代

雙薪小家庭的比例增加，許多父母忙於工作

無暇照顧孩子，不得不委託祖父母照顧。

此外，離婚率增高，單親家庭父母獨自

照料孩子不易，因此需要祖父母協助。以及，

未婚懷孕、遺棄、父母身心障礙、低收入戶，

或因父母在海外工作……等，皆為今日隔代

教養常見的原因。

衛福部分析，第一名是孩子的父母因為

入獄、失業、重病等因素無法扶養；第二名

是離婚、單親或再婚，兩者合占 47.74%；

第三名則是因為在外地工作，占 17.49%；

而根本不想養及偶爾探望的高達 18.27%。

在冰冷的數字之外，隔代教養是否突顯

或衍生什麼樣的社會問題，值得探討。其中

最大的問題在於，阿公嬤的年齡都偏高、健

康不佳又無法就業，使得這類家庭，不僅教

養力不從心，且經常是貧困家庭，使得脫貧

更加不容易。

隔代教養有哪些類型？

形成隔代教養的原因有很多種，不同

類型的隔代教養家庭所面對的狀況也不盡相

同。在這些情形下，爸媽通常會將小孩託付

他人照顧，許多會以祖父母為最優先的考

慮。

一、全日與部份時間

(1) 部份時間隔代教養：父母在上班時段，

將小孩托給祖父母照顧，下班再接手

照顧，在雙薪家庭中最常見。

(2) 全時間隔代教養：父母本身因個人

因素而沒能力照顧孩子，或因弱勢

家庭，由祖父母負擔起教養的全部責

任。

二、主動與被動

第一種情況，僅在部份時間請祖父母照

顧子女的雙薪家庭，是屬於主動、有選擇權

地，將孩子託付給祖父母。

第二種情況，因情況不得已或弱勢因

素，必須將孩子託付給祖父母，則屬於被動、

沒有選擇權。當隔代教養家庭屬於被動與沒

圖名：台灣「祖孫家庭」歷年趨勢 (1998-2018 年 ) / 資料 :

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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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選擇權之類，是極需社福單位介入與協

助，才有辦法解決其困難的。

教養可能出現的問題

老 師 在

接任新班級

時，總會發現

一些學生的

家庭聯絡簿

從未簽名，或

是久久才一

次簽完。從經

驗得知，這可

能是來自隔

代或單親家

庭，一般祖孫

教養家庭的孩子，通常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其影響如下：

一、學習表現落後：隔代教養的孩子在偏遠

地區日益增加，學童在學業和品行方面

的表現，讓老師較感憂心；其次，在同

儕關係、情緒管理和自信心上的評量指

標，也都比一般學生落後。

二、情感表達較弱：祖父母通常不擅長表達

情感，慣用命令、指責的語氣與孩童交

談，話題以生理需求、學業為主，較少

涉及內心層面。孩童較難感受到祖父母

的愛與用心，容易造成衝突和抗拒。

三、過度驕寵憐愛：祖父母較容易因憐愛、

寬容而寵壞孩子，特別是因不得已的情

況而照顧孩童時，祖父母失落、沮喪的

情緒，會使孩子更難與其他人發展信任

關係，難以建立自尊及自信心。

四、生活管教鬆散：祖父母年紀較大，無法

協助孩童課業，或為生計忙碌等，易採

取放任或鬆散的管教方式，以致影響孩

童學習適應與學業成就，導致人際關係

較差，成為被拒絕排斥的對象。

五、經濟問題堪憂：經濟問題是最嚴峻的挑

戰，祖父母通常年邁無法工作，不僅不

能靠子女來奉養自己，還要負起養育孫

子女的費用，造成沉重的負荷。加上本

身體力健康的考量，導致教養品質令人

憂慮。

如何幫助隔代教養學生

一、鼓勵老師增進親師溝通

很多學校老師會將責任切割得很清楚，

認為他們的主要工作在教學，學生的家庭問

題，並非學校

老師的責任。

因此鼓勵教

師，若能與家

長保持聯繫，

不但可以幫

助祖父母了

解孩童在校

學 習 情 形，

並提醒他們

關 注 孩 童，

則可將家庭

不利因素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二、掌握學童的生活狀況

隔代教養學童容易產生自卑的心理，導

致在生活和學習上遭遇不同的瓶頸，教師應

在他們的生活及學習上，提供關注及協助。

若發現問題，也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師，尋求

解決或通報轉介。

三、辦理親職教育活動

通過辦理親職教育或親子活動，這是

簡單有效的方法，邀請祖父母參與孩子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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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教育有關隔代教養的困境與因應方法，

提供學生偏差行為的輔導技巧，以及通過親

子活動增進彼此的關係。

四、強化父母效能

在隔代教養的過程

中，倘若父母親仍在，

則應教育父母親，父母

的愛仍是他人無法取代

的，應對孩子多加留意

關心、抽空陪孩子、參

與孩子活動、和祖父母

溝通好管教子女的方

法，並與老師保持良好

而且密切的聯繫。

五、尋找社會福利協助

隔代教養家庭多半

處於經濟之苦，礙於情面及資訊缺乏，祖父

母不願也不懂得求助，使得他們成為弱勢中

的弱勢。當前社會政策也沒有針對他們提供

專屬的津貼或服務，只好通過社福團體協

助，以減輕教養的負擔。 

結論：正視隔代教養問題

在幾次的社區家訪中，聽到祖孫家庭祖

父母的共同心聲：「以前是養兒子，現在要

養兒子的兒子」，養兒防老似乎變成了空想，

根本是遙不可及，本是含飴弄孫之樂，卻轉

變成了沉重的負擔！

長期以來，單親家庭因為數量多、可見

度高，經常成為關注焦點；殊不知，其實許

多單親家庭背後，經常有隔代教養的議題。

當家庭解組，父母之一方忙於工作；或是當

父母無力、缺席、不願意照顧子女時，祖父

母就必須接棒照顧，處境特別辛苦。

 隔代教養是不得已的選擇，增進隔代之

間的溝通與相互扶持，是孩童成長的關鍵因

素，引導孩童讓孩子知道這樣安排的原因及

父母的心情，相信孩子必能更體諒也願為自

己多負一點責任，而不再只是自怨自艾、悲

觀地生活！

由趨勢來看，隔代教養家庭已是社會現

象之一，官方及社會大眾必須正視此議題，

共同關心並研擬最佳因應的處理模式，若能

建立起社區支援網絡以及相應的扶助系統，

則對社會整體功能的運作與發展，絕對具有

正面的效果。

參考資料

1. 行政院 /2019/ 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2. 衛福部 /2018/ 高風險通報系統中的隔代教養樣貌

3. 許政榆 /2018/ 隔代教養 20 年倍增！水蜜桃阿嬤孫子多

4. 黃天如 /2017/ 15 年來增 21.6％，近 8 成祖母挑重擔

5. 莊麗玉 /2006/ 隔代教養問題的探討 / 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

6. 王舒芸 /2005/ 隔代教養家庭生活需求及福利服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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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課輔老師 陳鳳姈

翰強 ( 化名 ) 剛到班上時，是一個非常

內向害羞又不說話的孩子，只會用點頭、搖

頭來表達。原本以為他是自閉症小朋友，但

是跟學校班導及家長溝通之後，家長說，翰

強在家裡其實就跟一般小孩一樣，會跟妹妹

吵架，也會指使妹妹做事，跟其他人並沒有

什麼不同。

後來我在網路上查到一個病症，叫做

「選擇性緘默症」，比較符合翰強的狀況，

算是一種社交焦慮症，也有專家描述為「兒

童的罕見心理失調」。我想翰強可能有一點

點這樣的傾向。

通常這樣的孩子，不是不想說話，而是

說不出話。他們並不是靠鼓勵甚至半強迫他

們講話，就可以講得出來的；他們需要引導

跟等待，降低焦慮感，讓他們多去跟人互動，

可以慢慢讓自己克服講話的焦慮。

為了幫助翰強，我開始找機會多跟翰

強對話、互動；另一方面，我也請同學陪他

一起玩、一起做事。經過一段時間，他漸漸

會跟同學玩在一起，也會主動來問功課的疑

問。此外，我也會私下找翰強，詢問他與家

人的互動狀況，他也會很害羞又樂意的分

享。 

經過一年多的關懷與引導，翰強有了很

大的改變。學校班導、校長、幼兒園主任，

都紛紛與我分享，說現在的翰強，比起以前

真的進步很多，不僅能跟大家一起玩，說話

也變多、音量也變大了。

從以前只會點頭搖頭，到講出一個字兩

個字，再到一句話兩句話；以前不舉手不發

言，現在都會舉手踴躍發言，真的讓很多老

師跌破眼鏡。這段路程陪伴下來，雖然走了

有點久，但真的很值得！

顧

課
後

照

選擇性緘默症

不說話

我
不是

--

註：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將「選擇性緘默症」歸

於焦慮障礙，簡單來說，選擇性緘默症

的孩子，會在「特定」（針對人或環境）

的情境下出現焦慮的情形，導致完全不敢

說話，這個情況大多發生在 2-6 歲的孩子

身上。 

如果出現以下這幾種症狀，家長和老師就要留

意孩子的心理健康： 

1. 在學校不說話，回家就變正常。不只是私

下不跟其他人互動，就連老師要求回答問

題，孩子也是沈默不語。 

2. 臉部表情讓人看不出情緒。孩子說不出話，

不是因為他不願意說，而是真的說不出口；

有時甚至會被認為是「故意的」。

3. 別人誤以為孩子不會說話，甚至是啞巴。

平常總是嘰嘰喳喳的孩子，旁人竟然以為

「不會說話」。 

4. 孩子願意配合不需要發出聲音的任務，如

手勢或點頭、搖頭來表示意見，所以並不

是不理解或沒接受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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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社工 陳羽宣

美國心理學家德瑞克斯（Rudolf Dreikurs 

）說：「孩子需要鼓勵，如同植物需要水。不幸

的是，那些最需要鼓勵的孩子，卻最少獲得鼓

勵。」 

強強 ( 化名 ) 是一個很容易情緒起伏的

孩子，當有人惹到他，或事情不符他意，就

會開始罵人、說髒話，甚至會跟對方打起

來！

「我不想寫作業！」某日強強說。

「為什麼你不想寫作業？」我問。

「我就是不想！」強強回答著，一邊拿

起自己的刮畫在作畫。

「這全部是你自己刮的嗎？」

「對啊！全都是用美工刀刮的。」強強

露出自信。

「你很厲害耶！不然讓你幫大家上一堂

刮畫課好了。」我提議。

「好啊！我來教大家。」強強很開心。

接著，強強很認真的跟我討論上課內

容，需要準備哪些材料等。討論完後，沒想

到強強主動拿起作業，寫了起來，完成了當

天的功課。因為我承諾他一個教學日，他一

直在期待這一天，每天都在問：「老師，什

麼時候要讓我上刮畫課？」

已經安排好週一下午讓強強教課，可

是他早上的狀況並不好，又不想寫暑假作業

了。我提醒他：「你還記得老師要讓你上一

堂刮畫課嗎？已經排在今天下午了，但如果

你沒有完成作業，老師會把它收回，上別的

課喔？」強強露出一臉錯愕，滿心期待彷彿

瞬間落空……。

「老師，如果我寫完，你會讓我上課

嗎？」「當然啊！」為了想教刮畫課，強強

激起強大的動力，於是態度轉變，開始埋頭

苦幹，最後順利完成當天作業，也實現他教

課的心願。

「我們下午上的

是刮畫課，現在讓我

們鼓掌，歡迎強強老

師！」強強站上台，

仔細說明：「要先將

粉蠟筆塗在紙上，先

用彩色的全部塗滿，

之後再用黑色粉蠟筆，全部塗均勻……。」

強強認真教課，孩子們一點就通。

看到大家認真在製作刮畫，強強也非常

開心，甚至還幫大家打分數，孩子們順利完

成作品，也都很有成就感，強強老師教課成

功！這些日子下來，發現強強慢慢在改變，

雖然情緒依然起伏不定，但至少可以稍微控

制；請他幫忙當小助手時，他都很樂意協助。

孩子需要鼓勵，如同植物需要水一樣。

當我們欣賞孩子的優點與努力之處，相信孩

子一定會得到肯定，並因而有正面的改變與

成長，以此共勉 ~

務

少
服

兒

刮畫課

強強的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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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據點社工

薇薇安 ( 化名 ) 和哥哥來自隔代教養家

庭，與祖父祖母和曾祖母住在一起，父母則

早已不知去向。祖父 60 多歲，長期擔任夜

班保全工作，祖母則在醫院做看護，兩老都

沒時間陪伴他們。

家裡只剩下曾祖母有時間可以照顧，但

曾祖母已經 80 多歲了，雙腳又不良於行，

無法採取有效的管教，於是在成長過程中，

孩子的生活常規，始終沒有被建立起來。

 行為放縱 也沒有同理心

初來課後班，老師很快就發現，薇薇安

不明白何謂「生活規範」。不懂秩序、不守

規定，對他人的苦楚，更是沒有同理心。此

外，又經常隨意尖叫，在樓梯口大吼大叫；

喜歡用打人的方式玩耍，特別是愛打別人的

頭。

學長姐們尚且可以忍耐，有時則會給予

反制，但年齡小的學弟，就經常被她打到哭。

可是薇薇安卻依然毫無感覺，還一臉不解地

說：「我只是在跟他玩，他為什麼要哭？」

老師和社工發現，薇薇安對他人的行

為，幾乎全學自哥哥。哥哥有暴力傾向，喜

歡以打鬧當作遊戲，摔角則是他的最愛。因

為不懂得拿捏分寸，常玩到同伴暴怒，變成

兩人的肢體衝突。

哥哥喜歡把苦差事推給妹妹去做，例如

據點發放物資，每人一大袋，他總是交給薇

薇安拿，自己卻兩手空空，輕輕鬆鬆回家。

每次使喚妹妹，若她不配合，就直接對她的

頭打下去。

 哥哥的模式 妹妹照樣學

因為哥哥的榜樣，使得薇薇安與學弟

妹玩遊戲結束時，也總是丟給別人收拾，當

學弟不願意，她也是對著學弟的頭直接打下

去。總之，薇薇安的行為，簡直就是為所欲

為，完全沒有顧慮到他人感受。

當老師糾正其行為時，她卻一臉疑惑和

無辜的表情，因為她並不懂老師正在教導她

有關規範與禮儀的事，還以為老師在跟她鬧

著玩，一副哀求的樣子，希望老師不要這樣。

經過討論之後，社工只好軟硬兼施，除

了對薇薇安可能傷及他人的行為，立即訓斥

喝止外；一方面，每次都提醒哥哥留意自己

的行為，鼓勵他做好榜樣，不要在妹妹面前

示範錯誤行為。

此外，也安排志工專門陪伴薇薇安玩

耍，適時說明玩耍的界線，引導她說出自己

被哥哥打頭及使喚的感受，讓她可以體會

到，當使喚學弟或把責任都丟給別人，以及

打學弟的頭時，別人的感受一樣是痛苦的。

 改變需要時間與耐心

每每發生狀況，社工都要花很長的時間

溝通，叮嚀也罷、責備也好，希望她能感受

到他人的痛苦與不悅，而這一次，還是花了

很長時間引導。

事

個
案

故 愛打人

薇薇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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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打你頭的時候，你的感覺是怎

樣？」「很痛，很不舒服！」

「你有沒有跟哥哥反應過你的不舒

服？」「有，但沒有用！」

「你有沒有想過，你打別人頭的時候，

別人是不是也不舒服？」

「干我屁事！」「所以你的意思是，

別人不可以讓你不舒服，你可以讓別人不舒

服？」

她沒辦法回答，覺得尷尬，就一溜煙跑

掉了…。

就這樣，三番兩次地軟性溝通，幾次

之後，她就沒有立刻跑掉。再引導她說：

「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是不是不應該對別人

做？」「哥哥對你做的事情，老師會糾正哥

哥，而不管他有沒有改變，你也不應該對別

人這樣子！」

她不甘願的點點頭，似乎有點自覺，知

道打別人頭這件事情，是不好的！

 回饋之心是最大的回報

經過一年的關懷與引導，哥哥及薇薇安

的行為，終於有明顯的進步。哥哥已經很少

將自己的東西丟給妹妹拿了，也不再打她的

頭了；薇薇安也不再打學弟的頭了，雖然哥

哥還是很喜歡玩摔角的遊戲，薇薇安也還是

很喜歡惡整別人，但明顯地，已經比較能自

我控制，不會玩到別人受不了、哭泣或爆怒

的情況了。

學期即將結束，志工們的服務也教告一

段落，薇薇安躲在桌角下，不知道在做什麼。

老師及志工一過去，她立即大叫：「走開！」

一會兒時間後，沒想到她送給志工一張自己

做的卡片，上面的圖案很漂亮，寫著：「大

姊姊，謝謝你的陪伴！」

看到兩兄妹的改變，特別是薇薇安變得

比較懂事與同理他人，也懂得感謝與回饋他

人，心中感到無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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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劉情音 社工

據點的服務工作，除了專注在服務對象

外，還有一種最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穿梭在

不同課程之間，以及忙碌於廚房之內的一群

忠實夥伴—我們的志工。

志工們投入服務行列的理由也各有所不

同，在忙碌外，抽空與志工們聊天關懷中，

了解到，原來服務的熱忱是會擴散的，當一

個人默默開始付出時，會影響到周遭的人，

將此服務精神如水波般的傳遞開來…。

足立悅世阿姨正是如此一位，她遠從日

本嫁來台灣，轉眼 30 多年，如今兒女也已

經長大。處於初老的階段，正需要重新規劃

人生，找尋生命的價值。她分享道：

「因為我先生總是很熱心參與里內的服

務，像是守望相助隊、長者關懷等，於是我

也慢慢關心生活周遭需要幫助的人，像是公

園裡孤單的老人，或是忘記帶鑰匙坐在家門

口等待的孩子。開始思考是否自己有可以付

出的內容，在因緣際會之下，就來到了環宇

基金會的台中據點。」

「起初，只是簡單的廚房工作，但是看

到孩子們享用餐點，滿臉喜悅的笑容時，真

正感受到身為志工的喜悅。」

「或許，因為自己的年齡已經漸漸進

入下一個階段，面對以後老年的生活與態度

等，想要做更萬全的準備。所以透過服務老

人們，可以了解自己該如何面對與預備自己

的人生。」

的確，長輩們從年輕到現在，經歷了多

少酸甜苦辣，像是經濟、婚姻、子女等問題

的牽掛與煩憂，此刻最希望的，就是現在的

他們，能感受到滿滿的快樂與幸福。

「其實，通過他們身上，我學到多也成

長很多，很感謝有這樣的機會可以付出與成

長，這也是我繼續投入的主要原因。」阿姨

臉上露出笑容的說。

現在台中老人據點，安排豐富的課程，

如氣功早操、樂齡活動、手作課程，搭配節

日慶祝以及供餐等等，讓長輩們可以健康快

樂與充滿活力，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是我

們從事服務最大的喜悅與動力。

付出與關愛的舉動是一股力量，善念

如同石子投入水中般，創造一個美麗的同心

圓，向四方擴散，感染這個世界，讓世界更

美好。

懷

長
者

關 服務 個同心圓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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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據點】

舞出生命•畫出圓滿

一群長輩，從原本獨居、封閉、憂鬱不

健康，到願意出門學習參加活動，一步一步

的突破，通

過舞蹈改變

了生命，轉

變成開朗、

活潑，甚正

登上舞台表

演，展現了

生命的活力。而最近開辦的水彩課，許多長

輩都是第一次拿起畫筆，沒想到勞碌一生之

餘還可學藝術，當自己的作品被肯定時，體

會到不同的人生樂趣，以及感受到生命的另

一種價值！

 

【古亭據點】

爺奶活力秀•防疫健康操

據點的大哥大姐默契十足，勤練最夯的

防疫健康操，在藍天白雲下，踩著輕快的舞

步，帶領大家一起做好防疫工作。社區就像

一家人，�

老扶幼為防

疫盡心力，

看我們一家

老 小 多 開

心！年紀最

長的 93 �爺爺與最小的 7 �兩人尬舞，扭腰

擺臀極是好看。驚險的是，一位長者突然心

臟病發作，緊急攔車協助，好心人士二話不

說，載著我們馬上救醫，還好平安無事。 

 

【台中據點】

容許生命不完美•肢體開發饗宴

長 輩

的年歲已

大，記憶

力、反應

力與行動

力都有不

足，無法用年輕人的角度去看待。在老師帶

領下，以著包容與耐心，引導長輩去獨立思

考與體驗分享，探索出豐富的生命意涵，也

激發出埋藏已久的

故事與感動。最

後大家手拉手圍圓

圈，以正能量給予

彼此祝福，畫下生

命美好的印記。

活

髮
樂

銀

銀髮 樂無窮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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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關係，學校停課了，所以我有時

間在家裡分擔家務及農活。

我在神龕上發現一盞老燈，外觀非常特

別，不自覺注視了許久。我小心翼翼的清洗

上面的灰塵，試圖恢復它原來的樣貌。

父親看到了，告訴我他的故事。

他笑著說，30 多年前，他還是小孩子的

時候，村裡沒電，他總是在這盞燈下寫功課，

直到深夜。那時，讀書不受重視，不被認為

是一種好出路，人們只在乎農業，因為生活

所需都取決於農產品。

點燈要耗費煤油，爺爺不准長時間使

用。有一次，父親點了燈卻不是用來讀書，

被爺爺打了一巴掌……。

聽完父親的故事後，想起老師說過：「燈

的目的就是為他人提供光亮。」家裡的這盞

燈，燃燒了數十年，為我們點亮光明與未來，

也串起了家庭三代的情感。

我非常感謝這盞燈對我們所做的貢獻，

同樣的，我也深深感謝那些資助我的人，在

我人生中，以教育的光輝照亮我的未來。謝

謝您！

受資助學童 /帕瑪‧多瑪‧夏爾巴

本文故事主角 多瑪·夏爾巴，就讀 8 年級，是「雪巴育

幼院」院童，受助學專案幫助已超過 4 年，乖巧懂事，

預計就讀至 12 年級。

為孩子點一盞燈 用教育改變他們的命運

尼泊爾貧童助學計畫

2015年的尼泊爾強震，毀壞無數家園，

環宇基金會在加德滿都設立「雪巴育幼院」，

收容這些來自偏遠村莊的貧童，提供良好的

照顧，使之順利無憂地接受教育。雖然疫情

的關係，導致他們的上課受到打斷，但助學

計畫並不中斷，讓他們可以度過難關。

助學計畫請洽：環宇國際服務處 李小姐 

                       02-23660743 分機 315

務

國
際

服

—用教育照亮世界黑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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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終，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希望

早一點遇到她…

在尼泊爾，一個非常偏遠的小村落 -- 坦

巴塘村，距離加德滿都要 2 天車程加上 2 天

路程。

有一位骨瘦嶙峋的獨居老婆婆，連自己

的年紀都不記得了，看起來應該超過 70 多

歲了，身邊沒有半個親人，生活靠著鄰人的

接濟，或偶爾贈予的雞隻，就這樣活到現在。

老婆婆說：「在很小的時候，就被母

親送到一個雪巴家庭裡幫傭，也沒有任何酬

勞。」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母親無力撫養，

才把她遺棄，成了一名孤兒。幾十年後，這

個雪巴家庭的人，相繼過世，無助的她，只

好以同樣的方式，再到另一個家庭幫傭，換

取住宿餐食。

就這樣一年又一年，換了不知道多少家

庭，當她老到再也不能工作了，就回到了坦

巴塘村。也許是因為曾在這裡度過童年，這

片土地讓她感受到特別親切，她就這麼定居

下來，安度晚年。

好心的地主，無償提供住處給她，沒

有水和電，就連 2015 年遭逢大地震，老婆

婆也沒有得到任何政府援助，因為她沒有父

母，也沒有任何足以證明自己的公民身分。

當社工得知消息，前往拜訪時，她看起

來十分虛弱，連到附近河裡取水都有困難。

了解這些情況後，基金會立即討論能為老婆

婆做些什麼，讓她能得到妥善的照顧，希望

她在辛苦了一輩子後，至少能感受到生命中

些微的溫暖，安然無憂的過完餘生。

很 突 然 的

是，當天晚上，

老婆婆便離開人

世了。原本以為

可以多幫助她一

些的，但沒想到，

我們最後能為她

做的，竟然是一

場喪禮。社工召

集一些村民，送

了老婆婆最後一

程，簡單而隆重

的儀式，卻也帶

著無比敬意。雖然感到有些遺憾，但我們相

信，從此以後，老婆婆可以放下一切，也不

會再孤苦無依了。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希望早一點遇到她。

「老有所終」，對老婆婆而言，或許就等待這一

刻的來臨；但是，對我們而言，這一刻來得太

慢……。

助

難
救

急

放下，

生命中的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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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據點】

課輔班參加公益演講活動

9 月 5 日參與「台南市口才協會」《給

自己找一個快樂的理由》公益講座，台南課

輔班孩童藉此機會，體驗公益義賣活動，

由孩子親手製

作的手工皂及

小飾品現場販

售，認真投入

的態度讓人敬

佩。

【古亭據點】

2020 爺奶活躍老化競賽

古亭長

輩參加台北

市衛生局「

爺奶 SHOW

創 意•健 康

好活力」競

賽，大家團

結努力之，獲得「人氣魅力獎」。9 月 7 日

衛生局局長黃世傑頒獎，據點主任及社工代

表，開心上台領獎。 

【新莊據點】

恭賀本會新莊兒少據點，榮獲水星獎

9 月 10

日新北市表揚

小衛星課後照

顧單位用愛守

護弱勢兒少，

市長侯友宜親自頒獎，在新北市 128 個社區

型兒少服務單位中，環宇基金會再次受到政

府肯定，獲得獎金 5 萬元。 

【花蓮據點】

宇愛幸福婦女培力工坊，市集秀成果

9 月 12 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

在台北車站

一樓大廳，

舉 辦「FUN

興 購 大 市

集」活動。

花蓮據點連

續 3 年參加，培力工坊以天然、健康、在地

的特色為訴求，展現豐碩成果。 

【基隆青少中心】

「中秋月圓人團圓」感恩茶會

9 月 19 日中秋佳節感恩茶會，基隆市

政府社會處科長許雅紋到場指導；副議長林

沛祥、議員秦鉦、鄭愷玲親自關懷，蔡適應

立委贊助餐盒，藝人許效舜致贈加菜金鼓勵

青少年向上，場面熱鬧溫馨。期許基隆市青

少年中心能在社區內深耕，讓更多青少年透

過多元學習，得到更優質照顧。

果

活
動

成 活躍爺奶保衛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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