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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幼兒手足關係促進
親子教養

2017年的《奇蹟男孩》改編自同名小說。其電影內
容講述一對父母努力幫助兒子克服他那畸形的臉部帶來的

異樣目光及霸凌。這部電影真實反映了特殊生家長的心

境。除此之外，這部電影也有一句台詞很讓我印象深刻。

電影中主角奧古斯特的姊姊維亞如此形容：「奧古斯特是

太陽。我和媽和爸是圍繞太陽的星球。」我們試想，若特

殊孩子是家中的太陽，爸爸媽媽以及家中其他成員都繞著

他轉。那麼，這件事本身對於一般發展手足內在會有什麼

影響，而這又如何影響其手足關係？

看完這部電影不久，因緣巧合地，天使心家族社會

福利基金會詢問我是否有意願擔任手足團體的帶領者。那

時花了一些時間了解該基金會的服務宗旨與該團體的目標

為何？原來基金會主要協助家長與一般發展手足的單位。

將近一年的帶領經驗，讓我有機會跟這樣的家庭成員互動

（特別是那些一般發展手足），也讓我更了解他們所面對

的挑戰為何。以下依我這段時間與服務家庭的相處經驗，

以及一些文獻的整理，來敘述若家中有特殊兒童，會如何

影響一般發展手足，而我們又該如何解決？

1  成為親職化的小孩
親職化（parentifcation）現象通常是父母親與子女的

角色反轉（role reversal），被親職化的個體承接了父母親

應該扮演的角色，並且在情感上或肢體上照顧父母親與家

人。以往有關非障礙手足的研究，多半談到這些非障礙手

足承擔過多的責任，特別是大家庭中較為年長的女性手

足。國外有研究學者認為對許多特殊兒童的父母而言，非

障礙手足變成了服務的提供者，又或是他們必須負起照顧及所必

須承擔的家務責任比一般的兒童多。 過往的工作經驗，也有發現
有些孩子因為體貼父母忙於辛苦照顧特殊手足，因此非但會把自

己的事情處理好，甚是會協助父母去處理家中的相關事務，會變

得比同年紀的孩子早熟。他們認為自己必須為他人付出，但自己

的需要就像是「隱形」了一樣。

2  社會活動以及其友誼關係的影響
如同電影中，主角的姊姊一樣，由於家中對特殊兒童的照顧

需求較多，全家人重心幾乎都必須放在特殊兒童上。即便沒有，

一些社會活動也可能會因特殊兒童的身體狀況而受到影響。特殊

兒童的照顧需求與責任，也會影響到一般發展手足與同儕相處及

參與戶外活動的機會。因此比起其他同儕，這些手足無論在友誼

聯繫及家庭以外的活動都較少。除外，對於一般發展手足在交友

方面，往往會遇到特別的問題。如可能面臨如何告知、是否邀請

朋友和特殊兒童手足會面、擔心朋友不能了解、擔心朋友告訴學

校其他人或被他人貼標籤等。這也許是一般發展手足的心中一個

不能說，或不知道怎麼說的「秘密」，同時影響他們的人際互動。

3  親子關係不佳
特殊兒童花費父母許多的時間及

精神，一般發展手足可能面臨與父母

的獨處時間減少，而自覺父母偏心或

是感覺到有差別待遇。而一但內在有

這樣的認定，就會放大父母在生活中

所有的規範及要求，例如會認為父母

對自己的要求較高等問題。

其實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以上這些問題會有不同程

度的影響，又或是在一般發展手足年紀再更長一點，他們

會必須面對到對特殊兒童手足養護問題而遇到上述這樣的

情況，我們又該如何去處理？

1   促進親子溝通，並增進一般發展手足對特殊幼兒
的認識
當父母較關注於特殊兒童時，也應該花一點時間傾

聽家中其他孩子的聲音；當父母把所有焦點都放在特殊兒

童手足身上時，也應檢視一般發展孩子的內心，以免使其

背負過多的壓力。父母要適時以一般發展手足可以了解的

程度，與其討論特殊兒童手足的狀況，並協助他們去因應

可能面臨的問題。對於孩子的情緒反應，也需要有釐清的

能力。孩子是在爭寵，又或是在引起注意，要適時地回應

及同理他們。讓他們知道自己的需要也是同等重要。

2   父母應積極關懷一般發展手足，並與其有良性互動
父母應先具有正確的觀念、教養態度及適切的作法，並與一

般發展手足共同討論，建立積極的想法、以及教導其解決問題或

面臨困難時的能力與策略。家長對於子女保持一致的教養態度，

要留個別互動的時間給每一個孩子，讓他們感覺自己是被重視的。

當一般發展的手足感受到愛與關心，他自然有能力去愛他的手足，

同時引導一般發展手足發揮手足互助之情，培養孩子有同理心，

但不要給他們太大壓力或是不適當要求。等年紀大一點，也可以

共同討論對於特殊兒童手足的照顧方式。我相信對於每個家長而

言，每一個孩子都是自己的心頭肉。但是的確在忙於照顧一方時，

有時的確會造成一些疏忽，或是期待家中的成員（甚至是一般發

展手足）能多點體諒，或是多分擔一些責任。但這無形之中，就

會對其內在造成一些影響，又或是影響家庭的互動，我想這也是

不樂見的。要隨時提醒自己，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都是照亮彼此的

太陽，而不是為了特定的成員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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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孩子安心成長的地方，但若家中有遲緩兒童，照

顧者就需花費較大部分的心力去關心照顧遲緩兒童，無形

之中即減少了照顧者關注其他孩子的時間比例。同時個案

手足也容易被照顧者被賦予獨立、成熟、禮讓⋯等教養期

待，再再都容易讓手足感受到委屈，覺得失寵，甚至心理

的不平衡，更因此可能會造成手足之間的衝突及紛爭，影

響手足間的關係。

中心近年來辦理許多針對服務個案的親子方案、親職

教養、手足方案⋯⋯等，以往的活動通常都是有服務個案

的參與，但從未針對服務個案的一般發展手足以及家庭的

照顧者提供一個獨享共處的活動。普羅家庭中即會有家長

對待手足態度不一致的狀況，更遑論中心的服務早療家庭

亦有此情況。106年起社資中心辦理家長聯誼會，透過家
長成員的分享，服務家庭中照顧者對待服務對象與其他手

足態度上的不一致與不公平，而影響到家長本身的照顧壓

力及手足間的衝突。因此，今年透過辦理此方案，讓參與

此方案的家庭照顧者瞭解到關注健康手足的重要性。

團體進行方式分為兩部分，一為服務對象的手足與家

長一起參與的親子團體活動，另一部分為服務對象的托育

育樂營團體活動，親子團體活動邀請諮商心理師帶領家長

看見孩子被關注的需求，透過親子及孩子間的互動遊戲讓

家長及孩子們體會到合作、表達讚美的重要性，也讓家長

認識到孩子需要被鼓勵及陪伴，活動也透過問卷回饋與實

際觀察讓家長關注到「每個孩子都是需要傾聽、尊重、鼓

勵與陪伴的」。在舉辦活動中讓我很難忘的一幕是「孩子

完成了一個階段的指令任務後，那殷切期盼家長給予回饋

讚美的渴望神情」，在老師的帶領下家長們也給予孩子們

鼓勵與讚美，孩子那開心的表情讓我記憶猶新。

我相信，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中最寶貝的，有時我們

會因為外在諸多因素忽略到孩子的需求，只要適時的提醒

並在心中種下正向的種子，未來也會逐漸發芽茁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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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陳昀暘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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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的一聲，孩子們都知道香噴噴的餅乾出爐囉！
當孩子興奮地分享自己做的餅乾，家長露出欣慰的微笑，

一同踏著快樂步伐，開心的帶著親手製作的點心回家，是最暖心的時刻。

2018 specil event 攜手合作就
擁有更多力量面對挑戰！

中心在 106年度滿意度調查分析結果，家長對於親子、手足的活動
類型感到非常有興趣（有興趣）占最高的比例，依據中心服務家庭型態

以核心家庭居多，另外，手足數有 2位以上更占 60%，可能在家庭中較
少有替代的照顧資源，而難有喘息的空間及機會，要再兼顧到手足間的

互動與關係就更不容易。故中心辦理手足互動類型的活動，除了透過這

樣的活動平台，創造親子互動的時光，更期待能藉著這樣的機會，培養

手足間的溝通與互動能力。

今年與服務區域內的資源單位──熊小熊烘焙樂店家合作，辦理兩

場次的手足互動坊，每場次共五對親子、手足出席活動。活動當天是炎

熱的午後，看見家長和孩子們都不畏豔陽前來參與，內心十分感動。其

中更有一個家庭，在家時孩子較缺乏可以和手足一起手作餅乾的機會，

所以願意克服交通距離問題，搭乘公車帶著孩子前來參與活動。

手足一起體驗動手做餅乾，增加多元的合作互動經驗，而活動創新

之處在於邀請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寶寶啟蒙中心廖芳真認知老師，除

了在旁觀察也會關心各組間親子和手足間的互動情形，等待餅乾出爐的空

檔，也是老師和家長進行交流的時刻，針對個別家長的困擾，老師提供許

多適合在家運用的技巧！若有共同的教養困擾，家長們也會提供自身經驗

一同分享。例如活動過程中，孩子會因為想要不同的餅乾模具，想和其他

孩子交換，在老師的示範及家長的引導下，孩子會相互討論由誰負責去做

交換，其中一對兄妹，因為妹妹的口語表達能力較弱，不知道該如何開

口，哥哥帶著妹妹向其他孩子交換餅乾模具，最後兩人合作完成了餅乾。

大人往往埋首於繁忙的家務，親子間少有機會可以有完整的時間去

陪伴孩子，透過規劃合作性的活動，例如包水餃、拼圖、玩大富翁等等，

促使手足去共同合作完成一項事務，藉由這次的手足互動坊，家長學習到

更多方法及技巧去引導孩子們共同合作及關心彼此，除看到孩子們共同的

需要、也看到個別的差異性，讓他們能夠各司其職並獲得成就感。這樣從

無到有的過程中，也看到家長適時的肯定及鼓勵孩子嘗試，家庭成員一起

合作就能夠有更多力量面對不一樣的挑戰。

第三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江佳純、張渼玲 社工

VO1.59

臺中市早療季報

臺中市早期療育服務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辦理）

地 址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號 
（英才婦幼館 1樓）

電 話 （04） 2208 - 3688
傳 真 （04） 2208 - 3677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六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一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服務區域 中區、西區、北區、西屯區

地 址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11巷 13號
電 話 （04） 2471 - 5220
傳 真 （04） 2471 - 5218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二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北屯區、潭子區、大雅區

地 址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路二段 1號
電 話 （04） 2533-5276分機 21-27
傳 真 （04） 2533-0955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三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東區、南區、南屯區、烏日區、 
大肚區

地 址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號
（臺中市愛心家園）

電 話 （04） 2471-3535轉 1507-1511
傳 真 （04） 2471-4959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四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太平區、大里區、霧峰區

地 址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路 102號
電 話 （04） 2407-0195
傳 真 （04） 2406-7370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五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豐原區、后里區、石岡區、東勢
區、和平區、新社區、神岡區

地 址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里 12鄰新生北
路 155號 ( 豐原國小 105教室 )

電 話 （04） 2524-9769
傳 真 （04） 2524-9712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六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沙鹿區、龍井區、梧棲區、清水
區、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

地 址
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 8號 4樓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電 話 （04） 2636-5175
傳 真 （04） 2636-4676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地 址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號
（英才婦幼館 1樓）

電 話 （04） 2202-2226
傳 真 （04） 2206-0523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10：00-16：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山海地區兒童發展資源車
(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

服務區域

后里區、豐原區、大雅區、潭子區 
神岡區、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 
和平區、大甲區、清水區、梧棲區 
大安區、沙鹿區、龍井區、外埔區 
大安區

洽詢專線
（04） 2636-9313
（04） 2524-9319

發行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發 行 人 呂建德 局長

總 編 輯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承辦）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發行日期 107年 12月 3日（第五十九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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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時段療育課的學生阿志，平常都是爸爸帶他來我

教室上課，一天我向爸爸提議，邀請媽媽、讀小一的哥哥、還

有剛會走路的弟弟到我教室一起和阿志上課，我希望能設計這

三兄弟玩可以一起玩的活動，讓一家人有愉快的遊戲時光。

經由這遊戲，阿志學習了簡單規則能力，與人互動的技巧

（例如輪流、等待）、承擔一些小小的挫折忍受感，一些基礎

的認知能力，更重要的是阿志享受了一個快樂、充滿笑聲的過

程，增進了家人之間的愉快經驗。

是否，這個遊戲喚醒了大家兒時常玩的一些遊戲經驗呢？

請爸媽自己先開始放下手機、關掉平板、電視、電腦跟孩子們

盡情的玩吧！孩子會含著微笑入睡喔！

點點兵，點點兵，

誰是我的～小～兵～兵。
（參考書籍《寶貝手指謠 2》）

1 參與者圍成一圈，各出一個拳頭（進階遊戲可以點其他身體部位，例如頭、腳
板、肩膀）。

2 由家長先示範，唸手指謠內容，一個字點一個人的拳頭一下，練習一個字對
應一個拳頭的點數能力。

3 唸到「小∼兵∼兵」時速度要放慢，然後去抓住最後被點到的手，記得要製
造出緊張的氣氛喔！可練習孩子預期心理準備能力。

4 被抓到的人要當「鬼」，「鬼」要將頭趴在牆上由 1數到 10，其他人就躲在
限定的範圍（例如臥室，客廳，注意絕對不可開放廚房、洗衣機及陽台、窗簾

後面以免意外發生），「鬼」數到十後就要把人一一找出來。孩子可以學習 1
到10的唱數能力，家具的名稱，躲藏地點的空間名稱。例如：媽媽躲在桌子底下。

玩 躲 貓

法玩

謠唸

認知老師 胡人淑

星願樹職能治療所 太平區育才路 436號 (04)2496-0366 職能治療、感覺統合

台中市復健教育協會 南屯區大墩路 259號 2樓 (04)2317-8962 職能治療、感覺統合

佳樂水職能治療所 北屯區瀋陽北路 65巷 38號 (04)2285-2009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感覺統合

認知學習、水中運動治療

蛹之生心理治療所 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478之 1號 0972-923-976 水中運動治療

正好復健科診所 北屯區崇德路二段 139號 04-2247-0568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康明診所（前：新陽明聯合診所） 北區五權路 232號 5樓 04-2202-7000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

松群診所 烏日區公園路 88號 04-2338-6690 職能治療、語言治療

逢康復健科診所 西屯區逢甲路 212號 04-2707-122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洪大為復健科診所 潭子區潭興路三段 13號 04-2535-2886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

自費療育新增單位

健保療育
新增單位

資訊

更新

臺中市第 1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電話：(04)2471-5220分機 11-16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教具借閱 2月農曆年後
週一 ~週五
8：00-17：00
( 中午不開放 )

第一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

中心

臺中市第6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電話：(04)2636-5175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幸福親子園地
3月底開始
每週四

09 : 00-11 : 30
第六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

中心遊戲室、圖書室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電話：(04)2202-2226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教具圖書借閱 每週二、四、六 10 : 00-16 : 00 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發展諮詢會談 預約制 預約制 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臺中市第3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電話：(04)2471-3535分機 1506-1511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教具借閱
1/2-1/11、
2/18-3/29

 09：00-17：00
第三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

中心

臺中市第4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電話：(04)2407-0195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社區圖書室

繪本教具借閱
每周二 ~六

09 : 30-11 : 30
14 : 30-16 : 30

第四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

中心 3樓圖書室

臺中市第2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電話：(04)2533-5276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伊寶貝社區兒童圖書室 1-12月
週二至週六

09：30-11：30、
14：30-16：30

第二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

中心

108年 1~3月

活動資訊

我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大兒子 7歲時被確診為高
功能自閉症。有次帶著兩個兄弟參加榮中特殊兒福音

營，原先期待可以更了解如何教養我的特殊兒，未料，

意外的收穫卻是提醒了我要看到小兒子 -修修的需要。

有人提醒我：「修修，似乎是用他的不在乎來掩

飾一個 6歲的孩子能力所不及的⋯⋯」，當下我淚崩
了，潰堤的眼淚像管不住的水龍頭般。一直以來，被

我刻意忽略最深沉的無奈被撩撥喚醒了，赤裸裸的傷

痛就這樣的攤在陽光下，因為哥哥的關係，他必須學

會獨立、他必須學會很多事要自己來、自己完成，他

被迫提前長大。

猶記，有次教哥哥鋼琴時，修修很興奮的說：

「媽媽，我跟你說喔⋯⋯」。話還在嘴邊未說完就被

我硬生生地打斷：「你沒看到我在教哥哥嗎？你沒

看到哥哥已經在鬧脾氣了嗎？不要吵，自己去旁邊

玩⋯⋯」，他只好把話吞回去，悠悠地收起他從書包

拿出來的東西。直到有天爸爸休假回家，拿了掉落在

書房地上的小卡來給我看：「媽媽，弟弟很棒耶！幼

兒園發獎卡給他喔！」當我開心地叫道：「修修，

你好棒喔！你怎麼沒跟媽媽分享啊！你表現得很好

喔！」修修吶吶的說：「我前幾天跟你說了，你說你

在教哥哥鋼琴叫我不要吵你。」話一說完即面無表情

的離開，留下一臉錯愕及滿是愧疚的我。

今年級任老師告訴我們，修修從一年級開始，

下課總是不見人影。後來老師觀察發現，修修幾乎每

節下課都跑去資源班，眼光總是盯著教室內。甚至下

課總是去合作社幫哥哥買學用品，使自己常逾時進教

室。是什麼樣的手足之情，讓一個 6歲的孩子放棄玩
樂的時間，也想用自己的力量為哥哥做點什麼。

我知道我大部分都關注在哥哥身上，分身乏術的

我就像鴕鳥的自我安慰，認為「弟弟可以！」、「弟

弟沒有問題⋯⋯」那般的刻意忽略「他只不過是個孩

子！」這些生活中所串起的小故事，也讓我更多的思

考關於修修心靈層面及成長需要。

記得有一次旅行，修修非常想坐船遊湖，但因哥

哥害怕而作罷，修修雖難掩失望仍勉強配合。後來，

我們藉著一次的機會，我們得以把時間空閒下來專注

在修修身上。我們帶著修修去坐船一圓他坐船遊湖的

期待。那一天是單純屬於他的，他無須再配合哥哥的

諸多不能及不願。

平時週間，哥哥還在安親班時，我下班後便會利

用一點點時間帶修修去公園騎腳踏車；有時候或許就

幾句話的交談，更多時候是他自由自在地騎著腳踏車

繞圈圈，但這是單屬於我們母子的美好時光，單純的

陪伴，單純的同在。

甚或參加天使心基金會父母成長講座，父母聽

課，手足與特殊兒分別會有志工帶入不同的教室遊戲

活動；幾次講座後，我發現修修和其他相同處境的手

足在一起，他很自在也交到了好朋友，他建立起屬於

自己的人際圈。

生活上，我們常機會教育修修：「不要把哥哥當

成你的責任壓力。哥哥也必須為自己負責學習成長，

如果你總是幫著哥哥，哥哥就沒有學習的機會，所以

為他好的方式就是讓哥哥學習，就算受挫跌倒，父母

也都還在旁邊協助他啊！」

親愛的寶貝！哥哥從來都不是你的責任和壓力。

爸爸媽媽只希望你快樂的長大，你有屬於你的人生，

在你人生舞台上你始終是唯一最耀眼的主角！

我家有兩個寶貝：哥哥和妹妹。哥哥在幼兒園就讀時，老師發現他的行為固著

及語言構句不全，建議我們到大醫院門診評估，結果鑑定出發展遲緩，隨後我們全

家積極投入讓哥哥接受早期療育的課程。

由於哥哥的發展狀況，我和爸爸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都關注在哥哥上，當哥哥

進步的時候我們總是欣喜若狂並給予鼓勵，也因為這樣我們常常忽略了正常發展的

妹妹心裡的感受。漸漸的，妹妹變得愛唱反調、惹我生氣、用激烈的言詞反抗我(例

如她曾說：我去跳樓算了⋯⋯)，讓我非常傷心，就在她種種行為令我十分頭痛時，

伊甸基金會舉辦了手足團體活動，我馬上報名參加了。

在家中的生活，雖然妹妹年紀小，但與哥哥玩耍的過程，她總覺得哥哥反應遲

鈍，所以對哥哥總是不客氣的批評「哥哥，你好笨」，由妹妹主導整個遊戲，她要

求哥哥該怎麼做、該怎麼配合，妹妹的行為愈來愈顯得有些霸道。參加了伊甸基金

會舉辦的「天使的翅膀親子互動團體」，這個活動僅有家長跟發展遲緩幼兒以外的

手足參與，老師首先帶領我們認識情緒，並且播放了《腦筋急轉彎》這部卡通影片，

藉由裡面憂憂、歡歡、怒怒、厭厭、驚驚五個角色在爸爸、媽媽、孩子腦中的情緒

反應，我慢慢透過主角的思維與情緒去了解我家妹妹的感受。

活動中，老師也引導我們多種互相合作才能完成的遊戲，這是第一次我和女兒

有這樣長的時間只有我們兩人玩耍，女兒玩得很開心也畫很多張圖畫，來表現她最

想給媽媽看到的一面，這是我之前沒有注意到的。

現在孩子們回家，我會先關心地問妹妹：「今天在學校好玩嗎？」等妹妹說

完，我再問哥哥。假日，我們會全家人玩躲避球，妹妹很怕被球打倒，哥哥就會

努力去接住球保護妹妹；玩桌遊──大富翁的時候，哥哥要買路段買房子不太會

付錢找錢，機靈的妹妹會主動幫哥哥數錢，甚至有些路段妹妹想買，哥哥就不買

讓給妹妹。兄妹兩人變得對彼此付出關懷及體貼，是我覺得參加手足團體活動很

大的改變。

第四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服務家長 凱恩媽

天使心家庭社會福利基金會台中服務處 家長 石釗綺

天使的
翅膀

給我親愛的寶貝：
你有屬於自己的人生你有屬於自己的人生

舞臺最耀眼的

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