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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收養服務在法律制度及專業服務上針對兒童權益的保護已有大幅進展，

為避免私下收養的弊端，制訂無血緣關係之收養必須透過合法收出養媒合機構提

供媒合服務，顯見國內收養機構及社工在媒合服務的重要性；故透過收養社工參

與媒合配對過程的經驗，以探討臺灣收養媒合服務的現況與困境，並提供實務及

制度面的建議。本究採用質性研究，以立意取樣及滾雪球取樣邀請 11 位從事 4

年以上之收養媒合服務的工作者參與深度訪談。 

研究結果：一、媒合配對機制：國內收養機構的媒合配對機制主要採取團隊

或主管決策的媒合方法，並提供特殊需求的收養兒童有多元的媒合機會，但最終

媒合配對的決策權仍在服務對象的收養意願。二、社工在媒合配對的考量：社工

會針對收養及出養期待、收養家庭現況、收養人及收養兒童的特質、外貌或主觀

偏好進行媒合適配性的評估，再考量機構理念對於媒合配對優先順序做初篩決策；

社工為媒合服務的協調者及決策者。三、媒合配對的困境與兩難：社工方面受限

於專業服務能力不足及多重角色的衝突；機構方面是因跨機構間服務流程的差異

及機構間具競爭關係；制度方面則因收養制度使得機構間及收養人的關係緊張、

主管機構支持不足、名不副實的媒合服務平台、收養家庭福利支持不足等等；另

外，社工在媒合配對過程的兩難為：等待的停損點沒有標準、華人文化與兒童福

利觀點的妥協等等。 

研究建議：一、實務層面：提供社工專業評估訓練、提升媒合決策專業性、

儘早擴大搜尋收養家庭的機會及製作收養人或收養兒童的個人資料表，增加收養

媒合的方法。二、制度層面：促進收養媒合服務平台的使用、改善收養服務費用

制度及提供更多收養家庭的福利支持。 

關鍵字：兒童收養、媒合服務、社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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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option services in Taiwan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either in legal system 

or in children protection services. The adoption of non-blood relations must be 

providing via the legal adoption matching services agency, in order to avoid the illegal 

private adoption. Obviously, it has been very importance between adoption agencies 

and social workers during matching process for children adoption services. This study 

refers the experience of the social workers during the matching process, discussing the 

circumstances and obstacles for adoption matching service, and giving suggestions for 

practical work and institutional services. This study is qualitative research that purpose 

sampling and snowball sampling are used and 11 participants who have worked for 

adoption matching services at least 4 years are invited to the depth interviews. 

The main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that the final decision making of matching still 

relies on the client’s willing of adoption; social workers will consider the expectations 

of adoption, the status of adoption family, the characteristics, appearances and 

preferences of adopter and children to evaluate the matching; social workers are being 

limited due to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s; there isn’t a criteria for keeping waiting 

children, the compromise between Chinese cultural and the best benefits for children. 

The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o provide the professional evaluate abilities for the 

social workers,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 in matching, to expand the opportunities in 

searching adoptive families, and to make the profiles for the adopters and adoptive 

children, to promote the use of adoption service at the matching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o provide more welfare services to the adoptive families. 

Keyword: child adoption, matching process, social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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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Children will be matched with families who can best meet their need. They will 

not be left waiting indefinitely for a perfect family.1」 

「兒童將會被媒合到最符合他們需求的家庭。他們將不會被留下來等待所謂

完美家庭。」試想如果收養並不是為孩子尋找一個「完美家庭」，那麼收養社工

該如何為孩子尋找一個「永遠的家」？這是疑惑，開啟了我的研究。 

一、收養之於家的意義 

在探討收養時，讓我不斷在思考有關「家」的意義，身在華人社會文化脈絡

下的我們總是很容易就掉入了「有血緣關係才是一家人」的迷思當中，然而「血

緣」真的是組成家庭的唯一途徑嗎？收養家庭，就是打破這個思考的最好例子。 

收養，俗稱領養，從概念上的理解是原生家庭將親生孩子給收養家庭養育。

其實家庭成員的交換，在過去農村時代的社會是常見，其文化因素是來自於傳宗

接代的「為家」以及養兒防老的「為親」概念（黃雅琴，2003；賴月蜜，2011；

林民凱，2014）。當時的人們將自己的孩子送給他人扶養並非違法之事，兒童被

視為財產般的交換也不足為奇；然而，私下收養所引發的問題層出不窮，如：謊

報出生證明、人口販賣問題等，因此 1985年起民法正式修正法令，收養必須透

過法院的認可後才能夠擁有正式合法的親子關係（白麗芳、何祐寧，2014；林琦

萱，2014；梁淳惠，2015），當法律制度進入家庭，收養不再是兩個家庭之間你

情我願的交易，而法院也就成為收養家庭重要的仲裁者。 

                                                 

1資料來源：UK Government Web Archive(2001). Adoption: National adoption standards 

for England. Retrieved from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www.dh.gov.uk/assetRoot/04/01/47/01/040147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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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價值觀與法律制度的變遷，聯合國於 1959年通過《兒童權利宣言》，

強調應推展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福利服務，並於 1989年發佈《聯合國兒童權利

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CRC）規定各國在制定與兒童相

關法律時應將「兒童最佳利益（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作為最高原則（陳

惠萍，2014）。為呼應國際社會對於兒童權益的重視，臺灣也陸續於 1993 年的

《兒童福利法》帶入兒童最佳利益的概念，且規定兒童收養案件法院可要求主管

機關或兒童福利機構進行訪視調查並提供收養認可建議；2003 年的《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法》則明定，所有兒童需經「出養必要性」的評估，且得由相關兒童福

利機構代尋收養家庭，且成立收出養資訊中心，為兒童及收出養家庭的個人資訊

能夠妥善保存；為了避免私下收養忽略兒童最佳利益，2011年發布的《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收養制度更嚴謹的制定禁止私下收養，除了親戚及繼

親收養之外，非血緣關係收養皆必須透過合法的收養媒合機構才能申請合法收養，

而收養媒合機構也必須秉持國內收養優先於國外收養的原則進行媒合服務（王碧

珠，1997；白麗芳、何祐寧，2014；林琦萱，2014；梁淳惠，2015）。 

當法律制度及專業服務對於兒童權益的重視，收養孩子變得不再像過去一樣

容易，甚至有些收養家庭對嚴謹的收養評估審查制度感到壓力且不安（黃若喬，

2014）。從衛生福利部 2012年至 2018年止的統計中顯示，每年申請收養的人數

仍有 500至 900人（表 1-1-1）；另外從成功收養的原因和研究報告中發現，其收

養動機大多轉向以兒童為主的思考，如：生育困難、喜歡孩子及孩子陪伴為主（陳

麗蘭，2013；蘇詩茹，2015；姜自華，2016）。可見，對收養家庭來說，收養不

再只有「為家」、「為親」的傳統觀念，對於需要孩子的渴望和照顧意願及能力更

成為收養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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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國內申請收出養服務人數（2012年至 2018年）（單位：人次） 

年份 
接受收出養申請 

出養方服務 收養方服務 

2012 674 588 

2013 868 861 

2014 519 892 

2015 462 722 

2016 953 959 

2017 522 810 

2018 351 637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衛生福利部收出養媒合服務概況統計（2019）後整理 

 

二、法制與專業服務下的收養現況 

現今的收養制度是根據 2011年修正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其

中第 15條規定從事收出養媒合服務需由主管機關許可；第 16條則顯示，除了親

戚收養及繼親收養之外，當父母或監護人經出養必要性評估因故無法扶養兒童而

決定出養時，必須委託收出養媒合機構代尋適當之收養人，收出養媒合機構也必

須對收養人進行評估與相關收養服務協助，以國內收養人優先收養為原則進行收

養媒合服務。2015年發布的《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許可及管理辦法》中

提及主管機關應設立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平台，提供國內優先收養的服務，

因此合法的收出養媒合服務機構在收養服務中成為很重要的角色。 

修法至今，法制與專業服務上針對兒童權益保護有大幅的進展，但從許多報

告中仍可以發現許多實務面困境，如試養失敗、終止收養、專業評估與媒合適配

性的質疑、機構無法提供高量服務、收出養媒合平台未能發揮實質功能、特殊需

求兒童出養困難、收養流程時間長等情形（賴月蜜，2011；王慧琦，2013；柯郁

真，2016；洪素珍，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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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年服務概況統計來看（表 1-1-2），從 2012 年修法後跨國境的收出養人

數有逐漸漸少的趨勢，相對的國內收養服務人數增加，機構收養不只是將孩子送

出國外，也秉持國內優先收養原則，招募與培養更多的國內收養人進行評估與媒

合，但整體來說仍有將近 5成多的兒童需要跨國境的收養服務。 

表 1-1-2 

國內收養及跨國境收養服務概況（2012年至 2018年）（單位：人） 

年份 
出養服務 收養服務 

國內 跨國境 總出養 國內 跨國境 總收養 

2012 
80  

(29.3%) 

193 

(70.7%) 

273 

(100%) 

77 

(29.8%) 

181 

(70.1%) 

258 

(100%) 

2013 
100 

(37.6%) 

166 

(62.4%) 

266 

(100%) 

98 

(38.0%) 

160 

(62.0%) 

258 

(100%) 

2014 
155 

(44.7%) 

192 

(55.3%) 

347 

(100%) 

151 

(47.0%) 

170 

(53.0%) 

321 

(100%) 

2015 
143 

(47.5%) 

158 

(52.5%) 

301 

(100%) 

131 

(48.3%) 

140 

(51.7%) 

271 

(100%) 

2016 
125 

(42.7%) 

168 

(57.3%) 

293 

(100%) 

125 

(45.8%) 

148 

(54.2%) 

273 

(100%) 

2017 
116 

(43.4%) 

151 

(56.6%) 

267 

(100%) 

113 

(48.8%) 

139 

(55.2%) 

252 

(100%) 

2018 
137 

(55.9%) 

108 

(44.1%) 

245 

(100%) 

133 

(57.3%) 

99 

(42.7%) 

232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衛生福利部收出養媒合服務概況統計（2019）後整理 

 

然而，從收出養媒合服務統計概況（表 1-1-3）來看，媒合服務人次高於實

際總收出養人數許多，也就是說每年進行媒合配對的人次很多，但實際媒合成功

的人數卻很少，且每年仍有將近 300至 500多人尚未媒合成功，那麼這些尚未媒

合成功的孩子還需要等多久才能找到適合的家庭呢？ 

  

 



 5 

表 1-1-3 

收出養媒合服務概況（2012年至 2018年） 

年份 

媒合服務 
總出養

人數 

總收養家

庭數 

每年截至統計

時間尚未媒合

成功人數 

出養方服務

人次 

收養方服務

人次 

2012 292 290 273 258 294 

2013 507 415 266 258 433 

2014 678 636 347 321 331 

2015 558 574 301 271 385 

2016 680 861 293 273 449 

2017 561 619 267 252 547 

2018 504 1,773 245 232 594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衛生福利部收出養媒合服務概況統計（2019）後整理 

 

三、走入收養服務實習的反思 

（一）孩子還能去哪裡？ 

在社會工作的求學歷程中，我一直對於從事兒少服務有相當大的熱忱，因此

無論是大學或研究所皆全心投入學習兒少服務的工作。在過去的學習經驗裡，我

曾短暫接觸經濟弱勢、高風險家庭、兒童保護、寄養安置等的孩子，但卻從沒想

過是不是有一群孩子沒有穩定的居所？因此在研究所的實習時，我接觸到一群社

工，他們總是很努力的尋找著一個家，一個能夠提供完整的愛並且讓孩子們獲得

妥善照顧的家，這些人也就是從事收養服務的社工。 

收養服務常被認為是兒少服務的最後一環，但在社工教育的課程中是較少被

提及的，再加上臺灣社會對於非親生、不願公開的刻板印象，我和大多數的人一

樣對於收養總有一些有趣的想像；例如，八點檔戲劇般的親生與非親生之爭。然

而，在我實際接觸收養服務後，我開始對於收養有不一樣的認識，比起那些新聞

媒體上關於收養後的負面消息，我看見的是許多孩子透過收養服務而獲得更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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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環境，每每看見他們與收養人快樂又親暱的互動，或者聽著收養人真誠的

談論著孩子的養育問題，就讓我覺得即使這個世界一開始對孩子很不公平，但我

們還是可以為他們找一個安穩又愛他的家。 

（二）影響孩子一輩子的決定 

如前述，因法律及專業服務的建立，社工服務在收養服務的運作中佔了很重

要的角色，社工必須瞭解原生家庭及兒童的需求，為每一位孩子尋找到適合的收

養家庭，這確實是很兩難的事。實習時參與幾次媒合配對會議的過程總是令我印

象深刻，因為這個媒合配對會議的任何決定都是影響著每一個孩子的未來，所以

我看見每一位社工都乘載了許多不同的期待，來自原生家庭的、來自收養人的、

來自機構理念的、來自社工自我價值的、來自兒少的期待等，實習機構媒合配對

的方法是透過團隊會議來決定配對這件事情，社工們都扮演起不同的角色，為這

些媒合配對的相關人發聲。這個配對結果是經過熱烈的討論，社工們期待透過這

樣縝密的決議，能夠為孩子找到一個適合的家，也期待著這些被出養的孩子們一

樣擁有被愛的權利。 

（三）是愛？還是礙？ 

出養社工們已經透過媒合配對會議不斷的為每一位孩子爭取權益，但我在實

務場域中的感受是看似以兒童為利益為原則的服務過程，好像仍含有許多「可能

不完全以兒童為出發」的期待，例如：收養人會期待孩子的性別、年齡、健康狀

況及原生家庭背景的樣貌，原生家庭會期待收養人的年齡、婚姻狀態等。那當我

們站在收養人的立場時，是不是就會忽略了孩子的需求呢？當我們以原生家庭的

期待加入討論的時候，孩子的想望有被考量嗎？並且也不乏在看似縝密地媒合配

對會議決策之後，孩子仍然會被拒絕的案例出現？甚至還有孩子在媒合配對的過

程是找不到適合收養人而無止盡的等待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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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不禁開始思考到底在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是原生家庭及收養人對於彼

此的期待過高嗎？亦或是媒合配對的方法有問題？而社工身為專業的決策者又

如何看待這樣的情況？一下子各式各樣的疑問湧上心頭，此時此刻的我又能為這

些孩子做些什麼？我給自己的答案是，為他們找出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也就成為了我決定研究收養服務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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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經驗與討論，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瞭解收養社工在媒合配對服務的參與經驗。 

（二）探討收養社工對於收養媒合配對服務制度的看法。 

（三）將研究結果提供未來在收養媒合配對機制之相關建議。 

二、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收養社工在媒合配對過程的經驗是什麼？  

（二）收養社工參與媒合配對決策時的考量是什麼？ 

（三）收養社工如何看待媒合配對成功及失敗的經驗？ 

（四）收養社工認為機構的媒合配對制度的優劣有哪些？ 

  

 



 9 

 

一、收養社工 

從事收養服務及出養服務之社會工作者。收養服務包括針對收養人提供面談

訪視、收養資格評估與審查、收養準備工作、媒合配對、收養人親職團體、收養

後追蹤關懷等；出養服務則包括提供出養必要性之評估、出養準備工作、媒和配

對、出養家庭生活適應輔導及後續追蹤訪視（兒童福利聯盟，2017）。 

二、媒合配對（matching） 

又稱媒親，指的是對收養家庭的審查及評估，以確保提供收養兒童或其手足

一個安全且永久的收養家庭，是一種為收養兒童選擇替代性家庭的過程（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8b; Pösö & Laaks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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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收養定義 

收養（adoption）是創造一種新家庭的方法，兒童可以透過收養尋求永久性

並且養育他的家庭，當原生父母不能履行他們責任時，收養父母將提供穩定、被

社會認可的及長久照顧，建立一個社會及合法親子關係的過程（Crosson-Tower, 

2018; Downs, Moore, & McFadden, 2009）。由於收養含括法律及社會福利的意涵，

因此以下將分別討論其定義。 

（一）法律形式的意義 

事實上，法律並無規定只能收養兒童。廣義來說，收養是一種法律程序，在

《民法親屬編》中定義，收養他人子女為子女時，收養者為養父母，被收養者為

養子女，透過書面向法院聲請認可；當法院裁判確定時，收養契約即成立並發生

效力；養父母及養子女的親屬關係如同婚生子女，且養子女與原生父母的親屬權

利與義務會隨著收養關係的存續而終止；這樣的透過法律建立的親子關係又稱為

法定血親或擬制血親（林民凱，2014；許淑玲，2008；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

2013；黃雅琴，2003：黃瑋瑩，2009；賴月蜜，2011）。 

在民法的收養實質要件中僅規定：1.收養雙方需輩份相當及年齡差 20 歲以

上，若夫妻收養則為一方大 20歲以上，另一方大 16歲以上；2.收養之合意：除

了原生父母未盡保護教養子女之義務，或不利子女之事情而拒絕，或不能表達意

思之外，須取得原生父母的同意；未滿七歲之養子女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表達，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則須法定代理人之同意；3.除了夫妻一方單獨收養他方子

女之外，夫妻須共同收養；4.除了夫妻共同收養，被收養人不能同時為兩個人的

養子女；5.夫妻一方被收養時，須得他方的同意（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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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審查認可裁定時，也必須遵守對於未成年人（未滿 20歲以下的兒童

與少年）應以子女最佳利益為主；對於成年人則需參酌其收養意圖，如：是否意

圖免除法定義務、此收養關係是否對原生父母不利等。因此，無論是成年人或未

成年人只要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符合上述收養要件即可向法院提出收養聲請認可。 

除了法律明文規定之外，在收養相關研究也都採用法律中收養的定義，收養

即是將非直系血親關係的養父母與被收養人，藉由法律程序擬制的親子關係（林

民凱，2014；林琦萱，2014；張俐威，2015；張瀞文，2010；許淑玲，2008；陳

麗蘭，2013；黃雅琴，2003；詹惠珺，2012；賴月蜜，2011；嚴之翔，2012）；原

生父母的法律權利轉移到養父母，使得被收養人與養父母的關係有合法的保障

（吳秀峯，2003；林琦萱，2014；施昭如，2016）。當收養成立時，原生父母必

須停止一切法律上權利，相對的養父母就必須對被收養人負起一切法律責任（黃

雅琴，2003）；也就是在法律上養子女的權利與義務視同親生子女（王重陽，2005；

王慧琦，2013）。因此，可以發現在法律中收養是建立親子關係的方法，亦是保

障合法收養關係的責任與義務。 

另外，臺灣還有相對收養的概念－「出養」，是法律上的用語，出養指的就

是將當原生家庭因為某些家庭因素不能或不願意照顧兒童時，將兒童永久性的帶

離原生家庭，並透過法律程序轉移和取消原生父母的親權（王美恩，2002；吳秀

峯，2003；黃瑋瑩，2009；臺灣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2018），但在國外並

無特定用詞，通常用原生父母（birth parents）稱為出養一方。 

（二）兒童福利的意涵 

現代收養定義是除了法律形式之外，更立基於保障兒童的福利，為兒童尋找

另一個永久性的安置家庭（黃雅琴，2003）。王美恩（2002）認為兒童福利中的

收養服務是經由專業的社會工作方法協助兒童尋找合適的家庭。《社會工作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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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收養在兒童福利服務中是屬於替代性服務，也就是當原生家庭完全失功能後，

協助兒童永久規劃一個替代性家庭（蔡漢賢，2000）。臺灣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

中心（2018）提出，收養的定義是指非直系血親的雙方透過法律認可來建立親子

關係，且透過這樣的收養過程，讓失依兒童能夠獲得永久的家庭，期待提供兒童

一個圓滿的環境成長，同時也提供收養父母覓得如同親生的子女。 

在前述的整理當中發現，在臺灣兒童福利系統中所定義的收養較少提及原生

家庭的關係與連結。因此，研究者認為美國兒童福利資訊網（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8a）中則有更完整的說明，包括認為收養是給予因無法

由原生父母養育的兒童一個完整且永久合法的家庭成員，但同時必須與原生家庭

保有的生理遺傳及心理連結；因此是總體性的從兒童的心理層面、社會層面及法

律層面定義收養，而非僅是法律形式的說明。 

二、收養類型 

研究者整理相關文獻發現，有許多不同的收養分類與狀態，各種收養的類型

交織皆會影響收養服務的方法；以下依據收養安置方式、收養的血緣關係、收出

養方接觸的程度、收養安置的地點、跨種族的收養、收養特殊需求兒童及收養人

的身份等方面來進行討論。 

（一）收養安置方式：獨立收養與機構收養。 

1. 獨立收養（independent adoption） 

獨立收養又稱為私下收養、目標（targeted）收養、指定（designated）收養

或家長指定（parented-identified）收養，通常指的是不經過政府或合法機構，直

接將兒童安置在無血緣關係的收養家庭中，其中又可以分成三種安置模式：直接

安置、非營利的中介安置及營利的中介安置（黃雅琴，2003；賴月蜜，2011； 

Crosson-Tow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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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除了親屬或繼親收養可以直接收養安置以外，其他獨立收養安置的模

式已經不被認可，亦不合法，但在國外仍有獨立收養的模式，以下分別說明其差

異（Crosson-Tower, 2018; Downs et al., 2009）： 

(1)直接安置（direct placement）：原生父母直接將孩子給某個認識的合法收養父

母養育，原生父母會漸漸且非正式的放棄自己的責任給朋友或鄰居直到收養

關係的產生。 

(2)非營利的中介安置（intermediate placement not for profit）：在安置過程有第三

人出於善意協助原生父母將孩子交給收養父母，通常收養父母不會認識原生

父母，整個收養過程除了法律服務的基本費用、原生母親在懷孕期間的醫療或

其他費用之外，是沒有不成比例的金錢交易，屬非營利性質的收養，又稱為灰

市收養（gray market adoption），但這種安置的風險在於支付合法費用和販賣

兒童之間是很難區辨的，很可能會助長黑市收養（black market adoption）。 

(3)營利的中介安置（intermediate placement for profit）：又稱為黑市收養，這種收

養安置的方式是最有風險的，收養兒童會被販賣至黑市，而中間人通常會賺取

運送兒童的費用，有時黑市收養也會與墮胎諮詢服務有關聯，透過墮胎諮詢服

務尋找脆弱的婦女或青少女鼓勵放棄墮胎的想法並且向他們保證獲利，這種

的安置方式是完全沒有考量兒童的最佳利益的，屬於非法的行為。 

2.機構協助收養（agency-assisted adoption） 

機構協助收養是現今主流的收養管道，在美國早期收養機構大多是私人的志

願機構（voluntary agency），而現在因兒童社會福利服務系統的建立，增強公共

機構（public agency）對於兒童社會福利服務的責任，因此透過公共機構及私人

機構的合作擴展收養服務（Downs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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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收養安置大多是服務被遺棄的兒童或原生父母直接向兒童安置機構登

記出養，再由機構協助安排尋覓收養家庭（張瀞文，2010；黃雅琴，2003；賴月

蜜，2011）。機構收養的好處是可以減少私下收養買賣兒童的問題，也可以積極

的協助原生家庭及收養家庭，讓兒童的生活環境更有保障（黃瑋瑩，2009；賴月

蜜，2011）。 

（二）收養的血緣關係：親屬收養與無血緣關係收養 

親屬收養（Kinship adoption）指的是兒童與收養家庭的某位成員有血緣關係，

這類型的收養通常是屬於直接安置，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收養的聲請（吳秀峯，

2003；Crosson-Tower, 2018）。而無血緣關係收養也就是非親屬收養，表示兒童與

收養家庭的成員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大多是由政府機構進行的收養安置服務

（Crosson-Tower, 2018）。 

在兒童保護的案件中，若原生家庭仍無法提供安全與保護功能，會優先考量

採用親屬收養（黃瑋瑩，2009），因為採用親屬收養是有許多好處的，可以延續

對原生家庭的連結、對照顧者的依附、熟悉家庭關係及分享原生家庭的文化與遺

傳，可降低兒童對於身世未知的失落感，有時也因為血緣關係能夠提高收養關係

的承諾度（鄭敏菁，2012a；Downs et al., 2009）。Liao和White（2014）在美國伊

利諾州進行一項有關親屬關係與非親屬關係的永久性安置（收養或監護關係）對

服務需求的研究，結果表明親屬安置對於服務需求及主動尋求服務的結果皆少於

非親屬安置的家庭，可以說兒童在親屬照顧家庭之下是比較穩定的，而非親屬關

係的永久安置可能需要更多的幫助。 

雖然親屬收養可以使收養兒童維持與原生家庭的互動，在法律上也合法改變

親子關係，但國內實務研究者提出在生活上要轉換稱謂或是在討論撫養義務、家

族內財產繼承問題等仍可能產生糾紛（鄭敏菁，2012a）。另外，在親屬收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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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考量是否有其他合法的身份更適合孩子及親屬家庭，因此比起在寄養中等待

收養的兒童，已經被親屬照顧的兒童進行親屬收養的可能性較低（Downs et al., 

2009）。 

（三）收出養方接觸程度：封閉與開放收養 

開放收養（open adoption）一直備受爭議，指的是收養過程的公開性，強調

的是收養關係的三方的接觸程度及對彼此資訊瞭解的程度（王美恩，2002；吳秀

峯，2003；Crosson-Tower, 2018）。有研究發現開放收養對三方是有許多正向影響

的，以收養人來說越瞭解原生家庭及收養兒童的資訊，能更提供收養人的心理準

備及拓展親職能力，並且也能提升對原生家庭的同理心；對於收養兒童來說，可

以對自己的出生的歷史與原生家庭文化有所瞭解，建立正向的自我認同，也讓收

養兒童清楚知道自己並非被遺棄的，對身世議題有正面記憶；對於原生家庭來說，

提供原生家庭在收養過程中的參與部分決定的權利，可以減輕因放棄兒童的內疚

與傷痛，讓原生父母對出養決定放心（王美恩，2002；施昭如，2016；韓婷婷，

2010）。 

（四）收養安置的地點：國內與跨國境收養 

跨國境收養（international adoption）廣義來說，是兒童從出生的國家被收養

到另外一個國家的收養家庭，在美國則指的是將其他國家的兒童安置於美國的收

養家庭，大多是採用兩個國家間機構式的合作模式（朱崇信，2012；陳麗蘭，2013；

賴月蜜，2012a；Crosson-Tower, 2018），相反的則為國內收養。 

朱崇信（2012）認為，會進行跨國境收養是因為兒童已經在國內缺乏收養機

會，因此相較接受機構式長期安置，跨國境收養家庭可以滿足兒童在家庭中成長

的需求，而跨國境收養須考量身份文化、歧視或國際人口販運等問題。為了減少

跨國境收養的困境，國際間也努力達成保護兒童的共識，例如 1993年制定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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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養公約（Hague Intercountry Adoption Convention），其中對於不能在國內完

成收養安置之兒童可採行國際收養安置，前提是須妥善的評估兒童在原生國家收

養的可能性，並且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原則，再決定國際收養，因此臺灣《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也修訂第 16條規範應以國內收養人為優先收養原則（兒

童及少年收出養資訊中心，2018；詹惠珺，2012）。 

（五）跨種族收養 

跨種族收養（transracial adoption）指的是某個種族的兒童被安置到不同種族

的收養家庭（林昀嫺，2008；Downs et al., 2009）。Quiroz（2008）在討論跨種族

的媒合及收養議題時，收養百科全書指的跨種族收養是跨越種族收養，在美國常

見的是白人父母收養亞洲兒童；而在美國私人機構談論的跨種族收養，則指的是

白人家庭收養黑人或混血兒童。在臺灣收養實務中的跨種族收養，大多指的是原

住民、混血兒或東南亞籍的兒童（兒童福利聯盟，2013）。 

跨種族收養的議題，隨著 1950年代公民權利運動的興起，逐漸在社會褔利

服務中被看見；在 1970年代，跨種族收養數量增加，主要是由白人家庭收養非

裔美國兒童；但美國「全國黑人社工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lack Social 

Workers）」卻主張應以同種族收養取向為優先，認為白人家庭無法協助非白人兒

童處理有關種族議題，並且批評機構在評估少數民族時仍採用白人家庭標準；因

而，反對跨種族的收養安置方式；但這樣的論點亦遭受批判，被認為這樣的媒合

仍是具有歧視性的（林昀嫺，2008； Crosson-Tower, 2018; Quiroz, 2008）。 

堅持採用同種族收養也導致許多困境，如：收養兒童為等待同種族的收養父

母，而導致收養等待時間長；白人收養人過多，無法媒合到適合的收養兒童等等；

因此，美國在 1994年修訂相關安置法令（The Multiethnic Placement Act和 Inter-

Ethnic Placement Acts），禁止以種族為由而延宕收養安置服務，並確保收養人的

 



 17 

權利，轉變了種族收養實務工作（王碧珠，1997；Crosson-Tower, 2018; Downs et 

al., 2009; Quiroz, 2008）。 

然而，這樣法案並沒有削減收養實務的困境，仍有研究以跨種族收養做為討

論主題。如 Baccara、Collard-Wexler、Felli和 Yariv（2014）研究透過收養兒童媒

合的數據來預估，收養人對於美國出生和非美國出生收養兒童的偏好，雖然研究

表明收養態度會因不同的收養人類型而不同，但仍顯示在種族方面收養人會拒絕

收養非裔美國兒童。在國內，兒童福利聯盟（2013）也曾在 2013年出養兒現況

檢視報告的專題報導中提到，將近二成三具有東南亞或原住民血統的兒童會因為

社會刻板印象而被排斥，可見跨種族議題仍然成為收養媒合成功的一大阻礙。 

（六）特殊需求的收養（special needs adoption） 

特殊需求收養兒童通常指，年紀較大、非裔美國兒童或身心障礙兒童等被安

置在收養家庭中（Crosson-Tower, 2018; Downs et al., 2009）。這些特殊需求的收養

兒童首要的條件是，必須在兒童福利服務系統且執行永久安置計畫中的兒童，而

他們可能有身體、精神或情緒上的障礙，而即將收養特殊需求的家庭會由收養安

置服務的機構進行招募、訓練並提供支持性服務（Downs et al., 2009）。 

在臺灣收養安置較困難的特殊需求兒童大多指，年紀較大（3歲以上）、發展

遲緩、身心障礙、原生父母吸毒而有戒斷症狀、原生父母吸毒入獄、受虐兒童、

多名手足出養、少數族群等等（白麗芳、何佑寧，2014；柯郁真，2016；葉郁菁，

2012）。從衛生福利部近年的收養統計（表 2-2-1）中發現，特殊需求兒童目前仍

多採取跨國境收養為主，柯郁真（2016）研究指出，台灣特殊需求兒童收養困難

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收養人的動機與收養意願不高，因此在國內收養較少媒合成

功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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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臺灣收養兒童類型（2012年至 2018年）（單位：人） 

收養兒童類型 

年份/收養地點 

按個案類型 按身心狀況 

兒童

及少

年保

護個

案 

棄嬰

（童） 

父母委

託 
其他 一般 

發展

遲緩 

身心

障礙 
疾病 

年紀

太小

無法

判斷 

其他 

2012 

國內 13 7 60 0 69 0 0 7 3 1 

跨國境 47 9 133 4 79 26 12 39 36 1 

2013 

國內 14 6 72 8 82 9 0 4 1 3 

跨國境 52 4 110 0 100 16 10 24 14 2 

2014 

國內 27 10 114 4 137 4 1 2 10 1 

跨國境 77 5 110 0 111 28 8 19 24 2 

2015 

國內 32 7 93 11 121 6 1 0 8 7 

跨國境 62 6 90 0 93 18 10 10 26 1 

2016 

國內 32 2 90 1 95 7 2 2 19 0 

跨國境 89 1 77 1 88 21 7 13 36 3 

2017 

國內 15 10 91 0 102 6 0 1 7 0 

跨國境 75 0 76 0 65 28 8 16 30 4 

2018 

國內 29 3 103 2 119 6 3 3 5 1 

跨國境 71 0 33 4 31 35 4 18 18 2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衛生福利部收出養媒合服務概況統計（2019）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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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養家庭的型態：單身收養、同志收養、繼親收養 

一般收養家庭的型態大多是一對收養夫妻共同收養兒童，由於現今社會家庭

組成多元，因此在收養家庭中亦有單身收養的單親家庭、同志收養家庭及繼親收

養家庭等。 

1. 單身收養：國內民法並未規定單身者不能收養人，因此單身者依然可以合

法申請獨自收養與照顧兒童，如同一般單親家庭（鄭敏菁，2012b）。林貴寶（2008）

為了瞭解單身收養的優勢與劣勢，針對單身收養人進行訪談，其研究結果發現單

身收養人可以提供良好的社會支持，如：有經濟基礎、子女關係緊密、身世告知

態度開放等，且收養人的家人與朋友也能提供照顧支持，但在面對子女對不同家

庭角色的需求（如：女單身收養人會面臨子女期待父親角色）、擔憂無法提供性

別角色模範會對子女性別認同或行為發展的影響，及正式社會支持協助較少等等

困難。 

2. 同志收養：是由同性伴侶共同組合的收養家庭。根據民法第 1074條規定

若有婚姻關係之夫妻將收養子女時應共同收養，雖然 2019年國內已通過同性婚

姻專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但此法規提及同性婚姻關係者僅

能採用繼親收養，因此同性伴侶即使有婚姻關係目前仍無法採用民法所規定之共

同收養，仍然只能採取單身收養的方式向法院進行申請。張琍威（2015）對於目

前同志家庭子女收養現況進行法規及文獻分析，批判現今國內的收養制度仍影響

同志伴侶收養權利，包含：收養制度尚未與婚姻關係脫鉤、各機構社工訪視報告

的品質不一及法院對於同志收養仍有疑慮。 

3. 繼親收養：指的是兩個家庭各自帶原生家庭的成員與生活習慣重新組合，

通常是父母選擇再婚並且帶著與前配偶生的孩子一起生活。繼親收養比起單身收

養更有情感性的支持，在家庭結構與功能上也更加完整，但也必須注意收養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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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繼父或繼母的信任與依附關係（鄭敏菁，2012c）。繼親收養目前在民法上是

屬於不需通過收出養媒合機構服務的私下收養類型，但在向法院聲請收養的過程

中仍須接受收養家庭調查，由地方法院指派收養家庭調查社會工作服務單位進行

調查與評估，提供法院裁定認可的參考資料。 

三、收養服務的辦理觀點 

（一）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兒童最佳利益是各國在制定兒童相關法律或服務的最高原則，聯合國兒童權

利公約第 14號一般性建議（2013）特別提出，無論在公私領域要採取任何與兒

童相關的決定時，應將兒童最大的利益視為第一優先的考量，強調兒童的最大利

益是一種實質性權利、一項法律原則及一種行事的規範。然而兒童最佳利益是複

雜且動態的，必須考量各種不同的問題，特別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1條

說明收養制度應強調的兒童最佳利益不只是「優先考量」更是「最大考量」，成

為決定收養與否的關鍵。 

為了強調兒童的福祉，杜瑛秋與張玉芳（2010）研究認為，兒童最佳利益除

了是一種權利，更與兒童需求與福祉相關，必須提供兒童最有利的環境。但兒童

最佳利益仍是一種充滿不確定性且動態的概念（陳惠萍，2014）。以臺灣收養服

務對於兒童最佳利益的指標來說，臺北市社會局曾於 2013年委託臺北市兒童及

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辦理關於《出養必要性及收養適任性評估指標》研究，

其報告透過 2 次的機構訪談及 3 次的焦點團體中歸納出收養案件中兒童最佳利

益的評估指標，國內收養家庭評估包含：收養人的成長背景及人格特質、財務管

理、犯罪紀錄、健康管理、婚姻關係、收養動機及原因、收養態度與計畫、生活

狀況、同住兒童之資料等等；出養必要性評估面向則是包含：1.高風險因子：出

養人有嚴重成癮、精神疾患、入獄服刑時間長、長期疏忽或虐待、兒童已經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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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系統無法返家等等；2.出養決定穩定性：生父母的心理歷程、出養前的求助

經驗及最後決定出養的原因等等；3.原生家庭的親職功能評估：對兒童接納程度、

支持系統及資源介入後的改善程度、出養人的健康狀況、若選擇留養其照顧計畫

是否適當等等；4.收養兒童的最佳利益：出養黃金期（國內收養為 3歲以內；跨

國境為 6歲以內）、依附關係、特殊需求、手足議題、收養兒童的利益應優於原

生家庭的利益等等；上述評估面向僅能透過社工與服務對象及重要他人的訪視與

觀察，或相關佐證資料（身障手冊、病歷摘要…等等），作為評估依據。 

在社工收養實務方面，許淑玲（2008）針對從事收養認可事件訪視評估的社

工員對於兒童最佳利益的詮釋，其研究結果也反映兒童最佳利益的複雜性會影響

社工的對其概念的多元詮釋，如有社工主張以孩子在原生家庭為優先，亦有社工

認為應該以兒童最佳利益的比較性為主，或是以主要照顧者能力與意願或而尊重

兒童意願等等；許淑玲也發現社工在詮釋收養兒童最佳利益時並無原生家庭及收

養家庭有絕對優先的原則，因而社工會將兩方家庭相互比較的情況發生。 

（二）社會褔利觀點 

在社會福利的觀點中收養服務是替代性福利服務之一，替代性福利服務指的

是因家庭發生特殊狀況或家庭失功能等原因，而嚴重危害到兒童受教養及照顧的

權益時，所採取短暫或永久分離的家外安置，替兒童尋找另一住所（王慧琦，2013；

彭淑華，2004；蔡漢賢，2000；嚴之翔，2012）。 

收養服務是屬於永久家外安置，經評估後透過法律程序的保障及社會工作的

服務，協助失去父母之兒童少年或具有其他理由不能由原生父母撫養之兒童少年

尋找合適的永久替代家庭，是一種以兒童利益為主的福利服務（林琦萱，2014；

施昭如，2016；柯郁真，2016；詹惠珺，2012）。因此，收養服務應培養預期收

養人成為適合的收養父母，並且以永久收養為目的提供兒童永久的家庭，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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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收養父母的角度提供他們一個孩子（Downs et al., 2009）。 

四、小結 

本研究將以收養相關法律為基礎，聚焦於社會福利及兒童最佳利益的觀點，

定義收養是由「兒童」、「收養父母」及「原生父母」三者之間在法律層面上的關

係轉換，重點在於兒童需求層面，讓兒童可以擁有一個永久家庭，其目標就是希

望這些需要收養的兒童可以在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家庭中成長。 

研究者整理七種不同的收養類型：1.安置方式：獨立收養與機構式收養；2.

血緣關係：親屬收養與無血緣關係收養；3.接觸程度：開放收養與封閉收養；4.

收養地點：跨國境收養與國內收養；5.跨種族收養；6.特殊需求兒童收養；及 7.

收養家庭型態：單身收養、同志收養與繼親收養，而一個收養家庭中可能同時存

在多種收養類型，因此收養服務的社會工作者必須面臨許多複雜性的收養議題。 

由於臺灣明定除了親屬收養及繼親收養之外，其餘無血緣關係之收養皆需透

過機構式收養服務，因此為了探討收養媒合服務過程，本研究以無血緣關係之機

構式收養為主要研究方向，瞭解社會工作者如何針對不同類型的收養狀態進行媒

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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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養的歷史脈絡會依據當時文化與價值觀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收養制度，包

括法律規定與服務取向，因此本節欲透過探討收養制度的演變，來理解現代收養

服務。 

一、收養觀念之轉變 

社會對收養觀念並非一開始就是以兒童為主體，其轉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為家收養、為親收養及為子女收養（陳棋炎等人，2013），而為子女收養也是現

在各個現代收養制度的基礎；以下分述之。 

（一）為家收養 

收養行為早已存在於原始社會，出自於人類為親的本能，而收養制度的出現

則是基於家族血統的傳承，當時人們注重血緣關係的繼承，但不免會遇到缺乏繼

承人的情況發生，因此開始建立非血緣關係的擬制收養（林民凱，2014；陳棋炎

等人，2013）。早期在西方的羅馬、希臘與埃及或是東方的中國文化皆有正式的

收養規定，但其收養目的多是為了繼承，且大多是成年男性或家長才能進行收養

的程序（陳棋炎等人，2013；Crosson-Tower, 2018; Downs et al., 2009）。可以發現

此時收養尚未屬於社會服務，僅是約定俗成或法律上的認同收養行為，而實際收

養人、原生家庭或被收養人並無明確的權益保障。 

（二）為親收養 

在父權制度與血統觀念漸漸的削弱，收養轉向為了增加勞動力或養兒防老等

目的，收養要件也比較嚴苛（林民凱，2014；陳棋炎等人，2013）。在 1920年代

的美國就有設立專門的收養機構，發展出收養的媒合（matching）服務，在進入

收養家庭之前兒童會先前往寄養家庭 3 至 6 個月，社會工作者會與醫生搭配進

行一系列的健康與智力檢查，目的在於評估這些兒童的狀態去尋找收養家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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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降低收養人面臨的養育困難；社會工作者認為健康與發展良好的兒童，才

會被視為可收養的；因此，主要的服務對象為傳統中產階級的白人家庭與健康的

白人嬰兒，而身心障礙或特殊需求的兒童較不易收養成功，且比起收養的合適性，

當時更在乎收養兒童的性別、膚色及特徵，以滿足收養人的需求等等條件（王碧

珠，1997；Downs et al., 2009）。也就是說當時社會已經開始提供收養服務，但其

服務對象仍以收養父母利益優先。 

在 1940年代之後，收養服務機構面臨收養人多於兒童的情況，因此開始發

展出收養程序與收養申請人的限制，即使機構明白這樣的規定可能會排除適合的

收養人，但媒合服務仍然針對收養人的社經地位和宗教背景進行篩選，而這樣媒

合篩選評估的過程也造成許多不適當的媒合（mismatch）（Downs et al., 2009）。 

（三）為子女收養 

1960至 1970年代收養出現轉變，社會上提供有效的避孕方法、墮胎技術發

展或對非婚生子女和單親家庭的態度開放等等原因，都漸漸改變舊的收養觀念；

不再以滿足收養人需求去尋求收養兒童觀點，而是以家庭照顧與關懷兒童的理念，

提供給有收養需求的兒童為主，大多指的是過去被認為不適合被收養的兒童，如

孤兒、大齡、不同種族、身心障礙或受虐兒童等等（林民凱，2014；Crosson-Tower, 

2018; Downs et al., 2009）。根據這樣的轉變，陳棋炎等人（2013）認為現代收養

的取向有四：1.重視收養制度的照顧功能，立基於兒童福利且以未成年收養為中

心；2.減緩收養的條件，讓不幸兒童容易被收養於正常的家庭之中；3.採用收養

宣告制，讓收養過程中可以充分保護兒童權利；4.採用完全收養制，讓收養兒童

可以完全取得合法親子關係，切斷與原生家庭之間的權利與義務。 

由此可知，收養觀念從以收養人為主改變成以兒童為主，並且根據兒童的需

求提供收養安置服務，已成為現今主要的收養原則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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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收養的發展 

（一）收養法律的制定 

由於收養觀念的改變，現代收養制度發展重視兒童的權利，美國在 1980年

通過的《公法 96-272（PL 96-272）》中規定各州的收養程序，並且由聯邦政府提

供資金補助特殊需求收養（Crosson-Tower, 2018）。另外，同年通過的《收養協助

與兒童福利法案（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 of 1980）》及 1997年

《收養與安全家庭法案（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 of 1997）》，強調服務每

一個兒童時應將「永續規劃（permanency planning）」作為首要考量，並且以兒童

回到原生家庭成長為目標，若原生家庭情況無法改善，再提供兒童家外安置服務

（賴月蜜，2015；Crosson-Tower, 2018）。 

依據上述兒童福利相關法律的原則，詳細的收養服務程序與內涵制定則可以

追溯到美國 1851 年的麻薩諸塞州制定的兒童收養法令（Massachusetts Adoption 

of Children Act of 1851），其中提出收養基本的要件為：1.收養需要向法院提出請

願書；2.獲得兒童的父母或監護人的書面同意，如果原生父母不存在則須相關親

屬或法官指定親友的同意；3.法官必須確認收養相關人的身份、關係及收養目的，

並確認收養人有能力養育兒童，進而裁定收養是「適合且妥善的」；4.收養法令裁

定後收養人擁有兒童合法的監護權，且剝奪兒童與原生父母之間的法律義務等

（王美恩，2002；彭南元，1999；Crosson-Tower, 2018; Downs et al., 2009）。另外，

Hollinger（1993）也提出，收養的相關法律程序架構，應包含原生父母同意或司

法終止親權、以兒童最佳利益的收養安置、保密及永久性的安置，以及保障兒童

的權利等等，這是相當接近現今各國收養制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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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養服務的演變 

在收養服務提供者方面，早期美國主要以私部門機構提供相關收養服務，而

現今收養安置則是有公部門機構及私部門機構，共同合作擴展收養服務的範疇，

在 1990 年代之後收養服務的大致分成三類：1.公共兒童福利系統的收養服務：

特殊需求兒童；2.健康嬰幼兒收養服務；及 3.跨國境的收養服務：健康嬰幼兒、

特殊需求兒童及孤兒；除了私人志願機構之外，政府公共機構也開始與私人機構

合作提供更多元的收養服務；另外，亦有私下收養的情況，這三種收養形式差異

在於公部門機構主要是提供失依、受虐等弱勢兒童尋求收養家庭，私部門是提供

不孕夫妻尋找適合的收養兒童，私下收養則是收養父母直接尋找收養兒童後向法

院聲請認可，由於美國許多州是提供合法的私部門與私下收養，所以有許多收養

都是獨立運作的（王美恩，2002；Downs et al., 2009）。 

在服務內容方面，比起過去透過仲介收養或是服務健康兒童及白人家庭，現

今收養是經過較長時間的評估選擇適合的收養家庭，收養類型也相當多元，如：

收養人可能為 AIDS感染者、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者、單身成人、親屬關係者、

不同種族或文化的人等等；收養兒童不再只是健康嬰兒，大部分是有永久安置需

求的兒童，且不管年紀、身心障礙及種族血統；原生父母也有部分決定出養的權

利，可以期待與兒童及收養家庭聯繫（Downs et al., 2009）。因此，相較於過去為

親、為家收養的目的與收養方式更加審慎評估，也減少對於文化、性別、年齡、

身心障礙等等的歧視。 

三、臺灣收養制度的發展 

收養觀念的轉變影響著立法的變革，臺灣的收養制度也不例外，大多研究會

透過修法的歷程來瞭解臺灣收養制度的轉變，主要將收養發展分成五階段：（一）

1985年《民法》修正，收養需向法院申請；（二）1993年《兒童福利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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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出生通報制度及收養社工訪視；（三）2003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通過，

強調出要必要性的調查；（四）2005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正，建立收養資

訊中心；（五）2011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通過，禁止私下收養，

須透過機構收養（白麗芳、何佑寧，2014；陳麗蘭，2013）。賴月蜜（2015）更

詳細說明與收養制度相關的立法歷程，從 1985年《民法》修正以前，到 2012年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家事事件法》制定，共分成七個階段；以

下將以此架構分別討論臺灣收養制度的發展。 

（一）1985年前：《民法》收養「契約制」 

在 1985年以前收養相關法令並不完善，收養通常只需要原生父母與收養人

雙方同意並簽訂書面契約，即可至戶政單位進行收養登記（賴月蜜，2015）。在

缺乏司法介入的收養過程中，兒童的權益往往不會被優先考量，導致許多販嬰、

謊報出生登記等等人口販賣問題（白麗芳、何佑寧，2014）。 

（二）1985年後：《民法》收養「認可制」 

1985年《民法》因應臺灣社會的變遷進行了全面的修正，其中為了避免收養

契約制導致社會上不利於兒童的問題，兒童福利聯盟聯合立法委員積極推動《民

法》修正新增「收養子女應聲請法院認可」的規定，也就是說收養除了雙方合意

的書面契約之外，仍必須透過法院的認可後才有合法效力（施慧玲，2000；賴月

蜜，2015）。相較於過去收養契約制，透過法院的介入對收養雙方的權益都是更

有保障的，但是當時法院在進行收養認可判決時，大多僅考量收養人的經濟能力

及家庭環境等等的基本條件，並不完全地以兒童最佳利益為收養原則（白麗芳、

何祐寧，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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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93年：《兒童福利法》重視兒童最佳利益及納入社工訪視報告 

1990 年代開始臺灣兒童福利團體積極的倡議保護兒童權利，再加上國際間

對兒童最佳利益為最高原則的共識，在 1993年《兒童福利法》修正通過，增列

許多與兒童保護的相關的規定，特別與收養制度相關的是第二條第二項的「出生

通報制度」，大量降低了醫療院所偽造出生證明、販嬰等等的非法收養案件；第

二十七條的收養須考量「兒童最佳利益」及「社工調查訪視報告」，其規定法院

進行收養認可時必須將兒童最佳利益納入考量，應評估收養人的人格、經濟能力、

家庭狀況以及照顧或監護兒童之紀錄，若滿 7歲之收養兒童亦尊重其意願及共同

生活的情況，並且參酌兒童福利服務機構的社工訪視報告（白麗芳、何佑寧，2014；

賴月蜜，2015）。此時相關兒童福利機構開始進行兒童收養事件的調查，並推展

兒童收養服務流程，為兒童權益把關（兒童福利聯盟，2018）。 

（四）2003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強調「出養必要性」 

2003 年將《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合併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在收養方面除了舊法《兒童福利法》規定之收養認可制度、收養關係之效力以及

收養關係的終止之外，第十四條規定兒童及少年不同意收養事件時，法院應不予

認可；根據《兒童權利公約》提及除非原生家庭無法提供照顧能力，兒童應盡可

能於原生家庭中成長，因此為了維護兒童及少年在原生家庭生活的權益，《兒童

及少年福利法》第十四條第五項新增「出養必要性」的調查，並且提供原生家庭

必要的協助（白麗芳、何佑寧，2014；賴月蜜，2015）。 

（五）2007年：《民法》放寬收養要件、強調子女最佳利益 

在 2007年《民法》修法再度強調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在收養方面特別

強調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都須有瞭解並同意收養意思，未滿七歲者才能由法定代理

人代為表示，也就是說重視七歲以上之收養兒童也有表意權，另外此次也放寬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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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收養要件，以下說明：1.年齡限制：維持收養年齡差距二十歲，但新增夫妻收

養時其中一方可與被收養人差十六歲；2.非近親收養及親屬收養的限制：舊法規

定旁系血親八親等以內，輩份不相當者不得收養，放寬至旁系血親六親等以及旁

系姻親五親等以內，輩份不相當不得收養；3.新增夫妻應共同收養；4.一人不能

為二人的養子女；5.夫妻之一方被收養應得配偶同意；6.子女被收養應得原生父

母之同意；7.收養或被收養都不能是被詐欺或脅迫（郭振恭，2007；賴月蜜，2015）。

此後至今，《民法》對於收養相關的規定並無其他改變。 

（六）2012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改收養制度 

儘管在法律制度及兒童福利服務的介入之下，國內收養制度已經漸漸走向以

兒童為中心的專業服務，但在 2012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以

前，無血緣關係的收養案件仍是以私下收養為大宗，私下收養媒合速度快且多以

成人利益為優先，仍有人口販賣或仲介者假借善意圖利的可能性（白麗芳、何佑

寧，2014）。 

因此，2012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後，對收養制度有許多

重大的改變，包括：1.收養需透過合法的機構，私下收養僅限近親收養及繼親收

養；2.收出養媒合服務者之管理與監督；3.遵守海牙公約原則，以國內收養優先；

4.增加對收養的把關及協助，包含：收養調查、共同生活試養期的兒少權利與義

務由收養人為之、收養人須參加親職教育課程和精神鑑定等、收養費用收養人負

擔、調查遺棄兒少的身份資料等等（賴月蜜，2015）。 

（七）2012年《家事事件法》強化與協助保護兒少權益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的同年，《家事事件法》也完成立法

並施實，其中與兒少息息相關的影響為：1.建立程序監理人制度；2.擴大社工陪

同服務；3.兒童心理專家的介入；4.加入家事調查官的輔助（蕭胤瑮，2012）。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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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強調專業法官審理家庭事件時，須結合不同領域的專業資源來協助解決家庭紛

爭且須充分保障兒少的表意權，因此須適時與社會工作、精神醫學、心理及諮商

輔導等等專業人員合作；而程序監理人制度指的是當兒少的法定代理人與兒少本

身有利益衝突的疑慮時，可以申請選任一人或一人以上擔任程序監理人，協助瞭

解與分析評估兒少的需求（賴月蜜，2012b；賴淳良，2012）。對收養來說能讓專

業的兒童福利工作者進入司法審理的程序，更確保收養兒童的權益。 

四、臺灣收養服務在 2012年以後的服務情形 

（一）收出養媒合服務機構 

在 2012年以前雖然收養是以私人收養為主，但早在 1950年代開始就有收養

媒合服務機構提供兒童安置與收養服務；1960 年代也開始曾出現國際收養服務

（賴月蜜，2014）。1970、1980年代陸續有關心棄嬰、身心障礙、受虐待兒童的

非營利機構提供兒童安置與收養服務（神愛兒童之家，2018；基督徒救世會，2018）。

1990 年代由於失蹤兒童及販賣兒童等問題，再加上對兒童保護的重視，兒童福

利專家與相關團體積極修法及推動以兒童為主體的福利工作，1992 年臺北市政

府委託兒童福利聯盟開始進行兒童收養服務，研擬適合國內的收養服務流程（王

育敏、何佑寧，2009）。1999年兒童局成立後，收養服務成為政府所推動的福利

服務項目之一，鼓勵機構收養取代私下收養；2004年訂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從事收養服務許可及管理辦法》說明收養服務機構提供收養前會訪視與評估、收

養媒合服務、收養人準備教育課程與互助團體等等（賴月蜜，2014），奠定了國

內機構收養服務項目的基礎。 

在 2012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收養新制度的改變後，機構收

養成為無血緣關係收養的唯一方式，越來越多兒童福利機構申請成為合法收養機

構，為了管理與監督收養機構更制定了《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許可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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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辦法》，使所有收養機構皆必須經過中央主管機關的許可與評鑑才能繼續提供

收養服務（賴月蜜，2014）。目前衛生福利部（2018）公告的合法收出養媒合服

務者名單共有九間社會福利機構（表 2-2-1），有 6間機構提供國內及跨國境的收

養，3間僅提供國內收養服務。 

表 2-2-1  

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者名單 

機構名稱 收養服務許可範圍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國內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 

文教基金會 

國內、跨國境（美國、澳洲、瑞典、荷

蘭、挪威） 

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內、跨國境（美國、澳洲、瑞典、加

拿大、丹麥）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內、跨國境（美國）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 

基金會 
國內、跨國境（美國、瑞典）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徒救世會 

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內、跨國境（澳洲、瑞典、荷蘭、挪

威、芬蘭）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小天使家園 國內 

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 
國內、跨國境（美國、瑞典、荷蘭、加

拿大、義大利、德國、英國）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神愛兒童之家 國內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許可概況表

（2018）後自行整理 

 

（二）收養服務流程與服務項目 

2012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後，確立法定收養程序依血緣

關係分成三種方式，分別為無血緣關係收養、親戚收養及繼親收養；親戚收養僅

須符合《民法》收養要件即可向法院提出聲請；繼親收養則考量收養聲請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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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外國籍，若收養外國籍子女須完成該國籍的收養程序後再回到臺灣聲請；無血

緣關係的收養則需透過向收養機構申請並完成機構媒合配對服務後，才可以向法

院提出聲請，再經法院出庭及社工訪視、法院裁定認可或不認可、法院確定證明

書、戶籍登記等程序，才算合法完成收養（圖 2-2-1）（兒童及少年收出養資源中

心，2018）。 

 

圖 2-2-1 收養聲請流程 

資料來源：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 2018）。收養流程。取自：

http://www.adoptinfo.org.tw/AdoptFlow.aspx 

親 戚 收 養 無 血 緣 關 係 收 養 

向收養機構提出申請 

向 法 院 提 出 聲 請 

法 院 出 庭 ／ 社 工 訪 視 

法 院 裁 定 

法 院 確 定 證 明 書 

戶 籍 登 記 

繼 親 收 養 

1.收出養方皆為

臺灣籍；2.外國

籍配偶收養臺灣

籍子女 

收養外國籍配

偶子女 

1.確認兩地收養法規； 

2.完成出養國程序； 

3.將國際收養文件翻

譯並至駐外／台灣辦

事處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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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收養服務內容皆根據《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許可及管理辦法》

制定，從衛生福利部（2018）審核通過的「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許可概

況表」中整理各機構的服務流程大致上分為四個階段： 

1. 申請與準備教育階段：收出養諮詢服務、接受收出養申請、轉介出養人福利服

務、收養人親職準備教育課程等。 

2. 收養前評估階段：收出養前後相關人員會談、訪視、調查及評估工作、被收養

人被收養前後之心理輔導等。 

3. 媒合試養與觀察評估階段：收養人與收養兒童的媒合服務、觀察評估收養人與

收養兒童的共同生活或漸進式接觸的狀況等。 

4. 法律程序與收養裁定後追蹤輔導：準備收出養媒合評估報告及法院聲請相關

文件並協助送件、陪同法院出庭、收出養家庭與被收養人互助團體及其他後續

的支持服務，如收養家庭親職教育或相關活動、收養裁定後追蹤輔導至少三年。 

（三）收養服務對象 

收養服務是為了提供收養兒童擁有完整家庭，因此家庭成員皆為收養服務的

對象，主要分為三種：收養子女的夫妻、被出養的兒童及選擇出養兒童的出養人

（黃瑋瑩，2009），以下將整理國內收養機構對於服務對象的條件說明。 

1. 收養兒童 

收養服務主要是針對 18歲以下且經社會工作者評估有出養必要性的兒童，

有關出養必要性的條件各機構評估條件不盡相同，但原則上以無依兒童為主。在

年齡方面，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主要服務 12歲以下兒童、高雄市小天使家園則以

6歲以下嬰幼兒為主、勵馨基金會以 3歲以下為主要服務對象，3歲以上採取專

案服務，其他機構則無特定說明（衛生福利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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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養必要性方面，多數機構對於出養條件並無明確條列，大多只有說明原

生父母無力養育或不適當照顧的兒童為收養對象，實際情況依社會工作者評估後

決定，但也有機構公開說明出養條件，如忠義基金會（2018）只要符合下列一項

再經評估後皆可成為服務對象：(1)棄嬰；(2)非婚生子女，父母雙方無法養育者；

(3)父母確實無法養育，需被人收養者；(4)被遺棄、嚴重疏忽、被虐待而經法院宣

告停止父母親權者；(5)孤兒，無父母，亦無可以扶養之親屬者。而高雄市小天使

家園也有提出相似的出養條件：(1)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者；(2)父

母雙亡者；(3)家庭變故無力照顧之收容保護及教養；(4)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

心虐待者；(5)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衛生福利

部，2018）。 

2. 收養人 

欲參與收養兒童服務的收養人也必須符合各機構所規定的收養條件，其條件

除了依據《民法》第 1073條至第 1076條的收養要件之外，《兒童及少年收出養

媒合服務者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8條及第 10條也說明各機構可以自行制定收養

人條件，如身心狀況、人格特質、經濟能力、與被收養人之年齡差距、參與準備

教育課程情形、試養之意願及有無犯罪紀錄且會影響親職能力等，但不能針對收

養人有歧視的情況。 

各機構間對於收養人的條件有不同的審核標準，根據衛生福利部網站公開的

各機構之《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許可概況表》所呈現的收養條件（附錄

一）（衛生福利部，2019），包含：以收養人與收養兒童年齡差距 50歲以內；若

為夫妻共同收養則需婚姻關係穩定；收養人須無不良嗜好、無藥酒癮、刑事犯罪

紀錄，並且身心健康；收養人有固定住所及正當職業，有穩定經濟能力養育兒童；

收養家庭成員真心接納、愛護、照顧兒童；願意配合收養程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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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生父母（出養人） 

收養兒童的原生家庭可能會因非預期懷孕、未婚懷孕、經濟困難、遭逢重大

變故或有特殊困難等而考慮出養，但選擇出養並非為原生家庭最需要的方式，也

許仍有其他社會福利服務可以協助，因此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前提評估後有出養

必要性，確認出養的動機及需求後才會進行收養程序，而出養後也需要協助原生

家庭進行悲傷、失落等情緒支持（黃瑋瑩，2009），因此原生父母及其家庭亦是

機構服務的對象之一。 

五、小結 

從收養的發展歷史與脈絡中，可以發現到我們的社會是從對宗族權力的展現

轉變到對兒童人權的重視。演變至今，為了保護兒童權利，形成與制定的相關兒

童保護與安置的法律規範，並且在社會福利服務方面，從提供收養兒童出養協助、

收養諮詢、收養人準備教育課程、資格審查與評估、媒合服務、試養觀察到合法

聲請及後續追蹤輔導，收養服務機構積極性的提供一系列的服務架構。現今收養

機構在提供服務時，特別是對於收養兒童的出養必要性、收養人的條件皆有不同

的標準及審核與評估機制，那麼社會工作者會如何依據這些收養條件進行媒合是

本研究討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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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主要是探討收養媒合服務的重要性及其相關研究，研究者會先從收養社

工的角色功能討論起，以確立媒合服務實際上與收養社工的角色息息相關；再者，

就所收集的媒合服務相關研究，探討媒合服務的意涵及相關研究，以重申本研究

認為媒合服務在收養流程的重要性。 

一、收養社工的角色與功能 

在收養的整個過程中社工是很重要的關鍵，因為他們的責任是為兒童尋找收

養家庭以及決定兒童應該安置到哪一個家庭（Farmer & Dance, 2016），而收養社

工們會擔任數種不同的角色，在某些機構裡會依據工作內容有不同的專業分工，

如：尋找家庭、召募收養人、兒童安置等等，而有些機構則讓工作者同時執行多

種的服務工作（Crosson-Tower, 2018）。 

在研究文獻中收養社工最常被討論的是協助者與評估者的角色，以下分述之： 

（一）協助者 

在提供給收養人的服務過程中，Drenda Lakin認為社工應該是要運用工作者

的經驗、技巧和知識分享給收養家庭，另外提供收養兒童的早期生活歷史並解釋

這些經驗如何影響兒童，也許不能精準預測兒童的未來，但工作者必須協助收養

人去辨識及因應這些挑戰（Downs et al, 2009），因此在此方面收養社工是屬於協

助收養人的角色。然而，王慧琦（2013）發現臺灣社工則是在服務收養兒童及其

原生家庭時比較常是提供協助與陪伴的工作，而服務收養人時則是較多評估者的

角色。 

（二）評估者 

在臺灣收養相關研究中，無論是從收養人受服務的經驗中或是收養社工的工

作經驗裡，歸納發現收養社工很明確的擔任評估者的角色（王慧琦，2013；許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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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2008；許鈞卉，2017；黃國媛，2013；嚴之翔，2012）。事實上，收養從申

請到法院裁定認可之前收養社工確實需要不斷的蒐集資料，必須針對服務對象做

出社工專業的評估與處遇，如：審查收養人適任性、評估收養人及兒童的媒親配

對適合性以及試養期間收養人與被收養兒童的養育情況等，掌握了收養人是否有

能力成為收養家庭，因此無論是收養人或是工作者本身皆認同評估的重要性（施

昭如，2016；許淑玲，2008；許鈞卉，2017）。 

（三）收養社工角色的困境 

從嚴之翔（2012）、王慧琦（2013）的研究中卻發現臺灣的收養社工認為在

服務過程中有雙重角色的困難，特別是在於評估者與協助者之間的矛盾，社工一

方面要針對收養人資格的篩選，另一方面又必須要提供收養人的協助服務，有可

能使社工與收養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如：評估者的角色對收養人來說可能是

有些壓力的，部分收養人會認為因為社工的評估將決定自己是否能夠收養小孩，

也可能因為不清楚這些社工評估具體的指標是什麼，而在評估會談中顯得較小心

翼翼，或者在收養教育團體中不太敢說出自己的想法，間接的也會影響社工評估

的真實性。 

因此，收養服務流程中的媒合服務，就深受收養社工角色左右，但是這個部

分在臺灣收養社工的相關研究中，似乎也還未成為重要的研究範疇。研究者會在

下一個段落，藉由收集媒合服務的相關研究，探討媒合服務的重要性。 

二、媒合服務的定義 

媒合服務又稱媒親、媒合／親配對，這個概念在兒童福利中指的是為了需要

離開親生父母的兒童選擇一個替代性家庭的過程（Pösö & Laakso, 2014），主要的

任務是審查及評估收養家庭，以確保為收養兒童或其手足提供安全的、永久的最

佳收養家庭（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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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dez 與 McNamara（1994）提及，傳統媒合通常指的是在收養家庭會從收

養兒童的人口特徵清單中，尋找符合他們期待的兒童進行媒合，在這個清單上包

括了兒童的性別、年齡、種族、智力、特殊需求的狀態等；然而，他們發現當收

養社工並未被意識到發展障礙或特殊需求兒童時，可能會將收養兒童安置到沒有

照顧能力的收養家庭當中，進而導致收養終止，因此為了增加照顧及長期安置的

穩定性，他們認為媒合的重點應該在評估收養兒童的困難與收養人的人際關係及

親職能力，且運用量表與結構性的訪談來評估與瞭解收養人的現況。Hanna 與 

McRoy（2011）也認為每個收養兒童都有特殊的需求，必須有相對應能力的父母

來滿足這些需求，而媒合就是將潛在的收養家庭與需要永久安置的兒童進行配對

的過程。可以看出現今對於媒合服務的重點，從收養兒童的類別與收養人的期待

媒合，改由以兒童需求為主，媒合能夠提供適當照顧能力的家庭。 

臺灣收養服務對於媒合定義，黃瑋瑩（2009）以兒童福利聯盟為例說明，媒

親配對指的是收養社工依據收養兒童的個別狀況、特質、原生家庭對收養家庭的

期待，並配合收養父母的需求與期待，使配對可以滿足雙方的需求。王慧琦（2013）

也認為媒合是將收養父母提出期待的兒童條件與現有的收養兒童當中，相互符合

條件的加以媒合配對，並透過一系列的方式協助雙方適應。而大部分的臺灣收養

機構並無詳細提及機構內的媒合方式，僅有善牧基金會（2018）有提及媒合過程

會由機構提供推薦的收養家庭給收養兒童的原生家庭進行選擇，但無說明收養社

工會如何進行推薦。 

研究者認為臺灣對於媒合服務的定義，是以現有收養兒童的特質與條件及收

養人的需求及期待較類似於傳統的媒合，也較難從定義中看出臺灣實務工作是否

以兒童為最佳利益的服務原則，並且以兒童的需求尋找相對應照顧能力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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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合服務的實務 

（一）媒合服務的方法與評估 

1. 機構媒合服務的方法 

Hanna 和 McRoy（2011）所提及的美國收養實務指南中說明媒合過程包含

四個部分：家庭簡介、家庭準備、兒童準備、及兒童概況，常見的媒合方式是建

立兒童福利相關專業人員的團隊，收養社工會預先篩選潛在的家庭，以及對兒童

個人資料的瞭解，將選擇範圍縮小至 2-3個家庭，團隊決策過程會利用家庭簡介、

兒童簡介及相關工作者的服務評估作為參考。 

英國的媒合服務則是當收養人通過地方政府的收養許可後，收養社工會先查

看當地收養機構是否有等待家庭的兒童適合配對；亦有另一種收養機構為自願收

養機構（A voluntary adoption agency ,VAA），此類型機構並沒有安置兒童，但會

搜集正在等待收養兒童的詳細資訊，因此收養人可以透過 VAA社工媒合到適合

的收養兒童；而收養社工會協助收養人製作簡短的個人資料表，內容包含：收養

人的年齡、興趣、照片、期待收養兒童的年齡及背景等等，有助於收養媒合機構

瞭解收養人的優勢而去尋找適合的收養兒童（First4Adoption, 2019）。然而，目前

臺灣各機構內部的媒合流程與方式並無公開的討論。 

2. 增加媒合機會的方法 

當收養兒童（特別是特殊需求兒童）在機構中無法媒合配對到適當的收養家

庭，為了增加媒合配對的機會，還有以下兩種方法。 

(1)提供舉辦收養活動日 

在英國，通過許可的收養人或收養申請人可以參與收養活動日（Adoption 

Activity Days），讓收養人與等待收養的兒童進行互動（如：手工藝、運動或遊戲

等等），並透過活動建立情感上的連結；另外，在活動日當天收養人亦可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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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工詢問收養兒童的背景資料等等，讓收養人更瞭解收養相關議題，增加媒合

的可能性；英國收養機構 Coram指出 2018年有 129名收養兒童透過收養活動日

而媒合成功，特別是年紀較大或有手足共同收養的孩子們（Coram, 2019）。 

而英國蘇格蘭收養登記服務（Scotland’s adoption register）也會舉辦類似的收

養活動日，另外還有收養交換日（Exchange Days），與活動日不同的是，交換日

是由社工或寄養安置的照顧者提供關於收養兒童的相關資料及影片，而準收養人

帶著自己的個人資料簡介到現場與社工或寄養安置的照顧者對話，若收養人有意

願收養，即可以將個人資料留給社工，再進行後續的聯繫（Scotland’s adoption 

register, 2019）。 

(2)媒合服務的資訊系統 

英國的收養機構三個月內收養人無法成功媒合配對時，收養機構或社工可以

經收養人同意將其個人資料上傳自英國政府提供的收養登記服務的系統，如：蘇

格蘭收養登記（Scotland’s Adoption Register）、威爾斯收養登記（Welah Adoption 

Register），收養登記服務系統中亦有收養兒童的個人資料，因此社工或收養人皆

可以透過登記服務系統瞭解及討論收養兒童的資訊，擴大媒合配對的機會，以避

免收養過程中不必要的等待（Adoption UK, 2019; Scotland’s Adoption Register, 

2019; The National Adoption Service, 2019）；另外，目前英國最新的線上兒童照顧

線上服務為 Link Maker，其涵蓋整個英國地區，提供永久收養、寄養及安置照顧

等的支持性服務，當地政府或收養機構可以透過 Link Maker 協助收養兒童尋找

適合的收養家庭，或線上提供收養兒童資料；而收養人也可以直接使用 Link 

Maker 上傳個人資料，並且可以直接與社工討論媒合的可能性（First4Adoption, 

2019; Link Mak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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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Slaugh、Akan、Kesten與 Ü nver（2016）研究美國賓州收養交流中心

（The Pennsylvania Adoption Exchange ,PAE）的媒合配對服務，PAE主要協助因

年齡或特殊需求而困難出養的兒童與青少年，除了提供面對面的收養活動之外，

更發展媒合配對推薦的電子表格工具（A match recommendation spreadsheet tool），

此媒合配對推薦系統主要的目標是為了克服在尋找收養家庭時在地理上和賓州

各縣及各非營利組織制度上的限制，並且幫助社工透過大數據瞭解兒童特徵及收

養家庭的偏好，以避免社工對於收養家庭有過高的期待（如：等待完美家庭），

因而促進社工進行媒合配對的決策。Slaugh等人（2016）在 2011年先針對 PAE

服務使用的情況進行調查，發現 PAE 的媒合配對推薦系統是沒有成效的，並且

社工也不信任此系統的結果，因此 Slaugh 等人透過研究分析及改善媒合配對系

統計算模式，與 Hanna 和McRoy討論的量表相似，採用線性加權問題的基本框

架來評估家庭對兒童的合適性，但 Slaugh 等人提出讓使用者直接指定加權項目

以協助確認哪些項目對孩子來說才是最重要的，以提升成功媒合的可能性，例如：

兒童性別是重要的，那麼無性別偏好的家庭會比有偏好其中一個性別的家庭得分

較高。 

上述提及的建置媒合服務資訊系統皆為了擴展國內收養的可能性與高出養

效率，臺灣也不例外，從 2010年開始兒童局（現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規劃「收出養媒合服務平台」，但實際的運作並不有效（賴月蜜，2012，2016）。 

3. 媒合配對的評估依據 

(1)收養家庭訪視調查報告（The adoption home study） 

美國兒童福利資訊網（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5）在收養過程

介紹中提及家庭訪視調查的目的有：提供教育與協助準收養家庭；評估準收養家

庭的收養能力（capability）與適和性（suitability）；並且家庭訪視收集的資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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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社工將家庭媒合配對給最需要及適合的兒童或青少年；此家庭訪視報告包含

收養申請者的家庭背景、教育/職業、人際關係、日常生活型態、親職經驗、鄰里

社區資源、宗教信仰、對於準備收養的感受、支持系統，及社工對收養家庭的評

估與建議等等。 

在臺灣的收養家庭訪視報告內容，除了 2013年臺北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

務資源中心的《出養必要性及收養適任性評估指標》研究中所指出收養案件中兒

童最佳利益的評估指標中，有提及評估收養家庭的項目之外，各個收養機構實際

在媒合服務上，社工會如何運用收養家庭訪視報告內容並無公開討論的相關資料。 

(2)媒合配對評估量表 

Hanna 和 McRoy（2011）認為評估工具是媒合過程的一部份，並且會結合

專業判斷使用，該研究整理及分析目前美國常用的七種評估工具（表 2-3-1），其

中有五種主要是採用量表評估收養兒童與收養人的特徵與情況，提供收養社工媒

合配對的參考依據，二種是屬於寄養轉換成收養前的評估工具。 

表 2-3-1 

媒合及評估工具 

評估工具

名稱 
評估目的 評估方法 

The Hennepin 

County 

Matching Tools 

使現有收養兒童與收養人進行最佳

配對，是一種篩選機制，可以排除不

想要收養特殊需求的收養人。 

採用收養人與收養兒童的相同的指標

量表，以瞭解收養人是否具備撫養收養

兒童所需要的能力。 

The Readiness 

to Adopt Self-

Survey (RASS) 協助收養人思考收養特殊需求兒童

時的建議，並提供收養社工認識收

養人的優勢。 

收養人在培訓與家庭訪視調查期間，自

我評估使用。 

量表主題包含：親職經驗；個人特質；

家庭與社會網絡；價值、期望與信仰；

創造健康的環境；家庭所需的額外協

助；個人基本資料（僅 RASS）等等，

採用 1-5分量表，共 132題描述收養人

的現況。 

The Interview 

for the 

Readiness to 

Adopt Self-

Survey (IRASS) 

在完成自我評估調查(RASS)之後，由

收養社工後續訪談使用；有 137提開放

式面談題目，內容與 RASS相似。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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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Compatibility 

Inventory 

探索收養人對收養特殊需求兒童的

能力，並增強收養社工的專業決策

過程。 

集結多種工具的家庭調查方法，包含：

兩種問卷、自傳、家庭功能評估、推薦

信、心理清單和能力清單（媒合配對清

單）等等，是收養社工進行家庭會談評

估後填寫。 

Texas Summary 

Adoption 

Assessment 

System 

屬於摘要性的收養評估系統，可以

瞭解收養兒童及收養人的需求與優

勢，用來衡量收養人解決兒童問題

的能力。 

採用兩種量表：1.收養人量表：評估兒

童養育經驗、養育特殊兒童的能力與資

源、接納困難、宗教/家庭取向；2.收養

兒童量表：生理狀況、行為和情感能力、

調整程度、連通性。會將收養人量表較

高得分與收養兒童較高得分的進行媒

合配對。 

The Belonging 

and Emotional 

Security Tool 

主要是幫助社工透過寄養父母探索

青少年的依附關係。 

採用兩種量表，主要是當兒童與青少年

無法回歸原生家庭時，評估寄養家庭的

及兒童與青少年對於收養的想法。 

Casey Foster 

Applicant 

Inventory 

當寄養轉收養時，可以提供社工評

估寄養家庭使用。 

有申請人與工作者兩種版本的量表，評

估寄養家庭的撫養歷史、家庭歷史、身

心健康、家庭功能、養育方式、家庭資

源、社會支持、文化能力、準備和應對

挑戰的能力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 Hanna, M. D. & McRoy, R. G. (2011). Innovative practice 

approaches to matching in adoption. Journal of Public Child Welfare, 5, 45-66.後自行

整理。 

在臺灣則較少相關研究討論媒合服務評估工具，但各機構會提供收養人申請

表格作為初步的評估，以高雄小天使家園（2018）公開的收養申請表為例，收養

人需填寫：基本資料、收養動機與期待、活動參與意願、開放收養的意願、身世

告知的態度等等，大多是採用勾選式的選項（如圖 2-3-1）。 

然而，Cousins（2003）曾對媒合評估工具做批判，認為英國 CoramBAAF組

織所提供評估表中使用了大量的假設性情境會讓收養人進入想像與猜測，並不符

合真實養育的狀況；另外選用條列式勾選題（Tick-boxes）來討論對收養兒童的

期待，則會讓收養人「排除」部分類別的兒童。也可以回應到臺灣的媒合配對方

法是否在評估與協助收養人時也採用假設性情境及排除兒童的問題？ 

另外，Pösö  和 Laakso（2014）更進一步的討論媒合評估方式，認為從社會

歷史脈絡來看，若只採用個人主義的媒合配對，也就是僅關注兒童與家庭特徵是

過於狹隘的，應該也要考量國家與公共的照顧系統的影響，並且認為各個兒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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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背景差異很大，不可能存在通用的媒合配對工具，所以如果要從成功經驗來

看，發展反思性工具對媒合配對的品質才是重要的。 

圖 2-3-1 

夫妻收養申請表-收養動機與期待 

資料來源：高雄市私立小天使家園（2018）。夫妻收養申請表。取自：

http://www.hota.org.tw/adoption.html 

 



 45 

（二）影響媒合服務的原因 

Pösö  和 Laakso（2014）認為，在媒合過程中社工是決策的關鍵人物，因此

他們針對荷蘭社工進行訪談，研究發現影響社工媒合的原因包含：兒童福利法律、

專業規範和習俗、替代照顧的管理，也就是說社工在進行媒合服務時會需要考量

兒童的需要、安置的規範、兒童與父母的觀點，以及服務提供的行政法規；更發

現當媒合配對的過程並不理想時社工必須作出妥協，在權衡的過程中影響社工的

原因則是包括替代性家庭的可用性、兒童與原生家庭的想法。 

在 Hanna 和 McRoy（2011）的研究中也可以發現相似的結果，他們認為在

收養中將兒童與家庭媒合通常被視為專業但主觀的決策過程，社工需要考量複雜

及多種類型的資料，包括：各種利益相關者的觀點、法律規範、機構的政策，最

重要的是兒童與家庭的最佳利益。可以看出收養社工在進行兒童最佳利益的專業

判斷時，會受到相關服務對象、機構規範、法律政策等等的影響。  

（三）臺灣媒合服務的實務考量 

以臺灣實務層面來說，收養社工為了降低試養失敗的可能性，因此在進行媒

合評估時會考量許多面向，可以從賴月蜜（2011）研究有關試養失敗及終止收養

的原因及因應策略中得知，當社工在預測試養失敗時應考量：1.收養兒童的特質：

年齡、情緒與行為問題、手足出養情況、特殊需求、原生家庭的特性；2.收養家

庭的特質：是否為寄養家庭、學歷、與收養兒童的關係等等；3.機構特質：媒合

專業性、服務品質（資訊提供的完整性、服務期程、家庭報告的品質、機構工作

的專業倫理、社工的穩定性等等）。 

而柯郁真（2016）更針對臺灣社會工者在提供特殊需求兒童媒合配對的評估

方向有更詳細的討論，如：有醫療復健需求的兒童，社工會考量收養人是否為相

關專業人員、是否能提供全職照顧者、及收養家庭的社區資源是否能提供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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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較大的收養兒童會考量收養人對於身世告知的開放度或採取華人或亞洲文

化背景的國際收養家庭；有依附困難的兒童則會關注於收養人的特質是否開放包

容、教養風格較寬鬆等等。與 Hanna 和 McRoy（2011）提到的媒合方向相似，

該研究也認為現在的媒合主要是考量兒童的本身的情緒、心理與身體需求，例如：

收養父母的養育經驗與能力，不同於傳統永久性安置的決策，傳統的媒合方向大

多是以尋找與兒童身體特徵最相似或是理想的家庭，如：雙親家庭、穩定收入的

家庭、沒有其他孩子的家庭。可以發現在社會工作實務上會更細緻的考量收養兒

童的需求與收養人的能力，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也會影響媒合的成功與否。 

（四）臺灣媒合服務中收養人的經驗 

臺灣有許多收養研究是從收養人的觀點來討論收養服務，以下整理這些研究

中所談及的媒合配對過程及對媒合期待。 

在媒合期待中，大多數的收養人最在意的是收養兒童的性別、健康及年齡，

在性別方面是受到傳宗接代的文化影響，也對於性別特質保有刻板印象，如：女

孩氣質溫柔、貼心且較易管教；在健康條件上仍期待收養健康兒童，並且希望機

構提供詳細的健康或基因檢測報告，有的收養人認為自己年紀較大或沒有資源可

以照顧特殊需求兒童，甚至會直接拒絕有潛在健康風險的兒童；在年齡方面收養

人仍偏好年幼的嬰兒，有收養人則是相信生肖或姓名學等算命來選擇收養兒童的

年齡範圍（范佳雯，2015；黃若喬，2014；蘇詩茹，2015）。從上述近年臺灣收

養人的收養經驗中仍可以發現收養人還保有較傳統的收養思維，並且對於有健康

風險兒童的接納度較低。 

在媒合過程經驗方面，施昭如（2016）的研究中提到，某機構會先請收養人

填寫對收養兒童的基本條件，收養社工會告知收養人：「因為親生也不能挑選兒

童。」，所以每對收養人有兩次媒合的機會。黃若喬（2014）研究中也有收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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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媒合就像一種賭注，因為在媒合時機構只會提供照片和影片，且為了保護兒

童並不會清楚告知兒童的生活背景而感到不公平對待。在此發現收養人參與媒合

的機會少，通常僅透過較簡略的介紹及影像資料來決定是否收養，讓收養人感到

不公平對待。 

四、媒合服務的困境 

在相關文獻中常見的媒合服務困境是收養過程的中斷與時間的延宕，以下將

整理有關這兩個困境的討論。 

（一）收養過程中斷 

錯誤的媒合可能是導致收養中斷的原因之一，因為媒合是一個決策的過程，

所以前端的媒合錯誤會導致後面的收養失敗（Farmer & Dance, 2016; Hanna & 

McRoy, 2011）。為避免收養失敗，Farmer 和 Dance（2016）針對錯誤的媒合實務

進行討論，發現不好的媒合可能是來自於以下原因：1.機構會優先使用機構內部

的收養家庭，而不及早將個案轉介收養團隊；2.為了滿足兒童的複雜需求，進而

需要進行妥協；3.收養兒童的重要議題並未被解決或被淡化。也就是說，當收養

社工延遲收養時間或忽略了收養兒童的需要，可能會是導致收養失敗的原因。 

從廖唯茹（2014）研究中可以發現臺灣也有國內收養媒合配對失敗的經驗，

導致有些原生家庭最後必須採取國際收養。臺灣收養實務對於試養失敗的風險討

論可以從賴月蜜（2011）研究中得知，收養社工認為機構媒合失敗的因素為：1.

收養人對收養的迷思；2.雖然納入出養方的參與，但延宕收養流程；3.特殊需求

的兒童需要多考量收養人的資源、能力與意願等。 

（二）收養時間的延宕 

由於近年英國強調應該減少需要永久性安置兒童的等待時間，所以 Anthony 

等人（2016）就進行研究討問收養延遲安置的原因，其研究發現在 2014年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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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國收養兒童在等待收養前的安置時間平均天數為 528天，影響延遲的原因是

因為兒童有發展遲緩、行為問題、嚴重且持續的健康問題以及目睹暴力等等議題，

而收養的流程與延長安置時間是沒有關聯性的。Farmer和 Dance（2016）的調查

研究也發現有四分之三的收養兒童在收養過程中會被延遲，特別是在等待媒合配

對過程的延宕，因此針對英國收養機構對於媒合時間延宕的態度進行討論，發現

不同的機構對於媒合時間延誤的作法並不相同，37%的收養管理者認為即使收養

時間延誤仍然採取同種族配對原則，而 66%的收養管理者則認為媒合過程等待

超過六個月就應該重新調查收養家庭的標準，但也有 37%的收養管理者願意繼

續等待媒合，其研究結果也指出媒合實務工作方法和延遲安置在統計上是沒有顯

著差異的，反而發現當特殊需求兒童採取機構間的媒合時，媒合時間明顯縮短，

因此他們認為使用機構內媒合配對安置是主要延宕的原因。 

在臺灣有關延遲收養的討論中，李宗益（2016）則從安置機構保育組長的經

驗裡則認為臺灣收養制度自從 2012年修法之後，因收養流程變得嚴謹極繁瑣，

導致兒童收養前的安置停留時間而明顯變長，舊法時期兒童安置停留為 3至 6個

月，新法修改之後安置時間增加 6個月至 1~2年不等。在柯郁真（2016）研究中

也有提及收養延宕的問題，他認為目前臺灣雖然有提供收養媒合平台以增加國內

收養的機會，但媒合平台對特殊需求兒童並未發揮實質功能，反而拖延跨國媒合

的速度，增加兒童等待家庭的時間。 

為了降低媒合配對的失敗，Farmer 和 Dance（2016）建議收養機構若要提

供高品質且快速的媒合服務時，可以參考以下建議：1.提供完整且正確的資訊；

2.儘早決定擴大搜尋收養家庭；3.使用正式流程和追蹤系統；4.留意在媒合會議

中的決策以及工作者對於媒合的考量，另外，他們也提及媒合不應該讓收養經驗

少或對於家庭結構、種族配對，或有「理想」家庭的社工執行決策，應該建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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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收養團隊，並且在會議上盡可能的與相關專業人員分享兒童與收養家庭的配

對經驗，以確保有更好的收養決策。 

五、小結 

媒合服務是一個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但已經可以發現從過去傳統僅

透過兒童特徵的配對方式，已經漸漸的改變成以兒童需求及評估收養人能力導向，

收養社工必須要考量服務對象、機構規範、法律政策，為了降低收養失敗的風險，

更發展出多元的媒合評估方法與評估工具，但仍有錯誤媒合而導致收養中斷，以

及延誤媒合時間的困難。在臺灣較少有研究或實務討論有關於媒合的方法與經驗，

僅有少數以收養人觀點的研究提及媒合的經驗，但收養社工是媒合決策的關鍵人

物，因此本研究以臺灣收養社工的媒合過程經驗，包含媒合的考量、方法以及評

估工具，來討論臺灣收養媒合實務的現況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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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一種，不同於量化研究重視科學的客觀性，

質性研究較關注研究參與者的主觀經驗與日常生活，也就是說透過質性研究去了

解人們如何解釋他們的生活、如何建構自己的世界以及他們經驗對的他們意義，

是一種解釋性的研究方法，也是將歸納邏輯（inductive logic）運用在探討社會現

象的過程，強調回歸到研究參與者的情境脈絡中，自然開放的瞭解研究參與者的

主觀感受、知覺與想法，進而研究社會現象或行為的意義（胡幼慧，2008；高淑

清，2008；潘淑滿，2003；Merriam & Tisdell, 2016）。 

而什麼樣的研究適合採用質性研究呢？潘淑滿（2003）歸納 Lofland 與

Lofland在《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一書中提及適合運用質性研究主題有：實

務、事件、互動、角色、關係、團體、組織、居住地區、社會世界及生活型態或

次文化。高淑清（2008）也提出適用質性研究設計的有：研究問題是屬於探索性

或發現性的問題；研究問題聚焦於互動與過程；研究問題在於關心個別化的經驗

與結果；對於描述性資料感興趣或其深入的需要；可能最重要的互動歷程或變項

尚不明確時；及當運用自然取向的策略較符合研究目標時，皆可以參考使用質性

研究設計。 

根據上述對質性研究的探索，本研究為了瞭解收養社工在媒合配對過程的實

務經驗，主要是探索收養社工在媒合配對時的評估及決策考量，或是發現目前現

今媒合實務工作的方法或工具及困境，同時瞭解收養社工對於媒合實務的想法與

建議，涉及其個人的主觀經驗，因此研究者認為適合採用質性研究做為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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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典範 

在選擇研究設計時，研究者需要依循其研究典範及訓練背景而產生不同的研

究問題與設計（胡幼慧，2008）。潘淑滿（2003）將科學典範區分成四種類型：

1.實證論典範：主張客觀、中立的立場，透過科學實驗操作來瞭解社會現象的真

實與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2.後實證論典範：發展於對實證論的批判，認為社會

現象是變動及多元的，主張修正式的客觀立場來進行嚴謹的類實驗研究；3.建構

理論典範：主張社會現象的意義是由多重主體經驗共同建構的，強調現象的本質

是存於特定對象的主觀經驗或文化脈絡中才有意義，重視詮釋與辯證；4.批判理

論典範：又被稱為意識形態導向的研究，主張社會現象是隨著不同的時空背景而

有不同的意義，強調主觀經驗與價值的反思，採取對話與辯證的過程達到意識覺

醒與社會改變。 

批判理論提醒研究者在探究的過程不僅是經驗的再現，更同時是社會主流意

識的展現，需要重視社會制度或規範的權力解構與研究者的反思，也就是說我們

不能將社會現象或制度視為理所當然，透過對話過程讓研究參與者對不公平和不

正義的社會進行批判與再建構（紐文英，2012；潘淑滿，2003）。收養服務常處

於複雜且充滿變動的情境，本研究關注收養社工是如何在社會脈絡及主觀經驗之

中反思自身的立場與角色，與批判理論觀點相似。再者，研究者因實習經驗參與

收養媒合配對過程而對於收養社工在媒合配對過程的原則與制度有所好奇，進而

透過質性研究的過程探究研究參與者投入收養社工的角色及參與媒合配對過程

的經驗，同時探索收養社工以及其個人對於媒合配對工作的理解與其個人對媒合

服務的解讀，並瞭解收養媒合服務的現況。研究者透過對話的方式，與研究參與

者共同反思媒合服務在收養服務過程的重要及對於收養兒童的影響性等等，故研

究者選擇採用批判理論典範做為本研究探索收養服務的哲理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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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參與者的選取 

在研究參與者的選取策略上，本研究同時採用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

及滾雪球取樣（snowball sampling），前者指的是由研究者透過依據研究目的來選

擇可以提供豐富資訊的研究參與者，並非是依據研究者的喜好而選擇；後者指的

是參與研究的人或知情熟悉的人士協助推薦及擴展適合參與研究的對象（紐文英，

2012；潘淑滿，2003；Monette, Sullivan, DeJong & Hilton, 2014）。 

本研究於 2018 年 11 月開始進行研究參與者的招募，透過提供研究邀請函

（附錄二）、訪談大綱（附錄三）等資料進行訪談邀請，主要的管道有： 

（一）研究者個人社交網絡 

邀請實習單位督導、社工，以及過去學習經驗認識的老師及同學，協助引薦

適合之研究參與者。 

（二）社會工作者相關社群網站 

透過張貼研究邀請函至社會工作者相關的社團網站或邀請社群網站管理員

協助轉發招募訊息。 

（三）合法收養機構 

目前臺灣從事收養媒合服務機構共有 9 間，將研究邀請相關資料正式的

Email 至各機構後，致電聯繫相關聯絡人確認邀請信收件及釐清研究相關問題，

並且瞭解各機構對於接受研究訪談的意願。 

（四）研究參與者引薦 

透過滾雪球的方式，在研究參與者結束訪談後，詢問引薦適合本研究之其他

參與者，並取得聯繫方式後，再將研究邀請相關資料 Email及電話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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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研究參與者的條件選取上，因應實際與機構聯繫及邀請狀況，而調整研

究參與者條件，包含：（一）部分機構及受邀對象沒有從事收養服務實務經驗五

年以上，最後實際研究參與者為部分為收養服務實務經驗為四年以上；（二）因

透過研究者個人社交網絡及研究參與者的引薦適合且有意願的參與者部分為非

現職或非社會工作者，但皆曾參與收養媒合配對服務經驗，為了獲得更豐富的收

養媒合經驗，最終仍有邀請進行深度訪談，並納入分析資料文本。 

二、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 

本研究實際參與者共有 11位，分別有 4位社工、6位督導及 1為安置組長，

來自共 6間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機構；有 4位工作者有從事國際收出養經驗，另

外 7位則主要以國內收出養服務為主，詳細基本資料如下表 3-2-1。 

表 3-2-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研究參與者代碼 機構代碼 服務年資 職稱 主要服務對象 國內／跨國境服務 

SW01 AG01 約 4.5年 社工 出養方 國內、跨國境 

SW02 AG02 約 8年 督導 出養方 國內 

SW03 AG02 約 14年 督導 收養方 國內 

SW04 AG06 約 15年 督導（非現職） 收養方、出養方 跨國境 

SW05 AG03 約 10年 督導 收養方、出養方 國內 

SW06 AG04 約 4年 社工（非現職） 出養方 跨國境 

SW07 AG03 約 6年 督導 收養方、出養方 國內 

SW08 AG01 約 9年 社工 收養方 跨國境 

SW09 AG05 約 7年 安置組長 收養方 國內 

SW10 AG05 約 4.5年 社工（非現職） 收養方 國內 

SW11 AG03 約 6年 督導 收養方、出養方 國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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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s） 

深度訪談是一種正式但非結構性的訪談，主要是為了探索與研究主題相關的

內容，是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的一種有目的、面對面的對話過程，目的在於透過

預先確定的主題來取得受訪者對真實世界的看法、態度與感受，而不對其表達的

觀點強加不適當的框架，與研究參與者保持雙向互動且平等關係（王仕圖、吳慧

敏，2008；紐文英，2014；Monette et al., 2014）。為了對研究現象有更全面的瞭

解，研究者運用口語的方式，針對特定的研究對象收集與研究相關的資料（潘淑

滿，2003）。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必須創造一種自然的情境，並且不帶框架

的引發研究參與者分享其個人認為重要的經驗，但要避免引導或暗示影響研究參

與這的想法，這一種平等且尊重的互動關係，一方面關注研究參與者的獨特見解，

另一方面探索某一經驗背後可能的情境脈落（高淑清，2008a；潘淑滿，2003）。

訪談的形式可以分為結構式、半結構式及非結構式的訪談，而大多的深度訪談是

採用半結構式及非結構式的方式，其中半結構化訪談是研究者在訪談前根據問題

與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比結構化訪談更有彈性（王仕圖、吳慧敏，

2008；潘淑滿，2003）。 

本研究於 2018年 11月至 2019年 3月與 11位研究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訪

談過程每次約 1.5至 2小時，訪談地點多在機構會談室及較安靜的咖啡店或餐廳

等等。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發展訪談大綱，協助研究者及

研究參與者在訪談過程更能聚焦探討研究所要探討的面向，並避免制式化的提問，

保有彈性的讓研究參與者分享其個人的想法，透過對話及互動來瞭解其工作的經

驗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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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一）訪談大綱 

本研究因重視收養社工的媒合配對經驗與反思，因此在訪談時參考 Jasper提

出有關反思的循環過程為「經驗－反思－行動」，也就是說瞭解研究參與者在經

驗後描述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個人的想法，再來進行理論與知識的反思，瞭解這些

經驗的對個人的意義，最後為思考當經驗發生後還可以做些什麼或再次發生時會

有什麼不同的做法（Payne, 2014）。 

依據上述策略以及本研究目的及問題發展出訪談大綱內容如下： 

1. 請問您任職的收養機構所提供的媒合配對服務內容為何？ 

（包含：服務流程、媒合配對的原則與價值、機構規範...等等。） 

2. 請問您目前從事收養媒合配對服務內容為何？ 

（包含：主責的工作內容、主要接觸的服務對象、社工角色...等等。） 

3. 請您分享您在媒合配對服務中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有哪些？ 

（包含：使用的資源、評估工具、評估與決策的考量...等等。）  

4. 目前對於政府建置的「收出養服務資訊平台」看法為何？ 

（包含：實際運作方式、使用的經驗...等等。） 

5. 請問您在媒合配對服務的實務困境有哪些？ 

（包含：法律或政策制度、機構理念或規範、社工角色、服務方法...等等。） 

6. 您認為目前的收養媒合配對服務還可以如何改變？ 

（包含：制度面、機構面、個人反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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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錄製及記錄方式 

為了確保資料分析時訪談內容的真實性，在訪談前已徵求研究參與者的同意

後進行錄音記錄（姚美華、胡幼慧，2008），並輔以研究者訪談田野筆記，將訪

談過程中錄音無法記錄的情況及重點寫下。 

（三）研究者的角色 

在質性研究的訪談中，研究者本身是主要的研究工具，由於研究者與研究參

與者之間的關係是相當緊密、複雜及私人的，因此研究者需要確立自己的在研究

中的角色與立場，通常研究者的態度需要保持開放及尊重的態度，與研究參與者

之間是一種夥伴關係（潘淑滿，2003；Monette et al., 2014）。因此在本研究中由

研究者本人進行訪談，研究者透過自身實習的經驗以及對於收養服務知識的探討，

並保持和研究參與者一起討論的態度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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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分析方法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主要是運用歸納的方法，根據蒐集的資料進行解釋或描述， 

McMillan 和 Schumacher提出三種分析取向，第一種是類型分析，指的是將描述

性資料進行分類；第二種是主題式分析，更進一步將分類的資料組合成一些主題；

第三種紮根理論分析則主要是建構理論的方法（紐文英，2014）。而主題式分析

可以是一種分析本質與現實主義的方法，透過分析瞭解到研究參與者的經驗以及

其意義和現實，另外也可以是一種建構主義的方法，來檢驗在社會中的事件、現

實、意義、經驗等等，除了瞭解個人對經驗的意義，更廣泛的關注社會背景如何

影響這些意義，同時也關注這些意義的限制（Braun & Clarke, 2006）。因此主題

式分析的目的是發現文本中的主題，以及發掘主題命題中背後意義的過程，強調

的是發現取向的開放編碼，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以主題的方式呈現，

幫助解釋文本的深層意義（高淑清，2008a）。 

本研究採用主題式分析，將蒐集到的收養社工的媒合配對經驗進行分類之外，

更進一步將資料組成主題來探討，一方面瞭解收養社工個人對於本身工作經驗的

意義與反思，另一方面關注其經驗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故採用主題式分析法。 

在分析過程中，Braun 和 Clarke（2006）提出主題分析過程的六個階段：1.

熟悉資料並且反覆閱讀；2.進行初期編碼；3.尋找主題；檢視主題；5.定義和命名

主題；6.編寫報告。而高淑清（2008a）更強調為了對於文本整體的理解，在資料

蒐集大致完成的時候，先對整體理解寫下初步的省思，再逐一進行細部的解析，

並且以「整體-部分-整體」的詮釋循環架構進行文本分析。本研究因重視研究者

與研究參與者的反思與批判的循環過程，故將採用高淑清（2008a）所提出的主

題分析步驟，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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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敘說文本的逐字稿抄謄 

將訪談錄音檔進行逐字稿的謄打，記錄研究者及研究參與者的對話過程，包

含對話的用詞、語氣，並加上適當的標點符號或補充說明，為了如實呈現訪談的

過程，逐字稿也會呈現訪談次數、時間、地點、氣氛等等，並將研究參與者設定

匿名代號。 

（二）文本的整體閱讀（整體） 

將完成的逐字稿進行第一次的閱讀，並將閱讀完的反思與想法記錄。 

（三）發現事件與視框之脈絡（部分） 

整體的閱讀完後，再進行對話逐行逐句的解析，並將所分析的事件或想法進

行編碼，並將編碼的逐字稿對話進行摘要及書寫研究者的省思。 

（四）再次整體閱讀文本（整體） 

發現事件與視框之後，再次閱讀完整資料，讓研究者再次回到整體脈絡的意

義，並撰寫對整體資料的反思。 

（五）分析經驗結構與意義再建構（部分） 

將資料進行分類，將未看的、須重新命名的，或需要合併的文本進行重組，

並且歸納發展成次主題。 

（六）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整體） 

透過上述步驟不斷的循環分析，最終發展共同的主題以瞭解研究參與的經驗，

研究者也必須進行反思這些主題是否真實的呈現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是否具備合

理的邏輯及完整性，以及各次主題之間的關聯性。 

（七）合作團隊檢證與解釋 

最後，透過解釋分析的結果及結合研究者的反思撰寫成報告，並透過與指導

教授、口試委員與研究同儕的檢證，以確保研究的嚴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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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分析過程中研究者秉持著蒐集資料與分析交錯進行（高淑清，2008a；

Braun & Clarke, 2006），主題的發展需要考量的是資料的意義，而並非僅關注資

料的多寡，因此研究者對於主題的判斷是非常重要的，在分析過程中詳細的說明

各主題發展原因及重要性（Braun & Clarke, 2006）。 

二、研究嚴謹性 

在質性研究中，我們很容易忽視我們的想法是不是會引導至錯誤的感知

（Monette et al., 2014），或者在與研究參與者的合作共同發展知識時要思考研究

過程是否合法的，因此為了質性研究結果的品質，根據 Lincoln 和 Guba指出的

有關研究嚴謹性的概念，可由下列四種指標和策略進行把關（高淑清，2008a；

潘淑滿，2003；Nowell et al., 2017）： 

（一）可信賴性（credibility） 

指的是研究資料真實的程度（高淑清，2008a；潘淑滿，2003；Nowell et al., 

2017）。姚美華、胡幼慧（2008）提出五種增加資料真實性的建議：1.增加資料確

實性的機率，包含資料一致性的確定、資料來源的多元化等等；2.研究同儕的參

與討論；3.相異個案資料的收集；4.資料收集有足夠的輔助工具；5.資料的再驗

證。本研究依據立意取樣的方式選擇適合本研究問題的研究參與者，並在訪談過

程進行錄音及筆記輔助，以確保資料的真實性。 

（二）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指的是研究參與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驗能夠有效的轉換成文字敘述（高淑清，

2008a；姚美華、胡幼慧，2008）。也就是說在原始資料所陳述得情感與經驗，研

究者能夠謹慎的將資料的脈絡、意義、行動轉換成文字資料，使得資料能夠進行

比較和詮釋（姚美華、胡幼慧，2008）。本研究在資料分析之前，將錄音檔案進

行轉錄成文字逐字稿，詳細記載訪談中研究參與者所使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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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在資料收集的過程的重點是如何取得可靠的資料並且可靠的運用在研究分

析上，所以研究者必須將研究過程與決策加以說明，以供判斷資料的可靠性（高

淑清，2008a；姚美華、胡幼慧，2008）。本研究透過保留完整的錄音檔案及逐字

稿，再分析過程中適度的引用逐字稿中研究參與者所描述的語言與感受，以增加

分析結果的可靠性。 

（四）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指的是研究中需要保持一致、中立的呈現，可透過與研究參與者的討論或與

研究相關人員進行多次的團隊檢證（高淑清，2008a）。本研究在分析及歸納共同

主題時，多次閱讀逐字稿內容並檢視文本中的脈絡與邏輯，適時的與指導教授討

論分析的資料內容及自我反思在研究中的角色，以確認研究結果能夠更真實的呈

現與研究參與者一致的想法。 

另外，紐文英（2012）整理指出，當研究採用批判理論觀點時亦可以透過以

下四項來檢核研究的品質：（一）研究者是否具有批判的意識和能力，並且是否

採取平等、真誠和尊重的態度和研究參與者互動，並使其改變；（二）研究者是

否清楚說明社會現象的歷史情境脈絡；（三）研究參與者是否覺察社會現象，並

且改變他們原本對社會現象的無知或錯誤理解；（四）是否激發研究參與者對改

變社會現象的行動力。根據上述四項原則，研究者不斷提醒自己在訪談過程對於

研究參與者的態度，並且藉由對話與研究參與者共同反思對於媒合配對過程中的

迷思或困境。 

  

 



 61 

 

研究倫理指的是在研究過程中必須遵守的規範與要求，對社會科學研究來說，

倫理議題可能需要考量的是研究參與者、贊助者以及潛在相關利益者，研究者無

論採用何種研究方法皆有可能使得他們面對傷害、欺瞞、隱私等等議題（潘淑滿，

2003；Monette et al., 2014），在質性研究當中特別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互

動，因而很容易涉及倫理議題（紐文英，2012），因此本研究中為避免對研究參

與者造成傷害或不利情況，在研究訪談前與研究參與者說明以下事項。 

一、取得研究參與者的知情同意 

指的是研究參與者會充分的知道參與研究的目的、過程、可能的風險與收穫、 

資料的處理的過程與保密、中止研究的同意權及研究者的身份與資料（潘淑滿，

2003），因此本研究提供「訪談同意書」，在確認研究參與者同意接受訪談後，由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簽署兩張並個分別保存，以確保雙方的權利。訪談同意書中

清楚說明本研究的目的、研究參與者的權利及研究者的聯絡方式，詳細內容可參

考附錄四。 

二、尊重研究參與者的隱私與匿名及保密原則 

為了保障研究參與者的個人資訊與資料內容的保密原則，需要主動向研究參

與者說明會如何匿名處理訪談資料（潘淑滿，2003）。本研究涉及各機構進行媒

合服務制度與規定的不同，為了確保研究參與者在研究中的隱私與保密，在分析

資料中會將研究參與者編碼之外，將各機構名稱進行匿名，如 AG01機構、AG02

機構等等。另外，有關錄音檔及逐字稿檔案僅會存放在研究者所使用的個人電腦，

完整逐字稿也僅會與研究參與者本人及指導教授討論時使用，並不會將檔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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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讓研究參與者避免潛在風險與傷害 

在研究過程中必須避免研究參與者受到傷害，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上述的保密

原則，另外在收集資料的過程若會談論到研究參與者較痛苦或不好的經驗時，研

究者也必須尊重研究參與者的分享的意願，不可以勉強或基於好奇心而詢問偏離

研究主題範圍的內容（潘淑滿，2003）。而本研究的重點是談論研究參與者的工

作經驗，談及有關媒合失敗的過程，研究者尊重研究參與者分享的意願，避免讓

研究參與者陷入負面情緒，引導討論媒合失敗的原因。 

四、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 

研究者的態度要讓研究參與者感到雙方之間是互惠關係的，使得研究參與者

認為自己是獨特且對研究是有貢獻的（Monette et al., 2014），而在研究過程中研

究參與者也需要花費時間與精力來提供研究者所需要的資訊，甚至需要討論到個

人的主觀想法與隱私，因此面對研究參與者的奉獻，研究者應該向研究者參與者

表達謝意（潘淑滿，2003）。因此本研究為表達研究參與者的貢獻，提供每位 200

元的禮券以及感謝小卡。 

五、確保研究參與者得知研究結果的權利 

研究者需要告知研究參與者的資料使用與呈現的方式，並且依據研究參與者

的需要，提供研究結果的完整電子檔或紙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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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依據研究結果，分為三節論述。第一節是探討媒合配對的過程及機制，

討論臺灣收養機構進行媒合配對服務的流程及方法；第二節是討論社工在媒合配

對的評估面向，歸納收養媒合適配性評估及社工的看法；第三節瞭解媒合配對在

實務面與制度面的困境，以及探討社工在收養媒合配對之中的權衡。 

一、進入媒合配對階段的條件 

（一）通過準收養人的審查 

所有的收養申請人都必須通過收養人審查會的評估，才能稱為「準收養人」，

進行下一階段的媒合配對資格。 

「他們會進審查會…審查會就是看專家學者覺得有沒有什麼需要再，他

可能就是說：『你可能要去諮商十次，你才可以過審查會』…最後才是

進到媒親…」（SW01） 

「我們機構的流程裡面他就是通過審查代表這一些狀況，無論經濟、婚

姻…他現在的狀況都是穩定的…是適合的一個孩子現在加入的…就開

始媒合雙方的期待這件事情。」（SW03） 

「由審查委員去評估那他們目前這樣子的樣態跟準備…他才會進到所

謂的媒親配對…審查會通過才有拿到收養的門票…這個時候稱為準收

養人…他就可以隨時進入到媒親…。」（SW10） 

審查會的結果，會影響到準收養人可以收養的兒童狀態，且社工會依循審查

會的所核准的條件進行媒合條件。 

「審完之後的結果會有三個吧…通過部分就是，原則就是符合收養的資

格，然後有條件式通過可能…在外部審查的時候可能委員會有寫到說…

建議他們收養兩歲以上的小朋友…有一些狀況是去釐清楚這些條件之

後才可以做媒合，有些是必須依循著這個條件去做媒配…沒通過...就不

會再跑第二次的流程…」（SW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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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父母呢，他被核准收養什麼樣的孩子，所以這個就很重要，所以不

是養父母要收養這樣的小孩，我就會同意他，因為還是要評估他的能

力…就根據他的要件去核准他收養這個年紀的、這個狀況的孩子，再來

就是他身世告知是絕對開放的…然後符合我們的要求，那這個他這邊就

被核准…」（SW04） 

「國外那邊他們做的評估，我們我覺得比較是一個基本的門檻…他們也

會去評估，比如說我的期待是…零到四歲好了…可是社工可能也會針對

他們的狀況…我覺得核准他們收養零到四歲的孩子…」（SW08） 

（二）限制準收養人的年齡範圍 

多數準收養人與收養兒童的年齡差距，是社工者在媒合適配性的參考條件之

一，目前大多是以年齡差距 50歲作為基準。 

「我們現在國內我們差距是 50 歲可以配 new born 的 baby 嘛，51 歲就

是配 1 歲的…我們對國外的標準就比較嚴一點，我們就會最多國外要收

養的話，他跟小孩的年齡差距只能在 45 歲之內。」（SW01） 

「我們的規定是孩子跟家長的年紀要相差 50 歲以內，如果他今天 52 歲

要收養孩子，他上完課中五 53 歲或是 54 歲，所以原則上他收養就是 4

歲以上…」（SW09） 

「他們年齡的限制，你知道大部分都是有年齡限制，就是其實有限制，

就是他們的小孩好像不能相差超過 54 歲，然後下去媒配…」（SW06） 

收養社工將年齡範圍規定在差距 50歲的原因，是考量準收養人及收養兒童

的生命週期，以及準收養人在照顧的體力與能力上的限制。對社工來說，無論是

站在準收養人的立場或是收養兒童的立場，差距 50歲以上都認為不是合適的收

養關係。 

「年紀差距五十歲這個規定。…如果今天沒有這個限制或許他六十歲、

七十歲，他還可以來收養一個，可以當他孫子或曾孫的孩子…這樣真的

合適嗎？…今天這樣我覺得是對雙方都...好像都不是這麼合適耶…」

（SW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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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跟他們討論你們的年齡以及你們上面寫的孩子，你們不可能收養到

小小孩，但是你們可以收養幾歲以上的小孩…是以夫妻裡面年紀小的那

個為主…如果用人類順利老化這個狀況來看的話，孩子三十歲，養父已

經八十歲了，孩子正在人生正在起飛，他轉頭看到那個養父可能已經是

要臥床要照顧…這個孩子有一點可憐啊。」（SW10） 

「我們自己也會配一下，就是不要超過五十歲，盡量不要超過五十歲，…

我覺得年紀也是一個參考值…因為我真的有遇過那種年紀可能近五十，

可是因為他平常的保養跟運動就非常的好…我之所以設定五十歲的年

紀，是因為用他的生命週期來看，那他到七十歲，小孩才二十耶，人家

六十五就贏退休享清福了，他還要再多花五年…我曾經有這樣子收養人

後來跟我講說他不要了。」（SW11） 

也有機構並無年齡或婚齡範圍的明確規定，主要是在該機構實務經驗中發現

準收養人的照顧狀態是有個殊性的，不應限制在固定條件之上，但社工本身在實

務操作上仍會有年齡差距上的考量。 

「我們沒有年齡的限制，也沒有婚齡的限制…因為從我們的服務經驗裡

頭也看到，其實縱然是結婚很久，但他們的關係也沒有一定非常的穩固，

或者是縱然他們婚齡很短，但是其實他們的關係蠻穩固的…一開始…收

養其實有一方不能大於孩子五十歲以上…年紀背後在考量的是一個是

一個是照顧的體力，他的健康狀況…他的彈性度或者是可改變的那個意

願會較低一點，但是我們覺得這個都因人而異…但是我們自己心裡頭還

是有個線，比如說如果是超過五十五歲以上，或真的是身體狀況不是很

好的，我們還是會婉拒…」（SW07） 

（三）確立兒童出養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社工在評估收養兒童是否進入媒合階段前，會釐清收養兒童是否有出養的必

要性及出養的可行性。若有留養的可能，就會轉介其他資源介入原生家庭，而不

進行後續的出養流程。 

「出養真的是唯一的路的時候…假設這個孩子有出養必要性，沒有出養

可行性，那我就要去幫他轉介其他資源…假設他有出養必要性、出養可

行性，那他也同意了，那我們就走出養這個歷程…」（SW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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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養媽媽這一塊就由出養社工持續服務，出養社工在前三個月不討論

出養事宜…三個月後社工，出養社工要去釐清楚說他的原因到底是什

麼？…然後釐清完之後才會走後續的出養的協助這樣。」（SW09） 

出養的必要性評估主要分為兩個面向，一是原生家庭的照顧能力，二是出養

意願。但不同機構對於照顧能力，以及出養意願的重視程度不同。有些機構會以

出養意願為優先考量，也有機構即使已經進入出養前安置，仍持續性地進行出養

的必要性評估，直到出養意願穩定後，才會進行媒合配對階段。 

「孩子…他到底是不是有出養的需求…有一些指標去評估他，第一當然

就是他可能家庭的狀況，那家庭結構狀況，然後再來就是說可能家庭經

濟狀況，他的家庭支持系統…機構的話他們會比較偏向是用意願去篩選，

就比如說這媽媽他真的都沒有照顧這孩子的意願，…我們就會開始去辦

理這個出養手續。」（SW06） 

「有一個出養必要性…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出養的意願…針對健康正常

的孩子的話，我們大概平均安置六到七個月就會進到收養家庭…這段時

間我們會持續評估他的出養必要性…有一些出養人啊，他真的安置之後

他發現他還是不想要出養，那他就會決定說他還是把孩子帶回去…等他

確定之後我們才會配對…」（SW07） 

「出養童我們要評估就是他的出養必要性…經濟可能是一個…出養人

本身的照顧意願…他整個家庭結構跟家庭環境，給這個孩子的一個穩定

性跟安定性…然後再者就是他的實際照顧的方式…評估到出養人真的

已經 ok 了，調適的狀況 ok 了…那我再幫他孩子做媒親」（SW11） 

但是當社工評估特殊需求的收養兒童有出養必要性時，因其出養機會較少，

可能會在出養人尚未確立出養意願就已開始協助收養兒童進行媒合配對的流程。 

「但也有特例，譬如說這個孩子比較大了…可能是已經六、七個月，再

走完我整個流程他都快一歲了…那為了孩子的發展好，我們也有可能會

即使出養人還沒有那麼 OK，我們也有可能會因為孩子的需要也進到媒

親，但是那個出養人的狀況…我們以他的整體狀況來評估，他不可能留

養，他只是那個情緒感過不去…我們也會告知媒親成功的收養方…他的

情緒狀態是後續我社工要去處理的…」（SW11） 

 



 67 

另外，有提供國內及跨國境收養的機構，在考量出養必要性時會同時評估國

內的出養可行性，依據機構過去的服務經驗，多數特殊需求的收養兒童因在國內

出養可行性低會直接進行跨國境的收養流程。 

「其實沒有每個案子一定都會走國內媒親，因為有一些案子可能他年紀

很大或是他的背景很複雜…我們大概還是會有個初步的篩選，有些我們

可能一看就覺得其實我們就是 key 平台去走這個不可行的程序…（研究

者：不可行的這個決定...？）他們可能會跟他們的主管也有一些討論，

然後就我們的經驗來看。」（SW08） 

（四）收養兒童需進入出養前安置 

有出養必要性的收養兒童，基本上其原生家庭是沒有能力再提供照顧功能，

社工認為對收養兒童來說，留在原生家庭是有風險的；因此，在出養前準備收養

的兒童都會先進入短期的安置服務。 

「這個出養人申請之後…如果沒有能力，那我們會建議他做出養的安

置…如果他能夠留在家裡照顧，但他可不可以幫孩子做出養的準備…那

其實大部分的人是比較沒有這個能力的，所以大部分的出養還是會進到

出養安置來。」（SW07） 

「留在原生家庭，好像考量到比較多風險，不是後悔的風險喔，是譬如

說他身體的狀況很難掌握，譬如說他的疾病很難掌握，譬如說他在等待

出養這段期間有沒有好好的被照顧？也都有風險，不確定性太高。」

（SW10） 

「孕時就會來諮詢說，那他已經有預備好小孩子要出養…來跟機構申請

開案跟安置…通常真的大部分都會是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好，所以你根

本不可能要求他生完小孩之後還可以自己帶小孩…就會幫忙做開案跟

安置…」（SW11） 

目前臺灣收養機構提供的安置，可以分為與短期安置家庭及機構式安置。短

期安置家庭都多是跟社區保母合作，有社工認為採用保母家庭可以提供收養兒童

更全面的照顧環境。 

 



 68 

「我們自己的短期安置的家庭…他一定是要合格保母…之前社區保母

式系統推薦…我們大概就是十個短期安置的家庭可以安置這些在等待

被收養的孩子…我們能接進來的安置的，我們一定接進來安置…」

（SW05） 

「是保母照顧…機構式的照顧成本比較高的…很多的出養童都是經歷

過環境的轉變…這樣子的孩子特別需要安全感跟依附關係的建立，那因

為機構式的照顧…有人力照顧比的問題，…」（SW07） 

「我們就會是跟社區的保母合作。」（SW11） 

另外，若收養機構本身就是機構式安置服務的，其安置的對象大多是準備等

待收養的兒童，但收養機構也有安置限制；如三歲以上或嚴重特殊需求的兒童，

可能尋求其他更專業的安置機構或保母家庭照顧。 

「我們安置的方式其實並不是以出養這件事為安置…但是 AG04 就是

只安置出養的孩子，毫無疑問…只安置要出養的小孩，而且他會希望媽

媽決定出養，非常確定以後就把孩子送進來…」（SW06） 

「有一部份孩子需要是入住機構的拉，為什麼要住來這裡是有一部份是

外縣市，那要讓我多了解孩子…一部份的會請外宅保母幫忙照顧…入住

之後觀察他三個月以上才會開始進入到媒親…」（SW10） 

「原則上三歲以內的孩子會住我們機構裡面…三歲以上的孩子我們在

外面有外宅家庭，就是像寄養家庭這樣子，我們原則上會有四個寄養家

庭…我們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小朋友是要出養的孩子，應該是說有出養議

題，但是不一定會出養」（SW09） 

「我們是一個安置機構…如果是太嚴重特殊需求的孩子，其實我們是沒

有辦法照顧。」（SW08） 

部分收養安置會受到服務地區或安置個管系統的限制，而無法提供收養兒童

安置服務；因此，就必須連結地方政府、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的協助。 

「大部分的案其實都在外面，各縣市的像寄養家庭或是安置機構裡面…

（自行求助個案）來求助的時候…我們出養可以開案，可是我們安置是

不是可以把他安置進來？可是如果沒有…我們會幫忙連結當地的政府

單位，看有沒有機會幫他們連結到當地的比如說寄養的安置」（SW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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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沒有（保母家庭）的就是他可能把他轉外面的…或是在兒保系統裡

面寄養或安置。」（SW05） 

「（自行求助）這個孩子沒有辦法進機構嘛，因為安置機構有安置個管

系統…如果這個家庭因為政府評估完沒有危險性，或許孩子可以在家裡

等待，穩定等待到六、七個月大的時候，我們再幫他找外宅的保母…」

（SW09） 

（五）需等收養兒童安置後的發展狀況穩定 

若有發展落後或有健康議題的兒童，機構除了提供安置服務外，亦會同時介

入照顧資源，評估兒童的健康與發展狀況直到其穩定後，才會進行媒合配對。 

「他（孩子）可能比如說還有一些健康需要回診或幹嘛，我們就不會在

這個階段配對…那其他孩子狀況也是很類似…大概也是得要先半年一

年的時間，先把他的生活秩序啊、他什麼照顧好…就是等待孩子狀況穩

定然後才能配對…」（SW05） 

「孩子他也就是開始有一些資源介入，然後他治療到一個階段，我們認

為他可以的時候，那我們就國內那邊他們有國內培訓的家庭嘛，他們就

會依家庭的，但是表面上的家庭能力，還有他們的意願，還有開出來的

條件去做選擇…」（SW06） 

「有些發展遲緩的孩子，真的等很久，他大概安置了…快兩年才找到收

養家庭，那那時候我們還是非常的努力，當然一來我們評估這個孩子需

要做早療，所以他也沒辦法那麼快轉換到收養家庭去，所以我們一方面

評估孩子的狀況，一方面找收養家庭」（SW07） 

評估發展狀況的時間，至少需要半年以上，其原因是社工透過這段安置時間，

可以更準確得掌握孩子的健康與發展狀況。因此，有社工認為當孩子的發展狀況

穩定，可以提高後續成功媒合的機率，又或者可以更瞭解孩子的在健康或發展上

的特殊需求，而選擇不同收養媒合配對的機制。 

「以現在我們目前照顧孩子平均每個孩子等待期，大概都要半年…孩子

很多時候他不是真的發展遲緩或他不是真的狀況不好…可是孩子一旦

被好好照顧，其實他就是跟一般孩子是差不多的…我覺得都對於孩子他

被收養的機會…是有正面的影響的，假設是一個孩子一進來的時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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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的狀況，跟我們照顧一段時間的狀況去配對，一定是後者成功的

機率比較高…」（SW05） 

「為什麼孩子我們到八個月或一歲後才會媒合？因為我們保育的系統

很強大，他們會做所謂的發展評估，我們掌握這孩子的發展狀況不斷的

在落後…醫療體系的聯合評估後發現這孩子確定是特殊的孩子...這個

時候我們就會讓他上平台…也會啟動所謂的國際機構的合作」（SW09） 

二、初篩媒合配對適配性的方法 

關於收養方及出養方之間的適配性，主要是透過收養服務機構進行媒合配對

的初篩評估。方式可以分為國內收養及跨國境收養，以下分述之。 

（一）國內收養的媒合配對方式 

1. 經過國內收養媒合配對會議討論 

大多數的機構都是採用團隊會議的方式進行討論媒合配對的討論，會議的流

程會先由出養社工介紹目前等待媒合配對的孩子，包含出養家庭的期待、出養原

因、兒童的健康發展，以及目前照顧的狀況等等。收養社工聽完收養兒童的介紹

後，就目前各自手中已經通過審查會的準收養人的家庭狀況與條件，在會議中提

出適合的收養家庭。 

「我們就是會以會議...收養社工跟出養社工一起，那我們就針對我們所

有的孩子們做一個分享跟討論，然後讓收養社工去想一想他們的收養人

有沒有可能來適配這個孩子，然後再做選擇跟媒配…」（SW02） 

「我們開了媒合會議…就是他介紹他的家庭，我們介紹我們的小孩，然

後我們認為說這個家庭，這個小孩是不是可以媒給這個家庭？」（SW06） 

「負責的出養的社工會先介紹 A 小孩…，負責出養的社工他提出他認

為比較適合什麼樣子的收養家庭，…負責收養的這一邊的社工…他們會

想說那他負責他手上的哪一個收養人是適合…」（SW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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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有一個國內收養的媒親會議…國內收養組的社工就會針對他

們現在幾對通過可以媒親的家庭，他們可能會報這些家庭的資訊，然後

我們家庭服務社工可能會報孩子資訊…那我們現在有這些孩子那我們

要怎樣媒？怎麼樣做配對」（SW08） 

「出養社工負責出養人的出養童，收養社工負責收養人，所以他們不盡然

平時的資訊是互相交流，所以我們還是會比較慎重的是重新介紹一次的孩

子的狀況、背景資料，…為了避免就說是我們對號入座，所以我們都會孩

子介紹一個之後，就把這個孩子可以的收養人一次都介紹完，那再一起來

看這幾個收養人裡面，誰是最適合的？」（SW11） 

2. 透過機構內部個管系統掌握媒合配對的討論 

有些機構因個案數較少，因此採用機構內部的個管系統進行收出養雙方的資

訊的交換，由社工督導協調利用每個月的工作會議來進行媒合配對的討論，而不

會固定籌辦媒合配對會議，或者直接由收養社工及出養社工直接進行媒合配對的

適配性決策。 

「我們自己有一個個管系統…可是因為我們的孩子真的很少，我們一年孩子

只有 10 個上下喔…我們每一個月都會有一個工作會議，所以我們每一個月

大概會再稍微再瀏覽一下，我們現在哪個孩子是可以配對的了？哪一個收養

人是已經在等待？…通常我會看得到兩邊工作狀況…有時候不見得會需要

等待工作會議，有時候我（督導）就會問一下或是跟收養社工討論…那如果

有的話就會直接討論。」（SW05） 

「我的出養社工就會 pass 出來說：『我這個月可以有一個孩子可以媒了。』…

那我的出養社工寫完（媒親表）之後，他會把資料透過 mail 上傳給收養社

工…那收養社工他們就會收到那個孩子資料之後…他要去找他手上現在在

等著這些收養人有誰是符合這個條件的，他就會把他提到，也會回信告訴我

們這一組的社工…那如果當月有需要媒親，就會在事工會議裡面撥出時間來

做媒親討論」（SW11） 

3. 由機構主管決策媒合配對的結果 

過去有機構的媒合配對決策，比較是以主管及社工督導討論為主，而並非是

由收養社工及出養社工一起團隊決策，其決策的方式是以收養家庭的能力、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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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條件進行適配性的討論。 

「（過去）媒合通常還是以我們的主管為主…主任跟他們就是國內的督

導去媒合…那我們就國內那邊他們有國內培訓的家庭嘛，他們就會依家

庭的，但是表面上的家庭能力，還有他們的意願，還有開出來的條件去

做選擇…」（SW06） 

4. 與有特殊需求收養兒童的實際接觸 

對於有特殊需求或國內出養較困難的收養兒童，例如：吸毒背景、早產、年

紀較大、發展遲緩、近親亂倫等等，有別於一般收養兒童的是透過機構直接初篩

媒合，是以舉辦活動讓特殊需求的收養兒童及有機會收養的準收養人直接互動，

或是在社工的評估後安排一對一的見面接觸，其主要的目的都是希望增加兒童被

收養的機會，也拓展準收養人的接納度。 

「背景比較特殊，比如吸毒背景的毒寶寶或者是他可能是早產，或者他

年齡比較大…第一就是…我們會辦一個活動…讓特殊孩子們聚在一起，

會有一些他們條件比較寬鬆的收養人…讓他們可以彼此接觸的一些活

動…增加一些特殊小孩可以被收養的機會…第二就是…我們知道這個

孩子...有哪一個收養人可能可以來收養他…這個孩子的特質是很容易

在面對面的過程裡面，可以吸引到收養人對他的一個關注…我覺得那個

面對面就是一種幫忙，就會安排這種比較特殊的一對一媒親」（SW02） 

「有些發展遲緩的孩子…我們有開始要想說要發展不同的媒親計畫…比

如說讓幾個孩子來，然後收養家庭一起來跟孩子互動，然後會後決定跟他

們討論說他們有沒有比較喜歡哪個孩子這樣子…就是不要是一對一的，就

是也其實目的都是為了增加孩子被收養機會啦」（SW07） 

「有一個近親亂倫…基因的發展上可能都有一些限制…我們就想說不然

來試試看（其他機構的特殊需求兒童媒合方案）…通知我們的收養人看誰

有興趣，那他可以先來跟孩子互動…有些台灣人就說眼緣或什麼的，真的

有合適了，我們再來跟他介紹這個孩子的背景，看是不是有機會？」（SW11） 

另有其他機構不是採用活動的方式，而是直接採取先讓準收養人看收養兒童

的家庭背景資料，以及與收養兒童直接接觸後，再給予準收養人決定是否要收養。 

 



 73 

「特殊孩子的媒配…我們會先讓他看背景，然後約家長來機構，…談完之後

讓他跟孩子做接觸…因為接觸就會有情感、有溫度…讓他回去思考，思考的

同時我再丟生活照給他…不斷讓他知道有這個孩子的存在…再來在討論說

你要不要再往下走？」（SW09） 

5. 轉介服務對象至跨機構進行媒合配對 

在國內出養機會少的特殊需求收養兒童，特別是身心障礙的收養兒童，在該

機構內皆無適合的收養家庭就會採取轉介跨機構媒合配對合作。 

「比如說重症或者是中度以上、中度以下一些問題的小朋友，其實在我

們機構…應該是說，他在國內本來就會機會是非常非常少的，幾乎是零，

那我們就會建議他直接找比如說其他機構…」（SW02） 

「跟其他機構合作就是特殊的小孩…會先問國內的機會，問看看這個可

能性先配對，那如果再沒有就要上平台。」（SW07） 

「像是我們跟其他外部機構合作留在國內的個案蠻多的，像是光平均一

年會有一到二案，平均一年…原則上這個孩子在國內我們都會媒合二到

三次…國內的收養人確定真的都沒辦法…收養人的回應的訊息都一樣，

都是落在『他的肢體障礙，我沒有辦法接受。』…我們就會把這個案子

轉交出去了」（SW09） 

有些機構會選擇主動聯繫較常合作機構，詢問該機構是否有適合的收養家庭，

若有收養的可能，就會將收養兒童及原生家庭全部轉介，由該機構負責後續的評

估及媒合配對工作。 

「我可能 po 平台前我就先問（其他機構）…（其他機構）說有，我們

就趕快媒…原生家庭全部就都移過去跟（其他機構）談」（SW01） 

「我們覺得他有可能國內，可是我們可能沒有現有的國內家庭…我們就

會另外再發展跟其他的國內收養機構合作的這個部分，就是很可能就會

轉介給他們…可能就全案就轉給他們去做這樣子…因為就是就是平台

可能不會有人來問嘛，那我們就自己主動問，問一些我們比較常合作的

機構…也好像合作蠻多案子…」（SW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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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機構因收養人服務人數較多，或有較頻繁的合作關係，就會較常接受

其他機構的轉介案件，而有成功媒合經驗。 

「我們應該有耶，就是少數有一些其他機構轉介來的案子。…他希望可

以媒配我們國內的收養人…但我就沒有那麼清楚他們轉介過來的原因，

譬如說是不是他們國內收養人不夠，或是說暫時還沒有國內收養人可以

接受，他們想要幫孩子爭取機會，所以轉介來我們這邊…我們是有媒合

成功的。」（SW03） 

「我們就是從其他機構轉介過來，透過電話或者是透過主管做媒合的，

其實相對平台上來多的多。」（SW02） 

另外，部分機構若在其他地區也有收養服務中心，在聯繫跨機構合作時比起

向其他機構詢問收養機會，會優先尋求同機構的其他區域中心的合作的機會。 

「那假設我們發現我們現在目前真的沒有這樣的收養人…先問我們自

己會內的，大概三個月啦...我們自己…內部（同機構其他區域中心）合

作，媒親配對的頻率還蠻高的。」（SW05） 

「我們自己配對到收養人，我們一直被拒絕，我們會回過來討論到底被

拒絕的原因是什麼？那我們會調整一下媒親方式…如果真的還是不行

的話，我們就配（同機構其他區域中心）的收養父母。」（SW07） 

因此，跨機構合作是通常都是因為在機構內無法媒合配對成功，為了增加兒

童的收養機會而開啟的交流與合作，但實際在機構內媒合配對拒絕的次數，以及

兒童等待的時間不一。 

6. 使用收出養媒合服務平台徵詢媒合機會 

收出養媒合服務平台會呈現出目前正在等待的收養兒童的基本資料，以徵詢

其他國內收養機構的收養家庭。 

「平台他會有孩子的基本資料，然後健康狀況，然後跟原生家庭背景，

然後跟媒合期待，跟安置概況…」（S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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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合服務平台的操作上，若機構內準收養人多於收養兒童時，收養社工會

主動在平台上尋找其他機構的兒童，並且也會主動與其他機構聯繫後續合作的可

能性。 

「我們前一陣子收養人很多，出養孩子很少的時候，…收養社工們就會

幫收養人去上平台看看，就是他們有沒有符合他們條件的孩子們…」

（SW02） 

「但是我們還是一直有要來收養的家庭嘛，…我們也會想要幫他們多找

找看有沒有媒合的機會。」（SW03） 

「我們機構收養社工會去看，…那就會我們就會開一個簡單的會議，我

們就說把他點下來，然後我們就做媒配，…」（SW09） 

「我們收養人多，上去找別人家孩子。…而且還會打電話，…45 天系統的

關閉，…我們有家庭了…我們就會主動打電話去…」（SW10） 

「我們孩子數不多嘛，有時候我的手上收養人比較多的時候，又怕他們等，

我只要獲得他們同意，我都會去平台上幫看有沒有其他單位…」（SW11） 

部分機構會有負責操作平台的社工，定期的收集平台上的資訊提供給機構內

收養社工參考，但若機構內收養兒童較多，就無法顧及平台上的資訊。 

「我們收養社工的角色，我比較是我會看到我們機構負責平台的那個窗

口去把裡面的資料有哪些讓我們看到…如果說真的我有收養家庭可以

接受那個平台上的孩子，然後我們才會再請我們負責平台的窗口去操作

說，去多問一些孩子的資訊啊等等，或是去回報說我們機構有可以接受

哪個孩子的家庭。」（SW03） 

「我的操作上其實我就真的還蠻固定…一開始是一個月去一次，後來發現

跟不上就變一個月去進去兩次，那我就會去各個單位的孩子的狀況…我最

怕的就是孩子的等，所以假設我孩子很多時，我就沒有辦法去顧到平台…」

（SW11） 

有些社工認為媒合服務資訊平台用意是讓社工可以瞭解其他機構服務對象

的現況，可以幫助收養人或收養兒童更快的轉介至適合的收養機構接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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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那所以你覺得這個平台設立的目的？）就是探測一下其他機構

目前收養人的狀況（笑）。」（SW02） 

「好處是，…我可以知道各單位目前孩子的年齡層跟屬性，那我在前面接諮

詢的時候，如果我有收養人年紀比，他要大小孩，我就可以介紹他去那個有

大小孩的單位，他們就不用等…」（SW11） 

「我其實有一點不是那麼清楚當初平台設置的用意，…我所知道的平台

至少有這個方式除了我們機構內的國內收養人以外，我也可以瞭解其他

機構有沒有國內收養人可以接受這一個孩子。」（SW03） 

有部分受訪者認為，會被放上平台的收養兒童通常都已經在該機構內部及國

內收養機制下就沒有機會出養的兒童，當其他機構在平台上看到資訊時，其他機

構也很難有適合的準收養人，因此透過平台聯繫收養合作的經驗較少。 

「就是有時候在平台上的孩子好像真的不一定是國內的收養家庭可以

接受的狀況。」（SW03） 

「會釋放出來的孩子，一定也都是（其他機構的）國內收養人沒有辦法，

那通常我也收不進來」（SW11） 

「（研究者：透過平台然後真的有成功出養，或者是你們的收養人有收養到

平台的孩子？）沒有…我們孩子都放在上面，然後都沒有人來問。」（SW05） 

「這個平台，我自己好像比較少那麼常聽到別的機構會打電話問小孩這件事，

就我們 po 到平台上面，但是問的幾乎…機率其實並沒有。」（SW08） 

7. 嘗試詢問準收養人收養意願-非正式媒合配對 

為了增加兒童媒合配對的機會，有些機構會嘗試非正式媒合配對，主要是因

為收養兒童的健康或發展議題是可治癒的或明確有癒後狀況，且收養社工評估準

收養人對於收養期待是有彈性的時候，可能會採用非正式的詢問準收養人是否有

意願收養。 

「國內就只能試那種…他可能背景沒有問題，可是他現在發展很慢…或

者是說像我覺得對收養人來說依附這件事情比較抽象，就是比較難去想

像，可是對生理健康跟家庭背景這就是一翻兩瞪眼。」（S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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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水腎…那我可能在媒親的時候，我就要做一些衛教，包括跟大

家說什麼是水腎，那他的影響性是什麼？那他癒後的發展是什麼？…就

會有收養社工可以來嘗試為他的收養人媒合看看。」（SW02） 

「孩子有一些健康的背景是我們當時沒有跟收養家庭談到的，但是可能

孩子本身又是健康的…如果可以增加彼此的機會是不是我們還是可以

媒親看看？那當然這樣有時候會失敗…」（SW03） 

「這個孩子健康狀況，假設我們已經可以預期這個孩子未來需要很長期

的療癒…雖然收養人他可能沒有勾選他的期待是可以接受像這樣子的

孩子的…因為我們跟收養人工作的觀察，我們發現這收養人是很彈性的，

我們也覺得他資源是夠的，我們有時候會特別針對這個孩子跟他討論…

曾經嘗試過這樣成功的」（SW05）  

「非正式媒合…可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都是不符合他期待的，是我們覺

得說這個家庭可以試試看」（SW09） 

另外，收養社工也會挑戰準收養人對性別及年紀的期待；因此，會直接向準

收養人討論該收養兒童的現況是否可以接受。 

「期待可以傳宗接代，所以很期待收養男生，但他們家就是那種在很鄉

下…有很大的空地可以跑步，我們有一個小女生非常非常的活潑，而且

他年紀很大了，大概兩歲多了，但是這小女生的背景是吸毒背景的，那

媽媽又入監服刑…這個家庭是可以接受吸毒背景跟入間服刑的，但他沒

有辦法符合這小女生的是性別，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說挑戰看看，然後

後來就成功了！」（SW09） 

「他其實本來沒有手足，然後也有沒有要年紀大的小孩，…我真的評估

過覺得這對夫妻如果他可以在年紀彈性，曾經我聽過他有分享過他覺得

年紀不是問題…所以我才會冒險打電話…當然就是用我的經驗或是立

場去跟他分析，我覺得有沒有機會，那當然就看收養人，所以我有一個

成功經驗」（SW11） 

若準收養人是不能接受非正式媒合配對的收養兒童，那麼社工認為這個本來

就不符合準收養人的收養期待，只是社工為了爭取收養兒童被收養的機會，因此

也不會強求準收養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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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媒合是…特殊案的見面…但是這過程就是不強迫他，因為最後

決定權還是在收養父母手上，但是在為孩子努力看看，也許就因為這樣

子而留下來…」（SW09） 

「我曾經去講過，他也是不要…如果他的不要是因為他本來就不是定這

個條件，我就不會認為他是挑小孩，因為那就是我再幫這個小孩爭取一

個有家人的機會」（SW11） 

（二）跨國境收養的媒合配對方式 

1. 經過跨國境收養媒合配對會議的討論 

在跨國境的媒合配對會議之前，機構會先擁有國外準收養人的清單，此清單

上有國外準收養人的基本資料及收養期待，並且由出養社工從清單中進行第一階

段的初篩，選擇 1對或 1對以上適合收養兒童的收養家庭，再邀請機構主管、國

際收養社工一併加入媒合適配性的討論及媒合配對的排序。 

「他們（國外收養人）已經通過他們當地機構的一個審核…他們會把他

們的資料寄過來我們這裡做等待…我們就會從我們的 waiting 去挑…每

個家庭可能都會有一個他們的 check list…會有一個基本他們的期待…

我們可能找到一對或是兩對，或是就是一對以上的家庭…就會開始揪一

個媒親會議，那就會找…我們各個主管，跟我們國際收養組跟家庭服務

組的社工…比如有這個三個家庭的狀況怎麼樣？那有沒有一些家庭是

我們在這個會議裡面就覺得好像他沒有這麼適合這樣的一個孩子…我

們在會議裡面就會做一些篩選」（SW08） 

「幫孩子挑選適合孩子的…你基本上你 target…就是那幾個家庭…你可

能已經前面有一些篩選…然後這一次會議其實就是聽完這四家之後，我

們來決定哪一家最適合小孩，或是說我們聽完之後我們有一個排序」

（SW01） 

2. 由機構主管決策媒合配對的結果 

在跨國境的媒合配對決策中，亦有機構是由機構主管進行決定。因此，收養

社工或出養社工僅需完成前端的評估工作，而不是團隊討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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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國外家庭更不用說，一份資料下來主任簽，然後看完以後…他就決

定就是他要這個孩子要媒哪個家庭，他通常會以等待的順序去媒合這件

事情。」（SW06） 

「我自己以前第一份工作在做收出養的時候，其實我根本沒有想參與到

媒親的過程，對我來講我就是接收到，今天我要媒這個小孩了，然後我

就是把小孩資料都做好，然後我給這個家庭這樣子…做配對的人不是我

們團隊啦，就是比較是可能主管啊…」（SW08） 

3. 僅由機構收養及出養社工兩人討論 

若收養兒童的沒有特殊需求，有時機構內部社工就會直接進行媒合適配性的

討論，而不會採用團隊會議的方式。 

「那兩歲以下的孩子…如果是他的家庭、健康狀況是比較單純的話，原

則上我們不見得會進到這個（媒合配對）會議，我們就可能會是由家庭

服務組的社工跟收養社工這邊去跟原生家庭做一個介紹，然後讓原生家

庭去做決定這樣」（SW08） 

4. 透過國際機構聯繫平台徵求跨國境收養家庭 

有特殊需求的收養兒童，若沒有機會在國外準收養人等待清單上，找到適合

的收養家庭；出養社工會將有特殊需求的收養兒童之基本資料，以及其需要特別

照顧的情況製作檔案，分享給國際機構的聯繫平台，若有需要也會提供影片作為

輔助，讓國外機構可以更瞭解收養兒童的現況。 

「那我們跟國外的…就是我們會做一份孩子的檔案…呈現這個孩子的

優點…特別是在於描寫他的特殊狀況…我們會希望家庭提供一些教養

計畫…然後還有一些像手足間的問題，或者是文化上的…」（SW06） 

「孩子可能很大，或者是他有比較特殊的需求，他沒有辦法在我們等待

的這個名單的家庭裡面挑出來適合的家庭，那我們就會把這些孩子訊息

po 出去國外，我們會有一個平台…讓這些國外機構一起去看這些孩子

資料…機構告訴我們說：『我現在的有一個願意收養這個孩子』…我們

就會揪會議來討論說那這個家庭狀況怎麼樣…國外的這個平台，他不太

像我們這種平台，就是他比較是一個…類似雲端的概念，就是我們這些

檔案放在上面…特殊需求孩子我們會先在前面…有一些影片做一個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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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可是如果是一般案子，我們是不會在還沒有確定之前給他們看照片」

（SW08） 

三、詢問服務對象的收養意願 

在初篩評估媒合適配性之後，收養社工及出養社工各自將媒合配對的結果告

訴服務對象，並且詢問準收養人及原生家庭對於媒合配對的意願，雙方同意後再

進行漸進式接觸及試養期的階段。在詢問服務對象的收養意願時，最重要的是社

工必須跟雙方說明彼此的資料後，再由雙方決定媒合配對的意願，而說明的內容

與方式各機構不盡相同，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一）由社工說明基本資料、（二）

機構會提供影像資料及（三）社工安排直接面對面接觸，以下分述之。 

（一）由社工說明基本資料 

社工與原生家庭或收養家庭說明媒合配對結果時，有些機構僅會由社工說明

家庭背景與狀態、兒童的發展情況、年紀等等，收養家庭接收到這些訊息之後，

就必須回覆收養意願，機構才會提供照片及後續的試養階段。 

「跟雙方各自講解，我們跟原生家庭講的時候，原生家庭也不會有收養

人的資料，不會有詳細的資料跟照片啊，可是就會知道說家庭的狀態，

那收養人也是，他會知道孩子的發展狀態，他的年紀跟原生家庭的背景，

可是這個時候都不會有照片，那這個東西講完之後，他就要有一個確定

的…回覆…那這個回覆如果確定這個媒合就是確定了，媒合確定之後我

們才會給你看照片。」（SW01） 

（二）機構會提供影像資料 

有些機構除了基本資料說明之外，還會提供給收養家庭相關的衛教資訊及收

養兒童的照片及影片，讓準收養人思考是否有收養意願。 

「（會提供）影片跟照片嘛…如果這個孩子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會有一

些衛教單…一般的媒親…是社工跟收養人面對面，然後去跟他們分享說

這個孩子的一個實際的生活層面，還有發展，還有個人特質這些部分，

讓收養人去回去可以比較理性的思考…能不能來承擔照顧這個孩子未

來一輩子的一個責任…」（SW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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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配完了之後…那我們就會第一個階段我們會先聯絡這個收養爸爸

媽媽…他當他聽完這個背景之後，社工跟他做完釐清之後，如果他願意

再往下第二階段我們會丟照片給他，看完照片之後，原則上正式媒配，

就是符合他期待的媒配是三天內回應我…」（SW09） 

另外，同步也會告訴原生家庭媒合配對的結果，詢問原生家庭對於收養家庭

的想法，可以思考是否與出養期待相符合。 

「出養的那一端，其實我們也會讓出養人知道，所以我們幫這個媒合到

收養家庭了，然後大概是什麼樣的家庭，然後他們同不同意要接受這個

媒合？…所以在他們接受之前，他們是不會接觸到孩子的。」（SW03） 

「在媒配到孩子當下，…等他確定有這個家庭之後，也會馬上跟出養方

說：『有一個怎樣的爸爸媽媽出現了，是他們是可以接受這個孩子的，

然後也期待可以跟孩子，可以收養他，那他的家庭背景大概是什麼樣子，

你可以接受嗎？』然後出養方都同意，我們才會往下排漸進式接觸…」

（SW09） 

（三）社工安排直接面對面接觸 

有些機構會先電話聯繫說明媒合配對結果及簡單的基本資料，再提供收養家

庭的資料及照片給原生家庭並回覆媒合意願後，才會電話聯繫收養家庭，若收養

家庭有意願收養，社工會邀請準收養人及 1歲以下的收養兒童，以直接面對面的

接觸，接觸之後準收養人再回覆收養意願。 

「今天已經配對到了…出養社工就會先去跟出養人說…會請他來機構

可以看一下收養人的資料，然後看照片，他看完之後沒有問題，我們就

會讓收養社工去跟收養人通知說…那會在電話裡面先簡單告知這個孩

子的年齡、性別…為什麼會需要被出養…那如果收養人在電話裡面聽完

這個訊息願意來機構跟孩子見面的話，就會安排他們跟孩子見面的時間，

但是這個是比較是給嬰兒啦，就是 1 歲以下的孩子」（SW05） 

「通知出養人的時候…電話聯繫中是講…背景範圍…（收養人）對小孩

接受度應該是高的…對孩子有沒有什麼期待…這個父母比較特別的…

才會去問說收養方...跟他講這媽媽什麼原因要出養…介紹完背景，就介

紹孩子…那收養方看他們覺得怎麼樣…我們就會說那我們幫你排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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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可以來跟孩子見個面，然後互動一下」（SW07） 

若是 1歲以上或特殊需求的收養兒童，在直接面對面接觸的次數與方式會依

據收養兒童的狀態進行考量。 

「大孩子，或特殊需求的孩子，所以其實在配對，就是在他們跟孩子互

動的時，在漸進次數跟方式就需要很多元，就得要看這個孩子當時的狀

況。」（SW05） 

「通常是大孩子…他們的那個試養前的互動，孩子跟國內家庭的互動…

主要是 4 次…家庭去選擇孩子…決定他們要不要收養這個小孩去回覆」

（SW06） 

亦有機構的順序是先聯繫收養家庭，詢問他們對於媒合配對結果的意願，再

聯繫原生家庭，雙方皆有媒合意願時，才會安排準收養人與收養兒童直接面對面

接觸，但一樣是雙方接觸後，準收養人可以決定是否繼續下一個試養階段。 

「那配完對之後呢...負責收養的社工會先連絡收養家庭…那只會簡單

講健康的資訊，跟他原本是不是符合他的期待的配對，那如果他同意進

行下一步的話，我們就會聯繫出養人，那出養人原則上我們會邀請他來

機構看收養家庭的資料…那出養人同意之後，我們就邀請收養人來機構

看小孩，是會當面看小孩的，那那個看小孩的目的就是讓他真的能夠認

識這個孩子跟決定他們要不要收養，然後收養人有兩個禮拜的考慮期，

就他們可以回去考慮跟確定，那有一些收養人會再來看第二次…可能長

輩們想看的時候…」（SW07） 

其中也有機構會在準收養人及收養兒童見面之後，再安排三方的互動，並更

詳細的說明收養兒童的照顧需求。 

「互動之後…會有三方見面…我們就會更仔細的把譬如說我們有一些

孩子的健康資料…因為後續他就有可能把孩子接回家…而他帶回去之

後如果疏忽或是沒有留意到他有特別需要照顧的地方，那也都會有可能

造成兒虐或是疏忽的...因為在孩子還沒進家庭之前，從他開始知道這個

孩子資訊到進家庭這一段時間，我都會叫媒親階段」（SW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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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合配對拒絕與失敗經驗 

在詢問服務對象的收養意願時，無論是哪一種方式皆有成功與被拒絕的經驗，

而從 11位受訪者的經驗當中，媒合配對被拒絕的原因可以歸納以下七項： 

（一）不投緣 

有些準收養人媒合階段面對面接觸時，或是後續漸進式接觸時，會因為沒有

眼緣而拒絕媒合配對的結果。 

「可能我們媒親會議也開完了，然後也媒成了，然後也報告了，然後兩

邊都同意了，同意了之後就是漸進了嘛，他可能漸進的第一天看到小孩

子之後發現，這個小孩的狀態跟他想像的不一樣，或者是沒有眼緣，他

就說他不要！」（SW01） 

「孩子被拒絕嗎？其實蠻多…但是可能當天孩子就不笑啊，就沒他的緣，

就被拒絕…所以就會遇到收養人不想要收養這個孩子的情形，…是會有

的，有時候我們覺得孩子沒什麼問題…他們很會講很委婉啦，他們不會

講真正的理由，但是其實講白一點就是他看了就不喜歡啊…」（SW07） 

（二）背景資料不符合收養期待 

有些收養人則是在聽完社工說明的詳細資料時，就拒絕媒合配對的機會，因

為不符合收養人的期待。 

「一種是他可能在聽到詳細資料，還沒有見到小孩他就說不要了，這是

一種媒親失敗的狀態，就是我們可能高估了我們覺得收養人可以接受…」

（SW01） 

「國內其實大部分是…我們機構裡面大部分是收養不出去，就是挑小孩

嘛，然後或者是退養，太大了，或者是…跟他們期待的不符。」（SW06） 

（三）因收養人相信生辰八字的命理因素 

國內收養人相信命理的文化，因此比起照顧能力，更相信命理的安排，而拒

絕媒合配對的安排，因此收養社工會避免提供相關的資訊。 

「我們配對的時候，我們會說孩子怎樣怎樣，他就會問說：『那孩子是

什麼星座的啊？』，就這樣也會被拒絕，然後或者是有一些出養人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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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生辰八字…基本上我們在還沒見面之前，我們是不提供些資訊的…

還是有很多的收養人是在見面之後，他們還是會跟我們要他的比如說幾

點生…」（SW07） 

（四）收養人對健康議題的接納度低 

基本上國內收養人對於收養兒童的健康與發展狀況的接納度是非常低的，因

此也常常成為媒合配對意願時被拒絕的原因。 

「B 型肝炎也會被拒絕…國內的收養人對健康的議題真的是非常的在

乎，…比如說血管瘤…其實他沒有健康問題，他慢慢消掉這樣子」（SW07） 

「國人對於孩子的健康的部分，好像也沒那麼的開放，他們應該也對自

己沒信心會照顧好小孩，例如說蠶豆症（笑）…我不知道他在拒絕什麼？」

（SW10） 

（五）試養期的生活與想像中不同 

進入試養期後，準收養人發現收養一個孩子的生活與想像中不同，收養兒童

可能就會再重新進行媒合配對的階段。 

「他已經進到共同生活期，在每天這樣子運作裡面，他發現這樣的生活，

他可能不是他所想像的，那可能跟他個性有關，也可能跟他特質有關，

他就會回來的機構討論說，那他是不是不太適合收養小孩，那我們就那

個案子就把孩子接回來…」（SW11） 

（六）收養家庭狀態變動 

有些收養家庭會在媒合配對的試養期間，發生家庭狀態的變動，例如家庭成

員的不支持、準收養人照顧能力負擔等等，而導致試養失敗的可能。 

「他們也是二次收養…養母的婆婆不贊成他們第二次…他們第一次收

養經驗也是這樣…但是孩子帶回去去之後就沒事了…所以這個養父就

很有信心的說：『沒問題啦！』….結果真的婆婆的反彈非常的大，然後

先生也沒轍了…所以他們就決定暫緩這樣子」（SW07） 

「他是一個精神科醫師…舊法的時候已經收養一個姐姐…順利收養到

一個 3 歲的小女生…養母…剛好在醫院裡面被轉為主任…這個姐姐也

生小一，所以有功課上的壓力…可是這個媽媽都親自教…又加上這個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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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的很多的適應行為，所以當他試養了兩個月…我們就先介入資源…這

個媽媽最後是確定回覆我們說…她所收養的這個大姐或許沒有妹妹會

比較適合，那這個妹妹的部分他還是選擇是不是可以退養…」（SW09） 

在跨國境收養服務中，則會有國外收養家庭的資訊更新較慢的問題，而導致

媒合配對過程中，國外收養家庭已經不能再提供照顧功能，而沒有辦法再繼續媒

合配對的機會。 

「大概一兩年前…是特殊需求的孩子…已經進了媒親去討論了這個家

庭，就是國外那邊說有一個家庭想要收養這個孩子…還沒到家庭確認…

他們的家庭調查報告是舊的…變成是國外那邊出現一個狀況是，家庭可

能這中間他們發現他們經濟狀況可能沒有辦法照顧，雖然我們其實都還

沒有確定，但是等於說他就說他們沒有辦法繼續在做這個媒合」（SW08） 

（七）出養人的反悔 

在詢問服務對象的收養意願時，也同時會詢問原生家庭的想法，必須雙方同

意時才會進行後面的媒合配對，因此也常常會發生出養人反悔不想出養的情況，

而中斷媒合配對的過程。 

「曾經發生比較是出養方，後來反悔…交給你去做安置的時候，他比較

沒有那個感覺是孩子要跟他分開了，可是通常當他接收到說：『喔！ㄏ

ㄚˊ要幫他找家庭了！要進去了！』，他才會意識到說：『啊呦！我的孩

子明天可能不屬於我了。』，那那個階段可能也就是一個衝突期…開始

又去反思跟整理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經下這個決定」（SW11） 

媒合配對被拒絕的原因是非常多樣的，為了讓收養兒童不會住在有照顧及拒

絕風險的家庭中，社工似乎只能接受被準收養人拒絕的情況，再把收養兒童接回

機構再次重新啟動媒合配對的階段。 

「（研究者：那面對這些拒絕的收養人，通常你們都會怎麼辦？）有一

些還蠻合理的啊…有些是只是個小康家庭嘛，那他們真的只是基於愛孩

子、想要扶養孩子…健康是特殊的話，他們確實沒有辦法去照顧好這個

孩子，甚至把他教養好…還是會以現階段社工瞭解到的原生家庭疾病史，

或者是這個孩子現階段健康狀況，他們可以接受。」（SW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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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透過他們的收出養期待，然後去媒合到之後，然後再去詢問雙方

的意見…他們如果有擔心或是他們有他們的其他的想法…他們可以不

接受啊。」（SW03） 

「你不得不接受啊！…其實你如果不接受，那個對小孩是種傷害…我必

須要去思考我的案主最佳利益…我不可能讓孩子一直承受在風險裡面。」

（SW06） 

五、小結 

（一）進入媒合階段的條件沒有絕對的標準 

在收養人方面，為遵守《民法》對收養人及被收養人需年齡差距 20歲以上

的規定，機構對於收養人年齡限制是以年齡差距為基準，但實務上因收養兒童的

年齡偏小，準收養人年齡偏大，社工以生命週期的觀點來看，仍會以年齡差距 50

歲以下為考量，但其年齡限制仍是以社工專業評估為主；另外，能夠進入媒合階

段的收養人都必須通過各機構的收養人審查會，並依據收養人審查會核准的條件

或建議才能進行媒合服務，因此對於收養人通過標準則是會依據各機構收養人審

查會決議。 

在收養兒童方面，社工必須確認出養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受訪者提出的出養

必要性的評估面向主要是根據原生家庭的留養意願及照顧能力，與臺北市兒童及

少年收出養資訊中心（2013）的研究結果相似，但確實也如許淑玲（2008）發現

社工對於兒童最佳利益的詮釋是相當多元及複雜的，會依據社工所主張立場而有

所差異，以本研究受訪者經驗來說，有些社工認為應以原生家庭為優先，在出養

必要性的評估中會花時間盡量協助原生家庭留養及資源介入；有些社工則是以主

要照顧者能力或意願為主，當出養人有意願出養且無法給予穩定照顧環境時，就

會協助出養流程；亦有社工主張兒童最佳利益是有比較性，當兒童將錯過出養黃

金期或留在原生家庭確實不符合兒童最佳利益時，就可能會優先採取出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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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媒合團隊或主管決策的媒合方法 

目前臺灣主要收養媒合配對的流程與方法是以媒合配對會議的方式，與美國

收養實務指南所提及的相似，收養機構會建立媒合團隊，並針對準收養家庭及收

養兒童的資料進行媒合評估的討論（Hanna ＆ McRoy,2011），並且以機構內的準

收養人與收養兒童優先進行配對。雖然較少受訪者提及主管決策的媒合方法，但

無論是在國內收養或跨國境收養仍是有主管或督導主導媒合的情況發生，有些機

構是明顯的在媒合階段直接由主管和督導去討論媒合，有些機構則是社工督導在

團隊當中擔任協調的角色。 

（三）提供更多元的媒合機會 

臺灣與國外相似，當機構內沒有媒合配對的機會時，會開始進行採用跨機構

合作或使用收出養媒合服務資訊平台，但比較不同的是英國的 Link Marker（2019）

或收養登記系統中，除了收養專業人員之外，準收養人亦可註冊使用，而臺灣媒

合服務資訊系統則僅能由收養專業人員使用；美國賓州收養交流中心的媒合資訊

系統，更以大數據的媒合資料，以提供社工媒合配對推薦結果（Slaugh, Akan, 

Kesten & Ü nver, 2016），而臺灣目前媒合平台系統僅提供基本資料的查詢。 

另外，臺灣目前特殊需求的兒童面對面接觸的活動，與英國收養活動日或美

國賓州收養交流中心的面對面收養活動相似，但實務操作不同是會英國和美國賓

州的收養活動是由政府組織舉辦，而臺灣則是由各機構自行評估特殊需求的兒童

才辦理面對面接觸的方式，並非常態性質的媒合服務方案。 

在臺灣實務工作上另有非正式媒合配對的方法，雖然收養兒童的背景資料不

符合收養人的期待，但社工仍會透過私下詢問準收養人的收養意願，以增加媒合

的機會，可見目前臺灣的媒合服務就是不斷嘗試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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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合結果的決策權為服務對象 

然而，在研究中也發現機構媒合配對的決策並非最終收養的結果，最後還是

得回到收養家庭與原生家庭的收養意願，而不被雙方拒絕才有機會繼續往試養階

段。故各機構採用的方式大不相同，如有些機構堅持只提供雙方基本資料及影像

資料；有些機構則是讓雙方直接見面後，再決定收養意願；但無論是哪種方式，

仍有被拒絕風險。 

綜上所述，無論是收養人或收養兒童進入媒合階段的條件都沒有絕對的標準，

又或者是各機構沒有一致性的媒合方法，對於社工或服務對象來說都可能是保留

媒合機會的彈性空間，但研究者也很難否認這些模糊的評估標準，也可能是導致

後續媒合過程的不確定性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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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合配對的討論過程中，當收養社工及出養社工大致瞭解機構內的收養兒

童、原生家庭及收養家庭的基本資料後，多數的機構都會以收養人及出養人的期

待相符合為第一階段的篩選，再看雙方各自更詳細的資料，如家庭現況、特質或

主觀偏好等等，來篩選收養兒童是否合適進入到此收養家庭，以下討論社工針對

不同的評估面向的看法。 

一、社工對收養及出養期待的評估 

有些機構在討論媒合配對時，就以收養人及出養人所列出的期待表作為篩選，

若雙方的期待相符，就可以進行下一步媒合配對的討論。 

「怎麼去媒配？那就是要看收養人這邊他的條件，其實跟這個出養的期

待其實是媒合，是可以相符的，那我們就可以來做嘗試…」（SW02） 

「在媒合工作這個階段就是，收養人有收養人的期待，出養人有出養人

的期待之後…雙方的期待要符合。」（SW03） 

「第一步一定是先確定雙方的彼此的期待是配得起來的…」（SW05） 

而且有部分社工也明確表示，團隊討論就是依據收養人所期待的去尋找適合

的孩子，這樣以收養人立場的說詞，與文獻中收養服務應以兒童為中心的價值是

有所出入的。 

「我們那是團隊的會議…如果以國內的話…我們就先看收養人的期待

嘛…」（SW01） 

「內部會先開一個媒親會議，就是按照收養人的期待來媒配孩子…」

（SW09） 

「會依收養人的期待的年齡、期待的性別以及期待的健康，幫他找尋孩

子適合的」（SW10） 

收養人及出養人雙方到底有哪些期待？社工又如何看待這些期待？以下分

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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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工對收養人期待的看法 

1. 收養人有性別偏好 

社工認為和收養人在談論對孩子的想像時，從性別開始是比較好理解的，因

為收養人對於孩子的性別仍是有所偏好的。從受訪者瞭解到即使到現在，臺灣收

養人仍會受到傳宗接代的壓力，因此對於性別有所期待。 

「性別跟年紀可能說不定大家比較可以理解，因為可能大家對於性別有

偏好…」（SW03） 

「很多人要收養，就是因為他們生不出來，他們有一些傳宗接代的壓力

啊…我覺得這年頭這類型的收養人還是有耶，不是說都沒有。」（SW01） 

「性別有一部份除了養父母的對性別的喜愛啦，有一部分真的還是來自

於傳承、傳宗接代。…」（SW10） 

而社工也會因為收養人對性別的期待，就不媒合配對另一個性別的收養兒童

給收養人，因為社工認為勉強收養人接納他們所不期待的孩子，對孩子來說才是

不利的。 

「收養人那邊期待是男的女的，那可能這邊性別這件事情就會被，有一

些小孩就沒有辦法，因為性別不一樣」（SW01） 

「就是今天如果收養人他只想要女生，他沒辦法接受男生，那我們也不

會就是剛他說：『我們現在，就只有這樣子』，那不會勉強收養人去接

受一個他們沒有辦法接納的孩子。」（SW05） 

「如果說他們只想要收養一個孩子，那這個孩子又來自於說家族的傳宗

接代的壓力，那如果你給他一個女的，這一個女童進入這個家庭，孩子

也不會快樂啊。」（SW10） 

當然也會有社工會挑戰國內收養人對於性別議題，社工會透過親生子女也不

能挑選性別或是釐清性別刻板印象，而去擴展收養人對性別期待的框架。 

「就算你真的懷孕了、你生孩子，你很難去控制性別…很多國內的收養

人對於性別…『因為小女生比較貼心。』、『我想要收養小男生，因為

我有傳宗接代的壓力。』…我們很常去挑戰他們」（SW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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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到如果說這個家庭是沒有傳宗接代的壓力，那我們就會拿他們沒

有勾選的孩子去問他們：『要不要再試試？如果你是愛孩子，你就不要

性別啊！』」（SW10） 

2. 收養人偏好年紀小 

有社工認為收養兒童的年紀，是讓收養人比較具體可以想像未來收養可能會

發生的情況；多數的收養人都偏好兩歲以下的孩子，因為收養人想要經歷孩子從

小長大的過程。 

「性別跟年紀可能說不定大家比較可以理解…他覺得他剛開始當父母

的時候，他可以從哪一個年齡層開始照顧起…我覺得的確如果收養人大

一點的孩子，他就必須要捨棄他想要看孩子從 BABY 長大，我覺得還

蠻多收養人是很希望體驗那個過程…好像少了什麼有些遺憾…」（SW03） 

「兩歲以下的小孩，其實很搶手…因為大家都會希望比較小的，有比較

多的童年的時光」（SW06） 

「一歲半以上就叫大孩子了，對，臺灣人還是喜歡收養小小孩，一歲以

上的孩子，其實機構就很緊張了。」（SW10） 

因此，基本上 4歲以上的孩子，在臺灣是很難有收養機會的，尤其是當收養

人更瞭解兒童不同年齡階段的發展與挑戰時，大孩子被拒絕的機會就更多了。 

「真的比較難...有收養人出現來收養他們，那這些就是年齡真的比較大

的，比如說四、五歲的以上…」（SW02） 

「很少遇到願意接納這麼大孩子的收養人…他們的原因居然是他們覺

得孩子來之後，他們就不用把屎把尿啊…他們比較輕鬆，因為那個收養

人年紀也比較大…後來我們就會再去跟他們討論說：『可是大孩子有大

孩子的挑戰。』…他們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SW05） 

當社工面對收養人無法接受大孩子的情況也只能接受，社工認為當我們期待

收養人對收養期待保持彈性空間，而社工也要有彈性的看待收養人的想法，而不

是強迫。也有社工認為，在與收養人談論出養困難的孩子時，也要適時的同理收

養人的處境，並非要求收養人無條件地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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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果真的期待是這樣，那好像我也不能強迫他要接受，『你就是不

能這樣，我認為可以收養大孩子，你就要收養大孩子！』，我覺得這東

西要討論他們可以有彈性，我們也要有彈性。」（SW03） 

「一個孩子七、八歲，五、六歲…這些難置兒你說要找到收養家庭本來

就不容易，因為問問我們自己，你要去收養一個發展遲緩的孩子，如果

我們自己是助人者都不太願意…那你很難去要求一般大眾，他也要跟就

要表達他的愛心，要去收養這樣的孩子…沒有一個家庭、家長可以心臟

強到，我收養一個孩子是等著為他送終的。」（SW04） 

3. 收養人期待原生家庭較單純的收養兒童 

關於收養兒童的原生家庭背景，明顯是討論對於身世告知的議題。有社工認

為由於棄嬰的家庭資訊是少的，或是收養人會期待生父母為未成年或未婚身份，

相對於收養人來說是比較單純且容易面對的。 

「你還倒不如棄嬰什麼都不知道，棄嬰就有可能什麼都不知道啊，你就

是一片空白…有的時候單純一點的身世…我覺得對養父母來說也是比

較容易去面對的一件事情啦…」（SW01） 

「很單純那種什麼未成年未婚懷孕，然後她不想要在社區裡面曝光…那

這種要媒國內也很好媒啊…他可能未成年在社區…到處跑來跑去…其

實在國內要媒合的機會是真的很少」（SW01） 

「那有些收養人就會希望說他想要配對的收養的生母是未成年或未婚，

他覺得這樣比較單純，就他們有自己的想像啦」（SW05） 

再者，對兒少的族群和種族身份，則相對較複雜。臺灣收養人對於「膚色較

黑」，仍會有所拒絕；有社工認為這個議題並非只是種族議題，更重要的是收養

人自己尚未準備好面對收養這件事。 

「有的養父母不想要收養不同族群…他有可能有一個潛在的擔心是這

個收養這件事會被發現（台語）…那個反而是收養社工回過頭去工作說：

『你們為什麼沒有辦法讓收養這件事情自然的在生活中發生，是要把他

當成問題來處理？』」（S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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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收養人會因為這孩子皮膚太黑…這個家庭拒絕這個孩子…收養

人面對皮膚黑這件事情，其實他們自己心裡根本上，這孩子到底長得跟

我像不像？那這個就是身世告知…」（SW04） 

「在臺灣好像還是有的人一部份的人不喜歡黑寶寶，因為他們覺得帶出

去的話會一眼就膚色落差…一部份是害怕孩子的心裡啦，有一部份收養

人沒有自信，就不知道怎麼跟鄰居或者是問的人做解釋…」（SW10） 

另外，有關於受到兒童保護系統下的孩子，特別是因近親亂倫而出養的兒童，

除了基因發展上的風險之外，無論是對於收養人或是社工來說都是很難面對的。

因此，社工認為有時這樣的孩子若透過跨國境收養的環境之下，也許可以減低對

於身世真相的恐懼。但值得反思的是，當社工本身都無法面對的時候，我們又該

如何協助收養人一起面對呢？ 

「如果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孩子，我們評估他，譬如說我們曾經有一個近

親亂倫…那種孩子其實普遍，他在那基因的發展上可能都有一些限制…

我想我大概十通電話打來，一聽到近親的孩子就沒有人會理我了」

（SW11） 

「有一些身世是真的很難，不要說養父母啦，我自己都覺得有一點難面

對這樣，例如說你今天收養的孩子，他是家內的亂倫…你先撇開近親可

能有什麼疾病的風險，你光是跟孩子去提說那個東西就很難講…我覺得

跨國有的時候有一些東西可以因為語言或文化不一樣被蓋掉，他會被淡

化，就不會覺得那麼恐怖。」（SW01） 

4. 收養人期待健康風險低的收養兒童 

社工發現收養人對於兒童健康知識的認知是少的，因此在收養期待的兒童健

康狀況部分，社工會要求收養人必須先對於早產兒、新生兒常有的疾病等等做初

步的瞭解，再來勾選收養期待。 

「我就會說：『你收養早產兒嗎？多大早產兒你收？』他說：『我收。』

那我說：『那你就對早產兒瞭解多少？』…他說：『我不瞭解。』，我

說：『那你去做功課，做完再告訴我，你要不要收養早產兒？』」（SW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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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們還在做勾選之前，先做一個動作，你上網先去了解現

在新生兒的常見的疾病有哪些？你先了解了，你再好好的來勾選。』…

那真的會做嗎？不一定，…他有做功課，他勢必他在後續媒親的時候，

他會比較開放跟比較順，你沒做功課時，到時候媒親你就會知道他的狀

態了，就是再輔導…」（SW11） 

即使如此，收養人對於有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的收養兒童，接納度仍是很低

的，甚至是在收養期待表中就不會勾選。 

「病寶寶、罕病，或者是失聰的，真的太難啦…他從小時候身體狀況確

定好之後或者一些失聰的，他助聽器都已經全部都弄好了…跑得更勤…

每一次的媒親他的名字都會出來啦...這就是積極的方式，第二個是有時

候會卡在收養人一開始就勾不選擇了啊，所以可以選擇的人很少很少。」

（SW10） 

「我也遇過 25 周的早產兒，心臟病的早產兒，光心臟病就分很多啊，

需要開刀的，還是開過刀的…然後你腎臟的啦，要長期服藥啊，預防性

服藥還是什麼啊…還有多肢的啦、一個足多指，還四個足多指的啦，還

有唇顎裂啊，是只有唇裂，還是顎也裂啊，要需要矯正，是要不要做語

言治療…我就跟你每一個聊啊，你就會縮下來是，他只能收養這些孩子，

我給他的孩子就不要超過我核准他的這個範圍，但是這個每一個都要去

聊，都是透過這些讓我去瞭解這個人怎麼想，而不是拿來勾選的。」

（SW04） 

面對接納度低的收養人，社工依然也只能努力的溝通與輔導，但若收養人仍

然堅決不能接受，社工也是很難去說服與突破的。 

「因為孩子蠶豆症收養人就拒絕了，就太可惜了，那一直跟他努力的溝

通說：『你生活上只要排除一些什麼什麼，其實這個孩子跟我們一般的

人真的沒什麼兩樣。』，他自己本身是醫學背景的喔，他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沒辦法接受，這就是很難突破的」（SW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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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養人期待原生家庭狀況良好 

研究者也發現，收養人除對於收養兒童有健康的期待之外，社工也會和收養

人討論原生家庭的狀況，所以即使收養人接納的收養兒童的健康風險，但結合原

生家庭的背景，亦有可能影響收養機會。 

「有狀況我所謂特殊需求的孩子，他可能自己是健康的，可是因為他的

背景，他背景可能包括了藥酒癮、智能障礙，然後精神障礙，或是犯罪

歷史這些，那這些在臺灣找不到家庭已經我已經知道臺灣的一些文化了，

這樣的家庭少之又少」（SW04） 

「在媒親的那個過程中，他如果他有很明確的開放度，通常社工都會先，

先去提，他可以接受孩子有唇顎裂，他可以接受斷手斷腳，他可以接受

發展有一點慢，然後他可以接受，可是有時候這些東西再合併到原生家

庭的一些背景的時候，他們就會有很多考量。」（SW01） 

(1) 不能接受懷孕期間有藥酒癮 

多數的收養人特別不能接受生母在孕期吸毒的孩子，有社工認為是因為收養

人對於藥酒癮的認知是少的，甚至是非常負面的。 

「其實有一些毒寶寶就會覺得她很健康…可能 3、4 歲了，你也看得出

來他個性很穩定，或者是他的情緒其實很平和，那他受到吸毒的影響其

實是小的，但是就是因為這個背景…他就減少了大部分的收養機會…」

（SW02） 

「『…如果有吸毒背景的孩子被收養了…他狀況其實都是不錯的…沒有

什麼戒斷阿或是毒品的狀況發生，那你是不是願意嘗試看看？』，就是

人對於未知都是比較害怕的…收養人很難去跨出那一步，所以我覺得背

景這一塊對孩子來說是比較困難的…」（SW09） 

但社工又不能避免與收養人談論藥酒癮議題，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到孩子健康，

更進一步也影響收養人未來的照顧議題。 

「原家議題就包括剛剛講的你接不接受藥酒癮？疑似藥酒癮？…精神

疾患…或是懷孕過程中到底是什麼狀況啊…這些都是跟孩子有關的…

跟孩子照顧有關的。」（SW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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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父母是否有菸酒隱？…有關於到他們後續能不能好好照顧…」

（SW10） 

因此，面對來自藥酒癮原生家庭的孩子，社工會提供更多相關的藥酒癮的課

程及衛教資訊，而漸漸擴展收養人的接納程度。 

「我覺得這當這些資訊開始，你有一些跟收養人有一些澄清的時候，…

就會發現原來他們自己最擔心的其實是孕期吸毒、長期吸毒，那如果撇

開這些，其實搞不好就擴展了他們的機會了啊。」（SW03） 

「比如說他們當時在生父母的要求裡那邊，他們是沒有勾選的…可是後

來他們可能因為上過課，他們大概對兒童發展有一些概念，所以他們可

能就會再提出一些例外，比如說…他可能之前有藥酒癮…在懷孕期間他

是沒有吸食毒品的，那他們就可以接受」（SW05） 

(2) 家族沒有遺傳疾病 

收養人面對健康風險的顧慮，除收養兒童本身的疾病之外，對於原生家庭的

遺傳疾病也會有所擔心，而這些健康風險的議題確實有可能會影響到收養人在未

來收養兒童的成長過程中需要關照的。而面對收養人的擔心，社工也只能盡量提

供相關遺傳健康的資源，讓收養人可以更理解與放心。 

「他們大部分關心的是所謂的健康狀態，然後他的背景有沒有所謂的家

庭遺傳病史啊…他們會擔憂說會影響孩子的發展，或者是甚至會有他們

沒有辦法照顧的狀況。」（SW03） 

「孩子本身沒有問題，可是他有一個遺傳病史…所以收養人對這個很有

顧慮…去醫院做遺傳的就是諮詢…由我們帶著去，然後邀請收養人一起

參與，然後讓醫師親自跟收養人解釋跟說明，那其實做這些的努力，其

實都是希望如果可以讓收養人放心，他們可以早點接孩子回去，其實孩

子就不用一直在等待…那一次的狀況是…檢查結果出來孩子沒事，然後

醫生也有…跟他們告知那個遺傳的風險…但是他們還是過不去…」

（SW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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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能接納身心障礙或精神疾病史 

由於擔心收養兒童會受到原生家庭生理健康的影響，即使是沒有遺傳性的身

心障礙或精神疾病，國內收養人也仍會有所擔心而不願意接受。 

「有的時候連憂鬱症都不能接受…躁鬱症就不用講，智能障礙也不行，

中度、輕度、重度，光聽到聽到輕度或者是，他們就崩潰。」（SW01） 

「比如說像生父母有智能障礙背景好了，那如果說今天這個孩子的年

紀…可能是 baby，他是沒有辦法所謂的那個智力測驗或什麼，所以這的

確會是一個風險…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會擔心…」（SW03） 

特別是先天性的疾病史，對國內收養人來說更是無法接受，而社工也沒有辦

法去向收養人保證，收養兒童未來的健康狀況，進而妥協接受收養人的想法。 

「當然以台灣人來講不太會去勾那個先天的啦…」（SW11） 

「這他（出養人）身障是意外造成的，還是他（出養人）是先天的智能

障礙等等…如果是先天的，他（收養人）就覺得比較顧慮，但如果是後

天造成的他（收養人）就覺得比較可以接受。」（SW05） 

「這些孩子的背景，尤其是有精神障礙背景的…因為台灣收養父母親會

很擔心…現在的孩子情緒什麼都很穩定，但他會不會到青春期或是在更

大的時候也許還有機會…發病…是我們比較難去回答說收養人的…」

（SW09） 

6. 收養人仍會對收養兒童有外貌期待 

當面對收養人提出對於外貌是否投緣，或是其他與收養兒童健康照顧無關的

主觀經驗；社工認為以兒童為中心的立場，通常不會採納這樣的意見。 

「通常如果外貌期待過多會被談很久…他們就說：「阿～我想要女生啊！

然後眼睛大大、皮膚最好白一點啊！最好有雙眼皮！，然後我想要看這

個女生的八字啊，你可不可以給我算一下？」…」（SW06） 

「比如說像有人要可愛啊、投緣啊、生肖，這些其實跟孩子本身的健康

或是照顧情形這些是沒有太大直接的關係的，那可能比較個人主觀『我

喜歡怎麼樣的孩子。』，那如果是這一種其實在孩子的立場，我們就會

歸類成不能夠選擇的。」（SW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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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工對出養人期待的看法 

有社工在媒合配對的過程中，也會非常重視出養人對未來收養家庭的看法。

社工認為這是充權出養人的一種方式，並且在實務經驗上也發現，當越尊重出養

人的期待，後續的收養程序上出養人也會越堅定出養的立場。 

「會考量生母的出養意願，他的出養期待…我當初在出養社工還蠻捍衛

這一塊的…就這是他的願望就順他啊！而且他的只有這個願望…如果

說孩子進到的是媽媽他自己期待的那一些背景的收養人的家庭裡面，媽

媽真的是放心…聯繫是很順的…阻礙很小，真的很小。」（SW10） 

「出養人其實我覺得他們沒有什麼選擇權，雖然表面上有選擇權，但是

那個表面上的選擇權是因為我們希望還有選擇權，但是因為急於他自己

是決定要出養的這個背後…我覺得那個無能感蠻重的」（SW07） 

以下為歸納社工對於出養人期待的看法： 

1. 期待收養家庭是完整家庭 

社工發現大部分的出養人在選擇收養家庭的時候，較不能接受單身收養、同

志收養，或甚至是收養家庭是分偶狀態的；其原因是出養人會期待自己的孩子可

以被「完整家庭」照顧的理想，對他們來說的完整家庭是由夫妻兩人共同建立的

家庭。雖然社工也會再進一步與出養人的顧慮，但也有社工認為涉及價值觀念的

差異是很難改變的。 

「大部分的出養人是不會勾單身的或同志的…都要靠社工後來的工作，

開始跟他討論他為什麼不能接受，那他擔心是什麼？那到後來發現他們

聽完他們也會覺得『好像也沒有不行耶！單身好像也沒有不好。』」

（SW05） 

「收養家庭是分偶狀態的，那倘若今天出養家庭他們的期待會覺得他還

是希望孩子有，有爸爸媽媽這樣子一起照顧的狀態，他有可能就會拒絕

分偶的，或是拒絕單親的…那如果他有這樣的期待，我們就不會去幫他

媒單親的收養家庭或是分偶的收養家庭。」（SW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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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過於理想只會在要一個『完整的家』的理念，會是出養人很明

顯的一個價值，所以他們大部分都只能選擇夫妻收養…我覺得他是比較

難…因為他就是他的價值…沒有辦法改變他的…」（SW07） 

2. 期待收養人是年輕的 

有些出養人會擔心收養人的健康和體力問題，會影響收養兒童的照顧品質。

因此，會期待收養人年紀範圍是較年輕的，但由於目前收養人的現況並沒有符合

他們的期待，社工就必須再與他們澄清與討論。 

「出養人對於收養人的條件，大部分比較在乎年紀…擔心他們的身體健

康跟體力能不能夠照顧孩子啦」（SW07） 

「年齡，有一個媽媽他跟我說他希望 30 歲以下，他說這樣才有體力追

孩子，就是跟孩子跑跑跑跑…就跟他講現況，「收養人的現況真的沒有，

因為什麼什麼原因才會沒有，所以你要不要再調高一下？」，他就問我

說：『現在哪一個年齡層的最多？』，我們就跟他講這樣就好啦」（SW10） 

3. 期待收養家庭是高社經地位的 

出養人會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擁有較好的照顧資源，他們會期待收養家庭是

有穩定經濟能力或高社經地位的家。有些社工認為什麼是好的職業或經濟能力可

能是很難評判的，因此也會說服出養人不要太高估對收養家庭的期待。但也有社

工覺得若透過滿足出養人對收養家庭的想像，亦是一種充權。 

「出養媽媽他想要醫學背景的家庭，或者是他想要老師背景的家庭…」

（SW10） 

「我對他的職業有什麼期待，可是其實職業通常這種最後都會說服啦，

職業這種事情誰知道啊，希望他每年賺多少錢…」（SW01） 

「出養人的期待可能現在是『我期待我的孩子的父母將來呢，是老師，

是什麼…』，那再透過這個去充權他…」（SW04） 

亦有收養團隊會認為，原生家庭是比較弱勢的，因此在媒合配對的時候，也

會盡可能的考量到雙方家庭的社經地位，不要有太大的差異，希望不要讓原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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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感到更加弱勢。但研究者認為，收養服務並不是比較家庭優劣的服務，因此應

需要更加謹慎。 

「我們會稍微看一下收養家庭的背景跟出養家庭的背景不要懸殊太大，

因為我們在工作的經驗過程當中，我們覺得出養人在面對收養家庭的時

候，其實是非常弱勢的，會覺得矮一節，然後所以有些時候如果可以的

話我們希望不要配一個就是高高在上的，然後一個很弱勢的…」（SW07） 

4. 期待收養後有聯繫約定 

社工也會與出養人討論，有關於收養後的聯繫方式及頻率。但對社工來說，

這方面也得與收養人溝通配合，若雙方對於收養後的聯繫想法不一致，那麼也不

是適合媒合配對的。 

「有出養人說：『我不想要見面。』…那我在找收養人的時候，我就不

能找那種就是…跟原生家庭見面、保持聯繫極度在乎的家庭，因為這就

會造成兩方家庭的衝突…那個對孩子來講就不是最佳利益了」（SW04） 

「有一些出養人的裁後聯繫期待是一定要每年都見面的…不是所有的

收養人都願意這麼開放…如果有機會我們就盡量往這個方向配，那如果

沒有…我們就也讓出養人知道那個機會不高，大部分的出養人就會稍微

調整一下他們的期待在裁後的聯繫頻率上…」（SW07） 

5. 期待收養家庭有特定信仰 

有些出養人也會期待自己的孩子，可以進到有相同信仰的收養家庭。而社工

面對非常堅持的出養人，也只能理解及接納，並且告訴出養人等待收養家庭時的

風險有哪些。 

「有生母他自己是基督徒，所以他那時候很堅持…希望這收養人一定要

是基督徒的…他希望孩子跟他一樣在同樣的信仰的背景下長大…我們

也都理解他的考量，所以那時候就等了一陣子，因為那一陣子我們剛好

收養人都沒有基督徒，然後但他也能夠接受，也會知道風險在哪裡」

（SW05） 

  

 



 101 

二、社工對收養家庭現況的評估 

當社工評估完收養期待後，再來才會討論有關於收養家庭的現況，這些家庭

的現況會依據前端會談評估、家庭訪視報告等等，以及社工本身對於收養家庭和

原生家庭的瞭解來進行討論。當然，也有可能在前段收養期待的篩選評估後，就

已經完成媒合配對的結果。 

「然後再來是如果（收養期待）配的起來之後我們還會去評估一下，這個收

養人的狀況真的是適合照顧這樣子的孩子嗎？」（SW05） 

「然後我們再來看細項，就例如說背景…可能養父母的工作啊、特質阿，

他們居定地近不近阿…有的時候其實在這種其實前面很客觀的條件就

已經決定這個媒合了，你也沒有力氣再去討論。」（SW01） 

以下為歸納社工對於收養家庭現況主要的評估面向與看法： 

（一）收養家庭生活作息需配合收養兒童的需求 

社工會考量目前收養家庭的生活作息，以及收養兒童的需求是否能夠配合；

若當孩子需要有規律的作息，而收養家庭的沒辦法提供穩定時間的照顧，那麼對

社工來說他們就不適合媒合。 

「你可能說：『他適合這個家庭。』…安置社工或是安置的保育老師會

問說：『那他的家庭的作息規律嗎？』…因為這孩子是比較需要作息規

律的，雖然符合他的期待，但是進這個家庭之後會有很多的磨合」（SW09） 

「譬如說這對夫妻都在工作，那工作是公務員…比較一板一眼的，所以

我如果給他一個半夜還在喝奶的小孩，然後他又不打算要留職停薪，他

們一定要維持雙薪…可能他們就會有衝突」（SW11） 

（二）收養夫妻或伴侶關係穩定 

由於收養人是主要照顧者，社工認為當孩子進入收養家庭之後，對夫妻或伴

侶關係會有所影響，若收養人之間關係不穩定，可能就無法提供穩定的照顧品質，

對收養兒童來說是一種風險。因此，社工認為收養人必須具備有穩定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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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們的夫妻關係是不穩定的，其實相對孩子進去之後，會是增加

他們一個更多的不穩定，所以這些也是我們評估的重點」（SW08） 

「夫妻關係，就是各自的家庭狀況跟家庭的關係跟支持系統是怎麼樣？

然後包含夫妻這邊就是的夫妻關係是不是穩定？…也許這個孩子的太

挑戰，對於這個家庭的夫妻關係或什麼，就會有一些影響什麼，那他們

可能不適合太難的小孩」（SW08） 

「比較注重就會是他們夫妻的和諧度，所以其實包括我們在那個準備課

程的伴侶課程的設計上，我們都會盡量會用互動式的，讓社工是可以觀

察他們互動的模式」（SW11） 

（三）收養人可以處理手足關係 

有社工認為手足議題必須要依據兒童發展，以及其個人的需求來考量；若已

經是國小五年級以上的孩子，也許手足及同儕才是孩子目前需要的，但也會有不

同的意見，是擔心收養兒童進到已有子女的收養家庭，收養人照顧的心力會被分

散或年紀大的孩子要照顧年紀小的孩子等等。 

「我們機構國外出養…我認為已經小五、小六的孩子，其實他最需要的

是同儕、手足之間的感情，或許已經不是父母跟孩子的依附關係，…如

果你把他出養到這種有孩子的家庭，那大家有手足互相支持，而且手足

很多都是收養的…何嘗不好？…但是我們主管會有擔心…是不是孩子

過去就變成好像是做家事什麼之類的，這樣一直在照顧小孩…」（SW06） 

「我們要媒合的小孩…他是需要很多關注的小孩…他可能有個手足…

相對當他要受到關注可能就不見得這麼多嘛…我們就會覺得說他也許

他是第一個進來這個家庭，孩子會比較好…」（SW08） 

（四）收養人需與兒童有接觸經驗 

社工也會評估收養人是否曾有與其他孩子接觸或照顧的經驗，以作為收養人

的親職能力的參考。社工認為有與孩子接觸的經驗，可能會對未來照顧孩子比較

有概念；因此若收養人沒有相關的經驗，社工就會要求收養人去參與兒童相關的

志工或是多接觸親友的孩子等等，以提升他們對於親職的概念。 

 



 103 

「我還有收養人送去當志工啊，然後寫報告啊…要先去具備你自己的育

兒的經驗，你可能去當志工，你可能去照顧家裡的小孩，去當保母都好」

（SW04） 

「那我們就會來評估說，他一個大孩子進來，…比如說在教會裡面他有

接觸過一些…比較大的小孩的經驗…沒有孩子也許有一些跟別的孩子

相處經驗」（SW08） 

「親職能力…我們就會叫他來當志工…你來跟孩子接觸看看…讓我們

的社工來觀察跟評估他跟孩子的連結度，跟他對孩子的狀況的熟悉度、

了解度，但如果不足的，我們後續再跟他工作的過程中再請他去加強」

（SW11） 

（五）收養人需有具體的照顧計畫 

收養人的照顧計畫，也是社工在媒合配對時會討論的重點之一。收養家庭必

須要能夠因應收養兒童的照顧需要，社工會要求收養人必須提供具體的照顧計畫。

例如：育嬰假的計畫、是否聘請保姆、收養夫妻的照顧責任等等，對於社工來說，

若評估收養兒童需要依附單一的照顧者時，那麼短期內無法滿足這個需求的收養

家庭就不適合這樣的孩子。 

「像有的孩子他其實有依附的問題，或者是有的孩子他其實是之前有被

性侵過的小孩，那我們就會特別去強調他的身體界線不分，我們會希望

家庭提供一些教養計畫…」（SW06） 

「假設這個孩子是比較敏感的或年紀比較大的，那如果這個收養人的照

顧計畫是維持雙薪工作，然後要請保母的，那這個會是我們考量...（出

養社工）覺得比較適合的是進入共同生活期的初期是有一個人單獨可以

主要照顧…那會用這個方式來看哪一個收養家庭比較適合…」（SW07） 

「親職照顧的計畫是什麼？計劃就是未來過去之後，他們會比如說他們

有些他們就請育嬰假啊，或是他們要怎麼照顧孩子？怎麼去分配夫妻的

責任？親職的照顧責任？」（SW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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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養人需有家庭支持系統 

除收養人本身的照顧計畫之外，也有社工會考量收養人的家庭支持系統；包

含收養人其他的家人對於收養的看法。因為社工認為，未來收養兒童進入到家庭

必定會面對收養家庭的家人，而整個家族對於收養的態度與支持度，也會影響到

收養兒童成長環境。因此，若收養人可能有其他家人的協助，社工可能會評估此

家庭，可能擁有更多的照顧資源。 

「我們通常會看的是他的照顧能力...就是他們的托育資源，或者是有沒

有可以來協助他們的人這樣子。」（SW02） 

「支持系統…我們要同步知道的是那你的家族背後的人，尤其是你們現

在還在互動的人怎麼看待要收養的這件事？他們會不會還對於這個有

些迷思？有一些不一樣的態度？」（SW11） 

（七）收養家庭環境符合兒童需求 

社工評估收養家庭的親職概念，也包含居住環境的安排。因此，社工會透過

家訪去評估收養人對收養的準備程度，也會提醒收養人不同年齡層或需求的孩子，

要注意的居家安全是不同的。所以，在居住環境已經準備好的收養家庭，在媒合

配對時也會被納入考量之中。 

「透過家訪的部分，看一下他們對環境的一個安排…主要就是看說他有

沒有開始意識到我因為孩子…譬如說一歲到一歲半好了…大概就是發

展要學走路，所以有點高度的桌子的桌腳啦…櫃子的那個拉桿啊…樓梯

的間縫啊，他們怎麼處理？…觀察一下他們有沒有這個概念…」（SW11） 

（八）收養家庭與原生家庭避免生活圈重疊 

有社工特別提出，在媒合配對時還會考量到收養家庭和出養家庭的居住地點

不能太過於接近；其主要的原因是擔心收養人尚未準備好身世告知，而對孩子的

自我認同有所影響。而研究者認為，這部分確實需慎思，但社工仍需努力向收養

人提倡開放收養，必須正視隱瞞或延遲身世告知對於兒童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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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居住地…結果配完之後才發現不行耶，兩人住

隔壁街耶…那重點是我們就一直顧慮到是那孩子在如果還沒準備好的

狀況下，就出現了這個議題是到底對孩子的影響會是什麼？…所以我們

現在都很謹慎…」（SW11） 

（九）優先媒合有經濟或醫療資源的收養家庭 

針對有醫療需求的收養兒童，社工會優先考量的是有經濟能力負擔醫療費用

的收養家庭，以及該家庭有醫療背景的家庭成員，對於社工來說這樣的家庭可能

可以提供孩子更好的照顧環境。 

「當然第一是經濟，然後第二是…這個孩子他有語言發展遲緩…我們有

一組家庭媽媽是語言治療師，我可能就會強烈建議把他們配在一起…我

們有一些孩子有天生的心臟病…那你如果說這個家庭裡面有一個是小

兒科醫生…我會覺得說可以先考慮他…這個孩子他有比較多的醫療狀

況…如果今天有一個高社經、高收入的家庭，我當然給他啊…就像腦性

麻痺，你如果說給一般家庭，你敢嗎？其實說真的，我不太敢啦…我認

為至少就是父母要有財務規劃。」（SW06） 

「譬如說醫學背景或者是…有一些人是本身他沒有醫學背景，可是他整

個家族或者是兄弟姊妹都是醫療體系的人，那他對於孩子，譬如說蠶豆

症，就非常有把握啊，他覺得這不是問題…收養人也會去衡量他們的經

濟、他們的支持度夠不夠去收養這些特殊的孩子啦…」（SW10） 

另外，有醫療需求的孩子可能需要持續性地進行治療；社工也會評估若收養

家庭的居住地附近的醫療資源較少，可能就不適合收養有發展遲緩或是需要醫療

資源的孩子。 

「你說前面條件都配對的起來，可是收養人他可能是住比較在偏鄉的地

方，可是這個孩子他可能是需要密集的接受早療，那收養人他勢必得要

克服他之後交通跟照顧的問題…那如果說收養人沒有問題的話，那我們

還是會就是就這樣配。」（SW05） 

「那我們針對這個孩子發展遲緩，他們有沒有想像他們當地有沒有什麼

資源可以幫忙他們？…」（SW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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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收養家庭對身世告知的態度 

身世告知對收養人與收養兒童很重要的事，有社工認為收養人對身世告知的

態度必須作為媒合配對的重要考量之一，因為當收養人準備好面對收養議題時，

也更能尊重與接納收養兒童，甚至認為收養人對身世告知的態度是比收養期待更

加重要的事。 

「孩子最佳利益為是就是孩子的身世…所以收養人必須要對這個源頭

是尊重、是包容、是接納的…很多機構呢，在做身世告知的時候通常都

是以養父母為主，所以有去問說：『你什麼時候要身世告知？』，他就

會說：『等小孩準備好、等小孩大一點、等他懂一點。』，其實這些都

告訴我們收養人還沒有準備…所以收養人沒有準備好，他其實孩子永遠

不會準備好 ...身世告知跟需求一定是基底…我再去看原生家庭的期

待…然後再去看收養父母的期待。」（SW04） 

然而，也有社工表示在媒合配對的過程當中，確實較少關注到收養家庭對身

世告知的態度，主要還是比較考量收養家庭的現況與照顧能力等等。 

「身世告知，我覺得我們目前的工作，配對的工作比較少討論到身世告

知…」（SW07） 

三、社工對收養人及收養兒童特質的看法 

若在收養期待和家庭現況，還尚未能討論出媒合配對的結果；社工會再進一

步的考量收養兒童與準收養人的特質，會依據社工平常與服務對象接觸的觀察而

來。如：服務對象的興趣或生活模式，若特質有明顯的差異，社工也會預期未來

收養兒童進入家庭後可能會面臨不穩定的風險。 

「你會認為這個孩子氣質跟這個家庭很契合，像你總不可能把一個…每

天就是想要去玩的小孩，放到一個書香世家，每天都在家裡喜歡看書、

聽古典樂，你是把他逼瘋嗎？…這個孩子什麼都是拘謹，他喜歡把自己

的東西折好放回原位，我認為他就適合一個媽媽喜歡愛乾淨整潔的家庭，

因為如果這孩子很髒亂，其實媽媽是會崩潰的...他就沒有辦法好好去處

理他跟孩子的關係」（SW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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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氣質啦…如果是一個很敏感的孩子，我們就不會配給很大喇喇的

收養人…對情緒很不敏感的收養人或是沒有辦法提供很多的心理照顧

能力的收養人，我們不會這樣子配…我們會用很主觀我們所認識到出養

童跟收養家庭來做這個配對」（SW07） 

「那有一些家庭我們就覺得他可能包含他的挫折忍受度或是他的能力，

我們覺得他很適合一個可能複雜度比較高，他可能也可以去 hold住的」

（SW08） 

「這個孩子比較磨娘精型…（收養社工）會開始多問一些，比如說他到

什麼程度？哭不停嗎？會需要一直抱嗎？…雖然他可能是全職的，他

（收養社工）以他這樣的互動的經驗，他們（收養家庭）會不會是個有

耐心的人或者是他是不是一個可以理解孩子發展狀況的人…收養社工

就會告訴他說：『那我覺得我在裡面有誰最好。』」（SW11） 

四、社工對外貌或主觀偏好的看法 

若從收養期待、家庭現況，甚至到收養人及收養兒童的個人特質，皆無法決

定最適當收養家庭的結論時，有社工會採用主觀的資訊作為篩選。如：準收養人

與收養兒童的長相是否相似等等，但社工強調這是最後一個評估面向，不是絕對

必要的討論。 

「有的時候也會看那個樣子…最沒根據的…你會發現這孩子跟這收養人有

點像耶…然後也蠻契合的…那那個東西其實就會讓他接納孩子的程度更大

了一些…比如說我通通都篩完了，還是一對三或一對二…我們會有個順序，

那只剩順序…才會用到這些比較非制式或是非有根據的方法來看。」（SW11） 

五、社工在媒合配對優先順序的考量 

為避免媒合失敗，並同時增加兒童媒合機會，有些機構會幫收養兒童排序多

個收養家庭，在相似條件之下各機構的優先順序的原則不一，相當受到各機構對

於收養服務理念與價值的影響。 

「在幫孩子排序的時候…孩子可媒合的家庭我們不只一對一…可能有

三個順位，第一個嘗試失敗了，我們會嘗試第二個…會幫他媒配大概至

少三個收養家庭…就不會說第一個沒接受，後面就要重等這樣。」（SW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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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好的資源給予最需要的收養兒童 

有些機構認為，特殊需求的兒童必須優先媒合，並且將有較好能力及資源的

收養家庭優先排序，期待可以將最好家庭資源放在最需要的兒童身上。 

「那媒配的方式原則上還是以小孩為出發的，就是越特殊的孩子往越前

面，然後越好的家庭往越面前，因為這樣媒配下來的結果我們是期待準

備就是越好的家庭、資源越多的家庭去照顧越需要協助照顧的孩子」

（SW09） 

「大孩子會優先…一歲半以上就叫大孩子了，臺灣人還是喜歡收養小小

孩，一歲以上的孩子，其實機構就很緊張了…孩子會優先喔？黑寶寶…」

（SW10） 

因此，當有收養人提出願意收養藥酒癮背景的孩子時，社工就會優先將該收

養家庭進行媒合配對細節的討論，提高收養兒童的收養機會。 

「他說他可以接受用毒，那我這邊有一個用毒的，那我們都 assume 用

毒的小孩可能比較難媒嘛，他可以接受，那我就先媒配他」（SW01） 

（二）以先通過審查或機會越小的收養人優先 

有些機構的排序原則，是以公平性或收養機會較少的收養人為主，依據準收

養人的審查通過日期或準收養人的年紀限制，其排序皆由機構社工決定。 

「我們會排一個順位…那收養人因為有通過審查的日期…原則上比較

快通過了會先優先配嘛…或者這個收養人的年紀真的很大，他真的很難

有機會收養到孩子…他們的條件也配得起來，然後氣質也適合，就會優

先給稍微年紀比較大的收養人」（SW07） 

「我們也不希望孩子被收養人選，我們也不希望收養人被出養人選…可能

開會的時候，我會分順序，這個孩子優先是可以 A，第二個是 B，第三個

是 C，那我在通知出養人的時候，我只會先介紹 A…A 講完了以後他不要，

我也不會馬上跟他講 B…那我可能過一陣子，我就說那我會再幫你配…」

（SW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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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出養人的排序意見為主 

另外，有些機構認為出養人的充權與參與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會將初篩後的

排序交給原生家庭去做選擇，由原生家庭決定收養家庭的優先順序。 

「那 AG01 的做法比較多還是讓原生家庭有機會去選就讓他們自己去

選，因為這是一個 empowerment 的過程…聽完這四家之後，我們來決

定哪一家最適合小孩…我們有一個排序或是我們聽完之後，就是讓原生

家庭去選」（SW01） 

「我覺得 empowerment 賦權是非常重要的…要讓原生家庭去選擇收養

家庭…因為出養家庭已經是我們算是比較弱勢的家庭了…因為我們叫

做為愛出養嘛，所以他其實是在一個我沒有辦法為我的孩子找到一個家

庭的狀況下，那我如何幫我孩子去安排一個可以陪他一輩子養育他的家

庭…」（SW04） 

「收出養服務是從青少女懷孕的服務衍生而來的…因為這個背後的歷

史脈絡…我們的配對或是整個服務精神是會看重這個出養人…那我們

的配對方式就是會變的是我們會參考出養人的經驗，然後會讓出養人決

定他要不要把孩子出養給這個收養家庭」（SW07） 

六、社工在媒合配對的角色 

在媒合配對階段中主要的進行初篩決策的專業人員，大致上分為三類：收養

社工、出養社工及社工督導；另外，有些機構因有提供其他的服務項目，而有其

他服務類型的社工一同介入媒合配對的討論。例如：出養前端服務的青少女懷孕

社工、安置服務的安置社工、協助收養家庭調查的收養家庭訪視調查社工等等。

以下分別描述，各社工在媒合配對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一）收養社工 

1. 必須清楚瞭解收養人的狀態 

收養社工在媒合配對階段，必須清楚瞭解收養人的能力、特質、健康狀態及

家庭資訊。許多社工會透過前端的深入會談，瞭解到收養人對於收養態度的彈性。

 



 110 

因此，在媒合配對討論的過程中，並非只單仰賴媒親期待表及家庭訪視報告的內

容，收養社工會更詳細提出對收養人的觀察與評估建議。 

「這對養父母到底他們的能力怎麼樣，收養社工…會告訴你說，他的個

性、他的特質，或者是他的健康的狀態…可能他在育兒，或是人際應對

上面的彈性沒有那麼好…那也許你要給他相對比較容易、比較好預測的

小孩。」（SW01） 

「當我的收養人 po 出來在會議上面的時候，我都可以很清楚的一個知

道說他們的彈性在哪裡，雖然說他們的表格都不能夠接受懷孕期間有抽

菸的…我們有深入訪嘛，所以我會知道說他們覺得那個沒什麼，會議上

我就會說：「其實他們可以接受。」就是陪伴久了之後，你會知道他們

的個性跟彈性在哪裡，所以彈性一旦放寬，很多孩子就可以進來了阿。」

（SW10） 

「在媒親之前，我社工在做的工作就是我在完全的認識這個人，我要從

他告訴我的跟他的反應裡面去了解他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因為孩子

又是一個獨立個體，我知道這個之後，那孩子放進去時，他們會產生什

麼火花？」（SW11） 

2. 傳達真實資訊給收養人 

收養社工在詢問收養期待時，會盡可能的向收養人傳達收養兒童真實的資訊。

一方面是為了拓展收養人對收養期待的想像，以及具體化收養兒童的現況，讓收

養兒童增加被收養的機會。 

「我通常在跟收養人家庭工作的時候，我在講這些所謂的預想或者是舉

一些過去的狀況啊、例子啊，讓收養家庭去思考的時候…我覺得那個話

講出來不是要去嚇他們，然後而他們不敢媒合怎麼樣的…這些例子帶給

他去拓展他們對這個部分的認識…那有些收養人就會因為這樣覺得

說…他覺得沒有關係…是擴展收養人的收養期待或者是幫孩子增加機

會…因為他們可能不太知道到底是現實的狀況是怎麼樣。」（SW03） 

「訊息給的正確很重要…收養人的訊息、出養人的訊息、收養的期待、

出養的期待…」（SW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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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社工提及過去在與收養人傳達資訊上是相當保守的，但這個原因

是來自於社工本身對於媒合配對失敗的焦慮；因此，該機構的社工也開始改變向

收養人及出養人傳達真實的資訊，並試圖更瞭解收養人及出養人的想法。 

「以前我們對於配對在資訊上面非常的保守，我們不想要公開任何的資

訊…收養人想要的資訊或者是出養人想要的資訊，特別是對收養人我們

其實非常保守…是社工員的焦慮…收養人會拒絕，然後我們焦慮我們孩

子配不出去、媒不出去…我們比較坦然面對這個事實，『對！收養人就

是會拒絕。』、『對！出養人...他們也會有他們的想法。」我們就盡可

能的我們也開放一點…我講了狀況，我也希望你讓我知道你要這個資訊

背後的是什麼這樣子。」（SW07） 

3. 提供合適收養家庭的建議 

在清楚瞭解收養人本身及其家庭的狀態後，收養社工會根據他們對收養人的

認識，提供給出養社工一個或一個以上適合收養兒童的收養家庭，或特別建議該

收養家庭適合哪一類型的收養兒童，再進行適配性的討論。 

「負責收養的這一邊的社工…服務對象是收養人，所以他們會想說那他

負責他手上的哪一個收養人是適合，不管是在期待上面或者是在氣質照

顧上面或者背景上面…那會不會適合這個孩子…」（SW07） 

「這個孩子太挑戰，對於這個家庭的夫妻關係或什麼就會有一些影響，

他們可能不適合太難的小孩；…有一些家庭我們就覺得他可能包含他的

挫折忍受度或是包含他的能力，我們覺得他很適合一個可能複雜度比較

高…依照每個案子的狀況去做一些討論…」（SW08） 

「收養社工就會看著他的…所有手上已經通過收養家庭的收養期待去

說：「也許我們可以試試看 A、B 這兩個家庭。」（SW09） 

（二）出養社工 

1. 瞭解收養兒童及原生家庭的狀態 

出養社工負責服務收養兒童及出養人，必須清楚瞭解收養兒童及其原生家庭

的狀態，才能夠提供收養社工去思考哪一個收養家庭適合這位收養兒童。 

 



 112 

「我們要足夠認識這個孩子，那要足夠認識照顧他的家人的個性，跟這

個孩子的特質，那整體的狀況，我們才有辦法在這麼濃縮的媒親會議裡

面讓收養社工理解、瞭解，…我們會討論的很細節包括出養原因、出養

動機，然後還有家庭生活的很多、很深入的層面…」（SW02） 

2. 協助出養人釐清資訊 

為了要讓出養人更瞭解收養家庭以及更具體化對收養的期待，出養社工會在

媒合配對過程中協助釐清更多收養人的資訊，讓出養人可以更放心的將孩子出養

出去。 

「出養這邊的工作，…如果他們（出養人）對單身的照顧者是有疑惑

的，…他也需要更多的資訊，就是他到底擔心的是什麼？…他們需要我

們提供多一點的資訊啦，或者是說也幫忙他們釐清一些，因為或許有一

些擔心是沒有必要的。」（SW03） 

「出養人的期待呢，也是我會考慮的，那出養人當然有可能他的期待是

合理或不合理，那就是社工要跟他聊，所以基本上呢，這期待都要落在

一個合理的範圍」（SW04） 

「出養人的期待是有點不切實際或者是很刻板印象啦，比如說我們之前

有單身的收養人，可是我們在跟生母工作，假設我只是這樣子一板一眼

的問他或者是我只是拿一個表格給他填、問他出養期待，大部分的出養

人是不會勾單身的或同志的，可是這個都要靠社工後來的工作，可能開

始跟他討論他為什麼不能接受，那他擔心是什麼？那到後來發現他們聽

完他們也會覺得好像也沒有不行耶，單身好像也沒有不好。」（SW05） 

3. 提出媒合配對的建議 

與收養社工的角色相似，出養社工也會根據他們對於收養兒童及其原生家庭

的瞭解，提出他們所認為收養兒童適合哪一類型收養家庭的建議，以期待收養社

工可以提供適合的媒合配對建議。 

「負責的出養的社工會先介紹 A 小孩他的健康狀況、出養人的背景，

然後出養人的期待，然後這個孩子的氣質，…在保母照顧的期間或者他

在安置的期間的氣質、照顧狀況怎麼樣，…負責出養的社工他提出他認

為比較適合什麼樣子的收養家庭…」（SW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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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工督導 

有時因為收養社工與出養社工專注於自己服務對象的權益，而無法理解對方

的家庭狀況或媒合配對的意見不同時，社工督導就必須站在中立的角色去協調雙

方的想法。 

「因為督導的角色，所以就也需要主持媒親。」（SW05） 

「因為我是督導…所以我常常會需要跟負責出養的社工講說你要認識

一下你服務的收養家庭，那我也會跟收養社工講說你要請你的同事讓你

也知道這個出養人的狀況什麼？」（SW07） 

「那麼我們自己兩個兩方社工喬不攏的時候，我們還有主管，我們就是

一起討論這樣子」（SW08） 

再者，因為大部分的出養社工是同時代表收養兒童及出養人；但也有社工督

導表示，有時出養社工面對收養兒童及出養人立場相左時，社工督導會站在收養

兒童的立場，而出養社工以出養人的角度一起進行雙方權益的討論。 

「但如果沒有前端有社工，可是需要分工的時候，那可能就是譬如說督

導下來，擔任可能是為孩子的那一方，那社工就為出養人，我們就會看

案件的狀況，那主要收集當然就會是他到底能不能養得起孩子？」

（SW11） 

（四）安置社工 

有提供機構式安置服務的收養單位，為避免出養社工一下要為出養人發聲，

一下又得站在收養兒童的立場，再加上安置社工對於收養兒童密集且專業的評估，

機構會讓安置社工一同加入媒合配對的討論，並提供收養兒童的生活照顧及能力

發展的狀況，以及提出該收養兒童適合哪一類型收養家庭的建議。 

「小孩子的發展狀況、小孩子權益、小孩子是適合怎麼樣的模式的家庭？

就有安置社工這裡負責」（SW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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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養家庭訪視調查社工 

有機構認為，收養社工同時擔任調查及評估的角色，會使得收養社工和收養

人之間的關係緊張。因此，該機構在做收養家庭訪視調查時，會外聘機構外的資

深社工，同時也會和收養社工一起討論收養家庭的狀態，以擔任較中立和客觀的

角色提供收養社工更多家庭資訊。 

「對收養人來說我們是調查，不是評估的角色，所以我們有點像老師跟

裁判，所以有的時候在做 home study 的時候，因為怕他們會因為這樣子

的關係，沒有辦法很坦誠地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所以其實他做 home 

study 的社工是我們去請外面的社工…這個社工當然他是比較資深的…

比較專業的，…他不用去處理機構內部的行政和系統…就是接案，我就

是很單純地去調查你家的狀態…外包的社工負責出這一份（家庭訪視）

報告，然後當然中間他們調查了，討論的過程還是會跟我們機構社工有

一些回報跟討論…」（SW01） 

（六）青少女懷孕社工 

提供青少女懷孕服務的機構，在出養人決定出養之前，會由青少女懷孕社工

陪伴，而出養社工則是負責和出養人討論出養意願及出養相關規定。必要時，青

少女懷孕社工會站在出養人的角度，而出養社工則是以收養兒童的立場，一起和

出養人討論媒合配對的過程。 

「這個媽媽今天是懷孕階段進來的，那會有一個懷孕的社工陪他，先陪

他走懷孕的歷程…同時也跟他討論養育抉擇…有七、八成的意願是可能

是生下來之後就會出養…會在他產前安排一個三方會談，就是未婚懷孕

的社工，然後個案，然後跟出養社工，那由出養社工…跟他說明解釋出

養在法律上面權利義務關係的改變，以及在整個出養歷程裡面他需要配

合的地方…然後跟未婚懷孕的社工的工作角色有點區隔…如果他還是

繼續要出養的話…這收出養社工才會進來，才會正式開案」（SW05） 

「那我們有時候還可以分工合作，他（青少女懷孕社工）負責就是媽媽

那邊，那我負責孩子這一邊，那我們立場不同的時候，有時候談起來比

較好談，比較不會讓那個服務對象覺得說：『你現在到底是站在我這裡？

還是站在小孩那裡？』」（SW11） 

 



 115 

七、小結 

（一）多元的媒合評估面向 

在媒合配對的考量中可以發現多數的機構是以「收養期待」作為優先篩選的

方法，與文獻探討中 Valdez 和 McNamara（1994）提到，尋找符合彼此期待的

傳統媒合方式相似，但現今的收養媒合也同時考量收養家庭的背景與能力，以及

收養兒童的特質或需求狀態是否適合組成收養家庭；最後如果條件都相似時才會

採用主觀資訊來作為討論之一。因此，可以發現臺灣媒合服務的評估面向是相當

多元的，社工必須從個人需求、家庭關係與照顧能力、社區及社會支持的資源等

等，來評估收養兒童與收養家庭之間的適配性。 

（二）以家庭訪視報告為媒合評估依據 

臺灣目前在媒合評估所參考的資料皆是以社工在媒合階段之前所搜集的家

庭訪視報告為主，並無發展如 Hanna 和 McRoy（2011）所整理的媒合配對評估

量表，反而是與美國兒童福利資訊網所介紹的收養家庭訪視調查報告相似，透過

社工的訪談與觀察評估所撰寫的訪視報告，其中包含收養家庭的背景與日常生活

型態、人際關係、親職經驗、支持系統、照顧計畫等等，從受訪者的經驗來看，

這些家庭訪視報告確實有助於社工在媒合配對的初篩決策時的參考。 

（三）社工成為媒合服務的協調者與決策者 

本研究受訪者主要涵括收養社工、出養社工及社工督導，如同 Crosson-Tower

（2018）所指收養社工們會擔任不同的角色，在臺灣收養社工是以收養家庭的培

訓與評估；出養社工則是協助與評估收養兒童及其原生家庭出養事宜；社工督導

則是作為收養社工與出養社工之間的協調者；與過去相關文獻所述，收出養社工

必須同時擔任協助者與評估者的角色（王慧琦，2013；嚴之翔，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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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研究者認為在媒合階段的收養及出養社工除了協助者及評估者角色之

外，更重要的是收養社工或出養社工會提出媒合配對建議，與 Farmer 和 Dance

（2016）所提到收出養社工是有責任為收養兒童尋找家庭及決定收養家庭是一致

的；另外，收養社工及出養社工也必須將正確的資訊傳達給收出養雙方，同時成

為服務對象的代言人，透過收養社工與出養社工的協調，以達成媒合決策的共識。 

（四）媒合評估深受社工的主觀價值判斷 

從受訪者的評估經驗來看，可以發現媒合評估面向是深受社工本身主觀價值

影響的，如同 Hanna 和 McRoy（2011）所說，媒合服務是非常專業且主觀的決

策過程，尤其是當媒合配對的過程並不理想時，如 Pösö 和 Laakso（2014）研究

所發現的一樣，社工是必須進行妥協的。以收養期待為例，有些社工認為收養人

是未來的主要照顧者，若媒合配對的結果並不符合收養人的期待，對收養兒童來

說也會是一種風險；但又可以發現社工對於收養人的期待是有底線的，若收養期

待是會影響未來兒童照顧的狀況，那麼社工就可能做出妥協，但若涉及收養人個

人主觀偏好挑選兒童，社工就不會讓步。然而，不禁讓研究者進一步的思考到底

哪一些評估面向是會真正影響收養兒童被照顧的？再以性別偏好來說，有些受訪

者認為性別只是受到偏好或文化影響，那麼為什麼收養期待的討論中仍然會將性

別放入篩選面向？性別真的會對兒童照顧產生影響？研究者認為這些都與社工

本身對於評估面向的主觀看法有關。 

（五）機構理念是影響媒合決策的關鍵 

上述發現媒合評估面向受到社工本身主觀價值影響，社工可以提出收養兒童

適合媒合哪一類型的收養家庭的建議，但從媒合配對優先順序的考量來看，最終

媒合結果仍是以機構理念為主，有些機構認為最好的資源給予最需要的兒童；有

的機構則以先通過審查或機會較少的收養人為優先；有的機構則是以出養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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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為主，因此社工會依著機構理念去決定最後收養兒童優先媒合給哪一個收養家

庭，機構理念成為初篩媒合決策的關鍵因素。這樣的結果也與 Pösö  和 Laakso

（2014）及 Hanna 和 McRoy（2011）的研究相同，社工在媒合配對決策時皆會

受到服務對象、機構規範及政策制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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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合配對的困境 

（一）社工本身的限制 

1. 社工收集的家庭資料能力不足 

媒合配對的過程相當仰賴社工在前端的評估資料，但目前評估資料的收集仍

僅限於會談及制式的問題。因此，當社工收集的資料不足時，那麼在媒合配對的

討論中就很難有更仔細的討論。 

「訪談的時候一定會問，但就是限於談話這樣子」（SW10） 

「資料收集不齊…到底怎麼樣來配對的合適性…一開始可能就真的比

較仰賴的是制式的資料…大家討論以後發現『你講剛剛講那些話很重要

耶…保母說我孩子晚上怎樣怎樣怎樣的，然後白天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孩子的反應就影響照顧的品質，這個很重要，下次這個也要把他寫

進來或是下次這個要把他提出來，這樣我就可以再配得更仔細」（SW11） 

有社工認為，這是與機構的社工訓練及收養評估時間有關，沒有足夠的社工

會談技巧及評估觀察和敏感度的訓練，或社工本身的評估經驗不足，以及機構給

予社工進行家庭評估的時間太少，都會導致於社工收集的家庭資料就會不足。 

「我不認為我之前收養機構的國內的培訓成熟…因為你真的（評估時間）

太短，我覺得太短有幾個問題是…如果這個社工他不夠資深，他沒有我

講的那種觀察力…或是他沒有那個敏感度的社工，他就發現不到這種的

矛盾…有一些人確實就是沒有辦法那麼深層的跟家庭會談…」（SW06） 

「很多評估的人，其實他的生命經驗還不夠，他其實是要很多的練習、

很多的陪伴…就不能急阿…因為我是要瞭解這個人。」（SW04） 

另外，有部分社工為了想要讓特殊需求的孩子盡快媒合到收養家庭，因此可

能在媒合配對的時候會選擇隱瞞，或只解決現階段收養兒童及收養人的問題，而

沒有預想未來收養兒童進入到收養家庭後可能會遇到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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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的地方，有時候也跟社工的特質也有關係啦…如果他的眼光放在

現階段，就是要讓大孩子出去或者是有一點特殊議題的孩子趕快出去，

他就會選擇原生家庭很多事情是隱瞞的，或者是他對於出養人…是不友

善的；那如果我說他的眼光放的是長期的話，他就會把孩子的任何訊息

收集的很完整…這是社工他個人的工作的一個謹慎度嗎？謹慎度跟良

心嗎？好像吧，也是。」（SW10） 

因此，有些社工會認為應該要釐清完整特家庭資料，並針對收養兒童及收養

家庭進行較謹慎的媒合配對評估，再進行後續收養程序，但有時會礙於機構對於

收養流程的時限，而導致社工不得不同時進行家庭資料的收集及媒合配對的評估，

並且也增加媒合配對失敗的風險。 

「在現場會要求這個短視的評估…再去多做一點什麼什麼事或是很多

事情再做釐清…因為大主管也是有會議裡面的成員之一嘛，他就會說：

『好，這邊釐清，繼續跑，媒親繼續跑。』…我覺得很可惜耶…因為你

這裡的事情或健康沒有釐清、生母的意願你沒有釐清、生父也沒有也說：

『好，要出養。』…孩子媒到收養人之後，生父跳出來：『我要留養。』…

這個上面的這個媒親的這個動作，當兒戲嗎？」（SW10） 

「臺灣很多工作做得不夠細緻…你在評估中你會趕鴨子上架…國外收

養人因為是政府去核准的…他從申請到他被核准當準收養人就要二到

四年…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念『我很想收養』，你無法走這條路的…但臺

灣很多有時候是我呼嚕呼嚕就過去了，那個是我評估半年，你半年能夠

瞭解多少人？」（SW04） 

2. 社工的工作排程拖延 

有時社工也不得不承認，在工作量較大時也會有排程的延宕，因而導致在收

養評估的安排上而有些拖延；甚至是在跨國境收養也找不到家的孩子，社工需要

不斷的更新資料，但也因為社工的行政及其他工作而被排擠更新的速度，而導致

收養兒童等待收養家庭的時間延長。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工作的排擠啦，例如說我可能這陣子一直都開庭啊，

我就算月初拿到轉介，可是我這個月兩三個庭，我光忙漸進我就沒有空

了，我怎麼可能有空再去看資料寫報告？」（S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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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己的社工手上案量這麼大，我們可能有一些孩子已經是找不到

（國際家庭）了…有很多的文書跟很多的行政跟很多的個案工作要做…

我好像沒有時間去一直更新他們的訊息…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會有一點

兩難…」（SW08） 

3. 收出養方的社工雖分工明確但卻無法中立 

由於目前收養服務的社工會分為收養社工及出養社工，各自服務收養人及出

養人，在評估的過程中兩方也不會有資訊的交流，因此在媒合配對討論時，為了

各自服務對象的權益把關，而導致無法較中立或以兒童為中心的立場思考，再加

上每個社工對於家庭評估重視的面向不同，導致溝通時會有資訊上的落差。 

「我們就是分成出養社工跟收養社工，我們最常出現的點就是各自把關

各自的…有時候會在媒親的時候，有見到就是那個『你在嫌我的不好嗎？

沒有，我的很好啊！』，就是會有這種，那個氛圍…。因為分得比較細

的時候，他就說：『我不掌握不到耶，他這樣資訊好片段。』，然後又

加上社工本來就有社工處遇的習慣，所以如果假設他在意的其實是這個

孩子的某個部分，而這個社工其實不在意這個…媒親交流時就會漏掉那

個一些訊息…」（SW11） 

4. 收養社工與收養人關係緊張 

無論是過去研究文獻中或是到本研究的受訪者仍可以發現收養社工和收養

人之間的關係依然是相當緊張的。有社工表示有時為了屈就收養人，而想盡快的

滿足收養人的期待；有時仍然必須面對收養人的對評估的不滿，亦有收養人認為

收養社工總是在刁難他們。 

「有時候會是覺得是為了屈就收養人…你有個壓力覺得這個收養人應

該趕快媒到，反正小孩子也不要讓他等，那他們趕快媒到就可以趕快…」

（SW01） 

「你必須要忍受收養人給你的壓力啊，『為什麼不是我呢？為什麼我還

沒有過呢？』，他可能還對你會惡言相向阿，他可能還會有勢力的找人

來關說啊…」（SW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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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收養人他在（其他機構）都已經上完課，也都進入媒親的狀況

了，但是他就是一直覺得說這些社工在刁難他，他覺得為什麼我要收養

孩子，你卻一直挑戰我很多很多的狀況？」（SW09） 

面對無法滿足收養人期待的衝突，有些社工認為必須要讓收養人瞭解收養社

工的角色，並非為否決收養人成為父母的能力，而是考量收養人的現況與立場給

予的收養建議。研究者認為社工與收養人的關係應是相輔相成，而目前臺灣社工

同時擔任評估者與協助者的雙重角色，確實是目前臺灣收養服務的限制之一。 

「我最常遇到的是那種會有衝突就是收養人有他的期待，可是我發現他

期待我幫不了他，譬如說我就是要有小孩，可是他就是不適合此時此刻

有小孩的那個過程，我怎麼說到讓他理解，我不是像是一個裁判官或什

麼去裁判你可不可以當父母？不是，我是站在我真的是考量你的狀態跟

你的立場…我覺得是收出養社工最大的壓力」（SW11） 

另外，關於同志收養人與社工的關係，有社工表示雖然機構並不排斥培養同

志收養人，但因為在收養評估的過程中，收養人必須大量揭露個人隱私及家庭背

景，對同志收養人來說是不太舒服的，因此較少有同志收養人順利完成審查評估

成為準收養人。 

「我們有做單身收養人…然後我們也不排斥同志收養人…但是目前還

沒有成功的案例…就是可能我們服務了一年，他最後選擇說：『那我還

是不走收養了。』，因為他太多的隱私要被挖了，他覺得他不舒服，對，

所以目前還沒有成功的同志收養人」（SW09） 

（二）機構方面的限制 

1. 跨機構間媒合配對流程不同 

為了增加收養兒童在國內媒合配對的機會，跨機構合作是目前理想的狀態，

但在實務面卻有許多困難，第一是由於各機構的行政流程皆不同，比起討論媒合

配對的適配性，機構間需花更多時間處理行政程序上的溝通。 

「理想上當然會很希望可以跨機構合作是最好…就是縮短孩子等待的

時間嘛…實際上在合作上面就是還是會有一些困難，因為我覺得每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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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在做這個服務有自己的堅持，然後流程、行政程序等等，所以有時候

那個轉案，其實光是花在行政程序跟溝通上面就要蠻久的…」（SW05） 

目前機構間合作的做法傾向是將收養兒童及出養人全案轉介至收養人的機

構，因為機構間都認為轉介收養兒童的做法是比較容易操作的。 

「很大的癥結是每一間機構的作法都不一樣，然後你必須要去協調說，

你今天這個機構的家庭收養了這個機構的孩子，你到底要依誰的？…還

是要兩邊都去談？我們要怎麼做？…收出養中心有開一個會，就是變成

說一旦我們這個孩子，如果媒合到這個機構的家庭，孩子就要一起轉過

去…因為（收養）家庭轉過來比較麻煩，孩子轉過去比較簡單。」（SW06） 

第二，由於各機構對於收養評估的面向都不盡相同，機構間也不信任彼此的

收養評估品質，因此實際轉介服務對象也都須再重新評估，而可能延長收養兒童

等待的時間。 

「對出養人來講也會覺得說他要重新跟一個機構建立關係，那也會拉長

那個孩子等待的時間，因為每個機構要求跟程序真的是都不一樣…」

（SW07） 

「他是兒虐造成腦傷的、癱瘓的小朋友，在國內就是幾乎百分之八十不

可能嘛…我們就會跟政府社工說：『…你從找有國際跟國內都有執照

的…因為你轉給我，三年後還是要轉出去。』…轉出去之後，他們又要

重新評估，因為他對於我們出養社工或是我們出養的評估可能不會完全

接受嘛…」（SW09） 

「合作的機構喔？有啦…不過收出養的單位都每個單位都很保守喔，每

個單位不信任每個單位評估出來的…收養人或是出養童…有在慢慢開

始開放，但是還沒有那樣的熱絡」（SW10） 

第三，在轉介過程中會影響服務對象與機構的信任關係，由於目前國內跨機

構合作傾向轉介收養兒童及出養人，但社工認為出養人會比較仰賴第一個求助的

機構，並且出養人也必須再重新與新機構建立關係，因此對服務對象來說轉換服

務機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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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轉是可能連生母就是一起就轉過去，可是有時候那個服務很難連

續，然後那個信任關係可能還是在我們這裡，所以變成是孩子出國了，

可是就是生母還是希望透過我們…要跨機構合作沒有想像中容易…」

（SW05） 

「我們很多特殊的兒少…我們得要轉給有做跨國的機構，那我們跟出養

人的關係也就斷了，會覺得說我們好不容易陪她一段時間了…跟他討論

一些失落的議題，那現在又要轉換…」（SW07） 

2. 機構間具競爭關係 

除了媒合配對的流程不同之外，機構之間的競爭氛圍也是非常明顯的，有些

機構為了招募更多的收養人會調整收養流程的速度及降低收養服務的費用；再者，

有社工也發現機構間合作不易是來自於機構不願意干涉與評價彼此的收養理念，

導致無法有更多深入的交流。 

「（研究者：你們機構收養人家庭算多嗎？）多，因為我們的第一程序

上可能比（其他機構）快…我們收費比較便宜…我們的課程沒有那麼久，

我們只有八週…」（SW06） 

「我們也互相不要踩線的原因是我們知道每個機構有每個機構的作法，

那我多問一點好像就會干涉說那你們是怎麼做的？我們是怎麼做

的？…沒有到不能合作，但是很多的價值背後的思維，我覺得有些時候

不好談…大家會自己以為自己做的很好這樣（笑）…所以我覺得也不願

意有更多的交流…是整個收出養制度以及社家署操作的問題，因為他會

變得機構跟機構之間是很緊張的…他不是一個良性的競爭，因為大家就

會各自比較…那個自我保護的線是蠻明顯的」（SW07） 

3. 媒合配對服務成本高 

有社工表示機構在媒合配對過程中也會受到服務成本的影響，如機構內提供

安置服務的人數有限；收養兒童安置等待收養的時間越久，機構要負擔的安置費

用就越高等等。 

「我覺得這幾年來，我們孩子的安置的時間越拉越久，我們也覺得『天

啊！那安置成本太高了！』…可是我覺得那好像又不得不…」（SW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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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收出養裡面有太多的考量了，成本考量、實際的考量、現實

的考量，比如說我要不要接這個出養童…第一個我有沒有床位？然後他

進來之後，我們能不能拿到安置費？…我現在的收養人多不多？我的收

養人可不可以接受這樣子的孩子？如果我的收養人沒辦法接受這個孩

子，那這個孩子會等很久，然後我的收養人…也配不到孩子…」（SW07） 

經過這些實際與成本的考量後，可能有些機構就會拒收服務對象，而使得服

務對象必須再向其他機構求助或申請收養；而機構間也不瞭解彼此拒收的理由，

可再次發現機構間的合作關係並不開放。 

「對我們來講可能會遇到一個難處是…很多困難的孩子我們會遇到是

可能其他單位都沒有辦法收，那他就問我們可不可以幫他做出養？…」

（SW08） 

「很多的出養人打電話來說誰誰誰就不接他的案子這樣子，那我們心裡

想說為什麼這個案子不接呢？」（SW07） 

「（研究者：你們機構收養人家庭算多嗎？）多…或者是被另外一間機

構拒絕，他就會來。」（SW06） 

再者，當媒合配對討論需要更謹慎與仔細的評估資料時，相對的社工要付出

的時間成本就會增加，並且服務對象的案量會減少，如果機構無法提供社工有更

充足的時間去瞭解服務對象，就會導致媒合配對評估資料不足的惡性循環。 

「任何機構都有一些…他們難以去承受那個虧損的時間…因為會有人

事成本嘛…譬如說我這個接這個案子越久，我就跟他工作的頻率越高，

我的案量就必須減低…但是（機構）真的沒有那麼多人（社工），然後

他沒有辦法去承受那個案量減低帶來的效益…他都只能靠捐款，可是捐

款又沒有那麼多的時候，他就只能部分靠就是可能收養人的這個收入。」

（SW06） 

「我們最近在嘗試有新的方法，…收養社工你偶爾也接個出養案，出養

社工你偶爾也接個收養案，來看看有沒有可能可以打破那個分界…但這

就有點考驗，因為還有人力成本阿、時間成本阿，支出的考量就比較複

雜一點。」（SW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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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方面的限制 

1. 收養服務費制度導致的利害關係 

收養社工與收養人關係緊張，除了社工雙重角色的問題之外，另一方面也受

到收養服務費制度的影響，有社工表示相較於歐洲及澳洲國家的收養服務制度，

美國採用的服務使用者付費的收養制度會導致收養人與機構關係較不穩定，在這

個利益關係之下也影響了媒合配對的過程。 

「收養這個早期其實我們是學美國的，所以非常以收養人為主的，所以

消費者付費…歐洲國家跟澳洲就是政府在做啊…所以我不怕你施壓啊，

因為你不是我老闆，你繳得錢是給政府又不是給我，所以他們相對的穩

定度就高，但你如果像美國跟臺灣的，因為是我付錢給你這個機構來評

我，他就有個利益關係，那利益關係機構把持不住的話，他就很容易會

造成媒親不順的狀態」（SW04） 

臺灣在 2012年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修法後，也採行美國

收養人自行負擔服務使用費的方式，但由於國內收養人對於服務使用者付費的概

念缺乏，收養機構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向收養人釐清與解釋的。 

「這種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在南部就是反彈很大，大家會很不能理解，

就是大家會覺得『我是在做善事耶！』；『你們是社福機構耶！怎麼會

是跟我收錢？而且之後是我要養小孩！』；『我以後要花的更多！怎麼

不是你們來補助我？還是我還要付錢給你們！』…這種觀念的釐清其實

就要耗掉蠻多的工作的力氣的，所以包括一直到現在，那當然現在我覺

得好很多啦！」（SW05） 

當國內收養人瞭解服務使用者付費的概念之後，機構與收養人之間也明顯的

產生利益關係，收養人會認為當他付費給機構，而機構理應站在收養人的立場提

供服務。 

「收費的機制…我個人是不太喜歡啊，但是我又可以理解就是現在最新

的社會投資裡面叫做使用者付費…我如何去扭轉民眾對於做人的服務

跟錢有關？…倒是買孩子我覺得還好，但是他的立場會覺得是『我要付

錢給你耶…然後讓你來罵我的這樣，讓你來覺得我不好』…」（SW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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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收養機構又秉持以兒童中心的立場，而無法回應收養人的期待，導致收養

人既要付費申請服務，又得通過機構的收養人審查，而無法展現自己真實的狀態。 

「收養人跟機構又有一種很有趣的關係，他既要跟你維持友好關係，可

是他又有一種有苦難言…他們（收養人）都在群組上交流一些訊息…原

來他跟我講的跟他去群組講的是不一樣的…你得要承認是他跟你就是

有一些某種利害關係，再加上收費的制度，如果他們把自己放錯位置，

那我們的關係就不可能是信任關係。」（SW11） 

2. 強制機構收養導致的不信任關係 

2012 年修法過後，無血緣關係的收養強制皆需要透過合法收養機構提出收

養申請，對於機構的衝擊是修法前申請機構收養服務的收養人，通常也是信任機

構才提出申請，但修法後有些收養人礙於收養制度的規定，而必須選擇機構收養，

但不見得收養人就是認同與信任收養服務機構的收養理念，為了可以成功收養，

收養人也會選擇隱瞞自己真實的看法。 

「新法沒有過的時候…找機構來做這樣媒合配對跟申請的收養人，他們

都是志願的，也是在信任機構的前提下來的…新法過了之後，來的都是

他不得不…他也不是這麼信任機構，然後他也不是這麼甘願，他就是礙

於這個制度他只能來，所以我覺得對我們的挑戰是跟收養人建立一個信

任，因為跟收養人關係是要長長久久的…」（SW05） 

「他們在面對機構的時候，確實機構有很大的權力決定，你可不可以收

養？…對機構來講其實也很難為，因為我們也想要孩子去到一個合適的

家庭，那我們既要評估你，然後我們要協助你，然後我們要支持你…他

要被我覺得他可以申請，很多時候他的資訊不會真實的讓我們知道，我

覺得不是所有的人都很適應這套制度…」（SW07） 

3. 主管機關提供收養服務支持不足 

在新法通過之後，主管機構也開始針對收養服務機構進行管理與監督的工作，

但社工認為目前主管機構僅提供管理與監督是不夠，尤其是當目前收養服務面臨

機構與收養人之間關係緊張時，主管機構應該提供更多收養服務的協助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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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收出養制度其實他們政府單位是有做評估的，那機構只是做後續

的支持性的協助跟服務，但是整個臺灣在 101 年修法之後，機構又要做

評估又做後續、又要做支持性服務…我們常會被收養人客訴說我們，他

們覺得我們歧視他們，然後他們就會打電話去社家署，然後社家署就是

要我們處理，但是他們完全沒有在這個過程當中盡到真的是協助跟支持

的角色，那我會覺得其實有沒有可能重新來討論這個制度，」（SW07） 

另外，也有社工認為目前主管機構所要求的行政工作，會影響社工的工作負

擔。在監督方面，所採行媒合服務的評鑑制度大多僅考核媒合配對的數量及成功

的數量，社工表示這樣的評鑑制度並不符合收養服務的價值。 

「可是在現行的制度下…我個人覺得那個要負擔的行政工作、報表，應

付主管機構那些行政工作太多了…我覺得這三方都有在做這個決定的

時候背後的苦…這個苦需要在這個過程的時候有機會去被照顧…影響

他們的收養的歷程能不能走得更穩定的…這是我們的價值…可是你知

道在現在的制度裡面，這個價值…他根本不被看見，評鑑的時候…只會

問你：『你現在配對了幾個？』，然後『你成功收養、成功出養了幾個

孩子？』…」（SW05） 

4. 名不符實的媒合服務平台 

2010年開始規劃的「收出養媒合服務平台」，其建置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國內

收養的可能性，但跨機構合作的問題的除了機構間流程不同及關係競爭之外，而

此平台至今仍然沒有發揮其功用，以下歸納其原因。 

(1) 以機構內媒合優先，不需要使用平台 

多數機構都面對收養兒童多於收養人的問題，因此當機構有審查通過的收養

人時，主要會以機構內的收養兒童為優先媒合對象，也就沒有更多的收養人可以

收養平台上的孩子，自然就沒有使用平台的需要。 

「我們家的狀態是我們國內收養人…都不夠媒合小孩，我怎麼可能還有

那個餘力去網路（平台）上看說：『有沒有多的可以給我們媒阿？』，

沒有這回事阿。」（S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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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平台…這個機構的國內收養多不多？那有沒

有可以符合這個孩子的狀態的收養人？…如果有這樣的收養人，其實他

們很快的就是可在自己機構裡面去做配對了。」（SW02） 

「我們的出養童可以在我們自己的服務的收養人裡面配對到，所以對於

這個平台的來講，我們沒有這個使用的需要」（SW07） 

「我自己內部的國內收養人去媒我自己的這些小孩已經不夠了嘛…因

為孩子數真的很多…就沒有餘力再去看別人有沒有其他的小孩可以媒

我的家庭」（SW08） 

「我最怕的就是孩子的等，所以假設我孩子很多時，我就沒有辦法去顧

到平台，那通常我平台上回覆，就是我可能就會略過…」（SW11） 

另外，也有社工提出機構本位思考的問題，當機構培養與審查收養人後，會

優先以機構內媒合配對為主，讓機構內的收養兒童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和選擇適合

的收養家庭，因此也不會主動使用平台，讓機構內收養人去媒合其他機構的孩子。 

「我們就會希望…經過我們評估覺得可以收養的收養人就留在自己機

構內，然後讓出養童有更多的機會可以選擇，所以我不可能把我的收養

家庭放到平台去讓其他的機構在選擇…是機構本位思考啦…」（SW07） 

(2) 機構間使用平台的態度不一致 

有些受訪者認為多數會上傳在收出養媒合服務平台的收養兒童資訊，僅是為

了取得國內收養不可行的證明，加快後續進行跨國境收養程序，並非為增加國內

收養的機會。 

「有一些小孩，我們就覺得…不用等了…趕快上平台，沒有，就趕快去

國外…他可能依附關係很差啊…他需要趕快有一個家庭，他不可以在安

置機構繞來繞去（台語）…我們就趕快上平台阿！」（SW01） 

「我們工作一段時間，…在國內可能被接受的可能性很低的時候，我們

就上去（平台）了...國內出養要進入到國際收出養的程序裡面，那個平

台證明是個必要條件。」（SW02） 

「會被放上去的孩子就是只是在等那一個…時間過，然後他可以取得跨

國收出養的證明。」（SW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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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為了跨國用的平台，就是只要你出不去的孩子就上平台，然後其

他機構如果回覆沒有的話，你就可以拿到一個媒合服務證明，然後就可

以跨國收養」（SW07） 

「那對於這一個系統，覺得他真的只是一個被規範的一個形式，大家要

他準備要出養到國外放上面，45 天下架就可以做國外的流程了…」

（SW10） 

再從受訪者的回應當中，可發現連社工本身也對於機構間是否有認真執行與

操作感到質疑，甚至大多數的社工是不使用平台的。 

「這個平台對我來說，我只是把我手上的出養的個案比資訊放上去，但

我覺得有用、沒有用，那是要看各個機構有沒有真的去操作…」（SW01） 

「去看這個平台的內容的人，他到底有沒有真正認真在看（笑）」（SW02） 

亦有社工表示當他們很認真使用平台時，發現其他機構可能只是為了跨國境

收養而將收養兒童的資訊放在平台上面，並非不是真心要尋求國內收養的機會，

因此導致雙方機構曾有不愉快的合作經驗。 

「機構他們有時候把孩子放上去了，然後我們機構收養社工會去看…我

們就說把他點下來，然後我們就做媒配，可是也因為這個動作，所以我

們有時候會惹的其他的機構不是很開心…因為他就只是暫時放上去，

『我是為了走國外，可是真的被你點走了』…我覺得點別人家的小孩比

較不順暢…」（SW09） 

(3) 平台上侷限於文字且不完整的資訊 

有社工認為，平台實質功能不彰的另一個原因是，平台上的資訊僅限於文字

說明，會發生社工對於文字的解讀不相同，以及在系統上文字資訊內容也不太完

整；相較於直接電話聯繫討論，社工在使用此平台時是沒有辦法清楚辨識收養兒

童的資訊，因此就不會主動提出收養媒合的合作。 

「他並不好用，我覺得是因為其實電話裡面就會稍微針對孩子做一些討

論或者是對方機構的收養人有沒有可能來接受，那就會有一個比較互動

性的一個討論這樣子…我覺得他就會有一些侷限啦…平台沒有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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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SW02） 

「那個平台實質上的功能不高啦…所以都還是得要透過我們私底下就

是這樣電話聯繫跟詢問，還有討論才知道有沒有機會，不然那個平台就

只是個形式。」（SW05） 

「至少以平台來講…有時候他們打電話來問，其實他們也有說他們其實

看不到什麼太多資訊，那等於說他看到了他覺得有可能，可是進一步再

問，發現其實不太可行嘛，那個平台上面 key 到的訊息可能可以顯示出

來看到也好像沒有這麼完整這樣」（SW08） 

(4) 平台變成主管機關管控機構的系統 

主管機構除不提供收養服務的支持的同時，也要求機構必須將服務對象的資

料建檔放在平台上；雖可理解主管機構是為瞭解收養兒童收養困難的數量及原因，

但主管機關只停留在管理階段，沒有提出增加國內收養的做法，並且有社工認為

這是一種對機構的控制而非協助。 

「主管機關，但是他只管理，他沒有提供任何的支持…卻要把我們所有

服務的個案放上去這個整個的服務系統？那你如果相較家防社會局的

這個我還可以理解，因為他們是委託方案嘛，那他們本來就有人事費啊，

所以個案本來就歸他們的…我們不是你委辦，我們只是經過你媒合許可

的機構，那為什麼要樣這樣子管控？….（政府）針對到底什麼樣的孩子

會跨國出去收養的這個做了很多的統計…這個系統部分也是要管控…」

（SW07） 

「政府如果你真的有心要把台灣的孩子留在台灣，那你為什麼政府的角

色不再更鮮明一點？…安置機構可以政府的嘛，那為什麼收出養單位反

而沒有呢？…然後你只是限制我，你只是訂了法條…他就是設了一個平

台，他希望孩子留在國內嘛，但這平台後來變成是我只是個形式，但是

他卻沒有做回去說那為什麼這麼多…一半以上的孩子都到國外去，這一

半以上孩子的背景真的都是這麼特殊的嗎？國內真的都沒機會？」

（SW09） 

5. 收養家庭福利支持不足 

社工認為政府提供家庭的福利政策是不足的，以出養家庭來說，若政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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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的經濟及資源的支持，就可以減緩出養兒童的數量；對收養家庭來說，

當國內收養人要收養一位有醫療需求時，政府是沒有辦法提供足夠的照顧資源來

協助收養家庭的，因此社工也認為這是國內收養人無法接納特殊需求的原因之一。 

「在臺灣的福利政策裡面對於收養家庭給的資源是非常少的…其實他

們一旦接受了一個特殊需求孩子，等於是他們得要運用整個家庭去支撐

這個孩子所有需要的照顧…這是在臺灣有時候我覺得很難去苛責我們

的收養人為什麼你對孩子要求這麼多的原因。」（SW05） 

「收出養制度是很少給收養家庭還有出養家庭支持的…很多的出養原

因都是因為經濟狀況、資源不足的處境，就是我覺得如果社會政策可以

多給這些我們所謂現在的脆弱家庭一點支持的話，我覺得也許不是所有

的孩子都需要走到出養…收養家庭我會認為說…為什麼他們不願意收

養特殊兒少，當然有華人文化的議題，但是我覺得也這個社會制度對於

特殊的支持不足，那所以當這個收養家庭自己要收養特殊兒少，他就要

自己負擔所有的責任…」（SW07） 

二、社工在媒合配對中的兩難 

（一）等待的停損點沒有標準 

整體來說，多數的受訪者都認為不要耽誤收養兒童進入收養家庭的時間，甚

至有些機構表示會很有很明確的標準流程，盡可能的縮短收養兒童等待的時間。 

「不管是媒親或者是確定媒合…心裡面有數大概要多久才要把這件事

情處理完，例如如果說我今天有家庭確定可以媒，那我當然就是越快確

定越好，我不可能有家庭在那邊拖半天，不會做這件事情」（SW01） 

「我們機構很 SOP，他希望你們照本宣科，他希望你照他們要求的時間

內完成這件事情，他們幾乎是不接受任何形式上的 delay…不太接受你

形式上就是說：『我認為這媽媽需要再多想一下。』…他會問你：『要

想多久？』，那如果太久，他就一直跟你講說：『可是小孩子在長大阿！』」

（SW06） 

「前端的評估…臺灣人可能百分之七十以上沒有辦法接受的個案，我們

原則上就會請政府或是父母親找有國際國外的…因為我怕耽誤了孩子

的時間」（SW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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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總是有很多實務上的兩難，使得社工必須權衡收養兒童是否需要繼續等待

收養家庭： 

1. 收養家庭數量漸少的衝擊 

目前多數的機構都面臨了收養家庭數量不足的問題，有些是因為臺灣整體收

養人申請數量變少，而有些是因為機構並沒有累積一定數量的收養人，因此可能

導致收養兒童需要等待收養家庭的狀況。 

「國內，就是收養人不夠」（SW01） 

「收養人真的不夠，這個是一個非常主要的原因…」（SW02） 

「這兩年的現況的話，的確我們整體的總數收養家庭是有下降的趨勢…」

（SW03） 

「依我們機構來講國內的收養人數，因為我們才近幾年開始做嘛，其實

並沒有累積像可能有一些機構是已經有一定的數量的收養人」（SW08） 

另外，有社工也提到在跨國境收養的情況也相似，目前跨國境收養的數量逐

漸變少及開放度也越來越低，也因此導致越來越多收養兒童必須等待。 

「我覺得普遍我自己覺得國際收養的開放度，其實也相對沒有像早期這

麼的開放…大孩子或是有一些 issue 的孩子，他們可能都還是不會這麼

困難找，可是現在我自己覺得整個國際收養的量也變少了…現在真的很

多困難媒合的孩子…不見得每個機構有能力去找困難的孩子…」（SW08） 

除收養人總體數量下降的之外，機構仍會有一些流程操作上的原因，導致社

工必須考量是否要讓收養兒童等待的狀況： 

(1) 是否要等待機構內收養人完成審查 

雖然國內收養人的人數不足，但每個機構仍然會有正在培養的或已經準備審

查通過的收養人，再加上機構都已機構內收養人為優先媒合，因此社工可能就會

考量是否要讓收養兒童等待即將審查通過的收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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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己會內媒了一次，然後下一次的國內可能有收養人可能又是半

年後，我們就會去評估說要不要讓這孩子去等這半年嘛？因為這會跟收

養社工他們的狀態，他們可能覺得說：『我現在有兩家…他已經快要進

審查了，下個半年就可以出來了，然後你的期待其實跟這裡面其中哪幾

個小孩有符合這樣』，我們可能就會也許孩子再等個幾個月…」（SW01） 

「我們最近因為床位太滿了…以及我們最近的收養人很少…原因就是

我們很多都還在工作期…以前是收養人要等小孩，現在小孩要等收養人

工作完才能夠配對…」（SW07） 

(2) 收養人定期招募制度導致等待延宕 

有機構發現，過去採用定期招募收養人的方式可能會導致收養兒童等待收養

家庭的情況，特別是當機構內收養人不足的時候，收養兒童反而得等待收養人的

養成才能順利媒合到收養家庭。因此，該機構調整招募收養人的方式，變成隨時

接受收養申請，就可以即時且不斷的累積收養人進到收養流程的程序當中，就不

太會出現是否要等待機構內收養人完成審查的兩難。 

「定期招開公開說明會再進入到後面流程…他就沒有辦法很即時的有

一些收養人就進來，他必須要等這個關卡…孩子就會要等待，…調整這

個制度，比如說我們有一個 intake 的會談，來取代公開說明會…」（SW02） 

2. 是否延長出養前評估時間 

另一方面，收養兒童等待收養家庭的問題，並非只是機構內收養人數少的問

題，而是收養兒童在出養前的評估也是導致收養兒童的等待時間會拉長很重要的

原因之一。 

「那個等待…需要讓原生家庭有一些時間去消化他們出養的這個決

定…等待政府社工跟他們家人談完啊…他才有辦法往出養走…這個等

待並不是說『喔！我現在就是等著有家庭出現，然後就算有家庭我就不

跟他媒。』不是這個樣子啦！」（S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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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會影響收養兒童在出養前評估時間拉長的原因，為以下四點： 

(1) 出養人的出養意願搖擺或不明確 

在法院進行收養裁定之前，原生父母仍然掌握出養決定權；因此當社工仍無

法掌握出養意願或當出養人意願搖擺時，社工就必須衡量是否要等待出養意願明

確才開始進行後續媒合配對的流程。 

「生母很確定要出養，也許生父是什麼行蹤不明之類的，就是那當然他

後會有變數嘛…前端的等待有一些是可能是原生家庭很難做決定。」

（SW01） 

「孩子是安置交給我們之後，然後媽媽就不見了…他其實是想要留養，

可是他又沒有能力…跟他討論…他的留養準備，等到孩子要接回去的時

候，他又不見了，就這樣來來回回…那孩子還是拖了一年多…」（SW05） 

社工的兩難是因為當出養意願不明確時，後續收養流程中斷的可能性就越大，

若社工選擇繼續等待出養人確定出養意願，出養人和孩子就必須承擔等待的風險；

反之，若社工決定繼續進行後續的收養程序，那麼在法院裁定之前，出養人要是

反悔或決定要留養時，孩子就必須中斷收養程序回到原生家庭中。 

「當他不是真心想要出養，其實他未來反悔率很高，其實對我們機構也

一種傷害阿。」（SW06） 

「有一個出養人自己是有工作能力的…他嫌棄，他認為收養家庭的收入

太低了…他自己放不下他自己選擇出養的這個決定阿，所以其實我們就

先暫緩這個配對，但是就是還是維持這個配對…」（SW07） 

「（研究者：在搖擺的過程當中，孩子還是就必須得出養出去嗎？）…

出養流程會跑…收養期間的任何風險都會讓收養人知道，所以他們一知

道生母要帶回去、要留養，他們其實是沒有話說的，眼淚流著還要把孩

子…送回來。」（SW10） 

「會跟他（出養人）討論說：『...第三個（收養家庭）他可能是可以接

受，可是如果你不接受，那可能我們要等待喔！…』…需要跟他們討論

他知道所有的狀況的結果、風險可能會是什麼？那他們如果 OK…那我

們第三順位如果真的沒有，我們就真的沒有」（SW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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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及照顧收養兒童的健康狀態時間長 

為避免收養人拒絕，當社工面對有醫療需求的收養兒童時，就必須等待及照

顧其健康及發展狀況穩定；而社工就必須衡量要花多少時間確認收養兒童的狀態，

或者評估什麼樣發展狀況才算是穩定而可以進入媒合配對的階段，例如有些孩子

可能需要接受機構一至兩年的照顧後才能真正進入收養家庭。 

「他現在就還在接受早療，然後或者是說他哪一項、哪一個部分項目的

檢查就還沒有做完，還沒辦法判斷他之後癒後的狀況到哪裡，那在這個

情況之下配對，收養人也都會覺得『ㄏㄚˊ那之後如果檢查出來狀況不

好，我可以那時候拒絕嗎？』之類的，所以我們盡可能去避免在這個收

出養過程的風險啦…」（SW05） 

「他有特殊的狀況需要追蹤，或是他來我裡這裡的時候住院，我還要再

觀察一下他跟進他住院術後的狀況，那我也不敢冒然的馬上就給收養人，

因為我收養人也會怕，所以那些比較特殊性的孩子就會稍微再久一點點」

（SW11） 

「小女生他大概兩歲初的時候進來…等到他媒到上家庭的時候已經四

歲了…他其實是到他三歲多的時候才開始配對，因為他剛來的時候阿，

他整個發展嚴重落後…保母大概花了一年時間讓他生理的部分可以跟

上來，那再來就是處理他的依附關係…」（SW05） 

(3) 政府社工優先介入原生家庭 

若原生家庭有兒童保護議題需由政府社工優先介入服務時，收出養社工這時

候就不能優先處理孩子的出養議題，必須等待政府社工完成前端的工作後，收出

養社工才能介入，因此即使收出養社工評估收養兒童有出養必要性，但也必須和

孩子一起等待。 

「太多社工，就是政府社工有政府社工在處理的事情，他可能還沒有那

麼快可以走到收出養，雖然說我知道要出養，可是政府社工可能還沒有

空去處理這件事情…」（SW01） 

「有一個狀況會等很久，就是剝親…他可能剝親就兩年，他剝親完之後

出養社工再服務，我是以這個時間點往後推兩年…」（SW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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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養期是否需要延長 

試養期是媒合配對階段的最後一步，社工需要不斷的評估與確認孩子在收養

家庭的穩定度才會協助申請法院裁定收養核可。然而，在試養的過程中收養家庭

也會有很多變化，導致試養的狀況不佳，因此當社工決定將試養期延長時，相對

的也就是延長了孩子確定進入收養家庭的時間。 

「有可能養父母一開始…家庭可能有變化，所以他試養期拖很久，或者

是說那個變化有可能是什麼有人工作換啊、沒有想到小孩子這麼困難啊

之類的，然後這試養期被拉長了…」（SW01） 

4. 是否堅持等待機構內收養 

不同機構對於在收養兒童到底要在機構內等待多久，才會採取跨機構或跨國

境的收養程序是不一致的。有些社工認為，無論是一般健康的孩子或是特殊需求

的孩子，只要在機構內等待媒合配對三個月至六個月後都沒有收養人願意收養時，

就會直接採取跨機構或跨國境的收養；但也社工認為在機構內等待兩年才算是等

待很久。 

「如果這個孩子我要讓他等三年，三年如果沒有國內我才要讓他走國外

的話，那就是機構的信念阿…如果是一個健康的孩子…我未來三個月、

六個月都找不到國內家庭，我就讓他去國外阿…所謂特殊需求的孩子，

他可能自己是健康的，可是因為他的背景可能包括了藥酒癮、智能障礙，

然後精神障礙或是犯罪歷史這些，那這些在臺灣找不到家庭已經我已經

知道臺灣的一些文化了，這樣的家庭少之又少，那這個孩子頂多等三個

月，我就會讓他去媒國外…」（SW04） 

「我們出養評估開始做到出去兩年，我覺得算很久。」（SW09） 

另外，有些社工則是認為應該以孩子年紀作為間線，若孩子出養年紀是在六

個月內，那麼就會盡量讓孩子在年紀六個月內進入收養家庭，但若是年紀已超六

個月，就只能看現有的收養人的時間，通常等待也是四至六個月內完成媒合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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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看看這年紀耶…通常如果我的孩子真的偏小，譬如說他兩三個、

一兩個月就進來…我期待我們社工可以在六個月內…他一進來就超過

六個月，那當然就是看孩子的時間跟收養人跟我社工的時間做配搭，但

平常通常四到六個月，我可以接受。」（SW11） 

若收養兒童已經一歲或一歲半以上，就必須要討論這個孩子未來到底是否要

繼續國內出養。 

「有時候要下一個停損點啦…沒有辦法每一個孩子都是設定一、兩年…

原則上大概一歲會是門檻…我們就開始很緊張，然後一歲半再沒有就會

開始決定要下一步，那個評估跟處遇的計畫要會隨著年紀越大會越需要

越緊湊一點。」（SW07） 

年紀更大一點或是嚴重特殊需求的孩子，可能在機構等待收養家庭的時間就

更長。 

「大孩子，那種比較難出去的…通常是半年到一年多，一年半吧！…其

實等到小學真的已經是極限了，那到時候就要轉家了…」（SW06） 

「大孩子或是很嚴重特殊需求的，所以等多久這真的很難講…我們也有

真的遇過聽說等了六、七年」（SW08） 

因此，面對年紀較大或特殊需求的孩子，社工必須不斷的衡量這些服務對象

還需要等多久？還有出養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嗎？這些問題對社工來說，都沒有一

個原則可以依循，更沒有標準答案。 

「困難媒合的孩子，我們都會定期每年都有兩次會議去做討論…再一次

reveiw 說我們這些案子等了多久？…社工有沒有定期去更新這些孩子

的資訊？…要不要再去核對一下他真的還想要出養嗎？…這個案子到

底他出養的可能性到哪？…這個案子預計多久之後我們要結案？…」

（SW08） 

「我們常常要考量三方權益，有些時候我們會回過頭來討論說：『那要

繼續等嗎？』，因為出養人的權益跟孩子的權益有時候是會衝突的…也

會有就是那我們就重新再配另外一個收養家庭的這個聲音，甚至我們真

的也會改變原本配對的決定…」（SW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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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出養社工的壓力就在於我根本沒有標準，連我要什麼時候要終止？

我們都討論很久，這個案這樣真的不行耶，這個案我一定要跟他溝通什

麼，那我到底要是要踩死的跟他說我就是不行？還是我要軟性的跟他勸

說？他每一個過程跟每一件事情都是眉角（台語）」（SW11） 

（二）「為愛收養」與「為收養人收養」的一線之隔 

1. 為愛而擇選？ 

國內收養機構價值的差異也影響了媒合配對的流程，多數的機構認為第一階

段透過專業社工的媒合配對討論是為了達到對收出養雙方的公平性，也就是避免

收養兒童被挑選，同時也避免收養家庭被挑選。 

「我們也不希望收養人是挑選孩子，所以我們也不希望收養人也是這樣

子被挑選，所以我們想要一致…我們還是一直維持就是由社工來配，然

後決定了一個之後讓你選擇這樣子…」（SW07） 

「我們真的還蠻 focus在孩子的最佳利益跟怎麼樣是不要讓孩子被挑選

這件事情，就我覺得那個價值是這樣…希望可以盡量去避免…讓這些家

庭是他去挑選這些小孩，是我們真的幫孩子去選擇一個最好...最適合他

的家庭，不一定是最好，但他就是最適合他的，那個價值是在這個結構

影響還蠻深的」（SW08） 

「我會盡量希望就是對出養方跟收養方相對的公平，他們有的權力是互

等的…其實沒有人想要被選，我們也不希望孩子被收養人選，我們也不

希望收養人被出養人選…」（SW11） 

但需要討論的部分是當社工完成第一階段的初篩後，詢問收養人及出養人是

否有收養意願時，其不同的做法就受到機構價值的影響。有些機構為了達到他們

所謂的公平性及客觀，在媒合配對確定之前是不會接觸到收養兒童的，因為他們

認為若讓收養人事先接觸孩子，那麼就會有不投緣或被拒絕的風險，而以兒童的

立場也會不斷地面對被挑選的過程，對孩子也是一種傷害。 

「（研究者：…只透過文字啊，不看照片的原因？）因為我們不想要…

今天 ABC，A 長的超可愛，BC 長得超醜，可是他們的背景條件可能都

一樣，那誰可以先有家？…就不公平啊，就是那個是很不客觀，那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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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憑感覺的一件事情…我們機構會覺得說是不是孩子被當成像貨品再

被挑選？（SW01） 

「媒合的機制上要確定要接受才能看孩子嗎？…（先看孩子）我覺得這

樣很像你去菜市場挑菜，然後這個好我才要，這個不好我不要…就算即

便他今天來見，他不是這種心情，可是我覺得在孩子的立場就會有這樣

的意味，有很多人來看我，可是他們不是要帶我回家的人…就會變成說

他可以來看，然後挑投緣的那種感覺…」（SW03） 

相反地，有些機構認為在詢問收養意願的階段時，就要納入華人文化的考量，

社工認為收養是一輩子的事情，期待收養人與收養兒童事先接觸的目的不在於挑

選，而是瞭解收養兒童真實的情況，並且真心接納孩子，但現實是社工的期待是

很難被實現的，收養人仍然會挑選孩子，因此社工也只能選擇妥協。 

「我覺得是人之常情…在華人文化裡面，你要他完全沒有看過孩子，因

為我覺得是一輩子的事情耶，我覺得有點說不過去…見面其實我的目的

不是為了要收養人讓他挑小孩，是要希望收養人真的了解這個孩子、認

識這個孩子，然後你真心的決定你要收養這個孩子…但確實人性就是這

樣子…他確實還是想要挑小孩，這是我們無法避免的…我覺得從他們的

脈絡來思考，我們的配對會是…比較開放…」（SW07） 

「我願意讓他看的立場…假定是我這個孩子未來的一輩子都要住在他

家，但我不能只顧慮我是不是已經把孩子給他而已，我還要顧慮是他接

不接納這個孩子，所以我如果是用一個就是完全不顧慮他的感受，直接

把孩子送到他家的立場，我要去揹負的就會是『那我怎麼會知道你會不

會好好顧我的孩子？』…既然知道臺灣的文化就長這個樣子…你連要算

八字，你就去阿（台語）…但我要教育你的就會是這些東西做完了，不

等於你以後真的都會順利…孩子還沒進去之前，我都讓你做，孩子進去

之後，請你好好對待我的孩子…」（SW11） 

2. 社工所堅持的為愛收養 

整體而言，多數的社工都是秉持著為愛收養的理念，社工會試圖讓收養人更

同理及接納收養兒童及其原生家庭，並且解釋收養服務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幫助這

些孩子找到更適合及穩定的家庭，而不是獲取收養人的同情或滿足收養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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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果對收養人有的時候是在解釋原生家庭的狀況的時候，比方說如

果今天是你，然後那麼小懷孕，你好像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做…就是他

們就『喔～』，就是想辦法讓他們同理…去接納說孩子的背景是這個樣

子…希望你們可以好好照顧他！…不是收養就好了，你們要好好的陪

他。」（SW01） 

「我覺得讓他們去瞭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需求』是很重要的，『為什

麼你會有孩子可以收養？』…『為什麼收出養個這個 program 他會存在

的意義？』…他們常常都會一味想到說『阿～我很有愛心阿，我想要收

養小孩，我很同情他們。』，No No…」（SW06） 

「因為孩子需要家庭，收養不需要小孩…收養人是想要小孩，可是不需

要小孩…因為你其實是透過你去成就另外一個生命，你去陪伴這個生命

成長，那個孩子不是來滿足你自己心裡的失落啊、心裡的什麼，或是要

解決你夫妻關係…所以我非常堅持其實我們是為孩子去選家庭…」

（SW04） 

有些社工會非常重視收養人對於孩子的承諾，因此會在培養收養人的過程中

用譬喻的方式告訴他們收養及養育的觀念，並且也希望收養人可以成為孩子永遠

的家。 

「收養人就是一盆土壤很肥沃的盆栽，但是裡面沒有種子…出養媽媽他

們就是一個乾枯的盆栽，土壤都乾了…但他裡面有一顆種子…你要去尊

重的是這個孩子的根…你要去欣賞的是他的特質跟他與生俱來的長

處…我們有能力，所以我們好好的去栽培他、灌溉他，讓他長大變成一

朵漂亮的花，這就是收養最最基本的觀念」（SW09） 

「說明會，我就用種一棵樹的概念跟他們分享養小孩…你拿那個樹苗回

家的時候，你也不會知道這個樹之後長成什麼樣，可是你如果因為怕他

長得不好，那你可以選擇一開始就不要買他了…可是如果你真的選擇當

種樹的那個人，那與其你在那架鐵絲、架圍籬，要他長成你要的樣子，

你不如好好欣賞他會長成什麼樣…」（SW11） 

「承諾跟堅持，愛孩子的堅持…會希望他們堅守對原生家庭的那一些承

諾，這個孩子以後長大過程不管發生任何的事，比如說他隱性疾病出現，

已經承諾你會這樣照顧他，就是要永遠的照顧他，不能夠因為他的隱性

疾病就終止收養」（SW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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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養人也是服務對象 

然而，收養人也是收養服務中很重要的一環，社工不得不面對收養人所帶來

的影響。有些社工認為收養人仍然是需要協助及準備的，因此站在收養人的立場

要思考的是「收養人對於照顧議題的擔心」，及「收養人對於孩子及其家庭的接

納程度」，唯有同理收養人的角度才有機會更瞭解及改變收養人面對收養的壓力。 

「雖然說我們比較站在孩子的立場，但是我覺得其實收養家庭也是我們

服務的…所以可能某些程度、某些角度，我們還是得站在他們的立場

想…他們會有一些他們的想像或是預測，如果今天這個孩子是他們心裡

覺得說『來路不明的孩子』，那到底他們會擔心的狀態有哪些？…他們

會擔憂說會影響孩子的發展，或者是甚至會有他們沒有辦法照顧的狀

況。」（SW03） 

「我覺得他們（收養人）也是需要被協助跟被準備的啦…他們（收養人）

的苦跟他們（收養人）在關係裡面的受傷有去被照顧到了，他們彼此的

抉擇才會是穩定的，而且有自信的…會影響到這個孩子是不是在這個家

庭裡面是可以被照顧的好，而且是被接納的，不止是只是接納這個孩子，

是接納了他的原生家庭…」（SW05） 

另外，也有社工表示臺灣的收養服務必須從華人文化的觀點來看待收養人的

立場，理解國內收養人較重視自身的看法，以及深受血緣及傳宗接代的文化影響，

亦有社工認為收養人經歷了不孕歷程，或是看見收養人擁有孩子的渴望，因而理

解收養人會對收養有所期待或想要用條件來選擇收養兒童的原因。 

「從華人文化的這個脈絡來看…國內的收養人他們大部分就是因為不

孕來孩子…對於血緣的重視跟傳宗接代，或者是很想要生自己孩子的這

個心情…我們同時服務出養人，同時服務出養童，…那表示我們的服務

對象有一塊就是收養人是很重要的…臺灣的父母親比較容易就是從自

己思考，沒辦法從孩子的立場來想孩子需要什麼…」（SW07） 

「如果站在收養人的立場，他其實歷經這麼久都還沒有孩子…你會不會

有期待說：『我希望孩子是天使寶寶，我希望我的孩子怎樣...』，會阿…

會看到比較人性的那一面…用選擇的或者是用條件式的方式，我覺得可

以理解…」（SW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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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發現當華人文化下的「收養人渴望擁有孩子」的立場，與為愛收養的

觀點中部分社工認為是「孩子需要家庭，收養人不需要孩子」是互相矛盾的，也

就彰顯出為何國內收養機構在媒合配對的價值差異甚大。 

（三）尋求最佳利益的平衡點 

收養服務環繞著收養兒童、出養人及收養人三方權利的平衡議題，而社工也

會不斷的反思如何達到三方最佳利益的平衡點。 

「站在出養方的立場、站在收養方立場、站在孩子的立場，光他們的立

場就是三個不同的面向，所以你所謂的最好，三個都好嗎？不見得…我

們也曾經想過阿，怎麼會合理？你幹嘛開這些條件…我媒什麼你就是帶

什麼的概念…因為國外好像是這樣，但是這對台灣的衝擊很大耶，收養

人跳腳耶…」（SW11） 

有社工認為，當有兩方無法協調而造成衝突時，最終對於孩子來說就不是最

佳利益。因此，對社工來說同時保障收養人及出養人的權益之下，才是收養服務

中以兒童最佳利益的實踐。 

「造成兩方家庭的衝突，那那個對孩子來講就不是最佳利益了，所以我

們其實也在出養人的期待跟收養人的期待之間呢…這個到底雙方怎麼

達到平衡？然後看有沒有協調的空間，如果有那就媒親可行…」（SW04） 

「特別是在媒親配對的時候…不要讓另外一方的權力去壓迫到另外一

方，可是又可以讓他們雙方都能夠講出自己的想法，但他們的權益又可

以被照顧到，但這有時候其實是很矛盾的…收出養工作…難在你怎麼去

平衡這三方的權益…我個人啦，沒有這麼認同完全是以兒童最佳利益這

件事情去看收出養工作，因為我覺得今天收養人跟出養人的權益只要沒

被照顧到，都不會是孩子的幸福…」（SW05） 

「我非常認同兒童最佳利益，但是什麼是兒童最佳利益的內涵？…我覺

得兒童人權要建立在，就是主要照顧者雙方也能夠被支持協助下的兒童

人權，因為如果我的收養人沒有被支持跟協助，我的出養人沒有被重新

理解跟接納，我覺得兒童最佳利益…是沒有辦法實踐的...我覺得唯有三

方的平衡才能夠實踐兒童最佳利益…」（SW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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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工面對媒合配對失敗的看法 

（一）收養不能強求 

收養媒合配對最終社工的期待，仍是孩子可以在一個永久且被愛的家庭成長。

但臺灣仍有終止收養的制度，所以讓收養人感受到「被迫接受」，或是「被迫下

修收養期待」，最後受傷的仍是最無辜的孩子。 

「以我自己是一個出養社工，我當然會希望說我要出養的這些小孩是在

一個被期待、被喜歡的狀態下去到他們家，那當然有一些條件不符合，

那我幹嘛要勉強你…我勉強你那個，那個其實對我們小孩很不利阿…收

養人如果是呈現一個『我是一個被迫要接受』，那那個心不甘情不願，

那很恐怖耶，尤其台灣有終止收養…」（SW01） 

「家庭他們往往必須要媒配到或是他們年齡的限制…所以他們為了要

提高自己可以收養的機率，他們就會把他們的條件就是可能會跟社工討

論一再的下修…那其實最大的風險就是孩子…那個就是可能我們未來

就會面臨到的就是嚴重退養問題，或者是說家庭就會覺得說：『是你逼

我選這樣子的小孩的，因為你讓我沒有選擇。』」（SW06） 

（二）收養是需要緣分和時機？ 

許多社工認為，媒合配對最後的決策權並是落在社工身上，而是收養及出養

雙方剛好在這個時機點有相遇的緣分，若某一方因為拒絕而媒合失敗，那麼也只

能順其自然，也許孩子就會再下一次媒合到更適合的家庭。 

「他要決定要去哪一家阿…不是社工要做的事…是他們自己決定的…

原生家庭跟收養人…剛好他們 match 上了，就這樣吧…我們該做的都做

了，最後還是發生（媒合失敗）也就是沒有辦法…有的小孩拖了一下，

結果反而媒到你覺得還不錯的家庭…你就會覺得那個等待好像也還不

錯，他們就是注定在那個時間點出現…」（SW01） 

「有很多個案回饋給我們說：『你們是有幫我們對照長相嗎？』可是其

實我們沒有，我們真的就按照那四個條件去做媒合…你也會覺得說：『對

阿，那即便我們媒合的機制是這樣，還是有一些就是莫名的時間點的緣

分，他的孩子就在這個時候來了。』」（SW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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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很多是因緣啦…再特殊的背景都有機會留在台灣…我覺得很

幸運跟很湊巧的是剛好出現可以接受說這樣背景的收養人，然後也剛好

在那個時候他完成了收養的程序…順利收養了這孩子」（SW09） 

「我會覺得就是順其自然，如果收養人真的拒絕，那就拒絕吧！…有一

些出養人…他一直堅持他就是不要這個收養家庭，那就這樣吧！就再另

外配這樣子，就是我們現在的工作狀況是這樣子。」（SW07） 

也有社工發現，當自己越刻意的運用社工的角色或權力去媒合配對時，往往

結果是不成功的。因而體認比起做出媒合配對決策，陪伴服務對象走過收養歷程

才是更重要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上帝的工作…我覺得緣分是很重要的…過去很多挫

折的經驗，讓我學習到有時候我越刻意想要去促成這個孩子到這個家庭

去，往往他是不成功的，可是當我今天…我不那麼想要用…我這個位置

上面的角色或權力去控制的時候，反而他就會水到渠成，那今天一個孩

子，他的生命會走到哪裡去？其實有時候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但我們

就在孩子這段時間陪他走一段…」（SW05） 

四、小結 

（一）部分社工專業能力不符合開放收養的取向 

從受訪者的經驗歸納，發現目前臺灣各機構對於收養社工及出養社工的專業

服務品質是有落差的，包含對於搜集家庭資料的能力不足，或是為了讓特殊需求

的收養兒童快速出養，而選擇對收養家庭隱瞞兒童的特殊狀況；然而，從其他研

究認為推動收養過程的公開性，對於收養兒童、收養家庭及原生家庭是有正向的

影響的（王美恩，2002；施昭如，2016；韓婷婷，2010），因此目前台灣社工仍

有資料提供不足或選擇性隱瞞是不符合開放收養的價值；再者，研究者也認為當

社工本身在收養服務過程的開放度不足或對於特殊議題的接納程度低，那麼在整

體開放收養制度的推動上也會有所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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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養社工及出養社工是多重角色的衝突 

正如文獻探討中所提及收養社工有雙重角色的困難，一邊協助收養人因應收

養過程的挑戰，一邊評估收養人的資格，因而導致社工與收養人之間關係緊張（王

慧琦，2013；嚴之翔，2012），但研究者則認為在媒合階段的社工應是多重角色

的衝突，因為收養社工除了要處理收養人之間的關係之外，也必須在媒合過程成

為收養人的代言人，為收養人尋找合適的收養兒童；而出養社工則是需要同時為

收養兒童的最佳利益最把關，也必須關照原生家庭的期望與需求；在這個媒合討

論的過程中，收養社工及出養社工還必須考量機構在媒合配對的理念，因此收出

養社工在媒合階段是必須面臨許多不同立場上的衝突，而無法成為中立的角色。 

（三）機構間的差異導致收養延宕 

面對收養兒童需等待時間延宕的問題，各機構和社工對於收養兒童等待媒合

時間長短的界定不同，有些社工認為收養兒童進入媒合階段等待 3 至 6 個月後

就會尋求其他媒合方法，而有些社工則是願意等待 1年半以上，回應研究動機的

所提及收養兒童到底需要等多久才能找到收養家庭？從受訪者經驗來看，收養兒

童需要等待的時間是無法定論的。 

另外，對於收養延宕的影響原因，受訪者認為是收養人數漸少、出養前端的

評估延長，及為了等待機構內收養人通過審查，與李宗益（2016）研究所提出收

養延宕是因為收養流程變得過於嚴謹繁瑣，以及柯郁真（2016）認為媒合服務資

訊平台未發揮實質功能而延宕收養流程是有所不同的。而 Farmer和Dance（2016）

認為不好的媒合配對，其中的原因有機構優先媒合機構內的收養家庭，以及為了

滿足複雜需求的孩子進而妥協，與本研究受訪者所提及媒合配對的困境相符合，

因此該研究也建議為縮短媒合配對的時間，特殊需求的收養兒童應及早採取跨機

構的合作。但是臺灣的收養機構間無論是私下的合作或是政策所制定的媒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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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都沒有良好的合作關係及實質的作用，因此如何在各機構差異中尋求合作

的可能性是目前最需要討論的。 

（四）收養制度使得機構間關係緊張 

2012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通過之後，雖然修改的政策方

向是以兒童為中心，但更嚴謹的機構管理與監督上卻使得機構間關係更加緊張，

為了符合制度規定並達到成效，機構間不公開彼此的收養服務流程，或是收取不

同價格的收養服務費等等作法，一方面是機構理念有所差異之外，另一方面就是

為了招募更多的收養人，進而產生競爭關係；另外，也因機構間在服務流程與收

費上的不一致，也不難想像收養人會有「逛機構」或是收養兒童被其他機構拒絕

的情況發生。 

（五）殊途同歸的「為愛收養」 

「為愛收養」一詞為目前臺灣收養服務努力倡議的取向，但收養社工們對於

「為愛收養」的想法是相當不一樣的，甚至有些矛盾；以在媒合階段來說，最爭

議的是「被挑選」，也就是收養人在確定媒合之前是否能先看到收養兒童？有社

工覺得要避免收養人是挑投緣的孩子；有社工則是認為若可以先讓收養人看到孩

子是期待收養人可以真心接納孩子，研究者認為兩者雖然都是以兒童中心為出發，

但實際作法卻大不相同，然而哪一種方法較為適合臺灣收養兒童的是很難定論的。 

（六）社工並非媒合的決策者？ 

從 Farmer 和 Dance（2016）的研究中提到收養社工作為決策收養兒童安置

的重要關鍵，但本研究受訪者卻認為最終的決策權是收養人與原生家庭，因此社

工面對媒合過程的態度是「收養是不強求」及「收養是需要緣分與時機」，與文

獻中是有些出入的；透過受訪者的經驗反思才瞭解到當社工發現自己有媒合決策

權時，他們是選擇將決策權交還給服務對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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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一、透過機構收養媒合配對的意義 

（一）為收養兒童最佳利益的把關 

2012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後，因規定無血緣關係收養必

須透過合法收養媒合服務機構進行媒合配對，其目的是期待可以透過收養機構為

兒童最佳利益把關，使得機構的角色與功能更顯重要，從研究結果中可以發現，

在媒合配對階段的每個過程都是影響兒童最佳利益的關鍵。 

以進入媒合配對階段的條件來說，為了掌握收養人與收養兒童及原生家庭的

狀態及避免媒合配對失敗的風險，社工必須確認收養人必須通過機構審查核准；

出養人有明確的出養意願；收養兒童有出養必要性，並且已有穩定的健康與發展

狀態。也就是說，當收養人與收養兒童進入到媒合配對階段時，通過審查的收養

人就具備有收養意願及養育及照顧收養兒童的能力，而原生家庭也有出養的決心，

並且收養兒童有出養的需求並且也大致上可以符合過內收養人照顧的能力範圍。 

然而，現實總是不盡理想，從研究中可以發現社工以收養期待作為媒合篩選

條件，但收養人仍會拒絕媒合配對結果，我認為應該再次檢視收養人培養過程中，

與收養人討論收養期待的目的，不應該只是為了滿足收養人的期待；當出養人可

能隨時在媒合配對過程隨時喊停的時候，研究者認為社工必須再重新界定出養必

要性的評估，而不只是尊重出養意願的結果。 

（二）創造尊重、公平及充權的收養過程 

社工秉持著充權服務對象及營造公平與尊重的社會環境，為了避免私下收養

帶來收養人與出養人之間的權力不對等的問題，收養過程納入社工專業服務是為

了協助較弱勢的收養兒童及出養人，強調出養人參與的權益；亦有社工認為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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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平原則，除了協助收養兒童及出養人之外，也要顧及收養人的權益，也就是

說社工在媒合配對的權衡時，必須滿足收養兒童及出養人需求，同時符合收養人

期待；最後以尊重服務對象的意願與決定來繼續或停止收養服務。 

二、機構理念影響收養媒合配對機制的分歧 

（一）機構間媒合配對初篩決策的差異 

目前國內媒合配對初篩的方式大致上以團隊會議討論為主，團隊會議的成員

大概包含收養社工、出養社工、社工督導或主管，有些機構會有安置社工、青少

女懷孕社工等等；有些機構會定期招開媒合配對會議，而有些機構會以個案管理

系統的方式，追蹤機構內服務對象的目前收養服務及出養服務的進程，有需要媒

合配對再招開會議討論；主要討論的內容包含對於出養社工介紹收養兒童及原生

家庭的現況與需求評估，而收養社工再根據已通過審查的收養家庭中，選擇符合

出養需求的收養家庭提出適配性的討論及初篩決策。 

然而，少數社工提及曾有機構的媒合配對方式是以主管決策的經驗，雖然訪

談內容並不多，但可以發現社工較不樂見於一人決策的方式；有些跨國境收養服

務會評估收養兒童的需求複雜度低，因而只會透過一位收養社工及一位出養社工

討論媒合配對的適配性，研究者認為透過少數人決策的方式確實會有評估面向不

夠周全的問題。 

（二）適配性的優先順序的差異 

機構會在媒合適配性討論之前，將收養兒童及收養人的資料做排序，有些機

構是期待最好的資源給予最需要的收養兒童，而有機構則是以服務對象進入收養

流程的時間作為優先排序，確實以資源分配概念的排序方式可能較社會福利的觀

點，而以時間程序排序則較為符合公平原則，前者雖然可以讓有限的資源被有效

地分配，但也可能被質疑的是社工是否能精準的判斷收養兒童的需求及收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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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後者則是能夠以比較客觀的方式告訴服務對象等待及優先被選擇的理由，

但其可能的風險是社工就不會從機構內部全體準收養人清單中去評估與選擇最

適合的收養家庭。 

另外，當媒合配對適配性評估討論完成後，仍有多對收養家庭可能是適合收

養兒童的，那麼有些機構就會先以出養人的意願去做排序，機構認為這樣的做法

是讓出養人充權與參與的過程，也是讓收養兒童未來在瞭解自己身世的過程中去

理解出養人所做的決定。 

（三）面對特殊需求收養兒童的處遇方式 

在本研究中較常提及困難出養的情況主要是以收養兒童年紀較大、健康風險

高及原生家庭有藥酒癮紀錄等等，不同機構與社工面對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主要

會採取的處遇方式是相當不同的。有些機構則期待可以增加國內收養的機會，而

舉辦機構內的收養人與孩子的接觸活動或一對一見面，或採取以跨機構合作的方

式，主動詢問合作關係較良好的機構是否有合適及有意願的國內收養人；有些機

構認為不要耽誤孩子等待的時間，會加快國內收養的流程，採取以跨國境收養服

務為主。 

然而，面對以國內收養為優先的政策來說，確實以嘗試不同的媒合服務的策

略會增加國內收養機會，但也難免使得孩子就得花更多的時間等待媒合配對的流

程，因此當期待以國內收養優先以減少未來尋根、文化與自我認同等等，同時又

得降低孩子於短期安置的時間，事實上兩者都是以兒童為中心的考量，只能依靠

機構的服務理念去做選擇。 

三、由社工主觀判斷的多元媒合適配性評估 

（一）收養期待是評估輔助媒材，亦是初篩的指標 

許多機構會以收養期待與出養期待作為評估的輔助工具，通常是在前端評估

 



 150 

階段就會提供收養人及出養人封閉式收養條件的勾選，社工表示這些勾選的選項

也是目前臺灣收養服務對象的樣貌。有社工認為讓服務對象勾選及表達他們的期

待，是為了幫助服務對象可以更貼近未來他們可能會遇到的收養狀況，與 Cousins

（2003）對評估工具的批判不同，並不是讓服務對象陷入想像與猜測，反而是具

體化服務對象對收養想像，但對於是否會排除部分類別的兒童，國內收養及出養

社工並未多做討論。除了讓服務對象更瞭解目前收養現況之外，也有社工認為和

服務對象討論收養期待的目的是更瞭解他們對於收養的態度與想法，例如當與收

養人討論種族議題時，更核心的問題是收養人面對身世告知的態度，因此國內收

養社工認為收養期待是作為評估輔助的媒材，而並非只是滿足收養人的篩選工具。 

雖然有社工認為收養期待的評估面向只是參考，但在媒合配對階段仍是許多

機構的機制中第一步的篩選原則，以通過審查的收養人都有能力且有意願的前提

之下，第一步先從收養期待開始作為篩選的指標，有利於社工可以更快速且精準

的縮小媒合配對的範圍，讓研究者不禁思考透過收養期待，作為初篩的指標是一

方面是為了社工實務工作上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可能會排除了更多收養機會的可

能性，而目前社工的解套方法只能仰賴社工對於個案的瞭解及觀察，進而積極的

採取非正式的媒合方式來增加收養機會。 

（二）家庭現況是收養準備程度的展現 

雖然社工以收養期待作為第一篩選原則，但也從受訪者的經驗中發現，社工

對於收養家庭現況的評估是相當多元的，包含從收養家庭系統中的夫妻關係、手

足關係；家庭生活層面的作息、親職或育兒的經驗及照顧計畫；家庭環境與資源；

甚至是整個家族對於收養的看法與態度，而對社工來說，這些評估面向是為了瞭

解收養人，如何面對與處理收養兒童進入家庭後的變動，在這方面的評估確實較

以收養兒童的最佳利益為出發，評估收養家庭是否準備好接納與照顧收養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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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養媒合配對的困境 

（一）社工間專業能力的落差與無法中立客觀 

由於每位收養兒童的需求都是非常特別的，因此社工不可能擁有標準去審核

及評估出完美的收養家庭，無論是評估收養期待、家庭現況或是服務對象的個人

特質，會受到社工本身主觀價值判斷，因此當社工沒有足夠的實務經驗或深度家

庭會談能力時，常常會導致在媒合配對討論的合作上有所落差，而無法更快速的

在媒合配對會議裡進行適配性的討論；當社工缺乏敏感度及觀察細節的能力時，

也可能導致與服務對象的關係緊張。 

另外，由於臺灣收養服務機構同時服務收養兒童、出養人與收養人，因而延

伸兩種服務的模式，分別為收養服務與出養服務，前者必須培養與審查收養人的

能力，後者則為支持與協助出養家庭準備出養歷程，研究者發現在看似平衡的兩

端，但仍會有兩方社工以各自服務對象的立場而互不相讓的氣氛出現，甚至在討

論當中使得兒童權益被犧牲或妥協。 

（二）與收養人的關係與利益衝突 

有受訪者認為目前臺灣對於收養人的服務仍是採取評估與協助並行的模式，

然而這樣的服務模式往往會使得收養社工在服務立場的兩難，也會使得收養人對

於社工及機構的信任度較低；再加上 2012年修法之後，機構得以向收養人收取

收養服務費更導致收養人的反彈。雖然隨著時間的推進越來越多收養人也接受使

用者付費的制度，但是在實務工作上仍然沒有降低收養社工與收養人之間的關係

與利益衝突，例如收養人被評估時仍可能會為了展現最好的一面，而隱瞞他真實

的想法或假裝對於收養態度開放，導致到真正媒合配對時才表明拒絕或挑選孩子；

收養人也可能會無法理解收養社工的評估標準，而有負面的情緒與衝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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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經驗無論是從過去文獻到現在都一直存在著，因此我認為更應該

重視機構與收養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只是從社工本身的改變，機構與政策層面也

必須改變。 

（三）收養機構間各行其事 

每個機構在發展收養服務的歷史脈絡都是相當不同的，其背後對於收養的期

待與價值更是有所差異，本研究試圖歸納國內 5間收養機構在媒合配對流程的共

同性，即使有相似之處，但每一個細節都略有不同，可想而知當國內收養制度若

期待達到標準化的服務是相當困難的。 

在研究中也發現，當收養制度推動以國內收養優先，甚至是建立媒合服務平

台，以預期收養機構間可以達到資訊交流與合作，但研究發現機構對於國內收養

優先的原則比起採用跨機構的合作，更落實在各機構內部的努力，也就是說各機

構自行培養更多的收養人，並且也努力協助與照顧機構內部的收養兒童及其原生

家庭，以及發展更多元的媒合配對方式，以至於媒合服務平台不符合實務需要。 

（四）華人文化與兒童福利觀點的妥協 

深受華人文化影響的臺灣，引進了西方國家對於兒童福利與收養服務的觀點

時，如何在兒童人權與家族傳統文化之間的權衡，是臺灣收養服務需要不斷的思

考與調整的。當有機構秉持著以兒童最佳利益的原則，認為收養人在確定收養意

願之前，不能有實際接觸孩子時，而國內收養人則無法認同且接納這樣的媒合配

對方式；當有些機構開始有些彈性，願意提供照片或影片資料時，研究者則認為

這樣方式也很難避免收養人因不投緣而拒絕；另外，有機構認為應以華人文化的

觀點，若不讓收養人接觸與見面的話，會使得收養人無法瞭解孩子最真實的樣子，

因而不能確定收養人是否真心願意接納與照顧孩子，那麼對於孩子也是一種傷害。

研究者認為在這兩者之中似乎很難有定論，也發現收養服務最大的矛盾是當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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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我們是為收養兒童好」為出發點時，最後卻往往只能仰賴收養人與出養

人的看法而去選擇與妥協。 

  

 



 154 

 

一、實務層面 

（一）提供社工的專業評估訓練 

建議針對收養社工及出養社工提供更多家庭會談技巧與對於收養家庭的觀

察力與敏感度的專業服務訓練，以提升社工在前端評估及收集資料的能力，例

如針對收養期待的評估時，不僅只是瞭解服務對象表面上的期待，更要追問其

背後的原因，並且瞭解每一個評估面向的目的。 

（二）提升媒合決策的專業性 

在媒合配對決策上，應釐清收養社工及出養社工各自的角色，並且提供更

多換位思考及反思的討論，並且盡量加入有豐富收養服務經驗的工作者，避免

僅由一人或兩人進行決策，以確保收養兒童可以獲得更好的媒合配對結果。另

外，亦可以發展屬於臺灣適用的媒合評估工具或量表，以作為降低社工服務品

質落差的風險，提供更多媒合決策的參考依據。 

（三）儘早擴大搜尋收養家庭的機會 

為了同時達到讓更多有需要家庭的孩子不要有更多的等待，以及在國內收

養的機會，根據 Farmer 和 Dance（2016）的建議，各機構間比起以機構內部

媒合配對優先的原則，更應該儘早開創更多元及開放的交流與合作，雖然從本

研究中也瞭解到各機構間的服務模式有所不同，但目前實務上也有機構間交流

與合作的成功經驗，仍希望可以累積更多合作的經驗以發展國內收養機構間的

合作模式，不要讓孩子擁有不必要的等待。 

另外，各機構間亦可合作共同舉辦收養活動日，若因應華人文化對於直接

與收養兒童見面有挑投緣的議題，那麼建議臺灣收養機構可以只讓準收養人參

與收養活動日，並且讓準收養人可以有機會至各機構進行媒合配對的諮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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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其他機構社工可以認識更多收養家庭。 

（四）製作收養人或收養兒童的個人資料表 

建議可嘗試在媒合配對階段時，協助收養人或收養兒童製作個人資料表，內

容包含其個人基本資料、興趣、收養準備與期待、照片等等，一方面可以讓收養

人參與媒合，另一方面當社工需要與其他機構合作時，可以先提供個人資料表，

或是上傳至媒合服務平台，讓其他機構社工亦可以瞭解目前臺灣收養人或收養兒

童的現況，以增加收養機會。 

二、制度層面 

（一）促進收養媒合服務平台的使用 

臺灣的收養媒合服務資訊平台僅由專業人員使用，若從實務現況來看，目前

臺灣媒合服務平台上的資訊大多是特殊需求的收養兒童，但由於資訊的不完整而

導致機構間無法嘗試媒合，建議平台可以更清楚及完整的呈現收養兒童的個人資

訊，或可以提供影像或附加檔案上傳的系統，讓社工可以透過平台就可以瞭解收

養兒童的現況，促進社工採用收養媒合平台使用的動機，才能達到擴大收養機會

的目的。 

（二）改善收養服務費用制度 

若機構不向收養人收取費用時，機構同時也面臨人力成本的危機，但若收

費又容易導致與收養人信任關係不穩定，因此建議期待政府可以正視收養服務

的資源分配，提供機構在收養服務的經費補助。 

（三）提供更多收養家庭的福利支持 

由於許多收養家庭不願意開放與接納特殊需求背景的孩子，導致在媒合配

對過程社工只能妥協及滿足收養人的期待，然而有社工認為是因為政策對於收

養家庭的福利支持不足，導致收養人無法提供特殊需求兒童的照顧，因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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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政策中應特別針對收養家庭的需求制定相關的福利配套措施，例如當收

養家庭要收養年紀較大的孩子時，可以增加育嬰假對於孩子年齡的彈性；在社

區提供更多開放收養的倡議，讓收養家庭可以更放心在社區生活；提供收養家

庭更多醫療資源上的補助與支援等等。 

三、未來研究建議 

由於本研究僅聚焦於媒合配對階段，但從研究中也瞭解到媒合配對評估討論

的過程相當仰賴前端的評估資料以及社工與服務對象之間的關係，因此建議未來

研究在收養服務方面，可以針對收養人培養及評估服務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以瞭

解臺灣對於收養人的培養是否適合評估與支持的服務模式。 

另外，從收養服務統計來看，每年收養人服務人次逐年增加，但仍有 300至

500的收養兒童尚未媒合到收養家庭，除了本研究發現媒合階段的困境之外，亦

可更深入研究瞭解在每年有收養人培養及評估服務後，有多少收養人真正可以進

到媒合配對服務？以瞭解為什麼國內準收養人較少的困境。 

而出養服務方面，則可以針對出養必要性的評估原則進行更詳細的討論，以

瞭解臺灣對於出養必要性評估的重點及決定性的影響原因為何，以瞭解如何避免

出養人反悔及不適當的出養必要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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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較少跨國境收養服務經驗 

本研究主要受訪對象多為國內收養服務的社工，因此在跨國境收養媒合配對

收養服務流程與困境的討論較少，另外也有部分機構表示因跨國境收養服務較少

討論媒合配對機制，因而無法提供參與研究訪談，而本研究較難針對跨國境收養

服務進行分析比較與建議。 

二、部分收養機構受訪意願低 

目前全臺灣有 9 間合法收養機構，而本研究的受訪對象背景僅來自於 5 間

收養機構，除了部分機構表示沒有符合受訪條件之外，部分機構認為各機構間收

養媒合配對機制不同，很難避免機構的匿名與保密原則，因而拒絕參與研究。 

三、收養服務的公開資訊少 

整體而言，臺灣對於收養服務的開放性仍是較低的，再加上機構間的關係較

封閉，因此有許多服務流程的細節或評估工具是不公開的，導致在研究過程無法

更加深入分析各機構對於評估面向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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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收養實習的經驗出發，在研究探討的過程發現堅定以兒童最利益的立場，

是我覺得在研究過程中最難的部分。與社工們的對話過程裡，我看見社工們對於

兒童最佳利益與認同機構信念是相當堅定的，我才明白收養服務的過程並不是只

是為了滿足某一方的期待，而且比起收養的成功與否，他們更希望的只是陪伴每

一位服務對象走過人生的某一小段。 

但從訪談的過程與實務經驗裡，不可否認的是社工仍必須不斷的評估與做決

策，所以我試著在各個機構與社工的媒合配對的服務經驗裡尋找標準答案，但卻

發現助人服務裡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即使我以為我已經站穩以兒童最佳利益為立

場的腳步時，卻又不斷的受到社工經驗與實務現況進而妥協，正如同社工們一樣，

我也不斷的在兒童最佳利益與現實之中打轉。 

尤其是面對於文化議題更容易妥協，因為我也生活在臺灣文化的脈絡中，所

以不得不承認的是家庭與傳統文化對於個人的影響有多深遠，所以當社工提到給

收養人先接觸孩子的做法是更符合我們的社會文化時，我好像很可以理解箇中的

原因，突然之間，我總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堅持兒童最佳利益的概念，總覺得還是

得為收養人思考。因此，我也不斷的反思是不是對於以兒童為中心的理念過於狹

隘？因而覺察身為研究者也應該拓展對於文化敏感度的能力。 

隨著在研究階段的尾聲，我好像更能理解收養服務存在的目的，包含每一位

社工及這整個收養制度想要為的孩子尋求永久且穩定家庭的理想，只是大家採取

的方式不同；有時我會很慌張的不知道自己應該要認同哪一種方法才是對的，但

可能這些方法都沒有錯的，無論是研究者或是實務工作者都應該用更開放的態度

去面對機構間的差異，而不是競爭或封閉關係，媒合配對機制才能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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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各機構之收養人條件 

機構名稱 收養人條件 

一粒麥子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1.依照民法第 1073條、第 1073-1條及第 1074條之規定。 

2.如為夫妻共同收養，需婚姻關係穩定。 

3.收養人其中一方與被收養人年齡差距在 50歲以內。 

4.收養人須為中華民國國籍，若夫妻僅一方為中華民國國籍，則另一方須於中華民國居住滿一年以

上、有長期居留證且能在收養法律程序完成後連續再居住三年以上，具備中文聽、說能力。 

5.家庭成員能真心接納、愛護、照顧被收養人，並願意配合機構收養程序及接受機構專業輔導。 

高雄市私立小

天使家園 

1.收養人須與被收養人年齡差距在 20歲至 50歲以下。 

2.收養人有固定住所及正當職業者或相當資產者，有穩定的經濟能力可養育兒童。 

3.收養人無不良嗜好、品格端正且身心健康成熟。 

4.收養人須無刑事犯罪者。 

5.收養人能真心接納、愛護與照顧被收養人。 

忠義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1.居住於台灣地區或非台灣第須，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年齡差距在 25至 48歲之間。 

2.有固定住所及正當職業，經濟能力足供養育兒童而無匱乏者。 

3.身心健康及無對收養人之親職能力有影響之犯罪紀錄者。 

4.家庭成員能真心接納、愛護、照顧被收養兒童之家庭，並願意配合收養程序參與準備教育課程、

接受該會專業輔導及有試養之意願者。 

宜蘭縣私立神

愛兒童之家 

符合民法第 1073條至第 1076條之要件者 

1.基本條件 

(1)至少有足夠的體力及良好的健康狀態，得以陪伴被收養人至成年；另有足夠的彈性及開放、親

職功能等，以克服跨世代的差距。 

(2)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其健康狀況正常，無影響親職功能之情形。 

(3)收養子女後或家中有新生兒，須共同生活超過 1年，方能再提出收養申請。 

(4)無酒精、藥物等物質濫用，且無性侵、性騷擾、家暴及刑事犯罪紀錄。 

(5)具備撫養收養人的人格特質、經濟條件、身心健康、家庭狀況、照顧及教養能力，能確實及穩

定實際履行作為被收養人父母的義務與責任的能力，滿足被收(出)養人健康成長的實際需要。 

(6)願意配合機構收養程序及收養後 3 年的追蹤訪視，並同意自主回報機構被收養人之生活狀況

至成年。 

2.再次申請收養者  

(1)符合上述收養人資格核基本條件，惟若是手足收出養，則專案評估。  

(2)提出申請時，上一位被收養童必須在收養家庭至少 1 年以上，惟若是手足收出養，則專案評估。 

(3)再次申請收養之收養人經評估，雖可免收養前準備教育課程，社工可依該收養家庭需要,提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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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劃建議。 

臺北市基督徒

救世會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 

1.收養申請人年齡與被收養人需相差 20 歲以上。 

2.若為已婚夫婦進行收養，需共同收養。 

3.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 

4.收養子女後，需超過 1 年後，方能再提出收養申請。 

5.無酒精、藥物等物質濫用，且無性侵、性騷擾、家暴及刑事犯罪紀錄。 

6.具備撫養被收/出養人的人格特質、經濟條件、身心健康、家庭狀況、照顧及教養能力，能確實

及穩定實際履行作為被收/出養人父母的義務與責任的能力，滿足被收/出養人健康成長的實際需

求。 

7.願意配合機構收養程序進行及收養後至被收/出養人成年前之追蹤。 

天主教善牧社

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台南嬰兒

之家 

1.符合民法第 1073 條、1073-1 條及第 1074 條之規定者。  

2.身心健康及無對收養人之親職能力有影響之犯罪紀錄者。 

3.有固定住所及正當職業，經濟能力足供養育而無匱乏。  

4.家庭成員能真心接納、愛護、照顧被收養兒童之家庭，並願意配合收養程序、接受機構專業輔導

者。 

天主教福利會 1.國內收養 

(1)收養人年齡不超過被出養童 50 歲以上。 

(2)收養人均需參與收養親職準備教育課程。 

(3)如為夫妻者，需婚姻關係穩定。 

(4)願意配合本會收養後追蹤輔導。 

2.國際收養 

(1)收養人年齡不超過被出養童 45 歲以上。  

(2)如為夫妻者，需婚姻關係穩定。 

(3)取得居住國當地之收養資格。 

(4)願意配合本會收養程序及後續追蹤輔導。 

勵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成員皆品德良好、身心健康成熟,且有固定住所、正當職業、穩定的經濟能力足供養育兒童而無匱

乏之家庭。 

兒童福利聯盟

文教基金會 

1.國內收養：收養人願意配合收養流程及規定，經濟、身心狀況、婚姻關係（如為夫妻者）穩定，

且與被收養人年齡差距在 50歲以下。 

2.跨國境收養：收養人願意配合收養流程及規定，經濟、身心狀況、婚姻關係（如為夫妻者）穩定，

且年長一方須與被收養人年齡差距在 45歲以下；符合上述與該國收出養機構規定且願意配合收養

流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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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9）。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者名

單－兒童及少年媒合服務者許可概況表。取自：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416&pid=2662 

附錄二 訪談邀請函 

敬啟者 您好： 

我是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碩士班學生楊淨淯，目前

由本所游美貴教授的指導之下，正在進行「收養社工參與媒合配對過程經驗」之

研究。研究者從收養服務的實習經驗出發，從旁觀察到收養社工總是很努力的為

收養兒童尋找一個能提供愛與照顧的家庭，而觸動研究者對於收養服務的關注，

並覺察到收養社工在媒合配對的決策過程的重要性。 

試想如果收養並不是為孩子尋找一個「完美家庭」，那麼收養社工該如何為

孩子尋找一個「永遠的家」？這是疑惑，開啟了我的研究，因此希望可以透過研

究訪談瞭解到收養社工在媒合配對過程的工作經驗，並且期待可以協助未來收養

制度及實務上的參考。 

有關本研究的相關資訊如下： 

一、研究參與者（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目前從事收養服務（含出養服務）四年以上之社會工作者。 

（二）曾經參與媒合配對評估或決策經驗者。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採用一對一的深度訪談法，在訪談前會告知研究目的、過程及相關風險與

回饋等等說明，並且在訪談過程中進行錄音記錄，經由研究參與者的同意並簽

署「訪談同意書」後再進行研究訪談。 

（二）預計訪談時間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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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研究參與者方便的時間與地點協調，預計訪談時間為 1.5小時。 

 

（三）訪談回饋： 

將會提供每位 200元的禮券以及感謝小卡，並且依據研究參與者的需要，

提供研究結果的完整電子檔或紙本一份。 

若您或貴機構有符合本研究參與的對象，或者您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歡迎

直接與我聯繫。 

 

期待與您相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游美貴教授 

研究生：楊淨淯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171 

附錄三 訪談大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題目：收養社工參與媒合配對過程經驗之研究 

指導教授：游美貴教授  

研究生：楊淨淯 

【訪談大綱】 

一、請問您任職的收養機構所提供的媒合配對服務內容為何？ 

（包含:服務流程、媒合配對的原則與價值、機構規範...等等。） 

二、請問您目前從事收養媒合配對服務內容為何？ 

（包含:主責的工作內容、主要接觸的服務對象、社工角色...等等。） 

三、請您分享您在媒合配對服務中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有哪些？ 

（包含:使用的資源、評估工具、評估與決策的考量...等等。）  

四、目前對於政府建置的「收出養服務資訊平台」看法為何？ 

（包含:實際運作方式、使用的經驗...等等。） 

五、請問您在媒合配對服務的實務困境有哪些？ 

（包含:法律或政策制度、機構理念或規範、社工角色、服務方法...等。） 

六、您認為目前的收養媒合配對服務還可以如何改變？ 

（包含:制度面、機構面、個人反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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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同意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題目：收養社工參與媒合配對過程經驗之研究 

指導教授：游美貴教授  

研究生：楊淨淯 

【訪談同意書】 

您好： 

非常謝謝您參與「收養社工參與媒合配對過程經驗」之研究。本研究是由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游美貴教授所指導，由研究生楊淨淯同學進行

的研究。為了保障您的權益，必須與您說明本研究的相關訊息，請您詳閱以下資

訊： 

一、研究目的 

（一）瞭解收養社工在媒合配對服務的參與經驗。 

（二）探討收養社工對於收出養媒合配對服務制度的看法。 

（三）將研究結果提供未來在收養媒合配對機制之相關建議。 

二、研究過程 

公開邀請符合本研究主題之研究參與者進行研究訪談，訪談時間預計 1.5小

時，採全程錄音記錄，若您不同意研究者則會以訪談筆記替代資料記錄。訪談結

束後研究者會將錄音檔案謄打成逐字稿，並邀請研究參與者協助檢閱資料內容的

正確性，再進行資料分析，並適度的將訪談資料引用於本研究論文成果。 

三、隱私與保密 

為了確保研究參與者在研究中的隱私與保密，在分析資料中會將研究參與者

編碼之外，亦會將各機構名稱進行匿名，如 A機構、B機構等等。另外，有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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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檔及逐字稿檔案僅會存放在研究者所使用的個人電腦，完整逐字稿也僅會與研

究參與者本人及指導教授討論時使用，並不會將檔案公開。 

四、研究中止與退出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參與者若覺得不舒服或不願意分享可以隨時中止訪談並

退出。 

五、研究回饋 

本研究為表達研究參與者的貢獻，將會提供每位 200 元的禮券以及感謝小

卡，並且依據研究參與者的需要，提供研究結果的完整電子檔或紙本一份。 

 

若您還有任何疑問或想法，歡迎您隨時與研究者進行討論。若您同意以上說

明，並確認沒有任何不清楚之處，再請您簽署本訪談同意書一式兩份，將由您與

研究者各持一份留存。 

 

最後，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研究參與者：                    （簽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研究者：                        （簽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