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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喜樂保育院創辦人瑪喜樂女士 

聖 母 之 心 
訪問：葉建華 蘇德昌 蔡敬祥 陳昭池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菲力比書四章十三節 

位於濁水溪出海口附近的彰化縣二林鎮，

在四十多年前仍是窮鄉僻壤，一名金髮外國護

士隨著醫療團來到這裡，看到滿地爬行的小兒

麻痺兒童，心生不忍，決心留下來照顧他們。

如今她的金髮已轉為灰白，當地人都將這個老

外婆婆視為「鎮寶－二林媽祖」，平民百姓乃至

總統，不分年紀，每個人見到了總是親切地喊

一聲「阿媽」。 

她是外國人；她擁有虔誠的宗教信仰但非

傳教士；她不知道臺灣在那裡卻在這裡開花散

葉四十年；她聽不懂國語，卻操著一口道地的

「海口閩南語」；有四百多位的小兒麻痺孩童，

在她面前爬著進來，走著出去。她就是基督教

喜樂保育院的創辦人瑪喜樂（Joye Meredith 

McMilliam）女士，現年九十一歲，遠從異域

飄洋過海來到台灣，懷著悲天憫人的心，留在

這塊她一無所悉的土地上照顧他們。她熱愛臺

灣，在這塊土地上奉獻後半生，她的愛是一份

不分國界、種族、語言、文化、信仰、無私的

愛，她是「正港」的台灣人。就讓警政署政風

室日新專訪小組帶著您，一起去看看阿媽。 

逆境中培養悲天憫人的胸懷 
一九一四年，瑪喜樂女士（以下尊稱「阿

媽」）出生於美國華盛頓州摩西湖畔的一個窮困

農場，那個地方幾乎整年都不下雨，像半個沙

漠一般，日常用水就靠一口井。父親是個無師

自通的獸醫，常被請到別的農場去看生病的牛

和馬。身為獨生女的阿媽，自然也得幫忙做農

事，因此從小就開始習慣了簡樸的農村生活。

讀書必須到六哩外的小鎮上小學、中學，有時

住鎮上親戚家，有時就得騎馬上學，所以，阿

媽對於鄉下農村自給自足的生活環境特別有感

情，也養成了不輕易屈服環境，遇到困難就得

自己解決的個性。 

中學畢業的前幾年，碰上經濟大恐慌，大

家都很窮，畢業典禮時班上只剩七個人，而阿

媽是唯一的女生。一九三二年高中畢業後，由

於經濟關係沒有繼續讀大學，再加上很難找到

工作只好待在家鄉或到鄰近，斷斷續續的從事

照顧小孩、水果包裝等工作，如果你看到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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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上印有華盛頓州萬那崎或錫連，那就是阿媽

一九三四年秋天工作的地方。雖然阿媽辛苦的

工作，但內心中一股追求知識的慾望卻不曾斷

絕，就這樣存了一點錢，雖然經濟壓力沉重，

仍然進入加州柏克萊大學春季班醫學預科就

讀，不過後來錢用完了，無法繼續上學，只好

再去幫人照顧小孩及從事秘書工作，晚上則到

柏克萊高中及加州大學修讀學分，一直到二十

四歲結婚為止。在這段成長及讀書的過程中，

可以看到阿媽求學、工作的艱辛以及在逆境中

奮發向上的精神。 

一九三八年，阿媽二十四歲，嫁給大他三

十三歲的凱利先生，為了當好繼母的角色，阿

媽一直都沒有生育，可是幸福的婚姻生活卻十

分短暫，一九五○年父親過世，隔年先生去世，

母親中風癱瘓，一連串親人離去的打擊，使阿

媽再度面臨孤獨的人生。雖然先生去世後，留

下一筆為數不少的遺產，但是阿媽始終覺得如

果就這樣過生活，下半輩子將非常沒有意義。

阿媽找到一份在柏克萊第一長老教會擔任秘書

的工作，剛好在一九五五年加州為女性設有護

理職業學校，拿到證書後可以在安養院工作或

擔任居家看護，教會友人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機

會，便鼓勵阿媽報考，最後阿媽拿到了證書，

就到一家安養院擔任看護工作。在教會及看護

工作中，阿媽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對她悲

天憫人的性格無疑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臺灣在那裡？ 

一九五八年，在阿媽四十四歲的某一個夜

晚，改變她人生的契機悄悄來到。一次教會的

聚會中，阿媽結識了一位來自台灣埔里的謝緯

醫師；當時台灣有很多的肺結核病患，謝緯醫

師來美國是想瞭解肺結核的處理問題，謝醫師

向她表示，他打算在埔里地區興建一座肺結核

療養院，並且已經和一些醫師在臺灣中部西海

岸及埔里山上設有流動診所，對醫療資源不

足，生活貧困的濱海漁民、山地原住民提供免

費的醫療服務，並邀請身為護士的阿媽到台灣

一起協助肺結核病患。 

當她知道謝醫師的理想後，對於他慈悲的

胸懷及言談中流露的自信相當感動，謝醫師回

台灣後也陸續寫信描述他的工作情況。由於父

母及丈夫都已過世，阿媽下半輩子到底要做什

麼，一直是她心中的疑惑？謝醫師的所作所

為，讓阿媽很想幫忙，心中為之一動，但「究

竟該到台灣看看，還是將旅費寄給台灣的朋

友，幫他們完成建療養院的心願呢？」為此，

阿媽迫切禱告求助於神的指引，並詢問兩位教

會的牧師，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答案，「去看看他

們實際的工作情況」。 

只是，翻了老半天的地圖，就是找不到台

灣，當時還有朋友擔心從未出國的阿媽，會在

大海中迷失方向，那時，從舊金山到台灣還沒

有直達班機。於是在一九五九年，想到台灣看

看的阿媽，剛過四十五歲的生日，就搭乘小飛

機到夏威夷群島，然後經由偉克島、日本抵達

台灣。之後，阿媽便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

起在埔里服務，這群人中有像謝緯醫師的本地

人，也有來自加拿大的牧師、德國的女傳教士、

挪威的男護士等。阿媽在埔里這段時間，一直

在心中問自己「我能夠在台灣做什麼？和一起

工作的朋友相比，我的經驗和知識遠遠不如他

們，實在不知道能幫什麼忙。」阿媽更清楚沒

有一個機構會派遣缺乏經驗、知識的人，如果

她想待在台灣就必須自費。但所有人都告訴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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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你一定要來，神要用妳，祂就會給妳意想

不到的能力。」 

隔年阿媽返回美國後，於五月間帶著一箱

箱從教會募集到的二手衣服、樣品藥物，搭船

抵達了高雄港，謝緯醫師並親自接她到埔里。 

曾經在美國護理職校領到結業證書的阿

媽，先是到埔里基督教醫院擔任營養師，同時

在醫院對面的伯特利山地女子聖經學校教英

文，晚上又開有高中生英文班，假日則帶著學

生們，到埔里北山腰一個叫大坪頂的小村莊，

講聖經故事給孩子們聽。也和謝緯醫師的醫療

團隊到中部西海岸以及埔里山地村落義診，足

跡甚至遠至烏腳病流行的台南縣北門鄉。就這

樣在台灣的一角，一個遠渡重洋的外國人帶著

一份無私的愛踏上這塊土地，默默而又無悔的

奉獻她的心力。 

一枝草、一點露 
一九六○年代的台灣，經濟貧困，身心障

礙福利不被社會重視。阿媽跟著謝緯醫師的醫

療團到彰化二林沿海地區義診時，就看到這些

亟需幫助的小兒麻痺症兒童，有的由父母揹

著，有的則任由他們在地上爬行，每個人臉上

的神情都是那麼的晦澀、陰暗。這些孩子因為

沒有接受過肢體矯正治療，更沒有支架、輪椅，

很多人爬行於地，有的則失學在家，無法接受

教育，甚至長年被關在屋內。再加上當時濱海

地區存在迷信，他們被認為帶有傳染病，鄰居

的孩子都不敢跟他們玩，有的被認為是祖先做

了壞事，才會生出小兒麻痺的孩子。這些可憐

的孩子沒有朋友、無法念書，有些家長甚至不

敢讓鄰居知道他們的存在。這些孩子必須以低

人一截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在他們的心中

永遠無法體會平等的滋味是什麼，更惶論有任

何的醫療及教育資源協助。 

阿媽看了非常心痛，因為小兒麻痺患者在

國外，早就可以藉由鐵鞋、支架站立，而台灣

的這些孩子卻仍在地上爬行，獨自面對未來不

可知的命運。她心中湧起無限的憐憫之情，決

心要幫助這些孩子站起來。 

三年後，阿媽來到彰化縣二林鎮，在現在

的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主持護理部，那年

她五十歲。醫院開張的第一天，就有二百多位

小兒麻痺症患者前來求診。病童們在謝緯、蔡

陽昆等醫師的協助下開刀並裝上支架，這些孩

子終於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樣站起來活動。一

九六五年，阿媽暫借醫院的倉庫，正式成立小

兒麻痺兒童保育院，提供醫療、教養、復健、

心理輔導等服務，小兒痲痺孩童矯正手術後的

醫療照顧及復健工作，則由阿媽一肩挑起所有

重擔，她白天忙於護理工作，夜晚忙著張羅孩

子們的食、衣、住、行，在這個家，阿媽身兼

慈母及嚴父，看管孩子的一切瑣事，包括餵食、

洗澡、換尿布，工作非常辛苦，甚至部分嚴重

肢障而無法自理大小便的孩子，阿媽親自處理

穢物，從不假手他人。 

不久之後，隨著收容的兒童越來越多，原

來的空間已經不敷使用，擁擠的程度，已到了

只要有個小孩感冒或有皮膚病，其他人也跟著

染病；另外，醫院其他的患者看到有這麼多小

兒麻痺的兒童，卻反而擔心被「傳染」小兒麻

痺，不敢到醫院求診，並向院方反映這樣的情

況，院方不得已被迫將小兒麻痺的院童遷出。

剎那間，這些孩子面臨無處可去的窘境，阿媽

不忍心看見孩子們受苦及無助的境遇，遂毅然

返回美國變賣部分財產並到處奔波籌款，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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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中對

面買下二

千二百坪

的土地，

但餘款只

夠蓋二棟

房子，而

要照顧的

孩 子 很

多，二棟

房子是不

夠的。阿

媽的錢已經用光了，教會的牧師建議阿媽蓋五

棟房子，並鼓勵她說：「不要擔心錢的事，神會

幫助你的。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就在愁苦之際，得到加拿大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等各國善心人士的捐款，讓阿媽得以

順利興建房舍安置這些孩子，還買了一部小巴

士用來接送孩子們上學。 

另一方面，阿媽也積極尋找需要幫助的小

兒麻痺兒童，並說服家長同意讓孩子進入保育

院。那時很多家長都還不知道保育院的存在，

阿媽和幾個人就開著小巴士，在彰化、雲林等

沿海地區奔波，四處廣播、宣傳，希望找到這

些小兒麻痺的兒童，帶回保育院矯正肢體、復

健、教育，讓他們的未來能和其他人一樣充滿

希望。但是，阿媽也常常遇到一些家長不能了

解她的苦心，固執的認為罹患小兒麻痺的孩

子，已經注定沒有希望、沒有將來，只能任其

在家裡自生自滅的消極想法。每當遇到這個時

候，阿媽都會苦口婆心、費盡唇舌反覆的勸說

家長，好不容易打動家長的心，同意將小孩交

給阿媽，但有的孩子往往因為恐懼而極力反

抗，掙扎、撕咬的情況屢見不鮮，還曾有孩子

躲進甘蔗園內，讓大家花了一番力氣才找到。

現任保育院行政副院長林玉嫦則是一個特殊案

例，三歲時罹患小兒麻痺的她，因為家中人口

較多，經濟也比較拮据，父親因無法扶養那麼

多小孩，就將她送到台中的某家孤兒院，孤兒

院院長和阿媽熟識，考量一個肢體不方便的小

孩待在一般的孤兒院比較不適合，就將她轉送

到保育院。就這樣，保育院的院童從四面八方

聚集到阿媽的羽翼下成長、茁壯。 

送病童就醫是阿媽的專利 
保育院剛開始運作的時候，人力、財力都

十分匱乏，阿媽不得已只好身兼數職，除了負

責行政管理，還兼任護士、駕駛、院舍打掃等

事務，日以繼夜忙著張羅孩子們的衣食住行。

儘管院務如此繁雜，孩子生病不舒服時，就算

在半夜，她也會立即開車送往醫院就醫，這四

十年來，送病童就醫都是阿媽的專利，誰也別

想和她搶。十四年前遠從臺北來喜樂保育院的

鄭清煌，除了罹患小兒麻痺外，還合併先天性

軟骨症，經大大小小骨折不下五十次，就在他

入院後不久，不慎翻倒輪椅，再度骨折，阿媽

知道後，立刻載他到醫院急救，許多醫院拒收，

她則漏夜連絡醫師，忙了四、五個小時，才將

孩子的病情穩住。 

有一位院童陳忠盛，就讀國小時因為發燒

被學校送回保育院，當時是冬天，天氣特別冷，

阿媽心中一直惦記著阿盛，半夜特別起床幫他

量體溫，沒想到竟發燒到四十度，阿媽連忙背

起他，二話不說飛車開往醫院掛急診，整晚陪

伴阿盛打點滴沒闔過眼。還有一次院內一位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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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水腦症的小女孩過世，阿媽特別到彰基醫院

的太平間看這個小孩最後一眼，當看到小女孩

冰冷的屍體時，她竟毫無顧忌地抱起來親吻，

還叮嚀孩子一路上有上帝作伴，不要害怕。這

些情景看在小女孩的親人眼中，不由得淚眼紅

眶，因為她的愛，已經超脫凡人了。 

十五年前保育院正在發送冬令救濟品給鎮

上的貧苦老人，一位全身髒兮兮、渾身散發臭

味的八十老翁心情特別好，不僅一直逗留在現

場唱歌，還講話講個不停，陣陣惡臭讓現場的

人都相當難受，但阿媽卻耐心地對待他，還用

手幫他拭去嘴角的口水，事後更是多次去探望

這位老人家，阿媽的一舉一動總是這麼的貼

心、和善、發自內心。 

曾經有一個陰冷的早晨，阿媽照例在馬路

邊幫孩子指揮交通，看到一隻全身都是皮膚病

的狗蹲在馬路邊發抖，全身早已被雨淋濕。阿

媽顧不得狗兒全身沾滿了泥水，雙手立即將這

隻小黑狗抱滿懷，還請來獸醫幫忙醫治，沒想

到自己卻換來一身的皮膚病。這就是阿媽的精

神，無論對人或是動物，始終擁有發自內心的

憐憫心，奉獻自己、充滿愛心。 

「我沒有那麼好，是上帝做的，是大家做

的。」每當社會各界肯定阿媽時，她總是回答

這句話。 

天生我材必有用 
在財務方面，因為阿媽並不屬於教會或是

任何團體，所以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院裡孩

子的三餐、醫療、輪椅、柺杖以及行政費用等

花費，在在讓阿媽承受莫大的壓力。阿媽一方

面每年回美國募款，透過教會成立保育院美國

的董事會籌募經費，也獲得基督教兒童福利基

金會（Christian Children’s Found）幫助，為每

一位院童在美國找到一位認養人，每月捐助若

干金額；另一方面，在保育院經濟最困頓時，

阿媽也不惜回到美國變賣自己的家產。然而，

阿媽從不計較貧富，不論家長是否有能力繳

費，關心的是如何讓孩子們接受適當的醫療、

復健和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 

保育院照護院童所採取的方式是一棟棟的

房舍內住著約十七、八位院童，由一位媽媽即

老師負責全天二十四小時照顧孩子們的生活起

居，督促他們讀書寫功課。阿媽雖然是個虔誠

的基督教徒，但並不會強迫院童信仰上帝，可

是讀聖經、做禮拜還是院內的一定課程。關於

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保育院剛成立的幾年，國

小前二年級都是在院內，一方面是因為沒有交

通車送院童到國小就學，且當時學校本身對身

心障礙者的接納度也不高，也缺乏無障礙的環

境。但是，阿媽覺得受教育是每個人基本的權

利，所以她跟學校交涉結果，剛開始約二年由

學校派老師到院裡教學，其後院童再到學校就學。 

另外，院童從小開始，阿媽就會帶著大家

到院外的各個地方，和其他人接觸，這就是所

謂的「融合」。不讓孩子們自我封閉在保育院

內，這就是阿媽的想法。這樣「融合」的結果，

也同時讓社區的民眾能夠學習接納身心障礙

者，不

會用異

樣的眼

光看待

他們。

如果有

任何異

樣的眼

光，院

童也能

學習面

對；雖

然在面

對這樣的眼光過程中，孩子們可能無法承受，

而會覺得受到傷害、會傷心、會流淚、會氣憤，

但阿媽始終認為不能因為害怕這些，就永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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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封閉起來，而應該要學習和其他人保持正

常的互動。 

堅定的信仰是阿媽分享給大家的財富，讓

大家用正面、積極的態度看待自己。如同約翰

福音第九章當中提到，一個生來是瞎眼的人到

耶穌面前，門徒就問耶穌：這人生來是瞎眼的，

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

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

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阿媽想要

灌輸院童的觀念是，不是大家或是父母前生造

孽，這輩子才變成這樣，大家應該用不一樣的

想法看待自己。 

開發院童的潛能也是阿媽著重的一點，在

復健室復健到自己能夠站起來以後，保育院就

讓他們幫別人推輪椅。孩子們能夠站起來，又

能夠進一步幫助別人時，心中的喜悅是筆墨難

以形容的。事實上，幫助別人的同時，也是在

幫助自己，站起來、推輪椅，接著便開始自己

工作，像做麵包等等，進而讓他上班打卡、領

薪水等；等到能自己工作、領薪水時，便拾起

了尊嚴與自信。 

「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的同時，一定會為

你打開一扇窗。」阿媽堅信「愛可以補足缺陷」，

更何況不僅是身心障礙者，其實你我、每個人

都有缺陷，當一個人有自信及尊嚴面對時，就

可以補足自己本身的缺陷，只是看自己能否面

對而已。 

他鄉早已是故鄉，我是臺灣人 
阿媽一生所獲得的掌聲無數，第二屆十步

芳草光輝錄、第五屆醫療奉獻獎、社會工作特

別獎、彰化縣榮譽縣民、臺灣省榮譽省民、華

夏獎章等榮譽，八十九年更獲頒外國人在臺灣

的最高榮譽「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今年的九月二十九日是阿媽的九十一歲大

壽，當初來臺灣時本來只想待一年，但是一待

就是四十幾個年頭，從來沒有動過想要回美國

的念頭，「我是美國的鄉下人，但是我更愛當臺

灣的鄉下人」。現在，阿媽每當坐車的時候，如

果看到路邊有坐輪椅、拿柺杖的人，她會馬上

叫停！停！讓車子停下來，問他是不是保育院

的畢業生；另外，阿媽無論到臺北、高雄，或

是任何一個地方，她都會主動探望保育院的畢

業生，可見阿媽念茲在茲的就是這些小兒麻痺

的患者。 

現在，臺灣的每個角落幾乎都有喜樂保育

院的畢業生，大約有四、五百位。每年阿媽的

生日，很多人都會攜家帶眷回來看阿媽，阿媽

曾說：「如果我留在美國，子孫也許不超過十

個，但是在臺灣，我卻子孫滿堂，比美國多出

四十倍。」以她先生遺留下的財富，阿媽可以

在美國舒服的享受下半生，但她選擇為這塊陌

生的土地奉獻所有心力，不僅拒絕董事會發給

薪俸當作生活費，有時，院方為她準備返美的

機票，也總是推來推去，最後被退回來，甚至

她個人日常生活用品也是自掏腰包，不敢徇私

動用院裡一分一毫。 

為臺灣奉獻青春歲月的阿媽，由於年事已

高、並罹患失智症，就曾因忘了居留證過期，

被罰款一萬元，還遭限期出境返回美國辦理簽

證。這段期間，保育院不忍心阿媽國內外奔波，

向內政部陳情反映，要求政府重視像阿媽這樣

對臺灣有特殊貢獻的外國人士的居留權問題，

獲得具體的回應，阿媽也因特殊奉獻而取得永

久居留權。阿媽年紀大了，她需要的是實質的

關懷，但是政府除了同意她居留，卻連最根本

的「榮譽身分證」都沒有給她。所幸，阿媽有

著一群臺灣「孫子」們的照顧，他們也捨不得

就這樣讓阿媽回美國。 

「奉獻臺灣四十多年，就讓臺灣照顧她十

年吧！」 

阿媽將四十多年的青春歲月奉獻給這塊土

地，現在該是反哺回饋的時候了。當你經過彰

化二林鎮時，別忘了去看看喜樂阿媽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