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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電腦前⾯的我，⾯對「理事⻑的話」這個題⽬，內⼼是百感交集的。現在的時間是2020年
的5⽉，2019年對我們來說彷彿像是⼀個世紀那麼遠。在新冠肺炎病毒的肆虐下，我們已經無法
再像之前那般的⽣活，紅⿐⼦醫⽣們也因此暫時無法進⼊到醫院演出......�

但是，最⿊暗的時刻，也是最光明的時刻。在這個艱難的考驗下，台灣⼈展現了卓越的⾃制⼒
與團結，成為全球抗疫的典範。⽽我們可愛的紅⿐⼦醫⽣們，也在這艱難的現實之下，找到希
望與契機⸺我們⽤視訊的⽅式、⽤搞笑短⽚的⽅式，持續地陪伴在醫院中的⼩朋友，持續地帶
給他們歡笑。�

⽽這⼀切的發⽣，都源⾃於我們協會這幾年所累積的基礎。⾃協會成⽴以來，我們與醫護團隊
及⼩朋友建⽴了穩固的扶持與陪伴的關係。⽽這個經驗，也促使我們將服務對象從⼩朋友推展
到⾼齡⻑者以及⾝⼼障礙的朋友。�

2019年可說是紅⿐⼦關懷⼩丑協會極為關鍵的⼀年⸺�
在2019年，我們開始為⻑者表演的服務；�
在2019年，我們增加了進駐服務的樓層，增加了南部服務的醫院；�
在2019年，我們到其他沒有紅⿐⼦醫⽣服務的醫院，提供單次的演出與講座；�
在2019年，我們開始「助⼈⼯作坊」，跟醫護與社⼯們分享戲劇的療癒⼒量；�
同時，在2019年，我們⼩丑的在職訓練課程也達到前所未有的豐富與密集。�

持續地將微笑帶給醫院的每⼀個⼈是我們永遠的⽬標，同時，我們也會努⼒讓每⼀個需要⼩丑
的⼈得到歡笑。�

歡笑是真的有療癒⼒量的！有許多的學術研究佐證，在⼩丑醫⽣的陪伴下，病童的⽌痛藥需求
劑量降低了、體內的壓⼒指數是降低的、術後的恢復時間是縮短的。所以，愉悅的⼼情不只是
⼀個調劑，⽽是邁向健康平衡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我們紅⿐⼦醫⽣就是那個直送歡笑的
快遞員！

理事⻑的話 

直送歡笑的快遞員

理事⻑的話｜直送歡笑的快遞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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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們的陪伴與帶來的歡樂！」�

這是紅⿐⼦醫⽣們最常聽到的⼀句話。但是，對於紅⿐⼦醫⽣來說，陪伴從來都不是單向的。�

真誠的連結，往往能讓雙⽅都感受到溫暖，即便紅⿐⼦醫⽣常常被視為「提供陪伴者」，但在共同
創造出來的歡笑時光之中，彼此都是平等的夥伴。這些「在⼀起」的珍貴⽚刻，時⽽溫馨，時⽽苦
澀。其中的⼒量，療癒了孩⼦家屬，也讓紅⿐⼦醫⽣感動。�

因為是量⾝訂做的演出，所以不管是⼀般病房、癌症病房、還是加護病房，每個⼈都是紅⿐⼦醫⽣
互動、連結陪伴的對象，每個病床牽動的是⼀個家庭；在2019，因為有募款經費的⽀持，在維持既
有醫院演出天數外，我們也增加了紅⿐⼦醫⽣醫院服務的天數及對象。�

在兒童⽅⾯，新增⼀間南部駐點演出醫院—⾼雄醫學⼤學附設醫院，也新增每週⾄台⼤兒童醫院8F
加護病房及12F綜合性病房演出；除了孩⼦，紅⿐⼦醫⽣也開始為醫院的⻑輩演出，我們開始在台北
榮總的⽇照中⼼、成⼈胸腔加護病房及⾼齡病房的固定演出。

醫院演出 

不間斷：新增加護及⾼齡病房駐點演出
紅鼻子醫生演出目的，不是為了展現一場專業表演、也不是為了慶祝特別節日，而是希
望用「⻑期固定」的「陪伴」，把笑容帶回這些必須待在醫院的孩子、家屬和醫護工作
人員臉上，用幽默和每個人共築出屬於他們的幻想世界，緩解⻑期緊繃的精神壓力，成
為他們在醫院日常的支持之一。

4醫院演出｜不間斷：新增加護及高齡病房駐點演出



沒關係，我們下次再來�
紅⿐⼦醫⽣史瑞克/吳思瑞�

我是在喬喬6歲時遇到她，喬喬因腦瘤必須⻑期住院治療。在這過程中，我們陪伴彼此⼀
段很⻑時間，我能夠感覺到，我們相互的信任也在這⼀週週遊戲中與⽇俱增。但之後喬喬
眼睛因為疾病，再也看不到了，她變得很害怕。記得那天演出前做病情紀錄時，護理師提
醒喬喬情緒不穩定，有時候只是叫⼀聲她的名字，就⾜以讓她崩潰⼤哭。�

我們抱著⼩⼼翼翼的⼼情⾛到她床邊，輕輕呼喚著她的名字，並且⾃我介紹，出乎意料
的，聽到我們聲⾳的喬喬顯得⼗分平靜，聽著我們為她唱的歌，讓我們輕輕地撫摸著她。
那⼀刻，我很慶幸⾃⼰取得她的信任，我很慶幸我們能夠在她這麼害怕的時候，成為⼀個
能夠撫慰她的因⼦。�

後期喬喬睡覺的時間變⻑，有次當我們進去喬喬房間時，⼀旁的奶奶說喬喬在睡覺，我
說：「沒關係奶奶，我們下個禮拜再來唱歌給喬喬聽。」說完便擁抱了奶奶。奶奶的眼眶
瞬間就紅了，當下我的⿐⼦也酸酸的，但我努⼒穩住情緒，因為我想成為他們的肩膀，讓
他們知道我們是真的可以陪伴他們。�

這樣的信任多麽得來不易，是多少時間累積⽽來的呢？要⾛進⼀個受傷的孩⼦的⼼裡，要
撫慰⼀個在經歷磨難的家庭，除了⼀顆真誠的⼼之外，我想，還需要⼀個條件，那就是能
夠有⾃信的說出：「沒關係，我們下禮拜再來。」

紅⿐⼦小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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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緊張，我在這邊陪你�
紅⿐⼦醫⽣咪咪/卓家安�

「⾯對昏迷的⼩朋友，紅⿐⼦醫⽣可以幹嘛啊？」對於紅⿐⼦醫⽣來說，兒童加護病房
（PICU）確實有挑戰⸺⾯對纏滿管線、反應有限的⼩⼩觀眾們，再好的演員，也難免覺得⾃
⼰「可有可無」，但是，咪咪卻在這裡有了奇妙的際遇。�

有著⼀顆⽑茸茸獅⼦頭的咪咪，是兒童醫院的常客。⼀看到⾷物，咪咪便會眼睛發亮，上⼑
⼭、下油鍋都在所不惜，貪吃的模樣總是讓所有⼈⼜好氣⼜好笑。這樣⼀個瘋狂的⼩丑醫⽣，
進到加護病房，也得乖乖消毒、穿上隔離⾐，保持安全距離。正覺得⾃⼰什麼都不能做、渾⾝
不對勁的咪咪，才進到⼀個先天⼼臟病新⽣兒的病房裡，隔壁就推進⼀個要上葉克膜的緊急案
例。整個PICU像在打仗⼀樣，⼤量的醫護⼈員在⾛廊上來回奔波。�

緊繃的氛圍、⼤量的聲響，不斷從隔壁漫過來。咪咪在病房裡，⼀時慌了⼿腳。就在考慮撤退
的時候，咪咪的眼⾓餘光注意到，床上原本毫無動靜的新⽣兒寶寶，竟然動了⼀下。「加護病
房裡的寶寶，知覺還是⾮常敏感的！」這個頓悟讓咪咪留在床邊，觀察著寶寶任何細微的動
作。眼⽪的眨動、⼿指的抽搐、⼩腳輕輕的踢腿，甚⾄是儀器圖表上的波線…，都是平時容易
忽略，卻最誠實、直接的反應。�

咪咪開始輕輕地對寶寶說話：「哇，外⾯好吵喔，你也有聽到嗎？不要緊張，我在這裡陪你
喔。」還有誠⼼的讚美：「你真的是個好可愛的寶寶耶，⽽且好勇敢喔！」咪咪繼續講故事、
哼著柔緩的曲調，讓整個房間⾃成⼩世界，隔絕了外⾯的忙亂。漸漸地，寶寶的⼿腳舒展了⼀
些，也不再焦躁，連結與互動，便由此開始。�

陪伴無他，專注⽽已。尤其在加護病房，紅⿐⼦醫⽣只能⽤最精練、溫暖的幽默感，才能維持
這個微⼩世界的完整，⽽不是攪動焦躁的氛圍。無論是⾎液腫瘤科病房，或是兒童加護病房，
紅⿐⼦醫⽣所能提供，最「可有可無」，卻也無⽐珍貴的東西，正是這個：純粹且平等的連
結。只有真正的連結，才會開啟理解與療癒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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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台灣進⼊⾼齡化社會，紅⿐⼦醫⽣在兒童病房演出時，不時會看到借床的⾼齡⻑輩，相對
於兒童病床的熱鬧，多是外籍看護照顧的⻑輩們，總是⼀個⼈靜靜地躺在床上不發⼀語。但只
要看到紅⿐⼦醫⽣站在床邊，眼睛就會開始閃爍著光芒，聽到⼩丑們國台語交雜的問候，不管
是⼭頂⿊狗兄，還是⿈梅調的⼗⼋相送，⻑輩們開⼼的⼿舞⾜蹈，和演員⼀搭⼀唱，彷彿回到
他們發光發熱的年代，在紅⿐⼦醫⽣帶來的⾳樂聲及歡笑聲中，找到⽣命的活⼒。



8醫院演出｜2019年表演場次與服務人次

臺灣⼤學兒童醫院�
表演床數：4,347�
服務⼈次：11,873

臺北榮⺠總醫院�
表演床數：3,281�
服務⼈次：6,550

臺中榮⺠總醫院�
表演床數：834�
服務⼈次：2,463

中國醫藥⼤學兒童醫院�
表演床數：771�
服務⼈次：2,115

⾼雄醫學⼤學附設中和醫院*2�
表演床數：274�
服務⼈次：577

⾼雄榮⺠總醫院�
表演床數：2,295�
服務⼈次：7,075

表演床數 服務⼈次*1

總計 11,802 30,653
*1�服務⼈次包含病童、其家屬以及醫護⼈員等。�
*2�⾼雄醫學⼤學附設中和醫院為2019年10⽉新增加之服務醫院。

2019年表演場次與服務⼈次



9



醫院演出 

遠傳揚：遍及全台的微笑蒲公英
「我的孩子在其他縣市的醫院，請問你們可以來嗎？」因為城鄉醫療資源的差距，資源人力
的限制，每次接到這樣詢問總是讓人揪心，所以今年除了維持現有駐點演出的醫院，紅鼻子
醫生前進到不同縣市，從彰化、台南、屏東到宜蘭、花蓮、台東，六個縣市總計七間醫院，
進行單次病房演出，同時也針對當地的醫護工作者進行推廣講座與工作坊。

「媽媽！他們會來我房間嗎？」在病房演出遊⾏時，紅⿐⼦醫⽣最常聽⾒這樣的聲⾳，當演員真的⾛
到⾯前時，孩⼦更是驚喜，因為來到床邊的紅⿐⼦醫⽣，或迷路、或冒險，將整個房間變成叢林、海
洋或懸崖，克服萬難，只為了送⼀張貼紙給城堡裡的公主。窩在床上的孩⼦，看著不遠千⾥⽽來，氣
喘吁吁的紅⿐⼦醫⽣，不禁害羞地說：「我不是公主啦！」旁邊的媽媽⾒狀笑說：「不是嗎？他們從
好遠的地⽅來耶，妳好⽍也裝⼀下吧！」經過⼀番交涉，紅⿐⼦醫⽣終於完成任務。這時候⼜聽到孩
⼦的悄悄話：「媽媽，他們怎麼知道我喜歡公主？」演員總忍不住會⼼⼀笑，⼼想「是照顧妳的護理
師告訴我們的！」然後繼續穿過叢林與海洋，去⾒下⼀個翹⾸期盼的孩⼦。�

每當我們去到新的鄉鎮、新的醫院，迎來的往往是驚奇的眼光，互動性量⾝打造的藝術表演，在都市
以外的鄉鎮醫院並不常⾒；儘管是單次病房演出，從病情喜好詢問準備到演出後的紀錄，每⼀個步驟
絲毫不能⾺虎，才能打造出專屬每⼀個不同孩⼦的演出，給他和家⼈不⼀樣的住院記憶。�

也因此，許多第⼀次看到紅⿐⼦醫⽣的家⻑與孩⼦，剛開始以為紅⿐⼦醫⽣是定點表演⾳樂、魔術，
但當演員在⾛廊床邊，根據他們的喜好病況互動遊戲時，⼤家就知道⸺這個表演不⼀樣！�

不管住院治療天數多寡，對孩⼦家屬來說，醫院是個讓⼈不安、冷硬充滿限制的地⽅，⽽紅⿐⼦醫⽣
就是希望為這些⼼情焦慮的⼤⼩朋友，帶來⼀點美好的印象，留下開⼼的記憶。�

那怕資源有限，但我們還是期待透過多場次的紅⿐⼦醫⽣巡迴病房演出，讓紅⿐⼦醫⽣可以前進更多
醫療機構，前進更多縣市鄉鎮，為更多因疾病與治療緊繃的⼼靈，送上溫暖與歡笑，讓他們得以放
鬆。散播歡笑的⼒量和種⼦，未來⻑出更多微笑蒲公英。

10醫院演出｜遠傳揚：遍及全台的微笑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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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孩子得到關心。


 

彰化基督教醫院家屬

很棒，會配合孩子的情 帶入遊戲中。�
 

台東⾺偕醫院家屬

讓患者看表演，心情放鬆且開心。�
 

台東⾺偕醫院醫護⼈員

在我們這些資源比較缺乏的地方，就

算想多做點什麼，都不容易。像你們這

樣，可以來和緩一下病房間的氣氛，也

是滿好的。�
 

羅東聖⺟醫院護理⼈員

襛絏 𡡢
𨰉 睇 裛 !

 花蓮⾨諾醫院家屬

緩解醫病間的緊張感，舒緩壓力。

 
 屏東基督教醫院護理⼈員

感謝，常來！

 

彰化基督教醫院
家屬

謝謝你們
和我的恐

龍玩！
 

屏東基督
教醫院病

房孩⼦

很期待能再次接觸，為孩童增加許多歡樂，小孩馬上自己貼上紅鼻子貼紙，真的很happy!�

 
花蓮⾨諾醫院家屬

家長和小朋友參加完都笑咪咪的，也許讓

小朋友更喜歡來醫院了！�

（咦！好像不太對？哈哈哈）�
 

羅東聖⺟醫
院家屬

孩子從躁動不安到溫暖入睡，非常的棒，希望未來還有機會來台東！


台東⾺偕醫院家屬



12醫院演出｜遠傳揚：遍及全台的微笑蒲公英

醫院 ⽇期 活動性質 ⻑度(時) 推廣⼈次

台南奇美醫院 4⽉2⽇ 病房⽰範演出 3 64

宜蘭聖⺟醫院
5⽉13⽇ 教育推廣：講座 1 53

5⽉13⽇ 病房⽰範演出 3 100

台南成⼤醫院 6⽉26⽇ 病房⽰範演出 3 60

花蓮⾨諾醫院
7⽉5⽇ 教育推廣：講座 1 42

7⽉5⽇ 病房⽰範演出 3 200

台東⾺偕醫院
7⽉16⽇ 教育推廣：講座 1 50

7⽉17⽇ 病房⽰範演出 3 52

彰化基督教醫院
8⽉30⽇ 教育推廣：講座 3 30

8⽉30⽇ 病房⽰範演出 1 35

屏東基督教醫院
10⽉18⽇ 教育推廣：講座 1 30

10⽉18⽇ 病房⽰範演出 3 33

微笑蒲公英計畫成果



 

醫院演出 

勤準備：沒有終點的訓練和要求
不同於一般演出場域，為將最適切的高品質演出帶進醫院，與醫療團隊維持良好互動，每個上
線的紅鼻子醫生，必須持續參與定期例行進修，以及接受心理諮商師面談及評鑑考核，確保每
場醫院演出都可以維持在最高品質水準。

2019 次數 時數 說明

團體討論 12 29
透過固定的團體討論，進⾏⼯作的實務分享以及各醫院最新的衛教資訊，加
強與醫院之間的溝通理解，也讓每位紅⿐⼦醫⽣交流醫院現場所遇到的操作
困難，彼此討論並找⽅式排解，凝聚彼此扶持與信任。

專業課程 14 42

為深化演出服務的品質與其所需的知識技術，定期邀請相關線上專業講師為
紅⿐⼦醫⽣上課。課程範圍涵蓋⼼理（專業枯竭與⾃我照護等）、醫療衛教
（⻑者與失智症、RCUA&⾼齡病房介紹等）、藝術表演（⼩丑表演、⾳樂節
奏、光影技巧、物件劇場、肢體訓練、即興課）等領域。

⼼理諮商 16 —

在醫療陪伴中，紅⿐⼦醫⽣時常得⾯臨與被陪伴的之間的關係變
化。⽐⽅病童過世，該如何處理⼼理上的失落和悲傷，平衡在醫院
演出服務的⼼理狀態。於是安排了定期的諮商課程，協助紅⿐⼦醫
⽣維持⾝⼼狀態的健康。

評鑑考核 40 —

安排協會資深講師在第⼀線全程觀察給予回饋，不僅為演員充電，
提升彼此搭配演出的默契與品質，也透過即時給予的評鑑建議，刺
激每個紅⿐⼦醫⽣開發更多即興表演的可能性及趣味性，為每個表
演對象提供最適切的演出。

13醫院演出｜勤準備：沒有終點的訓練和要求



�

⾯臨即將到來的超⾼齡社會，除了例⾏性的訓練評鑑，協會也開始接觸⾼齡服務領域，然⽽我們深知因
服務對象的差異，所需的專業素養⼤不相同，於是特別邀請法國⾼齡⼩丑醫⽣演出的先⾏者，同時也是
「歡樂⼈⽣」協會（Vivre�aux�Eclats）的理事⻑、專⻑為⾼齡⻑者與多重障礙兒童表演的�Pauline�
Woestelandt�，到台灣為已在線上演出的紅⿐⼦醫⽣演員，進⾏為期近兩週的醫院觀察指導與密集專業
訓練課程。�

Pauline� ⽼師不僅到紅⿐⼦醫⽣駐點演出醫院，實際觀察紅⿐⼦醫⽣與病⼈醫護及周遭環境互動的狀
況，並於演出服務結束後，給予演員實質建議，更透過有系統的密集課程，分享多年⾼齡⼩丑醫⽣的經
驗，讓演員更加理解⾼齡醫護體系，以及演員與⻑者、醫護⼯作⼈員之間的關係，⽤精實的訓練，提升
紅⿐⼦醫⽣的⾼齡表演即興能⼒，循序漸進的發展出適合台灣的⼩丑醫⽣陪伴，為台灣⾼齡⼩丑醫⽣運
作系統奠基，協助照顧⾼齡⻑者⾝⼼靈健康，⽤⾼品質的專業表演藝術為健全⻑期照護服務體系盡⼀份
⼒。

醫院演出 

陪伴關懷⾼齡⻑者的特別訓練

怔嚜 倴𦉘摝Ē艅埵腷 倴拟 怯嚜 揋 揋 倴軴顟脇熌 Ē𠾼拟

膍 詙碹櫸 顲 襡熌 赩顩 仾 櫈 殗詒埵 鈌 !

⸺紅⿐⼦醫⽣ 吳思瑞

殗詒棩 脇熌 Ē檱䙺蠿 Ē玞 顲詒Ē螰蔠嚜倴 篝𥲤罧 暀玞

媜 殗詒鷘暟罧顲詒鮆 暀玞 !

⸺紅⿐⼦醫⽣ 朱怡⽂

嫫鮡 摝Ē 𨰉 寔剙 罧 騣 彻 𩃬Ē 鏶响鏿 𡄻 蠉 Ē

蠤糑 Ē鮯 斌跲 櫈Ē1矄 !

⸺紅⿐⼦醫⽣ ⿈冠嘉

起詙 鏶 欞 揋埵 榤渽 𡄻Ē𠁆 嚜 暀 葸堭Ē𣌟 顲詒摝㵵摝

Ш 餪 �篜�堸 鈌 耥琠鏶 痦熌鷘 罧 Ē堻滱 鱈絏鱈D罧

穨Ē 膦 鮯 穨箑穈 Ē媦𢱌鷘蹌𣸹欞 𣸹𧩙 !

⸺紅⿐⼦醫⽣ 彭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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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 

⿑分享：走⼊⼤眾的教育講座

15敎育推廣｜齊分享：走入大眾的敎育講座

深耕醫院數年，我們認識到，友善醫療不應只是醫護⼈員、病友與家屬的事。2019年，除了醫院演
出，紅⿐⼦醫⽣的教育推廣活動也不間斷的進⾏著，我們把握每⼀次與⺠眾對話的機會，積極地與
各單位及學校合作進⾏推廣。不只有讓社會⼤眾更認識紅⿐⼦醫⽣及友善醫療的教育講座，也有專
為助⼈⼯作者及相關團體需求舉辦的⼯作坊。�

只要有⼼，任何⼈都可以盡⼀份⼒。儘管受限於時間與條件，或許不⾒得每個⼈都可以在醫院表
演，但我們始終相信只要具備紅⿐⼦精神，就可以為⾃⼰，也為⾝邊的⼈帶來愛及歡笑。�

紅⿐⼦醫⽣是什麼？⼀位專業的⼩丑醫⽣是如何養成？如何在醫療現場實踐這樣的理念？透過各⼤
專院校、團體單位的邀請，紅⿐⼦醫⽣進到教室與講堂，卸下⿐⼦，坦然地分享⾃⼰作為⼩丑演
員、助⼈⼯作者，在醫院裡⼀路以來的成⻑與挫折，分享⾃⼰的經驗，知無不⾔，只為讓社會⼤眾
更瞭解醫療現場的需求，邀請聽眾們進⼊紅⿐⼦醫⽣這⾨職業的世界，體驗醫療現場的喜怒哀樂。�

傳統觀念認為⼩朋友在醫院乖乖接受治療就好，趕快治好就可以趕快出去玩，何必在醫院搞這些
「有的沒有」，但透過講座，聽眾得以藉由紅⿐⼦醫⽣的視⾓，進⼊了他們不曾想像過的世界⸺
數不清的抽⾎檢查、確診、⼊院，到開始各階段的化療，會⾯對多少⾝體的不適，更別提⼼靈上的
各種壓⼒，對整個家庭都是重⼤的衝擊。�

我們都很明⽩，講座上的故事說得再⽣動、再貼切，⽐起醫療第⼀線的孩⼦、家屬和護理⼈員所親
⾝經歷過的壓⼒與痛苦，根本算不了什麼。但是，講座過後的回饋，讓我們明⽩，這些分享確實為
社會⼤眾拓展了新的視野，看⾒新的觀點。尤其是在醫護專院校所進⾏的講座，我們往往會得到類
似的回應：「知道有這麼多⼈在為台灣的醫療環境盡⼀份⼒，真的很感動！希望我以後也可以成為
推動友善醫療的⼀份⼦。」、「我就是因為⼩時候住過院，知道住院很難熬，所以才想要當醫護⼈
員。當時還不能在醫院裡⾯遇⾒你們，但是⽇後希望可以在醫院⾒⾯，⼀起逗⼩朋友笑喔！」�

於是每次講座都像是⼀次約定⸺無論在哪裡，我們都要以紅⿐⼦醫⽣的精神，⾯對⾃⼰，讓⾃⼰
成為不畏挫折、更溫暖，也更能付出的⼈。



教育推廣 

共成⻑：深度交流的助⼈⼯作坊

因為⻑期在醫院演出，知道助⼈⼯作者的⾟苦和壓⼒，以⼈為主體的助⼈⼯作坊，就是特別為第⼀線的
醫護⼈員、社⼯、⼼理諮商師、職能治療師、志⼯、特教領域等助⼈⼯作者量⾝打造，由資深的紅⿐⼦
醫⽣講師，藉由深厚的表演訓練基礎，以簡單的肢體練習，幫助在職場上必須⼤量情緒勞動的夥伴，暖
⼼充電，重新拾回⼈與⼈之間真摯的連結。�

⼈都有情緒低潮、靈感枯竭的時候。但若已經發⽣，仍必須⾯對服務對象，這時候⼜該怎麼辦呢？每個
紅⿐⼦醫⽣，都必須維持在敏感、開放、能量充⾜的狀態，才能好好完成每⼀場醫院演出。�

⻑期下來，⾝⼼靈的磨耗在所難免，幸⽽利⽤演員訓練中的各種⽅法，可以重拾⾝⼼平衡及靈敏度，透
過輕鬆有趣的課程內容，我們希望讓沒有接觸過表演的助⼈⼯作者，也能因為這套⽅法，達到紓壓療癒
的⽬標，重新以不同的⾓度重新觀看周遭事物，並學習肢體互動⼩技巧，讓其可應⽤在⼯作及⽣活中，
透過分享交流⼀同成⻑。�

「活動很簡單，卻感受深刻」是我們獲得最多的感想之⼀。這也確實和紅⿐⼦醫⽣的宗旨不謀⽽合⸺
即使簡單⽽微⼩，也可以有強⼤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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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短短⼀下午的時間，忘卻醫療⼯作的忙碌，利⽤不同的感官，好好感受⼈與⼈之間的關係…希
望能有更多⼈體驗到這種活動。」⸺⾼雄醫學⼤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醫師�

「氣氛很棒，有很多善意快樂的互動」⸺雙和醫院醫師�

「感受平常不易察覺的事情及情緒」⸺輔⼤醫院護理師�

「可以療癒平常在治療別⼈的⼈的⼼理狀況！」⸺北醫附醫護理師�

「藉由活動去觀察⼈與⼈的關係，除了語⾔之外的溝通很棒」⸺彰化縣府社會處社⼯�

「是⼀個⾃我對話的過程，透過活動刺激思考……很需要沉澱呢」⸺社⼯師�

「⽣動、有趣、指令清楚，每個活動體驗和討論都能引發反思，以及能拿捏安全距離」�
⸺花蓮家扶中⼼社⼯師�

「⽤不同的⽅式去感受⾃⼰，很有趣」⸺花蓮家扶中⼼社⼯師�

「舒服地進⼊覺察過程」⸺國⼩教師�

「聽其他⼈的分享，可以感受到不⼀樣的想法，或是從中去思考這個活動能引起怎樣的共鳴……某部
份能⽤在臨床。⾟苦了！」⸺物理治療師

聽聽回饋・助⼈⼯作坊

17敎育推廣｜共成⻑：深度交流的助人工作坊



2019年5⽉《微笑蒲公英計畫》宜蘭羅東聖⺟醫院

我們的⾥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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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重⼤事紀

2019年2⽉ •紅⿐⼦關懷⼩丑協會會員⼤會�
•上半年演員諮商評鑑�
•台⼤兒童醫洗⼿歌衛教影⽚拍攝

我們的里程足跡｜2019年重大事紀

2019年6⽉ •輔⼤博館所展覽合作《微笑處⽅
箋：兒童醫療的番外篇�

•《微笑蒲公英計畫》台南成⼤醫院�

•喜願協會活動合作

2019年3⽉羅東⾼中紅⿐⼦醫⽣⼯作坊

2019年4⽉ •開始台⼤兒醫加護病房駐點演出�
•開始台⼤兒醫12F病房樓層駐點演出�
•開始台北榮總成⼈胸腔科加護病房
駐點演出�
•開始台北榮總遊詣居⽇間照顧中⼼
駐點演出�
•《微笑蒲公英計畫》台南奇美醫院



2019年9⽉•國際交流：Pauline�Woestelandt�
內部集訓

2019年12⽉ •⾼雄⻑庚醫院⼀⽇⼩丑醫⽣活動�
•台北榮總⽡城聖誕活動�
•台⼤兒童醫院聖誕活動

2019年7⽉•《蒲公英計畫》花
蓮⾨諾醫院�

• 《蒲公英計畫》
台東⾺偕醫院�

我們的里程足跡｜2019年重大事紀

2019年8⽉ •蒲公英計畫》彰化基督教醫院�
•台⼤兒醫信義歡樂⾨診活動

2019年10⽉ •開始台北榮總⾼齡病房駐點演出�
•《蒲公英計畫》屏東基督教醫院

2019年11⽉•⾼醫⼼圓病房(安寧病房)及
⽼年醫學科病房演出�

•下半年演員諮商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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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

項⽬ ⾦額

收⼊ $12,981,566

⽀出 $10,057,703

本期結餘 $2,923,863

 2019年度總收⽀表

20

醫院演出 募款⽀出 ⼈事 ⼤眾推廣 培訓評鑑 ⾏政

$1,243,162 $957,770

$5,592,990

$850,227$1,114,700$298,854

支出分析

55.6%

3% 12.4% 11% 8.5% 9.5%

捐款收⼊ 政府補助 會費收⼊ 利息收⼊

$12,474,323

$485,000 $21,600 $643

收入分析

96.1%

3.7% 0.2% 0.00%

年度總收支表｜2019年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元 
統計期間：2019/1/1⾄2019/12/31 
本收⽀表數字經正誠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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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笑關懷的溫暖推⼿
駐點服務醫院�

中國醫藥⼤學兒童醫院�
⾼雄榮⺠總醫院�

⾼雄醫學⼤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國⽴臺灣⼤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

臺中榮⺠總醫院�
臺北榮⺠總醫院�

微笑蒲公英巡迴醫院�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羅東聖⺟醫院�

台灣基督⻑⽼教會⾺偕醫療財團法⼈台東⾺偕紀念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奇美醫院�

屏基醫療財團法⼈屏東基督教醫院�
國⽴成功⼤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彰化基督教醫院�
臺灣基督教⾨諾會醫療財團法⼈⾨諾醫院�

公益夥伴�
⼤開劇團�

中華⺠國喜願協會�
台北市青年總裁協會�
台北美國學校�
台北真善美扶輪社�
台北錫⼝扶輪社�
旭榮集團�

壯⽣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厚厚設計�

厚源國際財務規劃有限公司�
⾦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星和醫美集團�
皇冠⾦屬⼯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眼⼒健亞洲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財團法⼈⼤願⽂教基⾦會�
財團法⼈中鋼集團教育基⾦會�
財團法⼈⽇⽉光⽂教基⾦會�
財團法⼈台⼤兒童健康基⾦會�
財團法⼈⽡城泰統慈善基⾦會�
財團法⼈信義公益基⾦會�

財團法⼈春⽣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會�
財團法⼈⾼雄市藝起⽂化基⾦會�
財團法⼈⾼醫藥學⽂教基⾦會�

財團法⼈張⽼師基⾦會⾼雄分事務所�
財團法⼈張姚宏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會�

財團法⼈陶冶⽂化藝術基⾦會�
財團法⼈統⼀超商好鄰居⽂教基⾦會�
財團法⼈臺中市私⽴惠康社會福利基⾦會�

⾼雄市⽴圖書館總館�
⾼雄⻑庚紀念醫院�
⾼雄醫學⼤學�

國家⽂化藝術基⾦會�
綠果企業有限公司�
輔⼤博物館學研究所�
嬌⽣股份有限公司�

D+AF�
Facebook�

TVBS�天堂的微笑劇組�

以及所有⽀持紅⿐⼦醫⽣的贊助者和志⼯夥伴們�
(依筆畫排序)

歡笑關懷的溫暖推手｜服務醫院 公益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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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 ⼈｜⾺照琪 主編｜陳慧潔 ⽂字撰寫｜陳慧潔��卓家安��吳思瑞��廖智賢 設計排版｜徐⼦桓 �
出版發⾏｜社團法⼈中華⺠國紅⿐⼦關懷⼩丑協會�   出版⽇期｜2020年7⽉�
地  址｜11160�台北市⼠林區⽂昌路179巷16號1樓  電  話｜02�2833�6260�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感謝來自各地點點滴滴的支持與鼓勵。 
因為你們，我們才能將這股溫暖力量，持續傳遞給更多人！

歡笑關懷的溫暖推手｜贊助者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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