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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城送暖  

慈母重展歡顏!

「超商咖啡，第二杯半價」，每當走過超商聞
到它的香味時， 總會讓我想起那位年輕的邱
姓單親媽媽的故事。為母則強，每 個單親媽
媽背後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有的叫人聞
之感 動，有的看了令人欽佩，如這時社會能
適時的給予關心與扶 助，則她們就不會過的
那麼辛苦了，臉上將會有更多笑容，而 這一
則，是真真實實令人感動又欽佩的故事。  

「中年心事濃如酒，少女情懷總是詩。」13 年前
當住在 臺灣中部靠海小鎮的邱姓義務人高職畢業
時，即與當時熱戀中 的男朋友結婚，心裡期盼著
將如童話中所說「從此以後，公主 與王子過著幸
福快樂的日子......。」惟天不從人願，當她對未 來
充滿著憧憬時，92 年的一場 SARS 風暴卻讓她希望
破滅， 夫妻開的公司因不景氣倒閉，而丈夫也棄
家潛逃大陸，留下千 萬的負債由她背負，又有 4 
名年幼子女需要照顧，致生活頓 陷困境。這幾年
間她雖努力的工作賺錢還債，但仍無力繳納自 己
與 4 名子女的健保費 3 萬多元，遭中央健康保險
署北區業 務組移送本分署執行。  

某日，承辦的蔣書記官接到一通義務人申請辦理
分期繳 納的電話，話筒那端傳來一位羞澀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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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聲音:「書記官 您好，我因為要照顧小孩外還
要......，所以無法一次繳清，可 不可以通融讓我多
分幾期繳納?我會努力如期繳納的!」那種 近似懇求
的聲音讓人聽了不禁心生同情與好奇，於是蔣書
記官 除先口頭答應其分期外，並查閱移送機關檢
附之財產及戶籍資 料，從資料中發現她住苑裡鎮，
名下不但沒有任何財產，且是 4 個小孩的單親媽
媽。「是個處境堪憐且急需關懷的弱勢義務 人!」
蔣書記官心裡這樣想著，因為平常分署長即有轉
達我們 行政執行署「伸張公平正義外，亦要兼顧
關懷弱勢」之理念， 於是便將她的案件呈報分署
長，分署長審視個案後也認為該案 件特殊且急需
通報救助，因此除核准其分期外，並請本分署負 
責通報的彭助理立即通報當地鎮公所予以急難救
助，另外也指 示我儘速代表機關前往探視及關
懷。  

接到這個探視關懷的超級任務心裡甚感為難，因
為與對 方素未謀面，且一般人的刻板印象都認為
我們行政執行機關是 公營的討債機關，都是冷酷
無情的，因此她是否會因有所顧忌 而不答應我們
的探視關懷呢?然長官交付的任務必須圓滿達 成，
另方面我也好奇想見見這一位勇敢又堅強的單親
媽媽。於 是就向蔣書記官要了她的聯絡電話，果
然，一開始打了好幾次 電話給她，說明本分署欲
前往關懷與協助之意，惟她都以「社 會上還有比
她更需要關懷的人」或「不方便見面」為由婉
拒， 接連幾次的電話聯繫都無法讓她答應，著實
有點氣餒，但心想 「身在公門好修行，如能有幾
會幫助她，讓她可以重新生活， 也是樂事一件!」
於是，就不放棄地接連數日拿起電話與她 說明，
最後話筒那端終於傳來青澀但帶有憂傷的聲音「陳
先 生您好，既然你們那麼熱心，那麼我們就約在
苑裡火車站見 面......。」剎時心情如釋重負，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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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陰霾一掃而空，馬上 答應她如期前往，但算
一算這已是近一星期來撥打的第 10 通 電話了。  

5 月初的某日早上，感覺陽光特別的艷麗，或許真
的是幫 助別人，也會讓自己的心情跟著愉悅許多
吧!身上帶的除本 分署的愛心捐款外，分署長也特
別準備一份新竹的名產—「米 粉」要送給她，車
子在彭助理的駕駛下似乎跑得特別快，從二 高經
後龍收費站、大甲收費站，再下來就是到苑裡鎮
了。這時 心情不禁開始緊張起來，有如當時唐朝
詩人宋之問渡漢江時之 心情。(宋之問五言絕句: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 更怯，不敢問
來人。)  

苑裡火車站，鐵路局西部海線的一個車站，印象
中自強 號是不停的，以前僅坐火車經過，但未曾
真正來過。我比約定 時間提早 10 分鐘到達，就先
站在火車站前等待，注視著每個 過往的女子，深
怕一時的疏忽而錯過見面的機會，但人來人 往，
不知要從何找起。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已是到
了約定的 時間，然邱姓媽媽仍未現身，心想她該
不會臨時變卦不來了? 

心裡這樣嘀咕著，忽抬頭，在車站的正左邊有個
熟悉的超商招牌，而其店外廣告旗上正寫著「超
商咖啡，第二杯半價。」心想與其在火車站出口
等她，不如找個較溫馨且容易找的地方與她碰面，
且如在這家超商裡以喝咖啡的方式來作首次見面
應是個不錯的方式，於是就與彭助理進入裡面，
因為若是連她來的話剛好是三個人，而超商咖啡
第二杯又是半價，於是就點了四杯，並再打電話
給她，說明我們已在站旁的超商等她了。這家超
商真的還不錯，雖沒有咖啡店的高級，但其空間 
也算寬敞，設有二排的面向外面的餐桌，拿了咖
啡，我選擇靠 裡面的座位，並預留一個位子，隔
著透明的落地窗望著外面， 思索著等一下見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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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打開話匣子。等待的時間總是叫人 坐立難
安!還好，約莫過了 3 分鐘，見一位長髮披肩身著
紅 色外套的年輕女子朝超商走來，從外表看起來
約莫 30 歲，面 貌清秀，但在眉宇之間似乎藏著幾
絲的憂鬱，少了一般同齡女 子的燦爛笑容。我想
這一定是她了，總算這一陣子的辛苦沒有 白費，
於是走向店門口，並主動打招呼表明身分，接著
請她在 預留的座位坐下，並遞上一杯溫暖的咖啡，
她也感謝本分署的 專程到來，之後我與她就如朋
友般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傾聽她 的故事，邱姓媽媽
娓娓道出她的故事，她說:「高職是讀廣 告設計的，
19 歲高職畢業那年，與熱戀中的男朋友結婚，當 
時父母並不贊成，但當時為追求愛情，也就不顧
家人的反對， 婚後夫妻合力開了一家廣告印刷公
司，這時小孩也陸續出生， 起初幾年公司營運還
不錯，心裡期盼著將來可以過著美好的生 活了。
但民國 92 年的一場 SARS 風暴卻讓她希望破滅，所
開 的公司終因不景氣而倒閉，並負債上千萬元，
這時丈夫卻也偷 偷的離去並潛逃大陸另結新歡。
因該公司是以她名義開設，故 必須由她來償還這
批債務，生活因此頓陷困境。這幾年她真的 活得
很辛苦，除須努力賺錢還債外，也要照顧四名年
幼子女， 好幾次都想放棄活著的勇氣，但看見年
幼孝順的子女，又甚為 不捨......。」說到傷心處不
禁潸然淚下，在旁的我頓時不知所 措，趕緊放下
手中的咖啡遞上紙巾，並安慰她說:「妳的處境 我
感同身受，工作之外還需帶四個小孩的確非常辛
苦，但活著 就有希望，相信小孩一定會知道媽媽
的偉大，且將來妳也一定 有機會重新再站起來
的。」並請她喝喝咖啡以緩和情緒。稍後 她又說:
「這幾年間雖努力的工作賺錢還債，但自己與四
名子 女的健保費仍無法繳納，曾向鎮公所申請低
收入戶補助，但都 以資格不符而一直無法獲得核
准，所以才欠繳 3 萬多元之健 保費......。」「不用
擔心，我們分署長已核准妳的分期了，並 主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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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的個案通報鎮公所急難救助，另健保費方面我
們也會 請健保單位給妳適當的協助，相信很快就
會有好消息，請妳放 心。」我趕緊安慰著她，同
時將本分署的愛心捐款及分署長特 別準備的禮物
交付給她。她曾數度婉拒，說「尚有許多比她更 
需要幫助的人需要幫助，請我們將此愛心捐款轉
送給他們。」 但經再次向她說明那是本分署分署
長及同仁一番真誠的心意 後，她才欣然接受，同
時感謝本分署專程派人下來探望與協 助，於臨別
前我並請她將另一杯半價的咖啡帶回與小孩分
享。  
回程車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馳著，窗外的景物往後
飛逝， 但與邱姓媽媽見面的景象猶歷歷在目，心
裡想著「一個弱女子 除負債千萬外還要照顧四個
小孩，其堅強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佩 的，常言道『為
母則強』，這個用在邱姓媽媽的身上真是名副 其
實。」回分署後立刻將今日與她見面的經過報告
分署長，分 署長也指示繼續追蹤鎮公所之通報辦
理情形，另亦指示請派駐 本分署的健保署溫小姐
將此個案呈報上級予以協助。經數日， 就在距母
親節的前幾天，助理彭先生跑來跟我說苑裡鎮公
所已 通知核准她的低收入戶了;而溫小姐也打電話
來說健保署已核 准她免繳健保費了，同時將移送
本分署執行的 3 萬餘元的案件 也撤回，並可將她
之前繳納的 1 萬多元健保費退還給她。哇! 真是比
意料中的還驚喜，因此立刻將此消息報告分署長，
分署 長也指示致電健保署與鎮公所感謝他們的協
助，同時要我馬上 通知邱姓媽媽這個好消息。  

「主任您好，感謝貴分署、健保局及鎮公所的幫
助，以 後我會與小孩堅強、勇敢的......。」話筒那
端又傳來那青澀的 聲音，但已無先前那帶有幾絲
憂傷的語調，相信她現在臉上已 有笑容及充滿勇
氣與信心了。放下電話，倚在 10 樓的窗前遠 眺新
竹市八景之一【十八尖山】，今天的十八尖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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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似乎特 別的美麗，翠綠的青山與靛藍的天空連
成一線，而天空中又有 幾朵白雲悠閒的飄浮著，
令人心曠神怡，彷彿人間仙境一般。 但這不知是
因今天心情特別愉快所致，或是真的今天景色特 
別的美麗就不得而知了，也許是如同六祖壇經所
說的「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吧!回頭
看看掛在牆上的月曆， 再過幾天就是母親節了，
我想這是我們送給這位堅強的邱姓 媽媽最好的母
親節禮物了。雖然這是那年 5 月發生的事，但 至
今每當我聞到從超商飄出的咖啡香味時，總會想

起邱姓媽 媽這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