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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與追求，
航行中的生命號
文│送子鳥

「宇宙中只有我們嗎？」

這是人類最古老的問題之一，也是驅使著人類不停地向外探尋與追求「生命」這件事。
在 70 年代初期，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發射了先驅者 10 號與 11 號、1977 年發射了
旅行者 1 號，皆攜帶了人類的信息向外探尋外星生命，其中包含了 55 種人類語言錄製的
問候與各類音樂，向外星人表達來自人類的問候，並在 2003 年分別發射了精神號與機遇
號探測車至火星探測水存在的可能性，分析與評估火星是否適合生命生存等。地球真的
是孤獨星球嗎？人類向宇宙所發出的生命訊號雖未得到強烈回應，但總能在每個發射的

任務與計畫中收穫意想不到的訊息，鼓舞著我們繼續前進追求。在經歷了至親的離世、
生病等挫折與打擊，年齡雖已屆於歐洲生殖醫學會建議的借卵年齡，四十三歲的春泱女

士終在送子鳥團隊的專業協助以及家人朋友們的陪伴鼓勵下，克服了許多療程上的困難，
成功取到卵子，在探尋與追求生命的旅行裡順利地迎來了屬於自己的寶貝。身處偌大的

銀河系中，人類渺小的宛如一顆塵埃，生命中的每個追求在宇宙前都顯得微不足道，但
當心裡萌生了堅定念頭，我們便能成為那生生不息的宇宙力量，強大到足以回應由自己
心中所發射的那輛精神探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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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勇氣號的探測車

在朝向其他星球發射勇氣探測車前、在探尋生命的蹤跡前，與

心解說，抽血的恐懼也在一次次專業與溫暖的協助下成功完

備，對每個期待懷孕的媽媽來說尤為重要。春泱女士的先生是

泱女士說只要抱著可愛的侄子，還有摯友們相伴跟打氣，自己

隊友共同擬訂計畫與安排，為每一次的發射做好最萬全的準
自己哥哥的同學，因為常到家裡拜訪，兩人慢慢熟悉認識，交
往多年後結婚，先生對自己的體貼與照顧更是讓送子鳥的胚胎

師 Angel 印象深刻，在春泱女士植入的前天晚上，儘管送子鳥
已有完善的準備，但體貼的先生依舊準備了很多日常用品，只
為了讓春泱女士能安穩地度過植入前的一晚。回想起自己在小

學時寫過的作文《我的志願》中，描述著自己的志願就是希望
長大後能成為媽媽跟奶奶：「我希望長大能像媽媽每天煮美味
可口的便當，能像奶奶一樣有魔法把小嬰兒變出來」，會如此
描述奶奶，全因春泱女士的奶奶是位助產士，奶奶與春泱女士

親如母女，彼此之間有著聊不完的話題，而奶奶還在世時也常
開玩笑地對著春泱女士說會幫她接生孩子，自小聽著奶奶分享
接生工作大小事的春泱女士而言，對於追求媽媽與奶奶的身份
自然更為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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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求學到工作階段一切都算順利的春泱女士，同時也努力地實

踐自己兒時所立下的志願，未料與先生攜手面對自己難孕的狀

況時，大嫂卻生了重病，打亂了原先的節奏，讓春泱女士暫停
了所有的療程，接下了照顧侄子的重責大任，看著侄子在自己
與先生的照顧下，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從初生兒成長為嬰兒，雖
有辛苦，但那伴著孩子成長的甜蜜與溫暖，使她的靈魂充滿了
快樂，也更堅自己求子的心意，侄子帶給她的快樂加上大嫂病

情的好轉，讓她提起了信心，燃起了希望，加上朋友的打氣與
鼓勵，她決心再度踏入送子鳥。

重返送子鳥後，等著春泱女士的是大大小小的抽血跟取卵的療
程，一直很健康的她在四十一歲前沒有過任何抽血經驗，面對

針頭與抽血有著莫大的恐懼，為此她特別感謝送子鳥專員的細

成。在這些大大小小的療程中，不論過程有多煎熬與難受，春
就充滿了勇氣。在不間斷地取卵後，無奈存不到想要的寶寶，
讓她失望到想放棄，一直到最後一次取到的四顆卵子皆無法受
精，她感覺整個人如洩氣的皮球，並且中斷了數個月的療程。

一切直到 2019 的新年，春泱收到了來自送子鳥胚胎師 Angel
的祝福訊息，徹底改變了原本停滯的狀況。那是幾句簡短的問
候，以及一張胚胎恬靜地躺在液態氮裡的照片，看著胚胎照片
上的姓名，這幾個字跟著自己這麼多年了，卻沒想到在那一刻
深深地被感動著，在歡聚與團圓氣氛濃厚的春節裡，她的心裡
也有了新的決定。

航行中的勇氣號探測車

執行任務中的勇氣探測車偶爾會卡在危險的沙丘裡難以行動、
經過隕石坑而造成機械手臂損毀，抑或是面臨沙塵暴導致太

陽能電力不足而造成故障，這些難以預料的突發狀況，大大
地影響任務進行，遠在地球上的科學家需耗上數週的時間進

行模擬，尋找最佳解決方法幫助探測車脫困並繼續執行任務。
從最後一次取到了四顆不能受精的卵子後，春泱女士的勇氣號

探測車像是陷入沙丘一般，動彈不得，直到 2019 的新年祝福
訊息與照片，成功地讓探測車緩慢地離開沙丘，得以繼續執行
任務。回到送子鳥後的春泱女士重新安排了子宮內膜容受性檢

測（ERA）療程，選擇將先前培養出來的兩顆胚胎解凍後，使
用三代試管嬰兒普拉斯植入，三代試管嬰兒普拉斯植入一直都
送子鳥團隊很有把握的療程，對植入的成功也有一定程度的自
信。好不容易等到了植入周期，不料春泱女士的子宮頸細菌培

養報告卻顯示異常，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療後才能再安排植入，
難掩失落的春泱女士在返家的過程中忍不住自責地大哭，自己

一直非常重視身體健康，卻也沒想到療程中會有各種意外等著
自己接招。在服藥治療的過程中，侄子依偎到自己身邊笑著

說：「姑姑是在吃開心果嗎？」這一刻的她沒想到就這麼被侄
子的童言童語給鼓舞了，心想著自己應該要懷著吃開心果的心
情服用抗生素，因為這樣的「開心果」才能讓她身心靈都準備
好，讓自己在最好的狀態中迎接寶寶的來臨。

經歷過許多媽媽們沒有回到送子鳥植入的熱血胚胎師 Angel，

說自己就像是幼稚園的老師一樣，陪伴著眾多孩子等著爸媽來
接回家，至於爲什麼某些孩子們會被遺忘，她自己沒有答案，
也無從獲得答案，不過這一路上她始終沒有放棄，她一直相信

時間始終會說故事給大家聽，Angel 說：「我們終究只是保姆，
胚胎還是要回去找媽媽的，要回家一起跟爸媽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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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順利解鎖

寶貝安全降落

標都有其難度，雖不能百分之百順利完成，但最令人振奮的不

文章中感性地寫道「我忽然發現生活中有許多不可思議的事，

探測車成功發送到指定星球後必須執行多個目標重點，每項目
外乎就是能成功回傳科學數據，以及可能存在生命跡象的消
息。「恭喜妳懷孕了！」放榜的當天，離開診間前聽見 O 醫師

這樣說，春泱女士仍不可置信地跟先生反覆確認自己是不是真
的懷孕了。在克服了許多療程的恐懼後，階段性的好消息仍讓

春泱女士感到焦慮與不安，加上 O 醫師說試紙上的顏色特別
淺，還有數據指數落在預期之下時，雖然已經成功懷孕，她依
舊擔心自己會白忙一場。間隔了兩天再次抽血後，指數回到正
常值，平日嚴謹的 O 醫師也叮嚀著她「別再焦慮了，妳最大的

問題就是妳的心情，回家後盡量放鬆心情，就做自己喜歡的事，
剩下的事就交給我們吧」，還有胚胎師 Angel 即時的安慰跟鼓

勵，都讓春泱女士的心情及情緒平穩了不少，直到追蹤到寶寶

心跳的那天，O 醫師也才終於露出微笑，春泱女士懸著的一顆
心也終於可以放鬆下來。

O 醫師的性格嚴謹，偶爾稍微嚴厲了一點，但春泱女士與送

回想起在送子鳥進行療程時所經歷的點點滴滴，春泱女士求子
每個人登場的時間順序或是離場的時刻，似乎都是經過精心安
排設計過的……。」時間的洪流推著我們前進，你不一定要繼

續前進，留在原地或許更簡單，不過「像我這樣膽小的人，都
可以辦到了，所以一定要去嘗試，試了如果沒有，但起碼我已

經試過了」春泱女士說應該沒有人可以比自己更膽小了，鼓勵
其他媽媽們也能勇敢地去嘗試，追求自己生命中的寶貝。她也

常與嫂嫂談論到當自己的人生走到八十歲後，若沒有嘗試肯定
會覺得可惜，希望八十歲後回想起來仍會感謝當時的自己沒有
忽略內心的聲音，努力地去嘗試了。說著自己在孕期時閱讀了
許多育兒的書籍，寶寶出生前在媽媽肚子旅行數個月，做足努

力為自己找一個舒服的方式誕生，也聽身邊的人說寶寶出生後
才是挑戰的開始，春泱女士特別有感，也感謝一直陪伴在身邊

的先生，從餵奶、洗澡、換尿布等大小事都有先生的照應，身
為新手媽媽的她也能有個喘氣的空間。

子鳥的大家都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總是替媽媽們做好最

每次踏進送子鳥進行療程，春泱女士都幻想著奶奶就陪在身

針的春泱女士幾乎感覺不到任何疼痛，順利地完成所有療程，

免感到悵然若失，雖未能履行與奶奶之間的約定，但是奶奶的

充足的打算，加上送子鳥的許多專員給予的協助，讓害怕打

還有熱血胚胎師 Angel，對春泱女士來說有如神父一般的存

在，深藏在心中說不出口的秘密都能一一跟她告解。「有人
說信仰是去相信你看不到的東西，但是當我們相信了，而最
後也看見了，這會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像是能幫助每個爸媽

迎接健康可愛的寶寶」這一切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胚
胎師 Angel 堅定地說著。

邊，回想著奶奶說要幫自己接生以及兩人相處的種種往事，難
離開又何嘗不是一種降落，我們在愛的驅使下，得以影響對時
間的感受，跨越年齡的限制，在專業送子鳥團隊的協助與照護

下，成功製造出愛的訊息與象徵，生命得以不同形式延伸存在，
在追求生命的旅行中，我們期待每一場任務完成後，都能有最
平安的降落。

日期

療程

卵子數

2017/10/21

2nd 取卵

2

2017/10/28

解卵受精

2017/12/23

5th 取卵 ( 二次取卵 )

4

3

2018/01/13

6th 取卵

1

0

2018/03/14

8th 取卵

1

0

2016/06/17
2017/10/28
2017/12/16

2018/01/19
2018/04/09

1st 取卵

3rd 取卵 ( 二次取卵 )

4th 取卵

7th 取卵 ( 二次取卵 )

9th 取卵

2018/05/29

10th 取卵

2018/07/17

12th 取卵

2018/06/23
2018/07/24
2019/04/03

11th 取卵

13th 取卵 ( 二次取卵 )

2

4
2
2

1

1
1
4
2
0

囊胚數

PGS

1

D5 5AB( 染色體正常 )

( 冷凍卵子 2 顆 )

-

2

D5 5BB( 染色體異常 )
D5 5BB( 染色體正常 )

1

D5 5AB( 染色體異常 )

0

未形成胚胎

D5 5AC( 鑲嵌型 )
D5 5BC( 染色體異常 )
D6 5BC( 染色體異常 )
未形成胚胎

1

D5 6BC( 染色體異常 )

0

未形成胚胎

1

未形成胚胎

D5 5BC( 染色體異常 )

2

D5 5BB( 染色體異常 )
D6 5BC( 沒有訊號 )

0

未取到卵子

1

植入一顆染色體正常 D5 5AB

D5 5BC( 染色體異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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