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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女友意外車禍身亡，卻能展現愛屋及烏的精神，照顧她遺留下來的4個女兒長達

8年，且至今未娶，他就是漢聲電台主持人李基銘。 

 

45歲的李基銘這一天帶著一家人到燒肉店吃飯，慶祝小女兒考完學測，「我都叫

她小胖，等大家看到本人，就會覺得一點都不胖呀！明明就很漂亮，這是策

略！」李基銘這樣介紹小女兒，逗得一家人又笑了，說是一家人，其實是李基銘

的女友8年前車禍逝世，留下和前夫所生的4個女兒，李基銘因此扛起獨自扶養她

們，三女兒去年結婚生女，但李基銘至今未婚，卻成了一家子的爸爸、阿公和朋

友。 

  

李基銘的女友和前夫離婚多年後，與李基銘相遇、交往1年多，8年多前女友獨自

開著貨車出門做生意，卻因太過疲勞而發生車禍過世，留下與前夫所生的4個女

兒，頓失所依，大女兒當時還在唸高中，小女兒僅9歲，李基銘先陪4個小孩在女

友租屋處同住半年，最後在經濟考量下，李基銘問小孩是否願意搬到他家中住，

以節省房租、水電等開銷，而原生父親也擔心貿然把小孩接走，會引發親子衝

突，所以也同意讓小孩與李基銘同住，李基銘因此扛起扶養她們的責任，將每個

月近1/3的薪水，用來照顧她們，一眨眼，8年半過去了。 

 

李基銘回憶起當時情景，他說：「小朋友的感情是最直接的，你會覺得他們很需

要你」，他因此毅然決然地開始照顧起4個女孩，「大家以為我是單親帶小孩，剛

好又跟孩子同姓，我不講，大家也不會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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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未婚男就這樣突然成了「現成父親」，幸好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

灣台北分會不但提供法律協助，還給予生活補助、助學金等，減輕他們的負擔。

一開始4個女孩都很聽話，相處久了，卻開始鬧情緒，李基銘坦言有時候會有些

「無奈」，因為比起父親，他更像是四姊妹的朋友。 

  

原本李基銘最簡單的想法是，只要照顧小孩7年就好，因為小孩長大後就能獨立，

屆時姊姊們畢業後，就能帶妹妹到外面租屋獨立住，「我們只是短暫的緣分」，

沒想到如今8年半過去，「女兒們」已漸漸成長變成女人，還在唸大學的老三去年

決定和男友結婚生子，李基銘一度很忐忑，但孫女一出世卻讓他很踏實，「我人

生一切的改變就是在最後(孫女)出生那刻，看到小孩的時候，我覺得我的心都被融

化、被征服了，覺得她（老三）的決定是對的，你就應該支持她！」 

  

李基銘的臉書上有許多和4個女兒的出遊照，上山下海，足跡遍布全台，現在又加

入了女婿和孫女，「本來只是一台小車，後來換了很大的車，就為了要載這麼多

人，有時候帶她們出去玩，我在旁邊看著，我就覺得這樣就夠了」。 

  

問李基銘，難道這些年來沒有遇到適合的伴侶嗎？李基銘坦言：「如果我交了

（女友），那交往一段時間可能就會結婚吧，那結婚之後她們的身分就會很尷

尬，想歸想，但是我沒有做，我希望求學的這段期間能讓她們有安全感」。 

  

李基銘的小女兒回憶當時：「叔叔把我們接過來，生活才比較穩定，不然每天吃

的也有問題，上下課都有問題」，三女兒也說：「在媽媽過世後他把我們當自己

的小孩養，不會是丟錢給我們，讓我們自己去花，他會花時間去陪伴我們」，四

個女兒異口同聲，都是感謝。 

  

李基銘的女婿則說：「高中時看到她爸爸有來畢業典禮，以為是爸爸，沒想到是

幫忙，真的只是幫忙，也不是直接收養，真的只是純粹以一個幫忙自己喜歡的人

的小孩，聽到那剎那覺得蠻偉大的，後來相處起來，跟正常家庭差不多，就是爸

爸帶小孩而已，沒有什麼特別的。」李基銘一家看起來確實跟其他家庭沒什麼不

一樣，但他們沒有血親的羈絆，只是因為愛而聚在一起。 

 

《蘋果》24日報導他的故事後，引發網友廣大迴響，李基銘強調，前女友事發時

最掛念的應該是4個女兒，雖然兩人無名無份，在法律上只能稱為朋友，但他知道

前女友會希望他來照顧小孩，即使飽受周遭異樣眼光，但他忍受一切流言，「用

時間證明一切，用她們的美麗成長，可以勝過千言萬語，用他們的開心渡日，可

以打破漫天謠言」。 

 

而他和父母及4女兒原住在台北公寓內，4女兒長年都擠在同一個房間，李基銘努

力多年，終於去年9月在桃園觀音鄉買下一棟透天厝，實現女兒們擁有個人房間的

夢想，雖然因通勤問題，目前僅能當作假日休閒別墅，但他說，今年初二一家子

一起在新房庭院烤肉，是他人生最快樂的一天，「這裡將是她們永遠的娘家，小

孫女的老家」。(吳珮如、顏凡裴／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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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網友意見) 

「我一直覺得我很幸福，直到兒子發生車禍為止。」犯罪被害人協會台北分會志

工朱芳儀的小兒子謝卓衛，6年前騎機車遭撞身亡，得年18歲，朱芳儀每天以淚洗

面，「除了哭就是想死」，但朱芳儀沒有一蹶不振，她開始參與志工訓練，如今

已輔導數十位同樣失去親人的被害人家屬，過來人的身分讓她更有同理心，她從

不避諱談兒子過往的生活點滴，因為這是她思念兒子的方式。 

  

「弟弟很聰明，只是不愛念書，但他會關心別人，他小學時就會牽行動不便的老

人過馬路，他還會回來拿盥洗用具給遊民洗澡，這都不是我教他的，他天性很善

良」，談到兒子，朱芳儀眼中有光，說到一半卻又黯然，「事發後我看到新聞，

年輕人對街友潑糞，我看到當下我就哭了，你們這些人都在，我兒子是要照顧街

友的人，結果他走了，這是什麼世界，老天爺到底有沒有眼睛，我一直在問，但

無解。」 

  

18歲的謝卓衛，2012年2月5日凌晨騎著機車直行，在北市松江路和長安東路口被

違規左轉的汽車撞倒喪命，「我當時覺得不管花多少錢，我都有辦法把他救回

來，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但醫生卻告訴朱芳儀，兒子到院前就已經走

了，「我人生就毀了」。 

  

回想兒子剛離世的那段期間，朱芳儀說：「天天就是哭，除了哭還是哭，還好我

有工作，但工作當下眼淚就會不停的流，除了哭，就是想死。」當時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的志工開始輔導朱芳儀，並提供愛心律師為她寫狀紙、出庭，她和先生

最後決定和肇事者和解，將取得的賠償金，一半捐贈，一半做為喪葬費，肇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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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獲得緩刑。 

  

幾個月後朱芳儀收拾心情，參加犯保的志工培訓，「我只能化悲憤為力量，我兒

子這麼善良，我應該把他的遺愛轉化，幫他照顧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我現在做的

事情，我兒子在的時候他也會做，他會更樂衷，我們只是在完成他一些心願」。 

  

「我們要先學會安慰的藝術，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沒有準備好說再見」，朱芳儀一

開始打電話關心被害人家屬，也到府拜訪他們，不幸的家庭雖各有各的不幸，有

些苦衷卻一致，「很多受害人是獨生子，他們（父母）跟我說沒有人幫他捧斗，

所以他就把塔位買在一起，聽了就真的很心酸，而且還求償無門」。 

  

但有些家屬仍認為，他人不會感受自己失去親人的痛，朱芳儀聊到最後才會告訴

對方，自己也是過來人，「這種痛只能隨著我們進棺材那天才會休止，它是永無

止盡的，沒有人能夠理解那種叫做椎心之痛、撕裂的痛」，她慢慢地融入被害人

家屬，「我們可以互相取暖，互相安慰，我在安慰他的過程，我也會自我療癒，

那我就會讓自己更堅強」。 

現在的朱芳儀比六年前更堅強，但時間不是她的止痛藥，她不希望隨著時間而忘

記喪子的痛，「因為我害怕遺忘，所以我說妳不用害怕談我兒子，甚至我們可以

談得很開心，他搞不好就在旁邊聽，你不要偷罵他，因為他有很多片刻、很多美

好的回憶，如果我不再重複，哪天我真的把他忘了，我會很難過」。 

  

從被害人家屬，成為輔導被害人家屬的志工，朱芳儀非常感謝丈夫和大兒子的支

持，不善言語的大兒子去年結婚時，要求帶著弟弟的遺照一起拍攝全家福，一家

四口，其實一個都沒少，「我只有活著，完成他的遺願，那我們兩個就都活著，

而且會活得很快樂、很健康」。 

  

朱芳儀目前手邊輔導的其中一個個案，就是去年十一月間發生的台大潑酸情殺

案，遭硫酸潑及的謝同學仍在住院，但求生意志十分堅強，朱芳儀說：「他真的

是從地獄活過來的天使」，謝同學甚至想和八仙塵爆導致四肢截肢的傷者黃博煒

見面，盼能互相鼓勵。 

  

黃博煒得知後，透過《蘋果》向謝同學喊話：「受傷的當下真的很痛苦，可是痛

苦不是永久的，它會過去，只要堅持住，一步一步地還是可以重新站起來，就像

我沒有手腳都可以開創新的人生！」（吳珮如／台北報導） 

 ----------------------------------------------------------- 

網友表示「好感動的故事。不禁泛紅了眼匡。」也對朱女致意：「謝謝您的無

私」 

、「讓愛一直延續下去」。 

 

初版00:00 

更新14:13 

【更多新聞，請看《蘋果陪審團》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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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犯罪被害人走出傷痛，《犯罪被害人保護法》1998年開始實施，各縣市

也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供被害人一個避風港，如今將邁入第20年，根據

犯保協會統計，至今已受理3萬6千多案，幫助逾100萬人次的犯罪被害人，提供

法律諮詢、生活急難救助金、緊急安置、就職訓練等服務，撫平被害傷痕。 

  

擔任犯保台北分會的志工的朱芳儀指出，由於很多民眾沒聽過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的名字，遇到犯保志工關懷時，還以為是詐騙集團，但隨著犯保在各地耕耘，

有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犯保，她自己也是從犯罪被害人家屬，轉變成犯保志工，幫

助其他被害人。 

  

犯保協會目前全台各地共有22個分會，服務的對象包括因犯罪行為而重傷或死亡

者和其家屬，包括遭受性侵害、家暴、人口販運等被害人，提供他們轉介安置、

醫藥費、法律協助、申請犯罪被害人補償金、心理輔導等幫助。 

  

犯保協會指出，犯保的「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共有339位愛心律師參與，可提

供被害人和家屬免費的法律諮詢、書狀繕寫、訴訟委任等法律服務。另外，犯保

還有「溫馨專案」，共有137位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能到府輔導被害人和家

屬。 

  

若被害人和家屬需要醫療資助金，也可提出申請，而犯保也可協助被害人向各地

檢署聲請犯罪被害人補償金，若被害人死亡，家屬最高可聲請210萬元，若被害人

重傷或是遭受性侵害，最高可聲請180萬元，再由各地檢署的審議委員會審核核發

金額多寡。 

  

犯保耕耘邁入20年 100萬人次受惠

朱芳儀從被害人家屬轉變成犯保志工。周永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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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被害人家屬是家境不佳的在學學生，犯保也可提供每學期2千元至35800

元的助學金，若成績優異，每學年還可申請2千元至5千元的獎學金。而被害人和

家屬若有就業困難，犯保也有「安薪專案」，依各地分會不同而提供烘焙班、毛

線編織班、烹飪班的職訓課程，學習一技之長，讓被害人回到穩定的生活。（吳

珮如／台北報導） 

 

【更多新聞，請看《蘋果陪審團》粉絲團】 

 

想知道更多，一定要看…… 

【暖心片】兒遭撞身亡 她靠幫助被害人家屬思念他 

 

犯罪保護人協會已經幫助100萬人次。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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