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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慈善家》11 月刊，“講故事高手”王建煊
台灣前“監察院長”王建煊, 叱咤台灣政壇，退休後在海内外創辦了五個慈善基金會。
他通過演講感染聽眾，心裡装著大願景，希望個人努力能影響政策推動，
也期待中國能以“爱心大國”的身份在世界上崛起。

珍珠生孟麗石溪大學畢業感言
孟麗，第一個來美國求學的珍珠生，2014 年來到紐約的石溪大學。今年她以卓越的成
績畢業了。現在她用自己的話道出 這兩年的心歷路程。

台灣珍珠生訊息
2013 年 7 月台灣的第一顆珍珠生誕生了，這裡我們報導兩位珍珠生-李思蓉,田秀酈的
2016 年珍珠生高考喜報
近況。

台東課輔班孩子們的故事
參加課輔班的孩子, 每個背後都有一個讓人心酸的故事。這裡是其中三個孩子的故事。

課輔班的老師，謝謝你們
工作沒有不辛苦的，特別是教育工作，真的很需要付出額外的心力。天下並沒有白吃
的午餐，只願意付出兩小時的老師，其實不易得到孩子的認同。

需要愛心幫助的兩個珍珠生
胡滿和李智姣兩個珍珠生不幸的遭遇讓人心酸，願善心人士能拿出愛心幫助他們。

2016 年年終回顧
在 2016 年即將結束之際，我們回顧這一年愛基會的成果，展望下一年的新目標。更
重要的是您們這一年給我們的支持和鼓勵，我們寄以衷心的感激。願 2017
年我們再攜手合作，為更多需要幫助的孩子創造他們生命的奇蹟！

任何建議及寶貴的意見，請與愛基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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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慈善家》11 月刊，“講故事高手”王建煊

撰文：原寧辰

來北京的幾天裡，王建煊睡得並不踏實。77 歲的他不肯花更多
的錢住高級酒店，然而王府井這家快捷酒店裡軟趴趴的床墊，
著實讓他開過刀的脊椎骨受了不少罪。他不得不拿一條厚厚的
浴巾，墊在腰下。房間狹小，床緊挨著窗戶，老伴要想起身下
床，需要從他旁邊翻爬過去。對王建煊而言，這裡只是個睡覺
的地方。以前去鄉下走訪時，他甚至睡過 45 元錢一晚的小旅
館。
在臺灣，他做過六年“監察院長”，退休後他把這期間的全部
薪水捐出來，折合人民幣 500 萬。加上早年間捐出的競選經
費、稿酬、工資收入等，他已經為慈善事業捐出 2500 萬人民
幣。自 2014 年 7 月底卸官以來，他和老伴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
做慈善，目前他已經創辦了五個愛心基金會，分佈於中國大
陸、臺灣及美國，最新成立的一個在緬甸。
“我去菲律賓，人家幫我訂 250 美金的旅館，我住一晚，窮人
可以活 250 天。你想我睡得著嗎？”睡覺的床舒不舒服不重
要，王建煊心裡裝著大願景。
白天出門，王建煊隨身帶著兩樣東西：裝有熱水的保溫杯和甘草含片。兩樣都是用來保護嗓子的。因為每天說話太
多，他的嗓音低沉沙啞，但是他暫時沒辦法讓嗓子好好休息。只要有演講機會，他都會全身心投入，“用愛心說誠
實話”。一次 300 人的演講，平均下來，聽眾可以認捐 50 名“珍珠生”。王建煊重視這樣的影響力。
2003 年，王建煊在浙江省平湖市創辦了新華愛心高級中學。開學那天，錄取榜上許多排名靠前的學生，並未前來報
到。細打聽才知，這些學生因為家境貧寒念不起書。王建煊感到震驚而心痛，他形容這些學生“就像一顆顆珍珠被
丟進了垃圾桶”。第二年，他在大陸發起了“撿回珍珠計畫”。
王建煊抓住一切可以演講的機會講述他的計畫。在菲律賓，他曾經在 30 天裡演講 58 場，最多的一天講了五場，每
一場都娓娓道來，“如果有感動，捐款自然會來。”
在臺灣政壇，王建煊被公認為“講故事高手”。演講的時候，他會先花上三分之一的時間講價值觀，“講通了，人
們就會覺得應該這樣。”他會啟發聽眾思考生死的問題，並常常引用約伯斯的話說，“我在做很多重要決策時，有
一個因素會考慮，就是關於死亡。”他闡釋，“當躺在病床上，我回憶自己的一生，財富、名聲我都有，看著死神
一步步向我逼近，那一刻所有東西對我毫無意義。唯一讓我記得的，就是我做過一些有感情的事、有愛心的事。”
王建煊是基督徒。《聖經》上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在通過對價值觀
的思考打動聽眾之後，他會進一步啟發大家的行動。
曾被評為“亞洲最佳財政部長”的王建煊算過一筆賬，如果學校減免學費並提供住宿，每個學生一年生活費用是
2500 元，三年下來，7500 元就可以認捐一顆“珍珠”。“先講觀念，觀念通了，再告訴他具體怎麼做。”王建煊告
訴《中國慈善家》。
在緬甸，王建煊發起“一個孩子一碗粥”項目。通過照片呈現和親身所見的講述，王建煊的演講深深打動了現場聽
眾，接著他告訴大家，只要 30 元美金，就可以幫助一個孩子一整年早晨都吃上熱粥。“光說計畫，他（聽眾）不
曉得要多少錢啊，他有愛心不敢講。如果認養一個孩子，結果需要一大筆錢，很多人就不敢行動。”而清晰介紹捐
贈額度的效果是，會有愛心人士直接表示，“這個學校 300 人，我統統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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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世界華人金融保險業最高榮譽國際龍獎 IDA 年會在迪拜舉行，王建煊受邀前往演講了兩場。此前會議組
織者對“撿回珍珠計畫”已非常認可，並有部分人士表達了認捐意向。在聽完王建煊半小時的演講之後，幾千人的
活動現場，共認養“珍珠”1010 顆。非洲剛果有個諺語，“擊鼓的人，不知道鼓聲可以傳多遠。”
王建煊並不看重演講的規模，“三百人我也講，三十人，三個人，一個人我也講。”每一次演講，他都視為一次鼓
聲敲擊，即使聽者沒有很大的捐款能力，但如果深受啟發，也許會分享給自己的親戚、朋友，最後“感染了一個有
力量的人”。
有一次，王建煊受邀出席臺灣一位企業家朋友兒子的婚禮，並擔任證婚人。席間，同桌嘉賓一位叫趙天星的企業家
與他攀談起來，並瞭解到他的“撿回珍珠計畫”。趙天星的太太即將過 60 大壽，他本打算找朋友去日本買 60 顆珍
珠送給太太做禮物，聽完王建煊的介紹，他跟太太商量了一下，當場決定不買珍珠，而是將錢捐給王建煊創辦的
“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在新疆烏魯木齊找到 60 名“珍珠生”，以夫人的名字開設了兩個“珍珠班”。此後
趙天星一直關注“撿回珍珠計畫”，並認捐了更多的“珍珠生”。他的孫子、孫女四五歲時，從美國回臺灣過年，
會親手做餅乾，在跨年夜到街上賣給看 101 大樓放焰火的民眾，所得的收入也捐給了基金會。“錢不會太多，但目
的是讓小孩子從小就去做，將來他們也會接著去做這種有愛心的事。”王建煊說。
王建煊的演講並不是每一次都跟籌款有關，聽眾不同，他的演講內容也不同。如果受邀去學校演講，對於學生，他
會啟發他們如何做一個好學生，對於老師，他會分享如何做一名好老師。對於家長，他會告訴家長如何幫助孩子邁
向成功。“如果老師能夠做一個好老師，把孩子教育成材，這也是愛心哦。如果老師說我要好好備課，這也是愛心
哦，不一定全是捐錢，幫助窮人。”
他也會跟珍珠班的學生聊天，講他小時候家境的不易。剛懂事的年紀，王建煊全家隨父親從安徽合肥到了臺灣，為
了生活，他半夜要起床搓蠶豆剝皮，天亮去市場叫賣青菜，貼補家用。在艱苦的環境中，父母把三個孩子全部供養
讀了大學。1965 年，王建煊以高分考取臺灣政治大學第一屆財經研究所，1970 年夏被派往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租稅班
深造，後來當上公務員，改變了一家人的命運。“我家裡也很窮，窮反而是我們的力量。”王建煊告訴學生們，
“教育是讓窮人翻身的工具。”很多“珍珠生”聽完演講，一下子就哭了。
目前，在大陸 140 多所學校，接受過資助的 41000 名“珍珠
生”，讀書動力十足，老師們不得不建議他們少用功，多休
息。王建煊曾在一所學校裡看到滿滿一笸籮廢棄電池，都是
“珍珠生”在宿舍熄燈之後，打手電筒夜讀用掉的。
今年 7 月，共有 6000 多名“珍珠生”參加高考，68%過一本
線，90%的學生分數超過二本線。有些學校的珍珠班，100%
考上了重點大學。幾年下來，考上清華、北大的“珍珠生”
有數十名，還有幾位以全額獎學金被新加坡、香港等地大學
錄取。2013 年，由已經大學畢業的珍珠班學生捐助的“珍珠
班”啟動，目前已經捐助兩個班。
王建煊傾力演講，不收錢，不收紀念品，自掏差旅住宿費。
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影響到“有影響力的人”，中國大陸的教育部長、國務院總理甚至習近平主席，都在他的期待之
內。
早年王建煊在大陸捐贈修建了近 300 所希望小學，其中，位於四川地區的十幾所學校，地震中無一倒塌。汶川地震
之後，各地政府加強了對校舍品質的重視，出資新建了大批教學樓，民間力量逐步退出，這讓王建煊看到了由政府
政策主導產生的巨大推動力。“將來我希望能夠影響到中央。假如我跟民政部部長、教育部部長講這個事情，我會
建議如果有人捐一顆珍珠，政府相應也捐一顆。”他說，“如果能說動習近平主席也這麼推動的話，影響有影響力
的人，比自己捐款，影響力不知道要大多少。”這是王建煊心中重要的 vision（願景），“很多重要人物我都見
過。有那樣的機會就講，說不定會影響到一兩個人物哦。”
在大陸成立“撿回珍珠計畫”的第一年，他原本計畫捐 100 顆“珍珠”，並募到了足夠的錢，但是因為瞭解的人
少，真正報名加入珍珠班的只有 21 名學生。其中，大部分捐款來自臺胞和海外人士，大陸只有一人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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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十餘年的推動，目前來自大陸的捐贈比例通過浙江省愛心新華教育基金會，已經達到了 65%，王建煊對未來的
前景很是看好。“大家都是炎黃子孫，有愛心。人多的話，一人一天一塊錢，就是 14 億。一年再乘以 365，不得了
的。”
王建煊看過一個報導，十年前有人做過研究，到 2030 年，中國大陸會出現一個“美國”，意思是“美國現在三億人
口，平均五萬美金收入，屆時中國也會有三億人，跟美國的人均所得一樣。”“中國人口有五個美國那麼大沒用。
現在一個美國，依靠國防、科技、文化，在全世界呼風喚雨。如果成長為一個愛心大國，中國的崛起，將是全人類
的福祉。”
王建煊的慈善視野並不僅僅局限于大中華地區。他走訪過菲律賓、緬甸，尤其在緬甸，他看到很多人喝的是未經任
何處理的髒水，因此生病甚至喪命。今年年初，他在緬甸創辦了 Chit Mit Tar（注：緬甸語“我愛你，我疼愛你”）
基金會，為緬甸人民打井、修橋、施粥，認養孤兒院，並啟動職業培訓中心。待條件成熟，王建煊計畫帶一個投資
訪問團前往緬甸，瞭解當地投資情況。“如果有一家投資，就有 1000 個家庭得救，比我們做的這一點事情好。企業
家可以做大愛心。”
王建煊和老伴膝下無子，父輩也早已去世。夫妻倆無牽無掛，專心向善。他感謝妻子對他的支持。“我不是成功的
人，只是努力做愛心事，這樣的人背後一定還有一個更大的愛心支持。我捐出去兩千五百萬人民幣，她如果不贊
成，我捐得出去啊？”王建煊在美國有一個朋友，曾答應他捐贈一所小學，並特意打電話囑咐他，不要告訴自己的
妻子。最後捐贈未成，王建煊猜想“內部還是有點問題”，“志同道合，夫妻一起做，才能做成功。”
在臺灣，王建煊專門成立了一個無子西瓜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無子西瓜”基金會）。無子西瓜，是對沒有
孩子的夫妻的戲稱，通過這個基金會，王建煊夫妻二人幫助沒有子女、擔憂自己老年生活的老人們。通過和銀行簽
訂信託契約，“無子西瓜”基金會以法人身份，幫助老人監督醫院、養老院對他們的醫療和照料，並在他們重大手
術時負責是否接受手術簽字。如果沒有“無子西瓜”基金會簽字，相應機構就拿不到銀行所付的錢。
問及王建煊生命中重要的時刻，他的感受並不強烈。“沒有，都是一步步這樣子做過來的。”
為官時，他說“會講問題，會解決，是將才。會講問題，不會解決，是笨蛋。”做公益遇到困難時，他認為“愛心
夠強，就會想出解決的辦法。”
“我有願景，但不是一下子就達到。我有一步步在走。一開始資助 100 顆‘珍珠（生）’，太多，做不到，不要
緊。我資助一顆嘛，一顆兩顆，總會做到。我不停，一定會做到。”

珍珠生孟麗石溪大學畢業感言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2014 到 2016 這兩年的時間之于我的人生可以說短，短的是用了兩年拿到
了四年制學士學位，也可以說長，長的是兩年裡的點滴經歷會對我以後的人生有重要的影響。
因為內心深處有個留學夢，因為石溪大學、新華愛心教育基金會和第二春文教基金會共同協助提供了寶貴的機會，
我把握住了機會從上海外國語大學轉學到了石溪大學。回頭看當時的決定，我可以肯定的告訴自己選擇了正確的道
路，聽從了那個深藏的夢想的呼喚。如果有機會，我會對未來的自己說：勇敢追逐你的夢想，同時心懷感恩。每一
個成功的背後都離不開他人的幫助。心懷感恩，猶記得新華基金會各位理事和傅靜老師對我的鼓勵和美國之行的幫
助；心懷感恩，猶記得石溪大學王主任對我申請過程的細緻指導；心懷感恩，猶記得馬叔叔和第二春基金會理事們
幫助初到美國時的我適應新環境……這樣的回憶不勝枚舉。如果說夢想給人插上翅膀，搏擊長空，那麼感恩讓人腳
踏實地，珍惜當下。也許生活節奏之快、日常之瑣碎容易讓人以自我為中心，我會努力讓感恩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用自己的方式回饋那些給予我愛與幫助的人。
兩年裡，在這個文化極具多樣性的國家裡，我學會了以欣賞的眼光看待不同的價值觀，以辯證的角度理解對峙的觀
點。在中國的文化裡，每個人都是作為社會關係中的一員，深深的和別人聯繫起來的。每個人都被別人評判，每個
人都評判別人。而在西方社會，人是社會功能的一員，強調個人在集體中的獨立，中國人強調個人在集體中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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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作為崇尚自由的一個人，我很喜歡這種不輕易評判的態度。在接觸過不同的人之後，更加明白人生軌跡各有不
同以及世界的複雜性，輕易評判難免價值觀綁架之嫌。我很幸運的有機會比較美國和中國兩種文化和觀點，看到兩
邊各有的美好；美國的民主自由有他的優越性，中國的文化有自己獨特的魅
力。那魅力可以質樸，像中國文化裡濃濃的人情味兒，也可以震懾如一句我
從中學起銘記於心的座右銘：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石溪大學給了我最好的學習、成長的機會和資源。從開學第一天收到的手冊
上印著的“get involved”， 她教我積極主動的參與精神；從不同的工作崗位
上，她教我敬業精神和規則的重要性；從不同角色的轉換間，她教我如何控
制情緒並找到生活的平衡；從熬夜寫完的論文和似乎做不完的科學研究項目
裡，她教我學問的嚴謹性和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從豐富多彩的課餘生活
裡，她教我融入新的文化、交新朋友。她是一個滿分的老師，只恐怕我不是
一個滿分的學生。第一次點披薩時困惑的我，電話面試時緊張的我，公共演
講時怯場的我，都是雖不值得自豪但在經歷的我，點滴的經歷積累成經驗，
讓我獲得信心。快樂的經歷，遺憾的經歷，都會成為將來回顧生活時融化在
笑聲裡的談資。在石溪大學學習期間另一個重要的收穫，就是我發現自己對
統計學很感興趣，所以決定了申請研究生，來實現對 這個領域的深入研
究。我的本科生涯結束了，但人生一個階段的終點也是另一個階段的起點，
每一個起點都滿載著希望。
感恩節快到了，謹此對基金會的叔叔阿姨和王主任表示我的感謝之情，
馬會長參加畢業典禮與孟麗合照
您們一直以來的關心和幫助是對我莫大的鼓勵和支援，也讓我認識到給予的意義，決心做一個更能給予的人。
**********
附記：馬會長曾在畢業典禮上感嘆的說“現在在萬人歡聚的人群中，我坐在觀禮席上等著畢業典禮開始。回想這十
幾年來為基金會和珍珠生付出了許多，今天看到孟麗能在石溪大學以優亮的成績畢業，我真的很高興，卻也莫名的
想哭一場。也許是感受這十多年的努力終於看到了些成就，我感謝所有志工和支持愛基會的朋友們。“

台灣珍珠生訊息

東海大學法律系 李思蓉
(國一開始贊助，現讀大三)
李思蓉，本會課輔班學生，家境清寒，且家庭結構失衡。在本會的經
費支持與自身的努力，於今年順利考取東海大學法律系。
未來以當檢察官為努力目標，期許能幫助社會上需要協助的人。
做為台灣的第一個珍珠生，李思蓉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給後繼的珍
珠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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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護專公費生 田秀酈
(國小三年級起參加課輔，現任職於門諾醫院)
田秀酈，布農族原住民 ，父母受限於教育程度不高，早出晚歸
努力工作，家庭經濟狀況仍不足以供四個孩子生活所需。
身為家中大姐，秀酈明年即將從護專畢業，透過護專紮實的訓
練後，除了用自己的雙手照顧病人，及自己的家人，更翻轉了
自己的命運。

台東課輔班孩子們的故事

一年級的小宇，是單親家庭的孩子，家中經濟
重擔由母親一肩扛起。母親平時忙於工作，無
法陪伴，所以小宇表現稍嫌頑皮，時常沒有寫
功課，也不喜歡學習。
剛 開 始 參加課 輔 班 時，小 宇 還 會干擾 同 學 上
課，讓課輔老師很頭痛。只是課輔老師知道他
的狀況，採取以鼓勵代替責罵，讓他漸漸有了
一些改變。以前只要 遇到不懂的作業，總是亂
寫 一 通 ，時常 被 老 師糾正 。 但 課輔 老 師 不 放
棄，時間久了，小宇漸漸感受到關愛，現在只
要有問題，會立刻發問，同時相當認真地完成
作業。雖然小宇成績在班上並不突出，有些差
強人意，但是相信課輔的影響，未來定能讓他
能成為一個肯學習的好孩子。

二年級的葳葳，是單親家庭的孩子，她與妹妹跟著母
親，回外祖母家同住。 母親因為平時忙於工作，在家
的時間不長，所以她與妹妹都由外祖母照顧。因為外祖
母生活管理上，較為鬆散，造成葳葳也學會懶散，在沒
有參加課輔之前，作 業都會寫得很零亂，且錯誤百
出。成績上還算可以，但是老師覺得她應該可以更好。
參加課輔兩年，很明顯看到葳葳的改變。因為她很喜歡
參加課輔，跟同學一 起學習，加上課輔老師慢慢導正
她懶惰的習慣，上課都會告知她時間觀念，甚麼 時間
要做些甚麼事。長期下來，葳葳改變相當多，現在來到
課輔班都會自動自發 地把功課寫完外，也會將老師指
定的測驗卷完成，有時還會幫忙教導同學。相信未來升
上中年級後，葳葳若能帶著這樣的好習慣，課業成績一
定能提升，成為一 個正常學習的好孩子。

二年級的妏妏，父親罹患癌症，無法去工作外，還必須長期接受治療。母親 一肩扛起家庭的重擔，必須母兼
父職，家庭內外大小事都必須兼顧。妏妏從小就 必須學著自己長大，很多事情都必須協助母親處理。在師長
的眼中，妏妏是一個懂事的好孩子，不僅相當顧家，而且在學校各方面的表現都讓老師讚許不已。只 是父母
無暇顧及她的課業，多少影響了她在學業上的表現。
參加課輔一年，妏妏得到了相當大的幫助。她會很聽話的利用上課時間，盡量把功課完成，因為她無法像其他
孩子一般，回家有很多時間可以慢慢寫功課。兩年的課輔，讓妏妏成績一直保持平均90分。老師對於這個孩子
的背景，特別感到心疼，對她也特別給予關心，希望能用愛心的手拉著她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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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課輔班的老師，謝謝你們

撰文：黃僊

因緣際會，讓我這隻歸鄉燕，回到愛基會在鳳林鎮上的辦公室，開始這份既熟悉又陌生的工作。所謂熟悉是因為：
在回家鄉工作前，我有三年的國中小補教工作經驗；陌生的是，我要如何去調整，用一種奉獻愛心的心態，來把這
份工作執行確實。
今年暑假，適逢愛基會部分課輔班轉型時期，要由原本用課輔方式，轉變為周一至周五每晚的補救教學。轉型至
今，各類挑戰仍不斷接踵而至：一下是課輔老師無法適應上課壓力而放棄；再者，愛心不被家長與孩子珍惜，像時
常想缺席就缺席，會主動打電話請假的家庭少之又少，這類情況讓我無法想像，像肥皂劇般開始在日常工作間上
演，有時候同事們還真不知該笑還是該哭，這般見招拆招過了近四個月，同事們互相照應下，我總算對所謂的課輔
工作有了初步的認識。
也是因緣際會，在鳳林辦公室辦理的課輔班，帶班的陳老師必須回北部念研究所，我這個對國中學科還算有把握的
新鳥，接下了課輔老師的棒子。九月中旬開始，一周五
天的課程，為鎮上的七位國中生做夜間課輔，展開了艱
辛的改變工程。
和孩子相處這幾個月來，和我先前在新竹竹北安親班工
作的經驗，竟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私人公司和非營利
單位工作氛圍相當不同，上課時間之外的行政工作也相
異，但與孩子上課、相處，卻是共同讓我感到自在並且
覺得喜歡。孩子相當敏感，若他們感受到老師的用心，
多數孩子會願意配合你的班級常規。當然帶班的過程也
有不順遂：像有的孩子因為怠惰而離開，也有的孩子因
為想寫完作業就休息而選擇在家。接踵而來的狀況，我
也一再調整自己的心態，不讓自己喪失教學熱誠的同
時，也提醒自己一定要盡到本分。課堂中，我也不時
舉生活實例讓孩子了解基礎學力的重要，並利用周五
的閱讀課程，挑選能引起話題的副刊文章和孩子共
讀。愛基會要撐起這麼多的課輔班，最重要的是有一
群願意站在第一線的課輔老師。除了上課外，也必須
定期去老師們的課輔班巡視，看看那些老師口中，孩
子的真實模樣，並學習他們班級經營的優點再給予回
饋及支持。我最想對這群親力親為的夥伴們說：「因
為有你們，這群偏鄉的孩子不至於到處遊蕩，謝謝你
們，也祝福你們能從孩子那端的改變得到續航的力
量！這個學期的過程中，藉由觀察課輔老師的服務狀
況以及個人教學上的記錄，我想說的是：工作沒有不辛苦的，特別是教育工作，真的很需要付出額外的心力。天下
並沒有白吃的午餐，只願意付出兩小時的老師，其實不易得到孩子的認同。我常勉勵自己，當有孩子叫你一聲老
師，你就必須拿出身為老師的責任心。從事教育工作，有時雖然很疲累，但是只要能時常存著回饋的心，責任就不
再辛苦，而是甜蜜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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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愛心幫助的兩位珍珠生
自 2013 年珍珠生胡滿家裡發生一連串意外，今年母親腦部受傷住院，使得家裡經濟十分窘困，善心人士紛紛
解囊相助。7 月她的母親還是離開了人間。今天收到胡滿 11 月 29 日寫來的信如下：
您們好！
我是來自雲南省的一名珍珠生，從小就在農村長大，雖然很贫窮，但那时候的我們簡單而快樂。伴随著工業
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水平，父母不得不留下我和二哥在家而带着哥哥
(那时哥哥已經辍學了)出門賺錢，那時的我們還在念小學，我四年级，二哥五年级。由于我是妹妹，二哥幾乎
很少讓我幹重活，並且把我照顧得很好，我還記得我們在家養了猪，牛，雞等家禽，喂得胖胖的，盼望著爸爸
媽媽回家過年。剛開始那幾年日子的確得到了好轉，但美好的時光總是不長，從 2013 年起，家裡就發生了一
系列變故，哥哥的離世，二哥身患腦腫瘤，媽媽出車禍而相繼離開了我們，感覺這像一個夢，没有人願意相
信，但却每一件都那麼的真實殘忍，使你從一个依赖性很重的小女孩逐漸地變得獨立，堅強。
现在家里還剩爸爸，姐姐，二哥和我，由于二哥的病還在恢復當中，媽媽的離開也使他遭受了很大的刺激，
所以爸爸目前待業在家照顧二哥，姐姐一人在昆明工作(姐姐是一名小小的古筝老师)，我就讀于福建中醫藥大
學，專業是護理學，所以我平常的生活费也基本上是由姐姐提供。一个人來到这個陌生的大城市，一開始感覺
很孤獨，但是，在珍珠哥哥和姐姐們的關愛下，我漸漸地找到了一種家的感觉，和他們待在一起的時光總是带
有很多快樂和感動。我也時刻都在提醒自己一定要常懷有一颗愛心和感恩之心，感恩所有幫助過我的人並同時
將愛心傳遞下去，我也正在努力，因為只有自己變得强大才有能力去幫助和保護他人，才能將這份愛傳得更遠
更久。胡满 2016 年 11 月 29 日

本月初訪视甘肅白銀一中時，發现一位高一珍珠生李智姣（女），成绩特優，但家中發生巨大變故，父親國企
工廠績效不佳濒臨倒閉，又于 2007 年返家途中倒地不起，經檢查為遺傳性小腦萎縮（奶奶多年以来就有此
病），母親因受不了沉重的打擊離家而去，爺爺年事已高，四人相依为命，家中僅靠低保來維持；爺爺每日在
家照顧癱瘓的妻子和兒子（两位均無法站立，立即摔倒），智姣不参加晚自習，每天中午、晚上均返家帮忙做
飯、照顧奶奶與父親，勇敢而坚强，却面對不可预知的黯淡未來。

2016 年年終回顧
在這 2016 年即將結束之際，我們回顧這一年愛基會的成果，展望下一年的新目標。更重要的是您們這一年給我們的
支持和鼓勵，我們寄以衷心的感激。願善心人士們能慷慨解囊，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孩子。2017 年讓我們再攜手合
作，創造他們生命的奇蹟！
當您看完胡滿和李智姣的故事之後相信您會跟我們一樣感到心酸，他們小小心靈要承擔多少負荷啊！若您像我們一
樣看完後就迫不及待的想幫助他們，那麼就請您在支票上註明是給他們的。
支票請寄：
35-10 Linden Place
Flushing, NY 11354
Attn: Mr. Jackson Ma
Contact email: Mr. Jackson Ma, Jma352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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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愛基會歷年愛心總成果
去年（2015 年）新華愛基會從平湖遷往嘉興，並在嘉興興建“珍珠之家”。今年（2016 年）又在全國設立 14 個聯
絡處，並在雲南，甘肅，四川啟動了初中珍珠班的項目。 同時基金會再次獲評社會組織 5A 等級及浙江省民政廳批
准基金會轉為公募基金會。
項目

數量

公益項目總支出

4億

資助初中珍珠生

200 人（2016 年開始）

資助高中珍珠生

48464 人

考入大學珍珠生

29388 人

大學畢業珍珠生

7390 人

資助大學珍珠生

9413 人

援建愛心小學

364 所

援建愛心圖書室

157 間

資助彝族兒童

702 人

2016 年高考喜報
2016 年高考成績已放榜，今年報考的珍珠生共 5724 名，其中 61%考上一本重點大學，88%考上二本以上大學。相信
他們一定會利用這個機會充實他們的人生，增長他們的學識，將來能為社會，國家盡一份心力。我們在此預祝他們
有一個輝煌的前程！
少數民族兒童班的成長
時間過的真快，當初汶川地震世界日報讀者捐助的餘款成立了一個女童班，使這 44 位女孩能有就學的機會，現在
畢業了，希望她們都能繼續的升學，用教育來改變自己的命運。自 2012 年愛基會開始了少數民族兒童班，從 145 名
兒童迄今已達 702 名。

珍珠生的成長
今年愛基會開啟了一個新的項目-初中珍珠班，200 名小學畢業的學生經過審核成了愛基會第一屆的初中珍珠生。今
年度共有來自全國 25 省直辖市，约有 128 所高中學校與本會合辦，共有 140 個高一珍珠班。此外，本年度“撿回珍
珠計劃大學段獎助學金”工作也全面展開。根據今年大學段的募款狀况，预計該项獎助學金今年將能资助 36%大一
入學的珍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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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珍珠”紀錄片的预告已在各大视频網站上播出，在國内取得了非常好的反響。
大陸地區视频網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4NDY1MjE0OA==.html

愛心小學及愛心圖書室的成長
去年下半年開工的 5 所愛小，现已完成了一所，其他尚有 4 所目前仍在進行中。 截止目前，已確認的愛心小學，共
計 363 所。目前爱心圖書室共完成了 153 間，分布於全 國 21 個省區。今年尚有 13 間爱心圖書室需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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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愛基會歷年愛心總成果
有鑑於教育是讓經濟弱勢族群脫離困境的不二法門，台灣愛基會於花蓮，台東，北部都會邊緣，展開以“課後輔導
與補救教學”為主的相關服務工作，以建構學生紮實的基礎能力為目標，未來期望能拓展至大高屏，中彰投。
服務項目包括：課後輔導，補救教學，小珍珠生助學計劃，生命教育，圖書室修繕，愛心供餐等等。。
項目

數量

備註

偏鄉課後輔導(含補救教學)學生

14,200 人 (2004 年-2016 年)

生命教育

7000 人(2010 年- 2016 年)

現行每學期約 700 名國中、小學生

95 間愛心圖書室，

20,100 學童受益(2004 年- 2016 年)

每學期約 590 名國小學生

愛心早餐及晚餐

1,250 人次收益

每學期約 200 名學童

13,000 書籍送往偏鄉

每學年約 550 本

560 名孩童學習才藝

每學期約 100 名國中生及小學生

2,000 名八八風災災民受益
90 組愛心桌椅檯燈

台灣愛基會近幾年國中補救教學學生升學概況
補救教學的對象是經濟弱勢，偏遠地區，學習落後的國中，國小學生。目標是幫助學生習得基礎知識。
國立高中，職（281名，佔51%）

學校
北一女中
花蓮高中
花蓮女中
花蓮高商
花蓮高工
花蓮高農
花蓮體中
台東體中
台東專科
光復高職
玉里高中
成功工商
關山工商
小計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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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
12
10

20

59

2011
1
12
11
16
17
14
2

5
8
1
1
88

私立高中，職，護校（269名，佔49%）

2012

2013

2014

3

8
7
7
11
4
11

8
9
9
5
2
2

5

5
8

5
6
5
2
4
8

33

53

48

學校
長庚護專
慈濟護專
馬偕護專
新生護專
聖母護專
慈惠護專
四維高中
海星高中
慈濟高中
中華商工
復興商工
開明工商
上騰中學
華洲工家
大城高中
仁德技院
其他
小計

2010
1
9
5

2011

2012

2013

2014

8
2
3
7
2
19
4
1
1
1
1

4
2
1

1

6
1
3

1
4
3

11
7
1

11
7

8

2

21
49

12
42

7

1
2
1
88
103

4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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