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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我經常講，這是一種高檔的愛，而不只是一種施捨。如果讓更多

苦難的人得到幫助，改變他們的一生，就好像建煊的一生以來，受過無數人的栽培和幫助一樣，我相信各位愛心的
朋友們，你的成功除了個人的天賦和努力以外，也是有人在背後默默的幫助和扶持，我們報答那些生命中的貴人的
最好方式，就是把愛傳出去。	
闊別十年以後，體力不如當年，原以為這可能是我們人生中最後一次拜訪洛杉磯了，但是經過這一次和大家這樣熱
烈的溫馨的相聚了以後，我更期待咱們後會有期，也盼望各位在回到台灣的時候，或者在路過大陸的嘉興地區，能

夠與我們聯絡，我們期待和各位相聚，來分享我們在愛心事業上的經驗，大家彼此共勉。我和蘇老師已年屆八十，
（有朋友笑稱我們是不折不扣的“八零後”，敢衝敢撞），我們想要助人的熱火，卻越來越旺，我相信這也是上帝
給我們人生中很大的祝福，就是“人去愛留”。	
最後敬祝各位好朋友們身體健康，心情愉快，時常被愛圍繞，也時常成為別人的祝福。	

建煊和法昭	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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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美國愛基會的叔叔阿姨們： 

你們好！我是春燕。時間過得真的好快，轉眼間我已經大學畢業，真正地邁入社會，開始了人生另一個嶄新的階段。我有些

期待但同時也有些許忐忑，因為畢竟我對於社會這個“概念”可能有些陌生，需要經歷的、學習的還有很多很多。不過，還是

特別想和你們分享一下我上學時以及畢業後的最真切的感受： 

在大學這幾年裡，真的非常感激你們對我的照顧和關心，能夠還有機會上學我真的感到非常幸福。在這四年裡，我過得很充

實也非常有意義，深刻的感受到大學氛圍帶給人的幸福感。同時我也結交了一些知心的好朋友，讓我覺得這一路走下來並不

孤單。可隨著時間的流逝我也到了畢業的時間點，我帶著深深的不捨和些許難過離開學校，畢竟這裡有著我作為學生角色最

後和最美好的時光，以後可能就真的沒有機會再回到校園上學，也很少有機會和自己的好友見面，所以在我心裡還是有深深

的遺憾。 

現在的我在綿陽老家這邊上班，和我的媽媽還有奶奶生活在一起，我內心很安心。而在工作上剛開始有些茫然，有些不知所

措，因為我的專業和工作性質不是特別匹配，可能角色的轉變也讓我稍微有些不適應，起初自己還是有些沮喪，不過我還是

給自己加油打氣，相信通過努力和一段時間的適應我會做得很好。而且我現在能自己照顧自己了，獨立能力也大大增強了，

平時上班的時候會住在公司宿舍，一個人生活也漸漸習慣，周末的時候一個人也能坐班車回家。所以請不要擔心我，我會好

好照顧我自己，也會好好照顧我媽媽和奶奶，出來工作供養我媽媽和我奶奶一直是我奮鬥的目標，所以我會好好工作，努力

帶給她們安穩的生活。但我內心深處還是非常懷念上學的時光，因為工作後我發現人學習的動力會降低，所以以後希望自己

利用空閑時間能好好學習，爭取考上一個非全日制研究生，因為除了工作和生活，我還是希望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現在發現自己真的很喜歡上學。 

我是個性格比較內向的人，平時可能話也不是特別多，和叔叔阿姨們交流也很少，但是在我內心深處我真的非常感激你們，

謝謝你們在我最無助、最難過的時候給予我的關心與幫助，淡化了過去的傷痛在我內心留下的痕跡，讓我更堅強也更有力量

地去追求自己的夢想。除了謝謝，我想我最好的回報方式就是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和心態好好生活，照顧好自己、照顧好家

人。謝謝你們，因為有你們的幫助，我才能走到現在，擁

有能夠照顧自己、照顧家人的能力和信心，真的非常謝

謝。 

我生活的很好，謝謝你們一路走來對我的幫助和支持，

我給馬叔叔寄去了畢業和現在生活的照片，希望不要擔

心我。我很想念你們！ 

                                       春燕 09/2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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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力力量量—寫給過去的一封信2007級⼤大鵬珍珠班 羅界清

2007 “ ”

 高一，有了新華愛基會和學校的幫助，是我上學以來最無憂無慮的

時光，我只需要努力學習，其他事情都可以不用擔心。然而，作為農

村的孩子，搬磚和挖地是我的強項，對於外面的世界，我依然那麽陌

生，大學，我不知道是什麽樣子，未來想做什麽，也不知道，我開始

變得迷茫。07年冬天，新華愛基會的張伯伯帶著幾個大學生和愛心人

士到學校和家裏看望我們，帶給我很多外面世界的精彩內容，豐富的

大學生活，以及大上海絢麗的照片，讓我對未來的憧憬變得強烈，也

漸漸找到方向。 

2008年，對我來說，註定是一個不一樣的一年，眼看高一即將結束。

而意外卻突然來臨，那是一個周日的晚上，一個晴天霹靂的噩耗傳來；

父親去世了。父親是我求學路上最堅實的後盾，他的離去，我對生命

失去信心，對未來失去興趣。我恍然覺悟，父親已經離去，未來需要

自己去奮鬥，我

擁有好前程，改變命運，是他最大的希望。帶著父親的希望，帶著校長

的鼓勵，我慢慢從悲傷中走了出來。高中三年，匆匆過去。當記憶再次

打開，我發現高中的青春歲月，是我人生成敗的三年，這三年決定了我

能不能走出來，改變命運，迎接理想。在這重要的三年裏，發生過很多

事，因為高壓學習想要放縱，被外面的世界幹擾，青春懵懂迷失方向。

但老師，他們總陪伴我，拉我回正軌，傳授我知識，時刻給我鼓勵，給

我力量；作為一名珍珠生，我更有愛心人士劉鵬和新華愛基會的關心幫

助，讓我最重要的三年得以順利度過，並考上大學。高中畢業，我們每

個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選擇。對於其他同學來說，是選大學，或再迎高

三。而我，是要不要上大學，母親沒有能力供我上大學，我也很猶豫。

這時，新華愛基會再次向我伸出橄欖枝，讓我重拾上學的信心。 

進入大學，我發現大學之大，非學校面積之大，學生之多，而是思想的自由，知識的廣博；因此，從未思考過想要做什

麽，能做什麽的我，對前途一片迷茫。這時，新華愛基金會組織的活動及時進入到我的大學生活，活動次數不多，但每次都

有社會精英達人參加，他們的經驗和見解，通達深刻，慢慢為我解開迷惑；使我意識到，我大學的專業，不是我想要的方向，

我想要的專業是金融。從此，開始了我充實的大學生活。 

人生若不能走出迷惘，將混沌一生，失去生命應有的價值。各位老師、愛心人士，回憶迷惘，我只想說，是你們一路陪

伴與幫助，讓我走出一段段迷惘，找到人生路。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謝謝你們在我茫然歲月裏的陪伴，今天我要向你們表

白：我敬愛的老師和愛心人士們，未來我將永遠陪伴你們，將這份愛之壯舉傳遞。 

2014年8月3號，我的家鄉雲南省魯甸縣龍頭山鎮發生6.7級地震，令我瞬間失去了6位親人，其中有我年僅8歲的妹妹，

養育妹妹是父親對我的囑托。子欲養而親不待，妹妹也離去，家園被夷為平地，家鄉的大地千瘡百孔，痛苦纏繞著我和家人

的每一顆心。然而，災難、痛苦不能讓生活停止，母親一個人在家，居無定所，修覆家園成了我的難題。此時，新華愛基會

再次對我伸出援手，加上銀行貸款，國家的幫助，工作領導的借款，再次幫我渡過難關。 

人生沒有坦途，爸爸媽媽、親人、愛人、老師、新華的愛心人士們，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幫助我、鼓勵我、陪伴我，渡

過人生的每道台階。祝願你們永遠幸福安康。 

時間在流逝，我過去的故事已講完，未來我會繼續努力。 

很榮幸成為一顆被撿回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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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湘琪  花蓮女中 ⾼⼀開始贊助

由於父母離異，母親在外縣市工作，我從小寄居在親戚家中，六年級時被接回高齡七八十的阿公阿婆家
住。母親並無負擔我的詩活費用，國中學雜費皆是由親戚們共同支付，我不想造成他們困擾，所以平時假日和
阿公阿婆去田裡工作，去年也嘗試咖啡店外場和畫室助理，我習得很棒的人生經驗，很多良師益友和我分享他

們的學習歷程，大學系所分析等。 
還記得升高中暑假，我的班導張老師帶著愛基會主任和羽涵姊姊到我家了解我的狀況，隨即幫我申請育

洵獎助金，承諾上高中學費將協助支出，對於當時的我和阿公阿婆，無疑是放下心中大石，我才能放心填寫花
蓮女中為第一志願。每逢段考前後大姐姐都會主動聯絡我，關心近況和約時間相聚家訪，我感受到愛基會的溫
暖，除了金錢上援助，還花時間了解我們的生活，當我自己無法對愛基會做出什麼感到不好意思時，我永遠忘

不了羽涵姊姊對我說：「愛基會只希望你能安心衝刺課業，未來有一番成就，做一個回饋社會的人。」這段話
深深烙在我心中，提醒我該成為什麼樣的人 

有了愛基會幫忙，我可以買書做題目，可以上補習班增強自己的數學、物理和化學，透過不斷的演練和
請教同學師長，提高成績。我曾經感受過付不出營養午餐和學費的處境，是您們的幫助，點亮我們學習之路上
一盞明燈。

李思蓉  東海⼤學法律系 國⼀開始贊助
時間過得真快,剩下最後一個學期就要畢業了。想當時,四年前還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小大一新鮮人,拖著行

李箱就這樣從花蓮來到 了台中,踏進這個充滿未知的校園。而現在剩不到幾個月就要畢業 離開學校了。回想大學四

年,我覺得我過得非常的充實,交到了一 群很棒的朋友,也透過課外之餘去參加教育部的活動開闊了自己的 眼界,

在最後一個寒假更透過了學校的管道到北京進行短期的交 流。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當時的我可以想像得到的,甚

或說是不敢 妄想的。謝謝叔叔阿姨一直以來的幫助,讓我可以有這樣的機會可 以過這樣的大學生活,也許這對一

般的學生可能很平常,但對於我 來說,我真的覺得可以有這些經驗是很不容易的。升上大四,我一 直在猶豫到底該

不該考研究所,到底該不該先找一份工作來讓自己 在畢業後考上前,能夠好好地生活。我真的猶豫了好久,也不知道 

到底該怎麼樣下決定才會是最好的,直到一月底我才下定決心準備 研究所,當然也因為我的猶豫,使得我的選擇

只剩下系上的法研 所。三月份就要考試了,順利的話三月底就能確定到底有沒有上榜,而若備取的話可能就還要再

多等一陣子了。當然希望能夠考上研究所,接著在研究所期間國考上榜。「你必須非常努力,才能看起來毫不費

力。」這一陣子最有感慨 的就是這段話,很多的看起來,其實實質上都是由很多很多的努力所構成的。再次感謝叔

叔阿姨的關愛以及幫助,我會努力讓自己更好。

花蓮女⼦⾼級中學珍珠⽣ 秦佩囷親⼿繪製感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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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回顧 

台灣愛基會 服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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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基金會珍珠班成果報告 

2018年年⾼高考喜報: 2018 121 132 6343
64% 90%  
 

新華愛基會歷年年愛⼼心總成果 

 

 

少數⺠民族兒童班的成長
2013 145 757

愛⼼心⼩小學及愛⼼心圖書室
373 166

珍珠⽣生的成長和⾜足跡
25 194 137 1249

61175  

項⽬ 數量

公益項⽬總⽀出 50181万

資助初⾼中珍珠⽣ 61175⼈

⼤學畢業珍珠⽣ 17294⼈

資助⼤學珍珠⽣ 10228⼈

援建愛⼼⼩學 373所万

援建愛⼼圖書室 166間

資助彜族兒童 757⼈

汶川地震愛災⼤學⽣ 430⼈

汶川地震愛災中學⽣ 671⼈

汶川地震愛災學校 26所

#14

25個省市區 
194所全作初⾼中 

1249個珍珠班 
61175名珍珠⽣



感恩的⼼心 
逢九九重陽節，珍珠⽣生們紛紛给王爺爺和蘇奶奶獻上感謝與祝福，內容真摯⽽而動⼈人，特此分享。 

非常幸運能夠成為“珍珠生”，在高中的時候，不僅能夠給家裏減輕一點負擔，而且學校老師以及大學珍珠生給我們帶來的分
享，品德教育，讓我從自卑走向自信，讓我知道我也是可以優秀的。 
看到王爺爺不管是艷陽高照還是寒風刺骨都在外面奔波，我的內心真的很心疼很心疼。雖然我知道奔波是必須的，但是我希
望王爺爺在天氣炎熱的時候要預防中暑呀，在天氣寒冷的時候要註意保暖，註意照顧好自己，別太勞累了呀！ 

—— 


現在我想說一句：“珍珠生，改變了我大半個
高中生活。”一點也不誇張。“珍珠生”帶給我
的，不僅僅是金錢的補助，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鼓勵。王爺爺，到時候我能見到您嗎？如果
能，我還要和您來一個深切的擁抱，把三年來
對珍珠之家的感激，心裏埋藏了三年的感激全
部釋放出來，對於心裏的這份感激，我沒有多
麼華麗的語言來表達，更多的只可意會。 	 	 	 	 	
—— 




王爺爺，謝謝您的無私奉獻，您的小愛已經變成了大
愛，您愛的種子散播於世界各地，終成了一番風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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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希望2019年年我們能再度攜⼿手合作，我們期待您的⽀支持。⽀支票請寄：

        www.xhef.org     www.renewalfoundation.org    www.renewal.rog.tw 

Donation Form 捐款表-122014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 Renewal Foundation, Inc.

Under the Secton 501(c)3 of the I.R.S.code.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approved by I.R.S 
歡迎捐股票：Ridge Clearing DTC#0158,First Trade account number 498-60620

捐贈不論多少，我們都歡迎，感謝！     請不要捐現⾦，謝謝您！ 
捐獻者個⼈資料：

Last Name:            First Name:
中⽂名字: 公司名名稱:
地    址:
聯絡電話: ⼿  機  :
E Mail:(很重要，最好能提供）
1.我願捐助的計劃為：

$             撿回珍珠計劃
$         ⼤學（US $ 900⼀颗珍珠第⼀年的獎助學⾦）
$         ⾼中（US $ 1,250⼀颗珍珠⾼中三年）
$         初中（US $ 1,250⼀颗珍珠初中三年）

$             資助珍珠班（US $ 62,500⼀班五⼗颗珍珠）
指定命名 （XX珍珠班）

$             新華愛⼼學校（⾦額不限，⽤於四川彜族⼩學學校⽣活類/學習類/硬件投入類等需求）
$_______台灣花蓮台東課後輔導班
$             紐約勵馨兒童青少年希望輔助⾦
$             ⾏政管理費

總計  $
2，附註或特別要求：

35-10 Linden Place
Flushing,NY11354

 1249 S Diamond Bar Boulevard, 
#359, Diamond Bar,CA91765

904 Kelley Court
Lafayette, CA 94549

Att: Ms. Heidi ChenAttn: Mr. Jackson Ma 

Contact Email: 
Jma3524@gmail.com 

Att: Mr. Larry Liu 

Contact Email: 

larrydci@yahoo.com
Contact Email: 

hlhchen@yahoo.com

#16

$         特困珍珠生補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