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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社會福利基⾦會--無⼦變有⼦，有⼦更無憂 

財團法⼈臺北市無⼦⻄⽠社會福利基⾦會由⺩建煊先⽣夫婦所創辦。服務的對象為沒有⼦
⼥的⼈、獨居⻑者、單⾝榮⺠、⽼邁夫婦與⾝⼼障礙⼈⼠，簽約⻑者年齡層都在六⼗歲以
上，以七、⼋⼗歲為多，隨著年齡增⻑，⾝體狀況也⽇漸衰弱，故有安養護關懷及醫療陪
同訪視等服務（截⾃2019年10⽉31⽇⽌共超過1200次）。此外發現銀髮族群的教育⽇顯
重要。因此，無⼦⻄⽠基⾦會有銀髮教育活動中⼼，規劃適宜的活動課程，涵蓋理財規
畫、運動養⽣、 醫療保健、⽣活安排、⼈際互動等⽅⾯（共49場次），希望能提升⻑者
晚年的⽣活品質，延緩⻑者的⽼化，以降低社會⽀出及醫療成本。⽽台北、林⼝兩⽀銀髮
志⼯培訓教室，辦理志⼯培訓課程，諸如:安寧緩和療護、⽼年⼼理學、樂齡者的靈性需
求與關懷、如何帶動⽼⼈活動、如何與⽼⼈對話、健康與保健等等，帶領銀髮⻑者⾛出家
宅投⼊志⼯活動，從服務中快樂成⻑，從回饋社會中再獲⾃我價值感。無⼦⻄⽠基⾦會鑒
於台灣閱讀⾵氣的低落，也提出「⿈⾦閱讀」的公益項⺫，積極推動閱讀好書，辦理讀書
會，贈送好書，以提升台灣的閱讀⾵氣。   

 

天使居  

本會⾃2011年成⽴⾄今，對⻑者的照顧以及樂齡教育活動的推廣雖⼩有成績，但因應臺灣

⾼齡乃⾄未來超⾼齡社會的來臨所衍⽣的問題，以及失智症患者⼈數快速增加的挑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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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乃合政府⻑照政策，設⽴「天使居」⻑照機構，全⽅位照顧⽼⼈及失智患者，⺫前預

計於宜蘭及林⼝設⽴機構，⾃2018年已進⾏20餘次會議籌備營建規劃。 

更多有關無⼦⻄⽠社會福利基⾦會的服務項⺫請⾄：http://www.nokids.org.tw/about.php 

 
10.7.2019 創辦⼈⺩建煊夫婦與董事⻑何國華先⽣與爺奶歡慶重陽 

台灣愛基會 

偏鄉播愛⼼--課後輔導班 

村辦公室前，阿嘉的媽媽剛下⼯，⾬鞋和袖套來不及脫，就趕來和我們⾒⾯。阿嘉雖然調
⽪但頗有潛⼒，家裡也很看重他的學業。⼣陽餘暉中，阿嘉媽媽抹去額頭上的汗⽔，如釋
重負嘆了⼀⼝氣:「⽼師，還好你們有開班!我本來很煩惱:這個⼩孩可以栽培，但我卻沒錢
送他去鎮上補習。」這些對話幾乎出現在每⼀⼾我們拜訪的家庭:⽗⺟即使經濟上捉襟⾒
肘，仍對兒⼥的學業寄予⾼度期望。鄉下的孩⼦雖然活潑調⽪，也對「好好讀書」這件
事，有⼀番理智的憧憬。 

在花東地區，三分之⼆的鄉鎮除了學校以外，沒有任何教育資源可以提升孩⼦的學業表
現。放學後，跟不上的學⽣難有第⼆次學習的機會，⽽跟得上的學⽣，也缺少更上層樓的
磨練。如果⽗⺟無⼒協助解決學業問題，孩⼦只能暫時放下不管。⻑期下來，暫時不管的
東⻄越來越多，形成基礎知識上⼀個⼜⼀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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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愛基會 

愛基會針對台灣偏鄉與都市邊緣弱勢孩⼦，尤其是⼩學⽣們的英⽂與數學兩基礎學科施以
補救教學或課後輔導。每天利⽤下課時間陪伴孩⼦們，依其當下學習程度(經由定期檢測)
有系統加強輔導，盼望在⼀段輔導時間之後，⼤部份接受補救教學孩⼦們之英數基礎知識
能逐漸拉到在校同年級程度。愛基會在花東實施課輔的過程中，常會⾒到⼀些學⽣，因為
⽗⺟放⼯很晚，或是家裡住得太遠，只能忍著飢
餓參加夜輔，為了讓他們能夠安⼼學習，多年前
我們開始了營養晚餐的供應。  

愛基會課師們包括愛⼼媽媽與尚在就讀之⼤學⽣
和研究所學⽣都⾮常認真的教學，藉由備課與定
期培訓讓課師們互相切磋交流，彼此分享經驗，
對整體教學品質能維持穩定。孩⼦們若由低年級開始補救，可期待進步效果越⼤;不僅英

⽂數學，我們對國⽂閱讀與⽣命教育
(品格)也⼀直深度關懷，從未忽視。愛
基會資源雖有限，但以互補與分享概念
與當地學校、教會和其他公益團體深度
合作，期待能幫助更多的弱勢孩⼦們。 

 

 
花蓮壽豐成⽴培訓中⼼ 
為了建⽴師資的⽀持系統，讓⽼師有⾜夠
的⼼⼒持續耕耘，我們花費三年時間，在
花蓮壽豐成⽴培訓中⼼，於2019年4⽉ 13
⽇正式落成啟⽤。本會上下以及各界公益
夥伴⿑聚⼀堂， 希望凝聚⼒量，為社會
帶來正向的改變。未來我們將在培訓 中
⼼開設各類師資訓練，也為學⽣與家⻑開
設才藝班、技藝班，並歡迎各單位來辦理
營隊、活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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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愛基會 

伴他⼀路成⻑—台灣偏鄉課輔⽼師教學⼼得 
周⽼師 

 
⼩威總是⽣氣時就動⼿打⼈，⾯對他的衝動⾏為，我
會讓他洗臉冷靜冷靜，等到他平復之後，再跟他說動
⼿以後的後果。我不是教育體系的學⽣，教育⼼理學
也沒學過，但我可以陪伴他、教他擁有⾃信，平常的
⼩⿎勵、⼩表揚，都是給他的正⾯影響，雖說家庭才
是真正的主要因素，但我就盡我所能，以討論代替責
備。 
⼀學期下來，與孩⼦的相處過程帶給我不少成就感，
也有不少的挫折，但都是讓我可以累積經驗值的養分，誰說⼀定要教育體系出⾝才會教學
⽣，真正能夠體會學⽣⼼裡聲⾳的才是真正的好⽼師，這也是我努⼒的⺫標。 
 

是你讓我不放棄—珍珠⽣主聖的故事 

⼤家好，我是主聖，是布農族⼈，也是
⼀名⼤學⽣。在求學過程中，很感謝有
愛基會幫助，讓我能夠確⽴⺫標，努⼒
往夢想的⽅向⼤步邁進。⼩時候我的⽗
⺟離異，⽗親把我交給阿公阿嬤照顧，
他⾃⼰跑到都市打拼。但景氣不好，他
並不會每個⽉都匯錢給家裡，我們的⽇
常開銷只能由微薄的⽼⼈津貼來⽀付。
由於阿公阿嬤所學有限，在課業上也無
法全⼒幫助我們。 

幸好當時有愛基會免費課輔和免費晚餐，讓我們能夠吃得飽、學得好。我當時的課輔班是
由龐⽼師主教，他本⾝是學校的⽼師，⽩天已經夠⾟苦了，還願意在晚上留下來教導我
們，甚⾄捐出⾃⼰的薪⽔，幫我們晚餐加菜。他除了致⼒提升我們的課業外，同時也努⼒
建⽴我們的品格。他尤其教導我們要時時感恩，有能⼒時就應回饋社會。龐⽼師的⾝教、
⾔教對我影響很深，如果沒有他，就不會有現在的我。 我上⾼中後，愛基會仍⼀直在我
⾝旁，提供我學習所需的各項資源，關懷我⽣活中的⼤⼩事，像是提供平板電腦，並帶我
參加⼤學學系博覽會。⾼三時，我爸爸因意外⽽過世，我頓時迷失了⽅向。還記得，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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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愛基會 

會的主任直接到家裡來關⼼我，並幫我尋找資源，緩和家裡經濟上的困難。愛基會的關⼼
讓我更加堅定，在課業上奮發圖強，後來順利考上了臺灣師範⼤學資訊⼯程學系。 
我的夢想在家鄉  
在師⼤，我加⼊了原住⺠研究社。⻑久以來，因為族⼈的種種不良嗜好，我⾯對⾃⼰「原
住⺠」這個⾝分，始終抬不起頭。加⼊社團後，才開始重新認識⾃⼰的⽂化，並以⾃⼰的
族群⾝分為榮。⼀路受助的我，這時終於確⽴了⾃⼰的夢想:回到部落服務族⼈。⼤⼆暑
假，我毅然參加了轉學考，回到故鄉花蓮，在東華⼤學的原住⺠學院展開新⽣活。在這
裡，我學到了不同⾯向的原住⺠知識，以及各種為部落服務的⽅法。每個課程都讓我離夢
想更加接近，我知道⾃⼰做了正確的決定。 
在助⼈的道路上同⾏  
現在，我每週都會回到部落的⽂化健康站，幫忙照服員推展課程，並運⽤⾃⼰的資⼯專
業，協助單位製作網站。我也回到愛基會，成為⼀名補救教學⽼師，教導這群跟我有類似
背景的孩⼦。 

 

台灣愛基會2019服務報告  

 
 

投注了哪些資源在孩⼦⾝上?  

A 1. ⼈⼒:⽼師、輔導員、專員的⻑期關懷。  

2. 物⼒:提供教材、教具、獎勵品等。   

3. 餐點:視情況供應點⼼或晚餐。   

4. 活動:辦理才藝課程、參訪活動等。   

5. 資源連結:連結各單位之資源，包含營隊、⻝物、⽂具、書籍、購物⾦等   

6. ⼀個補救班的孩⼦，平均⼀年需要⼤約四萬元的⽀出。 每天2⼩時，⼀年2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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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愛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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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基⾦會 

新華珍珠婷婷追夢 -- ⿊暗讓你更加強⼤ 

2 015 級華保珍珠班  秦婷婷 
 

2019 年 8 ⽉，夏令營如⽕如荼地進⾏著，新
華愛基會也有幸邀請到《珍珠之夢》主⾓之⼀
的秦婷婷，婷婷被醫⽣確診為“先天性肌營養
不良，因為⾝體上的缺陷，不免讓婷婷會感覺
到⾃卑和想要放棄，⽽婷婷的爸爸媽媽會幫助
婷婷做好⼼理建設，擁抱婷婷的脆弱，撐起婷
婷的無助。從⼩學到⼤學，20 年來成千上萬個
⽇⽇夜夜，他們每天上⼭幹農活，每天的疲憊

感，讓婷婷清楚感覺到⽣活的不易，也讓婷婷清晰的認識到，⾃⼰應該多努⼒，不為別的，
只為爸爸媽媽的不放棄、不猶豫。冬天零下幾⼗度的寒冷、夏⽇三⼗幾度的⾼溫，從上午
8：00 到晚上 22:30，從 1 樓到四樓，從 4 樓到 1 樓，婷婷爸爸承受著婷婷的全部重量，⾵
⾬無阻地在⾛廊等待婷婷的下課。 
在不斷的努⼒和堅持下，婷婷以優異的成績考⼊海拉爾試驗⾼級中學華保珍珠班。進⼊珍
珠班前，因為呼倫⾙爾的消費⽔準較⾼，曾⼀度讓婷婷在這所學校與另⼀所市重點⾼中之
間猶豫不決。但在後來更加深⼊地瞭解到“撿回珍珠計畫”專案後，這份來⾃陌⽣⼈的資
助，不僅僅是⾦錢上的資助，更多的是⼀種精神上的關⼼與撫慰。在珍珠班的群體中，婷婷
深深地感受到，⼤家的⾝上有⼀股“向上的⼒量”深深地吸引著她，⽽這種⼒量，甚⾄於對
她的⼀⽣，都有著重⼤的影響。 
來到珍珠班後，婷婷的班主任⿎勵她說：“你⼀定要努⼒，你有先天的⾝體條件，帶著這
份特殊的⼒量，⼀定要更加努⼒地去影響到別⼈，將這份劣勢變為你的優勢。”在班主任
與珍珠班⽼師的⿎勵和照顧下，婷婷的⾼中穩步地進⾏到了⾼⼆，家⼈、⽼師以及同學們
的關⼼，讓婷婷慢慢⾛出脆弱、⿊暗和痛苦的陰霾，與⿊暗⾯對⾯、與⿊暗和平相處。讓
婷婷進⼀步地瞭解到什麼是善良、什麼是溫暖、什麼是夢想、什麼是⾃強！也是在這個環
境的影響下，讓婷婷越來越堅強、越來越能為他⼈著想、越來越清楚⾃⼰想要什麼，越來
越有回報社會的強烈想法！通過努⼒，婷婷成績始終保持在年級前三，曾被評為呼倫⾙爾
市“三好學⽣”，獲內蒙古⾃治區最美少年提名獎。婷婷說：“成⻑的過程中，我們需要
擁有⾃愈的能⼒，其實我們⾃⼰的⼼也是需要哄的，不管你是遇到原⽣家庭的傷害，還是
貧困的成⻑環境，當你學會與它和解時，會發現，這些⿊暗會讓你更加強⼤，更加擁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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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基⾦會 

上的⼒量和⽣活的熱情。”⾼考後，考取哈爾濱⼯程⼤學的婷婷在⼊學之前的⼀天，收到
⼀位來⾃哈爾濱珍珠之家服務委員會珍珠學姐的⼀個電話，向她詢問著什麼時候到達、告
知她相關注意事項等等，來到⼤學後，服務委員會的珍珠學⻑學姐們常常關⼼和照顧著
她，每⼀次活動都會主動問她是否可以參加，然後以婷婷為第⼀考慮點進⾏活動可⾏性的
設計。⼀系列溫暖的舉動，讓婷婷感受到珍珠⽣之間如家⼈般的愛。 
想要成為⼀名偉⼤的⼈⺠教師 
婷婷認為，教育是這個世界最偉⼤的公益！從⼩到⼤，影響她最多的除了⽗⺟，就是⽼師，
他們的幫助和關⼼，讓婷婷感覺到溫暖，相信⼈性本善，相信未來，信仰真善美！教師⼤部
分時間都是在和學⽣在⼀起，學⽣擁有這個世界上最純樸的笑容，最單純的想法，那是還
沒有被世俗侵染過的純粹，婷婷嚮往這種純粹，想要去守護這種純粹。所以婷婷想要成為
⼀名⼈⺠教師，去守護他們本該擁有的簡單！ 
 
 

邁向⼈⽣下⼀階段—恭喜珍珠⽣孟麗錄取進⼊休⼠頓⼤學博⼠班 

 
2014年⼋⽉，畢業於河北唐⼭開灤⼀中“施維雅珍珠班”的珍珠⽣孟麗在愛基會提供的
“智慧珍珠獎助⾦”幫助下，進⼊紐約州⽴⼤學⽯溪分校就讀。2013年⽯溪⼤學副校⻑⾺
修惠博⼠（Dr. Matthew Whelan）和⺩鈺婉主任在台灣拜訪⺩建煊先⽣時受“撿回珍珠
計劃”所感。為⿎勵特困特優的新華愛⼼教育基⾦會“珍珠⽣”能有機會在美國⼀流⼤學
進修，⽯溪⼤學每四年主動提供⼀份四年的全額獎學⾦，讓本會資助的⾼中畢業珍珠⽣能
到該校就讀。 

時光轉瞬⼀過，如今孟麗不但畢業在
American Friends of Hebrew University
任職 Database Specialist，如今更即將開
啟⼀段新的旅程--到休斯頓⼤學讀取數學博
⼠學位。以下是孟麗特為本刊寫的⼀篇信表
達感謝和⼼路歷程： 

「在⼯作中有很多挑戰，更有很多成⻑。⼯
作初期慢慢體會和融⼊新的⼯作⽂化，與⼈

溝通⽅⾯對⾃⼰的相信和對他⼈的相信，到
現在得到對我⼯作的認可和同事友誼。在技

術層⾯上，由於有⼀個良好的⼯作平台和豐富的學習資源，我充分利⽤公司提供的資源，
增⻑知識，提⾼技能，增強⼯作能⼒。在⼯作裏會接觸到⼀些很出⾊的校友，他們各⾃不

美國愛基會理事們於美國紐約為孟麗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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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基⾦會 

同的成功故事激勵了我向著更⾼的⺫標前進--讀取數學博⼠學位。確定了想要申請的學
校，逐步完成了申請要求。⼀段時間後，我陸續收到三所學校的好消息，左右權衡之後，
我決定接受休斯頓⼤學的 offer，全額研究⽣獎學⾦外加 Presidential Scholarship，2020
春季學期開始我的數學博⼠學業。從⽯溪到休斯頓，如果沒有基⾦會和慈善⼈⼠的幫助，
有些夢想可能就沒有機會變成現實，我很感恩這段旅途中的寶貴機會和⽀持。成⻑是⼀個
有趣的過程，對⼀些⼈來講是把檸檬變成檸檬汁，對另⼀些⼈來講是發現檸檬本⾝的美
味。未來是個未知數，可以把握的是現在，志存⾼遠，專註踏實，夢想會⼀步⼀步變成現
實吧。」 

新華基⾦會2019項⺫成果報告 
 

 

 
 

新華愛基會歷年愛⼼總成果（截⽌ 2019 年 9 ⽉底） 
少數⺠族兒童班的成⻑ 
⾃ 2013 年愛基會開始了少數⺠族兒童班，從 145 名兒童迄今已達 757 名。 
愛⼼⼩學及愛⼼圖書室 
到⺫前為⽌，愛⼼⼩學共有 373 所，愛⼼圖書室共有 166 所。 
珍珠⽣的成⻑和⾜跡 
今年度共有來⾃全國 25 个省区市，約 196 所初⾼中學校與愛基會合辦珍珠
班，新增班級 130 班。珍珠班累計 1379 班，珍珠⽣累計 66725 ⼈。 
 
※2019 年⾼考成績已放榜，今年報考的珍珠⽣共 6428 ⼈，其
中 62%考上壹本重點⼤學，92%考上⼆本以上⼤學，其中 184
⼈進⼊前⼗名⾼校。 
 

 
 

 

項⺫ 數量 

公益項⺫總⽀出 56268 万 

資助初⾼中珍珠

⽣ 

66725 ⼈ 

⼤學畢業珍珠⽣ 23631 ⼈ 

資助⼤學珍珠⽣ 10291 ⼈ 

援建愛⼼⼩學 37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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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 

汶川地震愛災中

學⽣ 

671 ⼈ 

汶川地震愛災學

校 

2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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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愛基會資助紐約勵馨為家暴受虐兒重建希望 

美國愛⼼基⾦會⾃2010年起每年資助紐
約勵馨兒童⻘少年部⾨，使此事⼯得已
舉辦各種親職教育課程、個案兒童春夏
令營、⻘少年團體、以及預防性社區公
共宣導。並與學校、教會、各社區機構
合作，提供反家暴和兒童虐待教育宣導
演講。勵馨婦幼關懷中⼼成⽴於2004
年，⾄今總共服務超過兩千餘個遭受家
暴、性侵及⼈⼝販運的華裔受害家庭和
孩童，服務內容包含前線熱線電話、危
機處理、輔導諮商、法律服務、庇護所
安置、社會福利、⽀持團體、職能培訓
等。 

去年⼀年兒少部⾨就主辦37場社區拓展暨
教育宣導活動。服務超過430名兒童⻘少
年，39位持續接受個⼈諮商輔導，63位孩
⼦獲得獎助⾦參加暑期夏令營，⽽⾯對⾼
危險群的⻘少年個案，學期中勵馨提供每
週藝術治療團體，且提供暑期連續七週的
⻘年成⻑培⼒專案(Youth Empowerment 
Program, YEP)則帶孩⼦透過義⼯學習如何
回饋社區。今年⼋⽉(2019)更舉辦為期⼀
週的’She is the future’--「馨希望少⼥
成⻑營」，針對10到14歲的受暴少⼥個案在輔導員陪伴下，以舞蹈、藝術、烹飪和彼此分
享中重新建⽴信⼼、覺察⾃我進⽽知道如何保護⾃⼰。有了美國愛基會的⽀持，遭受家暴
的孩⼦們也能享受到⼀個溫暖的童年。 

 
 
 
 
 
 

美國愛基會⾺會⻑伉儷與紐
約勵馨董事⻑張麗麗 

（左⾄右）美國愛基會⾺會
⻑伉儷、吳理事及紐約勵馨
執⾏⻑劉元芬主任於勵馨
15 週年餐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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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留⼈間 

[葉兆雲珍珠班]育珠⼈麗姐說：1+1 等於“⼗” 

葉兆雲⽼先⽣⽣前⻑年捐助愛基會蓋愛⼼⼩學與資助珍珠⽣。2017 年葉⽼先⽣逝世，然
遺囑中指定 125 萬美元要捐給愛基會，表⽰希望能以此善款建⼗個愛⼼⼩學，資助⼗個珍
珠班（每班 50 ⼈），每班資助五名優秀珍珠⽣念⼤學。近年中國愛⼼⼩學需求減少，故
捐款主要⽤作教學樓重建，完⼯後留碑感謝捐贈者。⾃ 2018 年⾄今，已於葉⽼先⽣出⽣
的雲南省成⽴了共四個珍珠班。 

2018 年七⽉，醞釀已久的雲南省保⼭市隆陽區第⼀中學⾸屆葉兆雲珍珠班順利招⽣，劉
麗⽼師被任命為班主任。2018 年 8 ⽉ 10 ⽇“珍珠⽣”報到，劉麗⽼師開啟了⾃⼰和“珍
珠⽣”的緣分之⾨。第⼆天，⾼⼀新⽣開始軍訓，她提前準備了葡萄糖、⽩藥噴霧劑、藿
⾹正氣顆粒和針線、奶糖等。利⽤操練的間隙，她為學⽣們送上⼀顆顆奶糖，為他們縫補
踢壞了的褲腳……絲絲⼊扣的關懷溫暖著⼀顆顆年輕的⼼。軍訓結束了，她和“⼩珍珠
們”融為了⼀體。從此課堂上⼤家喊她⽼師，課外⼤家叫她“麗姐”。 
 

今年 3 ⽉ 28 ⽇上午，劉麗⽼師
經過 3 個多⼩時的⼭路，來到了
珍珠⽣⼩⾂家裏，看到了那間讓
她魂牽夢繞、難以忘懷的房⼦，
⼀間由⽊柵欄圍成的、屋頂透著
光亮的⼟坯房內，沒有燒⽔的⽕
爐，沒有家具，沒有客⼈落腳的
地⽅。然⽽，出⽣在這樣⼀個窮
困家庭的⼩⾂，卻成了汶上中學
的驕傲，他中考成績全級第⼀，
被⾸屆珍珠班錄取。她⼼中五味

雜陳，更多的是酸楚和⼼疼。回校後，她了解到⼩⾂同學
每頓飯只吃⼀個素菜，喝⼀碗⻝堂提供的免費湯。就在那個周末，她特意買了排⾻、⽜⾁
和蔬菜，在學校宿管員(她的爸爸)值班房裏，為⼩⾂做了⼀頓“豐盛”的晚餐，吃飯時她
聽到羞澀、拘束和感激的楊⽟⾂說道：“麗姐，謝謝您！”這句話讓她淚流滿⾯。此後，
她每周都資助⼩⾂⼀點⽣活費，周末為他和不回家的“⼩珍珠們”做⼀頓補充營養的飯。 

劉麗老師家訪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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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留⼈間 

劉麗⽼師經常掛在嘴邊的⼀句話是：學⽣和⽼師加在⼀起，不是簡單的 1+1 等於 2，⽽是
“⼗”，是給學⽣增加“⼗倍”的動⼒，讓他們爆發出“⼗倍”的能量。在談到珍珠班的
⼯作時，校⻑張興隆認為：“我們時常看央視《感動中國》欄⺫，那是⼀種⼤的感動。⽽
劉麗⽼師帶給我們帶給珍珠班的感動，是潤物細無聲的，是涓涓細流。由於有了這些細微
的感動，上學期珍珠班各科測驗成績，在全校⾼⼀年級⼗幾個班中名列前茅。 
 

 
⼩珍珠們寫給麗姐的信 

 

曾素⽉⼥⼠善款助新⽵⼼智障礙者⾃⽴建信⼼ 
 
捐款善⼼⼈⼠曾素⽉臨終前給予美國愛基會⼀筆善款，希望能回饋社區並延續⼤愛，理事
們在開會後決定捐給位在曾素⽉⽼家新⽵的社團法⼈新⽵精神健康協會。該會由⾺⼤元醫
師發起帶領下幫助精神健康障礙者及家屬，輔導就業、社會適應、促進社區慢性醫療系統
完善及宣導教育活動。 
其中新⽵精健會的「⼼築⼯坊」項⺫，提供無法進⼊庇護性就業，⼜不需要到⽣活照顧機
構的⼼智障礙者成⻑的好地⽅，以作業訓練烘焙產品為主、⾃⽴與社區⽣活為輔，提供⼼
智障礙者培養⼯作技能、有更多交際的機會，擴展⽣活圈不侷限在家中，幫助⼼智障礙⻘
年學習⽣活⾃⽴快樂⼯作。  
 
欲詳細瞭解協會服務內容請⾄精健會官網：http://www.healthymind.org.tw/servi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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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留⼈間 

 
 
 
 
 
 
 
 
 
 
 
 

 
 
 

育洵⼤愛留⼈間 2019 珍珠年度計畫更新 

 
美國愛基會故理事趙育洵⼥⼠於 2013年因
癌症復發逝世，臨終前⼼繫基⾦會，遺囑特
別留下⼀部分希望能持續⽀持需要幫助的
貧困孩⼦求學。愛基會⾺會⻑率理事幾經
開會籌畫，分為幾部分運⽤：在河北唐⼭趙
育洵前理事的⽼家，五年內捐贈了三個珍
珠班(如⺫前唐⼭開灤⾼中)，且有專款特助
珍珠⽣基本⽣活需求。⾄於台灣則名該款

項為“育洵⼤愛留⼈間〞計畫，趙⼥⼠⾃⼩
在花蓮讀書成⻑，曾說花蓮是她第⼆最愛的
故鄉。故此款由花蓮辦公室統籌，建愛⼼圖
書室、購買學童交通⾞，及⽴“撿珍珠計
畫”⻑期資助幾位台灣珍珠孩⼦學雜開銷。 
 

 
 
 
 

學員們認真製作⽉餅內餡 
患有⾃閉症的呈呈加⼊⼯坊⼀年，已

學會如何將吐司滾圓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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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我們 
      
在這 2019 年即將結束之際，我們將回顧這壹年愛基會的成果並展望下壹年的新⺫標。更重要
的是您們這壹年的⽀持和⿎勵，我們寄以衷⼼的感激。願您們能再慷慨解囊，幫助更多需要幫

助的孩⼦。更希望您能將此會刊傳閱給更多的愛⼼⼈⼠。 
希望 2020 年我們能再度攜⼿合作，我們期待您的⽀持。⽀票請寄： 

 
35-10 Linden Place 
Flushing, NY1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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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 Kelley Court  

Lafayette, CA 94549 

Att: Mr.Jackson Ma Att: Mr.Larry Liu  Att: Ms.Heidi Chen 

Contact: 
Jma3524@gmail.com 

(917)981-1229 

Contact: 
larrydci@yahoo.com 

(909)576-8514 

Contact: 
hlhchen@yahoo.com 

      www.xhef.org        www.renewalfoundation.org     www.renewa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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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 Form 捐款表-122014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Renewa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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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獻者個⼈資料： 

Last Name:                           First Name:                  

中⽂名字:                             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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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助研學營（US $ 12,500⼀班五⼗颗珍珠） 

$_____________台灣花蓮台東課後輔導班 

$             無⼦⻄⽠社會福利基⾦會 

$             紐約勵馨兒童⻘少年希望輔助⾦ 

 $             ⾏政管理費(⾦額不限，⽤於育珠論壇，冬/夏令營，郵電費，差旅費等) 

總計:$              

2. 附註或特別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