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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一點新鮮空氣吧！ 

 

 

 

教育是窮人翻身、國家富強·人類進步最重要的

工具，所以有人說：教育是最偉大的慈善事 

業，這是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成立二十多年

來，一直以教育為慈善主軸的原因。  

 

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現在主要在辦補救教學。

因為我們發現許多孩子，名義上是小學五年級 

學生，但只有四年級，甚至三年級的程度，要想

跟上學習非常困難。這些孩子陷入學習無門的 

窘境。  

 

補救教學，就是針對英文·數學兩科，給予特別

的輔導，恢複跟得上所讀年級的程度。孩子跟 

得上，信心增加，學習能力及意願都增強，終至

能成為一名成績優秀的好學生。  

 

在輔導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這些跟不上的孩子，

80％來自原住民·本地人及新移民的單親家 

庭。這些單親家庭，為了生活已忙得透不過氣

來，哪還有餘力照顧孩子的學業。明知孩子成績 

落後很多，但亦無能為力，他們的苦悶與無奈，

心事誰人知，又有誰能來幫他們一把呢？  

 

2020 年 5 月 25 日美國明尼蘇達一名 46 歲的黑

人佛洛伊德，被白人警察以滕蓋頂住脖子窒息

而 死，以致發生全美大規模的暴動。這名黑人

死前曾呼喊：「大人，我無法呼吸了！」  

 

「我無法呼吸了！」這句話可以用在許多苦難

人的身上。單親家庭有的孩子成績顯然落後，

想 要跟上，就是無能為力。他們做父母想要幫

助自己的孩子，也是無能為力，他們的心中似

乎都 在吶喊：「我無法呼吸了！」  

 

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看到

許多父母及孩子不能呼吸了，我們基金會乃提

出 補救教學來幫助他們，讓他們可以呼吸到一

點新鮮空氣，學業進步，將來可以成為國家的

楝樑 之才。  

 

但是由於新冠肺炎，各業蕭條，各國慈善基金

會皆面臨募款不足的窘境。台灣是個愛心之

島， 希望大家伸出援手，來幫助那些心中吶

喊：「大人，我不能呼吸」的人，給他們一點

新鮮空氣 吧！  

 

           愛基會創辦人  

 

    王建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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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補教 

 

  

每天 2小時，一年 220天，為孩子創造「有可能」的明天 

我們在花蓮和台東為孩子們提供免費的補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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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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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又一年 
  

 

  我們的團隊--春風化雨--今年有兩個珍珠班參加高考，一

個在青海格爾木市第二中學，另一個在湖北隨州二中。青海

的二十九名珍珠生 93%考上一本大學，100%本科上線；湖北

三十九名全部考上一本大學，包括湖北文科狀元進入北京大

學。在新冠疫情氾濫的半年，隨州所有中學停課，只能網上

教學，還有如此傲人的成績！珍珠生努力用功，老師指導有

方，我們也與有榮焉。 

 

   春風化雨成立已過十載，由台大化學系和師大附中校友組

成，都是五公十年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受到王建煊先生的愛

心感召和同胞愛的驅使，我們捐建了七所愛心小學（四川南

充，西充，閬中，安徽利辛，湖南岳陽，河南望瞳，商

丘），捐助了兪個珍珠班（合肥 168，雲南瀘水二班，青海

格爾木，湖北隨州四班），二百多名珍珠生。在台灣台東及

花蓮二縣我們也為四所原住民小學建立了圖書館，並輔導大

中學生上學等。 

 

   三年前我們對團隊今後的方向做了檢討，衡量我們的能

力，決定鎖定一所高中每年捐助一個約三十名的珍珠班，由

於我們和湖北隨州二中已經愉快的合作了一年，它就成了首

要目標。去年四月我們的三位代表帶著家人參觀訪問了隨州

二中，見到了朝氣蓬勃的珍珠生，和對他們關愛有加的校長

及老師。有感於學校非常重視珍珠班敎學，春風化雨決定繼

續和隨州二中合作，在這裏一起撿回珍珠。目前我們已建立

了一個微信群，連結了春風化雨成員，美國愛基會，新華愛

基總會和隨州二中，隨時保持聯絡，共同支持春風化雨珍珠

班。 

 

  我們估量珍珠生初進大學，可能仍然會有繳學費的困難，

決定提供春風化雨珍珠生大一助學金，每人人民幣四卂元，

讓他們安心愉快的做個大一新生。同時附上一封信，以祝願

他們有精彩的大學生活。我們另外成立了一個新的微信群，

群裡除了我們這些春風化雨成員外，主要邀請了所有春風化

雨大一珍珠生，歡迎他們和爺爺奶奶通訊連絡。 

  春風化雨又是一年，我們在美國居住幾十年，已不存蘇武

節操，卻仍有李陵情懷。現在結伴同行，親自體驗了愛基會

各地工作人員無私的奉獻。現在中國在經濟、科技、軍事方

面突飛猛進；成卂成萬的珍珠生在愛的教育中成長，加上有

心人士的努力，希望早日達到仁慈善良的大同境界。 

1）2020 春風化雨成員（姓氏筆劃為序）：于潭，王其

光，毛小苓，朱芳惠，李小雅，吳平偉，周季芸，連永

君，張俊明，傅有恆，楊霓，楊湘韻，鄔達程，趙乃

凱，談遠濟，賴大元，賴大明 

 

2）亲爱的春风化雨珍珠生，首先， 恭贺你开始了大学

生涯。初次迚大学之门，年轻人的多少憧憬和幻想，马

上就要付诸实践、面对考验。也许你已经发现，多了自

由:从前时刻监督你的高中老师和家人正式退出了舞

台，他们想和你联络，也只能进进地打电话、写信、发

短信、或写微信，究竟不能天天面对面督促你了。你也

注意到，多了选择:校园里彩旗飞舞，活动繁多。交结

新的朋友，尝试新的事情，锻炼新的本领，探索新的领

域;世界变得宽阔了，新机遇的出现几乎没有消停。当

然，你也理解，在自由和选择之中，自己的责任也加

大、加重了。你身经百战而取得迚大学的资格，如今能

生活在校园里。但迚这校园究竟不同于刘姥姥逛大观

园，她在眼花缭乱里热闹一番，游历一周，翩然离去，

不带走一片云彩。你呢? 那么，你的责任是什么?在学

校则上课学习与老师同学探讨切磋;对社会则以爱心 回

馈，这些都不在话下。更有意思的是你的终枀责任，它

却是留给你自己决定的。从此你成为一个社会人，你的

眼界多高多深多广，你为自己所立的期许也随之而大而

小，且随着学习的过程会不断修正。是回视家乡、是放

眼家国、还是雄视宇内? 

事业不在大小，端看你是否把一份真诚放迚去。 

‚春风化雨‛是个松散的团队，既不是一个什么大财

团，也不挂靠什么大八司。我们只是一群相交五公十年

的老朋友，年逾古稀的过来人。我们深知教育的重要，

更爱才惜才。我们自己得益于教育，愿意以自己的力量

为有为的年轻人提供机会，看你们成长，祝你们成才。

值此海外疫情泛滥、风声鹤唳之际，我们欣慰的是同学

们有个稳定健康的环境，能安心学习。就此，祝你: 

 

                        心想事成，乘风破浪起; 

           修身治学，遂凌云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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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故事(一) 抗疫女英雄李千秋 

  

 

 

李卂秋，來自於安徽亳州，高中就讀於‚撿回珍珠計

畫‛合作校安徽省亳州市第一中學浩瀚珍珠班，2011

年考入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護理學院，大學畢業

後，進入了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

成為了一名護士。 

2019與 2020年交替之際，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疫情從武漢蔓延開來，並瘋狂肆虐，作為武

漢的醫護人員的卂秋卻堅守在抗疫陣地上。 

卂秋所在的科室是心臟大血管外科，嚴格來講不在抗

疫一線。‚2020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確定前，並未預知

到如此嚴重，一開始也就自己等醫護人員做好防護，

積極地向親人朋友宣傳如何防護，例如戴口罩勤洗手

不去人多的地方。當時我們也並不知道，疫情傳染性

如何，發展癒合如何，致死率如何，（直到後來）一

下子就都緊張起來了，幾乎可以用草木皆兵來形容。

（疫情影響較大)首當其衝的是發熱門診和感染科隔

離病房，大批的發熱病人湧來，他們的人手嚴重不

足，需要其他科室支援。‛ 

1月 22 號，這一天卂秋還清晰的記得，自己得知到

‚需要人志願報名去前線支援‛的資訊。下夜班回到

家的卂秋，看著空蕩蕩的屋子，如釋重負，自己在這

個城市，家人不在身邊，自己不怕被感染，好在家人

也不會擔受大風險。 

當時的疫情態勢，一切都不明朗，防護措施嚴重不

足，誰都不知道去了還能不能生還。卂秋說，我有

一腔熱血，但我並沒有第一時間報名，上戰場需要

鋼鐵般的意志和超級健康的體魄。‚意志我是有

的，但我的身體狀況讓我有些躊躇（2018年，卂秋

生了一場大病，身體做過手術，做了公次化療，最

後一次化療是 2018 年 11月）。剛過一年多時間，

身體恢復了嗎？免疫力足以抵抗這次的病毒嗎？自

己會不會給國家以及前線戰友們添麻煩？‛一系列

的實際情況，持續出現在卂秋腦海中。 

可是突然間，科室群裡出現了第一個報名的志願

者，第二個，第三個，緊接著報名的人越來越多，

卂秋的內心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卂秋說‚那些報名

的醫護同事，有些家裡上有老下有小；還有一些，

雖然不像我一樣生了一場大病，但是她們大都是亞

健康狀態，瘦瘦小小的；她們都能站出來，我反正

一個人在武漢無牽無掛，還有什麼好怕的呢？我有

什麼理由退縮呢？身體恢復的這一年多的時間裡，

自己都在堅持健身‛，卂秋堅定地報了名。 

‚報名之後其實還是有點怕，但是當時我告訴自

己，抱著必勝的信心，也做好赴死的準備 ‛，卂秋

把自己的支付寶帳戶、密碼都寫了一封定時郵件，

打算如果真的不幸被感染了，就發給弟弟，以後贍

養父母的責任就要辛苦他了。 

報名要去前線的人，分了幾個批次，報了名後的卂

秋一直處於警覺狀態，時時刻刻關注著召她去前線

的電話。1月 31日，卂秋終於接到電話，讓她第二

天去感染科報到。2月 1日至 2月 21日是卂秋在一

線支援的時間，一共三個星期。卂秋所在的感染科

病房除了需要穿防護服之外跟普通病房差不多，一

樣的要給病人打針抽血發藥等等，但是說到不同的

是，因為是隔離病房，沒有家屬留陪，所以一些年

紀大或者病情危重的病人的生活護理是需要卂秋和

同事們做的。比如有一位 87歲的老爺爺，生活完全

不能自理，卂秋和同事們需要給他餵飯喂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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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失禁了，需要經常幫他換衣物床單和紙尿褲。當

時專家已經指出患者的糞便中也檢出病毒陽性，並

且氣溶膠傳播的說法也甚囂塵上，卂秋和同事們每

一次做這些生活護理，都極大地增加了被感染的風

險。 

疫情支援期間，有兩個瞬間讓卂秋感到心裡特別

怕，但她用自己的意志兊服著。卂秋的朋友——一

名懷孕七個月的孕婦被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

毒爆發時，她還在卂秋科室（心外科）上班，但她

的工作內容只是配藥，完全不跟感染病人接觸，即

便這樣，朋友還是被感染了。病房住進來一位護

士，和卂秋一樣，本來不在一線科室，但報名去了

前線，被感染了。可想而知，類似卂秋這些天天跟

病人親密接觸的人群，面臨感染的風險有多大，所

承受的心理壓力有多大。卂秋說，看到這樣的場

景，就好像看著下一個自己一樣。卂秋就時常給自

己鼓勁，自己選擇的路，必須堅持走下去，哪怕這

是人生中最後一段路，也必須要堅定地走完，不能

回頭不能退縮！後來，病人們開始好轉，卂秋也更

充滿信心。 

 網上說有護士支援，脫防護服後心臟驟停，原因是

出汗太多導致的低鉀。另外一個就是缺氧，防護服

加上 N95口罩再加上面屏，很多人從一開始穿上就

在缺氧，胸悶心慌。在卂秋所在的抗疫一線，也有

不適現象，有一次一個同事堅持不住了，趕緊脫了

防護服出去，出去就吐了。‚我們穿上防護服的幾

個小時裡，是不吃不喝也不能上廁所的，醫院給我

們發了紙尿褲。為了節省時間，上班前四個小時我

開始完全禁水並且完全排空膀胱，這樣做身體在忙

碌的情況下，會比較好受一點。當我們脫了防護

服，出來時，裡面的衣服都濕透了，再加上之前禁

水，往往超過十個小時沒有喝水，我一口氣要喝兩

瓶礦泉水。‛高壓下，卂秋這樣兊服著身理心理上

的困難。 

當小新採訪提及到‚從這場疫情中，感受最深的是

什麼？‛ 卂秋說，‚中華民族真的是一個堅強不屈

勇敢團結的民族。一方有難兪方支援，全國各地的

醫療隊來支援武漢，各方愛心人士捐贈的物資，一

些無私的志願者們來協調工作。這次戰役發生在武

漢，卻不能只靠武漢。戰役的主戰場在醫院，卻也

離不開每一個普通人的配合。我在上下班的路途

中，看到武漢人們很樂觀，我聽到一個大叔沖著空

無一人的馬路大喊‘武漢加油’，我看到老太太隔

著一米多遠戴著口罩在問候，他們沒有怕，他們對

生活依然充滿希望！沒有什麼能夠打倒我們！‛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當國家危難來臨之際，中華

兒女紛紛走上戰場，身心也變得非常強大。作為珍

珠姐姐的卂秋，就是這樣用弱小的肩膀挑起重擔的

‚抗疫女英雄‛！ 

  

  

 珍珠故事(二) 新時代好少年何豔豔 
甘肅省甯縣第一中學 2019 級星成珍珠班珍珠生李豔

豔當選全國‚新時代好少年‛！ 

 

豔豔 16 歲，但豔豔在 5歲開始便照顧和她相依為命

的殘疾母親，11年來，燒水做飯、為母親按摩喂藥還

要上學，她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整個家。 

豔豔是甯縣良平鎮店頭村人，現為甘肅省甯縣第一中

學 2019 級珍珠生。十餘年豔豔用自己小小的肩膀撐

起了家，珍珠精神（特別能吃苦、特別求上進、特別

懂感恩、特別樂助人）在豔豔身上‚閃閃發光‛，豔

豔小小的心裝著大大的愛，帶著堅韌，努力向上！ 

  

2006 年 5月，母親便因突發腰部疾患下半身癱瘓，喪

失生活自理能力，小豔豔在遭受父親離家出走的困境

中，這無非又雪上加霜，豔豔母女兩人只能相依為

命。期間，豔豔外婆一直照顧著女兒和外孫女。5歲

那年，外八患病，外婆再也無暇顧及到她們母女二

人，從那時起，生活的重擔便全部壓在了豔豔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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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水做飯火點不燃，在躺在床上的母親的指導下，

小個頭的豔豔效仿著大人的樣子戰戰兢兢地點著枯

枝，引燃煤塊，燒好了水，熱好了飯。鍋臺高，案板

高，面瓦罐高，夠不著，她就機智地踩著小凳兒做

飯；從村裡供水站拉不回吃用的水，她就用臉盆接房

檐水，用空塑膠瓶從左鄰右舍鄉親家討水...... 

  

‚每天的一日三餐，都是我做的，第一次做飯是我在

鄰居家拿可樂瓶子灌的水，路邊拾的野菜給我媽做的

疙瘩湯‛小豔豔說到。11年來，豔豔除了上學還要燒

水做飯、為母親按摩喂藥，從此她便挑起了自己和母

親的生活擔子，撐起了風雨中飄搖的家。 

  

 每天撿柴火、挖野菜是小豔豔每天的必修課，家附

近的枯枝都撿完了，小豔豔就把目光放到了離家不遠

的溝裡，大多時候，都是讓鄰居幫忙把母親抬到輪椅

上，自己把母親推到溝邊，然後下去撿柴火。 

  

豔豔母親回憶道：‚豔豔下去撿柴火去了，我給她說

我叫你的時候你就給我答應一聲，我就知道你沒有掉

到溝裡面去，我叫你，你不答應了，我就知道你從溝

裡面掉下去了。‛ 日復一日的辛勞加上營養不良也

讓這個多災多難的孩子身體比同齡人孱弱，豔豔上學

時因為生病暈倒在學校，老師和同學把豔豔帶到醫院

買了藥以後就把豔豔送到家中讓她休息，回到家以

後，豔豔半夜突發高燒，母親哽咽著說，長達兩小時

病痛折磨中，豔豔沒喊一聲痛，沒怨一聲誰，病症減

輕後開口對她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關心她一整天沒吃

東西，餓了沒有。 就這樣，豔豔跌跌撞撞的學會了

自理生活和關照母親生活，還讓母親倍增了活著的希

望和信心。從上初中開始，豔豔便每天早上 5點起

床，給母親接送大小便，幫母親穿衣、洗臉、梳頭，

再燒水做飯，安頓好母親後，才匆忙騎自行車趕往 5

裡外的學校。中午利用午飯時間回來給母親做飯，晚

上回來邊安頓母親邊複習功課，每天晚上睡覺都在 12

點以後。風風雨雨 11年，每次提起這些過往，總是

覺得自己虧欠女兒太多。 

 2019年 9 月，新華愛基會工作人員和育珠老師前往

豔豔家中探望豔豔媽媽；感謝愛心捐方曹仲植基金

會，為豔豔媽媽送來了新的輪椅。 

‚像她那麼大的孩子，父母都特別寵愛，啥活都不

幹，我們家豔豔可憐的把啥苦都受了，啥罪都遭了，

我感覺我太對不起我女兒了，虧欠我女兒，期待我女

兒一天健健康康的，不要生病，不要受那麼大的罪

了。‛母親滿懷愧疚地說。 2019年豔豔要上高中

了，離家有 20八里，豔豔便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房

子，把母親安頓在出租房裡，自己一邊上學一邊照顧

母親。在學校裡，她積極向上，考試成績多次名列全

班前十，豔豔尊老孝親和誠實勤奮的品質，也贏得了

老師和學生的一致讚揚。豔豔的老師說：‚豔豔同學

是一個非常刻苦努力的孩子，有問題總會向老師和同

學請教，她也會幫助其他同學。‛‚她是一個非常熱

愛生活的人，來到學校，從來沒有遲到過，晚上放

學，總是第一個沖出校門，回家又為母親做好晚上的

飯，她雖然很靦腆，但是她對待生活還是充滿希

望。‛豔豔同學說。 

  

現如今，16 歲的豔豔已經出落成了一個亭亭玉立的大

姑娘，而生活的壓力也沒有將這個可憐的女孩壓垮，

面對生活，她熱情積極，在政府和社會各界愛心人士

的關愛下，豔豔家新蓋起了 3間磚瓦房，母親也每月

按時領取低保和殘疾人補助金，愛心人士也定時向豔

豔母女捐助著生活費和生活用品，豔豔上學也有愛心

捐方的幫扶，母女二人的生活也越來越有盼頭。提及

未來，豔豔早有規劃：‚我將來想上一所好大學，當

一名醫生，給我媽媽看病，除了我媽以外，像我媽媽

一樣的病人還有很多，我也想幫助他們，減輕他們的

痛苦。我想告訴媽媽，你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媽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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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愛心專項情況 

 

新華愛基會歷年愛心總成果(截止 2020年 10月底) 

特困珍珠生資助 

 

項目總結 

  

 

2020年高考喜報 

  

 

項目 數量 
八益項目總支出 6.43 亿人民币 

資助初高中珍珠生 71923 人 

大學畢業珍珠生 29372 人 

資助大學珍珠生 10762 人 

援建愛心小學（教學樓） 373所 

援建愛心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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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高考成績已放榜，今年報考的珍珠生共 6071 人，其中

62%考上壹本重點大學，93%考上本科以上大學（部分省市二、三

本合併，故未列二本以上資料），其中 151 人進入前十名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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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網課設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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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珠人關懷   第四屆育珠獎 

 

紐約勵馨婦幼關懷中心的感謝信 

親愛的馬執行長及愛心第二春基金會董事、支持

者們: 

願您及您的親友平安健康。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牵動著每个人的

心，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在這個艱難的時刻，

許多愛心企業、人士紛紛伸出援助之手，以實際

行動為單親媽媽及弱勢家庭的孩子們提供有力支

持，您的愛心突破了疫情的隔離。感謝愛心第二

春基金會慷慨解囊、踊躍捐款壹萬元；捐贈壹仟

零四十個緊缺 KN95口罩，雪中送炭。您的愛心

凝聚了力量，傳遞溫暖與希望，幫助我們能繼續

服務弱勢社區的每個角落。在此，謹代表紐約勵

馨所有同仁及所有服務的家庭向愛心第二春基金

會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疫情使許多受暴婦女及兒童面臨更嚴峻的安全風

險—居家禁足令更使他們被迫與施暴的父母或伴

侶共處一室、無處可逃。這樣的生活宛如噩夢：

家庭非但不是帶來安全的避風港，疫情帶來的心

理壓力、隨之而來的失業潮，家庭暴力的頻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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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程度也變本加厲。 

  

在這九個月期間，我們十公位同工也不懈地提供

五百多位婦女及青少年兒童危機處理、輔導諮商

、法律援助、支持小組、庇護服務，以及各種網

路講座及課程。感謝您一直以來的信任、支持，

及一路陪伴，我們發放了一百多筆緊急救助金給

遭受家暴、性侵、人口販運，面臨生活困境的受

害人。同時有賴熱心義工的協助，我們每週能夠

提供食物、口罩以及生活必需品給五十到兪十位

單親家庭、長者，以及因為生病不能出門的人。 

祈願您能繼續幫助弱勢家庭，讓他們可以度過難

關，安心生活，找回再出發的力量。再次衷心感

謝您的愛心捐款。 

 

 敬祝佳節愉快，平安喜樂。 

 紐約勵馨婦幼關懷中心敬上 

2020 年 11月 27日 

  

 

 

人間大愛 

美國抗疫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這一年發生的事情太多，

最令人揪心的是去年底爆發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

COVID-19，這場瘟疫影響了全世界。 

當瘟疫在武漢爆發的時候全球的華人幾乎買空了大陸

以外的防護物資 PPE 寄往大陸。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病

毒很快傳遍了全世界。3 月初當病毒在美國大爆發時

市面上基本上買不到口罩、面罩、防護服等，一線的

醫生、護士、警察、郵遞人員直接暴露在危險之中, 

生命受到了直接的威脅。那時醫生也沒有找到有效的

治療方法，死亡率很高。 

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美國愛心第二春文教

基金會立刻行動起來, 決定從基金會的預備金中拿出

22萬美元購買防疫物資。理事們普遍年事已高，屬於

最危險的群體，體力上也無法承受運送物資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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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西部的理事決定購買洗手液和口罩讓送貨人員直

接送醫院總部，由醫院分發；而紐約的理事們在馬宏

晉會長的領導下尋求與安徽同鄉會的合作，爭取把物

質送到最需要的人員手中。 

 

 

 

 

 

 

 

 

 

尋找 PPE 的貨源是最困難的事，紐約的市場上找不到

供應。在安徽同鄉會楊國君會長的幫助下，我們首先

聯繫到了一個可以從大陸買到貨物的同鄉，於是在他

那裡買到了第一批口罩。由於這家價格較高，為了用

有限的資金幫助更多的人，楊會長要求他在上海做生

意的弟弟尋找貨源並且自己不賺錢的條件下把物質送

到美國。 

 

 

 

當時在大陸尋找合格的貨源也是非常耗時耗力的，有

時需要去工廠考察他們的生產過程、提取樣品、檢驗

樣品等。發貨過程也充滿了艱辛，海關刁難、快遞公

司有運送限額。經過千辛萬苦，PPE 漸漸的被送往美

國。 

  

如何把防護物質送到需要的人手中是另外一個難題。

於是大家集思廣益，建立了救災微信群，邀請華裔醫

護人員等參加，了解哪裡最需要。楊會長組織安徽同

鄉冒著生命危險去運送， 僅全美國情況最糟的艾姆赫

斯特醫院就去了三次。每次回到到家中都感覺到明顯

的喉嚨乾痛、咳嗽、頭暈。 

在那段最艱苦的日子裡，我們把 PPE 送到了紐約市幾

乎所有急需物資的醫院、部分皇后區的警察局、郵局

、消防局。受贈者無不喜悅和感激。 

  

 

 

美國安徽同鄉會會長楊國君、副會長汪文華、

愛心第二春基金會會長馬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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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各大報紙相繼報導了我們的抗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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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愛捐款破億 還要當『大體老師』 
 

 

82 歲王建煊人稱“小鋼炮”、“王聖人”，對錢看得

很豁達；這些年他與結婚 57 年的妻子蘇法昭陸

續創辦 5 個公益慈善基金會，夫妻二人什麼都

捐，不僅前後捐出 1 億多元台幣，更簽下大體

（器官）捐贈同意書，把身後的“臭皮囊”也器官

捐贈給醫學系，貫徹“人去愛留”的理念。 

沒有孩子，老了怎麼辦？密碼忘記怎麼辦？死後

要怎麼葬？遺產怎麼處理？王建煊任公職期間，

常遇到沒有子女的人、獨居長者向他淚訴心中憂

慮，而他與妻子也沒有孩子，很能同理這些人的

處境。 

【幫助無子長者，賣房設基金會】他說：“臺灣

每 5 到 6 對夫妻，就有 1 對沒有孩子，比例很高

，我跟蘇老師（妻子蘇法昭）商量，將臺北的房

子賣得 1300 萬元，拿去成立無子西瓜基金會”。 

無子西瓜基金會成立 9 年來幫助四五十人，王建

煊說：“我告訴你啊，只服務這些人我是很不滿

意，這些人目前都住在別人蓋的老人院，所以基

金會之後要先蓋第一座老人院。”他說：“儘管基

金會能幫助的老人仍是少數，但小數字是螞蟻雄

兵，堆積起來不得了”，其最終的目標要讓一些

孤苦的老人免費住他的老人院。  

王建煊（右）與結婚 57 年的妻子蘇法昭（左）

不僅前後捐出 1 億多元台幣，更簽下大體捐贈同

意書，貫徹“人去愛留”的理念。  

 【捐款破億元，沒妻支持辦不到】王建煊把任職

6 年的薪水全數捐出來，夫妻倆多年來陸續捐款

約 1 億元台幣，妻子蘇法昭卻從未抱怨。王建煊

說：“如果沒有妻子的支持，恐怕這 5 個公益慈

善基金會沒有那麼順利，可能兩人會吵架，她都

是全力支持，她是了不起的太太！”對於王建煊

的捐款都是一口答應？蘇老師堅定地說：“是

啊！但我也是要問個清楚”。  

蘇老師不僅是王建煊的妻子，她更擔任專屬司

機。王建煊說：“我經常演講，後來（任職）太

忙，開車時腦袋想著公事，砰！就撞到了，後來

無論要到哪裡演講，她就查地圖、打電話去問人

家怎麼走，把我送到目的地，當我的司機。”在

採訪時，蘇老師也補充說：“原則上，他做的就

是我要做的事情，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簽器捐先鋒，“我以後是大體老師”】王建煊與

妻子蘇法昭，二人多年來一直實踐“人去愛留”的

理念，臺灣剛開始推行器官捐贈時，王建煊夫婦

就去簽器捐同意書支持，過世後遺體將會捐給陽

明大學醫學院作解剖研究教學。王建煊驕傲地

說：“器官捐贈我排到 200 多號，以後醫學院學

生還會叫我們大體老師。” 

 王建煊認為信仰影響一個人的生命甚深，夫妻二

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之所以想捐大體，身體只

是裝生命的軀殼，有一天生命出來了，就只剩下

臭皮囊了。之所以把身家和身體全捐出來，王建

煊認為：“時間不一定會造出一個偉人，但一定

會造出一個老人，也一定會造出一個死人；人都

會離開，人都會走，但愛心會留下來，這是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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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事情，人總有一天都要死，留這麼多錢要幹

嘛？” 

【有幾個億又能怎麼樣呢？我也不能怎麼樣

嘛！】在臺灣，王建煊還有兩個外號，一個叫

“小鋼炮”，一個叫“王聖人”，兩個看似相反的稱

號集於一身，因為他愛恨分明。之所以叫“小鋼

炮”，是因為王建煊性格耿直，嫉惡如仇，碰到

不公不義的事，哪怕與己無關，也要仗義執言。

也有人勸他何必多管閒事，王建煊說“我不怕，

只要對人民有利，我就講。”時間一久，就有人

稱他為“小鋼炮”。 “王聖人”也是他的外號。這個

外號之來，據說是因為他從不收禮，哪怕只是禮

節性的。如果是這樣，這個外號多少帶點揶揄之

意。不過換個角度看，這個外號也頗有道理。王

建煊多年來個人捐款甚多，有人替他惋惜，說如

果當時投資房產，如今恐怕已價值幾個億。王建

煊反問：“有幾個億又能怎麼樣呢？我也不能怎

麼樣嘛。”王建煊信奉的是那句話：在巨額財富

中死去，是一種恥辱。儘管財富確實稱得上巨

額，王建煊卻自奉甚儉。以前做公益活動，他堅

持自己購票，乘坐高鐵二等座。外出住旅館，王

建煊的要求是乾淨，在乾淨的前提下，越便宜越

好! 

【還能動一定努力去做，做到不能做、眼睛閉起

來為止。】今年在大家關注新冠肺炎之刻，上了

年紀的二老健康狀況大不如前，被傳出前“監察

院長”王建煊罹患攝護腺癌，妻子蘇法昭患有阿

茲海默症及肌少症，但王建煊和妻子蘇法昭依然

投身公益，持續不間斷地演講、推動公益。王建

煊說，“還能動一定努力去做，做到不能做、眼

睛閉起來為止”。 

王建煊和“撿回珍珠計畫”珍珠生合影 

【每個珍珠生都是我們的孩子】10 多年來，“撿

回珍珠計畫”已使近 7 萬名學生受惠。社會企業

、名人賢達紛紛加入撿珍珠傳遞愛心，如明星名

人“小哥”費玉清、五月天、國畫大師陳佩秋先生

、現代水墨之父劉國松等支援“撿回珍珠計畫”，

其中“小哥”還與珍珠生共同演繹了一首《千里之

愛》，支持至今已有十載。 

 這些珍珠生特別珍惜讀書的機會，學習非常用功

，以 2020 年為例，6000 餘人參加高考，本科上

線率 90%以上。等他們大學畢業，找到工作，就

能從此改變貧困的命運。這些孩子往往營養不良

，有時候還要種田，但在這種情況下，成績還是

名列前茅，這是上天給他們的智慧，也是最寶貴

的人力資源。因此，“撿回珍珠計畫”不僅僅改變

了近 7 萬個家庭的命運，甚至也可以說對整個中

國都有影響。 王建煊說，“因為中國要從一個人

口大國，變成人力資源大國，珍珠生要發揮重要

的角色”。 

  

  

 



 

 19 

 

  支持我們 

謝謝您對我們的支持。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2019 年底在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很

快在 2020 年初傳遍了全世界， 美國的情況尤其嚴重。我們除了常年支助的項目外，

我們拿出了約 30 萬美元購買口罩、防護服等贈送醫院、警察局、郵局等一線抗疫部

門的人員。我們需要您的支持。 

 

您可以以個人或者集體的名義捐獻, 數目多少都歡迎，謝謝。 

Att: Mr Jackson Ma 

220-40 Kingsberry Ave 

Bayside, NY 11364 

Mr. Jackson Ma 

jma3524@gmail.com 

(917)981-1229 

  

 

Att: Mr Larry Liu 

1249 S Diamond Bar Boulevard, 

#359, Diamond Bar, CA 91765 

larrydci@yahoo.com 

(909)576-8514 

www.renewalfoundation.org 

Att: Ms Heidi Chen 

904 Kelley Court 

Lafayette, CA 94549 

hlhchen@yahoo.com 

 

 

mailto:jma3524@gmail.com
mailto:larrydci@yahoo.com
mailto:hlhche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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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不論多少我們都歡迎，請不要捐現金，謝謝！支票請寄以下地址之一： 

Att: Mr Jackson Ma 

220-40 Kingsberry Ave 

Bayside, NY 11364 

Att: Mr Larry Liu 

1249 S Diamond Bar Boulevard, 

#359, Diamond Bar, CA 91765 

Att: Ms Heidi Chen 

904 Kelley Court 

Lafayette, CA 94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