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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人來了！恩人來了！ 
 

雲南昭通市一所高級中學，學生多數為少數民

族，有慈善基金會在那所學校辦愛心班。有位學

生成績特優，家境困難，被愛心班錄取；這位同

學的父親在砂石場工作，主要工作是將大石頭打

成碎石。在她公歲時，父親被砂石場巨石打中而

逝世，砂石場老闆逃走，他們一毛補償都沒拿

到，從此全家陷入困境。 

 

老奶奶笑得開心 

我們去她家訪問時，見到她 83歲的老奶奶，告

訴她孫女已被愛心班錄取，高中三年所有費用全

由基金會支助。老奶奶笑得合不攏嘴來，一直

說：「恩人來了！恩人來了！」 

 

農村有些村莊住戶不多，相當分散，對外界信

息，有時並不靈通，所以校長或老師通知家長，

子女被愛心班錄取，高中三年全部免費，他們覺

得不可思議，世界上哪有這種好事，多數不肯相

信。有的會問：你們是不是詐騙集團呀！這種情

形，在家裡只有爺爺奶奶老人家在時，尤其會發

生。 

 

經多方解釋後，瞭解到這是真的，不是夢。有的

爺爺奶奶跪下來就磕頭，想要去拉他們都來不及

──因為這對窮困家庭來說，全家都在為這樣成

績特優的孩子不能讀高中，愁到喘不過氣來時，

愛心班臨到他家，就像天使來了，興奮之情不言

可喻。而我們不禁會問，只不過小小的善心，就

能給窮困人家帶來如此大的喜悅，天底下還有甚

麼事比這個更讓人說：值得，值得的！ 

什麼才是死而無憾？ 

我們常說死而無憾！人生甚麼狀況是「死而有

憾」？甚麼結局是「死而無憾」？ 

 

一位年過七旬的朋友，有一天，好像有新發現似

地跟我說，她從來沒有想過人還會死的。現在已

快是 80歲老人，常跑醫院，體力一天不如一

天，發現人們常說的「生老病死」好像就快臨到

自己了，人突然間由生氣盎然，一下子變得軟趴

趴的，好像死亡即將來臨似的。 

 

有位曾在監察院服務過的老前輩，有天到監察院

看我。我禮貌性地問候，「最近好吧！」沒想

到，他直截了當的說：「不好！」我說為什麼？

他說最近常想到死亡，因為他已是坐兪望九之

年，身體稍有不適，就會想到死亡的事，想到

死，日子當然不愉快，這在其他人可也是如此

吧！ 

 

我今年 83歲，有攝護腺癌，妻子蘇老師與我同

年，罹患失智症。總而言之，一句話：「時候要

到了」。 

 

知道會死，會改變價值觀 

蘋果八司聯合創辦人賈伯斯說，他一生的各項重

要決定，都會考慮到一個因素──他告訴自己，

有一天會死。例如你有 100億家財，現面臨癌症

末期，醫生說最多還有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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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如果有人勸你捐 20億元，辦一個慈善

性的兒童醫院，你即使是個小氣鬼，這時你可能

也會爽快的答應，因為你就要離開世間，那些錢

即將不是你的錢了，慷他人之慨，何樂不為呢？ 

 

所以我在各地愛心演講，勸大家獻愛助困，常常

會提到死亡的問題。知道自己會死，會改變人生

觀，對金錢的價值觀，你可能由吝嗇鬼變成大慈

善家，觀念一變，其他都跟著不同了。文章讀到

這裡，我希望你的價值觀和行為已經開始質變；

如果你真的質變了，那不是我講得好，而是你已

經知道：終有一天你會死。 

 

前面提到的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幾年前逝世

了；他逝世前躺在醫院病床上，輾轉回憶他的一

生，世人羨慕的財富及好名聲，他都有了，但現

在這一切對他都毫無意義了！賈伯斯如此，其他

王伯斯、劉伯斯……不也是如此嗎？ 

 

黃泉路上新客迎 

古語形容死亡：「黃泉路上添新客，白日陽間少

一人」、「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

同」；大自然春、夏、秋、冬四季輪轉，白晝黑

夜日復一日，從未改變；人類一代過去，一代又

來，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想通了一切歸於平

靜，死亡何所懼？ 

 

但是在黃泉路上添了你這位新客，白日陽間少了

你之前，你究竟在這個世界上做了些甚麼呢？別

人對你的評語又是甚麼呢？各位朋友，好好想想

吧！ 

 

年逾八旬的基會創辦人、前監察院長王建煊與太

太蘇法昭，雖然因分別罹患攝護腺癌和輕度阿茲

海默症，日常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但他們卻

堅持傳遞希望。 

 

除了教育慈善外，他們還建立了『無籽西瓜』財

團法人幫助無子女的長者安度晚年。  

 

王建煊先生 1938 年出生於合肥,曾經被評為"亞洲

最佳財政部長",也當任過監察院長. 王先生熱心公

益,傳播愛心.先後創立 5個基金會: 

- 台灣財團法人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 

- 美國 RENEWAL FOUNDATION INC 

- 浙江省新華愛心教育基金會 

- 台北市無子西瓜社會福利基金會 

- 緬甸 CHI MIT TAR愛緬基金會 

-  

他將當任監察院長六年的全部薪水捐作公益之用. 

1986 年獲艾森豪獎, 2015 年獲港澳台慈善基金會

第十屆愛心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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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愛基會線上教學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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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愛，他的改變值

得期待

偏遠鄉村孩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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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基會補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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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愛基會補救教學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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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洵大愛珍珠班成果 

趙育洵女士在擔任 Renewal Foundation理事期間，接觸到浙江省新華愛心教育基金會及“撿回珍珠計

劃”，自 2009年開始個人捐贈，並立下遺願持續支持撿回珍珠計劃。自 2015年起由 Renewal 

Foundation執行趙女士遺產捐贈、新華愛基會實施項目。她是珍珠生心目中永遠可愛可親的趙阿姨，是

新華愛基會工作人員永遠敬仰的育洵老師。 

 

2015級 2016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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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級 

2019級 2020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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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愛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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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洵特殊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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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格爾木二中育洵珍珠班 2016級高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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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開灤一中育洵珍珠班 2016級高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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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開灤一中育洵珍珠班 2015級高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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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洵珍珠班 部分孩子們的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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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由葉兆雲先生遺產捐贈的兩個“葉兆雲珍珠班”，在雲南保山隆陽區一中、雲南永善縣一中成

立。至 2021年，在雲南省已有 8個葉兆雲珍珠班，400顆小珍珠，在葉爺爺的助力下，得以安心坐在明

亮的高中課堂、勇敢追逐更廣闊的人生可能。 

 

2021年 8月，2018級“葉兆雲珍珠班”的同學們，用優異的成績，向天堂裏的葉爺爺表達了無聲的感

恩。

葉兆雲珍珠班成果 

 敬愛的葉爺爺： 

您好！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不覺間大一生活已過半個學 

期，回首來路，心中感慨諸多。但一種名為愛的東西依然

是心中那道不滅的光，照亮我前行的路，溫暖我身處異鄉

的心。 

 

愛不會消失，我心中感謝不止。感謝新華愛基會陪我走過

的三年高中時光，感謝葉爺爺為我的大學之路送來的溫

暖。初來這座陌生的城市，心中總會有些許害怕、孤寂，

但是一想到我這一路有愛相伴，與諸多珍珠學子同行，與

愛基會同行，就感到心頭湧現出一股力量，原來我不是一

個人，我背負著希望，同時我也有來自珍珠家人們的關

懷。 

 

大學真的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這裡有許多學習淵博

的老師，也有諸多才華橫溢的學子，有許許多多前十七年

我不曾有過的見聞。大學，我走向世界的一步，我走向成

熟的一步，在這裡我成長了許多，不再是從前那個害怕離

開父母的孩子，現在的我是一個敢於一個人遠遊的成年

人。能有今日，難離珍珠大家庭的關懷，在此表以真摯的

感謝！ 

我在人間，仰望星河。您將愛化作星光灑向人間，我們將

星光分給更多的人。葉爺爺，願你在天堂看到我們時，笑

得燦爛！ 

此致 

敬禮 

                       

珍珠生 呂正轉 

 

註：呂同學畢業於 級雲南省保山市隆陽

區第一中學葉兆雲珍珠班，現就讀於重慶工商

大學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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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保山市隆陽第一中 2018級葉兆雲珍珠班高考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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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永善縣第一中 2018級葉兆雲珍珠班高考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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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永善一中 2018級葉兆雲珍珠班合影 雲南永善一中 2018級葉兆雲珍珠班合影 

葉兆雲先生墓碑 

葉兆雲先生(前一) 在遺囑簽字儀式後與馬宏

祺理事、馬宏晉理事長、Phoebe Chiu律師、

赵育洵理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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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感恩(一) 高娟 

我很感恩遇到了北美愛心人士趙育洵阿姨，有幸了解

她偉大的一生。 

 

美好的故事通常都是從相遇開始，我和她相遇在 2009 

年秋天的一場傾盆大雨中，那時我是偏遠西北小城裡

的一名高中珍珠生，西北罕見這種傾盆大雨，那天正

在月考，剛剛走出考場，班主任老師找到我，讓我去

辦八室一下，走進辦八室看到了我敬愛的姚伯伯，還

有另一位我不認識的女士，那位女士戴著眼鏡，有好

看的捲發，戴了一對簡單好看的珍珠耳墜，穿著短

袖、短褲、涼鞋，腳趾甲塗成紅色，總體感覺十分優

雅。我很難想像，我的人生就此和她有了關聯 

 

2007 年之前，那時的我還是極度自卑的，唯一讓我比

較有信心的就是學習成績還不錯，老爸從我進入中學

第一次考試考了全班第一名，班主任老師在開家長會

時當眾表揚了老爸後開始對我刮目相看，之前的他還

是女孩子無用論的主張者。在 23 年前，老爸因一場

意外事故導致身體殘疾，從此失去了勞動能力，家中

也因此陷入困境，好多次，我都是在讀書無用論及知

識改變命運中掙扎，那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無奈的時

候，家裡常常充滿火藥味，年邁的爺爺奶奶就蝸居在

暗黑的、常年不見光的小屋子裡，整日嘆息度日，這

些吵架聲和嘆息聲一直環繞著我，讓我不停地改變自

己，也讓我有了一顆強大的內心。 

我時常想，我是多麼的幸運，在人生的前 20 年裡經

歷了這些磨難，又是何其幸運，在人生的前 17 年遇

見了趙育洵阿姨。 

 

09 年的那場相遇，我至今記憶猶新，趙阿姨在學校走

道裡給了我一個超級長時間的緊密擁抱，直到多年後

想起依然清晰、有力而溫暖，雖然當時我並不清楚趙

阿姨是誰。高中在校期間，我多次接到了來自美國的

越洋電話，每次都是關切細緻的詢問，每每週末，我

最期待的就是有電話打來，聽到那熟悉的聲音。 

高考臨近的時候，我家的電話壞了，沒有及時修

理，我收到了趙阿姨托從美國回國的朋友帶來的親

筆信，很長的一封信，字裡行間都是關心，她告訴

我“好好準備考試，人生不能患得患失”。 

在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再也沒有收到趙阿姨的

來信或者電話，我有些擔心，但是查詢了從我家打

電話到美國東部，一分鐘需要兩塊多，我一直都沒

有撥出電話。後來姚伯伯告訴我：趙阿姨身體出了

點問題，我當時特別擔心，可是真的不知道該怎麼

辦，趙阿姨在我心裡早已是親人。我的高中生活就

在趙阿姨的鼓勵下順利完成了。 

 

2010 年 6 月我參加高考了，考試後，就去打工賺錢

準備人生的下一步，或許去讀大學，或許我也不知

道會怎樣，那一個被同學們稱為“人生中最美好的

假期”卻讓我最難忘，我每天在艷陽天下賣水，進

價 5 毛的水可以賣 1 塊，每賣出一瓶賺 5 毛錢，我

的臉、脖子、手臂都掉了好幾層皮，變成了“黑美

人”。 

 

高考後，我接到了趙阿姨的電話，她說她來大陸

了，我便盼著見面，無奈，時間不湊巧，沒有見

到。後來，我申請了大學助學貸款，並得到了新華

愛心教育基金會的大學獎助學金 7500 元，我去讀大

學了，在大學裡，我認識了網絡，學會了收發郵

件，突然有一天，我想，我或許可以寫電子郵件給

趙阿姨，告訴她我的現狀，也感謝她這麼多年的幫

助與鼓勵. 

 

世界就是這麼奇妙，我的確聯絡到了趙阿姨，通過

網絡我們有了更加順暢及便利的交流溝通，那時候

學校的網絡還不好用，上網要去網吧，我每周定期

去一次網吧，收發趙阿姨的郵件。後來我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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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位乳腺癌患者，也知道了她頑強的毅力及與

癌症抗爭 17 年的經歷，我既心疼又飽受鼓舞， 

將這個故事講給同樣常年患病的父親，激勵他。大

學期間，經常會收到來自趙阿姨及姚伯伯的鼓勵，

他們讓我順利的在大學里安心學習，在空餘的時間

裡，我也會做些兼職歷練自己。一切都平順而美

好，雖然我的內心有些煎熬，因為我一直在想什麼

時候能夠找到工作呀？能夠賺錢養家啊？趙阿姨來

信說：“大學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頁，要好好珍

惜”，我當時並不明白這句話，反而一直都有種熬

著過青春的感覺。 

大三的那一年，臨近過年，突然接到一位深圳羅先

生的來電，美國的趙阿姨託他轉一筆錢給我，很快

就收到了趙阿姨的來信，信中說“壓歲錢提前給

了，盼望能和父親過個好年”，不多的語句，讓我

感受到溫暖的同時，又讓我有了些許擔憂。 

 

沒過多久，我聽說了趙阿姨癌症復發的消息，我當

時心急如焚，徹夜難眠，希望堅強的她還能像以前

一樣轉危為安， 

與病魔做抗爭。 2013 年過完年後，春暖花開，我

們又有了一些郵件往來，只是每一次都收到十分簡

短的回信，直到我收到的最後一封信，信中只有一

句話“我身體回复許多，你好好加油”，這是我第

一次看到趙阿姨來信中有錯別字，我想可能她比較

忙吧。一周後的一個雨夜，我收到了姚伯伯的來電

“趙阿姨癌細胞轉移肺部，呼吸衰竭走了”， 

我當時大腦一片空白，我真的不敢相信，那一夜我

輾轉反側，心愛的人離去會帶走一半的自己，在後

來的好幾天裡，我都心如刀割，神魂不定。 

對於趙阿姨的了解是她辭世後，我漸漸知道，她從

小成績優異，幾乎沒有為考試煩惱，從國小到台灣

大學化學繫再到 MIT（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一路

都是各種被保送。她有三十年光輝的職業生涯，有

愛心，幫助過太多人，以至於許多人都緬懷她惋惜

她，喜歡旅行的趙阿姨在每次行程結束後，都會做

一份文檔，分享她的旅途心得。  

2014 年我大學畢業後開始工作了，神秘力量讓我從

甘肅來到了大上海，心中感概萬卂，也更加的認識

和了解著這 

個多元又美好的世界，工作也很認真和努力，這一

切冥冥中都離不開趙阿姨曾經對我的鼓勵和支持。

親愛的趙阿姨， 

我會帶著您給我的力量興高采烈的好好生活，我愛

您哦！ 

 

註：左四为高娟.  大學畢業以後，高娟看到新華愛基

會的招聘，回到基金會服務了兩年，把自己曾經接

受過的愛傳遞到更多珍珠手裡。現在，她已經是一

家優秀企業的法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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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感恩(二)   

張鵬舉：從“受助”到“助人” 

 

黑板上，“我的夢想”幾個大字映入眼

簾，小朋友們七嘴兪舌： 

“我想要成為萬眾矚目的明星。” 

“我要成為偉大的冒險家。” 

 “我想要成為發明家。” 

老師注意到牆角一言不發的男孩，走過去

柔和地問他：“你呢？” 

小男孩小聲說道：“我想擁有好多好多

錢。” 

同學們開始一片哄笑，他加大音量，“然

後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同學們先是一

愣，繼而為他送上了陣陣掌聲。這個男孩，就

是後來從受助者成長為助人者的張鵬舉。 

 

邂逅珍珠，逐夢南大 

 

家境貧寒的小鵬舉從小就知道讀書的重要

性，他奮發向上考上了縣裏最好的高中，並且

進入了珍珠班。心懷感恩的他在基金會幫助

下，腳踏實地學習，自強不息。 

高二那年，基金會在他所在的高中舉辦了

高中夏令營，來自大學的哥哥姐姐們給他帶來

了很多書上學不到的知識，他不僅收穫了友

情，學會了團隊合作，更開拓了視野，轉變了

觀念……哥哥姐姐們對外面世界的描述，讓整

天埋頭讀書，幾乎與世隔絕的鵬舉無限憧憬，

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就會躺在床上幻想著自己

的大學。他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去外面的世

界看看。 

因為國家東西部地區協作的一次偶然機

會，鵬舉參加了南京大學舉辦的青少年科學

營。短短 7 天，他見到了好多有趣的新鮮事

物，仿佛見到了一個新世界。回到學校後他便

把南京大學作為自己奮鬥目標去努力。他的成

績本來無法考上南京大學，但想去南大的信念

實在太強烈，他有一股不上南大不甘休的韌

勁。高三的時候他自學自主招生考試的知識內

容，當時他所在的學校自主招生的先例非常

少，通過南京大學這樣的學校的先例更是一個

都沒有，連老師都不看好自主招生這條路。 

但是他不想放棄哪怕一點點的希望。他開

始廢寢忘食準備自招，一邊準備高考一邊準備

自招。即便有很多人讓他放棄，就連老師也找

他做工作。可是，他依舊堅定自己的想法，不

試試怎麼知道。不是有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

才能看到更大的希望。他頂著巨大的壓力，不

怕辛苦，越努力，越幸運。終於如願以償，通

過了南京大學的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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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雲見霧，告別迷茫 

 

坐上通往大學的火車，鵬舉心情複雜，既有

去奔赴自己理想的喜悅，又有揮手告別故鄉和

親人，一個人遠行的憂傷。看了看手裏南京大

學的錄取通知書，心裏又多了些許期待。 

然而大學生活並不像他想像中的完美無瑕，

剛上大一的鵬舉對大學生活很不適應，一直引

以為傲的成績，來到大學才發現也不過如此，

周圍的同學都很優秀，奧數競賽獲獎，鋼琴、

吉他、輪滑等等，他覺得周圍的同學全都成績

優異，且技能超群，而自己普普通通，沒有引

以為傲的特長，成績也不像高中時數一數二

了，為此他感到很苦惱。 

當他慢慢融入大學珍珠生群體後，他終於有

了久違的歸屬感。參加珍珠生的各種活動讓他

身上的壓力漸漸釋放，來自珍珠夥伴的安慰鼓

勵，也讓他重新樹立了自信，慢慢適應了大學

生活。他通過參加珍珠生活動認識了很多新夥

伴，交到很多朋友通過參加一些活動，通過一

些大咖導師那裏，和他們交談，他逐漸摸清自

己的定位，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目標——讀

研。 

 

 

 

 

 

 

 

 

 

 

 

 

 

 

 

 

 

 

 

 

 

 

 

 

支教有我，感恩隨行 

 

回憶幾年前，自己受到夏令營學長的影

響，才走出大山，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他

也想將這份愛繼續傳遞，於是鵬舉決定盡自己

的一份力量去幫助曾經的自己——他參加了西

部支教計畫。 

從小生活在平原的他沒有走過山路，在雲

南省雙柏縣第一次正式參加家訪時，車上一個

小時的山路十兪彎，讓他頭暈噁心，胃裏翻江

倒海，嘔吐不停。加上中途車子壞了，又碰上

下大雨，只得在雨停後，徒步走在泥濘的山路

上。但想到即將見面的山區裏的孩子們，鵬舉

一點都不後悔。道路濕滑，走兩步往後溜一

步，他很難想像當地學生每次雨後上下學要走

怎樣艱辛的路。 

 

新華愛基會秦榮華理事長與張鵬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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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路上開始思考這樣的道路如何通往外面

的世界，後來家訪幾位學生後發現，這裏的大部

分人不想出門，覺得生活安逸，希望固守在這大

山裏，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沒見過山外面更精彩的

世界。他在心裏深感慶倖，“撿回珍珠計畫”帶

給他及其他小夥伴的深遠影響：教育改變命運，

讓他們有機會走出大山，擁抱更大更美好的世

界。 

支教的生活雖然略微苦澀，但是也少不了甜

蜜幸福的時刻。孩子們對知識渴求的眼神，讓本

來經驗不足的鵬舉更加努力備課。授課成為了支

教過程中最大的困難，鵬舉沒有教學經驗，對學

生的瞭解也有限，導致上課內容教授深淺難以把

握，尤其是第一學期。當時鵬舉騰出許多課後休

息時間幫學生補課講解。晚上自習時間，經常會

有學生來辦八室問問題，而鵬舉也總是耐心解

答。他經常鼓勵學生提問，同時會和學生開玩

笑，希望走近他們。學生慢慢與他親近，也更樂

意向他請教學習。 

每晚十一點的辦八室依舊有鵬舉忙碌的身

影，他與學生共同努力著。高一下學期的時候，

鵬舉授課的兩個班的成績從平行班下游提升到了

中上游。孩子們成績有了顯著提升，同學們臉上

洋溢的笑容，讓鵬舉有了成就感。根據學校統計

的晚自習輔導出勤率，鵬舉高居第一。 

同學們上課時積極主動，課後就將他當哥哥

一樣，還會找他說悄悄話。在學校舉行的一次文

藝晚會之後，隔壁班的小男孩畢亞找到了他。雲

貴高原滿天的繁星，讓夜變得更加寧靜，他們並

肩坐在操場邊，鵬舉給畢亞分享著自己的學習方

法，訴說著自己的經歷，描繪著自己的大學生

活。鵬舉鼓勵畢亞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精彩的

世界，去大城市裏上大學。此時的場景似乎讓鵬

舉回到了 5 年前，5 年前高中舉辦的那場夏令

營，裏面的輔導員大哥哥同樣也鼓勵他到大城市

裏去上大學。令人欣慰的是，2020 年，小畢亞

被東南大學錄取。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一年支教生活很快結

束了。離別的那天，鵬舉教的兩個班級的學生一

邊哭一邊追著車子跑。回憶起五年前的那個夏令

營，哥哥姐姐們走的時候，自己和同學們也是追

出了幾里路，哭成了淚人，只不過這次走的人是

自己。鵬舉雖然離開了，但是他還在持續關注著

孩子們的學習情況，承諾 2021 年高考前回去看

望他們。 

這次經歷讓鵬舉突然間更深刻地明白了“撿

回珍珠計畫”的真諦，就像王爺爺說的“教育是

最偉大的慈善事業”，我們要把山裏的珍珠撿回

來擦亮。育珠路上雖然有苦澀，但一切都值得。

離別並不是結束，而是一個新的開始，從此“育

珠”便成了信念。 

 

 

 
註: 張鵬舉是 2011.9-2014.6 河北省滄縣中學

壹基金珍珠班的學生. 2014考入南京大學物理

學院, 2019起在南京大學攻讀物理學碩士學位. 

2018.7-2019.7 在雲南省雙柏縣第一中學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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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勵馨婦幼關懷中心的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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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精神健康協會 的感謝信 

馬執行長: 

 

自從 Renewal Foundation Inc.(復興基金會)開始

捐款給本協會(社團法人新竹市精神健康協會)以

來，年年榮登捐助者名單榜首，國外華人對在台弱

勢團體的關懷不遺餘力，銘感五內。 

 

今年三月初收到的 16,000美金，入帳台灣銀行新竹

分行新台幣 449,775元，我們除了以感恩的心領受

遠方的愛，也以謹慎的態度使用這些捐款。今年比

較大筆的支出用在會談室的設置，第一次測試不合

格，之後四面貼上隔音毛氈，再加厚了門，才驗

收；之後裝設分離式節能冷氣設備，同時將演講空

間擴大，並用障礙者完成的鑽石畫作了簡單的布

置。 

 

繼台新銀行捐助的開放式對話課程結束後，學員們

熱誠的回饋，激勵我們又辦了兩個梯次免費線上課

程，集中在家庭動力與反思的開放式對話，絲毫不

被疫情減弱我們的熱誠，10/18開始利用感恩基金

會補助我們經費繼續推廣，2022年會再辦，如疫情

更加緩解，我們將恢復實體課程，如此推廣友善對

話方式的動力，乃期待精神障礙者的心靈世界，能

讓社會大眾多些了解。 

 

   今年九月開始，擁有藝術專業的社工師開始幫助精

障者能夠在會談時一邊手上創作著藝術品，一邊放

鬆地談他的想法或難處，產生了未預期的效益，除

了談得比較自在外，一位學員還特別敘述:藝術可以

讓我看見自己的悲傷和生氣，即使是生氣的情緒，

也可以是色彩豐富的創作。這樣的回饋，實在是讓

我們持續賣力的原因。以下是目前執行或申請的

計畫: 

 

(1) 精神障礙者自立生活暨家庭支持服務計畫，

主責人員為彭怡泉總幹事。 

 

(2) 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精神障礙相關

類計畫，主責人員為陳宇軒就服員。 

 

(3) 心智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計畫，主

責人員為洪敬雯社工員。 

 

(4) 新竹看守所 110年度社工專業處遇勞務承攬

企劃，主責人員為吳佩芬社工員。 

 

(5) 新竹看守所 110年度心理專業處遇勞務承攬

企劃，主責人員為楊婉姃心理諮商師。 

 

(6) 其它小計畫申請及執行情形：總幹事報告

110年度感恩基金會計畫 (執行中)、111年度聯

勸計畫申請(決審中)、111年度微型聯勸計畫申

請 (初審中)、111年度精神衛生機構獎勵計畫申

請 (初審中)、111年度台新銀行慈善基金會愛的

一票計畫申請 (投票中)、111年度萬海航運慈善

基金會計畫 (已被拒)。 

  

總幹事 

彭怡泉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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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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