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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內容介紹 
 

青山翠谷裡的希望——愛基會花蓮分會課輔班                 p.2-3 

怪    許多台灣旅美的朋友會問到，愛基會在中國大陸的助學項目辦的有聲有色，在台灣有沒有

幫助弱勢群體的項目？有的。 花蓮分會為原住民及外配子女所辦的夜間課輔班就是很成功的項

目。從2004年以來，共有學生6400人次受益。課輔班在偏遠鄉區不容易興辦。我們在此詳盡的介

紹，希望愛心人士有機會同樣來關愛東台灣的弱勢學童。 
 

安徽僑聯訪問美國愛基會                                               p.3 

 

撿回的一顆珍珠——川震中被埋三天而倖存的一個女孩                  p.4 

 川震三年過去，對大多數人而言那是一場歷史了，對於一個倖存的女孩，她的一生改變

了，她要從痛苦裡站起來去面對人生的挑戰。 

 她是愛基會撿回的一顆珍珠，在北川中學的珍珠班就讀。新華愛基會的任逸翔老師多次訪

視，寫下這個女孩的動人故事。這是一個倖存者的縮影。對於許多受難者，我們的關懷是長遠的，

這也是愛基會撿回珍珠計劃的意義。 
 

愛基會川震賑災項目回顧                                            p.5 

 美國各地華僑在川震後，慷慨解囊救災。愛基會專款專用的原則以及對捐贈人匯報的謹慎

態度得到多方認可。特別是北美世界日報將許多賑災款責成愛基會落實。 

       在此三週年之際，美國愛基會再一次向您提交項目報告。 

新華愛基會茅鍾琪老師 —愛基會成員、義工介紹        p.6 

 在這個和贊助者交流的園地裡，我們要介紹一些兩岸三地（台灣，新華，美國）愛基會的

義工、成員。他們從不同的背景、職業，懷著相同的理想走到同一條道路上。這些人和您一樣關心

大陸、台灣等地亟需援助的青少年。他們的努力，把您的愛心落實到許多不幸的孩子身上。 

      我們更希望，這些平凡的身影能激盪您深藏的情懷，在合適的機會也貢獻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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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結對 

2010級次愛基會招收4,200位珍珠生，結對已完成。希望美國地區捐助人能登錄基金會的珍

珠平台，去認識您的珍珠生概況，瀏覽他們的相片和感謝信。您也可以透過此平台給他們留言。如

果您對登錄平台查閱資料有疑問，請聯繫愛基會理事劉不屈 : 

Larry Liu:909-576-8512       LARRYDCI@YAHOO.COM 

mailto:LARRYDCI@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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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台灣東海岸的花蓮縣，處在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之間的一片狹長地帶，俗稱花東縱谷。許多溪流穿山

越谷，往東流入太平洋。平原地帶，是主要的鄉鎮所在。世世代代生長斯土的原住民部落，大多聚集在山麓

地區，有些零星家庭，棲居在山腰深處。主要族群有太魯閣族，布農族和阿美族。 

     愛基會創辦人王建煊先生長期關心原住民問題，認為教育才是讓原住民脫離困境的不二法門，要改變

就要從小孩的教育著手，2004年時決定募款開辦弱勢群體免費的課輔班。來自花蓮鳳林鎮的愛基會成員詹清

壽慨然挑起這份使命， 她從台北回到家鄉，租賃會址招募助理，訪談部落學校，為一個個環節策劃，這就

是花蓮縣原住民為主的中小學課輔班起始。 

部落教育的困難 

台灣東部的花蓮，台東兩縣歷來人才外流，原住民部落

更甚。走在部落的街巷，看到的是門窗緊鎖，貧困寥默。偶爾

有個小商店營業，也許會看到一群老人聚集在一起。幾乎每個

部落都有教會高聳的十字架。基督教或天主教五、六十年前就

在耕耘這片被人間遺忘的角落。 

原住民的傳統是不會離開神聖的原鄉，所以部落裡多是

老年人，許多小孩是隔代教養，單親家庭也特別多。原住民祖

先是在大自然中狩獵採集，喜愛動態活動，傳統裡缺乏安靜讀

書的陶冶。若缺乏家長的敦促，小孩放學後就遊手好閒，看電視

打電玩，沒有正常的生活作息，在這種氛圍裡長大，一代代永遠

是社會的底層。還有一些外籍配偶的子女，因為母親語言文化差異,孩子的教育也受影響也是弱勢群體。 

許多原住民孩子要走遠路上學，有的要繞山過橋。冬天日落後山路就是漆黑一片，颱風雨季，河水

可能瞬息暴漲，山上也許會有土石流，道路也可能塌陷，自然條件的艱苦，不是親眼目睹是難以相信。 

目前因為出生率減少，偏遠學校若少於42名學生很可能被裁併，學生要搭專車到其他國小就讀。對

於在凋零中的部落，這是最大的打擊，幾乎是社區的死刑宣判。有些部落因為山路危險，颱風雨季容易引起

土石流不宜通勤，學校因而得以殘喘保留。在現行政策下越小的學校資源越差，城鄉差距對教育影響很大。 

花蓮愛基會課輔班的規模 

在詹主任的領導下課輔班漸具規模。從2004年開辦時115人到現今有870人。26個據點，分佈在 1個

高中、7個國中、15個國小和3個在社區教會的小學班。學生人數包括原住民（小學生466人，國中生268人，

高中生47人）及外配子女89人。平均每週上課四天，每天兩小時。愛基會成

員們，在每一個上課日，開車巡迴視察各個課輔班據點 (因為山路危險規定不

能騎摩托車)。 

     每一個課輔班成立都不容易，偏遠地區師資缺乏不易找到任教老師，有

的班因此每週只能上課三天，學生多屬自願參加。有的學生因交通不便無法

參加。有一個部落教會的小學班,沒有老師願意來教課，幸虧牧師自願當課輔

老師。在一些社區據點，愛基會設立兒童閱讀角落，方便小朋友閱讀課外讀

物。 

      有一個學校涵蓋三個部落社區，建在最靠近鄉鎮公路的部落。部分學

生要過大橋沿河繞着山麓到河對岸深處才回到他們的社區，路途遙遠。愛基會特別安排放學後一頓熱騰騰的

晚餐，如此他們才能專心於晚上課輔。有些愛心老師，晚上課輔結束後，主動開車送遠途孩子回家。  

愛基會還培訓“故事媽媽”到學校給兒童講品德故事。有些愛心人士（或工商團體)透過愛基會幫助

學校修繕圖書室，或圖書、維他命等實物捐贈。作為橋樑，愛基會把點點滴滴愛心傳送給部落學童。 

 走進鳳林鎮花蓮愛基會，首先看到的是名為『愛心書屋』的兒童圖書室，佈置的簡單又精美。後面部

分是辦公室。一排排書架上整齊排著每個據點的課輔班記錄。                             （轉下頁） 

青山翠谷裡的希望—愛基會花蓮分會課輔班 

立山國小-兩個部落在傍依的山腰和山
頂。以前學生每天上下山路，現在有校車

詹主任訪視學校時,兼顧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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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花蓮縣許多鄉鎮，兩百多名學生的小學就是很有規模的。而愛基會的課輔班在縣裡中區到南區近台

東縣界資源最缺乏的地方，紮實做出近九百名學生的規模，我們看到詹主任和其他成員多年來心血的付出。 

愛基會課輔班的特色 

 

有些原住民學校也有公辦或慈善資助的課輔。愛基會的課輔班是

有其突出的地方： 

1.  以基本課業為主。如語文、數學、自然課程。把學生的寶貴

時間，愛心捐助的資源放在最重要的學習方向上，而不是才藝培養

等。 

2.  愛基會的成員，在每一個上課日，巡迴視察各個課輔班據

點。緊密跟踪學生的學習態度，老師的教學情況。看到問題馬上研討

解決。如此密切凝聚着師生的學習精神，課輔的效果當然是明顯昭彰。 

      在開辦之初，有許多學童不交作業。經過一段時間輔導，都能按時交出；又如一個國小在全縣學力測

驗中平均成績低於縣標10分，經過一年課輔，整整提升8分。在個案方面也有許多令人振奮的例子，一個父

母雙亡的孩子跟著失智的老祖母生活，自國小五年級起參加課輔從不缺席，成績穩定進步，國小畢業以優異

成績獲得總統教育獎，目前就讀省立高中，將繼續升學。另外一個東光部落的女孩，小五開始課輔，認真學

習，成績足以考入省女中，但是她放棄這條路，而考取台北馬偕護專公費生，每月有生活補助，畢業後工作

也有保障， 她決定去護專。我們似乎看到一個貧困家庭有了希望。 

   3.  在學校課業之外，愛基會也會提供一些課外讀物，啟發孩子求知慾，養成自動自發“讀書”的習

慣。日復一日的數年課輔，培養出學童晚間讀書做功課的正常生活作息。 

詹主任在一次不是課輔的臨時訪視裡，看到那群孩子，在社區已被裁併的學校課室裡，安安靜靜埋

首課業，欣慰不已。這種潛移默化改變孩子的一生。 

    一年多前，台灣有教育界名人呼籲要在初中時期給原住民部落孩子課輔。其實初中時期改變散漫的

生活習性已晚了，愛基會早就開始從國小開始培育。 

歡迎您的愛心捐助  ♥♥♥ 

        每一個課輔班最大的開支是教師的鐘點費，其他文具教材、獎品及教室的水電費用相對少多了，目

前每個班學生從9人到20人不等。人數多少對開班經費影響不大。每班一學期約需六萬五千台幣。相當於兩

千二百多美元，一年是四千五百美元。這些都是直接投入課輔，愛基會的行政管理支出由基金會另外籌款。

每開一班就要計劃多年（至少三年，相當于一萬三千五百美元）的贊

助，而不是一年、兩年就停止的。 

     歡迎海外關愛台灣的人士，加入贊助的行列，大家聚沙成塔

（有能力者歡迎包班贊助）各盡一己之力幫助原住民學童。 

     當你想到東台灣壯麗的海岸，蒼翠的青山，縱谷裡黃色、紫色

的花海時，不要忘記還有許多原鄉的孩子，他們棕色美麗的面龐，燦

爛的微笑，是那片土地上最美麗的花朵。讓我們一起來珍愛他們。 

（註: 愛基會創辦人王建煊先生於2008年被馬總統延攬擔任監察院院

長，並辭去愛基會職責。） 

詹主任巡視夜間課輔班 

安徽僑聯訪問美國愛基會 
     安徽僑聯代表團一行六人在常務副主席康曉萍率領下於三月二

日到紐約法拉盛訪問。美國愛基會會長馬宏晉與美國安徽總商會，

美加安徽同鄉會共同宴請代表團。 

     馬會長於席間，介紹兩岸三地愛基會歷年來在安徽共籌建愛心

小學42所，其中39所為僑聯承辦、3所為希望工程承辦。設立珍珠班

自2007-2010共17班分佈於六校。分別為： 

合肥市168中學 4班; 六安二中 4班; 定遠中學 2班; 阜陽三中 3

班; 亳州一中 3班; 巢湖一中 1班 

     以平均50人一班計算，累計共有850名特貧特優學生受益。目前

新華愛基會成員黃慇賢、蔡清江夫婦常駐合肥市就近推展愛基會項

目。馬會長感謝安徽僑聯多方面的協助，希望以後有更好的合作。 

康曉萍副主席（前排右二）馬宏晉會
長（前排右一）愛基會理事Gina Wu

（後排左二）長期義工Gloria Ma（後
排左四） 



     她叫朱春燕，一個讓我心中久久不能平復難以忘懷的17歲羌族女孩。 

地震後第二年2010年9月13日，我來到北川中學訪視，嶄新空曠的校園在夏末秋初的季節裡顯得蕭瑟而

空蕩。去年第一次來北川時，學校還在臨時搭蓋的板屋裡，到處顯示著劫後餘生的驚恐和不安。 

 作為新華愛基會四川地區負責人，我到學校訪視的主要目的是和每一個珍珠生面談，去了解他們家庭

的狀況，傾聽他們訴說幾乎是相同的際遇——來自貧窮家庭的坎坷命運。和幾十個孩子面談過後我有些疲

倦，當一個面貌清秀的女孩一跛一跛走過來時，我不經意的說：“你腳怎麼啦？是不是不小心扭到啦？”女

孩聽到我的問話後，面帶靦腆輕聲的說：“老師，我是雙腿截肢的”  

——她就是春燕！ 

我當時的反應可以用瞠目結舌來形容，心一下子糾結了起來，久

久說不出話來。為自己的粗心大意內疚，但看來春燕並不以為意，也許

是習已為常了吧。接下來和春燕的談話不是很順暢，我除了安慰和鼓勵

外，其他的話不知該如何啟口，深怕觸動她那埋在內心深處旁人無法想

像的痛處，和那段驚恐而又不堪回首的記憶。然而我確實很想知道她那

段經歷，徵得她的同意，我在晚飯後到宿舍再去看她。 

為了照顧方便，春燕的媽媽也搬到學校特地為她們安排的宿舍

裡。談起那段不幸的遭遇，媽媽還不斷啜泣，春燕倒是始終帶著微笑，

顯得陽光而開朗，細數那段不堪的記憶。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分一場世紀大地震震撼了四川汶川，震撼了中國，也震撼了全世界。一陣天

搖地動後數萬人瞬間埋入廢墟，失去生命，更有數萬人被埋在瓦礫中和天搏鬥，為命掙扎，小小的春燕就是

其中一個。 

 春燕當時才14歲讀初二，她本來已經安全脫離險境，因返回救自己的同學被再度坍塌的土牆砸中受

困。這些被埋在土堆瓦礫下的孩子們，不斷哭喊，呻吟，彼此確認身份。在往後的整整78個小時，她們靠喝

墨水、啃課本維持著體力。 

 春燕說當時憑著聲音，證實還有17個同學還活著。她們彼此打氣，鼓勵對方一定要堅持下去。誰沒有

聲音了，就一直叫她，直到她回應。當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信心也開始動搖，她們開始一種近乎絕望式的聊

天，談自己的親人朋友，談每個人的願望，談自己如果出去後要做什麼。最後撐不下去的人都會說：如果誰

最後脫困，一定要把我的願望帶出去！這句話幾乎成了埋在廢墟裡每個孩子們的最後遺言。 

 在黑暗、布滿塵土、白天悶熱晚上寒冷的狹小空間裡陪伴的是肢體極度的疼痛，無盡的等待，和已經

死亡同學的屍體。從希望到期望，再到絕望，隨著時間的流逝，發聲的人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微弱，到了後

來當春燕喊她們時，已經沒有人再回應她，她知道她們已在極度恐懼和痛苦的情形下耗盡體力，一個個走向

生命的盡頭。三天後春燕被挖掘了出來，她們初二（2）班有67個同學被埋，其中6個存活但必需截肢，春燕

是因雙腿被壓太久而壞死潰爛，左小腿及右大腿以下必需截除，終生要靠假肢走路。 

 類似春燕這樣的案例是一個讓人驚心動魄的數字。僅地震中等待認定然後有可能進入收養程序的孤

兒，接近2000人。地震中獲得救援生存下來的人數接近七萬，遭到截肢殘酷命運的人有3800多人。聽說收容

最多傷患的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院裡，被截的残肢是用一籮筐一籮筐抬出來的。 

雖然在所有的救援中孩子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許多孩子仍然逃不出必需截肢的殘酷命運，朱春燕的境

況是這些孩子的縮影。在隨後的生命中，災難的夢魘、殘缺的肢體、被改變的生活都將是他們永遠的傷痛。 

離開春燕的宿舍後，走在這塊劫後餘生的土地上，背後裎著仍然傷痕累累的大山，川北秋天些微寒瑟的

空氣裡，陽光依然燦爛，我卻感到一股莫名的郁悶和寒冷。大地無情，人間有愛，但願這些經歷過生命中極

端殘酷挑戰的孩子們，能夠勇敢的站起來 

《後記》回到浙江後，我一直和春燕保持聯系，發現她還是單親

孩子。由她和我的交流中，我完全感覺不到這是一個曾經經歷過

如此殘酷命運對待的女孩。這些孩子是否從心理上走出了災難留

下的陰影，重新樹立起樂觀面對生活的信心，我不知道。但從病

床上到坐輪椅用拐杖，丟掉拐杖自己走路，她們確實站了起來。

這是所有關心她們的人最想看到的結果 而兩年多來，她們也沒

有讓人失望。（左圖：新華愛基會任逸翔、劉黎理老師 [前排左

一、二] 於2009年訪問珍珠班，春燕當時還在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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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燕母女和任逸翔老師 

撿回的一顆珍珠——川震中被埋三天而倖存的一個女孩 



美國愛基會川震賑災項目回顧 

  

2008.5.12川震發生後，兩岸三地愛基會承蒙各界的信任，共收到捐

款 人民幣兩千兩百餘萬（RMB 22,012,200）全部責成浙江新華愛基會執行

落實。 

美國愛基會一共收到近兩百五十萬美元（$2,478,746）,其中75%

（$1,861,139）是北美世界日報讀者捐款。其餘$617,607 是本會直接收到 

(最大一筆是FD 公司四十餘萬) 。 

對於每一筆捐款，愛基會均與捐贈方協商投入的項目。絕大部分

投入本會執行多年，有經驗的中小學教育方面，部分投入災區孤兒

(院)扶助。新華愛基會成員實地考察每一個項目可行性，沒有把握的

項目不做。雙方認可後，才與災區單位簽協議書。新華成員並定期考

察項目進展，項目完成後向捐贈方提交總結報告。一如既往本會堅守

專款專用原則，賑災款全部投入指定項目，本會行政費用另外自籌。 

重建災區小學是主要方向。兩岸三地共陸續投入26所小學，其中

美國愛基會有16所（世界日報佔五所）學校規模不盡相同。26個小學並設

立愛心圖書室（世界日報捐贈），由愛基會集體訂購兒童讀物（每個圖書

室三千冊，並附電腦一台）。學校全部在2010年秋投入使用（部分在09年

秋竣工）。還有三個圖書室捐贈給災區裡震前愛基會捐建的愛心小學（所

有的四川愛小地震裡均安然無恙）。 

援助災區因震致貧的高中生，本會特設寒梅班，於2008，

2009秋天共資助671名高一，高二學生，分佈在四川46所重點高中

（北美世界日報捐助353名，FD公司捐助200名，世界高爾夫球名將

台灣之光曾雅妮捐助45名）部分寒梅生已畢業，在2010年考入高

校，大多進入四川農業大學，西華師範大學。 

為扶助災區特困特優的高中生，成立珍珠班，每班50人

（2009、2010級各有四班，分別在北川、巴中、成縣、漢中，由世

界日報資助）。 

北美世界日報捐款，也投入孤苦兒童撫養項目，包括：什

邡巴蜀金河電廠5名孤兒。崇州雞冠山小學，綿陽三台爭勝小學的特困兒童輔助及購置學校設備。 捐助雅

安，南充及聖愛中心的兒童福利院（補助特教老師、購置康復器材不等），資助綿陽市鄉鎮失親或貧困兒童

200名，並捐贈10個小型愛心圖書室。 世界日報還捐助44名大學生四年的清寒獎學金。 

三年裡，美國愛基會會長馬宏晉在無數個夜晚和新華愛基會副秘書長劉黎理老師協商。傳達海外捐

助方的意願，聽取新華方面實地考察結果，共同把每筆款項做出最大的成效。例如紐約法拉盛福壽老人中心

在地震後很快的就捐獻了六千三百元。老人們都是靠微薄的退休金/社會金在生活昂貴的城市生活。他們對

祖國的關懷深深感動馬會長，他把僑界一些零星捐款十元，五十，一百的湊在一起，爭取到重建一個小學的

款項，把這個學校定名為福壽愛心小學。新華的劉老師和任逸翔老師去四川很多趟考察項目。任老師從2009

年起擔任四川項目負責人。川震賑災各個項目在每一個捐款人和愛基會的愛心裡發芽、成長、結果。 

愛基會就是如此踏實的一步步走來，也將如此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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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巴蜀金河電廠五名孤兒中的四位    
中：雅安兒童福利院一角        
下：寒梅生 聚源八一高中,原都江堰四中   

左下：福壽愛心小學-鹽亭縣林山鄉   發放世界日報獎助學金   中下：雞冠山小學    右下：爭勝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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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平湖愛基會辦公室，您會看到一位個子不高、微微發胖，精神抖擻，笑瞇瞇的女老師忙進忙

出。每天早上穿着整齊亮麗，常常是第一個來上班的，她就是茅老師。 

 茅老師早年從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後回到母校北一女中，開始一生的教育生涯。五年後被網羅

到馬來西亞（當時是北婆羅洲）華僑中學，那是海外首屈一指的僑校。八年後回到台北師大附中，從事教職

和行政工作二十多年直到退休。閒不住的她，看到有一個機會到風光綺麗的夏威夷從事幼童教育，就興沖沖

地去了。五年後，蔣夫人創辦的華興(育幼院，小學，初/高級中學）校/院長一職出缺，茅老師被敦聘出

任，又經過五年直到2001年第二次退休。 

 在兩次退休後，她從親友處得知王建煊先生要來平湖辦愛心高中並展開愛心工作，雖然她不認識王

先生，但是覺得這是可以貢獻她學歷和經驗的機會，於是她來了。一絲不苟，全心投入是她一生做事的態

度。當年平湖愛高初創時，無論寒冬炎夏每天早上六點多，她

穿著小高跟鞋，上下穿梭在幾棟五、六層教學樓間、查看學生

及老師的早自習及上課的情況,建立起嚴格的制度。 

   茅老師的先生數年前遷居西安，一償多年恪盡人子的責

任，電話、電腦是把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茅老師帶著九十多

歲高齡老母，僱一位保姆同住教師宿舍。 

   在她辦公桌後的書架上，一本本愛心小學，愛心圖書室項

目報表，裡面整齊地記錄她經手的項目，一步步完成的過程，

那是多年心血的積累。 

 近幾年，愛基會考慮她不宜在外地奔波考察，請她專

任基金會辦公室總務，每天都有許多零碎的事項要安排，許多

事務關係到每一位成員，要面面俱到不偏不倚。這份工作並不

輕鬆，每天都在考驗她的精神體力。只見她在大辦公室裡，忙

前忙後，她的笑聲飄蕩在每一個角落。 

 她還像大家長，關懷每一位成員。炎暑夏日，她記得買冰棒、西瓜。辦公室有好吃的東西，她一定

平均分配，每人不少。七十多歲了，挺直的腰板，雅緻的妝著，看起來只有五十幾歲，而工作上那份精神和

毅力有時連三十幾歲的人也比不上，茅老師越活越年輕。 

 和茅老師交談也是很有深度的，她一生豐富的閱歷帶領我們走到歷史人物面前， 詢問她在華興任內

與蔣夫人的交往，她卻不願意講那段過去。在我的執意下，她娓娓說道她任校長時，蔣夫人已在美國長住。

每年蔣夫人華誕時，她會帶一位主任、幾位學生還帶著華興學生的作業、習字本到紐約給老夫人祝壽。那是

蔣夫人最高興的時刻，她一頁頁地看學生的課業本。不顧醫護人員的“時限”,老夫人總是不讓他們走，要

多談幾句。從她的敘述中可以看到蔣夫人晚年生活的平實無華，以及終生關愛華興師生的慈祥身影。 

 生活樸素，說話直率，堅守理想，孜孜不息於作育英才，茅老師就是如此有赤子之心的人。 

 

美國愛基會：www.renewalfoundation.org 
New York Office 

35-10 Linden Place  

Flushing, NY 11354 

Tel: 917.981.1229 

Los Angeles Office 

1249 S. Diamond Bar Bl. #359   

Diamond Bar CA 91765 

Tel: 909.576.8512  

renewalfoundation@gmail.com 

新華愛基會：www.xhef.org 

股票捐贈 

將增值的股票捐贈非營利慈善機構，可免除股票增值稅（capital 

gain tax）及個人所得稅（在個人豁免範圍內）是很好的理財方

式。本會在證劵公司設有股票戶頭，在收到捐贈的股票時，立即售

出並寄給捐贈人收據，以為報稅之需。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來問詢。 

茅老師和母親攝於新華愛心高中校園 

新華愛基會—茅鍾琪老師 

右圖：高爾夫名將曾雅妮的寒梅班學生

快畢業了，給雅妮加油，並寄上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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