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會刊第七期 Page 1

電子會刊第七期 2013年 12月

本刊內容介紹

珍珠生簡報

高考金榜題名 p.2

珍珠生人數統計表 p.2

未來大學畢業珍珠生的輔導 p.2-3 大學

畢業後的珍珠生近況 p.3

少數民族珍珠生的分布 p.3

愛心小學及愛心圖書室簡報

2013 年川震，婕斯社團捐建愛小 p.4

學生寫給捐款人的感謝信 p.4

愛心圖書室的新電腦 p.4

台灣花東簡報

馬會長巡訪花東愛心圖書室及課輔班 p.5

台灣花東拾珍珠 p.5-6

愛心專車 p.6

任何建議及寶貴的意見，請與愛基會聯絡 renewalfoundation@gmail.com



電子會刊第七期 Page 2

珍珠生簡報

高考金榜題名

今年六月參加高考的珍珠畢業生共有 4,204名，其中有 252名考入全國排名前十名的大學。68%考入
“一本”重點高校，“二本”以上上線率為 95%，而總上線率竟達到 100%。多麼輝煌耀眼的成績啊。
由於人數太多，只有部份金榜名單公佈在網站。歡迎大家到網站去看：
http://www.renewalfoundation.org/images/2013PearlCollegeEntranceExamResults.pdf

三年前這些都是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偏遠貧困的孩子們。他們在學校有超人的成績，初中才畢業，

但家裡的環境卻不允許他們受更高的教育。愛基會不忍心讓這些人才就此埋沒，於是工作人員們用心的

一顆顆的把他們給撿了回來。三年來在愛基會悉心的栽培下，他們成長，茁壯。如今他們即將邁入大學

之門去接受更大的挑戰。相信他們一定會用盡全力，努力的往前走，成為社會的棟樑。

朋友，您若也和我們一樣為他們有今天的成績而高興，那麼就請您來和我們一起去拾回那些失落了的珍

珠吧。因為有愛，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美好！

捐款請參閱網站的捐款表

http://www.renewalfoundation.org/images/130720DonationForm(Chinese).pdf

珍珠生人數統計表

“撿回珍珠計劃”（資助特貧特優學生三年重點高中教育）從 2004年的 21名珍珠生實驗班開始到
2007年推廣到全國 32個學校參與，至今已整整十個年頭了。在這十年中人數不斷的增加，累計受益學
生已達 29,402名。除 11,605名已畢業之外，目前仍有 17,797名學生在中國的 25個省 126個重點中學
就讀。以下是十年來珍珠生成長的統計：

年份 合作學校 高一新生人數 累計人數

2004 1 21 21
2005 1 40 61
2006 1 81 142
2007 32 1506 1648
2008 55 2670 4318
2009 64 3072 7390
2010 78 4215 11605
2011 102 5966 17571
2012 110 6088 23659
2013 126 5743 2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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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大學畢業珍珠生的輔導

明年（2014年）夏天將有 1,506名的珍珠生大學畢業。這是“撿回珍珠計劃”2007年推廣到全國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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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大學畢業珍珠生。往後每年都會有更多的大學畢業珍珠生。新華愛基會的張君達理事長和姚霽光

秘書長正在積極的策劃如何輔導這些大學畢業生。

對於那些畢業後將在國內就業的畢業生們，他們將有機會到特定的愛心小學支教一年。今年的五月姚

秘書長和張理事長曾一同前往四川涼山州與當地政府洽談明年畢業珍珠生到涼山州彝族進行支教一年

的事宜。目前已有初步方案。所以在“施行細則”完成後就可在理事會提出立項。希望受過幫助的珍

珠畢業生能夠發揮愛心，回饋社會。根據調查已有許多 2014 年的準畢業生都願意參加。

對於那些畢業後想到國外深造的畢業生們，他們則有機會拿到石溪大學四年全額獎學金。去年紐約長

島 Stony Brook University（石溪大學）副校長，經人介紹，拜訪了愛基會創辦人，王建煊院長。他被王
院長的“撿回珍珠計劃”所感動，主動提供一名四年全額獎學金給珍珠生。目前正式書函已收到。愛

基會將盡力尋找符合條件的珍珠生，開啟他們更不一樣的人生。

其他計劃到國外深造的珍珠畢業生名單會傳到美國愛基會。美國愛基會理事會也正在積極的計劃將來

如何幫助這些來美深造的珍珠生。

大學畢業後的珍珠生近況

2004，2005及 2006年次的珍珠生都已相繼大學畢業。2004和 2005年次的珍珠生大學畢業後百分之九
十以上都已在工作或繼續深造。2006年次的則因才畢業數月，還有百分之二十的畢業生仍在求職中。
在這工作難求的年代他們能順利的找到工作，真是件可喜可賀的事。希望畢業後的珍珠生能繼續不斷

的與我們聯繫，也希望他們畢業後能發揮他們的潛力，為社會，為國家，為這個世界創造一個新的奇

蹟。

珍珠生年次 大學畢業年份 就職人數 就學人數 待職人數 未聯落上 共計人數

2004 2011 17 2 1 1 21
2005 2012 36 3 0 1 40
2006 2013 41 8 16 2 67

少數民族珍珠生的分佈

自從“撿珍珠計劃”推廣實施以來珍珠生一直以漢族居多。而少數民族珍珠生則多數都在少數民族地

區的學校。最近調查統計 2013年次珍珠生少數民族的分佈，高一珍珠生共 5,743名，其中有 17%是來
自 40個不同族別的少數民族，分佈在全國 22個行政區的許多中學內。因地區不同少數民族的族別也
不同。我們一直對少數民族十分的關注。希望少數民族的珍珠生能逐漸增加，繼而提高他們的教育水

平，改善他們的環境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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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小學及愛心圖書室簡報

2013 年川震，婕斯社團成員捐建愛小

當美國洛杉磯婕斯社團聽到今年四月二十日四川雅安附近地

震的消息時，社團裡 17位成員立刻採取行動。大家發起樂
捐來幫助災區附近的孩子們。他們想在四川雅安地震區或附

近建一所小學及圖書室，取名“豐盛愛心小學”及“豐盛愛心
圖書室”。美國愛基會洛杉磯聯絡人劉不屈先生於 2013年 5
月 31日接受了婕斯社團 17位成員的頭筆捐款$72,000.00。
他們承諾捐款總額為$100,000.00。建校後多餘的款項將用
來拾珍珠。

華熊愛小學生的感謝信

寧夏中衛華熊愛小六年級一班黃麗萍代表全體同學向趙宗軒，趙宇平兩位先生致謝：

我代表我們所有的同學向你們說一聲“謝謝“。當聽到老師說我們學校被列為”中國新華愛心教育基

金會“捐助對象時，我真的難以描述我當時的心情。驚喜之餘，更多的感激，感謝那些對貧困學校及

學子予以資助的好心人。現在，我在寧夏中衛華熊愛心小學讀書，已是六年級的學生了。每天晚上睡

覺時，眼前總是浮現著你們在學校時與我們共歡樂的情景，一起打籃球，踢足球，跳繩，打乒乓球，

一起畫我們心中美麗的夢想。
……………………………………………………………..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得到了你們的救助，在現階段，我們不知道用什麼，用何種方式回報你們。在

我們看來，也許好好讀書就是對你們最好的回報。你們對我們的救助，我們很感激。你們的這份恩

情，我們永遠記在心底。對你們的感謝，不是用幾句言辭就能說得完的。我們的身上承載了太多的目

光，父母關注著我們，老師關注著我們，更有遠在異地的你們關注著像我們一樣的貧困學子的成長。

我們一定會勇往直前，不負眾望。我們堅信：往前走，前面有片天。將來我們要回報社會，也像你們

一樣為社會做貢獻。

華熊愛小圖書室的電腦

圖書室有了新電腦，小朋友們聚在圖書室，看書的看書，上電腦的上電腦，大家各有所好，其樂融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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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花東簡報

馬會長巡訪愛心圖書室及課輔班

2012 年台東的武陵國小，鹿野國小，加拿國小及美和國小,它們的圖書室設備都已陳舊不堪，書架，

桌椅都已搖搖欲墜，無法使用，但經費不足，無法修建。美國愛基會得到消息就立刻撥款修建，同時

也撥款協助夜間課輔班。2013 年 3月馬宏晉會長夫婦在台灣愛基會花蓮分事務所詹清壽主任陪同下參

加了這四所新落成的愛心圖書室揭牌典禮，同時也巡訪了花蓮夜間課輔班的老師和學生。

化雨愛心圖書室-台東加拿國小 春風愛心圖書室-台東鹿野國小
專協愛心圖書室-台東武陵國小

愛心圖書室-台東美和國小 花蓮夜輔班的小朋友

馬會長並與各國小校長及小朋友合影留念。這是我們第一次大規模的參與台灣項目。馬會長說看到那

些山區貧困的孩子們在新建的圖書室裡看書，繪畫及做一些其他課餘活動，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學

校的老師們更是高興有一個設備完善的圖書室讓孩子們下課後有個好地方活動。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台灣的項目，請參閱我們的捐款表 ，上面會詳細的為您列出各個項目：

http://www.renewalfoundation.org/images/130720DonationForm(Chinese).pdf 。

台灣花東拾珍珠
今年的夏天，當學校都放暑假了，台灣愛基會的工作人員卻仍在埋頭苦幹。他們在尋找，在花東的山

區裡，在尋找那些失落了的珍珠 --台灣寶島的珍珠！
七月的一天，他們拾到了第一顆珍珠，一顆熠熠生輝的珍珠(李思蓉)。他們欣喜若狂。台灣寶島的第
一顆珍珠終於誕生了。往後的兩個月裡，他們又陸續拾到了三顆珍珠(江貴祥，田主聖和陳雅秋)。我
們很高興給了這四個孩子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相信他們將來都會成為社會的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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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蓉出生於花蓮縣豐濱鄉，因為

伯父沒有結婚，膝下無子，她從小

過戶給伯父扶養。養父不幸於民國

97年過世，當時她才唸小學，急
需要大人照顧，加上養父遺留的房

子年久失修不適合居住，不久後就

搬回原生家庭由生父照顧。從小學

開始，思蓉的學業成績及品性都深得師長好評。

升上國中後，因為課業繁重且家中缺乏良好學習

環境，在小學導師-豐濱國小張義明老師鼓勵與關
懷下，她晚上會回到母校，校方開放一間空教室

讓她與幾位學弟妹一起讀書。思蓉乖巧勤學，自

律甚嚴，在豐濱國中的成績也一直保持在全校前

五名。因為在校成績優秀，透過免試入學的方式

順利申請上國立花蓮女子高中就讀，目前高二。

江貴祥出生於花蓮縣萬榮鄉，從小

由外公、外婆帶大。生母有智能障

礙，領有輕度精神殘障手冊，無法

工作。生父因為時常會喝酒，收入

非常不穩定。貴祥外公是靠打零工

賺錢，所以在收入上也是不穩定的。貴祥會利用

寒暑假打工，靠自己賺取生活費和學費。貴祥從

小個性獨立，因為社交能力很好，與人溝通時，

能適當地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凡事都很樂觀。 他

立志將來要當護士，決定要念護專。雖然 家人很

反對，但是貴祥堅定自己的信念，到最後終於改

變家人。貴祥目前在台北的 7-11 便利商店打

工。他最大的願望，是希望可以趕在開學前籌措

到學費、住宿費、書本費及生活所需相關費用。

田主聖出生於花蓮縣萬榮鄉，為布

農族。生父和生母離婚，主聖的扶

養權歸給生父，平時都和生父一起

住。生父嗜酒，平常臨時工賺到的

錢，很快就花掉，收入很不穩定。

經濟上有困難時就會求助部落裡的

親戚，或是到鄰近鄉鎮的溪口村找外公求助。寒暑

假時會去桃園找生母，也在桃園打工賺錢。主聖

成績優良，國中時成績都為班上第一名，畢業時

獲得議長獎。畢業後因成績優良，以免試入學的

方式，進入國立花蓮高級中學，目前要升高一。

開學後，主聖將住在花蓮高中的宿舍。

陳雅秋出生於花蓮縣鳳林鎮長橋

里，母親為印尼籍，在餐廳打工，

收入微薄。父親雖然也四處打零

工，但是沉溺於玩樂而入不敷出，

雅秋母親罹患了嚴重的憂鬱症。雅

秋從小到大在生活、課業上都相當

獨立。不過因為家境清寒，她顯得

有些自卑較無自信。雅秋本身對英文非常有興趣，

期望可以考上應用外語系，或是其他與英文相關

的科系，未來希望可以從事英語教學的工作。指考

已告一段落，目前正等待成績出來。

愛心專車
今年美國愛基會“育洵大愛留人間計劃”捐助了一輛公務車。由於花蓮狹長的特殊地形，交通相當不

方便，多數孩子的家庭經濟能力皆處於弱勢，家長通常出外或忙於工作，根本不可能接送孩童參與學

習活動。許多孩子對學習有很高的意願，常常因為交通問題而錯失良好的機會。繼課後輔導班，台灣

愛基會在鳳林鎮所辦才藝班，目的是為十二年國教政策實施後，偏鄉孩子也能有一點機會因才藝表現

而增加成績上的優勢。附近的十幾個學校，距離才藝班都有 6-10 公里的距離，孩子們因為社區沒有公

車而被迫放棄。若有公務車，愛基會同仁就可開車接

送孩子們，也能減少較大孩童從部落騎腳踏車，奔馳在

車多的台 9線上。

原來花東愛基會六位同仁共有兩部車。這兩部車最主要

用途在於課輔班的巡堂工作，從 A學校至 B學校往往要

花費 1個小時的車程。還有學校拜訪，圖書室考察，或

捐款人來訪都需交通工具。兩部車經常供不應求，安排

上十分困難。現在有了第三部車，這對於基金會的工作

與孩子們的服務上有了很大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