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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內容介紹

湖北行 章瑛 p.2-3
章瑛理事在 2012 年到武漢參加第十二届海外女作家之雙

年會的同時她也精心安排了去視察荊州，重慶附近的愛心

圖書室和愛心小學。

折翅的燕子 任逸翔 p.4-5
一個在廢墟裡被埋了 78 個小時的女孩-朱春燕，她如何爬

起來，克服肉體和心理的困難，勇敢的面對自己的命運。

夢想和感恩–朱春燕的來信 朱春燕 p.5-7
為感謝愛心人士對她的關愛，朱春燕寫了兩封信。在信中

她娓娓訴說了她六年來的心歷路程，也訴說了她的夢想。

台灣花東的三個愛心圖書室報告 台灣愛基會 p.7-9
花蓮縣立山國小育洵愛心圖書

台東縣德高國小育洵愛心圖書

花蓮縣舞鶴國小育洵愛心圖書

台灣花東珍珠生的來信 李思蓉，江貴祥，田主聖 p.9-10

他們是台灣的首批珍珠生，在得到愛基會的資助後都能順

利的在學校上學。他們在信中道出了他們心中的感激。

如何上網查詢珍珠生信息 愛基會 p.11
愛基會同仁為便利大家，特編出一套簡單的步驟，讓捐款

者能上網查詢及聯絡自己捐助的珍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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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有機會能到武漢參與第十二届海外女作家之雙年會，實為興奮。三天會議加上後續之安排均非常

完美及精彩。能在武漢美麗的東湖邊，舒適寛暢的會議室中，面對著心儀己久的資深作家們，暢談他

們的作品理念，人生觀點，跨文化背景及女性華文寫作之討論，甚至分神時，還可以静静地欣賞主辦

單位所創作的，精彩，美而不俗的藝術佈景，（單是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几個書法字，便讓人讚嘆不

己）收獲之多，真讓我們這些文學愛好者，有＂今天沒白活＂非常值得之感。在此特別謝謝主辦團隊

之辛勞籌備，湖北作協之邀請及付出，亦感謝知音傳媒集團主辦的漂移的文化版圖座談及接待。會議

之前正逢莫言得獲諾貝爾獎，免不了為大會帶來了喜氣，增加了研討話題。

此次湖北行使我深深感受到武漢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之壯觀，讚嘆二千四百年前編鐘之

神奇，其中之奧妙複雜只有學物理和喜歡音樂的人才可能了解。在舊金山亞洲博物館當導覽的我，實

在很慶幸因要去荊州鄉村考察愛心小學，提早到達武漢而在第一時間先睹為快地去了一個下午。館藏

古物之多，短時間內不可能看完，武漢真是一大文化古城。

開會前，去荊州驗收了郝穴村吳玉華愛心小學的復笠圃圖書室。

此愛小及其圖書室均由浩林和我委身義工的第二春愛心基金會所捐建。

圖書館之捐增人更為我們的好友。湖北農村

二，三小時車程之外，實為貧困，學校孩子

百分之六十以上均為留守兒童，在圖書室中

看到孩子們，開心地閱讀愛基會為復笠圃圖

書室準備的三千本書及貼在牆上之借書手則

復笠圃圖書室 ，使我深深感到自己和湖北是相繫的。

（中-章瑛理事） 另一所在松滋之樂詩畝華美協會圖書

室，則因橋面修路，不确定何時通，往返山路得六，七小時而無法去成， 多漂亮的新圖書室啊！

但因禍得福，有機會看到了長江鐵牛，荊州古城及荊州博物館，使我體會

到湖北居民之堅忍不拔精神及其古老的荊楚文化背景。二零零八年，因在 Las Vegas開海外女作協
會，在機場和方方教授相遇，曾談及扶貧之工作，當初方教授曾意語深長地，邀請我去湖北貧困地區

考察，她非常関心湖北的貧困孩子，雖然當時我未能特來湖北考察，第二春愛心基金會的創辦人王建

煊卻曾來到過湖北，看到孩子們個個痩小，營養不良，愛基會之第一個給孩子＂一天一個蛋＂營養計

劃便是放在湖北的宜昌縣五峰土家族自治區采花鄉書伍愛心小學開始的，整個湖北五年來更支持了一

千五百多個（三十班）珍珠生，為家庭貧困，品學兼優的高中生能順利地讀完高中。更值得一提的

是，在東湖會議廳開會時，無意間有機會接觸到一，二十位笑容可掬的武漢各大學之志願者，非但英

文個個流利，對人彬彬有禮，更好學不倦，用英文請教如何能加強努力，更上一層樓，希望將來能加

入愛基會扶貧的團隊。湖北省應為這些年輕人感到驕傲。太可愛了，這一切的機遇是這次開會的額外

收獲。

另一額外之喜，便是和理念相同的西班牙女作家張琴相逢，當她感性地說出，她隻身一人，在

河南開封外的小城孤軍奮戰，非常辛苦的扶貧時，我正坐在她旁，俏俏地递去了些愛基會資料，她非

常興奮，直覺得是神的安排。如有任何之後續合作發展，海外女作協在武漢的會議功不可沒，物以類

聚地將感性有愛心地文學愛好者招集在一塊兒。

接下來會後的三峽之旅更是美不勝收，三峽大垻之工程足足讓每一位觀後者皆目瞪口呆，體會

到中國没有什么事做不到的精神。對三峽景緻之感受則於建大垻前完全不同，我想我很慶幸早期曾在

小三峽撿過美麗的石頭，（至今仍保留著）也曾感受过三峽之險峻，但亦很高興這次有機會舊地重

遊，和許多仰慕的文學愛好者＂同舟共濟＂及敍舊，欣賞到放鬆後，更加可愛的作家們之＂盧山真面

目＂，也學到許多人生典範，更學到，如何愈老活得愈美，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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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的維多利亞五號最後一站，停泊在重慶的朝天門碼頭，大家均依依不捨地分手。在嘉陵江

邊，住了兩晚，浩林回味了兩歲時，因抗日逃難，由舅舅背著他的竹篮中，掉入了嘉陵江，大難不

死，由岸上的洗衣婦救起的感受。兩天時間為愛基會考察了兩所學校，一為好友捐贈之李本芳愛小做

捐建宿舍及餐廳之後續計劃做考察，看到留守兒童在外小吃部，吃著買的毫無營養的米線或白飯，

上面只有些澆頭，未見有肉，實在恨不得馬上為他們落實學校餐廳之計劃，進了窮困之安富鎮榮昌縣

時，更看到莫言在其文章中所無法用筆墨形容的破布掛。

章瑛理事察訪李本芳愛小並與小朋友交談 留守兒童吃著毫無營養的米線或白飯

第二天我們又去了涪陵大順鄉看了所急需要二十萬缺口的＂更新小學＂，兩位留守兒童非常可愛，當

我希望他們唱首歌時，他們倆商量之後，唱了首＂天下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是塊寶。。。＂，其

中一位更是涙珠在眼中打轉，一問之下原來媽媽在福建餐館打工，一年才能見一次面，真讓人心疼。

在＂有愛走遍天下，一切為了孩子＂

＂不放棄，就有希望＂的勉勵聲中，

我們上了凸凹不平之山路，返回涪

陵之路上，車胎破了，需找人補，危

機意識特靈的當地人，馬上想辦法找

到當地的補胎師傅，不慌不忙地安排

我們去參觀了涪陵非常精彩之＂水下

博物館＂。一個半小時後継續行程。

返回重慶時己幕色黑暗，晚上七時。

心中不禁黙黙地祈求，神啊，如果 並與章理事夫婦合影

您允許，但願此方案成事實，能劃上 更新小學兩位可愛的留守兒童

美麗之句點。我願意擺上我所能做的。

湖北一行如此豐盛之收獲，再三謝謝海外女作協之主辦團隊的曰亱不眠，無怨無私之勞苦，湖

北作協之热情邀請及接待。在此特別献上感谢及祝福辛勞成疾的海外女作協會長林婷婷早日康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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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廢墟裡被埋了 78 個小時的女孩

她叫朱春燕，我們都叫她燕子，是一個 17 歲的羌族女孩。

2010 年 9 月 13 日，我來到位於四川省綿陽市永昌鎮的北川中學新校園訪視，灰色調的建築在嶄新

空曠的校園，在這夏末秋初的季節顯得蕭瑟而空蕩。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北川，去年第一次來時，學生還在長虹員工培訓中心臨時搭蓋的板屋裡上課，到

處流露著劫後餘生的驚恐和不安。

作為愛心第二春基金會四川地區的聯絡人，我到學校訪視的主要目的是，代表捐助人北美世界日報

讀者，給世界珍珠班學生每人每個月 250 元人民幣持續三年的生活補助費，是否有被妥善使用。順便

瞭解他們家庭的狀況，傾聽他/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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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長褲的女孩一跛一跛走過來時，我不經

意間半帶玩笑的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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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下子揪結起來，久久說不出話來。我為自己的輕佻言語

內疚，但燕子並不以為意，也許是習已為常了吧。接下來和燕子的談話不是很順暢，我除了安慰和鼓

勵外（我想她已經聽的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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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奇心驅使我很想知道她那段經歷，徵得燕子的同

意，我在晚飯後到宿舍再去看她。為了照顧方便，燕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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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斷啜泣，燕子倒是始終帶著微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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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天搖地動後六萬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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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燕子就是其中一個。

燕子當時才 14 歲讀初二，她本來已經安全脫離險境，因返回救

同學被再度坍塌的土牆砸中受困。這些被埋在土堆瓦礫下暫時沒

有失去生命的孩子們，不斷哭喊，呻吟，彼此確認身份。在往後

的整整三天，她們靠喝墨水、啃課本紙張，維持著體力。

燕子說當時憑著聲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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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同學們打氣，燕子號召在自己附近的 4名同學

一起唱歌，“這些年，一個人，風也過，雨也走，有過淚，有過

錯，還記得堅持什麼，朋友不曾孤單過……”，然而《朋友》的

歌聲並未支撐多久。當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信心也開始動搖，她

們開始以一種近乎絕望式的聊天，談自己的親人朋友，談每個

任老師和朱春燕 2011 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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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滿塵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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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翅的燕子
任逸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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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到了 14 日早上，無論燕子怎麼呼喊同學的名字，都得不到任何回應，她知道她的同學們已在極度

恐懼和痛苦的情形下耗盡體力，一個個走向生命的盡頭，或已陷彌留狀態。

三天后燕子被挖掘了出來，她們初二班有 67個同學被埋，其中僅 6個存活但必需截肢，春燕是因

雙腿被壓太久而感染潰爛，左小腿及右大腿以下必需截除，終生要靠假肢走路。

活潑可愛的燕子，除了功課好外，還喜歡唱歌跳舞，而今這個能歌善舞少女的夢，不得不被殘酷的

現實截斷。

在這場大地震中，類似燕子這樣的孩子，是一個讓人驚心動魄的數字。僅震後等待認定然後有可能

進入收養程式的孤兒，接近二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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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說收容最多傷患的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院的手術室裡，斷手斷腳的截肢是用一籮筐

一籮筐抬出來的。

雖然在所有的救援行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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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定格的命運，都將是他

們永遠的傷痛。然而燕子卻表現出了她樂觀的態度及超人的意

志，在和她的談話中，她不避諱談她單親孩子的家世，她身陷

廢墟中的經歷，以及對未來的理想，她笑著說：“其實我現在

很滿足。今天，我不會選擇哭泣，而會選擇笑著來面對大家。

”她的堅強和樂觀令我動容。折翅的燕子，只要有毅力與信心，

也能有廣闊的天空，我相信。

離開燕子的宿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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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悶和寒冷。 任老師和北川中學珍珠班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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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勇敢的站起來。

事實上，對這些截肢的孩子們，疼痛和折磨並未終止。由於下半身所有動靜脈和神經的切斷，加上

缺乏運動，使血液循環不良，末梢神經長出瘤塊。她們除了容易感冒外，時常還會感到肢體的麻痹和

疼痛。復建、甚至動手術、和不時需要跑醫院成了定時功課，幾乎成為終生揮之不去的夢靨。

這些孩子是否徹底從心理上走出了災難留下的陰影，面對漫長而痛楚的復建過程，能否重新樹立起

樂觀面對生活的信心，老實說我不知道。但從躺在病床上，到坐輪椅、用拐杖，丟掉拐杖自己走路也

沒聽說有人自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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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四年來，她們並沒有讓人失望 ********************

夢想與感恩- -朱春燕的來信
朱春燕

(*注一) 你們好！我叫朱春燕，是電子科技大學的一名普通學生。真的很謝謝你們對我的關心與幫
助，此時此刻，在心裡除了感謝還是感謝。感恩你們與任老師，康老師一直在我身邊默默地鼓勵我，

支持我。讓我度過最困難，最難過的時光。讓我依舊有勇氣繼續生活。

即使在 5.12大地震中，我受了如此嚴重的傷，也沮喪過，痛苦過，但我還有爸爸媽媽，還有很多愛
我的人，我依舊對未來充滿希望。媽媽因為照顧我無法工作，沒有固定收入，全家僅依靠爸爸在外工

作來維持生活，生活雖然辛苦但我依然覺得很幸福。但是在 2013 年 9 月我爸爸去世，這時的我覺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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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太殘酷，因為對我造成如此大的傷害，還將我內心的支柱擊跨，我真的很崩潰。但是看著一直以來

只有付出的媽媽，還有許多人的鼓勵，我認為自己不能放棄生活和學習。走到今天，我付出太多，一

切都太不易。我要堅持，我相信在遙遠的那邊，我爸爸依舊會看著我，保護我。

謝謝你們和任老師，康老師總是在我最難過的時候幫助我，關心我，讓我勇敢的走過來。我不會放

棄自己的夢想，會努力實現它。我是一個平凡的女孩子，一直以來我渴望獨立，自立。不管是否受

傷，我都渴望憑自己的知識，自己的力量給我爸爸媽媽帶去幸福和快樂。也許這一生注定有缺憾，但

這個願望永遠不變，它永遠活在我心裡。

同時，我知道世界上還有很多需要關懷和溫暖的人，和我一樣。願在未來的某一天，我也能為他們

送上我的愛與溫暖。因為我知道在他們的世界，對這些有多渴望。即使力量微小，我也一直盼望為社

會奉獻自己小小的力量。我會一直加油！

現在的我，會好好學習，努力生活。朝著自己的夢想，一步一步的接近。那一天並不遠，願自己不

放棄。也感謝你們一直對我的愛。我會加油，一直感恩！ 春燕 2013.12.5

* ******************************************** *
(*注二) 此刻，在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我輾轉難眠。清明時分，我回到了家，那天早上五點，我坐

在客車上，收到任老師轉發給我的郵件，我心裡真的覺得很感動，也十分感激。無法用語言來說我那

時的心情。 512 以來，差不多有六年時光。。記得那時躺在醫院，不停的做手術，十六次，從無法忍

受到習以為常，覺得只要熬過去就好，會過去的，爸媽都在身邊支援著我，鼓勵著我。我從最初的灰

心喪氣到逐漸有了奮鬥的目標：願能夠重新站起。我認真努力鍛煉每一天，摔過跤，受過傷，但爸媽

說這是必經的過程，要堅持，不要放棄。一天又一天，一年過去了，能重新站起，能邁開步伐，我已

經真心的滿足，對於能快速走甚至跑步，運動，覺得是那樣遙不可及，不能實現。一直以來，我覺得

自己都是一個很滿足的人，就算受了很重的傷，有過我很難過的一段日子，但我仍然感激我的父母還

在我身旁，愛著我，守著我。希望他們健康就好。我也相信隨著時間慢慢流逝，我心裡的遺憾和創傷

也會慢慢撫平。而且有那麼多人依舊愛著我，鼓勵著我，我怎麼能夠放棄。 人有理想，是因為我的初

心未變。不會因為受傷放棄追逐一生的夢，就算多了很多困難和挫折我也希望能夠學習，充實自己，

憑藉自己的知識和力量帶給我為我付出一生的父母幸福，不願看到他們再辛苦再累。身體上的痛我覺

得自己已經能夠很好的承受。覺得自己又勇敢一點堅強一些。 我現在 20歲了，也通過自己的努力考

上了大學，爸爸媽媽欣慰驕傲的笑容還時時刻刻浮現在我面前，他們覺得欣慰，一切努力都是值得

的。但是，我突然覺得有太多事情都不能說清楚，也無法預料，爸爸的過世讓我奮鬥的意義突然少了

一半，讓我一度處於崩潰的邊緣，我真的好難過，好痛苦，也多次問為什麼要如此對我？我做錯過什

麼？內心有太多太多遺憾和疑問。但是慢慢地我接受了，也必須學著接受，雖然我和爸爸相處的點點

滴滴依舊在腦海，但是生活還要繼續，我的傷心只會讓我身體本來就不好的媽媽更難過。我要向前，

我堅信：時間的流逝會撫平我心裡另一個傷痕。為了他，努力學習，變得更好，我希望他為我欣慰和

驕傲。他一直都在我心裡。我念著他！ 深夜寫著這封郵件，希望任老師，叔叔阿姨不要擔心我，我會

好好生活，好好學習。我真心的感恩你們一直惦記著我，鼓勵著我，關心著我。偶爾傷心難過，是因

為這一生的遺憾和愧疚真的太多太多了，我會盡力將人生的深深的遺憾和想念放在心裡，因為我相信

自己還是能夠堅強。在我人生最寒冷的時光謝謝任老師關心著我鼓勵著我，謝謝叔叔阿姨帶給我新的

希望，時刻都惦記著我。我現在覺得要好好珍惜一切，希望在未來，我還是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

帶給我爸媽幸福，他能看到，就會幸福。還有，就算不方便，我也盼著有一天我能為需要溫暖的人付

出我的愛，為曾經給予我溫暖的世界帶去愛，也許微不足道。 我承受過一些，感受過一些，願這個世

界不再有災難。我失去爸爸後，發現一生最重要的是健康快樂，希望任老師，馬叔叔、阿姨要永遠健

康快樂。謝謝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謝謝你們一直鼓勵著我。現在的我能做的只有過好每天，邁著步

向前！！ 感恩! 春燕 20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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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 去年十二月一些愛心人士回應任老師的“折翅的燕子“為補助春燕的四年大學生活費

而籌款。很快，四年生活費就已籌足了，“朱春燕補助金“的新項目就這樣成立了。

當春燕得到消息後，她寫出了第一封信。

****注二：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美國愛基會同仁看到一個有關義肢的視頻，述說一位登山者在失去雙腿
後用先進的科技不斷改進義肢的功能，今天他能戴上義肢跑步，跳舞，與常人無異。對春燕而

言，這該是一個多好的消息啊！當春燕看完這個視頻後，她寫出了第二封信。
********* *********   *********   **********   ***********   **********   *********   **********   **********

台灣花東的三個愛心圖書室報告
台灣愛基會

花蓮縣立山國小育洵愛心圖書

趙女士數年前返台時，曾因關心部落學生成長環境，要我們帶她到花蓮地區的多個部落，立

山部落就是我們一起去過的地方。當趙女士拿著相機照著部落美景的同時，她感慨這樣的世代還有人

住在那麼偏遠貧困的山區，在言談中流露出不捨，不斷的問為什麼那些原住民的生活及教育環境還停

留在以前的年代。

立山國小位於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 9鄰 90號，屬偏遠山區學校，從台九線進去必需走一段蜿

蜒的山路，翻過山頭才能到達矗立在大河邊的校 園，學生卻是來自山頂上的 2個部落。全校學生共

78位，全部都是原住民。

圖書室曾在已退修的柯校長任職時整修過，

四周的牆面都已貼上木板，地板也貼上木質地板，

惜因使用多年，早以斑駁老舊，有些地方還有腐蝕現

象，地面顯得很不乾淨。至於書架，有一面牆的書

架過高，學生拿 書找書都不方便，也不安全，旁邊

擺了凳子和早期水泥工用的木梯，十足破壞室內閱

讀氛圍。另 3 面牆雖有書架，有些層板卻早已不見，

油漆也已褪色，尤其放在圖書室中間的書架除了也

有層板遺失和油漆剝落的問題外，還有早期做的書

架既笨重又太深，學生找書不易，大大削弱學童入內

閱讀的意願。 地板換成耐磨地板、新書架、閱讀桌及層板

由於本會在立山國小辦理夜間課輔多年，

推動閱讀是課輔活動中的主要項目之一，學校亟

需為學生做個乾淨適宜的閱讀空間，以利推動閱

讀， 為此我們藉用『育洵大愛留人間』的經

費，將圖書室加以整修，使之成為學生喜愛的閱

讀空間，培養學生閱讀習慣。

家長會長(左)專程到學校要我們向您們轉達深深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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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德高國小育洵愛心圖書

德高國小位於台東縣關山鎮南端，地址：關山鎮德高里7鄰永豐16號，全校學生63人，60%為
阿美族。由台東縣政府教育處轉介到本會，是一間認真推動閱讀，政府卻無法提供經費修繕硬體的學

校。

未經我們整修前的圖書室已舖設木質地板，看起來還很新，但因經費缺乏，書架和閱讀桌還無

法更新，書架高度、款式、顏色參差不齊，許多書架還有壞損、不符使用的現象；書桌是使用國幼班淘

汰的桌子，為使之適用於國小學生，將桌腳釘上一段木頭、加高勉強使用。窗戶玻璃為舊式毛玻璃，

從室內往外看總覺得有個障礙，無法與美麗的校園連結，也影響室內採光。

雖說硬體缺乏品質，但從書籍排放整齊，天花板上掛了許多吸引小朋友的可愛裝飾，可以看

出負責推動閱讀的老師非常有心推動閱讀，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即使條件不佳，也已想盡辦法加

以整理。

學生的未來不能等，為使學校方便推動閱讀，吸引小朋友進入找書借書與書為友，經本會前往現場勘

查後，依照實際需要，於暑假期間開始進行整修，開學後完成書籍上架。學校非常感謝『育洵大愛留

人間』計畫的幫助，目前圖書室已成了校園中最優雅，學生最愛去的地方，也是推動閱讀最有利的設

施。

門口掛著具有原民風的掛牌『育洵愛心圖書室』 找到書後就找個位置坐下來享受書中的故事

花蓮縣舞鶴國小育洵愛心圖書

舞鶴國小位於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64號，距北迴
歸線紀念碑不遠，地理位置正好在舞鶴台地，視野遼闊，

空氣超好，四周有茶園，其自然純樸的田園風光，美景難

得一見。

可惜學校位於『不山不市』的地方，不僅政府資

源不足，想爭取社會資源也不可得。全校學生只有30多
名，多來自原住民或農民家庭，圖書室較一般學校小，

情況雖有木質地板，但因當年有多少經費做多少事的限

制，地板分成2次不同時間完成，顏色不一樣外，還有二
邊高低不一及腐朽的現象，一不小心容易造成意外。

學生開心的在『育洵愛心圖書室』掛牌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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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是 99分的努力加上 1分的運氣》。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們最不能做到的就是一帆風
順，能夠達到的只有《乘風破浪》。然而在接下來的半年中，對我來說可以說“最重要的時間”。這

半年可以決定我的未來。雖然我僅能用文字跟您溝通，但真的十分感謝您願意幫助一個不曾見過面的

學生。考學測是一場馬拉松，只有堅持到底才能夠成功。而現在有了您的援助，我可以放心安心的向

前衝，不用擔心又再度造成家中的負擔。我會好好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抱著感恩的心，積極的

態度去拼明年一月的學測。看著標竿，義無反顧地急起直追。

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
Best wishes,

花蓮女中李思蓉 2013.9.13

看看這些思容的生活照片，思容除了在學校成績出眾，她在課餘時間還參加了許多很有意義的課外活

動。是一個品學兼優，不可多得的好孩子。

書架也是年代已久，老舊沉重，部份有傾斜及層板壞損現

象，不符使用，且圖書室裡沒有屬於學童適用的閱讀桌。

現任校長擅長推動閱讀，於去年到任，深知閱讀力即是學

生未來的競爭力，亟盼改善閱讀環境及設備，方便老師導

讀及學生借書，提升學童閱讀興趣與效率，在教育處缺

乏經費的情況下，轉向本會求助。

學生結伴在整修過的圖書室閱讀

台灣花東珍珠生的來信
李思蓉，江貴祥，田主聖



電子會刊第八期 Page 10
*** **** **** **** **** **** ***

我是花蓮高中的田主聖，很慶幸有你們的幫助，家中有一個妹妹一個哥哥，爸媽因為離婚，家

中大多支出都靠父親微薄臨時工的薪水扶養長大，而隨著時間的流速，哥哥與我很快地進入高中，而

妹妹也就讀國中，爸爸的負擔也隨著我們更加沉重，有時候心中的念頭就是休學跑去做工為爸爸減輕

負擔，但爸爸很堅持我們繼續就學，這讓我在學習上面更加有決心要把書唸好，將來來孝順爸爸。

記得在國中的時候，爸爸在工作的期間，因為意外使爸爸一個眼睛瞎掉，當時家中的我們不知

道爸爸會不會因此而不在做工下去，但他的念頭始終不變，不管再怎麼樣，他還是會好好的把我們送

到大學，很高興我有一個好爸爸，他那不變堅持的念頭經常讓我們就輕易地掉眼淚，剛上高中，爸爸

有一段時間因為沒有工作可以做，也沒辦法支付我完全的費用，慶幸我的國小老師知道之後，為我尋

求一些協助，於是讓我有了你們的幫助，很感激你們願意為我付出，就好像路程中碰到的天使，為我

幫一個大忙，我獲得你們的幫助，我該報答的就是繼續朝著我的目標向前看，將來有成就我會幫助有

需要的孩子們，讓他們知道你們是有多麼的溫暖、多麼的慈善，為他們開出一道大門。

謝謝您們。

敬祝平安喜樂

學生田主聖敬上
2013/10/17

我是江貴祥，我目前就讀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一年級。目前家中有我，爸爸，媽媽及

妹妹共四人。家中經濟目前只有爸爸一人工作支撐。因為是零時工，薪水不是很穩定。媽媽患有輕度

智障，所以無法工作。妹妹現在就讀花蓮啟智學校國中三年級。但我自幼就給外公外婆帶大的，妹妹

則是與爸媽同住，很多事情都是由外婆幫我解決。爸爸有時也會給一些錢做我在外公外婆家的生活

費，以減輕外公外婆的負擔。因為外公年紀大了，也只是做做零時工賺生活費，外婆也因輕度殘障也

不能夠工作。

這次是因為有您們的幫助，我才能夠讀這所我所夢寐以求的學校。原本自己以為沒辦法上這所

學校，因為當時爸爸的薪水不足繳納學費與住宿費。很感謝在您們的幫助下，我能夠順利的上學。因

為有您們，家中的負擔減輕許多。因為這樣爸爸就可以不用擔心妹妹學校的學費與住宿費的問題。我

真的衷心感謝您們，千言萬語還不足以代表我現在對您們的感謝。我一定不辜負您們的期望，努力讀

書。

我希望自己以後能夠當一個全職護理人員，除了協助自己的病人以外，還要服務社會上有需要

關懷及照顧的人，並且回饋社會。這樣一來足以回報曾經幫助過我的人及育洵大愛計劃的叔叔阿姨

們。真的非常感謝。

最後我祝育洵大愛計劃的叔叔阿姨們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敬愛您們的貴祥敬上

10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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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上網查詢珍珠生信息
愛基會

有些捐款的朋友想查詢自己所捐珍珠生的信息，卻不知從何著手。以下用簡單的步驟介紹如何上網去

查詢，希望對有需要的朋友們能有些幫助。

進入”新華爱心基金會網站”查詢珍珠生近況：

1． 進入到—→新華愛心基金會網站：http://www.xhef.org；
在網站首頁的右側，可以看到【捐款入口】

2． 進去後請點【非首次捐款】

3． 進到【會員登錄】網頁後，輸入帳號和密碼 （已結對的珍珠生才能查詢）

4． 進入會員登錄網頁後，單擊“我捐助的项目”，查看您所捐助的爱心项目

5． 在會員登錄網頁，單擊“我結對的高中珍珠/我結對的大学珍珠”，可以看到您结對的珍珠的
信息(僅限已結對狀態下才能查詢)
註：在左侧有一個小圖標 ,單擊該圖標可以看到珍珠的：個人簡歷，照片，家庭状況，學年

成績，學校的感謝函。

“给珍珠留言”操作流程:

1． 在會員登錄網頁，單擊“給高中珍珠留言/給大学珍珠留言”

2． 再點擊绿色加號

3． 跳出『新增给珍珠留言』即可給您的珍珠生留言

4． 按“確定”後就會自動傳给基金會，我們會通知班主任轉给珍珠學生。

高中段珍珠生是不能直接查詢留言。主要有二個原因。

。高中學校設備(電腦)及網络缺乏
。為保護捐款人和學生，所以發给學生的留言我们會轉给學校的班主任。再交给學

生。反之，學生要對捐款人發信也须經過學校平台傳送至基金會轉達。

補注：如果您對進入新華網頁查閱资料存疑有疑問，

請聯絡：Mr. Larry Liu (劉不屈先生) Larrydci@yahoo.com
電話 ： 909-576-8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