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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基金會關懷站
兒童教育關懷站

台中霧峰兒童教育關懷站 張彌克神父 04-2339-1481 台中市霧峰區民生路 80 號

新竹五峰兒童教育關懷站 丁松青神父 03-585-6048 新竹縣五峰鄉清泉 10 鄰 184 號

南投武界兒童教育關懷站 邱來順神父 049-292-5760 南投縣仁愛鄉法治村界山巷 76 號（0988-522-712）
桃園主僕兒童教育關懷站 唐慕華神父 03-386-3092 桃園縣大園鄉大觀路 53 號（0988-127-114）
高雄六龜兒童教育關懷站 單德崇修女 07-689-5610 高雄市六龜區文興街 65 號

台南羅蘭兒童教育關懷站 蕭明霞修女 06-331-2870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 61 號

花蓮壽豐兒童教育關懷站 高玉春修女 03-865-2014 花蓮縣壽豐鄉光榮三街 12 號（0919-910-094）
台北萬華兒童教育關懷站 侯發德神父 02-2302-5145 台北市萬華區興寧街 70 號（0918-286-903）
苗栗賽夏兒童教育關懷站 彭以凡神父 0916-114-396 苗栗縣獅潭鄉豐林村 402 號

南投仁愛兒童教育關懷站 曾瑞琳老師 049-294-1928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明月巷 40 號（0937-797-656）
花蓮富里兒童教育關懷站 胡月美修女 03-883-0059 花蓮縣富里鄉中山路 31 號（0972-737-590）
屏東來義兒童教育關懷站 桑亭亮神父 08-785-1193 屏東縣來義鄉丹林村義新路 7 巷 28 號（蔡東堅 0936-258-446）
阿里山特富野兒童教育關懷站 柏克偉神父 05-251-1640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特富野 211 號（0918-503-271）
南投埔里兒童教育關懷站 司馬添神父 049-299-7670 南投縣埔里鎮北平街 130 號（0921-971-031）
宜蘭南澳兒童教育關懷站 陳蘇懷神父 03-998-1576 宜蘭縣南澳鄉中正路 37 號（彭秋玉 0971-590-882）
嘉義善牧兒童教育關懷站 李旻珊主任 05-225-8203 嘉義市民權路 62 號

屏東佳愛兒童教育關懷站 林作舟神父 08-866-2021 屏東縣佳冬鄉義和路 2-2 號（0919-125-190）
雲林虎尾兒童教育關懷站 武廷村神父 05-632-4312 雲林縣虎尾鎮北平路 77 號（0910-876-423）
雲林四湖兒童教育關懷站 鄧廷石神父 05-787-5132 雲林縣四湖鄉中正路 509 號（黃麗華 0937-871-463）
台南善化聖家服務中心 阮光足神父 06-581-8241 台南市善化區中正路 451 號（陳咏及阮慧敏修女）

馬祖兒童教育關懷站 鄧琪納修女 0905-278-980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 101 號

南投中原兒童教育關懷站 司馬添神父 049-294-1379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中華路 48-1 號（0921-971-031）
台東鹿野兒童教育關懷站 陳春安神父 0933-694-708 台東縣鹿野鄉中華路二段 97 號 2 樓（潘堉菁 0988-268-032）
南投竹山兒童教育關懷站 蔡淑蘭主任 049-265-6995 南投縣竹山鎮和育巷 126 號

台中太平兒童教育關懷站 傅勞萊神父 04-2273-2529 台中市太平區永成北路 128 巷 1 號（劉慧琪 0905-433-760）

新住民 / 兒童關懷站
彰化 Daluyan( 管道 ) 教育關懷站 傅思定神父 04-723-9716 彰化市民生路 11 號（林玫瑰姊妹 0916-191-463）
台中大甲兒童教育關懷站 羅達義神父 04-2687-2063 台中市大甲區甲后路 5 段 652 巷 66 號（0930-157-580）

文化健康照顧站
樂合部落文化健康照顧站 陳德夫弟兄 03-888-7063 花蓮縣玉里鎮樂合里 13 鄰 69 號

台東嘉蘭健康活力站 陳良娟院長 089-78-1291 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6 鄰 86 號

鳳信部落文化健康照顧站 林逢裕神父 03-876-3703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 120 巷 25 號（張秋花 0938-771-909）
太巴塱部落文化健康照顧站 宋津翰神父 03-870-2338 花蓮縣光復鄉富田一街 16 號（王宏聲 0983-390239）

海外關懷站
泰北滿星疊聖愛之家 范雲華老師 053-730247 No.1111 mu1 Thoed Thai Mae Fah Laung Chiang Rai 57240 Thailand
泰北滿星疊星星育幼院 孫振庭院長 668-47402609 63 Mu 1 Therdthai Maefahluang Chiangrai 57240 Thailand
菲律賓主僕兒童教育關懷站 查莉娜修女 63-9084122298 81 Conception St.1400 Caloocan City, Philippines
菲律賓世光示範農場 蘇達義神父 63-34-441-3353 Lux Mundi Demo Farm, Murcia, Negros Occidental Province, Philippines
阿根廷銀河兒童教育關懷站 Desmarás 大使 54-11-4811-9515 Libertad 1693-6A , BA Argentina（54-11-4815-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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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承先啟後．再接再厲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董事長 楊景明

值此秋高氣爽，天氣宜人，在此問候

全體博愛的恩人們和為愛奉獻的同工們平

安喜樂！也願天主降福，悅納我們所做的

一切。

時值9月21日博愛董事會改選，感謝
前任鄭萊頤董事長的推舉與本屆董事們的

厚愛，誠惶誠恐地接下董事長一職。個人

自當引領博愛基金會繼續往前邁進，承先

啟後，再接再厲。

日前，於鄭董事長陪同下拜訪美銀美

林集團台灣區廖文宏執行長和李爵光總經

理，因理念相近暢聊近兩小時，衷心感謝

該集團常年支持博愛會務發展，並時時付

出愛心，舉辦活動或至關懷站擔任志工，

服務與陪伴孩子成長。美銀美林集團總公

司戮力執行企業社會責任，要求所屬單位

以積極有效的實質行動，於全球各地推動

關懷弱勢兒童及婦女。博愛關懷站的運作

有幸符合他們的目標及要求，同時他們也

體認只有長期的投入，才能看得到期待中

的一些改變。而這個看似小小的期盼，卻

是關懷站的神父、修女、老師和志工們，

經年累月在各種環境下，無私無怨，付出

關愛的結果。

大陸上海台商協會愛心公益部的志工

們，於8月31日參訪博愛位於苗栗賽夏的
關懷站，台商在外打拚仍不忘回饋鄉里的

善行義舉，著實令人感佩！此次使他們瞭

解台灣原住民族群中賽夏部落（約7千人) 
的生活情況，雖處於常受外人欺侮的環境

中，彭以凡神父仍努力為此地孩子們的學

習及活動辛勤奔波。於課程中增加學習自

己部落的母語，除供應餐點外，亦不時舉

行節慶活動與家人及社區共融。如此的點

點滴滴看在台商志工的眼中，瞭解到只有

愛的付出和陪伴才能使孩子們得到溫暖和

好的教育，也唯有如此才能使他們翻轉可

以等到春天。

博愛基金會是一個傳愛平台，如何

與教區的人力資源結合，並爭取社會大眾

的認同和支持，進而給予贊助，以期達到

更理想的助人救人效果，特別是偏鄉的兒

童和婦女。天主教博愛會刊創刊號封面上

寫著：天主教大團結，走入群眾，關懷社

會，愛與愛的交流，心與心的陪伴。這就

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也是追求的真理。

愛，讓我們期盼一起再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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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Pulse

看不見的艱辛 中輟孩子的0.1改變
李枝桃校長

「校長，我可以和您聊聊嗎？」一位

勇敢接受挑戰，願意接下人人說NO的學務
主任工作的女老師LINE我。

電話中她說，一個孩子讓她好洩氣，

這孩子家庭貧困，父親生病無法工作，殘

障的母親無法提供照護；所以經常流連在

外，導師感到頭痛，找他回來擔心會給班

上同學不良影響；另外，老師糾正他，他

會頂嘴，這個也讓老師不能忍受，頻頻找

學務處告狀。或許感受到老師的困擾，於

是長期中輟。

「我花了多久時間找到他、和他培養

情感、道德勸說，他終於願意回來，沒想

到他最終還是讓我失望極了。」我忍不住

問了：「還是沒回來嗎？」

她趕緊回我：「回來是回來了！但

是讓一個校外青年騎機車載到學校，穿著

制服外套，但褲子是牛仔褲。」主任難過

的說，那天校長正好也在校門口，所以問

這孩子的資料，她說完後，校長冷冷地說

「難怪老師不想找他回來，這是他的問

題。」

「我為他花了那麼多心思，他怎麼不

會體會我的用心？當天我說了他一頓，他

又不想來，甚至想轉學，讓我好洩氣！」

主任聲音聽來充滿挫折感。

「有些孩子，你給他一他會回報二或

三；但有的孩子，你給他一，他或許呈現

的只有0.1，但
你知道嗎？對

那孩子來說，

0.1是多大的努
力才獲致的，

若我們看到他

的艱辛，明瞭他的努力，那0.1該是我們前
進的最大動力。」

我告訴主任，他願意回到學校一定是

受到感動後的決定。以那孩子情況，家庭

功能付之闕如，前一晚他會不會是在外住

宿，還記得穿上制服外套，揹著書包，中

輟後願意重回校園，這個0.1的進步，不
是應該讓你驕傲嗎？你應該誇讚他的這一

步，然後再牽他的手繼續下一步。

我劈哩啪啦說了一串，電話另一端毫

無聲音，我以為電話中斷，連忙問：「你

還在嗎？」

她有些哽咽地說：「我聽到0.1的改
變，眼眶一紅，忍不住眼淚就掉了下來。

沒錯，他的0.1的改變，是我的驕傲，也該
是我繼續努力前進的動力！」

在教育現場，人人期望得天下英才而

教之，是教育資歷上的珠寶；但遇到放棄

前進的孩子，若能拉一把推一把，讓他們

向前邁步，那絕對是人生花園中最璀璨的

花朵。

載自聯合報201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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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共榮 第8屆董事會誕生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本會於9月21日上午10時45分舉行第8
屆新任董事暨監察人選舉，選舉前，董事

長鄭萊頤感謝前任董事長陳振貴校長的扶

持，也特別感謝3年來所有董事暨監察人的
鼎力支持、合作與信賴，一起面對人事退

休更替與社會環境之變遷，仍秉持創會初

衷，繼續凝聚並發揚本會作為傳愛平台的

能量。也因家庭因素，未來一年需要常留國

外，不克繼續承擔下屆董事長的重任，而懇

請大家見諒！所有董事暨監察人報以熱烈掌

聲，感謝鄭董事長任內的努力與付出。同

時，鄭董事長藉由觀看5分鐘的工作成果投
影片，娓娓道來過去3年來的點點滴滴，特
別是博愛所幫助的偏鄉弱勢孩子，看似缺憾

卻因著神父、修女、老師及志工們無倦無悔

的付出，而能擁有滿滿的愛，這份愛更因著

善心人士及企業團體的持續贊助得以綿綿延

長，因為這些無論是財務支持，或車輛、物

資捐贈，都是對博愛的肯定，也是博愛走過

21年來最大的動力。其中，最令人感動的
是美銀美林團隊的志工，每年都親力親為

的拜訪關懷站，不僅帶給孩子們歡樂，更

帶給孩子不同的眼界與體會。

接著於11時15分完成投票選出新任董
事暨監察人，計有楊景明、范姜群暐、黃

金瑜、饒璋、林顯章、陳磊仕、林蔚民、

吳令芳、吳亨鑫、郭佑任、吳明宗、鍾聲

亮、陳世賢、曾華明、吳育贊、陳良娟、

侯阿金、馬修莉薇、李國強、林文昌、王

聖惠、宋雨蓁、鄭萊頤等23位董事，以及
黃兆明主教、李克勉主教、鍾安住主教、

蘇耀文主教、陳振貴校長等5位監察人，董
事暨監察人共計28位。其中多位為各教區
主教舉薦新的生力軍加人，相信日後在與

嫻熟博愛工作的續任董事暨監察人一起合

作下，博愛將會有更亮眼的進展！

隨著董事暨監察人的選出，立即召開

第8屆第1次董事會會議，經由全體董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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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投票後全數通過，選出楊景明董事接任

第8屆董事長，新任楊董事長簡短致詞，
感謝所有董事們的支持，並表達對鄭董事

長在面對內外環境劇烈變動的日子裡，忍

辱負重，勇敢無懼地帶領董事們向前衝，

如今才有新的風貌展現，令人感佩不已。

也表示本會的核心價值在於健全孩子人

格，這是需要投入時間長期經營，同時，

也關懷孩子的家庭，因為一切基礎來自於

家庭，在這個改變家庭的信念上，持續宣

揚並擴大尋求認同理念者的贊助與支持，

共同照亮社會上每個需要關懷的角落。同

時，也懇請歷任董事長、陳校長及鄭董事

長，持續給予指教與協助，讓博愛的精神

與作為，源遠流長歷久彌新。

在這新舊任董事暨監察人交替的日

子，黃兆明主教致詞肯定博愛的進步與改

變，也提醒大家與時俱進，檢視章程宗旨

以因應環境變遷及需要。李克勉主教勗勉

大家留心當前面對高齡社會病人有無死亡

權力所引伸安樂死議題的挑戰時，我們要

知所因應；我們需要對話與溝通，可以透

過靈性關懷、安寧照護及長照系統，推展

良善的生命文化，以緩解自殺率的上升，

讓人活的更有尊嚴。此外，陳振貴監察人

亦細數歷屆董事長的貢獻，讚許鄭董事長

的努力，並呼應黃主教的提醒，也期勉新

屆董事會能勿忘初衷，博愛作為傳愛及牧

靈福傳平台的創會宗旨。 
一個充滿溫馨又感恩的日子，在觀賞

第7屆董事會工作回顧影片及大合照之後，
畫下圓滿句點。此時，耳際響起《感謝

有你》的音符，一棒接一棒，讓博愛的愛

無限延伸，誠如加爾各答聖德蘭姆姆所說

的：「我們做不了偉大的事，但能用大愛

來做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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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銀博愛福隆聚 獨木舟遊淨灘樂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10月20日一早金風送爽，陽光和煦，
迎著拂面而來的微風，享受著暖陽高照的

天氣，博愛的台北萬華關懷站一行小朋

友，懷著雀躍期盼的心情，在兩位老師帶

領下奔赴位於新北市福隆地區的龍門獨木

舟基地，參加美銀美林集團親子休憩活動

──「獨木舟遊淨灘樂」。美銀美林長期

贊助本會對偏鄉弱勢孩童的關懷與照護，

每年除志工拜訪關懷站外，也會舉辦親子

休憩活動，邀請本會孩童一同出遊同樂。

到達基地稍事休息後，大夥專注聆聽

教練有關獨木舟遊相關事項，包括：如何

上下獨木舟、握槳、著救生衣、落水的處

理、選擇合適獨木舟及如何平安進入河道

等，並透過槳的各種指示與教練溝通，好

像海軍航行中透過旗語信號，彼此溝通一

樣。終於來到興奮又忐忑不安的時候，大

夥井然有序的兩兩一組地將獨木舟拖放到

岸邊，在教練的幫助下，躡手躡足地平移

到獨木舟，深怕一個不小心栽到水裡。

一艘艘獨木舟悠然地出發，一雙雙船

槳劃過河面，不僅要穩住左傾右斜的獨木

舟，也要注意前進的方向，朝向高高掛在

雙溪河上的紅色龍門吊橋划去。看似近在

眼前卻遠在天邊，怎麼奮力向前，卻像在

河道上畫個大S地前進，不難發現不時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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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碰撞，一陣陣又是驚呼又是歡笑地聲

音，迴盪在空中。真猶如宋詞（西江月．

阻風山峰下）一段話「滿載一船秋色，平

鋪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陽，放起鱗鱗

細浪」。要不是時間有限，要進行下一階

段行程，只好淺嚐即止。其實是飢腸轆轆

又腰酸手軟，還是早早上岸加餐飯吧！小

朋友也興奮地彼此分享並互糗，原來，有

一組小朋友的獨木舟翻覆2次，一次是不
小心划到岸邊植物叢，出脫不了而落水；

一次是太嗨了，彼此用槳相互潑水，一個

重心不穩雙雙落水。幸好，做好了安全防

備，教練也在旁邊順勢幫忙，只是成了落

湯雞。

午餐後，接著是淨灘活動，這也是

美銀美林集團多年來支持環保、藉由寓教

於樂的方式，提升夥伴或小朋友的環保意

識。首先是透過運用沙灘上所找得到的素

材-竹木、石頭、破碎的貝殼、垃圾或可回
收的物品等，裝飾畫在沙灘上的鯨與豚-瓶
鼻海豚、抹香鯨、大翅鯨、以及偽虎鯨。

這真是一個親子好活動，大人小孩一起撿

拾素材一起裝飾，不時還討論這些鯨豚牠

們的構造或功能，其樂融融。繼之，帶領

活動的大哥哥為大家逐一介紹這些鯨豚的

特色、生活習性、以及因遭被破壞的生態

環境所帶來之生存威脅。其中，提到前不

久一隻鯨魚擱淺死亡，經解剖發現胃裡有

大量塑膠袋或製品外，最令人不捨的是其

腹中有一隻即將出生的小鯨魚。

沙畫裝飾結束，開始正式的淨灘活

動，雖然這次淨灘區域，已有團體剛剛才

淨灘了一番，但是大夥仍是卯起了勁，在

看似乾淨的沙灘上，努力的翻找可回收的

物品或清出垃圾，並一邊撿拾與分類，一

邊紀錄在ICC表格，也是幫助環境教育及政
策之制定。

這次淨灘活動有一特別之處，就在盛

裝午餐及點心的器皿上，是使用環保容器

系統所提供的器皿，著重於「使用不一定

要擁有」的觀念，也是促進環境保護與教

育的一種作法。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多

次參與美銀美林集團的活動，總是可以感

受到那份貼心又細膩的企業情。問一聲好

玩嗎？「好玩」孩子大聲地回覆，特別是

這次獨木舟是非常難得的體驗與樂趣。感

謝美銀美林，因著你們的愛，孩子們總是

帶著盼望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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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愛能 打造心靈溫暖小屋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博愛基金會於11月28
日召開今年第2次兒童教育關懷站座談會，
是楊景明董事長剛履新走馬上任後，為落

實本會宗旨與提升基金會的服務效益，所

召開的第1次關懷站座談會，期為偏鄉及都
會角落弱勢孩童及其家庭，帶給更優質、

貼切、有益的服務品質與量能，並邀請台

北萬華、台中霧峰、太平、南投仁愛、竹

山、雲林虎尾、四湖等7個關懷站的神父
及老師社工們參與，包括：侯發德神父、

張彌克神父、傅勞萊神父，以及各關懷站

老師及社工共11位。同時，常務董事黃金
瑜、陳磊仕及董事吳明宗、鄭萊頤（前任

董事長）亦共襄盛舉。

座談會中各關懷站神父及老師作實務

分享，彼此了解各關懷站營運狀況及所面

臨的困難與挑戰，也聚焦於當前可能的解

決途徑，以及如何連結各方資源，並展望

未來的發展等議題，有助於本會在快速變

遷的環境下，如何能一起集思廣益並匯聚

能量，精進本會所扮演服務與福傳的平台

角色；從各關懷站娓娓道來的故事中，看

到本會與其他相類似團體的差異及其間本

會關懷站所展現的價值，其中之一也是最

核心的信念─「我們是弱勢孩子的最後一

道防線」。

在關懷站總會有些是連學校也容不

下，被轉介到我們關懷站的小君是其中一

例，社工到學校領回他，從學校門口到教

室，從回到家門口到見到隔代養育他的阿

嬷，社工一路聽到是同學的告狀、老師的
不耐、親人的責備，無暇聽清只是一陣嗡

嗡的聲音劃過耳邊，小君確實是一個麻煩

小人物，但神父總是耳提面命的提醒，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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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孩子是如何頑劣搗蛋，總不能大聲斥責

孩子，要以愛來包容感化孩子，因為這些

孩子來關懷站已是退無所退，況且大聲斥

責與他的原生家庭又有何異呢！弱勢孩子

並不壞，要與弱勢孩子當朋友，真心關愛

他們。

關懷站就是給需要關懷的孩子一個

溫暖的家，孩子們喜歡來關懷站，因為受

傷的心靈可以得到安慰與撫平！阿星是個

有情緒障礙的孩子，曾經因老師一個不經

意地將手放在他的桌面上，他隨即拿起工

具刺老師的手，老師受傷在所難免，但阿

星似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一日阿星又

情緒高張乖離，老師就將他緊緊抱在懷

裡，他幾經嘗試用力掙脫，老師仍溫柔有

力地將他摟在懷裡，漸漸地阿星放棄掙脫

安然躺在老師擁抱中，此時，老師輕聲細

語地問：「你現在可以好好地與小朋友玩

嗎？」果然小星做到了。關懷站的老師就

是這樣贏得孩子的心，孩子也因著這份潛

移默化又堅持的愛而改變，漸漸變得柔和

懂事。孩子正向的改變是一份無價之寶，

是關懷站給予孩子最大的禮物，因為你教

導孩童應行的道路，待他老年時也不會離

棄（箴22：6）。
一個熱切彼此分享又建言充實的座談

會來到尾聲，董事長對神父、老師及社工

們踴躍分享，及對座談會的肯定與續辦之

期許，表達誠摯的感謝之意。也回應與會

者的建議：表示明年除持續推動兒童教育

關懷站及愛德專案外，也要拓展募款經費

來源。同時朝以下3個方面努力：
1. 聯合各地關懷站，舉辦有關成長體
驗之公益性活動，或結合大專同學

會舉辦關懷站運動會。

2. 舉辦分區關懷站座談會或相關關懷
行動。

3. 延伸關懷站照顧對象至國中生。
感謝神父分享「祈禱勇敢工作」的精

義，以及給予「從來沒有被天主騙」的信

心鼓勵，因為天主給我們召教，即召教我

們去做這樣服務，但要常常回顧宗旨，思

想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我們或當效法

或學習雅貝茲呼求天主。雅貝茲呼求了以

色列的天主說：「若你真祝福我，求你擴

展我的疆域，求你常伸手扶助我，脫免災

難，不受痛苦。」（編4：10）天主就賞賜
了他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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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位長者聊天的午後
新竹教區志工大隊執行秘書 黃秋鳳

去年聖週五的午後，我利用休假日

單獨前往安養中心，去拜訪一位平常志工

服務時常探望的老伯伯。正當我一下車要

進入安養中心時，只見有一位伯伯獨自坐

在大門外抽著煙，我向他打個招呼便進去

了。當我出來時，那位抽煙的伯伯仍坐在

那裡，我停下腳步再次向他打招呼，他問

我到裡面做什麼？我說去探望某位伯伯，

他悠悠的說：「老人都喜歡有人跟他聊

天。」我聽出他心中的期望，便問他以前

做什麼工作？他回答說：「我做的工作可

多囉！」然後又悠悠的抽起煙來，想結束

我們的對話，或許是他經驗到大部份的人

常是隨口哈啦兩句而已，因此他並不想多

說什麼。

「像什麼？」我沒有因為他簡短的答

話而離開，反而很有興趣的進一步詢問：

「你可以說說看嗎？」他聽我這麼問，稍

微說了兩句：「我以前是做電纜的，要爬

到很高的電線桿上去拉電纜。」他願意說

說他的經驗，我便鼓勵他說下去：「哇！

這是一個很專業又很辛苦的工作，需要很

大的體力吔！」他看到我一臉期待聽下去

的表情，也開始有興致的繼續說下去。

原來這位伯伯因為家境窮苦，初中

畢業就離家去做電纜的工作，由於工作認

真且反應機靈、樂於學習，往往老闆還沒

想到的事，他就主動的去做，老闆甚為看

重。「你這麼認真工作，隨時都在學習新

的技能，難怪老闆這麼器重你。」我從伯

伯的談話中，感受到他是一個對生活認真

的人，不禁讚美他。於是他又說起了其他

的往事。

「 我 以 前 還 養 過 豬 ， 幾 百 頭 的

豬⋯。」我聽得津津有味，他就更講得口

燦蓮花。「我很會游泳和潛水，有一次有

一群國中生到溪邊玩，他們玩得很高興的

時候，忽然有人說一個學生被漩渦捲進

去，他們發動了很多人尋找都找不到，於

是找我去，我潛到很深的水裡，發現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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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卡在石縫間，我用盡力氣才把學生拉上

岸，學生的家長一直跟我道謝。」「你幫

了這麼大的忙，孩子的家長當然會非常感

謝你的，雖然他們心裡很傷心，但至少孩

子找到了，他們會比較放心。」我揣摩著

當時的情景回應他，感受到他因為幫家長

找到孩子而有些許的喜悅。

說著說著，他彷彿回到遙遠的歲月，

說：「我還會幫死人縫屍體。有一天，我

騎著摩托車載著我的女兒出門，在路上發

生嚴重的車禍，我的女兒被撞得稀爛，沒

有人敢縫，我就自己把她縫好。」他的語

調是那樣平靜，沒有任何的情緒，但我

想，雖然經過了幾十載，談起這件事，他

的內心一定還是沈重而哀傷的。「要親眼

面對被撞成那樣的女兒，還要親手去縫

合，這要有多大的勇氣才做得到啊！」我

說。他陷入幾秒鐘的沈默，然後把話題轉

移到別的地方去，於是先前的英勇與機靈

又漸漸回到他的臉上，他又興致勃勃的繼

續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由於必須趕回堂區參加主受難日的

彌撒，我只得向他道別，他說：「跟你聊

這麼久，佔用你這麼多時間，你趕快回去

吧！」然後又補了一句：「很多人不會聊

天。」臉上卻露出一抹滿足的笑容。當我

駕著車離開時，他還是獨自坐在大門外，

遠遠的一直向我揮手，目送我離去。

在主受難日的午後，我站在安養中心

的大門口與一位年長的伯伯聊天，從完全

陌生到心中帶著讚嘆、唏噓與溫暖離開。

數十年的記憶，在這短短不到一個小時的

時間裡，在他的腦海裡翻騰、咀嚼，隨著

他的話語帶領我進入他的生命，那麼的豐

富、精彩，充滿奮鬥、陽光、愛與淚水。

如今雖然垂垂老矣，但那曾經走過的足

跡，透過這午後的分享觸動我的內心，我

感受到這個生命的光輝不在於他具有高深

的學識，不在於他擁有豐厚的家產，不在

於他居於崇高的地位。他只是一個再平凡

不過的社會中下階層，然而他努力的活出

他生命的價值，努力的在他可以給予的時

候給出去，努力的在生命最痛的時候仍憑

著堅忍勇敢的走下去，這是一個多麼高尚

的靈魂啊！

主耶穌，當祢在祢的王國時，請祢紀

念這個高貴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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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的聖誕傳統和文化
曾廣儀 圖/文，陳以沛 編輯

聖誕節是紀念天主子降生成人的日

子，在新約全書路加和瑪竇福音中記載

著相關故事，但祂出生的日期卻無準確

記載；而聖誕節的日期也有所不同，一

般咸認為聖誕節是 12 月 24 日子夜，也
就是  25 日，殊不知東正教的聖誕節是 
1 月 6 日子夜，也就是 7 日，其主要原
因是羅馬公教和基督新教採用現行西曆

（Gregoriano），而東正教是使用凱撒大
帝（Giuliano Cesare）採用的儒略曆，因
此相差十幾天。

據傳此節慶是由古羅馬的農神節「勝

利的太陽」（il sole vittoriano）中演變
而來，西元 336 年左右教皇朱利歐一世
（Papa Giulio I）於羅馬宣佈訂定，耶穌基
督的誕生象徵一道「勝利之光」，可以戰

勝黑暗與邪惡。對虔誠教徒們而言，這天

是非常神聖的宗教節日， 而隨著時代的發
展，不知不覺間已成為世界性的節日！

因羅馬曾為教皇國轄地，第一個聖誕

節於羅馬舉行，因此這天對義大利人來說

更顯重要。當然「習俗」並非「絕對」，

重要的是其中的意義和一顆對此節日的

心。在此為您介紹義大利濃厚傳統習俗的

聖誕節：

將臨期，慶祝耶穌誕生前的準備期，

共有 4 個星期天，花環燭臺（將臨圈）上
放置 4 支蠟燭，每個主日各點燃一支，讓
「醒悟、悔改、喜樂、平安」陪伴著您，

一起迎接聖誕來臨。（蠟燭顏色是紅色或

紫色，但第三個喜樂主日蠟燭可換成粉或

白色。） 

Buon Na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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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槽，重溫耶穌降生的情景，耶穌誕

生於白冷城外山洞中的馬槽裡，西元 1200 
年左右，義大利聖人方濟各將聖誕真人場

景帶入生活中，彰顯天主教的信仰是因耶

穌降生而存在。此後義大利聖誕節，除了

可見真人場景的耶穌誕生馬槽表演，無論

城市、村莊、教堂甚至家庭，亦可見用不

同材質做的馬槽；場景角色不可缺的有童

真聖母瑪利亞、大聖若瑟、報佳音的天

使、為耶穌取暖的牛和驢，以及三位隨著

白冷之星前來祝賀的賢士等。

聖誕樹、聖誕紅和槲寄生，聖誕樹最

初被視為基督新教的習俗，直至教宗聖若

望保祿二世（Papa Giovanni Paolo II）時
才被置於聖伯多祿廣場。如今已成聖誕標

誌，由一棵代表生命與希望的杉、柏或松

樹，加以彩燈和飾物，再擺上亮麗的聖誕

紅，更顯喜氣洋洋。家家戶戶門上懸掛可

守護幸運和愛情的槲寄生，以示對每位進

門者的祝福；情人們於其下接吻，可遠離

所有困難和問題。

禮物信，神秘聖誕老人於午夜駕著

滿載玩具和禮物的馴鹿雪橇，這些都是孩

子們親筆寫或畫在「禮物信」中的期待禮

物；親愛的孩子，24日睡前別忘了放些牛
奶、餅乾在桌上，地上再擺碗水和蔬菜，

感謝聖誕老人和馴鹿辛勤送來的驚喜！這

傳統可說是從三位賢士隨白冷之星帶禮物

來祝賀耶穌誕生開始，在此歡喜日子中，

除了聖誕老人的驚喜禮物，親朋好友們也

會相互贈禮，表達情感、關懷和歡喜。

24 日，耶穌誕生前夕（Vigilia），像

復活節前夕一般也需守齋，桌上沒有肉只

有海鮮、起司和蔬菜等。而今，「來由」

和「清淡」早已被遺忘，在義大利當晚只

吃魚蝦的傳統習俗倒傳承下來。聖誕夜又

稱平安夜，如同中國除夕，家人們歡聚談

笑，守歲，直到「子夜」彌撒結束；在彌

撒中，相互祝福，共慶耶穌的降生，並接

受天主的恩賜，回家後舉杯慶祝才欣然入

夢。 
25 日，串門子，與親友共進午餐，有

回娘家的熱鬧感。依照傳統正午 12 點，教
宗於聖伯多祿大殿中央陽台上發表「致羅

馬城和世界所有人」祝贺文告，拉丁文叫 
Urbi et Orbi ，並降福羅馬市民和全人類。

義大利有句俗語：「聖誕與家人過，

復活與你期待的人過。」（Natale con i 
tuoi e Pasqua con chi vuoi.），天主教的
信仰因耶穌降生而存在，透過這些擺飾和

習俗，讓無論教友非教友都可以感受祂

的光芒，象徵祂的慈愛與恩典遍及所有

人，當在聖誕樹上放上那顆星，當彩燈點

燃時，也點燃了我們的靈魂之光，Buon 
Natale !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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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夏部落文化傳承
苗栗賽夏兒童教育關懷站 彭以凡神父

走神父聖召之路

我，彭以凡走神父的聖召之路，就是

回應主耶穌所說的這句話《為朋友捨棄生

命，就是最大的愛情》。24歲時，想赴美
念書不成，竟然無法面對現實，精神崩潰

得到嚴重的憂鬱及燥鬱症，過著沒有明天

的日子，後來被阿姨帶去一貫道修行吃素

（之前是信仰佛、道教），因在佛堂需百

叩首千叩首，一年多來無法適應，而主動

接觸基督末世聖徒教會，也在上主的安排

下，找到了好工作，在亞泰金屬公司任助

理工程師（因公司董事長衣復恩將軍─華

航創立人，是位虔敬的基督徒），後因每

主日神聖的感恩聚會與開朗活潑的團契，

讓精神狀況愈來愈好，也受洗成為基督

徒。信主後2年，被公司提升為副理，負責
因經濟不景氣裁員到只剩40位工作同仁的

機械廠製造部門。

有一周六同仁加班，就到工廠去走一

走，順便翻了報紙，竟然看到一篇介紹一

位離鄉背井，來自西德的神父，親自下去

幫助鄉下貧窮的人，在山上生活不好的原

住民兄姊，很是感動。因為從小看到的佛

教法師、道教道士或一貫道點傳師，都只

用嘴巴要人去當菩薩做好事幫助人，而自

己都沒動手去幫助窮苦的人，所以看了那

篇報導特別觸動，就在心中起了念頭-我是
否也可當神父，也去幫助窮苦的人！

直到34歲，因完成了公司第一套賣
到國外的整廠機械設備，才正式辭去設計

設廠經理人的工作，走向當神父聖召之路

（從起念到真正當了天主教神父，共花了

16年，也經歷不少考驗與挫折與接受培
育）。

Touching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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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百壽賽夏部落的辛酸與喜悅

來到百壽賽夏部落，好像是上主對賽

夏族特別的召喚，說孩子你去那裡看看，

扶持族人走出生命的幽谷吧！15年前邂
逅了百壽賽夏兄姊前，曾在新竹服侍過阿

美族兄姊，在泰安公館鄕服侍過泰雅族兄

姊，雖然16年前獅潭鄕就是我服侍的牧靈

區（主要是大湖鄕及泰安鄕北五村），但

百壽村確屬於南庄天主堂的服侍區，但因

泰安鄉大興村2位泰雅慈母好友潘菊妹姊
與高玉英姊，是賽夏族人，又得知賽夏族

是九族中人口最少的一族，人口只有六千

多，而百壽賽夏部落從原本的3~4百人，因
種種的負面因素只剩下1百左右的族人，觸
動了我願意投身服侍這14年前被稱為「被
遺忘的部落」。從13年前游説部落耆老與

家長們，辦了一次3天2夜的「賽夏文化之
美夏令營」後，與部落家長＆孩子們打成

一片，開始了服侍百壽賽夏族人之事，不

久後在聖神的帶領下也啟動了「獅潭森林

大學」服侍弱勢族群。

13年中，看見年輕孩子與青壯年族
人一個接一個蒙主恩召、父母的悲傷與無

力、也見高中孩子與年青人被平地人毒

品誘惑及控制，還有國一孩子拿刀要追殺

同村的孩子...等等情況。多年來的辛苦投
入，加上志工老師的支持與天主教博愛基

金會近10年來的從旁協助，讓所扶持的
部落家庭開始有了起色，但這3年多來見
到幾個大人及孩子因家庭因素，又走入困

境，甚至進去吃免費的牢飯與安置在少年

之家，加上這裡有些的客家與平地人，對

部落族人的不了解有增無減，又更加無力

感。一切真的是「盡人事 聽天命」，還好
部落去年起動了「原住民健康文化站」，

讓年青一代的媽媽可專心投入部落的關懷

工作，又燃起了一缐希望！

對百壽部落未來的期望

目前部落族人已少於百人，有些家

庭經濟上有了改善，也慢慢趨於穏定，期

望部落家庭與族人之間可彼此扶持互助，

多講鼓勵的話（有時手心向上，有時也

要向下）。母語與文化是賽夏族存亡的根

基，祈禱家長們在家要多跟孩子講賽夏母

語（而非在家都講國語或客家話），不管

外在環境多麼艱難，只要從內心深處到外

表顔面，都能以賽夏族為榮，慈愛的天父

定會時時護祐我們，走上光宗耀祖成功之

路...，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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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讓未來增添美好的期待
南投竹山兒童教育關懷站志工

自玫瑰啟能訓練中心開啟弱勢家庭學

童課輔服務至今，這幾年來中心接觸無數

弱勢家庭，我們看見許多弱勢家庭面對困

境，大多是無可奈何的接受事實，或是避

而不見的逃避問題，即使有少數的家長努

力想面對家裡的困境，無奈因能力不足或

選擇太少，即使再有心，面對問題卻依舊

無能為力。

中心看見這群弱勢家庭學童潛在的學

習刺激不足下，『不務正業』的接手提供

高支持課輔服務與生活支持，同時給予家

長們關懷支持，陪伴家長們一起面對家裡

與孩子教養的種種難題，看著原本無力的

難題慢慢的迎刃而解，漸漸的我們看見許

多家長開心的笑顏，更看見他們眼中對於

未來多了更多美好的盼望！而博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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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背後默默的支持中心，完成天主交託

的龐大使命！

原本面對精神異常的女兒、無力管教

的外孫，年邁的阿嬤不知該如何是好，只

能努力的採茶、打零工來賺錢，因為全家

的經濟重擔都在自己身上，女兒的情緒、

孫子的功課、破舊狹小的租屋等等⋯，都

遠不如顧飽肚子要來的重要！然而，隨著

持續服務與陪伴，四年後的現在─阿嬤開

心的跟我說，她們快要搬家了，因為另一

個女兒要幫忙買房子給她們住，精神異常

的女兒也持續穩定工作1年以上，雖然賺的
不多，但可以幫忙負擔一些外孫的學費，

看著阿嬤眼裡的笑容，我知道她打從心裡

的開心著、期待著！

面對丈夫的外遇離家，外籍媽媽不僅

辛苦打零工撫養2個年幼的孩子，更要提供
生活費給丈夫獨留下來的雙親，每天辛苦

的工作，母子3人卻只能在名義上的夫家換
來一間小小的房間棲身！透過持續的服務

與關懷陪伴下─2年後的現在，媽媽告訴
我，因為孩子越來越大了，她不能繼續委

屈孩子們擠一起，所以在中心附近找到租

屋處，不久後會搬出來住，日子雖然辛苦

些，但她想努力突破寄人籬下的困境，給

孩子較穩定的生活環境，看著媽媽堅定的

眼神，我知道媽媽不再只是無奈的接受現

實，而是堅強的面對並努力改變生活上的

困境。

歷經這幾年的陪伴與支持，這群還有

許多的故事─我們看見原本對家庭和小孩

漠不關心的爸爸，現在願意努力工作，並

逐步扛起小孩的照顧責任，原本退縮沒有

自信的媽媽，現在不僅找到的友伴支持，

更努力外出工作，不僅拓展自己的生活

圈，也增加了經濟收入，其中的笑容與自

信更渲染著週遭每個人。

因為不捨，所以陪伴，持續支持下，

我們看見許多無助的弱勢家庭正逐步改

變，面對生活上的困境不再只是無奈的接

受，而是願意嘗試其他的可能，試著讓自

己與家人有更加美好的未來，我們更是在

他們的臉上看見，未來充滿著無限的希望

與期待！再次感謝博愛基金會用天主的愛

讓這些弱勢家庭有了改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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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愛的陽光班
雲林四湖兒童教育關懷站畢業生 吳純慧

一年級時莫名其妙被阿嬤帶到陽光班

上課，那個時候我一個人都不認識，但時

間一久我慢慢地融入這個大家庭，與陽光

班的同學們一起吃吃喝喝、唱唱跳跳、一

起出去玩，十分的快樂！

記得一年級下學期時，有一群善心人

士招待我們去台北做兩天一夜的旅遊，都

是免費的呢！其實那個時候，我是一個容

易暈車的人，所以不管有沒有在車上，就

一直吐一直哇，搞得大家都很擔心，幸好

麗桑老師在一旁鼓勵我，而麗華老師陪我

坐在司機旁邊的階梯看著101大樓。回家時
是一位張媽媽把我抱緊緊，從台北安安穩

穩地回到四湖，真的很感謝老師們及張媽

媽，要不是她們，我一定會吐得很痛苦！

這六年來我十分開心，但老實說老師

有時真的很嚴格，但是我知道她是愛我才

會如此，陽光班是我又愛又討厭的一個大

家庭，因為老師和同學有時真的很討厭，

但是卻說不出是怎樣的討厭，其實我真的

很謝謝老師，是她帶著我成長、懂事、讓

我懂得自愛、尊重別人、協助身旁的人和

分享，要不是她才不會有現在的我。

已經畢業的我，心中十分難過，我真

的不想離開這個大家庭，是這地方讓我成

長懂事和有許多美好的回憶，但終究是要

離開的，我絕對會永遠記得這個我最愛的

陽光班。老師，謝謝您！同學我愛你們！

大家要幸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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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
台南羅蘭兒童教育關懷站 威威

我今年九歲，就讀台南復興國小三年

級。從小就是阿公和阿嬤在照顧我，每天也

是阿公辛苦地載我上下學，每當有人問我

最愛的人，我想就是我的阿公和阿嬤了！

阿公只要一有空就會跟我聊天，他總

是告訴我：「考試考不好沒關係，但是我

們要把每天該做的事情都完成，還要當一

個正正當當的人，這才是做人最重要的事

情。」放假的時候也是我和阿公最開心的

時候，我最喜歡和阿公一起去各個地方看

廟會，廟會活動多采多姿，總是讓我看得

目不暇給，還會互相討論那裡的廟會最好

看，真是快樂極了！

謝謝阿公和阿嬤，我知道他們很愛

我，有時候在學校遇到不開心的事情，他

們會告訴我沒關係，我們要快樂的過每一

天，才會有好的事情發生。希望阿公和

阿嬤都能身體健康，長大後換我帶他們去

玩，由我來照顧他們。

這次如果領到獎學金後，希望和阿公

去市場買菜，當個小幫手和阿公一起煮好

吃的東西，讓阿公和阿嬤也能吃很多營養

的食物，這樣他們的身體也會很健康。

威威一年級下學期被檢定出有

閱讀障礙，故在學習上比其他學童更

加辛苦，文字的認知與理解都大大落

後，必須倚靠不斷的練習、複習才能

減少學習上的落差，威威是個學習任

勞任怨的孩子，每天需要花更多時間

才能完成功課，但他總是一字一句慢

慢地抄寫，認真地完成當日的課業絕

不拖延；威威是個有想法的孩子，更

難能可貴的是他非常喜歡表達自己的

意見，願意和他人溝通，這是很棒的

人格特質！此外，威威和一手扶養他

長大的阿公和阿嬤感情相當好，常聽

見他分享在家的點點滴滴，對阿公和

阿嬤的關心慰問更是少不了，是個孝

順的孩子。

感謝林洪易文教基金會和天主教

博愛基金會辦理學童獎學金的申請，

對學童是相當大的鼓勵與肯定。

李虹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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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專案

12月7日天氣驟冷，陰雨綿
綿的早晨，修女們親自製作

西式糕點，一早等著迎接貴

客的到來。在石神父的主禮

下，黑幼龍先生暨夫人、博

愛基金會楊董事長與鄭前董

事長⋯等齊聚中壢的馬達拉上

主與聖母之僕女修會，舉行贈

車儀式及車輛祝福禮，院長

修女致贈禮物以作為紀念，

並感謝恩人的愛心贊助。

感恩黑夫人捐贈車輛得以汰

換老爺車，便於修女們能持

續服務長江耶穌聖心堂和平

鎮聖瑪利亞堂，探訪教友和

社區病患，並協助指導堂區

青年會活動。使修女的奉獻

得以持續，祈願上主賜福。

瑪達拉主僕女修會 

陸淑真修女

愛心奉獻

第一次到博愛基金會位於台

北的辦公室，感覺就好像是

回家，沒有一個辦公室的拘

謹和嚴肅，大家親切的打招

呼，像是一家人。

關懷站重新開辦至今，博愛

基金會一直在後面支持著，

雖然我們經費的來源不光是

博愛基金會，但是長期穩定

的支援和金援，為我們的運

作的莫大安定力量。我們同

在天主的大家庭中共享恩

澤。

我們兩位神父都親自出席座

談會，分享霧峰和太平關懷

站的近況和發展；除了表達

我們是一家人，也展現彼此

合作最大的誠意和感謝。不

管是在什麼樣的位置，孩子

們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謝謝大家。

霧峰關懷站老師 魏文麗

感謝寶貝公司這些年來，於

聖誕節前夕提供餅乾和飲料

給萬華區小德蘭堂的弱勢兒

童、社區貧困和獨居長者及

天主教身心障礙者友愛團。

我們將餅乾包裝成精美的聖

誕禮物。在聖誕節來臨時，

分享給社區的大小朋友。因

為有您們的關懷，讓弱勢家

庭感受到溫情。您們的慈心

散播到每個角落，使凜冽的

寒冬也走成了暖暖春日。

小德蘭堂社區關懷據點 

王秀枝

感謝道聲出版社捐贈童書繪

本，偏遠地區資源缺乏，能

有如此精美童書閱讀，孩子

們相當高興，願天主護祐恩

人平安！

壽豐關懷站 高玉春修女

今年5/1∼9/23單騎勇闖美、
加、日及台灣，共146天、
平安返回台中。感恩我駐外

經文處大使、處長團隊、僑

胞、當地車友、贊助商、博

愛基金會及親朋好友等大力

協助，小弟能持續旅外教堂

朝聖的環球福傳使命暨略盡

國民外交棉薄之力，「讓世

界看見臺灣」。

天馬騎士團 陳敏先

此學期孩童共有20名，其中
低年級11位，中年級8位，
高年級1位；中、高年級有
需求的，以往已經申請過3
位，至於低年級太早申請不

會瞭解其意義，因此今年只

提出兩位，感謝林邦充董事

e-mail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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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醒
為因應「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單

據電子化作業」，請捐款者提

供身分證字號，申報年度綜所

稅時，資料將自動匯入，免附

本會寄發之收據憑證，快速完

成報稅作業。再次謝謝您的慷

慨，天主保祐。

長的愛心及鼓勵，孩子會永

遠感激他。

雲林四湖 黃麗華老師

謝謝給我們六龜申請獎學金

的機會，已安排好申請名

單，洪老師會配合完成整

個程序。11月1日將在台南
老吾老養護中心開始新的使

命。謝謝這3年來給我們六
龜的支持及照顧。彼此祈

禱，主祐！

台南 蔡益仙修女

茲附上吳由裳醫師紀念獎助

學金的申請資料，如有缺漏

請告知，我們再予以補寄。

感恩 貴基金會與林洪易文教
基金會對於我們桃源、六龜

孩子們的關心與照顧！主祐

平安！

高雄六龜 洪正君老師

本中心今年度獎助學金申請

人只有兩位，因其他符合資

格之學童已協助申請其他補

助，為不浪費社會資源，故

不再重複申請，謝謝！

台南羅蘭 李虹敏老師

感謝寶貝公司致贈餅乾和飲

料數箱，將作為汐止書樂幼

兒園孩子們的聖誕禮物，孩

子們收到禮物後一定會相當

興奮，再次感謝您們的愛

心，願天主護祐所有的恩

人，並祝聖誕快樂！

聖瑪爾大修女會台北會院

胡美珠院長

志工

11月23日基督君王節，新
竹教區舉辦特殊傳教月主日

學兒童活動，由志工大隊的

青年志工支援，陪伴兒童玩

團康、進行趣味教理比賽、

包水餃、做三明治及手作念

珠。有大哥哥大姐姐的陪

伴，小朋友玩得好開心，對

教會要理有更深的認識，都

說：「下次我要找同學來參

加。」

新竹教區志工大隊志工每週

五至橫山日照中心陪伴長

者，教他們彩繪花盆、種植

多肉植物，在種植多肉植物

小盆栽的過程中，長者像呵

護小寶貝般細心種植。每一

株植物都是一個生命，一個

希望，期盼盆栽長大，讓長

者每一天都充滿喜悅。

新竹教區志工大隊的志工定

期探訪瑞生長照的長者，將

天主教信仰介紹給臥病在床

的長者。志工告訴長者有位

至高的天父會時時陪伴、看

顧他們，長期臥床長者常感

到孤獨，在得知有天父的陪

伴與看顧，猶如在黑暗中找

到明燈，使他們得到希望與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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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他自立自強，教育養成，再幫別人，社會變更好。
●  基金會一分一毫，認真監督，負責結報，完成專案。
●  專案編號說明  xx-nnn-yymmdd-$$$（Program Coding）

xx：AP  - 愛滋病防治 （AIDS Prevention）
CC - 中心建設 （Center Consturction）
EC - 老人中心 （Elders Center）
FS - 民生物資 （Food Supplies）
HD - 痲瘋病 （Hansen Disease）
MC - 醫療教養 （Medicare）
ME - 醫療設備 （Medical Equipment）
PE - 福傳人員 （Personnel Evangelical）
SC - 心靈重建 （Psychological Conciliation）
VW - 專業志工 （Volunteer Workers）
YC - 青少年輔導 （Youth Counselling）

nnn：地區（郵遞區號）（zip code）
yymmdd：成案年月日 （date started）
$$$：所需經費，以萬元為單位（grant needed, NT x 10,000）

NO.  編　號 案　　由 照　片

253 FS-108-151104-50 TCMF No.18萬華兒童教育關懷站在侯發德神父及孔恩德神父
的愛心努力下成績斐然。孩子與老人互動更能產生許多親情共

生的奇妙效果，為萬華小德蘭堂老人活動據點的運作帶來雙贏

局面。該堂正戮力老人站日照、餐點、文康及居家訪視所需費

用之募集。除了堂區本身之力量外，你的善心更會激勵士氣。

268 CC-1007-161007-120 九年來阿根廷主僕修女們把在桃園兒童教育關懷站的經驗，

帶到菲律賓成立慈愛之家收容及培育無家孤女，至2006年
中旬已收養32位女孩。本案專注於教育經費之募集，每人
每年台幣支出為大學生13,000元、中學生7,000元和小學生
1,000元。修女們感謝您今天的慷慨打造了孤女們的未來。

272 CC-955 -170101-70 台東鹿野至關山原鄉孩子的課後輔導教育及心靈福傳工

作，在教區天主堂神父修女及傳協志工老師們分工合作

下，年年正面引導眾多山鄉隔代教養的兒童。博愛基金會

已將鹿野書屋納入第48原鄉兒童教育關懷站，結合瑪利德
蘭社福基金會的地方善工力量拯救孩子。

274 ME-437-170304-50 在台灣媽祖聖地香火鼎盛的大甲，因地方繁榮，外籍勞工

及外籍配偶密度高，新住民人口年年增加，大甲天主堂的

心靈福傳及兒童教育輔導工作也日益加重。在台中教區的

支持下已成為本會第49個兒童教育關懷站。年度認養、交
通車、圖書室和電腦教室需要企業界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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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FS -546-170503-18 為使部落孩童有機會對電腦有正確的認識及學習相關軟體
的機會，並具備更多的競爭能力。南投中原兒童教育關懷
站欲購置筆記型電腦五台，希望能夠培養部落孩童有能力
透過網際網路，將部落的人文與農產向外推廣，為部落創
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強部落的謀生能力與意願，懇請支
持與贊助！

279 CC-965-170714-800 聖十字架瑪利德蘭社會福利基金會擬於台東大武籌設「天琪
日間失能照顧中心，照顧失能及罹患慢性疾病的長者，從本
年7月開始修繕房舍和建置軟硬體設施，第一期的籌建費用
為800萬元，目前離目標仍有一大段距離，期盼能獲得社會
愛心朋友共同參與和支持，促使台東縣南端的日照中心能順
利運作，讓社區居民能獲得最直接的服務。

280 PE-111-170823-40 目前服務於石牌天主堂西語系團體（Comunidad Hispana 
Católica Taiwán）的李○○。她於105年罹患肝細胞癌合併
肝內膽管癌，在長達一年多的治療期間，雖然身體不適，仍
開朗的穿梭病房，幫助其他病患。目前因癌細胞擴散，醫生
建議盡速進行肝臟移植手術，醫療費用龐大，亟需各界的援
手，感恩！

281 CC-557-170823-50 南投玫瑰啟能訓練中心近期開始辦理弱勢家庭特殊學童課業

輔導。老師以媽媽的角度陪伴孩子，使其獲得愛與歸屬感，

建立自信心與自我認同。透過持續溝通與支持，使照顧者發

掘孩子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並學習與孩子之間的正向溝通

方式，進而提升教養能力與親子關係。南投竹山兒童教育關

懷站已成為本會第50個站，請各位給予支持。

283 PE -100-171122-30 主耶穌基督親臨加納婚宴，變水為酒，使不足的成為富

裕，使豐盛的更為豐盛。這顯示上主對人類的深情大愛，

並使在愛中結合的，獲得美滿的生命。婚姻在天主教會是

一件聖事，對於天主教聯姻，教友與教友共建基督化的家

庭，是一件任重道遠的事。敬請支持天主教友誼教友活動

中心的事功。

285 CC-411-180519-50 自1995年開始，道生會會士傅勞萊神父開辦兒童道理班，
主要服務對象多為單親、隔代教養和重組家庭的原住民學
童，他們長期在生活上得不到良好的照顧，更遑論課業學
習。有鑒於此，2018年2月成立了課後輔導班，服務太平
地區國民小學原住民及弱勢家庭學童，希望在良好的環境
下，有專人輔導課業，藉此補足家庭功能的不足，請支持
No.51台中太平兒童教育關懷站。

290 FS—953-190626-75 台東延平堂區兼管桃源、武陵、永康和鸞山四個天主堂，
轄區廣闊且多山區，蘇佐隆神父於今年1月5日創辦兒童道
理班，對象為小學和國中生，因集中上課，須委託四位志
工從四個地區接送孩子上下課。平時也需拜訪教友和載送
困難於行的長者，參加彌撒及教會活動。若有交通車則可
統一接送且多機動性，目前急需7-8人座和5人座各一部，
感恩愛心支持！

※ 本會網站 www.tcmf.org.tw 詳列所有愛德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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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博愛基金會捐贈芳名錄
社會需要您的光和熱，您的分分捐贈 ＝ 實質愛的傳播

[徵信自108年9月1日至108年11月30日止～感謝您～]
丁念珍                                                      2,000
于玲玲                                                      3,000
中國信託商銀受
託公益信託何麗
梅社會福利基                    

15,000
天天健康廚坊                                                

1,000
天主教道明高級
中學生命教育中
心(高三10全班)                  

2,100
牛天迴                                                      1,000
王力平                                                      600
王巧明                                                      5,000
王巧珍                                                      4,000
王玉香                                                      1,000
王金貴                                                      1,000
王建華                                                      2,000
王瑞珍                                                      3,000
王鳳仙董事                                                  

3,000
王慶同                                                      3,600
司光華                                                      1,500
巨兆開發有限公
司             1,000
田芳華                                                      3,000
安  琦                                                        10,000
朱水英                                                      2,000
朱嘉瑞                                                      10,000
何俊緯                                                      10,000
佘祥磊                                                      1,200
余林春香10,000
余國正                                                      2,000
余崇德                                                      10,000
余麗英                                                      10,000
吳明宗 203,000
吳美錦                                                      2,000
吳華芝                                                      2,400
吳靜芷                                                      3,000
呂秀英                                                      20,000
宋美玉                                                      20,000
李中雄                                                      3,000
李百齡 750,000
李治英                                                      6,000

李阿美                                                      2,000
李春英                                                      1,000
李貞堅                                                      1,000
李得瑋                                                      1,000
李福登                                                      3,000
李震東                                                      30,000
李麗珠                                                      1,000
汪珠玉                                                      15,000
沈  絨                                                        3,000
沈輝煌董事                                                  

8,000
阮美雲                                                      500
周兆平 100,000
周宇濤                                                      1,000
孟莉伶                                                      600
東國榮                                                      300
林幼華                                                      1,000
林廷霖                                                      2,100
林秀蘭                                                      3,000
林金月                                                      1,200
林俊宏                                                      1,800
林冠廷                                                      900
林建中.高碧真                                               

3,000
林昭慧                                                      900
林美蓮                                                      2,000
林祥正                                                      10,000
林智堂董事                                                  

5,000
林義銘                                                      200
邱京蕙                                                      2,000
姜心瑜                                                      1,000
建銘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
施華強                                                      3,000
柔安實業有限公
司           14,000
柯惠娟                                                      10,000
洪志誠                                                      5,000
洪迎春                                                      1,200
洪隆盛                                                      3,000
洪錦蘇                                                      1,000
胡瀚仁                                                      1,500

范瑞玲.謝漢文                                               
601

范維昇                                                      900
范寶祿.范黃習                                               

1,001
修莉鈞                                                      10,000
徐麗玉                                                      1,200

財團法人天主教
聖母聖心會                                    

200,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
天主教會新竹教
區           25,857

財團法人林洪易
文教基金會                                    

200,000

高依馨                                                      200
高思偉                                                      300
高  玶                                                        2,000
常燕生                                                      2,000
張大惠                                                      1,000
張天佑                                                      1,000
張涵鈺                                                      2,000
張淑美                                                      1,000
張惠津                                                      2,000
張掌佩                                                      2,000
張照明                                                      1,000
張蕙蘭                                                      500
梁惇惠                                                      300
梁曼懿                                                      3,000
梅仲虎                                                      3,000
章修琪                                                      1,500
莊為勝                                                      1,000
許王秀蘭  3,000
連微昕                                                      3,000
陳世賢                                                      3,000
陳玉棠                                                      2,000
陳行健                                                      3,000
陳行禮                                                      3,000
陳宏豪                                                      4,000
陳  妹                                                        1,000
陳忠銘                                                      2,400
陳金玉                                                      1,000

陳彥均                                                      1,000
陳秋連                                                      1,200
陳貞祠                                                      500
陳張雪美 2,400
陳敏先                                                      1,000
陳淑美                                                      500
陳敬諒                                                      500
陳新寬                                                      1,000
陳運連                                                      750
陳曉貞                                                      918
陸蘊生                                                      3,000
傅小茹                                                      2,160
傅佩琍                                                      3,000
曾俊皓                                                      10,000
曾淑鑾                                                      2,400
湯英治                                                      3,000
華霖和                                                      1,000
費格微                                                      1,000
馮祝琴                                                      5,000
黃司徒新鳳                                                  

15,000
黃邦彥                                                      3,000
黃奕倫                                                      1,000
黃彥智                                                      14
黃春煌                                                      3,900
黃連三娘 2,000
黃筱惠                                                      500
黃榮輝                                                      2,000
黃翠萍                                                      500
黃鳳珠 100,000
黃蔡幸代     500
黃馨瑩                                                      1,000
楊少儀                                                      2,000
溫淑雲                                                      500
解京燕                                                      2,000
鄒國英                                                      80,000
鼎正有限公司                                                

6,000
廖俊慶                                                      100
精騏有限公司                                                

3,000
趙立珍                                                      3,000
趙啟峰                                                      3,600

鳳  翔                                                        8,000
齊毅誠                                                      1,000
劉文琪                                                      2,000
劉佳儀                                                      2,000
劉承儒                                                      300
劉金吉                                                      1,200
劉宥均                                                      2,400
劉嘉玉                                                      5,000
劉    憲 100,000
蔡千緹                                                      3,000
蔡宇燁                                                      3,000
蔡來春                                                      1,200
蔡儒宸                                                      3,000
鄭玉心                                                      3,000
鄭全強                                                      3,000
鄭淑媛                                                      10,000
鄭碧琴                                                      10,000
盧宜君                                                      500
興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0,000
蕭文範                                                      1,000
蕭志冠                                                      10,000
蕭秀值                                                      3,000
蕭莉莉                                                      5,000
蕭郭玉瑞  1,000
蕭當禮                                                      1,000
蕭翠淑                                                      400
賴幼儀                                                      2,000
賴秀琴                                                      2,000
賴薏如                                                      1,000
戴妤芳                                                      3,000
謝玉瑛                                                      500
謝秀玉                                                      2,500
謝孟真                                                      3,600
羅安娜                                                      1,200
關永中                                                      1,000
藺瑞雲                                                      1,200
藺蘇俊先  2,000
蘇進行                                                      800
蘇誌郎                                                      30,000
蘇撫群                                                      3,000
顧恆湛                                                      30,000

特別提醒：利用ATM轉帳或銀行匯款捐款的朋友，因為開列收據資料無法取得，請多利用郵局劃
撥捐款，如情非得已，請記得來電告知本會詳細資料，以便開列收據，否則只能以無名氏概括之。

寶貝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捐贈琣伯莉寶貝起士小金魚香脆餅96包、琣伯莉布魯賽爾餅乾768包、貝思寶兒覆盆子果茶
330ml利樂包504包，分贈台北萬華、花蓮壽豐和花蓮富里兒童教育關懷站、萬華小德蘭堂老人社區關懷據點、天主教身心障
礙者友愛團、汐止書樂幼兒園和花蓮富里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以上謝謝您的慷慨及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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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壽豐的聖誕祝福



雲林四湖祝您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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