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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基金會關懷站
兒童教育關懷站

宜蘭南澳兒童教育關懷站 劉玉慶神父 03-998-1576 宜蘭縣南澳鄉中正路 37 號（彭秋玉 0971-59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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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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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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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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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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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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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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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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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山特富野兒童教育關懷站 林若望神父 05-251-1640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特富野 211 號（0932-87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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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來義關懷站丹林分站 桑亭亮神父 08-785-0754 屏東縣來義鄉丹林村丹林路 119 號（蔡東堅 0936-25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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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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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兒童教育關懷站 周    戎神父 082-326-444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12 號（殷宇聲 0972-138-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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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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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咏修女 0965-494-503）

馬祖兒童教育關懷站 鄧琪納修女 0933-132-177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 101 號

兒童教育關懷站 / 青少年 
台北萬華兒童教育關懷站 侯發德神父 02-2306-3211 台北市萬華區興寧街 70 號（0918-28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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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霧峰兒童教育關懷站 傅勞萊神父 04-2339-1481 台中市霧峰區民生路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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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鹿野兒童教育關懷站 陳春安神父 089-550-155 台東縣鹿野鄉中華路二段 97 號 2 樓（潘堉菁 0988-268-032）

竹東新事青少年教育關懷站 曾修嫦督導 03-511-0699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72 號 （0932-182-133）

兒童教育關懷站 / 新住民
台中大甲兒童教育關懷站 吳思道神父 04-2687-2063 台中市大甲區甲后路 5 段 652 巷 66 號（0930-157-580）

文化健康站
高雄六龜關懷站 單德崇修女 07-689-5610 高雄市六龜區文興街 65 號（0928-353-222）

埔里文化健康站 司馬添神父 049-299-7670 南投縣埔里鎮北平街 130 號（0921-971-031）

樂合部落文化健康站 陳德夫弟兄 03-888-7063 花蓮縣玉里鎮樂合里 13 鄰 69 號（林晉輝 0911-44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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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張進光神父 03-870-2338 花蓮縣光復鄉富田一街 16 號（周百合 0983-390239）

海外關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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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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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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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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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愛的全體恩人及為愛關心奉獻的同工：平安！

窗外陰雨綿綿，寒風凜冽，人們像包粽子般行動笨重，加之疫情持續不墜，眾人表

情凝重，不禁顯露生活的辛苦，然希望總是存在於心頭，給予生命上必要的動能，稍待

時日，春天來到，那時鳥語花香疫情平穩，即可迎向更好的未來。

日前得知台東瑞士天主教白冷會魏主安神父離開了我們，內心沉痛異常。前年我與

胡執行長參訪本會台東鹿野兒童關懷站及延平堂區，住宿於白冷會院，探望坐在輪椅上

的魏神父，歐修士介紹會院概況令我們十分感動，日前拜讀基督教長老會盧俊義牧師悼

念魏神父一文，更令人了解白冷會這一群神父的偉大奉獻和犧牲，其人生精華的50-60

年建設了早期十分貧脊的台東地區。台灣天主教會以不到1%人口，卻服務全台30%的社

福與學校等機構實屬不易。而本會關懷站在神父與修女的用心照顧下，運作成果令人安

慰。幫助神父與修女們的需求，一直是我們最大的責任，尤其在偏遠山區交通工具最為

重要，因此今年我們的努力目標是達到第100輛車子的捐贈，能有更多團體受惠，也懇

切希望捐贈車子的恩人能早日出現在我們的祈禱中。

本期新增愛德專案為幫助彰化聖家啟智中心即早完成建構家庭支持系統，幫助更多

的慢飛天使及其家庭，今年「0-6歲早療幼兒社區照顧據點」拓展到多處，而田中八分

和二水天主堂因年久失修，為了有更好處所來執行新計畫，修繕整建募款刻不容緩，您

的分分奉獻都為偏鄉帶來希望。本會除了固定幫助的兒童教育關懷站外，至今已成立了

311件愛德專案進行實質募款幫助，對象不分國內外家庭、團體及個人。本會長期默默

付出，以耶穌博愛的精神出發，施行在需要被幫助的人身上，因從未大幅宣傳報導，往

往大部份的人都不認識我們，每每需要藉由特別的介紹，方能使眾人了解本會的運作情

形與成果。

有鑑於疫情長期影響經濟，深刻感受募款困難及會務推動的壓力。今年將籌拍一支

嶄新影片向大眾介紹本會，懇切期盼您的大力幫助，會務方能繼續借由您的力量去幫助

那些我們所關注需要被幫助的人，祈天主百倍賞報您的善舉愛心。

愛，總在灰暗中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天主保祐大家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董事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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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容易的過年
泰北滿星疊星星育幼院創辦人 孫振庭

農曆過年前兩天，星星育幼院的兩位

孩子確診，事出突然，在慌亂中將兩位確

診孩子送醫，醫院馬上安排隔離治療，我

和師母向天主祈求不要再有其他的孩子也

確診，之後，我們立即搬到育幼院的後山

星星鳳梨園，然而似乎沒有依照我和師母

的祈禱，三天後，在交叉感染下又驗出10
位孩子確診，而且都是3-10歲的孩子，我
慌了，主啊！祢要我學習什麼樣的功課？

接著，上主竟然安排師母也確診，我說：

感謝主，祢在跟我開玩笑？我有兩個孩

子，一個三歲、一個一歲多還不會講話，

兒子和女兒每當晚上睡覺前就開始哭鬧找

媽媽、想媽媽了！

開始的那幾天，我幾乎每到天快亮才

能睡。但是奇妙的是，經由天主的安排，

這10位沒辦法打理自己生活的確診孩子，
竟然是藉由師母確診而得到照顧。我跟師

母結婚快10年，我從來沒有那麼想她，我
想她的原因是：希望她趕快治療康復，回

家照顧兒子和女兒，請原諒我的自私。

2月14日情人節當天我在育幼院採了
一朵玫瑰，在隔著鐵絲網將玫瑰花送給師

母，看到師母很開心的收下，非常奇特的

過年。

泰北山區醫療資源十分嚴重缺乏，

因此確診院童就安排在星星鳳梨園隔離治

療，在10度低溫下院童蹲在一起刷牙洗臉
（如圖），看到甚是心疼，這次孩子們恢

復的很快，目前全數康復出院。在這次事

件中，深信天主要我學習的功課就是「順

服」，我就這樣「順服」了，因此也讓我

們彼此更懂得珍惜相處的時光。

每當我們碰到困難時，往往直覺地抱

怨，但是你知道有天主的美意在當中，在此

特別感謝天主教博愛基金會楊景明董事長與

財務長馬修莉薇董事，為我們星星育幼院

奉獻與祝福，我們才能渡過這次的難關。

目前星星育幼院的經費仍迫在眉梢，

需要大家給我們金錢上的資助，期盼大家

能夠給我們機會，我們會永遠記得您曾經

幫助過我們。

3



病患之友會改選 開啟新頁
病患之友會常務理事 黃金瑜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天主教病患之友會

於2月26日（六）10：00假新北投聖高隆
邦天主堂召開第12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暨
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9：30自花蓮、新
竹、桃園及大台北地區的會員陸續報到，

全國會員代表45位，22位完成報到手續，
10位簽署委託書。

10：00主席宣布會議開始，高豫生常
務理事領念會前禱，隨後主席致歡迎詞及

介紹與會人員；接著許明輝秘書長作會務

報告、財務報告、年度工作計畫及審查111
年度「收支預算表」等討論提案。繼而敦

請神師朴圭雨神父訓勉並降福，會議圓滿

結束；休息10分鐘後，進行新任幹部之選
舉工作。

11：10許秘書長宣布投票規則後，開
始投票流程，選舉結果如下：

理事長：黃貞瑪。

常務監事：楊景明。

監事：劉亞峰、周小玉、崔立群和陳

秀花。

常務理事：黃貞瑪、黃金瑜、張秀

英、鄺子傑、郭純德。

理事：高豫生、蔡德生、陳永忠、

謝忠厚、吳若薇、李國強（多默）、鐘義

德、盧秀珍、林鈴聲和鄭明珊。

旋即由神師辦理新舊任理事長交接典

禮，隨後由黃貞瑪理事長召開「第12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宣布人事佈局協
助會務推展。

新任理事長指示，依照111年度計畫
推展業務，3月2日-4月1日以病患之友團
體加入「40天為生命祈禱活動」、3月14
日（一）14：00在協會辦公室召開第1次
常務理監事及各組組長會議，隨後參加生

命祈禱活動；最後討論慶祝台北總教區成

立70周年系列活動，「11月追思已亡者彌
撒」待擬訂日期，恭請鍾總主教定案後，

再討論地點及禮儀等細節。

最後朴神父表示：「謝謝病患之友

會熱忱的醫院志工，因疫情不能到醫院探

望，我們以祈禱求天主能安慰病痛的受苦

者，依賴露德聖母—病人之痊，我們應

多念玫瑰經、朝拜聖體、參與彌撒、多祈

禱；為烏克蘭遭戰火侵襲而祈禱，主祐平

安早日和平！」

神父領念三鐘經作為飯前禱，隨後拍

團體找及用餐，大會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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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打開記憶的窗
　寧園安養院社工組長 劉雯文

程伯伯的家人因擔心他過度封閉而退

化，希望他能多走出家門，到外面的環境

走走接觸人群，故透過長照Ａ單位個管師

轉介至天主教會新竹教區辦理「新豐失智

社區服務據點⸺幸福學堂」。猶記得第

一次見到程伯伯，獨自一人玩著撲克牌，

與其問候毫無回應，不與人互動，剛到幸

福學堂總是沉默寡言、獨來獨往、與其他

長輩或工作人員也較少互動。

剛來上課的第一個月，程伯伯都是

能不講話就不講話，上課配合度也不高，

問他問題也總是點頭、搖頭或是揮手示

意，且耳朵有一邊聽不到，更使他不喜歡

說話。某一天的中午關心程伯伯的近況，

一開始他仍不想說話並感覺緊張，因桌上

的紙盒快用完了，於是請程伯伯一起摺紙

盒，他沒有拒絕，透過摺紙慢慢引導程伯

伯說話，他話不多，但其中一段談話說出

隱藏在內心卻讓人心疼的話：「我討厭我

自己，但我沒有自殺的勇氣，每天我都希

望睡著後就再也不會醒來。」說完後就沒

再說話了…，因為信賴才能讓程伯伯卸下

心防說出內心的話，透過關懷與陪伴，找

出其優勢並給予正向肯定與鼓勵，慢慢撫

慰受傷的心靈，直到他打開心房的那天。

程伯伯是據點裏象棋高手，我們特地

邀請他與其他長輩一起下棋，與林伯伯每

次一下就是半小時以上，程伯伯主動讚美

林伯伯的棋藝很厲害，透過觀察發現，程

伯伯開始主動找林伯伯下象棋；上課時特

別坐在林伯伯的旁邊；下課會提醒林伯伯

交通車來了，並一起搭車回家。

友誼的建立逐漸打開程伯伯封閉的

心，現在程伯伯開始懂得等大家到齊才一

起吃飯，並配合大家的步調。程伯伯來據

點雖然僅有3個多月，但，看到他人際互
動的進步、學習懂得等待及關懷別人，感

謝天主用愛滋潤他的心靈，為他生命開啟

一道光，讓愛溫暖他的心房。家屬也感到

欣慰，家屬表示程伯伯來到據點後改變很

多，很高興能來到「幸福學堂」，也很謝

謝工作人員及長輩們的陪伴，程伯伯的改

變也間接改變家人之間的關係，期待程伯

伯越來越好，越來越快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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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的信念 在偏鄉努力著…
聖家啟智中心主任  劉嘉琪

聖家啟智中心看到偏鄉的需要，在

某些角落依然存在著家庭與社會複雜交錯

的社會問題，可見弱勢兒家庭之辛酸與無

奈，這些慢飛天使也有受教權及平等權，

尤其是0-6歲這個階段是孩子發展的黃金時
期，家長可以透過兒童發展特徵評斷自已

的孩子是否有發展遲緩的問題，當發現孩

子可能發展遲緩時，應儘快接受早期療育

服務，讓孩子更能參與社會，我們知道其

重要性，但要怎麼幫助他們呢？我們思考

著我們能做什麼？能提供有需求之家庭什

麼協助，於是我們決定前進偏鄉，將早療

的觀念及訊息及專業團隊服務帶進偏鄉，

走入社區，透過早療據點可使有其需求者

及社區民眾獲得適性之多元服務。

自103年迄今，靖寶童趣屋早療據點
在這6年來開辦許多個別課程與社區親子團
體課程，除了讓當地民眾認識資源外，也

希望藉由課程增加親子間的互動、提升親

職技巧，獲得在地居民的肯定及支持，服

務的過程中，每位家長的甘苦談，生活中

總是驚大於喜，說起生活中的種種，儘管

眼眶泛紅，仍可看出為人母的堅強，但也

有很多服務的家庭，因為有這樣特殊的孩

子，夫妻之間常為了孩子而爭吵，慢飛天

使沒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只是他們

需要多一點陪伴、多一點耐心、多一點愛

心，聖家長年致力於提供所屬家庭成員們

心靈上的輔導，透過身心障礙家長間的陪

伴和交流，得以紓解平日照顧孩子的高度

壓力，陪伴早療的孩子是條很漫長的路，

當一般家庭期許著孩子能有所成就時，慢

飛天使家長們只希望孩子能學會生活自理

的技能，在家長年邁時，可以照顧自己，

這是他們最微小也是最深的期盼，這麼長

年來的陪伴，為的只是那麼小的期盼，這

時我們發現原來我們所做的太微乎其微

了，只能盡更大的努力去幫忙與連結，也

堅持做家長的堅強後盾，因為家長才是在

推動早療中扮演最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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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博愛基金會」對聖家啟

智中心的照顧與關心，連續兩年幫忙募得

很大的善款，讓我們順利從原本提供早療

服務但常淹水的永靖地區-靖寶童趣屋遷
置於同樣是偏遠地區大村天主堂，命名為

「村內一家遊戲屋」，持續提供服務，在

服務過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位孩子，

他因出生時腦傷，造成發展遲緩，不會爬

也不會坐，幾乎全攤在床上，他的視力微

弱，聽覺很敏感，常因外界的一點聲音受

到驚嚇，容易情緒激動，因而引發呼吸急

促、甚至癲癇發作，媽媽在長期照顧下，

更是心力交瘁，在家訪時，媽媽流著眼淚

拉著老師的手，哭泣述說：「救救我的孩

子」，聖家早療據點專業團隊一起進到家

中，用適合小恩的方式，帶著小恩學抬

頭、學翻身、學坐、學咀嚼食物、接受各

種感官刺激，多年下來，小恩不再如此抗

拒外界的刺激，也能望著愛他的媽媽，用

他獨特的聲音做出回應，能坐著玩他喜歡

的玩具，媽媽很感恩的對專業團隊表示：

我沒能力帶著孩子出門去醫療院所治病，

感謝您們願意走進來陪伴著一起照顧、保

護，孩子才有辦法進步那麼多，這個案只

是服務中的其中一個，我們執著在照顧早

療孩子的崗位上，堅定不移，為的是希望

能藉由此服務，幫助更多的慢飛天使及其

家庭。

感受到我們在永靖、大村地區所服務

的偏鄉家庭與孩子成長的感動，聖家更是

發現在其他鄉鎮偏鄉地區，有許多需要幫

助的早療孩子及其家庭，所以111年將早療
據點拓展到員林市、田中鎮、社頭鄉、二

水鄉、埔心鄉，讓我們的服務到達更多的

地方，編織一張綿密的早療資源網絡、建

構家庭支持系統，提供近便性、連續性、

多元化及整合性的福利服務，秉持著不

放棄任何一個孩子的信念，不管再怎麼辛

苦，只要把孩子放在對的位置上，他都會

發光。

懇請各界給予協助挹注「田中八分天

主堂、二水天主堂房舍重建基金與早療設

備設施」，幫助偏鄉6歲之前有功能受損或
遲緩現象的嬰幼兒，愈早在治療的黃金期

給予補救，可讓發展遲緩之兒童減少未來

形成障礙的可能性或是減輕未來障礙的程

度，您的一分奉獻會帶給偏鄉一個長遠的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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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僕樂盼夢想成真
主僕兒童教育關懷站

如果夢想是美麗的花朵，那麼追夢的

過程就要一步步地播種、灌溉、施肥；如

果夢想是時尚的衣裳，那麼追夢的過程就

要一步步地選布、剪裁、縫製。

關懷站的創立是一個美麗的夢想，也

是我們努力追尋的理想，夢想和實踐搭了

一道繽紛的彩虹，如今，我們站在彩虹的

一端，笑的很滿足！很燦爛！回想追夢的

歷程有甘苦、甜美，隨時等待適當的時機

要讓夢想高飛，大家憑著一顆熱誠的心，

不畏艱難的毅力，摔跤時，笑一笑，再

來；達不到心中所期許，還是笑一笑，再

來。希望揮舞出神奇，只要有心，只要不

放棄，只要懷抱著夢想，相信就能夠遇見

美麗的驚喜。

兒童關懷站成立十一年以來，為我們

平淡無奇的生活，帶來豐富的色彩，一個

機會，讓我們找到陽光的出口！也扭轉出

不同的人生！因為，與天主的邂逅，在關

懷站認識了很多朋友，心靈上也感到很踏

實，在這裡我們互相關懷，互相體恤，打

破疏離，打破冷漠，關懷站存在著人性之

美，在這裡充滿感激和感動，彼此坦誠相

待，我們要把這暖暖的人情珍藏在心底，

愈積愈厚；愈來愈多…細細品嘗咀嚼！

神父尊重生命，讓我們體會生命的可

貴，今天希望和機會在我們的手中，讓我

們了解真正的愛包含規勸和引導，讓關懷

站的天使感受到愛在生命中滋長，至高的

心靈也存著無窮的價值。天主是關懷站的

「守護神」，因為祂細心的呵護，濃濃的

愛心蘊涵著我們被關愛的幸福，我們覺得

自己很幸運，能一直與愛為伴，對人生更

懷抱著樂觀也不懈地努力。

關懷站裡國小生約有二十位，國中

生約十位，一群可愛的小朋友，我們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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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寫作業，教導他們知識也陪著他們玩

耍，每次看到同學們展開如花朵般的笑

靨，聽到呵呵的笑聲盪漾在空氣中，老師

們就覺得很踏實！很滿足！關懷不一定要

用金錢，用滿滿的愛心也能帶來暖暖的每

一天，站內的孩子個性活潑，容易與人相

處，興趣廣泛，喜歡嘗試新鮮事物，不

過，缺乏自信，慶幸的是，老師的協助幫

忙，他們承認自己的價值，在肯定的樂譜

中，也找到努力的節拍，不致於變調、走

音，也懂得發揮自己的優點，改善自己的

缺點，關懷站裡的「小太陽」耀耀生輝，

散發光芒，帶給人溫馨與希望。

孩子大致上的學習狀況都還不錯，像

小星108年暑假來時完全不會拼音，現在已
經會用比較慢的速度拼讀國字，也會認寫

許多國字，這樣的進步也給了我們很大的

鼓勵，有少數學生像小升、小霆、小渝，

由於家庭因素，致使孩子無法靜心學習，

因而造成課業成績或學習態度上的起伏變

動相當大，在這個部分，除了找孩子溝通

安撫，也會在家長接送時，請家長多留意

孩子的狀況。對於孩子在校的學習狀況，

學校老師多會透過聯絡簿，讓家長和關懷

站的老師了解孩子在校出現的不當行為，

像小霆在學校會未經同意拿同學的文具，

小渝常有些小動作弄傷同學…我們透過這

些訊息，私底下找孩子了解，並說明這些

不當行為所造成的後果，經由這些溝通管

道，讓孩子有更好的品德教育。

目前接送孩子與關懷長者的交通車

車齡已逾15年，處於完全罷工的狀態，
神父只能騎著機車穿梭於各處服務教友，

急盼善心人士能捐贈一輛交通車，繼續作

為照顧當地弱勢族群之用。在這裡，有

「心」，有「愛」，有「毅力」，我們擁

有比任何一個人都積極的雙掌，為孩子擋

住了挫折的巨浪，我們用有力的雙掌撥開

層層的烏雲，互相勉勵點燃了彼此的朝

氣，在這裡可以和心靈對話，恣意地穿梭

在快樂中，遨遊在愛的氛圍中；看著同學

們茁壯成長，昂然地迎向朝陽，我們感激

天主的恩寵，使我們完成艱鉅的任務，滿

心期待，天邊另一顆璀燦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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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站系列8
愛的關懷站 台東鹿野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董事 郭佑任

這次為大家介紹的是台東鹿野兒童

教育關懷站，位於台東縣鹿野鄉中華路

二段97號2樓。
此關懷站成立於2 0 1 7年1月1日，

主要服務台東鹿野至關山地區原鄉的

孩子，在教區天主堂神父、修女及傳協

志工老師們分工合作下，招收來自原住

民、新住民、單親、隔代教養、重組及

經濟弱勢家庭的國小與國中的學生，上

課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學校放學後，課

程以課業輔導、數學加強班、品格教育

和鋼琴課為主。

創立初期以幫助孩子完成家庭作業

為主，其他課程重點教導為輔，並提供

熱騰騰的營養晚餐，因為教室最多只能

容納25～30人，一開始雖僅有10位孩
子，之後人數漸增，教導過程中也發現

部分孩子在品格、思想、行為上出現偏

差，老師都能適時予以疏導糾正。

在初期辦理的過程中面臨許多困

難，晚餐、所需用品、教學教材及想不

到的事旋即接踵而來，陪伴孩子的3位志
工都承受不了壓力而相繼選擇離開，最

後僅剩1人留下來，當時孩子們詢問留下
來的那位老師：「老師，我們是不是以

後都不能來了？老師頓時不知道如何回

答，孩子已習慣下課後的生活環境，很期

待課輔班能持續下去，孩子的天真，打動

了大家，最後靠著老師的勇敢及毅力撐了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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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地方收入十分微薄，除非是公

務和教職人員不愁吃穿用度，其餘以

務農為業都得精打細算，一年兩次的

收穫，若遇天災收成將大打折扣，也只

能接受眼前的事實，教友務農者占了約

80%，割稻機、插秧機、肥料、運送及
人力搬運等等相關費用，都得視收成後

扣除成本，才能將餘下的金額視為年度

收入。為此也十分感謝曾經捐助的所有

恩人們，因為你們讓這地方重新燃起希

望，讓前人種樹的神職人員們，由我們

這一代來延續那份愛的動力，不讓這少

子化的世代，造成未來社會上的問題。

台東鹿野兒童教育關懷站目前有國

小兒童17位，國中生11位，自成立以來
共計培育出120位兒童及青少年，其他因
距離太遠，老師平日無法載送，只能利

用星期日來教導與陪伴他們，藉此延續

照顧更多需要關懷的孩子。

特別感謝5年多的時間裡，默默付出
的恩人們，讓孩子有晚餐一起共享、一

起共讀和一起研究功課。導正了孩子許

多不良的習性，這份喜悅全來自所有不

同地方恩人們的愛與善。

我們也設定短中長期目標作為努力

的方向：

短期   以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生為
主，透過放學後協助完成家庭作業，教

導與陪伴使孩子學會互相學習、分辨是

非、激發潛能、心靈分享、勇於表達自

我內心的世界，也藉由學習音樂紓解學

童情緒壓力。

中期  自成立以來，不僅使不完整的
家庭得到幫助外，也肯定我們的用心與

努力，因此現在將努力招收更多有需求

的孩子，還有那看不見，及隱身於巷弄

內，孤立無援的家庭，正待我們伸出援

助的手。

長期  堂區除了培育這些學童國小畢
業後，甚至升上國中、高中、大學，也

將持續密集的聯繫，在假日、暑假及寒

假時，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跟隨著我

們一步一腳印踏實去做，陪伴更多的學

童，就如同聖經所載，要做世界的光地

上鹽，且發光發熱延續出善的果實，讓

愛苗成長茁壯。

這些都是台東鹿野兒童教育關懷站

長年努力付出的成果，也是天主教博愛

基金會一直全力支持的動力，相信在大

家用心熱情帶領下，台東鹿野兒童教育

關懷站將會更茁壯，幫助更多的學童，

翻轉這些孩子的未來！

博愛基金會需要靠大家的支持，一

起來完成夢想！

博愛基金會愛心碼為「820820」。
於店家消費結帳前告知店員「要捐發

票」，經掃描愛心碼後，即完成捐

贈。如果忘記帶條碼，也可以口述愛

心碼給店員亦能完成捐贈。另外於網

路商店或購物平台消費時，只要在操

作結帳頁面時，點選捐贈電子發票，

並於受贈單位輸入本會的愛心碼 ，同
樣能完成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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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是我「嬤嬤」
台南羅蘭兒童教育關懷站老師  李虹敏

2022年寒假最後一天，忙於開學工作
時，阿勛來到我身邊投下了震撼彈：「老

師～我媽媽昨天死了！」看著他腫脹的眼

眶伴隨著冷靜的語氣，我真不知阿勛難過

與否？當他拿起口袋的手機，備註著媽咪

的來電接起：「阿嬤，有甚麼事情嗎？」

心，疼的難受！

當初阿勛到羅蘭並非學校轉介或是

旁人介紹，是生母重組家庭後的孩子在中

心接受服務，順便詢問而來；第一次接觸

阿勛是個言談表現優秀，並且有禮貌的孩

子，卻看到書包中有學習班的資料，追訪

後我們才知道他有學習障礙的身份，是生

母孕期吸毒早產所致，若非課輔真的很難

相信他是特教生，尤其在各項活動、營隊所

展現的領導風範，總讓師長們讚不絕口！

還記得阿勛說：「很久以前就知道

我的家已經四分五裂了，我不知道爸爸

是誰，媽媽也從來不說，她總是忙著談戀

愛…還好有阿嬤照顧我。」阿勛的懂事是

為了辛苦的外婆，他總不想碰到喝醉酒、

神智不清的媽媽，直到外婆出現，一個像

媽媽一樣照顧他的人，是阿勛的最愛。

透過家訪我們知道外婆對阿勛很嚴

格，常會聽到他惱怒的說阿嬤又拉他的耳

朵，他都快變成小飛象了，更愛嘮叨著做

人處世的道理。阿嬤常感嘆是因為自己教

育的失敗，讓阿勛受苦了，她滿懷著虧欠

承攬下阿勛的成長重擔：「這囝仔只有我

了，日子再苦，也不能讓他餓肚子…。」

起初阿嬤會不好意思地拿學校資料請我幫

她看看，那不知所措的模樣：「老師啊～

我孫子沒有爸爸，媽媽也因為吸毒勒戒不

在身邊，我不識字，這些是要怎麼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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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不得手裡還拿著報名表，阿嬤的眼淚就

掉了下來，看著阿嬤流露隔代教養的困

境，體現了天主設立羅蘭讓祂跟前子民依

靠的恩典。我總不信甚麼相欠債理論，不

是虧欠！是愛，讓阿勛和阿嬤相互陪伴，

相信只要我們能做到的付出，便是自願接

受祂的恩寵。

生母喪禮後我問阿勛想媽媽嗎？眉宇

間略帶憂鬱的回我：「還好ㄟ！」有時看

著他燦爛笑臉背後，很難想像他令人心酸

的家庭故事，對於生母時常遺忘他更是習

以為常，起初他常在學校等到天黑，爾後

我們一步步的教他回家和來羅蘭的路線，

現在他已能獨立的騎自行車往返；三年

前，妹妹樂樂出生，我跟阿勛說這是甜蜜

的負擔喔！貼心、孝順的他深感阿嬤工作

的辛苦，知道照顧妹妹是他的責任，因為

媽媽又進勒戒所了，他不僅幫忙阿嬤做家

務、整理農地，假日更要早早起床，陪阿

嬤到菜市場做生意，阿勛叫賣、找零、打

包樣樣不含糊，是菜市場中令人疼惜的身

影。而我們能做的，是多一點的金錢、物

資補助以及不間斷的關懷，有時辦活動需

要買食材，我們就會相約市場一掃而空阿

嬤的攤位，希望她能早點回家休息，阿嬤

總客氣不收錢，她很感謝羅蘭的幫忙；阿

嬤~是我們感謝你將阿勛教得很好，是妳讓
我們有機會將天主的愛分享予妳！

像阿勛這樣的孩子，無法選擇的生

活，面對家庭弱勢、課業問題及親職化

的身心負荷，他們只能擦乾眼淚，被迫長

大。修女常說：不要拒絕，是天主及弱勢

的他們揀選了我們；有一個羅蘭的家，讓

孩子、青少年放學後不再只有孤單相伴，

伴同跟關懷不是大學問，有人聽他們說說

話給予溫暖擁抱，在下課後到回家前在羅

蘭充電，讓弱勢的他們有能量面對特別有

味的生活才是真功夫。

阿勛說自己對媽媽這個名詞很陌生，

「但是每當我叫阿嬤時，其實我知道，妳

就是我的媽媽。」孩子不要傷心，我們願

牽著你的手伴你一起走，天主是愛，力量

無限大，是這個力量讓我們相信，步上原

生家庭的弱勢循環不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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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我自己

我是吳○鍹，是雲林縣四湖國小四年級的學生，我有一個溫暖的家，有爺

爺、奶奶、爸爸、媽媽和我，我們家並不富裕，但是每一個人都很疼愛我，保

護我，我也愛我的家人。

我爸爸的工作是幫人家挑揀蛤蜊的工人，工作的環境都在海邊附近的魚

池，凌晨一點多就起床去工作了，有時候是凌晨兩、三點，每天的工作時間都

不固定，都是在我睡覺的時候就出門去工作，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才回來。爸

爸在工作的時候都要搬很重的蛤蜊，很辛苦，但是一天的工錢只有一千元，在疫

情嚴重的時候，一個月只有兩、三天有工作，爸爸說沒有工作就沒有錢，我感覺

爸爸好辛苦，我很心疼。

我的媽媽來自大陸，之前她一直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媽媽說她是大陸

人，工作不好找，所以都在家裡做家務，這次有政府輔助的安心上工的工作，

媽媽就去做工了！媽媽每天的工作是打掃與整理公園，一個月只上十天班，所

以薪水也不多，一個月才一萬元，工作只做半天就結束了。爸爸和媽媽的工作

都是在戶外，常常都是風吹雨打，日曬雨淋，讓人很心疼，想想我每天都能在

學校上課，不用擔心錢的來源，感覺自己很幸福。

爸爸常跟我說要讀好書，將來才能有一份好的工作，要不然就要像爸爸和

媽媽一樣，賺的錢不多又很辛苦，我的爺爺和奶奶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常

常要吃藥看醫生。我想我一定要好好的學習，等以後我長大了就可以找一個好

的工作，賺多一點錢，讓我的家人生活得更好，我愛我的家人，謝謝爺爺、奶

奶、爸爸和媽媽這麼照顧我，祝我的家人都平安健康。

來自孩子的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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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余○霖，今年九歲，我家住在最美麗的鸞山村，現在就

讀鸞山國小3年級，我家有五個兄弟姊妹，我是第五個，我的前面
有兩個哥哥和兩個姐姐，爸爸在五年前發生意外已經往生了，媽

媽做臨時工每天都天亮就出門工作，天黑了才回家休息，我的兩個

哥哥也在做臨時工，哥哥們也很辛苦的工作，我的一個姊姊已經嫁

人了，另外一個姊姊在外面工作沒有住在家裡，平常照顧我的人是

媽媽，我每天晚上都會幫媽媽搥肩膀，幫媽媽按摩，媽媽就不會太

累還很舒服，我長大會孝順媽媽，我要謝謝幫助我們家的所有的叔

叔和阿姨，我要感謝大家給我的幫助，讓我和家人在這個寒冷的冬

天還可以感覺到溫暖，○霖真的很感謝你們！我長大一定會好好工

作，孝順嬤嬤，如果我有能力我一定會回報幫助過我的人，我也會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這是媽媽和老師教我的做人的道理。

我是陳○文，現在就讀台南市東區復興國小二年級，我最大的興趣

就是畫圖，我喜歡色彩豐富的圖畫，看到色彩繽紛的畫作總是能讓我心情

很好，每一次畫圖我總能坐在位子上好久的時間，直到阿嬤來催我才會依

依不捨地離開我的創作空間。

在學校我最喜歡的科目是數學，每當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出

解答時，那種開心的感覺，真是很有成就感。我的專長也是「畫畫」，我

喜歡將我的作品收集到畫冊上，一有空的時間就會和阿嬤分享我畫的東

西，有時候阿嬤看到我的創作會笑得東倒西歪，看到阿嬤笑得很開心我的

心情也會變得很好。除了畫畫外，我最大的特色就是喜歡和別人討論分

享，學校和羅蘭的老師都常常稱讚我勇於發表的行為，受到老師們的肯定

也讓我更願意主動表達。

平時，主要照顧我的人就是我最愛的阿嬤，我們感情很好，每天做

什麼事情都在一起，我很喜歡幫阿嬤按摩，阿嬤總是說我按得超級舒服，

我們會在按摩的時候聊天，常常兩個人聊到哈哈大笑。我很愛我的阿嬤，

謝謝她每天照顧我，我也會幫阿嬤做家事讓她輕鬆一點，來回報阿嬤給我

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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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光的隧道  徘徊阿雷佐古董市集
曾廣儀 圖∕文，陳以沛 編輯

義大利導演貝尼尼（Roberto Benigni）
拍了一部感人肺腑的電影《美麗人生》

（La vita è bella），故事述說一位年輕的
義大利猶太人，在一座小山城愛上了他美

麗的 「公主」，而發展詼諧感人有血有淚
的故事，男主角在動盪的時代裡，用樂觀

和勇氣讓觀眾去深思如何用豐富的想像力

去創造一個「美麗人生」！

獲得第71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它，
其中一些經典場景是在位於義大利中部托

斯卡納大區（Toscana）阿雷佐省的首府

⸺阿雷佐（Arezzo）拍攝的。這是一
座特殊的中世紀文化藝術山城，離翡冷翠

僅80公里左右，小城擁有深厚的文化底
蘊，風景旖旎早已成為觀光勝地。被世界

公認著名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之父」

詩人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畫家皮耶羅・德拉・佛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瓦薩里（Giorgio 
Vasari）和中世紀時期發明四線樂譜、音
符唱名和手指記音名的圭多修士（Guido 
d’Arezzo）均為阿雷佐人。

城內的聖方濟各大殿（Basi l ica di 
S .  F rancesco）平時除了彌撒禮儀亦
為國家博物館，內部珍藏許多藝術作

品及溼壁畫，其中最享負盛名的就是

皮耶羅・德拉・佛朗切斯卡於祭台後

方殿堂中的巨作《真十字架傳奇》溼

壁畫。

阿雷佐亦以皮革、金飾設計聞名，是

義大利三色金飾（黃、白、玫瑰金）生產

中心之一，有「黃金之城」（Città d’oro）
的美譽。此城每年六月和九月會舉辦盛

大的「撒拉遜騎士大賽」（Giostradel 
Saracino），是義大利古老的中世紀傳統
節慶之一。

除此，每個月的第一個週末有一個不

可錯過的露天古董市集；走在古老的街道

細細品味，觀玩這些先人留給我們獨一無

二的文化遺產：不論是「古董」或者那些

18世紀工業革命後，由機器取代手工所做
出的「舊貨」，五花八門近800個古董舊貨
攤，讓人目不暇給，像在長空下赴一場歷

史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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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攤位都是一份驚喜，絕對無法想

像下一個攤位賣的是什麼；市集沒有小販

的叫賣聲，沒有喧囂，人們的步伐從容，柔

緩，時不時傳來街頭音樂家的表演，還有香

噴噴的地攤小吃，別有一番風情。整個城市

融在藝術、建築、詩詞、節慶、美食和「精

品」中，讓這山城成為必來聖地。

在市集中偶遇一位來自西西里的愛麗

絲（Alice）。她說，雖不懂古董，但是特
別喜歡這露天市集的氛圍，這兒有一種無

以言喻的自在，每一個人彷彿成了走秀主

角，山城建築成了布景，長長石板路是秀

台。她特別喜歡討價還價的感覺，覺得是

一種溝通藝術，享受一種在大商場無法體

驗的愉悅交流十分有趣！

從 羅 馬 來 的 古 董 商 莫 里 吉 奧

（Maurizio）先生告訴筆者，每次來到這
兒，總是無比地開心。從小就在美的東西

中長大的他，每一次挖掘到一件珍品，都

有一種莫大的喜悅和不可言喻的興奮。與

古董相遇，是一種緣分，需要用心去探

尋，必須要有獨特的品味，遇到看上眼的

物品，那感覺就是一見鍾情時的悸動。但

是，在一見鍾情之前，並非完全是「得之

全然不費工夫」，而是要花心思和時間慢

慢觀賞找尋。那種心情，可以用「眾裡尋

它千百度」來形容。可惜的是，在這與時

間競爭的社會裡，我們都失去了這美好的

享受。他建議來此，最好先做好準備，或

讓有經驗的朋友陪同，因為除了喜愛，也

要識貨！

阿雷佐的古董市集，今年已邁入第54
年，1968年6月，一位著名的古董商伊萬・

布魯斯基（Ivan Bruschi）為了效仿法國和
英國的跳蚤市場所創辦，沒想到這位古董商

能成功地把這露天古董市集介紹給世界。

逛古董市集是一種愜意的享受，它

的美是看得到，摸得到，感受得到。每一

件古董，都代表著對過去的一種情愫，每

一件物品後面都可能擁有著一個動人的故

事，引人遐思，它們穿越千年泛著歷史的

氣息，靜靜擺放在那等著鍾情的你。有機

會，一定要讓時間和心情帶你走進這時光

隧道，來淘一個「曾經」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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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Box
愛心咖啡 助泰北回龍

感謝博愛基金會長年支持

泰北聖愛兒童之家和回龍中

文學校，更感謝透過基金會

捐助的愛心人士對我們的肯

定、關懷及支持。18年來
能持續為泰北清萊泰緬邊境

的村民、院童和學生服務，

非常快樂，雖有許多艱苦困

難，也能在大家的關懷中安

然度過！

學校目前有學生 7 0 0多
位，教師21位，而在聖愛家
長大的孩子中有11位懷著感
恩的心留在回龍中學教書，

補足了志工老師的不足。也

保送了二位高中畢業同學到

台灣念大學，還有20多位中
學畢業生來台灣念高職，給

他們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

因受疫情影響，將近二

年，留在台灣以義賣愛心咖

啡的方式募款，幫助經費不

足的問題。咖啡的品項很

多，新鮮好喝，自用送禮兩

相宜，可以直接聯絡本人寄

送，電話0922-347967或加
LINE，感謝您的愛心。

泰北滿星疊回龍中文學校 

范雲華

台東聖若望天主堂 
修繕工程刻不容緩

延平堂區聖若望天主堂

是舊部落的建築地標，早期

部落的建築物多以茅草、竹

片、木頭為主，聖堂以鋼筋

水泥的材質重建之後，部落

建築也逐漸改以穩固的鋼筋

水泥取代傳統的建築材質，

族人日益重視建構安全的日

常生活環境。

在已故錫質平神父無私奉

獻的福傳生活，部落族人日

漸在信仰生活中，學習到互

助、互諒、互愛的精神。今

日聖堂歷經近60年歲月的
風吹日曬雨淋，年久失修，

建築的外觀與內部均已出現

多處嚴重的壁癌，教友們雖

盡力自行修補，但也只能維

持暫時性完好，始終無法徹

底解決壁癌的問題，此次與

教友討論的結果，決定聖堂

內的牆壁必需進行刮除壁癌

的修繕工程，並加裝木製材

質的木條裝飾，工程款約需

4、50萬元，期盼大家能支
持修繕工程，使大家有一個

健康的活動環境。

台東延平堂區 蘇佐隆神父

欣欣幼兒園需要您的灌溉
愛德專案第306案

花蓮私立欣欣幼兒園今年

已51歲，座落於花蓮最南端
的富里鄉，為聖瑪爾大女修

會所創設。近年因少子化的

關係，目前學生有53位，多
為閩南、客家、新住民和原

住民，家庭皆以務農為生。

本園所屬的大辦公室借給

富里天主堂使用多年，今年

已返還給欣欣，計畫重新裝

修為孩子的多功能教室，操

作蒙氏教學，以後上課將不

會受到風雨的影響。

然因年久失修，屋頂鐵皮

生鏽，屋簷雨水槽漏雨，估

價約需22萬左右，但僅有5
年的壽命，若全部屋頂翻修

換新，則需要2倍的價錢。
而室內整修：地板重鋪、更

換天花板輕鋼架、粉刷牆

壁，電線重整、門窗改為鋁

門窗，並增添室內電扇和冷

氣等。所需費用龐大將近

100萬。

懇請慷慨解囊，欣欣會記

得你們，好的學習環境，將

是欣欣的福氣！

欣欣幼兒園園長 胡月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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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立林神父與
育化民族舞蹈團特展

感恩，去年正式離開職場，

成為自由工作的教會志工，每

天東弄西弄、跑山跑海，時間

過得飛快，希望此次籌辦方濟

會戴立林神父特展，能再凝聚

一些社會的正面能量。

過年期間真的很拚，從綠

茶喝到普洱，又沖了黑咖啡，

希望努力擠出文章。我們經常

覺得平庸，能力有限，我不是

作家，只是坐家的老宅男，但

天主的邀請很特別，趁著連假

向天主開放，選擇想做的，回

應一些邀稿，雖然喝了一堆有

的沒有的，信賴大家祈禱，天

主的恩寵，僥倖能完成。

1968年36歲的戴神父來
到瑞芳，開啟了長達37年的
奉獻生涯，1969年成立「育
化民族舞蹈團」培養才藝。

特展展期2月26日至4月9日
（周日休展），地點在瑞芳

旅遊客廳（新北市瑞芳區瑞

芳街45號3樓），瑞芳火車站
後站出口，歡迎參觀指導。

一切靠上主垂憐與祝福，

願我們都能勇敢傳播福音，

謝謝大家的祈禱。

台北 木頭老師

合同興汽車參訪
南投武界和仁愛關懷站

合同興汽車是DFSK東風
小康總代理，其穩發商用車

是國內唯一一款國產化的輕

型商用雙廂小貨車。合同興

企業注重公益關懷，3月9日
由合同興汽車林正暐總經理

帶領公司同仁，和博愛基金

會胡宏猷執行長一同拜訪博

愛南投武界和南投仁愛二處

兒童教育關懷站，探查當地

需要，以實際行動關心台灣

偏鄉兒童教育。

仁愛和武界關懷站位於

南投縣仁愛鄉，此地是泰

雅族、布農族，和賽德克

族的故鄉，民風純樸，風

景優美。因應山區教育資

源稀少，博愛基金會的武

界和仁愛兒童教育關懷站

分別成立於2005年和2007
年，10多年來照顧當地弱
勢家庭兒童，輔導課業，

規劃原住民文化課程與才

藝學習，以愛與關懷陪伴

孩子健康成長。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多元捐款方式 
讓您捐款更便利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提供多

種捐款管道，使您可以用輕

鬆便捷的方式完成捐款。

若您是中華電信的手機用

戶，您可以直接在手機上輸

入「51222」簡碼，即可捐
款給博愛基金會，捐款金額

可選擇100元、300元、500
元，或是1000元，每人每月
上限為3000元。免手續費，
也無語音通信費，捐款將直

接列入您下一期的手機電話

費帳單，並由本會寄上捐款

收據，感謝您的愛心支持。

--------------------------------

您也可於博愛基金會官

方網站上(https://www.tcmf.
org.tw/)點選「捐款支持」，
使用信用卡捐款，免出門即

可在網站上完成捐款，並收

到捐款收據。疫情期間，為

減少接觸，邀請您多多使用

線上捐款系統。

--------------------------------

若是您使用郵局劃撥和銀

行轉帳方式捐款，請以電話

或是email方式提供身分證字
號，年底本會必將資料上傳

國稅局，您於申報年度綜所

稅時，資料將自動匯入作為

抵稅之用，免附捐款收據，

快速完成報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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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勸募專案

NO.  日期/金額 案　　由 照　片

291
20200118   

❤

600萬

位於泰北美斯樂內鄉的回龍中文學校，小學部校舍

建於18年前，建築整體架構不穩，且窗戶、門、瓦
今已嚴重損壞無法修繕，每當雨季來臨，常有漏雨

和停電…等現象。為了使師生可以安心上課，計畫

改建成三層樓可容納六個年級共300人的新教室，
擬籌募建築基金600萬元。盼愛心人士伸出援手，
幫助山區孩子有安全的學習環境！

296
20201008

❤

86萬元

天主教海星國際移工服務中心服務對象為外籍移

工、漁工等弱勢團體，在台遭遇困境而提供庇護安

置與漁工關懷訪視的工作。主要服務範圍於高屏地

區，偶有跨區服務，盼能募得一輛8人座廂型車，
好讓離鄉背井的移工朋友們，在他國異鄉，能獲得

即時的關愛及協助。

299
20201127

❤

30萬元

外籍漁工幾乎都在環境不佳且空間狹小的船上完成

工作和日常生活。值此冬季流感季節，工作於海上

及港邊的漁工們，保暖衣物不足經常受寒生病，影

響工作，盼望社會大眾支持我們的美意，購買保暖

物資助其抵抗寒冬，也讓台灣的友善傳遞到每位來

台打拼的漁工心裡，感恩有愛人士的協助。

304
20210514

❤

50萬元

自2016年開始，主僕修女會於金門耶穌聖心天主
堂區開辦兒童英文班及兒童夏令營，主要對象為金

城鎮的國小學童。2021年2月底成立課後輔導班，
服務此地區的原住民、新住民及弱勢家庭學童，使

他們在課業上有專人輔導，藉此補足家庭功能的失

衡。期望眾人支持修女的善工。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瑪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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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20210826

❤

95萬元

欣欣幼兒園校舍已建近30年，因經年日曬雨淋年久
失修，鐵皮屋頂多處生鏽破損而漏雨，教室牆壁因

雨水滲透產生壁癌，川堂鐵絲生鏽，還有老舊電線

需汰舊換新…等，必須重做鐵皮屋頂、輕鋼架、天

花板、地板翻修、粉刷天花板與牆壁等，希望給偏

鄉孩子們一個舒適安全的讀書環境！

308
20211029

❤

50萬元

新事社會服務中心從1971年古尚潔神父創立以來，
一路陪伴及關懷著職場弱勢者，我們推展部落及竹

東原住民青少年課後關懷，進行全人發展、早期人

才培育，舉辦多元學習課程、課後陪伴、個案服

務，更重要的是我們用愛填補了許多匱乏的心及家

庭，讓他們的生命得以翻轉，開創有希望的未來。

309
20211202

❤

7萬元

天主教善牧社福基金會所成立的培家中心，服務需

要關懷與支持之新北市年輕爸媽，這些年輕爸媽大

部分處於青少年時期，很多在原生家庭並沒有受到

良好的照顧，現階段又面臨自己要擔負起父母親的

責任。由於工作夥伴提供服務、外出訪視輔導個案

所需，期望為第一線服務的工作夥伴配備公務機

車，在服務工作的往返上更為便捷。

310
20211216

❤

86萬元

桃園大園區耶穌君王堂已成立62年，服務在大園觀
音工業區工作的經濟弱勢家庭，並成立主僕教育關

懷站，照顧弱勢家庭孩子。目前接送學童與關懷長

者的交通車車齡已逾15年，需經常維修，並頻繁出
現拋錨熄火狀況，乘客安全堪憂，急需募集一輛交

通車，繼續作為照顧當地弱勢族群之用。

311
20220301

❤

85萬元

聖家啟智中心計畫於田中八分天主堂、二水天主堂

開辦「0-6歲早療社區據點」。但因為房舍屋頂破壞
殆盡，嚴重漏水、牆面有有壁癌、孔隙、裂縫，危

險重重，急需整修汰舊換新；設備上，需要活動的

桌椅、教材教具、電腦、筆電和裝置冷氣。希冀您

的一分奉獻帶給偏鄉孩子長遠的希望。

※ 本會網站 www.tcmf.org.tw 詳列所有愛德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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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芳名錄
公益救助需要您的光與熱！

徵信自110年12月1日至111年2月28日止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AMERICA 

    1,527,625 
SunHai Hsiang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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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 

          30,000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國三
4全班)                            2,800 
尤智姮            1,100 
巴    凡             980
支嘉玉             980 
方姿琇            1,000 
木木海燕            2,200 
毛綵楹            5,000 
王✽顯            1,100 
王力平             600
王千如            2,000 
王文淵            2,000 
王巧珍            3,000 
王金貴            1,000 
王建華            1,000 
王美娟             300
王美貴            3,000 
王修珩             300
王家仁            1,200 
王家宜           30,000
王婉萱            5,000 
王敏生           30,000
王莉嵐            3,600 
王惠如           37,000 
王進文            1,000 
王瑞珍            3,000 
王耀霆            1,500 
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10,000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50,000 
史訓瑋            3,920 
司光華            1,500 
永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2,000 
田芳華            3,000 
白純瑋            3,000 
石國玉            1,000 
安兆實業有限公司 280,000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                                 20,000 
朱子靜            2,000 
朱丕正           20,000 
朱孟哲           12,000 
朱林月娥            5,000 
朱晨平            1,200 
朱梅仙            2,000 
朱慧芸            1,200 
朴圭雨            1,200 
江冰瑩             300

江旭政            2,000 
江金妹            1,200 
江聖花             980
何✽斐            2,080 
何志偉            3,000 
何昊瑋             980
何林杏蘭            2,000 
何金華           24,000
何    傑           10,000
何聖心           12,000
余迺晞            5,000 
余淑娟            1,000 
吳✽霖            1,100 
吳玉如            1,000 
吳湄雅             500 
吳詩敏            2,080 
吳詩輝           20,000
呂思漢             500
呂德偉           80,000
宋維綱             980
巫育儒            1,100 
李Co. Co             100
李✽珍            1,960 
李大華            4,900 
李中雄            3,000 
李光燾                       100,000
李汪翠英             100 
李沛璇            2,000 
李亞嵐             100 
李宜瑾            1,000 
李幸慈            3,000 
李念祖        100,000 
李武融             100 
李治英            6,000 
李政峯            5,000 
李政緯            1,200 
李柏慧            2,000 
李美智          10,000 
李家慶        200,000 
李國強            4,160 
李國壘          10,000 
李彩霞            2,940 
李淑民             500 
李淳民            1,000 
李陸萍            2,000 
李裕仁            1,200 
李嘉莉            5,000 
李福登            3,000 
李慧真            2,000 
李鄭伊伶已過逝親人 2,000 
杜信賢            1,200 
杜筑生            2,000 
狄稚琅            8,000 
谷莉莉            5,000 
卓國令            1,000 
周宇濤            1,000 
周守民            1,960 
周明宏            3,000 
周修竹             500 

周雪玲            3,000 
周賢坤            1,200 
孟莉伶             600 
林✽璇            1,100 
林子安            2,200 
林月秀            2,000 
林正暐          12,100 
林吉祥            6,000 
林安萍            2,000 
林秀蘭            1,000 
林佳慧          20,000 
林依佩            1,000 
林俊宏            1,800 
林冠廷             900 
林建中、高碧真         3,000 
林春成            1,960 
林昭慧             900 
林美君            1,000 
林貞堅             600 
林哲男            1,000 
林哲東            1,000 
林素珍            1,000 
林唯聖          11,000 
林淑娟            2,200 
林清華            3,000 
林祥正            5,000 
林勝利            2,000 
林惠娟            5,000 
林義城            5,880 
林義銘             200 
林嘉柔            1,000 
林慧珍            1,000 
林錦燕            5,000 
林舉嫻          10,000 
社團法人台灣安平仁愛會 

         50,000 
邱世宗            1,500 
邱如喻            1,960 
邱英美             100 
金衍慶、吳福琴         3,000 
侯冠宇            1,000 
凃榆政          20,000 
姜忠良            2,000 
施華強            3,000 
柔安實業有限公司   10,000 
洪映軒            2,000 
洪郁欽            1,000 
洪隆盛            3,000 
洪裕明            2,000 
洪鈺慧        100,000 
洪德祥        200,000 
洪錦色            1,000 
洪錦蘇            1,000 
胡若琳             980 
范✽璁            4,900 
范國欽          10,000 
范維昇             300 
范    鮫          50,000 
倪雲鵬          50,000 

唐    ✽            2,940 
唐佐幸            2,000 
唐啟華            1,200 
孫盛義          50,000 
峰馳有限公司            1,600 
徐心蘭        100,000 
徐世珠            1,200 
徐玉素            1,000 
徐粹青            4,000 
徐    蓁            6,000 
翁婉如            1,000 
袁宇熙            1,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高雄教
區附設屏東縣私立海星幼
兒園                                2,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龍山
寺                                80,000 
財團法人台新銀行公益慈
善基金會                    20,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
新竹教區                      3,852 
財團法人林洪易文教基金
會                                200,000 
馬✽✽薇          85,060 
馬思源            3,000 
馬茀綺            5,000 
高依馨             200 
高素華            5,000 
高得曦          10,000 
高鍾昆霖、高鍾佩容

         10,000 
高瀾曦          10,000 
堵麗微             980 
崇善有限公司          10,000 
崔珍妮            2,000 
常燕生            4,000 
張✽如             980 
張✽安            2,940 
張✽華            1,100 
張士澎            1,000 
張大惠            1,000 
張天送            2,000 
張幼蘭            2,000 
張光宇            1,100 
張在明            1,000 
張宇紳            1,400 
張孝先            2,200 
張宏賓          50,000 
張希良            1,000 
張秀貞            2,500 
張見甫            1,000 
張松鑌            4,160 
張為竣            1,000 
張玲芬            2,000 
張美言             980 
張述同             500 
張郁若            3,000 
張    茜            1,000 
張涵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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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提醒： 請多利用郵局劃撥捐款，若利用ATM轉帳或銀行匯款，請來電告知本會詳細資料，以便開立收據。

張陳舜芝            5,000 
張掌佩            3,000 
張照明            1,500 
張銘煌            1,000 
張劍晴            2,200 
張燕琴            3,000 
張靜芳、程錫龍、
程健恩、程健安         4,000 
張寶珠             500 
梁玉英            1,200 
梁宸熙             500 
梁惇惠             300 
梁曼懿            3,000 
梁瑞玟            1,000 
梁顏美            1,000 
章修琪            3,000 
莊文聰            1,000 
莊荷華          10,000 
莊麗珠          41,448 
莫季雍            1,100 
許壬涵、許崇聖         1,200 
許志成            2,000 
許志華            3,000 
許淑麗          40,000 
許順登            2,000 
連微昕            3,000 
郭永華            3,000 
郭招蒂            2,940 
郭靜如            5,000 
郭鴻文            5,000 
陳✽君            2,080 
陳✽淳            3,000 
陳✽瑋            1,960 
陳一蕾            3,000 
陳乃立            1,960 
陳九華            3,000 
陳元謀             300 
陳玉棠            2,000 
陳妃燕            3,000 
陳宏豪          10,000 
陳宗祺            5,000 
陳忠銘            2,400 
陳欣原          50,000 
陳治君            1,000 
陳俊遠            1,000 
陳彥均            1,100 
陳昭蓉          10,000 
陳昱君          70,000 
陳玲姿          10,000 
陳盈君            6,000 
陳秋連            3,500 
陳飛欽            1,000 
陳振國          10,000 
陳張雪美            4,800 
陳勝樓             500 
陳惠雪          20,000 
陳朝杞          30,000 
陳萃雯            2,080 
陳雅玲            2,080 
陳義淳          20,000 
陳萱靜            1,100 
陳運連             750 
陳夢菲            1,200 
陳瑠香             980 

陳慧珍            4,000 
陳慧娟            3,000 
陳慶航            1,000 
陳澐品             500 
陳磊仕          12,360 
陳曉貞             918 
陳應池        200,000 
陳韻如            1,100 
陳寶玉            1,000 
陳寶彩          33,000 
陸世玲            1,000 
陸欣生            3,000 
陸敬華          30,000 
傅小茹            2,160 
傅垣允            1,200 
喜樂企業社            2,000 
單忠仁             500 
單宥錂             500 
曾元宏          10,400 
曾家宏          13,200 
曾淑鑾            2,400 
曾路淇            1,000 
曾禎祥            2,000 
曾瓊玉             500 
游劉銀            1,000 
無名氏        107,100 
程鎮邦            1,100 
華子玲          20,000 
覃皓儀            1,000 
費格微            1,000 
超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5,800 
雲羽庭            1,500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國一乙)                         2,000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高一甲                          3,500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高二乙                          2,500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高三甲                          1,500 
馮舜麟            1,100 
馮麗春          21,000 
黃✽✽✽✽連          22,000 
黃玉菁            3,000 
黃安年            2,000 
黃邦彥            3,000 
黃金瑜             980 
黃俊欽             980 
黃信維             500 
黃奕倫            1,000 
黃奕倫、蕭詩菁         1,500 
黃建彰             500 
黃建豪            1,500 
黃春煌            3,900 
黃炳火            4,000 
黃秋金          12,000 
黃美基            6,000 
黃郁嵐          10,000 
黃哲聖            1,960 
黃素嗣             500 
黃啟銘          10,400 
黃淑美            3,000 
黃惠鈴             980 

黃曉玲            2,000 
黃穎文            3,000 
黃瀞儀          50,000 
楊✽明            7,200 
楊✽融            1,100 
楊少儀            1,980 
楊玉梅            1,000 
楊佳芬            1,000 
楊承勳            5,500 
楊美倫             980 
楊哲瑋            2,940 
楊素榮            2,000 
楊維倫             980 
楊適賓          30,000 
楊鎮綱          10,000 
溫生財            1,000 
瑞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葉欣怡            2,000 
葉    榕             500 
解紅祥            1,000 
解清瑜            2,000 
詹月秋            2,000 
詹慶賴            3,000 
路濟亞             500 
鄒兆正            2,000 
鄒劉月娥            5,000 
鄒錫凱            2,000 
鄒錫斌            2,000 
鄒錫麒            2,000 
鄒錫麟            2,000 
鼎正有限公司             2,000 
廖千鶴            1,200 
廖念勤            5,000 
廖晟福            2,080 
廖凱莉            2,000 
廖雅敏            1,000 
廖雍倫            1,000 
管玉華            2,000 
精騏有限公司            3,000 
趙正銓             500 
趙光蓉            5,000 
趙美璇        100,000 
趙啟峰            3,000 
趙培宏            2,000 
趙榮華            2,600 
趙慧平             500 
鳳    翔            8,000 
齊正中            6,000 
劉丹丹            2,000 
劉宜賢             200 
劉怡岑            2,000 
劉宥均            1,200 
劉韋彤            1,700 
劉婉瑩          40,000 
劉陽春            1,500 
劉雅濃            2,000 
劉    鈺          20,000 
劉嘉音          10,000 
劉銀杏            1,000 
劉蕎薇            1,000 
劉燦芬            3,000 
劉麗雲            2,000 
滕✽彥            1,000 

潘杏枝            1,000 
蔡千緹            1,000 
蔡宇燁            1,000 
蔡吳釵越             300
蔡佳勳            1,960 
蔡念萱            2,080 
蔡昕穎            1,000 
蔡金生            3,000 
蔡素靜            2,000 
蔡儒宸            1,000 
鄧錦雪            1,000 
鄭Linda            5,000 
鄭文發            1,000 
鄭玉心            1,000 
鄭玉芬            1,000 
鄭全強            3,000 
鄭安宜            2,000 
鄭俊均            1,000 
鄭啟斌            2,000 
鄭淑媛           10,000
鄭靜瑜           10,000
盧✽嵐            3,180 
盧宜君            1,200 
盧珩睿            3,000 
蕭秀值            2,000 
蕭當禮            1,500 
蕭德英            5,000 
蕭慧霓             980
賴幼儀            2,000 
賴建宇            2,000 
賴曉凡            2,000 
賴薏如            1,000 
錢珍珍             500 
戴彙容            6,000 
謝✽雀             100
謝✽瑾            3,920 
謝✽龍             980 
謝文成            3,000 
謝正浩            3,000 
謝志翔            2,200 
謝秀玉            2,500 
謝孟真            3,600 
謝季媛            3,000 
謝宜君             980 
謝長治             100 
謝美玲            1,200 
鍾珮珍            3,000 
簡淑修            2,000 
顏碧枝            1,000 
顏璞琳             500 
魏婷玫          20,000 
羅菁楨            1,000 
譚岺岺            1,960 
關永中            2,000 
關靄華            5,000 
藺蘇俊先            2,000 
蘇俊義            6,000 
蘇冠甄            1,100 
蘇貞如            3,000 
蘇進行             500 
蘇誌郎            2,200 
鐘義德            1,000 
顧✽玲            1,960 
觀世音菩薩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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