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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基金會關懷站
兒童教育關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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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娟老師 0977-553-804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明月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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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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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淑英 0937-49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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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丹林兒童教育關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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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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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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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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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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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8-286-903 台北市萬華區興寧街 7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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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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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南屯兒童教育關懷站 羅達義神父 04-2389-2731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路 1 號（吳馥如 0921-28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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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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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立可弟兄 54-911-5653-8268 La Pampa 1454, 1-D,Bs As, Argentina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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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敬愛的全體恩人及為愛關心奉獻的同工：平安！

轉瞬間已至十二月寒意漸濃的季節，肆虐全球人類近三年的新冠肺炎已逐漸降

溫，各國國境鬆綁及管控的調整，使人們展開封閉多年的海外旅遊計劃，似乎開始回

歸以往的生活。而美中不足的是俄烏戰爭仍戰況膠著，影響全世界經濟和日常生活。

疫情與戰爭都在我們每日的祈禱中。

時間飛快，博愛明年將屆25年。博愛一貫秉持廣施愛德的精神，在三方面從事

服務的工作。

捐贈愛心交通車：今年9月已捐贈編號第101部的8人座愛心車輛，給予高雄教區

的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刊基全會附設海星國際移工服務中心，協助他們為外籍

漁工及移工們在生活、醫療、讀書、工作、就業及福利上有更好的安排。若干年來我

們的車子也奔馳在偏遠山區、各地社會慈善機構及教會服務場所，幫助各單位接送最

需要被服務的人就是我們贈車的目的。

兒童教育關懷站：日前長期捐助者美國銀行利用一個星期天早上帶著我們萬華兒

童關懷站的小朋友們，參與荒野保護協會在五股濕地的認識及保育的活動，不分大人

小孩所有參與者都度過了精彩充實的半天。在台灣偏遠山區及都會角落，博愛持續幫

助最多達42個關懷站，其間的點點滴滴都曾報導在以往的刊物中。

愛德勸募專案：最近配合新事社會福利基金會，完成於每年募集冬衣送給港口

漁工過冬的活動，當天一早將冬衣親手交付漁工手中時，著實令人十分感動。耶穌

說：「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竇福音25：

40）是值得我們勉勵學習的。到目前為止我們設立了近320個專案，幫助所接觸到的

任何需要幫助的個人、家庭與團體，包含國內外及教內外的對象。沒有特別的條件限

制，能普遍行使愛德工作，正是本會的名稱，不是嗎？

然而博愛是宗教財團法人，除了行使幫助他人的愛德工作外，更不可忘卻本質，

11月25日因應主教團的期許，正式成立牧靈福傳委員會，藉由適當的運作來幫助教會

和自己提昇更上一層樓的耶穌愛世人的精神，也因而廣及他人。

在當前的世界局勢混亂及疫情尚未消除中，祈求天主保祐大家平安！

愛，使人結合毫無畏懼！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董事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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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只給你一隻鞋
摘自網路

在美國，有個小男孩家境貧寒，直

到上學了，還穿著一雙破舊不堪的鞋子。

他聽別人說，聖誕節那天，在任何一家商

店，只要把自己想要的東西告訴天主，老

闆就會代表天主滿足你的要求。

聖誕節到了，他看到一家鞋店的鞋

架上有一排漂亮的鞋子，就走進鞋店對老

闆說：「今天是聖誕節，我特別喜歡這雙

鞋，您能幫我轉告天主把這雙鞋子給我

嗎？」

老闆看了看他腳上的鞋子就明白了一

切，接過鞋子說：「好的，孩子，我這就去

和天主說說。」然後就拿著鞋進裡屋去了。

不一會兒，老闆出來了，不過，手

上只拿著一隻鞋子，交給小男孩說：「孩

子，天主說了，他只能給你一隻鞋子，剩

下的那一隻，得由你想辦法賺錢來買。」

小男孩問：「那我要賺多少錢才能得

到另一隻鞋呢？」

老闆說：「兩美元！」

小男孩說：「那好吧，我想辦法回

去賺錢，不過那隻鞋子你一定得給我留

著！」

「放心吧！」老闆笑了笑說。

小男孩回家後，靠撿拾廢品攢夠了

兩美元後，就高高興興地跑到那家商店交

錢，老闆邊誇獎邊把另一隻鞋給了他。從

此，他擁有一雙漂亮的新鞋子。

網路分享

小男孩長大後，做過救生員、解說

員、廣播員，後來又進入演藝界，成了家

喻戶曉的明星。並於1980年當選為美國第

40任總統，他就是羅納德‧雷根。

在總統任期內，有一次，記者問起對

他成長影響最大的一件事是什麼？雷根談

到了兒時那次聖誕節祈求天主賜予他一雙

鞋的事。他說：「後來我才知道，那雙鞋

子的原價是38美元，一半的價錢也要19美

元，老闆只要我兩美元，不過是想讓我明

白一個道理：天主不會給你想要的全部，

他只會給你一部分，還有一部分要靠你自

己的努力去爭取。」

天主給誰的都不會多，也不會少。天

主給你一部分，還有一部分要靠你自己的

努力去爭取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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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基金會長新芽再出發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今年台灣地區主教團秋季會議期

間，主教們特地撥冗許可博愛基金會於

11月2 3日晚上報告會務，楊景明董事

長、黃金瑜常董分別報告現況挑戰及志

工計畫，主教團主席李克勉主教及主教們

都紛紛給予博愛基金會許多期許，其中最

重要的是遵照教宗「共議精神」及「同道

偕行」的呼籲，在現有24年的美好努力

成果基礎上，作一些制度方向的革新與組

織架構的改變，藉由慈善工作的外展，勇

敢呈現天主教的特色，更能在社會發揮福

傳的特色。

博愛基金會遂於11月25日召開第九

屆第一次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鍾安住

總主教、劉振忠總主教、李克勉主教、黃

兆明主教都以監察人身份親自出席指導勉

勵。會中通過博愛為健全基金會全國性宗

教財團法人設立目的，增設「牧靈福傳委

員會」，以展現博愛基金會神恩使命。

博愛原設立「資源開發委員會」及

「志工委員會」，通過增設「牧靈福傳委

員會」係依內政部110年7月公布的「審

查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

點」第二點，宗教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所

定目的、宗旨及業務項目，以傳布宗教教

義或促進宗教發展為主」。

因此博愛基金會特別安排曾於2003

年至2006年擔任全國教友傳教協進會主

席的范姜群暐常董（木頭老師）擔任本次

增設牧靈福傳委員會的召集人，俾與全國

及各教區教友傳教協進會合作，支持文字

福傳、校園福傳、媒體福傳等工作，共同

促成推動牧靈工作及舉辦福傳活動，不但

展現博愛基金會的神恩使命，也呼應主教

團福傳委員會「加強全國福傳的力量，培

養天主子民同道偕行的教會意識與福傳能

力，…，以言以行，為基督作證，宣講福

音，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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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銀濕地生態學習之旅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多年來，美國銀行溫暖支持天主教博

愛基金會的兒童教育關懷站，美銀志工們

更為孩子們舉辦許多知性出遊活動，拓展

他們的生活視野。這兩年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響，這樣的活動暫停舉行，好不容

易今年疫情趨緩，美銀志工們即為萬華關

懷站的小朋友們，規畫了好玩有趣的濕地

生態學習活動。

在11月底的周日，美銀志工們、萬華

關懷站的老師、學生和家長們，以及博愛

基金會的董事長、執行長和辦公室同仁，

浩浩蕩蕩一行人來到五股溼地生態園區，

參加荒野保護協會的定點導覽。沐浴在和

煦秋陽的照耀下，孩子們聆聽荒野志工老

師的講解，觀察水鳥、鷺鷥，和招潮蟹，

學習認識濕地中豐富的動植物生態。而最

讓孩子們興奮的活動，是換上雨鞋走入泥

塘，拿起耙子拔去多餘水草，好為水鳥增

加更多的棲息空間。

水塘中儘管水深不及膝，但是池底軟

滑厚實的泥濘行走極為不易，一不小心，

腳下沒踩穩，就會跌進泥中，更常見的，

是雨鞋陷入泥巴，拔不出來無法脫身。只

見孩子們亦步亦趨，初次體驗在泥巴中行

走的感受，有時候小朋友的雨鞋深陷泥

中，旁邊美銀的志工大朋友就會前來協助

拔小孩，大家一同並肩除草，感受在大自

然中活動的樂趣，也留下一串串此起彼落

的笑語聲。

一場圓滿活動有賴眾人的參與，美銀

志工們詳盡的行程規劃、溫暖陪伴和準備

點心，關懷站老師家長的細心照料、協助

孩子清洗雨鞋更換衣物，還有荒野志工寓

教於樂的導覽，讓活動順利完成。感謝美

銀志工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們的付出，成就

這場美好活動，為孩子們創造開心愉快的

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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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愛到海星

感謝博愛基金會捐贈公務汽車
    海星國際服務中心主任 楊謙神父

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

附設海星國際服務中心（原名為海星海員

服務中心）是由約翰．唐納胡神父（Fr. 

Joseph Donahue)於西元1968年所創立，

其間曾轉由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服

務，嘉祿傳教會於西元1996年7月1日正式

接手中心，更名為海星國際服務中心，專

心致力於服務外籍勞工及其他弱勢外籍人

士之使命：盡全力協助外籍勞工、海員，

並善盡神職保護、照顧，以及關懷所有處

於弱勢之外籍人士，提供他們安全之庇護

地。在過去十年，本中心經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CLA）正式認可，已收容安置了超

過1600名外勞，其中有部分為人口販運之

受害者。

「服務無國界」――本中心秉持著這

樣的精神，以及天主教慈愛和正義之宗

旨，從服務工作中實踐基督精神，並不分

宗教、種族，協助處於工作弱勢的外籍人

士，使其發展自助助人的能力，維持其基

本生活及工作權益，倡議人性尊嚴。

本中心的管理委員們均是教會、勞

工、社工及管理界等之專家學者；有來自

天主教會具有社會意識之嘉祿教會神父，

亦有熟知勞動法之法律顧問等，在他們的

督導和支持，以及對各領域的認知，使中

心服務品質、數量不斷提升，並能掌握社

會及勞工的脈動和需求，適時調整中心的

服務內容及方式，並與其他台灣外勞關懷

團體，就針對台灣的外勞政策共同給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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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建議。對離鄉背井的外籍勞工而言，在

異鄉受到的各種歧視與勞動剝削，往往使

得他們無處求援，近年來海星國際服務中

心積極投入外勞庇護工作，希望對於受難

外勞提供適法的人道救援與保護。

然而服務輸送不易是其中的挑戰之

一，中心夥伴外出訪案時，無論到人口密

集的都會區或偏遠地區，除了大眾運輸系

統之外，也需搭配汽機車使用。目前海星

中心之公務汽車已逾18年，超過使用年限

過久，經常故障，維修屢次，難以保養，

中心夥伴外出進行訪視輔導時，常有在山

區拋錨或雨天發不動的情形，除了導致後

續交通銜接以及維修費用認列的困難，也

造成案家訪視輔導工作的延誤。中心的經

費一向仰賴政府提供，以民間機構來說向

社會大眾募款一向不易， 財團法人天主教

博愛基金會董事長楊景明獲知海星中心18

年的老舊公務車完全停擺時，當即與董事

曾華明、馬修莉薇合資捐贈8人座客貨公務

車，方便中心人員外出值勤。

對於中心全體人員來說相當雀躍也相

當感謝！在此要向博愛基金會致謝：有您

的幫忙，真好！在9月13日捐贈儀式當天，

博愛基金會的董事長楊景明先生、執行長

胡宏猷先生以及董事曾華明與吳育贊蒞臨

海星中心，海星的夥伴們也介紹中心的業

務相互交流，簡報中心的業務量相當龐

大，5名輔導員，在過去25年內已收容安置

了過三千多名外籍移工，並在各種服務經

驗中，深入接觸許多個案。大部分外籍移

工與其雇主有勞資糾紛，如受雇主不妥當

對待、薪資方面之不合理扣除，或是雇主

違法聘用而使得移工必須轉換雇主，或是

遭受雇主性騷擾、性侵害… 等等。當糾紛

或傷害已造成後，受害之外籍移工在等待

申訴處遇或轉換雇主期間，若仍繼續被迫

居住在原雇主處，恐只會再次受到傷害；

因此由中途安置所或庇護所來確保他們的

人身安全及權利是必要且迫切的。

社工的服務一向不容易，但如果沒

有社會大眾資源的挹注及支持，也很難完

成我們的使命協助處於工作弱勢的外籍

人士，「上主賞識義人的行徑」（詠1：

6），感謝博愛基金會之熱心公益，慷慨

解囊捐車，中心有了新公務車加入執勤行

列，提昇同仁執行公務行車安全，更有利

於業務推動，海星中心也會繼續加強關懷

弱勢。

盼您們給予的

豐厚恩典，未來

在有需要時，

也會回饋到

您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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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失智症長輩的媳婦充滿感激對

我說：「早上只要送我公公搭上日照中心

的交通車，那一刻，我的心情就頓時輕鬆

了起來，又可以卸下照顧的重擔，白天做

自己想做的事！」這樣的心情，也反映了

多數使用「日間照顧服務」（簡稱日照服

務）家屬的心聲。

日間照顧服務，顧名思義即是提供

有照顧需求的民眾白天完整的生活照顧，

服務內容包括：日常生活照顧、生活自理

訓練、健康促進活動、文康休閒活動、護

理保健服務、餐飲服務、沐浴服務、復健

服務、專業輔療活動、節慶活動與社區融

合、社區適應活動、旅遊活動、心靈宗教

活動、家屬諮詢服務等。透過各類活動能

延緩身體機能退化、促進身心健康、提升

自立功能與生活品質，可讓家屬安心上班

或從事個人活動，有效緩解照顧壓力。

日照中心的服務對象中，每一位長者

都有各自的生命歷程與故事，每個家庭

也都有其獨特的發展脈絡與悲喜紛陳，

我們發現透過日照服務，找回了無數家

庭的幸福。

其中，有一對失智症夫妻和照顧者

（重度肢體障礙的長女）的真實故事，激

勵著日照中心工作人員，因為藉由交通車

每天接送這對夫妻來奇蹟之家使用日照服

務，大大改變了這三個人的生活…。

其長女敘說著：「我從小就患有重

度小兒麻痺症，父母親都屬於低收入的老

人，我有4個妹妹都已出嫁，目前只有我與

父母同住。在2015年父母親相繼檢查出患

搭乘奇蹟專車 邁向幸福彼岸

奇蹟之家綜合長照機構日間照顧督導 林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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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智症，再加上父親也患有多種慢性疾

病，頓時我成為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也

是家中的支柱。因父母親皆患有失智症，

我在照顧上壓力非常的大，經常請假分別

帶他們回診看病，平時還要處理父母親

在精神及情緒上的問題。本身已是重度殘

障，在照顧父母上能力有限，計畫跟不上

變化，不知如何安排能使父母親得到好的

照顧，更不知未來的日子要如何過下去？

當時的我非常痛苦又無助。」

後來父親於104年（76歲時）開始使

用日照服務，她繼續說著：「父親第一天

去日照中心時，原本是害怕且拒絕的態

度，但他回家後就開心的說：『去那裡上

班很好，還可以吃好幾餐…。』我心裡很

感動，這是這麼多年來看見父親臉上展現

少有的笑容。之後，他每天都期待著交通

車來接他去中心，一點都不會賴床。」父

親使用日照服務半年後，罹患躁鬱症、失

智症的母親（也領有第一類身心障礙證

明）發生重大意外，經歷重度昏迷及燒燙

傷的植皮手術，母親出院後，也安排到奇

蹟之家接受照顧。女兒繼續說：「中心用

心安排很多課程，從運動、音樂、美術、

園藝等等的課程中，讓長輩們共同學習，

延緩各項功能的退化，現在父母親變得更

快樂、有自信，臉上有了更多的笑容，這

是我從未想過的，真不可思議！中心減輕

了我們家屬的負擔，同時也改善了我們生

活的品質。」

我國今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

17.5%，預計3年後（2025年）老年人口比

率將超過20%，邁入超高齡社會，長照需

求更是急遽增加。奇蹟之家於106年擴充日

間照顧服務收托人數至56人，長者搭乘交

通車的需求也不斷增加，現有一輛8人座交

通車車齡已超過13年，因此亟需購置一部

新的交通車，俾利能安全接送長者至中心

使用日間照顧服務。非常感謝天主教博愛

基金會發揮大愛精神，將奇蹟之家的需求

列入愛德專案，協助募集一部全新8人座的

交通車，讓長者得以安全舒適地抵達日照

中心參與活動，持續樂活於社區中，擁有

幸福的熟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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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站系列11
愛的關懷站 雲林四湖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董事 郭佑任

這次為大家介紹的是雲林四湖兒童教

育關懷站，位於雲林縣四湖鄉中正路509

號，設立於2011年6月25日，此關懷站的

成立是由時任嘉義教區鍾安住主教、神父

及傳協會多年來努力的成果，主要服務雲

林縣四湖地區，來自單親、隔代、經濟弱

勢家庭的國小學生，週一至週五於學校放

學後，安排課業輔導、美術、團康活動等

課程，幫助同學們提升各種能力。

目前雲林四湖兒童教育關懷站的負責

人為吳淑英老師，她是位土生土長的雲林

人，畢業於國立嘉義大學幼教學系，並持

有幼教師證及保母證，秉持著熱忱與愛心

來帶領這群孩子們，目前關懷站共有學生

20多人。

新冠肺炎疫情開始至今，全世界的生

活方式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疫情給

人們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勝枚舉，然而關

懷站依然勇敢適應、快樂生活。

隨著疫情復起，今年六月開始，「雲

林四湖兒童教育關懷站」轉至四湖天主堂

上課，學生們陸續因疫情請假或是休養，

狀況頻仍。慶幸的是，關懷站在此時，依

然擔任起支援弱勢家庭的角色，使學生的

學習不間斷，而無法陪伴孩子一同在家的

家長，可以放心將孩子託付給關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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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課後安親班，除了輔導暑期

課業外，關懷站也安排多元課程如下：

¾¾ ¾益智遊戲：紙牌配對循環與排序、紙

牌配對表格形色合成與分解。

¾¾ 美勞活動：捏陶、繪本創作、沙包製

作、馬賽克貼紙。

¾¾ 語文遊戲：聖經品格教育、故事欣賞。

¾¾ 團康活動：袋鼠跳、躲貓貓、丟水球。

¾¾ 體能遊戲：大小肌肉運動。

¾¾ 科學遊戲：影子在哪裡？旋轉星球。

¾¾ 戶外教學：原鄉劇團（掌中戲）。

「汪洋中的一條船」描述鄭豐喜先生

一生奮鬥的心路歷程，只要有目標肯

努力，天無絕人之路，這是一個令人

感動的故事，讓人學習認識生命的重

要，希望藉由勵志故事，鼓勵孩子重

視生命的重要。

故事藉由掌中戲的演出，讓傳統文化

藝術進入民眾生活中，也讓掌中戲薪

傳永續發展。

¾¾ 沙包的製作：

在活動前，先教導學童如何穿針引

線、打結、平針縫後，再學習手工製

作沙包。沙包完成後，我們帶領學童

一起玩一放雞、二放鴨的童玩遊戲。

經多次練習後，大家都漸入佳境，開

始了解丟接的技巧，配上童謠搭唱，

孩子也愈玩愈有趣，學會自己製作玩

具及體會童玩的樂趣。

¾¾ 繪本創作：藉由故事繪本「棕熊、棕

熊，你在看什麼？」引導學童想像、

創作屬於自己的故事繪本，學童也經

由老師的引導，開始對於想像還有創

作愈來愈有興趣，將想像付諸實現，

對於孩童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樂趣，也

同時可以培養孩子的創作力和想像

力，有助於他們日後的思考模式跳脫

固有框架。

¾¾ 康樂活動：夏令營

課程結束前，因天

氣炎熱，而安排丟

水球遊戲。難得可

以這樣放開玩耍，

孩子們愈玩愈開

心，欲罷不能。我

們這學期的活動也在歡樂氣氛中，完

美畫下句點。

雲林四湖兒童教育關懷站長年付出

的成果，也是博愛基金會一直全力支持的

動力，相信在吳淑英老師的用心熱情帶領

下，雲林四湖兒童教育關懷站會更茁壯，

幫助更多的家庭與學童，翻轉這些學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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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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共伴 愛一直都在

台南羅蘭兒童教育關懷站老師  李虹敏

老師～我一定會考上第一志願，我想

過的不一樣！

8坪大的屋子，在菜市場旁的老舊社

區，沒有屬於自己的書桌，欣欣的成長任

務不是心無旁鶩的學習，要分給照顧妹

妹、幫阿嬤擺攤，但從不抱怨，認真苦讀

拿到市長獎，考上第一志願。

老師～我畢業以後要「加入幫派」了！

單親從父的阿東，在生父頻繁進出

看守所、監獄中成長，是阿祖母的老人津

貼養大了他，阿東說 : 幫派的大哥很照顧

他，有吃有玩還有人陪，而且不會被欺

負；我想～幫派給了阿東家的感覺吧！

每當我問起青年會的孩子們：「你們

覺得讀書的目的是什麼？」他們總會沈默

好久好久，一臉茫然；當孩子人生的選擇

只有「打零工」與「加入幫派」兩種，很

難找到學習二元一次方程式、單字文法的

意義，反之，有目標明確的驅動，他們便

會竭盡所能的借助教育翻轉自我人生。

2022羅蘭畫下服務歷程濃墨重彩的

一筆，我們的青年雙雙考取高中、職校的

第一志願，甚至參加國家技能競賽的殊

榮，一路回首，酸甜苦辣甚是有滋有味的

伴同，因為不離棄的相挺和信任，羅蘭與

有榮焉的分享他們成長的勳章。10年弱勢

兒少工作，早已改寫我對優秀的定義，不

再是成績、排行榜的高低，彌足珍貴的是

找到自己的目標，或是一項養活生活的技

能便是優秀；為了他們人生的優秀竭盡所

能連結並予以支援，帶著一心嚮往幫派的

阿東到成大附中報到，感念該校老師的協

助，讓阿東得以白天在校打工輔以就讀夜

間部，找到生活重心的阿東漸漸離開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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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一張乙級、兩張丙級證照」是

他勤奮練習的亮眼成績，阿東的心已經有

「家」，自己一磚一瓦砌起的牆。

愛的陪伴是最安穩的力量，我們沒有

血緣的親，但我們有主愛的情。國中三年

沒有補習，把握羅蘭課輔時間發問，問倒

來服務的大專老師，當欣欣拿著台南女中

的錄取通知：老師～我做到了！感動而哽

咽著擁抱她：辛苦了！想要反轉的炙熱動

力，讓欣欣咬牙挺過生活的不容易，每天

早起幫阿嬤備料擺攤，伴隨升學壓力，睡

眠時間壓縮至每日不到5小時，看到在教室

振筆疾書的她，不自覺的用力拉扯頭髮，

我知道欣欣已經到了受壓臨界點，當她在

心理師的開導下哭得不能自已，心真的疼

極，半年的諮商與服藥，欣欣的成績不再

起伏不定，也有了科研的夢想，我告訴她

為自己奮力一搏吧！不要擔心學費，羅蘭

做你最有力的後盾！

曾經，升學翻轉是我的信仰，而事

情並不如想像，不是每個孩子都適合且

喜歡讀書，但每個弱勢的他們卻都需要

陪伴；一步步地修正，從教學的主角，

退為輔助角色，以孩子、青少年的專長

為基礎，搭配職涯探索興趣，發展出貼

近生命的伴同計畫，讓他們的成長與未

來有更多選擇。這些能夠跨越谷底，走出

不一樣人生的青少年身上，我們看見一個

共同的特質「韌性」。沒有人願意藉由

經歷不幸來鍛鍊心志，但是當家庭崩解，

弱勢的他們需要有人重新撐起一個「心」

家，這個家最重要的支柱，不是錢、不是

更多學習，而是伴同他們編織生命中各種

正向關係。

夢想可能會給現實讓位，主愛共伴，

不要輕言放棄、降低對孩子、青少年的期

待，從「習得無助」到「我想要更好」，

他們需要看見值得努力的目標，被相信做

得到。羅蘭要做的不是把他們看成被幫助

者，而是幫他們看見自己的能力，把力量

交還他們手上，為青少年生命注入對抗低

潮的強韌，才是由內長出的成長。

13



我是小晴，

就讀於中峰國小

4年級的學生。

我期待美好的事

物能不斷延續下

去，無論是我

的家人、我的

時間、我的音樂，因為這都是我最在乎的

人事物，在中峰國小，我會努力學習，成

為一位有用的人，未來能夠為更多的人服

務，成為他人眼中有價值的人。

南投埔里站國小4年級¾塗○晴

感謝川流文

教基金會，能讓

我領到獎學金，

也在我最需要的

時候補助我，有

了這筆獎學金我

就能拿來繳學

費，或是拿來買家裡的一些家庭用品，就

不用花到家裡的錢，也讓家人比較放心，

我一定會好好用功讀書，好好珍惜這份獎

學金並善用它，我長大也要當一個有愛心

並樂於助人的人。

台中南屯站國中2年級¾王○妤

親愛的資助

人：您好！謝謝

您，給了我拿獎

學金的機會，我

會好好使用這筆

獎學金，也會繼

續好好讀書。祝

身體健康！

雲林四湖站國小6年級¾林○凌

謝謝善牧的

老師幫忙申請獎

學金，更感謝頒

發獎學金的川流

文教基金會，這

筆獎學金對我們

來說非常寶貴，可以減輕媽媽的一些負

擔，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現在不知道要

用什麼方式回報，也許好好努力讀書和學

習，就是對你們最好的報答。這份恩情，

會永遠記在心底。對你們的感謝，不是用

幾句話就能說得完。我的身上承載了太多

的目光，父母關注著我，老師關注著我，

更有遠在異地的你們關注著。我一定會勇

往直前，不負眾望。將來也要像你們一樣

為社會做貢獻並回報。

嘉義善牧站國小5年級¾莊○宇

來自心靈深處的感恩

川流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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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基金會

的叔叔、伯伯、

阿姨們：您們

好！謝謝你們幫

助我申請川流文

教基金會的獎學

金。我把獎學金交給我媽媽，她讓我用來

買文具，剩下的錢她幫我保管。我很喜歡

看課外書，以後我會買一些課外書來讀。

我希望我以後可以當一位老師，讓我的學

生跟我一樣愛看書，再次謝謝你們。

台中太平站國小6年級¾張○玟

感 謝 川 流

文教基金會贊助

我獎學金，給了

剛升上高中1年

級的我，大大的鼓勵和肯定，也支持我更

加有勇氣去實現未來的夢想。自己對於生

物科技相當有興趣，我會朝此目標努力前

進，期許自己有一天能發揮所長，並成為

對社會有助益之人。

台南羅蘭站高中1年級¾吳○莘

我是大園天主

堂兒童站 5年級的

學生小傑，很謝謝

基金會給我機會領

取獎學金，我會更

加努力學習，讓自

己變得更棒！長大

後，做更多有益於

社會的事，相信我一定會做到。

桃園主僕站國小5年級¾黃○傑

大家好！我

是大園天主堂兒

童站5年級的學

生小萱，我獲得

了基金會的獎學

金，謝謝基金會

的幫助，我會懷

著感恩的心，努

力讀書，讓自己

做一個對社會有

用的人。

桃園主僕站國小5年級¾陳○萱

我是陳○妤，

謝謝川流文教基金

會給的獎學金，

我會好好善用這筆

錢，將來好好為社

會工作，成為一個

有用的人。

台中霧峰站國小6年級¾陳○妤

我是曾○清，謝

謝川流文教基金會的

獎學金，我會努力認

真學習做一個有用的

人，也希望以後能回

來幫助課輔班。

台中霧峰站國小6年級¾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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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槽的真意

曾廣儀 圖∕文，陳以沛 編輯

「那夜，在野地裡的牧羊人接到了天

使報來的喜訊，告知耶穌要在馬槽誕生。

之後，有三位賢士帶著黃金、乳香、沒藥

跟隨「東方之星」來到了白冷朝拜，迎接

祂的降臨，見證耶穌化成肉身誕生的事

實。」（瑪竇福音）  

在義大利聖誕期間最具特色就屬聖

誕樹和馬槽，寒冬中聖誕樹依然青綠，如

同教會般萬古長青；而馬槽更加重要，看

似不起眼的餵養動物之處，卻是耶穌誕生

地，無論在任何角落都可以感受到天主的

仁慈和光芒，因耶穌基督降臨而喜悅。

2019年12月1日第一個「將臨期」主

日，教宗方濟各來到離義大利首都羅馬

約一個半小時   車程，只有1600位居民，

名為Greccio的一座峭壁聖地上，教宗在

此簽署了一份「美妙的記號」宗座牧函

（Admirabile signum），為的就是強調馬

槽的價值和其真意。

他說：「馬槽描述耶穌的誕生，簡單

和喜樂地宣報天主之子降生成人的奧跡，

從聖經的字裡行間把耶穌誕生的景象栩栩

地呈現出來，如同活生生的福音。默觀聖

誕故事時，彷如踏上靈性的旅程，被天主

的謙抑自下所吸引；祂之所以幻化為人就

是為了與眾人相遇，我們體會到祂對我們

的愛竟是如此偉大，成為我們當中一份

子，是為了使我們能與祂結合為一。」

牧函還寫著：「聖誕馬槽教導我們

去默觀耶穌，去經驗天主對我們的愛，去

感受和相信天主與我們同在…讓我們學習

聖方濟各，打開我們的心，迎接這簡樸的

恩寵，使我們在驚喜中虔誠祈禱：感謝天

主，與我們分享祂的所有，祂從不會留下

我們孤獨一人。」

而第一位把「聖誕真人場景」帶進

人們生活中的是中世紀時期亞西西的聖人

「方濟各」，他無以計數的聖德一直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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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頌和效仿，連現任教宗上任時也選用

他的名為聖名，其中重要的聖德就是於公

元1223年左右（約中國宋金時期），聖方

濟各來到此山崖，看到此地一片荒蕪，只

有叢林與岩洞，想要找回教會最重要的本

質：「救世主耶穌和信仰的精神」，所以

在彌撒中，與當地居民共同重溫小耶穌誕

生在白冷的當夜，一起體驗當初在最貧困

地方誕生的天主之子場景，因為天主教的

信仰，就是因著耶穌的降生而存在 。

一日特意來到Greccio 聖地，與一位

派任此地的方濟各修士暢談，他表示：托

缽修士「亞西西的聖方濟各」是位愛山岩

的兄弟，對他來說岩石具有特殊意義，因

為他認為大地的褶紋就像天主的傷痕，與天

主同在就是生活在這褶紋中。對聖方濟各來

說，磐石（Pietra），就是天主，他每天都

依靠在「磐石」上，讓天主擁抱在懷裡！

修士強調：亞西西的聖方濟各在他

的聖誕真人場景中，少了一位最重要的主

角，就是聖母瑪利亞。因為記載中，聖方

濟各認為一位做彌撒的神職人員即代表聖

母瑪利亞，在祝聖聖體聖事時就像生下聖

嬰般，對聖方濟各而言，每一次的聖體聖

事就是一個聖誕節，聖嬰耶穌在神職人員

的體內，而祝聖聖體聖事就是讓祂誕生，

來到你我間。 

山洞和馬槽都是一個貧窮卑微的標

記。神父表示：宗教是靈修，是內在的，

祂，耶穌基督，在一個如此的環境下來到

世間，降生在一個人生最底層的環境裡，

象徵著天主的慈愛和恩典是遍及所有的

人。不要忘記，馬槽是一個只要有牧羊

人，就不缺食物和水的地方，也就是說：

只要有信仰，人們不會缺乏愛和希望！

「美妙記號」牧函還寫著：「天主以

嬰孩的方式出現，讓我們可以抱在懷中，

在柔弱中，隱藏著祂創造和轉化萬物的力

量，看似不可思議，卻成為事實。天主透

過耶穌聖嬰，伸出雙手，向所有人微笑來

顯示祂偉大的愛。」

同一個主題，卻千變萬化，一個簡樸

的恩寵，存在於千年不變的故事場景中，

而且流傳成民間傳統習俗。在準備聖誕樹

和馬槽時，就像在與天主進行一次內心的

交談，讓信仰自此生根。

17



e-mail Box
寒冬送暖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自2020

年以來，每年冬天參與天主

教新事社會服務中心的送漁

工冬衣活動。今年12月初，

博愛與新事在北台灣澳底、

馬崗和八斗子等各個漁港贈

送冬衣和棉被給1千2百多位

外籍漁工。

新事社會服務中心長期

關懷外籍漁工，這些來自印

尼、越南和菲律賓等地的漁

工，來台從事艱辛的近海漁

業工作，生活起居完全在狹

小的船艙空間中。也因為船

上潮濕，被褥容易發霉，因

此在寒冷的冬天裡，棉被和

禦寒衣物能為他們帶來些許

溫暖。每份冬衣禮物袋也包

含新事的連絡資訊，讓語言

不通的外籍漁工在遇到需要

就醫或其他困難時，可以聯

絡新事志工得到及時協助。

耶穌說：「你應當愛近人，

如你自己。」希望藉由冬衣

活動關懷外籍漁工，讓他們

在異鄉也能感受到天主的愛

與溫暖。

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雲林東勢聖堂亟需交通車

天主教在雲林沿海偏鄉已

服務60多年，因人口及產
業結構的變化，影響地方的

發展，東勢聖堂已閒置20多
年。

近兩年贖主會越南籍阮

志功神父為深耕在地、關

懷貧困，孤老、婦幼及移

工，積極與社區結合，進

行關懷社區長者、服務弱

勢家庭等工作，讓地方長

輩與青少年增加一處健康

場所，目前在神父的努力

下環境已煥然一新，是鄰

里活動的好地方。

偏鄉地區缺乏公共運輸系

統，弱勢者面臨行的困境，

盼能募得一輛8人座自排廂
型車，讓神父能把天主的愛

再次廣傳，服務及關懷能即

時送達。該公務車將服務台

西鄉、東勢鄉及麥寮鄉；服

務內容有陪病就醫、關懷訪

視、接送活動、物資運送、

聖事服務…等。期望在眾人

的協助下，我們的願望能成

真，願天主報答大家的善心

與付出。

嘉義教區東勢天主堂

來自泰北深山的呼喚

星星育幼院位於泰北偏遠

山區，院童多為泰緬邊界的

孩子，從4至19歲共計24位，

尤以4-10歲的孩子居多，此

處醫療資源嚴重短缺且異常

昂貴，院童的醫療費用必須

完全自費，泰國政府無法協

助像我們這樣弱勢團體。

上星期我們的米桶已經見

底，幸好一位已獨立在外工

作的孩子，請人送來4大袋

白米，及時度過缺糧窘境。

目前星星極力栽培院童參與

種植和養殖，農場裡養有

雞、鴨、鵝，也種植台灣品

種的鳳梨，製作少量鳳梨酥

販賣，目前正嘗試養殖澳洲

龍蝦。星星育幼院深知必須

努力學習農場經營模式，朝

自立自養的目標邁進，這些

孩子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

可是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

未來。

受這場長達三年疫情的影

響，打亂整個計畫，目前我

們已經沒有經費可用，懇請

大家多多幫忙，使星星育幼

院能度過危機。

泰北星星育幼院院長 孫振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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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瑞琳老師安返天家

南投仁愛關懷站創辦人曾

瑞琳老師於111年12月5日上

午11時27分蒙主恩召，平靜

安詳的離開了我們，享壽83

歲。她的離世，除了家人萬

般不捨外，熟識她的好朋友

與學生也相當惋惜。

老師一生致力於部落孩童

課後教育與照顧關懷工作，

更重視族語教學、編撰族語

讀本，教育孩子自己的族

語要能聽和說。時而鞭策原

住民不要看不起自己，要自

尊自重，關心別人就是善待

自己，對於她忠言仍猶記在

心。從老師身上，習得最多

的是她面對困難時，態度冷

靜、意志堅定，以耐心和毅力

突破困境。人與人友好皆因緣

分開始，幸運的是我生命中有

此良師亦友，謝謝您。

曾瑞琳老師一生完成實踐

內心的使命，她已走過這顛

頗又險峻的道路，並將此道

路有好的路徑可行有好的模

式可用，讓後輩願意繼續跟

行的一股善念，因她而永長

在。

南投仁愛站老師 高小娟

新竹志工大隊表揚績優志工

11月19日普世基督君王

節，新竹教區志工大隊表

揚以愛德服務的5位績優志

工，感謝他們在疫情期間，

仍努力以服務堅持信仰、彰

顯基督的愛。

五位志工分別是竹東無玷

聖母堂的高藝瑄姐妹、胡寶

真姐妹、劉謹綸姐妹，及桃

園聖三堂的郭柯春玉和桃園

聖母聖心堂的邵永華姐妹。

其中高藝瑄姐妹以精湛的

裁縫手藝，長期為世光教養

院及長安老人養護中心的住

民製作輔具，讓行動不便的

住民得到安全的保護與生活

的便利，她也以天主教志工

的身份，教導教外的身障人

士太極拳，讓他們從她身上

感受到天主的愛；胡寶真姐

妹和劉謹綸姐妹長期在茁拙

家園協助院方各項工作；郭

柯春玉姐妹在堂區的日照中

心細心照顧年長者；邵永華

姐妹則支援堂區各項活動及

行政工作。

他們無償奉獻，所得愉悅

是其他工作所無法感受與享

有的。

新竹教區志工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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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機上輸入「51222」

簡碼，若您是台灣大哥大

的手機用戶，在手機輸入

「5180141」簡碼，您就可

以直接捐款給天主教博愛基

金會。手機簡碼捐款免手續

費，也無語音通信費，捐款

將列入您下一期的手機電話

費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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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於博愛基金會官

方網站上（h t tp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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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個人

捐款金額上傳國稅局作為抵

稅之用，請您將身分證字號

以電話或是email方式聯絡博

愛，我們即可為您上傳個人

捐款資料。

19



愛德勸募專案

NO.  日期/金額 案　　由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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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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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20220805

❤

100萬元

主顧修女會長期致力於照顧失能或失智的長輩與身

心障礙者。每月平均服務400多位個案及家庭，服
務項目有送餐、居家、喘息、日間照顧、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等。為提升服務品質與長照服務量能，

近年積極規畫於園區內興建三層樓的新家園，總經

費為8,900萬元，期望您的愛心支持使長者得到優
質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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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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20220805

❤

50萬元

南澳國小籃球隊以培育國家籃球棟樑為出發點，透

過有效且具系統性的訓練計畫及課程，在有限的資

源下，逐步培育優秀的籃球選手。隊員人數約25

名，為4至6年級學生。每日以體能訓練與技術訓練

為主，寒、暑假則為專項技術訓練及移地訓練。希

望您能熱心協助使偏鄉孩子完成夢想。

314

20220805

❤

15萬元

南投中原兒童教育關懷站，因為地處偏鄉部落，資

源常感不足。目前因疫情持續延燒，不知何時終

了，學校停課時，採視訊教學，孩子的手機常出現

問題，導致師生上課都很困擾，且因需要照相上傳

作業，請求協助募集平板或手機約需10-15台，期

望您能幫助孩子們度過此困境。

315

20220805

❤

50萬元

台中南屯兒童教育關懷站於2012年12月底因民間自

辦重劃，遭拆除部分建物，因而中止辦理。為讓更

多孩子得到安全無虞的照顧，提升課業學習力，現

已恢復運作3年，設有國小、國中及主日學，招收

來自單親、隔代教養、原住民及新住民的孩子。關

懷站需要您長年認養，給孩子一個求知的環境。

316

20221205

❤

83萬元

奇蹟之家日照服務，長者搭乘交通車的需求不斷增

加，現有車輛車齡已超過13年，亟需購置一部新的

8人座交通車，俾能安全接送長者。為維護長輩上

下車的安全性，另需要加裝手動式電動踏板、上車

的手拉式把手、防水椅套及腳踏墊。希望募集眾人

的愛心完成長輩的殷切期盼。

317

20221205

❤

80萬元

天主教在雲林沿海偏鄉已服務60多年，因人口及產

業結構的變化，使閒置20多年的東勢聖堂，近兩

年在贖主會越籍阮志功神父的努力下，環境煥然一

新，為深耕地方、關懷貧困，孤老、婦幼及移工，

盼能募得一輛8人座交通車，讓天主的愛再次廣

傳，服務關懷即時送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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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1日至111年11月30日止

丁大先 2000

于玲玲 3000

于紀隆 60000

中國信託商銀受託公益信託何麗梅
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00

牛天迴 1000

王力平 800

王巧珍 2000

王卓英 2000

王珅明 2000

王禹深 10000

王望岳 600

王莉嵐 4800

王善漾 1500

王瑞珍 4000

王瑞婉 20000

王瓊萩 2000

王耀霆 1000

司光華 1500

田台軍 1200

田芳華 3000

江翠瑛 2000

何林秀蘭 3000

余品萱 1000

余迺晞 6000

吳竹蓬 1000

吳怡芬 12000

吳明宗 15000

吳國仁 1000

吳湄雅 1500

呂建勳 1200

呂思漢 500

呂德偉 70000

宋麗珠 9600

李中雄 3000

李巧霞 1000

李吉辰 2000

李秀英 3000

李治英 2000

李     芸 1000

李采盈 20000

李采鈺 5000

李則慶 1500

李展旭 150

李啟勛、李莊紉琚 5000

李淳民 1500

李溪清 3000

李德偉 300

李懷英 2000

李麗珠 1200

杜玉李 5000

沈欣怡 5000

沈欣璇 5000

沈     絨 3000

沈葆傑 500

邦迪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3000

周幸生 2000

周雪玲 3000

周聯聲 500

孟莉伶 800

林吉祥 7000

林秀純 10000

林秀惠修女 20000

林秀鳳、林敏勝 20000

林俊宏 2400

林冠廷 1200

林建中、高碧真 3000

林昭慧 900

林柔安 12000

林唯聖 11000

林敏智 2000

林清華 3000

林勝利 3000

林斯萱 200000

林聚萍 1000

林慧珍 1000

林瓊姿 1000

姚嘉琳 2000

姜忠良 2000

屏東縣瑪家鄉聖若瑟堂區            1000

施華強 4000

洪隆盛 3000

洪鈺慧 200000

洪錦蘇 1000

范姜群暐 12000

范維昇 600

范麗敏 5000

修莉娟 10000

凌翠芳 100000

唐佐幸 3000

唐宋企業有限公司 15000

徐雯嫻 20000

徐麗玉 1200

財團法人力仁教育基金會        30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仁珊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300000

財團法人林洪易文教基金會    150000

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金
會                                                     100000

財團法人臺灣省花蓮縣天主教吳甦
樂女修會                                            1200

財團法人鳳山佛教蓮社 10000

馬修莉薇 220000

馬瑜明 25000

高依馨 200

高思偉 400

張大惠 1000

張文文 3000

張世昌 6000

張幼蘭 2000

張志英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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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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美雲 3996

張涵鈺 2000

張淑真 2000

張掌佩 3000

張進光神父 5000

張慈惠 1000

張照明 1500

梁惇惠 400

梁曼懿 3000

理律法律事務所 40000

章修琪 3000

莊文聰 1000

許正雄 5000

許善霞 9000

連微昕 3000

郭永華 9000

郭美悅 5000

陳小玲 3000

陳文生 2000

陳文鏗 100000

陳令佳 2000

陳立德 1500

陳良娟 20000

陳忠銘 1600

陳欣原 50000

陳俊良 2000

陳威光 9280

陳秋連 2000

陳飛欽 1000

陳振貴 10000

陳益明 10000

陳張雪美 2400

陳貴美 5000

陳逸倩 2000

陳葆杭 2000

陳運連 750

陳澐品 500

陳磊仕 60000

陳曉貞 918

陳應池 400000

陸慧生 2000

陸蘊生 2000

傅小茹 2160

彭曲辰 300

掌于繕 1000

曾炤人 1000

曾莉玲 1740

曾華明 12000

曾路淇 1000

湯英治 3000

無名氏 3400

琦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程長和 800000

華霖和 1000

費格微 1000

賀季真 1000

雲羽庭 1500

黃邦彥 3000

黃佳甜 1500

黃金瑜 22000

黃奕倫、蕭詩菁 1500

黃建豪 1500

黃春煌 3300

黃貞瑪 10000

黃崇銘 300

黃榮輝 2000

黃蔡幸代 500

黃馨瑩 1000

楊     星 10000

楊家騮 4000

楊景明 212000

溫台音 10000

萬貽筌 1000

達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166

鄒國英 10000

瑪家堂區水門天主堂 1000

禎立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管玉華 1500

趙辰昇 2000

趙啟峰 3000

鳳     翔 11000

齊毅誠 2000

劉丹丹 2000

劉文琪 1000

劉宥均 4000

劉韋彤 2000

劉嘉玉 4000

劉嘉音 2000

劉榮服 1200

劉縵英 12000

滕慧彥 1500

蔡千緹 2000

蔡宇燁 2000

蔡來春 1200

蔡儒宸 2000

蔡鴻榮 5000

鄭全強 3000

鄭春子 500

鄭啟斌 3000

鄭碧山 1000

蕭玉芬 1000

蕭秀值 5000

蕭當禮 1500

錢珍珍 500

駱郭靜如 1200

謝文成 6000

謝永達 20000

謝孟真 3600

鍾珮珍 1500

廣心師父 100000

魏玉珍 2000

魏陶震華 2000

羅安娜 1200

藺蘇俊先 1000

蘇郭麗珠 100000

鐘義德 1000

鐘萬順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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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級 林湘凌 6年級 吳宜璇

5年級 吳沛皊5年級 吳芸鍹

3年級 吳曼媛5年級 林御囍

6年級 吳淑君

5年級 吳悻瑜

3年級 蔡奇安

雲林四湖兒童教育關懷站

聖
誕祝福



2年級 吳昱瑩

1年級 吳思瑤

3年級 吳秉宸

2年級 吳俞婷

1年級 王彤萱

3年級 吳僑芯

1年級 王姿晴1年級 吳哲宇 1年級 吳品妤

3年級 吳芷綺

1年級 吳御銓

2年級 蔡金滿



我們做不了偉大事，但能用大愛來做小事。

財團法人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2445號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581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27號11樓之1
電話：（02）2341-5260
傳真：（02）2341-5285
網址：www.tcmf.org.tw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劃撥：19247944
帳號：遠東商銀忠孝分行 03100100009019
信箱：tcm.fund@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