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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追夢行動手冊

因為你，我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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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讓宏文、宏元終於知道了什麼是大海；

迷你女孩蓉蓉即便發現自己和他人不一樣，仍能自信快樂；

從小失去父母疼愛的翔翔，在老師的愛中穩定成長；

琦琦雖然要照顧四個遲緩兒弟弟和酗酒的媽媽，

卻仍可以在關懷與守護中，向夢想前進……

新希望基金會─ Drea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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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東、生、光─夢想的四個方向

小太陽計畫

更生重建計畫

東光計畫

曙光計畫

在台灣北、中、南縣市設立課後陪讀服

務據點。資助 500 位屬單 /失親、隔代

教養、低收入戶、外籍配偶等弱勢家庭

孩童之學業輔導、品格教育、多元才藝

課程、英語戲劇活動等。費用包含師資、

課程材料、餐點等。

為東部部落及弱勢孩子們建立就學就養

系統，幫助 500 位國中小學生、高中生

學費、交通費、購鞋補助，由陪讀班據

點供應晚餐與輔導課業陪讀，並於暑假

為青（少）年舉辦一場生命突破與職涯

參訪的「東光夢想之旅」，讓孩子們發

掘自己的夢想，打開視野，探索未來。

參與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台北

監獄、新竹監獄、宜蘭監獄及戒治所等

受刑人教化課程。以成功的生命見證與

感動的詩歌帶入基督之愛，引導生命重

新勇敢面對自己與未來道路。

資助弱勢家庭生活急難金，給予年節慰

問及醫療津貼等；提供清寒學子獎助學

金及教育助學金等；發展國內社會與社

區慈善福利工作等；包含援助災後重建、

關懷銀髮等族群議題。

2018
我們的目標

小太陽
與東光計畫

11,400,000元，
弱勢學童
課後陪讀計畫

曙光計畫

急難家庭
救助、助學與
銀髮關懷計畫

3,000,000元，

更生計畫

100,000元，
監獄受刑人
教化服務工作

勸募活動
整體工作

1,500,000元，
辦理募款期間

各勸募活動與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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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太
陽

計畫

翔翔9歲，小學三年級。

父親在他一歲時離開

他，母親離家。大姑將他

養至 5歲，送回新社的阿嬤

家！那一次，從小沒有父母

的小小男孩，真實地感受到

別離的酸楚；他講不清楚的，

還有被送回的撇棄感，和自

覺自己不好的卑怯！兩年

後，照顧他的阿媽離世！從

此，相依為命的，只剩下 80

幾歲的阿公！

清晨，翔翔會隨阿公上

山，整理祖孫賴以生存的農

田、果園；閒暇，他會陪阿

公一起賣菜，幫阿公吆喝，

幫他看秤！

這樣的翔翔來到新社行

道會小太陽班時，老師和同

學都很驚異，他們嗅著空氣

中的酸臭味，許久才發現，

氣味來自翔翔身上！而老師

在家訪時，更發現，祖孫居

住的小屋，呈現無法形容的

髒亂，當年已經 8歲的翔翔，

還不會洗澡，只將衣服胡亂

換上！原來阿公有愛，但阿

公卻無力管教，只能以最基

每當垃圾車的樂聲，迴蕩在新社的山谷，路邊簡陋的小屋中，總會迅速地衝出一

個孩子，他快樂地跟著垃圾車奔跑，笑盈盈地接受倒垃圾的街坊阿姨、叔叔、婆

婆們的大聲招呼，久而久之，這個喜歡追著垃圾車跑的小孩，變成熟識人口中─

喜歡垃圾車的孩子！

追趕垃圾車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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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方式，打理孫子的生活！

數學不及格，基礎漢字

不會寫，小翔翔成績不佳；

遇見不如意的事便會不停止

地大哭；需要關注；喜歡膩

在老師身邊甚至不想離開，

是翔翔的情緒狀態！但不知

為什麼，這個孩子喜歡垃圾

車，並熟記垃圾分類的方法！

像打開一扇幽深的心靈

之門，年輕的玉雯老師，將

翔翔帶回家，讓他和自己的

孩子一起享受有父有母的家

庭生活，從洗澡、衛生習慣

教起，再進入品格教育和文

化課的提升！孩子依賴玉雯

老師如依賴母親，更在另一

位素貞老師身上，發現外婆

的影子。他告訴阿公，可以

晚點、再晚點來接他，他喜

歡小太陽班的時光，不只是

完成功課，不只是美味的晚

餐時間，他更喜歡這裡的朋

友，喜歡老師們來教導他、

甚至管教他！

因為體會到愛，所以聽

從；因為感受到愛，所以轉

變！

翔翔的轉變是顯而易

見的，以前帶著驚恐不安

的臉，開始掛上笑咪咪的微

笑！他不再因為老師的提

醒、管教而委屈、易怒，他

哭的時候少了，學習成績在

顯著提高，小太陽班愛的環

境、老師們的關心，建立起

他的信任和安全感，自信像

他的身高一樣，逐漸成長！

今年在小太陽美語戲

劇中，翔翔主動要求扮演恐

龍，他戴上紙箱做的恐龍帽

子，非常認真地練習，他對

老師說，我一定要演好牠！

並且因演出賣力、認真，獲

得個人閃亮突破獎！

他是個懂事又感恩的孩

子，玉雯老師搬家時，他帶

上同學主動去幫老師搬家，

像一個小主人似的指揮若

定，因為住過老師家，他熟

悉每一個東西擺放的位置，

並將垃圾分好歸類！

這個孩子，為什麼喜歡

垃圾車？始終是個謎！

直到有一天，為翔翔費

心盡力、到處尋訪、並最終

選擇新社行道會小太陽班的

叔公來訪，才揭開謎底：原

來他不是喜歡垃圾車，而是

喜歡倒垃圾的時間，因為傍

晚時分，當垃圾車的樂聲，

迴盪在山谷間，所有熟識翔

翔的鄰居，會在倒垃圾時，

呼喊翔翔的名字！

只因缺乏一份愛，只因

從小就缺乏父母的關懷，這

個孤單的、被忽略的小孩，

不知如何表達、如何填補心

中的缺憾與傷痛！他追趕著

垃圾車，聽著熟悉他的人，

呼喊著自己的名字，他彷彿

在這種情境中，找到被關愛

的感覺，那是翔翔最快樂的

時刻！

還有多少像翔翔一樣的

孩子，也為了一份得不到的

愛，奔跑在風中？他們，鼓

舞我們奮勇向前，為著這個

世界每一個需要的角落，每

一個需要愛的呼喚的孩童，

多做一點、再多做一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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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太
陽

計畫

瑞瑞就是這樣來到三峽

禮拜堂小太陽班的。總帶著

一抹自信微笑的瑞瑞，是個

聰明的孩子。沒來小太陽班

前，放學後的閒暇時間，他

會和學校、社區的孩子一起

去打籃球。拍著籃球，一路

走，一面嘴裡罵著髒話，他

覺得自己好跩，像 NBA球

員，又像他喜歡的電動遊戲

中的英雄人物！而自己的理

想也是，未來成為 NBA球

員，或成為教習遊戲、擁有

百萬粉絲的直播主！

提到電動遊戲，那也是

瑞瑞的最愛，尤其那些槍戰

遊戲！他羨慕遊戲裡戰無不

勝、勇敢頑強、攻城掠地去

奪取勝利的肌肉男。他喜歡

「傳說對決」中的蝙蝠俠；

「全民槍戰」已經打到 120

級極限，足可與一個成人

玩家廝殺！有時他望著鏡中

的自己，不覺嘴角上揚，露

出一抹斜斜的微笑，他給自

己一個雄壯威武的名字「很

三峽禮拜堂小太陽班的珊妮老師，每次隔著自家窗子往下望，常會看見，對面的

雞排攤，坐著一個孤單的男孩。他有時會拿著紙做的長槍，很帥地耍來耍去，嘴

裡念念有詞。而他的母親，偶而會從雞排攤轉回頭，和孩子說幾句話。原來，他

是珊妮女兒的同學，父親長期洗腎，母親靠雞排攤撐起一家生計，珊妮想，我應

該將他帶到小太陽班來！

雞排王子大變身！ 本文攝影／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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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那是他在遊戲中的

化身，也是他的自我認定，

因為自己，就是遊戲中的英

雄！

因為愛槍戰遊戲，他也

央求父母為他買來長槍、短

槍，更自己DIY，幾張白紙、

一捲膠帶，一挺機關槍就做

好了！這是一個聰明絕頂、

又討人喜歡的男孩！但是大

人們的歡喜中卻也透出幾許

擔心，一個愛暴力遊戲、又

聰慧精明的男孩，他未來的

路會是什麼？

在小太陽班，他極受

歡迎，幾乎所有孩子都跟

隨他，他更和兩個男孩變成

好友，驕傲地宣稱「我們是

三劍客！」珊妮老師拿來他

畫的聖經故事「約拿與大

魚」，色彩鮮明，形象生動，

老師說，他是班上所有繪畫

中畫得最出色、最有邏輯的

一位。瑞瑞在校的成績也居

上游，對於這樣一個學業優

秀、又有特殊愛好的小孩，

小太陽陪讀班還能做些什麼

呢？

傍晚，斜陽照著小街，

夕陽下有玩耍的孩子們！這

是三峽的老城區，比不上三

峽北大有都市的繁華、和台

北新住民的富足氣派，這裡

多的是三峽的舊住戶，房屋

老舊、地價便宜，吸引一些

低收和陸、越新移民向這裡

聚集！

三峽禮拜堂郭志泰傳道特別在教會設立小太陽班照顧當地學童。

瑞瑞的家庭就是如此，

需為生計奔忙，媽媽剛強地

撐起一個家，但爸爸病體虛

弱消磨了許多家庭經濟，對

瑞瑞，他們極盡疼愛，但能

給他的，卻非常有限！

珊妮老師在瑞瑞身上，

看到「培養和引導」兩件事。

她細心又努力地補上不足！

一方面帶孩子們認識信仰中

正確的價值觀，另方面帶瑞

瑞打開視野。

暑期，珊妮帶領孩子們

去看展覽、參加有趣的戶外

活動，讓他認識課業和遊戲

以外的新事物！

今年，瑞瑞參加了小

太陽美語戲劇比賽，不但

開口說英文，更在演出中獲

得閃亮突破獎！暑假中，新

希望基金會的社工吳峻皓特

別到三峽，接瑞瑞來新店行

道會，參加機器人製做的學

習。面對著一堆會動的小零

件，瑞瑞充滿好奇與興趣！

看著他，你也會充滿希望，

一個可造之材，一個找不到

方向的自由生命，可以在悉

心的照料與陪伴中，在基

金會與當地教會的攜手扶

持下，在正直與愛人的教導

裡，奔向未來的光明旅程，

預約一個璀璨的人生！這正

是新希望基金會對每個孩子

的期望！

瑞瑞說，我是一個幽默

的小男孩；我在小太陽班很

開心；我現在不罵髒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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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做的事！愛

每天從台灣東、南、西、北的社區中、小學，接來 1000
個孩子到新希望基金會課後陪讀班，每年近 1.1萬人次
的課陪服務，功課學習與午晚餐、月票、學費補助

等支出，需要高達 1000萬元以上，不只「培
伴孩子」，「培伴他們的家庭」，也是

陪讀計畫中重要的任務。

小太陽計畫 與 東光計畫─ 安心課後陪讀系統

教育師資 +學習材料費 +餐點 +行政費＝ 1,250元 /人 /月

1,250元 /月 *12 個月＝ 15,000 元 /人 /年

您的 1250元 /月或 15,000元 /年的投資

將使一個家庭主經濟者安心工作

並讓我們所愛的孩子穩定課業學習，
使生命健康、陽光地成長。

捐助行動



16 17

東光

計畫

像我們曾經訪問過的諾

諾，琦琦也是學業優秀的學

生。在學校，她是第一名的

常勝軍，英語比賽、說故事

比賽更是頻繁獲獎，問她讀

什麼書，她說她喜歡看音樂

家、科學家的傳記故事，甚

至開始讀一點哲學！

琦琦的媽媽很年輕，26

歲。15歲生下琦琦，又和先

生生下四個男孩。我們去採

訪時，她不多話，只是倚門

而笑，露出被檳榔腐蝕的牙

齒，和我們同去的秀鳳傳道

悄悄介紹說：「媽媽今天不

錯，梳了頭髮！」她並用溫

暖的話語鼓勵媽媽！

來之前，琦琦的清苦身

世已讓人唏噓，媽媽長年酗

酒，幾乎無法照顧自己；爸

爸已步入老年，隨著弟弟們

陸續出生，並都被判定為遲

緩兒後，琦琦也越加辛苦，

變成要照顧四個孩子的小媽

媽！

但上天賜給這個孩子

樂觀和乖巧：「我會幫弟

弟泡牛奶，還會整理家，幫

從嘉蘭往台東方向、靠近太麻里的一條叉路上，坐落著一間鐵皮破舊的大屋。11

歲的琦琦，每每會帶著四個目光呆滯的弟弟，走出家門，坐在對面的矮牆上，望

火車！每一次火車轟鳴著跑過陸橋，她的眼裡都會閃出光彩，火車往哪裡去呢？

山外的世界，她只在書本中看過！

琦琦和她的遲緩兒弟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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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們洗衣服，折衣服！弟弟

哭了，我便哄他們！」有一次

老師來家訪，看到相對整齊的

家，誇獎媽媽，「你越來越棒

了！」媽媽笑而不答，後來才

知，是琦琦早一步跑回家，將

家整理乾淨！

琦琦來嘉蘭浸信會陪讀班

後，曾經也出身清寒的秀鳳傳

道，感同身受她的處境；更為

她在逆境中刻苦認真、努力學

業的品格所打動；守護這個孩

子，成為她放不下的心願！

每晚放學，秀鳳傳道一定

會自己開車、或請同工將琦琦

接至東光陪讀班；琦琦家搬得

離教會遠了，做完功課、吃完

晚飯，秀鳳便繞上一段路，將

琦琦帶回家，就是為了給這個

孩子多一點的守護與安全！

為改變琦琦的生存環境，

更為救護這個家庭，她請現在離琦

琦家較近的一間教會關懷照料他們

─媽媽開始去聚會了、受洗了，酒

喝得越來越少，可以將自己打理得

整齊乾淨地來接待客人！

而琦琦的未來也掛在新希望

基金會同工的心上，秘書李秀玲

悄悄地將一筆奉獻塞給秀鳳傳道

說，「你幫我守著這個孩子，她

有什麼需要，也再告訴我們！」

而守護每一個孩子平安、健

康、快樂地成長，重建失能的家

庭，正是新希望基金會和在地教

會共同努力的目標和心願，讓孩

子們能安心讀書、有人照料、按

時吃上晚飯，看起來是再平常不

過的生活小事，卻是新希望基金

會為照料每個走進這裡的孩童、

幫他們圓夢、而定意堅持的理想

與大事！

跟學校借的 ipad 是琦琦知識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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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新希望基金會 8

年，許多破碎的家庭屢見不

鮮，許多轉變的生命也理所

當然。但在豐田讚美教會，

高忠輝牧師、溫淑英師母所

講述的，仍讓我們震撼、激

勵，尤其他們的女兒高宣，

高中時，即已投身教會的青

少年事工；大學後，從南部

轉至東大，但因每周只有

六、日可以陪伴孩子們，她

看到上帝給她清楚的呼召，

遂暫且休學，承接起上帝給

這個牧者之家的託付與使

命，小小年紀便勇敢為生命

護航、領航。

而佇立在東部大山中的

教會，如惡水上的方舟，懷

抱一群脆弱幼小的生命，讓

他們在愛與保護中，找到溫

暖與希望！

是怎樣的壓力、恐懼，讓

阿勝帶著美工刀而行？

偏遠的台東，也是家

庭問題最多的縣市。尤其單

親、低貧、隔代教養人數總

當你知道，24歲的大女孩高宣，會將自己微薄的1萬元薪資，分給所帶領的孩子們，

做為買早餐的零用錢；裡外奔忙的溫淑英師母，寧願賣泡菜、賣早餐，也要籌錢延續

救助青少年的事工，你便知道，我們能做的還有很多；

而當你知道，有性別認同差異的小文，知道自己是上帝俊美的王子，在愛與保護中，

重新找回自己；曾拿美工刀不斷自殘的阿勝，變得溫暖祥和，甚至會為傳福音，將僅

有的早餐費送給同學。你更知道，我們所做的，在生命深處有價值─

24歲的高宣和她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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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全台！阿勝，便是其中之

一！

要對愛有著多大的渴

望，才能鼓舞一個自閉、安

靜的男孩走進教會？

阿勝，是小四時一張福

音單張帶到教會的孩子！接

觸中，才發現，阿勝和妹妹

幼稚園時期，媽媽便離去。

手腳不便的父親，靠打零工

賺錢，不多的零用錢，是

他給孩子們最大的照料與安

慰。髒亂缺乏的環境，在 4

年前，隨著房子法拍，讓兄

妹景況愈加悲悽。父親離家，

兄妹倆暫厝伯父家。一間大

屋，擠著大伯、二伯一家、

和兄妹倆的一間小屋。家徒

四壁，只有一張床舖，沒有

瓦斯，沒有電，除了晚上睡

覺，沒有任何家庭功能。

後來師母才知道，因為

買不起瓦斯，從小兄妹倆就

洗冷水澡；因為沒有父母的

陪伴與教導，妹妹長大後，

仍不會綁辮子；哥哥阿勝，

身上總帶刀而行，連睡覺也

不解下！

淑英師母說，他們還

是中學生時，已要賺取水電

費、生活費，來滿足最基本

的生活需求。而在學校，阿

勝是唯一一個分期付學費的

學生！

⋯⋯

高宣說，阿勝很特別，

以前，他常用美工刀劃傷自

己，流血，是他紓壓的方式，

或許潛意識中，媽媽的離

去，讓他對自己也厭棄！

這種行為直到有一天，

她發現阿勝沒來教會。

那天，高宣莫名的不

安，她到處尋找阿勝，不見

人影！心裡有一種恐懼催促

她騎上機車，直衝阿勝家。

不管禮節，她衝到兄妹住的

小屋，拼命拍門，大喊阿勝

的名字。打開門的阿勝，抱

住姊姊失聲痛哭，他說：「姊

姊，妳怎麼會來？我正準備

自殺！」

高宣說，那是聖靈的提

醒！而那一次，也成為阿勝

新生的時刻！阿勝知道，那

份愛與拯救，不僅來自大姊

姊高宣，更來自上帝！

高宣說，每一個孩子，

我永遠用讚美與他們說話─

他們是上帝尊貴的王子，他

們的生命如此珍貴！

一個對生命與愛充滿

渴望的孩子，靠著怎樣的生

命力堅韌的活著，懷著熱切

的希望，阿勝終於找到愛，

找到家人，他丟掉美工刀，

開始珍惜自己，知道生命的

寶貴！在陪讀班，他變成最

溫暖、貼心的孩子。每次放

學歸來，他不僅會和其他孩

子一樣，對牧師、師母說，

「我回來了！」更會擁抱著

牧師、師母，親熱地說：「媽

媽，我回來了！」

而高宣也對阿勝極盡讚

揚：曾幾何時，他成為最有

才幹的學生。一隻笛子，就

可以創作好聽的歌曲；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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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就可以變出立體的教具；而阿勝也

有話語的恩賜，他用深沉、充滿力量的

語言為人禱告；他深知上帝的大能與

愛，為傳福音，他不惜把僅有的、姊姊

給的早餐錢，轉給同學。而他的妹妹，

也成為另一個生命見證，她是全台灣中

學運動會射擊常勝冠軍，空氣槍成績不

但超越成人組，甚至達到奧運等級！

兩個受磨折的孩子，卻在愛的懷

抱中，成為上帝大施恩典的人！艱辛的

成長之路成為磨礪，讓生命閃亮！

變成王子的小文

而今年高中二年級的小文，是另

一個感動、驚奇的故事！

因在母腹中，媽媽期望生個女孩，

小文從小就被裝扮成女生，穿著洋裝短

裙長大。致使長大後，性別認同產生偏

差，他被父親責打。幾次，牧師、師母

和高宣，將他從父親的暴力下搶救出

來，帶回教會；更數次為他

做釋放禱告！

如今，小文不但在愛中

找到安全感，更知道自己是

上帝俊美的王子。矯正扭曲

的生命，開始正常、茁壯的

成長！

每到周末和假期，孩

子們會齊聚教會，圍繞在牧

師、師母和高宣姊姊身邊，

他們在這裡寫功課、吃飯、

玩耍，一起煮晚餐、洗衣服，

晚上就住在教會！

師母說，「我們的青

少年救助，是 20幾年前，

從我公公高明信牧師時就開

始的。那時環境清苦，我的

婆婆要每天抱著洗衣籃，到

河邊去洗 30幾個孩子的衣

服。但即便如此，我們也不

放棄，我的公公常說，要讓

孩子們有飯吃！」師母流著

淚、但幽默地說：「我嫁來

後，便承接這份工作！我想

人家是來做媳婦的，為什麼

我要做得這麼苦！」可是知

道這是上帝量給她的工，更

是她 20歲時，上帝就給她

的呼召與使命，所以無論怎

樣，她都承接下來！如今，

高宣的承擔，已變成三代人

對此生命事工的傳承！

在還不認識新希望基

金會等救助組織前，事工發

展極其艱難，為解決無錢的

窘境，師母想盡辦法，她賣

泡菜，賣早餐，只為增加收

入，讓孩子們有飯吃，有書

讀。而她也從中經歷上帝的

供應！

她開心地說，我們和新

希望基金會等救助組織的相

遇，是上帝的祝福！讓我們可

以有穩定的經費，可以更專注

在幫助孩子們的事情上！

她看著孩子們感動地

說：「我們的教會就是一

個家！牧師是爸爸，我是媽

媽，高宣是姊姊。」她說：

「我謝謝我女兒高宣的加

入。她小小年紀，就願意為

幫助這些痛苦窮乏的孩子們

委身奉獻，而這些缺乏愛與

溫暖的孩子們，他們找到這

裡，進入神的愛中─他們，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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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仿佛上帝的聲音「妳是

誰？」

這個觀念和秀鳳傳道自

身經歷有關，她和姊姊陳露得

牧師現在都為台東優秀的牧

者。但她自述小時家貧，窮乏

到需要想盡一切辦法，才能生

存。幸好，媽媽信主，也用真

理教導兩個女兒，讓她們在窮

乏軟弱中，仍堅定走對的路。

秀鳳說：中學時，她

去工地做清潔工。為免人認

出，她把自己包得嚴嚴的。

但越是擔心，卻有一個聲音

大聲問她：「妳是誰！」那

彷彿是來自上帝的質問，讓

她聳然一驚，她想「對呀！

我是誰？我難道不能做這樣

的工作嗎？難道做了看起來

低微的工作，就有損了自己

的價值嗎？」她忽然領悟─

慈善，不相信眼淚！

台東的嘉蘭部落，座落於太麻里火車站南側山腰。原住民稱為Buliblosan，意為多霧、

多大樹的村落。八八風災時，整片河床被砂石填平，受災慘重。那時曾拜訪過的嘉蘭

浸信會，還是一個沒整理好的小房子！如今，新的教堂明亮乾淨，採訪車到時，一群

孩子正打著塑膠桶做的大鼓，鼓聲鏗鏘，充滿這裡居住的魯凱族和排灣族勇士的豪邁！

和主責牧者秀鳳傳道聊到東光計畫，沒想到她第一句話就說：「貧窮，是羞恥的！在

嘉蘭浸信會，對所有孩子的教導，沒有『免費』這件事；任何慈善支援，都只是輔助、

扶持，『想要嗎？首先，自己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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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價值並不在於做什

麼，而是在上帝的創造裡，

早已把那份尊榮給了自己！

這個答案讓她猛然揭開頭

巾，將自己袒露在陽光下！

而這個領悟也成為她日後教

導陪讀班孩子們的理念─正

確認識自己，肯定自己的價

值，不因為生活所迫所做的

任何努力而貶損自己、或使

自己的價值降低！

第一道曙光中的賣冰少年

秀鳳傳道說：慈善或低

收入的補給，是各界的愛心。

但對於受助者來說，也會消耗

他們為生活打拼的能量；得來

太過容易，會讓一些受助的人

改變價值觀。所以，在教會，

她常帶領孩子們做各種學習

和活動，但滋生出來的費用，

除了慈善補給、課輔老師們掏

錢支援外，一定會留出一部

分，讓孩子們均攤，要自己想

辦法賺取和儲蓄！

連續兩年，秀鳳帶著陪

讀班的孩子們舉辦單車營會。

幾天行程中、10幾萬的吃住

費用，秀鳳傳道特別留出 2萬

元，讓 20幾個孩子均攤，然

後想辦法帶領他們採洛神花、

賣冰等去賺這筆錢，再投入每

人的存錢筒中！

新年時，在太麻里第一

道曙光處，秀鳳帶著孩子們賣

挫冰和黑輪，這種生意當地人

東光計畫的鞋子與晚餐讓小朋友們最開心。

秀鳳傳道和陪讀班的婷昕老師

占盡先機，秀鳳便帶著孩子

們想辦法，讓他們兩兩一組，

走到人群聚集處，親自去點

冰，再將冰送到看日出人的手

裡！

「不怕困難，解決問

題」，這是秀鳳教導嘉蘭浸信

會的孩子們一定要學會、做到

的！

破銅爛鐵打擊樂裡的

團隊節奏

在嘉蘭，有 5間教會；

村里的小學，有 70幾位學生；

由 5間教會共同照料。嘉蘭浸

信會是村中孩子們都很嚮往

的一間。因為不但課後陪讀，

連寒暑假，也充滿好玩的活

動！目前，嘉蘭浸信會陪讀班

的孩子們有 20多位，「孩子

們是想來就可以進來嗎？」答

案是否定的！原因是，當制度

被建立、門檻被設定，來的孩

子便懂得珍惜恩典，認定並順

從這裡的秩序和文化。

教會特別成立破銅爛鐵

樂團，找來裝餿水的藍色大

桶，找來懂音律的專業老師，

教孩子們學習打擊樂。節奏，

對於原住民孩童是一件非常

自然的事，在鼓聲的節奏裡，

原住民的豪邁與族人的英勇

被恢復！更主要的，團隊精神

被建立！彼此間的默契與配

合都顯著提高！秀鳳傳導說：

「一個優秀的人，首先是有紀

律、懂得配合團隊的人。我

並且有個想法，讓孩子們彩繪

自己的大桶，畫聖經故事或原

住民的陶珠圖案，更希望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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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銅爛鐵樂團可以打著自

己的大鼓，演出聖經的『創世

紀！』」

公路轉彎處的單車勇士

連續兩年的假期，秀鳳

帶著陪讀班的孩子們舉辦單

車營會，去年他們去了墾丁，

今年騎車到花蓮。她說去墾丁

時，有一段很長的上坡彎道，

孩子們要騎上來，很不容易。

因為轉彎，首尾看不見，她先

騎上來，等在坡道的頂端。因

為有風險，坡道陡峭、公路上

有車，又天氣酷熱，等待是漫

長而煎熬的。但當最後一個孩

子騎上來時，大家一片歡騰，

熱烈為他鼓掌歡呼！

秀鳳說，我不是不知道

帶他們出來危險重重，但這就

是訓練和培養。我們不是只給

他們飯吃，更重要的，是培養

他們戰勝自己、戰勝困難的勇

氣和毅力！我們不是在扶養

一群缺衣少食的可憐人，而是

要把一群沒有資源的孩子、運

用可用的資源，把他們培養成

未來的領袖！她並且感謝新

希望基金會東光計畫所挹注

給東部教會的資源，讓他們可

以有經費留住專業老師婷昕。

讓婷昕即便放棄做護士的夢

想，投入在建造下一代這有意

義的事工中，仍可以不必憂慮

生存問題！

 而「把所有在陪讀班的

孩子們培養成未來的領袖」，

這正是新希望基金會的慈善

精神，是董事長張茂松一直以

來的夢想與呼籲！

慈善，不是在幫助可憐

人，充滿眼淚與悲情；更重要

的，慈善，是調動資源，填

補缺乏，讓處於劣勢的孩子，

可以站在同一個起跑點上，向

著夢想奔跑；是給他們一種

啟發、一種帶領、一個方向，

引導他們，踏上未來的征程；

讓他們可以憑著夢想、憑著勇

氣和能力，擁有一個陽光燦爛

的人生！

2017年 9月 19日下午，

在桃園龍潭女子監獄，台灣監

獄之母─溫楊梅英媽媽，邀

請知名基督徒─中原大學教

授曾陽晴夫婦，連接「中華

婦女聖工會、新希望基金會、

桃園更生團契、新店行道會、

晨曦會、安和福音堂、信義會

永生堂」等 7個基督教事工組

織，一同來至龍潭女子監獄，

舉辦 2017年度女監受洗活動

並領第一次聖餐。

本年度受洗人數 62人，

6組傳道人同時為受洗姊妹實

行洗禮，認真細緻地服事她

們，為她們禱告！

典禮中，洗禮的聖潔之

死去活來
─「監獄之母」在龍潭女監 2017年度受洗典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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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楊梅英媽媽，一位76歲的老人家；服事台灣監獄25年，被稱做台灣監獄之母；19

年前，進入龍潭女子監獄；14年前，在這裡開始年度受洗活動；每次受洗學員達近百人；

14年中，1000餘位受刑者從這裡認識信仰，開始生命新的旅程！這不僅是一組數字，

更是一個結論─基督信仰對於救贖破損的生命，是一個極有果效、極其寶貴的工作！

為本次受洗證道、也曾是更生人的陳正修牧師說：「已有數字證明，在監獄，基督教

是比任何宗教都更能打動受刑學員、起到淨化人心、讓生命重生的作用！讓我們真實

見證─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本文攝影／陳柔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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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著淚水，笑容與哭泣都令

人動容；溫媽媽更安排了連同

陳正修牧師共四位也曾是受

刑人、卻在信仰中領受生命更

新的牧者、同工，上台分享自

身的故事。來自晨曦會的同工

─靜怡姊妹，用自己的故事鼓

勵受刑學員，她曾經也是在這

所女監服刑的吸毒者，但一

次溫媽媽來監獄，唱詩傳道，

她深受感動，開始深思自己的

人生，深思這個信仰，她為溫

媽媽的服事精神與對受刑人

的愛，深深打動，於是受洗歸

主！受洗後，浮躁的生命安靜

下來，在獄中，她非常認真地

讀經禱告，雖在刑中，卻充滿

盼望；減刑出獄後，她更尋

到晨曦會，做更徹底的

戒毒。如今的她，讀完

了神學院，擔任晨曦會

輔導部同工，並找到人

生的另一伴，目前她懷

孕六個月，她說，曾經

她有幾次混亂的關係，

但她感受不到愛，更不

敢、也不想懷孕生子，

覺得人生是破敗不堪。

但現在，她每次感受到

胎動，心中有要落淚的

感動！就像自己在主裡

的生命，她感受到的，

是新生的喜悅！

陳正修牧師用「死

去活來」為題證道，他

說受洗是葬禮，要讓老

我徹底死去；是婚禮，

跟隨主不可三心二意；

是開學典禮，要成為新

生，享受一個活過來的

新生命！

而最後，溫媽媽再

一次，用她失了拍節、

卻竭盡所能、感人肺腑

的歌聲，為大家做愛的

叮嚀，她分享耶穌，也

用她的愛與生命，見證

著基督的信仰，「是這

份愛，主祢穿山越嶺；

是這份情，主祢門外等

候；是這份愛，主祢深

情呼喊，我的佳偶，起

來與我同去……」這位

服事監獄 25年的老媽

媽，從曠野的禱告接受

呼召；沒讀過神學院，

但聖靈同在中傳講的話

語，蒼老的歌聲，每周

4次的監獄探訪，讓刺

龍刺鳳的大哥們涕淚交

33

更生
重建

計畫



34 35

流，在她的愛與探望中，羞愧悔改；

讓幾千位身困牢籠的生命，走向自由

與新生！

正像陳正修牧師所說的，監獄

事工，是一個生命影響生命的事工，

當基督徒用被耶穌改變的生命去服事

人，便具備了影響力，讓再不堪的生

命也能在服事與信仰中，重新改變！

大家因著上帝賜予的使命而來；因著

溫媽媽用生命的服事而連接，而監獄

事工要走的路還很遠，要做的事還很

多，需要得到更多方面、更多教會、

更多人的重視、幫助與支持！

願有更多的溫媽媽被興起！

愛，
可以做的事！

「曙光計畫」─

每天「陪」伴銀髮長者學習新鮮趣事，

提供營養午餐是我們的喜樂。

每個月「陪」伴弱勢家庭度過經濟難處，

問安鼓勵面對陽光是我們的責任。

「更生重建計畫」─

每天「陪」伴監獄受刑人，

用「愛」鼓勵，看重自己，

不再輕易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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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行動

小蘋果活動─
一個用蘋果愛心撲滿募集善款的行動。

☆ 今年小蘋果活動已進入第三年，第三代蘋果將拉近受助者與捐助者愛的關係，每一顆小蘋果將帶

給弱勢孩子們在求學之路上更美更穩。

☆ 2015 年，以紅、綠、黃彩色蘋果撲滿募款募得 400萬元！

☆ 2016 年，創意金蘋果撲滿，金蘋果落到愛心銀網子裡，募得 500萬元！

參與辦法：欲參與之企業團體與個人，請與基金會人員聯繫！

聯絡方式：電話：02-29161575*531李秘書

募集企業愛，
感謝你我情！

資助孩子的成長是最值得投資的一件

事，企業的愛心資助，使最需要的孩子們

與弱勢家庭可以轉變逆境，跨越生命挑戰。

新希望基金會整年度除執行長期計

畫外，每年 10月至隔年春節皆籌備著寒

冬送暖慈善工作及兒童聖誕大戲內外展

演，故我們非常需要籌募大量的愛心物資

與兒童小禮物，深盼社會企業能與我們一

起共襄盛舉。

我們的需要，您可以捐贈做的事：

1） 生活日用品與食品如麥片、乾麵條等，

搭配於陪讀服務據點、偏鄉地區與勢

家庭關懷與獨居者探視等需要。

2）休閒零嘴食品如餅乾、健康糖果等以

及學生文具用品、運動用品等，配合

與陪讀班服務據點以及年度兒童聖誕

大戲內外巡迴展演活動。

聯絡人：02-2916-1575*531 李秘書

街頭募款
每一年 10月開始，就有一群穿著新希望基金會橘色背心

的老老少少志工們快樂的站在商圈街頭，口裡喊的『幫助弱

勢兒童與急難家庭』，中間還穿插著美麗的詩歌，向往來路

過的行人數說著基金會的募款需要，邀請社會大眾一起以愛

幫助需要的人。

街頭募款源自 2008年，直到目前為止，已經 9年的時光

了。這些年不僅看到募款者的愛心付出，也看到整個社會的

愛心力量，更將新希望的慈善計畫分享出去，使受助者得到

幫助與祝福，今年明年，我們要邀請您更多的加入新希望基

金會的街頭募款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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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資金
預計運用方式
本次計畫預計募集 1600萬，運用分配如下圖：

小太陽計畫

更生重建計畫

東光計畫

曙光計畫

人事費用

勸募
活動經費

在台灣每年有超過 1 0 萬名弱勢學童

生活在貧困的環境裡，這些學童因貧困

及資源匱乏，使學習受到阻礙，無法順

利邁進。

『孩子的教育不僅在學校，也在家庭，

但往往家庭不健全時，孩子的成長與學習

就失去了平衡，讓每個孩子更健康自信的

成長著，就是理想的教育。』

人的一生，學校生活不過 15、16 年，

但家庭卻是孩子成長的基底，幫助弱勢、

失親、失衡的家庭學童得著安定的情緒進

而順利學習的念頭，是新希望基金會 12 年

來堅持陪伴 1000個孩子成長的信念。

東光計畫及小太陽計畫在台灣地區共

設立了 40 處，每年服務 1.1 萬人次，我們

深信有了基本的生活與學習照顧，成長的

品質、與健康的思維，也就有了美好的社

會。陪讀計畫裡的弱勢孩子下課後的安

親班及愛心廚房，又是心靈輔導室。每

到各處學校下課時間，會有專人老師帶

領走回教會，或是牧者開著福音車前往

接送，就感覺就像一家人一樣。孩子們

一進到陪讀班，便聞到廚房正預備著飯

菜香味，為的就是讓正在成長中的每一

位孩子吃到營養並飽足後可以用心安心

的寫功課，在學校委屈了，可以找牧者

老師哭訴，這裡儼然已經為孩子心中第

二個「家」了。歷經十幾年的『培』伴，

近千個孩子走已經上大學入社會並正實

現自己夢想或端正，正直的服務於各行

各業中。看著想著，這群原缺愛的孩子

能在課陪班中，快樂玩耍，開心吃飯，

認真寫功課，都要謝謝你的愛扶持著他

們成長的艱辛與破碎。我知道他們都是

太陽孩子，充滿著新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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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基金會
簡介

新希望基金會，全名為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新

希望基金會，成立於公元 2000 年，會址位於新北

市新店區。

新希望基金會成立宗旨在於秉持基督愛世人之

熱忱，邀集各界人士參與國內外慈善事工，一同享

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生命。

透過各項專案計畫，資助全台弱勢家庭學子就

學就養工作，亦幫助經濟貧困家庭舒緩短期經濟壓

力，受刑人更生教化服務。

另外，定期舉辦愛心義診與社區各年齡層活

動，照護老年銀髮族生活，以關懷不同族群需要。

每年，新希望基金會以「給夢想一雙翅膀」為

勸募活動主題，期間匯集各方力量，籌募善款，期

待幫助正處貧困、破碎及無助的個人及家庭。

我們期待每一個家庭能重修破口，活出盼望。

希望每位受助者獲得豐盛的生命，且擁有熱情完成

每個夢想。

誠摯邀請您加入我們的行列，一同領受分享的

喜樂！

募款帳號及聯絡方式
愛心捐款方式

匯款：陽信銀行新店分行 帳號：05102-001-6368

ATM轉帳，銀行代號：108 帳號：05102-001-6368

郵局劃撥：19612994

捐款帳戶：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新希望基金會

匯款後請聯絡本會（02）2916-1575*526/531 謝小姐 /李小姐

確認寄發『節稅捐款收據』與您，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