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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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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更生人勇敢重新面對自己與未來道路。

亦關懷更生人出獄後生活並陪伴、
堅固心靈成長。

曙光計畫

資助弱勢家庭生活急難金，
給予年節慰問及醫療津貼；

提供清寒學子獎助學金及教育助學金；
發展國內社會及社區慈善工作

（包含援助災後重建、
關懷銀髮獨居者等議題。）

小太陽計畫

為西部地區設立課後陪讀服務據點。
資助近 500 位屬單親、失親、隔代教養、

經濟貧困及外籍配偶⋯⋯等弱勢家庭的孩童，
包括學業輔導、品格教育、PAGAMO 學習平台及素

養閱讀、美語活動、寒暑假成長營會⋯⋯等。
費用包含（專）師資、餐食、課務教材與

設備等。

東光計畫

為東部部落及弱勢孩子們建立就學就養系統，
幫助近 500 位國中小學生、高中生學費、交通費、

購鞋補助，並由陪讀班據點供應晚餐與輔導課業陪讀，
於暑假期間為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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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希望基金會  
給夢想的四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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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麗
天生患有情緒障礙，平常之下與他人無

異，但發作起來，暴亂的情緒令旁人退

避三舍，也讓她在人際交往上吃足了苦頭，成為校

園獨行俠。

初逢麗麗的情緒炸彈，台北高榮教會陪讀班的

慧蘋老師也感到不知所措；但透過一次次的相處與

觀察，她發現麗麗爆炸並非無來由，有時是因為朋

友相處的挫折，而更多是出自求好心切的處事態度。

「麗麗她很努力想做到很多事情，但往往因此

產生許多壓力。」

每當麗麗開始歇斯底里，慧蘋老師選擇陪伴與

等待，沒有忽視放任、沒有特殊對待，陪讀班的老

師們給麗麗抒發空間的同時，更耐心指導她處理自

己的情緒；

在這裡，麗麗的疾病並沒有被過度放大，慧蘋

老師深信她能與其他孩子一樣在社會群體中生活！

或許感受到陪讀班接納的氛圍，麗麗不再退避

人群，反倒積極參與不同活動，挑戰自我極限！

跟著陪讀班同學服事醫院裡的老人家、走進中

國偏鄉為當地孩子舉辦夏令營⋯⋯

在各樣的培訓、學習與團體合作的碰撞中，一

次又一次、慢慢磨去情緒的尖刺與稜角，拉近了與

同儕的距離。

特別在新希望基金會所舉辦的美語戲劇比賽，

麗麗更深刻體會到團體活動的美好。

一起練舞、背劇本，一起在教會打地鋪，每年

都可以看見麗麗與夥伴們熱血的身影。

有一年，不甘止步於服裝道具獎的高榮陪讀班，

以冠軍為目標賣命排練，大家眾志成城，最後奪得

第三名佳績！

「那是我們在台上唱得最大聲、最團結的一

次！」

比起得名的成就感，與大家一齊揮汗的參與感

更讓麗麗自豪！

也因著 2018年美語戲劇比賽個人秀經驗，麗麗

發現自己並不畏懼站在人前，她樂在表演，享受舞

台所帶來的魅力！

於那之後，麗麗主動報名教會新創立的洛克樂

團；然而比起在台上唱歌，費力的是台下的預備工

夫，尤其是撰寫敬拜時的逐字稿，麗麗經常為此感

到焦慮。

但麗麗不斷克服情緒、直面困難，在堅忍地操

練下，最終成為樂團獨當一面的主唱；

她所帶的敬拜頗受好評，十幾來歲，卻能像經

驗豐富的成年領唱渲染氣氛，帶領會眾投入敬拜！

回想起麗麗首次主領時，慧蘋老師再次激動地

泛淚——從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到如今活出一個被眾

人喜悅的生命——麗麗不再是團體中的邊緣人，而

是一顆在舞台上耀眼發光的星星！

雖然是情緒障礙
但沒關係：
舞台上的那顆星，
才是最真實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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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太陽
計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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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串的叛逆、脫序行為，以此訴說被忽視的不滿

與沉痛。

漫無目的的國中生活即將結束之際，恩慧隨著

朋友報名東光計畫夢想之旅。

第一次搭捷運、入住高級飯店，參觀企業運

作⋯⋯豐富多彩的都市日常，讓恩慧大開眼界。

然而最激動恩慧內心的，是在參訪民視新聞台

的過程，蘇茜姐談起她曾經擔任國際新聞編譯的種

種——原來英文除了對話，還有各種專業的應用！

塵封已久，對英文的興趣再次被點燃；還沒回

到台東，恩慧已暗自勾勒她未來的模樣。

挫出來的英文夢：

我要成為台東孩子的英文老師！

儘管先前的低潮而錯失了進一線高中的機會，

但恩慧下定決心，要讓英文變成自己的專業。

但處在讀書風氣低靡、又是技能教學導向的職

校裡，文科老師根本無心授業，恩慧的學習之路可

謂顛簸崎嶇。

恩慧發現——要學好英文，光有學習意願不夠，

還要有充足的資源。

她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些生活與學習條件都更

差的台東孩子？

力不從心的學習經驗，反倒使恩慧的英文夢對

準了靶心——她想成為一名英文老師，讓台東孩子

有更多機會學好英文，提升競爭力！

夢想之旅Ⅱ：點亮學生的學習之路

懷著使命與熱情，恩慧自英文相關科系畢業後，

成為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的英文課師。

在這裡，恩慧再次遇見蘇茜姐——那位曾點起

她夢想火苗的貴人！

跟在新希望基金會東光計畫主任兼愛基會執行

長身旁，看著她費心編纂教材、為提升台東孩子學

習品質到處奔走，討論如何改善學生的學習、身心

狀況⋯⋯恩慧再次被提醒、被激勵——不單當個傳

授知識的教師，更要作一個園丁，用愛和陪伴搭建

「咦？為什麼妳學的英文跟我學到的不一樣？」

英文不就是Ａ、Ｂ、Ｃ⋯⋯一直到Ｚ嗎？為什麼這

些符號在姊姊的課本裡卻是不同的排列？

「這些是單字啦！以後妳就會學到了。」

原來英文不只是Ａ到Ｚ

恩慧從小就對學習有濃厚的興趣，在陪讀班寫

作業之餘，常常湊到年紀稍長的哥哥姊姊身邊，瞧

探他們的課本。

她非常好奇哥哥姊姊們所讀的知識，特別是英

文，寥寥 26個字母，居然還能組合成不同的單字！

那時恩慧連國字還寫不上幾個，就被這些陌生

的異國符號深深吸引；

彷彿窺看了絢麗的萬花筒，恩慧迫不及待和哥

哥姊姊一樣，躍進千奇萬變的英文世界！

從黯淡無望到彷彿若有光 

然而，恩慧學習的熱情隨著父母關係惡化消逝

得無影無蹤。那時兄姐都在外地讀書，恩慧只能獨

自承受家庭巨變。

國中時期，正是心思敏感又脆弱的年紀，恩慧

一切感受卻被洶湧的爭吵聲給淹沒；

她不再讀書，放棄課業與升學，取而代之的是

東光
計畫故事

誰說英文是
都市學生的語言？
恩慧在台東的英文教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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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好的學習與成長環境！

現在，恩慧已從兼職的英文課師變為愛基會的

全職專員，她所面對的不只有兩、三個學生，而是

台東部分學區；她要與學校密切合作，用更宏觀的

視野幫助學生建構補救教學策略。

同時，恩慧也接下了東光計畫的業務，協助新

希望基金會在台東的慈惠工作。

工作之餘，恩慧不斷進修，努力精進英文專業，

為要提供孩子更豐富的資源、更優的教學品質。

她說：「我的目標就是要讓台東學生會考『脫

C』！」期盼未來能讓台東學生擺脫程度低落的刻板

印象。

因著東光計畫，恩慧踏出了築夢的腳步；而今，

恩慧的夢想之旅仍在行進中，未完待續⋯⋯

面的課後陪讀、夢想之旅，種種規劃背後所乘載的

是明勳與蘇茜對台東孩子的愛與使命！

針對專長特別凸出的學生，明勳與蘇茜時常提

供額外的提攜與資源——協助申請獎學金、引薦業

界大師培訓指導、提供教學兼職⋯⋯在能力所及的

範圍，盡力為學生找出路，並在他們追夢的過程中

給予關懷與鼓勵。

彷彿待自己的兒女，他們努力讓東光孩子的專

長得以深造，他們比所有人都熱切冀望孩子能追夢

成功！

蘇茜姐謙虛地說：東光孩子的進步與成長，主

要來自當地牧者的牧養，東光計畫所做的正是為牧

者開闢一條多元的資助管道。

或許對於一段夢想實踐的過程，東光計畫普遍

的著力點是在生活條件的改善、目標啟發等較為前

期的幫助，然而這份溫暖、關切、無私⋯⋯卻在孩

子們心中種下希望與勇氣，伴隨他們度過前方的艱

難與挑戰。

現職愛基會專員的恩慧感激地說道：明勳哥與

蘇茜姐明明可以待在北部享受優渥的環境與生活，

竟為了服事台東偏鄉遷住於此。

在蘇茜姐身旁工作，我服事小朋友的心變得更

強烈！

我希望像茜姐一樣，將自己擁有的資源回饋這

塊地土！

明勳與蘇茜多走一里路的精神，讓台東孩子追

夢的羽翮更加強壯、堅實。

東光計畫在台東孩子心中所刻下的，不單是

一個機構、單位的名稱，還有實踐出愛與奉獻精神

的——兩位天使的名字。

不僅給
夢想插上翅膀
更陪伴
台東孩子起飛

今年
，是新希望東光計畫執行第 14週年，在明勳、

蘇茜夫婦長年深耕下，台東原鄉已從貧窮落後

的代名詞轉為孕育夢想的基地，一篇篇璀璨閃耀的夢想故

事由此而出。

東光計畫創立之初，他們一間一間拜訪當地教會，親

身觀察當地的需要，研擬、發想實際又合宜的補助辦法——

從生活層面的物質補助如晚餐、車票、新球鞋，到教育層

東光
計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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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阿勝為教會策劃的福音聚會設計了一顆巨大

愛心樹——五彩繽紛的愛心紙片錯落在枝枒，佈滿整片

舞台牆面；有了出色布景的助攻，讓整場活動洋溢著愛

與幸福的氛圍！

除了擔任教會活動美工、舞台設計，阿勝也是一位

兒童主日學老師。

其實阿勝原本並沒有很喜歡與小孩為伍，但是慢慢

了解孩子的背景與狀況後，阿勝感受到了他們失控、脫

序行為背後——那顆似曾相識、傷痕累累的心。

或許在這群孩子們身上，阿勝看見了曾經在黑暗中

的自己；椎心的過去醞釀了溫柔、忍耐與憐惜。

「我沒辦法什麼都不做！」現在每當阿勝看到破碎

的孩子，內心就會生出一股莫名強烈的情感催逼自己去

擁抱他、關心他！

一顆愛孩子的心碰上一個藝術靈魂，會激盪出什麼

樣的火花？

阿勝說：我想要創作繪本！

他深深著迷於繪本各種鮮明又強烈的插畫風格；然

而真正觸動阿勝心弦的，是故事裡豐富又深邃的寓意。

阿勝回想起一本名叫〈你很特別〉的繪本，他說讀

完的當下竟情緒激動得想哭！

不單是自己，貧窮、父母酗酒、家暴、單親⋯⋯教

會裡許多孩子都有著沈痛的故事。

「小孩子應該是充滿喜樂的！」他渴望透過繪本，

用承載著理想、安慰、鼓勵的文字與插畫，治癒孩子們

的心！

揮別曾經的迷惘與孤單，阿勝找到了愛，也找到了

屬於自己的夢想。

從破碎傷痛中破繭而出，阿勝成為一個自信、開朗

又溫暖的青年。

現在阿勝正準備視覺傳達設計系的轉系考試，努力

讀書的同時，阿勝仍持續陪伴教會的弟弟妹妹們。

正如教會家人與東光計畫陪伴他走過成長的點點滴

滴，阿勝也期盼自己參與孩子們的生命，用繪本、用信

仰傳達愛，在憂傷中點起改變的勇氣與盼望！

曾經，他與妹妹寄人籬下，沒有電和瓦斯，

只有一張床；

曾經，他用美工刀劃傷自己，甚至差點輕生⋯⋯

你難以想像阿勝的童年是多麼坎坷悲悽，

但如今，愛與喜樂早已纏裹、修復那滿是傷痕坑

疤的心，他深切明白自己是上帝尊貴的王子！

放下沈重的過去，現在的阿勝懷揣上帝所賜的

五千兩，準備為他的人生翻開夢想的扉頁！

高中
時期，阿勝開始接觸設計與繪畫，

舉凡教會舉辦大型活動，必定少不

了阿勝的布置作品。

平凡無奇的日常空間在他的巧思與巧手下，

總會變得特別活潑、富感染力！

從美工刀到畫筆，
繪出希望、繪出愛！

東光
計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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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基督徒後，陽晴就一直穩定參與監獄事工，

從有主責牧者做到自己帶隊，每週六風雨無阻，準時

至監獄報到！

起初，受刑人反應極冷，場面氣氛令人窒息，但

當他們發現服事團隊並非如觀光客只來一、兩次，受

刑人的態度漸漸柔軟、敞開；他們不僅感受到家人般

的溫暖，陽晴口裡所傳講的信仰也慢慢在受刑人的心

裡發酵——靠著耶穌，我可以放下過去，活出新生命！

然而，當一個罪犯沒有第二次重新來過的機會，

信仰能帶給他盼望嗎？

在陽晴輔導過的受刑人中，有一位重刑犯，21歲，

刑度卻是唯一死刑。

儘管受洗歸主，但他仍懷揣著惶恐、苦鬱。

陽晴用詩篇 23篇安慰他、陪伴他一起禱告；也私

下為他代禱減刑，祈求上帝的恩手介入。

最終，上帝沒有回應減刑的禱

告，但從典獄長口述，這位小弟兄臨

刑前，沈著、平靜，只交代一句遺

言：「請曾老師打電話告訴我母親和

弟弟——上帝是真的，一定要信耶

穌！」便從容赴死。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

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這位小

弟兄雖沒有獲得第二段人生，但他為

上帝做了那榮耀、美好的見證！他是

陽晴在監獄事工中所結出令人驕傲的

果子！

陽晴說：其實獄方未必要把關懷工作讓給基督教

團體。監獄事工是一場搶靈魂大戰！

將自己定位成福音工人，陽晴年年帶領數百至千人

信主，儘管不缺宣教場域，但他仍堅守監獄這塊禾場。

現在陽晴與溫媽媽、長蓉姐配搭合作，只要一有

服事機會，陽晴必定排除萬難協助其中！

因他知道在那僻遠幽暗之處，在那不被重視、最

微小的弟兄身上，有最真實、巨大的需要。

「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當初耶穌以此訓誨門徒，如今也在陽晴的內心，

迫切呼喚⋯⋯

監獄是塊
不能放棄的禾場，
因為——
耶穌在這裡！

博士，兩性關係專家，擔任過出版

公司編輯、大學講師、電台電視節

目主持人⋯⋯現任中原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副教授——曾陽晴，一個受

人矚目、活躍於各界的全方位菁英，

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他踏進受人唾

棄、與世隔絕的牢房世界，開啟了

至今仍未停歇的監獄關懷事工？

與同
行的人不同，其實陽晴

一開始並不是帶著使命

感進去的，只是受慶忠牧師之邀，

陪著剛信主的太太參與男子監獄的

服事。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

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這節在監獄傳道的必備經文，

原是講給台下的受刑人聽，卻也強

而有力地觸動陽晴的心。

那時陽晴成天汲汲於各樣事

業，奔波勞碌之餘，只嚐到無盡的

茫然；對陽晴而言，這句經文有如

希望之窗，他默默在內心懇切回應：

「我也要成為新造的人！」

更生
計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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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髮蒼蒼的婆婆、抱著嬰兒的婦女、稚氣未脫的青少年⋯⋯

是什麼樣的經歷，致使他們坐在這裡？

這是大學教授、長笛演奏家、電台主持人林姿瑩，

第一次走進監獄時，在驚愕中的疑問！

監獄
，集邪惡、暴力、黑暗等負面形象於一身的場

所，光是想到，就讓人心生排拒；

在監獄事工團隊負責音樂節目的姿瑩老師，亦是抱著忐

忑的心情開始她初次的監獄服事。

第一次面對受刑人，姿瑩感到相當震撼——眼前白髮蒼

蒼的婆婆、抱著嬰兒的婦女、稚氣未脫的青少年⋯⋯與內心

預設的畫面截然不同！

是什麼樣的經歷致使他們現在坐在這裡？ 

哀傷伴隨感恩從心底湧出，取代了來時的戰兢，姿瑩慶

幸自己有機會接觸這群破碎的靈魂。

〈眼光〉是姿瑩最喜歡在監獄吹奏的曲目之一。她用這

首歌，服事這些在人生路上跌倒的人！

「誰能跨過艱難，誰能飛越沮喪，誰能看見前面，有夢

可想。上帝的心看見希望，你的心裡要有眼光。喔！你的心

裡要有眼光。」（〈天韻詩歌‧眼光〉）

曾經，因著一場大病，姿瑩不但被醫生宣判再無法吹奏

長笛，甚至面臨死神的威逼，人生從音樂家、大學教授的高

峰跌落谷底。

她深陷絕望，覺得自己走到盡頭。

但上帝用祂的愛與大能醫治姿瑩，更為她預備恩典，華

麗開啟超乎她所想的人生下半場！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還在夜裡閃亮，不管夜有多長，

黎明早已在那頭盼望」

雖然際遇不同，但姿瑩知道，受刑人面對的，是生命的

另一種盡頭，只是，她可以確信的，在每個盡頭的前方，都

有上帝在等候；

姿瑩用她的演奏與經歷，強而有力叩著受刑人的心

門——

有一位上帝，祂能化不可能為可能；祂的眼光跨越了失

敗與軟弱，看見你未來璀璨的模樣！

瞥見台下刺龍刺鳳的大哥，在自己的生命故事中、在

「眼光」的詞曲裡，眼眶泛淚，卻故作鎮定地撇開頭，姿瑩

感慨感恩：「感謝上帝賜我音樂的恩賜，更賜我一段不一樣

的人生，讓我可以用來服事人，傳達上帝的安慰、盼望與恩

典！

拯救人的，不是智慧才能，而是生命背後那雙看不見的

手，祂帶來的憐憫、醫治與改變！」

悠揚的笛聲在姿瑩與受刑人的心坎間迴盪、共鳴， 

沒有艱澀的曲目、沒有酷炫的技巧，姿瑩用簡單質樸的

音符，傳遞、見證上帝奇妙信實的愛與祝福：

「上帝的心看見希望，你的心裡要有眼光」

上帝的眼光
看見你未來璀
璨的模樣！

更生
計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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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太一樣！

外面的醫生看診頂多三兩句就

打發病人走，義診團的醫生問診細

緻，言談彷彿在跟朋友聊天般親切。

更令街友們吃驚的是，這些醫

生竟不怕他們髒，毫不嫌棄觸碰眼

前的病人——親手為他們戴上血壓

計、把脈、針灸、按摩推拿⋯⋯沒

有顧忌、沒有遲疑！

他們漸漸敞開心房，診療之餘

熱情地與義診志工閑敘日常，有些

街友甚至聊起他們的過去⋯⋯

外頭的人用邋遢、蓬頭垢面的

外表概括這群街友，義診團的志工

卻待他們如朋友、如家人。

義診，是他們再次感受溫暖與

尊嚴的時刻，一句關心、一句問候，

平時孤單沈默的心在那時如釋重

負、笑逐顏開！

他們開始期待義診團的造訪，

時不時問楊婆婆：「他們（義診團）

什麼時候還會再來！」

除了義診，新希望基金會的志

工們也時常來燈塔教會幫忙楊婆婆

搬菜煮飯、打掃、洗廁所；

在過年送上熱呼呼的年菜、在

聖誕節時與街友們一同唱詩歡慶！

有一位街友更因此深受激勵，

自覺好手好腳應該努力，於是勇敢

求職，最後找到一份工作，脫離手

心向上的生活。戴執行長說：我們

不只醫病，更是醫心！我們希望透

過服事街友，讓他們感受到家的氛

圍，點燃他們從跌倒人生中再站起

來的盼望。

談到新希望基金會的奉獻與幫

助，楊婆婆言詞激切：「在你們身

上有耶穌的愛與樣式！

『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

見祢』——因著你們的服事，我看

見耶穌就在我們燈塔教會當中！」

如今，陋巷裡的燈早已不再渺

小、微弱，而是有許多人與楊婆婆

一起，讓這座燈塔的光，越發明亮！ 

隱身在台北萬華陳舊的巷弄中，燈塔教會裡排了一條

長長的人龍，楊婆婆正動作利索地、為飢腸轆轆的遊

民盛裝飯菜。

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家，年近八十，孑然一身，獨自

撐起燈塔教會六年，從講道到煮飯、供餐，一手包辦。

但從三年前開始，這間狹小的陋室裡，卻出現了許多

不一樣的身影⋯⋯

2018年，基金會開始定期至燈塔教會舉辦義診，

由執行長戴建隆組隊，提供內外科、牙科、中醫、民

族醫療、血壓血糖測量⋯⋯等醫療服務。

首次義診，場面出乎意料的尷尬，大概是初見一

群來歷不明的群眾，讓街友顯得防備、不知所措。

但一次、兩次持續的服事下，街友發現——這些

醫病更醫心——
新希望基金會
義診團在燈塔教會

曙光
計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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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夢經費
項目 籌募經費（元）

小太陽及東光－
服務弱勢家庭學子課後陪讀工作：
師資費、課程材料費、餐食費、偏遠就學車資補助、暑期各項活動費及
專案人事費用（佔 6%）等
資助人數：北中南部 400 人 / 次，東部 400 人 / 次

11,672,000

曙光－社會慈善救助計畫
資助國內急難家庭生活扶助、援助生活救助金 / 年節慰問金 / 寒冬送暖活
動，針對國際特殊災難事件給予專款專案捐助。對於清寒立志向上之青
年學子給予獎助學金、生活助學津貼等。援助人數達 500 人 / 次

2,908,000

執行計畫行政業務費用 50,000
募款活動費
執行計畫行政業務費 1,370,000

合計 16,000,000

捐助行動

安心課後陪讀系統

教育師資 + 學習材料費 + 一般餐點 + 行政費

1,300 元 / 月 *5 月（一學期）＝ 6,500 元 / 人

您的資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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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溫馨晚餐
一份晚餐 40 元 *20 天 *5 個月（一學期）＝ 4000 元

快樂上學交通費
一個月月票 1200 元 *9 個月（上下學期）＝ 10800 元

助鞋費
一年一雙新球鞋 1000 元

驚喜的禮物，即便長大也無法忘記

基金會之友，參與每月定期定捐款

蘋果天使，每年認領小蘋果撲滿存款，

以涓滴拾穗之愛幫助弱勢兒童就學就養

我們需要愛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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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隔年春節皆需大量籌募兒童聖誕大戲內外展演活動所

需要的兒童禮物，以及年底到農曆春節前夕所展開的寒

冬送暖慈善工作，深盼社會企業能與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您可以捐贈做的事：

1.	生活日（食）用品保暖襪	/	麥片（泡飲）	/	乾麵條	/	

罐頭	/（醬）油品 / 餅乾 /	米	等。

 用途：40 處陪讀服務據點、台灣部分偏鄉地區義診、

探訪弱勢家庭與獨居者之關懷與探視等。

2. 休閒零嘴食品小餅乾	/	健康糖果	/	文具用品	/	運動用品等 

 用途：受資助學童、陪讀班服務據點、聖誕兒童大戲

內外巡迴展演活動共計 52 場。

聯絡人：02-7751-7716 李秀玲小姐

新希望基金會 2021追夢經費與工作計畫
勸募許可：衛部救字第 1091363100 號

銀 行：陽信銀行 新店分行 ( 銀行代碼 108)      帳號：05102-001639-9

戶 名 :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新希望基金會     電話：(02)7751-7751 分機 716 ～ 718

（請於捐款後通知本會 , 以便寄發收據給您）

勸募期間：2020 / 8 / 18 ～ 2021 / 8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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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上翅膀的小蘋果撲滿改變你我，幫助弱勢家庭逆風高飛。

小蘋果愛心撲滿不限地點、不限你是誰，只要是熱情於社會慈善，

就傳遞拾穗之愛您周遭的親友與同事中間，

透過您與人愛的分享與連結，帶來社會溫馨的改變。

愛心撲滿領取方式 :

1、歡迎個人邀集同事與親友一起成為蘋果天使，一袋 5 個蘋果成就 5 個
希望。

2、歡迎邀請企業或團體組成「A Team of Apple Angels」蘋果天使 (4 袋
/20 個 以上可送達企業辦公室 )。

歡迎您與我們聯絡，我們將盡快寄出愛心撲滿予您，一起用愛幫助有需
要的家庭。

聯絡方式：

電話：02-7751-7716 ～ 7718
新希望基金會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 151 號

小蘋果計畫─
一粒種子結出無限的希望

小蘋果愛心撲滿活動

你是新希望基金會的「蘋果天使」

感謝您熱情參與在逐夢的路上

讓愛成為強壯的羽翼

愛心起飛 夢想起飛

掃我 瞭解活動並看更多的故事 

即日起領取，2021 年 1 月開始回捐

2020 給夢想一雙翅膀 

「逐夢的路上」
慈善募款饗宴
餐會地點：豪鼎飯店（圓頂劇場）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3段5號）

餐會日期：2020年11月28日（六）

餐會時間：11:00-14:00

新希望基金會陪讀計畫核心價值，就是「幫助

孩子能有一雙強而有力的夢想翅膀」陪伴他們逆風高

飛！我們邀請您一起參與 2020 年 11 月 28 日新希望

基金會「逐夢的路上」募款餐會，這將是一場有歡笑、

有感動、有夢想的餐會，也將看見近二十年來在困境

中的孩子如何透過陪讀計畫重新抬起頭來，像拾野溪

中的璞玉，經打磨、拋光，逐漸發出溫潤的光芒，使

孩子們有機會成為價值連城的寶貝。

當日餐會我們也將邀請，已經在追夢過程中展翅

高飛的大朋友們，一起現身園夢天團分享會，聆聽孩

子們的逐夢璀璨故事。

誠摯歡迎您蒞臨餐會，並成為新希望之友，凝聚

你我的一盞燭光照亮弱勢孩子們前方的道路，在逐夢

路上相信必綻放燦爛美麗的花！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新希望基金會

協辦單位：中華基督教新店行道會

贊助單位：熱情邀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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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有愛、
捐助人有情
新希望基金會感謝這 19 年來，許多

台灣優秀企業對本會慈善公益的付

出與熱情，忠於社會回饋與照顧弱

勢者；也有許多企業家和個人捐助

慈善款項、甚至與我們一起下到偏

鄉關懷各項計畫活動，是行動派的

企業慈善家。不再只是傳說，而是

真實地發生在社會各階層的故事！

謝謝您們從過去到如今的陪伴與付

出，讓處於弱勢、絕望的孩子與家

庭，有機會看見愛的力量，轉變成

對未來的希望。每一天，我們將帶

著您對國內外兒童的祝福與愛，以

及上帝所託付我們的使命，為那些

在貧困中努力奮起的孩子們繼續加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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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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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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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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邀請您加入我們的行列，一

同領受分享的喜樂！

Introduction to New Hope Foundation
New Hope Foundation, short for New Taipei Private New Hope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in2000 and located in Xindian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he mission of New Hope Foundation is to adhere to the passion of Christ’s 
love to all human beings and invite people of all fieldsto participate in char-
ity home and abroad, basking together in a life believing that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The Foundation provides funds to the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fam-
ilies all over Taiwan through various programs to support their study and 
upbringing while relieving the short-term economic pressures for the eco-
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and offering education services to the in-
mates. In addition, it arranges regular free clinic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for all ages to care for the seniors and need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New Hope Foundation will holdfundraising activities in the theme of “pro-
viding a pair of wings to dream” every year, with expectation to restore the 
rupture of all families and to live with hope. We hope that all the recipients 
will be able to obtain an abundant lifeand have a passion to accomplish ev-
ery dream.

During the fund raising activities, we gather all the forces and fu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to help the disadvantaged, broken and helpless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join us to share the joy of giving!

逐夢的
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