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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仁愛基金是在美國

政府註冊的非營利事業機

構，目的以仁愛為本，服

務弱勢華人群體。目前的

工作項目包括 – 

 蒲公英仁愛助學金 

 美東華青夏令營 

 美東耆老服務 

 芝加哥神職人員支援 

 鄭爵銘神父奬學金 

 神州夫婦懇談服務 

 濟南智光啓能中心 

 美東華青服務團 

 看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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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能永續發揚基督服務團的精神，北美仁愛基金因應而生。它

從十多年前成立的蒲公英仁爱助學金更名而成，而主要經營團隊也由

美東轉到美西，過去六年來大家摸索前進也建立了一些小小的基礎。 

由主要為大陸偏遠地區的中小學生發放獎助學金到協助濟南市智

障青年自主獨立生活；由關懷國內年青伴侶婚前準備到定期舉辦夫婦

週末營；由紐約中國城華裔青年的夏令營發展成更具規模的週末籃球

營；不但照顧美東耆老的生活也聯繫國內來美進修的聖職人員。我們

由自己的接觸面慢慢擴大，也希望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合作，為最

小的弟兄姐妹服務。 

由於我們全數是義工且居住在不同城市，因此分工顯得格外重要。

成立發展委員會統一負責籌款工作，為了讓各項計畫負責人能專心執

行慈善活動；財務小組一分為三包括收，支，及稅務報表；最近成立

通訊小組定期出刊報導基金各項活動，您現在看的就是第一期的成果。 

謝謝大家多年的支持與鼓勵，仁愛基金能順利的推動各項計畫。 

蒲公英仁爱助學金是我們做得最久金額最多的一項，當然效果是

有目共睹的。今年我們增加了兩項青年朋友提出的善舉，希望透過彼

此的協助和瞭解能將仁愛基金的接觸面再擴大。

執行長的話 

 

http://cscnacc.org/
http://www.christian-serv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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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南智光啟能中心的故事 

2012 年，重度自閉症的阿剛來到金蝸牛庇

護工廠工作時，非常沉默寡言，別人問他什麼

的時候，他都不太

回答。 

經過兩年的

時間，某天上午我

們在一起串筷子。

我問他：“昨天幹

什麼去啦？”“玩去啦。” “阿星（工廠的另一位

智障學員）沒去找你玩嗎？” “他不知道在哪

裡。” 天哪，他竟然能說出“他不知道在哪裡”這

樣的話，以往我們和阿剛“聊天”的時候，阿剛

嘴裡說出來的通常不超過兩三個字呢! 接著我

們又閒聊幾句，發現他不但對話流利，而且他

回答我的時候，還時不時地微笑，跟我還有眼

神的接觸。這對他來講這是多大的進步呀！ 

我不禁感嘆這種融合的環境對他的重要性。

阿剛來庇護工廠之前，是跟著家裡人在農村幹

農活兒的。由於不正確的觀念使得大家就把他

當作沒法交流的人來看待，日久天長，他跟人

打交道的能力一直都很弱，自己也很孤單。 

可是在庇護工廠不一樣啊，這裡的工作人

員有八位智障朋友和三位非智障人士。這裡為

他提供的是一種放鬆和接納的氛圍，在這種和

樂融洽的環境裡，他接受著環境中各種因素的

刺激，身上的潛能也慢慢被激發出來。大家的

工作分工很明確，清洗和包裝線上每個人都各

司其職，而且這裡雖然是智障人士庇護工廠，

可是跟那些飯店打交道的時候最大的賣點卻不

是請求他們同情，而是依靠質量來競爭。聽石

廠長說，前些天歷城區衛生局剛就濟南的餐具

消毒工廠的衛生狀況開會，會上還公開表揚金

蝸牛了呢。 

                               

 

     蒲公英仁愛助學金 

o 故事之一(王貴) 

前幾天剛剛結束了高考志願集中錄取工

作，我很榮幸被河北建築工程學院錄

取，成為一名大學生，繼續實現我的

夢想。 

現在的我，在一個渡假村裡打

工，因為我已經長大，也想靠自己的

努力來賺取學費。我在渡假村裡當保

安，每天都很累，工資也不怎麼多，我已經很

滿足了。每天在太陽下風吹日

晒，站得腿都疼，每當我想到

這兒，我都會想到你們賺錢也

一定相當不容易，但卻向我伸

出了援助之手，心裡就十分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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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心地向蒲公英仁愛基金表達我的謝

意，感謝對我的資助，讓我完成了高中學業。

也希望能繼續得到資助，圓我的大學夢。因為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父母漸漸老去，掙錢也

越來越不容易，希望能助我完成大學學業。我

也會把這份愛心繼續傳遞下去。

 

o 故事之二 

甘肅武威鬆樹庄頭壩村是陳凱家的所在地，

進入他家給我第一個感覺是“湊合”。陳凱的父

親在精神方面有疾病，所以出去工作往往會遭

到旁人的歧視和區別對待，正因為如此他的媽

媽才離家出走而至今未歸！家裡年邁的奶奶，

目前只能靠養雞來維持家庭，而陳凱也是因為

家庭的問題讓他自己在學校同學老師面前越來

越缺少自信，羞於表達變得少言寡語！進到他

家裡坐在土炕上，發現土炕沒有什麼溫度，破

舊的沙發已完全損壞，只好翻過來，底部的平

面還可以放置一些用品，父子兩分坐在一張凹

凸不平的桌子兩端，一人一碗面條吃著，除了

鹹菜和辣椒外沒有別的下飯菜，他家的院子裡

跑著幾隻雞，房子依舊是土坯房，成年雨雪風

霜有些牆面已經出現龜裂了！好在陳凱得到奬

學金的鼓勵，學業成績日漸進步。 

 

     芝加哥神職支援 

大約在二十多年前，新梅

姐妹參加了一個以「中國教會」

為主題的座談會，與會者多為

神職人員及平信徒。會場中，

遇見 3 位中國修女，她們來

自 Springfield, Illinois，彼此相見甚歡，倍感親

切，相約會面。幾個月後，新梅搭機首次拜訪

她們，這也開始了每年探望修女的傳統，延續

了二十幾年， 直到現在。 

Hospital Sisters of St Francis, 會院位於

Springfield , 在 Chicago 西南 200 miles。

Springfield 是 Illinois  的省會。修會  在

Central Illinois and Southern Wisconsin 擁 有

１３ 家中小型醫院。 大陸淪陷時約有 40 名中

國修女(大部份來自河北，山東) 隨著修會到了

Springfield, 學習英語,接受醫事技術 和護士的

訓練,  之後，便開始醫院服務。 

目前，只剩下 6 位修 女 了，

年齡 91 -103 歲，其中 2 位還

可以完全自由行動, 照理自己。

新梅通常會邀請在學的修女，

修士，神父，和教友們同去。去的人數 5-15

人不等。每次，新梅很用心的為修女們凖備一

大袋中國式的零食，點心， 像是， 酸梅，瓜

子，豆沙餅，包子，饅頭，烤鴨，醬雞，鹵菜，

叉燒等。逗得她們好開心。 

修女們渴望見到中國面孔，說中國話，有

時候， 我們圍個圈坐著聊天，聽修女們侃侃而

談當年如何匆忙離家，跟著修會來到美國。原

先以為 2,3 年可回去，沒想到一晃 70 年了，

許多往事她們都還記憶如新。有時候，我們一

群人慢慢邊走邊說，她們會帶我們去參觀新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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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園，在有限的體力下， 修女們總是陪著我

們，我深深體會到分秒的寶貴，大家都很珍惜

這段相處時刻。 

臨走時，修女們還會使我們驚喜，一人一

袋小禮物，內有修女自制的「謝卡」，「生日

卡」，毛線做的聖誕裝飾，折紙花，紙折鳥，

土燒上彩的手飾。上車前，修女們握著我們的

手，久久不放，相互祈禱，互道珍重。一股寧

靜，祥和，溫馨沖滿了我們的心，她們對天主

的熱愛，完全奉獻，服務犧牲，望著她們的身

影，我覺得什麼都可以放下，也期待著下次再

相見。

 

    美東耆老服務       

美東的耆老服務是奠基於李光義，田湘軍

弟兄在紐約史坦登島安樂家養老院（Ana Erica 

Nursing Home)的服務。這間養老院是由猶太

人經營，全院共有三百多長輩居住，其中半數

為老外，半數為華裔，除長輩外，該院也收容

傷殘者，在過去十多年裡，我們已為一百多長

輩們付洗，其中大多數已往生。 

近況報告如下： 

1. 從 2015 年開始，每主日來為我們做彌撒的

神父交通補貼，因 為過橋費漲， 由 100 元

增加到 150 元。 

2. 這些年來有一些華裔長輩，

對我們的活動都沒興趣，可

是最近有 3 位老人先后來參

加我們的彌撒。 

3. 最近該老人院要求我們在春

節期間，為華裔長輩們舉辦

一次卡拉 OK.我們已經籌備

好，並購買一些年貨供大家享用。 

4. 每星期日，老人院為我們提供的大廳，目

前開始座無虛席，因為有一些老人，帶著

walker 進來，佔去許多地方。 

5. 來參加彌撒的人中，有位女性黑人，她很

會唱許多聖歌，因此每次彌撒中她都會高

歌數曲。一般我們在彌撒中都是唱中文聖

歌。一般外國教友也會跟著哼。 

6. 把募捐來的 TV,DVD,VCR,Radio 等電器送

給有需要的長輩，並替他們安裝。 

由於院方不為華人提供中餐，於是每逢佳

節，我們都會為我們的教

友和望教友，以及來參加

彌撒的老外教友供應中餐

美食，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此外還為長輩購物，並且

替他們寫信或打電話和家

人聯繫。 

     中國夫婦週末營的迴響

我從不習慣表達對老公的情和愛，總覺得他「應該」會感受到，但反而造成不理解和誤會，這

都因為帶著假面具，沒有說出真心話。參加了《夫婦周末營》，我看到三對遠渡重洋來分享夫妻們，

慶祝猴年，張燈結綵，喜氣洋洋 



 
5 

 

言談舉止流露的恩愛，明白了婚姻要“投資”。也就是對另一半要多誇

獎、鼓勵、讚美、感謝，每天都不嫌多。這是我平時忽略的，也是我

最要學習的。因為我太習慣指責，批評老公。我從週末營回來，努力

練習謝謝老公對我的愛護，並頌揚他是盡責的好老公，現在已經感受

到小小的投資，回報郤是無比豐厚。 

     2015 年鄭爵銘神父獎學金期終報告 

為紀念鄭神父一生到處奔波，席不暇暖，以培育青年為使命，而成立的奬學金。因此培養青年

平信徒，增強其神學，神修之素養；為福傳工作儲備人才，正符合鄭神父的蠟柱精神。 

 鄭爵銘神父獎學金（經由台灣本團樂銘基金會）已經頒發兩次。獲獎人分別為劉佳瑋女士

（2014 年）和邵燕玲女士（2015 年）。每人獲得三學年獎學金新台幣七十二萬元（約 US$24,000, 

含學費及生活費），攻讀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大學部教義系或神學系學位。劉，邵女士均為信仰活潑，

好學上進的優秀青年平信徒。她們兩位學成後的計劃是：「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教理與生活合一」。

進而推動教會與外界的對話，傳揚福音的訊息。 

現北美另有熱心人士願意透過本基金會以配合款(matching fund) 方式，募集 2017 年與 2018

年兩名獎學金，計劃分三年推動，歡迎共襄盛舉。

    紐約華青服務團  CSC Youth Corps   

紐約中國城的華裔青年自動組成的服務團隊, 其組員在成長的過

程中, 與本團美東團員有長期密切的接觸, 因而受啟發並認同本團的精

神。  他們以組織籃球隊等熱門的運動項目, 義務提供給中國城內的華

人新移民青少年一個健康, 安全及正當的交誼場所及活動。 在運動中

訓練青少年體認團隊合作精神及領導經驗, 並可適當給予生活, 交友, 

學業和工作上的輔導。 

    看見主  See the Lord 

由加州灣區的華裔青年教友自動組成的義務眼科醫療非營利組

織。由青年眼科醫生高嘉儷 領導, 每年數次組織華青教友義工團隊定

期赴台灣服務, 對象為偏鄉地區的弱勢人們, 同時還召募台灣大學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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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參與其服務。 另一方面, 並在服務的同時, 舉辦兒童道理班等傳福音活動, 使義工及病人認識天主

教信仰，達到以服務傳揚福音的目標。過去五年來，出訪十多次，已有三千多視力不良者受惠。 

   ［一對捐款夫婦的心聲］ 

這對居住在美國多年的華人老夫婦，一向對本基金大力支持。本期通訊我們特地請他們談談他

們的心聲。他們在上世紀六〇年代來美國留學，然后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似乎一切順利美滿，

但聽聽他們的回顧，那卻是一條不容易的路。 

》談談你們當初來美國的經歷：“ 記得當年初來這異國，不但英文說不上口，飛機票付了以後，袋裡

也只剩不到一百元美金，這是跟親友東借西湊來的鉅款，何時能還清？當時心中的壓力真的很大， 

幸好學費有獎學金包辦，不用操心。當時初到學校裡一個朋友也沒有，上課半懂半猜，必須要摒棄

一切心念，專心苦讀。稍有時間，得在中餐館打工洗碗，賺些生活補貼。” “我每次去餐館打工，從

不花錢買票，總是搭“十一路”公車，用雙腿走，夏天還好，冬天得咬牙與呼嘯的寒風及滑濘的雪地奮

戰，好在當時年輕，這些都不算什麼。” 

》那時最支撐你們的是什麼？“我們倆有幸認識一位良師，也是我們倆的益友，他最喜歡的一首歌是：

做那不可能的夢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他勸我們，要會做遠大的夢，想像自己能做更大

更好的事，不要把自己看低了。 他的話提醒我們，無論生活有多困難， 路是自己走出來的。“ 如今

能有力量為別人服務，是我們現在最快樂的事， 孩子們都成長，不需我們擔心，我們能把時間與精

力，放在關心他人身上， 現在我們生活的范圍更擴大，更能享受友情與大愛，更能感恩，更能體會

「付出」與「得到」原是同一件事也。我們心願已足，了無遺憾。” 

 

連絡人: 劉於永 Bernadette Liu 

Email:  yu71542@gmail.com 

電話：（626)248-7634 

探訪蒲公英仁愛助學金 

中國大陸受惠單位/學生及家長 

4/11/2016 – 6/10/2016 

 歡迎陪伴同行 

以愛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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