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ype to enter text

  何謂「完美」？

A  bi-annual newsletter celebrating the experience, the life and the joy of the CSCNA CHARITY CORPS

缺⻆角的幸福   
          （取材⾃自蒲公英希望⽉月刊2009年年11⽉月號第128期） 

從⼩小家境雖不不富裕,但⽗父⺟母親總是盡⼒力力讓⽇日常必需品沒有缺乏,
也会運⽤用各種巧思將環境佈置得溫馨舒適,我們四兄弟姐妹彼此感情
很好, 我愛我的家。 

有⼀一天晚餐时，我不不⼩小⼼心和姊姊的盤⼦子碰在⼀一起,只聽⾒見見「碰」
⼀一聲,我⼿手中的盤⼦子就這樣缺了了⼀一⼩小⻆角。我難過極了了,成套的餐具就這
樣被我撞壞了了⼀一個盤⼦子,我甚⾄至不不敢抬頭看媽媽的表情。然⽽而媽媽卻
只要我下次⼩小⼼心⼀一點,媽媽說:「就算缺了了⼀一⼩小⻆角,但還是可以⽤用啊!」 

之後,每當吃飯時間,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拿到那只缺⻆角的盤⼦子,
哥哥姊姊拿到時,總會故意嚷嚷道:「哎呀!真是倒楣,⼜又拿到這個盤
⼦子!」⽽而當我⾃自已拿到的時候更更是不不好受,彷佛⼀一再提醒我有多笨拙。 

這天晚餐时，妹妹嘟着嘴不不开⼼心地拿到了了这盘⼦子，爸爸突然宣
布道:「從現在起,只要拿到這只盤⼦子的⼈人,所有⼈人都要親他⼀一下。」
說完,⽗父親便便起身⾛走向妹妹,摟著她親著她的雙頰,並示意我們其他⼈人
也這麼做。妹妹笑得開⼼心極了了,她不不再覺得⾃自⼰己倒楣,反⽽而覺得格外受
到⼤大家的疼愛。 

此後,每回吃飯時,⼤大家就坐後,必定會有⼀一⼈人洋洋得意的宣布:
「哈!我拿到了了!」倘若家裡有⼈人遇上特別不不開⼼心的事,⼤大家就會刻意
把那只缺⻆角的盤⼦子放在他的座位前;通常,經過⼤大家⼀一番熱情的親吻之
後,那個不不開⼼心的⼈人也會笑逐顏開,煩惱似乎都⼀一掃⽽而光了了。 

隨著時間過去,那只缺⻆角的盤⼦子因真正的毀損⽽而不不能使⽤用了了。我
們的家境漸漸寬裕,排放在櫥櫃中的餐具也已不不只⼀一套,然⽽而我特別懷
念那段家⼈人之間互相親吻拥抱。 

曾經的缺陷,成為幸福的印記。如今的我,不不論遇到再糟糕的事
情,都可以換個眼光來來看待。我衷⼼心感謝⽗父親,教會了了我如何超越事物
表象,⽤用⼼心賦予其中更更珍貴的全新意義。 

很多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最重要的是,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的
⻆角度。如果我們都很負⾯面,那麼很多事情都會成為麻煩與困難,漸漸的
不不快樂樂樂樂。但是如果我們都是很樂樂樂樂觀看待,那麼很多事情都會迎刃⽽而
解。 

因為⽗父親給予盤⼦子更更珍貴的意義,也讓家庭更更加歡樂樂樂樂美滿!!! 
                                                         
———————————————————————————————————- 

”我們不必好⾼騖遠，我們不是救世主，我們只是普通

⼈，雖然都不完美，缺點很多，但是我們卻被召叫，被賦予

使命，去改變這個世界，從⼈⼼開始，能改變⼀個是⼀個。“   
       Jean Vanier   2008

在我们的社會中，有一些人，在生命的一開始，他们就注定無法超越
這洪溝，他们带着某種身體上，或心智上的缺失來到这个世界，他們的一
生將永遠與 “不完美“ 同行！每天他們將要承受眾人的嘲笑和唾棄，他們
只能選擇把自己躲藏起来，才能避免重復地被傷害！ 

聖經上说：“你們要成全，如天父一樣成全.” (Matthew 5:48)  

究竟何謂 ”成全” 呢？完美是成全吗？美貌是成全吗？健康是成全吗？
財富是成全嗎？ 幸福是成全吗？ 

「缺角的幸福」这个温馨感人的故事，在网上流传已久。  它告訴我們
要懂得對待、接受、甚至欣賞所謂的 “不完美”，我們的人生才能走向 ”成
全“。 

今年五月去世的加拿大籍慈善家，也是哲學家的 Jean Vanier 先生， 
畢生為不完美的弱勢人們服務，他放棄了那些所謂完美的 “地位”、“財富” 
及 “名譽”，甘願與心智有障礙、容貌有缺失的那些處在社會邊緣的弱勢人
們，共同生活在一起，向他們學習如何面對生命。他所創立的 L’Arche 
Community (方舟社團)，現在遍佈世界卅餘國家，為這些處在社會邊緣的
人們，爭取他們應有的尊嚴與平等。 

Jean Vanier 讓我们看到，在 “不完美” 中，在 “柔弱” 及 “無能” 中，其
潜力確實是無窮的。 

今年六月在北京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葉敬忠院長致詞的主題是： 
               ”要像弱者⼀樣感受這個世界！“   

他苦口婆心地向同學們呼籲：“在未来的⼯作和⽣活中，要關注我
们社會中的普通⼈，尤其是，普通⼈中的弱者。” 

北美仁爱基金的努力目標，就是希望能與各位善心朋友，一同在陪
伴、支持、服務弱势人們之時，將人生這個最重要的一課讀懂，銘刻在
心，去接纳欣賞世上 “不完美” 中之 “美”。  

願與各位朋友共勉之！    
               北北美仁愛基⾦金金通訊    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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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邊緣⻘年輔導⽼師慶祝少年重⽣ 
Celebrating  at-risk youth’s new life, Xinzhu, Taiwan 

⼭山東聊城敬⽼老老院欣喜感⼈人的⼀一幕   Sharing\ a touching moment 
at the  Liaocheng Senior Home, Shan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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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台北北

性質: 以個別教學，⽣生活化學習環境，結合物理理、   
職能、⾳音樂樂樂樂、語⾔言治療師、特教⽼老老師、社⼯工等，為 0 
~ 6 歲發展遲緩身⼼心障礙的兒童，提供最適切的成⻑⾧長
計畫。

⼯工作內容: 0 ~ 6歲⽇日間托育、幼稚園融合教學、專業
團隊諮詢治療、個別時段補救教學、家庭親職教
育、到宅服務。

 

看⾒見見需要，北美仁愛基⾦金金邀您共同成全！
讓您的澆灌，在有需要的地⽅方結出果實。讓施者與受者，

在北北美仁愛基⾦金金促成的這場相遇中，彼此都被成全。謝謝您！

本期通訊特別介紹四個需要您來來成全的故事。

故事之⼀一  
育仁兒童發展中⼼心

 遲緩兒童的看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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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蘭州 

性質: 致⼒力力向各地階層弱勢族群伸出援⼿手，向遭遇天災⼈人
禍的個⼈人以及區域提供援助，為旱災缺⽔水及⼟土地沙化地區

開展植樹造林林保護⽣生態⼯工作及協助貧困⼈人群提⾼高基本⽣生

活 。

⼯工作內容: 服務⼈人數數眾多且幅地廣闊，⽬目前在⼭山丹丹盤⼭山、
古浪⼟土⾨門、隴⻄西、岷縣、武威⾦金金⼭山建⽴立10個愛⼼心⼩小組，

地點: 新⽵竹

性質: 為受困於中輟、暴暴⼒力力、⾃自傷、藥癮等⾏行行為
問題的⻘青少年年，準備⼀一種特殊的關懷管道。接受
新⽵竹地區國中安置機構、市政府社會處等相關單
位， 轉介處在危險邊緣的⻘青少年年。

⼯工作內容: 藉著關懷與⽀支持⻘青少年年的對談活動，
陪伴他們療癒內新創痛，逐漸恢復復原有內⼼心善
良， 真實⾃自我獲得釋放增進⾃自我了了解與覺察。
執⾏行行的⼯工作項⽬目有，個案關懷、定點教育課程、
復復甦之旅、職能訓練及課業輔導。

故事之四  蘭蘭州⾦金金城社會服務中⼼心
災區⺠民眾⽣生活的守護

故事之三  邊緣青少年年服務中⼼心
迷途羔⽺羊重新出發的庇護所

地點: ⻄西安

性質: 以教育為中⼼心，促進弱勢兒童及其環境的⾃自助
與持續的發展。踐⾏行行仁愛、締造希望、助⼈人⾃自助等精

神。

⼯工作內容: 致⼒力力於弱勢兒童的教育、⽣生活援助、身⼼心
康復復等服務。讀樂樂樂樂園城中村流動兒童陪伴閱讀、鄉村
兒童保護與發展、減災救災、陝⻄西公益平台搭建與兒

故事之⼆二  陝⻄西仁愛兒童援助中⼼心 
偏鄉孩童不離棄的援⼿手

等服務⼯工作。每個⽉月愛⼼心⼩小組有⼀一次活動學習或是服務。為
⽼老老⼈人和兒童舉辦活動、送⽇日⽤用品、陪伴⽼老老⼈人、清潔衛⽣生、接
電送⽔水。



 

 
由北美華人天主教友義工發起成立於 1999 年，是美國國稅局認可的免稅非營利

機構，目的為北美, 中國大陸，台灣，以及海外各地的慈善公益服務專案，提供財

力支援。 服務項目包括：傳信，助學金，社會服務及青年領袖培育等四大領域。 

 

[CSCNA CHARITY CORPS, INC.] (CSCNACC) is an IRS 501(c)(3) non-profit public 

charity. Based on Catholic principles, we seek to serve the underprivileged in North 

America, China, Taiwan, as well as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y providing grants to 

local charitable service programs. 

 

 

 

 

 

 

 
 

CSCNA CHARITY CORPS 

北美仁愛基金 
 

PO Box 1055, Cupertino, CA 95015-1055 USA 

Website:  http://cscnacc.org 
Email:  cscnacc@yahoo.com 

 

 
 

 

 

 

                                                                            

北美仁愛基金  CSCNA CHARITY CORPS (CSCNACC) 

              

您的愛心捐款將發給抵稅收據 

Your support and tax -deductible donations 
will help us help the needy 

 

願景 VISION  
 

本著天主教信仰，我們的義務是將天賦的恩典，  

致力於服務他人，廣傳大愛於人間。 
As Catholics, we believe that we are the stewards of  

God’s gifts we’ve been blessed with, and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nage it well for His glory 

 in the service of others. 

 

本基金義工於今年六月赴甘肅武威附近農村探訪當地仁愛之家孤殘福利院與服務修女及病友合影 

 This June CSCNACC volunteers visited a home for special-need grown-ups in rural Gansu, China 

大紐約區華青夏令營   

Greater New York Youth Summer Camp  

使命  MISSION 
 

同舟共濟  服務弱勢  點燃希望  以愛傳愛 
Bringing forth the Supporting Hands, 

Empowering the Disadvantaged; 
Lighting up the Hope of Life, 
Passing on the Gift of Love! 

 

山東濟南智光啟能中心職能培訓弱智青年 

Special-need youth receives job training in Jin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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