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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關懷 銀髮樂活 婦女培力 愛心廚房 國際服務

　　寒假期間，環宇基金會在屏東滿州國小辦理四天的「鵟鷹快

樂成長營」，有 25 個孩子參加，活動內容精彩有趣，包括高智爾

球、植物拓印、故事時間、歡喜桌遊、大地遊戲、智慧摺紙、家

事指導及繪本創作，帶給孩子豐富的寒假生活。

　　李美秀校長致詞時表示：「環宇基金會一直很關心我們這裡

需要被幫助的兒童及長輩，願意陪同關懷，讓我們的孩子受益良

多，不管是課業上的學習，還是品格的養成都進步很多。」余增

春鄉長表示：「一次的緣分讓我認識了環宇基金會，因為汪主任

的熱心讓我非常感動，這些孩子真的很需要外界的資源及關心，

他們因為在基金會的照顧下，可以學習到更多資訊。」釋法藏師

父也說：「我們人從小生在這個土地，就要珍惜這片土地，孩子

本性天真單純，要一直保持著純潔之心，不管家庭背景如何，我

們依然是最特別及獨一無二的。」師父特地發自製黑豆餅乾給學

生們享用，還發紅包給每一位學生。

　　每個孩子都來自不同家庭，難免都有些個性差異，在這裡可

以看到很多孩子生活習慣也不一樣，老師們都希望他們能夠學習，

將來可自立自主，不然長大知易行難，教導讓這些學生知道身邊

擁有甚麼資源，讓他們必須自己去學會；環境雖然難以改變，但

自己可以改變自己，這次的冬令營帶給這些孩子有不一樣的學習，

使他們更認識自己，繼續努力向上學習，孩子們的學習潛力都是

無限大。

　　活動結束前，學生們都非常捨不得，當天孩子也特別乖，更

加用心的努力學習，自動自發幫忙協助老師，他們都知道這次營

隊的老師都要回去了，很捨不得，尤其是珮琪 ( 化名 )，哭得非常

大聲，要擁抱每個老師，孩子很天真也很單純，每位老師都鼓勵

他們，要好好努力讀書，以後還是會再見面的，學生都說要再回

來看他們、陪伴他們喔！

　　孩子說這是他們第一次參加營

隊，收穫真的很多，希望以後還有機

會再參加；寫心得回饋時，心瑜 ( 化

名 ) 非常用心及細心的寫感恩回饋筆

記本，不懂的問題跟字句都會詢問

老師，老師問：「心瑜，妳真的好棒、

好用心喔！」心瑜回答說：「老師，

因為營隊好好玩，我學了很多，收

穫滿滿，才能寫出、畫出很多美好

回憶。」【資料提供：曼婷】

鵟鷹快樂成長營

帶給孩子 的收穫不一樣

【屏東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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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殘養老院老人服務學習
暖心又暖手

　　據點定期辦理服務學習，期望兒少在受別人

幫助時，也能適時付出愛心的行動，除定期認

領社區公園打掃外，還參與社區重殘養老院老

人服務，表演最簡單的唱歌和替長者手心按摩，

藉由暖心暖手活動把歡樂帶給長者，給予老人

情緒支持，讓其感到溫暖、有價值及被接納。

　　暖心是孩子利用輔導課課餘準備了兩首歌，

用溫暖的歌聲溫暖長者的心；暖手是利用乳液

按摩長者手部，提供溫馨感受，以一種優質的

接觸、無言的深層溝通，表達愛與被愛，喚醒

長者曾經驗過的「被愛的記憶」。

　　表演活動結束後，我們跟這些阿公阿嬤們

互動，聽聽他們的心聲，老人家其實沒有我們

一般人想的那麼難以接近，他只是想找個人說

說話而已，沒有多大的要求！感覺得到這些可愛

的老人們其實很開心我們的到來，可以從對話和

他們感激的淚水中感受到，阿公阿嬤的內心難

免封閉，平常接觸的又都是老人，生活較平淡，

也缺乏色彩，容易感到悲觀，藉由孩子的活力

鼓勵阿公阿嬤，帶給他們歡樂，並以聊天的方

式讓他們感到重視並有滿足感。

　　這次拜訪讓我們發現這些阿公阿嬤內心的

渴望，他們多麼希望有人傾聽與陪伴，透過面

對面的問候關懷，也彷彿為他們注入了活力，

因此我們會持續下去，與阿公阿嬤們互相陪伴

與成長。【資料提供：敏惠】

　　萬華地區，據統計有 1,108 位獨居老

人，11,871 位身心障礙者，還有 3,758 戶

低收入戶，為臺北市各區之首，萬華區家

庭結構多元且變動有目共睹，因此經濟、

物資等資源的介入扶助家庭功能的復原，

有其必要性及緊急性，環宇基金會加入萬

華社區協力聯盟，共同打造「愛心用餐網

絡，用愛凝聚地方資源」，一同宣導「讓

呷飯成為愛心的起點」。

　　踩街活動所帶來的影響，包括達到社

福協力聯盟間善用資源、合作支持關係，

萬華社區關懷據點持續三年參與萬華踩街

活動的籌備工作，讓弱勢家庭使用待用餐

券，平日據點課輔兒少有環宇提供的餐食

外，假日也能溫飽，不用煩惱餐食問題。

　　當天萬華據點兒老參與東園路線走訪

大街小巷，讓社區民眾認識我們，另外在

青草公園進行成果發表，讓社區民眾及其

他社福機構感受到萬華據點的服務成果，

真正落實社區工作，讓萬華成為溫暖互助

的友善社區，也讓社區居民認識福利議題，

認識環宇基金會。

　　宣導攤位上由兒少擔任志工，領著拼

圖讓現場民眾闖關，民眾願意多停留在攤

位內認識環宇的使命與社區據點服務，現

場有許多友善店家因先前提供給需求者使

用待用餐券，也藉此活動迴響「為在地盡

一份心力、而自己可以在社區作善事」的

美意，體驗「讓愛心互動」過程的感動與

喜悅，而「捐助人與受服務者能彼此交流

關心」，讓真正想幫助弱勢團體的心，彼

此看見，並增加社區間的信任關係，營造

捐助人與受服務者交流平台。

【資料提供：瑢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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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接的不只是沙包，
還有童年的記憶

　　在充斥著科技的現代社會中，人們雖然有多重的娛樂性選擇，

但是卻遺失了被埋藏在童年的傳統技藝；據點藉由手工藝 DIY 的沙

包製作，透過手與針線的合作，讓長輩手、眼、腦協調與專注的訓

練，在縫製中勾起兒時童玩的回憶。

　　其中有一位長輩特地去附近河邊撿拾小石子，並清洗乾淨後帶

來填裝沙包，講起這過程時，長輩像是個大孩子般的喜悅與調皮，

大大的身軀裝著最純粹的小男孩，如此的驕傲，如此的以自己獨特

的填裝物為榮。

　　在兩堂課程中，第一堂勾起回憶並製作，第二堂便開始唸起沙

包口訣與操作，拿到手中自己專屬的沙包，每一位長輩的眼神充滿

純真，自然放膽的去享受童年的回憶，屬於那個年代的年輕歲月。

　　看到長輩專注的眼神，與沙包拋接傳來的沙沙聲，那是我們年

輕一代想要去探索的古早台灣味，藉由與長輩們的相處，繼承傳統

文化的精華，不只是課程上的教授，更多的是那寶貴的人生教科書，

都在這些可愛又純粹的長輩身上呈現，而我們在付出的同時，反而

受益體會更多。【資料提供：情音】

　　感謝台南市社會局與三皇生物科技公司提供了參訪機會，不僅

捐了一批飲料要給台南據點的孩子們，還邀請烏竹及社內課後班的

孩子們，進廠參觀飲料的製作過程。

　　一到廠區，孩子們的目光就被兩個大型飲料公仔吸引過去，興

奮的爭先恐後搶著拍照，廠長邊講解邊帶領孩子們參觀工廠，這是

孩子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飲料的製作過程，孩子們摸著茶葉、聞

著茶香，小怡 ( 化名 ) 說：「有淡淡的香味耶，聞起來就感覺很好

喝！」而包裝飲料的過程也讓孩子們覺得很新奇，一罐罐的飲料經

過機器出來後竟然就變成了一箱箱的飲料，目不轉睛的直盯著機器

看，也紛紛討論起機器的構造。

　　最後，三皇生物科技公司送了孩子們一袋小禮物，裡面有魚油

及飲料，在回程的路上，孩子們開心的喝著飲料，雖然只有短短的

兩小時，卻讓孩子們收穫滿滿。【資料提供：玉樺】

　　屏東里港據點，辦理「大手牽小手‧感受你和我」活動，一開始，

長輩與小孩互相介紹，孩子用稚嫩的語言說出：「阿公阿嬤您好！我是

土庫國小的小朋友，很高興認識您！」

　　活動方式為小孩與長輩的手掌上要塗顏料，並拓印在白紙上，長輩

的大手拉小孩的小手，非常感謝當地幼兒園師生的配合；其間詢問梁阿

嬤為何一次帶那麼多小孩，梁阿嬤說：「因為這個小女孩，很怕生不敢

跟其他人互動，所以我把他帶來跟我一起。」而他們相處短短兩小時，

梁阿嬤用她照顧孩子二十幾年的老法寶，讓這位小女孩在離開前，願意

開金口說聲：「阿嬤再見！」土庫國小校長林淑芳拿著礦泉水，一路詢

問小孩是否要喝水，是最好的身教，有小孩說：「阿嬤你年紀大，起不

來沒關係，我彎下腰來配合你。」顯得相當體貼。

　　這一天小朋友帶著開心的心情到據點，結束時，手上滿載而歸，雖

然簡單卻心意滿滿，原來長輩們在據點活動的前一天，先到據點來製作

手工風箏送給要來的小朋友，真令人感動；這就是兒老共融的美好畫面。

【資料提供：思雅】

台中
據點

生活初體驗～

三皇生技參訪
台南
據點

兒老共融 大手拉小手，
感受你和我

屏東
據點



林記飯館熱騰騰的飯菜，傳送濃濃的愛心

稻香國小特教班參訪活動

　　林記飯館是由林秋萍小姐出資，兩位姪

子林俊佑、林宥辰與姪子的好朋友楊晨華一

起創業，是一份對滷肉飯的熱忱醞釀出的夢

想與實踐，藉由細心準備真材實料的食材，

與餐飲的專業技術，使得每一粒飯粒飽裹著

不只滷肉的香氣，還有那濃得化不開的愛

心。

　　才開業一個月，週遭有兩所學校的林

記飯館，注意到了社會需要的角落，因而

開始付諸行動，接洽學校的課輔班，了解需

要幫助的對象，不只如此，還匯集大家的善

心捐款，實際去幫助街友及學校需要幫助的

孩子……等，對於善事總是有著一股熱情，

他們願意提供課輔班孩子們熱騰騰的愛心晚

餐，真的讓人感受到「人間處處有愛」。

　　當拿到熱騰騰的飯盒時，手中那沉甸甸

的重量，是林記飯館對孩子們的心意，每份

都是從準備開始，就滿溢著愛心，一一的裝

盛起來，當孩子們打開飯盒的一瞬間，撲鼻

的香氣與美味的口感，讓他們一口接著一口

沒有停下來，看到孩子們吃著溫暖的飯盒，

得到的是無法言語的幸福。

　　林記飯館有著年輕世代的熱忱，以及想

為社會付出更多的愛心，小小的飯盒中，品

嚐的不只是美味，還有人間最溫暖的熱度。

【資料提供：惠蒂 &情音】

　　一群稻香國小特殊教育班的學生，來到宇愛婦女培力工坊參訪

體驗，透過麵包內容解說與實際操作，他們完成了一項非常不容易

的活動：黃金牛角 DIY，體驗到做麵包的樂趣，也更加肯定自己的

價值；從學校到據點的路程雖然只有短短不到十分鐘時間，但對小

朋友們來說卻是非常辛苦的；由於先天上的不足，以致他們常出現

癲癇和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因此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經歷一番的

掙扎和考驗。

　　簡單介紹麵包的原料成份與製作流程後，小朋友們都很興奮地

想趕快做出屬於自己的麵包；首先，先讓孩子跟麵糰培養感情，體

驗一下揉麵糰的感覺，接著將麵糰漸漸的搓成上粗下細的長條狀，

牛角麵包的麵糰就準備好了，接著示範如何使用擀麵棍推出牛角的

皮，再用手一路推出牛角的形狀；小朋友們很努力的依照講解的動

作製作屬於自己的金牛角，在旁的老師們也細心的陪著每個孩子一

對一教學，直到將麵包送進烤箱。

　　過程中，有位小朋友發揮了烘焙麵包的潛力，做出來的麵包真

的非常漂亮，甚至還超越了據點的哥哥姊姊們，大家都不禁連連讚

賞他，鼓勵他長大後可以朝向麵包烘焙發展，最後熱騰騰的金牛角

出爐，香氣和喜悅散發在教室的每個角落，孩子們完成屬於自己的

金牛角！

　　有幾個狀況較不好的小朋友試著努力穩定下來專心製作金牛

角，一副用心投入的畫面，讓我們感受到即使先天上的不足，他們

的努力和堅持卻遠遠超過一般人，有著更強韌的態度和力量，而這

次的體驗活動，不僅帶給孩子們笑容與自信，更讓我們看見生命的

韌性和希望。【資料提供：原廷】

1  基金會專職到府收款

固定每月拜訪收款並報告基金會服務近況

2  信用卡自動扣款

請向基金會專職索取信用卡捐款單填寫或至

環宇基金會官網下載

3  郵局郵政劃撥

劃撥帳號：13926664

戶名：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4  銀行轉帳(轉帳後請來電告知)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公館分行

帳號：347-5402-6523-3

戶名：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5  線上捐款

捐款專線：(02)2928-3688

捐款
資訊

環宇奇摩公益

台中
據點

花蓮
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