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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服務

婦女培力

愛心廚房

銀髮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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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聽見偏鄉的呼喚】系列活動

12 月 9 日北區「歲末愛心募款餐會」，在大

古亭兒少輕快活潑的日本舞曲，展現出明朗的生命

環宇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努力在社區深耕

家熱情踴躍的支持下，活動圓滿成功。環宇集結北

力；全身紅色喜氣的基隆兒少，更是矚目的焦點，

服務，期能透過弱勢兒少陪伴，幫助他們度過生命

區萬華、古亭、新莊、花蓮等據點的工作人員及服

以非洲鼓帶動出節慶的歡樂氣息。

的難關；鼓勵二度就業婦女自立利他，讓他們習得

務對象，齊心將今年的成果通過影片、才藝表演、
親身見證…等方式，點點滴滴呈現在大眾面前。

由據點可愛的小朋友義賣環宇小屋，也達到活
動高潮，獲得大家熱情的支持與回饋。愛心廚房的

一技之長，可以克服困境；讓長者從事銀髮樂活，
促進健康在地老化。

即便寒冷又陰雨的天氣，也擋不住大家的熱

廚工媽媽，上台分享了生命的無奈，但在環宇的支

感謝社會大眾對環宇的肯定與支持，誠摯將今

情，新北市社會局兒少科長劉倩如也親自蒞臨為活

持下，讓她可以用不氣餒的精神克服難關。社區長

年的成果獻在您眼前，您的鼓勵是我們前進的力

動致詞打氣，她肯定環宇在新莊據點的服務成果，

者的分享，落下感動的眼淚，原來關懷與陪伴竟然

量。因為您的愛心，讓長者們有力量、孩子們有自

允諾要一起為需要協助的人們共同打拼努力。節目

可以成為他們最大的慰藉，所以我們願意更努力，

信、婦女們有技藝，社會的每個角落，處處充滿溫

中萬華兒少的陶笛和諧柔美，吹奏出優雅的旋律；

繼續疼惜社區的兒老與婦女，讓人間處處有溫情。

馨，再次感謝您 ~【文 / 編輯小組】

耶誕圓夢築夢踏實•青商送愛關懷孩童
環宇 12 月 10 日在台南舉辦「耶誕圓夢公益
餐會活動」，邀請歸仁、仁德、永康、新市 4 個

子沒有過一條項鍊，阿眉想送阿祖一條項鍊，並

麗麗，驕傲地說：「Wendy 阿姨，我有上台喔！」

親自為她戴上。

我相信小昌學會了勇氣，會克服重重困難，我永

據點 110 位學童及家長參加，據點兒少表演努力

主持人楊琬琳是青商總會 2017 年親善大使，

練習的才藝節目，在融洽和樂的氛圍中，餐會圓

除了捐出主持費外，為了給孩子一個難忘的溫馨

我們能為孩子做的有限，但必須奔跑在前面，

滿完成。

耶誕，活動前不斷與同仁討論溝通。當她得知圓

影響更多人推動善的循環。感謝所有工作人員及

夢家庭的故事時，不禁紅了眼眶，在圓夢告白訴

志工，還有捐贈耶誕禮物的善心人士，孩子會記

說孩子的故事時，現場民眾感動得紛紛落淚。

住這美好的感恩之夜，願我們的祝福，鼓勵孩子

感謝國際青年商會南區會長王國贊，帶領各
地會長幫孩童募集圓夢獎學金，現場捐助 5 萬元，
並為孩童驚喜圓夢 -- 孩子表達對媽媽的愛，希望

社內據點的學生圓夢表演烏克麗麗，有學習

媽媽健康，母子在台上相擁而泣。陳怡珍市議員

障礙的小昌原本幾乎要放棄不上台了，但在老師

也蒞臨現場，為阿眉及蘇曾祖母圓夢，阿祖一輩

的鼓勵下，重新產生自信。表演完畢他抱著烏克

總會
資訊

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al Foundation」
總會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3 段 245 號 9 樓之 2
電話：02-29283688
傳真：02-29288066
立案字號：台（七四）高字第 41229 號
Email：icef.taiwan@icef.org.tw
FB 粉絲團：環宇國際文教基金會

社區
據點

遠記得他臉上驕傲燦爛的笑容。

們不因貧困而放棄，可以努力向上，看見美好的
未來。【文 / 承莉】

中區聯絡處：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9 號
Tel：04-22296563
南區連絡處：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88 號 8 樓 B 座
Tel：06-2228962
屏東聯絡處：屏東縣里港鄉南進路 1-1 號
Tel：08-7732850

古亭社區據點、基隆社區據點
萬華社區據點、花蓮社區據點
新莊社區據點、屏東社區據點
社內課後班
環宇官網

生命
故事

種下一顆

我在你身上種下了一顆希望的種子，即便不知何時我們的緣
分會斷，但只要你還在課後班的一天，我願意看著這顆種子，
慢慢發芽、成長、茁壯 ...。

希望的種子
小倉來自繼親家庭，爸爸將心思投注

採用團體進行的方式，例如：身體清潔課、

或許小倉真的感受到我的用心了，這學

在與新媽媽所生的妹妹身上，忽略了他及

家事課，讓大家一起洗衣服、晾衣服、收

期，他開始會擔心同學們嫌他臭。有一天，

哥哥。小倉時常在外徘徊，有時半夜還騎著

衣服。

同學無意脫口說：「你好臭喔！」讓他躲

腳踏車在外面閒晃，爸爸卻一點也不關心。

然而，過程中挫折不斷，因為小倉跟

到廁所哭了好久。小倉說：「我都有洗腳啊，

他的衣服也常常沒洗，身體也沒洗乾淨，

其他孩子的衝突並沒有化解，導致他的狀況

為什麼大家要這樣呢？」我開導了好久，

所以總散發出異味。時間管理不好，上學

時好時壞，有時甚至甩門出去就走了。好幾

也引導其他孩子看到小倉的改變，大家也

幾乎天天遲到，來課後班也是一樣。

次我把其他孩子留下來，跟他們說明溝通，

認同了。原本擔心小倉又變回之前的樣子，

另外，他也不太懂得說話技巧，每次

教他們如何學習包容、體諒；也試著告訴他

沒想到隔天他自己帶了一瓶沐浴乳，開始

同學好意提醒，他都以為別人是故意排擠，

們小倉的優點，只要小倉有一點進步，我

用力在廁所洗自己的腳，看到這一幕，我

會兇同學、甚至講話諷刺，有時候還故意

都會讓其他孩子去觀察與體會。久而久之，

內心激動的快哭了，因為，他從一開始不

唱反調，惹同學及老師生氣。種種原因導

孩子們對小倉的態度也漸漸好轉。

在乎別人，到現在拼命努力地想改變自己，

暑假，我特地幫孩子上了一堂金錢管理

致小倉人際關係惡劣，甚至開始自我放棄，

這是多大的改變…！

課，私下則告訴小倉：「有時你很羨慕同學，

小倉和以前不一樣了，和其他孩子們

爸爸每天給他 150 元零用錢，認為這

可以買自己想要的東西，但你知道他們是

相處也越來越融洽，雖然偶有小衝突，但

樣就有盡到照顧的義務，但卻沒教小倉如

用自己存的錢買的嗎？」「省下一些買零

已經不像過往那麼頻繁。愛看書的小倉，

何用錢，扣掉學校的營養午餐、課後班的

食的錢，當你有很想買的東西，而爸爸不

常常在圖書館待到忘記要來課後班，為了

晚餐，其實只需要給小倉早餐費就夠了，所

能買給你時，就可以自己買了，對吧！」

叮嚀他，我開始規定他幾點前要到課後班，

認為世界上根本沒人在乎他、關心他…。

隔天，小倉一進教室，從口袋掏出 20

以小倉每次到課後班，總是拿著一堆零食，

塊，說：「這是我今天剩下的錢，想存在

把錢給花光…。

小倉也很努力趕在時間內到達，只為了讓
我知道他真的有進步、有改變。

我一直想改變小倉的行為，他卻一直

老師這邊。」這話竟從小倉的嘴裡說出來，

我在你身上種下了一顆希望的種子，即

不領情，認為我們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但

我有點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說，如果真

便不知何時我們的緣分會斷，但只要你還在

我還是很努力地想讓小倉感受到，其實還

的想存錢，可以慢慢來，一天 10 塊也可以。

課後班的一天，我願意看著這顆種子，慢慢

是有人關心他的，所以安排了很多課程來

之後，小倉每天都會找我存錢，金額一天比

發芽、成長、茁壯 ...。【文 /Mimi Huang】

協助他。為了不讓他覺得自己是特例，我

一天多，每次存錢他都是掛著滿臉的笑容！

銀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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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立個溫暖
的

好冬

立冬，一個邁入冬天的訊息。為

長輩們活動結束後，志工們端出

了準備度過這一個的冬季，志工們主

香噴噴的麻油雞給長輩，每個長輩都

動提起要幫長輩補個好冬。

喜悅得笑口大開。手捧起熱呼呼的心

一大早廚房便傳來清洗食材碗盤

意，喝下每一口精緻的美食精華，長

的流水聲，以及志工們熱絡的交談聲，

輩們的臉，都一個個地紅通通了起來，

拉開簾子走進去後，入眼的是志工們

好像是整個人浸泡在溫泉裡一樣的暖

忙碌的背影，跟他們互道聲「早安！」

和。

後，繼續有秩序的分工準備。

雖然今年的冬天比較晚到，天氣

廚房外，傳來長輩上手語課的歡

尚屬溫暖，但是比起外在的溫度，志

笑活力；廚房內，則是一股麻油雞的

工們溫暖炙熱的心，長久滋潤在每一

美味，陣陣飄香。豐富的食材，在大

位長輩們的內心，也讓我們一起補了

夥的熱心之下烹煮完成。一碗一碗的

一個溫暖的好冬。 【文 / 情音】

分裝盛起，每一碗都是志工們的用心，
搭配成這冬天最有人情味的補品。

據點
故事

【屏東】

什麼是幸福？
老師，

「老師我們很好養，基金會給我們

吃 的、 學 的， 只 要 能 吃 能 學， 我 們 都
好！」 困 境 中 的 小 孩， 比 起 都 市 中 資

源豐富的孩童，或許更懂得知福惜福。

骯髒與沒規矩…。家庭狀況一個比一個糟

糕，這也就算了，就連孩子衣服髒了破了、
聯絡簿也沒簽、沒回應，父母也愛管不管，
即使我提醒告知注意孩子狀況，家長仍是
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然而，長時間陪伴下來，我發現這一
群孩子，是可愛善良單純的，雖然出自弱
勢家庭，但他們有權利爭取自己的未來，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一群孩子同樣也需
要我們的協助。課輔班的資源有限，但他
們很珍惜那些得來不易的機會，以及善心
人士捐贈的點心、玩具。每天放學後，他
們在這裡接受陪伴與關懷，學習品格教育，
我看到他們非常努力地學習，一天一天在
進步。

某 日， 學 生 問：「 老 師， 什 麼 是 幸

孩子們清楚知道自己家庭的不足，父

福？」提醒了我，其實幸福不是金錢名利，

母的教導有限，但不論環境如何，他們懂

而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得 感 恩 ~。 高 山 或 低 谷， 我 相 信 上 帝 都 看

記得剛來到課後班，接觸這一群可愛

顧，相信課輔班的孩子透過自己的努力，

的小天使，擔任課輔老師，我真的很不習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就能蒙福。上帝做事

慣他們講話的態度方式、吃東西的樣子、

有定時，流淚撒種必歡呼收割。學生在課

婦女
培力

【花蓮】

輔班裡學習謙讓，珍惜每位工作人員、老
師、善心人士，以及默默付出的人所給的
資源與機會，就會擁有喜樂，因為這些資
源都是最珍貴的。
學 生 會 主 動 說：「 老 師 ~ 我 們 要 好 好
把握現在所學習的喔！因為這是為了讓以
後的我們越來越好。」更有趣的是，小豪
開心說：「老師我們很好養，基金會給我
們吃的、學的，只要能吃能學，我們都好 ~
哈哈哈！」在此，謹向所有善心人士及默
默付出的人，誠摯獻上致敬，感謝有您，
有您真好！【文 / 曼婷】

如何碰撞出火花？
烘培與保險，
花蓮宇愛幸福婦女培力工坊和全球人壽，在 11 月 8

日聯合舉辦一場活動，乍看之下不相關的壽險業與烘焙
業，在這裡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
為了增進在地民眾進入就業市場的興趣及能力，全
球人壽與宇愛幸福工坊合作，希望經由烘焙體驗，使得
增員說明會跳脫生硬的刻板印像，變得更加活潑有趣，
也能在手作體驗的過程中，將烘焙的幸福與樂趣傳遞給
參與民眾。
過程當中，體會親手揉製麵糰的感覺，聞到麵包出
爐的香氣，用心感受屬於自己的成品，這就是一種最大
的幸福。一股成就感慢慢醞釀而出，更可以獲得紓壓的
效果。利用等待麵包烘烤的時間，全球人壽的業務人員
也向民眾分享，關於健康保健與規劃未來保障的觀念，
並提供性向小測驗，讓大家了解自己適合的職業樣態。
麵包出爐後，大家爭先想要拍照，看到彷彿藝術創
造的過程。經過烘焙體驗與保險觀念的學習，參與的民
眾開心忘懷，真是一舉兩得的活動。【文 / 原廷】

銀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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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福山社區，
互動交流求進步

【台中】

【屏東】

獲得「顧腳骨」
團體賽第一名
我是屏東據點的新人，第一次參與老人活動，原本以為老人家的配
合度不高，活動會很悶，沒想到與會的長輩，各個都很活潑熱情，很認
真跟著台上做動作，真是太可愛了！
11 月 11 日參加屏東縣社會局在枋寮高中辦的「銀髮小三帖運動
會」，各鄉鎮據點都有代表參加。現場的長輩們活力十足，表演都很用
心，競賽也很熱情參與。最意外的是，原本長輩以為沒機會得獎，最後
公布我們里港據點，竟然得到了「顧腳骨」( 競賽項目之一 ) 的團體賽第

早上起來，窗外傳來細雨落地

透過這次觀摩，體悟到我們環宇台

的聲音，希望雨能早點停歇，也感

中據點，雖然小而美但也是很有特

謝這雨使得氣溫變涼爽。當我們一

色，展現出活力、熱情以及手工藝

踏進優雅的福山社區，四周充滿霧

的美，再加上志工的向心力，交織

氣，耳中傳來陣陣的歡迎歌聲，福

成獨有的風格。當長輩走出據點，

山社區發展協會用他們的活力與熱

感受不同的文化，也看到自己的優

情，迎接台中據點的長輩們。

點與需要補足的地方，真是很棒的

一名，而個人賽林老師勢玉阿公、莊阿姨也分別得到二、三名，真是太
厲害，令人太驚喜了 !【文 / 翠芬】

雙方用不同的表演互相交流，
真是很棒的一件事。福山協會用帶

學習，相信我們會更加進步與美好。
【文 / 情音】

動唱來開場，炒熱整體氣氛。而台
中長輩也拿出準備許久的頭飾與衣
服，用熱情的山地舞表演來回應。
透過鏡頭，看到不同社區的長輩，
彼此一起舞動身體，每個人臉上都
充滿了喜悅的笑容。

【感謝芳名錄】
《台北》
歲末感恩募款餐會
-- 感謝捐助
林湘婷等人
彭善士
陳斌超
陳宗曉
富邦人壽
駱駝鈴生機股份
光奈貿易有限公司
中和堂文教基金會
林雅雪
黃協興
曹王芙蓉

173,600
100,000
50,000
50,000
50,000
4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全球和平聯盟
大中華總會

20,000

華殷磁電有限公司
吳秋君
柯淑雯
張富美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捐款
資訊

施宏樺
黃宏義
葉雅琳
翁登財
盧基盛
簡其福
趙玉芳
黃子豪
永基煤氣有限公司
謝茂生、黃美霞
林靜香
陳叙妏
三重清聖宮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8,500
14,000
12,000
12,000
11,144
11,080
10,000

德成文化
藝術基金會

10,000

王品嬛
古祐亘
吳美珠
吳美雪
林幸樵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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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新旺
侯美華
陳文松
黃俊生
陳進富
陳珮雯
蔣金蘭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南投》
安耀科技
有限公司

30,000

《台南》
[ 耶誕圓夢活動 ]
捐贈耶誕禮物
三眾國際有限公司
中華卓越公益協會
全福商行
永康金富康彩券行
永瑄牛排

枝仔冰城
旺旺日式鍋燒
客來堡早餐
佳湘麵包烘培坊
喝茶趣
新營美都髮藝
喜滿客日式燒肉
慧安中醫
顏純左醫師
龍海事業一寶督導區
寶貝熊商行
藝素燴館

酒河原居酒屋
酒河豚居酒屋
鰻丼作

10,000
10,000
10,000

《屏東》
金豐禾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金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劉玉葉

200,000
80,000
60,000

( 因篇幅有限，僅列出贊助 1 萬
元以上貴賓，1 萬元以下請上
官網查詢 )

[ 耶誕圓夢活動 ]
捐贈圓夢獎學金
國際青商會南區
會區長王國贊
佳鴻餐飲屋
有線公司
陳亭妃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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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30,000
10,000

5／線上捐款

奇摩公益 環宇

捐款專線：(02)2928-3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