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 謝 您

為因應個資法，保護《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之愛心朋友的隱私，自民國 106 年 07 月起的

刊物、不再刊登捐款、捐物或發票捐助之芳名，徵信資料改以《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官

網查詢方式呈現，您可以上《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官網查詢 http://www.sol.org.tw/

donate_list.php。謝謝您的奉獻與支持！若有任何疑問，請來電：02-2506-1246( 會計小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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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蔡合城的真實故事及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粉絲專頁為我們按讚加油打氣

服務項目育幼院院童獎學金暨圓夢舞台才藝競賽、抗癌小鬥士及捐書計劃活動、寒冬送暖及心靈禪修活動、公益演講、海外交換學生及助學圓夢計劃

《共享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創辦人 - 馮輝湧先生發

心捐贈「共享健康能量活水機」，並提供終身更換濾芯

與保固。並由《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於 2019

年 10 月 19 日辦理《涓滴成河．送愛到兒家》捐贈儀式，

全台共有 21 家育幼院所受惠！活動現場由各院代表致

贈感謝狀，感謝馮董事長讓孩子們都能飲用純淨好水，

遠離鉛毒傷害，並擁有更安全的飲用水環境，未來必能

強健體魄，勇敢地挑戰人生 ~ 為讓孩子們可隨時隨地飲

用到好水，並養成喝水的好習慣！基金會再發起《涓滴

成河．送愛到兒家：喝好水運動兒家募水壺專案》，募

集 1,000 瓶「1000cc 水壺隨身瓶」！由《瑪里士實業

有限公司 - 王增譽董事長》與《礦工兒子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拋磚引玉，共同響應，期盼能籍此號召更多企業

一同關懷弱勢孩子！

" 抗癌達人 - 蔡合城 " 教您如何少得癌症？如何不得癌症？

癌症的發生與生活習慣息息相關，與大眾分享學習讓自己的心當主人。面對惡劣的環境、面對生活的磨練、面對重病，「念頭」不要放在「生

不如死」，因為你的心在哪裡，命運就會帶你到哪裡！

好多朋友詢問甚麼時候辦演講呢 ? 蔡老師聽到了唷 ! 我們排除萬難克服場地費用及交通就是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的資訊，從這三場

爆滿的活動也看到大家的熱情，來不及參與的民眾也歡迎上 YOUTUBE 搜尋「礦電視」，網路上也可以看到蔡老師的分享唷。

郵政劃撥

戶名 : 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

帳號 :1999-2103

ATM 轉帳＆匯款

戶名 : 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

帳號 :（代碼 005）土地銀行 - 長安分行

008-005-925-062

愛心
捐款

在有限的經費下，需要大家的幫助，同時捐出您手邊的發票，歡迎

企業聯合蒐集發票，把愛串起來，一起幫助弱勢兒童！

請將募集之發票郵寄或親送至本會，感謝您。

本會地址 :104 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108 號 7 樓 700 室

發票
募集

愛的傳播就是在創造因緣

善舉的力量發揮到最大作用讓

愛 的傳播力量，善的循環！

基金會張東秀執行長很榮幸再次擔任《2020 總統教育獎》國小組複審

評審委員！

張執行長在評審的過程中，瞭解孩子們的人生故事、看見孩子們的奮

鬥，除了感動、感動、還是感動，更想積極的協助他們展翅飛翔 ~ 勇抗病

痛、翻轉弱勢，桃園田心國小 - 簡冠禾同學參加畫畫比賽獲獎無數，堪稱

生命小鬥士；張東秀 / 執行長在家訪的過程中，被冠禾永不放棄的精神而

感動不已，還額外自掏腰包頒發獎學金與協助冠禾家中裝設淨水器，更特

別引薦好望角扶輪社創社社長同時也是旅美畫家-劉育蓉一起做公益由《財

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 - 張東秀 / 執行長》搭起愛與善的橋樑，偕同

一向好善樂施慷慨解囊的捐贈人《松山慈祐宮 - 陳玉峰董事長》進行「愛

行無礙：電動輪椅捐贈」。

簡霖恩年幼失怙，姊弟 3 人原由母親獨力扶養，小二時，寡母驟逝，

外祖母不忍骨肉至親失恃流離，接回家族部落監護，雖然寄居羅馬公路旁

窄小鐵皮屋，霖恩與全家族 20 餘人相互扶持享擁關愛；只是霖恩升上四年

級時，外祖母病歿，家族遷居，所幸有阿姨接濟監護，霖恩姊弟 3 人免於

手足離散。校長許梅珍說，霖恩不因自己命運多舛而發展受限，個性自律

沉穩、開朗積極、奮進向上，各方面表現亮眼，是學校傳達正向能量，翻

轉部落教育的榜樣。



文 / 台北兒福 / 小萱

好文分享

抗癌小鬥士

陽光系列─良師益友

張丞鈞抗癌小鬥士基金自 108 年

起開始發放罹癌病童獎助學金，走訪

案家看到這些生病的孩子們，因為疾

病掉髮 , 失明 , 失去活動能力，心裡

總是有滿滿的不捨，祈禱著這些孩子

們都能走過辛苦的治療過程，平安長

大。今年雖因冠狀病毒疫情無法辦理

大會發放育幼院童獎助學金，但是抗

癌的小鬥士基金仍舊定期送出，因為

仍有更多還在接受療程的孩子們需要

我們持續的關心，也需要大家一起來

支持。

正義超人-小礦

一、活動內容：

參與「299．愛久久．讓愛長長久久」募款專案，一次捐款一年份(12期)，只
要回傳捐款單，確認捐款成功，就贈送您超可愛的「正義超人-小礦」LINE貼

圖一組喔！

二、活動步驟：

(1)可使用信用卡捐款、郵政劃撥、銀行匯款等方式捐款。

(2)一次捐款299元 X 12期，合計3,588元。

(3)回傳捐款單，可傳真至02-2506-8552、亦可加入LINE好友拍照回傳。

(4)確認收到善款後，即有專人與您聯絡，贈送一組「正義超人-小礦」給您。

(5)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02-2506-1246洽詢。

加LINE好友 FB粉絲團 礦電視SOLTV

歡迎加入LINE好友、追蹤按
讚我們的FB粉絲團，觀看訂
閱我們用心製作的YOUTUBE
頻道喔！

小礦有著超越普通地球
人的能力及富有超強正
義感與同理心，以全能
的強大力量與永不放棄
的態度拯救弱勢的孩子
們！

是緣分 ? 還是命中注定 ?

我來安置中心已經有六年了，現在升上國中，過得非常平凡！我還記得剛來中心的

時候，是給一位叫做「董娘」的阿姨帶。那時我們家都是年紀比我大很多的姐姐與我同住，

但因為年齡層的差距，所以沒有相處得很好，也因為姐姐們的一些行為，讓我每天都睡

得不好，也會讓我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例如從前在安親班、學校時，常常會被同學排斥；

會被安親班老師的處罰；以及我的家庭背景複雜，我那時害怕極了。

但還好董娘讓我的狀況改變了很多，董娘會在姐姐們去補習的時候，帶我出去玩、

買東西給我，還有買許多我會用到的文具、衣服等等。但在我跟姐姐們相處的越來越好

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 - 大分家，所以我又得重新學習和其他人相處。雖然都是年紀和

我相仿的小孩，因為還是董娘帶我，所以我適應的很快。

這個狀況一直到我六年級時，又有了一次大分家，這次我沒有再跟董娘同一家，因

為阿姨說她快要退休了，沒辦法再一直陪伴著我們、看著我們長大，我們家的人知道後，

都哭成一團。因為我在別家，但當董娘有帶家時，我就會去他家找她聊聊天、抱抱她，

並告訴她我在她退休後，會繼續努力完成我的學業。

我在董娘身上學到許多做人的道理，不管是課業、品行還是廚藝等，都讓我有各種

不同的收穫！對我來說，我的良師益友就是照顧我多年的董娘，如果沒有董娘的照顧，

也不會有今天的我。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我都會一直一直感謝董娘：「謝謝妳，給

我像幸福孩子般的照顧。」

贈書訊息 把愛傳出去
《蔡合城人癌共存》

《蔡合城人癌共存》從心

出發，自98年罹患多發性

骨髓瘤末期，走過10年療

癒過程，深切體悟病者身

心疲憊，病由心生，境隨

心轉，飲食清淡，清心寡慾，健康長壽，人都是活

在自己的觀念中，萬法唯心造，惟有轉念、改變念

頭，生命才有不可思議的正向力量重新翻轉。

索取贈書聯絡電話：02-2506-1246
(本書贈與癌症患者本人或其眷屬，並請珍惜資源，妥善運用，利人利己。)

大家知道禪修有哪些好處嗎？根

據天下雜誌報導，台北榮總神經內科教

授 - 王培寧表示，有研究發現，禪修時

腦中帶來快樂的血清素會增加分祕，而

和壓力相關的荷爾蒙則會降低。禪坐可

以幫助我們釋放深層的情緒與壓力，

讓我們內心達到自然平衡。看影片和

蔡老師一起學禪坐：https://youtu.

be/0oLh7W-j0WE 喜歡我們的影片，幫

我們按個讚，並分享給您的好朋友喔！

依然記得惺忪的雙眼一睜開，還未接受今天第一道陽光的房裡，我

又昏睡了下去，也不知過了多久，有人叫了起床，睜眼，陽光透過窗簾

的縫隙，劃破了房裡的寂靜，看了看手錶再慢慢做事，是我再習慣不過

的動作，但今天不一樣，看了看手錶 7點 15 分，心想 :完了，睡過頭啦 !

還好在匆匆之下有趕上 8 點 15 分的車。

經過一小時的車程，小小補眠一下，醒來映入眼簾的是溫暖的笑

容。距離上次來也差不多要半年了，但姐姐們溫暖的笑容依舊不變。走

上樓，姊姊們為我們每個人拿一雙鞋，感覺就像回到家一樣。放完行李，

我們到佛堂禮佛，反省自己，東東姊姊說 :「我們常常看見別人的缺點，

但往往都看不到自己的缺點，所以要向菩薩們反省自己。」聽了覺得

有點內疚，以前的我常常放大別人的缺點，縮小自己的缺點，聽了之

後我告訴我自己 :「放大別人的優點，縮小別人的缺點，從自己與別

人的錯誤中學習。」

下樓後，進入禪堂，安靜且明亮的環境，喚來我一身清新，學習

打坐、靜心，使身體舒緩，得到身、心、靈的放鬆；魔術方塊使人動

腦、專注；禪繞畫使我們調劑身心，讓心靜下來；顏色認知使我們更

了解自己；聽蔡義成叔叔浪子回頭的人生經歷，發現自己的處境在社

會中算是不錯的，還有很多人是比我們可憐的，所以我們要懂得感恩，

從跌倒中站起來、從錯誤中學習，花更多時間努力充實自己，讓自己

成為更優秀的人。聽了蔡叔叔的分享，學習到很多，其實我們每個人

都沒有所謂的天分，只有後天的努力，我們沒有比別人好，沒關係，

人一己百，不會的東西別人做一次自己做一百次，總有一天一定會有

收穫 !

這三天兩夜的活動，我們的表現雖美中不足，但卻能使我們從中

學習，看到廚房姊姊辛苦的面容，使我們感恩。三天下來，我想謝謝

陪我度過的哥哥姐姐、同學老師。頑皮的我們總是令你們一個頭兩個

大，但謝謝妳們無微不至的照顧，使我們平安快樂！

這三天我感覺到陪伴我的人，就像大海擁抱陸地一樣，給我溫暖

和關愛，使我心中充滿感謝，而我想學習你們的精神，實踐在我未來

的每一步一腳印。

《衛福部北區兒童之家》- 小彤

少年之家是第二次參加這個活動，對這批孩子而言是新鮮的第一

次，孩子說原本以為很無聊 , 沒想到完全顛覆想像， 三天兩夜的課程

中，這些孩子本性善良從這三天的活動中展現無遺， 上課專心認真，

每一場課程都力求表現，貼心的為老師們盛飯、飯後自動收拾清理、洗

碗筷、鍋子、清潔整理住處等等。

對這些年紀尚輕的孩子們，《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安排

打坐調息靜心課程，對他們幫助一定非常大 ，若是可以將這一套打坐

調息靜心的方法，學會並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相信對孩子們提高學習能

力、穩定情緒、幫助睡眠、改善作息等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感謝政府德政有少年之家的設置，讓她們重新找回健康、正常的人

生道路。 

2020~ 冬令營

2020~ 夏令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