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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敵當前 自助助人
各位親愛的會友：大家好！ 

2020年出現的新冠肺炎，難以遏阻的疫情給世

界各國帶來了空前嚴峻的災難。美國由於川普總統

防疫政策荒腔走板，誤導民眾輕忽病毒的威力；加

上許多不負責的民眾任性群聚，又拒戴口罩，不保

持防疫社交距離；致使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不斷攀

升。弄得人心惶惶，日常生活被整個顛覆。扼腕嘆

息無奈之餘，我們只有自求多福，小心保護照顧好

自己；生活中找些有趣的嗜好轉移焦點，心情愉悅

充實地過好每一天。在此我們也虔誠祝福每位會友

及家人身體健康，平安吉祥！ 

在武漢疫情嚴重的階段，雲南省僑聯曾請張會

長在美國和臺灣幫忙募集防疫物資，支援武漢的醫

院。當時他們在大陸其他省份都買不到了，臺灣也

在限制出口，美國網上訂購也遙遙無期，只有通過

特別管道還可從緬甸買得到口罩。於是媽媽聯誼會

決定幫省僑聯募款從緬甸買些口罩。張會長去年以

100萬人民幣義賣南懷瑾老師贈與的墨寶，購買的

臺商分四年付款。張會長通知這位臺商將今年的25

萬人民幣先匯至僑聯的基金會，她再把在美國募款

的美金數額依次通知基金會，以便基金會按美金折

合人民幣的金額自這25萬人民幣中提款購買口罩。 

後來基金會通知她說，緬甸管道的口罩一天一

個漲，漲了幾十倍，他們實在買不下手；而且上面

有指示要復工生產防疫物資了，應該會先滿足武漢

的需要。省僑聯與基金會的領導說：「媽媽聯誼會

募款不容易，而且美國的疫情也可能會步武漢的後

塵，媽媽聯誼會一定會捐款幫助，就請張媽媽把幫

我們募的善款用來幫助美國。」 

果不出所料，美國的疫情迅速暴發，於是本會

決定將當時收到的善款共8800美元，加上義賣南師

墨寶積存的備用款做為支援防疫的專款，先後對北

澤西紅十字會捐款三萬美元，用於援助加州、紐約

州、新澤西州抗疫一線醫護人員及警察、消防、志

工等工作人員所需物資；分兩次共捐款4萬美元幫

助新澤西州的RWJUH漢密爾頓醫院成立的癌症中心

，湊足資金購置一臺TRU-D UVC消毒殺菌的機器。 

本會副會長錢婉琳也通過她在大陸做生意的一

位客戶找到一個熟識的口罩工廠，該廠限定一次至

少要訂購10萬個口罩。婉琳在美國的客戶南亞集團

有數處工廠需要大量口罩，經檢測過樣品符合美國

標準後，決定託婉琳訂購。婉琳又再加訂一批，在

望眼欲穿好不容易分批收到的口罩中，勻出63000

個捐給媽媽聯誼會(南亞集團共襄盛舉捐的3500個

也包括在內)，我們在此特別向婉琳和南亞致謝。 

這63000個口罩分別捐給 RWJUH漢密爾頓醫院

42000個，捐給新澤西州西溫莎市政府21000個。現

在美國的超市也都有口罩賣了。媽媽聯誼會下一步

的計劃是等新澤西州的食物銀行開啟運作後，繼續

專款專用向該機構捐款，支援他們購買食物與口罩

，提供給無家遊民與低收入家庭，這也是我們在這

次大災難中力所能及回饋社區的一點心意。願意支

持這個項目的捐款只要在支票上註明「新冠病毒防

疫救助」，我們就會專款專用。 

http://njumca.org 

45 



春晖 45期 2 

2020年助孤(困)、助學及救災
一, 雲南（單位人民幣）﹕ 

1. 補助官渡一中 30 名貧困學生勤工儉學獎學金 3

萬元，及翻轉教育實驗班 61 名學生愛心服務

獎學金 2 萬元，共 5 萬元。 

2. 捐贈 44 臺移動式多媒體設備（共 96 萬 8 千元

），加上去年預留給泰北的 2 臺，共 46 臺：

以下學校各 1 臺： 

昆明市石林縣： 
路美邑中心學校路美邑小學 

路美邑中心學校堡子小學 

路美邑中心學校北山小學 

路美邑中心學校麥地莊小學 

路美邑中心學校魚龍壩小學 

路美邑中心學校小河小學 

路美邑中心學校㱔卜所小學 

路美邑中心學校阿怒山小學 

石林彝族自治縣螺螄塘小學 

路美邑中心學校中心幼兒園 

湯郎希望小學 

昆明市祿勸縣： 
湯郎鄉中心學校典文小學 

昆明市盤龍區： 
阿子營街道阿子營小學 

清遠小學 
臨滄市雲縣： 

茶房鄉文乃完小 

茶房鄉良子頭小學 

茶房鄉馬街完小 

茶房鄉文雅完小 

原 1-3年級的茶房鄉南滿小學 

後擴大為 1-6年級的南滿小學 

紅河州蒙自市： 
芷村鎮黑拉沖小學 

芷村鎮中心小學 

芷村鎮楊柳井小學 

芷村鎮庄寨小學 

芷村鎮白石岩小學 

紅河州個舊市： 
賈沙鄉陡岩小學 

賈沙鄉科技希望小學 

賈沙鄉五七村小學 
賈沙鄉克勒小學 

紅河州元陽縣： 
攀枝花鄉硐浦小學 

攀枝花鄉多沙小學 

新街鎮大瓦遮小學 

新街鎮全福庄小學 

大理州鶴慶縣： 
西邑鎮奇峰初小 

西邑鎮中心小學 

緬甸：  
洋人街華僑佛教學校 

泰北：共 6臺待託運中 
清萊美賽市華雲學校 

清萊美斯樂芒崗村文明中學 

清萊滿星疊村大同中學    

清萊滿堂村建華中學    

清萊老象塘村泰華中學   

清萊回海小學  

媽媽聯誼會社區培訓中心：3臺 

另一臺：選擇學校中 

3. 捐贈石林縣螺螄塘小學音頻處理器一套 3800

元、高清攝像頭一套 650元。臨滄縣茶房鄉南

滿小學偏鄉兒童讀經廣播系統一套 10000元。

共計 1萬 8250元。 

4. 捐贈台灣爽文國中音頻設備一套 3800元（由

雲南送去）。 

——下接第 5 頁《助孤助學救災》 雲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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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泰北華文學校
受疫情影響，我們支援泰北華文學校開展

遠程教學的進程也受到些阻礙。去年 5 月雲南

省僑聯副主席高峰向張會長介紹：位於泰北清

萊山區的美斯樂村中的華文學校不僅缺乏合格

教師，教學方法更是落後。希望媽媽聯誼會能

將美斯樂也納入聯誼會的網路視頻翻轉教學培

訓項目。 

張會長去年 10 月到雲南後，周林江安排 5

天行程，於 12 月 17 日與張會長去美斯樂考察

。且將預留給美斯樂的 3 臺多媒體教學設備，

先託運了一臺至清萊美賽市雲華學校。高峰聯

繫了該校的田景燦校長，安排並陪伴張會長與

林江的考察行程。 

田校長也是泰北世界日報的主任兼記者，

熟悉泰北僑界各方面的事務。經他介紹才知，

除了美斯樂，清萊山區的華文學校不下百所。

老師中有在臺灣求學大學畢業後回去服務的，

但不多，田校長是其中之一。雲華學校有幼兒

園、小學、初中、高中，學生近千名；除田校

長外，另有兩名在臺灣上了大學的老師，可培

植成種籽老師。 

張會長說：她與林江對田校長的觀感非常

好，盛讚田態度誠懇，做事認真負責。雲華學

校又在市區，到清萊海關較方便。媽媽聯誼會

以後給泰北捐贈的設備運到清萊海關後，可由

他幫領取運至雲華學校。受贈學校安排種籽老

師到雲華接受裝配培訓後，才能將設備運回各

本會捐給泰北華文學校的多媒體教學設備

自的學校；再由林江通過視頻繼續指導至可完

全熟練使用，以免老師看不懂裝配說明就擱置

不管了。 

田校長也願負責監督落實受贈學校善用設

備的重任，所以張會長決定先以雲華學校做試

點。林江先用託運來的這套設備培訓雲華學校

的老師，張會長表示會再增捐 2 臺，該校的小

學、初中、高中就能同步分別實驗，帶起各年

級的教學升級效果，協助該校成為泰北的翻轉

教學培訓基地。與此同時，選擇其他聘有在臺

灣上過大學老師的學校，捐贈設備，培植種籽

老師；再由這些種籽老師幫忙指導其他學校的

老師，熟悉使用設備，自我進修，提高教學素

質。 

2020 年媽媽聯誼會預計捐贈 10 臺多媒體

給泰北。雲南省僑聯對泰北捐贈的防疫物資，

在雲南境內這一段有通行証，運至邊境還順利

；但到泰國或緬甸海關就被卡。所以僑聯基金

會建議，給泰北的多媒體最好待疫情平穩，運

輸管道順暢安全了再運，以免被卡在外面的時

間太長。萬一遺失了，他們與媽媽聯誼會不好

向捐款人交待。 

基金會另一個建議：捐贈設備的學校共 6

所，為保險起見，建議這次就先捐給每所學校

1 臺，請田校長就近觀察老師的學習態度。明

年除了再補捐雲華學校小學部 1 臺，加強泰北

這個試點，另外 3 所需兩臺設備的學校，也要

看老師的學習表現再決定是否繼續捐助；這也

有助田校長對各校的督促。 

另外還有一層顧慮是接受了臺灣僑委會補

助的學校，不能接受大陸有關部門的捐助。而

雲南省僑聯與媽媽聯誼會有合作關係，田校長

事先都說明了張會長與媽媽聯誼會的背景，也

強調：「從未有外界團體或個人給泰北僑校捐

贈那麼實用的高端設備，幫助我們從根源解決

師資與教學的不足。」他非常珍惜並會堅持與

媽媽聯誼會的合作；另 5 所學校校長也非常希

望得我們的捐助。但張會長不知他們是否也能 

——下接第 5頁《泰北華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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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項目科丁課堂
2020 年媽媽聯誼會在臺灣又增加了一項捐

助，向臺灣公益組織「科丁聯盟協會」高雄分

會捐款一萬美元，支持他們購買電腦在社區成

立一個「科丁課堂」；以便在學校、社區推展

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發，並上網免費提供自

小學一年級起的各年級學生，及一般大眾，學

習的程式設計教材。 

這項捐助緣於張會長在網上看到高雄市議

員黃柏霖在議會報告他在高雄、屏東的學校推

動這項資訊教育的動機與成效。黃議員說：「

科丁是英文 Coding（程式編寫）的音譯，也有

科學園丁的意思。面臨 AI 時代的來臨，小朋

友從小學就應開始學習編寫程式語言，面對 AI

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AR 擴增實境等新科技

的大躍進，未來都需要有編寫程式語言的基礎

。而「科丁」設計的學習方法是在好玩的氣氛

中，讓孩子從一個電腦應用軟體的 User，變成

可以使用一些簡單的程式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想

法及創意的 Coder，同時我們透過此計畫培育

在校老師、家長、志工們成為科丁種子教練，

透過這些種子在學校、在社區、在偏鄉等每一

個角落發揮力量，讓大家一起推動臺灣的資訊

教育，開發不同年齡孩子的創新潛能。只有從

小讓孩子們學會如何跟電腦溝通、學會如何打

開自己的奇異之門，我們的孩子才不會成為數

位時代的佃農，才能在大數據時代中走出臺灣

的路」。 

張會長訪問加入科丁課堂的偏鄉學校 

張會長覺得應幫助雲南的偏鄉學校及泰北

、緬甸的華文學校也有這樣的學習機會，於是

她在去年 10 月動身去雲南前與黃議員聯絡上

，並預約好她 12 月底到高雄見面，做進一步

的瞭解。據黃議員的介紹：科丁聯盟完全免費

在各地區培訓大學生和小學代課老師成為科丁

教練，同時會給付教練教課的鐘點費和交通費

，學生學習也是免費。協會所需經費主要是靠

關心臺灣下一代教育的海外臺商及會員的捐款

，未來將努力爭取國內科技大廠、基金會的合

作與支援。 

科丁聯盟高屏區召集人田國書律師介紹說

：該區至今已開辦 :初級 Scratch 師資培訓班

，國小 Scratch 推廣班、社區夜間 Scratch 推

廣班、小港社教館假日 Scratch 推廣班、燕巢

圖書館假日 Scratch 推廣班、暑期 coding 夏

令營、ACTC 不插電師資培訓班、低年級不插電

體驗活動、星際桌遊 mbot 師資培訓班、千人

科 丁 嘉 年華 、 Micro bit 培 訓 班、 進 階

Scratch 教練班、Python 師資培訓班、國中

Python推廣班……等總計超過 200個班次。 

因場地都是租用而且開班密集，亟需要一

個專屬的電腦教室，派駐固定教練，可以隨時

做師資培訓，也可以讓弱勢及家扶孩子隨時可

來學習，更可以讓家裏沒有電腦又喜歡 Coding

的孩子們可來此彼此切磋、心得交換、甚至比

賽。目前已有一公司願免費提供場地；另外還

需要電腦，估計 30 臺足夠，因教練須各別指

導，孩子多了會照顧不過來。 

張會長提出一問題：在這個項目中是否納

入了加強培養優良品德的教育？黃議員說：「

這是科丁最重視，且對教練一再強調的內容。

沒有公德心的人，利用科技做壞事的後果更嚴

重。」張會長放心之餘再詢問得知每臺電腦一

萬臺幣，即表示媽媽聯誼會願幫忙。今年一月

中旬，張會長返美向理事報告此事後，媽媽聯

誼會即電匯一萬美元至科丁聯盟協會的臺灣帳

戶，指定捐款用於幫高雄的科丁課堂買電腦。 

——下接第 5頁《科丁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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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孤助學救災［上接第 2 頁］ 

二, 臺灣（單位新臺幣，由指定用於臺灣的捐款

支出）﹕ 

1. 補助新竹尖石鄉及五峰鄉原住民部落 63名家

境清寒學生的課補晚餐費、返家交通費、部

份學雜費共 24萬 6960元。 

2. 補助彰化山區與海邊偏鄉的溪陽國中、二水

國中、芳苑國中、原斗國中、萬興國中、新

生國小、成功國小、大園國小、潮洋國小、

及南投爽文國中，用於補助 200名單親清寒

學生的教材費、部分課補晚餐費及學校社團

活動所需器材費共 49萬 3920元。蔡松平會

友捐助偏鄉貧困母校斗六石榴國小貧困獎助

金 10萬 4625元。 

3. 補助王政忠老師支援媽媽聯誼會推動翻轉教

學產生的網路費及添購 6 個 iPad，共 7 萬

4875 元。 

三, 海地（由指定用於海地的捐款支出）： 

指定海地的捐款尚未收齊。 

四, 社區捐助（支援美國新冠病毒疫區防疫）： 

1. 3/25 向北澤西紅十字會捐款三萬美元助加州

、紐約州、新澤西州新冠病毒疫區。 

2. 5/13 向新澤西州 RWJUH 漢密爾頓醫院捐贈

14000 個手術用口罩及 2 萬美元。 

3. 6/17 向新澤西州西溫莎市政府捐贈 21000 個

防疫口罩。 

4. 6/17 向 RWJUH 漢密爾頓醫院再捐贈 28000

個防疫口罩。 

5. 7/2 向 RWJUH 漢密爾頓醫院再捐款 2 萬美元

支援該院癌症中心購置消毒機器。 

捐贈 RWJUH漢密爾頓醫院口罩及 4萬美元 

泰北華文學校［上接第 3 頁］ 

像田校長般有頂住壓力的決心，以免媽媽聯誼會

的單純捐助變調。因此她也同意今年對泰北改為

只捐 6 臺，留下的 4 臺仍用於雲南。昆明市僑聯

副主席畢嬌嬌幫緬甸華僑佛教學校申請了一臺，

入境還順利，學校也收到了。 

媽媽聯誼會在雲南推動的翻轉教學影響面逐

漸擴大中，設在官渡一中的實驗基地，打通兩間

教室重新裝修；使用率每天爆棚，週末也有其他

學校或單位租用辦培訓。官渡區一些合作學校的

老師利用我們捐的設備，幫助也有我們捐贈設備

的偏鄉學校，做課後輔導的案例也在增加。 

一年前張會長向官渡區僑聯及統戰部領導建

議：由政府提供免費場地，媽媽聯誼會提供多媒

體教學設備和林江的技術，發展社區培訓中心，

免費幫社區培訓各學科的遠程教學志工。志工輪

流每週奉獻兩小時幫對口的偏鄉學校做課後輔導

。兩位領導全力配合尋找場地，之前的幾處都不

盡理想。日前林江通知張會長場地已落實，在新

建的僑聯、臺聯之家，施工期間張會長曾去看過

，待裝修好就可入駐開展工作。媽媽聯誼會將會

從留下的 4 臺多媒體中提供 3 臺開設三間教室，

供社區民眾使用。尚餘一臺另擇校捐贈。 

在此我們也衷心感謝各位會友對媽媽聯誼會

的一路扶持，尤其在此艱困時期，每思及各位會

友的堅持奉獻，內心就無比溫暖，在此我們也代

表受助的孩子們轉達他們的感恩之情，並祝大家

平安健康，天天快樂！ 

科丁課堂［上接第 4 頁］ 

負責籌辦課堂的田國書律師告訴張會長：「

25 臺電腦已夠用，我們買了 25 臺 NoteBook，目

前正安裝單槍投影機，寬頻網路等基礎設施，準

備下學期招生。特別感謝美國媽媽聯誼會的捐贈

，使成立科丁學堂的構想能馬上成真。」田律師

與黃議員並表示，很願與媽媽聯誼會分享科丁經

驗，嘉惠兩岸更多偏鄉學校的師生。張會長在雲

南的助手周林江已與田律師取得聯繫，並開始進

行引進該項目的首期工作，新的進展會在下期《

春暉》向大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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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項目 
2012 年，大陸中央對西部各省農村中小學生及

孤兒增加補助，孤兒直到高中畢業的生活及教

育全由國家負責。所以媽媽聯誼會改變了捐款

項目。 

1. 雲南滋幼助孤 

用途﹕(A) 助孤 (B) 助學 (C) 醫療 

• 凡未註明用途的捐款，由本會安排用在

教育、生活和醫療。 

• 補助殘障孤兒及單親學生每年 84 美元 

• 特困高中生每年 167 美元 

• 補助孤兒與特困大學生每年 334 美元 

• 醫療費、電腦、多媒體、圖書等捐款，

數目不拘。（因大陸中央財政大量投入

校舍建設，本會不再捐建校舍。） 

1) 電腦一臺：教師用 4 – 5 千人民幣，學

生用 3000 人民幣。 

2) 多媒體教學設備一套：24000 人民幣。

電腦與多媒體買得多可降價。 

3) 圖書：多多益善 

2. 臺灣、海地滋幼助孤﹕捐款數目不拘。 

3. 回饋美國本地及贊助行政開銷捐款﹕支票抬

頭﹕UMCA  （請註明用途） 

* 1、2項捐款，支票抬頭﹕UMCA Trust 

Fund，請註明雲南、臺灣或海地。 

港幣、人民幣捐款： 
媽媽聯誼會的捐款原是先匯至在北京的中華慈

善總會，該會再憑張會長親筆簽名的撥款通知

電郵，將捐款撥至具體執行項目的雲南華商公

益基金會。現根據大陸針對涉外基金會與非營

利社團組織新訂的審查要求，媽媽聯誼會得向

這兩個合作單位分別提供需辦的審批証明。加

上中華慈善總會要求媽媽聯誼會的捐助項目能

由雲南省及地州的慈善會來執行，聯誼會認為

與雲南省僑聯和雲南華商公益基金會的合作非

常滿意，且為減少審批繁務及省下中華慈善總

會開始要收的管理費，所以決定直接將捐款匯

至雲南華商公益基金會，讓捐助工作更有效

率。 

詢問電話 
張春華女士 (609) 409-0559 

 (609) 655-4742 

Email: ischeng@comcast.net 

2017 年以來，國內規章變更頻繁，本會在雲南

的工作也須隨著適應。因其中情況張會長最清

楚，若有問題要諮詢，請直接與她聯繫。 

Web: http://njumca.org 

因現在多使用 e-mail，本會已取消傳真。 

捐款支票請寄 
6 Hardley Drive 

Cranbury, NJ 08512 

免稅號碼﹕ 22-3463401 

匯款 

銀行名稱﹕1st Constitution Bank 

銀行地址﹕74 N. Main Street 

 Cranbury, NJ 08512 

銀行帳號﹕UMCA Trust Fund 2050152213 

ABA No. 021207154 

 

• 第一次捐款的會友，我們會儘快寄上收

據和相關資料。公司、組織的捐款也會

在短期內寄出收據，以方便對方結賬。 

• 為節省開支，其餘的捐款收據都積存在

一月及七月隨簡訊一道寄出。若需立即

拿到收據的，請特別註明。 

• 您若更改地址，請通知本會。 

• 如果 United Way在您服務的公司勸

募，您不好不參加，請將捐款指定給媽

媽聯誼會。否則請直接捐給本會，本會

才能收到您的全部捐款。United Way

只會把您捐款的一部分交給本會。 

• 如您服務的公司有 gift match 

program，捐款後請幫我們申請。 

mailto:ischeng@comcast.net
http://njum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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