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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泰北、緬北、老撾華文學校多媒體教學設備

各位親愛的會友：新年好！ 

過去的 2022 年仍不平靜，但願媽媽聯誼會

2022 年的工作報告能給各位會友帶來欣慰。2021

與 2022 年媽媽聯誼會分兩次，捐贈泰北、緬北、

老撾的華文學校遠程教學設備，共 53 臺已安全運

抵接受捐贈的 36 所學校。這些學校是由昆明市橋

聯副主席畢嬌嬌，與雲南省僑聯主席高峰推薦的泰

北美賽華雲學校校長田景燦，負責挑選的。 

設備的分配先以每校一臺為主，再將餘下的分

配給學生多、班級多的學校。老撾全國只有 13 所

學校，遠比泰北、緬北少，2021 年只分到一臺設

備。媽媽聯誼會採納畢嬌嬌和改良設計這套設備的

周林江的建議，2022 年捐的 26 臺全給老撾，先滿

足老撾 13 所學校的需要。 

現在雲南對外的通關口岸已開放，民眾可以出

國了，但緬甸的口岸仍封瑣。周林江全家已「陽過

」了，過完年他會先到泰北給各受贈學校老師作技

術方面的培訓，讓老師們能充份運用好這臺設備具

備的功能。 

2019 年 12 月張會長與周林江到泰北考察時，

隨行託運了一臺設備，捐給華雲學校。田校長告訴

張會長：「從有了這臺設備，不但老師們搶著排隊

登記上課使用，臺灣的僑委會辦各種培訓，臺灣的

大學和職業學校招生，泰國的臺商招聘員工等活動

也都喜歡到我們學校借用這臺設備舉辦。僑委會還

支薪安排了一位來自臺灣的年輕電腦老師黃崧桓到

我們學校服務。他和周林江先生經常聯繫請益，指

導老師們學會遠程教學。2020 年疫情爆發後，華

雲學校就是靠著遠程教學得以沒有停課。」 

田校長並且說：「2022 年媽媽聯誼會向泰、

緬、寮華校捐贈 53 臺設備，特別分配給我校 3 臺

幫助紓解老師們的授課需要，我幫我校在臺灣完成

大學學業的 4 名學生與 1 名研究生向僑委會申請薪

資補助，安排他們回來服務，已有 3 名獲得批准回

到我校了。一位研究生譚倩盈畢業於清華大學資訊

工程系，對我校可說如虎添翼。我校這個團隊一定

會與周先生配合好，成為媽媽聯誼會在泰北推展翻

轉偏鄉教育的最大人力資源。」 

因為限於大部份團隊成員在泰國只有難民身份

證件，不能到緬甸、老撾，所以他們能幫忙的範圍

限在泰北。在泰北滿星迭村大同中學任教的卓素慧

老師來自臺灣，張會長赴泰考察與她結識後一直保

持聯繫，我們轉載 2019-04-07 聯合報刊登一篇採訪

她的報導： 《被一本禁書改變一生的女孩》（見

p.3），與大家分享她的傳奇人生，與她擁有的一

顆美麗善良的愛心！ 

這期也登出昆明市石林路美邑中心學校（共九

所）、祿勸典文小學，使用本會捐贈多媒體教學設

備的報告（見 p.5、p.6）。 

 同時在這新的一年，媽媽聯誼會全體同仁在

此向各位會友的長年支持深深感謝，並祝大家身體

健康 吉祥如意！ 

http://njumca.org 
//njum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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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捐助
一. 雲南（單位人民幣）﹕ 

雲南華商公益基金會經辦，在 2021年就應完

成捐贈的 55臺多媒體教學設備（每臺 2.2萬

人民幣）與 17萬人民幣的電腦編程設備，因

基金會理事長與工作人員更換，拖延至 2022

年底才完成。 

與昆明市僑聯合作捐贈 20臺多媒體教學設備

，每臺 2.2萬人民幣。 
1. 臨滄市鳳慶縣一中 1臺 

2. 臨滄市鳳慶縣二中 1臺 

3. 臨滄市鳳慶縣第一完小 1臺 

4. 臨滄市鳳慶縣魯史中學 1臺 

5. 臨滄市鳳慶縣魯史中心校 1臺 

6. 臨滄市滄源佤族自治縣班洪完小 1臺 

7. 臨滄市滄源佤族自治縣班老中心校 1臺 

8. 臨滄市耿馬傣族自治縣僑愛中學 1臺 

9. 臨滄市雙江縣勐庫中心完小 1臺 

10. 保山市騰衝市益群中學（僑校）1臺 

11. 保山市騰衝市猴橋鎮民族中學 1臺 

12. 曲靖市陸良縣華僑農場學校 1臺 

13. 曲靖市陸良縣龍海鄉新村小學 1臺 

14. 麗江市寧蒗縣彝族自治縣永寧鎮中心完小

1臺 

15. 保山市昌寧柯街華僑農場小學 2臺 

16. 昆明市五華區西壩學校 4臺 

（該校為昆明唯一一所由政府新辦的民工

子弟學校，將續辦初高中） 

二. 老撾（單位人民幣）： 
26臺多媒體教學設備，每臺 2.2萬人民幣。 

1. 琅勃拉邦中華學校 1臺 

2. 甘蒙他曲寮東公校 1臺 

3. 豐沙里省寮龔華文學校 1臺 

4. 萬象貴庭學校 1臺 

5. 萬象巴巴薩職業技術學院 2臺 

6. 國立大學中文系 2臺 

7. 波橋程自德華文學校 2臺 

8. 琅勃拉邦新華學校 2臺 

9. 南塔省寮龔華文學校 2臺 

10. 沙灣拿吉崇德學校 3臺 

11. 百細公學 3臺 

12. 烏多姆塞省中老友誼學恔 3臺 

13. 烏多姆塞省寮北華文學校 3臺 

三. 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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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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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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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 1000

美元。蔡松平會友捐助偏鄉貧困母校斗六

石榴國小貧困獎助金 7000美元。 

3. 補助王政忠老師支援媽媽聯誼會推動翻轉

教學，網路等費用共 2450美元。 

4. 捐款 1萬美元贊助臺灣非營利組織「科學

園丁聯盟」推展中小學生學習編寫電腦程

式。 

四. 海地（由指定用於海地的捐款支出）： 

捐款 2萬美元贊助在美國新澤西州註冊，長年

在海地扶貧及推展教育的非營利組織和平基金

會，購買糧食等生活所需，發放給 Complexe 

Educatif Men Nan Men 職業學校和 Haiti Center 

For Inclusive Education 小學、海地兒童發展行

動中心孤兒院的孤兒及貧困村莊的居民。 

五. 社區捐助： 

1. 捐款 4萬美元，經紅十字會，救助烏克蘭

難民。 

2. 捐款 5000美元，給新澤西州的Mercer 

Street Friends食物銀行。 

3. 捐款 500美元及一批全新衣物、學用品、

生活用品給非營利組織：Catholic Youth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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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本禁書改變一生的女孩 

王蘭芬  聯合報  2019-04-07 

「幸好我已經活超過三十歲了。」1999 年 8 月

22 日晚上 6 點 36 分，從曼谷起飛的華航 642 號班機

準備在香港赤鱲角機場降落時發生空難，機身起火翻

覆的瞬間，卓素慧腦子裏閃過了這句話。 

從小，素慧就覺得自己不可能活過三十歲。素慧

兩歲多得了日本腦炎，醫生要父母帶回去準備後事，

當媽的捨不得親眼看女兒死去，便送去外婆家，沒想

到居然活了下來，一直養到要上小學才回家。但從那

時開始，女孩就明顯身體弱，眼睛也不好，上課老是

看不清黑板。國中畢業那年突然咳嗽不止，完全沒辦

法念書。考上高職後，每次升旗都暈倒，「同學都在

說我是裝的。」 

素慧覺得不被理解無心上課，休學在家準備重考

，母親為她廟裏問神，說應該去遠方靜養，於是被送

到南投九九峰大阿姨家。她記得：「那時在山裏的娛

樂就是讀《論語》跟聽廣播，覺得自己已是風中殘燭

。」之後到另一所高中就讀，遇到很好的老師，帶著

學生讀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心情終於稍微開朗：「

老師教會我思考，開始像海綿一樣渴望吸收各種不同

知識。」一次同學請她幫忙去圖書館還書，還說了一

句超吸引少女的話：「傳說這可能是一本禁書喔！」

素慧乾脆自己借回家，躲在被子裏看：「才第一頁就

哭了，整本書看完立下志願，總有一天我要去那邊。

」 

那本書叫《異域》，是作家柏楊以鄧克保之名寫

的關於 1949 年從大陸撤退，逃往泰國、緬甸、寮國

交界處中華民國泰緬孤軍的故事。女孩十分同情書中

描寫戰爭慘烈及國軍和家眷被困在山區的窘迫：「他

們穿的鞋子沒有鞋底，極度貧窮，加上有家歸不得的

痛苦，讓我很想過去把自己擁有的愛分享給這些人。

」 

她開始瘋狂閱讀相關書籍和資料：「像是《美斯

樂的故事》啊，費玉清還曾唱過一首歌叫〈美斯樂〉

，美斯樂位於泰北，是當時孤軍落腳的地方。民國

70 年，臺灣發起了『送炭到泰北』活動，有段時間

天主教普愛會也都會派老師過去教小朋友華文，回來

後這些老師會投稿給《國語日報》，我一定每篇拜讀

。」 

每年 1 月 23 號自由日，救災總會理事長谷正綱

都會出來呼籲各界向泰北遺孤伸出援手，「我想去應

徵，一直在收集資料看怎樣才夠資格過去。」素慧不

敢跟人說這夢想，只對一位遠房表哥提過，表哥大驚

說：「妳瘋了！」 

「那是封閉的年代，各方面資訊很少，我光是一

顆心熱切想去，為什麼呢？因為覺得自己的生命可能

很快會結束，如果不能趕快向這世界奉獻自己，怎麼

對得起大家給我的愛？」正一面當代課老師一面準備

重考大學那年，機會突然來了。「泰北有個育幼院徵

保母，好高興，趕快跑去應徵，後來他們通知說，本

來已經錄取一名，但那人沒有完成培訓，所以通知備

取第一名的我。」1988 年，女孩多年來夢想成真，

她要去泰北了。父母雖然驚訝又捨不得，但這個女兒

一直以來身體不好內向安靜，現在有了可以燃起她熱

情的志向，也只好放手讓她自由去做。 

放眼望去，這是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11 月 10 日，素慧坐上泰航班機，手上只有一本

漢英字典，隨身行李是育幼院臺北負責人要她帶去的

數百件圍兜。到了曼谷機場，因行李龐大太引人注目

，被航警攔下。「他們問我這些圍兜是要做什麼用的

？我無法用英文表達清楚，情急之下回答外面有接機

的人，可以請他們翻譯。」那時美斯樂的泰北孤軍及

其家眷只能持有限制活動範圍的難民證，沒有身分證

，接機的兩位其中一人，看見警察朝他們走去，居然

心虛到拔腿就跑，幸好另一位比較鎮定，最後順利將

素慧和圍兜全接了出來。 

當晚從曼谷機場出發，第二天早上抵達來興府的

美索，再轉山區接駁車，從菜市場旁邊開一個半小時

的山路，才終於到達目的地的三民新村，這是唯一不

在泰國清萊、清邁、湄豐頌三府內的難民營。居民主

要是未參與 1953、1961 年兩次撤退的孤軍及其後代

，大部分來自於雲南少數民族，他們決定留下來落地

生根，以農作、畜牧、種植水果為生。 

素慧放眼望去，只覺得這是個與她以往生長處截

然不同的世界：「公共建設很少，生活困苦，很多人

只會說少數民族語言，一句國語都不會講。這邊算金

三角地帶，我聽當地生長的老師轉述，以前這裏街上

可以販賣毒品，一包包像洗衣粉堆在路邊，但我自己

並沒有親眼看過。」小孩穿著破爛，每天都是打赤腳

走一兩個小時山路來上學，腳底走得變很厚，「各方

面條件很差，喝的用的水都要靜置沉澱，我白色的衣

服洗完就全部變成黃色。」素慧說：「小朋友都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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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眼睛大，聰明靈巧，但吃得不好，早餐是從家

裏帶來的白飯配辣椒拌鹽，他們很天真，一面吃還一

面跟我說，老師，這個好吃！」 

每晚她將勞作、唱遊、學業課程與當地老師討論

，第二天再一起教給孩子。「我們努力設計出最有趣

的內容，學生的學習力也很強，我教得非常非常快樂

，心裏覺得如願以償，以前的病痛似乎突然都消失了

，從來沒有這麼健康過。」 

三民新村處於泰國文化與中華文化夾縫之間難免

尷尬，但當地華人總有應對的辦法。例如泰國政府時

不時會來抽查他們有沒有升泰國國旗與教泰語課程，

學校就出現了每天早上升泰國國旗但唱中華民國國歌

的奇特典禮。至於華語課程就等學校放學後，再留孩

子下來學習。 

素慧記得有個五歲的小女生艾希，爸媽是來自雲

南的拉怙族，這是一個特別驍勇善戰的族群。但父親

戰死後，僅剩母親扶養，一個女人要扛起在異鄉種地

養家的所有責任，非常辛苦，後來不幸病死，小女孩

只好去跟外婆阿姨同住。但阿姨自己已有兩個小孩，

於是艾希五歲就會煮飯，幫忙照顧表弟表妹。學校老

師去探訪，表示可以出錢讓她去住校念書，阿姨卻一

臉不高興：「你們說帶去就帶去？學校是可以幫我們

養到幾歲？那我自己這兩個小孩以後上學誰帶他們去

？」老師們承諾不但負責把艾希養到大，將來也會有

保母車接送包含她表弟表妹在內整個寨子的小孩，阿

姨最終才答應放手。 

妹仔，妳的使命就是在泰北 

「就是因為曾對艾希及許多泰北當地華人小孩有

過承諾，所以我一直不能忘懷必須為此地奉獻的心情

。」素慧當了一段時間老師後，便開始了白天四處採

訪的行程，創辦泰北學校相關的通訊雜誌，希望讓更

多人知道這個世界一角的故事。那段時間，須來回於

泰國與臺灣，沒想到 1999 年 8 月 22 日她從泰國回臺

灣，坐上華航 462 號班機，在香港要轉機時，因遇上

颱風著陸失敗，右翼觸地折斷發生空難，造成三人死

亡，五十人重傷。她回憶：「大家都沒預料到會出事

，因為當時已經要降落了，等到我看見小孩們從椅子

上的安全帶滑脫出來，行李突然從頭上跑到腳底下，

不知道哪裏傳來鍋碗瓢盆撞擊聲跟水流嘩嘩響，才意

識到出事了。」這位年輕充滿理想的華語教師正好坐

在窗邊：「我看到機翼在眼前折斷，油箱不斷冒油，

大火竄燒，耳邊全是父母叫喊小孩名字的聲響。」她

無法思考，只想著，好險已經活得比預期久，夢想也

能成真，此生可以說是無憾。 

幸運的是，除了部分旅客，她與其他三百多人在

香港消防人員的營救下平安生還，毫髮未傷。幾天後

她回到臺灣，焦急的家人已在機場等待，白髮蒼蒼的

父親一見到女兒便落下淚來，他說：「現在爸爸相信

了，妹仔，妳的使命就是在泰北，妳要好好做下去。

」 

然而身負泰北華教使命卻也同時是已然老去父母

的女兒，素慧曾經感到兩難，就在這個時候，她遇見

一位與泰北有很深淵源、在臺北工作的段先生。「我

們很談得來，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結婚，沒想到居然

因為泰北，而遇到此生的姻緣。」也順利化解了父母

對她終身大事的擔憂。 

泰北不僅創造了當初那個躲在被窩裏偷看禁書女

孩的姻緣、改變她的人生觀，更促使她用功上進，回

到臺灣期間還一路進修，念完研究所拿到臺師大華語

應用學系碩士學位。如今素慧與朋友創立泰北文教推

廣協會，並開創「泰北文學獎」，鼓勵當地華裔寫出

自己的故事。她在網路上的名稱叫「天亦晴」，靈感

來自「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不是想說，就算在數十

年前看來似乎是永遠黑暗找不到希望的泰北，在大家

的努力下終於也有了現今的晴天？又或是素慧自己原

本似乎沒有未來的人生，也終於在她自己的勇於追夢

下，撥雲見日。 

1996 年，柏楊聽聞了她的故事，親自約她見面

。在詳聊之後，柏楊感嘆地說：「沒想到我的一本書

竟影響了一個女孩的命運！」從二十五歲到五十五歲

，那個被一本禁書改變人生的女性，至今仍為了孩子

們的華文教育，在泰北的山區小徑間奔忙奉獻。 

卓素慧老師（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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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學多媒體情況匯報 

昆明市石林縣路美邑中心學校（共九所）

自 2020 年美國媽媽聯誼會向石林縣路美

邑中心學校 9 所學校捐贈教學多媒體一體機以

來，各校師生在使用多媒體的過程中，既感受

到了智能多媒體為提高教學效率帶來的效益，

又為鄉村學校的課堂教學增添了無限的生機。

為此，就多媒體的使用情況做以下匯報。 

一、有效提高課堂效率 

（一）豐富課堂，提升學習興趣。 

在課堂教學過程中，語文、音樂、美術教

師們運用多媒體創設情境，展示真實情景的呈

現過程，及時處理大量的數據和圖像，將抽象

枯燥的知識具體化、生動化、通俗化，利用圖

像、聲音等來營造一個學生感興趣的場景，喚

起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例如堡子小學將多

媒體一體機安置在音樂教室裏，音樂課上音樂

教師將圖片、聲音、視頻等融為一體，通過絢

麗多彩的畫面，生動形象的動作，悅耳動聽的

音樂，使學習內容生動直觀，在舞蹈課中既可

以讓學生在直觀的真人示範中學到標準的舞蹈

動作，又幫助教師提高了教學指導質量。激發

了學生學習音樂的熱情，提高了學生的審美能

力。語文教師們製作大量的視頻，在課堂中為

語言文字的講述提供了生動的情景創設和拓展

延伸，極大的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增加知識容量，拓寬學生視野。 

實施多媒體教學一體機進行輔助教學，突

破了黑板、粉筆、板擦「三位一體」教學模式

，縮短了教師的板書時間。變呆板的黑白板書

為生動多趣的彩屏練習，擴展了課堂容量；讓

學生在課堂上有充足的時間練習鞏固。由於多

媒體具有信息容量大、知識結構新、應用廣、

效率高等特點，受到了數學、科學教師的喜愛

。教師們預先製作好課件，合理利用課堂上的

時間開展教學，增加教學密度，提高課堂教學

質量，使學生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 

二、有效促進教育質量的提升 

多媒體一體機不僅在基礎教學課堂中受到

教師們的青睞，在德育課堂中也充分體現了它

的教學輔助魅力。每周一的班隊會課，教師們

已離不開它了。用它，可以把深邃的育人道理

形象具體化，一個生動的勵志故事片就可以讓

學生明理；用它，可以讓學生在一幅幅真實的

畫面中了解歷史的演變和祖國的發展。這樣一

來，徹底改變了學生們的學習狀態，把以往由

教師獨講的枯燥德育課變得形象明瞭。學生們

也能在德育課上暢所欲言，使其由被動學習變

為主動學習，由消極學習變為積極學習，為培

養學生健康的道德思想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三、促進學校教育教學水平的提升。 

美國媽媽聯誼會捐贈的多媒體設備，其功

能多效率高的特，點被運用於每所學校的各種

教研教學活動中，為每所學校的近 200 多學生

提供了優質教學。在本學年中心學校組織的一

堂課考核中，一共有 50 多位教師運用它上了

考核課，在課例研究活動中，先後為近 50 人

提供了優質的觀摩課。各校教師在製作錄播課

時，都喜歡運用此多媒體錄製優質課；在參加

上級部門組織的視頻工作會議、中心學校和各

校的教師業務培訓活動和師德教育活動中，都

體現了此多媒體的優勢。它操作靈活的特點，

效果明顯，反映甚好，得到了青年教師們的青

睞，成為了教師們的教學得力助手，學校運用

新科技輔助教學的亮點。 

到目前為止，各校使用了近三年的時間裏

，從沒出現過使用故障和質量問題的現象。再

次感謝美國媽媽聯誼會捐贈的多媒體一體機，

其功能多、性能強大、方便、快捷的特點，改

變了教師們的教學方式，給鄉村學校的孩子們

帶來了更大的學習興趣。有了它，我們的課堂

更加有趣，師生們更愛上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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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學多媒體情況匯報 

昆明市祿勸典文小學

2020 年我校獲得美國媽媽聯誼會捐贈教學

多媒體設備一套，迄今已使用了近三年，從未

出現過故障和質量有問題的現象，而且大幅提

升了我校師資與教學的質量。 

該設備改變了以前農村教師上課傳統的三

大教具：一支粉筆，一塊黑板，一本教材。此

臺教學多媒體既整合了現代多媒體教學的優勢

，又為學校教育教學組織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更

為廣闊的發展平臺，極大地推動了我校教師教

學及學生學習等方式的轉變。利用它可以巧妙

地構思課堂，靈活地創新課堂教學。收到此設

備後，全校教師都非常高興，將其運用到教學

教研活動中，促進了課堂教學效率的提高，現

將使用情況匯報如下。 

一、應用廣泛 

我校將該設備廣泛應用於輔助教學、開展

教研、組織家長培訓，隊會活動、開展美術、

音樂鑒賞等教育教學活動中，顯著地促進了我

校教學質量的提高。 

二、效益顯著  

1.  教學多媒體的使用，真正實現了教與學的

互動。 

通過使用該多媒體輔助教學，為師生營造

了自由、熱情、精彩、生動的課堂氛圍，充分

激發了學生的參與感。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

動性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充分調動了學習興趣

和熱情，提高了課堂教學的質量。 

2. 大大提高了學生的注意力。 

相對於傳統的黑板教學，該多媒體的視覺

效果，比如色彩、隱藏、動畫等多種教學功能

，能夠極大地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並利用多元

智能理論，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識。 

3. 教學增強了師生互動的有效性。 

在傳統的教學中一般只是以教師的講授為

主，學生基本沒有動手操作的機會，課堂上就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教師在上面辛辛苦苦的講

解，學生在下面東張西望，注意力完全不在教

師身上，極大影響課堂效率。教學多媒體就很

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教師可以利用其強大功

能，在課堂上直接把原本需要學生想象的內容

展示給他們看，可以邀請學生與老師一起完成

教學過程中需要的教學情境。從而省去了過多

的語言描述，使教學內容形象化，學生可以直

接感受知識的生產過程。從而解決教師難以講

清、學生難以聽懂的內容。 

總之，美國媽媽聯誼會捐贈教學多媒體設

備在我校教學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實現了

現代化的教學手段融入課堂教學，使學生的課

堂更加生動、形象，對學生形成更多的參與積

極性，也會使我們的課堂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使課堂教學真正變成學生學習的樂園！ 

在此，我們典文小學的全體師生向美國媽

媽聯誼會，向市僑聯以及參與關心支持我校的

所有好心人致上衷心的感謝！祝大家：工作順

利、身體健康、新年快樂、闔家幸福！ 

 

老撾沙灣納吉崇德學校接受本會

捐贈的多功能多媒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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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財務報告
《收入》 

捐款﹕ 

用於美國本土及行政開銷 17000.00 
未註明用途的捐款 90964.00 
雲南泰緬老 71070.00 
臺灣 (註 1)  63550.00 
海地   20000.00 
食物銀行 (Food Bank)                  5000.00 
烏克蘭孤兒 (註 2)  40000.00       
Benevity及 Matching 2688.48 
利息 2445.84 

共計 （美元） 312718.32 

1. 包括蔡松平會友捐助母校石榴小學的

56000元。 

2. 經由 Red Cross 捐助。 

老撾占芭色華僑技術學院的感謝信： 

《支出》 
老撾 90000.00  

臺灣 38450.00 

海地 20000.00 

烏克蘭孤兒 40000.00 

食物銀行 5000.00 

CYO (助低收入家庭) 500.00 

急難救助（一人） 2000.00 

行政開銷 
1. 電話 222.84 

2. 郵資 302.10 

3. 銀行費 0.00 

4. 會計師及其他專業 780.00 

5. 印刷、文宣等 309.93 

6. 網頁費 359.40 

7. 政府費用 33.00 

共計（美元） 197957.27 

備注： 

1. 雲南泰緬老、臺灣、海地、美國本土捐助細

目請參閱 p.2《2022 年的捐助》 

2. 2021 年捐贈泰緬老撾的 27 臺多媒體中老撾

只分到一臺，老撾全國只有 13 所華校，遠

比泰緬少， 2022 年捐贈的這 26 臺就全給老

撾。運費 46,000 人民幣，是用匯至雲南的

銀行訂購多媒體的美金兌換比以前多出的

14,000 人民幣，及周林江的茶葉公司補上的

32,000 人民幣。 

3. 2022 年捐贈雲南 20 臺多媒體(每臺 2.2 萬元

人民幣，共計 44 萬元) 經費來自張會長義賣

南懷瑾老師墨寶 100 萬人民幣，除去之前請

義購臺商分次直接捐至雲南崋商公益基金會

的 57 萬元，尚餘 43 萬元，周林江再補上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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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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大陸中央繼續出臺「

精準扶貧」政策，貧困學生直到高中畢業的學

費、住宿費、生活費也全免，對考上大學的學

生也有補助政策。一位雲南僑聯下鄉扶貧的幹

部告訴張會長，國家撥的扶貧經費充裕，如果

沒用完得還回去。學校的反映是，現在已沒有

因貧困而上不成學的孩子了。自撤點併校後，

因有大陸中央財政大量投入，加上指定大企業

對口幫助校舍建設，偏遠地區的各級學校，也

都建得很漂亮；電腦及一般多媒體教學設備的

添置也有教育局撥款，所以媽媽聯誼會也將捐

助方式加以調整: 

1. 雲南、泰北、緬北、老撾： 

引進臺灣的先進「自主學習翻轉教學法」

，助雲南偏鄉學校與泰緬老撾的華文學校

徹底解決優質教師缺乏，教學落後的根本

問題。 

a. 捐贈集眾多媒體功能於一體的遠程教學設

備：一套 24000 人民幣，買得多可降價。 

b. 自主學習翻轉教學法的相關著作： 

捐款數目不限。 

2. 臺灣、泰北、緬北、老撾、海地助孤助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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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緬或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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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S免稅號碼﹕ 22-3463401 

匯款：請用電話或電郵與張春華會長聯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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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也接受捐贈股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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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北美賽華雲學校校長田景燦代表本會

捐贈多媒體教學設備給泰北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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