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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露宿耶穌」無處棲身 
 

 
 

    這尊名為《無家可歸的耶穌》（Jesus the Homeless）的青銅雕塑

作品，由雕塑家施馬爾茲（Timothy Schmalz）創作。作品描繪一個蓋

毯子的露宿者躺臥在長凳上，容貌被毯子所遮蓋而若隱若現，但雙腳

的傷口明顯是耶穌的印記。 

    耶穌曾對眾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

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耶穌把自己等同於那些

遭遇困境和痛苦的人。誰注意到他們，就會找到祂；誰關愛他們，就

是關愛祂。 

    「露宿耶穌」為何無處棲身？ 

    當耶穌在十字架上說出：「我渴！」時，祂背負的是多少孤寂心靈

的創傷啊！ 

    德蕾莎修女曾說了一個故事：「有一次我在垃圾堆旁發現了一個女

人，她渾身發燙，快要死了，她唯一悲傷的是：『我兒子害了我』。我

懇求她：『你必須原諒你的兒子。他是一時瘋狂，才做了令他自己後悔

的事。作為他的母親，原諒他吧。』過了很久，她才說：『我原諒我的

兒子。』就在她死在我懷裡的那一刹那，她發自內心說出原諒。她並

不在意自己正在死去，真正使她心碎的是他兒子拋棄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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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夢」將「圓」 
 

    協會「 新家園」的整修工程在陸續進行中，從牆面刨除

壁癌、重新隔間、埋管線、上水泥、鋪地磚、刷油漆……， 

蓬頭垢面的落魄形影，已將蛻變為光彩煥發的美麗容顏。 
 

    懇請恩人繼續牽成，幫助我們實現「腳踏實地」的夢想。 
 

整修前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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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整修進度-2014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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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整修進度-20140920 
 
 

  
 

 

整修進度201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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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整修進度20141112 
 

  
 

   
 

當光亮敞開，燦爛將為我披上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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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沙漠玫瑰”的渴求 
文 / 楊麗蘋 

    

     “社團法人台中市慈善撒瑪黎雅婦女關懷協會”是一個庇護安

置女性遊民的協會，當”她們”不堪、落寞、無依時，我們將手伸出，

冀望這微薄碰觸，能將生命的光亮牽引連結。 

    德蕾莎修女曾說：「愛，直到成傷。」秉持著這樣的信念，協會的

故事就這樣一一展開。 

    小慈，一位瘦弱憔悴、經常性包著尿布、身體水腫、需定期清洗

膽管甚至可能要換心臟的女孩，四個月前來到協會，叛逆、說謊，在

向善與陷溺的角力中，持續於住宿期間偷偷拉 K！ 

    要說絕望，協會工作人員的心情大概也不會輸給小慈吧！ 

    然而，天主慈悲，四個月後的現在，向上天借時間的小慈轉變了：

願意接受戒毒治療、願意脫離夜生活、願意原諒人、願意關心人、願

意被拍攝紀錄片，現身說法、分享生命。 

    現在進行式的”她”，不知何時才能找到正常工作，不知親友能

否再度接納她、信任他！但是小慈找回了笑容，等待蛻變。 

    為了回應小慈的心願，我們已徵得著名導演周旭薇的首肯，帶領

攝影師至協會記錄拍攝小慈的故事。紀錄片的拍攝需要一筆龐大經

費，但為了此時此刻不能等待的”拉鋸”，為了小慈的願意”給予”，

我們努力為小慈發聲：「請協助我走出泥淖、給出自己、分享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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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為了兒子 
                                  文 / 小慶 

 

這是第二次入住協會 

這次是因懷孕又無家可歸才又再次請求協助 

也真的給了我很多幫助 

無論是物資或心靈上都有 

在這個地方雖然沒有自己家來的輕鬆 

但是卻不孤獨 因為有很多人關心及愛 

也因為有不同的人 所以都會有爭執 

不過沒有隔夜仇 是因為包容、憐憫 

在這個地方有歡笑有悲傷有愛 

這是個令人儲蓄精神力量能夠重新再出發的短暫的家 

明天早上要離開了 雖有不捨但還是說拜拜 

我一定會再次堅強振作 

之前多次跌倒再爬起 是因為自己不服輸但也疲乏了 

這次會為了兒子努力振作 好好賺錢過日子 

謝謝社會局、撒瑪黎雅的社工、勵馨基金會社工的幫忙協助 

感謝!!! 

 

 

 

 

 

 

有如家人 
文 / 阿麗 

 

來到這裡有一種家的感覺， 

雖然彼此不認識，但在相處上卻有如同家人般的關心， 

在我最無助時給予我一種不一樣的力量，支持我繼續往前走， 

這份情意我也會牢記心中、心存感激， 

有些詞不達意，但是心中卻堆滿了滿滿的感謝， 

謝謝這裡的每一位工作人員，陪我走了這一段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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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小慈」記錄片拍攝現場耳聞側記 
文 / 黃隆民 

    

    一個曾經亮麗青春的女人，由於浪漫過度不知愛惜自己，在夜店的荒

唐生活裡縱情聲色，菸酒不拒、拉 K 吸毒的結果是身體崩壞、器官衰竭，

曾經需要換心才能保命，膽管需兩個月一次手術更換支架，膀胱無法控制

尿液的存放，因此必須隨時穿著尿布。 

    2014 年 5月，小慈以「街友」身份入住「撒瑪黎雅」，經過幾個月的沉

澱、蛻變，如今，小慈自願現身說法，透過記錄片的拍攝來分享自己跌倒

爬起的生命經驗。她有這個想要回饋社會的心意，也許是由於受到「撒瑪

黎雅」照顧的感動，也許也是源於對自己從天堂掉到地獄的感慨與反省；

無論如何，協會的執行長願意積極行動，尋覓社會資源來成就小慈的心願。 

    這個行動雖有熱忱與善意，卻沒有任何經費上的預算。可是上天總會

願意成就這樣的美事。事實上就我所知，該協會照顧女街友的每個行動真

的都有上天的護佑與協助；沒有錢，去募了就有；沒有人，去問了就有；

沒有各種必需的資源，去做了就有。因為人的心靈和上天其實就是一個互

通的整體，所以美麗的事一定會有有緣的人一起來共同成就。小慈記錄片

的拍攝就是又一個集腋成裘、共成恩典的典型事例。 

    專業導演周旭薇，由東海大學的范情教授引薦給協會的執行長，三個

有熱忱、有愛心的女人願意為一位想爬起來面對自己生命的另一個女人做

一點事，經過一週的前置作業與資源勸募，記錄片的拍攝工作終於開鏡了。

2014年 10月 13 日(一)到 10 月 15 日(三)，三天的且戰且走，導演這頭邊

寫腳本構思分鏡，執行長這頭聯繫協調相關場地和人員，忙得不可開交。 

    執行長這三天早出晚歸， 10 月 14日 22時許，她拖著疲憊的身軀踏入

家門時，我正在最喜歡的「劍客生涯」日本時代劇、美國 NFL 美式足球和

日職洋聯火腿對歐力士的季後賽第一輪三個頻道之間切換著看得不亦樂

乎。兩天來，執行長第一次有機會跟我簡述紀錄片拍攝的狀況，雖然只有

短短的描述，有些狀況卻值得向大家轉述我所聽到的。 

    分鏡裡頭，有一個場景拍攝的是小慈就醫的情形。執行長首先必須說

服醫師准許拍攝團隊進入診間攝影。這位醫師因屢勸小慈戒毒不成，曾經

用心良苦地在最近一次以內視鏡給小慈換膽管支架時，故意不給她施行麻

醉並明白告誡小慈要記取此痛苦，若執意繼續拉 K 的話，自己身體復原將

是遙遙無期的。 

    另一個場景是在協會裡頭拍攝小慈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吃飯、換尿

布以及就寢等鏡頭。前兩項在燈光方面的條件勉強還可以應付，可到了拍

就寢鏡頭時，寢室裡頭的光源就不行了(燈具壞掉尚未修繕)。大夥只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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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方設法蒐羅各種可用光源湊和著用。搞了半天，依然少了一個窗戶外類似

街燈透進來的光源。只好讓執行長拿著一個光源站在寢室外的陽台上投

射。寢室的位置在二樓，共用樓梯的三樓鄰居住著一對夫婦，都是艱苦人(太

太資源回收，先生下肢癱瘓)。此時狀況來了，這對夫婦的先生身體不適，

於是他老婆打了 119 叫救護車來。 

    救護車來到樓下，只見四周昏暗，醫護人員不得其門而入，卻只見一

個黑影在二樓陽台上拿著一盞燈杵在那邊。他們便問這個黑影(執行長)到

底是誰叫了救護車來著。此時寢室裡頭正在攝影，執行長又不能移動手上

的燈，便只好出聲指引醫護人員進入公寓。 

    在此之前，剛好又有一位牧師打電話來，要求暫時收容一位婦女，此

時那位婦女剛好也被送到協會來了。執行長手拿著光源不便移動，只好口

中指點著門鈴所在；同時間，打電話叫救護車送老公就醫的婦女酩酊大醉

地抱著他們家的小狗闖到拍攝現場，嚷嚷著要裡頭的人幫忙照顧小狗；協

會夜管主任此時正好下樓去整理垃圾，沒能聽到牧師按門鈴的聲音，導演

只好呼喚執行長放下手中光源進室內來回應到來的牧師。拍攝工作被迫暫

緩之餘，樓梯間坐在輪椅上被放入擔架的病人，呼喚執行長去將他酒醉的

妻子扶下樓，好能上救護車陪同他就醫…一整個荒謬戲碼上演之際，牧師

帶來的年輕女孩也上得樓來，最讓人心悸的是，才二十出頭的女孩，一副

無視周遭人事物的表情，冷漠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令人納悶究竟是甚麼

樣的際遇，會讓一個青春女孩無感至此？ 

    執行長說，協會日常所碰到的街友都是像這樣缺乏自信與安全感的

人。14日晚間一時之間幾群人幾件事同時擠在一起爆炸所造成的混亂，一

般人聽起來光是想像著當時的錯綜情境，可能都覺得難以消受，更何況是

每天都要面對並予以專業處理的工作人員呢！？ 

    我上課時，對大學課堂上的學生總是嚴格要求；深深期許之餘，有時

不免愛深責切，搞得學生從大學部到博班的總是戰戰兢兢的，面對若干心

不在焉有點渾噩的學生，有時自己不免也有洩氣的時候。不過和婦女協會

的工作人員日常所遭遇的情境比較起來，其困難度和挫折感實在是小巫見

大巫了。我估計，若是在類似的工作場合裡頭任職，九成九我是撐不了一

個禮拜的。 

    耳聞斯人斯事，是為側記，分享之餘，不免感嘆人心脆弱微危。我們

究竟比那些婦女或自信崩潰的街友們又哪裡強了些甚麼呢？ 

    小慈受到協會的照顧和開導，似乎重拾了再度踏入社會正常生活的信

心。祝福她能再度擁有屬於自己的陽光。也祝福協助成就這件美事的愛心

天使們。 

(註：本文作者為協會執行長的先生，台中教育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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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愛到底 
  文 / 社資 陳香寬 

 

    聖經哥林多後書第一章第 4節：「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

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自己曾痛

過、哭過、跌倒過，所以對特殊境遇的婦女一直有負擔，因為自己是

在患難時認識了上帝，嚐過主恩的滋味，也就企盼能將主的愛帶給傷

心的人。 

    想是天主垂聽了我的呼求，引領我來到「撒瑪黎雅婦女關懷協

會」，從來我不知道有這麼一種安置特殊境遇婦女的機構，常開玩笑對

入住的婦女說：妳們很幸運耶，還知道有「撒瑪黎雅」可以住，我以

前都不知道！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 4：19)，在靈修活動時，

透過靈命日糧生活化的文章，婦女們較會願意分享些”低 Tail”的事

情，也透過禱告不斷經歷主恩，她們願意決志禱告時，我很開心。 

    曾有位婦女，家人希望她強制就醫(因本身抗拒醫療)，我試圖與

她溝通上救護車，她始終不肯，硬是在太陽底下與我拉扯了 20分鐘，

甚至用包包甩我，警察和醫護人員才將她綁上車，在救護車上、在急

診室裡她一直尖叫，直到注射了鎮定劑！雖然很不捨，但我們和她的

家人一樣，給她”需要的”而不是”想要的”，這，就是陪伴，是這

麼真實。 

    常常我們的付出，不盡然有相對的成效，或是說偶爾婦女會欺騙

撒謊，甚至徹夜不歸，讓我們擔心失望，但我們依舊選擇愛到底。 

    執行長曾說：「我們協會的存在，就是補社會資源的不足，我們若

不做，那還有誰來做？」是的，對扶持弱勢婦女，我們需要抱著「捨

我其誰」的心來耕耘，就像德瑞莎修女說的：「愛，直到成傷。」 

    我深信水能穿石，「撒瑪黎雅」所付出的一點一滴，在這群特殊境

遇的婦女身上，不斷的澆灌著，在往後的人生中，都不會忘記我們曾

是用愛陪伴的轉運站，相信有愛、就有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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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戲劇人生 
   文 / 社工 張怡萱 

 

    很難想像一個女性放棄熟悉的家，遠離熟識的親友，三餐不繼地

遊蕩在便利商店，銀行，公園裡，只有心思煩惱下一餐的來源，晚上

睡覺的地方，而不是煩惱家人，孩子，感情，工作。身體生病也不知

道要看醫生吃藥，所有發生在生命中的一切似乎都如此理所當然，不

能反抗，不能爭取權益，只能逆來順受，過一天算一天，直到壓力榨

乾努力順應生活的勇氣，猛然爆發地選擇逃避，任憑問題留在原處等

待主人的歸來。這是女性街友常見的成因。 

    沒有人能扭轉自己原生家庭的樣貌，但可以從自身開始改變，改

變思考模式，改變行為模式，改變生活習慣，改變人際相處模式。當

改變一旦開始，就是生命轉變的開始。 

    協會工作人員每天在努力的，就是促使改變的發生和持續。這工

作的績效很難評估，也沒個確切的截止日期，常有的是一次又一次的

失望，一次又一次的欺騙，一次又一次的為難;常做的是一次又一次的

包容，一次又一次的接納，一次又一次的原諒，加上 N次的提醒及鼓

勵。這是協會所有工作人員每天會面臨的狀況。 

    看到每個同事憑藉著上帝的愛，不厭其煩地給予猶如家人般的愛

與關懷，著實讓我這個新成員感動不已，這樣的大愛是令人敬佩與悸

動的！ 

    雖然還有很多人無法認同街友，使得協會的運作動則得咎，但，

有志者事竟成，協會終於有了自己的家，可以不再擔心何時會被房東

收回房子，可以再多接納幾位婦女朋友，可以再多設計一些課程服務

個案，可以實現許多許多想為個案做的事了。 

    這些默默服務了 12年的前輩們，無怨無悔，沒人想放手，不是有

利可圖，只是放不了手，只是希望能在第一時間給予遭遇困難的婦女

一個避風港，協助她們重新出發，走出自己的新道路，因為這個理由，

每個人認真的工作，真誠的付出感情，使協會像個溫暖的家，屬於每

個人的家一樣。我們不只歡迎有困難境遇的婦女來，更歡迎想瞭解我

們的朋友，有空來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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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愛心捐款芳名錄 
 

103年 5月 1日至 103年 11月 17日 
 

200元/李淑珍;300元/黃建彰;400元/倪德華;500 元/潘淑美、賴怡錦、王靜雯、

黃昭仁、吳幼娟; 600元/謝淑媛; 1000元/ 江雅玲、龔百魁、李孝芬、莊麗湄、 

黃美惠、賴梅珠、傅靖瑄、程欣儀、陳阿緞、謝明宏、謝絮今、楊明儒、楊麗紋、

師邦祖、師邦洲、師邦家、師邦振、高召恩、張麗芳、高結秋、簡青賦、宋思文、

王幼君、黃亦哲、梁盛志、王慧琪、林玲華、許湘湄;1100元/李月鶯; 1200元 

/ 蕭宇欣、林士涵、郭朝明; 1500元/李珍汝、孫珮華、蘇秋梅、陳月、熊玲香、 

徐玉蘭、楊瓊姿;1900元/鄭宗園; 2000元 /徐秀濃、張人文、顏小玲、蔡秀勤、

曹逸芬、洪錦沛、趙千惠、洪士耕、王雅玲、洪士耘、蘇育濱、簡良顯、群穎紙

業(股)有限公司鄭文錄 、陳麗娜、林偉成、饒美景、李麗娟、何可馨、周才華、

曾莉玲、蕭英傑; 2200元/謝佩茹; 3000元/陳彥君、蔡曼玲、鄭江龍、許晉榮、 

卓淑珍、吳淑琴;5000元/無名氏、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普愛會、丁依蓉、陳紫薇、

陳建榮、陳江欽、陳志華、許宏義、簡坤榮、曾張雪美、財團法人台中市順天宮

輔順將軍廟 ; 6000元 / 林瑛玉、蔣麗華、黃秋芬、劉芬芳、謝協國、譚至皙、 

黃瑞陽; 6300元/趙美珠; 9000元/台中市佛教自在遍在學會;10000元/白峻維、 

范彩梅、李美金、王穗萍、吳經民、 諾亞藥品有限公司 - 施教森 ; 14000元/ 

蔡孟潔; 15000元/黃炳熙、塗明皇; 20000元/惜福者、鄭國富、汪文英、陳榮耀、

施枝芳、台詠化工有限公司-柯宇宸;24000元/吳聰杰;30000元/邱淑娟、劉桂源、

劉敏聰; 50000元/梅; 56300元/主知名; 58400/財團法人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 

130000元/紀迺良。                                 (總金額$825,300元) 
 

(以上捐款明細不包括會員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非常感謝大家的捐款！所有的捐款本會均開立正式收據，收據依法可扣抵所得

稅。由於您的贊助，使我們的服務更加完美！如有刊登錯誤，敬請來電指正。 

 

資源、物資捐助恩人 
 

吳平常(蔬菜.二手衣)  /  大千電台(1小時專訪介紹協會服務)  /律師顧問 2年 

(蘇文俊律師任聘)  / 萬代福電影院(上帝之子電影票 700張) / 協得堂(50條冰

酷巾) / AT17PS40名留國際髮型(48瓶洗髮精) / 新通展印刷廠(提供一個就業機

會) / 大里武澤宮(700公斤的米) / 綠薰舒有限公司(120條綠薰舒精油) / 六甲

村(孕婦褲、交叉式托腹帶、孕婦側睡枕) / 惠明盲校(物資一批米、油、罐頭、

鹽等) / 蔓蒂小舖(孕婦裝一批) / 鄭義先生(物資一批水果、魚等) / 慈愛殘障

教養院(衛生紙、毛巾、餅乾、冬粉、米粉、綠豆、鍋燒意麵等) / 隆美窗簾(新

家園 8扇窗戶窗簾製作)  / 新仁水餃(水餃) / 許家水果行(水果.油麵.燒肉) /  

丁連教鮮魚店(秋刀魚) / 王健雄(青椒) / 王福正(菠菜) / 鴻進畜牧場(灌腸) / 

周淑珍(菠菜) / 林學益(青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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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銀行信用卡刷卡授權書 

每日 7元的涓滴累積，您可以成為我們的愛心天使 
 

請不吝以每月 200元的小額定捐來支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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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依 42：3)  

 

每日 7元的涓滴累積，您可以成為我們的愛心天使 
 

請不吝以每月 200元的小額定捐來支持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