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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長輩、好友們平安

　　時光飛逝，農曆年又到了，小時候最
喜歡過年了，因為有紅包，還有可以得到
一套新的學校卡其色制服，除夕夜那晚就
會迫不及待地穿上，連睡覺都要穿著，喜
氣洋洋到處都是恭喜、祝福的話。寫這封
信時正値桃園疫情嚴峻時期，自己反思疾
病所帶給人的恐懼，一生中所追求、所珍
惜的，在恐懼中會更強烈地反應出自己所
要所珍惜的；過年即將來到，第一個想到
的就是如何謝謝您們長期的支持、新的一
年要祝福大家什麼，第二就是如何讓孩子
們有個新年，身為牧師的我非常感恩，因
為腦海中常常儲存對人的祝福，我要祝福
收信的每一位和參與桃園少年之家工作的
每一位，新的一年是平安的、新的一年有

上帝啓示人生新體悟是
喜樂的，並且手上所做
的事盡是榮神益人、順
利的，使我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
平靜安穩！新年有新祝福！再度感謝您一年來
的支持奉獻，一年來疫情影響，募款不易，
感謝上帝有您們相助幫忙，心中感恩難以言
溢於文字中，新的一年孩子們床位增多了，
飛行屋也即將進入籌建階段，心中有壓力，
但每次看見您們的奉獻，讓我提起勇氣，讓
那滿滿孩子笑容的意象，催促著我，勇敢、
努力不懈，讓在地如同在天的祝福，就在我
們中間。
祝福大家新年平安喜樂、諸事順利，
行善祝福滿滿！

張進益
的粉絲
專業團

https://www.facebook.com/BigChange95
https://bigchange.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boy3673074


　　專門收容非行靑少年的桃園少年之家搬
家了，市長鄭文燦、議長邱奕勝一同參與，
齊聚愛的「愛屋集屋新居成立感恩典禮」，感
恩所有幫助過機構的每一位、企業與團體，
座落八德區長興路上360坪的家屋募集大家
一點一滴的協助與愛，使桃園少年之家有完
善的設備，以持續提供優良的靑少年社會服
務品質，一同陪伴這群受傷的孩子成長，與
整個社會共融。
　
　　執行長張進益表示，107年原房東吿知
不再續租後，住了近20年的家，一下子面臨
20名孩子即將無處可居住，另覓房舍過程歷
經千辛萬苦，又依目前安置機構法規下，實
在找不到有符合的建築物，找了近一年，跟
屋主一再協商，一延再延，終於在12月初找
到八德區長興路上360坪場地，原是中祥食
品起家厝，特別感謝八德市前市長李金水及
中祥食品董事長李昭志願意出借土地，並贊
助第一筆經費，開始了本次「愛屋集屋」的建

愛屋集屋—新居成立感恩典禮

屋計劃；新據點建築物
籌建的過程中，經各營造場
報價價格與預期價格相差及遠，機構實在
無法負擔，原本預計108年春天開工延後到
秋天才正式開工，109年9月完工，機構親
自發包、監工，也因經費不足加上近日疫
情影響募款，因此機構主動積極向各材料
廠商募款爭取贊助或打折，過程中十分感
謝許多企業的大力幫忙，如：大金空調、
和成衛浴、台灣水泥、長榮海運、長榮儲
運、白馬磁磚、東和鋼鐵、太平洋電纜、

2020-11-24

來少家要兩年了，謝謝大家教導我很多，讓

我大大的改變很多，我現在變得很開朗，

也感謝少家的工作人員，找了房子給我們

少女住，還蓋了新少家。謝謝姊姊和少女

們，每當我難過時聽我分享，給我意見，

給我一個溫暖的「家」。

這個家是屬於我們家，因為家很大，所以

更需要打掃的徹底，我們都住在一起，每

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家務，我們大家分工

合作，這個家才會乾淨。我也覺得這是家

庭每個成員的責任，雖然過程中會覺得很

累、不想做等等…但我們大家盡份心力，

未來成家之後，一定也會有一些幫助。

茂詮餐飮設備、日月光淨水、美商3M、北
桃園有線電視、藝人倪子均、飛兒樂團阿
沁等各界愛心企業及人士，更透過本次機
會與更多人、更多企業分享靑少年工作、

少年、少女參與搬家過程，體會「家」的經營

2020-11-24 愛屋集屋新居成立感恩典禮大合照

公益ｘ新春ｘ文創
原創燙金紅包袋發售中！

https://bigchange.org.tw/archives/1964


　　現今靑少年問題日趨複雜，社區民眾對
於高關懷少年亦停留於負面之刻板印象。桃
園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鄭貴華對非行少年的服
務及關懷感到重視，為此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委託長期服務非行少年的桃園少年之家於
109年12月5日擧辦位在桃園市三民運動公園

「我們不一Young，我們在這裡等你！｣社區
園遊會暨藥物濫用預防宣導，桃園市市長鄭
文燦特地出席參與，呼籲社區民眾與高關懷
少年互動，以最溫暖的雙手提供高關懷少年
應有的保障與照顧，喚起彼此內心深處的愛
心和正向能量，以陪伴這群受傷的孩子成
長，同時期望大眾們一同投入減少藥物濫用
之預防，以利少年們與社會共融。

　　兒少科科長陳湘緣表示為促進社區民眾
與高關懷少年互動，特以園遊會形式辦理此
次宣導及成果發表活動，一方面讓高關懷少
年學習尊重、給予；另一方面也提供機會使
靑少年可展現自我在過去生命中缺少的成功
經驗，期讓社會大眾看見不一樣的高關懷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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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園遊會暨藥物濫用預防宣導

機構多年來的經驗分享及成效、重大里程
碑及重要性，邀請更多愛心人士一同愛這
群需要愛的孩子。

我們不一Young，我們在這裡等你！

代禱事項

（由上至下）圖一: 社工與少年一起賣茶
葉蛋、圖二: 桃園市長與少年一起做鬆
餅、圖三: 少女舞蹈表演、圖四: 合照

搬家完成！桃園少年之家同工合影

請為經常費代禱目前有安置部、高關懷少年
部門、培力計畫部門，每月約需350萬經常
費，懇請支持代禱！

請為少年飛行屋籌募興辦事業計畫申請一切
順利、所需經費2.5億代禱！

請為樂器教學老師代禱，目前需要吉他、爵
士鼓、貝斯、薩克斯風老師教學！

大改飛行一號
音樂快餐車

加力力輕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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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少年案件層出不窮，根據內政部
警政署統計資料顯示，107年的12-18歲少年
嫌疑犯有10776人、108年有10425人，桃園
市政府長期和桃園少年之家合作，今年邁入
第21年，由張進益牧師與師母一同攜手投入
社福領域走入第一線，長期陪伴由社會局轉
介、法院裁定之少年，這群孩子多為家庭失
功能、家人無力照顧下長大的孩子，累積至
今已超過200位孩子，工作人員也自2人增為
40人的團隊，最近年度全國機構評鑑更獲得
甲等肯定(全桃園第一名)，用心營造孩子們
第二個「家」，重新認識家庭的意義，不因結
案後就終止服務，彼此就像眞正的家人，一
起學習樂器、自立生活能力，復原對人生的
希望，透過音樂教導及信仰帶領他們走出過
去陰霾，讓他們學習饒恕與放下，並組成大
改樂團(連續3年桃園市政府校園反毒代言人)

大改樂團提供【活動演出】、【活動節目
設計】、【燈光音響規劃】等多元服務，
洽詢專線｜03-3656-707 #2009 王小姐

大改
樂團
官方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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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問題肇因於家庭，
顯現於校園，
惡化於 社會

帶著正能量到各大大小小的場合以自身經
驗影響其他人，從受助到助人形成正向循
環，除了提供24小時全時間照顧服務，也
於100年起定期服務高關懷少年，目前每月
約300案，後續追蹤自感化院、少輔院離院
的孩子，提供就學、就業、家庭相關協
助，過程中發現這群孩子不易尋得穩定工
作機會，需要有社工、就服員的角色在旁
協助，故自105年起開創申請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桃竹苗分署的培力計畫，針對這類
孩子需求設置相關就業培力，培養飛行少
年學習專業技能，除了以做中學的模式學
習一技之長，發掘並培養高關懷少年回歸
社會及工作能力特質，更幫助他們學習專
業技能培養興趣、訓練，增進職場競爭
力，以幫助建立穩定經濟收入，至今已服
務38位，創造在地靑少年夢想平台及未來
就業機會，改善靑少年就業問題，提供正
當管道協助非行少年職涯發展與未來接
軌，並以關懷輔導角度出發，幫助靑少年
找回自信心及回歸社會。

2020-12-31 
大改樂團桃園跨年晚會演出

2020-12-21 
聖誕節感恩禮拜&餐會

活動
集錦

https://band.bigchange.org.tw


匯款銀行：渣打銀行 大樹林分行（052-0317）
戶　　名：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桃園市私立少年之家

匯款帳號：3453-000-682522

戶　　名：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桃園市私立少年之家

劃撥帳號：19571551

桃園少年之家經常費／少年飛行屋籌建計畫

2020年11月

2020年12月2020年10月

捐款芳名錄

（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 1091360957 號）

銀
行
匯
款

郵
政
劃
撥

線

上

捐

款

信
用
卡
定
期
定
額

募款項目 

美夢成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財團法人基督之家 $100,000
黃玉元 $20,000
美夢成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金
日傳媒發展協會

$3,000

桃園東方扶輪社 $30,000
新竹西南扶輪社 $30,000
良助工程開發有限公司 $5,000
龍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蔡紫婕 $5,000
甘宗熙 $15,000
林政銘 $10,000
林木益 $5,000
蔡昀憲 $10,000
蔡錫仁 $10,000
吳家靖 $10,000
孟政國 $2,000
楊怡超 $2,000
呂豪 $2,000
陳昱辰 $2,000
吳游毓 $2,000
美夢成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陳妍秀 $2,00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100,000

傅治洋 $1,100
廖松輝 $20,000
陳妍秀 $3,000
費祥業 $300
黃蔡淑娟 $60,000
神才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主知名 $300
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榮光堂 $3,000
郭麗美 $5,000
吳聖豪 $2,500
陳張美惠 $2,000
姜淑美 $2,000
劉憶芳 $1,000
任秀妍 $3,000
范文軒 $500
吳昭輝 $500
陳○○ $1,000
葉○○ $1,200
黃○○ $500
小耳朵聽馬雅 $1,500
廖秀梅 $20,000
張綵琳等五人 $1,500
林岫國 王鳳嬌 $10,000
陳信維 $2,000
潘瑞敎 $2,000
李章裕 $1,000
黃自湘 $1,000
林月鈺 $500
吳秋蘭 $300
雲林縣聚德功德會 $3,000
吳雪卿 $500
黃文娟 $1,023

宋權益 $1,000
陳振偉 $1,000
陳惠美 $1,500
張為民 $1,000
張婉瑜 $1,000
銓聖不動產有限公司 $1,000
許偉城 $1,000
彰化縣私立格林幼兒園 $1,000
王寶賢 $5,000
朱家慶 $1,000
汪維珠 $1,000
韓雅君 $50,000
江淑滿 $500
王勳聖 $10,000
盛知龍 $3,000
許經甫 $1,000
蕾琳服飾店 $2,000
簡存善 $2,000
蔡奇峯 $500
吳慧芬 $1,000
吳沛洮 $1,000
陳天意 $500
陳○○ $500
盧蘭惠 林宏樺 善心人士 $1,520
戴佐梅 $10,000
陳慧真 $12,000
陳○○ $1,000

簡慧美 $5,000
孫玉琪 $4,000
陳妍秀 $3,000
桃園市龜山國際同際會 $10,000
費祥業 $300
神才印刷式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
范文軒 $500
陳張美惠 $2,000
姜淑美 $2,000
黃瑞櫻 $80,000
桃園市向陽扶輪社 $120,000
陳○○ $1,000
葉○○ $1,200
黃○○ $500
吳昭輝 $500
許哲彰 $1,000
陳游文惠 $500
藍俊為 $500
藍俊為 $500
鍾如琇 $1,000
張貴美 $1,000
蕭惠之 $1,000
蕭惠之 $1,000
葉怡君 $1,000
黃曉蘋 $2,000
鍾萬順 $500
台北靈糧堂 $5,000
廖辰哲 $2,000
陳貽助 $1,000
盛知龍 $3,000
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榮光堂 $3,000
吳聖豪 $2,500
主知名 $200
楊偉聖 $1,000

賴靜誼 $200
Sａｍｕｅｌ　Ｙｕａｎ $15,000
陳敏哲 $10,000
劉憶芳 $1,000
陳信維 $2,000
潘瑞嬌 $2,000
李章裕 $1,000
林月鈺 $500
吳秋蘭 $300
雲林縣聚德功德會 $3,000
吳雪卿 $500
黃文娟 $1,023
陳振偉 $1,000
張為民 $1,000
張婉瑜 $1,000
銓聖不動產有限公司 $1,000
許偉城 $1,000
彰化縣私立格林幼兒園 $1,000
王寶賢 $5,000
朱家慶 $1,000
汪維珠女士 $1,000
韓雅君 $50,000
江淑滿 $500
王勳聖 $10,000
吳沛洮 $1,000
呂梅 $3,000
范箢勵 $2,000
胡○○ $30,000
吳姿樺 $2,000
林錦萍 $500
林錦萍 $500
莊家硕 $2,000
張佑光 $1,200
社團法人宜蘭縣基督教
芥菜種教會宣教協會

$10,000

陳宥諠 李佳晉 $5,000
陳宥諠 李佳晉 $5,000
郭芳如 $1,000
巧媽咪保母術科練習場 $5,000
張慈玉 $1,000
林芳淑 $1,000
李美眉 $1,000
柯許素梅 $50,000
關人智 $40,000
柯悅娟 $1,000
李達平 $10,000
統順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3,000
呂芳榕 $14,000
吳宗禧 $2,000
林文山建築師事務所 $10,000
許哲義 $54,000
許哲義 $52,000
邱奕勝 $5,000
杜淑卿 $3,000
張佳美 $400,000
桃園市觀護協會 $20,000
郭○○ $10,000
劉素心 $1,000
王○○ $10,000
林家慧 $6,000
秦淑美 $10,000
J&R英語中心 $3,960
尤馨婷 $2,000

財團法人感恩聖仁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

$50,000

陳張美惠 $2,000

孫玉琪 $4,000
陸子鈞 $3,000
陳憶玲 $500
陳○○ $1,000
郭麗美 $10,000
陳柏嘉 $1,000
陳玉美 $20,000
李文恩 $10,000
陳時丘 $1,000
蔡育甫 $1,000
郭○○ $3,238
費祥業 $300
汪本鈞 $3,000
王艾瑄 $2,000
丁○○ $200
黃○○ $500
陳○○ $1,000
葉○○ $1,200
吳昭輝 $500
高嵐芳 $5,000
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榮光堂 $3,000
劉憶芳 $1,000
楊秀英 $5,000
范文軒 $500
主知名 $300
徐○○ $1,000
彭煥淵 $3,000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婦女會 $20,000
陳貽助 $1,000
廖辰哲 $2,000
張進益 $6,000
主知名 $6,800
桃園市基督恩會關懷協會 $10,000
蕭玉琴 $6,000
鍾國龍 $6,000
任秀妍 $3,000
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 $10,000
樹林扶輪社 $10,000
鶯歌扶輪社 $20,000
樹林芳園扶輪社 $10,000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 $10,000
新北世界扶輪社 $10,000
日盛扶輪社 $10,000
楊雅男 $50,000
林芝蓉 $2,500
吳欣芳 $3,000
江信輝 $5,000
賴靜誼 $200
陳信維 $2,000
潘瑞嬌 $2,000
李章裕 $1,000
林月鈺 $500
吳秋蘭 $300
雲林縣聚德功德會 $3,000
吳雪卿 $500
黃文娟 $1,023
陳振偉 $1,000
張為民 $1,000

https://bigchange.eoffering.org.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LS9B8rUoEGfaOqaldmEojFKENExWhPv/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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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婉瑜 $1,000
銓聖不動產有限公司 $1,000
許偉城 $1,000
彰化縣私立格林幼兒園 $1,000
王寶賢 $5,000
朱家慶 $1,000
汪維珠 $1,000
韓雅君 $50,000
江淑滿 $500
王勳聖 $10,000
郭芳如 $1,000
張慈玉 $500
林沛佳 $2,000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30,000
盛知龍 $3,000
陳妍秀 $2,000
許瑞蘭 $6,000
葉兆豐 $1,000
范秀鳳 $1,000
柳欽元 $2,000
楊正仁夫婦 $10,000
薛英斌 $5,000
桃園區三民社區發展協會 $3,410
國際佛光會桃四分會 $8,630
 陳淑娟 $3,000
桃園市茶之享宴發展協會 $1,350
嚴凱如 $2,000
大立清潔企業社 $6,000
周淑惠 $1,000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何慶媛 $50,000
基督教中華循理會永和教會 $19,850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台中

戒治所寄台中少年觀護所何

署辦工消費合作社

$3,000

張兆嘉 $11,000
陳妍秀 $1,000
張雪真 $5,000
神才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
GoodTV真情部落格 $5,000
社團法人台灣揚名基督協會 $5,000
楊梅靈糧堂 $5,000
得勝關懷協會 $1,000
平鎮崇真堂 $1,600
桃園市府靈糧堂 $5,000
中國信義會桃園福音堂 $3,000
社團法人桃園生命術領
袖協會

$3,600

劉修榮 $1,200
中壢新希望懷恩教會 $1,200
中壢佳音教會 $3,000
大溪懷恩教會 $2,000
社團法人桃園市海口愛
家關懷協會

$1,000

大溪懷恩宣教中心 $2,000
許智善 $50,000
王鉉慈 $15,000
王鉉慈 $5,000
社團法人彩虹天堂協會 $5,000
朱倩慧 $2,000
新理想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五十甲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漢乙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5,000

創捷國際有限公司 $4,171
陳英秀 $5,000
王忠傑 $1,000
張秋霞 $200
莊慧真 $300
黃冠中 $10,000
林○○ $5,000
陳永泰公益信託 $2,000,000
林宏隆 $20,000
磐宇營造有限公司 $5,000
磐宇營造有限公司 $5,000
許銘華 $2,000
賴建志 $1,000
林惠敏 $1,000
昆兆益精密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15,000

黨紅敏 $5,000
張進益 $30,000
張毓芬 $2,000
張毓慧 $3,000
楊雅音 $1,500
楊雅音 $1,500
嚴素珍 $5,000
林榮昌 $10,000
林榮昌 $10,000
葉在民 $1,000
李學文 $500
李學文 $500
曾唯倫 $20,000
宋肖瑾 $1,000
劉淑卿 $1,000
陳姿嬌 $1,000
魏淑媛 $10,000
林佩縈 $1,000
林佩縈 $1,000
周雯晴 $1,000
李亞萍 $1,000
李亞萍 $1,000
李世賢 $2,000
李筱瑩 $2,000
王淳民 $1,000
鍾倩芬 $1,000
歐震 $50,000
詹妮 $5,000
陳妍秀 $3,000
野道家商店 $10,000
黃苾姁 $200,000
鄭恩婷 $30,000
楊○○ $70,000
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
基金會

$100,000

于○○ $3,000
田惠芬 $1,000
陸新民 $2,000
林暄瑜 $1,000
王幼卿 $7,500
王幼卿 $7,500
黃秋足 $100
蔣繡蓮 $1,000
蔡承伶 $200
陳彩珍 $1,000
黃友亮 $1,000
杜元 $1,500

謝沄瑧 $1,000
曾俊盛 $6,000
丁幼鳳 $1,000
李錦華 $1,000
李芃慧 $300
李芃慧 $200
杜依 $1,000
杜依 $1,000
洪淑霞 $1,500
洪淑霞 $1,500
黃有利 $1,000
陳紅麗 $2,000
黃莉美 $2,000
王淑芬 $1,000
陳永裕 $200
納吉麗醫療器械 $1,000
彭柏櫻 $1,200
吳靜怡 $1,000
陸景玉 $5,000
林智美 $1,000
周伊玲 $200
葉柏竣 $1,000
羅麗容 $500
楊豊彥 $1,000
李俐珍 $1,000
葉文慈 $1,000
周白蘭 $1,000
王萬錄 $2,000
倪興國 $500
林珮珊 $1,000
林妍君 $200
林秀燕 $3,000
魏月華 $1,000
陳買秀鳳 $1,000
羅瑜珍 $3,000
羅瑋琪 $1,000
唐子萱 陳譽夫 $400
楊文萍 $1,200
黃秀玉 $500
黃秀玉 $500
陳馨薇 $1,000
林驛宸 $200
林驛宸 $200
陳翊芳 $3,000
陳翊芳 $3,000
謝欣如 $50
謝欣如 $50
楊淑姿 $500
楊淑姿 $500
徐惠娟 $250
徐惠娟 $250
康雃寧 $1,000
康雃寧 $1,000
游心慧 $500
游心慧 $500
周梅蘭 $1,000
周梅蘭 $1,000
周紅英 $3,000
林國義 $1,000
陳雅婷 $1,000
郭雅雯 $1,000
郭雅雯 $1,000
鄭景文 $1,000

鄭景文 $1,000
林瓊惠 $2,500
林瓊惠 $2,500
侯雅若 $500
侯雅若 $500
張海萍 $500
張海萍 $500
秦美芳 $100
秦美芳 $100
陳佳佑 $500
王敏慧 $500
簡正傑 $1,000
簡正傑 $1,000
葛行玫 $500
葛行玫 $500
孫玉琪 $7,000
盛知龍 $5,000
柳國川 $1,000
侯宜均 $1,200
侯鈞逵 $1,200
鄭美育 $6,000
國際同際會臺灣總會 $2,000
陳永泰公益信託 $36,540
李花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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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飛行一號
音樂快餐車

快餐車預定年後
將每週固定在
八德興仁夜市
設攤，敬請多多
支持！

https://www.facebook.com/bigchangefoodtruck
https://bigchang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