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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教育工程報告
Education Projects Report

探訪【文更】資助的大學生
Visi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sponsored by CRRS

B.【文更】繼續集中資助都安縣、田東縣、環江縣和龍州縣的五所學校。 

CRRS continued to focus our support on 5 schools in four counties: Du’an, Tiandong, Longzhou and 
Huanjiang. 

C. 因疫情關係，在 2020 年無法安排「中國助學探訪團」到廣西探訪學生；【文更】為此邀請受助學生 /

資助者拍攝短片互相交流。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CRRS could not arrange Vision Trips for donors to visit the sponsored 
students in Guangxi during 2020.  Instead, CRRS invited both donors and students to take and exchange video 
clips showing their love and care.

廣西助學計劃 Student Sponsorship Projects in Guangxi
A. 2020-2021 學年， 【文更】 共資助學生 400 人次。 從 2003 年起累計資助 14,910 人次。詳情如下： 

During the 2020-2021 school year, CRRS awarded 400 sponsorships to students. It brings a total of 14,910 
sponsorships since 2003. Detailed information is shown as follows : 

2020-2021

助學計劃 Student Sponsorship Project 2003-2020 2020-2021 2003-2021 
小學生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1,196 - 1,196 
初中生 Junior-High School Students  646 - 646 

高中生 Senior-High School Students  9,093 350 9,443 

職中生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1,300 50 1,350

大學生 University Students   720 - 720 
教師專科 / 本科 Teacher(Certification program)  1,110 - 1,110 

教師研究生 Teacher(Master degree program)  445 - 445 

總數 Total    14,510 400 1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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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學年計劃 Plans for 2021-2022
A. 【文更】繼續現有的中學生資助和大學生資助。 

For the 2021-2022 school year, CRRS will carry on current high school /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 
sponsorships and university student sponsorships. 

B. 【文更】同工和義工們通過微信、QQ 等社交媒體持續關懷和支持受助學生；並繼續邀請受助學生 /

資助者拍攝短片互相交流。 

CRRS staff and volunteers will continue to connect with the students through various social media such 
as Wechat and QQ to provide them with encouragement, caring and support. CRRS will continue to invite 
both donors and students to take video clips to communicate to each other.

受助學生來信摘錄 Letters from Sponsored Students

王同學‧現就讀田東職中 
從一開始，受到【文更】的資助，我就一直想要好好學習。我現

在田東職業技術學校上課，雖然我只是一個從貧困山村出來的，也

許有許多人認為我是沒知識之類的人。「人窮志不短」，我曾經想過

輟學，但是我看到所有的寄望於我身上的眼神，我必須承擔這份責

任。就我現在的情況而言，我很沒用，但是我必須給自己一個美好

未來。為了籌足這一年的學費，可以說是不知向多少親朋說了多少

好話，當我看見這樣的場面，我感到特別難受。非常感謝學校能給

予我這次機會獲得資助，我也非常感謝所有關心和幫助我的人。

最近中國宣布全面脫離絕對貧困，【文更】很高興自 21 年前已有份參與這項偉大的工程。當然，

在教育上需要扶持幫助的人還有不少。在過去一年多的疫情當中，【文更】的同工和義工持續通過

社交媒體與受助學生們交流，雖然不能親身見面，但溫馨關懷洋溢在太平洋兩岸。同學們發來的短

片，他們的日常生活點滴和成長，讓叔叔阿姨們濕了眼眶。我們搜集了一部份同學在疫情中的心聲，

在此與大家分享。

現在及曾經受助的大學生，部分已成家立業
University students previously and currently sponsored by CRRS; some of them have married and some experienced successful car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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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醫生‧早期受助學生
認識 【文更】的叔叔阿姨轉眼已經過了 14 年，時間真的太快了。

因為疫情的影響，已經有兩年沒有看到叔叔阿姨們，真的很想念你

們。我在鎮衛生院上班，是醫院派我下來的，在這裏任業務副院長。

主要幫助院長一些業務和醫療方面的工作。平常也到兒科指導我們

的醫生及護士，提高他們的醫療技術。也跟中醫學針灸，對針灸特

別感興趣，也想多學一些技術去幫助自己家人、朋友、患者，解決

更多的問題。

我很感謝【文更】的叔叔阿姨，謝謝你們讓我知道生命的意義，

明白愛的真諦。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充滿感恩的，用心去做好每

一個工作，然後用愛去對待我每一個同事和病人。病人和同事也喜

歡我，現在的院長也喜歡我能夠留下來。其實我自己也願意留下來，

因為他們很有善意，很有愛。留下來可能收入會低一些，但是我覺

得沒有關係，如果天父願意讓我留下來的話，我是很樂意留下來的。

雖然這裏是衛生院，但離我住的地方非常近，只有三分鐘路程便可到達，我兩個孩子，一個八歲，

一個三歲了，都很可愛。一個上小學二年級，另一個準備讀幼兒園，很是感恩。希望全球的疫情

能夠快點過去，有一天我們可以再見面。

祝身體健康，平安喜樂，福杯滿溢，一定要保重身體，我們有機會再見。

王同學‧現就讀環江高中 
本以為在疫情的重創之下，你們組織對偏遠山區的資助會

有所終止，可你們依然履行承諾，在我們畢業之際，盡力送

來了資助金。這份誠信，便是我們夢想即將再度啟航的關鍵

時刻下的最好一課。我意識到這是立足社會的保障。

吳同學‧現就讀廣西大學
疫情剛剛開始，我和家人，還有同學都猝不及防，沒有做好在家上

網課的準備，家人們都被迫失業。準備過年的時候，村裏的人都很害

怕，開始封村，不准隨意出入；只有固定的採購員才能送物資進來。

平時祖母在家就很不方便，還好疫情嚴重的時候是假期，我們都在家，

還可以幫幫忙。開始上課時候，也面臨網卡、沒有設備上網課、無法

集中注意力、家長和老師搶時間的困難等等，心裏壓力好大，一直悶

在家裏都懷疑自己心裏有問題，就像有抑鬱症一樣，又不敢跟家人和

朋友說。我們沒有患病的心理壓力都這麼大，承擔家庭責任的家人、

病患、醫生、國家的壓力可想而知還要大，但是我們都沒有放棄，樂

觀的面對疫情，一起走了過來。在同一大自然下，我們應該和諧共存，

共同保護地球，普及保護地球知識，疫情防控知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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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資助廣西困境學生

凌同學‧龍州高中受助學生 
我 現 已 是 高 三 了， 回 首 我 們 初 次 相 遇， 就

好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新冠疫情牽動著世界

人民的心，讓所有的人都看見了生命的渺小與

脆弱；你們在這艱難時期，仍不忘遠在萬里的

我。太平洋把亞洲和美洲隔開，卻隔不開你們

對我們的關懷。疫情對很多家庭來說，是次重 

擊！父母減少外出打工，只能在家務農，收入大

降，我準備上高考的戰場，妹妹也要小學升初中

了。你們的資助金減輕了負擔，讓我和妹妹可以

更專注於學習。這不僅僅是金錢資助，也是你們

對我們的關懷，更是一份暖心的禮物！

Tel ：416-786-9255
Email：info@crrstoronto.org  

Website：www.crrstoront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