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ursday, September 26, 2019  7pm 
Continental Seafood Restaurant 幸運海鮮酒家

11700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CIEAF Annual Fundraising Dinner
加拿大國際教育援助基金會慈善晚宴

A Grateful Decade 
of Education Assistance

助

學
十載 感恩有

你

2019



1.

Message 卑詩省長致辭

PROUD 

SUPPORTERS 

OF BUILDING 

COMMUNITY 

DREAMS

This is not an offering for sale.  Any such offering may only be made by 
way of Disclosure Statement. E&O.E.

UPCOMING COMMUNITIES :  GRYPHONLIVING.COM

KERRISDALE

West Blvd  
& W. 45th

We believe in the passion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dream, and to build 
and reshape communities so that they are meaningful and impactful.  
Gryphon Development is proud to support the great efforts of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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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inner Event Chair

As we gather to celebrate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undation, l realize that words cannot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the donors, friends, 

volunteers, and project partners for the tremendous support you have given to us in all 

theses years. 

In 2019, we have begun or committed to a few new projects. For example, we began 

to support a student mentorship program in Vietnam. We also sponsored a pilot summer 

program 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Richmond and it is our plan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is program in future. Moreover, we have committed to support a pilot project for men 

provided by Ratanak International in Cambodia. The focus of this program is to help men 

or boys who have been  exploited in labour trafficking across the Thai-Cambodia border to 

return home and reintegrate into their communities. Ratanak International (Ratanak means 

‘precious gem’ in Khmer) is a world renowned organization which has been fighting poverty, 

human trafficking, and sexual exploitation in Cambodia for 30 years. We feel extremely 

privileged to become one of its many partners.

The CIEAF is a volunteer-run organization. Therefore, we carry no administrative cost and 

every dollar raised is spent on projects we support. I sincerely hope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donate generously to support our work.

Let’s work together to bring light and hope at someone’s darkest moments in life!

Chak Au
Event Chair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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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會長致辭

From The President

Time flies! It has been a decade since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Foundation (CIEAF) was established. Looking back into development of our organization in 

the past 10 years, we are gratefully humbled by the support that we have received.

The CIEAF was established in 2009 in response to a disastrous earthquake in Sichuan, 

China.  After noticing that there was a lack of psychological recovery services for the 

survivors and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ly trained social workers and counsellors in China at 

that time, we bega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WUN). 

We helped the university to created the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in December 

2009 and have provided bursaries to almost 60 students since then.

We have also partnered with many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upport for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Haiti, Japan, 

Philippines, Nepal, and Taiwan. In 2015, we were invited by the Royal Thai Consulate General 

in Vancouver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tudent dormitory in TAK Province in 

northern Thailand. Earlier this year, we sponsored a new mentorship program for children in 

Vietnam and a pilot summer educational program 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our local 

Richmond school district.

The CIEAF has never been a big and wealthy organization. If not because of the support 

from our donors, like many of you here tonight, we could not have achieved our goals. We 

are forever grateful to you!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upporting more new projects for 

people or communities whose needs may otherwise be overlooked. We are so honored 

that Ratanak International, a highly respected organization for its 30 years of work against 

poverty, human trafficking and sexual slavery in Cambodia, has offered us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its Men’s Achievement Program (MAP). It is a pilot project to help men and 

male children who have been exploited in human trafficking and illegal labour.

We sincerely hope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to carry on with the 

work we have begun.

Tom Mah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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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晚宴主席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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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and Services of CIEAF
加拿大國際教育援助基金會的宗旨與服務

Our Mission
Sponsor students to support community

Post-Trauma Resilience Building

Our Targets
Students, teachers, volunteers and social workers who are 

preparing themselves in  providing resilience building services to 

post-trauma communities.

Our Services
•	 To	promote	awareness of the needs of post-trauma resilience  

 services in Canada and other countries.

•	 To raise funds in order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students,  

 teachers, volunteers and social workers in Canada and other  

 countries to support their education in post-trauma resilience  

 services.

•	 To provide support to students, financially or in other forms,  

 to assist them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post-trauma  

 resilience services.

•	 To organize and support recreational, cultural and other  

 activities which will benefit students in their learning of 

 post-trauma resilience services.

•	 To provide emergency relief to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eachers and schools in response to natural disasters.

我們的宗旨 
助學助人

災後心靈重建

目標人群
致力為災後地區提供災後心靈重建服務，

並資助和培訓學生修讀心靈重建課程。

	

我們的服務
•	 在加拿大及其他海外國家提供災後心靈重建	

	 服務。

•	 為加拿大及其他海外國家的學生、教師、

	 義工和社工籌集災後心靈重建服務教育課程

	 的資金。

•	 為學生在災後心靈重建服務教育及培訓中提供		

	 經濟及其他形式的援助。

•	 舉辦及支持學生參與學習災後心靈重建服務的	

	 文化交流活動。

•	 為學生及其家庭、教師、學校提供應對自然

	 災害的緊急援助。

Background of CIEAF
加拿大國際教育援助基金會成立背景

1999年9月21日，台灣經歷一場尼克特制7.6級

大地震，加拿大國際教育援助基金會(CIEAF)

主要創會董事之一，區澤光博士隨即率領加拿大

醫療援助隊趕往受震災區，並且用他在心理學

和災後心靈重建(Post-trauma Resilience)的專業

知識，第一時間給痛失至親的災民提供了最需要

的「情緒支援」服務。

其後，中國在2008年先後發生冰災及汶川8.0級

大地震，區博士聯合其他專業人士，為災民提供

及時的協助，並建立長期性培訓計劃，與西南

民族大學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合作，栽培及儲備

能為災民提供情緒支援服務的人員，回應大型

災難後心靈重建工作所需。

所以，本著助學助人的宗旨為有需要的人們提供

災後心靈重建服務，CIEAF於2009年12月17日

正式成立並組成第一屆董事會。

On September 21, 1999 a 7.6 magnitude earthquake hit Jiji, 

Nantou County, Taiwan. Dr. Chak Au, one of the founding 

directors of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Foundation (CIEAF), led the Canadian Medical Aid Team to 

Taiwan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disaster. Dr. Au, an expert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 and post-trauma resilience, observed the 

earthquake damage firsthand. He noted that of all fundamental 

services provided to a disaster area, what was often missing was 

emotional support to those who were experiencing shock and 

grief over lost loved ones.

Then, on May 12, 2008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was hit by 

an 8.0 magnitude earthquake. Dr. Au, along with a few others 

who shared his passion, rushed to help. They recognized the 

immediate emotional needs of those impacted by the disaster. 

The goal was not only to provide direct post-trauma resilience 

building services to the victims, but to also train locals in the 

affected areas.

In order to sustain this mission of providing post-trauma 

resilience building services to those in need, Canad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Foundation (CIEAF) was 

established. On December 17, 2009 the first CIEAF Board of 

Directors was formed.

The aim of CIEAF is to train students, teachers, volunteers and 

social workers in preparation for providing resilience building 

services to disaster affected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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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Students
學生感言

11.

永遠的牽絆

大學對每個人都是一段重要而難忘的經歷，對我也是如

此，而最關鍵的是大學生活裡的人和事。大學裡的老師和同

學助我成長，大學裡的酸甜苦樂使我得到鍛煉，我在大學裡

遇到了很多好人，相比很多同學我是最幸運的。

畢業五年多，時間消磨很多的記憶，在這五年裡又填充

了很多的經歷。有些事情卻一直記憶猶新。大一開學不久，

一個晴朗的午後我行走在校園，心情很複雜，正是為生活費

發愁。當時的想法很多，總結起來就是看不到希望。此後，

我找學院老師申請做勤工儉學，但是沒有成功。我想去打

工，老闆也不要我。直到現在，我任然覺得那是我最困難的

一段時間。

後來，學院老師幫過我，但最主要的是受	 到了基金會的

幫助，在生活上給了我最徹底的保障，讓我安心完成了大學

學業，這是實實在在的對我好。從那時起，基金會老師們總

是給我特別的關照，不僅是生活上還是精神上都十分關心，

很多同學都羨慕我，我也感受到了像家人給的溫暖。我是受

基金會資助的第一屆五個學生之一，現在我們都快步入而立

之年，有的已經為人父母，我也成家立業。大家為家庭事業

各奔東西，但是基金會是我們永遠的牽絆，把我們緊密的聯

繫在一起，基金會對我們的這份情義無價，那些捐助者的奉

獻精神無價，我的人生有你們才充滿意義。

吉四依沙 

善良，負責，正義於一體

致加拿大國際教育援助基金會：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到了一年基金會的籌款晚會，

不知基金會的老師們還有各界好心人是否還記得我這個土家

族姑娘呢？

我是陳永芬，2014年畢業於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學與心理

學學院應用心理學專業，畢業至今一直工作在貴州省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第四中學，這是一所鄉鎮中學，我在

這裡堅守著專職心理教師崗位，不曾想一守就是五年過去

了，曾經畢業時有了解過基金會老師們對我們這些受助學生

的期望是希望我們能回到基層去服務最需要的人，我沒有忘

記，始終牢記善良，負責，正義於一體的初心，我想大聲地

跟遠在大洋彼岸的您們說一聲：我做到了！貧苦家庭的孩子

更加知道偏遠山區基層人民的需求，也更能為他們做實事，

提高效！所以我堅信畢業回基層服務是沒有選錯的一條道

路。我會繼續努力前行，請您們放心！

如今自己已是而立之年，雖然家庭總是大風大浪，但我

卻能用這顆強大的心去承受一切，我很感激自己擁有三樣東

西：一是自己從小到大生活的貧困環境，它鍛造了我堅韌不

獨自生活與成長

 光陰易逝，豈容我待。沒畢業之前總是感嘆，怎麼不知不覺

就大三，過段時間，又不知不覺就大四了。現在是不知不覺

已經離開學校三個月了，身份也從學生轉換到一名社會人。

剛畢業那段時間，也總是在思考自己未來的路該往哪走，很

迷茫。後來選擇到廣州工作，下決定後到廣州找工作的那一

個月裡，經常會質疑自己，反問自己，因為不知道自己做的

對不對，有時甚至自己一個人在夜裡想過退縮，想過放棄。

後來扛過來了，因為不管在哪裡都是重頭開始，細想了很

多，穩住了自己的情緒，抱著學習的想法，想找一份讓自己

無悔又能學習到一些知識的工作，最後就成為了一名社工。

時間總是有些陰差陽錯的，心理學專業畢業的我現在成了

一名社工，雖然我沒有系統地學習過社工的知識，但是還好

社工和心理學關係還是很緊密的，工作時不會覺得很困難。

同事也很好相處，有一些不懂的東西問他們，他們也很樂意

教，我也在工作中學習到了很多實務知識。在這份工作中，

我也有機會接觸一些有困難的居民，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

幫助他們，幫助他們的同時，我也得到了很多收穫，所以很

滿足。

時間就在每天繁瑣的事情中消耗，在對未來的期許中流

淌，留下更多的成長和體驗。最後，祝基金會所有成員身體

健康，萬事勝意。（今天是中秋節，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吳白玉

畢業感言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大學四年如白駒過隙，畢業就像

一個大大的句號讓我告別純真的青春，結束了年少輕狂的歲

月。時間過的好像流沙，看起來漫長，卻無時無刻不在逝

去，想挽留，一伸手，有限的時光卻在指間悄然溜走，一切

似乎都預想的到，一切又走的太過無奈。想一想四年前稚氣

未脫的我們，走了四年，不知多少人在那裡追尋著自己的夢

想，不論結果如何，它讓我收穫了很多......

轉眼間，如今已徹底告別了學生時代，那時的單純與幼稚

已經演變成完美的結局。感謝四年前讓我在西南民族大學社

會學與心理學學院遇到了加拿大國際基金會，感謝基金會各

位老師這四年以來的支持和陪伴，讓我得以順利的完成我的

學業，勇敢的改變自己的不足，謝謝各位一直以來的幫助和

關心。現在的我已經可以靠自己的雙手生活，這對我的人生

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轉折，意味著另一種生活的開始。

在畢業之後，由於各種原因使我回了家鄉，雖然做著和我

大學所學的專業有一定的關係，但是在參加工作最初的一段

時間自己的心態憑心而論是比較力不從心的。剛開始踏入社

會參加工作，面對新工作、新生活，心裡有說不出的滋味，

有期盼，有緊張，有高興，有憂慮，對工作的茫然，對同事

不了解，感到有些生疏，心裡忐忑不安，但大家都很熱情，

我遇到困難和不懂的地方，領導和同事們都會積極來幫助，

讓我很快地適應了這裡的環境，這些都讓我很感激，同時也

讓我認識了一個團結、友愛的集體。在學校裡學習的很多理

論知識，到單位後才知道能夠用得上的並不多，我需要重新

學習，在辦公室學到的許多知識都是在書本上學不到的，在

工作中遇到不懂的問題，需要及時向同事虛心請教。

我期望在以後的工作中盡量的將我的專業知識用到社會實

踐，期望能盡可能的發揮我四年以來所學的知識去幫助其他

人，期望可以回報我的父母，回報在學習征程中一直以來幫

助我的各界社會人士，為社會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李國芝

拔吃苦耐勞的精

神；二是大學裡學

習的心理學知識，

它讓我學會了在逆

境中自我調節甚至主動尋求心理援助；三是基金會的助人自

助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它一直讓我明白勿以善小而不為的道

理。所以，即使目前我的生活陷入困境，甚至是絕境，但我

相信自己擁有的這三樣東西可以支撐我挺過去，我堅信！

說一千道一萬都說不盡我對基金會的感激，也表達不完

西南民族大學母校對我的恩情，只能弱弱地安慰一句話：雖

然沒有為基金會還有母校帶去多大的榮譽，但我在逆境中挺

住甚至走出來也算沒有讓您們失望吧！最後想說一聲抱歉讓

您們一直操心至今，您們辛苦了！

陳永芬

致基金會的信

各位理事會成員們好久不見。也許有的成員和我們受助的

學子不曾相見，但是也一定在默默地看著我們成長的故事，

對我們很是熟悉。

我畢業一年了，目前在家鄉的學校任教心理和生物。剛

開始畢業的時候和所有人一樣找工作有各種的不如意。一開

始我並沒有順利進入到教師行業，機緣巧合下進入到了博物

館，雖然不是對口專業，但是在這份工作中我也收穫了自

信。工作了大半年之久後，我還是不時想起以前剛上大學時

一直想做一名心理老師的想法。後來因某些緣由，做了一名

生物老師。到現在迂迴前進，也算是終於在任教生物的同時

教心理了。

說實話如果沒有基金會的幫助鼓勵，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

能真正做到當時的心中所想。還是很慶幸基金會能為我們貧

寒學子保駕護航，讓大家可以自由追逐心之所向。很自豪的

告訴大家，今年24歲的我，完成大學時期的心之所向。在今

後的工作或是生活中，我也不會忘記了基金資助的初心：將

愛傳遞下去。

蔡津津

生命中的感動

在人生中的每個特殊階段總會有一些人，他們不計報

酬，度過萬水千山，來到你生邊只為讓你知道這個世界還有

愛和溫暖。

距離上次和加拿大的老師們見面已經過去將近一年了，

也不知道他們現在怎麼樣，身體好不好，過的開不開心。還

記得上次和老師見面的時候是在四月初，那個時候還是初

春，我們大四下學期，正忙於準備畢業論文，老師們剛下飛

機就過來和我們見面，全然不顧疲憊的身體。見到老師們很

親切，就像見到家人一樣，有認識的許老師、沈老師，還有

剛剛加入的新老師。儘管在聊天的過程中，有些老師並不能

聽懂我們說的普通話，但是通過簡單的手勢交流我還是能感

覺得到老師對我的關心和愛。再見面以後，我們和老師們一

起去逛了街，還去了熊貓基地、錦裡，還一起去吃了成都的

特色美食，現在想起來滿滿的都是愛的回憶。只是很遺憾第

二天馬會長很急，沒能好好地陪老師再看看成都的美景。有

點想念老師們了。

各位老師，我現在畢業了，在中公教育集團上班，現在

正在北京培訓學習，我現在很好，有自己的工作，還能在閒

暇之餘幫助需要的人。也找到了自己的女朋友，和女朋友在

一起她總是會說我很善良。可能這是真的吧，因為我有像家

人一樣無微不至地關心和愛護我的人——加拿大國際教育基

金會的老師，他們在我的大學時光用生命溫暖和感動了我，

讓我覺得這個世界是充滿愛和希望的，所以我也希望這份愛

和希望在我身上傳承下去。

最後祝愿各位老師一切都好，身體健康，工作順利，生

活愉快，期待下次的相見。

陸洪祥



12. 13.

感言 

自許老師交代我寫感言以來，已經

四天了。懷著對基金會諸位老師的感

激之心，感受著老師們以身示范良好道

德品質的正向引導，我向著美好生活“

匍匐”前進。這四天回望過去一年的點

點滴滴，自我反省過往的成長歲月，我悟出了一些東西。

過去一年，我努力工作，認真生活，勤奮學習。在工作

中，我主要從事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及農業執法事宜，辦公

室的活兒我幹了快一半，儘管如此我也沒有抱怨，仍在努力

學習提升自己。生活上，正積極籌辦和女友歷經七年愛情長

跑的婚禮。與此同時，我還有一件喜事要與諸位老師分享，

今年八月初，我們自己首付按揭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雖

然現在還貸壓力很大，但我與秋雨二人齊心協力，相信未來

的日子會越來越好。

從購房到結婚，都是我與女友一道溝通和商量的，經歷這

些事情，讓我更加明白溝通的重要性，也使我越來越堅毅和

成熟，不斷增強了我扛起家庭責任勇氣，進一步激發了我奉

獻社會、服務群眾的使命感。

王華三

成長與收穫

時光荏苒，一年的光陰又離我們而去了。但是我們卻在時

間的沖刷之下，變得更加有責任心，心靈也變得更為成熟與

穩重。這一切的改變都與加拿大教育援助基金會以及學校學

院的支持和幫助息息相關。

人常言：誰的青春不迷茫？我的青春也迷茫過，敏感自卑

的我更是難以應付大學的眾多事務。但是這一學年的過去，

首先收穫最多的便是心理的成長。心理的成長需要經過眾多

的經歷之後，然後對這些經歷進行思考、獨處、消化，才有

可能促進心理的成長。但是如果是創傷事件等各種負面的經

歷，那麼消化這些經歷便需要很多心理支持，加拿大教育援

助基金會的支持便給了我巨大的心理能量來應付各種負面事

件，也因為基金會的存在，讓我時刻的感受到我的背後一直

有一股力量在支持著我。

“活到老，學到老”是一句很有智慧的句子。人們應該向

這句話看齊。有幸可以在學校學習，讓我對這句話有了更加

深入的體會。無論是危機干預課程還是團體輔導課程，或是

變態心理學課程，都是實用性很強的課程。可以充分的應用

到生活中，用於看穿生活中的各種現象，從而讓自己在生活

中的問題處理能力得到提高，也可沉穩的面對困難。但是我

相信，等我工作了之後，同樣也會運用到此時學習的內容。

最後，經過我的深思熟慮，我認為在未來的生活裡，我

應該學習更多的知識，俗話說得好，技多不壓身。如計算

機，PS技術或者是我的畢業設計可能用到得E-prime編程軟

件，因此我會學好計算機的。下一學年我會投入我更多的時

間到我的畢業設計當中去，把自己的畢業設計做好，但是在

看重學業的同時，也不可忽略就業問題，因此在下學期我也

會繼續找兼職或者實習。在就業問題上，我可能會傾向於選

擇做一名負有貢獻精神的教師，受國家以及社會的影響，我

希望世界上能夠多一名愛護學生，兼顧學生心理身體健康的

老師，這樣，祖國的未來主人翁就會感受到更多來自社會以

及國家的關愛，這樣才有利於孩子的身體心理健康發展，最

後成長為一名用於健全人格的社會公民。

加拿大教育援助基金會以及學校學院在我的成長道路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學校學院是我學業道路上的支持者，加拿

大教育援助基金會是我心靈的支撐者，二者讓我的人生增添

了美麗的光輝。在此，我衷心的感謝加拿大教育援助基金會

以及學校學院各位老師的關心和幫助，祝各位萬事如意。

陳海秀

感謝有您

轉眼又是一個畢業季，我們離畢業又近了一個腳步。每次

看到大四的學長學姐穿著畢業服在校園裡拍照的時候，就覺

得時間已經從我們身邊悄悄流逝，而我們也隨著時間的流逝

在不斷地成長和進步，在成長和進步的路上總不免有相助之

人，讓你在成長的路上避免一些磕磕絆絆，更加風順。

我是來自一個農村的普通家庭的學生，因為家庭貧困，父

母又是殘疾，所以進入大學讀書對於我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以前年齡小，不太懂得自己上學的學費以及生活費都是父母

辛苦賺的，有時候實在沒辦法，就向別人借的。但是上了大

學就明白父母的辛苦，所以對於學費生活費雖然自己無能

為力，但心裡就是想幫家裡分擔一點，畢竟家裡學生多，都

承擔不起。但是後來學校學院給我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讓我

可以接受加拿大國際教育基金會的資助，把曙光和希望帶到

了我的身旁，讓我可以安心完成學業，用知識來改變未來的

人生道路。對此我心懷感恩，無數個學生中有千萬個貧困學

生，但學校學院給了我一個在這千萬個貧困學生中受助的機

會，我內心的感謝無語言表。

加入加拿大國際教育基金會這個大家庭已經有三年了，在

這個大家庭中我學會了很多，改變了很多，收穫了很多。每

次老師們對我們的熱情讓我沒有距離感，就像朋友一樣交談

和交流，在交流的過程中，我可以感受到老師的真誠。加拿

大國際教育基金會的老師們不僅給我們物質上的幫助，讓我

們解決生活中的經濟困難，更給了我們精神上的幫助，讓我

們每次都有所進步和成長。對此我也心懷感恩。對我們這些

貧困學生來說，生活給予我們太多的不幸，但能得到加拿大

國際教育基金會的資助，我們又是無比幸運的。我們一定不

辜負你們的期望。在學校，做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在家

裡，做一個懂事、孝順的好孩子。我們會以優異的成績回報

社會對我們的關愛，刻苦學習、積極進取、心存感恩、關心

他人，將來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我發自內心的祝愿：好人

一生平安！對此，我心懷感恩。

最近也有所收穫，不像以前那樣不敢在眾人面前說話等，

我現在變得比較外向，願意與人交談，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

和想法。而且考了教師資格證，面試的之前特別的緊張，可

是面試的時候還算比較順利。還去過實習雙選會投過簡歷，

因為馬上就是大四了，有時間可以實習。

馬上要臨近畢業了，我對於自己未來也早已有所打算。我

考慮過種種因素，所以不打算考研，畢業之後就回家鄉找工

作就業，所以在大三下學期有一個實習雙選會，我也去投過

簡歷，打算在大四的時候，課外有時間就去實習，讓自己多

有點經驗。

總之，感謝有您！

強木措

常懷感恩之心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又過了一年大學生活，懷揣著

不捨送別了畢業的學長學姐，伴隨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奔赴老

校，我們也即將迎來屬於自己的畢業季，回首過去一年可謂

是充實而滿足。

大三一年都很忙碌，因為喜歡上了教師這個行業，感覺

如果能成為一名老師教書育人，其實是很了不起的事。因此

這一年花了很多時間在考教師資格證上，幸好通過努力，筆

試和面試全部都成功通過了，普通話證書也已經拿到，等到

大四畢業就可以拿到教師資格證。我的大三兩個月集中實習

是在成都市社會組織促進會，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讓我體會

到了不一樣的生活方式，也讓我明白了父母的不容易；實習

過程中我上門走訪了十幾個個案，案主的需求各不相同，有

的是經濟需求、有的是學習需求還有的是心理需求，當我發

現案主看到我們眼裡迸射出希望的光芒時，我真的是心裡一

酸，特別希望自己提供的服務真的可以滿足案主的需求，改

善案主的生活環境，雖然我所能提供的是微光，但是我相信

眾多微光聚在一起將會幫助案主重獲新生。了解、接觸得越

深，就會越發喜歡上社工這個專業，因為會發現社工的存在

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改善鄰里關係、可以促進社區居民關係

融合、可以為苦難的百姓提供尋找服務的渠道甚至可以幫助

案主重新樹立信心。

我享受整個實習的過程，我感覺到自己被需要，也發現自

己可以做的事有很多，整個過程下來，有了很多的收穫，上

台匯報時變得更加自信、對專業的信任與喜愛再次加深、專

業理論知識有了更深的掌握、無論是文字功底還是表達能力

也都有了一定的提升，除此之外，在專業學習上較之上一年

也有了進步，年級排名處於中上，獎學金應該也是沒有問題

的。

即將進入大四，我對自己的未來也做了大致的規劃，我

將製定好自己的作息時間表，利用好每一分鐘的時間，一邊

認真學習一邊考公務員，同時還要考助理社工證，除了學習

在運動方面我也不會落下，我會每天跑步，和同學出去打打

球。畢業後我打算回到自己的家鄉，通過自己的所見所聞，

通過自己學到的知識，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路走來除了感恩家人的支持，還有就是感謝學校給我提

供學習的機會，感謝學院讓我有機會獲得基金會的援助，感

謝老師們的關心與幫助，才讓我擁有了學習的動力，讓我少

了很多後顧之憂，最後特別需要感謝的就是加拿大國際教育

援助基金會的老師們，每個學期不遠萬里不辭辛勞的來看我

們，儘管老師水土不服也依然堅持，感恩的心情無法用言語

來表達，唯有和老師見面時深深的擁抱可以稍稍體現我內心

的激動，感謝老師們的關懷，我無時無刻都在期待下一次的

見面，感謝老師們！

張江花

職場路上的抉擇

老師們你們好：

2017年畢業的我已經工作兩年了，這兩年我經歷了挺

多，從一個職場小白慢慢開始變得自信，敢於追逐自己想要

從事的行業，這兩年先後有三份工作經驗，第一份工作是在

培訓機構當教師，工作了半年覺得自己不適合這份工作，繼

而選擇了自己更感興趣的工作；之後在一家勞務派遣公司擔

任人事專員，在公司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認可，這份工作讓我

找到了工作的自信和自己事業的方向，我想往人力資源方向

長期發展，後期由於公司在貴陽撤點，我不得不重新擇業，

今年的四月份來到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在他們的共享中心擔

任人事諮詢客服一職，希望能在這裡學習有關人力資源更多

專業的知識。

這兩年工作佔據了大部分的時間，在工作中也結交到許多

不錯的朋友，感恩遇到的人和事。現在的我也開始一起承擔

家裡的經濟責任，雖然生活不算富裕幸而家里人都還健康，

希望我能快速成長為家裡的參天大樹，成為家人的避風港。

感恩老師們一直以來的關注和關愛，在中秋來臨之際，祝老

師們中秋快樂，闔家團圓，平安健康。

雷雨茹



立足當下，著眼未來

大一時候的我有點懵懵懂懂，隻身一人來到大學，多多少

少有點不太適應大學的生活。大學的很多東西對我來說都是

全新的。能力培養，人際交往，文化活動，我都去嘗試了。

我覺得需要學習的地方很多，我需要全面的完善自己。參加

學生會，擔任班委，積極參加校內校外的各類活動。這一年

最大的收穫就是覺得我更加成熟了，沒有以前那種太稚嫩的

孩子氣。我懂得如何有擔當，如何去愛身邊的人。我媽很少

給我寄生活費，一般都是我自己兼職。我不想讓我媽負擔那

麼多。我妹現在中專升大專，一個弟弟讀高一，一個弟弟小

學二年級。我們四個學費生活費加起來還是蠻多的。有時候

弟弟妹妹沒有生活費了我也會給他們一點點。可能我做的不

夠多。但慢慢來吧。長兄為父，我希望自己能給你們最堅強

的依靠。

大一時候的我可能成績不是太讓人滿意，現在我在慢慢的

改變自己的學習方式和學習方法。我希望學到更多的知識，

參加更多的實踐活動。我經常參加一些外面機構社區的一些

活動，接觸到了兒童，老人，中年，青年等等各個年齡層的

人。也認識到服務各個年齡層的人有不同的技巧和方法。社

工這個專業實踐比較重要，我們學到理論知識必須要與實踐

經驗相結合，我們才能有更大的成長。不管做什麼事情最重

要的是堅持吧，這一年有些東西我放棄了，但放棄的同時我

又獲得了其他的東西，有失必有得吧。

相比大一來說，現在對未來的規劃會更明確一些，馬上大

三了，感覺這個時間過的好快呀。大學一半時光就結束了。

剩下的一半時光我就得好好準備了。準備好回去考公務員，

以前我一直在思考是在成都做一名社工呢？還是回去做一名

公務員？現在終於想通了。我可以回去考公務員，還可以

在涼山發展社工。那邊現在有幾個社工機構。希望有更多的

社工機構，關於社工的東西傳播到家鄉。做好現在，努力學

習，好好準備。

我很感謝加拿大國際助學基金會一定程度上幫我減輕了很

多負擔，也很感謝學院的領導和老師對我的關心和幫助。如

果沒有你們的幫助，我現在的處境應該會艱難吧。真的非常

感謝你們。

吉克爾布

14. 15.

來日可期

時間總是在恍惚間過去的，那個剛開學膽小怯懦的我已經

是三年前了。總是會慶幸自己當時來到西南民族大學，來到

社會學與應用心理學個大家庭。這個充滿愛與關心的集體。

感恩著當時給我機會讓我見到加拿大基金會老師們的輔導員

和學院領導。還記得當時第一次見面緊張的話都快說不出來

的我，是怎麼在三年間成長到可以上台發言和可以組織團輔

的我。我想肯定學院老師們辛勤的培養和加拿大基金會老師

們遠隔千里的愛與支持，讓我慢慢變得自信。感謝加拿大基

金會能給我蛻變的機會！

大一懵懵懂懂的過去，大二也跌跌撞撞的過去了，大三也

落下帷幕。回顧大三這一年，感謝大一大二的積累，讓我不

再自卑勇於超越自我，嘗試很多東西。站在講台上給西藏中

學高三40餘人上課，講台上的我無所畏懼享受著站在講台上

的感覺；給學生和老人們組織團輔，面對一群陌生的面孔，

我也能應答如流；在學習小組內組織同學出色完成學習任

務；這些很多都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是以前內向的

我從來不敢奢望的改變。慢慢明白愛因斯坦說的	 ：自信是向

成功邁向的第一步！再次感謝加拿大基金會發現膽小自卑的

我並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將我從自卑的沼澤中拿出來，意識

到我能自己選擇過得更幸福！也謝謝學院給我這次機會以及

平日裡的細心照料！

輔導員說過大三是“收穫的季節”。這一年，我拿	 了駕

照，準備教師資格證，好好學習希望抓住大學的尾巴，在大

三爭取一下獎學金。我想我做得還是不夠好，我想我是能做

得更好的！我會在大學最後一年好好努力給自己大學生涯書

寫一份滿意的答卷！

小時候說過希望自己能當老師當教書育人的園丁，越來越

好像離這個夢想越遙遠了，但現在不一樣了，觸碰過浩瀚星

河的人又怎麼會甘心當個默默無聞的守望者。我想現在的我

已經做好站在講台上面對學生們的準備了！我會堅持自己的

愛好學習數學，當一個熱愛學習熱愛生活的數學老師！隨著

大學生涯結束的臨近，我沒有特別緊張，因為現在的我有信

心過得不差。

感謝學院老師

以及加拿大基金會

老師們三年來的陪

伴，願我們共同成

長，來日可期！

最後也祝愿學院

老師及加拿大基金會

的老師們身體健康！

萬事順遂！

何惠

感想

時間過得很快，我們馬上就要跨過大二，進入大三。在大

二這一年中，我覺得我過得比較平淡--該學習就學習，該和

朋友玩就和朋友玩，但是儘管日子比較平凡，但至少對我來

說我過的很充實、很享受。

在這一年中，對我來說最大的成長和收穫首先就是實習所

獲得的收穫。在實習中，我學到了一些專業知識和技巧，然

後能將課堂上的一些知識和經驗付諸於實踐，雖然沒有那麼

專業和嫻熟。然後我也去了其他一些機構實習，這樣可以學

習到很多其他同學在實習中獲得的經驗，學習他們身上所展

現出來的個人魅力。同時，通過與他們一起交流探討，明白

自己存在的優勢和不足，充分發展優勢，彌補不足。

然後就是在生活上這一方面。我有幾個很要好的朋友，

我們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形影不離，在平時都是自己做自己的

事情，但是我們每當不用上晚課時，都會聚在一起聊天、談

心，基本離開電子產品。我很喜歡這種悠閒的生活方式，尤

其是在現在這種科技發達的時代，偶爾放下腳步，慢慢與朋

友閒聊、玩鬧，都很有意思，而且以後也很難再遇到這樣的

朋友、這樣的時光。平時也會和朋友們一起去成都的一些景

點去放鬆自己。每去一個地方，都會有新的不管是對生命還

是自己的一種體會和感悟，這種感覺非常微妙，只可意會而

不可言傳。

我非常感謝加拿大基金會對我學業上的支持，讓我能安

心學習，不必因為家裡貧困的經濟狀況而為現在的生活費發

愁，成為我學習的絆腳石。然後也非常感謝基金會的老師

們，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上和學習上的難題，教會了我們很多

道理，給與了我們溫暖。也非常感謝國家、學校和學院對我

的關懷、關心和幫助，國家助學金對於我來說無疑是雪中送

炭，不僅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同時又是對我的最大的鞭策。

在未來的生活中，我希望能繼續和現在這樣，和朋友一起

保持這種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在學習上，我也會繼續努力

奮進，學習專業知識和技能，因為以後找工作我可能會選擇

社工這方面的，所以我會認真對待這方面的課程或

者實習。

周艷萍

受助感言

尊敬的學校學院領導，基金會的各位老師	：

你們好！我是來自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的一

名學生，從祖國的最西部太陽最後一個落山的地方來到成都

上學，父親早逝，我和弟弟都在外面上學，母親一人承擔家

裡所有的開支，因為家庭貧困，所以從上大學的第一天起就

肩負著許許多多的責任，為家人減輕負擔，為自己的未來負

責，為培養我幫助我的人爭氣。最初這一切讓我感到壓力巨

大，有時會擔心自己能不能做得夠好，能不能堅持住克服困

難一往無前地走下去。所幸，我是一個幸運的孩子。

懷著說不出的激動與感謝,懷著無法形容的心情，我拿到

了這份助學金。這是學校學院對我的肯定，也是基金會各位

老師給予我的幫助，千言萬語化做一份動力，鼓舞我在今後

的學習道路上更加奮勇向前。這份助學金我一定會正確合理

的使用。我要把它用在學習和生活上。因為這同樣也是，每

一位關心和幫助我的人對我的一次考驗。能拿到這份助學金

對我來說不只是一份幫助，一份來自各位的關懷，更是我學

習動力的源泉。這不僅幫助我減輕了我的家庭負擔，也讓我

的心裡有了一個目標。

作為一個來自農村的貧困家庭的孩子，能有機會走出農

村來到大城市裡上學，我很珍惜能來成都度大學的機會，所

以在大一時，我更加堅持的自己的努力和追求認真學習的同

時也做了很多的兼職。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我不能很確

定地說我以後一定會成為多麼了不起的人物，多麼傑出的人

才，怎麼樣去回報一直以來幫助我的社會，但是我想，我一

定會努力，盡量讓自己做得更好！讓你們對我的付出和幫助

認為是值得的，沒有徒勞無功！即將步入大二，過去的一年

我已融入了這樣一個與以前不一樣的生活氛圍。同時，我也

在努力學習各個方面的知識。

我打心裡感謝你們對我的關懷，能讓我不用背負太多的

壓力去學習，同時也非常感謝我的同學和老師，謝謝你們對

我的信任，一方面這是對我的肯定，另一方面，我也會更加

積極向上，鬥志昂揚，以大學生應有的態度和風範過好每一

天，踏踏實實學習，積極參加班上和學校的活動，為班級爭

光。助學金為家裡暫時減輕了些負擔，日夜操勞的母

親也可以暫時舒緩一些了，這也帶給我巨大的寬慰。

如果說基金會的助學金給我帶來什麼感想，我

覺得-反思大於歡喜。想到許多貧困學生因家庭條件

而面臨各種壓力與煩惱，想到我有這樣的機會獲得

資助，我的內心充滿了無限的感激。是的，除了‘感

恩’，我想，沒有其它詞彙能詮釋我此時此刻內心的

感受了。

我也知道，在現在的社會中，有著比我們更不幸的

人存在。所以，我們要懷著感恩的心努力學習、拓展

知識範圍、珍惜時間、拼搏奮鬥。我代表我們這些受

資助的學生在這裡向學校學院及各位關心和幫助我們的的各

位基金會的領導及老師表示深深的感謝。

為了不辜負你們的一片愛心和良好祝愿，我將繼續我的學

業，繼續我的努力和追求，爭取取得優異的成績，獻給關心

我的遠方的你們。願我們的心永遠相通。

吾如孜別克＊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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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前

大三可真是個讓人做選擇與取捨的階段，會面臨著各種

挑戰，這個時候又覺得自己和當初剛來大學的時候會有較大

的差別，心智更加成熟了，考慮事情的角度也開始發生了變

化。無形中有種壓力和驅動力，有時候會變得焦灼與迷茫，

但很多時候又是專業帶給我一種動力和信念，至少會讓我覺

得未來一切都值得期待，從每一次的挫折中逐漸認識自己、

了解自己，然後嘗試改變自己，並且想讓自己向優秀的方向

前進。

這一年裡，自己經歷了很多，除去上課的時間，也參加

了很多實踐活動，在寒冷的冬天離家去做服務，那一個月

裡，自己學到了很多東西，開始忙著跑社區服務老人，主動

接手一個項目，和一群志願者共同做服務，從志願者那裡學

到了很多精神，因為志願者都是社區的退休老人，但是他們

想為高齡老人服務，獻出他們的一份愛心，他們始終保持著

樂觀向上的心態，並且說就是應該老有所樂，他們還能將這

種精神傳遞給其他人，這是我最深有感觸的，於是就在想一

個問題，可以讓低齡老年人服務高齡老年人，他們在生活方

式及行為習慣上更接近，能夠彼此產生共鳴和依靠，並且他

們的力量要比其他年齡段的群體更有感染力，更能與高齡老

年人建立關係；其次是自己也通過寒假的實習，對於社工機

構及志願服務機構有了深層的了解，從機構的申請成立做具

體的專業服務，在實踐經驗上有了跨越式的提升，也從服務

對象和志願者那裡得到了來自專業的認可，這是我覺得最有

意義的，也是能夠凸顯專業性的；之後是第二學期的集中實

習，接觸了一個新的領域，是涉及到法律知識的，但在真正

著手做的時候才發現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樣，主要也是接社區

保障資金項目，為社區居民服務，但自己也掌握了社區工作

的方法，又是一次新的收穫，能夠將社區社會工作者進行準

確的定位，但也發現了缺陷，當前的社會工作發展也是處處

受限，不過也發展時間短的因素，所以對未來社工的發展抱

有很大的期望，希望自己也能在推動專業發展方面盡微薄之

力，與專業發展共勉。

當然，我的一些成長是所有外部力量支持的結果。我很

感激學校和學院能夠給社工同學機會去積累經驗，真正進入

到現實的服務領域，接觸一些專業的知識，總結經驗和鍛煉

技巧，也感謝學院的老師們的兢兢業業，在實習的勞累中給

予我們力量和支持，在前行的路上不會感到孤單；同時也十

分感謝基金會的老師們給予我們物質與精神的支持，讓我能

夠順利的完成學業，心無旁騖的投入到學習與實習中。雖然

今年你們沒有時間過來看我們，可是我能感受到你們的那份

溫暖，它足以沖破空間的界限，同時我希望你們也可以順順

利利的工作、開開心心的生活，如果有可能，我想去看望你

們，然後聽你們分享點滴。

我知道自己還不夠優秀，還缺乏很多知識，所以我想通

過考研去提升自己，讓自己的實踐能力更強，所以這段時間

受助學生韓宇之感想

尊敬的加拿大的各位老師你們好：

我是2016級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社會學專業的韓宇，不

知不覺已經從大一到現在已經大四了，很高興能夠在大學這

幾年裡認識加拿大的各位老師，通過幫助我們使我擺脫了很

多的煩惱和問題，我要鄭重的向一向以來關心我們學習和生

活的加拿大老師和學校領導和老師說一聲：謝謝您們！

當然，助學金的獲得與學院領導以及班級輔導員的幫忙也

是分不開的，獎學金的評定過程公平、公正，學院領導高度

重視，用心組織評定、審核；班級輔導員對每個同學逐個調

查、了解，確保將守住金發放到最有資格，最為需要的同學

身上，讓我們這些家庭困難的同學得到最大的鼓勵與幫忙，

真的非常感謝學院以及輔導員對我的關心和關愛，希望以後

有機會一定會報答幫助我的老師們。

而今的我正處在大三，還有一年將走出校園，走向社會，

自己也明白身上的責任有多麼大，在這裡，我將在以下幾方

面做到最好：第一，我將努力學習，為了自己的有一個更好

的未來，為了能給家人們一個更好的未來而努力。第二，我

會正確給自己定位，早日做好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並向

著這一方向積極努力的奮鬥。第三，我會認真學習專業課知

識，並且積極參與實踐，把所學理論知識運用到實際中去。

最近一年，本來我正在準備研究生考試，但是在6月份

的時候我發現了征兵入伍的宣傳，我真的使非常嚮往軍營生

活，我也希望這兩年能給我一個自我冷靜的機會，想一想自

己以後要做什麼，或者說想做什麼，所以經過我對自己未來

的謹慎的考慮，我決定在大四保留學籍去參軍，因為我想完

成自己從小以來的夢想，而且這對我來說使一個非常好的時

機，因此報名了參加2019年的徵兵，並且在7月25號參加的

雙流區的徵兵體檢，現在正在緊張的等待體檢結果。

最後，希望加拿大基金會能

夠越來越好，加拿大的老師們

能夠身體越來越好，希望學院

發展越來越好，以及學院的老

師能在工作中順順利利，滴水

之恩當湧泉相報，我一定不會

忘記老師們對我的關心。

韓宇

也在盡力學習，希望能夠去心儀的學校繼續學習，用更多的

理論與實踐武裝自己的頭腦，使自己成為能思考、會思考的

人，而不是只會做，卻不會總結和歸納，希望自己在追求知

識，實現人生價值的這條路上走得更遠。

馬小梅

受助感想

轉眼間，大一的生活已經結束了。回首大一這一年，收穫

還是頗多的。在生活中，我以很快的速度適應了新氣候和新

環境，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面臨過一些問題，但是我也以

積極的心態去解決了。最重要的是我認識了一群可愛的同學

和朋友，這讓我的朋友圈也迅速的充實了起來，也懂得了一

些與人交往的技巧；在學習中，我學習到了一些專業知識，

同時在空閒時間也喜歡待在圖書館，看看自己喜歡的書，努

力擴充自己的知識面。然而，當家人朋友門問起你這一年學

到了些什麼時，你也許會不知所云，感覺自己也沒有學到什

麼一樣，但是我相信我學到的東西還會在生活中潛移默化的

影響我。記得在進大學之前，我的膽子很小，不敢在人多的

地方講話，也不擅長和別人打交道。但是經過這一年的歷

練，我明顯感覺到了自己的進步，和陌生人交流時也不會那

麼的膽怯。

在走進大學的時候我就對自己說，一定要瀟灑走一回，不

能虛度光陰！所以我選擇進入一些社團去鍛煉自己，並且去

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同時我覺得，在學校內也許不能真正

了解認識這個社會，所以在學姐的介紹下，我去了一所教育

機構擔任助教一職，體會到了賺錢的不易，但更多的也學習

到了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和同事和孩子們相處的方法。

即將步入大二的我勵志要更加努力的度過，我會歸納總結

大一的經驗，在此基礎上不斷的充實提高自我的綜合素質。

至於以後想從事的職業的話雖然目前沒有具體的規劃，但是

我覺得只要自己足夠優秀總會找到喜歡的工作的。其次，“

做一個讓自己看得起的人”是我的人生格言，我會一直堅守

住這個信念，努力做好自己。

最後我也要感謝學校、學院以及基金會對我的支持，有了

你們的支持，會讓我更加安心的完成學業。同時，你們的這

份心意也感染著我，畢業以後倘若自己也有能力，我會將這

份愛心繼續傳遞下去。最後，也請你們放心，我會認真完成

學業，努力做一個優秀的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馬雪

感謝信

尊敬的各位老師：

您們好！時輪悄無聲息地旋轉，年歲一程一程地向前。猛

然回頭，潮漲潮落已經淹沒了昨日的足跡....

時光的潮水會淹沒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跡、人們終將會忘記

彼此，但人們不會忘記自己曾走過的路、曾磕磕絆絆但卻絢

麗的成長、曾受到過的溫暖的幫助和無私的愛。

迷茫但卻想要殷切證明自己能力的想法衝擊著每個大二

學生，我也不例外。整個大二學年中我有意識的去參加各種

社工實踐，想要證明自己是否可以勝任這個‘職業’和‘社

工’這個稱號也想要驗證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本著這個

想法開始了我一學年的實習，在繼’成都市救助管理站’之

後，我又找到了第二個實習點’成都市志翔職業技術學校’

，並在空閒時間積極地參與其他社區的實習活動。在‘志

翔’實習點中我擔任組長並和另外三名同學開始了為期九期

的‘預防校園暴力’的小組活動。

這一學年的實習中我收穫、成長了很多，我發現自己乃至

其他志願者對社工精神和內涵沒有做到真正的認同和吸收、

對於現實情況的多變性我們也沒有充足的經驗和學識去做到

完美的處理，從而會容易產生’無力感’、對於社工定位總

是很模糊，總是不自覺的成為’講師’。針對這些問題我尋

求了專業社工及其督導的幫助，他們告訴我對社工精神的認

同是支持我們走下去的動力、認清社工是’陪伴者’的角色

是我們對組員也是對自己責任，而對突發狀況的處理需要我

們不斷的去積累經驗和學習。這些指導建議及其這整個一學

年的實習經驗對我來說彌足珍貴。

在這一學年的實習中很慶幸我驗證了自己的選擇是正確

的，兩年有關社會工作的學習帶給我的改變是很多很多無論

是心態還是處事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我從另一個角度重新認

識了自己。從另一個角度認識自己也讓我對自己未來的規劃

有了另一把衡量的尺子。

在隨之到來的生活，我的短期目標是要考取研究生，希望

可以學習到更多的知識，可以更多方位的詮釋自己的價值和

存在意義、可以更多維度的理解世界。

猶如先前所說，人們會漸漸地遺忘彼此但是人們不會忘記

曾經受到過的幫助和愛。很感謝各位老師對我們一如既往的

牽掛和幫助，也很感謝學院給我們提供的機會和平台讓我們

感受到不一樣的愛。我一直認為‘感恩’不是動動嘴而是需

要付出實際的行動去回報這份愛和這份幫助。我們會將這份

愛繼續傳遞下去，同樣我們也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不斷地

充實自己，成為更好的模樣。

感恩、感謝！

馬雪美



18. 19.

我的大學生活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即將進入大三。我記得剛進入大

學時的我對未來一片迷茫，自己又很無能，對大學生活沒有

期待，沒有很好的規劃。但是經過兩年的時間，我改變了不

少，從一個自卑到敢於嘗試，遇到問題可以平靜地，認真地

面對的我。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向春風得意，事事順心，我

在二年的學習生活中，有酸甜苦辣，有歡笑和淚水，有成功

也有挫折。但是每一次遇到挫折，我都會積極面對，不斷嘗

試，不再像剛進入大學時一樣迷茫、自卑。在課餘時間，我

充分利用學校的圖書館資源，閱讀各方面的書本知識，以求

提高自己的知識面。雖然我在這個學期有了一定的進步，可

是我仍然存在不少缺點，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問題，我將會

一直努力學習。

我去年自願參加了縣裡的大學生創建的公益社團，我們

利用寒假的時間，去村里演講、藝術表演、在縣裡舉辦朗誦

比賽等活動。在準備活動和正式舉辦活動的過程中每天都很

忙碌，很辛苦，但是活動圓滿結束的那一刻，我覺得寒假期

間所做的一切都值得。我在其中學到了在學校裡學不到的知

識，認識了很多新的同學，也交到了新的朋友。

進入大學後最讓我頭疼的是學費和生活費，我家庭經濟條

件比較差，因此非常擔心學費和生活費。但是我很幸運，在

進入大學後經學院老師的推薦得到了加拿大國際基金會的幫

助，他們給予我們的不僅是物質上的幫助，更多的是精神上

的鼓勵。我知道助學金不只是幫助了我，更是幫助了一個家

庭，減輕了困難家庭的經濟負擔。因此非常感謝學校學院和

加拿大國際教育援助基金會老師們的幫助，他們就像我們的

親人，關心我們的生活，去了解我們每個人的家庭條件。他

們很繁忙，但是每當遇到特殊節日時都會收到他們的祝福，

關心我們的生活、學習、健康，我真的很幸運得到加拿大國

際基金會的幫助。希望以後我也可以像他們一樣為社會服

務，幫助更多的人。

大學很自由，沒人逼你學習，只能靠自己。大學之初我迷

茫過，現在已經過去兩年了，我不想浪費剩下兩年的時間，

所以我會好好珍惜時間，大三上學期準備考教師資格證，計

算機二級，積極參加活動，鍛煉自己各個方面的

能力，提高自己的知識面。

總之，在大學生活和學

習中，我們要樹立良好

的心態，要充滿信心，

要憑藉自己的頭腦和雙

手，做好自己的學習計

劃，合理安排時間，充分

利用資源，珍惜最後兩年

的大學生活。

旦曲拉姆

致加拿大助學基金協會的感言

尊敬的加拿大助學基金協會的領導及各位老師：

你們好，我是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應用

心理學1701班的學生宗巴多吉，2017年由於家庭經濟的困

難，對我上大學的信念有了一定的阻撓，慶幸的是我遇到了

您們，蒙您們的不棄，我感受到了溫暖和解決經濟困難的資

助，至今已經有兩年了。這兩年來因為有了你們的資助和幫

助，使我對學習和大學生活有了更加堅定的目標和信念，因

為遇到了您們使我的大學的生活有了非家庭的溫暖，使我對

大學有了更高的期待和堅定的學習信心。

大學是人生的關鍵階段。這是因為，進入大學是我終於放

下高考的重擔，第一次開始追逐自己的理想、興趣。這是我

離開家庭生活，第一次獨立參與團體和社會生活。這是我不

再單純地學習或背誦書本上的理論知識，第一次有機會在學

習理論的同時親身實踐。大學是人生的關鍵階段。這是因為

這是我一生中最後一次有機會系統性地接受教育。這是我最

後一次能夠全心建立我的知識基礎。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可

以將大段時間用於學習的人生階段，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可以

擁有較高的可塑性、集中精力充實自我的成長歷程。這也許

是我最後一次能在相對寬容的，可以置身其中學習為人處世

之道的理想環境。

大學也是成長的關鍵階段。在這個階段裡，所有大學生

都應當認真把握每一個“第一次”，讓它們成為未來人生道

路的基石；在這個階段裡，所有大學生也要珍惜每一個“最

後一次”，不要讓自己在不遠的將來追悔莫及。在大學四年

裡，大家應該努力為自己編織生活夢想，明確奮鬥方向，奠

定事業基礎。我知道上大學不易，因此我勤奮努力，從不敢

懈怠，也從不奢在物質上的滿足，我不能跟其他同學一樣，

買名牌衣服和隨意消費等等。我只知道我要一心學習，爭取

在大學期間掌握紮實的理論知識。以便為今後的工作打下堅

實基礎，回報我在大學期間幫助我的那些好心人，報答父母

的養育之恩。

在學習上我態度端正。努力刻苦，嚴於律己，始終堅持

學習第一的原則。為了自己的目標與理想，我利用課餘時間

閱讀了大量的有關提高自身素質和專業技能的書籍。在生活

上，我省吃儉用，盡量減少家庭負擔，在空閒和休息時間不

影響自己學習的同時，我還參加了勤工儉學等活動以解決我

的部分生活費，這樣不僅減輕了家庭負擔，還學會了一些書

本上不曾有的知識。在今後的日子裡我會更加努力，爭取取

得更優異的成績。在這兒我再次感謝加拿大助學基金會的幫

助和學院領導的關愛。祝您們身體安康，萬事如意！

宗巴多吉

感恩 - 來自遠方的關愛

經過了大學一年時間的洗禮，我們都有所改變，變得

更為成熟了，也更懂得自己的人生了。還記得剛剛來到

這個學校，並且學的是社會工作這個專業的時候，還是

有一點的覺得這個專業並不是我所想像中的，也不是我

所鍾愛的一個專業。所以，在那個時候，我曾想到過要

轉專業。直到後來，我們的專業老師，她講課很有趣，

我們也很喜歡她講的課，就這樣，我漸漸的喜歡上了這個專

業，也知道了這個專業應該做些什麼工作。久而久之，我選

擇了這個專業，並且覺得這個專業很好。在這一年裡，成績

雖然不是很優秀，但也沒有掛科。尤其是在這一學期，我們

也去進行了認知實習，了解了這個專業的未來與選擇。當我

進到養老院時，我只是覺得里面的孤獨老人很多，他們都顯

得那麼的孤寂，沒有了親人朋友的陪伴，只是靜靜的坐在院

子裡發呆，累了就回去休息。還有學校裡的那些學生，經濟

困難，知識欠缺，看到他們都在接受社工的幫助，也很喜歡

社工，我也不禁感到高興。經過實習，我也明白了很多社工

該做的事，也知道了作為一個社工的責任，當談到夢想時，

便是將來要做一個優秀的社工。所以我更應該努力學習知

識，經驗，將來能夠幫到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一年多過去了，非常感謝加拿大的各位老師的幫助，在

遠方的你們仍幫助著我們，關心記著我們。尤記得第一次的

見面，你們從遠方而來，而我們都滿懷著期待與好奇，還有

絲絲的緊張。第一次見到你們，是那麼的熱情，也很和藹

可親。那時候，你們都在鼓勵我們，我們一起談到我們的經

歷，以及大學來的感覺，對自己專業的看法和自己的夢想。

當然啦，也超級感謝我們學院的老師們，如果不是你們的幫

助，我們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遇到加拿大的各位老師。

一年已經過去了，我也了解了社工這個專業，從大一這半

年通過實習看到的，了解到的，我知道了有很多的人都是需

要幫助的，所以我也漸漸地覺得這個專業以及將來的工作我

還是非常喜歡的。所以我要好好學習關於社工的知識，在未

來的三年裡實習過程中認真對待，因為我的夢想之一也是將

來成為一個優秀的社會工作者，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因為曾經的我，也是有很多人幫助的無論同學還是來自於社

會愛心人士。

最後，祝各位老師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也感謝學校以及

學院的幫助。

張麗

受助感想

我是來自偏遠貧困縣的大三學生巴音格爾麗，當我得知加

拿大助學基金受助學生裡有自己的名字時，非常的激動與感

慨。首先我要向基金會的老師們以及我的輔導員致以衷心的

感謝。

我和同學們一樣，為追尋自己的夢想來到了民大，但是

我又比其他同學少了一份“追尋夢想”的愜意，因為家境不

好，擔心會因無力支付學費，而不能享受大學裡的美好時

光，但我們的學校給予了貧困學子眾多的福利，以開放的胸

懷接受、支持和肯定我們，沒有因為學生的家境困難就把學

生拒之門外，而是把來自四面八方的關愛融合在一起並進一

步的發揚光大，送給每一個需要幫助的學生如母親般親切而

溫暖的懷抱，我也相信這是一個屬於偉大民族的強大氣魄。

回味這兩個學年以來的種種，心裡自是充滿了欣喜，這筆

助學金解決了我生活中很大一部分的困難。進大學以來，我

加入了校級、院級的學生會，參加了自己喜歡的社團，結識

了許多優秀的伙伴，並不覺得自己和別人哪裡不同，不再自

卑，還能帶著學弟學妹們賺點零花錢，擔負起了自己的日常

開支，雖然很累很辛苦，但心裡卻是很自豪的，我終於經濟

獨立了！為了不辜負家人和老師對自己的期望，學會了平衡

學業和社會工作，用努力來縮減與別人的差距。

拿了助學金內心也不禁忐忑，這不僅要考量我的家庭條

件，還要拿出成績，才對得起別人對自己的幫助，自己與其

他優秀的同學們相比，無法相提並論，與才華的同學相比更

加顯得我渺小。我只有加倍的努力，想做的不僅是改變自己

的家庭環境，還想像幫過我的每個人一樣，幫助更多需要溫

暖和愛心的人，這也許正是我前往遠方的動力。

我的心裡除了“感謝”就只能想到“回報”了。儘管“

感謝”這兩個字並不能完全代表我的心聲。我想讓自己強大

起來，在自己有能力之時回報這個關心和愛護我的社會，家

人，老師和同學們。

我不羨慕別人的富有，也不哀嘆自己的貧困，我相信這只

是人生經歷的一部分，它也只代表著過去。有朝一日，我們

也會成為頂樑柱，因此，心中有更高的追求，才有繼續向前

的動力。生活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只有不斷地進步，

才能創造更美好的將來。

巴音格爾麗



20. 21.

加拿大基金受助感想

一年前，我背起書包，拎著旅行箱，往我從未去過的遙

遠城市-成都。向著未知的地點，未知的未來和未知的人生進

發。在來到大學之前，我沒有想過要經歷的林林總總。而當

上了一年大學後，我對於人生，對於幫助，對於成長才有了

更直觀更清晰的理解。也因此，更加感激那些幫助過我的老

師，學校，還有基金會的人。你們的幫助，讓我的人生有了

新的選擇。

這一年，我在學習課程知識的同時，參加了學院團學組織

的新媒體中心部門，學習和操作新媒體運營。在21世紀這個

技術爆炸的時代，網絡無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新媒

體也即將成為重要的媒體發展方向。在課外學習相關知識並

用這些知識服務同學，我感到很高興，也從中鍛煉了自己。

在學院開展的迎新晚會和心理情景劇比賽這兩個大型活動

中，我們作為幕後的工作人員，順利完成了網絡媒體方面的

正常運行，在平常生活中也在運營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微信

平台，為老師、家長和同學們了解學院開啟了一個窗口。

暑假的時間，我參加了由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發起的中國

社會綜合狀況調查。走訪農村和城市了解當地居民的生活狀

況。在進行調查訪問的期間，我清晰的認識到知識和學習的

重要性。它能使人免於愚昧和由此造成的貧窮。也因此，我

更加感謝學校學院的老師，加拿大基金的幫助。這些援助使

我能夠沒有後顧之憂的去追求知識和為夢想奮鬥，避免因為

資金不夠而上不起學的情況發生。也減少了我母親的負擔，

讓她能夠不必每天為我而疲於奔命。

在進行新媒體工作後，我更意識到了網絡媒體的重要性。

所以在未來的一年，我打算買一台電腦進行自媒體各方面

的學習。在努力學習專業課程之外還要讀一些文學方面的書

籍，讓社會科學的研究在嚴謹的實驗數據之外更有溫情的人

文關懷。

在最後再次感謝加拿大基金會、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學與心

理學學院和老師們的幫助。是你們的溫情幫助，才讓我的人

生有了新的可能。

李娜

您的情 我的感想

首先想對加拿大國際教育援助基金會表示真摯的感謝。毫

無疑問，這份幫助對於我來說是非常重要且影響較大的。因

為基金會帶給我的不僅僅是金錢上的幫助，更多的是帶來心

理上的一些鼓勵，從中也獲得更多的自我和成長。

這一年來，我嘗試著去尋找自己的定位和做好對未來的

規劃。怎麼說呢，這一年來我最大的成長和收穫就是對自己

的一些認識和思考以及對未來的一些規劃，也不再像大一的

懷揣一顆感恩的心

	時間飛快，霎那間我們已經蛻變成為了一名大四的學生。

回首過往，那些個懵懵懂懂的時光似乎已離我們遠去。初入

大學時的那一場與基金會老師們會面場景依舊清晰地記得，

那時的我十分的膽怯羞澀，且試圖打量周圍的環境氣氛，就

在那時加拿大基金會的老師們選擇了資助我們。

由於家庭經濟條件的原因，在大學就讀的過程中得到了來

自學校、學院及加拿大基金會的關注和幫助。首先，感謝加

拿大基金會給予的資助，在基金會的幫助下使我們的學習和

生活得到了保障，對我們來說這不僅是一種雪中送炭，更是

對我們的鞭策。每一次老師們不遠千里地來看望我們與我們

進行相聚，同時相聚的時光著實讓人十分幸福溫暖。我們基

金會這個大家庭的人數逐年龐大，並且從這個大家庭裡面我

們得到了來自老師們、同學們間的鼓勵和支持，而這一切我

們所有基金會的同學們一直會謹記在心。

再次，在求學的過程中我們還得到了來自學校和學院的關

注和幫助，學校和學院各級領導對我們貧困生的助學金和獎

學金等各項工作評審給予了高度重視。學校學院嚴格按照國

家獎勵和資助學生的相關政策，集體討論，民主評論，切切

實實把國家的獎學金和助學金政策落實到每一個優秀學生和

貧困學生。公開、公正、公平的評選出每一位享受國家獎學

金和助學金的學生，並張榜進行公示，充分說明學院領導在

認真為學生辦實事，而這一切我們所有的同學都看在眼裡，

記在心裡，由此十分感謝你們的付出和幫助。

在加拿大基金會、學校及學院的幫助和支持下，我們心存

感恩努力拼搏地度過美好的大學四年。在這樣一個好的背景

下我們也得到了飛快的進步和成長，並且對自己對未來有了

一個全新的定位和認識。大三對於一名大學生來說是一次很

關鍵的時間節點，許多的大學生在該階段會對自己進行一次

全新的定義，同時確定發展方向和目標。大三這一年相較於

前年會讓人有別樣的收穫和成長，最大的收穫應是會學會重

新審視自己。這也是經歷迷茫和困惑最多的階段之一，這一

年給我最大印象的是兩個月的集中實習，通過兩個月的集中

實習讓我對社會工作專業對自身能力，以及對為人處世等各

方面有了新的把握和認識。

對社會工作：在機構實習過程中主要的服務對象為青少年

群體，青少年在這一特殊年紀極需有人給他們給予正確的引

導和協助，而社工這一專業正做著如此知心的事情，社工同

樣也是極具影響力的專業，它所秉持的專業價值會潛移默化

地成為工作者個人內在的價值原則。

對自身能力：與資深的專業工作者進行合作後，會從他們

身上學到實用性極強的乾貨，而這些乾貨會成為我們相較於

別的專業的獨有優勢資源，同時和這些資深工作者相處後會

發現自身能力上存在不足，這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自己和探

尋自己。

對人際關係：此次實習為我們往後職場工作中的人際關係

問題上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我們學會了在工作中凡是多做多

問多學，對同事要做到尊重和協作，有問題需要通過雙方溝

通共同解決。

理論知識的重要性：作為一門助人專業的學生理應對相關

的理論知識掌握的十分到位，這是對案主、對工作者自身負

責任的表現行為。

大三被定義為選擇階段，在這時期需要我們明確未來發展

的方向，選擇前和選擇後都會遭到質疑和恐慌，這時心裡有

個聲音告訴我那一條路很適合你，而你跟著那個聲音做出了

自己的選擇，綜合所有的條件和因素最終確定要考公務員。

求知求學這條重要的道路上，我們這些幸運兒得到來自加

拿大基金會、學校及學院幫助，你們的愛心促使我們成為更

加自立、自強、自信的人。為了不辜負你們的愛心我們會努

力成為知感恩、有責任、有擔當、有夢想的青年，將基金會

和學校學院的助人精神得以延續。

德吉央拉

大學第一學年的總結

春去秋來，時間悄然而去，我們迎來了大學的第一個暑

假，我想拽住時間的尾巴，可是卻抓不到，不禁有些許傷

感。驀然回首，感慨頗多。

新的學期又要到來，這也意味著我們要升級當學姐學長

了，讓我不得不再次感嘆時間飛逝，是啊，去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還是一個剛畢業的高中生而已，頭上還套有高中生羞澀

的圈圈。而現在已經是一名大學生，而且還是一名大一“畢

業生”。我們弄不清楚什麼時候褪去了“新生”的外衣，這

會心裡更多的是“老生”的滋味，彷彿一切都在一夜之間變

老，讓人猝不及防，來不及多多回憶大一的種種，暑假結束

後我們就要開始步入另外一種生活去了。

大一的生活就這樣過去，讓我有太多得感觸，太多的收

穫。緊張的學習生活，在我還沒有細細品味出它屬於哪種滋

味時，就突然結束了。這可能是太投入的原因吧。時間，不

會因為我們的投入與不投入而放慢它的腳步，所以，在有限

的時間內，盡量掌握更多的學習知識點，才是最重要的。我

發現通過大學的教育學到的不僅是知識、技能，最重要的是

時候那麼迷茫了。其實在我看來，多想想自己，多把想法等

回歸到自己身上，這樣會讓我對自己有更多的思考，去反思

自己已經過去了的大學生活的得與失，去想想自己的現狀，

去想想怎樣自己的未來，然後從中得到自己的領悟等。真的

很感謝能遇見加拿大國際教育援助基金會和能認識各位老師

們，無論是從開始還是到最後，這都會為我的大學生活留下

更加順利。更重要的是，我從你們那裡學到了一種叫正能量

的東西，再結合我自己的專業來看，我會覺得自己有想將那

種從你們身上學到的正能量傳遞下去的心，也希望自己將來

無論身處何處都懷有一顆助人的心。

當然，我也感恩於我的學校及學院。大學過去兩年了，我

對學校以及學院有了更深的認識，也就明白了其中的付出。

最重要的是我對自己所學的專業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和了解。

然後就對我自己對這個專業的想法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如

果現在再問我，對這個專業有什麼想法，那就是還是以前一

樣，覺得自己很慶幸學習了這個專業，無論之後自己如何。

馬上就是大三了，現在我也對自己的未來有了一定的規

劃，我目前可能比較明確的就是不考研。我想大三的時候考

教師資格證，考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然後畢業後就選擇工

作。這是我目前的明確的規劃。因為我覺得說實話我想早點

工作，而且既然我有了這樣的計劃，我就會為了實現計劃而

努力的。

最後還是想對你們說聲感謝。願我不負您，不負每一個幫

助關心我的人，也不負自己。

歐水燕

學會了一種新的學習方法，為我終身的繼續學習，創造了極

好的條件和基礎。通過大學的學習形式，提高了我的學習能

力。

再此，非常感謝基金會和學校學院對我們貧困在校大學生

的關心和愛護，對我們學習的支持和鼓勵，讓我們有和其他

同學一樣的機會在教室裡學習，有同樣的機會聽老師們傳授

知識和教育，在學校里安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努力

實現自己的人生定航。

總之，過去的一年，是不斷學習、不斷充實的一年，是

積極探索、逐步成熟的一年。由於，政治思想覺悟還有待提

高；對大學學習的規律仍需進一步適應，方法也尚需改進，

也要彌補不足，盡最大的努力為同學們服務。新的一年裡，

我一定認真要向其他優秀的同學學習，戒驕戒躁、勤勉敬

業，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在平凡的工作和學習中取得更大

的成績。

金夢瑤



22. 23.

心懷感恩

	作為一名大學生，我必須感謝學校和老師讓我獲得了加拿

大助學金，讓我可以在有保障的物質環境中安心，專心的學

習和生活，感謝各位領導和老師對我所付出的關心和愛護。

我是一個來自大涼山的孩子，大山賦予我善良、正直、

誠實的品性，卻沒有給予我優越生活環境。作為成年的我，

我無法承擔起自己的基本生活保障，沒法盡那些本應該由我

盡的義務，這是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家人的地方。由於家所

在的地方比較偏遠，所以全家只有靠勞動力來應付生活，原

本，在我進入大學，每月的生活費，每年的學費，對於我那

原本就不怎麼充裕的家庭，無疑是一個極大的負擔，這讓我

的家人一直處於半喜半憂的狀態，喜的是，自己的孩子終於

如願以償，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外面的世界，而憂的，卻是

那如山般壓在他們身上的錢....

我一都知道，大學是一個可以不斷讓人進步，不斷讓人學

習到更多新東西的大環境，而對於我這樣一個家庭並不優越

的學生而言，大學更是一個可以不斷充實自我，不斷邁向成

功的階梯，所以學校設立的大學生貧困助學金對於我而言便

具有了非凡的意義，在貧困生助學金的幫助下，不但大大減

輕了我家的經濟負擔，讓我的大學生活和學習得到了一定的

物質保障，讓我能夠更加安心與專心的學習，而且還增強了

我的感恩心，讓我更加懂得了知恩圖報，培養了我的生活中

的自信心，增強了我的社會責任感，讓我更加懂得瞭如何來

回報學校、老師、同學所給我的幫助。

在這兩年的大學生活中，我依舊勤儉節約的生活著，在學

習上儘自己最大努力，在學生會工作中兢兢業業，和老師同

事們相處融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在今後的學

習生活中，我將會更加努力，保持初心。用自己的信心和勇

氣，來見證自己未來的成功和希望，我會用青春的激情和毅

力，懷抱著那一顆恩的心，	為自己創造更為美好的明天。

李旭東

基金受助感想 

尊敬的各位叔叔，阿姨，你好！我是社心學院18級心理

學1801的學生達瓦桑珠。首先，感謝你們給予我和家人的幫

助。這筆寶貴的資金使我家裡的經濟壓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緩解。你們幫助了我們這些家境貧寒的孩子們，把曙光和希

望帶到了我們身旁，讓我們可以完成學業，用知識來改變未

來的人生道路。你們的愛心讓我們感受到社會的溫暖，讓我

們渴望學習的心倍受感動，如同化雨春風、久旱甘霖。在這

裡感謝各位對我們的關注及給予我們的幫助，並向各位的幫

助表示深深的謝意！

對於我家來說，種田幾乎是我家裡的主要經濟來源，父母

把我帶到了這個世界，盡心竭力的哺育和撫養，雖然沒有給

我同齡人一般的成長環境和經濟條件，但是我知道那已經是

他們的所有。可憐天下父母心，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

和他們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所以他們節衣縮食、省

吃儉用，辛辛苦苦支撐著整個家庭，這一切我都看在眼裡記

在心裡。經歷過的那些困難和磨難讓我深知發奮讀書、刻苦

努力的重要性，農村孩子只有走出去，才能看到人生的希望

和曙光，唯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

當我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寒窗苦讀十幾載，

就像蛹經過努力蛻變，最後破繭而出，羽化成蝶。爸爸臉上

的皺紋，媽媽頭上的白髮，付出終有回報。我真的很感謝爸

爸，他為我付出了很多。磨難讓我成長，逆境豐滿了我的羽

翼。千軍萬馬從高考這根獨木橋上走過，能夠成功到達彼岸

的只是少數，而大學也只是人生中另外一個階段的開始。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們的大學生活已經過一年，初入大學

時，我們懵懵懂懂地打量著這個世界，有一些膽怯。在各位

的幫助下，我們的生活、學習得到了保障，可以安心地追求

自己的理想，找到努力的方向。你們不僅僅給我們提供了經

濟上的幫助，更給予我們一種說不出的勇氣，它讓我們看到

了你對於學子的關懷和關愛。而今天，我們是自信的！我知

道我們有能力實現一個美好的未來。古人云：“仁以知恩圖報

為德，滴水之恩定以湧泉相報。”你們所給予的幫助和鼓勵，

心中萬般感謝的祝願在這裡只能匯成一句簡短但真心的話。

我期待著我們的相聚，這個我都感覺是幸福的。和你們在一

起真的很開心很開心....謝謝你們每一次千里迢迢的從那麼遠

的地方來看望我們，謝謝你們給我們的每一次驚喜。而每一

次相聚卻是那麼的短暫，是因為快樂的時光特別快過吧？

這年，特別的開心，因為有你們....我時刻懷著一顆感恩的

心，十分感謝你們對我的資助，我一定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去

證明。我很期待這一切的到來，我要回報社會。唯有努力學

習才是真理。再次感謝關心我們成長的各位叔叔阿姨，更要

感謝基金會對我們的關愛和資助。在你們愛的手	 臂下，感覺

很溫暖！謝謝您們！此致		敬禮

達瓦桑珠

加拿大助學受助感想

從初進民大到現在馬上開始大二學習旅程，我收穫頗豐。

其實，從高考前到高考後填志願的所有時間裡，我從未想過

報考民大，也從未想過我能考上民大。而在填報誌願時，提

前批志願填報的最後五分鐘裡，我抱著僥倖心理，填上了民

大提前批，沒有過多的希望，對民大也沒有深入的了解。也

許就是與民大的緣分，我很幸運被錄取了，也很幸運進入了

社心學院，更是幸運變成了加拿大助學基金會的受助學生。

大一一年內，我認識到了許多以前沒見過的東西，也學

會了很多以前不會做的事，更是嘗試了很多以前從來不敢去

做的事情。民大裡一年的生活，使我的眼界、心境和能力提

個人感受

尊敬的各位領導、老師你們好！

首先，感謝加拿大基金會對我們貧困大學生的關懷和關

愛！我是應用心理學專業的學生阿依達娜，由於家庭貧困，

家裡的收入也不高，媽媽辛苦掙來的錢，除去家用，儉吃儉

用剩下的錢才勉強給我交學費，生活費就更難說了，多少次

媽媽為我上學的費用擔憂著，多少次我也為自己的學習生活

迷茫著，當我得到了助學金，心中升起了無限的希望！我真

的很感謝你們，謝謝你們給予我援助，讓我有繼續學習的機

會！我知道上學的不易！

於以前的學習生活，我不是幸運的，但又是萬幸的。因

為我得到了老師和同學的幫助，對於之後的生活有了更明確

的目標追求，積極參加社會實踐活動，為增加社會經驗打下

基礎，使自己變得更成熟。助學金的幫助不但大大減輕了我

的家庭經濟負擔，讓我的生活與學習得到了物質保證，讓我

能夠更加安心與專心地學習，同時還增強了我的感恩心，讓

我更加懂得知恩圖報，培養了我的生活自信心，增強了我的

社會責任感，堅定了我報效祖國與人民的信念。我要懷著感

恩的心，努力學習專業知識，珍惜時間，拼搏奮鬥，勵志成

才，努力成為祖國未來合格的建設者與接班人，用自己的力

感言

時光飛逝，竟是距畢業已有一年光景。

首先真心的感謝加拿大基金會對我的幫助，大學的這四

年，老師們不僅僅會和我們聊生活，最重要是給我們傳遞愛

心和精神力量，傳遞正能量。我要特別感謝許老師，感謝她

在我迷茫時對我的幫助，我也會在以後的人生道路上傳遞這

份愛心和精神。

跟學弟學妹分享工作感想和經驗，我也就簡單聊聊吧。在

大四開始實習，這期間共做了三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證

券公司做了半年多的經紀人，雖然在券商的時候收入頗低，

甚至第一個月只賺了8元錢，但是在券商有著老學長帶路，教

會了我金融市場的各類基礎知識，18年是二級市場最萎靡的

時候，這期間也是我最低潮的時期，我想盡一切辦法去開發

客戶，但是還是很失敗；第二份工作我去了一家做二級市場

的私募基金，從事投資經理助理工作，這期間我對各類投資

渠道和方法，有了系統的學習，這也是壓力最大的時期，這

對我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工作量很大，每天要頂著

巨大的壓力；第三份工作，我在一家股權投資基金公司任職

投資經理，主要負責項目盡調、行業分析等，一年的磨煉總

算是不負有心人，我也算是正式邁入了金融行業的門檻。

這幾年的實習和工作，我只有體味到一個道理，堅定初

心，並且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中坦然接受自己的失敗。失敗並

不可怕，低谷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沒了堅持的心。

馬俊翔

量為祖國、為社會、為人民做出最大

的貢獻。我會合理運用這些錢，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將來為祖國的繁榮昌盛貢獻一份力量。等我有一定經濟基礎

後我一定會將將這份愛繼續傳遞給別人。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我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加拿大助學

金，以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回報黨和國家對我的關懷，來感謝

學院領導和老師對我的支持和關心幫助！再次感謝您們！

面對這一年來你們所給予的支持和幫助，我把心中萬般

的感謝匯成一句簡短但能表露我的心聲的話，那就是謝謝你

們，親愛的領導、老師，多年後的我一定不會忘記在這裡學

習的艱辛歲月，走好未來路是我的勇氣和自信的見證，我會

用青春的激情和毅力創造更加絢麗的明天。

阿依達娜•斯拉江

升了不止一點點，從參加院紀檢部工作之外，還去參加了許

多校級活動與社團工作，每天都是忙碌的過著，感覺特別充

實。對於剛剛進入大學的我來說，還不知道大學該怎麼過，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多去參加活動，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大

學生活。大一的時間裡，我沒有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

中，準確的來說，大一我是把學習放在了“課餘時間”裡。

所以，經過大一一年的生活之後，我對大學生活已經有了大

概的規劃，知道什麼最重要，什麼該放在最後。

也是在我要上大學時，家裡的緊急情況突然惡化，從震後

能夠維持基本的家庭經濟生活到媽媽重病，使我不止一刻想

要放棄繼續學習的念頭。也正是這時候，加拿大助學基金會

給了我希望，我原本想要輟學幫助家裡分擔經濟的念頭也開

始慢慢消散，家裡也堅持要供我讀完大學。幸運的變成了基

金會的受助學生，我的學費生活費等給家裡的負擔就大大的

減少了，我更加有信心去好好完成我的學習夢想。

大二開始後，我打算全身心投入學習中，不止學習專業

知識，只要能學的都要學，不能學精就做到學好，技多不壓

身，只要自己能做的事都去做，參加各類活動比賽等，開闊

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能力。獲得更多的榮譽與優勢，

為自己以後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條件，給自己以後的生活鋪好

路。至此感謝民大，感謝社心學院，讓我能夠與加拿大助學

基金會相遇！讓我能夠再次全身心的去追求我的學習夢！

阿勇



傳媒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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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ssisted Students 受助學生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吉四依沙 男 四川 彝族 社會工作 家庭困難

楊澤靜 男 重慶 漢族 心理學 父母殘疾

陳永芬 女 貴州 土家族 心理學 單親家庭

迪力努爾·賽買提 女 新疆 維吾爾族 社會工作 單親家庭

李萍 女 雲南 傣族 社會工作 單親家庭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郝澤生 男 河北 漢族 心理學 家庭困難

仁青擁宗 女 西藏 藏族 社會工作 家庭困難

雷利娟 女 廣西 漢族 心理學 父母患病

地達勒·沙吾列提 女 新疆 哈薩克族 社會工作 父母患病

蕭翔 女 江西 漢族 社會工作 單親家庭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何芳 女 四川 彝族 應用心理 單親家庭

古麗孜亞·艾布列孜 女 新疆 哈薩克族 社會工作 父殘疾,母患病

王華三 男 貴州 布依族 社會工作 父親患重病

王錚 男 河南 蒙古族 應用心理 父母雙殘

魏燕文 女 四川 漢族 社會工作 父殘疾,母患病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唐小丫 女 貴州 苗族 應用心理 養父殘疾,養母患病

次仁卓嘎 女 西藏 藏族 社會工作 父殘疾,家庭困難

王家峰 男 貴州 布依族 應用心理 人口多,家貧困

趙忠萍 女 雲南 白族 應用心理 父母雙殘

雷雨茹 女 貴州 布依族 社會工作 父母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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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文婷 女 寧夏 回族 社會工作 孤兒/家貧(低保)

熱孜萬古麗·佧迪爾 女 新疆 維吾爾族 應用心理 									家庭困難

蔡津津 女 海南 漢族 應用心理 									家庭困難

馬俊翔 男 河南 回族 社會工作 									家庭困難

孫鹿翔 男 遼寧-寬甸滿族自治縣 滿族 應用心理 									單親/家貧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吳白玉 女 海南 漢族 應用心理 母病/家貧

李國芝 女 貴州 苗族 社會工作 家庭困難

賴榮梅 女 廣西 漢族 應用心理 單親,家貧

趙煒昕 女 雲南 白族 社會工作 母病,家貧

陸洪祥 男 雲南 壯族 社會工作 人口多父妹殘疾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何惠 女 貴州 苗族 心理學 單親家庭

張江花 女 貴州 漢族 社會工作 單親家庭

強木措 女 青海 藏族 學前教育 父母雙殘

德吉央拉 女 西藏 藏族 社會工作 人口多,家貧困

陳海秀 女 廣西 漢族 心理學 單親,家貧

韓宇 男 黑龍江 漢族 社會學 人口多,家貧困

馬小梅 女 寧夏 回族 社會工作 單親家庭,人口多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馬雪 女 寧夏 回族 社會工作 母親患癌

張麗	 女 四川 苗族 社會工作 家庭經濟困難

佟欣媛 女 河北 滿族 社會工作 奶奶患肺癌

達瓦桑珠 男 西藏 藏族	 應用心理 單親,父親靠耕耘維持生計

吾如孜別克·佧孜 男 新彊 柯爾先孜族 社會學 父親去世,家貧

阿依達娜·斯拉江 女 新彊 哈薩克族 應用心理 家庭困難

阿勇 女 四川 藏族 學前教育 媽媽受傷骨折,生活困難

李娜 女 內蒙古 蒙古族 社會學 單身家庭,母親無固定收入

金夢瑤 女 新彊 鍚伯族 社會工作 繼父腦淤血,
母親收入要養家還債

姓名 性別 省/市 民族 學系 受資助原因

李旭東 男 四川 彝族 社會學 貧困,母親殘疾

吉克爾布 男 四川 彝族 社會工作 人口多,單親,家貧困

宗巴多吉 男 西藏 藏族 心理學 人口多,家貧困

周艷萍 女 湖南 土家族 社會工作 貧困,單親家庭

馬雪美 女 新疆 回族 社會工作 父母患病

歐水燕 女 貴州 侗族 心理學 家庭困難

旦曲拉姆 女 西藏 藏族 學前教育 貧困,單親家庭

巴音格爾麗 女 新疆 蒙古族 學前教育 父母離異,倚靠年老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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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Students Visit 學生探訪

2010年	捐助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工作與心理系學生

2011年	受助學生分享心得

2012年10月	基金會理事與受助學生交流

2013年5月	理事會成員會見了部分受助學生

2013年10月	探訪及與學生交流

2011年	與2010-2011,2011-2012受助學生合照

2014年6月	理事們參加第一屆學生的畢業禮	

2011年	發放2011-2012獎學金儀式

2012年10月	理事會理事與受助學生

西南民大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課堂

2013年10月	探訪及與學生交流

29.

2016 年理事探訪西南大學及與學生交流



30. 31.

2017 年理事探訪西南大學及甄選學生剪影



災區視察

2008年	湖南冰災

2008年6月	第一次四川汶川大地震視察

2010年10月	第一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10年10月	第一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08年9月	第二次四川汶川大地震視察

2010年10月	第一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11年8月	第二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08年9月	第二次四川汶川大地震視察

2010年10月	第一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11年8月	第二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08年	湖南冰災 2008年6月	第一次四川汶川大地震視察

32.

2013年5月	雅安地震視察 2013年5月	理事與受助學生共聚

2011年8月	第二次青海玉樹地震視察 2013年5月	雅安地震視察

2013年5月	雅安地震視察

2013年5月	雅安地震視察

尼泊爾災區探訪

33.



6.34. 35.



36.

•	 March, 2008 Huaihua City, Hunan, China – 

 provided emergency financial support for students who were 

 victims of the ice-storm.

•	 May 12, 2008 earthquake in Wenchuan, Sichuan, China – 

 provided counselling training to school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in 

 the affected areas.

•	 January 12, 2010 earthquake in Port-au-Prince, Haiti – 

 Over CDN$40,000 were raised to provide medical 

 relief through EMAS, CIEAF’s partner organization to the victims.

•	 April 14, 2010 earthquake in Yushu, Qinghai, China – 

 provided training to Zang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SWUN)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students in need.

•	 March 11, 2011 earthquake and tsunami in Japan – 

 raised funds to provide medical supplies to the affected area 

 through AMDA, an international medical aid organization, and 

 committed to support orphans and students in Onagawa City for 

 five years.

•	 May 2013 Ya’an Earthquake Relief in Sichuan, China – 

 Directors from CIEAF visited  Ya’an one week after the earthquake 

    and fundraising activities were organized to suppor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rojects for students.

•	 November 2013 Haiyan Typhoon Relief in the Philippines -  

    Few series of fundrais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a walkathon, luncheon,  

 and dinner were organized shortly after the typhoon. The funds  

 collected were donated as emergency relief from the typhoon victims.

•	 2013 to 2015 Bursaries for Female Students in Gansu, China - 

 In response to the Min Shan Earthquake in Gansu Province, China 

 A student bursaries were offered through Educating Girls of Rural  

 China (EGRC) to female students whose families were affected.

•	 June 24, 2015 - Nepal Earthquake 

    Organizing a fundraising dinner to raise funds for emergence   

 medical relief in Nepal after the earthquake.

•	 July 21, 2015 - Received a plague of appreciation from Wakayama  

 City Government in Japan for CIEAF’s assistance to the children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2011.

•	 Sept 16, 2015 - Joint fundraising dinner with Royal Thai Consulate-

 General in Vancouver to build a new student dormitory for Baan  

 Mae Ramoeng School  in TAK Province of Thailand.

•	 April & November, 2016 - CIEAF Directors David Gan and Chak Au  

 visited SWUN and met with the  faculty members of the School of  

 Social Work & Psychology and the CIEAF sponsored students.

Past Events
過去活動

•	 中國湖南懷化市 - 2008年3月冰災

	 為中方縣受災貧困學生提供所需經濟援助

•	 中國四川汶川市 - 2008年5月12日地震

	 為受災地區的校長和教師提供培訓課程以	

	 助社區心靈重建

•	 海地太子港 - 2010年1月12日地震

	 將籌集的四萬多加元，透過加拿大傳愛醫	

	 援會(EMAS)為災民提供緊急醫療援助

•	 中國青海玉樹地區 - 2010年4月14日地震

	 為西南民族大學的藏語學生提供培訓課程

	 支援災區心靈重建工作

•	 日本地震及海嘯 - 2011年3月11日

	 舉行賑災籌款活動及透過亞洲醫生協會	

	 (AMDA)支援災區緊急醫療服務，並繼續

	 五年援助受災學生及孤兒

•	 中國四川雅安 - 2013年4月20日地震

	 理事們於雅安地震後一星期進入災區考	

	 察，並組織籌款活動支援災後心靈重建。

•	 菲律賓海燕風災 - 2013年11月8日

	 於11月23日與菲裔社區聯合舉行步行籌款	

	 活動，於25日舉辦籌款賑災晚宴，籌得善	

	 款援助受災民眾

•	 資助中國鄉村女大學生 - 2013年至2015年

			透過“加拿大資助中國鄉村女大學生基金	

	 會”(EGRC)，參與資助甘肅岷山大地震後	

	 的中學女生

•	 尼泊爾地震 - 2015年6月24日

	 舉行尼泊爾地震救援籌款晚會，資助當地	

	 緊急醫療救援工作

•	 接受日本和歌山市政府感謝牌匾 -	2015年
 7月21日感謝本會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後	

	 對受災兒童的援助工作

•	 為泰國北部山區中學生重建宿舍 -	2015年
	 9月16曰與泰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聯合舉	

	 辦籌款晚宴，為泰國北部山區中學生重建	

	 宿舍

•	 訪問西南民族大學 -	2016年4月及11月

	 本會董事顏偉明与區澤光訪問西南民族大	

	 學，与社心學院師生見面及關心受助學生	

	 生活

37.

Local
•	 2010 and 2011 – 

 provided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students of Cambie High  

 School, Richmond, BC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Robotic Competition in Dallas, Texas, USA.

•	 October, 2011 – 

 invited Wenchuan earthquake survivor, Jolly Liao Zhi, to  

 visit Vancouver and Richmond and encourage local students  

 and youngsters by sharing her story of rehabilit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her dancing career after having lost two legs  

 in the earthquake.

•	 Ongoing – 

 provided workshops and seminars in local communities on  

 topics about disaster response and emergency preparation.

•	 May 2013 Visi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the  

 Deputy Dean, and two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visit  

 Vancouver in May 2013. They met with donors and shared  

 their stories at a charity concert and the annual fundraising  

 dinner. Prof. Chen Qiuyan, who had just returned from  

 Ya’an, shared her experience of psychological relief after 

 the earthquake. 

•	 2013 Scholarships for Richmond Christian School - 2013

 A community volunteer and contribution scholarship was   

 offered to the students of Richmond Christian Secondary  

 School to encoura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2016 - May 18

 Fundraising dinner for fire victims in Fort McMurray, Alberta.

•	 2013 Scholarships for Richmond Christian School - 2013

 A community volunteer and contribution scholarship was   

 offered to the students of Richmond Christian Secondary  

 School to encoura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2016 - May 18

 Fundraising dinner for fire victims in Fort McMurray, Alberta.

本地
•	 列治文甘比高中 - 2010及2011年

	 資助甘比高中學生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國際

	 機械人大賽，並在2010年勇奪世界冠軍

•	 邀請廖智女士訪問 - 2011年10月

	 邀請在汶川地震中失去雙腿和家庭的舞蹈家

	 廖智女士訪問溫哥華，向青年學生及社會人士	

	 分享「逆境自強」的經歷、鼓勵困境中人士

	 自強不息

•	 防災及災後應變講座

	 每年在社區舉辦地震防災及災後應變講座，

	 推廣防災意識，冀一旦發生地震可減少損失

	 和盡快復原

•	 邀請西南民大社心院師生訪溫	- 2013年5月

	 邀請四川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	

	 被資助的學生代表及學院教授訪問溫哥華，	

	 並在2013年CIEAF的溫情人間慈善音樂之夜	

	 和籌款晚宴上，由學生代表們向在座的支持者	

	 彙報他們的學習和生活狀況以及假期的義工

	 助人活動等，並由剛從雅安地震災區帶領心理	

	 援助小組的陳秋燕教授就災區所需的心理支援	

	 情況做了介紹。

•	 社會服務獎學金	- 2013年

 獎勵列治文基督教中學學生之社會服務獎學

	 金，鼓勵中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	 2016年5月18日 

 舉辦籌款晚宴，援助亞省Fort McMurray 火災	

	 災民

•	 社會服務獎學金	- 2013年

 獎勵列治文基督教中學學生之社會服務獎學

	 金，鼓勵中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	 2016年5月18日

 舉辦籌款晚宴，援助亞省Fort McMurray 火災	

	 災民

•	 November 2017 - CIEAF director Chak Au attended the   

 annual academic conference hosted by Chinese Psychological  

 Society (CPS) at SWUN

•	 February 2018 - Completion of a new student dormitory in  

 TAK Province in Thailand.

•	 中國心理學會學術年會 - 2017年11月	

	 董事區澤光出席在西南民族大學舉辦中國心理	

	 學會學術年會發表學術報告

•	 泰國中學生宿舍落成 - 2018年2月	

	 泰國北部TAK縣中學生宿舍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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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2018 Assisted Project Site Visit 資助工程
A new student domitory for Baan Mae Ramoeng School in Tak Province,Tailand

宿舍工程興建至落成過程

Performers
表 演 嘉 賓

Colours of Dance Academy
陳玲舞蹈學院

美人吟 

青春的身姿，曼妙的舞步，飛轉的傘面，細碎的步履，

把綠色的水鄉，嫵媚了，又淡雅了....

綽約多逸態，輕盈不自持。嘗矜絕代色，复恃傾城姿。

擎一柄紙傘，伴著那悠揚的絲竹聲，踏著青石板，

那唐詩的韻律，宋詞的婉約，並不曾走遠....

采薇
《采薇》是中國古代現實主義詩集《詩經》中的一篇。

這是一首戎卒返鄉詩，唱出從軍將士的艱辛生活和思歸

的情懷。其中歌詞，很有意思：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1.  Introduction by the Masters of Ceremony  Miss Abby Zhao, Mr. Robert Chan

2.  National Anthem “O Canada”  Lead by Mr. Robert Chan

3.  Opening Remarks • CIEAF President, Mr. Tom Mah 

  • Event Chair, Dr. Chak Au

  • Mayor of City of Richmond, Mr. Malcom Brodie

  • Royal Thai Consulate-General in Vancouver
    Consul General Nontawat Chandrtri

  • Consulate General of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in Vancouver  
    Consul Xialing Tong 佟曉玲

4.  Open Ceremony Performance : Chinese Dance  “美人吟”- Colours of Dance Academy 陳玲舞蹈學院 

- Dinner Starts –

5.  SWUN Project Presentation with Slide Show  Dr. Chak Au

6.  Overview of Ratanak of Men’s Achievement Program  Mr. Graeme Illman

7.  Performance : Chinese Dance  “采薇”- Colours of Dance Academy 陳玲舞蹈學院

8.  Singing Performance  Mr. Robert Chan, Ms. Abby Zhao and guests

9.  Plaque Presentation

10.  Raffle Draws

11.  Closing Remarks

Program 大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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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ovide the highest level of professional and knowledgeable 
service to both business and leisure travel, making your trip 

most enjoyable and very affordable.

#150 - 8833 Odlin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V6X 3Z7
Office: (604) 273-0808  I  Fax: (604) 273-9388  I  Email: info@emeraldtravelbc.com

Proud to Support 

the 2019 CIEAF Annual Fundraising Dinner

TRAVEL LTD. B.C. REG. # 1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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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ud to Support 
the 2019 CIEAF Annual Fundraising Dinner

Unit 150 -11700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V6X 1L5
Tel.: 778-838-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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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U YICK TRADING COMPANY  僑益貿易公司
KIU YICK BOOK SHOP    僑益書局
KIU YICK TRAVEL SERVICE LTD.  僑益旅行社

葉樹堅 
PATRICK S. K. IP

Managing Director

272 - E. Pender Street     Tel:  (604)688-5912
Vancouver, B.C. V6A 1T7     (604)669-7114
Canada        Fax: (604)688-9955

47.

Proud to support 
2019 CIEAF Annual Fundraising Dinner

We are specialized 
in the followings:

-  Central heating and cooling systems

-  Heat recovery ventilation systems

-  Split air-conditioners & 

 heat pump systems

-  Portable air conditioner

-  Swimming pool ventilation & 

 dehumidification systems

-  Kitchen exhaust & 

 make up air systems

- Sheet metal fabrication

H.V.A.C.,  REFRIGERATION
& MECHANICAL DIVISION

9006 Oak Street,

Vancouver, B.C. V6P 4B9

Telephone: (604) 324-7717

Fax: (604) 324-7676

billco84@hotmail.com

UNIQUE JEWELLERY LTD.
8288 Granville Street, Vancouver, B.C. V6P 4Z4    Tel/Fax: (604) 261-8870

RAYMOND SHAM, B.A., M.Ed., A.G., F.C.Gm.A.

Proud to support 
2019 CIEAF Annual Fundraising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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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Thanks to the following Supporters and Organizations:

Gold Sponsors 金贊助

Continental Seafood Restaurant 幸運海鮮海樓

Master of Ceremony 司儀

Mr. Robert Chan
Ms. Abby Zhao

Graphic Design 海報及場刊設計

Mr. Joe Ng

Photographer 攝影

Mr. Nelson Wong

Performers 表演嘉賓

Colors of Dance Academy 陳玲舞蹈學院

Mr. Robert Chan, Ms. Abby and guests

Event Volunteers 義工

Ms.Lorraine Chan 

Ms. Esther Ho

Mr. James Ng

Program Book Advertisers 場刊廣告客戶

Billco Industries Ltd.

Canadian Mah Societies 全加馬氏宗親總會

Digital-World.ca 數碼世界

Emerald Travel Ltd.

Fresh Press

Global Direct Trading Inc.

Good Choice Restaurant 好彩小厨

Gryphon Development

Infuse Creative Inc.

Jean Ip Foundation 葉尚志基金會

Kiu Yick Trading Company 僑益貿易公司

Multiple Electronics 多聲道影音攝影器材

Regal Photography

Unique Jewellery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