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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因為困苦人的冤屈、和貧窮人的歎息、我現在要起來、
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穩妥之地。」（詩12：5）

一帶一路 ：

扶貧的 新 機 遇

賴淑芬
總幹事
網絡圖片

最近兩年，中國提出發展「一帶一路」，無論是
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或一千億美元的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均帶來巨大回響。「一帶一路」在香港也引
起不少熱烈討論。本文將討論「一帶一路」對扶貧事工
的影響。

年的時候，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少於300 美元，到
2015年便達到7,800 美元（26倍）。」 3 可見中國減貧
的速度和成效，在人類的歷史中，是前無古人的。我深
信中國推出一帶一路時，不單其經濟發展備受注目，其
卓越的減貧策略也會惹起關注。

「一帶一路」的發展貫穿亞洲、歐洲和非洲大陸。
「一帶」指陸上絲綢之路，而「一路」指海上絲綢之
路。它以經濟發展為主導，串連沿線中心城市及重點
港口，並發展五個國際經濟合作走廊。陸上絲綢之路包
括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中國經中亞、西亞至中
東、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而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則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
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1 經濟的蓬
勃和交通的利便也將帶動扶貧工作的美好發展。

10-40之窗多是赤貧區域，「其赤貧的人口佔了全
球有的一半（每年平均收入500美元以下），其中有24
億人是住在此窗之內。」 4 當中國人受一帶一路國家所關
注和歡迎時，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自能進入其中
的發展中國家，開展扶貧的事工。另一方面，經濟發展
總與加快城市化有關，當國家內部的經濟蓬勃，也加快
了人口由鄉郊向城市流動，產生了多種衝突、不公義、
分離家庭、惡劣居所、無家可歸等問題。有危有機，深
信中國的「一帶一路」也為赤貧之民開了一扇門。

提到扶貧，中國的扶貧成效是超卓的。據聯合國
2015年千禧發展目標報告，「中國的極端貧窮率由
1990之60%減至2015年的4%。」 2 再者，一位星加坡
學者Zheng Yongnian提到中國對減貧有重大貢獻時說：
「經過30年，中國讓七億人從貧窮裡被提升起來。1980

作為基督徒，我們又可以如何回應？華里克牧師提
過：「滑浪的人不會嘗試去製造大浪，反是留意神何時
興起浪潮，便迎浪而上。」但願有更多洞識時務的人，
懂得按著自己的專有技巧，滑浪而上，捕捉上帝給予這
個時代的服侍契機。

1 〈一帶一路〉，貿易工作發展局，2016年8月1日存取，http://beltandroad.hktdc.com/tc/about-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bout-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spx。
2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5”, United Nation, accessed 5th, August,2015，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2015_
MDG_Report/pdf/MDG%202015%20rev%20(July%201).pdf。
3 “Singaporean scholar Professor Zheng Yongnian sai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CCTV, 6/22/2016，accessed 5th, August,2015，
https://socialfeed.info/singaporean-scholar-professor-zheng-yongnian-said-the-communist-party-of-china-was-698324。
4〈10-40之窗〉，差傳資源，中信國際差會，2016年8月5日擷取，http://www.ccminternational.org/resources/10-40window.htm。

「豐收慈善基金」致力照顧中國及海外的無家者，提供扶貧、教育、醫療及就業項目。在中國，首先於
2009年成立「泉源之家」， 後來於2011-2014年獲福州市民政局救助站邀請合辦「福州之家」，專門服
務特殊流浪兒童，並開展有關服務的培訓工作。2014年更獲福州市第二社會福利院邀請合作，派駐專業
團隊，為院方提供督導及培訓，以提升院舍的服務水準。

主對福州事工更美的旨意

正式上路
7月22日，義工林靄嫦（嫦媽）和唐以行
（Ben）提著一箱兩箱的行李，經落馬洲口岸，
坐5個多小時的高鐵，終於到達福建省福州市，
開始他們與福州市第二社會福利院的培訓工作！
嫦媽早於2011年，便放下香港的教職，追
尋她服事內地孩子的夢想。五年前，我們在救助
站開設了「福州之家」，讓滯留當中的特殊孩子
有更好的生活環境，以及提供認知及自理能力的
訓練。嫦媽在「福州之家」需管理家舍日常運
作，處理大小事務，並且照顧智障或精神問題的
孩子。她沒有經驗，單單用愛心和耐性服事，看
著特殊兒童從一名野孩子，不會說話、衣衫襤
褸，慢慢穿戴整齊，能說簡單話來，一點一滴的
改變也讓她對福州的孩子留下感情。本來只打算
去福州「看一看」，怎知道一留便是兩年，就是
回到香港，也念念不忘福州孩子。去年，本基金
會與福利院開展新的培訓工作，嫦老師知道後便
立即想參與其中，回應神放在她心裏的呼召！
Ben在香港一直參與義務工作，探訪露宿
者，今年6月才大學畢業。畢業前，他尋覓以後
去路，發現自己很想在投身社會前好好探索這個
世界，幫助有需要的人。機緣巧合下，認識了本
基金會，還未親身了解福利院是怎樣的，便大膽
答應用半年時間駐守福州，協助開展新的培訓計
劃。
答應做半年的義工後，他在6月上福利院5
天，初次認識這個地方和一眾院友。他發現院友
很簡單純樸，玩一次「火車捐山窿」已經樂透半
天；但也看到他們的孤單，一輩子要在福利院一
道道的鐵閘內生活。他憶述一位院友的身體長
期繃緊，完全不懂得放鬆，但經過一輪音樂活動
後，她漸漸放鬆起來，更掉下眼淚來，他相信
是音樂抒發了她內心的情緒！他深信院友可以擁
有更豐盛的人生，不用一輩子無所事事地坐在院
內，他們也有很多潛能有待發掘，只是現在沒有
完善的訓練系統。

我們今年原本計劃入住福利院的新大樓，開
辦小家舍，訓練孩子自理，提升他們獨立生活的
能力。可惜新大樓工程延誤，而我們感到為院友
的訓練不能再等，故此在福州租下一個單位作為
義工宿舍，名為馬可樓，也用來接待在福州認識
的朋友，作為彼此分享交流的地方！讓我們在福
州連結更多網絡！宿舍
入住一星期後，已經接
待了兩批訪客，讓馬可
樓充滿歡樂的笑聲！

培訓項目 Get Set GO!
今年的培訓項目，是幫助福利院建立一個
「結構化」訓練教室，「結構化」教學能協助自
閉症及能力弱的院友較快進入學習情境，在固定
規律的模式下學習，提升他們的專注力、學習動
機及改善其獨立生活的技能。訓練由嫦媽主力負
責，並指導院方員工學習，當新大樓落成後，嫦
媽 便 會 負 責 新 項 目 —— 開 辦 小 家 舍 ， 而 這 訓 練
也會交給院內員工繼續運作，以達成Train the
Trainers的終極目標！
這訓練的設立，有賴義務顧問范老師多年
委身，在專業培訓上提供意見，為福利院的培訓
提供方向性指導。8月2日，她帶領著義工們，

彼此分工合作，擺好桌子椅
子，教材分類放於一個個櫃
子中，只用了三小時，便設
置好訓練室，並於下午全面
投入服務！院友一個一個來
到，也代表挑戰來了，因為
他們有不同的行為問題，其
中一位是完全不合作，工作
的時候不停亂走，不過奇妙地經過短短三天的訓
練後，他已懂得安靜坐下好好工作，並且在分派
食物時不會搶別人的份兒。另一位院友則不停把
口水抹在頭上來引人注意，經過三天的訓練後，
他的工作進度及行為問題已大大改善了。福利院
的員工親眼見證這兩位「麻煩」院友的改變，都
十分驚訝！

外來務工家庭暴力下的女孩
—流浪女孩的案例分析
義工隊來訪
今年暑假，有一隊共25人的香港探訪隊來
到福利院，一對一的帶院友外出，逛逛商場、超
市買東西，享用社區設施，同時學習認知事物、
計算價錢等，寓學習於娛樂！由於福利院人手
有限，大部分院友也沒有機會踏出院舍，認識
社區，故他們很珍惜和享受是次機會! 除了逛社
區，各義工更利用自己的專長，如跳舞、手工、
做小食、競技遊戲等，與院友們互動，渡過快樂
的一天！競技遊戲中，他們在乎好玩和刺激的感
覺，並不計較輸贏，在他們身上，我們看見一顆
顆單純滿足的心！
除了院友，我們也會特別預備禮物來鼓勵福
利院的員工，例如親自沖泡港式絲襪奶茶、製作
精美小食等，答謝平日勞苦功高的他們。

另一邊廂， Ben則幫助院友拉筋。職業治療
的訓練在內地仍然未成氣候，但腦癱的院友卻很
需要接受這類治療。猶記得第一次我們為福利院
舉辦聯歡會，地點位於三樓的活動室，由於院舍
沒有升降機，住在下層而下肢傷殘的院友，竟要
用手爬樓梯上去活動室，看到這個情景，我們的
心酸了，也驚訝他們如此渴望外人來訪！Ben得
到一位香港職業治
療師義工Calfee指
導，學習了一套幫
助院拉筋的運動，
堅持每天給他們
做，盼望他們的肌
肉慢慢鬆弛起來。

琳 琳（化 名）的 爸 爸 媽 媽 從 四 川 來 福 建 打
工，帶著一對年齡相仿的子女。琳琳從小在福州
長大，但在家裏很不開心。爸爸工作忙碌，很少
時間在家，不大理會子女。媽媽則很多時間在
家，但重男輕女，常常要求琳琳做家務，卻從不
要求弟弟做，而且做不好便打她，嚴重時甚至用
鐵棍打。弟弟擁有的東西，琳琳未必能擁有。而
且她因為營養不良，所以個子矮小。
琳琳也不確知到底這位媽媽是親生母親還是
後母，因為她從小有記憶開始，鄰居便告訴她，
她親身母親已經病死了，那是她的後母。雖然她
願意接受後母成為她媽媽，但媽媽對她和弟弟的
態度卻截然不同。爸爸下班回到家裏，只會聽媽
媽講論琳琳不乖、不聽話，他從不知道琳琳和母
親之間發生甚麼事，琳琳也沒法從他那裏得到保
護，反而是忽視……
琳琳覺得在家的日子太煎熬了，於是，趁
著一次去井邊洗衣服的時候，逃跑出走了。流浪
也意味著失學，因她不想被家人找到行蹤。琳
琳在街頭流連多日，有人報警，民警將她送到救
助站。當時她頭部多處有明顯疤痕，傷口開始流
膿。她閉口不言，不願透露任何家庭資訊，不想
回家。
救助站人員和泉源之家的義工不厭其煩地用
溫暖的語言，關愛的眼神與她交談，讓她漸漸能
消除心理隔閡。琳琳後來也同意到泉源之家住下
來。
同工讓琳琳加入泉源之家的溫柔家。琳琳個
子比較小，五位姐姐都很照顧她。琳琳在這裏感
到很安全：沒有人欺負她，沒有人要求她做很多
很多的家務，更沒有人打她。她有獨立的床鋪、
衣櫃和書桌來開展新生活。

同工也繼續為琳琳一天兩次洗傷口，邊洗
邊聊天，認同琳琳心裡的憤怒、生氣和委屈的感
受。 有時 候，傷口痛得受不了，琳琳哭，同工也
跟著哭。後來，琳琳和同工們熟悉了，洗傷口時

琳琳便分享她感興趣和開心的事情，同工也鼓勵

琳琳在這裏安心生活，更多地發揮自己。
琳琳要追上小四程度，由同工先為她補習，
再回歸正規學校讀四年級，然後同工仍每天陪伴
指導琳琳做功課，每週到學校跟進琳琳的心理動
態、課堂表現和與同學相處的情況。同工為琳琳
設計了獎勵計劃，只要她堅持每天上學，遵守校
車規定，遵守學校規定，積極完成功課，便可獲
得一些零花錢，到超市購買自己喜歡的東西。琳
琳逐漸適應了學校的生活，也慢慢展現了唱歌、
做手工和畫畫的天份。
泉源之家相信每個孩子足夠成熟，便能夠勇
敢地和他人說自己的故事，過往的傷害都會成為
他們生命的祝福。我們既肯定琳琳受傷的感受，
也讓她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受傷的孩子，逐漸除去
琳琳的自憐。琳琳學習在困難中積極思考，勇敢
地活出精彩的人生，拒絕以惡報惡，學習饒恕父
母。
另外，琳琳雖然與人相處容易，但有時難以
表達自己，所以我們也安排她參加過突破自我的
拓展小組。琳琳從小與父親的關係疏離，也令她
從小就渴望得到男生的愛和保護，我們也針對這
問題教導琳琳如何跟異性相處。琳琳仍然無意中
出現行為問題，例如偷看別人私隱、別的孩子擁
有新文具便發脾氣、偶爾不服管教等等，同工便
再一遍遍地解說道理，矯正琳琳的行為。

走過崎嶇和艱辛，琳琳已在泉源生活四年
多，長成一個漂亮成熟的少女，順利地升入了初
中二年級，成績良好，與師友相處融洽。她更希
望能繼續升讀高中，可以順利回歸社會工作。
雖然談到父母時，她仍心情複雜，淚水不自覺流
出，但她 說自己會努力預 備，好好面對將來。

事 工 報 告
二
義工為福州福利院每一位院友拍
個人照，留下快樂的一刻

音樂帶來的治療能力
很大，相信福利院院
友能慢慢經歷得到

泉源之家的孩子小付，
學廚回來，成為家舍廚
房的好幫手

泉源孩子慢慢學懂互相幫助，
合力解決問題

孩子已經成長，將到社會
工作謀生，這小組為他們
做好工作的各項心理預備

香港義工親自製作港式奶茶及饅頭，
慰勞福利院員工，員工歡喜萬分！

歡迎

日期：9月8日（四）、11月25日（五）
時間： 晚上7:30-9:30
地點： 本會辦事處
內容：最新事工動向分享及祈禱

♥關懷中國困境兒
♥中國人口販賣
♥中國困境兒童的呼聲
♥禱告與孩子的拯救

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參 與

邀請你與我們同行，給困境童一個家！
歡迎瀏覽我們網頁www.harvestcharity.org.hk
我願意 ○ 奉獻 $

口 電郵「泉訊」給我

○ 參與義務工作： 口 考慮駐內地擔任半年或以上義工 口 設計（宣傳品/刊物）
口 泉源大使（協助推廣事工）
口 其他/我的專長是：
（英）

口 攝影/攝錄

所屬教會：

地址：
電郵：

六

至

八

月

事工推介及活動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6月1-5日

深水埗隊福州福利院探訪

14

7月19-24日

沙田隊泉源之家探訪

10

7月22日

豐收慈善基金祈禱會

45

8月4-8日

屯門隊福州福利院探訪

26

8月9-13日

火炭隊福州福利院探訪

4

8月9-14日

將軍澳隊泉源之家探訪

13

8月29-30日

泉源之家團隊建立營

23

共7次

135人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
收入
奉獻收入
籌款收入
其他收入
總收入
盈餘／(虧蝕)

HK$
285,475
15,335
77,300
378,110

二零一六年四月 至 六 月
支出
泉源之家支出
內地培訓支出
香港行政支出
總支出

HK$
726,563
6,291
81,704
814,558

(436,448)

註：人民幣兌港幣匯率 ￥0.84/HK$1

❤ 為福利院開設的結構化訓練能幫助院友提升專注及技能祈禱，讓院方見證院友生命改變的歷程。
❤ 泉源之家幾位年青人已開始投身社會，祝福他們能面對社會各種挑戰和衝擊，站立得穩！
服侍團隊
同工：香港辦公室 賴淑芬（總幹事）∣巫秀珍（行政主任）
泉源之家 陳美如（高級主任）∣黃健強（家舍主任）∣葉丁榮（教育主任）∣魯秉威（培育主任）∣郭秀紋（副培育主任）∣劉宏業 陳靈燕
王麗洪 陳娜 富娟（老師）∣肖祥許 黃海強 陳梅花 馮思傑（家長）∣周雨蓉（會計）∣黃美玉（廚師）∣賴澤懷（司機）

聯絡電話：

閣下之個人資料只用作寄發最新資訊及收據。如不欲收取，請在方格加上✓號

年

❤ 福州的宿舍名為馬可樓，祝福那個地方能夠接待當地認識的朋友，成為彼此支持、分享的地方。

○ 為事工祈禱或參與祈禱會，請 口 電郵 相關資料給我

姓名：（中）

六

❤ 感恩嫦媽和Ben 平安到福州，開展長期的培訓工作，由於初到步，添置家品到購買教材，每天忙碌得
很，求主讓他們慢慢適應當地生活及工作的節奏，得到足夠的休息迎接每一天。

支持泉源之家／福州福利院事工

○ 了解 貴會事工，請 口 郵寄

一

邀約

本會歡迎以下事工推介／
分享會／祈禱會／崇拜證
道等邀請：

祈禱會

零

口我反對使用本人資料作收取任何資訊

義工：朱海平（法人代表）∣范燕玲（培訓師）∣邱進賢 林靄嫦 唐以行（老師）∣劉曉敏 蔡秀敏（對外聯絡）∣陳婉媚（行政及會計主任）

奉獻方法：□【支
票】抬頭「豐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現金存款】直接存入匯豐銀行戶口 015-770712-838
□【自動轉賬】請填寫及交回自動轉賬授權書（請到本會網站下載）
奉獻$100以上，憑收據可向稅務局申請豁免有關稅項
請傳真2779 2468或郵寄（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2610號）此回應表至本會

豐收慈善基金

版

權

所

有

請

勿

翻

印

執行委員會名單：譚司提反牧師（主席）∣梁婉君女士（副主席）∣唐嘉齡女士（司庫）∣馬錦華先生（文書）∣鄧達強牧師 江樹衡先生
顧問：吳水麗太平紳士、陳思堂醫生、林茱莉博士∣法律顧問：鄭國洪律師∣總幹事：賴淑芬女士∣義務校對：梁慧思小姐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街203-211號昌華新樓三樓∣通訊地址：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2610號∣電郵：info@harvestcharity.org.hk∣電話：3572-0045∣傳真：2779-2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