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康橋之家前院長被指性侵犯

一名智障院友，令社會大眾對殘疾人士院

舍的管理深切關注。這叫人不得不慨嘆公

營院舍床位短缺，殘疾人士需要輪候十多

年，才令缺乏監管的私營院舍大有市場，

院友受虐、性侵犯的案件更屢見不鮮。香

港屬於先進城市，護養院尚且良莠不齊，

更何妨內地？殘疾人士能否得到保障呢？

內地看殘障者低人一等，冠之以

「痴、呆、傻」的名號，認為他們終其一

生都要政府供養。無論官員還是市民，都

不知道怎樣長遠幫助殘疾人士，偶爾一些

市民來當義工，也不過是送物資、派食物，再和院友拍個照，

放在微信上展示愛心，便心滿意足、心安理得。從去年初，我

們為一間公營的福利院提供督導及培訓，該院舍也是收容無人

照顧的殘疾人士，環境設施算不錯，但人手比例低，而且員工缺

乏專業知識及訓練，所以服務質素難以提升。幸好領導層有心求

變，謀求院友福祉，於是我們的合作便開始了。

我們先向公眾傳遞「走進社區、關懷弱勢」的價值觀，鼓勵他

們策劃一些較長遠的義工服務，代替單次的派發物資，學習與院友有

生命的觸碰、交流和連結！香港的探訪隊來到福州，為女院友塗塗指

甲油時，溫柔地握著她們的雙手，感到這雙手已經很久沒有人願意牽

著⋯⋯現在十指塗得亮麗，掌心還有探訪隊義工的餘溫，院友很是

滿足。探訪隊還教院友焗蛋糕、甜品等，連院舍職員也想不到院

友能逐一完成！除了香港的探訪隊，我們也陸續開始招募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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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5日爾道自建的靈修經

文是列王紀下四1-7，內容是說以利沙

以油瓶幫助寡婦的故事，以利沙要求寡

婦向鄰舍借空器皿，並且用鄰舍的空器

皿盛載倒出來的油。當所有的空瓶都用

光了，油就止住了。因此，有多少鄰舍

願意借空器皿，寡婦就能得到幾多油。

鄰舍的幫忙成就了整個神蹟。就是這

樣，神蹟發生了。上帝將寡婦僅有

的倍增，並使眾鄰舍獻上的「空瓶

子」成為滿載而歸的「滿瓶子」。

因此，寡婦經歷了神蹟，也經歷

了眾人的愛心。這是美好的結局。

（節錄自《爾道自建》）我們的探

訪隊也經歷了一次借出器皿的旅程。

這個暑期十分充實，我夫婦倆先是

到瑞士欣賞湖光山色，期間還擔心颱風

關係，趕不上福州此行，但因着上帝的

奇妙安排，祂不誤事，颱風早到早走，

我們平安踏上這不可思議的旅程。尤其

是知道其他組員的經歷後，更覺我主的

偉大，我組有要照顧的孫子發燒的、有

家裏受颱風破壞的、有經歷艱難日子

的⋯⋯因着上帝的大能，都能報到集

合，衹要想把自己當作借出的器皿，都

可達成心願。

真的，衹要多一個人，多

一雙手，便有多兩個孩子可以外

出逛超市。逛超市？有什麽大不

了？原來平日經常做的事情，對

福州福利院的孩子來說，是那麽

遙不可及的事情！他們臉上的表

情不騙人，坐在旅遊車上，圓瞪

的雙眼、張開的嘴巴，身邊的孩

子不斷拍我的手臂：「你看！你

看！」看的是車子、建築物、天

橋，甚至是行車道中間的植物。

一直到下車，「你看」的話音才

停下來。每天衹能待在福利院的

四壁之內，已經對這弱勢社群的

最好保護，外面的世界對他們來

說，是不能想象的。別以為見到

超市五光十色的貨品，會令他們

很想擁有，相反，我負責的孩子

衹是牽著我的手，細心觀看，專

心聆聽我的講解，請她挑一件自

己想要的東西，也衹是拿了一包

餅乾、一瓶飲料。她滿足的是我

的陪伴，不是我提供的物質。

第二天的競技活動，令我

驚訝的是原來福利院的孩子不在

乎勝負，對比香港的孩子，他們

更懂得享受過程，衹要成功完成

任務，他們臉上便綻放出盛開花

朵般的燦爛笑容。分數高低並不

重要，因為他們大多不懂得基本

的數數，數字大小的關係也不知

道，但正因如此，他們比較重視

彼此幫忙，共度難關，一起完成

任務，那也是天父給福州孩子的

特別禮物吧！

第三天惜別了，來的是一群

能力更弱的孩子，原來設計的遊

戲，很多都用不上了。但是義工

一對一的和他們牽手對唱、玩鏡

子遊戲⋯⋯身體接觸，手牽手的

活動，實在表達了無窮的愛。他

們咿咿呀呀地跟著我們唱歌，我

邊唱邊想起瑞士美麗的高山，我

知道主耶穌早為他們預

備了美好的家鄉，他們

在世上的路程，我們

我們都是祂所愛的—
一次借出器皿的旅程 何月娥

屯門探訪隊

有幸可以觸摸一下他們，牽牽他

們的手，為他們做做一丁點兒的

事情，是天父給我們的福氣。

離開的時候，二十多個院友

列隊下樓梯的一幕，令我看得眼

睛也模糊了⋯⋯衹有一個職員的

帶領，有好幾位是行動不便的，

怎樣下樓梯？到了樓梯邊，他們

迅速變陣，又扶又抬，互相幫

忙，就乾淨俐落下樓了！在有限

制的環境中，活出無限可能，那

是令人敬佩的。

此行最豐盛的，還是有幸

聽到幾位香港來的義工分享，她

們有提早退休的特殊學校的副校

長、小學老師、大學畢業後奉獻

半年時間來服侍的年輕人和來探

望他的母親，她們的見證仿如滿

天雲彩，述說主愛。他們說，天

父很愛福利院的孩子⋯⋯我很驚

訝，他們身處的環境是何等困

難，有智能低的、有腦痙攣的、

後記
如果你有服務殘疾人士的專業知識及經驗，歡迎你加入我們的專業義工團隊，有興趣者請填寫p.5底部回應表。

有失去雙臂的、還有自閉的⋯⋯

按照世人的想法，從何得見天父

愛他們？雲彩般的見證人說，是

天父招聚不同的人，帶到他們身

邊，服侍他們的需要，用上帝的

愛來愛他們，在世人眼中沒有用

的孩子，天父仍顧念他們！聽着

奉獻到福州為院友張羅學習、復

康等配套的義工所做的，不禁感

謝天父愛的奇妙！

探訪的地方旁邊，有一座

屬於福利院的新蓋的大樓，落成

投入服務後，院友的數目會由

一百七十多遞增至四百多，需要

用來盛油的器皿也要更多！愈多

弟兄姐妹回應，借出自己當作器

皿，神賜下的油也會更多⋯⋯

最後，我以一篇禱文作結：

親愛的主，生命宛如一張掛毯，

有時我們衹看見背後織綫的紊亂

和死結。求你開啓我們的雙眼，

讓我們能看見你編織的美麗圖

案！

從小混混到小乖乖

筆者有機會探訪小超和他的父母。

我邀請小超選出兩幅圖畫，代表他入住泉

源之家前後的變化，他選了一張「茫茫大

海」來描繪以前的他─到處跑，到處流

浪，到處幹壞事，像在大海漂泊，沒有自己的居所和

目標。之後，他選了「綠苗漸長」，因為入住泉源

之家後，自己像小草苗漸漸成長，懂得分辨好壞，

明白父母總是為兒女好⋯⋯

小超是留守兒，自幼跟爺

爺奶奶在四川老家成長，直至六

歲，父母才接他到廈門團聚，他

便由留守兒童變成流動兒童。父

母在廈門市為口奔馳，與小超沒

太多溝通。小超覺得父母偏愛哥

哥，因他們一直將哥哥帶在身邊，

又常拿他與哥哥比較。小超遷入城市，

跟不上學習進度，經常被媽媽虐打，親

子關係非常惡劣。

十二歲，小超踏入青少年的反叛

期，便開始學壞。他形容自己過著小混混的

生活：聚眾打架、結黨欺凌、收保護費、壞事做盡、經常離家，

最長離家超過兩個月。每次家人也大費周章，出動公安才能抓他回

家。但媽媽只懂得用更重的虐打、責罵和禁錮來「管教」小超，所以

不出幾天，小超又往外逃跑了。曾經有一段時間，父母已失去照顧他

的信心，小超也不斷躲避家人，因他最痛恨被母親虐打。漸漸地，他

也不再相信自己能改好。

當時，家人無計可施，就經救助站轉介他入住泉源之家。小超

是一個活潑，愛裝強，心靈卻很軟弱的孩子，他剛來家舍的時候，心

裏滿是不安和其他負面情緒，便經常用拳頭和衝突來宣洩。老師制

止他，他便會哭泣、後悔，事後更多謝老師讓他沒有傷害他人。因

為他渴求改變，所以在短短兩個月內，已適應了有規律的生活，重啟

學業。穩定下來後，他反思過去擔驚受怕的日子：不敢停留在一個

地方，因怕仇家尋仇⋯⋯與兄弟沒有交心，動不動就打架，翻臉決

裂⋯⋯

到了泉源之家，他才發現幸福原來是這麼簡單，每天打打球、

跟兄弟熱熱鬧，彼此捉弄，如果打架就學習道歉，日子過得很開心。

忠言總是逆耳，但當他把老師說的道理嚥下，便開始懂得抉擇，不再

走回頭路，反而為未來籌謀，學一技之長。在老師的輔導下，他原諒

父母，也開始明白和感受到父母對他的愛。最後，他決定回家團聚，

父母亦在老師們的輔導下學習改變以往管教模式。一年多的相處中，

母子關係突破不少─母親再沒有打過他，他也沒有逃走過，還懂得

主動關心和幫忙。小超回家後唸汽車維修，戒掉了壞習慣，跟爸媽關

係修補了，母親說她復得一個夢寐以求的乖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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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邀請小超選出兩幅圖畫，代表他入住泉

源之家前後的變化，他選了一張「茫茫大

海」來描繪以前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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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生，盼能授

以扶助弱勢的心法

和技巧，訓練有心有

力的本地志願者！

今年10月，我有幸跟

一位長駐福州的義工，帶領

幾位因腦癱而雙腿萎縮的院友，

做一些拉筋伸展運動。目睹義工觸

摸院友已發黑，甚至發臭的雙腳，心裡真感佩服。有位院

友的肢體已經屈曲多年，拉筋運動大概不能緩和甚麼，但

這短短一小時已是他最大的滿足！因為他長年沒有活動、

困在四面牆中，能夠離開自己的房間，到外面走走，看看

風景，與他人作伴⋯⋯其實他們只是渴望一個被關心的機

會，我們願意走到他們中間嗎？

我在7月有機會到新疆參觀一間福利院，發現院內設施

及活動都相當先進，甚至媲美香港具規模的復康機構。他

們也是實踐小家舍的照顧模式，讓孩子在「家」中成長，

感受關愛。孩子長大後，需要面對就業問題，院舍附設一

所烘焙店和盲人按摩店，提供職業培訓及工作機會，聘請

院友擔任糕餅師和按摩師。這小小的麵包店成為福利院接

觸區內坊眾之處，能夠向大眾傳遞「殘疾人士也能工作」

的訊息，改變市民對殘障者的歧視態度。

明年初，與我們合作的福利院將有一所新大樓落成，

我們會進一步在那裏開設小家舍；長遠而言，開辦社會企

業是我們下一個目標。雖然內地有很多福利院，我們只為

其中一間提供培訓，工作好像微不足道，但希望這能成為

院舍服務的楷模，日後作為其他福利院的借鏡！能夠讓內

地殘疾人士有更好的生活，有工作，有將來，相信這不是

一個實現不了的夢，你願意與我們同行嗎？

願意借空器皿，寡婦就能得到幾多油。

鄰舍的幫忙成就了整個神蹟。就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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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倍增，並使眾鄰舍獻上的「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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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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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我反對使用本人資料作收取任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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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侍團隊

豐收慈善基金 版 權 所 有 　 請 勿 翻 印

事 工 報 告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至 十 一 月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　二零一六年七月至九月

註：人民幣兌港幣匯率 ¥0.86/HK$1

收入 HK$

奉獻收入 376,369

其他收入 133,892

總收入 510,261

盈餘／(虧蝕) (385,393)

支出 HK$

泉源之家支出 772,336 
內地培訓支出 53,543
香港行政支出 69,775

總支出 895,654 

泉源之家和平家孩子
親手製作的帽子

和院友一起製作的合作畫，
展示一個幸福社區的福利院

戴上自己設計的帽子，特別有滿足感教院友彈結他

福利院孩子的手工也不錯！

長沙灣隊帶領
院友團體遊戲

日期：2月3日、3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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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月3日、3月24日（五）

祈禱會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至 十 一 月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　二零一六年七月至九月

事工推介及活動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9月／10月 筲箕灣隊泉源之家探訪 4人

10月5-9日 長沙灣隊福州福利院探訪 7人

11月5日 五旬節聖潔會靈恩堂證道 20人

11月29-12月3日 深水埗隊福州福利院探訪 6人

共4次 37人

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參 與

❤ 為了將收容困境兒童、經營家舍的經驗傳遞開去，

泉源之家同工正在籌劃出版一本家舍錦囊，現在是

整理及編輯階段，求主給智慧各參與的人！

❤ 本會於4月開始已累積達80萬赤字，是歷來新高，

求主讓我們度過這財政困難，也讓紅封包籌款計劃

有更多教會能夠推行！

❤ 泉源之家首次收容年紀很小的孩子，只有三歲半，

要安排專人照顧他，求主讓他盡快適應下來，安排

他上幼稚園。

❤ 感恩在福利院開展的教室訓練中，有些孩子已有明

顯進步，但有一些也情況反覆，求主啟示訓練員有

關他們行為問題背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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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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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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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9月8日 豐收慈善基金祈禱會 15人

9月18日 生命頌浸信會祈禱會 10人

共2次 25人

歡迎邀約
本會歡迎以下事工推介／
分享會／祈禱會／崇拜證
道等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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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