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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收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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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獲福建省公安廳依「境外非政府組織
境內活動管理法」頒發登記證書，業務範圍擴展至整個福建省，為本地的非營利機構提供督導、培訓、項
目資助（孩子助學）及研究出版。

「愛鄰舍社會工作服務

中心」（下稱「愛鄰舍」）是

「豐收慈善基金」在泉州支持

的社區服務機構，「豐收」

為他們提供督導培訓及項目資

助。辦事處座落在一個小村莊

之中。四年前一群有心人初步

了解這社區的需要，便在此開

展了兒童服務。四年過去，

「豐收」在去年12月初協助「愛鄰舍」進行兒童服

務評估，盼望從中了解過去服務達到的成效。評估方

法包括定質訪談和定量問卷。當中，孩子以繪畫來表

達接受服務後的感想。

「愛鄰舍」的活動分為三大類別 :

教育類 : 圖書室，四點半課室，性教育，暑期補課。

親子類 : 家庭探訪，親子活動，教育講座。

活動類	:	生日會，節日活動，興趣活動，春秋遊，	

	 童子軍訓練營，社區晚會。

我們首先訪問家長和孩子，了解各服務的成

效，發現他們對「愛鄰舍」的服務，都甚表讚賞和認

同，特別是欣賞同工無私地為孩子設計不同的活動，

眾人均期盼中心的服務可以一直延續下去。孩子就服

務所感繪畫的圖畫色彩斑爛，象徵著「愛鄰舍」的

工作多元化，孩子都很喜歡「愛鄰舍」，並感受到

同工對他們的愛和關注。

「愛鄰舍」以家庭為服務對象，緣起自社區

中留守在家的兒童，他們的父母外出打工而缺乏教

養。為彌補社區服務之不足，「愛鄰舍」首先聯

繫附近的大學生當義工，開展了四點半的補習課，

為孩子提供一個安全舒適、有義工協助的環境做

功課。孩子不單更快、更有效率地完成功課，而且

他們繼續留在圖書館閱讀，閱讀興趣提升了，吸收

的知識也豐富了。「愛鄰舍」在社區中建立這圖書

室，由整理書籍到借還圖書都由孩子自行管理，並

設立管理規則，不單讓孩子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

並在參與管理圖書館中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孩子

孵化箱 黎文慧
項目主任



曾蕾
「愛鄰舍」同工

孩子們在功課輔導班中，除了學習上的

進步，有的也因「小旋風獎勵計劃」而改變。

吳嘉森同學最初參加功課輔導班時，是一個非

常靦腆、害羞的小男孩。如果遇到不會做的題

目，他不敢主動地詢問老師，有幾次更因而偷

偷地哭了。更甚者，他往往不能及時完成當天

作業，在輔導結束後，仍需要在家繼續筆耕。

因為這些原因，嘉森對功課輔導班感到恐懼和

抵觸，曾跟媽媽說不想參加。經過

一段的時間，我們看見嘉森的變

化，媽媽表示他現在一回家就主

動地做作業，甚至希望能早點來

「愛鄰舍」做作

業。遇到不會

做的題目，

他也能夠

大方、主

功課輔導班結業禮表演

被賦予權力，自信心自然提升。家長看見孩子的

改變，也讚不絕口。故此，由這個訪談結果可知

道，孩子及父母對「圖書室」和「四點半課室」

的評價是最高的。

至於生日會、旅行這類康樂活動，也深受

孩子喜愛，當中老師透過獎勵或鼓勵，讓孩子學

習與人分享、互相接納和幫助。孩子在幾年的活

動中形成了一種互相依靠及支持的朋輩關係。而

且孩子在訪談中都提及同工與他們聊天都是很用

心，很注意他們的需要，有孩子說：曾經在大雨

中被淋濕，「愛鄰舍」的同工給她毛布擦乾，雖

然這看似微不足道，但孩子卻記在心上，心裡溫

暖，可見「愛鄰舍」在社區中與孩子建立了互相

信任的關係。

值得一提是，「愛鄰舍」同工的良好品德與

奉獻精神，是家長欣賞的，家長因而常常鼓勵孩

子參與活動。家長分享他們的孩子在活動中學習

向家人表達愛，於回家時，真的主動問候和擁抱

家長，故此，同工的個人生命行為都對孩子的生

命有著正面的影響。

透過這次的訪談，讓我真實看見生命影響生

命，雖然在社區的工作，經常都會遇到困難和挑

戰，但因著單純的愛，社區和「愛鄰舍」建立了

相互信賴的關係，並建立了流通的管子，使祝福

在社區中流動。盼望這點微小的燭光繼續燃點下

去，照亮不同的社區。

四點半課室圖書室

父親節活動

嘉森在愛鄰舍做功課

生日會

動地尋求老師的幫助。他做完作業之後，亦主動

地找老師為其評分，並在近期獲得多次獎勵計劃

的名次和獎勵。還記得嘉森第一次在獎勵計劃中

獲得名次的時候，他急急地找老師說自己在這週

得了第二名，可不可以現在兌換獎品？雖然老師

回覆他說，得等到下周一老師統計分數後，才可

以兌換，但老師心裏仍感受到他那激動、滿足的

心情。最後，嘉森也在本學期結業頒獎典禮上，

獲得優秀學員獎。



「愛鄰舍」的故事開始

於2014年9月，幾位仰恩大學

（距泉州市區35公里的小村子

旁）的學生注意到在學生街（村

子的一部分）總是有一些小孩在

路上跑來跑去，無視周圍的車

輛；在店裡吃飯時，總看到店家

的孩子在嘈雜中在小桌上寫作

業；常常聽到村中的老人或者店

家在罵孩子：很笨、很傻、沒出

息……事實真的如此嗎？不是

的！他們只是缺乏有助學習的環

境。若是有一個地方，讓他們安

靜專心地寫作業、看書；有人輔

導他們，教他們學習的方法，培

養學習的習慣，操練品格；有人

可以去陪伴他們成長，告訴他們

「你是重要的」，而不是繼續在

街上放養；並且有人可以幫助年

邁、無奈的爺爺奶奶分擔照顧孫

子孫女的壓力，有人可以跟在外

務工的父母或者在家的媽媽分享

如何管教孩子—那是何等美

的畫面啊！這就是「愛鄰舍」在

做的事。我們相信每個孩子都有

被激發的潛能，我們平等看待每

一個孩子，我們邀請孩子們參與

跟他們相關的活動和決策。

2017年末，三歲半的「愛

鄰舍」與重新「殺回」福建的

老朋友—「豐收慈善基金」

重逢。此時的「愛鄰舍」正在經

歷一些瓶頸：兒童專案中兒童領

袖培養進展難有突破、職員薪金

籌款管道少、籌款壓力大、員

工少、培訓資源稀少。2018年

初，「愛鄰舍」開始了與「豐

收」的合作：兒童專案督導、定

期員工培訓、兒童專案成效評

估，除此以外「豐收」也支持了

兩位員工一年的部份工資津貼。

兒童領袖培養的項目主要

在圖書室的「小小管理員」項目

中進行，當我們更多賦權，邀請

小孩參與職務時，我們發現他們

成長得很快，他們有「主人翁」

意識，為圖書室出謀獻計，一同

發現問題並一同商議決策，在值

班上更加主動積極，並且互相提

醒，「愛鄰舍」的同工們就只需

要像守望者一樣，陪伴他們。不

僅如此，他們在其他項目中也更

加投入，成為我們很好的助手，

無論是活動的籌備、現場佈置還

是帶領其他兒童小組。

2018年末，在「豐收」的

指導與幫助下，我們對過往四年

半的服務進行了一次成效評估，

當幾組孩子與家長接受訪問時，

他們所述說的真是給我們極大的

鼓勵。在這幾年的時間中，家長

們普遍表達出對於「愛鄰舍」每

晚提供的輔導及場地的感謝，不

僅解決了沒有地方寫作業的困

難，也幫助孩子們建立學習的習

慣與促進學習的品格。日常的活

動使孩子們聚在一起，他們雖然

年齡、年級不同，且平時很少往

來，但是因為「愛鄰舍」，孩子

們找到夥伴了，家長們更加開

心。30年前大學建校徵地不僅

改變了這裡的環境，也讓這裡的

人們在安置樓房內不再聯結，但

「愛鄰舍」使他們多了走出家門

的機會，創造了與人認識、聯結

的場合，有了一起面對孩子問題

的同伴。而我們彷彿也成為他們

的一員，他們也關心我們的生

活，在村子裡時，我們都感到被

照顧、被接納。

黃玲
「愛鄰舍」總幹事

元旦匯演

愛，未完待續……



「愛鄰舍」同工
對服務評估的分享

黃玲
「愛鄰舍」總幹事

我在「愛鄰舍」已有四年的時間，

從實習期間一點點的參與，到畢業後全

職投入。我本來從事金融，投身於完全

不一樣的社工行業，既沒有專業的社工

理念和知識，也缺乏針對性的相關培

訓，在工作中時常會覺得缺乏和迷失。

因此，就過去四年兒童項目所作的成效

評估，對我們來說是極寶貴、極重要

的。家長和孩子們的愛與信任，如及時

的甘雨，給我們莫大的安慰和鼓勵；評

估後的報告與建議，如尖銳的馬刺，提

醒我們回到最初的異象。

雖有成效，但願我們不驕不躁，看

到自身的不足、不夠，不斷地學習與裝

備。盼望我們帶著異象重新出發，以生

命影響生命，使我們一同在愛和責任中

成長。

這次的兒童項目成效評估對我們而言

有很大的幫助，我個人覺得從形式方法及內

容上有很多收穫。這是對我們服務第一次

認真而正式的調查研究，「豐收」的督導帶

領我們選題，確定研究方法，由執行，到分

析和評估；由初稿，到終稿細細整理，我們

由此學習到如何做調查研究。在內容上，此

次評估幫助我們回顧和審視過去四年半的工

作，從中檢驗工作方法，總結工作成效和經

驗，並且對接下來的工作有更多思考，有更

具體的方向。而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孩子

們、家長們的回應，而非項目的數量或成

功，是最令我感動和受鼓勵的。因為透過他

們的口，我們更切實看到了他們的改變，包

括觀念上和行為上的。

作為一名進入社工行業一年的新人，過

往沒有社工背景和相關訓練，在社工站工作

一年之際可以經歷這樣的評估實屬難得。

更難得的是閱讀評估之後的報告，讓我

看到社工行業專業及學術的一面。

我以前認為要做社工的工作，只要有意

願，有熱情就足夠了，雖然這確實很重要。

但是，評估後讓我看見自己在專業知識、技

能、理念上的缺乏和錯誤。感受到這門學科

散發著濃重的理性和愛。

因著愛，社工理性的思考，理性的建造，理性

的愛著。因著理性，愛讓一切思考和建造變得無比美

麗感人。

評估報告不僅用科學的方法幫我們機構總結了

這幾年兒童項目的成效，也給了我們很多鼓勵，並且

提醒我要不斷的學習，獨立的思考。

只有自己才能真實、深刻地面對自己的生命。

黃玲

因著一顆喜愛孩子的心，走上社工行

業，從一群可愛、單純的孩子身上收

穫很多，有快樂、滿足、退卻、不

足……為了孩子依然堅持著。
曾蕾

社工畢業的她帶著滿滿的愛和

熱情，留守大學所在社區，繼

續服侍有需要的群體。

陳志 斌

懷著服侍青少年和家庭的夢想，帶同家

人離開北京安穩的生活，回歸簡樸偏遠農

村，與社區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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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鄰舍同工分享調查的報告

探訪前泉源之家的孩子

即將協助開展特殊教育
的廣美學校

經過訓練，孩子手部越來越靈活！

與福利院院
友做做運動

善恩園孩子每早上早操

探訪前泉源之家的孩子

邀請你與我們同行
歡迎瀏覽我們網頁www.harvestcharity.org.hk及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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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工 報 告
二 0 一 九 年 一 至 三 月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
二零一九年一月至三月

收入	 HK$

奉獻收入	 623,102

籌款活動	 241,459

其他收入	 1,746

總收入	 866,307

支出	 HK$

內地培訓支出	 173,938

項目支出	 68,230

香港行政支出	 143,144

總支出	 385,312

盈餘／(虧蝕)	 480,995

服侍團隊

豐收慈善基金 版 權 所 有 　 請 勿 翻 印

義工：范燕玲（培訓師）、林靄嫦（項目主任）、劉曉閩（孩子關顧）

同工：賴淑芬（兼職總幹事）、黎文慧（項目主任）、巫秀珍（兼職行政主任）、周雨蓉（內地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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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達強牧師、江樹衡先生、 

　　　　　　　　劉俊彥醫生、梁紹輝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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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思女士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街203-211號昌華新樓2字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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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恩「紅封包計劃」共籌得$301,535.85，感激各捐獻者的支持，讓孩子得到更多學習的機會。

❤	現正籌備協助羅源縣開辦一所特殊學校，預備工作繁多，求主賜下智慧開展事工，為社區提供合適

的特殊教育服務。

❤	感恩「善恩園」來了三位新同工，解決長期人手不足的問題，讓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顧和培訓。

日期：6月6日（四）及	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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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2019年

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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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推介及活動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1月27日 恩福堂兒童牧區分享 200

2月25-29日 愛鄰舍同工督導及培訓 4

3月4	日 上水鳳溪創新小學分享 18

3月17日 西九浸信會證道 80

3月5-18日
福利院、廣美學校、善

恩園培訓
10

3月27-4月2日
愛鄰舍培訓及霞浦探訪

助學孩子
11

共6次 32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