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賴淑芬
總幹事守望中國困境兒童

今年1月4日，在湖南省耒陽市發現了一對祖母

和孫女的屍體。祖母倒斃在陽臺地上，近兩歲的孫

女則頭朝下趴在衛生間門口的牆邊，手、腳和面紅

腫，腳底已經發紫。法醫初步鑒定，祖母已經死亡

5-10天，身上無明顯外傷，死因疑為自身突發疾

病，而孫女則推斷暴斃2-3天，疑為饑餓凍死。1 又

一個留守兒童家庭的悲劇！

中國困境兒童問題頻頻出現，福建省政府近

年也非常關注。例如廈門剛出臺的《關於進一步加

強留守流動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通知》（下稱「通

知」），內容是推動市內留守和流動兒童的保護工

作，包括組織社區家庭探訪隊，提供支援和指導；

並建設留守和流動兒童服務站；更幫助年長的監護

人增強監護能力。此外，《通知》還強調各級政府

今後購買的服務專案應當集中這類困境兒童。2

這些孩子的實際情況又如何？2016年1月9

日，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下稱「北京

協作者」）出了研究報告，總結了10年間困境流動

兒童的工作計劃和困境兒的狀況，發現困境兒童的

家庭有著四個明顯的家庭特徵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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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圖片)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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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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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困境兒童30天祈禱手冊」訂閱表格

教會/機構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訂閱數量：  聯絡電郵：

困境兒童祈禱手冊發佈會於1月8日晚上順利舉行，祈禱手冊由兩間機構合作出版：豐收慈善基

金和伍濤基金會，二者分別邀得大約40位和20位的弟兄姊妹出席，眾人來自20多間不同的教會。

當晚有弟兄姊妹立志成為困境兒童的代禱者，盼望聖靈感動更多人藉著禱告，把留守兒童、民工子

女、流浪兒童、在囚人士子女、殘障兒童、棄嬰等帶到主面前，祂必親自垂顧。

祈禱手冊簡介
由豐收慈善基金及伍濤基金會合作出版，為全中國超過6千萬名留守兒童、3千6百萬名流浪兒

童和流動兒童，以及近100萬名父母在囚的孩子和棄嬰等。全書80頁以彩色印刷，共30日的資料。

每一篇均有真實新聞故事、統計數據、經文、禱文，適合個人/小組/主日學使用。

除了是一本祈禱手冊，也是兒童/青少年的參考書，以認識中國困境兒童的情況，放眼世界！

歡迎個人/教會/機構訂閱祈禱手冊，填寫下面表格，電郵至： info@harvestcharity.org.hk或

傳真至2779 2468，本會將跟進。

禱告，其精義不在於瞬間解決困境兒童的所有問題，而是讓我們記念孩子的
存在與需要，學習尊重與愛惜這些生命，在神的恩典中等待生命的得勝。

每次讀到五餅二魚故事，都很受激勵。你有

試過力不從心，無能為力嗎？在日常生活中，當我

們面對龐大的需要，面對複雜的問題，無論你有多

感動，多想與困境中的人共渡時艱，也不禁想到：

改變從何而起？我們可以做什麼？但神卻透過門徒

的手，與人分享自己擘開的身體，使人得到飽足。

中國的流浪兒童，特困兒童的問題，同樣是

一個龐大的困境，很多人都說很難做點甚麼。神同

樣召聚一群同工義工，因著他們願意去回應的心，

神使用他們成為流浪兒的祝福。因此，當要分享自

己過去兩年，在豐收慈善基金的感受時，我立時想

起要藉此感謝一群默默付出的同工和義工。

各位開展事工的同工們：謝謝你們願意踏出

第一步！所謂萬事起頭難，由最初甚麼也沒有，

建立到今天被各界肯定，能收容不同孩子的兩

項事工，全歸功於當年你

們咬著異象不放，堅持到

底，成就今天的泉源之家

和福州計劃。多謝你們的

禱告、眼淚和心血。

各位從香港到國內服侍同工們：謝謝你們放

棄在香港安穩的生活，放下記掛的家人，跑到一

處文化不同的地方，長時間照顧一群孩子。知道

全天候看顧孩子並不容易，何況他們達數十個，

而且你們身兼家長、教師，又要處理行政事宜。

心力和體力，你們都付上很多。知道你們當中有

很多身體都不好，願主保守你們的健康。

各位國內的同工們：你們當中很多都很年

輕，知道你們的家人都盼望你們學有所成，創一

番事業、結婚生子⋯⋯謝謝你們選擇留在這小小

的村子裡服侍，為孩子付上你們的青春和學識。

各位義工：謝謝你們無條件的付出！你們

連生活費也自己支付，出錢出力地跑到泉州、福

州，默默做全職義工。在這個常計算利益，計較

收獲的年代，你們做了不尋常的事。你們雖是義

工，所做的與職員沒有兩樣！真的打從心底感謝

你們。

各位在香港支援的義工：多謝你們常常及時

的協助，令只有三人的香港團隊，仍在一切事上

充足有餘。你們是我們很大的支持！

最後，感謝神讓我過去兩年，透過豐收慈善

基金參與神的計劃中，跟各人一起去回應國內一

班流浪兒童的需要。願大家一起，繼續為著一個

夢想而努力：在中國，每一個孩子都有家！

首先，這些家庭較多是功能缺失，因為父母

婚變或被遺棄等原因，34.1%的困境流動兒童家

庭不完整，這對其情感、生活照顧、教育等方面

都會產生重大影響。第二，照顧人／監護人文化

程度低，84.3%的照顧人或監護人的文化程度處

於文盲和半文盲狀態，因此，這些困境流動兒童

在家裡面能夠得到的課業輔導機會或者輔導品質

都難以保障。第三，抵禦風險的能力弱，67.9%

的家庭近年來家裡都發生過重大事件，其中患病

的佔66.0%，父母離異的佔24.5%，家中有人發

生過意外事故的為9.4%，雙親或一方離世或出走

的為5.7%，其他為1.9%。第四，留守兒童居住

的環境相對封閉，缺乏社會交往機會與管道，而

流動兒童所生活的社區大多在城市的周邊郊區，

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較低，社會交往能力較弱。

總的來說，困境流動兒童的問題、與其家庭狀況

是息息相關的。

怎樣幫助這些孩子和家庭？「北京協作者」

提供的服務方式包括：通過社區、學校、走訪等多

種途徑發掘有需要的兒童；探訪困境兒童家庭，建

立專業的服務關係，評估困境流動兒童的需求；輔

導困境流動兒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區層面的支援服

務，建設社區支援網路；開展各類社會服務，建構

社會層面的支援網路。3 北京在全國服務發展上總

走在前面，隨著國家在首都增撥資源予困境兒童，

其他省份也爭相仿效，發展相關服務。

我們的回應？面對中國過億困境兒童的龐

大需要，豐收慈善基金在泉州和福州的服侍簡直

是杯水車薪！惟讓中國本地的政府、教會、社工

和社區起動才是良策，才是流動的愛。我們除了

為中國政府推出德政而感恩，為愈來愈多人投

身服侍而開心，更要以我們最有力的行動──禱

告──來守護有關政策的落實和持份者的各類支

援。若你也想為此守望，歡迎索取《關懷困境兒

童30天祈禱手冊》。

1 陳軼男，《中國青年報》，2016年1月13日，檢索於2016年1
月22日。

2 「輿情：一周兒童福利動態」，《公益時報》2016年1月13日，
檢索於2016年1月22日。

3 王會賢，〈困境流動兒童問題主因是家庭〉，《公益時報》，
2016年11月1日，檢索於2016年1月22日。

今年印製了兩款共7萬個紅封包，得到各方
支持，火速派發完畢！

每個紅封包內附孩子的生命故事，盼望能讓
你對我們的孩子有更多認識！

請立即行動，寄回紅封包，幫助泉源之家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和將來！

(網絡圖片)

困境兒童祈禱手冊發佈會於1月8日晚上順利舉行，祈禱手冊由兩間機構合作出版：豐收慈善基

(2015年11月底離任)(2015年11月底離任)(2015年11月底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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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源之家長大的小勝於2月底前往雲南進修兩年，祝福他的學習之旅，開闊他的眼界和知識，預備將來

走更遠的路。

❤ 小勝離開，同工要分擔喜樂家教學和照顧孩子的工作，求主保守各同工的身、心、靈健康。

❤ 我們將於上半年進駐福州福利院，開辦小家舍，主力照顧及訓練12位女院友，盼望能成為一個好開

始，讓更多院友被訓練起來，提高他們的自我照顧能力，發揮他們所長。

服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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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李炳光醫生（文書）∣馬錦華先生 黎守信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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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賴淑芬女士∣督印：賴淑芬女士∣編輯：巫秀珍女士∣義務校對：梁慧思小姐

豐收慈善基金 版 權 所 有 　 請 勿 翻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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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朱海平（法人代表）∣范燕玲（培訓師）∣林靄嫦（老師）∣劉曉敏 蔡秀敏（對外聯絡）∣陳婉媚（行政及會計主任）∣黃麗娟（家長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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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丁榮（教育主任）∣魯秉威（培育主任）∣肖祥許　黃海強　陳梅花　周雨蓉　馮思傑（家長）∣
　　　　　　　 劉宏業　葉淋楓　邱進賢　陳靈燕（老師）∣郭秀紋（副培訓主任）∣黃健強（主任）∣黃美玉（廚師）∣賴澤懷（司機）

事 工 報 告
二 0 一 五 年十二月至二 0 一 六 年二月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　二零一五年十月至十二月

註 : 人民幣兌港幣匯率 ¥0.84/HK$1
*其他收入包括內地政府專款專項資助人民幣 241,410 (相當於HK$287,393)

收入 HK$

奉獻收入 728,458
籌款收入 -
其他收入* 302,218

總收入 1,030,676

盈餘／(虧蝕) (94,684)

支出 HK$

泉源之家支出 812,510 
內地培訓支出 9,062
香港行政支出 114,420

總支出 935,992

邀請你與我們同行，給浪童一個家！
歡迎瀏覽我們網頁www.harvestcharity.org.hk

我願意 ○ 奉獻 $　　　　　　　　　　　　　　　支持中國困境兒童事工／福州福利院事工

 ○ 了解 貴會事工，請 口 郵寄　　口 電郵「泉訊」給我

 ○ 為事工祈禱或參與祈禱會，請 口 電郵 相關資料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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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攝錄

 口 泉源大使（協助推廣事工） 口 其他/我的專長是：　　　　　　　　　　　

姓名：（中）　　　　　　　　　　　（英）　　　　　　　　　　　　　　所屬教會：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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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

日期 單位 人數

11月23日 豐收慈善基金祈禱會 18人

12月13日 生命頌浸信會中國事工祈禱會 11人

1月25日 豐收慈善基金祈禱會 15人 

共3次 44人

事工推介及活動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12月10-14日 福州福利院探訪隊探訪 7

1月31日 基督教錫安傳道會天安堂證道 20

1月31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兒童區分享 500

共3次 5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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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中國流浪兒
♥中國人口販賣
♥中國危機兒童的呼聲
♥禱告與孩子的拯救

日期：3月18日（五）及5月23日（一）

時間： 晚上7:30-9:30

地點： 本會辦事處

內容： 最新中國困境兒童事工匯報、相關新聞動向

祈禱會

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參 與

一起做做伸展遊戲

女院友們感情不錯，看他們
彼此分享食物就知道

他們最喜歡唱歌，學習非洲鼓伴奏吧！

吹波波讓氣氛
更好吧！

穿上聖誕帽，齊齊參與聖誕聯歡會

香港的義工探訪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