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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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聖經看
困境兒童的

懷

全人關

賴淑芬
總幹事

中國有這麼多的困境兒童，他們的處境為何？
需要是甚麼？怎樣的服侍模式才能滿足他們各方面
的需要，使他們的生命得以重建和轉化？天父在聖
經中有否提供理想的模式？

關於困境兒童
中國民政部於2014年將救助保護對象延伸至
困境未成年人（兒童），包括因監護人服刑、吸
毒、重病重殘等原因無人撫養的未成年人；遭受家
庭暴力、虐待、遺棄等侵害的未成年人；缺乏有效
關愛的留守流動未成年人；因家庭貧困難以順利成
長的未成年人，以及自身遭遇重病重殘等特殊困難

的未成年人。 1 簡單歸納為四類：流浪兒童、流動兒
童、留守兒童和父母在囚兒童。泉源之家均收容過
這四類孩子，但大部份在入住前都曾經流浪或面臨
無家可歸。他們的身體、人際關係、心靈和教育方
面均遭受不同程度的虧損，引致不少的後遺症─
性格障礙、犯罪行為、各類傷殘、暴力傾向、精神
困擾、學習困難、價值扭曲等。

1. 〈未成年人社會保護第二批試點啟動救助保護對象延伸至困境未成年人〉，中央民政局，2014-08-20，湖南紅星網，檢索於2015年7月28日，
http://www.hnredstar.gov.cn/zxxx/t20140820_480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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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孩子—
買賣婚姻下的

困境兒童
王文賢
豐收慈善基金義務傳道

聖經中的全人關懷
這些孩子因為經歷被親人傷害，加上缺乏
監護和照顧，要重建其生命，需要身體、心靈、
人際、靈性和教育∕工作上的支援。然而，在基
督教裡，對靈魂和社會的關懷似乎一直分割，信
徒在二元對立上爭議不休。幸好現今信徒越加認
同生命本來就是全人的層面，所謂「生命影響生
命」、「全人見證」、「全人佈道」等全人觀念
已被普及使用 2 。 在洛桑運動來說，整全的使命
和事奉，就是「上帝全民將全備的福音帶到全世
界」（Stott, 頁125） 3。 因此，上帝關注的是整
體和全人（wholeness）的概念。
從聖經對全人服侍的論述，可窺見上帝對
祂子民的心意。聖經既指向裡面的全人（信徒
生命），亦談及對外邊全人的服侍（社區及世
界）。全人服侍視人的各種需要為一個整體的觀
念，即使身體需用也是上帝福音重要的一環。從
四福音中可見，耶穌的醫治工作也涵蓋全人。耶
穌在路加福音4:18節宣告：「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膏我去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
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
由，又宣告主悅納人的禧年。」宣告、醫治和釋
放是主耶穌的全人福音和主要職事。
上帝創造我們時包含靈性、生理、心靈、情
感和人際的層次。祂更供應我們全人各方面的需
要。滿足我們甚麼需要？我們是按神的形象和性
情而被造，主用祂的愛和憐憫來滿足我們人的需

要。（約壹4:16）上帝滿有恩典，他的供應也為
滿足我們各方面的需要（使 14:17; 雅 1:5），
無論是物質、非物質、身體、靈魂等，我們也應
當同樣以全人模式來服侍其他人。全人服侍正正
彰顯上帝的性情，以此滿足受眾全人的需要。聖
經也不乏全人服侍的教導。
蔡元雲醫生闡述邁向全人健康之路分成五
個層次。第一是生理（Physical），即身體的健
康；第二是心理（Psychological），即情緒的寧
謐；第三是關係（Relational），即人際關係的
和諧；第四是屬靈（Spiritual），即與上帝的和
好；而第五是功能（Functional），即功能上的
滿足，能承擔上帝的使命。一個人在世無法找到
自己的崗位角色，便會失意痛苦。一個人能「實
踐自我」，則是將他與生俱來的潛能及後天學習
的才能，循適當途徑發揮出來。而一個「實踐基
督」的信徒，更進一步將從神而來的恩賜善加利
用，忠心地承擔神交託給他的使命，在教會及社
會中作鹽作光。 4

泉源之家的全人服侍
泉源之家正是一個按著人的整全需要而發
展出來的服務模式。一個困境兒未能獲得整全發
展，便無法恢復神賦予他管理大地的角色，遑論
成為社會上有貢獻的一員，最終成為一個生命、
神國度和社會的損失。監護缺失的困境兒童，當
他們無法得到整全發展時，就會面臨這種發展危
機─ 將來無法融入甚或會危害社會。全人關懷
正補償了這個缺口，同時照顧到困境兒童的身
體、心理、社交、靈性和功能五方面的全人需
要，讓孩子的生命得著修補和重建，事主事人。

2. Carle & Lousi, 1997; Slider, 1999, and Kwong, 2006.
3. For the Lord we Love: Your study guide to the Lausanne Covenant by John Stott, 1978.
4. 羅杰才，院牧服務與全人醫治文集，宣道出版社，2005。12-15頁。

中國人一直看重傳宗接代，很多人引用孟子
所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指出沒有繼承
後代，被視為最大的不孝。婚姻的本意，已經被
嚴重扭曲至只為了傳宗接代，而漠視了對家庭的
愛和責任。
197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開始鼓勵每個家庭
只生一個孩子，到了1980年代，正式實施一孩政
策。政策實施20年，已經出現女嬰被殺，社會上
男多女少，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現今適婚年齡的
男子，要娶妻並不容易，惟有從其他地方「買老
婆」。筆者在四月中，到訪中國一條村落，了解
緬甸新娘引發出來的家庭和困境兒童問題。
這村子有不少緬甸新娘，一般用二至六萬元
買回來，但其中至少有四至五萬，會落入中介人
口袋中。在我們探訪的家庭中，娶緬甸新娘的男
子，通常都貧窮、年紀大、傷殘，甚或患有精神
病。可能你會問：這些人如何能負擔這筆錢來買
老婆？的確，他們是用了許多積蓄，甚至有些家
庭是向親友借貸。可想言之，傳宗接代，或者有
個家庭，對他們是很重要的。然而，這卻毁了很
多緬甸女子的幸福，並衍生下一代的照顧問題。
筆者遇到一個家庭，主人翁三十多歲，十
多年前因車禍導致口齒不清，行動不便。在三個
月前，他因為想生孩子，故買了一位緬甸老婆回
家。這位緬甸女子，看上去應該不過廿歲。當
天，她一見我們來訪，就跑出家門，不想與我們
接觸。坐在這個家中，我只感到冷冰冰，看著這
對「夫婦」，一陣傷感和心酸湧上心頭。
事實上，大部份的緬甸新娘，並不會視這裡
為家。她們生孩子後幾年，大多會跑掉。當地人
告訴我們，四個緬甸新娘中會有三個逃走。這形
成了一個可悲的社會現象，就是衍生一群自幼失
去母親的孩子。他們有的由年老奶奶照顧，有的
在幼兒園托管和寄宿。孩子因著得不到母愛，也

得不到合適的照顧，往往會出現不
同的情緒問題。我們探訪過一位
在幼兒園讀書的孩子，當時他正鬧
情緒，老師告訴我們，每逢他爸
爸與他分離，他情緒就不好，平日
也常發脾氣。加上這些新娘都是非法入
境，與丈夫無法登記結婚，使這些孩子
無法申請戶籍。除了生活困苦，讀書又
是另一個問題（幼兒園不需要戶籍証
明，但上小學需要）。
緬甸媽媽跑了，
只餘下兩姊妹與
由於這些孩子得來不易，這些
爸爸生活
爸爸都非常疼愛孩子。因此，當這
些爸爸無奈地要求我們幫助他們的孩
子，讓他們能夠去到其他家舍生活時，我們不太
贊同。無論對父親或孩子來說，這無疑是讓他們
再一次經歷骨肉分離，也令孩子再一次失去至
親。要知道，父母對孩子的成長，是非常重要
的，除非父或母對孩子造成嚴重的傷害，否則
是不應該讓他們與家庭分離。我們認為更理想的
幫助，是要增加社區支援，協助這些家庭照顧孩
子。
筆者和隊工希望，能夠與當地團體合作，
在社區中設立日間活動中心和暫託院舍，讓孩子
能在父親工作或有需要時中得到合適的照顧。並
且按個別情況，支援他們一些特別和緊急經費，
如補助孩子的學費，家庭教育和進行親子鑑定等
（註：國內第二胎要登記戶籍，必須繳付1600人
民幣，在醫院進行親子鑑定，才能登記戶籍），
讓孩子更健康地留在社區中成長。對於整個社區
來說，協助當地人照顧這類特困的家庭和孩子，
讓整個社區的氣氛，變得更加關愛，真正做到社
區轉化。
我們懷著這個願望和想法，仍有待上帝的印
證─祂的開路和時間。

樂樂 的故事

黃亞姨口述
梁慧思筆錄

一天，我收到晉江救助站的電話，說有一
孩子，報稱十四歲，看「泉源之家」收容不。
他說少年好像不太誠實，會撒謊，而從社工傳
送的照片看來，這「少年」模樣有三十多歲。
我跟同工一起看這相片，大家都不太覺得要收
容他，因為我們沒有照顧成年人的服務，何況
是已達三十歲的呢。
不過我和另一位老師還是到救助站走了
一趟，親眼看看那「孩子」。一看我們都很詫
異，他跟照片中人別無二致，均顯老態。我當
時覺得他是營養不良，因他頭髮蠟黃，皮膚乾
燥。再談之下發現他智力不正常，連自己身世
和年齡也說不清楚，故令人以為他不誠實。雖
然如此，有時看他卻面露笑容，樣子可愛，使
我心生憐憫，很想幫助他。

現在的樂樂，
笑容常掛嘴邊

那時我心裏冒起一個念頭，就是「測骨
齡」─ 如果他真的未成年，那便可送到「泉
源之家」了。我問站長能否作此測試，站長卻
說沒有這樣的醫療服務。我再打給相熟醫生，
很幸運的第二天竟可以測試！當時我們和站長
及社工陪同樂樂到醫院，我心裏很焦急，不知
結果如何，如果他真的達三十歲，我們便無法
幫上甚麼。我心中一直禱告神掌權，神掌權！
神知道樂樂的年紀，也能為他預備最合適的出
路……
結果，樂樂真的只有十四歲！醫生檢查完
畢後告訴我們，這少年的骨頭很多還未發育完
全，絕對不是三十歲成年人的骨骼。我們便安
心把樂樂接回家舍了。
樂樂已在「泉源之家」待了個多月，他更
成為同工的得力助手，也慢慢「減齡」，身體
吸收足夠營養後漸漸健康飽滿，看來真像一位
十四歲的少年了！

初見面的樂樂，
還以為已有3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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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推介及活動
小家舍已完成內部裝修，
期待著入伙的一天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2月14日
3月1-4日
4月29日
5月19-22日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推介
火炭隊福州福利院探訪
屬靈領養分享會
泉源之家中專生職前培訓小組

80
5
23
9

共4次

117人

日期

單位

人數

3月18日
3月20日

豐收慈善基金祈禱會
生命頌浸信會祈禱會

13人
6人

共3次

19人

活動還未開始，院友們已坐好等待著我們！

於3月初，5位來自火炭的義工隊前往福州第二福利院探訪，為員工製作愛心蔥油餅、港式奶茶；
為院友們舉辦聯歡會、扮靚靚及手工工作坊等，帶給他們無限歡樂。還了解了新大樓的工程進
度，這是我們將會進駐開始小家舍的地方！
香港探訪隊員親手製作
蔥油餅慰勞員工

祈禱會
此為福利院將來的正門，
可以通往二環城區 女孩總是愛美的，塗上指甲油，自信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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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
日期：5月23日（一）及7月22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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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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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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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915
708,715
76,601
1,717,231

二零一六年一月至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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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458
20,374
126,733
963,565

753,666

註：人民幣兌港幣匯率 ¥0.84/H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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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於福州福利院新大樓工程尚未完工，進駐開辦小家舍計劃將要順延，求主讓所有工程及採購程序能加
快完成，好讓更多服務得以開展，收容更多仍然等待安置的無家人士。

支持泉源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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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源大使（協助推廣事工）
口 其他/我的專長是：
姓名：（中）

（英）

口 攝影/攝錄

所屬教會：

地址：
電郵：

❤ 因著豐收進駐開辦小家舍，盼望能成為給福利院參考的家舍營運楷模，以致更多人被訓練出來，提高院
友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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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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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靈燕 王麗洪 陳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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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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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泉源之家幾位就讀中專的孩子，將要預備工作實習，求主賜予他們智慧去面對工作中的各項挑戰，也幫
助他們適應人生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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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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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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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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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