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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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福州之家到

     

福 利 院 的服侍
在2011-14年間，本會獲福州市民政局救助站邀請合辦「福
州之家」，為滯留在救助站內的特殊兒童提供小家舍及訓練服務。
孩子多是被遺棄，患有自閉症、學習遲緩、過度活躍和智障，也有
因經歷創傷引致精神問題。他們的身上大多留下虐打的傷痕，其生
存能力極低，極需要救助服務。有見及此，我們為孩子提供日常訓
練，包括體能培訓、自理學習、智力開發及社交活動。他們臉上愈
見滿足的笑容，也愈來愈懂得照顧自己，這讓團隊感到，日常訓練
對他們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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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助站只是一個暫時的收容點，2013
年開始，先後有8位救助站的孩子送往一個
長期安置點— 福州市第二社會福利院。自
此，我們便開始與福利院聯繫，讓義工定期
到福利院探望孩子，跟進他們的適應情況。
隨著2014年與救助站的合作計劃完結後，
我們開始探討與福利院的合作，發現福利院
有170名院友，往後將於新大樓落成後，增

收院友至400-500名。我們感到天
父心懷的逼切，讓我們有福氣去服
侍他心中顧念被遺棄的
一群。感恩主一步
步的帶領，也感
謝您多年來的同
行，期待你繼續
支持。

本會與福建省「福州市第二社會福利院」的

合作理念
本會與福利院合作，派駐
培訓師，以督導身份支援院舍、
提升當地員工的專業知識，建
立模板教室，以發展院友為本的
理念，讓院友邁向復康、自力更
新，有尊嚴及價值地生活，成為
福利院中的模範。

服務介紹
（一）院友培訓：

❶ 結構化訓練教室
第一間樣板教室，由香港培訓師駐守當地，既培訓
院友，亦訓練當地員工。教室針對自閉症及溝通障
礙的院友，設立一個固定規律的學習情境，透過手
眼協調、思維活動教材，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及專
注力，減少其不良行為。

❷ 拉筋復康小組
香港導師每月一次到當地，協助因
腦癱而肌肉萎縮的院友，做拉筋及
感覺統合運動，增加其關節和肌肉
的活動能力，也組織他們成為一個
支援小組，彼此關顧。

❸ 生活技能學習室
第二間樣板教室，透過模擬院舍
生活區的環境，訓練他們自理能
力，包括整理儀容、掃地及拖
地、抹桌椅及傢俱、整理及辨認
衣物、清洗碗碟及餐具、更換床
單等，讓院友能學習整潔衛生，
提升生活質素。

❹ 生活區實習
訓練生活區的護理員，指導在模擬教
室學習純熟後的學員，實地將所學的
技能運用在自己生活當中。第一期訓
練是在衣服間學習整理、收拾、量度
衣服，分配適合衣物給同伴院友。

❺ 烘培職前訓練
探討烘培職前培訓，發掘及提升院友
的工作潛能。

（二）員工培訓：

❶ 舉辦講座
邀請香港不同的專業人士舉辦講座，提升員
工的專業知識，題目包括：院友能力評估訓
練、認識香港庇護工場服務、言語治療、音
樂治療、感
覺統合治療
等。

❷ 團隊建立
由香港富有經驗導師帶領福利院本員工，為各
部門破冰，提升團隊士氣，營造一個良好的工
作氛圍。

院友小故事

唐以行
（前福州義工）

被遺棄一角的天才
還記得在拉筋小組成立
之初，每天訓練進行時，他都
會在生活區的鐵閘內瑟縮在一
角，臉上掛著無比羨慕的目光
看著我們。他的名字叫平中，
一個從來都是被欺負、被嫌棄的老人家。平中是一
個腦癱的殘障人士，天生不能走路，全身肌肉都不
能正常地控制，連說話也是非常不清楚。由於他性
格內儉，故總是默默地被情緒有問題的院友虐打、
被較頑皮的院友搶東西，令他缺乏安全感。因為手
臂難以發力駕駛輪椅，加上害怕因坐輪椅阻塞通道
而被打，他只能在骯髒的地上爬行，又因說話時控
制不到口水流出，外觀看來總是髒兮兮的。隨著年
紀漸老和長期胃部不適，他臉上是掛著虛弱兩個
字。記得某一天，我問他喜歡怎麼樣的義工，他想
也不想便回答：「都一樣，反正都是不理我的，他
們都嫌我髒。」彷彿被遺忘就是他一生的寫照。

靈的苦楚也得到一點的安慰。有一次，我無意中發
現了他一項驚為天人的能力，就是能準確說出任何
日子是星期幾，當院長和義工們見識過他這項超能
力後，無不嘖嘖稱奇，連護理員也替他可惜的說，
如果有適當的訓練，平中肯定是一個數學天才。雖
然現實中，他只能在生活區中爬來爬去，可是他並
沒有因而一蹶不振，為了籌備新春的表演(也是他人
生中第一次的表演)，他和其他成員，一週內幾乎不
眠不休的背頌表演的歌曲，在表演時更是使勁地邊
拍掌邊演唱，最後更贏得院長當場落淚！我最後一
天在福利院服侍時，他在長廊不停大喊「阿B！阿
B！」然後緊緊的抱著我的腿，那一刻我知道他找
到愛和關心的感受。雖然我要離開，但我深信天父
的愛會像雲上太陽，一樣永遠不離開他，繼續差派
天使關懷他！

當拉筋小組運作順暢後，我禁不住心中的感
動，邀請平中一同參加訓練。那天，他喜悅和難以
置信的笑容深深烙在我心，拉筋的時候，他除了說
「好舒服」外，還說了「從來沒有人幫我拉筋」，
我想那一刻，他不只是身體痛楚得以紓緩，而且心

重尋笑容的天使
小丹剛進福利院時，是個精靈活潑的女孩，很
愛說話，卻因她太愛說話又精靈，在女宿舍好不受
歡迎，甚至被排擠及被打。護理員擔心她的精神健
康，把她送到特護區。在那裏，她狀況好轉，但仍
很怕人。單單看到女宿舍的門口，她便露出驚慌害
怕的樣子，可見她對女宿舍有很大的陰影。
小丹住在特護區時，一位福利院醫生發現她好
像很羨慕其他人可以去教室上課，便代問我們的香
港義工林老師可否帶她去教室一起學習，林老師答
應了。但第一天，小丹顯得非常害怕，因為老師會
先到特護區接院友，再到女宿舍，最後才到課室，
她不敢跟著去女宿舍。第二天，我們終於把她帶到
教室，然而她不聽從指令，頭顱左轉右轉，接甚麼
扔甚麼，連零食獎勵也不要，一臉不快，完全是不
想合作的樣子。這樣維持了一段時間，慢慢地，她
開始按自己想法把玩教材。再後來，她能按照指

令拿盤子、完成工作，並把製成品放在完成區，大
概她已適應好教室環境和人，對這裏有足夠的安全
感。
上課一兩個月後，她開始會講話，會
吃獎勵的零食了，甚至會唱歌拍手和嬉
笑。雖然她有時仍禁不住說他人是
非，但她回復了起初的活潑和快樂
了。現在她會主動跟我打招呼，有問
有答，與正常人一樣與人聊天！
縱然早期她常常不合作，
使我們傷透腦筋，但原
來堅持不放棄她，將
她帶來教室中接受訓
練，最後終於看見一
個生命如何奇蹟般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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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推介及活動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5月22-24日

大埔A隊福州福利院探訪

6

6月4-8日

大埔B隊福州福利院探訪

7

6月10日

青宣大會專題講座

50

祈禱會

6月15-16日

福利院員工團隊訓練

20

日期： 10月27日（五）

7月17-21日

大埔C隊福州福利院探訪

7

時間： 晚上7:30-9:30

7月24-28日

大埔D隊福州福利院探訪

7

地點： 本會辦事處

共6次

97

內容：最新事工動向分享及祈禱

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參 與

祈禱會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5月26日

豐收慈善基金祈禱會

25

6月18日

生命頌祈禱會

10

共2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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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391,288
53,681
444,969
(780,740)

二零一七年四月至六月

支出
泉源之家支出
內地培訓支出
香港行政支出
總支出

HK$
1,085,337
33,317
107,055
1,225,709

＊ 包括遣散賠償

❤ 為泉源之家每一位孩子的生活適應，並及同
工有最合適的工作禱告。

色延展開去，發揮更大更遠的影響力。

❤ 為繼續資助泉源之家在學孩子的計劃禱告，
讓他們得到持續的支援。

❤ 為福州福利院結構化教室孩子和拉筋小組學
員的學習及訓練禱告，盼能提升他們的生活
質素及活動能力。

❤ 記念本會轉型以出版、培訓及督導的角色禱
告，讓關懷困境兒童的異像繼續透過這些角

❤ 記念豐收7週年的一切籌備活動，得以順利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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