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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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到豐盛•由「家」至國度
去年，他更踏出安舒區，離開「泉源之家」，乘了3
日2夜的火車，到雲南服侍山區的少數民族。這不是個容
易的決定，而是需要附上生命代價的決定，因為他去的
偏遠之地要騎摩托車走崎嶇的山路才到達。他回顧今天
能走到這步，是神用了6年時間預備他、改變他。就是要
把「泉源之家」捨己的愛帶到別的地方，去影響更多的
人。願他的故事能激勵及感動你。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三十週年暨豐收慈善基金七
週年「從『無』到豐盛˙由『家』至國度」感恩慶典已
於10月8日完滿結束。
回顧豐收慈善基金成立7週年，「泉源之家」雖然
結束，但當中孩子的經歷卻叫我們鼓舞！當晚我們特
別邀請了在「泉源之家」成長的孩子——小勝和小武來
港擔任嘉賓，分享他們的歷程和改變，當中小勝在分享
中，提到他在「泉源之家」生活了6年，他以前不相信
這世界有愛，被拐賣、虐待及遺棄的經歷彷彿告訴他沒
有人會愛他，所有的善待都只是虛情假意。但來到「泉
源之家」後，他慢慢經歷一種簡單而真實的愛。愛的力
量讓他轉化，從暴躁──經常打架、欺負別人、抵抗老
師──變得溫純。他更慢慢學會服侍，成為同工，照顧
「泉源之家」的特殊兒童，學習包容和接納他們。慢慢
地，他從一個被服侍者轉化成服侍者。

昔日在「泉源之家」
的樂器已經在雲南的
舞台上，讓音符繼續
發揮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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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9-2017年
在福建泉州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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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中國困境兒

把把脈，給良方
賴淑芬總幹事
自筆者10年前領受異象，要服侍中國的流浪兒
童，及後真實地目睹這些孩子的處境堪虞，無論是數量
之龐大，或心靈之破碎，筆者就頭也不回地與團隊開辦
了家舍來收容和重建孩子。事工的策略是先做好模式，
再作成效研究，整合資料作出版和訓練，以推動更多人
服侍困境兒童。筆者感到去年是適合時候，遂以論文研
究來評估模式的成效，題目定為：困境兒童全人服務經
驗敘述與啟示──以「泉源之家」為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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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孩子當家作主，提供了第一身的改良意見，
更讓社會大眾知悉和參考他們的意見，來制定關乎他們
的服務。同時更進一步優化整個服務模式。也多謝孩子
教會筆者突破自身的眼光限制，從另一個角度去明白和
採納他們的意見。

人生意義

第1，完成了一份頗為詳盡和有代表性的「全人
關懷服務模式」的文獻，並六個向度的內容，既能補充
現有的空白，也同時展示了生命被轉化的種種故事和可
能。筆者在訪問其間常常忍不著流淚，因著聽到孩子敘
述非一般的坎坷遭遇，還有他們感人的成長點滴。

第五，筆者歸納出了一個關鍵成功因素表（如
下）。

教育配套

筆者將發現歸納為六個方面：

第四，研究顯示受訪者的需要，並非如馬斯洛
（Abraham Maslow）的心理需求所言，要先滿足低層
次的生存需求後，人們才會產生進一步的需求。按研究
者是次的發現，受訪孩子的需要，並不是以基本的衣食
住行為首要。他們最關心的是關係和心靈層面的深層或
高層次渴望。他們形容自己的改變，主要是源於關愛、
成長和發展的方向。原來，要幫助受訪者改變，最好的
切入點，反而是先滿足高層次的需要。

正確價值

國內關乎困境兒童的全人關懷服務（下稱：全人
關懷）研究，實在鳳毛麟角，可以推想大量困境兒缺乏
整全的有效服務。而這個研究乃為補足這方面的不足，
透過質性方法，以有代表性的「泉州市泉源少兒培育之
家」（下稱：泉源之家）為研究案例，探討中國困境兒
童，包括流浪兒、留守兒、親人坐牢的孩子和流動兒
童。透過搜集他們對全人關懷服務的主觀經驗和看法，
以評估全人關懷是否能夠滿足和回應他們的需要，同時
優化服務，歸納出一帖良方，俾以參考及廣傳，祝福更
多仍然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孩子。

第三，十五個受訪者於接受服務前和後，分別非
常大。他們描繪來到家舍之前的生活，所用顏色都以黑
灰或暗淡為主，內容主題亦較負面：孤單無助、罪疚和
深層的傷害等。而加入泉源後的生活，他們以多彩的顏
色來描繪，內容亦比較正面和開心，顯示有朋友，有盼
望和豐富的生活經歷。

圖表指出了機構和孩子的強項和優勢。先識別關鍵的
成功因素，以此指標評估孩子的成長，找出實現目標
所需的相關服務，能更有效地做計劃，訂定優先次
序，投放資源，達致最大的影響。
第六，筆者發現受訪者的生命，原來蘊藏極大的
優勢和爆炸力。他們年紀相仿，經歷卻不同；特別每

人均有不一樣的抗逆力。我們日後提
供服務時，應加入孩子的優勢評估，
及早發掘和發展他們的內在潛能（無
論是先天還是來自後天的經歷），讓
他們能認知和使用，加強他們的自尊
感和解難能力，因而提升動機，建立
自信，發揮所長，永續成功的經驗。

專業人士 x 另類服侍

然而，這個研究在抽樣方面是集
中於能聯絡的孩子，並非針對「自行
失踪或自行要求離開的孩子」，以致
得到的研究資料較為正面，未能反映
所有孩子的意見，值得跟進研究。
最後，多謝孩子，機構和老師們
的支持，完成研究，也給予筆者和同
工的莫大肯定，全人模式確能同時救
助和轉化孩子。筆者將會出版這個研
究，使它成為訓練和分享的內容，以
回應主一直給予的異象，到不同的地
方，培訓更多有心人來服侍更多困境
兒童。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三十週年暨豐收慈善基金七週年「從『無』到
豐盛˙由『家』至國度」感恩慶典除晚會慶典外，下午時段更安排四個專題
探討，當中豐收慈善基金的事工以「專業人士x另類服侍」為題，邀請參與
服侍多年的知識型義工——范燕玲女士及林靄嫦女士，按個人召命、服侍中
如何經歷神同在及個人成長等課題來分享。
范姊妹現為豐收的義務培訓師。她在特殊教育學校工作多年，在「泉
源之家」服侍時，感到很奇妙的是，個人恩賜在異地服侍時會急升。但龎大
的需要亦讓她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故此更渴求主的幫忙，讓自己能用神的
愛來愛這群孩子。她感恩在靈感和禱告中不時有領受，鞭策她走下去。在服
侍中，她更不斷經歷神蹟，譬如當特殊兒童需要學習，團隊為他們求神預備
適合的教材時，不久便有人主動捐出十多萬的專業教材，適合不同程度的孩
子同時在課室使用，過去的泉源之家因而能成立多元智能的學習中心；又例
如福利院中本來嚴肅兇惡的照顧員，竟受感染慢慢變溫柔，成為孩子的「爺
爺」！這些神奇的事都讓她更渴望留在這個事奉崗位，見證神的奇妙作為。
而林姊妹亦任職多年教師，照顧孩子時感到自己雖有多年與小孩相處
的經驗，但事奉時仍甚為不足，但神卻在適當時間讓合適的人手出現，使她
大為驚嘆。同時，她也學習放手。曾經，一位她所照料的孩子需按政府指示
送到老人院，她探望時發現院方沒有好好照顧他，孩子根本吃不飽，使她很
心痛，也很擔憂。但後來有新的照顧員到任，對孩子非常好，她才發現原來
一切都掌管在上帝手中。服侍之路不易走，孩子的成長及神對她的眷愛卻激
勵著她堅持下來。本來由最初嘗試一年的服侍，到現在已經差不多五年了，
回顧過往所走的都是恩典之路。

慶典晚會亮起Let's Shine

「豐收」已經成立7週年

感謝長期服務的義工

感謝長期捐贈機構

感謝長期支持者

總幹事分享未來出版異像

成了一台戲書攤

邀請你與我們同行
歡迎瀏覽我們網頁www.harvestcharity.org.hk及讚好
我願意 ○ 奉獻 $

豐收慈善基金

支持督導福州福利院事工/出版/培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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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大使
口 其他/我的專長是：
口 福利院培訓義工/我的專長是：
姓名：（中）

（英）

口 攝影/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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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成了一台戲》是來自〈哥林多前書〉
4章9節，新譯本經文是「我想神是把我們作使徒
的列在最後，好像定了死刑的人，因為我們成了
一台戲給宇宙觀看，就是給天使和世人觀看」；
而新普及譯本是「然而，我有時想，上帝把我們
這些使徒推出來示眾，就像定了死罪的戰俘走在
凱旋隊伍的末尾。我們成了舉世奇觀，成了世人
和天使觀看的對象」。新普及譯本把「一台戲」翻
譯成「舉世奇觀」，是上帝推我們出來「示眾」並
且「給天使和世人觀看」！
我們的總幹事賴淑芬女士(Ada) 整合多年服
侍貧窮人的經歷，撰寫了《成了一台戲》帶讀者

們穿越團隊尋求、經歷神開路、賜下策略、在困
難中經歷神蹟及供應等經驗，盼望與你分享「明
辨異象」、「聆聽神聲音竅門」和「經歷神蹟」
的秘訣。
這本書所記錄的每一個故事，正是見證我們
成為上帝安排的一台戲。觀看這台戲的，有各位
讀者，還有天使和父神，應該還有世人吧！
作者深信，配合上帝這位導演的心意和計
劃，我們的一舉一動，便成為「舉世奇觀」，一定
能為觀眾帶來影響。願你的生命也成為一台戲，
被主使用，榮耀上帝。

定價： $98，10本以上$90，收益撥歸豐收慈善
基金作發展中國困境兒童事工之用
訂購熱線：3572 0045
網上訂購表

事 工 報 告
二 零 一 七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祈禱會
日期：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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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推介及活動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10月8日
11月5日

生命頌浸信會證道
九龍城福音堂曉光堂證道

500
70

共2次

570人

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參 與

歡迎
祈禱會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10月22日
10月27日

生命頌浸信會祈禱會
豐收慈善基金祈禱會

10
11

共2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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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721
3,214
25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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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七月至九月
支出
泉源之家支出*
內地培訓支出
香港行政支出
總支出

HK$
738,244
59,883
121,424
919,551

(665,616)

*包括遣散賠償。

❤ 記念霞浦事工需要處理很多複雜的事務才得以開展，求主賜下智慧及當中開路
❤ 記念福州福利院的孩子，有些因為情況較差而需轉介到其他院舍，求主讓他們得到好的照料。
❤ 幾位泉源之家成長的孩子已開始在社會工作，求主幫助他們能面對各種衝擊及挑戰。
服侍團隊
同工：賴淑芬（總幹事）、巫秀珍（行政主任）
義工：范燕玲（培訓師）、林靄嫦（老師）、劉曉敏（對外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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