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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關愛彩旗
踏入十七週年，華恩成長期，邁向多姿多彩新挑戰。



總幹事的話

勞苦成果
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期間，有不同的探訪團
隊先後到我們的三所兒童村探訪孩子，與他
們共渡一段美好的時光。我們也分別關懷已
離院的孩子和我們助學的學生，與他們歡渡春
節。每一個團隊在營前都忙個不停，精心為孩
子預備多彩多姿的活動和一些培訓，營期內
也努力排除萬難，盡力完成任務。部份團員更
勇敢地用有限的普通話與孩子溝通，為的是要
表達愛與關懷，希望孩子們都能感受到他們
是我們所關愛的群體。三個兒童村的正副院長
竭盡心力去照顧關懷孩子們，身心疲憊，甚至
一放假便患上肺炎，只為要好好照顧院內的孩
子的衣、食、住，行和身心靈健康。四川綿陽兒
童村的院長為籌備五週年慶典四出奔波，讓參
加者都能看見兒童村的成果，一同感恩。眾人
這樣的付出有沒有價值呢？從各團隊的報告，
和孩子的分享，我們看見勞苦的功效！一個一
個的孩子長大了，生命有了很大的改變。最寶
貴的是經歷過愛與關懷之後，學會了感恩，並
且樂意回饋社會。難怪有團員分享說：看見孩
子的改變和成長，就發現自己付出的雖然很
微小，卻是十分有價值，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可造之材
不經不覺，四川綿陽市的兒童村已建成了五
年了。院長、一眾員工和院內的孩子都齊心為

不會徒然

五週年慶典預備各項表演和膳食，無論是孩
子的表演或是各項事工都安排得妥妥當當，
實在難得。有兩個小朋友在慶典上獨唱，聲
音嘹亮可愛。有一位小女孩在一天晚飯後，
獨個兒默默地仔細清潔餐桌，先用洗潔精，
後用清水兩次，然後用乾布抹乾。最後還細
心打量餐桌每一部份是否完全潔淨，才放心
收拾清潔用品，安然坐下休息。心想，兒童村
的孩子一點也不比幸福家庭的孩子遜色，只
要加以恰當的培育，將來必成大器。

春節期間，我們到了福建三明兒童村，與一群
離院的孩子共渡春節。他們都已長大成人，有
的已到社會謀生，也有是在大學裡唸書的，當
中不乏素質優秀的孩子，有美好的品
德與前程。我從旁看著他們高興地分
享和彼此關懷，好像就是一家人一
樣和諧美好。不少孩子都是從老
遠的地方回來渡歲的，他們怎樣
忙也願意預留幾天與昔
日同院的孩子歡聚
幾天。多年兒童村
的生活，建立了他
們之間一份不可分割
之情。若能繼續
維持這樣的關
係，多麼珍貴。

今年香港人經歷了五十九年來最嚴寒的冬天，不但是人們感到

寒冷，連花卉也受寒冬影響，未能如期開花。然而，寒冬過後，

在溫暖的天氣擁抱下，百花也欣然迎春盛開。華恩的同工們與香港

的探訪團，在這段日子裡，並無因為無常的天氣而卻步，還是胸懷著愛與關懷，踏上愛心之

旅，到國內的兒童村和學校，探訪孩子，因為所作的，不會徒然！

自1999年為香港非牟利

慈善機構 (91/5422)，
是一個跨宗派、匯聚基

督徒力量的愛心平台，旨在關懷祖國，透過兒童村、助學工程幫

助內地孤兒和特困兒童，為他們生命帶來轉機，以愛創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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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13日
富山村平安福音堂
往江門探訪助學學生

3月24-29日
2016足動童心復活節
廣西山區步行籌款暨
文化交流體驗團

3月25-29日
聖保羅男女中學
往三明兒童村及
助學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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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25日
黃建常小學
往廣西兒童村探訪

4月28日-5月2日
粉嶺救恩書院
往廣西兒童村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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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文章
002華恩之聲

當天約二百位參加者懷著

以愛神、愛人、愛己之心，

積極為《華恩》的各項事工

籌募營運費用，共籌得款

項港幣HK$374,996.00。

（截至2016年1月30日）

2015年步行籌款暨全人健康日已於2015年

11月7日（週六）上午順利舉行，除了個多小

時的步行活動以外，大會更設有多個體能測

試攤位及健康講座。讓參加者藉當日的活動

關注自己的身、心、靈健康。

籌款獎項，得獎名單如下：

動員大獎：	第一名：富山平安福音堂；
 第二名：啟德平安福音堂；第三名：沙田平安福音堂。

贊助大獎：	第一名：陳麗娥；
 第二名：何鳳兒；第三名：蔡淑儀。

籌款大獎：	第一名：林吳秀玲；
 第二名：陳麗娥；第三名：何鳳兒。

步籌啟步禮

步籌中途

全體誓師出發

柔韌度測試

姊妹們凱旋回歸

齊試柔韌度測試

華恩守護天使助養計劃攤位

鴻福堂飲品贊助、

黃埔宣道小學
借出學校場地使用

各界義工隊

請繼續以禱告及奉獻
支持本會事工。

鳴 謝

集體拉筋運動



重點文章
004華恩之聲

義教老師

同學步行兩小時前往山區當小學生

的老師，作義教體驗，那所簡陋的山

區小學校舍，只有148名學生，由學

前至小六的學生所組合，其中超過八

成是留守兒童，因父母在外打工，很

多學生需要在學校寄宿，但因年幼不

懂洗衣，學校也沒有熱水、浴室供學

生洗澡，故山區學生們都是頭污立垢

不大整潔的。相比之下，能夠進入兒

童村的孩子就幸福得多了！同時因地

方偏遠，並不多老師願意前來執教，

校長說他們只有6位老師及3位借調
來的老師，在人手缺乏下，學生每天

只能上語文和數學堂。香港的學生能

把握這次的機會教他們唱歌、繪畫填

色、速算法和簡單的科學常識，授受

者雙方皆感到十分愉快！

對香港的學生而言，這次旅程不僅

讓他們有全新的體驗，更讓他們深

深感受到自己是幸福的一群！

文／梁麗華

運動教練

去年11月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一行42人，浩浩蕩蕩乘坐動車

前往廣西的兒童村，此行目的是

為了服務廣西兒童村及體驗當地生活文化。對香港的學生

而言，這絕非一趟舒服的旅程，但懷著愛心的同學，卻獲益

良多！由於今次參加的同學許多是運動健將，所以帶給兒

童村孩子許多體能及多種球技訓練，最終在我們所舉辦的

中港學生籃球比賽中，雙方都各有精彩的表現！
兒童村的孩子很友善，性格很
樂觀，不會因為缺少而感到自
卑，反而很願意開放與人溝通；
印象最深是看見孩子們做家舍
清潔大掃除，不論身材高大或
個子矮小的，都能熟練地拆下
整個木框的玻璃窗，清潔抹乾
後再裝上，而他們也很禮貌地
回答不需要我們協助。

蘇彤欣同學心聲

兒童村女孩子難得
有機會接受籃球訓練，

大家都很投入！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的學生

(左圖) 激烈的中港學生籃球比
賽，兒童村孩子體格身型較弱，
但仍奮勇作戰。

來自香港義教學生們，
細心投入地教導山區學生速算法。

簡陋的山區課室，與學生們一起活動。

在有限空間及沒音樂器材設備下，
能讓山區小學生投入唱歌，

大家都非常開心快樂。

簡單的填顏色繪畫，
已令山區小學生非常喜愛滿足了。

同學們在交流活動過程中，覺得
有關於金錢、時間、心機都不是最
重要；重要是同時在完成過程後，
同學們學會了「多種多收，少種少
收」的道理。

周志聰
老師心聲

初嚐執教滋味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廣西兒童村探訪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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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華恩之聲

文／楊嬋

執筆寫這篇文

章的時候適值香港五十多年來

最寒冷的日子，這幾天我都不期然想著廣西兒童村

的孩子是怎樣渡過嚴寒的日子，要為一百多個兒童

提供溫暖的被窩，這工作殊非容易。心想，如果他

們病倒了，院長的責任和壓力就更加重大﹗原來我

真的掛念著只認識了三天的他們。

初次到訪
2015年聖誕節，我第一次到訪廣西華恩角聲兒童
村，那裡簡潔而樸素，沒有半點不必要的佈置。下車

時，不時遇到跟我們打招呼的孩童，他們的主動和

熱情真叫我感到驚訝。當天我們到達時，已是晚上

7時許，過了村內用膳的時間。但厨房還為我們留
著還溫熱的餸菜，想必是厨師知道我們到達的時間

為我們花上心思去為食物保暖。我們用膳後，是村

裡的兒童來負責洗碗和收拾地方。那本來是飯堂

的地方，隨即變身成為一個慶祝佳節的晚會場地。

我們欣賞了他們的朗誦、舞蹈、唱歌等表演。他們

給我的印象是乖巧、殷勤而樸實。

熱情的款待
第二天，我們分組探訪兒童村孩子的家庭。我的小

組乘坐了大約兩個小時的車程，經過迂迴崎嶇的山

路，終於抵達目的地。我慶幸車輛可以停在屋前，

不用徒步走山路。一個衣衫簡樸的農夫歡天喜地出

界 限 街 平 安 福 音 堂 與
九 龍 灣 平 安 福 音 堂 到
廣西河池兒童村探訪後記

孩子正在抹花槽

小孩子洗衣後曬衣裳

熱情奉上的午膳

後	記

作者已報名參加

復活節舉辦的

2016足動童心

來迎接，用他那雙粗糙的手
握著我們的手，熱情地打招呼
並留我們一起用午飯。他的鄰
居也前來幫忙做菜，把鮮雞、養

了兩年的食草魚奉上。午飯時，他一直只吃
著白飯，直到我們吃飽了才肯吃餸菜。口裡

說著多謝兒童村為他們養大兩個兒女。我問他的一個女
兒是否喜歡兒童村，她微笑地點著頭。雖然與這家長談話時
間不多，但他對華恩的感激之情洋溢，讓我感受到兒童村的
事工實在很有價值﹗我們告訴他，我們是香港的義工，特意在
聖誕節假期前來探訪他們。

愛‧觸動
在短短五天的短宣行程中，有機會與兒童玩遊戲和探訪家
舍，使我稍為多一點認識她們，同時留下很多深刻的地方。有
一天晚飯的時候與孩子們閒談，我把兒女的相片給他們看，
席間有一位五年級的女孩問我會否再到兒童村探訪她們，我
望望身旁的丈夫，期望他表示願意再來。但我們為免許下不
能成真的承諾，只說要看看有沒有假期才能決定。心想，畢
竟有誰願意經常老遠地跑到廣西來呢！這些兒童的感情是不
能依附在我們這群訪客身上的。但是，我們卻遇上了三位前
來兒童村當長期義工的弟兄姊妹，他們的見證觸動著我們。

最後一晚舉行了各組籌備的聯歡晚會表演，一組組別具心思
表演過後，由兒童送上親手製作的小禮物給我們，上面寫著：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心存感恩，以愛相待！」

看著這有意義的句子，淚水一直地流著。這裡的事工真有意
義，心裡糾纏著想：我能否再次踏足這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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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華恩之聲

文／Angie

懷著期待的心情，我再一次踏上前往河池

兒童村的路途，好想快些見到那群可愛

的孩子，尤其是她…那位名叫黃柳的小妹妹。

她的溫順、體貼，留給我深刻的印象，特別惦

掛著她。

回憶當年愛的體驗
2014年7月，我們泉福堂三十幾位弟兄姐妹，
帶著熱忱在兒童村和孩子們渡過了難忘的一

週。那時的我，由於工作的緣故，長期的奔波

勞碌，身心疲乏不堪，令我的身體狀況非常糟

糕，免疫力下降，一年之中口腔潰瘍不斷，在

兒童村的幾天裡，嚴重口瘡再次讓我幾乎失去

聲音，痛苦萬分，每一秒鐘對我都是煎熬…

有一天我們與孩子行山，來回行程近五個小

時，有一位小妹妹一直陪伴左右，溫柔而聰

明，輕言細語，無微不至，還幫我背書包，與我

傾心交談，我心裡感到無比溫暖，好想和她暢

談，多些瞭解她在兒童村的點點滴滴，但我卻

苦於開口吐字，因為口腔潰瘍實在令我有口難

言。就這樣，行山途中，她從未離開過我，我

們一直同行回到了兒童村，後來我得知她的名

字叫「黃柳」，那一刻，我已經決定了要再次

回到兒童村，因為我一定要再次見到這位天

使般的女孩，這位「在患難中對我不離不棄的

妹妹」。心想，華恩的同工們將這班孩子培養

得如此優秀，真叫我的內心充滿感恩，感謝神

在其中的奇妙作為！

祝福的‧反被祝福
原以為我可以帶祝福去兒童村，給孩子愛心和

照顧，卻未料到，得到更大祝福的反而是自己；

原以為我可以將神的愛帶給孩子，卻沒想到，

神透過小妹妹的關顧讓我更深經歷「愛」！神的

恩典太奇妙，遠超過我們所想！是的，「真愛」

是需要實踐，要與人肩並肩同行，且堅定不移！

2016年元旦新年，當我再次見到黃柳妹妹時，
額外的親切，很多心底話想對她說，真想多逗

留幾天，分享更多更多…想不到這短短的兩

年，她長高許多，又懂事又乖巧，也成為家舍的

「愛心大使」，實在為她感到自豪，如此天使般

的生命怎能不發光？而我這次的立志，與上一

次不太一樣：我很想真誠地邀請黃柳妹妹攜手

同行人生旅途，我與她，她與我一同分享生命

中最珍貴的「寶貝」—愛。

 

願這份愛可以延續生長，願這些可愛的孩子能

活在愛中，也能將他們所經歷的愛與人分享。

文／Angel

所屬的教會再次舉辦廣

西兒童村探訪團，因

難得時間能配合，我便二話不

說報名了。之前看到弟兄姊妹

分享的照片和視頻，心裡很感

興趣，但覺得自己和兒童村沒有什麼關係，

直到我踏出一步，親身的去感受過…

我本身從事兒童工作，所以對於與小朋友交

流絕不陌生，但兒童村裡的小朋友卻給我很

特別的感覺。他們天真可愛、有禮貌，而且從

相處中感受到他們對愛的珍重。在合作製作

月曆的環節中，在我的小組內的女孩子完成

了一幅畫，構思來自我們仰天高眺的背影照。

我想他們和我們一樣，有同一個遼闊的天

空，他們也應有實現夢想的機會。我現在其

中一個夢想就是給他們希望，與他們同行，

鼓勵這些小朋友達成他們的夢想。

文／Cow

今年，已是第二年參與廣西兒童村探訪

團的籌委工作。在構思活動中的確花

了不少心思，希望除了讓他們覺得有趣之外，

又能讓他們同時接觸一些新的事物，從而開

闊他們的視野，透過活動建立兒童村的小孩

子。在過程中，我看見一張張非常投入又熱心

參與的臉，甚得激勵，心裡面滿有說不出來的

感動﹗這真的不是誇張，回港後的頭幾天，晚

上睡覺做的夢，都是在兒童村帶活動的情境！

這次，見到不少熟悉但又長大了不少的面孔，

才開始意識到我們是真的能夠見證他們成長

的。雖然只是一年來這裡一次，但只要我們願

意主動跟他們溝通，打開他們的心，同時也願

意打開自己的心，真的能成為他們的守護天使，

在他們的成長路上向他們傳遞一點點的愛。

感恩有這個服侍的機會﹗

美境重尋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泉福堂探訪廣西河池兒童村後記

齊齊砌成這個LOVE字，盼望這份愛能延續下去



頒發長期服務獎
給服務五年的職員

為嘉賓慶祝生日及
結婚紀念日

孩子們的大合唱
贏得全場掌聲

嘉賓大合照

送給每位嘉賓
的紀念品

孩子主動幫忙
收拾及清潔

兒童村孩子的民族舞蹈表演

四川綿陽市兒童村

五週年感想
文／曾秀來院長

（四川綿陽市角聲華恩兒童村院長）

參與這事工快三年了，感觸良多。太太和

我三年前毅然放下高薪厚職，離開美

國安逸的生活和自己舒適的安樂窩，跑到四

川的窮鄉僻壤去照顧一群不是親生的孩子。

朋友親戚們都以為我們瘋了。這一切都是回

應上帝對我們的大愛和呼召。你可想像照顧

自家兩個孩子都不容易，更何況要照料七十

多名孩童的起居飲食、學習和心理上的需要

呢？上帝的恩典和憐恤缺少一丁點也不成！

不要以為兒童村對這群孩童的關愛和養育，

他們必然會聽教聽話！哪裡有這樣完美的事

呢？特別要面對剛踏入青春期初中生的情緒，

更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隨意而行。面對屢勸不

改的孩子就更加勞心。正因如此，太太和我

有段時間都以這沒有果效的工作而失望和沮

喪，情緒也跟隨天氣一樣步入了寒冬，跌入低

潮。當向上帝求救，祂的恩手總不離開。透過

要預備五週年的生活照，一張張的照片勾起

了快樂的回憶。上帝藉此頓時提醒我當初參與

這事工的目的，激勵了我們。我們又何嘗不是

跟孩子們一樣，傷透了上帝的心嗎？

三年間最讓我們安慰和滿足的是，親歷見證

浪子回頭的個案、當初愁容苦臉的女孩回復了

童真燦爛的笑容、曾被虐待的孩童現在滿有

自信和滿有安全感地主動向人打招呼！這正

正是我們渴望所想見的成果，孩童的生命被

重建、尊重和接納：「含淚撤種，歡呼收割」。 

盼望天父堅固這事工，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地

讓我們堅持下去，叫更多的孩童蒙福。

孩子與嘉賓分享交流 兒童村孩子及院監接受
北京僑辦頒贈的牌匾

四川綿陽兒童村的院長夫婦 五週年慶典聚餐職員佈置場地 五週年的嘉賓留名冊 受到大家喜愛的熊貓扭扭波 兒童村董事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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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感恩‧愛孩子
文／吳淑茹

五天的探訪團終於完結了，感謝神給我們

一家有機會走進中國，感受貧窮孩子的

生活，叫我們不單要常存感恩，更要學習關心

別人，向他們施予愛心、讓他們心靈得到更多

安慰。每個孩子都帶著傷痛來到兒童村，想起

他們的艱辛，我也受到感動。聽過從香港來當

副院長的分享，知道她愛小孩的心，寧願為主

捨下舒適的生活，捨下高薪厚職來到兒童村服

侍，沒有同工，沒有教會生活，卻仍甘願擔當艱

辛的工作，完全是因著她對神的愛，對小孩子

的情，令我深深被她的服侍感動了。看見一個

最豐足的聖誕節
文／陳幸年、陳國雄、陳子力

沒有聖誕燈飾、沒有豐富美食、沒有亮麗華衣、連父

母可能都沒有的小孩，帶給我們這班豐衣足食的

探訪團隊卻是一個最豐足的聖誕節。在兒童村裡，與我

相處最多的是一名十三歲男孩，不論是在待人接物上，或

在學習、活動中，他一直用行動告訴我們，他是一個努力

能幹的孩子。離別時，男孩不懂用言語表達，說了再見，

又回來；道別了，又出現；徘徊，又再回來。給他說了一句

肯定話，他才鬆了一口氣，得到一份連他自己也不知等了

多久的認同。我們向他說會再回來看他，他那流露出來

的期待眼神使我永難忘記。

主耶穌生在馬槽裡，是從富足成了貧窮。在什麼都缺乏的

兒童村，探訪短短的三天，讓我們體會箇中滋味。孩子的

貧窮，讓我們尋找生命的價值。

快樂不是得到什麼禮物，乃是跟誰在一起。

漂亮不是華衣美服，乃是單純善良的心。

富足更不是豐富美食，乃是心靈安康。

這都是老生常談，卻需要經歷才能有深刻的體會。兒童

村玉珍副院長說會繼續緊守崗位，服侍下去，讓孩子健

康成長，獲得真福。她的委身也成為我們的激勵，立志再

回來服侍這羣小孩。帶著一顆感恩與服侍的心回家，這

成為我人生中最豐足的一個聖誕節。

左圖：探訪兒童村孩子。
右圖：與孩子共渡不一樣的聖誕節。

不一樣的聖誕節
大埔平安福音堂三明兒童村探訪後記

一年級的女孩子拿著盆子和抹布，用心地把飯

桌抹乾淨，就像大排檔清潔女工般熟手，心中

驚嘆這麼小的孩子，做起事來井井有條。兒童

村的小朋友要自己洗衣服、打掃、洗碗、拖地，

甚至連日用品，也是用自己儲起來的積分換取，

對比起來香港的小朋友實在豐富得多，他們雖

然有機會上學讀書，有蓋遮頭，有衣有食，心靈

卻是孤單。他們缺乏時刻呵護和專注關心他們

的至親。當我拖著小孩子們骯髒的手的時候，

每每感受到他們正在等候著別人去牽、等著別

人去愛似的。所以每當跟他們一起，總是想著

要給他們多一點愛與關懷。原來要體驗愛與關

懷，真的是要走出自己的框框，走出一步，進

到世界裡，然後才知道這世界有很多等著我們

去愛的人，正等著有人與他們

分享愛與恩慈，去填補他們空

虛的心靈，讓他們得到真平安。

難忘孩子的天真笑臉

快樂就是與孩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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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兒童村，馮副院長表示那時不太習慣當地的

生活，加上工作量也不多，彷彿能做到的事情很

少。後來她漸漸認識兒童村的運作，才明白如何

照顧孩子的日常生活，就接受了承擔這些孩子們

的生命。

在兒童村裡的生活，每天都很有規律。馮副院長

早上六點起床，陪伴孩子吃早餐，孩子上學後，就

開始做行政的工作。孩子放學，便陪伴他們做功

課和溫習。而在假日的時候，村裡會辦些興趣班，

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這些年日在兒童村的服侍，偶而會有孩子向她訴

苦說，在學校被同學取笑沒有父母，但有一件事

令她難以忘記：「有個孩子患病，要做手術，醫

院規定要由家長簽名。醫生以為我是她的媽媽，

叫我簽同意書。那時我和孩子都手足無措，只能

無奈地告訴醫生自己不是她的母親，但她有個伯

伯…」馮副院長表示當孩子需要父母的時候，父

母卻不在身邊，這是無法填補的缺陷！

最後，她衷心地說：「我希望有更多人來到兒童村做

義工，擔任愛心家長、或是院長／副院長的職責。

因為這裡有許多需要，盼望多些有心人來幫忙！」

其實這個愛的呼籲，你也可以回應。

撰稿／靈雲

在電視節目中，我們常常看見山區孩子的情況，

不知多少人會用行動支持這些孤苦的孩子？

而馮玉珍副院長卻想到將來要開孤兒院…

使命之始
馮副院長回憶道：「記得從小看到電視播放窮困兒

童的慘況，內心特別難受。後來教書，安靜下來，我

若不執教鞭，那該如何奉獻自己的生命呢？」她又

說：「曾經探訪一些內地貧窮的家庭，看見小朋友要

走兩個小時的路程才回到學校，居住環境惡劣，食

物黑漆漆骯髒得很，心裡不是滋味﹗」

後來馮副院長在一次與神學院老師的談話而認識了

華恩。

使命之旅
二零一一年九月，馮副院長回應父神在十年以來的

感動，來到福建三明市角聲華恩兒童村服侍。

使命人生

同影
童真

華恩之聲

—專訪三明兒童村馮玉珍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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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工程

梁老師到天津探訪袁寶

看望每一位學生，分享華恩的關愛，並記念學生的身心與

家庭需要。梁老師的行動，令本來在學業路上裹足不前

的袁寶添上了動力，他如此形容這段關係：「我知道梁老

師在走的是一條散播着愛的大路，我們就是這路上即將

盛開的鮮花。」袁寶還在那年暑假得到華恩安排，到了香港

七天體驗風土人情和個別的關懷。在營會中，他參與了很多

趣味濃及有意義的活動，與團員的思想雖然經歷碰撞，心靈卻

靠近了，並且體會到真誠的大愛。

袁寶蛻變了，他說：「在大學踏入第四年，不管過去三年種種如何，我都要好好的努力，充實的過

好每一天，只要無悔，便是成功。」在成長路上躑躅過後，如今他躊躇滿志，準備就業，投身既新

鮮又陌生的社會，並且決心要學以致用。肯定的是，他路上仍然帶着華恩仝人給他的祝福，相信

你也在為他打氣吧！

袁寶懷着莫大的感恩，開展了多姿

多彩的大學生活，在陌生的環境

中，他是怎樣啟航呢？初踏入大學校門

之際，他堅定地說：「不管颳風下雨，我

都嚴格要求自己，上課不遲到，不早退，

不曠課，認真完成老師安排的課後作

業。」難怪在大學一年級他能取得中上

成績了。尤其難得的是，他可以趁放假

時偕友遊玩天津名勝，以及一訪首都北

京，增廣見聞。

可惜到了大學二年級時，袁寶的唸書勁

兒卻急轉直下。隨着課業越發緊湊，並

參加了社團、學生會和培訓，他再也不

能專心了：「請過假，逃過課，早退過。」

加上工作和感情上的衝擊，令他對這些

經歷百感交集，他有這樣的總結：「儘

管知道有些做得並不好，也明白了學好

很難，學壞只是一念之間。」

在這個節骨眼兒，華恩的梁老師忽然好

像及時雨般來了天津！這位遠道而來的

愛心天使讓袁寶大受感動，驚喜不已。

梁老師經常奔波於全國各大高校之間，

躑
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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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路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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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是怎樣培養成才
的？是一往無悔、勇往
直前？還是跌跌撞撞、
糊裡糊塗？原籍廣西的
袁寶，得到華恩的資助，
終於能夠跨進大學之
門，千里迢迢，到了天
津城建大學繼續學業。

文 ／陳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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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兒童村的一個小心靈

蒙艷玲

筆者與艷玲

文 ／招永玲

在兒童村裡每一個小朋友，別看他們平常開開心心，無憂

無慮，但你若越了解他們，每一個背後都有著不平凡的遭

遇，或許在我們的認知當中，認為絕不會發生的事情，在這小小

年紀的身上，卻記錄著非一般又沉重的故事。

蒙艷玲，一個美麗的名字，個子細小的她，臉上常掛著開朗的笑

容，咀裡常常嚷著「yo」，每次見面的時候都親切地上前扭著我
的膀臂聊天，最初都只是聊一些日常瑣事，慢慢跟她混熟了，說到

她的往事，問她知否自己甚麼時候來到兒童村，為甚麼會到這裡

來等等，她說也記不清楚了，只知道因為爸爸去世，媽媽懷著她，

待她出生後便拋下哥哥、姐姐她們一家，獨自出跑了。所以艷玲

一出生便由奶奶撫養，直到奶奶去世，她便來到兒童村生活了。

她打趣地說：「你看，就是因為我一出生就沒有奶水喝，現在就這

麼矮小了。」聽她說起很輕鬆的樣子，但我卻打從心底悲酸起來。

她還告訴我在腿上有著大小不一的傷疤，是因為房子失火燒起

來時，哥哥姐姐喊她走，但因她年紀小，害怕得不懂走，幸好姑

姑救了她，但亦已被燒傷了，就這樣身上留著永不磨滅的傷疤。

我問她有沒有惱她的媽媽，她稍為收起她的活潑，認真地回答

我，說出她從前真的有點討厭媽媽，但現在卻沒有了，更強調理

解母親的處境和難處，明白她為甚麼要走。一個十五歲的小姑

娘能有這容人之量，而且那個是自己的至親，又是拋棄自己的

媽媽，那種傷痛該是多麼大啊！若不是這些年間，兒童村給她

的愛，在心靈傷口上包紮、醫治和撫慰，加上在兒童村得到的教

導，艷玲的身心才能復原。「艷玲：真的替你感恩，能夠在兒童

村中健康成長，使你的人生再不一樣。」

她也說過最希望能與親哥哥和姐姐再一家團聚，因她多年已未與

親人見面。縱然如此，因著愛，她學懂珍惜自己；因著愛，她學懂體

恤別人；因著愛，她學懂寬恕包容別人，這愛何其深，何其大呢！

快樂香港之旅

文／小張（三明兒童村）

這次香港之旅很高興能帶我的兒子到香
港遊玩，實現了他到迪士尼玩的願望；

還讓我們品嚐了香港各式各樣的美食。雖然
來港幾天天氣很冷，但香港同工的熱情和無
微不至的關心，委實使我們的心非常溫暖，我
希望我也能把這份溫暖的感動帶到我在兒童
村的工作當中。

感 動

文／張莉芳（三明兒童村）

在三個兒童村的部份員工中，有幸我能被
華恩基金會邀請到香港作交流探訪。很

感恩！這並不是我比別人做得好，是你們對我
的愛和關心令我很感動！

   最令我感動的是到「播道兒童之家」參觀交流，這裡員工們對孩子的愛和付出的精神，很
值得我們學習。

    這是神的愛激勵著你們—「教養孩童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20：6。這愛
像接力棒一樣，傳承下去。讓孩子們在兒童村
健康、快樂的生活。

敬業樂業

文／韋青春（廣西河池兒童村）

經過華恩基金會和角聲基金會的
領導和同工們精心安排，我們員

工13人能順利到達香港享受為期 6天
的深度遊，這次遊玩不僅讓我們有機
會領略到香港的美景，也讓我們品嚐
到各地美食，很感謝華恩基金會、角聲
基金會總部和愛心天使們的厚愛。

在香港六天的行程裡，我們暢遊了海洋
公園、迪士尼樂園、太平山頂纜車遊和
香港歷史博物館等。我看到了在樂園
的表演人員技術很專業，後勤工作人員
也很負責，讓我更認識到工作不分高低
貴賤，幹一行愛一行，盡心盡力就好。

我也看到了香港城市很乾淨，不堵車，
公共交通井然有序，居民都是自覺排隊
沒有人插隊，地鐵上或是主題公園裡
的工作人員很敬業，感觸很深。瞭解到
我們的一些華恩同工，每天上下班都要
坐一個小時車程，不辭辛勞，為了這個
兒童教育事業，她們付出很多愛心，我
很感動，想到自己的工作，有時候我們
總覺得為了孩子們付出很多，但這時候
我覺得真的不值一提，以後如果有機
會我還是選擇與我們的華恩同工們共
事，讓愛傳得更久遠。



最新消息
020華恩之聲

中國兒童村事工（註1） HKD 2,408,372

助養計劃（守護天使） HKD 1,762,355

華恩助學工程 HKD 883,739

大學生貸款還款 HKD 97,318

愛心援助基金 HKD 48,050

常費捐獻 HKD 1,069,838

香港步行籌款收入（註2） HKD 320,992

利息及其他收入 HKD 38,185

合計收入  HKD 6,628,849

華恩基金會有限公司

2015年1-12月份財政報告（未經核數師核實）

收
入
︵
港
幣
︶

中國兒童村事工 HKD 3,310,498

華恩助學工程 HKD 1,295,920

香港步行籌款支出 HKD 5,533

宣傳及推廣費用 HKD 22,630

同工薪酬 HKD 1,187,696

折  舊 HKD 450,000

辦公室支出 HKD 340,901

 

合計支出  HKD 6,613,178

支
出
︵
港
幣
︶

盈 餘   HKD 15,671
註1：中國兒童村事工包含2015廣西山區步行籌款款項HKD 434,791
註2：2015「讓愛走動」步行籌款，截至2016年1月30日合共籌得HKD 374,996

普通話興趣小組（第一階段）
宗旨：配合華恩基金會之內地探訪事工，
共同創造學習普通話的語言環境，增強溝通能力。

費用：全免（自由捐獻）

地點：華恩基金會辦公室

開班日期及時間：
2016年4月7日至5月5日（逢星期四）晚上七時至八時半，共五次 或
2016年4月9日至5月7日（逢星期六）下午二時至三時半，共五次
（視乎報名者情況而定）

參加資格：
• 有意參與本會之內地探訪事工（已報名參加本會團隊者優先取錄）
• 對普通話有興趣，經過負責人面試。

報名方法：
直接電郵本會（電郵地址：gratia@gratia.org.hk），
主題列明為：報名參加《普通話興趣小組》，並填上
姓名及聯絡電話。本會將有員工直接聯絡面試。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歡迎有興趣人士報名參加！

我願意支持以下事工

□  兒童村營運經費及設施  每月捐款HK$  一次過捐款HK$

□「守護天使」  助養  名孩子（每名每月HK$300／每年HK$3,600）

  孩子助養計劃  □每月捐款HK$  □每年捐款HK$

    □一次過捐款HK$

□「助學工程」	 特困高中生（每名每月HK$100／每年HK$1,200）

    □每月捐款HK$  ，支持  名高中生

    □每年捐款HK$  ，支持  名高中生

    特困大學生免息貸款（每名每月HK$300／每年HK$3,600）

    □每月捐款HK$  ，支持  名大學生

    □每年捐款HK$  ，支持  名大學生

    □一次過捐款HK$

□「華恩愛心援助基金」  每月捐款HK$  一次過捐款HK$

□  華恩常費開支  每月捐款HK$  一次過捐款HK$

□  成為本會義工     □邀請同工到教會／團契／公司／機構分享華恩事工

請
沿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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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
下
，
對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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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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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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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實
線
剪
下
，
對
折
封
口
後
寄
回
。

聯絡資料：

姓名：（中文）     先生／女士  （英文）Mr／Ms

地址：

電話：（住宅）  （手提）    電郵：

所屬公司／機構／教會：

回  應  表

持卡人簽名：

持卡人姓名：

有效日期至：（最少兩個月內有效）

(MM / YY)

信用卡號碼：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請寫「華恩基金會有限公司」或「Gratia Foundation Limited」

□  自動櫃員機轉賬／銀行直接存款：「華恩基金會有限公司」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
  127-164697-001，請交回存款收據正本並於背頁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另請自行影印留底。

□ 自動轉賬：請到本會網站下載或傳真索取「直接付款授權書表格」，填妥後將正本寄回本會。

  ○若以郵寄方式索取「直接付款授權書表格」，請填上「   」號。

□ 信用卡支付：若以信用卡作每月捐款，有關捐款將會每月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為止。

（剪寄之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