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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 成立 
25週年專題
愛的征途 
原著：高永恩 (David Gotts)，創辦人

翻譯：陳美儀

在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ICC）慶祝成立廿
五週年之際，我回想到自多年前踏進中國政府
所辦的福利院至今所發生的種種。我仍記得很
清楚，當時我知道在我懷中的嬰孩，即使不是
絶大多數但許多都會在短短數週內死去。那時
我不只感受到極大的痛苦和困惑，也體會到神
的傷痛；相比衪對孩子們的那份愛，我所經歷
的一切都變得很渺小。我認識到神對被遺棄的
殘疾兒童的愛。這份認知讓我知道神要呼召我
去服侍、去愛這些小孩子，用神對我的愛去愛
他們。ICC的成立是始於這份愛，廿五年後的
今天，愛仍然是ICC的身份和工作的核心。

高永恩 (David Gotts),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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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心中國慈善
協會(ICC)的成立是
始於這份愛，25年
後的今天，愛仍然
是ICC的身份和工
作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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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

在我們工作的初期，要表達愛是容易
的。我們可以藉著許多簡單的方法去
愛。我會從一張嬰兒床走到另一張嬰
兒床去抱抱每一個小寶貝。我會替他
們換尿布，給他們餵食。我會拉著孩
子到我膝上，靜靜地抱著他們，讓他
們感受神的愛並我對他們的愛。

愛尤如植物的養料，是帶來新生命的
肥料。一個被遺棄的孤兒就好像閉合
的花蕾，當有愛注入他們的心中，他
們會徐徐展開。那個憂傷、沮喪、內
向的小孩會慢慢地試著去回應；過了
一段日子，當我們扮鬼臉去逗他們
時，就會見到他們展露笑容及發出陣
陣笑聲。

隨著時日過去及ICC的成長，我開始
從照顧孩子的前線退下來，轉而去促
進和鼓勵更多義工及員工們去分享他
們的愛。雖然我很懷緬與孩子們在一
起的時光，但有機會看見其他人怎樣
將愛傾倒在我們所服侍的孩子們身上
也是美事。

我看見一些世上最棒的人，回應著神
的呼召來到中國。這些護士、治療師
及教師們以他們個別的專長來幫助和
祝福孩子。但他們都知道在那些技能
背後，是愛帶來我們渴望見到的生命
轉化。

真愛是...

然而，要看見破碎的心靈得著修補是
一個漫長、甚至是一生之久的過程。
被遺棄所造成的傷害，或某些孩子多
年來住在福利院中被忽略所帶來的影
響，都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傷
痕。儘管ICC已做了一切，這些可愛
的嬰孩及幼童在他們成長的路上仍要
面對曾經被拋棄的傷痛；青年人也要
為著他們來到ICC之前所受的虐待而
產生的影響掙扎。

真愛不只是去愛逗人喜歡的嬰孩，而
是當面對著因生命的破碎而變得難以
應付的青年之時，我們仍然去愛，這
才是更深更真的愛。我一次又一次看
見的就是這種愛:這種不放棄任何人的
愛，這種看到一個人的價值的愛，縱
然連他們都不自知。要這樣去愛需付
很高的代價…而且是痛苦的。

盧雲神父（Henri Nouwen）寫道： 

憐憫要求我們進到傷害之處、痛
楚之地，與人分擔破碎、恐懼、
困惑及苦痛。憐憫挑戰我們與悲
慘的人同呼喊，與孤獨的人同傷
悲，與哀哭的人同哭。憐憫要求
我們與軟弱者一同變得軟弱，與
脆弱者一同變得脆弱，與無力者
一同變得無力。憐憫就是徹底進
入人類的境況之中。

假若你與ICC 其中一位長期員工坐下
來分享這番話，他們都會點頭認同。
你亦會知道，他們明白在ICC工作的
每位員工也是被呼召去將這種愛獻給
那些要面對被遺棄之痛的人。

我們怎能如此地愛呢？因為我們自己
也是如此地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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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身上，我們看到神的兒子怎樣
進到一個破碎的世界，進到我們痛苦
之處。衪分擔我們的破碎、恐懼、困
惑及苦痛。衪與哀慟的人同哭，安慰
孤單的人，並與悲哀的人同泣。最
終，衪讓自己變得軟弱、脆弱及無力
地掛在十字架上。懸在十架上，衪放
下自己的生命以致我們可以得著那測
不透的愛。

對於我們這些自認為跟隨基督的人，
應該不感意外我們就是被呼召去走這
愛的道路。每位基督徒都被呼召要「
進」到我們身處的破碎世界當中並愛
我們所遇到的人。

ICC的未來和你的參與

ICC 已經寫下了二十五年的故事。
這是一個奇妙的愛的故事，也是當
我們這樣不惜代價地愛所帶來的生
命轉化的故事。你可以在ICC的新著
作 China’s Oasis中讀到這故事。若
果你有機會讀這書，我盼望你會被啓
發，從而看到神可以怎樣使用你去為
中國許多被遺棄的殘疾兒童帶來生命
的轉化。

 
當我展望未來之時，我為著神如何帶
領我們的事工發展而感到雀躍。一些
令人興奮的計劃正逐步成形，這將令

ICC得以在現有的工作範圍以外分享
這奇妙的愛，有機會讓數百多名兒童
受惠。我相信，在我們撰寫 ICC 的未
來時，總有你能夠參與的位置。在這
裏，你可以傾出你的愛及神的愛，讓
那些活在痛苦、恐懼、困惑及黑暗中
的人，得以開始體會愛所要他們經歷
的轉變。

多謝你與 ICC同行了廿五載。我衷心
感激你所獻上的禱告和支持。請與我
們攜手同行這愛的征途，幫助更多被
遺棄的殘疾兒童體會愛、盼望和機
會。

 
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 
創辦人

 
高永恩（David Gotts）

China’s Oasis 已經出版，
歡迎你登入 

www.chinasoasis.com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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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視野
照顧者的一天

認識「松樹之家」

2014年10月，我成為新成立的「松樹
之家」的照顧者主管。 當時，其中兩
名男孩來自ICC的嬰兒部，另外五名
則來自衡陽市政府的兒童福利院，他
們的年紀為6-12歲，每一位都有嚴重
及多重殘疾。

雖然他們無法自行吃飯、走路、淋浴
或去洗手間，但孩子們每天都給我們
的生活注入愛與活力！他們有各自的
性格和需要留意的地方：書書對我們
有高度的信任，又會以微笑邀請我跟
他說話; 為為的飲食需要特別留意，

因為要確保他獲得所需營養; 鶴鶴如
果沒有玩具在手，他就會吸吮自己的
手; 丁丁愛吃，對於食物從不挑剔; 德
德常常掛著笑容，但比較嘴刁，最愛
吃餃子; 文文需要治療師們很多的關
注，以確保他可以舒適地坐著; 助助
則是我們家進步最大的小子！

在照顧他們的日子，我們之間的感情
日益深厚，我漸漸地愛上他們每一
個。 我們認識和了解彼此，共處的
時候感覺舒服。我和其他在「松樹之
家」工作的姨姨都能夠給孩子們帶來
安全感。

周朝陽口述
中國事務總監 
Kyla Alexander代筆

周朝陽（左）和王一鳳（右)是「松樹之家」其中兩位「媽媽」。
她們合力照顧七位男孩：前排左起是書書、助助和為為；後排左
起是文文、鶴鶴、丁丁和德德。

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ICC)致力為其服務的兒童和青年提供一個既安全又充滿愛
的家。要提供優質的家庭式照顧，一班專業和訓練有素的照顧者實在功不可沒。

在衡陽的全人關顧中心工作的周朝陽，是「松樹之家」七位男孩子的「媽媽」。
她分享了作為照顧者的生活日常和心路歷程，以及從中所學到關於愛、喜樂、耐
性和生命力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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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松樹之家」的一天：

服藥時間
有幾個孩子每天都要服藥，主要是為了預防癲癇發作。 我們要確保他們按時
服藥，並且做好記錄，妥善放置藥物。

跳舞時間！
我們的孩子喜歡跟大夥兒在一起，看大家跳舞，並隨著音樂節拍擺動身體！

早餐
早餐通常是麵包，粉麵或粥。我們會按著每個孩子的飲食需要進行個別餵食。

書書是其中一個有特別飲食需要的男孩。 去年他做了手術，在胃裏放了
一根管子，讓他更容易地獲取營養，同時令餵食過程更容易和安全！

上午6時30分
起床！

叫孩子起床，逐個協助他們上厠所，
換尿布和衣服，然後讓他們坐在各自
的椅子上。

治療師會根據每個孩子的需
要，為他們特別訂購或訂製個
人的椅子或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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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氹氹轉時間」
治療師來到家裏跟孩子進行「氹氹轉」活動。我們
會一起唱歌，如「文文，你好！ 」，並將每個孩
子的名字放進歌裏，大家輪流為每個孩子唱歌。

當我們拿出色彩繽紛的降落傘，大家圍著它
跳舞時，孩子們都會興奮起來！這給他們的
生活帶來了一點色彩。對我來説，這也是一
天中的小樂趣！

因為孩子們有各自的餵食需要，所以小心餵食是照顧工作中的重
要部分。

餵食時，如果姿勢不正確，或者速度太快，甚或是他們不
信賴餵食者時，都有機會導致他們窒息生病。

上午11時15分
午餐

下午放輕鬆
午睡之後，我們會進行一對一治療、看電視等活動，天氣
好的時候就會到遊樂場去。我們也會利用這時段來做筆記
和孩子的記錄。

每個孩子都有一個接受感官治療的時間表， 例如丁
丁和助助每天都有一段「站立時間」以進行肌肉和
骨骼的重量訓練。

午睡時間
午睡時間不僅是休息和睡覺，孩子更可以在這時段伸展身體。這是他們日常治
療過程中的重要部分。作為照顧者，我們要確保孩子的姿勢正確，不論是睡覺
或坐著的時間。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特別床，有些甚至有特殊的器具幫助控制他們的身
體姿勢。隨著孩子的身體成長，這將有助減低畸形率和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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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作為孩子們的「媽媽」，我們
也需要負責一般「媽媽」的工作，如
清洗、烘乾和折疊衣服，以及打掃房
子等。每天，我們會在不同時段處理
這些家務。

透過實踐理解殘疾

在衡陽全人關顧中心工作之前，我並
不了解殘疾的問題，也不會明白這些
孩子。書書是我第一個接觸的孩子，
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心想這
孩子真美，但也是多麼的脆弱！當時
他剛完成手術，腳上打了塊大石膏，
我將他從長沙的醫院帶回來。回家路
上三個多小時的車程裏，我動也不敢
動，因為我怕會傷害到他！

從那時起，我愈來愈喜歡書書和家裏
的孩子。這裏每一位的照顧者都盡心
盡力地照顧孩子們，大家一起生活的
時間和感情培養出我們大大顆的愛
心。透過照顧這些特殊和寶貴的孩
子，我學到了很多關於愛、喜樂、耐
性和生命力的功課。

除了這班「松樹男孩」，我還有一個
17歲的親兒子。他放假時，我會安排
他在中心做義工，讓他陪伴他的「弟
弟」。我希望他學習照顧別人，尤其
是一些弱勢社群和殘疾人士。

洗澡
這時我們會檢查他們的皮膚狀況，因為有嚴重殘疾的孩子很容易出現壓瘡的問題。

餵食晚餐一般需要更長時間，因為在這時段我們沒有治療師的協助。

下午5時10分
晚餐

睡覺
我們跟孩子在同一個房間睡覺。晚上會起來看看他們，確保一切妥當。

如果孩子半夜醒來或感到不適，我們會用不同方法安撫他們，例如給他
們一些飲料或零食，或者調整一下他們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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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懸一線 

當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ICC）的員工第一次在
衡陽政府福利院見到小北的時侯，他們對這名患有
腦積水（導致腦部異常腫脹和壓力增加的病症）的
小孤雛的生存機會並不樂觀，並認為如果沒有及時
和適切的醫治，小北最多只剩下幾個月的性命。

雖然錯過了手術的最佳時機，但我們決定為小北爭
取一個生存的機會。

由於小北的頭部在手術前已過份生長，這代表他在
手術後將要克服不少複雜的狀況。加上他的頭部比
正常人重，所以需要更長時間去掌握頭部的控制，
而這方面的延遲，同時也拖慢了他的身體、認知和
社交能力等方面的發展。

生命奇蹟

「小北不斷地超越我們的期望，常常都讓我們驚嘆
不已！這孩子堅毅不屈，是個生命奇蹟！」 ICC中
國事務總監Kyla帶著肯定的微笑說道。

手術後，小北很快就在ICC設於衡陽的「小組家
庭」安頓下來，成為大家庭內其中一位小寶貝，祝
福著周邊的人。

由於患有腦積水，小北
的頭部比正常人體積更
大更重。

小北(左）和他的同學在上特殊教育課。

「手拉手」助養樂
 「這孩子堅毅不屈，是個生命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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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玩的小北享受跟國際義工玩耍的時間。「看書」是小北最喜歡的活動之一！

現在的小北喜歡坐在輪椅上到四周探
索，這實在有賴捐助者的愛心支持，
透過香港「燃望」慈善晚宴贊助我們
為孩子購買新輪椅。有了新輪椅，小
北不單可以更獨立地活動，他更能夠
探索世界，並將自己的生命和快樂分
享到每一個角落。

有質量的生活

在ICC的「小組家庭」，小北可以在安
全穩定的家庭環境中成長，得到照顧
者一對一的關顧。隨著他的成長，他
每天都進行康復治療，幫助他加強頭
部控制，以及改善坐姿，讓他可以更
投入地參與各項活動。

看書和唱歌是小北的最大嗜好。在等
待治療或吃晚飯時，他會在自己的床
上或墊子上輕聲地唱歌。在特殊教育
課堂上，小北學習得非常快，並很喜
歡看書和故事時間!

這幾年見證著小北的進步和發展，我
們實在感到無比自豪和安慰。我們深
願小北和其他在ICC的孩子和青年，能
夠享受一個充滿愛、希望和機會的人
生。透過助養計劃，你也可以為這些
寶貴生命帶來改變。誠邀你踏上助養
旅程，燃亮彼此生命！

成為助養者，與被遺棄
的殘疾兒童和青年 
「手拉手」同行！

www.chinaconcern.org/sponsor



義工篇
短期探訪隊的付出與收穫

自1993年以來，國際關心中國慈善
協會(ICC) 動員世界各地的義工隊到
訪中國，幫助ICC照顧有需要的孩子
和青年，並為他們的生活帶來額外的
樂趣！

從義工們的分享當中，我們重複聽到
一個訊息：在完成服務後，他們發現
自己除了是施予者，亦是受惠者， 
並深深地經歷到自己的生命被轉化。

我們訪問了兩位義工Kati和Lindy，她
們都參加過三月的短期探訪隊。以下
是她們的分享重點：

KATI SIMPSON 
- 來自英國倫
敦的Kati ，自
2012年開始參
與ICC的短期
探訪隊，至今
已是她第五次
出隊！她特別

喜歡帶領一班大孩子進行有趣好玩的
活動。

經過數次探訪ICC的項目工作，你從
中看到了甚麼改變？

記得在2014年，當時位於衡陽的新
的全人關顧中心已經建成，但尚未投
入服務。這次，我很高興看到中心的
運作，有不少的「小組家庭」在當
中居住，形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社
區，歡笑聲此起彼落，洋溢著生命的
氣息。

在這次旅程中，有甚麽讓你感受至
深？

看見自己認識了六年的孩子健康地成
長，我深感欣慰！但論到改變最明顯
的，卻是那些從政府福利院搬到ICC
的孩子。曾經有一位青年人，當我第
一次見到他時，他是被綁在馬桶上
的，因為他在福利院居住期間曾經出
現食物反芻的情況。他也很少外出，
終日顯得非常苦惱。今天，他生活在
一個家庭中，能夠參與日常活動，比
以往更加投入，看起來也更健康！足
以看得出他在ICC獲得很好的照顧。
我能感受到護理人員和保姆們對孩子
全心全意的愛和及照顧。在ICC，一
切皆以兒童為本。

可否分享你在這個義工團隊中的體
驗？

雖然我們到這裏是要服務孩子，但與
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時，有種十分
特別的感覺。 隊員們一同吃飯、生
活、工作和祈禱， 總的來説，你就
在一個基督教社區內生活兩週。這裏
有一種強烈的社區意識，是一個住在
倫敦市中心過著繁忙生活的人無法感
受得到的。在週日早上於教會或團契
當中，或許你會找到類似的感覺，但
是很少會有如此高質量的溝通和鼓
勵，更不要説結識一些你可能永遠不
會遇見的人。 我在這些旅程中結識
了一些十分要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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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Y YAU – 
Lindy來自香
港，這是她第
一次參與ICC
的探訪。 她與
一位朋友結伴
同行，兩人懷
著謙卑、開放

的心到中國見證上帝在一群特殊而珍
貴的孩子身上的工作。

出發前你有甚麼期望？

我只想了解更多關於ICC的工作，並
沒有任何具體的期望。 剛到達ICC在
衡陽的全人關顧中心時，我驚訝地發
現有個女孩戴著一個看起來像「頭
盔」的東西，後來我意識到這是為了
保護她的頭部，因為她容易跌倒。眼
前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事，看到這
群如此不同卻又特別非常的孩子，實
在奇妙！

甚麽讓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上帝在這些貧困兒童的生活中所彰顯
的恩典！當我帶他們到院子裏玩耍的
時侯，我覺得他們恍如置身天堂。我
替他們高興，並且很感恩有這次的機
會探訪他們。另外， 看到ICC如何為
這裏的孩子和青年帶來愛、希望和機

會，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他們當
中有一些可以在社區生活，甚至工
作，在各自的「小組家庭」裏彼此
照顧。

你覺得上帝在這次旅程中對你說了些
甚麼？

要向孩子們學習；要接納和愛他們，
因為他們也是上帝所愛的。 以往我
旅行時從未寫過日記，但在這次旅程
當中，我每天都會記下一些個人經歷
和新的見聞。我要感謝上帝。我祈求
這裏的孩子和青年們都蒙上帝的慈愛
和憐憫。

報名參加下次 
的短期探訪

(8月12-25日)

www.chinaconcern.org/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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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ICC祈禱 成為義工 參與支持

International China Concern

www.chinaconcern.org
WeChat QR Code

與我們聯絡
澳洲

+ 61 (0) 7 3812 8118

australia@chinaconcern.org

www.facebook.com/australiaicc

加拿大

+1 604 322 3119

canada@chinaconcern.org

www.facebook.com/
chinaconcerncanada

中國

+86 731 85231546

china@chinaconcern.org

香港

+852 2529 2952

hongkong@chinaconcern.org

www.facebook.com/hongkongicc

荷蘭

+31 79 323 0343

nederland@chinaconcern.org

英國及愛爾蘭共和國

+ 44 (0) 191 2611079

uk@chinaconcern.org

www.facebook.com/chinaconcernuk 

美國

+1 360 746 8520

usa@chinaconcern.org

www.facebook.com/
AmericanFriendsofI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