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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约翰福音十四：18】「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

必到你们这里来。」

孤儿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社会应

给予他们特殊的照顾、关爱与帮助。他们可能由于种种

原因从小失去了亲生父母，从而缺少了来自父母对其健

康成长的引导和教育，这使得他们的心理发育与其他同

龄人有所不同。相对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孤儿定义，“心

理孤儿”则更恰当地概括出这个群体的主要特征——自

我封闭、怯于交往、难于融入社会生活。在爱的缺失和

不善于表达爱的单亲家庭，孩子大多数学会压抑自己

被爱的渴望，做个懂事的孩子，多分担成人的痛苦和负

担。然而，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被爱、拥有一个温暖的

家。成长中的儿童最为需要家的温馨和家人的呵护。

1991年，查天儒牧师夫妇神学毕业回到缅甸，看到

许多流落街头的孤儿。因着神的爱和怜悯，他们凭信心

我年幼父母双亡，留下我们四姐妹无依无靠。

最初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直到14岁那

年，奶奶过世，姐姐

带我投奔恩慈之家孤

儿院。面对陌生的环

境，我时常会想家、

思念父母。回想小时

候因为孤儿的身份被

同龄人取笑、歧视，

甚至是谩骂，心里很

不是滋味。于是，心

创办了恩慈之家孤儿院。二十多年来，这间爱的港湾已

照顾逾千名不同种族的孤儿和贫困儿童。恩慈之家以“

言传身教、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理念帮助孩子们克服

自卑孤独的心理；辅导他们学习，使他们获得学习进步

后的喜悦。更难能可贵的是老师们引导孩子们认识爱他

们的父神，从而生命得着改变，过一个敬神爱人的集体

生活，并从中找到自身的位置，感受到自身的价值，逐

步树立起自信心；同时，加强孩童与他人建立情感链接

的能力，让孩子们意识到人不仅仅

只是为自己而活，要勇于走出

固步自封的天地，去接纳别

人、爱别人。

以下是两位在恩慈之家

长 大 的 小 姐 妹 经 历 生 命 更

新、破茧成蝶的故事：

生埋怨，质问神为什么带走我的父母，为什么弃我如孤

儿、让我孤苦无依。然而，在恩慈之家这个有爱的大家

庭里，牧师与师母像亲身父母亲一样关心我们，生活过

得幸福快乐、衣食无忧；孤儿院里的兄弟姐妹们相亲相

爱、彼此帮补扶持，家的温暖油然而生，心中满怀感恩

之情，我又怎会是一个孤儿呢？我有幸认识并接受这位

爱我、顾念我的真神。同时，也了解了一个不变的真

理，那就是耶稣爱我并拯救我。虽然，在人世间许多的

遗憾和苦难，但在神永恒的旨意里有更美好的计划。所

以，在此特别想对那些和我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共勉：神

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周全、美好的安排。而且祂的

我怎会是孤儿呢?
Roisan 瑞莎
23岁，傈僳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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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名叫拉索鲁月，朗俄语的意思是长子

的女儿。7岁时父母双亡，留下我和一个姐

姐、2个弟弟。由于家境贫寒，体弱多病的奶奶将我送

往恩慈之家孤儿院。刚来到恩慈之家时，陌生的处境使

我心生胆怯、难过

忧愁，常常在深夜

无 人 之 时 自 怨 自

艾、暗自哭泣。谁

料，祸不单行，一

年过后得知家宅失

火，顷刻间，一切

化为乌有。于是，

我就成为真正意义

上无依无靠、无亲

无眷的孤儿。从此

我 的 生 活 黯 淡 无

光 ， 仿 佛 整 个 人

都被世界遗弃了。那时的我自卑又敏感。朗俄恩慈之家

（Lhaovo Grace Haven）的霍榕牧师（Rev. K. Haw 

Lum）像慈爱的爷爷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我，更

重要的是他带我认识

了人生的至宝---主耶

稣！渐渐的，我变得

开朗而自信。现在，

当 有 人 问 起 我 的 身

世，我会很坦然地回

答我是个在孤儿院长

大的孩子。因为我已

经完全接纳了自己作

为孤儿的身份，并且

我不再是孤儿！
Esther以斯帖

27岁，朗俄族

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祂
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

经历全新的生命和活泼的

盼望。我虽是孤儿，却不

孤单、更不是毫无盼望。

正如圣经中这样描述“你

心中不再有苦毒与怨恨。回首这一路走来，尽是主的恩

典！所以我从来没有埋怨过神为何在我年幼时就接走我

的父母。而且，当我来到恩慈之家孤儿院后，我每天吃

得饱、穿得暖，毫无缺乏。我满怀着感恩的心领受神赐

福给我的一切恩典。

现如今，我27岁了。目前，每天上午在一间私立学

校作兼职老师，下午在孤儿院帮忙教补习。这间为我遮

风避雨的家园陪伴，见证了我20年的成长之路。这里

有养育、关爱我的亲人；有鼓励、陪伴我的朋友，都是

源于有一位爱我的阿爸天父。所以，借此机会，希望将

我多年所领受的恩典回馈给我的家人，帮助那些和我有

相同经历的孩童们学业进步，作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

人!

最 后 ， 想 以 我 最

喜 爱 的 《 诗 篇 》 2 3

篇和大家共勉“耶和

华是我的牧者，我必

不致缺乏。…我一生

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

着我；我且要住在耶

和华的殿中，直到永

远。”

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

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 ？（马太福音7

：11）”

我目前是一名缅北腊戌神学院三年级半的学生，求

主继续带领我毕业后前方的道路，使用我成为祝福他人

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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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缅甸无数的孩子，因贫困而没有机

会上学；因卫生与医疗条件落后而丧失父

母的孤儿；因生在破碎的吸毒家庭，而生活悲惨的灵

魂，我们祷告说：「主啊！我们可以做什麽？」从收几

个孩子寄养开始，变成了今天的「恩慈之家」，都是主

的恩手一路牵引。在「恩慈」的大家庭中，我们收留孤

儿，也栽培有心志事奉的孩子，盼望他们在这里被主的

爱滋润，生命被翻转改变。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从不同

背景、彼此不熟悉到后来的亲如弟兄姊妹。他们彼此相

爱，大的孩子帮忙着照顾小的孩子，在这里他们学会彼

此接纳，彼此珍惜。不单在生活上彼此为伴，在属灵生

活里，藉着一起读经与祷告，敬拜与颂赞，享受神同在

的喜乐。

记得有一年，有四姐妹，爸爸因吸毒而残杀了她们

的母亲。父亲原被叛死刑，但经过身为基督徒的外婆不

想看到孩子失去母亲而同时又失去父亲。经求情之后，

父亲被改判为终身监禁。外

婆就立刻将孤苦伶仃、悲伤无

助的她们，带到恩慈之家。原

本这场人间的家庭悲剧足以能

够摧毁这四个孩子的一生，但

感谢主，她们在恩慈之家的成

长年岁里体会到上帝的父爱、

感受到孤儿院哥哥姐姐们的友

爱，蜕变成了身心灵健康的青年人。想起刚进入恩慈之

家时，她们因亲睹父亲的残暴，顿时失去母爱的她们，

无法抬起头来与其他的孩子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恩慈之

家的牧师、老师及哥哥姐姐们都以基督的爱来拥抱、陪

伴她们。记得有一次我请她们四姐妹到我的房间，我用

基督福音的大挂图向她们讲解上帝爱的福

音。我告诉她们，她们的父亲虽然身陷监

牢，而大姐我早年就失去了双亲。但感谢

上帝，认识父神之后，我已不再看自己是

孤儿，因为我已经拥有了新的生命和盼

望。在属基督的大家庭里，从此不再孤苦

伶仃、毫无指望了。因为主耶稣说“我不

撇下你们为孤儿”。四姐妹听过福音后，

她们就跪下来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她们

个人的救主、天上的父。从那天开始她们的生命不再一

样，脸上充满了喜乐、自信的笑容，与恩慈之家其他的

孩子打成一遍。最初刚来到恩慈之家时，最大的姐姐也

只不过九岁，最小的只有五、六岁。现在她们已长得婷

婷玉立，都已经步入社会工作了，偶尔还会回到孤儿院

探望、关心恩慈之家的弟弟妹妹们。

在「恩慈」大家庭所经历，所学习到的一切，奠定

了孩子们一生信仰的基础。看到他们一个个的健康成

长，一批又一批的长大离开，有的开始有自己的工作，

有的献身作传道人，最感恩的是他们都脱离了原生家庭

的伤害，不再像刚来的时候，伤痕累累。看着他们建立

幸福的家庭，心中就充满感恩，这些年的服事，主都在

记念。神的确是看顾孤儿的父，有神作他们父亲的人，

是最蒙福的人！

神是孤儿的父、我是孤儿的大姐
查菊英传道

缅甸腊戌恩慈之家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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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1119E. Westview Court, Spokane, WA 99218. Tel: (509) 343-4000   Fax: (509) 343-4015
加拿大: 8500 Torbram Rd. #56, Brampton, ONT L6T 5C6. Tel: (905) 458-1202  Fax: (905) 458-4339
英国: Armstrong House First House - Robin Hood Airport Don caster DN9 3AG.  Tel: 013-02-710273  Fax: 013-02-710027
澳洲: P.O. Box 84, Chatswood, NSW, 2057, Tel:  (02) 97128222   Fax: (02) 97125055
日本: 1001, 2-7-63 Nishinakahara, Shizuoka-shi 422.  Tel/Fax: 054-283-9317
新加坡: 134/136 Braddell Road, Singapore 359919. Tel: (65) 6280-0312 Fax: (65) 6280-0078

事工: 本土教会●圣经学院●认领民族●儿童助学●创启事工●整全宣教

所有收到的奉献皆是支持福音自传会的事工，用于维持本会的运作费不逾于20%。

地点 ◆仰光            ◆腊戌

焦点

◆儿童助学金创办的学校
◆ 腊戌恩慈之家
◆ 少数民族学生中心
◆未得之民事工：德昂族
◆ 神装备事工：神学院
◆ 小型企业计划

参与项目

◆教导儿童或青少年(圣经故事、手工、游戏等) 
◆分享信息、个人救恩见证等
◆技术/专题教导（如：电脑、英文、裁缝、健康等） 
◆社群服务（如：理发、体操等）

日期 2019年12月9至19日

住宿 10晚酒店（备注：当地官方规定）

截止日期 2019年10月15日

人数 20（集训：4至5次）

电话询问 新加坡：叶秀兰姐妹（6280 0312）

马来西亚：柯如华姐妹/吴耀辉弟兄（07-5577034）

邮址
新加坡：stmt@cnecintl.org

马来西亚：sac@cnecintl.org 

经费

大约新币一千两百元*

马币三千六百元*

（包括：住宿、膳食、交通、行政及领队）

 *将按照国际及内陆飞机票季节性的价格调整

福音自传会2019年
“短宣体验”─宣教工场探索体验之旅

腊戌

仰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