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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泉源少兒培育之家

　　福州市泉源少兒培育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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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地。」詩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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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主命定，
　　誰能說成就成呢？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

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

的事上必然亨通。」（以賽亞書55：11）

剛過去的十二月是我們眾同工興奮雀躍

的日子：六位「泉源之家」的小孩能來到香

港為主作見證，他們成功申請來港也不容

易。要知道流浪的孩子能從沒有戶籍到獲申

請「集體戶籍」可以上學讀書、從目不識丁

到來港帶領敬拜、分享見證，「除非主命

定，誰能說成就成呢？」（哀3：37）

這六位小孩來自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

的成長故事，在音樂上也有著不同的恩賜，

於是組成「麥子樂隊」。我們相信透過音樂

敬拜的培育，能讓小孩的生命更多經歷上帝

的愛。源於這份信念，「泉源之家」開始每

天也有小孩的樂聲與歌聲，這像是小孩來到

父面前，每天細聽天父的心聲。

「麥子樂隊」來港九天，分別於「給浪

童一個家」籌款餐會、沙田浸信會的「泉源

之家」異象分享會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二十五週年晚會中演出，向約一千位弟兄姊

妹分享見證，除此之外，更與協會的同工、

義工們到深水埗街頭探訪無家者，今期泉訊

在此向讀者分享是次旅程他們的點滴與所見

所聞。

麥子樂隊



老黃憶述他於2006年以前，生命得過且

過，沒有目標，只作週日基督徒。後來上帝的

一句呼召─「我兒，將你心歸我！」─深

深觸動他，並從此改變他的生命。老黃開始沉

思如何將自己的心歸給上帝，又祈禱求問，並

祈求太太會有同一心志。他更每星期禁吃午餐

兩天，禁食為太太禱告！

他記得自己曾這樣向上帝祈禱：「如果可

以提早退休來服事祢便好了！」怎料，上帝真

的這樣應允！祈禱三年後，

上帝於一年內同時呼召他

們夫婦倆，於是便決

定 一 起 踏 上 事 奉 之

路。祂是何等信實！

黃健強伉儷，人稱「老黃」和「美如」，為沙田浸信會會友，2006年經歷上帝呼召，2007

年底成為「泉源之家」同工，開展「泉源之家」開荒工作，照顧流浪的孩子。

開

拓 先

鋒

老黃跟上帝說：「祢用得著我的地方就用吧！

只要祢開路，我們便會踏上征途。」

兩年前，「泉源之家」開始接收智力較低

的小孩，老黃學習幫他們洗澡，但一點也不容

易。上帝在當中調整他服事的心態，提醒他

說：「你可以服事這群小孩，原是我給你的恩

典及福份！」自此，他服事小孩的心就不同

了，例如教小孩走路，他願意耐心地一步又一

步教他們走，見證他們的成功。雖然過程殊不

簡單，但老黃領會到只要他願意花時間關心、

愛護和鼓勵小孩，他們便會改變；若孩子欠缺

智慧，就讓我們按手為小孩求智慧！他盼望孩

子們能成為被主使用的一支軍隊，高舉上帝的

名，為主作見證！

在一個光明的地方，另一端她看見一個很黑很破

舊的農村，然後有聲音問：「誰為我去？」她就

回應：「我去！」她走過去，見有光環，有一群

小孩迎向她跑過來。這個夢境讓美如開始感到上

帝在呼召她。殊不知，翌日教會的講道便提及亞

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的事，當時講員說道：「當人

聽到上帝的呼召時，便要作出一個選擇。誰願意

放棄父母、房屋、兒女，他在世上無不得百倍；

但如果選擇不捨棄父母、房屋、兒女，就不配作

主的門徒。」聽到這篇道，美如非常扎心及難

過，她立即離開，她真不想放棄自己的女兒，不

想讓愛女變成孤兒。其後，老黃的一位屬靈老師

勉勵他們：如果你們愛上帝所愛的，上帝會更愛

你的所愛！

其後，他們那年經歷很多的掙扎，與上帝吵

架，也感到徬徨無助及孤單，不知上帝是否真

見證分享
（摘錄於6-12-12「泉源之家」異象分享晚會）

黃健強伉儷
開拓先鋒

美如 形容自己是個平庸但很有福氣的婦

人，因為她有很多的兒女（「泉源之家」的小

孩），他們二人能與孩子們於台上分享見證是一

個神跡。她說以往自己像個「領取綜援」的基督

徒，但上帝沒有因為他們不足而不聽他們的禱

告。她憶述當初自己掙扎應否踏上宣教之路時，

最放心不下的是她當時22歲的女兒。美如未曾

試過一整年離開女兒，不照顧她，她實在不願意

放棄愛女。但往後美如卻更深地經歷一位信實的

主，叫她不用顧慮，並賜予更多福氣給她！

2006年的一個晚上，上帝跟她說：「我是

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10：11）上

帝呼召她嗎？這呼召實在太大了，上帝是否在開

玩笑呢？她承受不了。後來，於同年，她發了一

個夢，見有兩個極端的場景：一端是她很開心站



「繼續努力」是梁牧師送給老黃、美如的話！

當聽到老黃分享最初學習幫小朋友洗澡時，梁牧

師想起30年前自己在一個弱能中心裡工作的經歷。

當時他第一天上班，首項工作是為一位十六歲，身高

六尺的美國弱智男子洗澡。他起初連脫衣服也不懂，

梁牧師用了一個月時間教他脫掉全部衣服；到第二個

月教他不怕水；第三個月教他不要向他撒尿；第四個

月才教他塗肥皂。那時候，他問上帝是否呼召他一生

也只做這樣的工作呢？經過一年，這青年人已經懂得

自己洗澡了，梁牧師體會到此事看來容易，但對這青

年來說卻需要慢慢學習，最重要的是有人陪伴他及教

導他。

梁牧師分享了這段經文：「你們豈不說『到收割

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

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4：35）為

什麼上帝要我們收割及將大使命交給我們呢? 如果上

帝要幫助泉州的浪童，為什麼祂差人走到另外一個國

家而不興起當地人傳福音呢？

梁牧師提醒我們要明白人在上帝眼中是多麼寶

貴，而上帝喜歡我們與祂同工，這是上帝給我們的福

氣及恩典。事奉中雖然有苦，但是也有福，所以在服

事中我們要放下很多東西，這卻不是犧牲，而是我們

甘心樂意、為跟從上帝而作的捨棄；正如我們赤身出

於母胎，也赤身歸回。老黃及美如走到泉州服事，不

向天
舉目

（摘錄於6-12-12「泉源之家」異象分享晚會）

的呼召他們去宣教。他倆很感謝兩對經常支持他們

的夫婦，分別是Samual伉儷及Daniel伉儷，他們常

常幫忙支援二人的生活費，又確信上帝是在呼召老

黃、美如。老黃和美如雖然經過掙扎，但最後倒是

感到上帝無比信實，於是便回應上帝的呼召！

他們漸漸願意跟從上帝的帶領，只跟上帝說：

「祢開路，我們就跟著行！」當時他們一直於「基

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當義工，同一時間，協會也

領受了服事國內流浪兒童的異象，於是大家便走在

一起，成立「豐收慈善基金」。他們感謝協會賴姑

娘相信他們的呼召，讓他們一起同工，最後二人終

於在2007年底出發往福建泉州，踏上全職事奉之

路。她憶述當中面對很多挑戰，包括適應當地生活

和官場文化，過程辛酸，不乏眼淚，但每一個難

關上帝都帶領他們走過。生活不適應、語言不通、

因常常出外跑而曬得很黑……想到這一切，她不禁

落淚，問自己到底為了什麼要受這些苦？各項開荒

的工作，他們倆根本什麼也不懂，經歷過被工程人

員欺騙，跟他們吵架……附近的村民也攔阻建築工

程，擔心泉源之家會把壞小孩引進村內等。這一切

的壓力，他們沒法承擔，試過逃跑往後山，但每次

看見小孩子的面孔，他們便心軟下來，不想一手拉

他們上來，又一手拉他們走。

所以他們每天只能向上帝禱告。二人工作繁忙

得很，一早起床便要買餸、

煮飯、當訓導主任、清潔

地方……最初，他們

照顧小孩時，並不知

道小孩的需要，惟

靠禱告，因為只有

上 帝 才 可 以 改 變

他們的生命！每

是為了犧牲自己，或是因為他們特別偉大，而是他們

願意回應上帝祝福他們的機會，聖經提醒我們，舉目

收割的時刻還有四個月，我們舉目向田觀看，將看到

什麼呢？四個月前是播種的時候，舉目向田其實看

不到什麼，但耶穌說：「莊稼已經熟了，是時候收

割。」所以上帝提醒我們做祂的工，必須有屬靈的眼

光，有信心，上帝必然會成就！

老黃及美如談到事工由零的創始發展至今，一一

看到上帝的供應和工作：從一塊荒地到現在整幢校

舍，由沒有小孩到現在有廿多位小孩……但上帝的工

作是要我們去經歷的，不踏上首步，便不能經歷上帝

的真實。耶穌提醒我們要舉目觀看，縱覽收割的稻

田，而不是注視我們的銀行戶口或屬世的事情。我們

首先要去看，發現別人的需要，再求問上帝，然後有

所行動，才知道自己該投身於哪裡。梁牧師鼓勵我們

多用心去看，不要懷疑上帝的工作，「泉源之家」的

小朋友便是見證，他們的生命便是展露上帝的足跡。

梁廷益牧師	沙田浸信會	



明恩，13歲，是「泉源之家」的小孩，麥子

樂隊的主音。他小時候常常受媽媽的虐打，一直

抱怨不能像其他小孩子得到父母的愛，也沒有零用

錢。他埋怨世界，於2006年離開家庭，開始流浪

的生活。後來他遇上一個有心人，他將明恩送回老

家，但明恩回到老家也常常不聽話，不讀書，於是

他便上山放牛。突然有一晚，他聽到一把聲音跟他

說：「我已經為你計劃好以後的路了。」然而他仍

舊調皮，甚至再次離家出走，在外流浪。五個月

後，他到了泉州，有人把他送往救助站，經轉介後

便來到「泉源之家」。

明恩覺得「泉源之家」很特別，一進去便有人

跟他握手，也看到孩子們互相幫助。剛開始時，明

恩不知道有一位上帝，「泉源之家」的人便跟明恩

分享上帝的事，也常常一起敬拜祂。明恩漸漸發現

自己有很多恩賜，每次唱詩，只要聽過一次便差

不多完全學懂。他也感謝黃叔叔、黃亞姨和老師

們，老師教他品行，但明恩常常不聽話，被罰了

七八次，然後他便想改變，並跟黃亞姨說自己會改

好的，但往往也沒做到。幸而最後他也變得馴良

溫柔，並且又發覺自己多了恩賜，他本來唱歌不

明恩

動聽，但上帝賜恩給他，讓他有機會加入「麥子

樂隊」。可惜容易放棄的他還是捱不住而離隊，

由另外兩位小孩替代他。明恩很後悔，向上帝禱

告：「我很想再參加『麥子樂隊』。」有一次樂

隊的成員跟他說：「你現在知道後悔了嗎？」但

這位孩子竟然也跟明恩一樣，最後放棄機會，結

果明恩可以重新入隊。當再次練習時，明恩再次

覺得辛苦，自行省去練習。練了才兩個星期，他

又重萌去意，並埋怨起來。樂隊隊長劉勝發現

了，便鼓勵他說：「你才練習兩星期，但我們練

習一年了！」所以明恩最後還是堅持下來，並終

於有機會來港演出，站在台上敬拜上帝！明恩很

欣賞樂隊隊長劉勝，每當看見他滿頭大汗地彈結

他，彷彿活著就是為了敬拜上帝，明恩體會到自

己能站在台上，敬拜上帝是莫大榮幸。他感謝上

帝，也感謝生命中的第二個家。從前他看世界是

黑白的，但他加入「泉源之家」後，他的世界

成了七彩繽紛。他願意完成上帝給他的使命，而

他今天站在台上敬拜，就是為了履行主託付的任

務，將榮耀歸給上帝！

（摘錄於6-12-12「泉源之家」 
　異象分享晚會）

一次他們來到上帝面前，上帝就透過

不同的話語，甚至孩子們的安慰，來

鼓勵二人。夫妻倆向上帝的祈求只有

一個：「求祢使我心堅定！讓我們每

天深深地從祢裡面重新得力！」他們

知道唯有上帝是他們的出路。

今天，她看見「麥子樂隊」站在

台上高舉主的名敬拜，感到自己真

的有福！她更分享一次自己

很難過，「麥子樂隊」的

隊長劉勝懂性地讓出肩

膀 讓 她 靠 著 哭 了 半 小

時，她實在以小孩子

為榮，因為他們都

是很懂事的。

「麥子樂隊」於異像
分享會帶領敬拜

異像分享會中場面感人



慈善餐會筵開31席，
場面熱鬧

「麥子樂隊」於慈善餐會帶領敬拜

事
工
報
告
二
零
一
二
年
九
月
至
十
二
月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淨收入

11月16日 生命頌浸信會 差傳之夜 110 -

11月18日 Lighthouse Ministries 130 -

11月18日 沙田浸信會 差傳雙週 80 -

12月6日 「泉源之家」異象分享晚會 300 $8,713

共四次 620

各類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淨收入

11月23日 「給浪童一個家」慈善義賣 100 $5,366

12月3日 「給浪童一個家」籌款餐會 350 $255,105.85

12月8日 「仄徑顯神跡　逆徑主愛共飛翔」籌款晚會 600 $14,313

12月22-26日 福州之旅 4 -

共四次 1054

月禱會
日期 參與人數

9月11日 12

10月12日 12

11月23日 12

12月21日 8

44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25週年中，美如分享「泉
源之家」事工

泉州市救助站陳站長
專誠來港支持

「麥子樂隊」帶著
信心地獻唱

一眾老友記出
席支持「麥子
樂隊」

「給浪童一個家」
慈善義賣

「麥子樂隊」於後台打成一片

小林於「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
會」25週年晚會中吹響號角，
喚醒觀眾關懷貧窮人之心

收入	 HK$

「2011年步行籌款」儲備撥款 227,063

奉獻收入 1,072,802

活動收入 413,775

其他 48,571

利息 197

總收入	 	1,762,408

總計	 	1,762,408

支出	 HK$

泉源服務支出 443,059

泉源家舍支出 171,561

泉源行政支出 131,340

固定資產折舊 17,793

香港行政及籌款支出 192,820 

總收入	 	 956,573

盈餘	 	 805,835

總計	 	1,762,408

豐收慈善基金及泉源之家綜合收支報告　二零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

購買固定產	 	 73,688 註：以上數字乃以人民幣¥1兌換港幣HK$0.81計算



張玲
12歲 主唱

「麥子樂隊」的成員均是「泉源之家」的少年人，以往皆是流浪兒童，生命沒有方向及盼望。

但他們在「泉源之家」經歷神的愛，生命更新改變，並有不同的恩賜被發掘出來。他們知道自己的

生命雖看似微小，但在上帝眼中一粒麥子可以結出許許多多的子粒來，他們願意自己成為一粒上帝

手中的麥子，以自己的生命見證上帝的愛！

麥子樂隊
介紹

劉勝
15歲 結他手

許朝陽
14歲 鼓手劉文風

15歲 低音結他手

林燕東
14歲 電子琴手

張明恩
13歲 主唱

 中國政府及其他

❤ 能積極幫助推行浪童保護政策，使浪童得著全面保障

 泉源之家

❤ 求主使用新家舍–喜樂家，能成為特殊

孩子的祝福

❤ 孩子學業忙碌、生活乏味，求主讓他們穩

定健康成長，勝過試探，成為主的精兵

 褔州之家

❤ 順利與救助站簽訂新合約感恩，求主賜同工智慧與救

助站合作

❤ 孩子常生病、互相感染，求主醫治

❤ 各大小維修工程能順利開展

 隊工

❤ 足夠人數實行輪班，讓同工有更好休息

❤ 求主預備有愛心之留宿女工能照顧及訓練

福州之家的特殊女孩

❤ 同工有信心、能力、合一、與孩子同行，

讓孩子真正感受基督的愛，在愛中成長
❤ 關懷中國流浪兒　　　　　❤ 中國人口販賣

❤ 中國危機兒童的呼聲　　　❤ 禱告與孩子的拯救

歡迎安排事工推介，題目包括：

服侍團隊

香港辦公室及地址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203-211號昌華新樓三樓

通訊地址：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2610號

電　　郵：harvest@homeless.org.hk

電　　話：2788-0670

傳　　真：2779-2468

自動轉賬
歡迎電郵或致電索取自動轉賬授權書，填
妥後寄回九龍郵政信箱72610號

劃線支票
抬頭請註明：「豐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或「Harvest Charity Foundation Ltd」， 
寄回九龍郵政信箱72610號

直接存入戶口
匯豐銀行HSBC：015-770-712-838 
「Harvest Charity Foundation Ltd」，
請傳真／寄回存款收據

**所有$100或以上的捐款均可獲發免稅收據**

捐款方法

高級主任　：陳美如

主任　　　：黃健強

培育主任　：魯秉威

家舍副主任：陳蓉花

法人代表　：朱海平

義務培訓師：范燕玲

義務主任　：林藹嫦

義務助理　：馮思傑　布倩兒 
　　　　　　何新華

香 港 辦 公 室

泉源之家及褔州之家

同工

義工

總幹事：賴淑芬　　　行政主任：巫秀珍

老師　　　　　：鐘小麗　蘭小東 
　　　　　　　　劉宏業　陳娜

家長　　　　　：肖祥許

行政及會計助理：徐新愛

廚師：黃美玉

司機：賴澤懷

雜工：蘇定秀

老師　　：葉丁榮

對外聯絡：劉曉敏 
　　　　　蔡秀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