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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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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詩12：5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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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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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淑芬（總幹事）

開展中國流浪兒服侍四年多了，一直都有
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於國內非常難招聘人，於
香港也難感動人往國內服侍，幾年來人手都非常
緊絀，令同工疲乏不堪。感恩是每次於我們缺人
時，神都信實無間，總讓義工出現，激勵我們
努力撐下去。然而，自2010年起事工不斷擴展
後，孩子增多不少，人手愈來愈不足─ 從孩子
基本的照顧到發展整全配套，都需要大量的同工
加入。祈禱和等候多年了，直到上年9月27日，
那天我情詞迫切地向主求人手。我邊為同工的辛
勞而痛心，邊為等候太久而向主發怒。怎料今次
主終於回應我：祂讓我看到一個景象，我自己坐
在辦公枱前見人，那人後面排著長長的人龍，我
腦中閃過一個意念─ 這是「招聘會」。我的代
禱者也在9月28日告訴我她的異夢，夢中她看到
我拿著鎖匙啟動了一列火車，火車有很多車卡，
裡面載了很多人。既然主的答覆是那麼具體，印
證又這般吻合，我立即告訴國內同工，為協會將
要預備招兵買馬而禱告。

引薦，10月31日我見了「禧福協會」的會長，
結果一拍即合，合辦宣教課程的計劃就此展
開。11月2日我見了一位老闆，只談了個多小
時，他便決定支持“Sending Leaders Mission
Fund”，並立即批出兩年經費，第一年足夠支
付10個義工的生活費，第二年則達至15個。
嘩！我感到自己像在造夢一樣呢！

我更求主給我們策略，遂蘊釀了一個意念和
一個計劃。意念是開辦「中國流浪兒宣教課程」
來招募人手；計劃是設立“Sending Leaders
Mission Fund”來籌募經費，支持香港不同背景
的義工到國內服侍。後來10月就有兩個人為我

上帝自己曾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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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
通。」（賽55:11）能兌現主的應許是何等有
福氣的事！

宣教課程於2013年1月初開課，但我們
的宣傳遲了，於上年11月中才開始。豈料初階
報名人數有51人，加上旁聽生，學生總數近
60人。沒想過旁聽學員中已有兩個到了國內服
侍；更始料不及的是第一次辦課程，評價和回
應便超乎意料地好，甚至有教會詢問我們何時
開第二輪。這個課程分初階認識中國流浪兒和
短宣實習，進階和營會則為裝備學員服侍。2月
的短宣、3月的進階課程和「遇見神」營會皆有
約20人參加，大部份學員在課程中都經歷生命
更新。最近我知道其中有7個學員將於2013及
2014到國內服侍，實在令人鼓舞！

讓神 心碎 的孩子：
中國兒童流浪之

原因及遭遇 (上)

課 程分享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上帝為何
要創造特殊孩子及為何要孩子受
傷，但完結課程後，我卻發現上帝
比任何人都更重視他們的生命，
並且要透過他們來祝福別人。
吳麗珊 播道會同福堂
課程中講員的分享、孩子的相片
都使我非常感動，讓我看見主耶穌的愛
從未離開那群孤苦無依的孩子。一直以
來，我都過著安逸的生活，安逸無慮的
生活是否我一生要去追尋的呢？我想天
父爸爸透過「泉源之家」的服事，要重
新調校我的方向，走在祂的旨意裡！

課程讓我增加了對中國事工的
認識，知道內地因資源缺乏而忽略
了流浪兒童的照顧。在課堂中，聽
到孩子的改變及進步，也使我更深
認識上帝的愛是如此偉大及真實，
因為祂聽見了小孩的哀聲便憐憫他
們、差派不同的人服事被遺棄的兒
童。

短 宣分享

高善欣 觀塘浸信會

蘇渭倫筆錄

慶幸太太了解她的丈夫是個非常
穩重的人，而且她自己也很順服
神，她接著說：「這若是出於上
帝的感動，並且訊息這樣清楚，
我們便自當順從。」

母的辛勞。而流浪兒童又飽受傷
害，是個很難服事的破碎群體。
感恩的是，當我信靠主，順服祂
的呼召時，居然能成就超乎一己
能力和想像的事情。

就這樣，我在2010年3月
正式來到「泉源之家」，一直服
侍至今。

當時我沒有特別準備，也
沒有上過課，純粹按著上帝予我
的感動，便事奉起來。我知道這
群兒童備受冷待，他們的痛苦無
助、眼淚傷痕，從來無人理會：
政府漠視他們，甚至他們的親生
父母也視若無睹。而國內教會暫
時仍未省覺和回應他們的需要。
這群孩童自生自滅，在流浪的困
境中打轉：無家可歸時他們偷竊
為生，因而被捕坐牢，出獄後繼
續流浪，再次犯罪入獄……就這
樣渡過一生！

服侍香港無家者已十六年，
我原本計劃在退休後當義工、去
旅行和陪伴太太等，卻沒想過主
會繼續用我，呼召我去服侍流浪
兒童。起初我很掙扎，因為家有
四名子女，我完全體會到為人父

孩子是怎樣成為浪童的？
「遇見神」營會學員於經歷神
後，充滿喜樂，均面露笑容

泉源之家義務家長
布倩兒分享見證

短宣大合照

張泳童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我覺得神要在這山村興起一個孩子可以
安然居住的住處，這是神所命定分別為聖之
地，是神親自興起的家，讓失去依靠、失去
愛、失去笑容的破碎心靈由主耶穌親自縫補及
填滿！神會不打盹的保護孩子，使「泉源之
家」發出陣陣孩子的笑聲！祝福這山村讓神的
國降臨、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便告訴內人，可能要上去
「泉源之家」服侍，她反問道：
「你不懂普通話，上去能幹些
甚麼？而且你要去多久？」這些
問題，我都只能回答不知道。但

蘇渭倫 基督教樂傳生命堂

羅惠霞 神召會元朗錦光堂
這次短宣讓我更親近主，也讓我更明
白上帝如何愛被壓迫的弱小群體。這份愛
感染我去反思誰才是施予者，有時我自以
為是施予者，但其實是自己從中取得更多
愛的回應，例如一位孩子送糖給我吃時，
就像他願意把他重視的東西與我分享，而
他微小的分享卻帶給我無限的溫暖。

有一個下午，我與太太在
公園散步，突然聽到上主對我說
了三句話：「上面（指「泉源之
家」）的工作不能夠停，但可能
會停，你要上去看看。」當時我
非常震撼，因為自己已信主廿六
年了，卻幾乎沒有從神得到那麼
直接和清晰的感動。與此同時，
國內隊工也確實處於危機中。

魯秉威傳道口述
泉源之家培育主任

得恩堂探訪
福州之家

與泉源之家
孩子集體遊戲

與孩子互相擁抱及祝福

初階學員留心聆聽課堂：
流浪兒之特性及服侍

流浪兒童的家庭有不同問
題，例如父親沉迷賭博，欠下巨
債，母親因而離開，但為父的無
力照顧孩子，於是就遺棄子女於
街頭。而據我們經驗，約九成流
浪兒童的父母都曾離婚及再婚，
而後父後母均苦待配偶上一代婚
姻中的子女。當後父後母生了自
己的孩子，甚至會虐打這些小
孩，迫使他們稍為長大便離家出
走。例如其中一位小孩，他背部
有一條刀痕，一問之下才知道，
他本來想跟繼母的女兒玩耍，但
繼母誤會他要欺負妹妹，竟然用
菜刀把他斬傷。當小男孩稍稍長
大，便逃跑離家，後來輾轉被送
到「泉源之家」。
甚至，有些人不止再婚一
次，有的母親幾次再婚，以致孩

月禱會情況
遊戲勝出的一隊，開心不已

與福州之家的小孩
開心地玩快樂傘

子被冠以幾
個不同的姓
氏。也有些
小孩並不知
道自己的名
字，我們就按感動為他們逐個改
名，而新名字都帶著祝福，寄願
他們的生命能變得豐盛。
也有小孩是被拐賣離家的。
其中一位小朋友經常對我說，他
只依稀記得，鄉下家門前有一棵
很大的核桃樹，其他都忘了。因
他兩三歲時便被人拐帶，輾轉賣
到養父家裏。當他長大，因反叛
而不願上學，終日浪盪街頭，並
偷了家人的錢，最後離家出走，
後來經泉州市救助站轉送到「泉
源之家」。又有一位由緬甸被拐
賣來到中國家庭的異國孩子，怎
樣也無法找到親生父母了。當他
長大一點，便逃跑出來，結識黑
社會去偷竊，被捕後遣送到救助
站，再來到「泉源之家」。看
來，被拐賣孩子始於無法歸順養
父/母，他們打從心底裏渴望回
到原來的家……
這裏有過半數的小孩是特
殊兒童：自閉、學障、智障，甚
至十來歲已罹患精神病。中國社
會極度缺乏特殊兒童服務，加上
實施一孩政策，當父母想到老來
兩口子，甚或加上祖父母四人，
都要依賴一人過活，便很可能遺
棄有缺陷的孩子。記得「福州之
家」有一個約十三四歲的女孩，
剛來時瘦削如柴，沒有發育也沒
有食慾。我們從香港不斷運來
「加營素」奶粉給她補充營養，
幸好她真的漸漸長高長胖，胃口

也好起來。後來我們得知，她可
能因智障被親人賣了，跟販子在
街頭行乞，往往三餐不繼。她最
喜歡畫圓形，因為行乞的日子最
幸福的就是吃到雞蛋。

浪童是如何為生的？
他們大多會偷竊、跟老闆
做壞事或者拾破爛變賣為生，有
的也偷食物─ 福建省有很多廟
宇，孩子會到廟內偷生果或祭品
來吃，或者在超級市場內偷食
物。年紀較大的孩子，會聯群結
隊一起去偷單車，或盜取私家車
內的物品。就算入住泉源之家，
小朋友仍喜歡往垃圾桶撿出廢物
當玩具；明明吃飽，也習慣地從
垃圾桶找食物。這些奇怪的陋習
正正反映了流浪生涯對小孩子的
影響，如何糾正這類行徑，是讓
我們很困惱的問題。

流浪兒的心理
浪童破碎的
家庭背景，造成
他們不少心理問
題，例如憤怒。
即使他們知道你
真心對他們好，
他們也會因一點的不順意，而失
控爆發情緒，甚至用髒話罵人、
動手打人等等。猶記得自己在
2009年10月第一次上「泉源之
家」，見到一位新來的小朋友，
他予我深刻印象，因為他經常吵
鬧，用髒話罵遍每位同工。就算
把他關進冷靜房，他大吵大鬧幾
小時，罵聲不斷。因為他心裡積
壓了很多怒火，多得使他無法相
信大人會對他好。就算你真誠善
待他，他卻還是不相信。但神的
恩典好偉大，經過一段共處的時
間，他已改變了不少，不單能控
制怒氣，更懂得幫助我們管教其
他孩子。

飯時一個孩子想你坐在他旁，如
果你偶爾坐在其他小孩身旁，他
就會發脾氣。當大人特別照顧新
人時，孩子總是很反感，情緒波
動很大，並且會傷害新來者來吸
引大人的注意。
另一種心理問題是自卑感。
我們有時會帶他們出外遊玩，當
他們需要借用一家餐廳的洗手
間時，他們會覺得不好意思，硬
要我們陪他們進去。就算是很小
的要求，他們也不敢提出，心裡
總覺得會受拒絕，別人也會不喜
歡自己。此外，他們也覺得自己
無用，容易陷入自憐和缺乏安全
感。有些孩子流浪時被人欺騙，
所以不易信任人，缺乏安全感；
面對同工也經常撒謊，謊報姓
名、資料，也害拍照後相片上載
至互聯網，因為他們擔心後父後
母會藉此找到他
們，帶他們回家
後再虐打。
我們起初
往往責怪孩子說
謊，但逐漸明白
他們心靈的破
損，實在深感難
過。究竟孩子怎樣走過這些苦難
的日子？他們知道自己是誰嗎？
服侍這些孩子時，我就更深切地
體會到，如果神沒有用憐憫搖動
協會，來成立「泉源之家」，可
能這群無辜的孩子，終其一生都
會在流離浪盪中渡過，毫無尊
嚴，無人理會。
（待續）

另一問題是妒忌。他們往往
想贏得大人所有的專注，例如吃
下期預告：流浪兒的其他心理情況及如何服侍及關懷流浪兒，請密切留意。

Rebecca口述
義務培訓師

Alice Ma筆錄

親切的Rebecca（范燕
玲），是神賜給「福州之
家」的天使。她任教香港特
殊學校多年，亦曾是一特殊學
校之副校長。她在特殊流浪少兒
的天空中，畫上繽紛的色彩呢！
她與「福州之家」的故事始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的「泉州及福州之行」，此行讓她感受到神
要藉著她的專業知識去幫忙那裏的少兒！那次行

程其中一站去了彰州救助站，她與那裡一名少年
人聊天半小時並鼓勵他，他最後竟決定往「泉源
之家」，這是他三個月裏未能決定的事呢！另
外，她與一位智障小孩禱告，領受了神在他身上
的心意，那孩子沒有說話，但他的意態行為卻表
達了自己「很想回家」，翌日孩子的父親竟然到
「泉源之家」尋找及接回他。正因這兩件事，
Rebecca決定為「福州之家」提供後勤的訓練支
援，因為她想經歷更多，也就是神在每一個被家
人遺棄的孩子上的恩典。
後來Rebecca前赴福建多次，她為「福州之
家」和「泉源之家」設計了訓練孩子的課程大
綱、內容及推行模式，更利用一個有系統的獎勵
計劃來提升孩子們的學習動機，並構思出改進他
們行為的策略。推行期間，她發現孩子學習能力
大增。Rebecca期望日後為那裡的少年人開設職
業訓練班，如做曲奇餅、在愛心農場（「福州之

展望將來，她希望這事工能循序漸進地發
展，並能影響內地同類的福利工作者，讓他們知
道如何幫助這些特殊流浪兒！Rebecca在一次的
默想中得到從上而來的意念，感到這地是一個能
祝福浪童的地方：間中一些正常的孩子會被送到
這裡暫住，直到找到家人才被送回家。特別是女
孩子，她們都會害怕及恐慌，每次同工都對她們
說：「不要怕，這裡很安全，我們都會對妳好
的。」孩子就放心了。「福州之家」的孩子也充
滿愛，懂得關懷和歡迎新來者，某日下午有一位

事工報告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二零一三年一月至四月

日期
1月3日
1月4日
2月20日
2月23日
3月3日
3月9日
3月24日
4月14日

機構及聚會名稱
香港伯特利神學院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崇真會美善幼稚園暨幼兒園（馬鞍山）
筲箕灣潮人生命堂
香港工商基督徒協會
數研教育中心
幼兒園學生生日會
播道會恩福堂主日學
國際城市教會
共八次

收入
奉獻收入
活動收入
其他
利息

總收入

參與人數
30
20
60
25
400
40
28
20
623

❤ 同工及其家人健康不佳，致使經常往返
中港兩地，求主保守，也讓孩子得到足
夠照顧

第二星期一晚上7:30於協
會舉行，歡迎參與）
日期
參與人數
1月28日
16
3月11日
25
4月8日
10
共三次
51

各類活動
日期
2月13-17日
3月29-31日
3月31至4月4日

活動名稱
流浪兒宣教課程之短宣體驗團
流浪兒宣教課程之「遇見神」營會
九龍城福音堂得恩堂探訪福州之家
共三次

HK$
883,324
19,543
45,158
155

948,181
22,030

參與人數
19
18
7
44

購買固定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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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轉賬

❤ 感恩同工間能合一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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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主感動救助站官員更愛小孩及重視孩
子的價值

劃線支票

❤ 求主保守同工的健康

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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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州之家需要招募一位精神科背景之醫
生或護士，求主預備
❤ 同工及義工均以姊妹為主，求主興起一
位適合弟兄，擔任就業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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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侍團隊
同工 香 港 辦 公 室
總幹事

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三月

支出
泉源孩子支出
泉源家舍支出
泉源家舍裝修
泉源行政支出
固定資產折舊
香港行政支出
總支出

「福州之家」— 彷彿就是為祝福別人而設
的家。願這群孩子在上帝面前更蒙福，因他們能
用心接納及善待那些擁有相同經歷的人。

捐款方法

褔州之家
月禱會 （4月開始訂為每月

新來的女孩，起初驚恐不安，不過晚飯後已跟大
伙兒玩得興高采烈，後來更與Rebecca分享她的
故事！

歡迎安排事工推介，題目包括：

泉源之家

❤ 人手欠缺，求主預備

豐收慈善基金及泉源之家綜合收支報告

虧蝕

家」的菜田）種蔬菜等；亦盼望找到附近的廠商
讓他們到工廠中實習，好使他們能夠融入社會。

HK$
403,654
116,392
289,239
57,320
17,792
85,815
970,211
73,688

註：以上數字乃以人民幣￥1兌換港幣 HK$0.79計算

：賴淑芬

行政主任：巫秀珍

泉源之家及褔州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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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主任：葉丁榮
老師
：鐘小麗
劉宏業
家長
：肖祥許

義工 法人代表 ：朱海平
義務培訓師：范燕玲
義務主任 ：林藹嫦
豐收慈善基金

義務助理
義務家長
對外聯絡

：馮思傑
：布倩兒
：劉曉敏

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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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小東
陳 娜

何新華
蔡秀敏

所

有

請

勿

翻

印

董事名單：譚司提反牧師（主席）∣梁婉君女士（副主席）∣黃寶儀女士（財政）∣李炳光醫生（文書）∣馬錦華先生 黎守信醫生 鄧達強牧師
顧問：吳水麗太平紳士、陳思堂醫生、林茱莉博士∣總幹事：賴淑芬女士∣督印：賴淑芬女士∣編輯：巫秀珍女士∣義務校對：梁慧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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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