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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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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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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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生活中，為「泉源之家」每個小孩
禱告，是任何一天都不可缺少的事情。來到「泉
源之家」的第一個星期，上帝給我看到一幅圖
畫，是一幅完全能反映孩子生命景況的圖畫。

不斷被放進去布袋卻旋即
流失的時候，原來會混雜布
袋曾經承載過的不潔物，一
同排走。

圖中所見，每個小孩都是一個被人剪了底
部、內裡又污穢又粗糙的麻布袋，無論是誰，放
進的是甚麼東西，一切都會極快又無情地流出
來，無人可以阻止，誰也控制不來。為甚麼他們
會破得那麼厲害？為甚麼我們載不滿他們？一個
一個的問題，在我腦海中出現。我們可以做甚
麼？天父！我們要怎樣做？

我所見的一個個穿了洞的布袋，曾經盛載
很多不潔的東西，有罪惡的、有情慾的……而
袋內也充滿傷痕、苦毒、咒阻、怨恨……如果
過早縫合袋底，布袋便只能不分好壞地摟抱著
一切，新的舊的都混在一起。

天父這樣回答：
「你們只管把屬於我的一切放進去吧﹗現
在投進去的看來不斷流失，但是它們都曾經揩抹
袋子內部，總會留下痕跡。在我計劃好的時間
裡，一個個穿孔的布袋，必會被我閃閃發光的金
針和金線，縫合起來。縫合的時間，雖然先後不
同，但過程中，每位小孩都必對我驚嘆不已。」
我便繼續求問上帝，要到甚麼時候這些破
爛無底的布袋才會得到祢的修補？
上帝再給我一個回應，讓我看到，當東西

郭秀紋

然而，現在天父要我們做的，仍是要像大
開水管一樣，讓愛灌洗布袋。一邊湧流，一邊
清洗，除去一切腐朽的，潔淨布袋以待縫合。
當布袋清潔無瑕，又修補完好後，放進去的東
西便不會枉自散失。而袋中將要承載的一切，
將是最美好、最健全的。
那麼，如何才能擦淨不潔的布袋呢？就是
不要怕浪費，不必太計算，只管扭開水管，讓
大水柱沖走袋內的污跡和穢物。不要怕，只要
信，上帝必成就大事！
筆者為沙田浸信會會友，心志為
服事中國有需要的兒童，9月將會
前往「泉源之家」服侍。

愛流浪兒的

孩
女
4歲
Wayne口述
Alice筆錄

為「童分享行動」，Dora希
望可以推動更多小朋友支持
及效法，一同分享愛，同分
享手上的五餅二魚，為流浪兒送
暖。
Dora是個四歲的女孩子，她有一個夢，就
是要一直幫助國內「無家」的流浪兒童。
為何這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孩會編織如此
的夢？原來是家教使然。Dora的爸媽Wayne和
Sylvia一直熱心公益，服務不同的弱勢社群，
Dora在耳濡目染下，自小便懂
得關心人。大概六七年前，
Sylvia認識了「基督教關懷無
家者協會」，後來知道協會
籌辦「泉源之家」，幫助國
內流浪兒童，深受感動，開
始參與協會的義工服務，關
心這被忽略的一群小孩。
Dora兩歲時，聽到有些小朋友流落街頭，
住的吃的都沒有，她便悶悶不樂，很想幫助他
們。當爸爸Wayne知道Dora想努力賺錢來幫助
浪童時，不禁失笑：一個兩歲的小孩又怎能營生
呢？不過，Wayne想到三個方法，讓Dora達成助
人的願望。這愛心滿溢的女孩自那時開始，便依
照建議來做了。第一，她常常為浪童祈禱，求天
父保守他們；第二，Dora不會收生日禮物，希望
朋友及長輩折現捐助浪童；第三，今年農曆新年
時她將一半利是錢捐給浪童。第二和第三項取名

除了祈禱和捐錢外，Dora還希望親自探訪
這些浪童，唱歌給他們聽，和他們一起祈禱。為
此，她決定努力學習普通話。爸爸更叫她好好學
習中文，以便日後給流浪兒寫信，也可以畫畫送
贈他們。

讓神
如何

的孩子 (下)：

服侍及關懷

流浪兒

在「泉源之家」的挑戰
在「泉源之家」服侍需要付
上極多精神和時間，只能每天早
上5:30-6:30、下午1:30-2:30
和晚上8:30-9:30才可以獨個兒
安靜休息。由於「泉源之家」仍
在發展中，人事編制總未完善，
我期待更多人加入，讓事奉團隊
能持久地在繁忙的日程中照料孩
子，不至耗盡心力。
另一挑戰是適應「泉源之
家」枯燥的鄉郊生活。我自己長
居城市，這裡就算跑到老遠找到

稚嫰單純的Dora有此心志，實在有賴父母
的教導。Wayne花盡苦心把流浪兒童的問題告訴
年謹四歲的女兒，不但讓Dora閱讀
「泉源之家」的單張，更在Google
地圖上讓她看到「泉源之家」大概
的位置，又用YouTube及網絡媒體
讓她了解流浪兒童的情況。這些影
象和文字都令Dora立定決心要好好幫
助這些小朋友。Wayne一家一直出錢
出力支持「泉源之家」，Sylvia及Wayne更萬分
希望其他家長能教導他們的子女去關心社會上的
弱勢社群，例如流浪兒童，並以實際行動扶助他
們。他們深信義工的關懷能讓離家的小孩感到人
間有情，自己在成長路上絕不孤單；雖曾流浪，
前途也可一片光明。
Wayne說：「小朋友的愛是單純的，而愛愈
分享就愈多。」不錯，希望其他的小朋友都一如
Dora把愛帶給浪童，用愛燃點流浪兒心裏熄滅的
希望！

一家像樣一點的超市，那裏所賣
的產品自己也不甚認得，所以總
是看看而已，從不敢隨便購買。
不過在物質匱乏中生活，也算是
一種學習和操練，讓人過得簡
樸。此外，到內地事奉，離鄉別
井，知己良朋都不無身旁，我們
要適應孤獨無伴的狀態。

事奉三年總是恩典
我已在「泉源之家」服侍三
年多，發現自己沒有語言恩賜，
每晚都要用普通話講晚會題目，
想起來也「一額汗」，好不驚
險。當地有一位老師曾告訴我：
「魯生你這樣講信息很好，我們
要集中精神聽，才明白你說甚
麼，否則真的聽不懂。」所以，
主真夠幽默！大家都認同在泉州
服侍全靠主的恩典吧。每晚的信

魯秉威口述
泉源之家培育主任
蘇渭倫筆錄

息分享，他們未必盡都明白，
但有一些句子，他們聽進心裏，
生命便改變。如此事奉，我真切
體會到自己身處五餅二魚的神蹟
中，只要把所有的完全擺上，正
如我的普通話這麼「普通」，就
是現在也不太靈光─ 只要願意
奉獻，主就使用，並加以祝福，
滋潤孩子的心靈。
我另一項經歷是「流淚撒
種」。這群孩子生命裏受了很多
傷害，他們不懂得感恩，心裏充
滿惱恨、埋怨─ 為何人家得到
父母疼愛，自己卻沒有？怎麼別
人命運這麼好，自己卻多災多
難？他們心內囤積著憤怒，在外
面不敢宣洩出來，因為會被打得
更重、傷得更深。但在「泉源之
家」，他們感覺這裡很安全，又
知道有人愛惜他們，故此容易發
脾氣，用髒話罵你，甚至動手打
你。我們
要以愛相
待，用心
服侍，但
小孩未

中宣神學生帶領孩子活動
沙田浸信會探訪團

免能明白和感恩，甚至倒過頭來
把我們當作出氣袋。遇到這種情
況，同工除了彼此鼓勵和禱告，
也會個別輔導發脾氣的孩子。我
們會先了解他們反應何以如此激
烈，例如曾有一小孩被欺負，原
來此刻的不公平對待，令他聯想
到以前一次冒冤的經歷。那次後
母生的妹妹偷了東西，卻指控是
哥哥偷的，後母誤信妹妹，便冤
枉了他。當我們了解孩子傷害的
根源後，便對症下藥，幫助孩子
釋放過去的苦痛。猶幸這些都不
是經常發生，大多數小孩在「泉
源之家」生活了一段日子後，都
會慢慢轉變。不過每次被孩子責
罵、發脾氣，我們都要冷靜下
來，以憐憫的心懷了解他們的過
去。

以愛和身教影響生命
「泉源之家」是全人關懷
機構，我們盼望孩子感覺這裡是
「家」，信任我們而長期逗留，
讓他們過去的傷害在這家裡得著
醫治。由於他們長久以來對人缺
乏信任，在這裏若他們有丁點兒
感到被騙，或覺得我們並非如口
中所說的愛他們，或者覺得同工
另有目的，他們便會無聲無息地
離開，使我們非常難過。怎樣叫

孩子感到愛？就像您對家人一
樣，從孩子的需要出發，例如孩
子因好動而擦損受傷，你大可給
他們消毒和處理傷口。甚至若你
看到他們的手、腳指甲過長，也
可為他們修剪，並且一邊聊天，
關心他們。我就是從這些生活互
動中來開始與他們建立互信和友
誼的，從這些微小的服侍讓他們
感受你的愛護和關心。

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
以身作則地教導孩子，以自己的
生命感化他們，尤其是讓他們明
白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年紀不小
的我常常跟他們打籃球，起初他
們很好勝，愛爭競又暴躁，在球
場上常常互相碰撞，觸發衝突。
我也經常被他們撞倒，甚至因而
受傷，但我總跟他們說我知道這

是無心之失，並不怪責，後來他
們便漸漸懂得原諒別人因不小心
而撞倒自己。我又時常教導他們
打籃球不是要勝過別人，而是要
勝過自己，讓自己不斷進步。
另外，跟大伙兒一起吃飯時，
有時孩子會因飯菜不合口味而埋
怨，我便對他說，魯叔叔每天都
陪伴你們進餐，吃相同的食物，
我也沒有埋怨，有衣有食就當知
足了。我便每天透過身教感化孩
子，也要最有效的方法。
泉源之家的服侍需要極大委
身和愛心，常有人說佩服我們的
犧牲，我想只是因為回應天父對
孩子的愛，而我們又能將愛孩子
的熱枕發揮出來，也是一種福氣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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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家外貌

祝福時間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
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腓2：18）
技能訓練

泉源之家

隊工

逢每月
第二個星期一
晚上7:30
於協會舉行，
歡迎參與！

二零一三年五月至七月

事 工 報 告

睡房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機構及聚會名稱
沙田浸信會 教牧分享會
沙田浸信會 泉源之友聚會
青山浸信會 異象分享會
共3次

參與人數
12
11
30
53

各類活動
日期
5月2-8日
7月2-25日
7月23-27日

活動名稱
沙田浸信會探訪隊
中國宣道神學院探訪隊
生命頌浸信會探訪隊
共3次

豐收慈善基金及泉源之家綜合收支報告
HK$
357,344.49
77,048.29
313.12

❤ 新同工／義工的適應
❤ 各同工／義工有好的作息、身心靈強健
❤ 求主預備精神科背景醫護人員及就業輔導主任，
委身參與流浪兒事工

捐款方法
自動轉賬

褔州之家

飯堂

收入
奉獻收入
其他
利息

多元智能學習

❤ 求主為「和平家」（學習障礙孩子）預備9月份
之後的長期老師
❤ 求主為「溫柔家」（女家舍）預備10-11月份的
家長
❤ 為「和平家」、「喜樂家」孩子的生活及學習適
應

教室

日期
5月23日
7月12日
7月31日

感覺統合訓練

月禱會
日期
5月13日
6月10日
7月8日
共3次

參與人數
16
17
11
44

參與人數
12
5
16
33

總收入

434,705.90

虧蝕

307,908.80

購買固定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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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安排事工推介，題目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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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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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四月至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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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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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靄嫦老師完成兩年義工服侍，求主帶領她回港
後的前路
❤ 祝福當地同工／義工能適應跨文化環境，以尊榮
態度與內地官員合作
❤ 計劃於秋季為官員及義工開辦訓練班，以培訓當
地人服侍特殊孩子，求主預備學員

HK$
447,244.50
112,249.90
77,011.57
24,533.75
81,574.98
742,614.70
24,632.91

註：以上數字乃以人民幣￥1兌換港幣 HK$0.79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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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賴淑芬
老師
家長
廚師

義工 法人代表 ：朱海平
義務培訓師：范燕玲
義務主任 ：林靄嫦（至26/6）
豐收慈善基金

行政主任：巫秀珍

：鍾小麗
陳 娜
：肖祥許
：黃美玉

蘭小東 劉宏業
葉淋楓（3/5開始）
黃海強（26/4開始）
李孝文

行政及會計助理：何雅韶（3/6開始）
義務助理：馮思傑 何新華
對外聯絡：劉曉敏 蔡秀敏

版

權

所

有

教育主任
：葉丁榮
行政及會計助理：徐新愛
司機
：賴澤懷
雜工
：蘇定秀
義務家長：布倩兒

李金梅
（9/5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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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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