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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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淑芬（總幹事）

影響
收割、

我們剛完成了義工訓練班的
初階部份，64位學員填寫的回應
表中，大多數人認為這初階課程
能幫助他們認識國內的流浪兒童
工作。更奇妙是今期居然有8位社
工和3位特殊教育老師參與，他們
正是事工發展當前急需的人才，
叫人不禁驚歎主適時的供應。求
主繼續在各學員的心裡動工，去
回應主給他們的感動甚至召命。

社工特教專業團隊的誕生
4月4-7日，我帶領了訓練班
中的社工和特教老師到「福州之
家」、福州第二福利院、「泉源

之家」，並與福州社工交流溝通
服務的需要。雖然只有短短四日
三夜的行程，但隊員評價此行更
像短宣旅程，對異象和聆聽主聲
音的體會深刻，並目睹到「泉源
之家」的大孩子有翻天的改變，
甚至能挑大樑帶領晚會，凡此種
種都大大激勵訓練班的學員。我
們將一切榮耀歸給神，沒有祂的
恩典，這群極破碎的孩子根本沒
有可能被改變過來，成為貴重的
器皿。更興奮是這群訓練班的社
工、特教專才已答允參與提供未
來的培訓。

由培訓工作到轉化生命，
服侍更多危機兒童
昔日「福州之家」成立之
時，神已啟示這地方必成為轉化
社區的燈塔。神鼓勵我們要做好
這個服務，讓關愛特殊流浪兒童
的心，以及看重生命價值的服侍
原則，能夠影響一眾地方官員、
社工和其他工作人員，讓神對流
浪兒的愛感染、光耀社區。
2013年11月至今，我們
先後在福州提供了三場培訓，參
與的社工和員工來自福建省九個
市，他們都有心改善自己機構的
服務，熱熾學習。記得其中有位
年青的男社工，提到自己曾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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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露宿朋友，心內很想幫助他
脫離露宿生涯。可惜，未及施
援，這位流浪漢卻已死在街頭。
當他回憶這件事時，仍眼泛淚
光，連連怪責自己沒有及早協
助。像他一樣，不少社工都表達
無奈、疲乏和壓力等積累的負面
情緒。他們深為沮喪，一方面因
為機構支援和社會配套不足，令
他們孤軍作戰；另一方面因為自
己的生命仍然脆弱，並未認識成
長的竅門，不懂得對付自己和別
人生命中的深層問題，便容易被
服務對象牽著走。2014年2月，
我們獲福建省民政廳社工辦公室
的邀請，為該省度身訂造一系列
社工訓練。這計劃讓我們能夠實
行“train the trainers”，支援和
裝備國內「同業」，讓他們更事
半功倍地服務流浪兒童、流動兒
童、孤兒和危機家庭。
多年來我總有一個遺憾：我
們院舍照料的孩子，一年下來，
不足100人，但全國流浪兒遠超這
數目，各人的需要也很大，光靠
「泉源之家」實在難以滿足。但
如今透過train the trainers，便能
擴展我們的影響力，宣揚天國價
值，直接幫助社工，間接祝福更
多孩子─ 上帝的意念實在高過
我們的意念！

八位女孩的

家長

義工訓練證書課程初階學員感想
這個課程讓我深深明白到中國流浪兒的背景和
他們受的傷害有多大。同樣也感受到他們的無助和
沒盼望，這實在對我帶來震驚！感謝一群同工願意
擺上生命和時間到內地服侍，願主感動更多弟兄姐
妹服侍和支援同工，讓我們同心，互相支持、鼓勵
及彼此建立！

余鐵彬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布倩兒（「泉源之家」前女家舍家長）
參與這次課程緣於對國內義教的心及
對國內兒童的情結，在思考對浪童事奉的心
志時，一直擔心自己付出不了什麼愛心和關
懷。但透過講員分享的故事，讓我明白只要
我願意付出我可以獻上的部分，主必悅納！

黃文忠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很欣賞整個課程的結構及內容都很完整，對於我初次認識浪童事工也很合
適。講員們的分享非常精彩，經歷都很豐富，幫助我多方面的認識國內流浪兒
童，看到很多有心委身的前輩，實在感動！

盧永欣 中華基督教會田景堂

報名時以為課堂只讓我得到有關中國浪童的知
識，但完結後，讓我更深知道世界各地不同兒童的需
要，讓我大開眼界，也知道主在不同地方的工作！

導師的經驗豐富，也委身服
侍流浪兒，這份感染力足以影響學
員。感謝主讓我在班內認識這麼多
有心人與我同行關懷流浪兒。

曹麗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東九分堂)

梁慧卿 611靈糧堂

很感動的一個課程，看見同工、義工的委身，小朋友的需要，讓我
的生命更豐富！期望可以做多一點，盡一分力，這是我該做的事呢！

郭巧玲 深恩浸信會

鄭麗明傳道（生命頌浸信會）
大約三年前一次崇拜裏，心裏突然有個意
念，想起國內有很多流浪兒童，如果能夠服侍他
們便好了，但究竟可以從何入手？於是我在心裏
暗暗祈禱：「上帝啊，若這是從你而來的感動，
請你開路，告訴我應怎樣做。」禱告一星期後，
神讓我偶然發現，原來「豐收慈善基金」的總幹
事Ada在我們的教會聚會，而該會正正於國內有
流浪兒的服事。於是我找Ada商量，並在2011年
與教會陳牧師一起到了泉州探訪「泉源之家」。
親眼看到這些流浪兒的情況後，教會決定回應神
的感動，開始策劃與「泉源之家」的合作。
2012年，教會的一隊探訪隊與「泉源之
家」的孩子一起到安溪龍門的營舍宿營。這一
次的服侍，燃起了一些弟兄姊妹對流浪兒服侍的
熱心。2013年，教會派出兩隊探訪隊，一隊到
「泉源之家」，
另一隊到「福州
之家」（本會在
福州的一個服事
特殊流浪兒的家
舍）。我參與的
是泉州探訪隊。

這次我們按著孩子的需要及年齡把他們分為不同
小組，依照他們的特性設計一些適合他們的活
動。其中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其中一組「大男
孩組」，有機會聽他們分享一些較深入的題目，
如談到自己的恐懼等，當細心聆聽他的感受及經
過一輪傾談後，他釋懷了很多。我心裏很被觸
動，我知道這些孩子表面看來快樂，心裡卻充滿
很多仍未處理的傷害，很需要有人輔導及紓解，
才能釋放過來。
其他探訪隊員，無論大人或小孩，每一個
離開「泉源之家」的時候都對這群孩子依依不捨
（兩名探訪隊小孩更放聲大哭！）。我們深深感
受到上帝對他們的愛，對他們的重視。我們也
很愛他們，他們每一張臉孔也刻在我們的心上。
弟兄姊妹都渴望可以再來服侍，而且很想留駐
更久。部份弟兄姊妹因為工作的緣故未能經常到
「泉源之家」，所以我們決定用《關懷流浪兒祈
禱手冊》為他們禱告守望。
能夠服侍流浪兒是有福的！因上帝喜悅我們
「行公義，好憐憫」，在流浪兒的事奉裏與神同
行！

「我們回家了！」女孩們出去市區玩了一整天，每個人都提著一大袋超市「戰
利品」，下了公車，從車站走了10分鐘上坡的路回家。路上很黑，旁邊只有三、
四盞街燈，到家已經是八時許，雖然疲累，大家都很滿足。女孩口中的家是「溫
柔家」，由八個沒有血緣關係，年紀相若的女生組成，我則充當家長，陪伴了她
們整整一年。

磨合
剛開始的時候我跟女孩們磨
合了好一段日子。她們在各項事
情上不斷試探我底線，挑戰我，
甚至欺騙我，我都不懂應對，反
被女孩控制了，凡事只順從她們
主意。那時我以為自己該作的，
就是在她們身後為她們默默地收
拾殘局，然而，這樣只過份承擔
了她們不想做的工，一味縱容女
孩，絕不能幫助她們照顧自己。
後來我明白了，由於過去的傷
害，女孩都過度保護自己，不容
易相信別人，更不會輕易接受別
人的愛。她們知道義工和同工對
她們好，尤其喜歡收禮物，卻不
懂體會物質以外更重要的東西
─ 愛。這些姑娘，有時甚至傷
害愛他們的義工和同工。

衝擊
那個磨耗的狀態不利雙方：
女孩無法學會負責任和尊重別
人，我也只一味收拾爛攤子，
不斷付出卻仍受氣，感覺十分挫
敗。持繼了兩、三個月後，神透
過姐妹們的意見及書籍扭轉了我

不敢逆她們意的想法，就算女孩
生氣、不滿，一些重要的原則和
事情我也要堅持。一位姐妹說：
「讓她們失去一些東西，她們是
不會死的！」這句話對我有很大
的衝擊，我一直以為女孩的要求
都要被滿足，可是當她們因犯錯
而失去一些東西時，我應放手讓
她們自個兒承擔後果，從而學懂
珍惜。自此，我不再被孩子牽著
鼻子走，重振了一個家長該有的
權威，好好管教、約束這八位姑
娘。

看挑戰為大喜樂
孩子們所受的傷害，使她
們至今仍出現不同程度的情緒問
題，有時她們甚至大打出手，處
理她們的情緒是我這一年來最感
困難的。剛開始時，我企
圖抑制她們的情緒，責罵
她們，但這只會使雙方更
不滿，局面更僵持。慢慢
我知道更好的方法是先
理解她們的心情，盡力
包容她們，並適當地分
開鬧著情緒的人（包括

* 「恩福之家」是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收容單親婦女
／家庭之中途宿舍

我）。她們的情緒隨時隨地都會
出現，難以避免，但「你們遭受
各樣的試煉時，都要認為是大喜
樂，因為知道信心經過考驗，就
生忍耐。」（雅1:2）真希望在
「泉源之家」服侍時能讀到這段
經文，提醒自己除了一味「忍
耐」，學習視所有挑戰為大喜
樂。
「返到屋企喇！」一名單
親婦女對她的初生寶寶說，這句
話讓我想起「溫柔家」的女孩
們，也讓我聯繫了「泉源之家」
和「恩福之家」─ 因為我回港
後便開始在這另一個「家」─
「恩福之家」*工作，繼續服侍
「家」裡人，並在服侍中繼續建
立自己。

Post Card

明信片
香港社工與福建省
社工訓練交流

感謝關心「泉源之家」的
您，一直對孩子的愛護及支持。
一套12款的「“泉”因有您
All Because of You」慈善明信
片，呈現出孩子的生活片段，與
您分享他們的心聲。收益撥作發
展中國流浪兒事工之用。誠意向
您推介，作為心意卡將摯誠的祝
福送給親朋！也能祝福「泉源之
家」的事工！

義工訓練班營會
大合照

與明光社同工
分享浪童事工

訂購表

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沙田堂分享浪童事工

我訂購_ _____ 套明信片（1套共12款 HK$50）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

電

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同工工作疲勞，求主幫助他們身心靈保持強健
❤ 極需要醫療人員長駐家舍，求主預備適合人選
❤ 將會收容特殊女孩，開展新家舍，求主預備合
適姊妹當女家長

二零一四年二月至二零一四年四月

事工報告

付款方法： 請將款項存入本會匯豐賬戶015-770712-838 「Harvest Charity Foundation Ltd.」
收取方法： 1. 於辦公時間親身到深水埗本會辦事處領取；或
2. 掛號郵遞（本地掛號郵遞基本費為$15.5, 郵費需購買者自付）

機構及聚會名稱
明光社及維護家庭基金同工會
明光社明光沙龍訪問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非常道
共3次

參與人數
18
／
30
48

日期
3月28日
共3次

參與人數
12
12

下次舉行日期：
5月23日及7月25日

各類活動
日期
2月15日
3月9日
3月14日

活動名稱
廈門民政局救助管理站交流
生命頌浸信會祈禱會
福建省民政廳社會工作訓練
共8次

豐收慈善基金及泉源之家綜合收支報告
收入
奉獻收入
籌款活動收入*
其他收入
總收入
盈餘

❤ 將與福州救助站商討未來合作方向，求主讓孩
子可以得到最好的安置

月禱會

HK$
663,225
777,197
61,232
1,501,654
756,477

參與人數
14
8
60
82

裝修家具及設備添置

*此為「同一天空下」陳小華慈善音樂會籌得款項，連上季數字音樂會總收入為HK$859,196.54。

❤ 中國人口販賣

❤ 中國危機兒童的呼聲

❤ 禱告與孩子的拯救

捐款方法

活動
❤ 「關懷中國流浪兒童義工訓練證書課程」初階
課程完滿結束，共64人報讀；進階課程現正
進行至7月結束，共43人報讀。求主讓學員有
開放的心，得到造就及裝備。
❤ 祝福「關懷流浪兒祈禱手冊」成為發動更多人
關注及守望中國流浪兒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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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侍團隊
同工 香 港 辦 公 室

總幹事 ： 賴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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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三月

支出
泉源之家支出
福州項目支出
香港行政支出
總支出

❤ 關懷中國流浪兒

自動轉賬

褔州之家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日期
3月3日
4月16日
4月26日

歡迎安排事工推介，題目包括：

泉源之家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

本會董事與廈門救助管理站官員交流

HK$
568,348
75,134
101,695
745,177
62,320
註：人民幣兌港幣匯率  ¥0.8 / HK$1

義工 法人代表
培訓師
對外聯絡
會計文員
豐收慈善基金

： 朱海平
： 范燕玲
： 劉曉敏 蔡秀敏
： 周雨蓉

行政主任 ： 巫秀珍

教育主任 ： 葉丁榮
老師
： 劉宏業 葉淋楓
家長
： 肖祥許 黃海強
行政及會計主任 ： 陳婉媚
副培育主任
： 郭秀紋
行政及會計助理 ： 何雅韶

版

權

所

傳道主任 ： 王文賢
廚師 ： 黃美玉 李孝文
司機 ： 賴澤懷
雜工 ： 蘇定秀 萬賢芳

助理 ： 何新華 馮思傑
老師 ： 陳姬蘭 邱進賢 陳靈燕
家長 ： 李金梅 劉瑞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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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