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豐收慈善基金」為本港註冊慈善團體，以民辦非企業形式於福建省開辦「泉州市泉源少兒培育之家」，

幫助流浪兒得到妥善安置，照顧他們身、心、靈及社交需要，讓他們重建生命、發展潛能。家舍提供教育

機會、職業培訓、生命培育、關愛輔導及各類益智活動，幫助浪童自力更新、重返社會、回饋祖國。

今期將孩子的經歷及生活近況與你們分享，讓你們逐一見證！也期盼你一起加入關懷他們的行

列，我們實在需要你的支持！

同工在今年暑假，為「泉源之家」孩子舉辦以「施比受更為有福」為題，「兒童祝福兒童」的

行動，帶領他們放眼世界，認識各地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兒童慘況，學習關懷比他們過得更不幸的孩

子，並給予以援助。我們邀得香港義工教授小孩製作小手工─皮革拼貼鑰匙包、手錶、串珠等，

用來義賣，捐款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家舍的孩子不但獲得完成一系列作品的滿足，他們透過手所

作的來幫助受苦的小孩，更深深體會「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11月初，本會應邀到四川參加「第十屆中華青少年生命教育論壇」，當中除了分享「泉源之

家」的工作，我們的孩子所組成的「麥子樂隊」，也會於閉幕禮中演唱和分享他們的故事。回想他

們以前過著漂泊流浪、沒有希望的生活，現在卻能夠一臉自信地施展才能、分享生命的改變，這

一一肯定眾同工所作的，並鼓勵我們再接再厲！

皮革鑰匙包製成品皮革鑰匙包製成品

孩子親手製作手工孩子親手製作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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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現現現現在在要要起起來來現現現在在在要要要起起起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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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同工、義工參觀新生精神復康會
及社會企業商舖

和平家孩子幫忙
翻新籃球場

本會同工、總幹事賴姑娘
到陝西寶雞新星流浪兒童
援助中心
交流及分享

孩子發揮他們的創意，在石頭上
畫上精美圖案，老師們評審後，
挑選出冠軍作品

在2在2015年的新春，我們推出 「紅封包計劃」，誠邀你在

喜氣洋洋的喜氣洋洋的佳節，不忘記念一群流浪兒童，捐出一封紅封包，與他們

分享新年的喜分享新年的喜悅，而款項將全數用作「泉源之家」的孩子支出，包括他

們上學、膳食們上學、膳食、醫療、日用品、培訓及活動開支等。

更多誠邀學校、教會團契／小組／公司及機構與我們合作及推廣，讓更多

我人在這美事上有份！我們屆時會派發特製的紅封包，也歡迎各團體邀請我

們開辦講座，分享這些危機兒童的需要及異像。

歡迎於12月29日前到本會網址www.harvestcharity.org.hk進行

簡單登記及回覆需要的紅封包數目。紅封包1月開始派送， 貴單

位只需代收封好的紅封包，我們會派專人收回。也歡迎個

人名義捐款，註名「紅封包計劃」或向本人名義捐款 註名 紅封包計劃」或向本

會索取專用紅封包。

（圖片人物鳴謝HosannArt 提供）

查詢電話：2788 0670

（圖片人物鳴謝HosannArt 提供）

紅
封

包
計
劃，

邀請你一同
參

與
！

紅
封

包
計
劃，

邀請你一同
參

與
！

紅
封

包
計
劃，

邀請你一同
參

與
！

紅
封

包
計
劃，

邀請你一同
參

與
！

文：梁慧思

孩 子 見 證

在「泉源之家」，你

會看到很多蒼桑而天真的

臉孔，其中有一個男孩，

長著明眸皓齒，一臉開

朗，說不定他還會主動

問你是否從香港來。此

刻你循著他雙目，看到

他右頰旁一記若隱若現

的刺青。雖然墨痕褪去

不少，但仍有痕跡，不

知那傷害在他心頭的烙

印，又淡去多少？ 

這男孩少時住在外婆家，

由她看管，父親在他七歲那年才

接走他，到貴陽跟後母一起住。

他跟後母本來相處不錯，但在校

一次誤會，老師誣蔑他，後母便

開始不喜歡這位男孩。他在新

的家中過得不甚愉快，又想念外

婆，很想探望她。但爸爸不許，

孩子僵持不下，竟獨個溜出去，

尋找婆婆。父親發現兒子跑掉，

便四出把他找回來，找到當然來

一頓打，父子由是交惡。

男孩父親常常棒打兒子，

輕則打斷木棍，重則把男孩的

手釘在木牆上。他甚至在兒子臉

上刺上簷蛇，標記著這是個壞孩

子，使他出走在外時，無陌生人

敢接濟。受盡傷害的男孩對外婆

會會會

臉臉臉

長長長長長長

朗朗朗朗

問問

刻刻

他他他

這這這男這這這這這 為了幫助七位「和平家」有學

習障礙的孩子更能專注及改善手眼協

調，老師們每星期都花盡心思，構思各

種活動循循善誘，包括教導他們做手工

勞作、串珠、樹葉畫、石頭畫等。當有

客人探訪他們時，孩子便會送上自製的

心意卡，從而學習與人溝通及表達謝

意。他們的手工勞作會在香港義賣，有

興趣購買請與我們聯絡。

各人拿著自己做的心意卡，準備送給義工們各人拿著自己做的心意卡，準備送給義工們

義工收到他們的心意卡表示驚喜義工收到他們的心意卡表示驚喜

小付在心意卡上介紹自己：小付在心意卡上介紹自己：
「我是會照顧別人的孩子。」「我是會照顧別人的孩子。」

展櫃中放滿孩子的作品展櫃中放滿孩子的作品

每個手作也獨一無每個手作也獨一無
二，並寫上祝福語二，並寫上祝福語

特殊孩子動手包壽司，特殊孩子動手包壽司，
很有成功感呢！很有成功感呢！

無論小孩本來能力無論小孩本來能力
多高多低，我們都多高多低，我們都
訓練他們照顧自訓練他們照顧自
己，各人做起家務己，各人做起家務
來都有板有眼呢！來都有板有眼呢！

因為他知道自己該記取的是好

話，惡意批評任它溜出耳窩。

流浪少年待在「泉源」半

年，他日漸喜歡這個家，也學

會欣賞義工、同工的無私付出心

存感恩。雖然同伴不盡完美，但

現在他也很喜歡這些友伴。不止

在院舍，他在學園也認識了新朋

友─輟學多年，他在「泉源」

重獲唸書機會。剛開始時他還擔

心自己遠離書桌已久，學習跟不

上，跟同學又不熟稔，不能好好

相處。幸而他終能融入大伙兒，

學業亦能趕上進度。

初入「泉源」至今，他昔

日的傷痛得到不同的愛來醫治呵

護，對生父後母恨意日減，也不

再夢遊，內心平靜多了。少年重

過新生，雖然對將來未敢有太大

抱負，但他深信生命正朝光明的

方向前進，臉上的墨印必無礙美

好的事情來迎接他。

益發思念了，他再度出走，父親

又再次擒捉。反反復復一年後，

父親終於撤手不管，沒有再找

他。孩子沒被捉回家，感到爸爸

真的不要他，不管他了，便流連

街上。當時，他只有八歲。

成了街童後，男孩偷竊為

生。起初，他犯案後會提心吊

膽，但慢慢便「適應」過來，不

當一回事。於是，進出派出所、

救助站也成為家常便飯，六年

便這樣蹉跎掉，男孩長成少年模

樣。在居無定處的日子，男孩常

常作噩夢和夢遊，有次半夜醒

來，發現自己坐在廁格內。最後

一次呆在救助站中，他遇到黃亞

姨，把他帶到「泉源之家」。

初來甫到，少年不喜歡新

生活。他很怕聽別人說自己壞

話，常常跟同伴拌嘴打架，過得

很不愉快。於是他從家舍逃走，

但走後又不知可以到哪裏，最終

折返。回來後，雖然一切還是老

樣子，同伴亂說話又把他惹毛，

大家仍舊爭執。不過改變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少年人在義工、同

工的安慰輔導下，心結漸漸緩

解，傷口好了，生命便日復日

的健壯起來。他愈來愈不怕被拒

絕，不怕聽到關於自己的閒言，



日期： 11月28日 (五)、1月26日 (一)、3月23日 (一)

時間： 晚上7:30-9:30

地點： 本會辦事處

內容： 最新中國浪童事工匯報、相關新聞動向

邀請你與我們同行，給浪童一個家！
歡迎瀏覽我們網頁www.harvestcharity.org.hk

我願意 ○ 奉獻 $　　　　　　　　　　　　　　　支持中國流浪兒童事工

 ○ 了解「泉源之家」事工，請 口 郵寄　　口 電郵「泉訊」給我

 ○ 為事工祈禱或參與祈禱會，請 口 電郵 相關資料給我

 ○ 邀請 貴會到教會／機構／學校／公司分享或證道

 ○ 參與義務工作： 口 考慮駐內地擔任半年或以上義工 口 設計（宣傳品/刊物）　口 攝影/攝錄

 口 泉源大使（協助推廣事工） 口 其他/我的專長是：　　　　　　　　　　　

姓名：（中）　　　　　　　　　　　（英）　　　　　　　　　　　　　　所屬教會： 

地址： 

電郵：　　　　　　　　　　　　　　　　聯絡電話：　　　　　　　　　　　　　　　

閣下之個人資料只用作寄發最新資訊及收據。如不欲收取，請在以下方格加上 號 　　　口我反對使用本人資料作收取任何資訊

奉獻方法：支票抬頭「豐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或可存款到匯豐銀行戶口 015-770712-838
　　　　　支票及存款收據請寄回本會，奉獻$100以上，收據可作慈善免稅用。

請傳真2779 2468或郵寄（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2610號）此回應表至本會

日期：11月28日 (五)、1

祈禱會

歡歡 迎迎 所 有 弟弟 兄 姊 妹妹 參參參 與與與與

收益撥作發展中國流浪兒事工之用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　二零一四年七月至九月

註：人民幣兌港幣匯率  ¥0.8／HK$1

 泉源之家
❤ 同工長時間的工作，求主賜下好的休息時間，讓同工在休息時能從新得力。

❤ 求主預備穩定的義工團隊，好使同工在休假時間，仍有足夠的人手，維持家舍運作。

❤ 祝福同工有從神而來的愛和智慧，懂得如何教養孩童，使他們走當行的道，就是孩子到老也不偏離。

❤ 感謝主讓一位五歲的特殊女孩能夠上學，她上學後大有進步，求主祝福更多特殊孩子，能得到合適的訓練
和入學機會。

❤ 感謝主，過去一班學習障礙孩子在小家舍中(和平家)，接受專為他們而設的生活技能及職業訓練，見到孩
子有很大的進步，自信心也大大被提升。然而，和平家的業主最近要求收回家舍，不再租出，求主為他們
預備新的地方。

 褔州之家
❤ 為仍然留在救助站的五位孩子的身心靈健康禱告，求主親自預備合適的人，繼續給予孩子適當的特殊教育
訓練，使孩子在愛中成長。

❤ 為新階段與福州第二福利院的合作禱告，求主讓負責向福利院職員提供訓練的義工們，在對孩子進行評估
及各樣的事情上，有從神而來的智慧，並且與福利院建立良好的伙伴關係。

服侍團隊

執行委員會名單：譚司提反牧師（主席）∣梁婉君女士（副主席）∣唐嘉齡女士（財政）∣李炳光醫生（文書）∣馬錦華先生 黎守信醫生 鄧達強牧師 江樹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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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收慈善基金 版 權 所 有 　 請 勿 翻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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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朱海平（法人代表）∣范燕玲（培訓師）∣林靄嫦（老師）∣劉曉敏 蔡秀敏（對外聯絡）∣陳婉媚（行政及會計主任）

同工：香港辦公室 賴淑芬（總幹事）∣巫秀珍（行政主任）∣王文賢（傳道主任）
　　　泉源之家及褔州之家 陳美如（高級主任）∣葉丁榮（教育主任）∣魯秉威（培育主任）∣肖祥許　黃海強　陳梅花　周雨蓉　馮思傑（家長）∣
　　　　　　　　　　　　 劉宏業　葉淋楓　邱進賢　陳靈燕（老師）∣郭秀紋（副培訓主任）∣黃健強（主任）∣黃美玉　李孝文（廚師）∣

　　　　　　　　　　　　 蘇定秀　萬賢芳（雜工）∣賴澤懷（司機）

事事事 工工工 報報報 告告告
二二二 零零零 一 四四四 年年年 八八八 至至至 十十十 月月月

收入 HK$

奉獻收入 790,838

其他收入 34,038

 

總收入 824,876 

虧蝕 (4,250)

支出 HK$

泉源之家支出 644,317 

福州項目支出 69,127

香港行政支出 115,682

總支出 829,126 

裝修傢俱及設備添置 7,326 

明信片
P o s t  C a r d

訂
購
表

我訂購 ___ 套明信片
（一套12款的明信片，呈現出「泉源之家」孩子的

生活片段，並與您分享他們的心聲。）

 姓　名： 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

 電　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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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遞（郵費需購買者自付）

歡迎邀約
歡迎邀約

本會歡迎以下事工推介／本會歡迎以下事工推介／
分享會／祈禱會／崇拜證分享會／祈禱會／崇拜證
道等邀請：道等邀請：

♥♥關懷中國流浪兒關懷中國流浪兒

♥♥中國人口販賣中國人口販賣

♥♥中國危機兒童的呼聲中國危機兒童的呼聲

♥♥禱告與孩子的拯救禱告與孩子的拯救

二零一四年七月至九月

月月月

各類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8月30日 數研教育週年聚餐 288

9月22日 豐收慈善基金祈禱會 18

10月5日 生命頌浸信會祈禱會 10

10月5日 青山浸信會祈禱會 10

10月9日 參觀保良局夏利萊博士伉儷綜合復康中心 8

10月9日 參觀鯉魚門晋朗綜合復康服務中心 8

10月10日 參觀新生精神復康會 9

10月13日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部退修日 250

10月14-16日 鯉魚門晋朗綜合復康服務中心實習 5

10月17-20日 陝西寶雞新星流浪兒童援助中心交流 14

共10次 620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告　二

9月

10月

10月

10月

10月

10月

10月

10月1

10月1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9月21日 小西灣浸信會福音堂崇拜證道 70

9月25日 粉嶺神召會差傳小組 20

10月17日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學生團契 40

10月26日 大角咀浸信會崇拜證道 140

共4次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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