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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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1-3日，我獲香港
理工大學邀請到四川參加論壇，分
享「泉源之家」的生命教育工作。
我提到透過全人關懷，孩子能夠由
心靈無家的狀態，投入家舍，由裡
到外地學懂愛自己、愛別人和貢獻
社會，生命得到轉化。兩位「麥子
樂隊」成員則在閉幕禮中獻唱，並
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和轉變經歷。
擔任大會主持的香港理工大學
老師霍小玲說，生命教育是為孩子
而設，論壇本身卻沒有孩子參與，
所以特地邀請「麥子樂隊」。當孩
子娓娓道出過去種種，台下一眾與
會者不禁留淚─ 他們不但因為二
人所經歷的和重述過去的勇氣而動
容，更受當中愛的訊息而觸動。是
的，論壇討論了很多有關生命教育
的理念、內容和活動。但概括而

言，生命教育就是轉化生命，最核
心和重要的轉化元素就是「愛」。
當歷盡滄桑的孩子看得到並摸得
著愛，便能進入生命轉化的豐盛歷
程，突破成長。
這趟旅程也勉勵了兩位年少的
「分享嘉賓」。我們一起參觀北川
地震遺址時，小政體會到生命的無
常和脆弱，說要改變態度，認真地
生活，日後學習關心災民。小勝則
遇上香港一位1996年八仙嶺火災的

賴淑芬總幹事
倖存者，他無懼身體上嚴重的傷痕
和殘障，仍到處服侍人。小勝深受
激勵，決心跨過自卑，將來到世界
各地幫助有需要的人。
參觀地震遺址時我也很感觸，
雖然眼前是無法想像的天災，耳畔
傳來卻是許多偉大的救人故事。聽
說政府打算拆除這個遺址，但如此
大型地保存地震遺跡，全世界絕無
僅有。甚願有教會能接收，用犧牲
和愛作主題，展示災難中人性光輝
的一面，把它變成生命教育的場
所！

泉源之家獲得了優秀組織獎
參觀四川地震遺址

小勝和小政在會上分享及演唱，
觀眾感動得一起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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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歲月
我叫小勝，今年十七歲─ 其實我不知道我真名是甚麼，
也不知道十七歲是不是我的真實歲數，因為在我很小的時候就
被拐賣。與母親共處的片段，我只有模糊的記憶─ 她帶著我
到處流浪，撿瓶子賣，雨天睡橋下，冬天在山洞裏生火擁抱取
暖……
人口販子把我賣給一戶人家，成為一個殘疾老年男人的
「兒子」。他們對我不錯，但我太思念媽媽了，很想回家，他
們卻不肯送我回去。於是我偷走，不過自己既跑不快，也不知
道回家的路，所以每次都被抓回去。但我總嘗試再逃跑，幾次
下來，起初被教訓，後來受責打，而且愈打愈狠，甚至是往死
裏打……當年留下的傷痕，至今在臂上仍清晰可見。最後，那
家人為防我再逃，便用狗鏈拴起了我。我最後是用藏起來的剪
刀，悄悄磨斷了鎖鏈，在一個晚上「越獄」！
我流連街上，猶幸遇到很多好心人，每次都躲過了那戶人
家的搜捕，而且輾轉認識了一對江西夫婦，是我蠻喜歡的。他
們領我回家，為我取名劉勝，讓我在江西度過快樂的時光。當
時我大約十歲。
好景不常，三、四年後養父突然病死，養母要改嫁，但
她的未婚夫已經有兩個兒子，不想要我。這樣，我便回到福
建，復歸流浪，過著三餐不繼、衣履不全的生活。一天，在
飢寒交迫中，我絕望地大喊：「天地之大，哪裏有我容身之
所？」這不只是我的心聲，是所有流浪兒童的呼喊！

泉源生活
小勝與張潤衡合照，
生命鬥士互相激勵！

小勝剛到泉源之家，
已愛上了音樂

奇妙的是，在同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個曾經入住「泉
源之家」的人，介紹說這裏不但給我吃的穿的，甚至供書教
學。我狐疑著世上怎能有這麼好的地方，真的沒有決
定姑且一試，有甚麼不對勁便立即逃出來。
結果我一待至今。還記得第一天到達「泉
源」，甫下車便有很多大人小孩圍過來，開心地跟我
打招呼，這跟外面很不一樣。後來，老師們為我們剪
黑髒的指甲，給我們採耳，為受傷的小孩哭泣……我
在這裏感受到外頭沒有的愛。是這份情，讓我留下
來，並且決心學效，跟老師一樣要照顧小弟弟。現
在，我真的成了「喜樂家」的小幫手，照顧幾位特殊
需要的小弟弟！
這次到四川分享，不但有幸述說自己因愛而重生的故
事，更被各界朋友的生命見證深深激勵。尤其深刻的是認識
了香港的張潤衡先生，看到他劫後仍剛毅生活，容貌改變也
不怕別人目光，讓我感到以後有多大的困難也不怕，只要想
想他的故事便有力量了！我也開始為自己的未來發夢，希望
能攻讀音樂治療，日後服侍與我背景相近的孩子！

流浪歲月
小時候照顧我跟哥哥的是婆婆，當她離世後，其他親人便不要我們了。我
倆惟有離開，到街上過活。那時我們從垃圾堆裏撿瓶子變賣，換取食物，哥哥也
會釣魚賣錢或自己吃掉。到了晚上，我們睡在不同的洞口或是橋下，用玉米草和
茅草充當被鋪枕頭。蒙受哥哥照顧，有時我只顧玩著也一整天了。
因向政府求助，我們最終找到父親，原來他在貴陽。我們被接到那裏後，
哥哥便住在另一處洗車為生，我則要上學。下課後爸爸卻要我完成一切家務，對
十一歲的我來說真的吃不消。但一旦沒做好，父親便打罵起來，我只有離家找哥
哥。一直疼愛我的哥哥給我一點錢，勸我回家，不要亂跑。只是我那時很野，沒
有聽話，只流連街上耍樂，開始偷東西來變賣，換取食物衣服。若果偷不到，便
只有挨餓的份兒。幸而我也遇到不少好人，後來到了一個大哥哥家裏住，從此跟
親兄長失去聯絡。
後來一天，我跟朋友坐火車到廈門玩，不久便跟大伙兒失散，身無分文的
我到派出所求助。警察聯絡上救助站，找到我在貴陽的父親，但父親回覆說：
「要這個兒子有甚麼用！」救助站的叔叔便問我願不願意到「泉源之家」，說那
是個好地方。乍聽之下，我擔心是個拐賣兒童的地方，但爸爸不要我了，我別無
他選，便到了「泉源」。

泉源生活
我是個管不好自己嘴巴的人，初來「泉源之家」不斷與人吵架，甚至動
粗。老師一直勸勉，我也想令自己不一樣，但衝動的本性很難改變。
去年一次意外中，我竟成長了。那時我打籃球時摔倒，跌傷了手，黃亞姨
和老師立即送我到醫院。醫生先給我接駁小骨頭，我痛得厲害，想不到老師朋友
都哭起來。原來大家很著緊我！到了我要動手術接大骨頭時，家舍的各位一直在
手術室外守候。我從麻藥中醒來，看到大家為我默默等了三個多小時，好不感
動。住院期間，他們也不斷來照顧我。大家為我付出了很多！我的劣根性也被愛
融化了，嘴巴不再傷人。
這次到四川看到地震中救人的故事，提醒我要跟這些哥哥姐姐一樣勇敢，
無懼地做正確的事。現在我想當一名體育老師，把「泉源」的愛發揮出去！

剛來泉源之家，還是一臉稚氣
小政到訪四川災區學會勇敢
生活

猜猜是誰的生日

各類活動

事 工 報 告
二零一四年十一至二零一五年二月

我們還會繼續探訪福州救助站
的孩子

異象分享會∕事工推介

每一個紅封包都由無家者
朋友愛心加工

總幹事接受新城電台訪問，分享香港及
內地的無家者故事

家長都視泉源孩子如自己的親身孩
生來照顧

日期： 3月23日及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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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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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有 弟 兄 姊 妹 參 與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11月1-3日

四川第十屆中華青少年生命教育論壇

400

11月28日

豐收慈善基金浪童祈禱會

11

12月4日

筲箕灣潮人生命堂分享會

100

12月21日

生命頌浸信會浪童祈禱會

12

1月5日

號角訪問

/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12月10日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150

1月18日

真理基石浸信會證道

220

1月14日

新城電台「心靈綠洲」訪問

/

2月4日

播道會茵怡幼兒學校

145

1月26日

豐收慈善基金浪童祈禱會

20

共3次

515

共7次

543

踏入2015年，泉源之家的
同工彼此祝福、勉勵

本會歡迎以下事工推介∕
分享會∕祈禱會∕崇拜證
道等邀請：

祈禱會

日期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
收入
奉獻收入
其他收入
總收入
盈餘∕(虧蝕)

HK$
802,206
7,722
809,928
48,770

二零一四年十月至十二 月
支出
泉源之家支出
福州項目支出
香港行政支出

HK$
638,441
12,154
110,563

總支出

761,158

裝修傢俱及設備添置

7,326

註：人民幣兌港幣匯率 ¥0.8∕HK$1

❤ 為紅封包活動禱告：求主祝福更多人藉著紅封包活動，關注國內流浪兒童的需要，並且籌得足夠的經費
作未來一年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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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為同工、孩子的健康禱告：最近天氣多變化，很多同工相繼病倒。求主祝福同工和孩子，患病的能快快
痊癒，各人有強健的扺抗力。

支持中國流浪兒童事工

○ 了解「泉源之家」事工，請

口 郵寄

❤ 感謝主在過去的聖誕節，透過送藥油及禮物包的祝福行動，接觸村裡的居民。求主繼續帶領，讓村內的
居民能夠接納孩子。祝福同工、義工和孩子，成為美好的見証，好叫村內的居民有一天能認識耶穌。

口 電郵「泉訊」給我

❤ 為和平家預備地方：求主繼續為和平家預備地方，讓患有學習障礙的孩子能有適合的地方作為他們的小
家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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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源大使（協助推廣事工）
口 其他/我的專長是：

口 攝影/攝錄

❤ 與福州市第二社會福利院的合作計劃1月份正式展開，祝福我們的義工團隊能為福利院帶來適切培訓及
幫助。
服侍團隊

姓名：（中）

（英）

所屬教會：

地址：
電郵：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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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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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師）∣
蘇定秀 萬賢芳（雜工）∣賴澤懷（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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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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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收慈善基金

版

權

所

有

請

勿

翻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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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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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3014∣傳真：2779-2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