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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七 年 二 月 至 四 月
事工推介及活動

泉源隊工發揮團隊精神

赤腳打籃球將成
為美好的回憶

特殊孩子臉上總掛著開心的笑容

孩子組成的麥子樂隊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3月11日
3月14-18日
3月16日
3月21日
3月26日
3月31日
4月5日
4月10日

東方基督教會美光堂團契分享
泉源之家及福利院員工團隊訓練
福音證主協會領袖論壇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低年級週會分享
中華基督教會廣福堂事工分享
禧福協會事工分享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高年級週會分享
恩福堂鶼鰈團契事工分享

20
54
40
350
40
30
350
220

共8次

1104人

泉源坐落的小村莊

特殊孩子的多元智能學習訓練

邀請你與我們同行
我願意 ○ 奉獻 $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

2月19日
3月16日
3月24日

生命頌祈禱會
榮恩浸信教會祈禱會
豐收慈善基金祈禱會

8
20
16

共2次

44

口 電郵「泉訊」給我
口 攝影/攝錄

所屬教會：

地址：
電郵：

泉源之家 ·變中有淚、淚中有恩
二零一七年一月 至 三 月

支出
泉源之家支出
福利院培訓支出
香港行政支出
總支出

HK$
757,728
50,104
121,033
928,865

691,730

❤ 為在學孩子有智慧面對期末考試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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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大使
口 其他/我的專長是：
口 福利院培訓義工/我的專長是：
（英）

HK$
1,470,618
31,235
118,742
1,620,595

❤ 為每一位孩子及同工有最合適的去向禱告。

○ 為事工祈禱或參與祈禱會，請 口 電郵 相關資料給我

姓名：（中）

收入
奉獻收入
籌款收入
其他收入
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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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人民幣兌港幣匯率 ￥0.86/HK$1

支持督導福州福利院事工/出版/培訓

○ 了解 貴會事工，請 口 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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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參 與

盈餘／(虧蝕)

歡迎瀏覽我們網頁www.harvestcharity.org.hk

日期：7月28日、9月29日（五）
時間： 晚上7:30-9:30
地點： 本會辦事處
內容：最新事工動向分享及祈禱

祈禱會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

孩子懂得款待
是我們的驕傲

祈禱會

❤ 記念本會轉型以出版、培訓及督導的角色禱告，讓
關懷困境兒童的異像繼續透過這些角色延展開去，
發揮更大更遠的影響力。

❤ 感恩福州福利院第一個開辦的結構化教室，將會交
由當地員工接手，記念他們的交接工作一切順利。
❤ 記念駐福利院前線義工林老師開始到院友宿舍進行
生活技能訓練，訓練護理員協助院友相關的訓練，
盼望提升院友的自理能力，祝福合作一切順利。

服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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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存款】直接存入匯豐銀行戶口 015-770712-838
□【自動轉賬】請填寫及交回自動轉賬授權書（請到本會網站下載）
奉獻$100以上，憑收據可向稅務局申請豁免有關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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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香港辦公室 賴淑芬（總幹事）∣巫秀珍（行政主任）
泉源之家 陳美如（高級主任）∣黃健強（家舍主任）∣葉丁榮（教育主任）∣魯秉威（培育主任）∣郭秀紋（副培育主任）∣劉宏業 王麗洪
陳娜 富娟（老師）∣肖祥許 黃海強 陳梅花 馮思傑（家長）∣周雨蓉（會計）∣黃美玉（廚師）∣賴澤懷（司機）

「豐收慈善基金」一直於福州和泉州有福利院和
「泉源之家」的事工。「泉源之家」一直領有「民辦非
企業」牌照，屬於內地合法組織。但今年中國政策改
變，「泉源之家」的服務也受到影響，以往政府轉介給
我們的困境兒童，將於六月底前陸續交回政府處理。

賴淑芬總幹事

「泉源之家」的事故，在人看來是不幸、無奈和
疑惑——上帝的心意究竟為何？我們看「泉源之家」，
就像一粒麥子，死在地裡，結出了許多粒子來！在成立
「泉源之家」之初，我們便領受最終的異像是建立服務
楷模，鼓勵及培訓更多人參與困境兒童的服務。如今，
「泉源之家」的異像已被延續和擴展了——首先是兩個
大孩子到雲南山區服侍少數民族和困境兒童。第二是主
興起了當地義工網絡「接棒」，堅負起關顧正上學和上
班孩子的責任。第三，主關上一隻門，卻開了另一隻
門，我們放下「泉源之家」，便整合近10年經驗，集中
和轉型做「培訓、督導和出版」的角色，回應主寬廣的
心意，到不同的地方，培訓更多有心人來服侍更多困境
兒童。

突然的惡耗，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震動和難過。同
工與孩子之間，瀰漫著無限的依依不捨和淚水。我想起
有一個晚上，當孩子們見到同工落在悲傷中，孩子居然
主動地擁抱和祝福同工，給予安慰和感謝。其中一個孩
子擁著我，說多謝我開辦了「泉源之家」，讓他經歷了
愛。深信孩子在「泉源之家」的幸福記憶，能鼓勵著他
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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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收慈善基金

版

權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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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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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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馬錦華先生（文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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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鄭國洪律師∣總幹事：賴淑芬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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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樓∣通訊地址：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2610號∣電郵：info@harvestcharity.org.hk∣電話：3572-0045∣傳真：2779-2468

「豐收慈善基金」致力照顧中國及海外的無家者，提供扶貧、教育、醫療及就業項目。在中國，首先於
2009年成立「泉源之家」， 後來於2011-2014年獲福州市民政局救助站邀請合辦「福州之家」，專門服
務特殊流浪兒童，並開展有關服務的培訓工作。2014年更獲福州市第二社會福利院邀請合作，派駐專業
團隊，為院方提供督導及培訓，以提升院舍的服務水準。

所以，「豐收慈善基金」仍會謹守崗位，不負主所託，繼續
以下的工作，延續服侍困境兒童的異象：

我來「泉源之家」當半年義工，負責照顧喜樂家7位智
障的男孩子。在服侍完結前，「泉源之家」的孩子卻要被送
回政府救助站，我心裏百感交集。

1. 繼續為福州市第二福利院提供督導及培訓，開展第三年的服
務。該院住有180名殘障及被遺棄的院友，我們為員工和院友
培訓，開展小家舍和職業培訓，建立配合當地文化模式的楷
模。

2. 出版四本「困境兒童叢書」——
《成了一台戲》(關於異象和禱告，2017年9月出版)、

我待他們，起初是服侍對象，慢慢轉變成對待親生子
女一樣。面對離別，原本打算不哭，但最後還是哭了，當
我唱著〈最珍貴的角落〉時，每一句歌詞都勾起我這半年
的點點滴滴，原來和他們經歷了這麼多……如今我的兒女要
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已經不能再回來了，想到這裡我便哭過
不停。孩子被送走後，第二天早上四點我便醒來，心裡還是
很難受、很心痛。但安靜下來向神禱告時，我想起了約瑟
的故事，他被賣到埃及，他父親以為他死了，誰知道這卻在多年後拯救了他們一家
性命。孩子日後會如何我不知道，「泉源之家」日後會如何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前
路是如何我亦不知道。但我只知道神坐著為王，祂是我和這裡每一個人的主，祂愛
「泉源」每一個人，祂一定會與我們同在及將最好的賜給我們。我現在能做的是珍
惜餘下和孩子相聚的時
光及為他們代求。願主
賜福給所有的孩子及同
工。我覺得用半年時間
來服侍這群孩子，所經
歷的一切已超出我所想
所求了！
義工廣傳

困境兒童全人關懷模式研究(本人的博士論文) 、
困境兒童故事繪本及困境兒童服侍錦囊(如何開展服務)。

3. 聯繫當地信徒網絡，延續「泉源之家」在學孩子的助學和關
顧，並探討推動當地網絡開展相關事工。
今年紅封包計劃，感謝各方支持，計畫共籌得
HK$ 585,923.7，款項均會用在這幾個月的孩子支出。
感謝您多年來的同行，期待你繼續支持我們以上的工作。

主耶穌被釘十字架，不是一切
的結束，反是一切新的開始。耶穌召
聚門徒在一起，也不是為了讓他們看
著自己被人凌辱，被釘十架，而是讓
他們見證主所要成就的大作為。「泉
源之家」結束，很多人像昔日信徒眼
巴巴地看著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看不
到希望。但我卻相信，這是另外一篇
章的開始，上帝有更好的帶領。正如
主耶穌所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
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
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
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
們。」（約翰福音十五16）
同工海強

當知道孩子要被送走時，實在萬分
傷痛，徹夜難眠，除了捨不得孩子外，
更擔心「和平家」和「喜樂家」的孩子
因不能獨立照顧自己，會被人欺負，但
當我這樣想時，神立即提醒我：「你以
為孩子只有在『泉源之家』才安全嗎？
難道你以為只有你們才可以保護孩子
嗎？難道你信不過我會保護孩子嗎？」
神的提醒立時令我安心，知道神是他們
生命的主，甚至比我們更愛這群孩子，
所以，縱然他們離開了「泉源之家」，
但並不會離開神的管轄範圍，神必定會
一直拖帶他們。

我心裏有個感動，恩主呼召祂
的僕人使女，賜他們能力與智慧，
用上十年時間，用盡心血，流淚撒
種，建立「泉源之家」成為一個服
務典範，將流浪兒童轉化為正常的
孩子，成為一個可以讀書、工作、
服侍的人。

數個月前，我把其中兩個孩子的
一張合照設定成手機桌布，讓我每次開
電話，都會看見他們的笑臉。但自從知
道他們要被送走後，每次開電話時瞥見
這張相片，便叫我很傷感，但有一個早
上，神提醒我：正如主耶穌說，我們的
憂慮不能使壽數多加一刻，同樣地，我
的憂慮也不能改變他們的處境，不如化憂慮為禱告，反而可以成為他們的祝
福。所以，我便立志，每一次開手機見到他們的照片時，便為他們祈禱。我相
信，我為孩子的每一個禱告，都可以讓他們的日子不一樣。
4月9日(主日)，是孩子們離開前的最後一次參加祝福，看著他們，我心裡
十分難過，但神提醒我，這群孩子是蒙福的，我也感恩自己能夠被神揀選，與
神同工參與他們的生命工程。
在孩子離開的一天，我在村裏走路時，看見路旁有一盆很茂盛的花，雖然
盆子歪倒了，但小花依然開得燦爛。我感到神彷彿在提醒我，縱然這些孩子要
被送走，但因著他們的生命中被撒下好種子，並深深扎根，不論他們將來身處
的環境如何，他們都能繼續茁壯成長。
有一天早上，當我為當日離開的孩子禱告時，腦海中出現一幅圖畫，我看
見神在孩子將要去的福利院門外帶
著笑臉地迎接他們，這幅圖畫提醒
我，縱然這些孩子是要去一個陌生
的環境，但神已在那裡為他們預備
地方，並與他們同在，他們並不孤
單。
雖然真的很捨不得孩子的離
去，但神提醒我，這些孩子不是屬
於我們的，我們只是受神所托去照
顧他們一段日子，我們也沒有可能
把他們留在身邊一輩子，神才是他
們生命的主人，所以，我要學習放
手，深信神會繼續看管他們，直到
他們生命的盡頭。
同工Angela
2017/4/27

因著「泉源之家」這件事情，我們在晚上靈修時，祈求神讓我們明白祂
的旨意，大膽地求問「泉源之家」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後來，心裡有
一個感動，彷彿神對我們說：「你知道廣東一托養中心在短時間內死了一些
父所愛的孩子嗎？他們本該是受助的一群人，卻因為人做了錯事，他們成為
了受害者，而中國還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神要將這件事轉為祝福，政府
的「整改」，對「泉源之家」來說是很大的困境，但這次整改卻可以解救更
多受苦的人──他們本該受幫助，卻反成受害者。

我們盼望將棒傳遞給教會，協
助他們整合一個服務模式，盼望他
們能夠傳承，當然有些要調整的，
但這個傳承若能成功，就真的不負
恩主建立「泉源之家」的期望！
同工魯叔叔

神是君王，而「泉源之家」是祂計劃的一部分，「泉源之家」就如拼圖
中的一塊，神沒有捨棄它。我自己單單看著「泉源之家」面臨的困境，只看
到這個拼圖中的一角，但神有很大的智慧，祂看著整個中國，他是君王，他
會讓我們明白祂的計劃是完美的。
同工楓、宏業

回想起來，認識「泉源之家」已經有5年多了，看著孩子從少
年長大為青年，心裡總是充滿感動、感恩和感激。感動是即使家舍
需暫別，但並不改變這個家的孩子之間那份「手足情」 ─ 最近有機
會去探望一些長大外出工作的大孩子，看見小頌二話不說，為剛離
開家舍的小渝介紹工作，並請僱主給他們住同一宿
舍，方便互相照顧，彼此守望，心裡實在有說不
出的感動。「每個從「泉源之家」出來的孩子
也是我的家人」的想法，同樣發生在已回家鄉
的小政和小文身上。雖然小政離開「泉源之
家」已兩年，但他認定泉源的孩子、同工也
是他的家人；小文剛在四月離開泉源回到家
鄉，我著小政如果小文要找工作，請他照顧
一下。小政肯定地說：「我跟他說過，他有
事打電話給我，我能幫的，我一定去幫他，
他要是想跟我一起上班，我也可以帶他。」
感恩主的愛仍連繫著彼此，那份兄弟之間的
關愛實在難能可貴。
感激主讓我有機會認識泉源每一位孩
子，我們也是彼此的家人，能夠成為這個家
的一份子是我的福氣。
義工紫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