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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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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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鄰舍」困境兒的 孵

（上）
箱
化

賴淑芬總幹事

孩子的孕育之地
我是60年代出生的人，童年在俗
稱雞寮這個紅番區（今天的觀塘翠屏
道）長大。我讀書的地方是安置區的
天台學校，鄰居是黑幫份子，我也目
睹了不少同學變壞和坐監。回顧生命
歷程，卻發現了上帝的護佑─一間社
與愛鄰舍
區中心坐落這個紅番區，它成為保護和
同工合照
孕育我的成長之地。就是這個中心，讓
我脫離街童的游蕩危險，而在圖書館裡
打書釘，追看著不同系列的書籍，奠下我日後讀書的基礎。再者，中心當時有些社工，不單提供中心活動，
更訓練我們當小義工，耳濡目染下，我被他們的身教所感染，於青少年時期定下當北斗星（指當時的社工）
的志願，也正正是這個夢想，保存了我的心志，讓我努力讀書而不走歪路。

勇者為孩子燃夢
當我第一次到我們的泉州合作夥伴 ─ 「愛鄰舍」社區服務中心，看見幾個大學畢業沒多久的小
伙子，敢於為神創業，回應呼召，在偏僻之地開展中心，服侍留守兒童，我既感動又佩服！聽到他們會
自我懷疑，滿腹掙扎，除了是因為在中國做善事會有很多攔阻，其次就是懷疑自己的努力，是否有成
效。畢竟，他們心口掛著「勇」字就去開拓，欠缺經驗、經費和知識，更沒有督導的帶領，在跌跌碰碰
中嘗試，迷惘必然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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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獲福建省公安廳依「境外非政府組織
境內活動管理法」頒發登記證書，業務範圍擴展至整個福建省，為本地的非營利機構提供督導、培訓、項
目資助（孩子助學）及研究出版。

愛能互相感染
於是我嚷著要主動為他們評估服務成
效，其中是想從受惠孩子的角度，讓老師
們看到自己的付出帶來甚麼影響，以解心
裡的疑團。當我訪問社區中心的孩子時，
發現他們果然在讀書學業上有進步，無論
人際、心理、親子和發揮潛能上亦蒙助
益。但叫我最深刻的是他們的畫作，其中
很多都是用愛的圖象和文字，來描述自己
對中心的印象和感受。交談中，孩子娓娓
道來許多被愛的深刻片段，
讓我這個訪問員也流下
眼淚
來。

畫
中心的孩子以

作分享對愛鄰

舍的感謝

與家長訪談

孩子亦分享了許多生命轉化的片段，是從老師和義工的
身教和言教中學到的，無論是品格、服侍他人、關愛
等。有孩子說這裡的愛，像包含著老師、家人和同學的
愛。更甚者，孩子由被服侍者進而成為服侍者，無論是
當圖書館管理員，參與表演或各式各樣的貢獻，他們都
成為家（中心）的一份子。最讓我動容是他們懂得回饋
愛。孩子常常細心留意老師的需要─會否過勞？有沒
有吃飯？會被孩子氣壞？他們有的當目睹其他孩子向老
師無理取鬧時，甚至會出手保護，主動幫忙擺平。

讓愛被傳遞

願「愛鄰舍」

像風箏飄揚，

祝福更多人

當老師們幫忙將訪問稿逐字記錄，看著看著時，
他們打從心底裡欣慰萬分。縱然耕耘漫長，也不能明
言福音，但從孩子分享的轉化和愛的語彙可見，老師
已成功地身傳愛的福音了。有一個孩子畫了兩隻風
箏，並於風箏中間寫上「愛鄰舍」，代表著他的願
望：希望有更多的「愛鄰舍」，像風箏在美麗的晴空
飄揚，讓更多人看見和參與「美好的愛鄰舍」。中國
正變本加厲地限制福音工作，但願有更多「愛鄰舍」
─ 透過服侍來彰顯神福音裏愛的核心。（下一期
再分享家長眼中的「愛鄰舍」）。

其他孩子的畫

作

劉老師 專訪

(前泉源之家義工)

我是一名內地教師，知道當時的「泉源之家」為孩子取得戶口，可以外出上
學，而同工需要安排他們到附近學校上學，可是同工都很忙碌，我便成為家舍和學
校之間的橋樑，與學校協調，幫忙跟進孩子們的學習進度。感謝天父給我機會走進
泉源這大家庭，我看著孩子人數由少到多，孩子生命從貧瘠到豐盛，實在感恩。
而孩子經歷愛，他們的生命不斷被更新。也讓我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主就是一
切，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劉老師在泉源
之家門前留影

不少人問我為何堅持，他們總認為我付出太多。我確實有付出，但我得到的更
多，施比受更有福。我能付出是因為天父恩賜給我，不是我能，乃是祂的恩典、祂
的愛。如果你時刻經歷天父的同在，你難道不是幸福甜蜜的人嗎？在泉源家這些年
我深深地觸摸到天父，祂讓我不斷地成長。我不斷地學習「愛是恆久忍耐」，而且
時時與天父親近，享受祂同在的甜蜜，領受祂無條件的愛，汲取祂無盡的泉源。
這樣能被陶造，已充滿無盡的感恩，我願回應呼召，此生相隨。
泉源之家結業後，珍珍與小玲未找到合適她們的院舍，於是我
便協助成為她們的監護人，平日上學日子留在寄宿學校，週末就來
我家，關心她們的情況而作出支援。

分享與孩子同行的成長與點滴
這些年孩子成長不少。珍珍已讀高二，從剛
來時不斷地哭泣、黏人、缺乏安全感，在大家慢慢
陪伴下，她感受到愛，情緒也比較穩定，學著與人
相處。雖然還有很多的磨擦，但她不再只用哭去表
達。剛開始時，我們送她去學校上課，她的學習能
力比較不錯，所以小學、初中的功課大概應付自
如，這就給她很強的優越感，與人相處時言語就有
攻擊性，這問題是她需要不斷
去面對，如何接納自
己，如何善待別
人。這幾年她是
在成長，尤其是
送她去做暑期工
那段時期，她因
為工作懶散、惡
意頂撞主管，所
以沒辦法繼續暑期
工。她把情緒都放
珍 珍
在主管上，我讓她
在家自己反思，我鼓勵她去面對，我也陪著她去道
歉，這樣的經歷她是有所成長，但還需要她願意謙
卑自己，接納自己，同理他人。
小玲已讀幼兒教師專業一年級，她喜歡手工，
這專業對手工要求高，而她目前讀的學校是市區最

劉老師與其他

前泉源年青人

合照

好的中專學校。她雖不善於表達，但在熟悉的人面
前還是願意說，這很感恩了。小時候她來泉源家很
沉默，慢慢地她願意和大家互動，再慢慢地有歡聲
笑語。她習慣依賴我，為了讓她有突破，她的事情
我鼓勵她自己去解決。比如她學刺繡，第一次是我
帶她去拜訪老師，她
學完，我去接
她。第二次我
就讓她自己去學
習，就這樣她漸
漸長大，雖然她
的適應能力和解
決問題力還得提
高，但相信她可
以。
小 玲

新年前探訪前泉源的年青人

教會協助推廣紅封包計劃

與善恩園幼兒
做訓練

與愛鄰舍家長訪談留影

福利院院友畫作成為牆上的美麗裝飾

與義工們共聚團年

與善恩園小導師們做總結

邀請你與我們同行
歡迎瀏覽我們網頁www.harvestcharity.org.hk及讚好
我願意 ○ 奉獻 $

豐收慈善基金

支持 口 督導事工/出版/培訓、口 兒童助學

○ 了解 貴會事工，請 口 郵寄

口 電郵「泉訊」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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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及特教培訓義工/我的專業是：
姓名：（中）

（英）

口 攝影/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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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工 報 告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
二零一八年十月至十二月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至 十 二 月
事工推介及活動

收入

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11月7-14日

福利院、善恩園、愛鄰
舍培訓及指導

12月1-5日

福利院、善恩園、愛鄰
舍培訓及指導

3

1月22日

豐收祈禱會

17

1月27日

恩福兒童主日學分享

200

1月26-29日

探訪泉源之家及福州之
家孩子

6

共5次

229人

3

HK$

奉獻收入

204,517

籌款活動

46,600

其他收入

2,289

總收入

253,406

支出

HK$

內地培訓支出

138,016

項目支出

24,877

香港行政支出

78,503

總支出

241,396

盈餘／(虧蝕)

(12,010)

歡迎

邀約

本會歡迎以下事工推
介／分享會／祈禱會
／崇拜證道等邀請：

2019年祈禱會
日期：3月25日, 5月27日, 7月29日, 9月30日, 11月25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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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中國困境兒
♥中國人口販賣
♥中國困境兒童的呼聲
♥禱告與孩子的拯救

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參 與

❤ 為愛鄰舍做了服務評估，求主賜智慧計劃未來的合作計劃，祝福他們的服務能幫助更多鎮上
有需要的兒童。
❤ 我們為善恩園提供了兩套多元智能的教材，幫助訓練孩子，求主使用教材，並賜足夠人手能
開展訓練。
❤ 祝福紅封包計劃能推廣至更多人群，籌募足夠金錢為更多孩子提供學習上的補助。
服侍團隊
同工：賴淑芬（總幹事）、黎文慧（項目主任）、巫秀珍（兼職行政主任）、周雨蓉（內地會計）
義工：范燕玲（培訓師）、林靄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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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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達強牧師、江樹衡先生、
劉俊彥醫生、梁紹輝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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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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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