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小倩的小倩繭而出破繭繭繭繭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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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2020年1月

辦事處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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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3572 0045　傳真：2779-2468

電郵：info@harvestcharity.org.hk　網址：www.harvestcharity.org.hk

豐收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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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小倩考入了海南省海南醫學院讀醫護，我收到這消息時心

裏無限興奮和感恩。這個女孩子的點點滴滴，即她如何由極度反叛

的少女轉變為溫純好學的成年人，均浮現腦際。

小倩約12歲入住「泉源之家」。她的故事，可以用她自己16

歲時畫的兩幅畫來概括。這兩幅畫正代表著她未到「泉源之家」和

住了5年後搬出時的改變。第一幅標題是〈作繭自縛〉，而第二幅是

〈破繭而出〉，你會看出其中的改變是翻天覆地的。

〈作繭自縛〉代表未曾來到

「泉源之家」的小倩，因著過去的流

離困苦，她筆下的自畫像暗淡蕭索，

主角外表冷漠防備，內心卻異常孤單

寂寞。她了解到自己的狀態，卻未想

過需要改變。她是這樣形容自己：

「我之前就是比較自我保護的那一

種，然後酷酷的。一般人跟我不會走得

很近，手拿著刀是自我保護，有釘的鞋

寂寞。她了解到自己的狀態，卻未想

過需要改變。她是這樣形容自己：

種，然後酷酷的。一般人跟我不會走得

很近，手拿著刀是自我保護，有釘的鞋〈作繭自縛〉

〈破繭而出〉

賴淑芬
總幹事



子代表我走的路走得挺辛苦！穿的衣服像古代的

那種盔甲，也是想自我保護⋯⋯而嘴巴含著草

嘛，就是酷酷的那一種。

女俠帶眼罩是掩飾⋯⋯而下面三個人⋯⋯

他們覺得要跟我親近很困難，無論哪一種。樹葉

被風吹起，因為只有自己一個人，還是寂寞的

嘛。有一種蕭索的感覺。而保護罩是有顏色的，

這就是有一點像警界線吧，提醒別人不能走進

來。而保護罩裏面的話，就是藍色嘛，白色我沒

有塗。藍白之間的話，裏面的冰塊一樣嘛。以前

就有這樣子，自己覺得是沒什麼問題的。」

小倩對人缺乏安全感，寧可孤立自己，主

因乃來自家庭和同學的傷害。年幼時，她爸媽出

外當農民工，小倩成為留守兒童，照顧她的責任

落在當農民的外公和外婆身上。那時她家裏穿戴

比較省，甚至衣服會帶點髒和破，而小倩又長得

比較瘦，所以易受男同學欺凌。這影響到她日

後的社交，特別是與男性的相處。由於不斷被欺

侮，她漸漸變得強悍，練成像女俠的性格。

小倩自小與父母聚少離多，關係疏離，心

裏一直怪責父母只帶著哥哥在身邊，卻把她留在

鄉間受欺負。及後，父母接她到厦門居住，適逢

小倩踏入青少年期，父親卻以高壓方式調教她，

動輒虐打和責罵，有時用皮帶，有時直接刮耳

光。爸爸的暴力引爆出小倩過去被欺凌的傷痛，

親子衝突加劇，最後小倩離家出走，流浪街頭。

媽媽跟小倩也多次發生磨擦，面對女兒不

止一次離家流浪，母親在無計可施下惟有將她帶

到「泉源之家」後就離開。剛到「泉源之家」的

下午，小倩一直不肯入門，只瘋狂地對門口的沙

包拳打腳踢，彷佛要將長久抑壓的憤怒釋放出

來。正式入住後，小倩的狀態正像第一幅畫的主

角，總是帶著有色眼鏡，只看到別人待她不好，

常常處於作戰狀態。同工說她倔強而固執，常常

對抗他人、打罵搗亂，又收藏和孤立自己，同工

要有莫大的忍耐來包容這個磨人的女孩子。

後來，她是怎樣改變過來的呢？住進「泉

源之家」後，她筆下的自畫像有很大改變，色彩

豐富，主角一身輕裝，旁邊也有很多朋友，與她

並肩。所以她形容自己在愛中自由走動了：

「這些經歷裏面的色彩也豐富了，很漂

亮的那一種⋯⋯我這邊還有畫翅膀，上天賜給

我的，我不需要自己來保護自己呀。其實翅膀

也有自由的意思，就是現在我是脫開過去的枷鎖

嘛，這樣就是自由了嘛！然後就是一個十字架愛裏

面，⋯⋯就是可以和人走動。我覺得，我的人生就

是會這樣子吧。就是以後會，不會很介意去交那些

朋友，我可以有各式各樣的朋友，然後我會和他們

一起走動」。

小倩因為經歷了「家」的滋潤，她的情緒和

與人關係也起了變化。她態度柔軟了，老師發現解

凍後的小倩原來是個外剛內柔，滿有溫情的人，就

安排她照顧「喜樂家」年幼的孩子。她也多了聆聽

別人意見，學曉健康地抒解壓力，從而帶動了與人

的關係：經歷愛，在乎人，能道歉，能坦誠。後來

她與父母復和，回到老家。離開「泉源之家」時，

她執筆寫了一封家書。

「一直以來，『泉源之家』都是我情感的
棲息，是我的避難所。當我不願面對父母或在父母

那裏受傷時，我知道我的後台一直都在支持著我。

你們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那管我在外邊有多累，

有多煩躁，你們都一直在努力的理解我，支持我。

我很開心，也很感謝。雖然我很少說什麼，但我知

道我還有一個充滿理解和幫助的家。我從未對你們

說過：『我愛你們！』但你們的美好卻一直縈牽在

我心頭。內心柔毅的黃阿姨、和善的魯叔叔、善解

人意的秀文、溫柔的紅莉、擔任修理工的海強和黃

叔叔、字很好的丘哥哥、母親樣的陳阿姨、思杰

哥、姐姐一般的丁榮、阿楓、雨蓉、富娟姐、有點

萬事無所謂的宏業，以及各位小朋友，和沉默的蕭

叔叔、賴阿姨、小賴叔叔。儘管有的接觸得很少，

我腦海中（你們）就是家的一部分。很感激你們，

謝謝你們的庇護。」



*iPad pro或

*air或

*iPad mini皆可

徵求二手
平版電腦

福州的兒童院和福利院，

需要用平版電腦來教育院
友，

讓他們發揮潛能及培訓就
業機會，

歡迎捐出二手iPad

非常感謝我的姐姐！因著她

曾在「泉源之家」服事，我有機

會認識「豐收」團隊的各位老師

和同工們。

每當姐姐和我分享「泉源」

的奇跡，我的心便深被當中尋求

神，經歷神的奇妙故事所感動！

曾經我就天真的想過，有一

天「泉源」（那時我還不知道原

來「泉源」背後強大的後盾就是

「豐收」)和「廣美」會有一個

奇妙的交集。因為知道他們的故

事，與我們在主裏的經歷有很多

相似之處！

沒有想到當「廣美」經歷轉

折期的時候（停辦了1年，學生老

師都離開了⋯⋯），「豐收」就

剛剛好介入幫助「廣美」重新恢

復兒童康復中心的事工。首先是

籌組培訓教師團隊，而我自己也

被神奇妙的帶領回到「廣美」，

成為第一位老師；接著行政的同

工也被「特別」安排到任；還有

兩位很有「愛心」的老師願意回

應神的呼召和帶領也加入其中。

然後我們就正式開始和「豐

收」的各位老師們一起在「福利

院」學習。

我看到豐收團隊不僅帶著天

父爸爸的心愛特殊孩子，而且也

用專業的訓練幫助孩子，提升他

們的各方面的能力，並且持續著

保持這份初心。她們做的真的很

奇妙的作為
廣美兒童康復中心

新惠老師

好！謝謝她們付上極大的代價跑

來大陸愛這一群孩子！

謝謝她們不僅給我們各位老

師專業培訓，處處為我們著想；

還給我們團隊每個人做性格測

試，分析討論。讓我們更加認識

彼此，使我們都一起學習用他人

的語言和對方溝通。

能夠和她們這些屬神的，定

意尋求神的領袖一起服侍，真是

我們極大的榮幸！她們是我們的

好榜樣！願我們一齊走在神心意

的道路上！



徵求二手
平版電腦

對我來說，我和「豐收」（賴總、范老

師、林老師等）的相遇真的是好突然，甚至超

乎我想像和意料之外。因為我從18歲開始全職

牧養服侍到如今已有16年，在這16年裏上帝非

常眷顧我，使用我；在這16年裏我牧養過7間教

會，每當我去一間新的教會服侍時，教會的事工

都非常的荒涼冷清，然後慢慢地開始復興，越來

越多兒童、少年、青年走進教會，就連十幾年來

都不去教會的信徒，也重新回到上帝跟前，甚至

教會的事工也越來越多元化，信徒的奉獻越來越

多。2019年春節我剛為教會定了新一年的事工

計劃以及未來5年的大計，二月初便突然收到教

會通知，要在一週內調離教會，參與「廣美學

校」的工作。當下我真是是不知所措，只能順

服。三月開始，我與「廣美」其他三位老師一同

前往福州第二福利院參與「豐收」顧問舉辦的自

閉症兒童觀摩及訓練，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豐

收」的隊工）。

從2019年3月6日到現在，讓我感觸最深的

是「豐收」團隊真的非常有愛心、使命感和責任

感。在合作和相處中，我非常舒服，因為對方讓

人感到很親切，又讓人放鬆沒有壓力，同時秉持

工作中的原則，不失卻果效。我又在「豐收」團

隊的每一位同工身上看到其獨特的恩賜、才華，

特別是屬靈方面的豐富，令我大受激勵，真的非

常的感恩。

「廣美」學校，是一所全新的自閉症兒童

康復學校，不論是老師、技能、硬件等都是新

的，猶如一個嬰孩一樣；而「豐收」猶如一個母

親，用愛來呵護陪伴「廣美」的成長。

相信，有愛就有奇跡！

相信，有「豐收」的陪伴，「廣美」將會

更快的成長，成為這個城市的光！

相信，有愛就有奇跡！
廣美兒童康復中心

祥哥



一同感謝

完成小手工，
開心滿足

燦爛的笑容

成長不少， 學懂秩序

學習合作精神

探訪舊日泉源之家青少年

專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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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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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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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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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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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收慈善基金



事 工 報 告
二 零 一 九 年 七 至 九 月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
二零一九年七至九月

收入 HK$

奉獻收入 196,688

籌款活動 -

其他收入 1,875

總收入 198,563

支出 HK$

內地培訓支出 216,502

項目支出 56,353

香港行政支出 63,488

總支出 336,343

盈餘／(虧蝕) (137,780)

服侍團隊

豐收慈善基金 版 權 所 有 　 請 勿 翻 印

義工：范燕玲（培訓師）、林靄嫦（項目主任）、劉曉閩（孩子關顧）

同工：賴淑芬（兼職總幹事）、周雨蓉（內地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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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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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利院新的隊工協作。

❤ 廣美學校的開展，新隊工的協作。

❤ 愛鄰舍事工的轉型。

❤ 11月18日起三週之福建培訓旅程。求保護和引導！

日期： 1月3日，3月6，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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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月3日，3月6，5月8日

祈禱會2020年 

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參 與

盈餘／(虧蝕) (13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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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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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推介及活動

日期 機構及聚會名稱 參與人數/人次

9月19日
探望泉源孩子及

劉老師
4

9月20-22日
福利院、

善恩園隊工培訓
20

9月23-28日 廣美特教訓練計劃 20

共3次 4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