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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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ol

這些年，世界各地人民都在經歷不同程度的動盪

不安、天災人禍、瘟疫飢餓、威權壓迫、關係撕裂等

等，黑暗彷彿籠罩著人心，令人窒息不安。加上社會

運動，不少香港人籌謀移民，盼望在彼邦尋找到安樂

窩，此乃人之常情。而我選擇從加拿大回流香港，卻

使人大惑不解，有人認為我是愚蠢，有人稱我為「逆

行者」。

「逆行者」這個名稱，讓我想起《聖經》中的以

諾，他以與神同行三百年、沒有經歷過死亡、直接被

提離世，成為基督徒羨慕的榜樣。以諾為兒子取名叫

「瑪土撒拉」，在希伯來文中「瑪土」是「死亡」的

意思；而「撒拉」是「災難」，或許，以諾在65歲

時生兒子瑪土撒拉時，他「看到」兒子的未來是「在

他死之後必帶來災難」，「神公義的審判」(也是瑪土

撒拉的意思) 會臨到，於是以諾就約束自己，儆醒生

活，決定與神同行，與世人做法不一，這是一種選

擇。

決定回港是回應神五年前的吩咐：在危機中讓人

有盼望、與〈協會〉及〈豐收〉同行進入新一里路。

記得我丈夫問我：「你不喜歡加拿大嗎？你不覺得加

拿大的生活更好嗎？」當然，加拿大在住屋環境、空

氣食物質素、工作輕省程度上，遠遠超越香港，我

當刻的回應是：「我覺得在這個時代，返回香港服侍

更有意義」。要離開安舒區、與丈夫暫時分隔兩地、

面對未知挑戰、自籌部份薪金等，盡是考驗磨練，極

需要神的恩

典與同在，

祈盼活出真

實的信仰生

命，讓人看

到耶穌！

者行逆



																	讓愛走動
彩貞姨姨凡事期望自己從一而終，要先深

思，再全情投入。

每年送上愛筵是她的使命，默默立志要當

「泉源之家」御廚直到走不動。面對「泉源之

家」的結束，曾閃過以後不到內地服事，但在

〈豐收〉祈禱會所看到的，是在新狀態下，神帶

領開拓新方向，幫助更多困境兒童！這亦轉化

了彩貞的眼光，頓覺凡事都有定期，可相聚時

倒不如更盡心珍惜，以致面對今年疫情下的無

常，她更能以感恩的心去與身邊人同行。

彩貞正計劃通關後去探望散落的孩子

們。神以愛吸引

她穿越羅湖橋，

跟 大 隊 去 到 福

建，現在還自行出

發，相信神會繼續

擴張她的境界！

–生命從始不再一樣

	 	 	 	 愛中相遇	
海強當初純粹為找工作，加入〈豐收〉大家

庭。初到貴境，工作文化大相逕庭，起步時滿有壓

力，但這大家庭卻有個獨特的規矩，每天同工們會敬

拜祈禱，分享鼓勵尋求神，漸漸發現靈修、讀經、敬

拜能帶來力量，自己也虛

心向同工們學習，神一一

解答信仰迷思；漸從工作

中明白了真正的服侍。

海強負責照顧輕度弱

智的孩子，從無從入手，

逐步轉化成一起學習，陪

伴成長，這群孩子也更被

他視為生命老師。

上帝的恩典何其多，在這幾年間，為海強在福建

預備了另一半，今天活潑的海強與太太定居於福建，
信仰生活已非教條，而是要活出信仰。

				重提初心
嫦老師在〈豐收〉近十年的委身，以往精英班

的老師，竟甘願離鄉別井，持續陪伴“腦癱”、“特

殊”，“殘障”的孩子們成長；只為培養孩子們多一分

自理能力。		

嫦老師自覺是時候為上帝做點事，到〈豐收〉當

一年義工，回港禁食40天禱告，為以後尋求方向，40

天過去平靜且平安，有的⋯⋯是心裡想念著福州的孩

子們。	

此後展開九年多在福州的服侍，只有今年⋯⋯不一

樣。我們都期待天父會以諸般明確的印證，才決心為主

踏上！相比起嫦老師，

天父卻把孩子們放在

她心上，細水長流的

牽腸掛肚，就成為她

踏實地與神一起陪伴

孩子們的確據。

共同渡過
海 迪 姐 姐

與〈豐收〉合

作無間，與孩

子和同工們

有緊密的連

結。原來當初的她曾設法逃避到內地，回

鄉咭也沒有，訪宣更是別人的事，但神的

邀請為她突破每個攔阻。

從初到「泉源之家」，牧師提醒服侍

前先謙卑自己；到〈豐收〉義工課程中被

神醫治成長傷口，學習聆聽神聲音，以後凡

事都先謙卑聆聽神心意，再成為〈豐收〉籌

委開會前先謙卑禱告，才進入研究、實踐的

工作。

海迪已捉緊這把“先謙卑尋求神”的鑰

匙，繼續對準神的心意，進入神預備的豐盛生

命，並繼續成為[豐收]的榮譽義工。

以上故事，共同見證─

“施比受更為有福！”	

*詳文及更多見證請關注：

豐收慈善基金Facebook專頁

領袖生命事工網 http://www.leadersbedoing.net 
及 領袖生命事工 YouTube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4nShH334w&t=278s 

以上配合〈豐收〉的異象，train the trainers， 
為華人而設，內容涵蓋「貧窮人事工」； 
「屬靈領袖」及「隊工建立」。



以上故事，共同見證─

“施比受更為有福！”	

*詳文及更多見證請關注：

豐收慈善基金Facebook專頁

12位弟兄姊妹相
聚禱告，守望隊
工及國內伙伴。
領受豐富，感動
滿滿。

欣賞式探詢（Appreciat ive	 Inqui ry；簡稱
AI）是一個以強項為本（strength	 based）
的共創方式，由個人和集體強項和成功經驗
出發，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信任，激
發創新精神和4D(Discover,	 Dream,	 Design,	
Destiny)，共同建構獨有的願景、目標和合
作模式。

書中講述一個群體如何以團隊尋求，領受異象服侍無

家者，經歷了神蹟處處的見証。「神蹟」、「團隊尋

求」、「異象」，就如一條方程式：透過集體尋求來尋

見新的異像，看見異像就實行出來，在順服的路上就能

經歷神蹟。這書激勵我立志在生活和工作中凡事以禱告

行先。我買了幾本書，期待與隊工一起尋求。

活動
花絮 〈豐收〉祈禱會 23/10/2020

為伙伴機構做訓練

伍濤基金的回應
伍濤9月舉行的年度計劃營，今年好特別，邀請了Ada來
講課，我們用了整整兩天，完成「欣賞式探詢」課程，並
採用了AI的理念來完成三份2021年計劃的草圖，再於第
三天詳細討論。由學習到應用，同工們都好興奮，期待將
方案付諸實施。伍濤一向重視集體聆聽，今年進入新境
界，一邊學習，一邊聆聽和一邊落實，並且成為同行旅
程⋯⋯。真是要感謝Ada老師的無私付出！大大祝福這課
程，將來能祝福更多更多人。

於天道書或經本會購買

成了一台戲
第二版

售價$110

這書是尋找屬靈生命成長及操練聆聽神

的聲音非常實用的佳作和工具書。提醒

了我要寫屬靈日誌，以便辨別聆聽神聲

音。我也積極尋找同行團隊，一起尋求

和成長。

我被書中的見證深深吸引著。原來今

天仍可以「輕易」經歷神蹟處處。團

隊尋求的部份也令我非常興奮和雀

躍，令我大開眼界，燃點了我渴望同

樣經驗的心志。

其中有領受〈豐收〉成為一份
大份禮物，有火百合的禮物
花，既大也開得燦爛，預表為
城市帶來很多祝福呢！

購買表格

伍濤基金—AI以欣賞創建團隊 17-18/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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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詠華 (兼職行政)

執行委員會名單：譚司提反牧師 (主席) ∣江樹衡先生 (副主席) ∣梁婉君女士 (司庫) ∣鄧達強牧師∣劉俊彥醫生∣李澤沛先生

　　　　　顧問：吳水麗先生 BBS, MBE, JP∣馬錦華先生 MH, JP∣法律顧問︰鄭國洪先生∣總幹事 ︰賴淑芬女士∣義務校對 : 戴文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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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堅 守 異 象 ， 禱 告 不 絕

邀請你與我們同行
歡迎瀏覽我們網頁www.harvestcharity.org.hk及讚好 豐收慈善基金

姓名：（中）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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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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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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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100以上，憑收據可向稅務局申請豁免有關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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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收慈善基金 綜合收支報告
二零二零年七月至九月

收入	 HK$

奉獻收入	 141,450

籌款活動	 -

其他收入	 61

總收入	 141,511

支出	 HK$

內地培訓支出	 184,462

項目支出	 28,439

香港行政支出	 83,856

總支出	 296,757

盈餘／(虧蝕)	 (155,246)

奉獻方法：

日期：12月11日

時間：晚上8:00-10:00			 Zoom 線上祈禱會				

內容：老黃及美如將分享雲南的新事工和需要

有興趣參加者請報名，將於WhatsApp發送聚會連結

查詢：3572	0045	或		info@harvestcharity.org.hk

❤	 林藹嫦老師將於11月尾回福州事奉，請紀念她的平安和訓練工作。

❤	 冬季流感盛行，請為〈善恩園〉及〈廣美中心〉的孩子健康禱告，也紀念一班照顧員的

辛勞和健康。

❤	 求主使用領袖生命事工網及YouTube	Channel，製作的隊工、瀏灠和收看的人，都得著

祝福和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