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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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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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S轉數快】電郵地址：info@harvestcharity.org.hk

□【PayPal】透過掃瞄QR Code經PayPal捐款

更多奉獻方法選擇，請登入「豐收慈善基金」網頁，於主頁按“捐款/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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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轉數快轉脹存入豐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戶口，請於「收款人訊息」中註明捐款人姓名、聯絡電話及電郵地址。 

也有同工形容去年的收獲滿
滿，她負責傳訊工作，經常訪問和聆
聽各個同工和義工的故事，猶如目睹

上帝如何雕琢祂手中的每個生命，讓生命
變成為主發光的瑰寶，訪問者與被訪問者同
被祝福！其實，通過這10多個訪問，我們真
實地看到，昔日關了「泉源之家」和「福州
之家」，卻成全了許多生命，像蒲公英般散
落到不同地方來服侍有需要的群體，看到主
的應許如斯真實。

我自己呢？成為一位帶領者，在風急浪
高時站在「浪尖」作帶領，實在強人所難，
中港時局，壓根兒是「⋯這條路是你們從來
沒有走過的」（約書亞記三5）。然而，我的
團隊，同工、義工或董事，都是平等參與，
有商有量，一起尋求，一起印證。如此，我
作帶領，既難且易，叫我對依然不確定的
季節，無畏無懼，因為有同行的戰友。

賴淑芬

2 0 2 1是個充滿挑戰的一
年，看到艱難或看到恩典，都在
於我們的「視覺」。隊工一起回顧，看到的
是：「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
滴下脂油。」（詩篇六五11）

團隊於8月份一起報讀了福音證主協會
的調適領導力培訓，透過一起學習、討論和應
用，彼此學習如何面對改變、調節心態，也增加
了互相認識。記得當我們一起思考功課題目時，
就決定探索「建立屬靈群體Ekkels ia」的題目。
我們這個團隊強於做事，但在這個不確定的新常
態，關係、了解和傾訴來得更珍貴。此後，我們
便開始了每月一聚─交誼、學習專題、團隊尋求
和導修時間，於不確定中依靠神繼續前行，互相
砥礪，實在好得無比！因為它的美好，我們甚
至公開讓其他肢體參與，一同經驗和經歷。 

事工方面，縱然通關仍然無期，隨著國
內的攝像科技發達，足不出戶，仍可觀看
國內課堂情況，讓培訓和督導暢通無阻。
此外，我們仍然提供線上培訓，無論是社
工或特教專業。然而，對於需要在前方駐
守的林老師來說，滯留在港的她，心情七
上八落，來回折騰，何去何從，讓我們最
掛心。怎料她居然連番感恩，說這一年學
會了等候神心意的功課，每次去福州或回
香港都要等待時機，也不確定下次來回的
時間，但她越來越能夠安然信靠神的安
排，相信祂的時間必定是最好的。她這份
豁達和放手，讓大家都放心和欣賞。

2021圍爐取暖取暖 ，
收獲滿滿



上帝早已預備
B媽從小認識上帝，與

丈夫同心同行同成長，盡心
盡力在教會事奉，在天父和
丈夫的護蔭下的她常存感恩
喜樂，而兩位兒子更仿如基
督的精兵，誠然就是一個美
滿家庭的見證。

當孩子還很小時，B爸因為突發心臟病而離
世，這個巨大的打擊猶如叫B媽的世界都崩潰了，
但她卻語帶感恩地說：「若非兩個兒子⋯⋯若非教
會肢體的關顧鼓勵⋯⋯若非上帝⋯⋯真的不知道如
何走過這段路⋯⋯」

從此，B媽努力地過每一天，從以往無憂無慮
的蒙恩女孩，成為單親媽媽，努力擔當養家、顧
家、教養和事奉的每個角色，回報主恩。當兒子─
大頭B長大後要奉獻半年到「豐收」內地服事時，
她也會去探望兒子，甚至成為嫦老師的支援。

B媽多年來的竭盡全力，身體已響起嚴峻的警
號，她坦言期待與這位愛她的天父面對面的那天，
因此對於身體狀況也無甚懼怕，去或留，她仍會繼
續努力做好每個角色。

主我跟祢走
未信主的Picco， 曾經沮喪地加入了失業大

軍，並懷疑人生，神就在此時透過不同的媒體和人
脈來讓他認識到神的愛不會變。他更有一位屬靈父
親，滿足了他內心對父親肯定的渴想。

與神同工同行，
以生命影響生命

B媽從小認識上帝，與
丈夫同心同行同成長，盡心
盡力在教會事奉，在天父和
丈夫的護蔭下的她常存感恩
喜樂，而兩位兒子更仿如基
督的精兵，誠然就是一個美

當孩子還很小時，B爸因為突發心臟病而離當孩子還很小時，B爸因為突發心臟病而離

以生命影響生命

親，滿足了他內心對父親肯定的渴想。

後來，「豐收」內地事工拓展到福州，他到內
地參與「豐收」的服侍時，天父藉這群浪童讓他體
會當父親的角色，更修補了他成長期對缺席爸爸的
失落。成家立室後、他要面對不少難關，在過程中
天父讓他多了機會與父親相處，重新認識並釋去過
往的嫌隙。她現在與太太育有一子一女，亦在「基
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由義工成為同工，與破碎的
生命同行，更多明白他們。

我要向山舉目

阿布從小就有成為助人者的心志，在「基督教
關懷無家者協會」男士宿舍當義工，單純地看每個
人都是寶貴，值得尊榮，她更與無家者同行成為朋
友。

當她願意成為別人的朋友，協會也漸漸成為阿
布的另一個家，她被這個家的天國文化所激勵。當
她到訪內地「泉源之家」後，孩子們的臉容都印在
她的心間，她就憑信心踏入「泉源之家」，成為女
孩家的義務家長。

看似任性佻皮的孩子們，卻會在不經意間窩心
地牽著她的手。她每天都會在家舍的露台向遠處高
山舉目，就記得幫助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她
形容在「泉源之家」的日子可說是生命中一個“溫
暖的季節”，只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上帝必會親自
引領。她已很清晰自己工作的方向，就是以服務困
境中的群體為使命，從女子宿舍到醫護，有時收到
服侍對象一個感激的眼神，一個暖心的問候，已成
為阿布繼續堅守崗位的動力。

*詳文及更多見證，請關注： 豐收慈善基金

以上故事，共同見證─“回應呼召的生命！” 



活動花絮

9 -12月香港活動及國內培訓報告
日期 機構及內容 人數

23/10 播道會恩福堂團契- 活出獨特生命貢獻 90

28/10、19/11、17/12、29/12
豐收慈善基金祈禱會─
同工及對外祈禱會(四次)

50

11/11
中聖書院教師培訓日─

尋找基督教教育使命及團隊的核心價值
60

14/11 基督教以馬內利傳道會靈真堂 100

17/11
香港浸信會聯會教牧團契─

化繁為簡。聚焦貢獻
20

12/12 中華傳道會紅磡基督教會 (兩場崇拜) 120

29/9
國內晨曦及愛鄰舍

國內社工個案培訓 – 虐兒個案為主
7(豐收1)

19/9、21/10、18/11、23/12 國內─團隊衝突處理及成長心態(四次) 7(豐收2)

總人數 454

〈豐收〉分享祈禱會 17/12/2021

夥伴分享《網‧想‧正》─
認識及守望香港線上年青人

當日一起認識夥伴《網‧想‧正》的工
作，並他們在網絡服侍年輕人的旅程，均激
勵眾人同心守望香港新世代。

中聖書院教師培訓日 –中聖書院教師培訓日 –
尋找基督教教育使命及團隊的核心價值尋找基督教教育使命及團隊的核心價值

香港浸信會聯會教牧團契 –香港浸信會聯會教牧團契 –
化繁為簡。聚焦貢獻化繁為簡。聚焦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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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詠華 (行政)

同工：林鳳儀 (兼職總監)、 賴淑芬 (兼職副總監) 、周雨蓉 (內地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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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全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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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監︰賴淑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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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告：2022年4月祈禱會預告：2022年4月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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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S轉數快】電郵地址：info@harvestcharity.org.hk

□【PayPal】透過掃瞄QR Code經PayPal捐款

更多奉獻方法選擇，請登入「豐收慈善基金」網頁，於主頁按“捐款/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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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轉數快轉脹存入豐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戶口，請於「收款人訊息」中註明捐款人姓名、聯絡電話及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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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十月至十二月

收入 HK$

奉獻收入 267,350
其他收入 6,960
總收入 274,310

支出 HK$

內地培訓支出 180,547
香港培訓支出 72,506
項目支出 14,446
香港行政支出 49,364
總支出 316,863

盈餘／(虧蝕) (42,553)

奉獻方法：

日期：2022年4月14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7:30-9:30

歡迎有興趣人士參與

❤ 范燕玲老師於網絡上為國內團隊提供特殊教育的密集式指導，及身心靈的支援，盼望主報

答她的辛勞，給她亮光。

❤ 副總監賴淑芬博士為不同的合作伙伴設定培訓，並繼續在神學院開展新課程，願主賜她智

慧，有充足時間休息，並在當中興起更多有心同路人，於新常態持守生命和服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