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國情懷 房角石協會義務總幹事 簡耀堂牧師
(2013 年 1 月 13 日天鄰基金會周年感恩崇拜講道內容錄音節錄 )

各位弟兄姊妹，你是甚麼時候開始參與中國內地的服

侍？經過一次的短宣，被一個很感人的故事吸引，或是因為

別人的邀請而出隊呢？無論是甚麼原因，深信我們作為一個

中國人，看到我們的祖國，聽到同胞的需要或呼聲的時候，

沒可能說一點感覺也沒有，產生

家國情懷是很自然的。聖經裡的

尼希米對自己的家國也有很特別

的情懷，第二章第 3 節，他形容

那裡就他列祖埋葬的地方。第一

章，尼希米打聽自己的同胞究竟

是甚麼情況。在第 2 節，他先問

同胞的近況，然後再問國家的情

況，他看人的需要是最大的。在

第 4、5 節，當尼希米知道同胞

被凌辱，城牆被拆毀，城門被火

焚燒等境況後，便哀哭了一段時

間。透過今天這個聚會，不但是神的話語，還有其他弟兄姊

妹的見證，願意每一個人都好像尼希米一樣，在我們生命裡

面能夠產生相應的行動。

尼希米第一個行動是用禱告去記念同胞的需要；他跪下

禱告，甚至悲哀幾天。流淚禱告代表尼希米對國家，對同胞

有特別的情懷。天鄰是藉著醫療、教育去服侍的機構，但有

時專業訓練令我們的想法太專業。當面對同胞的需要，面對

國家的苦難，我們不可以只以理性去分析，也要帶著感性去

關心，特別是人的需要。基督徒的禱告和眼淚很重要，因為

我們的眼淚、我們的禱告是代表對人、對國家的關心和負擔。

香港的基督徒拿著身份證及回

鄉證，便很容易回到我們的祖

國裡去，關心同胞，關心國家

的需要。雖然有這樣的身份，

但我們對國家是否都有尼希米

的情懷呢？今日我們能夠藉著

禱告加強我們對中國人的情懷；

藉著為他們流淚，幫助我們更

加瞭解他們的需要。我們的眼

淚、我們的禱告是可以叫我們

進一步有生命的行動。

尼希米的第二個行動是來自他內心的牽掛，第二章記載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王在宮中設宴，尼希米負責膳食，

要在其間侍候。聖經說當他來到王面前時，他是帶著愁容的，

王便對他說：「究竟是甚麼事令你心裡面有這麼多的愁煩？」

由第一章 1 節基斯流月來到第二章 1 節尼散月，總共六個月，

連皇帝都看到他的愁煩。尼希米這個愁容給我們一個很大的

提醒：當他打聽了猶大的鄉親，當他知道國家的城門、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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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毀，他不是聽了就算，不是就此忘記，而是終日愁煩，同

胞的需要仍歷歷在目，成為他生命裡的一個記掛。弟兄姊妹，

但願我們對祖國的關心都不是一時三刻，對同胞的需要亦不

是聽了就算。我們怎樣做才能夠像尼希米一樣，那份情那份

記掛是這麼深刻，這樣迫切，甚至產生實際的行動呢？

曾經有人告知我，這個世界裡有兩種人，這兩種人對

事物的看法很不一樣。第一種人叫 Mirror People，這種人經

常望著鏡子，其實是望著自己，想盡量表現自己吸引別人，

不但說我了不起、我厲害，而且希望用成就去吸引別人，這

些人都比較自我中心。在他的鏡裡只看到自己的容貌、自己

的成就、自己擁有別人沒有的東西。而另一種人叫 Window 

People，他來到窗戶前，刻意要從玻璃鏡看到外面，看到這

個世界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需要，認真看下去的時候，原

來這個世界有很多人正在受傷害，正在等著我們去幫助。弟

兄姊妹，在教會的四面牆裡，我們是沒有辦法看到外面的需

要，甚至沒有辦法看到別人的需要，惟有我們成為 Window 

People，惟有我們的教會成為 Window Church，我們才能看到

神的心意，看到神給我們的異象。大家還記得耶穌基督在約

翰福音裡說：「你們不是說『到

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

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

熟了，可以收割了。」你們是否

明白為什麼主耶穌看這個禾田與

一班門徒所看到的會有這麼大的

分別？這是因為門徒是從自己的

角度和眼光去看，但耶穌基督是

從那群人的需要，甚至以神的心

意去看。

大家都知道 Bill Gate 的微軟，自從他推出了視窗這個運

作後，我們在電腦裡就能夠看到更多的事。同樣，如果基督

徒透過神的愛、神的異象，能夠從心靈的視窗看出去，原來

神讓我們看到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的事物。如果我們可以帶

著神的心意，神的眼光去看中國的時候，便會看到今日在中

國裡面貧富懸殊的差距很大，更會看到貧窮帶來的悲哀，貧

窮帶來的問題。

最近我看到一個電視新聞節目，在佛山番禺一個復康中

心裡有一個小朋友叫做瑤瑤，是一個自閉的小朋友，上堂時

在運動上沒辦法和老師配合。那位老師竟凌空的吊起她，並

拋她在地上，然後反轉她，好像我們在掀起棉被一樣，把她

整個人拋在地上，造成她的腦袋有部份下陷。如果你看這位

小朋友的照片，她很漂亮，不會看出她是自閉的，但她整個

腦袋已經下陷。你可知道，這只不過是國內其中一個例子，

原來廣東省內自閉的小朋友超過 15 萬，可以幫助她們的學

校數量卻很少。

今天，作為基督徒透過神的愛和神的心意，讓我們看到

神讓我們看到的東西。尼希米雖然在書珊城，但他能夠透過

神的異象、心意看到耶路撒冷當時的情境，以致他成為一個

Window People，透過神給他的心靈視窗看到很多同胞的需

要。同樣，求神都幫助我們，讓我們透過一些在香港成立的

機構，好像天鄰一樣，透過我們教會不同的活動去幫助神讓

我們看見的人。神不想我們只是單單看，而是能夠有實質的

行動。

尼希米的第三個行動告訴我們，神的安排很奇妙。一個

外邦的王竟然問他想求甚麼，尼希米就在王面前說：「王若

以為好，僕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猶大，到我祖

先墳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尼希米作為一個酒

政，敢膽要求王重新去建造自己的國家。從上、下文看，他

只說建造那個墳墓，不是在說那個城牆，但是王容許後，他

可以發動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甚至用 52 日建好城牆。

這節經交待尼希米這個行動背後一個重要的信息：只要我們

從神的心意、異象看到那個需要，

而我們亦願意回應，哪怕我們的力

量多麼微小，哪怕我們覺得我們自

己不能擺上甚麼，但只要是神的工

作，神就會在當中成就。我再說一

次，不是我們可以為神做到甚麼，

而是我們要知道神透過我們能否做

到神要在中國內地要做的事情。

或者舉一個例子，我們中國

人喜歡下象棋。在整個棋局裡，基

督徒就是棋盤內的棋子，有些人能力比較高，好像車、砲、

馬一樣，常常能左右大局，但我們要知道棋局的勝負不是有

多一隻車就可以，乃是透過下棋的人怎樣去部署，甚至如何

去使用每一隻棋子去走每一步，所以有時一個過河卒更加重

要，能夠吃掉將軍。因此不要少看我們自己，輕看我們沒有

能力。相信尼希米最初也不會想到可以為整個國家以 52 日

去築建城牆，因著他提出簡單的要求，將事情放在神的手中，

就能夠做成這個工作，這才是最重要。

當我們透過神的視窗去看神的心意、神的異象，當我們

看到國內的需要，神會繼續讓這件事放在我們的內心，當有

了這個負擔，一定要有行動，要參與。當你有實際的行動時，

哪怕你只是一個過河卒子，哪怕你擺上的只是一點點，神就

是很奇妙地使用你那一點點去扭轉整個局面，並成為至勝的

關鍵。求神幫助我們透過聖經的教導，讓我們看得清楚，當

我們說關心祖國時，我們可以擺上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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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因為根本沒什麼可以自誇的，我只是連我自己都沒有想

到天鄰對於我的影響會是這麼深刻這麼徹底！

當我真正明白為什麼天鄰的叔叔阿姨會資助我，我的

人生價值觀也就形成了。四年大學裏我看過很多書，參加過

義務教學之類的很多活動，終於明白在人類社會，人是為

「人」而活，而人與人的不同則在於

把「人」的定位：把「人」定義為家

人，那生命的意義就是養家、結婚、

生子、養家，而天鄰的叔叔阿姨們心

繫社會，他們把我們這些需要幫助的

人看做是家人。還記得我們曾問一位

天鄰的阿姨「您現在有孩子嗎？」阿

姨說「你們就是我們的孩子」……敬

愛的天鄰，我們現在長大了，我們會

把家人定義為父母兄弟、父老鄉親、

甚至整個社會內需要幫助的人，我們會為了給更多的人謀福

而更有動力、更有激情的學習工作，讓我們的生命更有價值。

我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有機農業與生態健康」，這是

個很朝氣蓬勃的方向，她不僅挽救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的困

局，更可以為農民帶來福利。我會在短短的兩年研究生生活

中學到盡可能多的、全面的專業知識，為我想更有力量的服

務更多的人做準備。我會用行動來表達我對天鄰的熱愛、對

Polly 阿姨的無限感激！

一路走來
受助大學生的來信二

付萬克

高中時代

記得那是06年的夏季，像往常一樣炎熱，中考過後，

我很幸運來到了洛陽市十九中，成為了天鄰班的一員。自

此父母不必為我高中的學費擔憂，我可以安心學習。那時

作為學生，似乎大多數人的任務就是好好學習，考一個好

大學，長大後能夠獨立自主。班裡四十幾名同學，雖然來

自不同地方，但擁有共同的追求，讓知識改變命運，走出

家鄉，認識外面的世界。

相聚重渡溝

07 年的 4月份，春暖花開，一副萬象更新、欣欣向榮

的熱鬧景象。用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一句話「此地有崇

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來形容重

渡溝再合適不過了。正是在這個季節，這個地方，我與天

4

影響•傳承

受助大學生的來信一

梁婉婉

當家裏的絕境試圖告訴我不應該奢望繼續上學，而幼小

的我卻無望地偏執地學習以逃避出去打工的恐慌時，天鄰告

訴我成績這麼好的孩子，怎麼會沒有希望。靜靜想起來，已

經資助我七年的天鄰對我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除了讓我可

以無憂無慮的接受教育外，天鄰對我的人生方向、人生價值

觀的影響更加深遠。

記得當我知道有一個慈善機構會

資助我上高中，儘管還不知道為什麼

要資助我時，我的整個家庭就像緊繃

著的一根弦終於恢復了平緩，我在心

裏對自己說，我終於既能繼續學習又

不會讓父母受更多的苦了。對於一個

同時有三個孩子在上學的家庭，我竟

然還有機會上高中甚至將來還能上大

學，在當時的小村莊是一件多麼不可

能的事情。小小的心裏充滿無限感激，我也朦朧地想如果我

很努力、很努力的學習，對於別人認為的不可能的事情對我

就會有可能。所以我一直都很努力、很積極，努力學習自己

想學習的，積極為自己爭取機會，這種主動已經成為了我生

命的組分。幾年大學裏，我的時間沒有像很多其他同學一樣

浪費在談戀愛、逛街、看電影之類上，我的課餘時間都花費

在學生工作、鍛煉身體以及課外學習上，所以我拿到了我們

年紀唯一的一個國家獎學金，而在這個令畢業生不知所措的

季節，我也已經拿到了中國農業大學的 offer。我並不是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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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鄰的多位叔叔阿姨相識，隨後在重渡溝度過了一段美好時

光：一塊兒看電影，分享感悟；一塊爬山，踏青閒聊；一

塊兒玩遊戲，趣味十足；一塊兒表演，輕鬆幽默歡快。誰

能想像，幾天前我們並不熟悉，甚至交流還有隔閡（可能

是那時候年齡還小或是內地的教育模式不活潑主動吧！），

但幾天相處之後雖還不是非

常熟悉但已無約束隔閡，合

作起來就像「大小朋友」。

茫茫人海，我不得不感

恩命運讓我擁有了這麼一段

美好的經歷。難忘的是時光，

沉澱的是記憶。雖說豫港相

隔千里，但隔不斷的是掛念

和關心。重渡溝夏令營結束

後，我們與天鄰叔叔阿姨時

常以信件的方式聯繫，那千里迢迢寄來的往往是鼓勵和祝

福，激勵著我不斷進步，樂觀自信地面對挑戰。

臨近畢業，儘管四年來沒有多麼大的成績，但我依舊

很樂觀、很努力；沒有什麼工作經驗，但我相信凡事都是

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都要有一個積累的階段；沒有什麼

令人矚目的特長和才能，但我堅持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貢

獻。今年 7月便走出校園，必定要經歷很多挫折，失敗和

磨煉，但我相信“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

我聽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人在剛剛退潮的海邊散步，看到一個老人正在撿

起那些被波浪推到岸邊的貝殼，一個一個拋向大海，就問

他這麼多貝殼，他不可能幫助每一個都回到大海，老人卻

說他幫助一個貝殼對於數以萬計的貝殼來說確實微不足

道，但是對於那些被幫助的貝殼來說卻是給了他們嶄新的

生命。

我覺得每一個生命就像

一個貝殼，有的在大海中自

由自在，有的卻因命運被擱

淺在海灘。正是故事中老人

的愛心改變了貝殼的命運。

天鄰對於被幫助過的人來說

就是故事中老人的形象，世

界上需要幫助的人有很多，

有的人正因地震失去家園，

有些人正承受病魔的侵襲，

有些偏遠地區學生需要爬山路去上學或其他原因被迫退

學……不可能每個人都得到幫助，但對於被幫助的每一個

人來說卻是被賦予了新的生命。

感恩生命

能夠擁有現在的一切，我要感謝身邊的親人、老師、

同學和朋友，感謝 Polly 阿姨的資助和鼓勵，感謝天鄰的

一路相伴。正像那句歌詞「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

是有愛心的地方就會有溫暖，只要人人都願獻出一點愛，

冷漠、袖手旁觀、熟視無睹就會被驅散，這世界將變成美

好的人間。如果力所能及，我很樂意將這份溫暖傳承下去，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愛心傳千里
受助大學生的來信三

馬何平

我是你們資助的學生，在此我向你們表示最誠摯的謝

意！謝謝你們幫助我們度過人生中最艱難的日子！高中三

年，大學四年，在這七年裡你們對我們的關心和幫助，我們

都深深的銘記在心，這是我們不懈奮鬥的動力和源泉！

在這七年裡，你們告訴了我們「什麼是關愛」，你們教

會了我們「什麼是善良」，你們用你們的行動為我們詮釋了

生命的博愛和無私！每一次和你們的相逢，都是我們最激動

的時刻，因為每一次和你們接觸都可以感受到你們心靈的善

良和純真，你們是我們心目中最美麗的天使！

高中時，你們為我們組建的一個班集體——天鄰班，我

們四十多個兄弟姐妹在一塊學習，共同體會課堂的豐富多彩；

作者（左）

天
鄰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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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幫助我們解決了生活上的困難，讓我們安心的學習，無

後顧之憂。你們為我們創造的學習和生活條件是我們今天學

業的基石，如果沒有你們，今天的我們不可能感受到大學生

活的樂趣。有了你們的幫助，我覺得自己擁有了嶄新的生命，

自己的心中重燃起了奮鬥的勇氣和激情，因此，在之後學習

的道路上，任何困難也難不倒我們，我們不怕困難，披荊斬

棘，不斷前進！

你們帶我們去重渡溝遊玩，讓我們感受到了從未見過的

美好風景，你們教我們做遊戲，讓我們明白了團結的意義，

你們讓我們看電影，讓我們體會到人性的博愛，每一次你們

的用心良苦，我們都深深地感受到了，謝謝你們對我們的關

愛與付出，你們辛苦了！重渡溝之旅，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

經歷，那時的情景直到今天還歷歷在目！

2011 年我的父親不幸患上腦梗塞疾病，姚阿姨遠在美國

給我打來電話安慰我，讓我終生難忘。我深知，你們一直在

關心著我們，我一定不會辜負你們對我的厚望，戰勝一切困

難，勇往直前！

你們優秀的品質深深地影響了我們，如今我們馬上就要

大學畢業了，今後，我一定要以你們為榜樣，用我們的愛心

說明更多需要我們說明的人，讓更多貧困地區的孩子們能夠

進入課堂，在知識的海洋中遨遊；讓更多生活在疾病和苦難

中的人們看到希望的曙光。我也在時刻關注著你們的活動，

看到一群群天真的孩子們的笑容，我也十分感動，上帝並沒

有放棄他們，世間充滿了愛，你們是最偉大的天使！

「愛心傳千里，天涯若比鄰」，再次誠摯的感謝你們對

我們無私的幫助，我們一定也會讓自己的愛心傳遍世界各地，

讓世間充滿愛，讓每個人都感受到心與心之間的溫暖！

天涯若比鄰
受助大學生的來信四

張曉帆

我還清晰的記得在十九中時天

鄰基金會第一次到學校去看望我們

天鄰班同學時的一幕：當時一位天

鄰的阿姨問我們「天鄰」的含義是

什麼，我是第一個回答的。按照字

面的含義我覺得應該是天鄰會一直

在你旁邊關愛你和幫助你，哪怕你

在「天邊」。雖然我沒有想到「天

鄰」是出於「天涯若比鄰」這句古

詩的正確解釋，但我想我的理解是

對的。在接下來的 7年求學生涯中

我也漸漸更加深刻的體會到了「天

鄰」的含義。

我就讀高中的時候姐姐已經讀

高二了，而妹妹也正在讀初中。三個學生的費用不是一個

農村務農家庭可以承受得了的。中考後在向我們縣一中徵

求免學費無果後很幸運得到了十九中開辦天鄰班的消息，

因此便在危機中找到了一條走下去的路。高中三年天鄰基

金會對我的資助讓我得以順利完成學業，並在高考中順利

考上大學。在大學期間繼續得到天

鄰基金會每年 6000 元的資助，使

我能夠在大學裡不必為每一年的學

費擔憂，從而能夠在開學的時候很

快便投入到學習中。在這個過程中

我也和通過天鄰資助我的姚阿姨不

斷通過電子郵件聯繫，得到她的節

日祝福和學習上的鼓勵，這也給了

我莫大的動力。雖然天鄰遠在香港，

姚阿姨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但我

能夠感受到他們的關懷——「天涯

若比鄰」的關懷。

7 年的光陰，一株幼苗將會長

成一棵大樹，而一個男孩也已長大

成為一個男子漢。而這個過程中的「陽光」和「雨露」的

一部分便是天鄰基金會和姚阿姨的資助。幾句話無法表達

自己對天鄰基金會和姚阿姨的感謝，唯有以自己的行動，

在自己學成之後去幫助更多其他需要幫助的人才能傳達

「天鄰」的精神。而我會成為一個這樣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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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那人真正的需要
輪椅隊分享

李慧敏   文員 / 安陽輪椅隊隊員

預備事奉的心

我的心思意念是在自己生日當晚寄出送贈給神的禮物，

就是這次遠渡到河南省安陽市湯陰縣的輪椅隊服侍，知道神

會悅納獻祭的心而非祭物，明白事奉果效都是出於神的工作，

所以我要好好預備事奉的心。

於電影《孤星淚》中出現令我深刻的對白「愛護別人，

就能證明神的存在」，神的愛令男主角從罪裡得釋放，他感

受到神的寬恕和接納，他的生命由黑暗得見光明出路，為了

回應神的深恩厚愛，他願意一生去幫助和愛護別人，透過實

踐愛去活出召命。咱們被選做祂尊貴的兒女，就要彷效耶穌

基督的愛，用行動去實踐。於是出發前幾晚，每晚頌讀愛的

詩篇，的確有助我在平靜安穩中去預備事奉的心，把神的話

語深藏於心，加增愛神愛人的力量並去行道。...... 哥林多前書

4:20，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

哥林多前書 13:4-8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

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探訪中體會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有一個人、

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來、放在殿的一個門口、 那門名

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

求他們賙濟。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那人

就留意看他們、指望得著甚麼。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

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

走。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

健壯了。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著、

跳著、讚美 神。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 神。認得他是那素

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就因他所遇著的事、滿心希奇

驚訝。那人正在稱為所羅門的廊下、拉著彼得、約翰。眾百

姓一齊跑到他們那裡、很覺希奇。彼得看見、就對百姓說、

以色列人哪、為甚麼把這事當作希奇呢。為甚麼定睛看我們、

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呢。」使徒行傳

三章：1-12。

服侍前，我想起聖經記載彼得、約翰定睛去看去觀察，

明白那人真正的需要，那人就帶著期望等待他們的給予。神

知道地球上這一點地方的需要，天鄰第一次送輪椅到湯陰縣，

這裡有 2 萬人需要輪椅，但我們只能組裝送出 550 輛，需要

還是頗多的。旅程中有家訪時間，將輪椅帶到有需要人的家

裡，探訪受惠者，他們有腦癱、小兒痳痺、中風，以致下身

不能行走，需要趟臥在床或用拐杖或靠家人摻扶甚至揹在背

上。當我們送上輪椅時有的坐上輪椅即面露笑容，有的一接

到心意卡和小禮物，便因為我們送上的祝福而大受感動。身

體上的軟弱，失去了幾年甚至幾十年活動的自由，一張輪椅

能使他們可以靠雙手控制活動範圍。問他們會如何使用該輪

椅，都回答說︰可以出去曬曬太陽、到街外去轉轉、出外探

親。當中有位小女孩很愛讀書，若不能上學就會哭，有了這

張輪椅就不用祖母每天揹着上學了，為她帶來很大的方便。

希望是次探訪能讓他們感受到人間有愛，相信愛有奇蹟。希

望我們能在他們的生命樂譜中有份填上音符，奏出一段喜樂

的旋律，高舉耶穌基督的名。能在日光之下享受神所賜予的

一切並不是必然，所以我包括能自由行走，每天都在禱告中

感謝神賜予我生命氣息。

感染所接觸的人

一天晚飯後，大家在餐桌用毛巾摺成愛心兔的場面引起

服務員的好奇，她們也熱心地參與，還特地於翌日下班後買

了一袋紐子送給我們作為愛心兔的眼睛，更主動在送贈予受

惠者的心意卡上寫上祝福語。她們知道我們從遠方來服務，

讚賞我們的愛心。與其中一位服務員傾談間，知道她曾跟朋

友去過教會聚會兩三次，希望她受着感動，往後會再返教會

認識  神。哥林多前書十三：1 說，「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

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同一件事，若帶著基督的愛和為服侍 神、服侍人的心去參與，

就變得很不一樣。

天
鄰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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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事項

醫療
江蘇省揚州市唇顎裂隊 
日期：3 月 3 至 9 日
地點：揚州東方醫院
隊員人數：11 人 + 海星計劃 15 人
手術人數：21 人

河南省安陽市輪椅隊
日期：3 月 30 日至 4 月 4 日
地點：安陽市湯陰縣
隊員人數：21 人
捐贈輪椅：550 張

河南省安陽市手外科隊
日期：4 月 14 至 21 日
地點：安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隊員人數：13 人
手術人數：22 人 27 台
門診：49 人
手托：5 件
講座：約 113 人次

河南省安陽市骨科隊
日期：4 月 21 至 27 日
地點：安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隊員人數：18 人
手術人數：16 人
物理治療：16 人
肢具：29 件

印尼楠榜省唇顎裂隊
日期：4 月 28 日至 5 月 3 日
地點：基督教喜樂醫院
隊員人數：5 人
手術人數：19 人

雲南省大理市骨科及整形外科 
日期：5 月 19 日至 6 月 1 日
地點：大理市第二人民醫院
隊員人數：44 人
手術人數：骨科 44 人，整形外科 18 人
門診：骨科 104 人，整形外科 42 人
物理治療：門診 53，住院 44 人
肢具：67 件
痲瘋村病者檢查：90 人
捐贈輪椅：病人 10 張

江蘇省揚州市康復隊
日期：8 月 4 日至 8 日
地點：江蘇省揚州市醫院
隊員人數：4 人
義診人數：120 人次

教育
河南省安陽市林州中小學校長培訓班
日期：3 月 27 日至 4 月 1 日

地點：林州市中州裕豐國際酒店

隊員人數：14 人

學員人數：80 人

* 期間部份隊員探訪了天鄰底張鄉中心小學、洛陽市第八中學

30 名受助學生、洛陽市第十九中學 20 名受助學生、內黃縣

第一中學 50 名受助學生及濮陽市第二中學 49 名受助學生。

亦安排了兩個半天英語口語練習課，每課約 15 名林州英語

教師參加。

河南省固始縣學童夏令班
日期：6 月 29 日至 7 月 6 日

地點：天鄰大營中心小學

隊員人數：13 人

小學生人數：約 200 人

* 期間探訪了固始縣第一中學 19 名受助學生。 

河南省安陽市英語教師培訓班
日期：7 月 20 日至 7 月 28 日

地點：安陽市林州

隊員人數：16 人

學員人數：100 人

河南省安陽市青少年夏令營
日期：7 月 28 日至 8 月 3 日

地點：安陽市林州

隊員人數：13 人

學生人數：50 人

代禱事項

教育
10 月 23 日至 29 日 河南省固始縣英語教師培訓班

醫療
9 月 1 日至 12 日  河南省沁陽市骨科隊

9 月 1 日至 7 日  河南省濟源市輪椅隊

9 月 2 日至 8 日  河南省安陽市輪椅隊

9 月 15 日至 21 日 印尼楠榜省唇顎裂隊

9 月 22 日至 28 日 河南省安陽市骨科隊

11 月 19 日至 24 日 江蘇省揚州市康復隊

12 月 1 日至 7 日  廣西柳州唇顎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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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安陽英語教師培訓班，接受培訓英語教師共一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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