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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守邦 ( 退休環保工程師 / 天鄰董事 )

中國的現代化過程為從事各行各業的人們提供了

發展的機會，很多人趁此形勢大展拳腳，很多人亦把

握機會讓自己夢想成真。作為一個海外華人信徒，如

果錯過這個很多中國人都等待了超

過兩百年的契機的話，會是終生的

遺憾。1991 年夫婦二人便帶著這種

心情請辭了在美國洛杉磯的工作，

帶著子女回流香港，一方面為了便

於照顧年老體弱的雙親，另一方面

期望著有更多的機會服侍神州大地

的同胞。

在朱師母的邀請下於 93 年一月

第一次踏足河南省，對天鄰事工的

參與便從這次的「送暖行動」開始。

當年航班降落後眼前出現的軍用機

場、一張張久歷風霜的炎黃面孔、

一片片無垠的田野阡陌……此景歷

歷在目；第一次經過黃河時所激起的血脈噴張、踏上

見證了歷代興衰的黃土地時心中所浮起的一片悵惘、

老鄉們不苟言辭卻只懂以淚水表達謝意的純真……此

情刻骨銘心。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

加上無可推諉的福音使命，就在這

雙重催逼交織下與天鄰的河南事工

結下不解之緣，直到如今。

「…我問他們那些被擄歸回、

剩下逃脫的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

景。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

剩下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

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被

火焚燒。”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

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

食祈禱，說：“耶和華－天上的神，

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愛你、守你

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尼1：2-5）
作者 (右 ) 與戴紹曾牧師及朱梁吳秀
師母攝於天鄰醫療事工十周年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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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開始就沒有一幅清晰的藍圖，也沒有鮮明

的策略，不知道神要我們為祂完成些甚麼長遠目標；

只知道神不斷地讓我們看到新的需要，也給了我們足

夠的能力，去滿足這些需要。看到靠山吃山的農民被

洪澇蹂躪，我們便送暖；看到山區貧困人口的健康需

要，我們便重建鄉鎮衛生院；看到貧困的殘疾人士求

治無門，我們便提供義務的醫療及手術服務；看到了

很多無機會接受醫治的殘疾人，我們便為他們裝配和

發送輪椅；看到山區孩子們求學困難，我們便重建學

校、培訓老師、辦學生夏令營、設立獎助學金……看

到中國以外的需要和遵循大使命的吩咐，我們的醫療

隊便遠渡重洋地涉足印尼和馬達加斯加等地，期間無

論所需的金錢，或是更重要的各類專業人材，包括醫

護界的、工程界的、教育界的，神都按時按需要地供

應給我們，一無所缺。

「…我們應當敬畏耶和華－我們的神；他按時賜

雨，就是秋雨春雨，又為我們定收割的節令，永存不

廢。」（耶 5：24）

雖然每一步都緊緊地走在神的後面，每一樣需要

都有所供應，走過的路卻還是有坎坷的時候。在較早

期技術轉移工作遭遇挫折；受助單位的人事關係令我

們的資助沒法收到預期效果，以至在管家職份上我

們有所虧欠；內地空前的發展速度，有時也會令我們

有點手足無措，教育制度和醫療制度的改革為我們的

事工帶來不少難題，例如要求外地醫療人員申辦行醫

證，人口流動對農村學校所造成的衝擊。中國的國際地

作者與女兒 (後排左四 )參加 2012 年安陽手術隊

1993 年第一次送暖到河南

位不斷提升，人民生活的改善當然是好事，然而我們

在「扶貧」方面的努力也就不如以往那麼受重視了。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耶

29：12）

接近 25 年的參與，讓我看到期間的改變 ...... 看到

當年不能行走的孩子今天已長大成人，重投社會及建

立了自己的家庭；看到了當年在失學邊緣的中學生，

今天考上了獎學金要到美國唸博士學位；看到了當年

在老城區的破落醫院，今天成為該市的殘疾人治療中

心……這一切都是全能神的恩典。然而，我也看到在

往後的日子裡，天鄰的工作需要迎接更大的挑戰。如

何在新的國家政策及制度下，扮演新的角色？以往的

「扶貧」和「施贈」方式應該如何調整，進一步成為

可持續的服侍模式？如何進一步開拓新的工場，服務

更有需要的人？趁此天鄰銀禧慶典前夕，盼望天父會

如過往 25 年一樣總是走在我們前面，應允我們的禱

告，引領我們去找以上問題的答案，也繼續供應我們

的需要。

「他們從約旦河中取來的那十二塊石頭，約書亞

就立在吉甲，對以色列人說：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他們

的父親說：這些石頭是甚麼意思？你們就告訴他們

說：以色列人曾走乾地過這約旦河；因為耶和華－你

們的神在你們前面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著你們過

來，就如耶和華－你們的神從前在我們前面使紅海乾

了，等著我們過來一樣，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

華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們永遠敬畏耶和華－你們

的神。」（書 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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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得知 2016 年 3 月天鄰基金會將舉行 25 周年

感恩聚會後，我便想以文字的形式遙祝天鄰「25 歲

生日快樂」。天鄰基金會有 25 年的服務歷程了，我

與天鄰的相識、共度、傳情也許只是這歲月長河中的

一個閃爍，但於我個人，卻是人生精彩篇章的起點。

2008 年暑假，我參加在洛陽新安縣黛眉山舉辦

的英語骨幹教師培訓班，在培訓尾聲階段的小組展示

中代表小組做了展示課。2009 年春天，我被邀請到

新安縣龍潭峽進行的暑期骨幹教師培訓擔當助教，我

欣然接受了。這兩次與天鄰基金會的香港老師一起工

作學習，為我內心執著的教學情懷和工作熱情打開了

一扇門。我感動於天鄰老師們的無私、協作、高效的

工作態度，感謝這樣的一群人形成了純粹、專業、關

愛的能量場，讓參加培訓的洛陽老師如此地投入，如

此享受培訓的過程，以至於培訓結束時大家沒完沒了

的拍照、交流，不願這麼快結束相處的時光。我還在

培訓班結識了一些洛陽其他區縣的老師；我們在自己

的課堂上也進行了培訓所學方法的嘗試，並找機會交

流各自的體驗。

2010 年的某天，我又幸運地有機會到香港進行

為期 13 天的訪問學習，看看那裡的英語課堂。在香

港之行快要結束時，訪問團的老師問：Why me? 為甚

麼是我們？天鄰老師說：「因為你們是種子老師。」

我和天鄰的“種子情緣”
李紅梅 ( 河南省洛陽市教師 )

作者 (左三 )2011 年到香港的學校訪問學習

也許是我身上具有「種子」的品質，這句話深深地烙

在我的心坎裡。從香港回來之後，我時刻記得「種子」

是要發芽生長、開花結果的。在 2012 年 4 月，天鄰

的幾位老師到我的學校進行回訪，知道了我們在建立

一個英語繪本圖書館，區老師隨即給我郵寄幾套適合

這裡小學生閱讀的繪本書套盒和 reading report 的版

式；這樣的舉動加上學校給予很大的支援，讓我們的

英語繪本教學在全校迅速發展起來。

天鄰對我的影響不僅是英語教學專業上的點睛之

筆，他們的人生態度、協作精神、奉獻意識如燈塔，

照亮了我工作、生活的境遇。因為信仰的原因，人對

世間百態的看法會變得寬容、隨性；因為有一顆奉獻

的心，不僅保持我內心的平靜，連同遇到的人也一起

平靜地做好自己的本分。還記得陶老師在 2009 年說

的話，用信仰的力量平和我們的緊張，給予無窮的力

量。無論在洛陽的培訓還是在香港的訪問，天鄰的老

師們從生活到程序安排上都非常細緻，關照到每個

人，我深深地感動於他們的付出，所以我會認真努力

地做好我的工作：小學英語教學研究，讓內地的孩子

們輕鬆快樂學英語，Learning English is to set yourself 

free. Only excellent English counts。另外，也希望天

鄰基金會提點我們可做些甚麼，讓心懷感恩的人可以

參與，讓這樣的感恩付諸行動，沒有甚麼比這樣的互

動更長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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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參與了六次天鄰青少年夏令營。每次參

與營會，喜見天父的恩典、學員的改變、隊工的忠心

及個人成長，叫我們更積極進取地活出愛的群體，見

証主恩。無獨有偶，今年青少年夏令營的主題是「活

出愛」，我們在這營會裡正正經驗了「活出愛」的真

諦！

我們在這裡真好

感謝天父凝聚了一群有心服侍年青人的弟兄姊妹

參與夏令營。這班好隊工，好「班底」，平時各有各

忙，但總會盡量抽空參與這一年一度的「約會」。我

們透過肢體彼此禱告，互相守望，心感到能一同服侍

並非必然，而每次也有不同的新舊隊員，包括來自內

地及海外的肢體。我們最開心是一同構思整個營會，

也樂意無私付出，送贈不少合用的東西作為小禮物，

互獻所長；我們共同的使命就是要做好這個營會，為

主盡忠，讓隊工活出愛的群體。 

出發第一天就考驗我們怎樣在隊工裡活出愛：香

港隊員按時來到河南新鄭機場，與 6 名北京來的隊

員會合，但因內地航班延遲，需要等上好幾個小時。

在等候的過程中，欣喜各人開放地提出不同的意見，

同時彼此尊重，務求找出一個雙贏辦法，共同承擔責

任。也謝謝天父在黑夜車程中的恩典伴隨，讓我們平

安抵達營地。

活出愛的群體
黃景霞 ( 神學生 / 青少年夏令營隊員 )

學生踐行活出愛

我們要服侍的學校共有 100 名受資助的學生，

基於義工人數、費用等因素影響下，當中只有 50 名

學生可以參加夏令營。我心中一直寄掛著未能參與

的 50 名學生，心感到「接觸學生」也不是必然，更

叫我們珍惜與他們相聚的機會。營會主題是「活出

愛」，正正在這處境下提醒我們怎樣把愛活活的實踐

出來。我們比平時帶多了一些物資，特意為他們預備

一些信封，把鼓勵說話及小禮物放進去，並鼓勵參與

的同學回校之後把營會所學的發揮出來。

作者 (前排右一 )與夏令營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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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工接棒愛傳承

經歷這六年的事奉，總覺得每次都是最後一次，

心中總覺得有一天不能再參與。那如何把這經驗承傳

下去呢？因此，今年特別邀請教會的年青人參與，讓

他們擴闊視野，從服侍中以天父的眼睛看世界，再把

所學會的帶回教會，操練服侍。感恩有年青人參與，

讓我們整體隊工的平均年齡下降了；更感恩有一家四

口一齊參與，這種跨代服侍，是美好的傳承。眼見這

群年輕小伙子與學生們打成一片，非常感恩，願天父

把這愛繼續承傳下去。

肢體相顧証主恩

新約和合本聖經有 22 處經文提到「肢體」，其

中哥林多前書 12 章提到聖靈賜下不同恩賜給人，就

有 11 處深入地提到「肢體」，其中林前 12:26-27，

在訊息版聖經裡：”If one part hurts, every one part 

is involved in the hurt, and in the healing.  If one part 

flourishes, every other part enters into the exuberance.” 

提到肢體在受苦中一同受苦也一同療傷；一同興旺也

一同豐富，這就是真正的肢體相顧，我們也代表著基

香港天鄰基金會輪椅隊在我的教會分享時我被感

動，而且認同他們背後的理念「天涯若比鄰」，因此

參加了這次的輪椅隊。

我們一行 28 名義工，包括兩名美國華僑，4 月

27 日出發。這是輪椅隊歷史以來最多香港人參與的

一次，真值得鼓舞。

第二天，我們乘車往河南省蘭考縣。我很期待開

始安裝輪椅的工作：從分享會照片中所見，輪椅是由

一張塑膠椅和幾件配件組合而成，安裝工作看似很容

易。我們到達後來到一間荒廢了的工廠，內裡滿佈灰

督。在范尼雲所寫《活出群體的美好》一書提到：

「一個進入群體的人必須有所放下，包括自己粗糙的

個性。群體要成立，必須透過基督，在基督裡與父上

帝聯合，有了基督的心，就可以傳好信息給窮人，釋

放被擄的和被囚禁者。群體的成立，必須要有『使

命』，而這使命絕對不能悖離我們的耶穌基督。群

體，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被基督所差派。」恩典總

比困難多，彼此配搭勤服侍，放下自我守忠信，天父

愛眷永不忘。很享受與隊工們一同堅持、一同配搭，

一同享受神賜給我們那份彼此相愛的心，結成美好的

隊工，活出愛的群體。

輪椅隊之旅
莫巧蓮 ( 行政助理 / 輪椅隊隊員 )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翰一書第 4 章 19 節》

塵，另外縣裡種植了一種跟木棉花相似的植物，棉絮

經風一吹後便從破爛的窗口飄進來，促使我們在三十

多度的氣溫及沒有冷氣和風扇之下，還要佩戴口罩，

汗水有如白豆般大從頭上滴下來。此外，組件原件是

很重的，雙手經一個上午的工作便已發抖，累得想

哭！我在這一刻心裡問自己，還可以繼續嗎？我的

答案是神讓我來到這裡，一定有衪的美意和學習的功

課！所以我堅決地留下來。感謝神，下午時我被安排

做輪胎充氣工作；我雖然體力欠佳，但卻有一對靈活

的手，我很快速的為每一個的輪胎充滿了氣。這天我

們只完成 170 部，而蘭考和汝南各需完成 550 部；

我們距離目標還很遠。當中有一位姊妹問我說：「我

們會否不能如期完成呢？」我回答 :「不用擔心，神

必定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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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我們分成兩隊，一隊留在蘭考，另一隊

前往汝南，我是前往汝南的其中一位。內地合作單位

也安排了義工隊協助，他們的熱誠和認真的學習態度

令我對內地人改觀。義工隊的作工時間原是朝九晚

五，但到下班時間他們堅持要和我們一起繼續下去，

終於大家直至七時半才離開。第四天，我們得到蘭

考隊報捷已完成 550 部輪椅，但我們汝南隊只完成

四百多部，還需繼續努力！

第五天，有些弟兄姊妹們的一雙手已經貼滿了止

痛膠布，紅紅腫腫的仍去組裝輪椅。我一面為輪胎打

氣，一面也為他們祈禱打氣。神是聽禱告的神，大家

安裝輪椅的速度突然加快，輪椅蜂擁而至，等候充

氣。我雀躍地笑說 :「我快要吃不消了！」轉眼間，

550 部輪椅完成了，我感動得想哭！感謝神！這天下

午，我們去家訪，帶備了組件即席安裝輪椅，讓他們

感受到我們的關懷。其中一位受訪者楊占，自兩歲

生病，無法治愈，身體一日一日萎縮至駝背，骨瘦如

柴，手掌發黃，指頭發黑，只有面部才有活動能力。

他居住在一所約一百平方尺的磚屋，每天就是從窗口

觀看外面的世界。他的母親獨力照顧他，每天要抱起

一個七十多磅的病人上洗手間。他睡覺時也是由母親

一隻手托著頭部，一隻手抱腿，才可以安睡，如此

二十個年頭，日積月累，她的手指和脊骨都腫脹發炎

了。他母親看到我們關切的慰問便哭起來，觸動了我

的心，因為多年前我也曾生病坐在輪椅上，需要母親

的照顧，所以也明白作為病人的家人所受的痛苦和壓

力。她把頭靠在我肩膊上痛哭，宣泄了積壓多年的

苦。她很感激我們從遠方送輪椅來，還關心她們。楊

占坐上他的輪椅後興奮地笑說 :「我首先要去的地方

是天波府。」

第六天，我們在河南省汝南舉行發放大會。當中

有一位老婆婆在家人陪同下來到領取輪椅，但她坐上

新輪椅卻沒有笑容，然後我看到她的腳和腳踏相距

三四吋，怎能坐得舒適呢？我匆忙地跑去告訴隊長。

這時我們正準備離開會場，前往相距三個多小時車程

的鄭州機場，但隊長仍立即尋取工具為婆婆調教腳

踏。然而，螺絲釘齒輪歪了很難取出，幸好有三位弟

兄過來幫忙，結果用了廿多分鐘才大功告成。看到婆

婆燦爛的笑容，我們也為此而高興。第七天，我們隨

著輪椅隊工作的結束，依依不捨地乘飛機返港。

我們在都市裡忙碌的工作，很容易忽略神的聲

音。這次服侍之旅能夠使心靈更飽足，加上有安靜的

時間可以親近神，何其喜樂。另外，我認識了一群無

私奉獻的弟兄姊妹，同心服侍見證主愛。希望輪椅隊

能夠薪火相傳，榮耀神！

作者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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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鄰
通
訊

親愛的天鄰基金會朋友們：

我是來自河南一名普通城市居民，也是一名兒麻

患者。作為一名兒麻後遺症患者，40 多年來我飽受

病痛折磨，多麼渴望天降神醫能夠幫我醫治病痛。

我也曾東奔西跑於各個醫院，總是

滿懷希望而去，滿心失望而歸。因

為疾病的折磨，我的心理也發生了

微妙的變化，敏感而缺乏自信。記

得有一次和朋友一塊出去，看到兩

個殘疾人士，朋友一句：「打不成

羽毛球還在出洋相！」雖然並不是

針對我說的，我心裡卻如打翻的醋

瓶一樣。在我的周圍殘疾朋友並不

少，但街上看到的並不多，乃是他

們出行困難。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得知天鄰

骨科醫療隊到沁陽義診，抱著試試看的想法，三年前

我有幸有了初診的機會。還記得當時給我檢查的是

何耀基醫生，雖然時間只有短短 20 多分鐘 ( 病人太

多 )，但何醫生耐心細緻關懷，體貼深深地感染並打

動了我。「天鄰基金會的人真好！」我對陪我看病的

丈夫說，但內心裡我對天鄰基金會給我看病並不抱多

大希望。當我接到讓我入院進行手術的通知的時候，

病人感謝信

我的內心很糾結，天下難道有這種好事輪到我的頭

上？我的病難道說真的能夠治療嗎？我曾經向在焦作

市殘聯康復中心的朋友打聽，得知殘聯的確有指標，

但一般是分配給青少年的，每年的人數非常有限，而

天鄰基金會的事則沒有聽說過。當我下定決心接受手

術時，一位好心的朋友還說：「別

上當了，就有個別人借慈善名義掙

錢。」今天我用自己的眼睛真實看

到天鄰基金會的朋友所做的一切。

忘不了劉漢杰、何耀基等醫師廢寢

忘食的工作，忘不了護士們忙碌穿

梭的身影；忘不了理療師們耐心體

貼幫助；更忘不了天鄰基金會朋友

們如陽光般溫暖的笑臉，正是他們

所做的一切讓我感受到愛的湧動，

他們如上帝派來的天使去幫助貧困

殘疾的人們。

作為一名受助者，我無法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

愛需要傳遞，我唯一能作的是把這種愛傳遞下去。雖

然我這點心力小如火柴般微弱，但我相信也會有點溫

暖去融化冰雪。

張杰

2015.9.23

何耀基醫生 (右一 )、劉漢杰醫生 (中 )
及沁陽醫療隊隊員

作者



醫療
印尼楠榜省唇顎裂隊
日期：2015 年 8 月 24 日至 30 日

地點：印尼楠榜喜樂醫院

隊員人數：8 人

手術人數：24 人 46 台

河南省安陽骨科隊
日期：2015 年 9 月 6 日至 12 日

地點：河南省安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隊員人數：20 人

手術人數：11 人

肢具：12 件

物理治療：11 人

河南省沁陽市骨科隊
日期：2015 年 9 月 13 日至 24 日

地點：河南省沁陽市紅十字會醫院

隊員人數：39 人

門診：181 人

手術人數：45 人 84 台

肢具：51 件

物理治療：118 人

河南省焦作、新鄉輪椅隊
日期：2015 年 9 月 13 日至 19 日

地點：河南省焦作市、新鄉市

隊員人數：41 人

捐贈輪椅：1650 張

教育
河南省林州市英語發音工作坊
日期：2015 年 10 月 20 日至 21 日

         及 10 月 29 日至 30 日

地點：河南省林州市

隊員人數：2 人

學員人數：28 人 +29 人

河南省湯陰縣英語教師培訓班
日期：2015 年 10 月 22 日至 31 日

地點：河南省林州太行山

隊員人數：20 人

學員人數：9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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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事項

奉獻方法

一、劃線支票抬頭「天鄰基金會有限公司」或

     「HIS FOUNDATION LTD.」

二、現金存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

    「042 - 1 - 049479」
** 請將支票或銀行存根寄回本會，憑收據可於香港

申請減免稅款。

2016 年出隊日期
醫療
3 月 13 日至 19 日 骨科   河南省安陽市

3 月 13 日至 26 日 骨科   雲南省大理市

4 月 10 日至 16 日 唇顎裂科  印尼楠榜省

5 月 15 日至 22 日 手外科   雲南省大理市

7 月 31 日至 8 月 6 日 唇顎裂科  印尼楠榜省

9 月 4 日至 10 日  骨科   河南省安陽市

9 月 18 日至 29 日 骨科   河南省沁陽市

輪椅
6 月 26 日至 7 月 2 日 組裝、捐贈和探訪 河南省汝南縣

9 月 18 日至 24 日 組裝、捐贈和探訪 河南省泌陽縣、

      确山縣

9 月 23 日至 29 日 組裝、捐贈和探訪 河南省沁陽市

11 月 13 日至 19 日 組裝、捐贈和探訪 河南省駐馬店

      轄下貧困縣

1. 十一月起，梁文慧姊妹重返天鄰擔任教育幹事，葉鳳霞姊妹改任行政

   幹事，林秀霞姊妹仍擔任醫療幹事。

2. 田淑珍姊妹、劉佩珊姊妹已離職，求主繼續祝福和帶領她們。

同工消息：

施鍾泰醫生 (右三 )探訪宜陽天鄰康復護理中心

10 月湯陰縣教師培訓班隊員

醫療
2015 年

11 月 3 日至 16 日 整形及手外科  馬達加斯加

11 月 22 日至 28 日 唇顎裂科  江蘇省揚州市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5 日 骨科   河南省沁陽市

代禱事項

教育
7 月 2 日至 9 日  學童夏令班  河南省固始縣

7 月 16 日至 22 日 洛陽青少年夏令營 河南省洛陽市

7 月 22 日至 31 日 湯陰縣英語教師培訓班 河南省林州市

10 月 22 日至 29 日 內黃縣英語教師培訓班 河南省林州市



本人  □決定  □未克  出席天鄰基金會二十五週年感恩崇拜暨聚餐

* 聚餐每位 450 元，每桌 5400 元，大小同價，歡迎攜同親友赴會。請於 2016 年 2 月 5 日前賜覆，以便安排座位及晚宴。
* 回覆方法：天鄰基金會電話 / 2794 9400   傳真 / 2794 3900   電郵 / info@hisfoundation.org.hk
* 聚餐付費方法： 1. 劃線支票抬頭「天鄰基金會有限公司」或「HIS FOUNDATION LTD.」；

2. 現金存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042 - 1 - 049479」。
** 請將支票或銀行存根寄回本會，稍後發出收據並確定座位安排。

親友：                   名（成人）

                            名（小童）

日期：           年      月      日

覆函

誠意邀請
謹訂於主曆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二日（禮拜六）

下午六時（五時恭候）

假會所一號 ( 九龍半山 ) 舉行

天鄰基金會二十五週年感恩崇拜暨聚餐
特邀請信義宗神學院院長周兆真牧師證道

敬請
撥冗蒞臨 同頌主恩

天鄰基金會董事會主席    
鄒錫權 醫生  敬約  

主曆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感恩崇拜程序

詩歌
禱告

見證分享
證道

感恩回應
感恩祝福

頒發紀念品暨服務獎
聚餐 綠色專線小巴

2, 2A, 7, 13, 28M, 49, 105, 105S

姓名：

電話：

電郵：

收據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