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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真牧師（信義宗神學院院長）

（二十五週年感恩崇拜暨聚餐講道內容節錄）

首先在此祝賀天鄰二十五週年。能獲邀在此與大

家分享及證道，我感到十分榮幸。今天選用了使徒

行傳 20 章 35 節的其中一句「施比受更為有福」作

分享主題，選擇這經文的靈感是從閱讀天鄰的通訊而

來。從通訊可看到天鄰人都是滿臉笑容，充滿喜樂的

樣子。他們的笑容比受助者更燦爛，他們的心境比受

眾更雀躍，好明顯他們得到的很多。我覺得「施比受

更為有福」正是天鄰的寫照。

大會嘉賓周兆真牧師證道

今天我會從自己對天鄰的認識及對聖經的理解與

大家互相勉勵。談到天鄰，大家一定會想到「天涯若

比鄰」這句話；當我首次聽到天鄰基金會的名字，也

就立刻想到這句話。從天鄰的刊物看到天鄰的顧問朱

耀明牧師如此說：天鄰基金會這名字的靈感來自太平

山，因在太平山上遠望天際各方：九龍、新界、神州

大地，對各地的苦難有如身受，故此把基金會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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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名字定為天鄰。「天涯若比鄰」是把遠方看作近鄰

的意思，這表示天鄰想要成為別人的鄰舍；但是誰是

鄰舍？要有怎樣的表現才是別人的鄰舍？我記起聖經

中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祭司及利未人看到受傷在地

上等候他們幫助的同胞，也無動於衷，看到卻像沒看

到一般；這個躺在地上的人，看到他們來了，以為有

希望，又看到他們一言不發就走了，內心是多麼的絕

望。誰是他的鄰舍？很明顯祭司及利未人都不是他的

鄰舍，唯有憐憫他，給予他無私及全面幫助的撒瑪利

亞人才是他的鄰舍。天鄰的工作讓我心裡十分感動。

今天，如果有人問我怎樣成為別人的鄰舍，我一定向

他們介紹天鄰。因為天鄰所作及所表現的，就是好撒

瑪利亞人的現代版。

第二點我分享的是天鄰的事奉好像扮演一個先知

的角色。什麼是先知？耶利米先知及以賽亞先知都表

示：「耶和華如此說……」是以，能稱得上先知的角

色是遵行上帝的旨意：神要我說的，我說；神要我

做的，我做。我們教會的兒童主日學有一首歌，其中

一句是：我不想做個約拿，被大魚吞下。為什麼不想

成為約拿？理由很多：因為上帝把先知的話語放在他

的口裡，他也不願意說；因為上帝派他去尼尼微，他

不去，他要走自己的路；因為約拿對他的鄰舍缺乏憐

憫；因為上帝給約拿拯救的信息，他不但不去釋放，

還決定帶着信息葬身大海；因為約拿的表現是很冰冷

及剛硬。我十分佩服天鄰，因為上帝將才幹、恩賜、

醫療技術放在你的手，你就去用；上帝給予你異象和

召命，你便積極的回應；上帝給予你的資源和恩賜，

你能夠全方位的去運用。你們

事奉的地方，處處都是陌生的

土壤，處處都是另一個尼尼

微，但你們抱有先知的心意，

只要是神的呼召，無論有多困

難，你還是會去，好像以賽亞

先知說：「主啊，我在這裡，

請差遣我。」天鄰跟隨神的旨

意，做的與傳的一點都不馬

虎，一點也沒有為自己謀算，

這還不是先知的角色？

第三點是應驗聖經中的說話。閱讀天鄰的年報，

看天鄰的發展，有兩句聖經說話是十分貼切及恰當。

第一句是主耶穌說的：「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

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因為有的，還要加給

他，叫他有餘。」第二句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那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腳蹤何等佳美；」「凡有的，還

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是為主付出越多的，上帝

會給你更多。看看天鄰的歷史，二十五年前，天鄰從

賑災扶貧開始，接著是醫療事工，今天則已擴展到教

育事工及輪椅事工；地域也從河南開始，到內地其他

省份，近年更遠及印尼、馬達加斯加。因為天鄰的熱

心開墾，上帝給予更多耕種的地方；因為天鄰真誠地

發揮愛鄰舍的力量，上帝打開更多事奉的門。「凡有

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這是主耶穌的應許。

凡願意為上帝作工的，上帝讓他有更加大的服侍，我

相信這也是天鄰二十五年來的經歷。我看到天鄰受助

者滿臉笑容的照片，其中有男、有女、有長者、有青

年、有少年、有孩童，我也看到了受助者給天鄰的感

謝信，其中的詞句包括「你們一定是神派來的天使，

來關愛我們這群不幸的人。」「癱瘓的我，終於重新

站起來了，又看到光明和希望，在生死邊境你們伸出

援助的手，你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千言萬語說

不盡我們心裡的感激，你們就是我們的救星、再生的

父母，你們的愛將化作我們前進的動力，我們會勤奮

學習，用優異的成績來回報你們的愛，也會像你們一

樣，盡自己所能去幫助有需要的人。」這些說話證明

天鄰所到的地方是應驗聖經所言：那報福音傳喜信的

人，腳蹤何等佳美。

禮成祝福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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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真牧師和師母及籌委鄭佩玲姊妹 (左 )

第四點是貧窮成為了富足。天鄰在貧窮人中間服

侍，在受助者的眼中，天鄰人是富足的人，是天使。

那天鄰是富人嗎？在世人看來，我想天鄰當中或者有

被稱為富的；在神的眼前，我想天鄰也有富人，積聚

好多財寶在天上。但天鄰的富與世人所說的富是很不

一樣。就像那奉獻兩個小錢的寡婦，在人的眼前，她

是甚麼也沒有，她擺上的也不算什麼，但在神眼中，

她富足得很，因她奉獻所有。從聖經角度看，在上帝

眼前，誰也稱不上富。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你們

蒙召，按著肉體說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

尊貴的也不多。」保羅繼續說：「使你與人不同的是

誰呢？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在上帝面前我們本

來貧窮，一無所有；我們本來是罪的奴隸，被罪綑綁。

但主耶穌是富足並尊貴的，祂為了我們，自己成為貧

窮，並死在醜陋的十字架上。叫我們因他的貧窮，罪

得赦免，並可以成為富足。因主耶穌的救贖，天鄰不

但由本來貧窮及不配的變為富足，亦成為貧窮人的天

使，甚至好像主耶穌一樣，使那些本來貧窮的變為富

足；本來醜陋的，他日可成為別人的天使。這些都是

天上美好、貴重的財寶。今天天鄰的事工，無論有多

大的發展及成就，全部都是神的工作及恩典。

第五點是道成肉身，愛的傳送。約翰福音 21 章

1-15 節記載主耶穌問彼得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

麼？」天鄰的宗旨是學效主的樣式，道成肉身，專心

愛神，為人帶來溫暖的愛。天鄰賑災、醫療、教育、

送輪椅是一種愛的傳遞。無論是出隊奉獻、撥出時

間、放棄假期的悠閒、及走到窮鄉僻壤貧困的地方刻

苦地事奉，背後也是甘心樂意以及愛

的推動。每一期天鄰通訊最後一頁也是

寫著出隊資訊，清楚地列出服務性質，

日期。我彷彿看到一隊隊傅送愛的軍

隊，打著道成肉身的旗號，躍馬橫槍，

走在前頭，為主打仗。世俗也有賑災、

也有慈善事業、也有血濃於水的觀念，

甚至謙虛的表示不算什麼功勞，但他們

所作的只是受惻隱之心的推動。然而天

鄰人明白，我們愛，是因為我們經歷了

上帝的愛；我們出去是實踐道成肉身；

我們傳送愛是因為我們從神領受了白

白的愛，我們經歷了十字架給我們的催

逼；我們出去服侍是因為我們知道神愛

這些受助者比我們愛他們的更加多，我們是神所使用

的流通管子；我們所分享的不是有條件的，而是從神

而來的愛。我們所傳送的愛與一般世俗的社會服務，

救濟施捨，惻隱之心，在動機與深度上都不一樣。愛

是一切動力的源頭，愛是整個事工背後的動力，這是

何等重要。就算我們有移山倒海的能力，有為他人的

好處而焚燒自己的行動，但沒了愛，聖經說仍然是鳴

鑼響鈸，仍然於我無益。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所以

我們可以走遍天下，無懼艱苦，亦不會因為自己的渺

小而氣餒及卻步，因為我們知道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沒有人具有赦罪的能力，但聖經說「愛能遮蓋許多的

罪」，因為有愛，我們有遮蓋罪的能力。這個世界是

貪婪的，充滿了罪，不過天鄰有愛，愛能遮蓋許多的

罪，這樣的事工有什麼能夠媲美。

天鄰二十五年的事奉是如此豐盛，又豈能一一言

盡。最後，我願意以今天的經文，即使徒行傳 20 章

35 節「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

福。』」與各位天鄰人互相勉勵，願大家繼續服侍下

去，為神獻上更加多的榮耀，為人帶來更大的祝福。

如此，你們自己也會成為有福的人，因為主耶穌說：

「憐恤人的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請低頭祈

禱：我們帶著感謝的心來到恩主的面前，為天鄰的工

作及事奉感恩，在弟兄姊妹的見證及分享中，我們看

見上帝的恩典在他們身上是何其多，我們今天願意把

天鄰帶到祢的面前，我們以禱告、能力、奉獻支持這

個事工，更願意神在當中得到當得的榮耀。我們如此

禱告是奉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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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局限成大器
陳蕙儀（退休教育工作者 / 教育隊隊員）

春意盎盎，細雨綿綿，生機處處的四月天，正值

天鄰接待 16 位河南省林州市教育局人員和中學校長

的日子。我曾在香港教育界打滾多年，又是天鄰義工

新丁，故今次也來湊湊熱鬧，交流探討。

	 從校長考察團的分享會，我深感今次天鄰的

安排有心思和到位，校長們十分欣賞。我也欣賞校長

們，因他們的眼睛、耳朶、心思都是開放的和正面

的，而且真誠地分享。他們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到訪香

港，透過所參觀的中學和專業學院，對香港的教育制

度，部分基督教辦學的宗旨和實踐有一鱗半爪的認

識。匆匆的幾天行程發揮校長作為領導所具有的素

質，包括高度的觀察力，用心的體會，坦率的反思及

勇敢的承擔，他們還答應持續地優化所服務的學校。

	 校長們多次提及正生書院，因為他們確切地

接觸了一個個活生生的學生，見證了教育的真實性和

可能性，也帶來感動。正生書院的學生，大部分曾經

犯事，包括吸毒、打架、偷竊等，被法庭判刑，本

要進入勞教所；而且，他們容易成為被社會摒棄的一

群。他們既要受罰，又要改過，談何容易。校長們深

知這種難處，但當他們與那些學生交談時，却發現學

生如此自信、成熟、開放，並且才能得以發揮，他們

就感到驚訝，印象深刻。學生本來擁有暗淡和匱乏的

人生，却能被改變、更生，的確震撼。

正生書院那裡，老師們豐富的愛護，補償了學生

所處滿有缺乏的環境，成就了那不可能成就的事。真

的，學生經歷了上帝在他們生命裡的醫治和幫助。還

有，校長們看出他們背後所堅守的信仰，才是力量和

改變的源頭。這不得不讚賞校長們的洞察力。

	 校長也認同「全人教育」的重要性，這不單

是一種信念，更是堅持，好讓學生能透過學校生活得

以全面發展。校長們道出林州的學校比香港的大 ( 無

論人數和面積 )，但香港的教學團隊却能利用每一個

空間，每一個時段，使學生發揮所長。林州的學校未

必能夠提供高科技的教學設施，但是這些不足從來不

會妨礙老師用心地教學。原來有些東西比高科技設施

或偌大的學習空間更重要。林州的學校已開始讓學生

課前備課，以提高學習的主動性；他們領悟到若學生

能自發學習，探討學問，就更上一層樓。其實，香港

的學校豈不是同坐一條船嗎？

「全人教育」不單是口號。教「好學生」，成效

有保證，故人人願意，但是，「教好」學生，却是另

一回事。內地的教育偏重學業成績，難怪校長稱老師

為教書機器。校長對教育宏通的目的，偉大的目標

和漂亮的口號，尤甚熟悉，然而，成效卻因校而異。

縱有美麗的教育口號，却未必見到學生生命全面的成

長。同樣，正生書院以及其他曾被參觀的學校，都不

乏廣闊而鼓勵性的辦學目標；同時，其學生的談吐表

現和待人處事的態度，不能騙人，正反映出學校對他

們栽培的成果。

	 其次，很多校長反思他們學校的領導作風，

覺得應有所調整。所參觀的學校都有一些共通點，就

是基督教學校，那領導層，包括校長和老師們都以謙

卑的姿態與學生相處，背後的理念是「僕人領導」。

這話看似矛盾，領導者又怎能是僕人呢？耶穌基督正

是這理念的踐行者，祂放棄天上的權柄來到人間成為

人，展示服侍的人生，故僕人領導是可能的。校長們

反思這種做法與他們的文化和思想路線有著很大的差

異，但他們却回應，可以嘗試對老師多一點寛容，多

作者與康玉鳳老師 (中 )及林州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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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左一 )探訪滑縣二中受助學生

一點鼓勵，對學生也可以放下身段，與他們親和地相

處。以謙卑的態度作領導者，看似吃虧，實是一種展

示「我也是人」的一種人生態度，那麼，別人不用高

攀，大家就較容易携手合作，這樣，對比一個人單打

獨鬥的教學，來得更有效，成果更佳。

在交流學習時，大多數人會將自己的一套與別人

的一套作比較，取其長處，改善自己。在另一角隅香

港的學校，難道不也是不斷的打拼和掙扎嗎？林州校

長，努力呀！

林州教育訪港考察團
2016 年 4 月 10 日至 18 日，河南省林

州市教育考察團一行 16 人，及天鄰內地顧

問王蘇華書記夫婦到訪香港。考察團成員

主要是中學校長，每一天到不同的中學、

大專學院和教育機構參觀和交流，在每一

個不同的地方都有新的收穫，度過了愉快

而充實的學習旅程。

參觀基督教正生書院

丘佐榮中學陳
永傑校長分享
學校危機處理
和安全管理

與英華書院的老師學生共晉午餐

何玉芬博士主講生涯規劃

鳴謝：	各參與籌劃和協助接待工作的弟兄姊妹及朋友、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教育局對外聯繫組、迦密中學、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

學、香港培正中學、英華書院、基督教正生書院、明愛陳震夏郊

野學園、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分校、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

院專業顧問何玉芬博士及陳志淳紀念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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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12 日天鄰基金會假九龍半山

會所一號舉行二十五週年感恩崇拜暨聚餐，逾

三百弟兄姊妹和友好同來感恩頌讚「傳愛心，

贈醫施藥千里外；作見證，培育師生十五載。」

講員周兆真牧師分享對天鄰的感想，信息清晰

有力，鼓勵天鄰人繼續以愛心服侍下去，榮神

益人！

展板展示醫療、教育、輪椅等扶貧工作

逾 300 位主內肢體及友好同頌主恩

錦旗下隊員喜相逢

輪椅隊隊員合照

香港天鄰和美國天鄰董事難得相聚合照

教育隊隊員合照

醫療隊隊員合照 頒發 20 年 / 25 年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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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鄰
通
訊病人感謝信

親愛的天鄰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們：

自 1999 年 12 月 2 日我出生的那一天起，我的

爸爸和媽媽，這一對平凡的父母，最普通的家庭，迎

來了小生命的降世。我的出生，伴隨的不是健康的身

體，而是兩種令人傷痛的殘疾：先天性雙足馬蹄內翻

和先天性尿路畸形。一歲半，小小的我就被送上手術

台；三歲半開始，一棵長長的導尿管便伴隨我成長。

然而，我的人生精彩，不是乏味平常的，我的生活因

疾病而變得不平凡，不是大多數人的複製生活！

我感謝我的父母，感謝他們對我的不放棄，對我

無微不至的關愛，對我盡心盡力的付出。我的父母

是平平凡凡的農民，日子過得平平常常，可是我的

出生，卻給本來就貧困的家庭帶來了巨大的負擔，給

我的父母的弱小肩膀上又添加了更多的辛苦和勞累。

他們對我，比其他父母對自己的兒女付出了更多的心

血，更多的汗水。我的爸爸和媽媽從沒有任何怨言，

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努力，他們只希望我健康、快

樂……

我也真的很感謝您們！千言萬語化作一顆感恩的

心。感謝您們讓我看到我身體健康的希望。現在我看

到我的左腳已經平穩地放在地上，美美的，讓我開

心，非常開心。之前，一直都是雙足內翻，不正；可

是現在，我好多了，我好開心的！由於我的病情有些

複雜，您們一直在為我的病情而操心和牽掛，讓您們

的各種壓力越來越大，我們很抱歉，真的對不起。

天鄰可愛善良的叔叔、阿姨、哥哥和姐姐們，現

在的我，每天都很開心，當然也很想念您們。一些在

背後默默奉獻的，雖然我們不曾見過面，但我知道，

我的健康中有您們的努力、付出。爸爸和媽媽對您們

有說不盡的感謝，他們一直都在告訴我，要銘記着好

心人的各種恩惠……爸爸和媽媽感謝您們，使我向健

康一步步再靠近，萬分感謝。

現在的我在各種關愛下成長，老師對我說過：每

個人都是上帝咬過的一口蘋果，沒有誰是完美無缺。

我知道，我的殘缺對我來說是一種幸福，正因為我有

了這樣的不完美，我才過着不一樣的生活，有了各種

關愛，在成長中，沐浴在愛的春懷……

現在的我，是一個愛笑的女孩，是一個陽光的女

孩。願意對生活微笑，不怕困難，不怕挫折。好好學

習，天天向上！加油！

來自我們一家的心聲：千言萬語難言我們一家心

中對您們的感謝，願您們一生平平安安，工作順利，

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大理病人

馬雲霄

2016 年 3 月

劉漢杰醫生為作者檢查



醫療
河南省沁陽市骨科覆診
日期：2016 年 1月 22 日至 24 日

地點：沁陽市紅十字會醫院

隊員人數：7人

覆診病人：35 人

雲南省大理市骨科
日期：2016 年 3月 13 日至 26 日

地點：大理市第二人民醫院

隊員人數：27人

門診：新症 98 人，舊症 65 人

手術人數：39 人，82 台

肢具：68 件

輪椅：10 張

物理治療：住院 39人，門診 37 人

河南省安陽市及滑縣骨科
日期：2016 年 3月 13 日至 19 日

地點：安陽市第二人民醫院及滑縣新區醫院

隊員人數：25人

門診：安陽 8人，滑縣 80 人

手術人數：安陽 11人，滑縣 11 人

肢具：安陽 25 件，滑縣 14 件

物理治療：安陽 15人，滑縣 ( 待覆 ) 人

印尼楠榜省唇顎裂隊
日期：2016 年 4月 10 日至 16 日

地點：印尼楠榜喜樂醫院

隊員人數：8人

手術人數：22 人，47 台

江蘇省揚州市內科隊
日期：2016 年 4月 23 日至 26 日

地點：江蘇省揚州市頤和康復醫院

隊員人數：2人

教育講座人數：120 人

醫護培訓人數：60人

義工培訓人數：20人

教育
河南省洛陽及滑縣探訪隊
日期：2016 年 3月 25 日至 28 日

地點：河南省林州市

隊員人數：2人

學生人數：64 人	( 探訪兩間學校及受助學生 )

河南省林州市英語發音工作坊及探訪滑縣二中
日期：2016 年 3月 25 日至 31 日

地點：河南省滑縣

隊員人數：5人

學員人數：80 人

學生人數：47 人	( 滑縣二中受助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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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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安陽市及滑縣骨科隊

醫療
2016 年

5月 15 日至 22 日	 手外科	 	 	 雲南省大理市

9月 4日至 10 日	 	 骨科	 	 	 河南省安陽市

9月 13 日至 26 日	 整形及手外科	 	 馬達加斯加

9月 18 日至 29 日	 骨科	 	 	 河南省沁陽市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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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沁陽市

9月 22 日至 29 日	 組裝、捐贈和探訪	 河南省新鄉縣

10 月 23 日至 29 日	 組裝、捐贈和探訪	 河南省西平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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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至 22 日	 英語發音工作坊	 	 河南省滑縣

7月 22 日至 29 日	 湯陰縣英語教師培訓班	 河南省林州市

10 月 10 日至 17 日	 內黃縣英語教師培訓班	 河南省林州市

代禱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