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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鄰基金會董事會

（接下頁）

您好嗎？ Shalom ！平安！

今天大家極需要由主而來的平安；社會運動，世

紀之疫，翻天覆地，你我都翻轉又翻轉，天鄰亦未能

倖免。約有一年時間，所有隊伍煞停，隊員已預定假

期出隊，無奈只好呆坐家中。甚麼時候可再出發，能

否再到中國，多少隊員願意再進中國，無人能預知。

落後國家貧苦大眾受疫情災害更深，天鄰合作夥

伴亦受影響。於是天鄰伸出援手回應需要，弟兄姊妹

亦樂意捐輸，陸續送到馬達加斯加、伊拉克、吉爾吉

斯。有見及此，天鄰自四月起隔週發出 WhatsApp 短

訊，好讓大家知道最新消息，亦增加溝通渠道。

早在 15 年前，董事會已留意中國內地越趨富

庶，越難接觸貧困的人，服務之窗將會越來越縮細，

於是開始離開大城市，走向偏遠省份，同時亦探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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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工場。2017 年中國新 NGO 法，令天鄰服侍增加更

多制肘，與內地合作不斷收縮。至於國外方面，感恩

2011 年能開展印尼工場，2014 年拓展馬達加斯加，

2019 年 到 伊 拉 克，

也探索吉爾吉斯及黎

巴嫩工場，許多弟兄

姊妹親身感受到比中

國更大的需要。就是

這樣，在一推一拉之

下，天鄰逐步走出中

國。

2020 年世界巨輪

像停頓了，未來計劃

誰能來定，唯有主知

天鄰基金會三十週年感恩崇拜
主曆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四日 (禮拜日 ) 下午 4時

誠意邀請  同頌主愛主恩

神恩厚賜三十載，天鄰振翅續航；
贈醫施教扶貧困，愛萬民證主光。
神恩厚賜三十載，天鄰振翅續航；
贈醫施教扶貧困，愛萬民證主光。

天鄰基金會三十週年感恩崇拜
主曆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四日 (禮拜日 ) 下午 4時

誠意邀請  同頌主愛主恩

伊拉克唇顎裂的女孩正等待
適切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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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天鄰辦公室奉獻禮

2009 年河南省安陽市紅十字會致送牌匾「支持福利事業，關愛孤殘
兒童」。

道，惟一肯定的是天鄰不是光榮結業。1991 年天鄰

因賑災而誕生，面向 30 週年，我們又回到賑災原點 

( 馬島、伊拉克、吉國 ) ；天鄰生於中國，至今未忘

愛國初心。有些隊員可能因中國情意結，或因身體、

家庭等因素，希望繼續在中國服侍；誠然，若有機

會，天鄰仍會派隊到中國。另一方面，亦有隊員不願

再到內地，也有隊員體驗到海外更龐大的需要，所以

天鄰未來一定會開拓更多海外事工，需要更多弟兄姊

妹參與。

自主耶穌頒佈大使命後 , 門徒大都還停留在「猶

太全地」，保羅、巴拿巴是少數人朝向「直到地極」

去傳揚福音。直到三十多年後，公元 70 年羅馬攻陷

耶路撒冷，將猶太人驅散，到達羅馬帝國各

處，福音遍傳；公元 323 年，基督教成為

羅馬國教。那麼，2020 年的事件是否神要

驅逐我們離開安舒區，踏出中國？二十世紀

30 年代，中國教會提出「回到耶路撒冷」

理想，從前福音是從耶路撒冷一步一步傳到

中國，如今中國地博人多，理應擔起這個使

命，將福音一步一步的傳回耶路撒冷。現今

天鄰已在中東伊拉克服侍，也探索黎巴嫩事

工，會否就是要接上這一棒？

疫情反覆，旅遊何時重啟？天鄰 11

月、12 月有何計劃，誰能作準？惟有摸著

石頭過河。昔日以色列人在曠野何嘗不是？

摩西知道明天到哪裏嗎 ? 四十年了，只知道

最終目標是迦南美地，明天就看雲柱火柱帶

領，每天領取嗎哪供養。同樣地，耶穌升

天之日，有否將福音遍傳藍圖的 USB 棒交

給使徒，按部就班地執行？今天我們雖未

有眼見的雲柱火柱，但門口卻為我們一個

又一個的打開，弟兄姊妹為我們不斷供應

嗎哪，我們還要求甚麼？

回想過去十年，天鄰事工不斷擴展，

出隊次數、義工、支持者、同工、奉獻不

斷增加，各項事工基本是「自動波」運

作，大多是按計劃完成，沒有太大的信心

考驗；今天我們如走在迷霧中，服務點能

否重開，隊員會否自動歸隊，經濟下滑會

否削弱奉獻等，就是我們信心的功課。回想 91 年華

東水災，天鄰有足夠奉獻接濟河南大省的需要嗎？開

拓培訓、醫療事工，真的有這麼多義工參與嗎？就讓

我們學效聖經中的先賢，重踏這信心之旅。

隨著隊工停擺，辦公室工作量大減，作為奉獻金

的好管家，董事會與同工協議削減工時；半年後因疫

情持續，同工亦考慮自己將來事奉方向。Eva 和文慧

先後辭去天鄰工作，分別到教會和機構事奉。在此感

謝她們在天鄰多年忠心服侍，讓天鄰事工得以迅速擴

張，成為多人的祝福，又求主繼續引領祝福她們。

過去多年，大家忙於衝呀衝呀，可能身心靈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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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7 月 天
鄰第一隊醫療教
學隊到河南省許
昌市服務

2014 年手外科及唇顎裂科隊員第一次到馬達加斯加，服務貧困的病
人。至今先後派出了七隊手術隊。

支了。2020 年不就是要我們休養生息，歸乎平靜安

穩，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你們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詩篇 46：10)。趁這時機，我們

重新裝備自己面對普世事工。2017 年辦公室同工獲

邀到美國天鄰週年感恩會後，留下參與醫療宣教大

會，獲益匪淺。2019 年 5 月三人小組到吉爾吉斯，

探索中亞事工的需要。及後董事和同工分別前往黎巴

嫩，了解服侍難民的工作。今年同工又參加宣教課

程，都是為將來的跨文化服侍作好裝備。

明年將是天鄰踏足中國 30 週年，在中國的事奉

可說是神用了約四分一世紀時間，在黑髮黃膚說我們

能懂的普通話的人之中，培訓我們學懂透過服侍而以

2000 年 宜 陽 愛
德醫院奉獻禮醫
療隊員獻詩

生命作見證。當中有些隊員早一些走出

安舒區，到印尼及馬島，像嬰兒學步，

在神的摻扶下成長。那麼 2020 年是否神

要將幼鷹踢出高巢，學習展翅？

2020 年將會是你我深刻印記的一

年，天鄰不會結業，神還有很多工作等

著你和我―河南學校邀請我們繼續合

作辦天鄰班，青海整形手術隊盼望明年

再繼續，海外的馬島、伊拉克希望能重

開，亦探索開展吉爾吉斯及印尼教育隊

的工作。2020 年不是句號，而是感嘆

號：停下、探索、前瞻，休養生息再上

路，更嚐主恩。

藉著賑災、扶貧、醫療和教育，在世界各處見證

基督的愛和福音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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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濤病重了
梁吳秀（天鄰基金會顧問）

今年九月九日突然接到小

濤媽媽來電，說小濤病得很

重，在老家住了六天醫院不見

好，前一天入住鄭州六院傳染

病房，剎那間我腦海一閃會不

會是「電話詐騙」？要她讓小

濤親自跟我談。

電話中傳來小濤微弱的聲

音說着他的病情。我心一沉，

2017 年天鄰和河南省紅十字

會已結束合作夥伴關係，許多

相識多年的同工都退休了，可

找誰幫忙呢？這時我想起在內

地經商的吳弟兄，多年來我們

常結伴去探望省紅會照顧的愛

滋病患者。原來小濤也找他了，他已請當地的同事帶

他看醫生，當他告知小濤發病的來龍去脈……真不可

思議。

「唉……國內醫生都……小濤自己看的醫生說他

是脊椎生骨刺，要做手術才能好，把他嚇死。但我的

同事帶他去看醫生，醫生說沒事，是肌肉扭傷。」

直至進了鄭州六院才証實他因斷服愛滋病藥引致

免疫力極底、腸道發炎潰爛、腸壁腫脹、肚子疼痛、

2008 年探訪受助孩子，小濤站在前排右二。

2014 年作者 ( 左二 ) 在暴雪下與吳弟兄 ( 後排右一 ) 和
太太完成探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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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燒不停……

我把小濤的病情也轉發給香港的專家招醫生，希

望她能給些意見助小濤的生命脫離險境。當然病情不

樂觀，她對醫院治療的方案除了有些輸液成份不明，

大致滿意。並一再囑咐他要服用愛滋病藥，以免病情

進一步惡化。

我們都懇切地為小濤禱告，並鼓勵他也祈求上主

施恩憐憫醫治他。我寫了一段禱文教他祈禱。「主耶

穌，謝謝祢！我承認自己是個罪人，求祢赦免我過往

所犯的罪。我願意接受祢成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讓祢掌管我的一生，靠着祢的恩典過新生活。我病

了，懇求祢醫治我，使我痊癒。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誠心所願！」

病情未好轉，我們還要為他的醫療費躊躇，又擔

心國內「過度醫療」的常態，希望他遇到仁醫。有一

天他說醫生告訴他沒發燒了，不用做脊椎穿透，我們

便放心了。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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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我要先交醫院費用，不交錢不給看

病……現在還欠着醫院六千多塊錢呢。」

「國家不是有農合醫保嗎？尤其是你們這類患者

更應該特別照顧。」

「奶奶，醫保農合在我們當地作用是挺大的，但

是來到鄭州就一點作用都沒有了，因為鄭州這間醫院

是先交錢後看病，交不上錢就不給用藥了。」

「你問醫生可以寫清楚病情讓你回當地就醫嗎？

老實告訴醫生你的困境。」

「媽媽給當地醫生聯繫過了，當地沒有這個藥

物……而且當地醫院也不願我回去治療，說有些病情

檢查不出來。」

一個愛滋病的重災區，住着一群國家領導先後到

訪關懷的老百姓，當地醫院竟然對治療束手無策，也

無治療小濤的藥物。

幸好吳弟兄先後轉給他二萬五千

元救急，家人也東湊西借了一萬多

元，招醫生主動提出分擔，我當然義

不容辭。

十月十六日上午終於接到小濤傳

來的好消息。

「奶奶，給您說個好消息，我的

主治醫生剛剛查完房，說我預計一個星期左右就能出

院了。」

「太好了，回家要小心飲食，請教醫生吃些甚麼

有助康復。還欠醫院多少錢？」

「奶奶，還欠醫院一千

多塊錢，醫院說吃正常的

飯 就 行， 水 果 吃 當 季 節

的。」

「很好，再吃點雞蛋

和大豆等營養品，常常禱

告，信靠上主。」

「好的，感謝奶奶和吳

叔叔，感謝主的恩賜！」

雖然醫療費用還有尾數

需付，但比起一個多月來

的身心折騰已微不足道。

我腦海中浮現了耶穌醫治

大痳瘋病人、瞎眼的、瘸腿的……

感謝主也醫治了小濤！

後記：10 月 20 日小濤終於出院了，醫療費用總共五

萬七千元。感謝神藉弟兄姊妹愛心資助他渡過難關！

2006 年作者和受助孩子第一次見面，小濤就在後排左
一。

2010 年作者和招醫生（後排右一）帶
同受助孩子到鄭州旅遊。孩子們第一
次出遠門雀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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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少婷 (中 )和同學們

受助大學生來函
敬愛的天鄰基金會的叔叔阿姨們：

時光飛逝，大三學年匆匆而過，如今

我步入大學四年級了。回顧大三學年既緊

張又充實，學習課程、參加比賽、準備考

研究生、撰寫論文點點滴滴的小事構成了

嶄新豐富的大三，苦樂參雜卻也受益良

多。

大三這一年應該是我大學裡成長最快

的一年，大一大二還處在初入大學的狀態

裡，並且課程任務也不繁重，可以參加各

種豐富的課外活動，而大三這一年是很特

別的，這一學年只有半年是在學校度過

的，而另一半則是在家通過網課進行學習

的。2020 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所有人的生活

節奏，我們也沒有辦法返校，說實話這對我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第一次在家通過網課進行學習，

不同於學校規律化的生活節奏，在家沒有同學和老

師一起學，而家裡也沒有良好的學習氛圍。在剛開

始這樣的學習生活時我還是很不適應的，一切都要

靠自己的自制力。然而即便是每天定滿了目標和學

習規劃，還總是容易被各種瑣事打斷學習狀態，在

家裡輕鬆的氛圍下很容易懶惰懈怠。好在我也慢慢

適應了這樣的生活狀態，在網上和同學互相監督，

一起學習一起打卡，也逐漸找到了在家學習的節

奏。

不過遺憾的是很多比賽和活動都被迫取消了，

疫情所帶來的災難讓人痛心，民眾也都是人心惶

惶，我也想為疫情做點什麼，於是我和幾個同學就

一起做了有關疫情線上的社會實踐調研，和同學一

起探究在疫情發展前中期民眾恐慌情緒的成因，並

由此為政府和社會恐慌情緒控制提出建議，幫助減

少民眾的恐慌情緒，我們將這次的實踐寫成了論文

《疫情前中期民眾恐慌情緒的研究》，這篇論文讓

我們在明理杯的比賽中獲得了決賽的資格，並且在

雜誌上得到了發表。除此之外我還和其他的同學參

加了線上的市場調查比賽並且取得了一等獎，這些

課外實踐的經歷讓我在家平淡的生活多了些色彩，

我也很開心在其中獲得磨練和成長。

如今我也要大四了，相比大學前三年的無憂無

慮，大四是最令人焦急的，大一大二初入校園，還

有很多不成熟的心理和想法，也敢於嘗試各種設

想，而大四臨近畢業，就要進入社會了，就要面臨

比較現實的問題，相當於站在人生的一個轉捩點，

是選擇就業還是繼續讀書，在做選擇的過程中我也

有過很多掙扎和猶豫，我想要儘早的步入社會參加

工作，早點開始賺錢來減輕家裡的負擔，畢竟爸爸

媽媽已經步入中老年了，我不想再給他們太大的壓

力來供我讀書，但是我也深感自己在專業知識領域

和實踐領域能力是有所欠缺的，不足以適應更高難

度的工作，希望更加系統豐富地學習，繼續深造完

善自己，我想要抓住這青春大好的時光進一步提升

自己。在我向父母表達我的思考和憂慮後，他們一

致堅定的支持我繼續讀書，他們也說連天鄰裡素昧

平生的叔叔阿姨們都在用愛和善良幫助一個個陌生

的孩子完成學業，他們更不能讓我放棄。我在反復

思考後最終決定考取研究生，決定為自己的夢想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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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鄰
通
訊

到底，我想要從工商專業跨考金融，這對我來說的

確是一個極大的挑戰，考研的路是十分艱辛而充滿

未知的，考研能否成功我也不確定。如今還有三個

多月就要考試了，我想好好努力一把，爭取不留遺

憾，希望來年的春天你們也能等來我的好消息。

新的學期又要開始了，新的挑戰也要開始

了，感謝天鄰又陪伴我走了一個春夏秋

冬，天鄰帶給我的不僅僅是大學生

活的負擔的減輕，更是一種心靈

上的慰藉和陪伴，我知道在地

球的另一處，有一群可愛善良

而又充滿愛心的人們心繫著

我以及千千萬萬個像我一樣

的孩子，他們關注著我們的

生活和學習，他們關注著我

們的成長和變化，節假日和

日常生活中都有他們細微的

關愛和問候，真的很感激很感

謝天鄰的叔叔阿姨們，感謝你們讓那麼多孩子有了

一個溫暖的大學生活，感謝你們將愛和善良傳遞給

了一個又一個人，我將這份恩情銘記心中，在未來

將其傳遞，讓愛的火種遍佈大地。

新的一年裡我會更加努力，爭取考研順利上

岸，爭取不負時光不負你們，最後祝

天鄰的叔叔阿姨們身體健康事事

順心，也願天鄰的大家庭越來

越壯大！

                                                                          

                                                                                  

           受助大學生

邢少婷  敬上

2020 年 8 月 31 日

邢少婷現就讀於中南財經
政法大學四年級，高中三
年及大學四年皆獲得天鄰
獎助學金。

7 月中，馬達加斯加陸軍醫院舉行
簡單而隆重的儀式，國防部長親臨
致辭感謝天鄰送贈口罩。

馬達加斯加京城堂食物銀行義工隊

10 月 23 日滑縣第二中學舉行獎助學金發放儀式

左起：院長、國防部長、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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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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鄰基金會訊息撮要
2020 年 6 月 9 日

感謝弟兄姊妹代禱和支持，外科口罩已送到馬達加斯

加京城陸軍醫院、黃聲鋒牧師團隊及南部 Fianarantsoa 醫

院。董事會 3 月底商榷，4 月中付運之 27,000 個口罩，原

定 6 天送到，卻滯留德國，期間馬島疫症不斷增加，大家

心急如焚；口罩最終 5 月底運抵，稍稍舒緩他們的壓力。

自 2014 年至今，天鄰派出了七隊手術隊到馬島，跟病

人、合作醫院員工、教會及馬島青年已建立了深厚情誼，

隊員們都渴想與他們重聚，親自送上關懷與安慰。但 4 月

手術隊已因疫情取消，確診數字急升，9 月能夠出隊的機

會已很渺茫。世紀疫症突顯世事如棋，「理所當然」的謬

誤，我們更應珍惜眼前人事物，趁著白日……

2020 年 6 月 23 日
踏入六月下旬，香港新冠肺炎的疫情也逐漸穩定下

來，海外國家的數字卻仍在上升，尤其是非洲、北美和南

美洲，仍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感謝神，我們送贈給馬達

加斯加的口罩已經全數運到當地。馬島醫院及黃牧師都分

別感謝我們的支援，願這批口罩讓更多人認識神的愛。

2020 年 7 月 7 日
天鄰教育事工其中一個合作夥伴—吉爾吉斯坦 Mercy 

Charitable Christian Foundation (MCCF)，正面對前所未有

的挑戰，四所中小學校和一所孤兒院的經濟陷入危機，部

分可能被迫關閉。天鄰董事會議決撥款 1 萬 2 千美元（約

10 萬港元）資助 MCCF，6000 美元用於孤兒院營運，

6000 美元用於學校營運，以解燃眉之急。由於當地疫情

未減，邊界仍然封鎖，三條路線往來香港和吉國的國際航

班已經取消，入境簽證暫停辦理，天鄰與 MCCF 商議原訂

7 月下旬的青少年英語營，亦無奈地延後一年舉行。

2020 年 7 月 20 日
多謝大家代禱支持，全部口罩已送到馬達加斯加陸軍

醫院、Fianaratsoa 大學醫院及黃聲鋒牧師手中；陸軍醫院

更舉行非常簡單但隆重的儀式，馬島國防部長親臨致辭感

謝天鄰。口罩雖然姍姍來遲， 卻仍是及時雨。馬島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 7 月初開始飆升，政府再次封鎖中部包括京城

的廣泛地區，經濟民生受到嚴重影響。黃牧師迅速成立食

物銀行，派發糧食給大學生。華人弟兄姊妹向來是教會的

經濟支柱，因憂慮感染而減少到教會聚會，結果牧師團隊

要自掏腰包購買食物。天鄰董事會深受感動，議決撥款五

萬港元，資助 100 名大學生五個月的糧食支出，並承諾若

有需要時可增加撥款十萬港元。

2020 年 8 月 3 日
最近長江流域發生大水災，令人想起 1991 年夏天華

東水災。雖然天鄰是 1992 年成立，但賑災的行動從 1991

年開始，所以 2021 年是 30 周年紀念。天鄰最珍貴的資

源是每年大概 250 名主內弟兄姊妹出錢出力的參與。盼望

各位天鄰人都可以在這安息年養精蓄銳，建立個人與神更

親密的關係，期待將來再次一齊出隊，在國內及海外透過

不同崗位的服侍，分享神的愛，為主作見證。

2020 年 8 月 17 日
8 月 4 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發生大爆炸，震驚了全

世界，也牽動著我們的心。天鄰董事會決定撥款 10 萬港

幣以支援當地的救援及重建工作，例如派發食物予災民，

修葺損毀窗戶等。我們會繼續與相關單位聯繫，並視乎情

況作出相應的調配。讓我們一起舉手繼續為黎巴嫩禱告！

2020 年 9 月 7 日
馬達加斯加的疫情非常嚴峻，政府估計有一半人口染

病。我們的夥伴陸軍醫院，過去是不接收新冠肺炎病人

的，現在因為其他醫院爆滿，也要收新冠肺炎病人了，

但醫院的防疫物資嚴重短缺，天鄰留在醫院的手術巾 OT 

towel 都被改為保護衣，水洗後可以重覆再用。醫科學生

只能用紙的保護衣，一人一件，也是洗後重用。天鄰向京

城堂食物銀行的捐款除了買食物外，還會用作教會的緊急

慈惠：例如有學生的家人患癌病但沒有錢買化療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9 月上旬，河南省兩間合作高中學校主動邀請天鄰繼

續資助新一屆的學生，實屬意料之外。董事會經討論同意

支持，為仍有機會服侍內地的青少年感恩，能做多少就做

多少。除此之外，天鄰於新學年還會資助 150 名高中三年

級學生，與及 20 名大學生，並已收到十多個受助高中畢

業學生申請大學生獎助學金。

2020_11NL_P1-08.indd   8 29/10/2020   1:1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