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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外科醫生，平日工作都會為每個病人

訂定治療計劃，這是很基本的事。不論是在海外的義

診及手術服侍，或在香港行醫，也會預先估計治療過

程會帶給病人的痛，生活上的不方便，及手術的預期

效果。病人及家屬商量，大家同意後才實踐計劃。假

如我們不能提供治療計劃，預先估計手術的效果，病

人是不會願意接受任何手術或治療。

籌備伊拉克唇顎裂隊

2019 年 6 月，我開始與伊拉克庫爾德斯坦自治

區 Kurdistan Autonomous Region 的基督教機構哈比比

(Habibi International) 聯絡，希望可以組織唇顎裂手術

隊前往服侍，初步計劃是 2020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作者（右一）與小病人及他的爸媽在難民營外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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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之後美國天鄰基金會骨科隊也緊接

到來服務。首先我們要知道當地有多少唇

顎裂的病人會來接受手術。哈比比開始宣

傳不久，報名的病人已有 30 人，都是來

自聯合國設立的 27 個難民營其中 2 個難

民營，病人數目已經遠遠超過我們的能

力。我們在 9 日行程中，只可以安排 15

名病人接受手術。可是到了 10 月，只有

手術室護士楊梅芳姊妹及正在接受整形

外科培訓的唐宇泰醫生報名參加，沒有

麻醉科醫生，也沒有病房護士。哈比比的

負責人告訴我，我們的醫療隊要自給自

足，不可以依賴當地醫院的醫護支援。

感謝主，骨科隊中有 5 位隊員願意提早

一個星期到伊拉克，支援唇顎裂隊，我

們可以成行了！於是訂了卡塔爾航空的機

票，經多哈（Doha）轉飛庫爾德斯坦自治區的首府埃

爾比勒（Erbil），再乘車 4 小時前往目的地達科克省

（Duhok）札科市（Zakho）。

混亂開始：家人反對

很多人都覺得伊拉克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不

應該去。當籌備唇顎裂手術隊

時，我會不定時告訴我太太和

兒子，我準備出隊去伊拉克的

庫爾德斯坦地區。幾個月的籌

備工作慢慢展開，他們都沒有

甚麼反對。到 2019 年底，美

軍空襲敘利亞，2020 年初，

美軍在伊拉克殺死伊朗將軍蘇

雷曼尼，形勢便有極大改變。

大兒子很緊張的告訴我，這個

地方很危險，我可以選擇去很

多其他地方服侍神，無必要冒

險。他更上網搜集資料，轉載

英國政府警告國民，任何情況

都不可以去伊拉克，庫爾德斯

坦地區則盡量避免。我聯絡身

在札科市的哈比比總裁，問清

楚當地是否安全，他很確定地

回答那裏一如既往，很寧靜，

沒有任何轟炸或戰亂。但太太

和兒子都不相信。兒子更認為我很不負責任，令家人

很擔心。他又問，假如我被綁架，有誰可以救我？我

相信這個地區是和平及安全，又查到埃爾比勒每天有

多班航機來往歐洲大城市，我估計假如有戰亂，這些

航班一定會停飛。有很多個晚上我向神哭訴：神啊！

祢呼召我為祢工作，卻容許我的家人極力反對，令我

懷疑我是否應該去伊拉克，我深深愛著的家人究竟是

祢派來的天使，提醒我祢並沒有呼召我；還是魔鬼來

的試探，難阻我去服侍祢呢 ? 我覺得很混亂！求祢也

呼召我的家人，讓他們支持我的服侍。我知道他們的

反對是出於關心及愛我，但我不希望出隊前要先承

受從太太和兒子而來的巨大壓

力，好像要與他們作戰一樣。

被拒入境

2020 年 1 月初武漢市爆

發肺炎，1 月 23 日武漢市封

城，香港人周圍撲買口罩。去

年我曾經兩次患上肺炎，肺部

的免疫力很差，其中一次更要

進醫院接受治療，大兒子很關

心我的健康，力勸我和太太離

開香港逃避疫情，稍遲可能被

拒入境。於是我和太太於 2 月

6 日離開香港，帶齊要用的手

術儀器往倫敦投靠小兒子，萬

一梅芳與宇泰不能成行，我也

可以有足夠儀器為病人服務。

從倫敦去埃爾比勒，美

國隊員提醒我乘搭土耳其航空

是比較順路，若選擇卡塔爾航空，飛行時間會多 2-3

小時。不過我希望可以在多哈與梅芳及宇泰會合，

一同轉機，所以情願花多少少時間也選乘卡塔爾航

伊拉克唇顎裂隊隊員

作者為病人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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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2 月 21 日我再從倫敦出發，在多哈機場除了會

合梅芳及宇泰外，還有從澳洲悉尼來的隊員梁慧梅

姑娘，一同轉機。我們於 2 月 22 日上午 10 時半左

右到達埃爾比勒。機場入境官員告知我們，所有中

國包括香港來的人一律不准入境。梅芳及宇泰立刻

「抗議」，在香港起飛時是沒有任何限制入境的消

息，否則他們根本不會離開香港。我們又拿出哈比

比給我們的邀請信，證明我們到埃爾比勒是提供人

道救援工作，而且我們的工作得

到達科克省衛生局局長 Dr Nezar

批准。不過，入境官員說除非達

科克省衛生局局長親自與他們溝

通，批准梅芳及宇泰入境，否則

他們要當晚返回香港。哈比比負

責人馬上致電給 Dr Nezar，希望

他協調及幫忙。但整個上午都無

法找到他。

原來前一天伊拉克有一個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人死亡，自

治區政府大為緊張，我們的航班

到埗前，所有庫爾德斯坦自治區

政府的部長齊集埃爾比勒開會，

並在我們到埗前作了緊急決定。

當日下午 4 時左右終於聯絡上 Dr 

Nezar，他的回覆是梅芳與宇泰不

可以進入自治區，要盡快離開。

他們既疲累，又無奈，為甚麼這裏的官員做決定會這

麼倉促？宇泰更是第一次參加出外手術隊服務，感到

非常失望。我從英國出發可以入境。如果我不是在兩

星期前已經去了倫敦，也會一樣立即返港，已安排幾

天的手術都要取消，提早一星期前來支援的骨科隊員

將會無所事事。

隊員為約瑟手術前按手禱告

新型冠狀病毒恐慌

我們做完第 3 天手術後，凌晨 1 時左右，駐院

醫生打電話來告訴我們，所有手術後的病人，及準

備翌日接受手術的病人都要求立刻出院（discharge 

against medical advice DAMA），包括當日下午才做

完全身麻醉手術的病人。因為晚上有疑似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病人入院檢查，他們都怕受感染而堅決要求於

半夜出院。翌日早上，我們聯絡醫院院長，他也屬意

我們取消手術，所以我們取消了餘下 2 天的手術，

原定緊隨兩星期的骨科手術安排也取消了，未出發的

骨科隊員馬上取消機票。我們的唇顎裂病人表示很

失望，大家都感覺十分無奈。雖然如此，我們很感

恩可以為 8 個病人做了 21 個手術，大部分病人是接

受唇、顎及鼻 3 個手術。其中一個 6 歲孩子約瑟已

經做過 5 次手術，父母為了他的手術費而賣掉兩輛

車。這次為他的鼻、唇及顎瘻修復，手術及康復都很

順利，他的父母非常開心。

離開伊拉克

手術取消了，隊員便陸續離開伊拉克。我們預

備了的耗材（縫線、氣管導管等）只用了一半，這

些耗材及手術儀器由 3 個人從香

港帶到伊拉克，現在由我一個人

帶走，加上我個人的旅行用品，

行李超磅 10 公斤。我懇求航空

公司櫃台職員幫忙，告訴他我是

來做人道工作，希望免去超磅費

用 300 美元。他說每天都有很多

人道工作人員往來，不能免費付

運。我惟有拿著行李往一角落重

新收拾，把所有冬天衣服穿上身

或用手拿著，拋掉一些價值不高

的物品。幸好美國隊員朱姑娘和

她的兒子同一時間乘土耳其航空

回美國，他們已經完成辦理登機

手續，我把超重的手提行李交托

他們替我帶入安檢，這樣我才不

用付高昂的超磅費用。

當我準備登機的時候，卻

收到朱姑娘給唇顎裂隊群組的訊息。他們在登機閘口

被拒登機，原因是土耳其政府突然宣布，所有外國人

不能進入土耳其，包括所有轉機的旅客。那是星期

六晚上 10 時，朱姑娘要臨時再向其他航空公司買機

（接下頁）

為約瑟的鼻、唇和顎瘻修復，感恩他的手
術及康復都很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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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回美國，但機場所有航空公

司已經停止辦公。哈比比在美

國的義工立刻全力上網尋找機

位，半小時後找到最早的航班

是翌日早上 11 時，朱姑娘和兒

子要在機場捱夜 12 小時。第二

天早上我回到倫敦的住所，他

們才開始拖著極度疲累的身軀

登機。如果我不是想在多哈與

香港及澳洲的隊員會合，選乘

卡塔爾航空，而選擇土耳其航

空，我一樣要在機場煎熬 12 小

時。想到這裏我很感恩，但同

時也感覺很難受，朱姑娘和兒

子為主出錢出力，這次也是他

們第一次參加天鄰的手術隊，

為甚麼會有這些「待遇」呢？

秩序與混亂

神呼召我們做事，不是到事情的尾聲才叫我和

你去參與，去把事情完結，劃上完美句號。我們是神

計劃的一部分，未必是終結，更加不是全部。在過程

中，我們覺得自己是有思想，有頭腦，有學問，總

會猜測神的意思，有時候是猜對的，但更多時間是猜

錯的。我們會否試過計劃有問題、有難阻、不順暢甚

至出錯了？我們要改變計劃，甚至於離開計劃，不幹

了！

一般來說，我們不喜歡混亂，喜歡生活有序，

喜歡每一件事都按照計劃而行。 尤其是做神的工

作，更加希望一帆風順，水到渠成，事事順景。有甚

麼不如意事件，總會覺得是自己的計劃出錯。

聖經的教導

《出埃及記》摩西被神呼召去跟法老談判。假

如你是摩西，你對這個任務有甚麼期待、預測呢？會

否期望神會鋪排妥當談判的過程，讓你與法老一拍即

合？當第一次談判不成功，你會怎麼說？第二次，

又沒有結果，你會怎麼說？第三次，第四次……第九

次不成功，如果你是摩西，還會跟法老談判到第十次

嗎？

從摩西與法老談判的過程中，我們看見「不成

功」是神的計劃中一個環節，是神容許發生，有神的

意思，但神未必會向我們說明。看看耶穌的經歷，祂

道成肉身，其中一個任務是傳講天國的福音，但祂的

福音工作遇到極多困難及波折，極多人反對，一點也

不順利。當我們事奉時遇到不

成功，感覺失望是人之常情，

但不要對神失去信心。盼望我

們都可以把眼光放遠一點，憑

信心，效法彼得對主說：「我

們……並沒有…… 但依從你的

話，我就……」（路加福音 5

章 5 節）

馬太福音 16 : 24「 於是

耶穌對門徒說：如果有人願意

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

十 字 架 來 跟 從 我。」 捨 己 不

是 叫 我 們 犧 牲 自 己 的 性 命，

而 是 放 下 自 己 disown，deny 

oneself，放下牢固的思想，放

下個人的議程 personal agenda，

放下個人的經驗，好好跟隨耶

穌。跟隨耶穌的這條路是崎嶇

的，是不容易的。我們跟隨主，是要有心理預備，在

事奉過程中有困難，甚至有混亂。

代禱事項：

1. 求主保守接受了手術的病人順利康復；

2. 求主興起更多弟兄姊妹願意去服務這些在中

東的鄰舍；

3. 求主讓隊員家人安心，用禱告及愛心支援隊

員在前線為主奮戰；

4. 求主制止肺炎疫情擴散，止住人心的恐慌，

讓福音工作可以繼續延展。

全部病人半夜恐慌性出院，翌日隊員往難民
營家訪。

天鄰隊員和哈比比同工到難民營家訪時為病人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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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經歷
梁慧梅（註冊護士 / 伊拉克唇顎裂隊隊員）

庫爾德斯坦位於地中海、黑海和里海之間，西

亞的一個庫爾德人聚居區。第一次認識這名字是在

2018 年一次聚會中，劉漢杰醫生分享神異象的呼

召，天鄰的事工從中國、印尼、越南、馬達加斯加延

展到這個中東地方，數以十萬計的難民因着伊斯蘭國

（ISIS）的迫害，甚至屠殺而逃離家園，在聯合國難

民營內過着惶恐無望的生活。那裏有極多醫療需要的

病人，我被劉醫生的分享深深吸引，回澳洲後便嘗試

申請大假。

神開路

可是 2019 年出隊時間是在一月份，剛好是澳洲

的暑假，我只被分配了一星期的假期。而由澳洲飛往

伊拉克差不多 24 小時，飛機票價亦很昂貴，我無奈

地打消了參加伊拉克醫療隊的念頭，也決定以後只集

中於中國的事奉。但神的意念高於人的意念，祂的計

劃勝過人的計劃。在 2019 年參與中國瀘州的短宣旅

程中，神藉着劉醫生再次向我發出邀請。回澳洲後我

順利取得假期，更結合一次行程卻能參加骨科及矯形

外科兩隊，便滿心期盼這次旅程的來臨。

在籌備的過程中，我看見兩隊義工人強馬壯，

各人的醫護經驗豐富，心裡想這次短宣其實不太需要

我，有他們已足夠有餘了。一場瘟疫的出現雖改變了

整個世界，卻改不了神的計劃。新型肺炎先從中國內

地開始，加上那時中東地區局勢緊張，以致一部分香

港隊員因擔憂安危而退出，矯形外科隊只餘下兩位醫

生、一位麻醉科醫生和三位護士，骨科隊隊員人數則

多些。隨着疫情越來越嚴峻，各方的壓力漸多，憂慮

更多，幸有神引領鄒錫權醫生帶着儀器先從香港到倫

敦，不然整個外科隊根本不能運作。

困難重重的開始

由於服侍地點是伊拉克，出發那天我心裡有點忐

忑不安，打電話給女兒交代了財物的安排，也致電小

兒子着他自己一切小心，他的老闆知道了竟叫他立即

回家見我一面 ( 好像最後一面似的 )。2 月 21 日星期

五晚上 9 時，從悉尼到達多哈機場，與從倫敦到達

的鄒醫生，並從香港到達的唐醫生和護士 Mable 會合

後，我們一行 4 人再飛行 3 個多小時到達埃爾比勒

機場。那時疫症已在伊朗爆發並有 5 人因此死亡，

伊朗和伊拉克邊境從星期四開始封鎖 ( 當時我們並不

知情 )，同時伊拉克亦禁止從中國及香港到達的旅客

入境。到達後，我和鄒醫生順利入境，但兩位從香港

出發的隊友卻不能進入，甚至護照也被扣起。經過差

不多 6 個小時的等待、禱告和交涉，他們最終還是

要在當天晚上乘飛機回香港。我們都很饑餓、疲倦、

無奈和惋惜，但仍要順服神的帶領。我和鄒醫生經

過 4 小時多的車程到達札科市已是晚上 10 時了，連

綿大雨、寒冷、身心疲累及司機迷路，心中着實有點

恐慌，不禁問神這就是我們要經歷的嗎？隊員中只有

兩位護士，我們更不是手術室護士出身的，神卻告訴

我，在祂沒有難成的事，信靠順服，服侍祂是何等的

尊貴和榮耀。

星期日早上祈禱會時，Grace 的出現就像神呼召

祂的天使到我們中間，她原本是參與流動診療的工

作，因人手不足被邀請來幫助我們。Grace 謙虛地告

訴大家她已 30 多年沒有在手術室工作，但經過一個

早上的磨合，她的聰明能幹顯露無遺，到了下午我們

已經合作愉快。星期一早上，因時差關係我凌晨 3 時

便起床，靈修及早餐後 8 時半開始，直至晚上 10 時

多三台手術完成才休息。14 小時的工作使大家疲倦

不堪，事後回想卻感恩不盡。星期二我們如常工作並

順利進行三個手術，三天內共替八名小孩及青年完成

手術，他們雖全是回教徒，但在永恆的國度裡神仍給

予他們施恩拯救的機會。

作者（前排右一）與隊員探訪難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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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半夜逃走

縱然暴風雨來臨，神仍坐着為王，仍保守我們

安然渡過。星期三早禱會時，我才知道星期二晚上，

兩名疑似感染冠狀病毒的病人入院隔離。八名剛完成

手術及三名等待手術的病人及家人因懼怕染病而全部

逃回難民營，情境如戲劇般不可思議。幾位領隊鄒醫

生、劉醫生、吳醫生等與合作機構開會商討，決定終

止行程，各人提早回家。雖然後來三名等候手術的病

人致電希望回到醫院，但為着大家的安全最終取消所

有手術。當天我們到難民營探訪，而美國天鄰的同工

亦開始安排提早回程的事宜。

我們大部分隊員均是第一次探訪難民營。那裡

的環境尚算清潔，帳篷內也就是睡

覺的地方，除了被鋪外便甚麼也沒

有；大部分病人的手中仍插着輸液

管。我們探訪後便返回酒店。我被

告知最早回澳洲的航班是翌日凌晨

4 時，原本要用我的信用卡支付改

機票的費用，並要在機場認證信用

卡，但因我們去了酒店的飯堂收不

到訊息，天鄰同工便用了美國天鄰

的信用卡支付改機票的費用，而我

的下半段奇妙之旅也由此展開。

機場歷險記

由酒店到機場約 3 個多小時

的車程。星期三晚上 10 時分享會

後，我獨個兒乘的士離開，原本打

算在的士內小睡片刻，但在陌生的

環境，陌生的司機，言語不通，加

上路途崎嶇難行，必須時刻保持警覺性，終於凌晨 1

時半經過三重保安檢查到達機場。航空公司地勤人員

要我把付機票費用的信用卡拿出來認證，我告訴他們

我沒有那張信用卡，但願意用自己的信用卡再付款。

他們便要求我付 350 美元才替我辦登機手續，奈何

我身上只有澳幣和港幣卻沒有美金。距離起飛時間還

有 2 小時，我立刻打電話給美國替我訂機票的姊妹

及劉醫生。他們找到了送我到機場的的士司機把錢送

給我。神奇妙的安排是，有誰會在凌晨起床而又有那

麼多金錢呢？原來司機打電話給他久未聯絡的朋友，

那人剛好在 3 時半起床向亞拉神 ( 穆斯林 ) 祈禱，他

的朋友沒有美金，卻借了相等於 500 美元的伊幣給

我，奇妙的主藉着兩位素未謀面的回教朋友施行了祂

的奇蹟。可惜當我再回到閘口時已經太遲，飛機起飛

了，我被告知可等候下一班 11 時起行的飛機。

神真的高深莫測，知道我的需要，在擔心、疲

倦、憂慮中，由凌晨 1 時半至 8 時實在不容易，怎

料答應讓我付美元便能上機的職員下班了，接着又如

何呢？早上 8 時，正當我以為可以順利登機，一位男

職員告訴我，因我沒有取消乘搭上一班航機，所以不

能替我辦登機手續。在驚恐、失望之際，我立即求告

神說：「神阿！求祢帶我回家吧！」同時也向美國的

姊妹求助，她四處張羅，也找不到任何解決方法，甚

至告訴我考慮買一張單程機票讓我回家。經過多次的

懇求、交涉，在停辦登機手續前約 1 小時，那職員終

於答應只要我交付 515 美元便替我辦登機手續。感

謝主，我沒有使用那些錢買任何飲食，但當我們到找

換店兌換那些錢時，總數卻只有 514 美元，我哭笑

不得，真想對神說不要戲弄我吧！

只欠一元，怎麼辦呢？我有澳幣、

港幣，但找換店只兌換美元、歐

元，那刻我所擁有的金錢都是徒然

的。

三名回教徒的幫忙

在我不知所措的等候中，那

機場職員突然走來對我說替我付那

一美元。神啊！多謝祢的拯救，祢

召喚了三名回教徒幫助我離開這外

邦之地，祢真偉大奇妙，一分也不

多，就只差一元，我如釋重負。當

他們替我辦妥登機手續，機票已在

我手中時，櫃台的電話響起來，我

只聽見那職員對着聽筒說：「太遲

了。」我的心不停跳動，立即飛奔

到停機坪等候，並打電話告知美國

的姊妹所發生的一切。她的回覆使我驚訝萬分，原來

她打電話給航空公司總部，卻被告知在飛機起飛三小

時內不能更改任何機票。神啊！我算甚麼，祢竟顧念

我，祢在我身上所行的一切奇事是我不配的。由離開

酒店至回家，從星期三早上 6 時起床，經歷了差不多

40 小時的不眠，20 小時的不吃，但神仍使我健康安

全地回到澳洲的家中。

回顧這次旅程，神使我經歷祂親手的引領、安

慰，在機場恐懼哭泣時，祂親自擦掉我的淚水，惟有

祂知道我的需要並適時供應。雖然三星期的行程縮短

為三天，但神仍藉我們的手服侍了 8 名病人，改變他

們及家人的一生，除去自卑，可以微笑迎向新生，使

他們知道這世上耶和華神是存在的，是充滿愛的。主

啊！我感謝祢，使我有幸經歷這段不一樣的旅程。

作者（左）身兼洗手護士及外科醫生
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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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鄰
通
訊

李玉玲深刻體會爸爸
的愛

肺炎疫情下我學會了……
天鄰受助大學生

李玉玲（暨南大學一年級學生）

今年春節與以往不同，我到了北京和家人團

聚。起初以為這場疫情很快就會過去，一家人都

在家隔離，相處得很融洽。雖然我們的家不大，

但是我們可以彼此分享，十分溫馨。我們的心情

也隨著國內疫情好轉而變得高興起來。

可是，因為這場疫情我們家很久都沒有收入

了，每天都在輸出，慢慢的，爸爸變

得焦慮，開始考慮著出外找工作，有

時候會對我們發火，但是我們知道這

只是情緒的發洩，不會放在心上。反

而我們會更加體諒爸爸，更加知道他

的不容易。院子裡的鄰居交流多了，

關係親密了，他們會跟我說我爸的辛

苦，他的不容易。這種事情從別人的

口中聽到格外心疼，在這個時期，我

瞭解到爸爸的另一面，他之前不會展

龐偉德（河南農業大學五年級學生）

2020 年的春節讓全中國人永遠難忘。新型冠狀病毒突然爆發，本該

歡慶的節日，卻使人們充滿恐懼焦慮。當我從網上看到疫情開始出現的消

息，就告訴爸媽，讓他們儘快瞭解疫情的一些基本情況，並提醒他們如何

去做好防護工作，但都被「沒事，多大的事」、「我看村裡也沒通知啊」

等這些讓人聽起來就很想生氣的話搪塞過去，直到國家正式發出通知，他

們才願意相信這件事是真的，是很嚴重的。很多時候，災難的發生和蔓延

都是因為人們的自以為是；所以盧梭才說到「要知道人類走向迷途，往往

不是由於無知，而是由於自以為是」。一個人能看到的東西是有限度的，

當你認為自己看到真理的時候，那你可能離真理已經越來越遠了。

回想 2003 年「非典」爆發的時候，我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而今年

新冠肺炎如此嚴重，說不焦慮和恐慌那是假的。作為普通人，我們不能像

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一樣，守護生命，抵擋風險，我們能做的就是安放

好自己的情緒，不去給他們添麻煩，讓他們能早一點結束這次戰鬥。我今

年大學五年級臨近畢業，在家多陪陪父母是應該的，「樹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待」，不要等到來不及的時候才追悔莫及。

示在我們面前的一面，我也學會了和爸爸更好的

相處，更好的溝通。我會給他捶捶腰，捏捏肩，

還會笑他那卷曲的頭髮，給他拔一拔白頭髮，才

發現爸爸真的老了，眼角的皺紋深了……

   

其實爸爸還有一點令我挺佩服的，他經常會

看一些教育的新聞，每天也在關注著全球疫情的

發展。有一次我翻找家裡的老物件，

無意間看到一個小本子，上面記著我

小學升初中報的學校和一些獎狀，還

有教育理念，專門針對我弟弟的；因

為我弟弟小時候很不聽話，上課總不

好好聽。原來爸爸很注重對我們的教

育，真的很感謝他一個人還能這麼照

顧我們，沒有放棄我們，無論什麼時

候第一個想的都是我們。這次疫情，

讓我們一家人的距離大大拉近了！

龐偉德學會了不要自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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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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邀約分享

貴教會 / 學校 / 機構如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天鄰的異象和事工，歡迎邀約本會分

享。查詢請致電 2794 9400。

捐贈口罩給馬達加斯加合作醫院

醫療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2 日 整形外科及手外科       馬達加斯加菲亞納蘭楚阿

9 月 27 日至 10 月 9 日 骨科                         伊拉克庫爾德斯坦 

教育
7 月 20 日至 7 月 27 日 青少年英語營             吉爾吉斯坦

輪椅
6 月 28 日至 7 月 4 日 組裝、捐贈和探訪       青海省黃南州及西寧市

代禱事項

天鄰基金會訊息撮要

2020 年 2 月 4 日

因應目前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日趨

嚴重，而我們大部分的隊員都是在醫管

局前線的醫生和護士，為了減少聚會時

交叉感染，也免卻非醫護人員的憂慮，

天鄰董事會決定將 2 月 16 日周年感恩崇

拜暨聚餐延後舉行，直至新冠肺炎疫情

過去。我們盼望很快便可訂定另一個日

期再邀請你們出席，在周年感恩聚會見

面，一同分享、禱告和聯誼。

2020 年 4 月 13 日

今年初新冠病毒叫全世界都要停下

來，但董事會仍繼續尋找服侍的機會。

我們已決定送贈口罩到馬達加斯加的合

作醫院，期望透過一點實質的幫助，讓

彼邦能避免疫症爆發。除了馬島外，送

贈口罩還可能包括吉爾吉斯坦的合作單

位。現邀請大家為此禱告，整件事工需

要不少努力，也有不確定的地方，例如

口罩運送過程，受助方的接收和運用，

對貧窮人的實際幫助等。請也為馬島的

人民禱告，貧窮帶來不單是物質的缺

乏，正確的健康資訊也缺乏，在香港我

們說「勤洗手」，在馬島卻不是一件易

事！一個口罩的售價更是一個家庭一天

食物的支出。

** 因肺炎疫症爆發輪椅隊將延期，日期待定。

2020 年 4 月 29 日

我們所購買的 540 盒口罩已在 4 月 14 日送到天鄰辦公室，

由運輸公司把全數口罩付運，預期 4 月 21 日送抵馬島。誰知貨物

一直滯留德國，原來馬島因疫情不准航班進入。現在只有默默等

待。我們打算把 400 盒口罩給馬島首府的陸軍醫院，另外 100 盒

口罩送給在 Fianarantsoa 的醫院，其餘 40 盒送贈給黃聲鋒牧師及

其教會。求主使用這些口罩讓它們到達有需要的人手上。這次送

贈口罩的行動，購買口罩已用了差不多 10 萬元，運費也接近 5 萬

元，價錢殊不便宜，歡迎作指定奉獻。

2020 年 5 月 12 日

從 4 月 16 日這批口罩送離了辦公室那一刻，我們一直擔心貨

物能否安全運抵馬島。每天的訊息都相同：就是貨物停留在德國未

能起行，原因是馬島封國不准飛機進入。上周五收到馬島醫院電

郵，獲通知貨物已抵達馬島，只待清關，我們興奮不已。後再與快

遞公司覆核貨物仍在德國，為此我們感到困惱，到底貨物現卡在哪

裡？請大家繼續為此事禱告，求主開通達的路，願這批口罩能儘快

送達馬達加斯加，讓醫院的醫護和病人得到幫助，應付疫情。另

外，吉爾吉斯坦四月初封國，學校停課，7 月 20 日至 27 日青少年

英語營能否成行仰賴上帝的帶領。八月青海唇顎裂隊因疫情仍未完

全穩定，已經取消，敬請大家留意。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國家都受到極大的影響。這個世紀性的災難，超過了人們的知識和經

驗，往來活動被迫停擺，上半年天鄰 7 個服務隊也先後取消或延後了。這段限聚的日子，我們透過 WhatsApp 傳

送以下訊息，和大家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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