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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微不足道的人所做的事

周聯華牧師

2011年1月9日天鄰基金會二十週年感恩崇拜嘉賓講員周聯華牧師證道內容錄音撮錄 / 整理：梁文慧、陳愛蓮

天鄰基金會二十歲了，二十歲應該大大的慶祝；最

難工作的地方。在這難工作的地方，沒有人會想到他們，

主要是因為天鄰基金會在過去二十年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

而天鄰基金會就想到了他們。正因為祂說我餓的時候，你

情。剛才在影片裡看到幾位病友的分享，他們本來都是在

給我吃，我口渴的時候，你給我喝等等，所以要得到獎

非常困難、失望的環境中間，可是天鄰基金會的工作幫助

賞。可是那個做好事的人說，什麼時候我做過這樣好的事

了也改變了他們。我相信在座的來賓或會想到一個很嚴肅

情呢？什麼時候你饑餓了我給你吃？什麼時候你口渴了我

的問題：為什麼這些病友從很小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有了病

給你喝？什麼時候你流浪我給你居住的地方？什麼時候你

痛？他們沒有做錯什麼事情，為什麼要受到這個結果？我

赤身露體我給你穿衣服？什麼時候你病了我來照顧你？什

們馬上就感覺到不公平。天下有許多許多不公平的事，可

麼時候你在監獄裡我來探訪你？做好事的人，就是自然而

是當我們看到這些病友的時候，我們覺得更加不公平。這

然，從心裡發出來做這些事，不是為了做好事而好事，也

些不公平的事可以怎麼樣？到最後，會不會是那些做壞事

不是因為將來要得到獎賞所以做好事，而是自然從心裡發

的人得到壞的結果，做好事的人有好的結果呢？到底，什

出來的一種愛心去做這些事情。

麼是好事？什麼是壞事？
聖經裡告訴我們把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喝，你都會
剛才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篇說得非常清楚，最後的

得到獎賞。我們不會感覺到一杯涼水到底有多重要。可

結果要把好人跟壞人分開。在這個故事裡的綿羊和山羊；

是，假如一個人真的非常需要的時候，一杯涼水對他有

綿羊在右，山羊在左。當我們聽到這位王來批評，來審判
的時候，我們才真正的知道什麼叫做公平；我們才知道什
麼叫好事，什麼叫壞事。這位王對右邊的那些綿羊說：「
我肚子餓的時候，你給我吃。我口渴的時候，你給我喝。
當我流浪在外面的時候，你給我住。當我赤身露體的時
候，你給我穿。我病的時候，你們來照顧我。我在監獄的
時候，你們來探訪我。」剛才我們就看到天鄰基金會的義
工就是這些人，探訪有病的人，還幫他們做手術，使他們
身體健康。這些人不是在香港，是在河南，而河南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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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的幫助。我看到有一個故事，有一個人掉在海洋裡，

脫下來披在乞丐身上的時候，剛巧一陣風吹過來，他就感覺

雖然旁邊都是水，可是這些水都不能喝。海洋裡的水是鹹

到很冷。所以他拿起他的刀把這大衣一分為二；一半放在乞

的，太陽照射的時候，他愈喝這些水，口便愈乾。不久有

丐的身上，一半披在他自己的身上，不久就忘記了這件事

一條船經過，剛巧他有一面鏡子，便拼命的把這個鏡子照

情。那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有一個穿白衣服的人，就是

到船身，希望船裡的人看到他。一條船過去了，沒有人看

非常慈祥的主耶穌。他身上披上半件大衣。這個人就馬上想

到他。第二條船過去了，也沒有人看到他。好幾條船過去

起，這半件大衣是自己給他的：「我沒有給這麼慈祥的一個

了，也沒有人看到他。可是，他的處境愈來愈困難。因為

人，我給的是一個乞丐。」這個人後來成為法國的國王。他

他的嘴巴非常乾，他幾乎要昏過去了。就在這個時候，有

在開始的時候只是一個普通的軍官，因為他有一顆愛心，所

一條船經過，船上的人看到這面鏡子，就報告船長說有一

以主就賜福給他了。這是一個自動自發，在心裡發出來覺得

個人在海洋裡。於是，他們派了一條小船去救他。當這個

要幫助這個乞丐，應該給他穿衣服。

人上了甲板之後，他醒過來第一句話就說：「水。」我們
要的不是別的東西，水是多麼的重要呀！上帝給我們太

我們恭喜天鄰基金會，剛才看到的只是幾個病友的歷

陽、空氣和水，這些都是我們不需要用錢去買的，但它們

史，我相信他們一定做了很多事情。我希望天鄰基金會將

比食物更重要。一杯涼水給一個需要的人是多麼的重要。

來做的事情比現在做的更多。或者在河南不能很公開的說
我是為了耶穌做這些事情，可是耶穌知道了你為什麼做這

另一次，有一個乞丐在路上要飯。那天非常寒冷，比

些事情。我恭喜天鄰基金會的每一位義工，還有今晚未能

我們現在的天氣還要冷。有一個軍官經過，看到那乞丐瑟縮

出席的天鄰朋友們，願主厚厚的賜福給你們，讓你們在主

一角十分可憐，就想到脫下自己的衣服給他穿。當他把大衣

面前的奉獻得到主的記念，謝謝！

天恩鄰情二十載
2011年1月9日天鄰基金會假尖沙咀龍堡國際賓館舉行二十週年感恩崇拜暨聚餐，藉此見證
獻上感恩頌祭。周聯華牧師親臨訓勉，逾四百位主內肢體及友好同來出席慶典，述說主愛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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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老師在香港
4月5日至17日，天鄰基金會邀請了三位河南省固始
縣教體局的領導，及六位來自洛陽地區及固始縣的優秀老

小學、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馬鞍山靈糧小學、宣道會
徐澤林紀念小學及各位天鄰義工。

師，到香港的教育單位參觀、學習和交流。

感謝神賜福這次行程的安排，河南老師們的收穫豐

謹此鳴謝香港教育局 (對外聯繫組、家校合作組)、香

富，遠遠超過所期望的。以下節錄了河南老師就交流寫給

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分校語文中心)、英華書院 、基督教

天鄰的書信。原文載於天鄰網頁：www.hisfoundation.org.hk

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何文田官立中學、迦密中學、英華

1. 天鄰情深動我心

李紅梅 (洛陽市西工區第四實驗小學教師)

我們每個成員都感動于天鄰基金會義工的工作和生活態度，在我們訪問
期間，志願者老師負責我們的接送和午餐，他們之間的配合非常好，並時刻關
注我們的學習進展。許少彭校長為了讓我們多練習英語口語，在接送我們的途
中不時地用英語介紹著沿途的風景，又和我們交流訪問學校的情況。
一定是神的安排讓我們順利地度過了在港參觀學習的十三天時間，這期
間天氣很好，在天鄰義工的細心安排下，我們河南的老師感受到了香港師生的
熱情和真誠。在港期間，我每天都寫日記，不僅想把與天鄰的感情放在文字
裏，更想放在靈魂裏，覺得這樣是無論何時何地都與天鄰同在。
在河南洛陽，我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小學英語老師，對學生的和教育的
熱愛讓我有機會參加這次由天鄰基金會組織的「種子教師」計劃的培訓。希望
在這次培訓之後，我能在平凡的工作中創造不平凡，我的學生能夠接受更科學
有效的教育，縮短與發達地區教育的差距，在體驗快樂的過程中學習。

2. 在港學習心得

付燕子 (欒川縣城關中學教師)

關於課堂活動的設制，香港的老師很注重同事之間的合作與分享，他們
會相互傳用一些好的活動設計，其結果是實現了分工合作大家共同進步了。在
這一點上我覺得丘佐榮中學的做法很適合在我們學校試用，即舉行本校的學術
交流節。其實校內的每一位老師都有自己教課的獨特之處，所以可先就地取材
把校內老師的一些好的做法進行發掘整理，然後推廣應用。一段時間之後，當
相互學習成為一種校內時尚，成為一種潮流時，老師們對外面一些先進的教學
方法、教學觀的接納必定會順利許多。在此我還很認同徐澤林小學的做法即新
人變舊人、舊人變新人的教師發展觀，我的理解就是建立一個幫帶關係。而針
對與我所在的學校一些特點，我想我會建議校長在不同年級的英語老師間建立
這種關係。
然後是課堂活動的使用方面，丘佐榮中學的曾寶珠老師的教學精神就很
值得內地很多老師學習。記得第二次去觀課時她給我們準備的是一個新的課堂
活動的運用。面對我們三個來自內地的老師代表她並沒給我們看她自己最熟悉
的課，足見她的實力與自信。我覺得我的學校的老師缺乏的就是她的這份勇氣
與膽量。此外我很認同香港老師們以學生為教學主體的做法。如迦密中學的簡

4

HIS Foundation
F oundation 2011/
2011 /66

天
鄰
通
訊

林慧儀老師在教授英語中的條件句時採用了這樣兩個例子：
If I were Lady Gaga, I would____________.
If I were the Spider man, I would____________.
而其中提及的對象都是同學們感興趣的。其實我去的很多香港的學校都
是這樣教課的。
最後我認為丘佐榮中學舉辦英語讀書節活動的做法比較好。活動從主題
的選擇、內容的確定到版面的繪製書寫，以及活動中間要每一個同學都要為前
來觀看的師生做解答做宣傳的要求，直至學校、師生的聯評，可以說每一個同
學都有參與的動力和壓力。

3. 香港學習紀行

丁文昭 (正在廣西師範大學進修)

這次來之不易的香港之行讓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平等、關懷、尊重、讚
美、守時、謙遜、禮貌、熱情、盛情以及合作等等。這些理念不僅體現在人們
的語言中而且體現在行動中，時時處處都能讓人感受得到。
從教育局到學校領導以至普通教師，都遵循「服務」的理念和思想，共同
為了孩子的明天和未來著想。大家把自己從事的教育工作看成是事業，而不僅
是一種賴以謀生的職業，孩子的明天是每個老師、每個父母的明天和希望，是
香港的明天和希望，也是國家的明天和希望。
其次，我參觀學習的每一所學校都很注重校園文化建設，注重孩子價值
觀、人生觀的培養和良好生活習慣的養成。例如，在徐澤林紀念小學教室外牆
的展板上我看到一張題為「雖敗猶榮」的照片，展示的是一位08北京奧運會上
沒有獲得冠軍的我國運動員手捧鮮花、遺憾落淚的情景。我想這幅照片的意義
在於它鼓勵拼搏、鼓勵奮鬥，它明白地引導孩子去享受追求上進的過程，而不
僅僅是結果，因為冠軍只有一個，不可能每個人都是世界冠軍，但每個人都可
以盡到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爭取，最後即使沒有成功，也可以無悔地面對。
如何做到讓孩子有正確的、積極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呢？他們從領導做
起：滿臉的笑容，真誠的微笑，謙遜地微笑，毫不吝嗇地讚揚自己的同事和同
學。(這裏我用「同學」一詞，是因為我注意到英華中學的李志華校長在談及
自己的學生時，他沒有用「學生」，而是用了「同學」一詞，我不知道他是有
意的，還是香港當地的習慣，也不知道這種稱呼是否包含了某種意義在裏面。
但我覺得是新鮮的，是有重要意義的。)老師得到讚揚和尊重，他會感到有尊
嚴地工作和生活，他也會懂得要去尊重領導和學生。學生自然地習得了正確
的、積極的的價值觀和人生觀。

4. 香港十三天，人生一大步

程遠芳 (嵩縣實驗中學教師)

教書育人，品德教育是我們教育的主要內容，讓學生學會如何做人、如
何做一個對社會、對家人、對他人有愛心、有奉獻的人，是我們教育的最終歸
屬。從參觀的幾間學校看，他們對學生的品德教育，主要是通過聖經的一些信
條來進行的。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一些適合當地學生的、不空洞的
東西對學生進行品德上、近目標、系統化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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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的每個學校，看到老師與學生之間、老師與老師之間，校長與老
師、學生之間，他們的心靈距離是那麼的近，他們相互之間體會到更多的是關
愛。每個學校進校門最顯眼的地方都擺放著學校獲得的各種獎盃和榮譽，無論
是學生還是老師，他們都會為學校的歷史而自豪的。學生只有喜歡自己的老
師，愛自己的學校，他才會愛這個社會。有了愛，教育才會完美。
20年的教學，我在心裏開始有了疲憊之感，學校整天的瑣碎工作，減少
了我的工作熱情和執著，我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缺少了追求和上進的動力，
但是從天鄰各位老師的身上，從參加學習的老師身上，我看到了我當年的激情
和強烈的求知欲望，是他們提醒了我不要有職業倦怠，促使我進行新一輪的教
師角色轉換：舊人變新人。我也看到，再小的一件事，他們都會盡心盡力地去
做，力求完美。感受著天鄰對內地教育的關愛，面對家鄉教育與香港教育的差
別，我作為一名教師，我有什麼理由不努力，不為本地的教育而盡心盡力呢？

5. 我要走的路還很遠很遠

沙滿昌 (固始縣武廟鄉一中教師)

這十幾天在香港看到老師們的敬業精神，工作的投入程度都是讓我很吃
驚的。我一直以為在這樣一個經濟發達的地方，每個老師擁有豐富的教學條
件，工作起來一定很輕鬆，但事實告訴我，我想錯了。相對於我個人，他們真
的很忙很忙，除了每週要上的二十幾節課以外，他們還要參與組織各種各樣的
課外活動，還要不斷地參加學習，在這一點上我自愧不如，相對於這裏英語老
師的教學水準，我覺得自己個人的教學還在原始社會徘徊，自己需要不斷地學
習，提高自己的英語水準，更要改進自己的英語教學方法。
香港老師的一節語法課可以使充滿歡笑的、愉快的學生不停的活動，但看
不出他們有任何厭倦的表情，他們很活躍、很開心的學會了老師安排的內容。
課堂上的遊戲可以以各種形式出現，但是每個遊戲總是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幫
助學生掌握了知識。所以如何改善自己的英語教學，讓原本枯燥的知識學習變
成一個輕鬆愉快的體驗過程，是我要好好思索的問題。
在到香港之前，我發現僅僅靠教材上那點範例性的材料是不足以讓學生
很好的掌握英語，所以一直在做英語課外閱讀活動的嘗試，但是自己一直很困
惑苦惱，不知怎樣對學生進行課外閱讀的指導。這次在丘佐榮中學、迦密中學
甚至在呂明才小學的一年級，我都看到了老師們精心設計的課外閱讀指導計劃
和材料。我收集了這幾間學校的讀書計劃，仔細研究，老師們實際的課外讀書
報告有著嚴密的體系，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從簡入繁，適合不同水準的學生
操作，所以回去之後要和同事們分享，力爭制定一份適合我們學校的課外閱讀
計劃，使孩子們能徜徉在英語學習的快樂海洋中。
這幾天，從老師們的口中得知，香港的老師非常重視集體備課，及樂於
和自己的同事分享自己的教學設計方案。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謂「眾人
拾柴火焰高」，所以希望自己回去能帶動學校的英語老師來做這些嘗試，建立
一個教學計劃分享的平臺，積極推行本校英語教學的改革。
自己沒上過大學，沒有很好的學習過英語教學的理論，是天鄰的義工們讓
我在自己的這張白紙上畫出了斑斕的畫卷，謝謝你們！語言無法表達我的感激
之情，請接受我樸素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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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天鄰
          ——這個晚上很寧靜
那個晚上，我經歷著哀傷、難過和堅決。

冼偉強(天鄰拓展及行政主任)
孤身上路，伙伴們沒能幫上一把，這刻我感特別難過。

2011年5月21日。我們的核心同工劉漢杰醫生他的爸

凌晨二時許，和James在房間的走廊裏交帶了好些事

爸突然離世，當晚，總務丘婕深夜召集了幾個醫療隊的組

項，道過晚安後，他轉身關上門，跟著要和美國的家人

長和其他相關人等到James(劉醫生)的房間，好交帶James留

安排事情，還要寫好這次骨科隊的醫治過的病人的「排

下來的工作及一大堆可能只藏在他腦子裏的未完成事項，

板」……回到自己的房間，我將鬧鐘安排在六時三十分，

好讓他第二天大清早便趕回香港的家。

為他作 morning call，這是我為他唯一可做的較貼身的幫
忙。

房間裏充滿著哀傷，不竟是失去至親的痛，旁人亦安
慰無從。說明了情況之後，我們開始對還未做手術的病人

回到房間，我想起這群從世界各地匯聚在沁陽的基

作評估，James走後就只剩下何耀基一個骨科醫生，而且

督徒醫護隊工和輪椅隊工，他們千山萬水遠道而來，在肉

他的頸患引至手痛正開始發作……最後決定取消其中四個

身上幫助一個又一個有需要的貧窮人，迫切地借著每一個

病人的手術，兩個醫生專業而且細致地討論著每一個案。

手術、每一張輪椅、每一聲呵護、每一個擁抱，將基督的

之後還有關於天鄰宴請醫院同仁的晚宴、與病人的告別

愛與人分享，將白白得來的上帝賜予的滿溢的恩典與人共

會、與院方的事務檢討會、離開沁陽前儲存醫療器材等事

享。這是一團火焰，燃亮了黑夜，也燃燒著我自己。

宜。一一說過後，大家一起祈禱，其間我聽到身旁累極的
James有兩秒鐘拉起鼻軒聲來，我心更是難過。

睡在床上我在想：憑著天父給予的侍奉機會，我們所
有的隊員必定會靠著祂的恩典和智慧完成這未完的工作，

凌晨時份，我陪他到醫院拿回些細軟，夜涼如水，街

遇上困難我們的心志會更堅決，遇上加大的困難我們的心

上空無一人，我們的說話也不多，全醫院的人幾乎都睡著

志會加大的堅決，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侍奉的對象是誰，

了，摸黑的這個房間那個房間的取回些諸如醫生白袍的東

我們要走的路的方向在那裡。這個晚上很寧靜。這是天鄰

西……平常都在幫人救人的醫生，幾個小時後便要一個人

的第一課。



HHI S
I S FFoouunnddaat i on 2011/6

感恩事項
2011年3月13至20日 江蘇省揚州市唇顎裂隊
地點
： 揚州東方醫院
參與人數 ： 15人
手術
： 18人33 台

2011年3月13至17日 江蘇省揚州市內科隊
地點
參與人數
康復講座
義診服務

：
：
：
：

揚州福利院及東方醫院
6人
40人
30 人

2011年4月2至8日 雲南省永平縣骨科及整形科隊
地點
參與人數
骨科
物理治療
肢具
假肢
整形外科
健康教育

：
：
：
：
：
：
：
：

永平縣人民醫院
19人
門診75人  手術13人18台
門診9人  住院13人
10件  
3件
門診34人  手術14人22 台
約50人次

2011年4月9至16日 雲南省大理市骨科及整形科隊
地點
參與人數
骨科
物理治療
肢具
整形外科

：
：
：
：
：
：

大理市第二人民醫院
31人
門診22人  手術13人26台
門診16人  住院13人
21件
門診9人  手術8人23 台

2011年4月2至16日 雲南省輪椅事工
地點
： 昆明市、永平縣、大理市
參與人數 ： 19人
捐贈輪椅 ： 550輛

2011年4月10至16日 河南省安陽市骨科隊
地點
參與人數
骨科
物理治療
肢具

：
：
：
：
：

安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22人
住院 25人  手術 22人
門診 39人  住院 25人
59件

2011年5月15日至5月25日 河南省沁陽市骨科隊
地點
參與人數
骨科
物理治療
肢具

：
：
：
：
：

代禱事項

         

2011出隊日期

醫療：

6月12至18日
9月18至24日
10月9至16日
11月9至13日
11月13至20日

唇顎裂隊
骨科隊
手外科隊
康復科隊
唇顎裂隊

印尼楠榜省
河南省安陽市
河南省安陽市
江蘇省揚州市
山東省棗莊市

青少年夏令營
英語教師培訓班
英語教師培訓班

河南省濮陽市
河南省洛寧縣
河南省固始縣

教育：
7月18至23日
7月23至31日
10月19至24日

沁陽市紅十會醫院
28人
門診148人  手術35人84台
門診80人次  住院100人次
79人  124件

2011年5月15至22日 河南省輪椅事工
地點
： 沁陽市、溫縣、武陟縣、焦作市馬村區
參與人數 ： 16人
捐贈輪椅 ： 1,100輛

消息
天鄰基金會
地址：香港銅鑼灣謝斐道408-412號華斐商業大廈1401室
電話：2794 9400   傳真：2794 3900   
電郵：info@hisfoundation.org.hk   網址：www.hisfoundatio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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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偉強弟兄任天鄰拓展及行政主任，已於五月十二日履新。
． 鮑月蓮姊妹任天鄰行政助理，已於六月一日履新。
． 梁文慧姊妹於五月辭任天鄰教育幹事一職，感謝她四年來忠
心事奉，求主繼續帶領並賜福給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