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 召 基 督 徒 專 業 人 士

了。2017年的耶誕節，聽著孩
子們在主日獻唱的詩歌，我們
真是歸榮耀給祂!

這兩年，看到小齡服務機構增
加，而大齡服務機構相對不
足，因此身心障礙成人服務的
推動將會是我們未來發展的重
點，期待2018年能舉辦研討
會，繼而開辦就業服務員的培
訓。

一路走來，阿爸父是我們最信
實的依靠，祂的意念高過我們
的意念，只要人有願意擺上的
心，哪怕只是一小點兒，祂都
能使用它像五餅二魚，成就祂
自己美好的計劃，因為祂是以
便以謝的神！

2007至2010年MSI協助殘聯，
成立省內第一所自閉症康復中
心。2011年的服務重心轉到
家長身上，透過“家長支持團
體”，鋪設家長互助平台，家
長們非常看重與期待這個平台
帶出的果效，於2014年開始
籌辦註冊社團組織事宜，並在
2015年3月於民政局完成註冊
程序。參與其中的家庭數由
2011年的6個，擴大到2017年
初的百來個。家長們在這個平
台上分享資訊、舉辦親子夏令
營及感恩活動，一起做手工，
也一起分享美味食譜和各自的
喜樂與哀愁……。

開心的是，當地的三自教會也
在2014年特別為身心障礙的
孩子開設了天使班，包括音樂
和繪畫課，吸引許多家長帶著
孩子參與，當孩子的表現令家
長驚豔時，他們的心也柔軟

一個高高壯壯的男孩，在
大家忙著洗菜、炒菜的

時候，高唱著：“主耶穌愛
我，主耶穌愛我……”。這是
週六上午的生活技能小組，5
個自閉症男孩在爸媽的帶領
下，學習煮飯和做菜。在這些
孩子當中，有幾位已經畢業，
有幾位由於具有攻擊性，學校
不願意收；然而家長不希望孩
子退化，因此聚在一起，透過
特教老師及志願者的協助開展
了這個小組。還有很多類似的
家庭是隱藏在人群裡的，這些
家庭需要被關心和支援。

2004年底，MSI為了幫助自閉
症的孩子和家庭，開始探訪有
自閉症孩子的家庭，以便瞭解
他們的需求。藉由節日活動，
鼓勵家長把孩子帶出來，不但
孩子開心，家長也有機會彼此
交流、互相打氣。

Joy Tai

— 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以便以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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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跨文化環境中工作的父母而
言，子女教育問題一直是關注的焦
點。請為同工子女的教育祈禱，願
神差派老師、宿舍輔導員和家庭教
育支援教師來服事同工們的孩子。

我們急需培育新一代的工場領袖，
近年有幾位同工屆齡退休或因家庭
因素而離開工場，好的領導人才是
個非常大的需要。求神興起新一代
的領袖來迎接這個挑戰。

請為培訓團隊的發展代禱，願透過提
供專業培訓（包括老年護理、康復和
特殊教育等領域），幫助本地志同道
合的非營利組織更有效地服務社區。

請為正在申請工作簽證的同工祈
禱。在新的政策之下，願同工們都
能在官員眼前蒙恩。有些較年長的
同工因簽證年齡上限（60歲）而面
對離境的挑戰，求神呼召年輕的一
代加入團隊。

MSI應中國政府的邀請前往新的地點
開展工作，需要更多醫療和各領域
的專業人員加入我們的團隊。願神
帶領更多長期或短期的人員加入服
事的行列。

“他看見許多的
人，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
離，如同羊沒有牧

人一般”（馬太福音九36）

小石，一個十二歲的自閉症青少年，從小至今一直沒
有什麼機會可以上學，每天由父親帶在身邊，為了

能夠全天照顧小石，爸爸平時做網路生意來維持生計。
爸爸最大的心願就是能讓小石上學，這個看似簡單的願
望，卻始終無法實現。

相
片

提供：昆明市星宇心智障礙者家長協會

興興是一個智力殘疾男孩，由於耳朵有問題，所以不會說
話。我初遇興興的時候，他只有七歲，與父親同住在山

上的小村落。頑皮的他經常被人責罵，別人只是罵他，舉起
手裝作要打他，卻從不教導他正確的行為 — 因為他們認為興
興很笨，沒有學習能力。

有一天我們一起玩耍，用彩色筆在紙上畫各種圖形及線條。
興興很開心地把玩這些彩色筆，這是他在山上的農村裡很少
見到的。漸漸地興興越玩興致越高，頑皮的他開始在牆上畫
線條。“不可以！”一位鄰居馬上開口罵他，想要喝止他的
行為，但由於興興的聽覺有問題，他不但沒有停止，反而越
畫越起勁。見到這個情形，我立刻從興興手中取回彩色筆，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
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

（以賽亞書六十2）

Noriko Soga神帶來
　改變！



子，只可惜命運將他擋在學
校大門之外，長期缺乏規範
和訓練，讓他離社會愈來愈
遠。我的半日課堂除了有幾
位像小石一樣失學的自閉症
少年，還有幾位是今年剛從學
校畢業的。這些青少年雖然受教
的背景不同，但是從他們的父母眼
中，我看見了同樣的擔憂：孩子的未來
該何去何從？這些家庭如同羊沒有牧人，他
們不知道在缺乏關注的社會中，哪裡是這些
孩子的依歸？他們像是一群失落的羊，渴望
有好牧人的看顧，不再漂流失所。

因為長期跟著爸爸，小石的生活非常不規
律，想吃就吃，累了就在車上睡覺。爸爸
說：“我漸漸年紀大了，體力也不夠了，沒
有力氣帶著他到處玩”。24小時全天候與爸
爸在一起，加上青春期的叛逆，這對父子的
互動之間充滿張力。看著一日比一日高的小
石，我心裡想著，小石迫切需要一個可以讓
他成長的地方。

目前我帶著5至6位自閉症青少年，一星期有
三個上午一起學習生活居家自理技能和社區
生活技能。小石經過了2017年一整年的學
習，我看到他一天比一天進步，也習慣了各
樣的常規，更找到自己做飯的樂趣；上生活
技能課時，他比誰都熱誠，一步也不想離開
廚房。小石其實很聰明，是非常有潛質的孩

Jean Cin如同羊沒有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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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昆明市星宇心智障礙者家長協會

場返回教室。人群中有一個男孩吸引著我的目
光，他就是興興！眼前的他和三年前的樣子有很
明顯的差別，聰慧的光芒從他臉上綻放，他自由
地運用手語和朋友溝通。原來就在那一年，這所
特殊教育學校開始接受智力殘疾兒童申請入學，
興興得到鄰居的幫助，加入了第一批學生的行
列。

由於社會條件及人力資源的缺乏，加上地理環境
的限制，生活在山區的智力和身體殘疾的兒童少
有機會進入學校學習。人不能改變環境，但神能
使用人為這些兒童開啟接受特殊教育的大門。請
記念這些兒童及他們的家庭，相信神會垂聽我們
的禱告！惟有神能夠打開枷鎖，改變他們的生
命。“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
的榮耀發現照耀你。”（以賽亞書六十1）

並給他一塊用來擦拭牆壁的抹布。起初，興興不
知道抹布有何作用，所以我拿著抹布擦拭牆上的
筆跡，給他做示範；興興便模仿我的做法，開始
清潔牆壁。經過多次清潔牆壁之後，興興只在紙
上畫線條，因為他發現在紙上畫畫更有趣，如果
畫在牆上，他不但要擦拭牆壁，還得清潔抹布！

這次的經驗讓我知道興興能夠透過一些特別的方
法學習，只是他的爸爸並不積極。雖然那時在當
地設有一所特殊教育學校，但只招收聾啞兒童入
學；即使興興有一定的學習能力，但礙於所處環
境的因素，他似乎沒有進學校學習的希望。面對
當時的情況，我感到很苦惱和絕望，只能向神求
助，並邀請朋友為興興祈禱。

三年後，我有機會探訪上述那所特殊教育學校。
抵達學校時，下午課程即將開始，學生們正從操



請為這個新的服事平台禱

告，特別在人才需求方面：

• 需要具管理小型企業經

驗的主管一名（教育領

域尤佳）

• 需要具經驗的特教老

師、言語治療師、諮詢

師、英語教師，以及具

創意思維、問題解決等

教學經驗之教師

樹恩代禱事項

為有學習困難的孩子提供專業教育服務

樹恩成長中心成立於2017年5月並於同年9月開
始運作，透過全人關顧的教育理念，培養良好
的品格，讓每個孩子的潛能得以發揮。

樹恩的服務

樹恩為家長們提供諮詢和指導，幫助孩子健全
成長。另一方面，樹恩為本地服務人員提供諮
詢輔導和全人關顧的培訓，扶持他們與有需要
的家庭同行。我們的服務包括：

• 協助輔導學習困難的孩子
• 提供包括英語、創意思維和問題解決等主

題式課程
微信
公眾號

h  p://u4525596.viewer.maka.
im/pcviewer/VMFQ154Z

看看樹恩能為你
提供甚麼服務？

MSI Thailand
Kanika Srisilpavongse
kanikasri@yahoo.com
Tel: +66 81 835 0237

MSI UK
Martin Symonds
mas1947@gmail.com
Tel: +44 7496 372510

MSI USA
Timothy Welty
msi-us@msips.org
Tel: +1 515 422 6251

MSI Philippines
Imelda Tongco
msi-ph@msips.org
Tel: +63 2 931 0350

MSI Singapore
Amy Tan
msi-sg@msips.org
Tel: +65 6472 2564

MSI Taiwan
Tina Chang
msitwp@gmail.com
Tel: +886 2 2242 7358

MSI Korea
Hyung Soo Han
msi-kr@msips.org
Tel: +82 10 3201 2971
www.msips.or.kr

MSI Malaysia
Debbie Loh
msi-ma@msips.org
Tel: +60 3 4257 9255

MSI New Zealand
Jonathan Lam
jshlam@hotmail.com
Tel: +64 21 217 5433

MSI Australia
Matthew Lee
msi-au@msips.org
Tel: +61 2 9868 4777

MSI Canada
Eric Ma
msi-ca@msips.org
Tel: +1 647 339 2089
www.msicanada.org

MSI Hong Kong
Almond So
msi.rc3@msips.org
Tel: +852 2394 5288

MSI Indonesia
hqinfo@msips.org

如果您希望參與MSI在中國充滿挑戰的服務項目，或希望獲得更多資訊，
請與我們聯絡：

MSI 地區辦事處資訊

如欲查詢或提供意見，請聯絡傳訊部：
hqinfo@msips.org

電話：+852 2394 5288
傳真：+852 2390 3449
網址：www.msips.org

一般查詢

 ■ 醫療和公共衛生
 ■ 教育
 ■ 企業諮詢

 ■ 社區發展
 ■ 農業

國際專業服務機構是一個非營利機
構，為中國內地人民的需求提供服
務。各地基督徒奉獻愛心，促進有益
的交流，與中國政府及相關單位合
作，協助當地社區發展，服事中國的
困難人群。

關於MSI

票郵票

國際專業服務機構有限公司

總部

香港九龍新蒲崗
雙喜街9號
匯達商業中心702室

印 刷 品www.msip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