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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農業 
 ■ 企業諮詢 
 ■ 社區發展 

 ■ 教育與青年 
 ■ 醫療與
公共衛生

國際專業服務機構（簡稱MSI）是一個
非營利機構，旨在服務中國內地人民
的全面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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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當地社區發展，服務
中國的困難人群。

關於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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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陰影是那
可憐的小豬

（上接第１頁）

孩子們仍在談論那天晚上的飛豬，我們為能—瞥諾蘇朋友的生活和內
心而感恩。願我們的諾蘇朋友們有一天能明白上帝讓祂的兒子成為贖
罪祭，使我們的罪得赦免，歡喜地享受在基督裡的新生命。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
的義。因為祂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羅馬書三25）

（下轉第４頁）

子”冒出個小黑豬來，小女兒問道，“這
隻豬等一下會怎樣？”我們很快便會知道
了。

首先，露絲和她丈夫及兒子都蹲伏在我們
面前的客廳地板上，然後一個男士提起小
豬捉住後腿，開始在露絲家人的頭上揮舞
轉圈，而另一位男士（“畢摩”，諾蘇巫
師）以本地語言誦經。一分鐘後，在毫無
預警下，那位畢摩取出大刀在我們眼前將
小豬殺死。當然了，我們一家嚇了一跳！

稍後吃晚餐時（小豬又出現了，這次變成
食物！），露絲向我們說明，這儀式是保
護她的家庭遠離邪靈，也為新的一年帶來
福氣。我們這才明白小豬是獻祭的祭物，
為要安撫那些他們懼怕的神靈。原來諾蘇
人一直深深相信，必須流血才能為他們的
過犯贖罪。

“你們真是好心人，在我兒子生病時你們
來看他，也謝謝你們幫助我朋友的女兒。
你們一家一定要來我家慶祝火把節！”露
絲對我們說。

露絲是位諾蘇族女士，昭覺縣團隊認識她
已超過15年，我們不能拒絕她的邀請。
雖然當時我們不太明白這個節日，只曉得
是與火把有關。由於我們去過其他諾蘇族
朋友的家，我們的孩子們非常興奮，並且
期待吃到他們喜愛的傳統烤豬大餐；更何
況，“玩火＂聽起來很好玩！我們很感恩
有這機會去學習傳統諾蘇文化，並和本地
朋友一起參與其中。

我們抵達露絲的家時，她的大家族早已聚
集，忙碌地準備晚餐。有些人在拔雞毛，
其他人在生火。除了在廚旁角落有個自己
會移動的、奇怪的小麻布袋，一切似乎很
正常。接著我們驚訝地看到這“會動的袋

Wendy (Hou)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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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於夏季期間前往各工場服事的
短期人員祈禱，願他們能夠透過生
命的分享來見證主愛。

請記念我們在昭覺縣愛滋病中心服
事的團隊。團隊正在探索開展一個
新項目，教育村民認識愛滋病和接
受治療的重要性，希望直接派藥給
患病的村民，藉此提高服藥和治療
的成效。

據統計，四川省的流動兒童和留守
兒童人數占全國總數相當多。求主
差派更多的工人服事這群非常需要
關注的群體。

願神賜耐力和創意予我們的醫護同
工，能有效地為偏遠地區新生兒的
母親推動營養和健康教育。同時求
神使用我們的社區發展項目，能為
農村兒童的生活帶來正面的影響。

感謝神讓我們能繼續與地方政府合
作，服事中國西南部更偏遠的地
區。請為我們能動員招募相關專業
領域的專家參與當地的項目祈禱。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
並且各自作肢體。”
（哥林多前書十二27）

腦癱兒童康復培訓
這也意味著在陌生的
相處兩至三周，既沒
家，也缺乏家人的支
息和以往不同，還得
子兩至三周，招待所
上的房子更熱；但他
裡，就是希望可以幫

妮和別人很不一樣，
學習快、樂於助人，
方法。她很快便掌握
念，開始讓兒子做自
而非每件事都幫他做
們的作法，立即給孩
勵。她也幫助其他媽
應，下課後以同為母
僳語講解內容。我們
位基督徒。

妮是一位參加腦癱兒童康復培訓的
母親。她身材瘦小，個子也不很
高。她二十歲左右結婚，比起其他
的母親年齡大一些，教育水平也較
高。妮的臉上有紅色的胎記，她的
第一個兒子罹患腦性癱瘓，影響身
體的一側。

2015年我初次認識妮，她和兒子
來參加第二次密集康復培訓。密集
的意思是指家長和孩子每天都需要
來接受培訓，大部分參加者須住在
殘疾人聯合會康復大樓的招待所。

同心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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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南地區（包括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
重慶市和西藏自治區）是少數民族最多的地區，
有白族、傣族、水族、佤族、苗族、怒族、門巴
族、彝族、土家族等民族。 以下是MSI在重慶
市、四川省和雲南省所服事的六個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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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情景一瞥：沒有常
見的哭鬧和發脾氣。

體，神卻認為是教會更不可少的。（
哥林多前書十二21-27）。今天你會
考慮接受軟弱的人進入教會的大家庭
嗎？你願意禱告讓當地的教會也能尋
找軟弱者並接納他們進入教會的大家
庭嗎？ 

漸漸地，我們知道她許多的傷痛，
她很難帶著兒子去教會，因為其他
人不明白；為了家庭，她必須堅
強。當知道她再度懷孕時，我們為
她高興。我們告訴她第二胎必須接
受唐氏症測試時，我們與她一同流
淚。他們夫妻希望將來他們死後，
這個弟弟能照顧哥哥。她和我們分
享，她曾多次站在山邊的田野中向
神呼求。

按照傈僳風俗，任何外形的缺損或
醜陋會被視為來自神的咒詛或懲
罰。如果某個人毀容或生下有殘疾
的孩子，他一定是得罪了天，甚至
傈僳教會也有這觀念。教會是基督
的身體，殘疾或損傷都是應該被擁
抱與接納的。世界看為軟弱的肢

環境與陌生人
有熟悉舒適的

支持。每天的作
撇下其他的孩
往往比他們山
們願意來到這
助孩子。

她不但開朗、
更有好的育兒
了康復的觀
己可以做的，

做，同時模仿我
子正面的鼓
媽學習和適
親的身份用傈
後來知道她是

Fay Hii

四川、河南的農村留
守兒童規模最大，其
中四川省占全國農村

留守兒童比例達

11.34%。

692萬

四川省

流動兒童
3581 萬

12.84%

留守兒童
6103 萬
21.88%

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
口普查資料”樣本數據推

算，全國約有6103萬的農村
留守兒童和3581萬的流動兒
童，他們分別占全國兒童總

數的21.88%和12.84%。

1 http://www.gov.cn/jrzg/2013-05/10/content_2400061.htm 
2 http://news.qq.com/cross/20151229/8c83R2Qq.html

2013年流動兒童、留守兒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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