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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召 基 督 徒 專 業 人 士

- Wendy C

眼科項目的反思
白內障手術後的第二天，當護士小心翼翼地將病人的眼罩和繃帶取下來
時，他身邊的親戚焦急地問：“莫莫？”“莫”在諾蘇語是“看”的意
思，‘莫莫’轉為問題的形式，意思就是“你能看見嗎？”當病人給了
肯定的答覆，大家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誰能忘記那些情景：當口中
無牙的老人一直說著‘莫’（看到了），臉上露出大大的笑容；一位老
婦人開始一個個數著圍繞在她身邊的人；一位先生敏銳地指出護士小姐
嘴上塗了口紅；或是那位充滿感恩的女兒感謝MSI的醫生不僅恢復了她
父親的視力，也使他能夠獨立。
這些都是我們歡喜快樂的時刻，但我們的喜樂不僅因為看到病
人的視力恢復。眼科項目主要的宗旨在於為這個偏遠農村地區
的醫生提升技能，使他們能夠有效和安全地進行白內障手術，
從而成為當地人民和社區的福祉。這些短期到訪的專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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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將近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瞎子坐
在路旁討飯。聽見許多人經過，就問是
什麼事。他們告訴他，是拿撒勒人耶穌經
過。他就呼叫說：「大衛的子孫耶穌啊，
可憐我吧！」在前頭走的人就責備他，不許
他作聲，他卻越發喊叫說：「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吧！」耶穌站住，吩咐把他領過來。到
了跟前，就問他說：「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他說：「主啊，我要能看見！」耶穌說：「你可
以看見！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見了，
就跟隨耶穌，一路歸榮耀於神。眾人看見這事，
也讚美神。
（路加福音十八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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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輔導員
“張醫生，我不知道我是否能
做到。我是一個殘疾人，感染了
愛滋病病毒，我每天睡到中午才起
床，而且我有許多年沒有工作了。還
有，在一群人面前講話會讓我很害怕。
我是一個廢人，一個無用的人。” 當我邀
請Z成為愛滋病同儕輔導員時，他這樣回答
我。那是幾個月前的事了。不過從那時起，Z
改變了很多。
當我第一次見到Z時，他
因愛滋病藥物引起的貧血而
極度虛弱。當換了藥之後，
他慢慢恢復了體力。在住院期
間，Z加入了大家庭。我覺得他
能加入團隊成為一名很好的同儕
輔導員，但Z對於擔任輔導員有
很多保留。他告訴我，幾年前他
在工作時發生意外從六樓摔下
來，摔斷了腿並導致終身殘
疾。因此，他對自己失去
了信心，與旁人隔離，
什麼事也不想做。但
我告訴他每個基督
徒都是一個新造的
人，在上帝的眼中是寶
貴的 — 在祂的國度裡沒
有無用的人。Z同意以觀察員
的身份參加我們的愛滋病患者
培訓，安靜地坐在後面聽其他輔導
員的分享。過了一段時間，如果我站
在他旁邊並且問他問題，他願意在一群
愛滋病患者面前說話。

- Cedric C

過了六個月後，如今Z成為我們
輔導員團隊的重要成員。他每週
來醫院好幾次分享他的故事，並教
導患者認識這個疾病。他說話的方式溫
和並且有自信，所以病人在會後願意接
近他，問他一些個人的問題。我為他的成
長和改變感到很驕傲！
和Z在同一時間，我在醫院遇到了W。他患有
嚴重的肺炎，走幾步路
就會呼吸困難。即使當治
療開始之時，我也不知道他
是否能活得下去。W是一位基
督徒，從我們一起禱告的那天
起，他的病情越來越有進步。
過了幾周，他完全康復並能自己
走出醫院。他也積極地加入了我
們的愛滋病同儕輔導員團隊。W
是個天生的公眾演說家，也是
個很會思考的人。他常分享
對神的話相關的見解，並
且成為團隊的精神上的
鼓勵。
我們非常感謝主召集
了這支團隊。由於他們
的協助和委身，我們現在
已從每兩週一次的愛滋病患
者培訓改為每天一次，以便接
觸每一位新患者。同時我們這個小
團隊定期聚會，彼此代禱。我們向神
的祈求是這些輔導員的生命被轉化，成
為其他患者的祝福。

- Fay H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十三 35）

在六庫鎮，MSI的醫療及公共
衛生計劃的核心價值是恢復，
恢復人與人以及人與創造者的
關係。一個嬰孩應該是帶來希
望和快樂，但生來畸形的嬰
孩，卻被視為咒詛、羞恥、和
指責。
“董媽媽，妳明天可以帶小董
來診所嗎？”
“醫生，可以，可以。我們一
定到。”
小董是我們其中一位唇顎裂病
人，兩歲時做了手術。我特別
留意到董媽媽是因為她比其他
母親年紀大。後來我知道她前
段婚姻的大兒子患有精神和身
體殘疾。
董媽媽開朗又能幹，不輕易落
淚。她常常樂意幫助別人，例
如向年輕的媽媽們解釋手術中
醫生和護士的指示，在她們擔
憂時安撫她們。她也積極參與
手術後康復團隊安排的活動，
她的參與促使小董和其他家長
及孩子們更加投入。當醫療隊
安排醫療方面的工作例如手術
和手術後的護理時，手術後康
復隊則幫助醫院中等候做手術

的孩子們和家長，以及在面臨
手術後的疼痛時分散他們的注
意力。
一年後當我在手術後複診見到
小董和媽媽時，小董變得更淘
氣了。董媽媽告訴我們，在
手術之後，小董常摸著嘴唇
說“我現在好了＂。他現在
三歲，可以安定地坐在牙科診
療椅上整整一分鐘。他的牙齒
情況很糟糕，而且臉上滿布
膿瘡。董媽媽說，小董的牙齒
腐爛是因為唇顎裂使他無法喝
牛奶，自幼他們便餵他喝蜂蜜
水。透過幫助他刷牙和進行修
復手術，他的牙齒狀況總算是
穩定了。
這幾年許多家庭翻山越嶺，從
他們的家鄉花很長的時間來到
醫院，除了接受治療以外，更
因著與不同背景的長期和短期
同工們互動，恢復與彼此以及
與社區羣體的關係。
也許你向人說千百遍的愛，他
們都不能明白。然而，一個眼
神，一個觸摸，一個微笑，一
起坐下，願意分享生命，伸出
樂於助人的手，愛就從一個人
傳遞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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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記念我們在雲南省彝良縣
的新團隊。短期團隊將配合
長期同工進行水利項目、醫
療培訓和社區衛生項目。願
團隊持續的見證能彰顯出主
的美善和慈愛。

感謝主賜下機會，讓MSI能
持續與當地政府攜手服事中
國西南偏遠地區。

中國對引進外籍專家的要求
越來越高，他們需要具備高
端技術，並能夠將這種技術
轉移給國內的工作伙伴。祈
禱我們能動員老人照顧、康
復服務、心理衛生服務和環
保等領域的專業人士。

請記念於偏遠地區服事的同
工 — 願主成為他們的鼓勵和
力量，賜下當地的同工和朋
友與他們同行，願他們能克
服日常生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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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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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si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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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機會
長期人員需求

•
•

•
•
•
•
•
•

英語老師：願意委身至少一年在雲南或四
川省的中學任教。
各專科醫護相關人員：包括家庭醫學、小
兒科，老人科、一般外科、牙科、感染科
和重症監護等。
康復人員：包括職業治療、物理治療、言
語治療、特殊教育和心理康復。
項目主任和行政同工。
項目協調員：負責管理項目並組織老人照
顧或社區衛生與發展培訓。
項目協調和開發人員：負責縣醫院愛滋病
項目，包括舉辦愛滋病依從性治療和同儕
教育相關培訓。

•
•
•
•

烘焙師：負責教授烘焙和店舖管
理。
新生
各專科醫護人員：包括小兒／新生
兒科、基礎保健、公共衛生、婦
婦
科、心臟超聲波、腹腔鏡手術、血
血
液透析、重症監護、牙科和眼科。
科。
專業老師：負責諮詢或靈性關顧、
顧、
老人護理、特殊教育和康復等培
培
訓。
英語老師和幼兒園老師
學生工作者：透過關顧助學項目的
目的
學生和舉辦營會提供全人教育。
農業專家：具經營合作社經驗。

短期人員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