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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

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

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3:13-14）

若有人問我在MSI扮演什麼

角色？我會回答，我是一名

長期委身的短期同工。大約

從20多年前開始，我每年參

與MSI的醫療工作，從四川

省明山縣起，後來轉到峨邊

縣。初期我曾去過位於涼山

州的西昌市，見證了“MSI三

小花”的工作，她們分別是

Sharon、Tomoko  和已故的

Tami  。我曾以短期同工的身

分，陪同Eckehard和當時雲

南代表處首席代表Ami r一同

探索新的服務點，例如建水縣

和紅河縣等。我也曾和Pete r 

一同前往雲南省怒江州獨龍江

縣，探索幫助殘疾年輕人做矯

形手術的可行性，其後發展為

一個扶貧和殘疾人康復項目，

由Gar ry和Magg ie夫婦以及

其他同工參與服務。我現在則

是MSI的動員者。

我個人長期委身服事的動力從
何而來？是異象嗎？是使命
嗎？或是愛的實踐？我可以說
以上皆是。但最重要的是以上
所提到的每一位，以及眾多我
沒有提名、從各國各地來的如
雲彩般的見證人；他們在我生
命的不同時空出現，不只是齊
心事奉的伙伴，不只是朋友，

他們讓我感覺MSI這群體越來
越像是我的家人。正如印度裔
的英國作者Jay  She t te r曾經
說過：“我們有朋友，也有家
人；而有些朋友後來成為我
們的家人。” 作為MSI的一
員，我盼望能去尋找願意服事
的同路人，一起委身加入這個
大家庭。

Amy Fan

以上的經文就是當年戴紹曾

牧師和我做最後一次的面談

時，在結束前我所禱告的內

容。我從2000年開始在 MSI 

香港總部擔任全時間義工，

加入Mat thew和他得力助手 

Magg ie的團隊。對我們來說，

當時開展內地的醫療服務，

存在著許多未知和不確定的

因素，正如國內流行的一句話

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

回顧往事，我們各人都是存著

一份敬虔的心和熱情，因此國

際醫療團隊的靈性有所成長，

在肢體生活中見證基督是我

們信心創始成終的掌權者。我

們回應祂的呼召，正如 Er ic 

L idde l l  參加奧運會的長跑，甚

至在山東省濰坊市的日本集中

營裡，他帶領著一群與父母分

離的宣教士子女度過幾年的歲

月 （當時戴牧師尚年幼，也被

囚禁在集中營裡）。Er ic  完成

使命，他見到了救主的悅納。

5個年頭過去，後來我的免疫

系統到了完全破損的極限，戴

牧師建議我回老家休養。當時

他也看到我心底的失望之情，

於是他建議我回國後重新建立

一個禱告會。2006  年6月，在

當時的總裁Mat thew和國際動

員總幹事Po Kee進行北美行程

期間，我們展開了第一次禱告

會。自此之後，我們每個月按

照總部發出的消息聚集禱告。

由於沒有一個長期固定的聚

會地點，所以我們像遊牧民族

般，在不同的家庭、公園，甚

至在比較安靜的餐廳中舉行。

我們通過祈禱和團契，共同成

長，並且常有機會分享美食。

禱告會成員各有不同的背景，

有些參與短期、有些是長期服

務；無論人員如何變化，我們

的聚會始終沒有改變或停止，

因為這是祂的工作，祂的恩典

和旨意。

我要感恩的是，15年前我的自

我免疫系統亮起紅燈，但這並

沒有在我身上留下太大的後遺

症。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限

制令下的新常態期間，我們通

過 Zoom和電話維持聯繫， 或

在公園裡聚會，真使我更加驚

歎、見證這位宇宙的主。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
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
耶穌。. . . . . .”（希伯來書12:1-2）

細水長流 親如家人

Edward Si t t  醫生



4為香港總部團隊獻上感
恩，願同工們持守機構的
使命和異象，為前線的團

隊提供更好的支援。

3
感謝主興起許多短期隊員
提供線上培訓和教練，請
記念參與的人員能有良好
而清晰的溝通，順暢而安
全的網絡，以及駐守當地

的同工能持續做跟進的
工作。

2
持續不斷的疫情為國際行
程和申辦簽證帶來很大的
挑戰，機構有幾位長期同
工已等待超過一年，仍未
能返回服務點。求主賜予
同工們耐心和毅力，同時
興起更多本地專業人士加

入我們的團隊。

1在旅行和聚集受限的情況
下，感謝神讓我們仍能組
織一些暑期活動。願所有
參加者都得到祝福，祈求
神保守眾人身體健康、旅

途平安。

同心
記念

有個故事描述一位古代的國王，

他的領土遭到襲擊，敵人洗劫這

個地方並擄走了所有的婦女和兒

童，因此國王帶領600名戰士一

起去營救人民。在路途中有200

名已筋疲力盡，所以他們留在後

方，其餘的人則繼續前行。後來

這些戰士們打敗了敵人，並帶著

許多財物回來。有些戰士不想和

那些留下來的人分享戰利品，但

是這位明智的國王不同意，他

說：“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

的也得多少，應當大家平分。”

（撒母耳記上30:24）

自從1994年加入MSI以來，這就

是我的經歷。雖然這些年來我定

期參加短期服務隊，但我主要的

職責是“看守器具”；這包括動

員、同工關懷、財務和制定政策

等差派地的角色。

我認同MSI是因其事工的全面

性。神給予我們每個人很好的恩

賜，是要我們以此去祝福別人，

這些恩賜包括我們的專業經驗和

知識。 MSI讓我們有獨特的機會

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

會，那一年也是我第一次參加MSI

短期隊。當時的我剛從大學畢業

一年多，在專業的資歷上可以說是

非常淺薄；輾轉從一位學長聽到消

息，有工場發出需求：招募一位精

熟中文的言語治療師，具有相關兒

童語言康復經驗，能提供兒童語言

發展的培訓課程。在那段期間，我

正在禱告尋求服事神的方式，當我

收到這份邀請，就像是從神來的回

應。儘管我不確定自己是否符合資

格，在與機構同工談過以後，我決

定接受邀請，預備出發。

第一次出隊的經驗是：我好年輕，

懂得好少；然而在服事的過程中，

我體會到主內肢體一起同工的奇

妙。我們真的像是一個團隊，彼此

有一定的默契。雖然我有不足的地

去使用自己的專

業，將生命的意

義和目的帶入所

接觸的人群中。

在過去這些年當中，我多次跟隨

短期隊前往昭覺縣參與義診服

務；在西昌市第二人民醫院進行

風濕免疫病理講座，並且參與病

房巡查；我和妻子共同參與了昆

明市自閉症項目初期階段的工

作。其他的行程包括探訪同工，

以及參訪機構其他的項目，例如

水利項目、陽光農場和畜牧項

目。事實上，我們從這些參訪中

學到的東西比我們貢獻的更多。

總的來說，在過去的27年中，

作為MSI的一員是一種喜悅和榮

幸。這項事工需要很多人投入才

能帶來好的結果，感謝多年來所

有參與的同工們，願這項意義深

遠的事工繼續為許多人帶來祝

福。

Leong Keng Hong 醫生

書山

神手中

的器皿

下一期將於2021年10月出版

感謝您多年來對MSI季刊的支持！

我們正在更新內容以增加其可讀性，未來MSI通訊將改為一年出版三

次。在此我們誠邀您完成一份需時3-5分鐘的線上問卷，您的反饋對

我們十分重要。請點選連結https: / /msips.org/msi-bul let in-survey/

或掃描二維碼以開始填寫，衷心感謝您！

方，但在彼此幫補的情況下，經過

很多調整，還好沒有出什麼差錯，

我們就這樣完成了任務。

從那年至今已超過10個年頭，我

去了好幾個不同的服務點，我想

說的是：“把一切榮耀歸給神！

感謝神帶領我做了一些無法靠自己

做到的事，去了我沒想過會去的地

方，藉此開闊了我的眼界。”我和

MSI同工們一起經歷到，我們只是

神手中的器皿，為了成就祂自己的

工作。我們常常看不見自己做的果

效為何，似乎非常微小，回頭一看

才發現：哇！神做成了祂要成就的

美事。就像經文說的：“我深信那

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

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

立比書1:6）我們都是祂的工作，

相信祂會繼續在我們中間做工，要

在“耶穌基督的日子”成全祂自己

美善的工。阿們！

MSI新加坡分區

看守
器具

調查線上問
卷

https://msips.org/msi-bulletin-surv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