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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使我們與……隔離呢？
難道是……？
編者語:
響。香港當然不能幸免。疫情輾

快

轉差不多1年，對整個社會，經

進入產房陪產；病了的，被送進醫院，便

濟和醫療帶來很多負擔，甚至

不准親人探訪；臨近死亡的，在生命倒數

是極大破壞，引致很多的限制

的日子，才批准隔著玻璃窗含淚送別......

世紀疫情為全球帶來災難性的影

一年了，有誰會想到隔離是這麽

跟李伯見面，聆聽家人的問候，雙方眼神

女兒通電話。他不好意思地説女兒有說話

一回事！生孩子的，丈夫不可以

的接觸，流動著閃爍的淚光......這份細心

要跟負責護士講。護士接過電話，聆聽女

的安排，也是療癒心靈的良方。

兒的訴求：原來這位爸爸說醫院的冷氣過

另一回，照顧員報告：來到患有認知
障礙症的陳婆婆房間，準備餵食，她就抿

和措施，簡單至日常的家屬朋

究竟作為前線醫護人員，在忙瘋了的

緊嘴巴，不肯進食，用家鄉話吵著要出

友到醫院探病也被禁止，住院

日常運作中，我們還可以怎樣為機械式的

去。職員只好打電話給她的孫女，透過視

程序，注入一點人間温暖和關愛呢?

像通話，兩個人面對面講清楚，幫助了解

病患面對的除了疾病本身的痛
苦，還加上了孤單甚至是冰冷。
接下來我們會為大家分享一些在

電話聲響起，是一位中風長者的家

疫情下如何堅守白衣天使這身份

人，跟進入住護老院的事宜。話說這位長

的故事。

者李伯，中風入院後，家人便受到隔離措
施的限制，只靠每星期的視像通話，連月
來眼巴巴望著卧在床上的李伯，漸漸地甦
醒，卻發現李伯失去正常説話的能力，需

事工消息及代禱事項

要依賴醫護人員的照顧，家人都感到非常

~ 請為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新冠肺炎

徬徨。得悉醫院有計劃安排李伯出院，便

疫情禱告，求主令疫情消退。最

請求在入住當日探望一下。護老院依從隔

近香港的疫情轉趨嚴重，平均每

離措施的指引，在合適的距離下，讓家人

一下婆婆的情況。看著兩婆孫，你一言、

冷，請護士幫忙拿一張被子給爸爸，免得
他身體抵受不住。一個正常不過的需要，
舉手之勞，於是護士迅速地拿來一張被
子，為病人蓋好，更端上一杯暖水。這杯
暖水，不單紓解病者的乾涸，喝進肚子，
也成了一股暖流，温暖人的心房。

我一語，嘰哩咕嚕一輪後，原來陳婆婆想

疫情期間，每一個醫護人員都謹守崗

念著家鄉的姊妹，渴望回去生活。孫女幫

位，嚴格遵守防疫隔離措施。病患者、家

忙解釋現在疫情的嚴重性，不適宜出外，

屬都被教導如何遵從，大家都格外小心

望著似懂非懂的陳婆婆慢慢冷靜下來，肯

的。隔離是一個措施，可怕的是那一份孤

接受餵食。聽到孫女説她愛吃蛋糕，同事

單無助的感覺。但願人與人之間的一個細

翌日特意買給她吃，陳婆婆一口一口，非

心安排、一份微小付出、一張被子、一杯

常享受地説好吃。這個甜蜜蜜的蛋糕，也

暖水......就像耶穌基督的言行。我們如此

是愉悅心靈的禮物。

行，眾人就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了。

又一回，病床上體弱的中年男人正跟

傅慧貞

日有幾十人確診, 求主讓我們繼
續做好防疫措施，不要鬆懈。

靈修分享

~ 求主賜智慧及能力給香港政府官

出埃及記三章1-12節

員能有效控制疫情，做好把關的
工作。
~ 請為學生們要留在家中進行網上
課程祈禱，亦為要實習的護生代
禱，求主保守他們的安全，讓他
們可以緊守防疫措施，賜他們健
壯的身體和專心繼續學習。
~ 為前線的醫護人員禱告，求主保

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耶和
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
裡。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起來，因為你所站之地
是聖地；又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
的神。摩西蒙上臉，因為怕看神。(出埃及記三章3-6節)

護他們，賜他們有強健的體魄，

最近在一場講道中被提醒，沙漠曠野中「荊棘被火燒著」本

同心抗疫，竭盡所能去照顧病

應該是常態的自然現象。但摩西就留意到荊棘「卻沒有燒毀」並

人。

抱著小心探究的心視這事為「大異象」而非過目即忘。
反照自己，我們在這沒完沒了卻又難
以觸摸的疫情、社會時事以及繁重工作當
中，開始變麻木了嗎？開始習慣「不尋
常」了嗎？都運用上同一套慣常的視角、
態度去對待「病者第一次經歷的不尋常」
嗎？而更重要的是：
我們還記得敏銳神的聲音嗎？敏銳身
邊發生的事情嗎？

被委以重任的第一個反應也會如此。有的是出於謙遜；有的是出
於退縮；有的是由衷的「不知道」；也有的，是忘記了。
每天按時回到工作崗位，我們不曾遲疑過作為「護士」的身
份。可是，「下班」以後呢？制服卸下、工作證放下之後，護
士的專業知識繼續伴隨著我們。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見意外發
生、遇上傷患，我們有「隨時上前給予幫助」的預備嗎？
再者，基督徒這個身份，神必與我們同在這個應許，更是無
時無刻存在於我們生命當中。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
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
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
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
耶布斯人之地。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我也看見埃及人怎
樣欺壓他們。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
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出埃及記三章7-10節)
病人的痛苦，神聽見了，交在我們手裡要轉達醫生。同樣，

摩西對神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

我們難言的苦情和軟弱，天父肯定都看見了、聽見了。祂不但必

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神說：

與我們同在，更會為我們興起帶領的人、安慰的人。而我們當作

我必與你同在。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

的，是時刻銘記「基督徒護士」這兩重全天候的身份、職責，不

後，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我；這就是我打發

自高也不妄自菲薄，為主所用、作主無愧的工人。

你去的證據。(出埃及記三章11-12節)
「我是什麼人」很多時候，我們突然

願主為我們添力。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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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遊獅子山

書名: 瘟疫有藍天──從公共衛生史與聖經談起

你是猶大的獅子，必爭戰得勝。

作者: 張文亮
出版社: 校園書房

2

020年，瘟疫全球大流行的日子，我們都被「
看不見的敵人」衝擊我們的生活，改變許多

人一直以為有價值的事。

只是嚇人；真正令人最感到可怕的，都是看不
見。一場至今還未完結的作戰，因此我們不要
說：「我若沒有看見，就不信」。小小的病毒在
告訴人，有上帝。

張文亮教授一書《瘟疫有藍天──從公共衛
生史與聖經談起》正正在瘟疫蔓延時、各國各方
仍尋找方法面對危機時，先用公共衛生醫學史及
聖經揭示的傳染病防治。

作為基督徒的醫護群體，實踐愛人如己是我
們畢生學習這門專業的目的。疫情前，我曾經聽
涉身於這個矛盾交錯的社會中，
每日都有新的困難，新的衝擊挑戰你價值。
你會如何面對？依靠什麼呢？抓緊的又是什麼呢？
讓我們在這天結伴同行，
一起勇於挑戰逆境。

過有牧者分享「每週進出醫院大門的人比進出
教會的人多」；疫情發生後，為大眾健康緣故，

我是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高峰期、停工

教會實體的聚會也被迫停止，唯獨進出醫院的人

停課期間在網絡上遇見這本書名，一見便毫不猶

次沒有停下來。人類不是第一次面對傳染病，也

豫買下。書中收錄了36篇文章，每一篇的題目都

不會是最後一次面對傳染病。我們的專業身份是

貼近生活，只看題目已經引領讀者的思考及好奇

否有更深一層的屬靈使命？對於基督徒的醫護群

心，如：「為什麼會發生瘟疫？」、「戴口罩上

體，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書，幫助我們解答很多

教會，是比較沒有信心的行為嗎？」。

瘟疫帶來的生命課題，又或幫助我們反思疫情對

張文亮教授除了 用 歷 史 、 知 識 及 聖 經 解 答

快速自我改變的竅門 1.0

生命價值觀帶來的啟示。

外，亦用自身的經歷令文章加添情意。用愛與智

疫情不能隔絕上帝的愛，正如張文亮教授用

慧回應一場人類與看不見的病毒作戰原則。第

他妻子的生活為例，妻子外出時也會帶上口罩，

一、要以人的生命安全高於國家利益、海外經濟

但同時也是會給丈夫眉目傳情，超越口罩的限

利益；第二、公佈事實，不誇大疫情、不接受壓

制。

力、不為特效藥宣傳、不屈從政治，美化數據。
以及用真理與知識分析作戰策略的由來，如居家
健康、隔離十四天、噴消毒液的起源等。閱後，
更了解世界的公共衛生史，同時發現原來聖經裡
頭滿滿有防疫的智慧，重新令讀者深思誰是公共
衛生史上的先驅。

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 2021年1月份聚會
25/1/2021 下午1830 樂富港鐵站A出口集合
費用全免‧歡迎護士及護生赴會
查詢: 23698512 Mandy 報名: www.ncf.org.hk

疫情亦提醒人生命的主權在上帝手中，人需
要謙卑；從聖經裡頭看見在醫治裡的科學知識是
有上帝的旨意；醫治裡的功效是有上帝的能力；
醫治後的復原是有上帝的恩典。所以，醫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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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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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為護士及護士學生而設，讓他們可以在高壓的工作及學習環
境中，突破個人的限制性信念，消除負面情緒，增強個人的正面思
想及正能量。由於潛意識控制著我們90%以上的思想，認識潛意識的
運作，並有系統地改造潛意識的模式，能快速改變過去固有的壞習
慣，成為情緒管理的高手，從而創造新的生活，啟發個人的潛能。
此課程亦會透過基督教的信仰整合，讓我們重新認識上帝給我們的
召命，切實地活出信仰。

課程內容
1 認識潛意識、輕鬆減壓法及提升睡眠質素、基督教的信仰整合
2 認識次感元、建立親和感、了解自己和別人的思考模式
3 如何快速去除壞習慣、負面情緒及增加正能量
4 如何克服恐懼症、面對批評及心錨的設定
5 教授: 快速眼動療法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
EMDR被認為是治療創傷後壓力症 (PTSD) 的一種非常有效的心理治療方法課
6. 處理憤怒和寬恕法

共衛生學其實是順著上帝旨意來幫助人的學問。
「每個得醫治的人，都帶著神跡。」

書中更重要的是 讓 讀 者 反 思 生 命 教 育 的 內

熊丹

涵，從疫情中，發現原來我們一直看得見的，都

日期: 7/1, 21/1, 4/2, 18/2, 4/3/2021 (隔周二舉行, 共五堂)
時間: 19:30 - 21:30
地點: 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會址 (長沙灣道137-143號長利商業大廈11字樓)
費用: 會員$100, 非會員$500 (會員可以帶一位非護士的朋友報讀, 但須以非會員價報讀
護士/護生可申請成為會員，詳情及申請 https://ncf.org.hk/成為會員/)
導師: 國際認可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NLP) 高級執行師、傳道人
報名: www.ncf.org.hk
查詢: 2369 8512 Mandy
主辦: 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

每月金句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
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
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日期: 4/1/2021 (每月第一個星期一) 時間: 21:00 -22:00
報名: ncf.org.hk 查詢: 23698512 Mandy 或 Whatsapp 90174513

(哥林多後書12章9節)

透過視像聯繫，與弟兄姊妹一起禱告，
為新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和醫護人員的健康守望。

護「事」
話你知

愛與 責 任

日

前，探訪一位叔叔。60歲。他患有嚴重糖
尿引致腎衰竭，所以要開展家居洗肚，每

日三次。
因為糖尿上眼，叔叔要靠太太幫助他洗肚。
他的太太非常機 靈 ， 每 一 個 步 驟 都 做 得 很
好，爽快利落。提問她有關的課本知識，她皆答

後就要立刻趕回家幫叔叔洗肚。
家訪期間，叔叔一於「濶佬懶理」，對太太
粗聲粗氣，顯得非常不耐煩。
離別前，我向叔叔表示，娶到這樣的太太真
是三生有幸，要感謝太太既付出。

你是否受焦慮、強迫、困惑、空虛等情緒困擾？
透過閱讀、討論和分享，引導讀者明白「情緒」是身心健康
的指南針，做好預防和自我療癒工作，改善自己和身邊人的
心理質素，享受身心健康的生活。

叔叔低頭不語。

得快而準。
太太的付出不是為了搏取讚賞，而是出於對
原來她的太太每天也要兼職兩份工作，放工

讀書組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個負面情緒管理法

丈夫的愛與責任。
Kat

日期:12/3、26/3、9/4、23/4/2021(五)

報名:ncf.org.hk

時間:19:30

查詢:23698512

- 21:30
地點: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會址

Mandy 或
Whatsapp 90174513

費用全免(只接受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會員報讀，會員申請詳見ncf.org.hk)

** 以上聚會將因應疫情而有機會改用Zoom視像會議形式進行 **
歡迎讀者以電郵回應，給予讀後感或建議，讀者可電郵至info@ncf.org.hk 回應。本刊物由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出版，刊物內所發表的文章，純屬筆者的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機構的立場。如欲轉載，須獲授權，請聯絡本團契。
如欲停止收取本團契通訊，請將閣下資料傳真或電郵本團契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