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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育兒
看 人生

編者語
疫情至今年半有多，我們的工
作，服侍和家庭也許有著不同形
式的轉變。這次邀請到兩位肢體
分享在工作和家庭上的反思和體
會。

事工消息及代禱事項
1) 請為新學年院校團契禱告，求主
加能賜力給團契職員去策劃及帶
領團契的發展，在校園裏見證神
的榮美。
2) 請 為 今 年 畢 業 新 入 職 的 護 士 禱
告，求主加力給他們有好的適
應，懂得平衡工作、生活及作
息。
3) 請 為 在 前 線 辛 勞 工 作 的 護 士 禱
告，求主加能賜力給他們，保守
他們身心靈健壯。
4) 感謝神！護士團契已聘請了兩位
新同工接替兩位即將離職的舊同
工，求主加能賜力給新同工有好
的適應，祝福舊同工離職之後的
生活有好的適應及發揮。
5)9月6日及10月4日晚上9時至10時
舉行Zoom視像祈禱會，透過視像
聯繫，與弟兄姊妹一起禱告，互
相守望。    

離任同工
周紀炘弟兄（資深幹事）於8月
31離任，感謝同工過去的擺上。

到任同工
李竹修姊妹8月2日到任文職幹

回

想陪伴女兒成長這段日子，很深體

很不好受。但這是出於對她的愛，讓她

會天父爸爸的愛。

懂得自己入睡（這應是每個孩子的天

       記 得 數 個 月 前 帶 著 阿 女 到

性），我倆也學習一起禱告，把這段難

酒 店 staycation，甫進入房間不久她

捱的過程交託。

很興奮地走來走去，一不小心地跌倒，

   很感恩地，由第一個晚上她哭了差不

前額剛巧撞在床邊櫃的支架上，額頭頓

多45分鐘，到第三、四晚哭了兩聲便乖

時腫了起來。她當然是哭得很厲害，我

乖入睡，對於我倆痛苦的過程撐過了！

倆也心痛非常，立即抱她入懷盡量安撫

天父爸爸不也是同樣嗎？

她，給她點安全感，再評估她有否任何
異樣。那一刻也很自責，因為作為父母
的我們還未熟悉環境下，便讓女兒興奮
的四處走動。感謝神，最後也慢慢的消
了腫，她仍然能好好進食和玩耍！當
然，我倆也汲取了教訓；但更深的體會
是原來當孩子很痛苦難受時，情願難受
的是自己而不是她，天父爸爸不也是同
樣嗎？
      記得有一段日子，每個夜晚抱著

   很多時候我們經歷難過痛苦，或傷心
流淚，有否懷疑天父到底在何處？原來
祂一直也知道和明瞭我們的處境，只是

著入睡，放下大哭，再抱再睡，再放
再哭，不斷循環的發生著，令我倆很
困擾。我們曾試過把她放在我倆的大床
上，她卻不會哭(不知道是氣味不同，
床褥軟硬不同抑或甚麼原因)。但基於
我倆想堅持孩子要自己睡在嬰兒床的原

事；林淑英姊妹於8月16日到任

則，參考了不同弟兄姐妹的經驗分享，

前線幹事，歡迎兩位加入。

最終決定把她放回嬰兒床後，我倆便離
開房間，聽著她聲嘶力竭的哭著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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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場上每一次飛灑汗水，每一次就讓自己不斷的提升，每一次不斷的超越。

父親節這天  慶祝細佬生日
賺再多的錢  住再大的屋
也比不上一家人齊齊整整 共聚天倫
遇上女兒進入trouble two 階段
回想爸媽在自己最最最反叛的時期
繼續無條件的愛
才有今天的我
呈呈是天父賜我倆很大的禮物
盼望將來
她也會同樣認為
父母  是天父給她的一份祝福」

很可能為著讓我們生命能成長，少不免
要面對那些不順意，甚至是難明難受的

   在這歪曲悖謬的世代要好好按聖經教導

事。在流淚時，祂其實同樣感受到，祂

教養孩童，真的很不容易。跟大家分享早

的愛未曾減少，祂也從未離場。我們也

幾天「爾道自建」釋經靈修的其中部份：

這樣愛自己的孩子，更何況是我們在天

教養孩童走當行的路。使他到老也不偏

上的父？

離。（箴言22:6)

自己最近在社交媒體有過這樣的帖文：

第6節：「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

才半歲的女兒入睡後，甫把她放回嬰兒
床，她便哭個不停，扭著要抱著，抱

文:俊

他也不偏離」，這是不少父母的金句，他

「因著女兒的到來
暫別了教會和護士團契的服侍
遇上世紀疫情
好一段時間  工餘就是湊女
二人世界被推到一旁  
metime更不在話下
連奔跑綠茵場的感覺  也變得陌生
對於一個愛好social
卻過著anti-social模式的人
湊女很明確和滿足  卻差點迷失了自己

們都期盼子女一生走在主的道上。其實，
這也是父母的責任，需要教養孩童走「當
行的道」，這是一條怎樣的路呢？不是「
主」的道，也不是「父母」的道，乃是「
他當行的路」(新譯本)。智者似乎是暗示
父母應尊重孩子的個性或本性，按著他們
的資質來教養。有學者指出，「道」這個
字在《箴言》一共出現了18次，每次都是
指生活方向和道德品格。故此，父母要把
握時機，使孩童學習及走向生命，以致他

父親節這天  適逢女兒一歲半
謝謝太太的禮物 - 提醒和鼓勵我
是時候  重覓人生的方向
是時候  重新出發
是時候  讓自己進步

們一生持守著，到老也不偏離。智者使用
「教養」是有更深一層意義的。「教養」
在其他經文總是指向神奉獻(參申廿5；王
上八63；代下七5)，父母大可以仿傚所羅
門的做法：當所羅門獻殿時，父母可以把
孩子獻上和走在智慧之路上，就是使孩子

在紛亂的世代  隨波逐流太容易
父親節這天  適逢嬰孩奉獻禮
再一次提醒  甚麼才是最重要
再一次提醒  諾呈名字的意義
再一次提醒  這非我獨佔的人

走在道德和敬虔的教育中。(麥耀光。30/6
敬畏耶和華。「爾道自建」釋經靈修）
   育兒，是很深的學問。如何不讓孩子成
為自己的全部，是更深的學習。

“在這世代見證主是信實守諾的，也是

在艱難的世代，按真理養育孩子定會面對

提醒爸媽要呈獻給上帝的一個生命！”

不少衝擊和困難，願我們更能彼此分享守
望，彼此提醒扶持。
共勉

現世代 基督徒護士

是被祝福的一群

我

文:熊丹

很感恩，可以幸運地成為現世代的護

樣，但面對這份震憾我心靈的召命，我相信我們

士；當中，我更感動我有著現世代基督

彼此在現世代都有同等的呼召，因為上帝不會只
呼召我一人。有人的地方就需要護理，護理工作

徒護士的身份。
護士這專業經歷二百年，兩個世紀期間有三個
階段的演變：第一個階段，以疾病為中心，著
重看病、不看人，工作內容就是打針、派藥。
第二個階段，以病人為中心，開展評估診斷、
實施評價，採用科學的工作方法——護理程序
來做護理。第三個階段，以人的健康為中心，
考慮到生理、心理、精神、文化、社會多方面
的因素，護士的服務對象不再僅是生理上的病
人。二百年後，護士服務場所由醫院延伸到社
區和家庭；新冠疫情當中，護士服務方式更從
傳統的面對面，加速發展延伸到線上，遙距護
理在現世代不再是夢。有人的地方就需要護
理，進入人群是我們的工作。現世代的護士需
求比我們以往想像的更大更大更大。所以，當
聽到一些人形容護士的工作是「服侍病人」，
我都很想回答：「不！不只是病人，應是『服
侍人』」。

護士隊伍，例如不斷提高護理的質量、減少不良

知識下常存謙卑、無私；要在全球面對新興傳染

感謝神，HKNCF已經成功聘請兩位幹事接替即將離職
的兩位同工，讓團契的事工得以薪火相傳，繼續關顧
牧養護士和護士學生。藉著這次聚會，可以傾聽兩位
舊同工的事奉心路歷程及臨別感言。誠邀關心護士團
契的弟兄姊妹出席一同數算主恩！

病下常存勇氣、喜樂，一點也不容易。基督徒護

日期: 30/8/2021(Mon)      時間: 19:30-21:00

的作業、維護人類的健康、發現人群身心社靈的
需要等。但今天的護理工作挑戰很大，要在眾多
沉重工作中常存憐憫、溫柔；要在擁有更高專業

士間需要彼此牧養、彼此輔導和彼此守望；一天
晚上下班後其實已很疲累，但因平日晚上需要進
修上課都沒法經常出席護士團契，於是當晚我便
決定參與團契了。回家後，我的丈夫對於我參與
團契表示很驚訝：因為出於愛，他知道我那星期
工作較沉重，猜想我會選擇回家休息。但這些時
候，越工作繁忙代表接觸的人群可以越多時，我
更感到需要上帝的同在，需要抓緊聖經的知識幫
助我生命建立底氣，需要多聆聽主內的聲音，內
裡的素質才能夠在不同的挑戰下顯出堅實，以至
可以正面影響另一個生命。

2021年國際護士節主題為「護士：引領之聲—
—未來醫療保健的願景」，現世代的護士的使
命不一樣，從前只被看為服侍軟弱的人，在未
來具有「領導」作用。上帝在未來要更深地使
用我們的身份，然而問題是我們如何回應這份
召命？

這份工作不是一直只有不斷服侍人與付出愛，
當我閱到聖經中「You’re blessed when you

care. At the moment of being ‘care-full,’
you find yourselves cared for. Matthew 5:7
MSG」我深感被安慰，在每一個照顧人的時刻，
我們都會被上帝充分照顧。現世代基督徒護士是

每位基督徒護士的崗位與信仰經歷雖然都不一

靈修分享

中需要一班具備同理心，尊重生命，認真工作的

作義人

有時候想轉換一下心情，又或者想裝飾一下家居，
打造一個迷人的小花園！今次就為大家開辦微盆景
DIY工作坊，讓你發揮無限想像你，享受悠閒愉快的
藝術體驗。
QR code報名

被祝福的一群。

日期: 27/9/2021  時間:19:30-21:00
文:進

最

近和團契弟兄姊妹一同靈修馬太福音，
讀到馬利亞從聖靈懷孕，不明就裡的約
瑟是個義人，不想明明的羞辱她，想暗暗把她
休掉，幸而神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明一
切。

種指責讓人無地自容，能達到令人悔改的效果
嗎？

名額: 15人       費用: 自由奉獻

站在約瑟一方，情感上、道德上，公開指責懷
疑出軌的未婚妻，在今天世界的標準，實在合
情合理。然而，約瑟顧及了馬利亞的面子和自
己的感受，只想「暗暗休掉她」作罷。

心中反省，在這世代，該如何作一個義人呢？

馬太福音18章又說，若弟兄犯錯，應先趁只有
他和你一起的時候告誡他，期望他悔改，免得
失去了你的弟兄。

有時遇到不公不義，遇到人犯罪，很容易就理
直氣壯地指責他人的不是。但想深一層，若這

願主帶領我們，作一個榮神益人的基督徒，阿
門。

25.10.2021(Mon)
19:30-21:00

通識 與護理

護「事」
話你知

以上聚會地點: 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會址

機

緣巧合下，訪問到一位印度裔印地文Hindi傳譯員，了解到不少印度文化對醫護工作的影
響。原來印度教徒認為水痘（還有不少病，不在此贅）是得罪神明所致，生病時神明會短

(長沙灣道137-143號長利商業大廈11字樓)
查詢: whatsapp 9017 4513

暫住在人體，服用藥物醫治反而會冒犯身體內的神明，令病情變差。他們認為只要與神明和好，
進行宗教儀式（拜神），就會得醫治。其實這有點像聖經舊約，以色列得罪神，神降下瘟疫；以

每月金句

色列人悔改，神就把瘟疫挪開。所以，有時在隔離病房遇上患水痘的年長印度教徒，往往花上一
番唇舌，請來傳譯員助陣解釋，方可令治療方案得以順利進行。通識、了解不同文化，對護理十
分重要。
文:進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  
(詩篇126章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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