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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佈道方面，要預備合適的工具，我們建議以圖畫
為主，可減少語言及知識水平的障礙。還需要「靈巧」
的心；在某些禁止傳福音的地方，我們可借助「健教」
的工具，把福音溶入其中。例如－肥皂洗手，可引伸為
基督寶血洗淨我們的罪等，有智慧地與人分享福音；然
而，在語言方面，我們需要找當地翻譯協助；在禱告方面，
隊員絕對有機會直接或透過翻譯用禱告來服事就診的村
民，特別在有限的醫療設備及資源下，神蹟醫病的大能
是我們所渴求的。「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
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
罪，也必蒙赦免。」(雅 5：14-15)

醫療短宣的長處
有些地方不歡迎他們眼中的異教人在其村落活動，

但因著免費醫療，他們會願意接納基督徒入村的，如泰
北及緬甸的佛教村落。醫宣隊很多時會與當地教會合作，
在教會中開診，很多村民就開始他們的第一次踏足教會
了。一般的佈道探訪隊要逐家逐戶登門探訪，而醫療隊
則只需在一個地點，村民便會聞風而至，一個下午可開
幾場佈道會呢！因為我們安排村民聽了佈道會及「健教」
才安排他們見醫生！

以下是參加者的一些迴響：

引言
醫療短宣的目的是集合一群有醫療知識、技術的基

督徒，如西醫、牙醫、物理治療師、護士等，用一至兩
週的時間去到一些有需要的地方進行贈醫施藥及健康教
育等服務，藉此見証基督的福音及傳揚神的大愛。

我們的服事對象通常是住在貧窮落後地區；需要免
費醫療的未信主群體。當然也可以同時服事當地的肢體，
但前者是我們的主要對象。

我們期望隊員清楚明白醫療宣教的目的，並且是願
意投身學習與服侍的醫護人員。而那些非醫護人員，我
們可作個別考慮，因我們也需要善於佈道的肢體，但一
般分工時，醫療人員也需兼顧佈道的工作。參加者除了
已接受水禮及由教會牧者推薦外，也願意接受文化差異
的挑戰，務必參與出發前之集訓，約每月一次，共四次。
在集訓中，除了有禱告及工作籌備外，我們還會邀請嘉
賓分享差傳、短宣的概念、短宣與個人生命、屬靈爭戰
等課題。我們也期望參加者願意出發前，服從本會之安
排及集訓；在工場時，服從當地負責人及領隊之指導工
作及生活安排；回港後，將是次體驗及異象與人分享。

隊員裝備
在醫療方面，作西醫的，要瞭解當地的流行病並重

溫資料，因有很多病症是香港不常有的；作牙醫的，在
港預備一切工具及消毒物品，某些需要清水的治療則需
要留意當地的供水情況；作護士的，需要預備健康教育
(「健教」) 材料，而材料需配合當地的生活環境，受眾
的知識水平及文化禁忌；使用藥物方面，需要考慮在香
港還是在當地購買藥物，這事前必須清楚了解當地的藥
物供應情況。

何姑娘

( 香港醫療動員會發展主任 )

醫 療 短 宣
主題文章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
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
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太 9:35, 36)



我上了寶貴一課
馮醫生

回想若不是打著醫療服務的旗號，我們又怎能進入
緬甸這封閉的國家呢！更不用說到這裡傳福音。來求診
的人來自四方八面，就連和尚、軍人及地方官員都慕名
而來，縱然基於政治因素，我們不能直接向軍人和官員
談及神的大愛和救恩，但身為神的用人，我期望可以透
過行為和態度去為主作美善的見証，因此，我時刻督責
自己要活出基督的樣式 --- 以柔和謙卑的心去愛和幫助
所有人。

在透過診症後，取藥前的禱告時間，讓病人知道醫
治的權能不在醫生或藥物，是神醫治的大能和權柄，或
許藥物能暫時減輕他們身體的痛苦，但是主基督的救恩
和赦罪卻能帶給他們永恆的生命和喜樂。在診症中，曾
遇上了一位瞎眼、手指畸形及心臟衰弱的病人，明白到
自己的資源有限及能力不足，令我學會了透過禱告求神
醫治他們，並賜下聰明和智慧，讓我以有限的能力給他
們提供最大的幫助。神亦讓我大開眼界，見識到從未見
過的病症，開過從未開過的葯物，在醫學知識方面，我
上了寶貴的一課。

垂死的孩子得醫治
何姑娘  ( 護士 )

記得在某次的短宣中，醫療隊遇到一位約 10 歲的男
童來求診，他的面色青白，腹脹，而且面部、腳部及全
身都有浮腫，短宣隊的醫生謂他可能肝、腎衰竭，情況
嚴重，我們決定即時送他入院並同時向他傳福音及禱告，
那時他決志信主了。他只留院一天便給當地的醫院送回
家，因當地的醫生說他無藥可救，只有回家等死。我們
知道後也感無奈，也忿恨當地醫院居然如此對待病人。
相反，我們的主是充滿憐憫的，透過當地的傳道人每天
都去探望他，並為他祈禱，三年後的一天，他站在我的
面前，現在的他健康、「靚仔」，比較我腦海回憶起的
病容完全不同，感謝主！我得見神醫治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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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醫療短宣之旅
梁姑娘 ( 護士 )

我們香港一共九位醫護弟兄姊妹，棉蘭有 3 位，韓
國肢體有 4 位，一共 16 人參與是次醫療服待，一共有三
天下鄉診症。

由於在當地要轉乘只有 12 個座位小型飛機，因天氣
大霧及有煙霞，經常不能起飛，故此我們各人操練禁食
禱告，為飛機依時起飛及降落交托 ! 感謝主，讓我們禱
告得蒙垂聽，我們很舒適地到達目的地! 但上飛機之前，
已收到消息，四位坐車先前往的隊工，有一輛車發生意
外，車身嚴重損毀，感恩主的保守及車內彈出的安全氣
囊 (Air bag) 保護，司機及乘客都沒有生命危險，只受了
輕傷，哈利路亞，讚美主 !

今次所去的三個鄉村，其實都是回教村落，不方便
直接傳福音 , 我們替每一求診者按摩，藉此按手禱告及
祝福。

三天開診，一共有接近 700 位村民應診，真是忙個
不了，負責健教兼按摩的肢體，3 位努力診症醫生，藥
房及各翻譯都停不了，但每個人仍帶著喜樂的心去服事，
感謝讚美主 !

 回程時因天氣關係，飛機決定停飛，因而要租用兩
部車，需要 12 小時回程，感恩當中有平安及順利，以致
我們週日能趕及到教會，講道及見證分享。

 

印尼醫療短宣隊 2015
吳醫生

我們的團隊合作精神體現在應付眾多求診村民及應
付突發意外的能力。村裡求診者真的很多，整天都有很
多人在診所附近聚集等候診治。然而，我們卻能在六個
多小時完成最多接近 320 個的診症。在這樣繁重工作量
中，我們整隊如同一人的，有效率的作健教、分享福音、
診症、配藥、祝福禱告，這就是大家團隊合作的美好成
果。

在其中一日，短宣隊遇到一件很驚險的事。在午飯
小休的時候，在村莊教堂外面，發生了電單車交通意外。
兩名當地女村民的電單車意外翻側，兩人被拋落路邊的
去水渠位。其中一個左胸及上腹受重創，另一個左手肘
及下肢受傷出血。在同一時間，又有一個有腦癇症的小
妺妹腦癇症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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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心想 : 電視劇才有這樣巧合的情節吧？可是由
於情況危急，我們整隊人想也不想就立時把手上的食物
放下，迅速一起去處理這個局面。

神真的有足夠的預備，慶幸那是午飯時候，我們才
有足夠的空間去處理這三個急症。很快的，我們各人已
自動的分成三組人去同時處理這三個急症。先是左上腹
受創的那位，由於發現腹部及肋骨位有明顯的傷口及觸
痛，懷疑是脾臟受創，於是我們很快就決定用我們的車，
並由當地醫生護送到附近醫院去急救。至於那個手腳流
血的女子，經過檢查後幸好發現只是傷口較深及受驚，
敷藥包紮及祈禱安慰後由家人陪同離開。那個抽筋的小
女孩就抽了足足半小時才開始停止。事後向她媽媽了解，
原來媽媽以為女兒是被鬼附，所以一直都以一些民間的
古法去處理。經過一輪詳細的解釋，最後媽媽才明白這
是腦癇症，是有藥物可以預防的。於是把診斷及建議用
的藥都寫下交給媽媽，並幫助她到當地的診所就醫，亦
同時教導了家人及當地人正確處理正在發腦癇的病人的
方法。

 

緬甸之旅
卓弟兄 - 護士學生

Min-Ga-La-Ba（緬甸話），即中文的「您好」！
正當同學都紛紛去長途畢業旅行，我選擇了短途旅行，
為要回應四年前柬埔寨短宣的感動，為神再一次「豁出
去」。同時亦讓我知道「醫護」這個位份來得很矜貴又
很派上用場　──　有些國家或地區，若非有特殊的理
由，抱著「基督徒」這三個字根本難以進入。

我們今次去的是緬甸南部的村莊（KK 村）。五年前
發生了一次風災，死了數以萬計居民。幸有短宣隊為該
村盡心盡力地作災後重建及建橋修路，使村長及領導十
分感激，卻說明不能在村內傳福音的。

有幸作為第一隊醫療隊去到這條村，贈醫施藥這個
服事來得很觸目，在隊中我的角色是「健康教育」。每
一節我們的流程都是如此：先由我開始向大眾做一些肌
肉鬆弛運動及講解一些健康題目；及後便由祈禱小組向

他們講福音並即席作決志祈禱，若有感動便可留於祈禱
區繼續祈禱；然後便如普通診所般等候、看症、交藥單、
執藥、派藥。

在派藥的時候，當然不能錯過這「一對一」的機會，
再為他們祈禱。四天的服侍總共有五百多人來過就診，
雖然我只負責了很少派藥，但卻在每個就診者中著力為
他們的需要而祈禱，而這四天禱告的次數，相信是平時
三數月的總和吧。

短宣成長
鄭姊妹 ( 醫學生 )

這是我第一次去短宣，所以感覺很新鮮，對很多事
的印象也很深刻。

醫生看診時，還會有一大堆的小朋友聚集，我也會
忍不住，要和他們玩玩。緬甸小朋友天真瀾漫，笑容真
摯。跟成年人溝通，很多時會語言不通，需要透過翻譯
才知曉他們說什麼。但是小朋友卻是不一樣的，只是看
一看他們的臉，很多事情不用說也知道了。其中有一群
小女孩，待在我們看症的地方一整天，有空再走過來跟
我笑一笑。她們又會拿著橡皮圈，弄不同的花樣給我看。
雖然她們沒有說（又或說了我聽不懂），但就是讓我感
到一份很親切的感覺。當天的活動完了以後，我準備走
去孤兒院作探訪的時候，小女孩們很熱情地挽著我手，
跟我一起走過去。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小女孩們也是
從孤兒院來的。

那一刻，我突然在想，這些女孩將來長大了會是怎
樣的呢？在緬甸這地方，究竟人民有沒有可能在階層梯
子 (social ladder) 向上爬呢？其實我也聽過，緬甸的小
朋友，有很多給父母賣去當童工，不要說沒錢唸書，根
本就沒時間，沒機會唸書。在孤兒院的小朋友已經是好
一點，至少他們還有讀書機會，只不過是能唸到什麼程
度就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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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請看頁 16 )

苗族是一個歷史悠久、分佈較廣的民族……，苗族人民由於多次遷徙，所居

住的地理環境不同，其風情有一定的地域性，形成了絢麗多采、內容豐富、

形式多樣，各具特色的風情風俗。解放前，苗族沒有自己的文字，風情沒有

文字記錄。自 ______、_______ 改土歸流以後，漢族才陸續進入苗族人民居

住的區域……，開始對苗族的一些風情進行了解，苗族的風情也零星地見諸

於文字。

A. 南北、隨朝

B. 唐朝、五代十國

C. 宋、元朝

D. 明、清朝   

差 傳 冷 知 識

貧窮，可能就是一世子擺脫不了的事……。

我最後的結論是，我只能留在緬甸 11 天，能做到的
真的很少。就算以後，我每一年也回來，那又如何？ 我
這微小的一個人，能帶來多大的改變？所以，我為緬甸
的孤兒、小朋友禱告。真的，真的，很希望他們能認識
神。唯有我們的神，才是給人平安的神。

 

在這個短宣之中，其實，也要感謝我的團員。他們
有些和我一樣是第一次去短宣，有些已經去過很多次。 
從他們身上，我知多了關於緬甸，關於短宣，我學到了
作為醫護人員可以怎樣被神使用。每一早的晨禱會和每
一晚的分享時間，讓我更加了解如何去明白神的心意。
另外，我們作為一隊人，有醫生、護士、牙醫、醫學生
及護士學生。我們合作，在神之內，把神的愛行動出來。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第 8 章
28 節就是這個意思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