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 近 看 到 救 世 軍 領 袖 培 訓 中 心 的 Facebook帖 文 ， 談 及 有 關 救 世 軍 來 華 的
故事。原來早於19世紀末，已有本軍軍官被差派來華視察；在倫敦有華人軍兵
協助首批將要來華的軍官認識中國。本軍正式在華開展工作以先，原來神已經
差派僕人作了許多預工，可見神對中國人的愛何等深厚。
今期主題信息特別邀請了中國事務部的資深行政同工陳美儀姊妹，分享她
在內地服侍的深刻經歷和感受，盼望她的分享能激勵我們更多關心內地事工的
發展及需要。除禱告記念外，我們也可以行動支持，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克己
運動，籌得的善款除了支持國際克己運動基金外，亦會支持中國事工，讓我們
都以行動回應不同地區的需要。
本軍的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劃（計劃）推行「伴你心中願」支援
服務，協助院舍長者完成未了心願。本軍德田長者之家院友方伯，便在計劃及
院舍同工的幫助，以及家人的支持下，完成了一個讓他心靈滿足的願望。今期
生命故事訪問了方伯及計劃同工，細說如何為長者圓夢。計劃現正招募義工，
陪伴長者完成未了心願，有志者請登入相關網頁填寫義工登記表，或了解計劃
的最新動向。

下期主題：起來，回應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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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 加 油 站 —

退修

Retreat – recharging your soul

有

人說：「休息是預備行更遠的路。」
是否真的呢，就要看看你如何享用假
期了。記得約在七、八年前，當時還在部隊
事奉，有一次決定要休息幾天作生命的退修，
於是通知了幹事及弟兄姊妹，突然收到幾
位同仁發出鼓勵與欣賞的信息：「好好的
休 息 」、「聰明的選擇」、「第一次聽到隊
長需要退修」、「等你充電回來的分享」……
當時很詫異他們有這樣的回應。那次不負自
己和眾同仁的期望，在退修的過程中，身體
上得到很好的休息，心靈也因着專注於祈禱、
讀經和閱讀而得到屬靈的飽足。自此，每年
我都會抽幾天作個人的退修活動。
雖說是個人退修，但也需要充分的準備，
選擇營地、行程，預備聖經、書籍（我通常
都預備三本不同主題的書籍），當然要加上
不接觸手機、電腦，我甚至連一切傳媒、收
音機及電視都一一避開。四月用了兩星期休
息，除了頭一、兩天處理家務外，一天到了
道風山安靜默想，三天到了衛理園退修，這
次宿位安排在「明陣」旁邊，我可以不斷在
「明陣」中踱步以作默想、祈禱和讀經。另
外的日子，除了幾天下雨，我都選了戶外登
山和到臨海的地方作靜修和閱讀。
我享受平日忙碌的節奏，我喜愛運動保
持身體健康，我愛慕靜修閱讀保養我的靈命。
弟兄姊妹，我們每天都十分忙碌，當然想在
休息的日子可以活動活動。退修不一定是靜
態的，但必定是少作勞動，多作默想。讓休
息成為我們身心靈的加油站，預備行更遠的
路。
提摩太前書4章8節 ：「 操練身體，益處

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
和來生的應許。」

S

ome say, ‘To rest is to prepare for a longer journey
ahead.’ Whether it would be the case depends on
how you spend your holidays. About 7 or 8 years ago,
when I was serving in a Corps, there was once I decided to
take a few days off for a retreat of life. After I notified our
local officers and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I received
messages of encouragement and appreciation from a few
comrades: ‘Take some good rest’, ‘Wise choice’,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 heard a Corps Officer needs a retreat’,
‘Share with us after you have recharged’… I was surprised
at these responses then. On that occasion I didn’t let
myself or anyone down. During the retreat, not only did I
get some good rest physically, my mind was also
spiritually nourished as I focussed on prayers, bible study
and reading. Since then, I would spend a few days on
personal retreat every year.
Even a personal retreat needs to be well prepared:
choosing a campsite, planning the itinerary, preparing the
Bible and books to read (usually I prepare 3 books on
different subjects). Of course, I won’t access my mobile
phone or computer. I even avoid all kinds of media, radio
and the TV. In April I was on furlough for 2 weeks. Apart
from settling some family matters on the first two days, I
spent a day to quiet my mind and meditate at Tao Fong
Shan, and 3 days retreat at the Methodist Retreat Centre.
This time I got a room right next to the ‘Labyrinth’, where
I could keep walking while I meditated, prayed and read
the Bible. On the other days when it didn’t rain, I went out
for hiking, or reading and meditation somewhere by the
sea.
I enjoy my busyness on regular days. I like
exercising to stay healthy. I love quiet meditation and
reading to keep my spiritual life in good shape.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are all very busy every day, so we all look
forward to doing something else on our holidays. Retreat
isn’t necessarily in a sit-still activity, but definitely involves
less labour work and more thinking. Let’s take rest to
recharge our body, mind and soul to prepare for a longer
journey ahead.
1 Timothy 4:8, ‘For physical training is of some value,
but godliness has value for all things, holding promise for
both the present life and the life to come.’

陳美儀
中國事務部行政主任

我在

中國服侍
的日子

2000年 8月開始加入救世軍中國事務
部這個大家庭至今，筆者由一個本來
在商業世界打滾並且沒有信仰的「女漢子」，
蛻變成一位信靠神、常存愛心及樂於助人的小
羊，信仰的力量支持我在中國事務部工作這麼
多年。我每天都從無私奉獻的牧者們，以及經
常往偏遠地方工作的同事身上學習怎樣做到
「心向神 手助人」的精神。

從

回望已逾21年的服侍，一方面見證了內
地社會的發展進程、改變與需要，以及救世軍
在內地的策略和服務如何因應社會轉變而調
整 ； 另一方面，亦見證了中國事務部人與事
的變遷。回望過程中，腦海出現一幕幕快閃的
畫面：第一幕是初次踏進救世軍總部面試的情
景；上班後沒多久，便被派往廣西梧州市參與
中秋節派月餅予弱勢社群的活動；之後往廣州
市參加部門年會。出差往偏遠地區的點滴及至
今日中國事務部的改變仍然歷歷在目，心頭百
般滋味。
從行政工作開始
剛加入中國事務部時，筆者主要負責行
政工作。隨着對救世軍在內地事工的認識增
加，開始參與更多事工，由緊急救援（以最
快時間到達災區，提供物資與服務予受影響

群眾），到進行實地需求評估以便開展重建工
作，讓群眾恢復正常的生活；亦有參與發展持
續性的社區綜合項目。當中，社會服務更是機
構在內地的一個漸進發展方向。
初次參與救災工作是在湖南省的水災。
那時往受災地區探訪，看到人們因災害而失
去家園、失去親人、失去產業的景況；相比
自己在港的幸福，心感難受。在那次救災中，
學到很多珍貴的緊急救援經驗，例如怎樣分
辨大米；怎樣在公平、公正及公開的條件下
分派大米和其他物資；與當地單位商討整個
救災流程等，獲益良多，真的是非一般的學
習。
難忘家訪經歷
至今，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項目是某年與
軍官訓練學院學員們到廣西探訪幾間受援助
的學校，以及家訪受助學童。我們一行大約
六人探畢一間非常偏遠的村小後，就分成三
組，在已事先得到同意的情況下，每組跟隨
下課學童回家以了解他們的生活。
放課後，我和一位男學員跟隨一位非常
活潑的男孩從學校步行回家。對於從小到大
在城市生活的我而言，步行回校或回家頂多

只需半小時左右，一點也不辛苦。步行途中，
我問男孩每天從家裏往學校來回要多久，他
回答：「不太久！」我聽後不以為意。但很
快，我們的步伐已跟不上孩子了。他用很輕
快的腳步行走，甚至雙手放身後，邊行邊吹
口哨，而我們則已滿身汗水。忘記告訴大家，
當時正值七月，是炎夏的天氣，溫度約攝氏
37度，我全身已沒有一處地方是乾的！

能以此基礎成功在雲南省及四川省註冊代表
辦事處。非常感謝同事們的付出，大家為的
是能繼續在內地幫扶有需要的群眾。我想，
同行們一定感同身受。下面總結了我在中國
服侍的種種感受：

孩子非常乖巧和有耐性，不時停下來讓
我們休息一下。最後，我們終於到達孩子所
住的村落，不過，要到他的住處必須經過一
條小河。當然，小孩很輕鬆、很快便行過小
河到家，但因為河床中有很多長了海苔的石
頭，我（老人家）就需要兩位人士左、右兩
邊扶着才可過河。每次回想到此幕，真是印
象難忘。

可惜：自己不是有大能、大智慧去幫扶更多
有需要的人；

前人種因

後話：實在有太多回憶，太多畫面。未能在
此一一分享。有望再續！

後人得果

在中國事務部最大的轉捩點莫過於救世
軍成功地於雲南省及四川省成立代表辦事處。
回想當初法規出台後，因對新法規不太明暸，
許多在內地的境外非政府機構都在不同的政
府部門之間東奔西跑，了解相關法規和準備
有關申請文件。感恩因為有前人所種下的果
子，奠下救世軍在內地的穩固根基，讓後人

恩典：看到一位由滿腦子資本主義蛻變成仍
在認識父神的我；

哀 傷 ： 因意外而失去懷着愛心愛人的同工，
心痛得很；
喜 樂 ： 看到我們工作的成就，受惠人群的笑
容，是中國事務部每位成員工作的推動力；

感 恩 的 故 事

2020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救世軍在內地的工作並沒有停下來，我們持續透過兒童及
青年教育、社區綜合發展、社會服務等項目來支援有需要的人，亦因應疫情展開學校和社
區防疫項目。以下故事希望能讓你更明白我們在內地的工作。

位於雲南省西部邊區的霸遍村，大多數村民是景頗
族。由於當地沒有足夠的農田供他們耕種，經濟發展困
難。景頗織錦已被列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只有少
數景頗族婦女瞭解織錦技術。村裏有一位傳統景頗織錦
的文化傳承人石瑪丁，想教村裏的婦女學習這門技術，
讓她們能不離家就獲得收入。
為了幫助霸遍村婦女脫貧和保護景頗織錦技藝，
2019年到2020年兩年間，救世軍為當地婦女提供培訓
經費，並為想發展織錦產業的婦女提供小額免息貸款，
用於購買織錦機器和紡線。至2020年底，本軍在當地
共舉辦了六期織錦培訓，共培訓240人次。培訓還吸引
了大量外村的婦女參加，木成是其中之一。從救世軍舉
辦第一期培訓開始，她就一直積極參與，日常在家也不
斷練習。織錦增加了她的收入，現時她更成為可以教授
他人技藝的織錦培訓老師。
通過婦女們的努力，並在政府的支持下，霸遍村景
頗織錦合作社於2019年9月成立，通過推廣織錦產品，
尋找長期合作的買家，擴大銷售管道。他們還計劃生產
更多實用的產品，令產品更廣泛、被更多人接受。

2020年，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救
世軍（香港）雲南辦事處接到了宣威市落
水鎮初級中學領導小組的求助資訊。為了
更清晰學校的專案需求，同工與學校領導
取得聯繫。恰逢學校假期即將完結，千多
名學生要在三小時內完成檢測體溫、登記
資訊等返校工作；而體溫檢測全靠三、

四個老師用體溫槍逐個測試，學生們排成看不到盡頭的長龍，一
旁維持秩序的老師及班主任不停地招呼着。
救世軍（香港）雲南辦事處立刻聯繫救世軍中國事務部，
為學校無償捐贈人臉識別體溫檢測消毒門及防疫口罩等價值人
民幣十萬餘元的疫情防控物資，以解學校的燃眉之急。
每名學生獲發衛生包，裏面包括肥皂、口罩和預防疾病傳
播的資訊。老師們向學生清楚地示範如何正確洗手和佩戴口罩。
透過課堂上舉行新冠肺炎海報設計比賽，年青人被鼓勵以生動、
富色彩的方式設計推廣防疫信息的海報，而最佳設計海報則張貼
在校舍內及鄰近社區，進一步向鄰近社區宣傳健康教育信息，這
項活動約接觸七千名社區人士。

「剛從醫生口中得知我感染上愛滋病的時候，當時我已經想好了結
束生命的方式，可是一想到70多歲的母親，我總是心生愧疚。」愛滋病
患者陳先生說。
度過最黑暗的日子，他逐漸將自己的憤怒、埋怨和沮喪都轉換成
愛，所以當他得知可以做救世軍的同伴教育志願者時，二話不說便答應
了：「因為我是親身經歷過的人，我能體會每一位病友的心情，我想讓他
們知道，愛滋病並不可怕，它只是一種慢性傳染病而且是可控的。」
陳先生在羅江疾控中心與救世軍（香港）四川辦事處合作的羅江愛
滋病項目中負責兩名新患者的用藥督促和生活鼓勵。除了每個月給兩位
病友打電話、發短信詢問身體狀況以外，還會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幫
助他們調整心態，疏導不良情緒，解決生活困難，重拾生活信心。除了
對自己的兩名病友監督和鼓勵以外，陳先生還經常參加由羅江疾控中心
組織的線下交流活動，與更多的病友一起交流自己的經驗和想法。
「我現在最開心的時候就是通過我的鼓勵，能夠讓許多病友重拾對
生活的希望，這會讓我感覺到自己生命的意義所在」。

Educational Services
運動會
鑑於新冠疫情，今年中原慈善基金學校於
校園內舉行運動會，三年級至六年級學生回校
參加比賽，勝出的學生更可獲得精美獎品，同
學們既興奮又緊張！
Sports Day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SA
Centaline Charity Fund School held the Sports Day at
school this year. P.3 to P.6 students came to school
and competed with their classmates. They were very
excited because the winners would receive some nice
prizes!

幼稚園專業發展日II
11間幼稚園的教師參加了專業發展日II，
導師向參加者介紹蒙特梭利原理和理念、教學
法及環境設計，同時為教師特設實習工作坊，
幫助他們了解如何運用教材並付諸實踐，以加
強兒童的數學發展和實用生活技能。

屢獲佳績
石湖學校三名學生參與由香港特區中央獅
子會舉辦的「第二屆十大傑出關愛學生選舉」，
一名中三學生獲選為十大關愛學生，另外兩名
學生獲得十大關愛學生優異獎。
Award News

Three students from Shek Wu School were
awarded the ‘2nd Outstanding Caring Students Election’
organised by Lions Club of Center Point of HKSAR. One
of the Form 3 students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Ten
Outstanding Caring Students, whereas two students
were awarded merit prize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ay II for
Kindergartens

A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ay II for
teaching staff of 11 Kindergartens, the trainer
introduced the overview of Montessori principles and
philosophy, pedago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A
practicum workshop was also provided to the
teachers, which helped them understand how to us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put theory into practice
to enhance children's mathematics proficienc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life skills.

social services
竹園青少年中心
中心聯同數碼港及一眾數碼科技、創意
產業團體及公司，早前組織了一場「數碼娛
樂之明日里程
電競的發現」體驗活動，讓
多位高中、大專及待業青年與各公司的創辦
人互相交流及分享，擴展青年的個人社交網
絡及機會，並鼓勵他們應勇敢朝向個人目標
奮鬥。

Chuk Yuen Children and Youth Centre

In collaboration with organisations and
companies from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reative
industry, Chuk Yuen Children and Youth Centre
conducted a workshop ‘Future of Digital
Entertainment
Discovery of E-sports’ earlier.
Students from senior secondary and postsecondary schools as well as the unemployed
youth were recruited to have an interactive
sharing with founders of the organisations and
companies. As a result, social network and
exposure of the youth was broadened and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 exchange. The youths
were encouraged to pursue their personal goals.

臨終照顧國際研討會
救世軍「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
劃」（計劃）與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於5月12日合辦「為人之道」長者臨終照顧新
模式
「核心支援模式」（CORE-UPHOLD
Model）及疫情下的挑戰國際研討會，邀請各
地專家交流，分享臨終照顧的新模式及如何
克服疫情帶來的挑戰。致力推廣臨終照顧服
務的計劃，於上年度踏入十周年。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alliative Care

50+社創夢網上講座
救世軍耆才拓展計劃東頭中心在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社企、商界互惠「種籽聯盟」體驗計劃的
支持下，合作舉辦「50+社創夢網上講座」予退
休人士，讓他們認識更多有關社會創新的經驗，
並透過商業營運的方式，創造社會共融及社會效
益。當日有85位退休人士出席參與，其後有10位
退休人士參與培訓計劃及撰寫計劃書。

Free Webinar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or
Young Old

The Salvation Army ‘Palliative Care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for the Elderly’ (the
programme) co-organise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omoting Personhood for Older Adults at End
Stage of Life (CORE-UPHOLD Model) and Challeng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ith Sau Po Centre
on Age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12 May,
inviting professionals worldwide to share their
expertise and how they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in
the pandemic. Having entered its 10th anniversary
last year, the programme has been promoting
palliative care service throughout the years.

Supported by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Social Enterprise Executive Development (SEED)
Programme, Senior Citizen Talent Advancement
Project Tung Tau Centre organised a Free Webinar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or 50+ young olds to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tegration by
starting up a business. 85 participants enrolled in the
webinar, and after the event, 10 young olds joined
the training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ed
business proposals.

corps (church)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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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港島東隊在母親節期間送禮物予社區長者。
Hong Kong Island East Corps gave out
Mother’s Day presents to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2.

西九龍分隊近日舉行第一次親子主日聖潔
會，不少蘇屋幼稚園的家長及學生參與。
West Kowloon Outpost held its first
parent-child Holiness Meeting recently, with
an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parents and students
from So Uk Kindergarten.

3-4. 錦田隊在母親節主日聖潔會中頒發40年長期
服務狀予張宗能幹事長，以嘉許他多年的事
奉，並募立了1位正兵。
Kam Tin Corps presented the 40-year Long
Service Award to Mark Cheung, Corps
Sergeant-Major in recognition of his many
years of service and enrolled 1 Senior Soldier
at the Mother’s Day Sunday Holiness Meeting.

4

5

6

7

8

10

尼希米 凝聚人 們一起 禱告並 用52日 重建「 耶路撒 冷」
的城牆。讓我們懷熱心回應今年的52日讀經和禱告
呼籲
（6月1 日-7月 22日） 。請留 意部隊 及軍區 網頁公 佈。
Nehemiah drew people together in prayer and rebuilt the
walls of ‘Jerusalem’ in 52 days. Let us take part in this
year’s
52 Days of Bible Study and Prayer (1 June-22 July)
with
passion. Please refer to Corps announcements and Comma
nd
website for details.
軍區聯 合聖潔 會（創 辦人主 日）將 於7月4 日假救 世軍
卜維廉中學禮堂舉行，詳情請向所屬部隊軍官查
詢。
The Command United Holiness Meeting (Founders’
Sunday) will be held on 4 July at TSA William Booth Second
ary School Hall. Please contact your Corps Officers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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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灣仔隊在主日聖潔會中募立了2位正兵，並
舉行幹事嘉許禮，感謝兩位幹事在部隊服侍
超過20年。
Wanchai Corps enrolled 2 Senior Soldiers at
the Holiness Meeting and held the Local
Officers Recognition Ceremony in appreciation
of 2 Local Officers for their devoted service at
the Corps for over 20 years.

7-8.

東涌隊在4月18日舉行慶祝部隊19周年感恩
主日聖潔會並接納了1位副兵，會眾於會後
拍照留念。
Tung Chung Corps accepted 1 Recruit at the
19th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Holiness
Meeting held on 18 April and took a group
photo after the meeting.

9-10. 九 龍 中 央 堂 在 母 親 節 主 日 聖 潔 會 中 接 納 了
2位副兵及募立了4位正兵。
Kowloon Central Corps accepted 2 Recruits
and enrolled 4 Senior Soldiers at the Mother’s
Day Sunday Holiness Meeting.

印度新冠肺炎第二波疫情援助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每日新增感染人數急增，以
致國家醫療系統不勝負荷，當地救世軍醫院開始接收大量
有感染病徵的病人。救世軍卜宣真醫院向新冠病人提供免
費醫療服務，當地政府提供額外的氧氣瓶，救世軍國際總
部亦提供一部呼吸機及必要的個人保護裝備。
Serves as COVID Second Wave Worsens in India
The Salvation Army across India is responding as daily recorded cases of COVID-19 reach unprecedented
levels. Local Salvation Army hospitals are now admitting large numbers of patients with COVID symptoms, as
demand in the national system exceeds capacity. The Salvation Army’s Evangeline Booth Hospital in Ahmednagar
is giving 100 per cent free treatment to COVID-19 patients. Local government has supported the hospital with
the provision of some extra oxygen, with The Salvation Army’s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ventilator and essential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國際領袖網上對話
歷時數月的救世軍國際領袖網上對話圓滿結束，各地域和軍區的領袖
很高興能彼此交流和討論重要事宜。柏培恩大將透過三場網上聚會，跟不
同時區的領袖交流和討論，當中的意見將交由大將議會進一步審議。是次
國際網上對話聚焦在本軍領導層、繼任計劃，及性別平等的議題。
International Leaders Virtual Conversations
The Salvation Army’s International Leaders Virtual Conversations (ILVC) – held entirely online over several
months – have concluded. Participating leaders from every territory and command had an opportunity to speak
together and to discuss matters of significance. General Brian Peddle spoke with leaders in three different
gatherings – to allow for time zones –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which will be further examined by The General’s
Council.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focused on Leadership of the Army and the movement’s succession plan, along
with consideration of Gender Equity.

國際「恩慈歌曲」大賽
英國救世軍草莓園團隊聯同利物浦市政府及其他組織合辦國際
「恩慈歌曲」大賽，目的是在疫症大流行這段黑暗日子中振奮人心。任何曲風的
作品均可參賽，惟必須是作者的原創作品，以錄像或錄音形式提交作品，連同
歌名、歌詞、作者和演繹者姓名及所屬地區，經由大賽網上平台遞交：
sar.my/liverpoolsongcontest，截止日期為2021年7月31日。
獲評審挑選的最後50強作品將於本年8月14日公布，得勝作品將在10月9日
揭曉。詳情請瀏覽：www.strawberryfieldliverpool.com。
International ‘Song for Kindness’ Contest
The team at the Strawberry Field Salvation Army centre is joining Liverpool City Council and other
organisations to organise the international ‘Song for Kindness’, aiming to raise spirits during the dark days of the
pandemic. Any genre will be considered, but the song must be an original piece of work submitted by the
songwriter. The tracks (video or audio) are to be submitted along with the song name, writer, performer, lyrics and
where they are based via the competition’s online portal: sar.my/liverpoolsongcontest. The closing date for entries
is 31 July 2021.
The top 50 entrants, as selected by the competition judges, will be announced on 14 August 2021. The
overall competition winner will be unveiled on 9 October 2021.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strawberryfieldliverp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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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鏗上尉
區部青年及候補員處長

Y for

Call to Mission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以賽亞書6章8節)

救 「世我軍相國信際，領我袖們柏需培要恩為大神將要曾我表們示及 透：
過我們做的事情作好隨時的準備。這是祈禱
生活的呼喚，是聖潔生活的呼喚，是『此時
此刻準備爭戰』的呼喚。這是不容忽視而又
緊迫性的呼喚。男人、女人和兒童都需要耶
穌。」
該信息還鼓勵所有救世軍人，包括軍官、
軍兵、青年兵、義工，顧問委員會成員、僱
員以及與本軍在全球132個國家有關的其他
人，必須實踐救世軍國際使命宣言：

救世軍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是基督
教普世教會之一。
本軍的信仰是基於聖經，本軍的服
務是源於神的愛，本軍的使命是傳揚耶

加入使命團契
「使命團契」是一個讓你注視神對你生
命呼召的團契，一個讓軍兵們回應使命、同
心同行的團契。故此，當神感動作為救世軍
人的你，呼召你回應全時間在救世軍中服侍；
或者，你對全時間服侍抱開放的態度，願意
深入地探索神對自己生命的召命；又或者，
你願意更深事奉主、服侍他人，而未有確實
目標，歡迎你加入。
我們誠意邀請大家參與「使命團契」，
軍官同工會成為你的同行者，彼此鼓勵，堅
定你對神呼召的信心，以見證、禱告、默想
及在聖經中，尋求主對自己的召命及為踏上
召命而作好準備。
如果你有感動參與「使命團契」，請掃
瞄二維碼，在網上填妥報名表格。

穌基督的福音，並奉祂的名在不分彼此
的原則下去滿足有需要的人。

在這使命呼召之下，我們需要更多的同
行者，來滿足建立神的國度的需要。而我深
信，神今天仍然在救世軍中呼喚人回應祂，
願意以整個生命，委身作主的僕人，成為救
世軍的軍官，擔起神給救世軍的使命，在這
黑暗的末世中，成為世界的光，為天國贏取
更多靈魂。

願神大大賜福救世軍，呼喚更多軍兵回
應使命，為天國打更美的仗。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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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者圓心願
於體弱而需入住院舍的長者，我們會

對 比較關注他們身體的需要，有時或會
忽略他們心靈的需要。今期生命故事的主角
救世軍德田長者之家院友方伯，透過本軍的
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劃（計劃）、院
舍同工和家人的幫助，完成了一個讓他心靈
滿足的願望。
萌生心願
年幼時雙親不幸去世的方伯，由養父母
養大。那個年代物質匱乏，小時候的方伯隨
養父母到教會領取物資，就這樣認識了基督
教信仰。及後他成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一
直都有參加教會聚會，直至晚年因為身體轉
差，要入住院舍，以致較難恆常外出返教會，
屬靈生活主要參與院舍的宗教活動。
雖然未能親身往教會參與聚會，但教會
的弟兄姊妹不時前來探訪慰問，令方伯與教
會仍保持聯繫。有次教友問他是否想返教會
聚會，令他萌生起重回一次自己熟悉教會的
願望。
2018年12月，計劃同工在方伯所住院舍
舉行生死教育講座，鼓勵院友積極作晚晴規
劃，並及早實現心願，好讓人生了無遺憾。
就在那次，方伯向計劃同工透露想重回自己
的教會，與弟兄姊妹相聚的心願。院舍得知

方伯的心願後，經家人同意下轉介方伯至計
劃「伴你心中願」支援服務，希望協助方伯
重回教會。
用心安排
為了讓方伯圓心願，院舍及計劃同工開
始研究安排他外出的可行性。由於方伯不良
於行，需要以輪椅代步，加上患有高血壓、
腎病等慢性疾病，未知身體狀況能否支持他
由院舍往返教會並參與聚會。同工先邀請院
舍護士和物理治療師為他進行身體評估，感
恩評估結果理想，令本來有些顧慮的家人都
能放心支持，他們更一同參與規劃有關安排。
與此同時，同工又與方伯的教會聯絡，
以了解聚會程序及教會所在的建築物是否有
無障礙設施等。教會方面知道他的心願也很
樂意配合，包括在禮堂後方設立輪椅區，讓
他及陪伴的人有更多空間使用；又預備休息
室，必要時讓他可以有獨立休息的地方。
萬事俱備，本已擇下方伯重返教會的日
子，可惜因他突然要入院而延遲了，原來要
助長者完成一個看似小小的心願也不容易。
感恩他不久就出院，院舍重新為他作身體檢
查和評估後，2019年5月19日那天，在計劃
同工及家人的陪同下，他終於可以如願返教
會。他更透露在返教會前一晚興奮得睡不着！

舊地重遊
這趟「旅程」來得不易，院舍及計劃同
工、家人及教友均非常重視，他其中一個兒
子當天一早就回到教會為爸爸作準備。甫抵
步，闊別多年的教友紛紛趨前寒暄問候，幫
手推輪椅的同工差不多每推兩步便要停下來。
希望與他合照的教友排成一條「長龍」，當
中更有姊妹手執羽扇大擺姿勢，圍着他開心
合照。對於當日教友的熱情，方伯仍然歷歷
在目：「那天見到很多熟悉的弟兄姊妹，他
們為我祈禱，又與我合照，我覺得好開心！」

服務資料
救世軍香港安老院舍
完善人生關顧計劃
本計劃由

la Caixa”基金会及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捐助，於院舍及社
教會的屬靈氣氛，加上教友的彼此相交，
令方伯重溫以往返教會敬拜和禱告的時刻，
享受一個別具意義的主日崇拜。「以前隨時
都可以返教會，現在自己年紀大了，行動不
便，不能隨心所欲，所以特別珍惜可以返教
會的機會！」
事隔兩年，他仍不時想起當日的情境。
救世軍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劃隊長
陳浩光相信，對不少長者來說，能重返充滿
回憶的地方其實很有意義，亦可讓長者覺得
人生圓滿無憾；而對家人而言，一同實現長
者的心願可以提升家人之間的親密度，並留
下美好回憶。看過方伯圓心願的故事，希望
能啟發我們多關心身邊長者的身心靈需要。

區為長者拓展臨終照顧服務。我們需
要有志參與晚期照顧的義工，協助推
行「伴你心中願」支援服務，旨在陪
伴體弱長者完成未了心願，安排外出
或特別活動，締造難忘回憶。歡迎你
掃描QR Code填寫「義工登記表」，
如有義工訓練或相關服務消息，會盡
快通知你。
你亦可透過以下平台追蹤「完善
人生」計劃最新動向：
網址
salvationarmy.org.hk/ssd/pcr/hk

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SAPCProj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SAPCProj

「義工登記表」

(文字整理：林映雪)

馮穎恒姑娘
「結伴行」家長資源中心主任

與有需要家庭

結伴同行

伴行」家長資源中心承蒙社會福利署

中心以個案跟進李太的情況，除提供情緒

津助，於2020年3月於沙田區開展服務。

輔導外，亦提醒李太在照顧家人時，需多關顧自

中心旨在以「家庭為本」及「伙伴同行」為理

身及心靈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心聯繫到善長

念，為殘疾或特殊需要人士的家長、親屬及照顧

的慷慨捐贈，協助李太一家申請基金購置手提

者提供360度全方位專業支援服務。在新冠肺炎

電腦，更提供適時的技術支援，讓兒子們都能

的嚴峻疫情下，中心特別應對服務使用者的生活

無後顧之憂地參與網上學習，李太終於也能放下

需要來開展服務。在此與大家分享中心與其中三

心頭大石。

個家庭在疫情期間同行的經歷。
安心在家的安排
在家防疫的支援
於2020年7月初，正當大家以為疫情受控之
際，沙田瀝源邨爆發本地感染個案。居於祿泉樓

因疫情嚴峻，梁太女兒被安排不用上班，
賦閒在家，因而出現不少情緒行為問題，令
梁太十分煩惱。

的莫太兩名孩子均有特殊需要，因此不時要帶孩
子到中心訓練或到醫院覆診。她兒子需入住學校

有見及此，中心職員以個案輔導及家長

宿舍，隨着學校復課，莫太需為兒子準備為期一

互助小組方式跟進梁太和女兒的情況，除教

周之口罩用量。同一時間祿泉樓的疫情爆發亦令

導梁太以獎勵計劃和視覺提示卡提醒女兒以

莫太更添煩惱及擔憂。莫太在中心職員安排下獲

正面方式表達想法及情緒外，亦鼓勵女兒以

得防疫包，不但可解她燃眉之急及舒解心中的焦

壓力球及聽音樂作為舒緩情緒的方法，還讓

慮，更感受到社會人士對她的關心。

女兒明白保持社交距離的重要性，使女兒逐
漸掌握疫情下生活的新習慣，減少與媽媽的

在家學習的支援

磨擦。中心亦舉辦科技教育工作坊，教導梁

疫情持續，孩子都被安排長時間在家網上學

太使用不同的手機程式與親朋好友聯絡及參

習，不少中心會員家庭均面對不同類型的困難和

與網上活動，讓她能透過科技在疫情下與外

挑戰。李太兩名兒子分別就讀中三及小一，二人

界保持社交互動，舒展身心。

均需以網上程式上課，可是家中就只有一部已用
了十年的桌上電腦和一部使用超過15分鐘便會發
熱的智能電話。

莊佩芝
高級教師(學生支援)
救世軍田家炳幼稚園

愛する

사랑

הבהא

愛

ti amo

รักคุณ

L'amour

Love

運用 語 言 表 達

在

疫情期間，已有一段很長時間未能與學
生見面。與學生的互動交流減少了，但
家長的來電溝通卻增加，例如：分享孩子的情
緒表現、學習問題等等，彷彿孩子很難管教。
為何家長與孩子的相處時間增加，親子關係反
而越來越疏遠呢？
我是學生支援老師，同時亦是6A品格教育
講師，在校內常常接觸不同的學生和家長。記
得有一位學生，每天都拒絕進食茶點甚至會出
現嘔吐。老師用了不同方法嘗試了解和鼓勵
他，但都不得要領。直至一次親子旅行，爸爸
和孩子一同出席。到了午餐時間，我看到他低
着頭哭了起來，細問下，原來是爸爸笑他長得
太胖，不讓他吃太多。原來在家吃飯時，爸爸
常常說他長得胖，他一直很介意爸爸對他說的
話，所以每當他進食時，都會想起爸爸的話而
拒絕進食。
父母的話是有威力的
從這個孩子的身上，我看到父母說話的威
力，一些看似說笑的說話，原來不知不覺間對
孩子帶來影響。聖經雅各書3章5節中亦有提到
「舌頭在百體裏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
這裏的「 大話」不是說謊，而是「重要的說
話」。中國人常說「讚得多會讚壞」，所以會
說孩子「長得醜、生得蠢」、或是「打者愛
也、鬧你都係為你好」、甚至與鄰家孩子作比
較「你睇下人地叻你幾多」……試想想，當我
們時常聽到這些批評、負面的說話，怎能建立
健康的自我形象？

可能成人會擔心過多的讚賞會讓孩子變得驕
傲自大，但自我評價過低的孩子，面對事情會變
得退縮，感到迷失和氣餒，可能漸漸變得反叛，
成為父母眼中不合作的孩子。因此，我們要學習
運用有效的讚賞、鼓勵來代替批評、責罵。
表達讚賞要具體
有效的讚賞，是指能讓孩子知道被讚賞的
原因，例如我們常常聽到家長會讚孩子「你好
乖」；但於孩子而言，他未必完全明白自己因
何事被讚賞，家長可以把讚賞表達得更具體，
例如「媽媽欣賞你自己背書包，好有責任感！」
具體說出孩子的好行為，讓他們更明白自己被
父母欣賞的原因，知道自己擁有獨特的才華與
能力；久而久之，孩子便能累積成就感和自信，
發展健全的自我概念，也有助他們建立對人的
安全感，親子關係便能更有進步。
我們深信父母都是願意無條件地愛孩子，
關鍵在於所用的方法能否對正孩子的內心。當
我們向孩子說正面、鼓勵和讚賞的說話，孩子
感到被支持和欣賞時，會打從心底裏產生喜
悅，繼而更積極面對眼前的事情或困難。這
些帶着愛的讚賞和鼓勵，正正就是「重要的說
話」，也是對孩子的「營養補充劑」，伴隨他
們成長的重要元素。

專欄

上

第三步：解決問題
需要解決的問題目標已確定，並已收集
有關數據。當滿足了以上兩個狀態後，孩子
便可以獨立思考有關數據。所謂獨立思考，
並不是由孩子自己進行思考，而是將每一個
影響有關項目的因素隔離。舉例說，孩子星
期六想去的地方是圖書館，而他只能夠在星
期六上午到圖書館，如果要將有關因素隔離，
便要分成孩子想去的地方（圖書館）和孩子
可以外出遊玩的時間（星期六上午）兩個因
素去考慮。

期講到由Treffinger等學者建立、共有
六個步驟的創意教學模式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CPS)，最簡單的生活例子
是與孩子一同建立週末的時間表，讓孩子想
想怎樣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想要做的事情，
又能配合各人的時間安排。本文嘗試用首三
個步驟舉例解釋。
第一步：查找目標
家長可以和孩子一同訂立週末需要完成
的事情，確定目標，即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例如，孩子想在星期六和家長一同去玩，而
家長卻需要工作，這個情況便成為一個需要
解決的問題。

首三個步驟可以提供讓孩子練習思考的
空間，而當中的思考方式，也是「創意」地
「解決問題」的重要基礎。第四、五、六步
驟較為容易掌握，簡單來說，便是進入發揮
「創意」和「解決問題」的階段。

第二步：事實調查
當目標已被確定，意味着可以從目標的
方向，尋找與目標有關的細節。按上述例子
為例，有關的「事實調查」包括家長的工作
時間、孩子可以玩樂的時間、孩子想要玩的
事情、除了家長以外，可以帶孩子去玩的人
士等。當調查好有關的「事實」後，便可以
進入第三步驟。

在繁重的學習任務中，學生思考的空間
較容易受到限制，家長可以善用課餘時間，
多與小朋友討論問題，除了可以培養「創意」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外，還能從中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鞏固親子關係。

查找目標
其中包括確定目標、
挑戰和未來方向

事實調查
包括收集有關問題的數據，
並盡可能客觀地觀察問題

解決問題
其中涉及將與問題有關的部份
分拆成獨立因素作陳述及思考

想法發現
包括盡可能發現和有關
問題相關的想法

查找解決方案
其中包括選擇最適當的解決方案，
並制定以選擇標準評估的解決方案

接受方案
涉及制定行動計劃

專欄

胡諺婷
註冊中醫師

農 曆「 百五毒月月在」傳，統隨上着被氣稱溫為升「高惡，月降」雨 增或
多，地上的濕氣蒸騰，環境濕熱交加，蚊蟲
蒼蠅滋生，疾病叢生。由於古人的自然知識
匱乏，會視之為不祥的時節，甚至會以為是
瘟神降臨。雖然這些現象可用現代科學解釋，
不過我們仍可從民間習俗中得到防病養生的
小智慧。
此時節主要以濕熱為主，腸胃功能會減
弱，人們常有疲憊乏力、食慾不振、腹痛泄
瀉等症狀，順應時節養生應以清補脾胃化濕
為原則。
吃粽子
粽子是端午傳統美食，現代人怕吃粽肥
膩無益，其實糯米益氣健脾、養陰生津，伴
以綠豆利水祛濕，消腫解毒，鹹蛋黃滋陰清
肺，包裹粽子的荷葉能清熱利濕，和胃寧神，

親愛的李光秋

實為暑夏養生佳品，但要適量節制，多吃則
不利消化。
用艾葉
古人會把艾草懸掛在室內或插在門口，
艾葉的芳香氣味，能祛除毒氣、淨化空氣，
達到消毒防疫、驅瘟辟穢的作用，可配合菖
蒲、藿香、香茅製作香囊隨身攜帶；艾葉又
可煎茶或加入湯料飲用；亦可用艾葉、佩蘭
煲成的藥汁洗澡，預防皮膚病。
預防暑溫
用 藿 香 9克 、 薄 荷 6克 、 香 薷 9克 、 茯 苓
12克、薏 仁 15克、 甘 草 3克等 藥 物 ， 用
800-1000毫升水煎煮成藥茶來抵抗疾病或增
強免疫力；或服用三豆湯，用綠豆、赤小
豆 、白扁豆等份煮湯或煮粥食用，有清熱除
濕、利尿消腫、解除疲勞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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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Colonel 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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