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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鄭貽富博士感恩生病記「續篇」
    讀本文的讀者，希望有讀過筆者之前文。(請
參閲八月號第19期院訊) 前文說到筆者與內人(鄭
師母)經歷神奇妙的幫助，渡過三個“難關”。
本文主要述說渡過第四“難關”的奇妙經歷。

風險旅程
    我們倆於6月9日晚上啟程，開始為期一個月之
歐洲之行，鄭師母可說是帶著很大風險而去。 果
然，當晚由多倫多到巴黎約七小時之飛行航程，
她在飛機上呼吸不太通順，一直咳嗽。6月12日
我們再由巴黎飛往意大利之羅馬，雖然只是兩小
時之飛行，但加上路上及在機場等待時間，也差
不多有大半天。我們到了羅馬機場，小女(Sofia)

及未來女婿(Marco)來接機，大約兩小時車程，來
到“未來親家”的屋子，我們倆的確非常疲累。
因為期待著6月16日女兒出嫁之大日子，又因大
家代禱，蒙神格外憐憫，讓我們可以支撐到達!

婚禮時刻
    6月15日我們乘坐Sofia與Marco已租好之旅遊大

巴，到羅馬機場及地鐡站迎接來自多國參加婚禮
之親友，一行28人，開到靠近婚禮教堂之旅館。
    婚禮安排於6 月16日早上十
一時卅分，在古老之圓形天主
教堂舉行。當天把主日聖餐崇
拜和婚禮合併在一起，使參加
者經歷到肅然起敬的崇拜，加
上神聖莊重的婚禮，更特別的
一點，當日典禮中，婚約的環
節由Don Giancarlo Masci神父
及鄭貽富牧師共同主持。禮畢
及崇拜結束後，緊接著自由拍

照時間，新
郎新娘傳統
式步出堂外
開古董車離
開現場。
    近百位觀禮者分乘私家車及
大巴士，移步到一小時車程之
古堡，享用豐富的茶點。雖然
當天天氣熱，還好古堡位於地
勢較高之山丘上，加上陣陣的

涼風，大家邊吃邊談，邊欣賞一對新人跳舞，遊
戲節目。 
    時光荏苒，不覺間就已到晚上的婚筵! 大家步
入古堡內，按名單就座於已擺好，壯觀整齊之筵
席。 在享用婚筵期間，節目主持人，請婚禮雙方
家長，各自表達對這次婚禮的感觸，也請一對新

人回答非常實際的問題: 
(一)叫新娘解說，何知對方是
她的白馬王子; 
(二)問新郎，為何決定娶對方
為妻。
聽眾滿意兩位的回答後，各桌

紛紛敬酒祝賀這對新人。 
師母入院

    同行的親友對我們說:「你們
此行，神已安排三位天使照顧
你們」。蔡宇銓醫生在我們團
隊，一直陪同我們出入; 另外，
我們親家Qintilio Facchini 及
Marina Facchini兩位皆是醫生。
婚禮過後翌日，大巴士再送我
們國外旅客到羅馬機場，車站
或預租之客房。我們團隊共八
位，同住在羅馬市中心一個租
房中。鄭師母兩三天內，每晚
都睡得不好，呼吸急促。經蔡
醫生診斷後，懷疑她患有氣管
炎，肺部有水，之後和Dr. 
Facchini商量確定後，由後者叫
紅十字救護車把師母送到當地
最好醫院Gemelli Polyclinic/Uni-
versity Hospital急診室。經大半
夜之診斷，說要到次日早晨才
有結果。
    第二天早上我們再去醫院，

始知師母必須留院治療，轉入
普通病房後，由內科專科醫生
Prof. Cardilio主治。經過四天留
院療養、吃藥、休息，師母的
病況穩定，可以出院。醫生報
告中說明，師母患有氣管炎，
也可能有敏感症。出院後必須
再多休息六天，才方便飛行。
    出院後六天住哪裡? 之後應

該由羅馬回多倫多好，或是照
原定計劃飛到巴黎? 還沒有開始 
"煩惱"，主即刻開路:  (一) 我們
的親家邀請我們回到他們家多
療養六天；(二) 我們詢問主治
醫生，六天後直接回加拿大或
先飛到巴黎，並多休息幾天才
回加拿大。醫生認為，後者更
佳。感謝主!

多福臨門
    旅途中師母可能需要入院，
是意料中事。只是在什麼時候
發生，在喜事前或後，在哪裡
發生，嚴重不嚴重，都是未知
數。結果，師母是在喜事後發
生，這已夠感謝主，至少感到
不枉此行。說實在話，師母緊
急入院時，慌張之餘，沒有照
保險公司程序，先打電話請示
一下。出院之前一天，我要求
醫院負責人幫忙打電話詢問我
們保險公司，解釋入院原因及
費用。豈知醫生說，不必打。
這次師母是用救護車送進急症
室，所以急症室及住醫院一切
費用全免。直到今天，到底這
是什麼一回事，我還是摸不著
頭腦，只能口裡不斷感謝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師母
出院時，如果主治醫生說，最

好由羅馬直接飛回加拿大，不
要飛到巴黎，那我們就需要臨
時購買單程直飛回加拿大的機
票，每張經濟艙機票需要$2,400
美元。神又讓我們省了將近五
千美元的開支。
    預定七月二日由羅馬飛到巴
黎，小女幫忙把原本由Venice飛
往巴黎之機票稍作更改，只花
一點罰款，師母不單因此可以
留在巴黎多休息幾天，我也因
此可以照原定計劃於七月六日
替侄女証婚，那這次行程兩大
目的都達到了，感謝主! 七月八
日那天，照原定日期，由巴黎
直飛多倫多，一路蒙神保守，
我們倆終於平安順利地回到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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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呼籲
  恩霖中華已租用現址多年，
地點及租金到今年為止都算可
以，但明年開始，業主每年都
會大幅加租。特此呼籲: 多倫
多教會或機構, 若有多出之空
間(大約一千平方呎)，可以提
供給本會使用, 或低價分租。
請與本會負責人聯絡:
恩霖會長: 鄭貽富博士
手機: 647-308-7993
電郵: ptpaulth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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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教專欄

陳榮基《重訪日本宣教工場後記》
    我們一家四口，從1989年春
到1998年夏，在日本北海道札
幌宣教前後10年。今年5月我們
舊地重遊，探訪了當初開荒佈
道建立的平岡福音基督教會，

又去了函館附近兩個兒子當年
的寄宿學校，最後探訪八年前
岩手縣海嘯重災區。
一．昔日事工並無白廢、全靠
使人生長的神 (林前3:6-7)
    平岡教會現在由吉永牧師牧
會，我們見到有11位信徒仍舊
留在教會，並成為中堅份子。
雖然相隔21年，一旦重逢，恍
如昨日，感恩滿懷！最令我們
感到欣慰的，就是他們的下一
代除一位外都堅守信仰。
    這次我們特意住在今太太家
中，她需坐輪椅，因怕給別人
帶來麻煩，很少到教會聚會。
她的丈夫未信，但不反對她的
信仰，我們安排吉永牧師來家
訪，她也欣然同意開放家庭做
査經班地點，真是感謝神！
    昔日開荒植堂時，我們常到
新開的基督教老人院「神愛園
」事奉，這次難得機會，一家
四口與平岡教會會友一齊彈着
夏威夷小吉他獻唱六首名曲，
深受老人家及眾職工讚賞！
二．我們都是神國僕人、合作
去耕田及建屋 (林前3:8-9)
    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今
太太的家和平岡，一家四口便
駕車前往函館附近的七飯，就
是昔日兩個兒子寄宿的差會主
辦的宣教士子女小學。如今這

小學因為形勢改變早已關閉轉
型，由我們認識的好朋友小杉
牧師接手，計劃建立基督教的
老人院，多年來積極籌款，而
這期間利用這舊校舍來收容一
批智障的少年人，用基督化教
育訓練他們，我參加他們的早
會，最令到我吃驚和印象深刻
的，就是小杉牧師平時教導他
們新約原文，聽到他們一個一
個流利地背誦希臘文金句。
    20多年前，小杉牧師由北海
道聖經學院畢業不久，便在平
岡旁邊的另一區開荒佈道，建
立厚別教會，我們兩家人便成
為好朋友，講道方面我也常請
教他，這麼多年後，他除了做
智障少年學校校長兼老師外，
還是在附近開荒佈道，建立教
會，其志可嘉，堪為模範！
三．我們都是與神同工、合一
見證興旺福音 (林前3:9)
    這次我們特意去了一趟八年
前海嘯重災區的岩手縣，探訪
香港駐日宣教士李世樂牧師夫
婦，原來20多年前，他們還是
神學生時來過平岡教會暑期實
習，這次重逢，看到李牧師日
語流利，又熟悉文化，事奉喜
樂，真是萬分感恩。另外令我
佩服的，就是他找到跨文化宣
教的切入點，民謠題材很多是
打漁和採礦方面的；而詩吟是
吟誦漢詩及和歌的，我們有機
會去他參加的民謠班，我雖是
外行，但覺得李牧師唱民謡聲
音雄壯悦耳，和其他日本同學
比較，一點也不遜色。至於詩
吟方面，可惜最終沒有機會觀
摩，至為遺憾！其實最感動我
的，還不止是上述那些。海嘯
災難已過去了八年，眾差會都
感受到資源匱乏和人力不足的
重大壓力，李牧師夫婦所屬的
差會也多次提出若他們願意，

便可以結束災區的事工而到其
他區域事奉，但他們仍舊心繫
災區，不忍心離開，經過禱告
後決定留下，去委身陪伴那些
日益被社會淡忘的公公婆婆！
    無獨有偶，平岡教會小原太
太的女兒裕美姊妹剛讀完神學
正準備全職事奉之際，海嘯的
災情讓她改變計劃，便從北海
道逕奔災區馳援，一做就是八
年，這次我們重逢時她已為人
母，手抱一個，另外手拖一個
兒子。原來神早有預備，她嫁
給一位韓國來讀社工的弟兄，
一家參加李牧師的教會事奉！
裕美姊妹帶我們去政府建立的
祈禱山及紀念館參觀，加深我
們對災害規模和重建工程的艱
巨和進展的認識，我們便一起
為災民心理及靈性代禱。
    今年4月30日平成天皇退位，
5月1日新天皇即位，改元「令
和」，就是令和元年。在30年
前，也是從昭和改元平成那一
年，蒙神帶領，我們一家四口
抵達日本工場宣教，今天駐日
華人宣教士明顯增多，以前我
們所屬的海外基督使團(OMF) 
也成為在北海道首屈一指的差
會，日本社會在經濟停滯、人
口老化的情况下，對福音的需
求仍然强大，這次重訪工場，
更加深我們的認識和負擔，主
若開路，
我們願意
再出發做
輔助的角
色盡上本
份，也求
主興起更
多年輕宣
教士勇赴
前線開疆
拓土擴展
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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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與緬甸針灸醫療服務

    這是緬甸文的詩歌，當他們
唱起來時十分之有衝勁。這也

是他們人生的盼望與目標。
    緬甸是世界第四十大國家，
在東南亞成為第二大國，共有
135個民族。今年2019被視為東
南亞最窮困的國家(www.fo-
cus-economics.com)之一。現今
新民主政府對外慢慢開放，隨
處可見公路建築。緬民生活水
平仍低，在每天氣溫三十多度
以下，電風扇還沒有列為日常
必須用品，停電也是經常發生
的事情，晚上在臘戍市(Lashio)
就一片漆黑，祇有發電機家庭
的燈才光亮，臘戍市約有華人

達百分之五十。
    很多國內華人在1949年後因
為生計，移居泰北與緬北。也

有不少雲南的華僑在那裡做生
意。故此，泰北與緬北有很多
少數民族也講普通話。另一個
主要原因是華人教會差不多在
每一個村莊建立教會與中文學
校。中文上課時間在政府學校
上課之前與後個多小時，更有
一些中文學校在政府學校裡面
舉辦，他們提供早午餐，很多
教會也設有中心給一些偏遠的
農民子弟有一個住處，孤兒院
也不少。在教會崇拜的時候唱

起詩歌來，真是分不出來，那
一位是華人後裔，那一位是少
數民族呢！
    過去的六年在泰北學針炙，
並在泰北與緬北教會間參加醫
療針灸短宣。主要是服事當地
華人教會，也曾在泰國曼谷西
部近緬甸邊界的葛銀族(          
緬文, 發音葛銀)難民營義診。
他們多年前為逃避戰亂投奔泰
國，被泰政府安置在那裡，他
們居住的竹屋下就是養豬的地
方。他們的生活分兩季節，一

個是取竹笋季節，另一個是取
蜂蜜季節，其他的時間就是在
隣近的村莊工作，他們終生不

可離開那個區域。
    葛銀族的族民吃飯的時候圍
圈而坐，地上祇有一盤盤的飯
與食物。他們用手指拿起飯菜
吃，沒有個人的碗筷。一大碗
湯放在中間，是沒有湯匙的設
備。誰需要喝湯就可以隨便拿
起來喝，喝完就放回原位讓第
二位來喝，經過幾次的喝湯法
也會慢慢習慣。華人宣教士就
在當中默默服事這個群體。
    我們主要在這兩個國家以針
炙事奉，協助醫生作針灸訓練
當地的華人宣教士，牧者與神
學生針灸，也包括證道和鼓勵
當地同工。

休息點
當走完人生道路的時候，憂傷悲痛的事將會過去。

永遠快樂的地方，我們將與神同在。

還沒有見到主面的時候裡，將會面臨困擾的事。
當主從天上來接我們的時候，主將抺去傷痛的淚。

副歌：主為我們預備的地方裏，沒有分白晝和黑夜。
神羔羊發光，救主照亮我們。

鄭博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