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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困半載苦 同擔歲月情
文化更新之關愛行動

三地文更同心 支援中國抗疫
新冠狀病毒疫症在香港和中國大地肆虐，兩地
人民安危陷入困境，物資短缺。文化更新研究中
心(加拿大，美國及香港)三地的辦公室馬上投入
賑災工作，二月份美國文更開始運送醫療物資(包
括：口罩、保護衣、眼罩、手套等)給瀘州基督教
會福音醫院，及國內其他有需要的醫院。香港文
更也籌到十五萬港元，善款捐給愛德基金會支援
中國基督教所建立的醫院，購買物資給瀘州基督
教會福音醫院，及其他教會需要。在此，文更感
謝支持者的捐款支援中國抗疫。

梁燕城博士

關愛香港疫情 支援教會及機構

香港全備教會

在香港，文更也支援本地
教會和機構，幫助基層和有需
要的人士。香港文更二月份特
從美國文更寄來一批口罩，馬
上捐贈500個口罩給街頭佈道
者吳桂行弟兄和全備教會，由
多位街頭佈道義工分發給街上
基層貧苦大眾，同時也派飯、
小食及樽裝水。服侍的包括
邊青、基層、露宿者、南亞裔
人；也在美沙酮中心附近關心
吸毒者、釋囚等。在新冠病疫
期間，他們以謙卑而又無懼病
毒的心，關愛服侍無數弱勢社
群，以愛心與貧苦者同行，令
人感動。主必與他們同行，繼
續賜福他們的事工。
文更感謝多位支持者捐出
200盒口罩及消毒洗手液支援
吳桂行弟兄、全備教會及街頭
佈道團隊事工。

在香港疫症緊張的高危
期，已經很少關懷隊出動，街
頭佈道者吳桂行弟兄和全備教
會仍憑信心出隊，關愛及祝福
露宿者及美沙酮中心前面的吸
毒者。文更捐出150盒口罩，
交給全備教會和街頭佈道團
隊，派給弱勢者。全備教會事
工是幫助吸毒者、露宿者、釋
囚、邊青、單親家庭、殘障人
士、孤兒、獨居長者、精神病
患者等。
4月8日到全備教會捐出200
囗罩，之後馬上到深水涉街頭
向戒毒者及露宿者派發飯盒、
蘋果、口罩及傳福音。

梁博士與影音使團吳桂行弟兄

街頭佈道義工於3月16日
在灣仔區派發口罩及傳福音

囗罩交街頭福音工作者吳桂行弟兄及
羅霞傳道，並在全備教會与基層工作者分享

街頭佈道義工於3月9日在港九街頭
向1200人傳福音，有33人信主
梁博士與全備教會同工在大南公園派了200飯盒及口罩

柳牧師街頭佈道團隊

廣西武宣縣
「婦幼保健院」的黃美玲醫生

柳鎮平牧師燃點隊在香港18區街頭佈道，關心草根大眾靈
魂，文化更新捐贈美國文更寄來的150個口罩給街頭福音工作
者Shirley Yu。在近期艱苦日子，這些街頭工作的信徒，仍在
街上關愛與傳福音，每星期都有數百人決志。

親自參與 香港街頭關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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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原本在國內的工作取消，這段時間香港文更不但捐出大
批口罩與洗手液，梁博士也參與吳桂行的街頭福音工作。在街
頭派口罩給基層老弱人士，包括一些邊青與心靈受傷者，我們
均表示關愛與祝福。行動者都是愛主與關愛他人的基層香港基
督徒。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www.crrs.org

文更送上醫護眼罩給廣西武宣縣
「婦幼保健院」的黃醫生

看到文更的奔波與付出，大大的受到鼓舞並得到安慰。在這次疫情，我們看到了各界人士
的各種各樣的努力與愛心，我們醫護人員得到許多的安慰，我們將繼續戰疫，求主賜給我們平
安，求主帶領我們取得勝利。
這段時間，我們感到憔悴、疲憊，武漢疫區那邊更
加不以言表的辛苦。但是看到文更的努力付出，我們
的心大得安慰與鼓勵。真的非常感謝文更。
武宣這裡，目前只有疑似病例，尚未有確診病例，
現在開始解除封城，各行各業陸續復工，對疫情的防
控又將是一個大大的挑戰。我是武宣縣的防疫專家小
組成員之一，我們常一起開會、討論疑似病例病情、
協商治療方案。我平時上發熱門診，專門看發熱的孩
子，對疑似病歷進行鑒別和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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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瀘州基督會福音醫院

文更送出兩批醫療物資給四川瀘州基督教會福音醫
院，錢院長和醫療人員接受醫療物資，寫了書法感
謝大家

文更資助四川瀘州基督教會
同心幼兒園疫後重啟
新冠狀病毒疫情開始時，文更已運送醫療物資
(包括：口罩、保護衣、眼罩、手套等)及捐款支
援瀘州基督教會福音醫院及國內其他有需要的醫
院，對抗疫情和幫助社區的需要。文更感謝支持
者的捐款，支援中國抗疫。
在新冠狀病毒的肆虐下，瀘州基督教會轄下一
項社會服務：同心幼兒園（福音幼兒園）同樣遭遇
到營運上的問題，教職員工失去生活的來源，家
長也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失去工作，有一半以
上孩子計劃不打算報名入園。
瀘州同心幼兒園（福音幼兒園）創辦於1984年，
屬於社會辦學，解決了附近困難群體（小攤販、
農民工、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留守兒童等）的幼兒
入托問題。瀘州基督教會於2000年在社會服務方
面的探索和實踐下，將福音幼兒園獨立出來，如
今共有教職員工21人，專任教師8人，保育8人，
保安1人，營養師2人，後勤2人，在園幼兒170多
人。福音幼兒園共開設有大中小七個班級，落實
國家幼兒園工作規程，認真的履行為困難群體解
決幼兒入托的使命，幼兒園收取平價的學費，甚
至為困難家庭的子女減免學費、減免生活費。
疫情襲來，由於幼兒園至今（4月底）無法開學，
教職員工每月只能領取500元的生活補貼艱難度
日，這對平時收入就微薄的他們無疑是雪上加
霜。幼兒園張老師來自古藺農村，父母因家庭貧
困先後離家杳無音訊，剩下兄弟姊妹4人相互扶
持，至今張老師每月還拿出一半的工資供弟弟讀
書；唐老師父母離異，家裡爺爺奶奶和三個弟妹
全靠父親的勞動和唐老師的工資養家糊口；李老
師丈夫原本做保安，家庭生活還算穩定，近兩年
丈夫生病，失去工作能力，他們的孩子才2歲，家
庭的重擔一下全壓在李老師身上，甚至連房租都
已經有幾個月沒法交了……我們不能讓這些辛勤
的園丁流汗又流淚，期望在病疫災劫後，勤勞善
良的園丁也無恙。
福音幼兒園建園到現在已經走過36個年頭，從
當初幾十平米簡陋的房屋到如今佔地面積1500平

項目預算

名稱

單價(RMB)

空調櫃機

7,000

生活補助
空調掛機
電腦

一鍵報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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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港同心 關愛送暖

合計

1,500

3,900

4,500

數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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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詞，唱：Esther Leung and Deakin Ng

當疫情仍然未見穩定下來的時候，香港文更送贈口罩給加拿
大文更總部。加拿大文更和溫哥華原住民基督教機構合作，在
東溫哥華派發1000個口罩給原住民和低收入家庭。另外，加拿
大文更的拓展經理Esther Leung (梁博士女兒) 亦親自派發口罩
給Vancouver Urban Ministries, Inner Hope Youth Ministries 及
New Beginnings Baptist Church等機構，機構對象包括原住民
與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有問題的原住民、邊緣青年、原住民和
低收入家庭及社區。

同心幼兒園外貌

天災誰都會怕，害怕沉重代價，慌惶的心感受到了，
我們雖在遠方，因有一樣文化，愛你的心從不虛假，
外面正慌亂四起，內心替你無比焦急，如火燙。

幼兒園課室裝修中

為你禱告，願你平安，你們不孤單，
我們心都相連，愛在遠方，共度難關。
一起抬頭看，星星也都一樣；
為你禱告，願你平安，你們不孤單，
我們心都相連，愛在遠方，共度難關。

幼兒園學生簡單午餐

方米，共七個班級。福音幼兒
園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成長，
幼兒園的設施本計劃在2020
年更新換代，卻因為疫情而擱
置了。福音幼兒園的安全是目
前更新的首要項目，根據市上
辦學最新的要求，需要安裝「
一鍵報警器」聯網，以備消防
通報。加上學前班、大班、學
生宿舍的空調已經變成黃色，
老得無法修理，教室裡的桌子
也是用一層又一層的紙粘貼補
修、幼兒園需要進行更新。
文更為了關愛下一代成長，
特別撥款資助25萬人民幣，使
其繼續服務草根社群。

21人x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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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遠方】Love from Afar

費用合計(RMB)
126,000
56,000

11,700

31,500

30,000

255,200

備註
教室

學生宿舍
教室

你們不孤單，我們心都相連，
愛在遠方，共度難關，
一起抬頭看，星星也都一樣，總會明亮。

文更和本地原住民基督教機構合作，
在東溫哥華派發1000個口罩給原住民和低收入家庭。
感謝愛心華人的捐助和幫助。

Praying for you, peace be with you
You are not alone, our hearts long for you
Love from afar, together we stand
As we lift our heads, stars will shine above,
that’s how we love
為你禱告 Peace be with you
你們不孤單 Our hearts long for you
愛在遠方 together we stand
一起抬頭看 星星也都一樣 總會明亮

(As we lift our heads, stars will shine above, that’s how we love)

這是一首由文更兩位同工梁爾欣和吳迪軒創作的歌曲。我們
希望藉着這首歌，為身在疫情蔓延中，過著惶恐不安生活的每
一位打氣。
文更一直在中國資助和關愛貧困學生及其家庭，多年來建立
的不止是友情，更是寶貴的親情。在這嚴峻疫情的時刻，我們
身在遠方，能夠為他們做到的真的不多，但時刻記掛著他們的
心卻永遠不變。我們愛的禱告和關懷一直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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