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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護士團契(NCFI)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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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arbara 回顧來時路 ，她認為如果沒有
三年前所遇到的因境 ，NCFI 不會有所變革 ，
以及所帶來的嶄新視野。

見證自己的心志。
2004 年七月 ，在韓國舉辦的國際大會結束後 ，
同年十月 ，董事會却發現總會的帳目竟然短少一萬
英鎊 ，再加上其他費用的支出 ，債務累積的虧損竟

引言
十月中旬 ，Dr. Barbara Parﬁtt 應台灣護理全聯會

高達五萬英鎊（約 NTD: 3,400,000，1GPB=68NTD）。
根據英國法律規定 ，NCFI 既是在英國登記的慈善

之邀來台。由於台灣護理人員福音協會是國際護士福

團體 ，一旦發生營運虧損 ，則須由當時的全職同工

音團契（NCFI）的成員 ，因此 ，事先由國際護士團

Harry 主任列為債務的負責人。

契主任 David parﬁtt（Barbara 的丈夫）以 e-mail 告知護
福有關她來台的消息。護福的同工與全聯會商談後 ，
得以有此殊榮邀請到 Barbara 來與一些姊妹們交通與
分享。現把 Dr.Barbara 所分享的重點摘錄於下：
首先 ，Barbara 帶來 NCFI 及蘇格蘭護士團契的
問候。接着分享了三年前 NCFI 所面臨的財務危機 ，
以及如何蒙神眷顧的見證。

面對當時如此的財務危機 ，Dr. Barbara 既是董
事 ，她當機立斷 ，說服了頗有財政專長的夫婿 David
Parﬁtt 來收拾那個爛攤子。Dr. Barbara 與護福姊妹們
如此分享：「前主任雖有護理專業的背景 ，但你們
難以想像 ，在他的辦公室裏真是一片混亂…，很多
資料找不到」。因此 ，她對其丈夫說：「你雖不懂護
理 ，也不清楚我的工作 ，但你是看得懂帳目的 ，就

面對危機，當機立斷
四年一度舉行全球性的 NCFI 會議 ，上一屆於

己竟然面臨到其職涯轉換點。因此 David 欣然接下了

來自日本代表的董事在聖靈的催逼 、感動下 ，為其

上任後的 David，不但以其行政管理及理財的

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所帶給亞洲國家的歷史傷痛 ，

專家經驗 ，立刻開始處理接踵而來的難題 ，而且很

向亞洲會員國的代表們公開道歉。當時 ，在寂靜的

果斷地重新聘僱人力及評估財務支出。因此 ，他先

會場中 ，帶出了亞洲與會者的一片啜泣 ，使來自歐

支付了前主任 Harry 兩個月薪水為遣散費 、關閉行政

美的代表們都動容。另一個大會的高潮 ，乃是在亞

辦公室 、處理相關的硬體設施 、聯繫名冊上相關人

洲之夜 ，使兩岸三地華人護士姊妹們 ，因着基督的

員 ，然後又發出總會的代禱信 ，要求各國際董事們

愛而能相聚在異地 ，一起獻詩 ，以「宣教的中國」來

禱告 、考量 NCFI 是否應結束。

2004 年在韓國舉行。猶記得當時會中的一特殊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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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簽名吧！」不久 ，在神的奇妙帶領下 ，David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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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太太的挑戰 ，成為 NCFI 全時間志工。

Dr.Barbara 信 息 分 享
組織重組，定位專業
2005 年二月 ，在足夠經費還清債務且有剩餘
下 ，總會的董事們就決定舉辦一共識營來加強連

因此縮減了不少總會的財務及行政的支出 ，現在只
需負擔少許傳真 、水電費而已；以長遠計劃而言 ，
將來總會仍須編列行政費用的預算。

繫。但要在同年七月間覓得一可提供十五到二十人的

目前 ，NCFI 把所有會員國的奉献成立了一個

會議廳 ，真是談何容易！然而 ，David 和 Barbara 伉

基金 ，俾使有需要的會員國可申請經費 、並協助

儷滿心相信 ，神有所預備（羅 4：21）。感謝神 ! 在共
識營中相聚的董事們都委身自己 ，同心合意地來尋
求神的心意 ，並一起討論 NCFI 是否應結來或重組 ，
以及未來事工的方向。
神從不試探人 ，並且還及時賜下智慧和加添能
力來幫助我們。如今 ，當 Dr. Barbara 回顧來時路 ，
她認為如果沒有那三年前所遇到的困境 ，NCFI 不
會有所變革 ，以及所帶來的嶄新的視野。她如此分
享說：NCFI 主要存在的目標是要建立全球網絡 、共
享存在資源 、支持各委員國的事工及協助其需求 、
並發展各自文化特色。NCFI 一直是以一護理專業團
體的國際組織來回應神的呼召 ，藉護理專業來事奉
神。所以護士團契是與醫務團契有所區別的 ，但要
強調彼此在職場上的合作 ，而不是在醫院福音事工
上有所競爭。

事工展望，團隊事奉
改組後之 NCFI 的角色專注於協助有需要的會員

國 ，例如 : 加強護理教育 、行政管理 、以及設立基督
化的護理環境 、成立主管訓練中心 、提供各種訓練

其事工的推展。各地區的會員國是按着本身的經濟
狀况而自由奉獻 ，來支持國際總會 ，如此才能達
到存在資源的共享 ，以及與世界各地的會員國分享
神愛。

互為肢體，愛中連絡
最後 ，Dr.Barbara 分享有關將在奈及利亞舉辦
2008 年的國際會議 ，及 NCFI 五十周年慶祝大典之安
排。
她認為雖奈及利亞在國際地位的聲譽並不響
亮 、治安也不穩定 ，再加上非洲又有許多護理人員
感染 HIV/AIDS；奈及利亞國內又嚴重短缺護理人
力 ，也是國際衛生組織（WHO）輔導健康議題的一
重點國家 ，卻實在需要其他會員國的支持。誠如聖
經上提醒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身上 ，就是做在主身上（太 25:40）。為此 ，總會決定
2008 年的國際大會將在非洲奈及利亞的 Hill Station
Hotel 舉行。屆時 ，並將邀請過去五十年對 NCFI 事工
有關鍵性影響的護理前輩齊來共襄盛舉。
2008 年 的 大 會 主 題 為『服 事 的 擴 張： 基 督 徒

對 全 球 性 健 康 需 求 之 回 應（Strengthened to Serve: a

課程及相關刊物。目前那些教育 、訓練的事工是由

Christian Response to Global Health Needs）』，相信大

專人著手負責的。

家必能親自體驗非洲的熱情與用心。

至於重整後的 NCFI，在其組織架構上也有所改
變。現任的董事會主席是由美國的董事 Mrs. Kamalini
Kumar 任職 ，David Parﬁtt 本身雖沒有任何的護理專
業背景 ，卻是 NCFI 的主要網絡聯繫者 ，他與主席
Kumar 溝通良好 ，保持密切的團隊配搭事奉。他以

結束禱告與祝福
「親愛的天父上帝：我們感謝讚美祢 ，謝謝祢
從世界各地呼召了護理人員 ，學習僕人的樣式。愛
是從祢而來 ，讓我們身在台灣 ，與國際接軌時 ，沒

自己的家為 NCFI 的行政辦公室 ，目前仍是一不支薪

有懼怕 ，有開闊的視野。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

的主任 ，主要職責是支持及協助世界各地會員國的

祢 ，在列邦中歌頌祢 ，使我們一生都能為主而活 ，

事工 、處理財務及有關信件。由於他是全職志工 ，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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