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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拓 展 歐 洲 的

福 音 事 工

羅泰然牧師

( 尖沙嘴浸信會牧師、 

本會董事會主席 )

過去八年來，香港浸信會差會 ( 浸差會 ) 一直
以支援差派的角色，支持兩對來自加拿大華籍宣教士
夫婦在德國服侍當地華人，尤其是內地赴德的莘莘學
子。隨著我們有感內地福音工作的極大需要，加上海外
學人歸主比率又極高，浸差會決定舉辦德國考察隊，
讓國際組同工親身了解及體會德國華人福音契機。 

這次為期十天的旅程實在不枉此行，擴闊我們的
差傳視野。從德國華人福音工作來看，目前統籌大部
份內地學人查經班的德華福音會，在全德國共有八十
多個聚會點，在其差傳策略下，按照宣教士的恩賜和
負擔來安排合適的服侍地點。由於每學年都有數以千
計的內地知識份子入讀德國不同城市的大學，他們
都因著在異鄉生活而思想變得開明，這正是認識福音
的好時機，正如主所說 :「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
熟了。」我們考察隊分別在不同城市參加了好幾次聚
會，就深深感受到這種氛圍，無不異口同聲要將這宣
教異象帶回香港。( 返港後，其中有隊員因而決定要
回應當地的需要。) 就如使徒行傳所記載初期教會的
差傳路線，聖靈一路引導作感動的工作，讓人無法拒
絕回應，只得勇敢向前，為主的緣故拯救失喪靈魂。

去年十一月德國考察隊一行五人的十日旅程已
經結束了，留待下來的，是將此異象向大家分享，讓
香港的教會有所共鳴，齊心獻上一分力量。深信不久
的將來，浸差會能邁步向前拓展歐洲的福音事工。

筆者想藉著李格爾（Joerg Rieger）著《行旅 – 客
途上的信仰與群體》中引用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
名言：「行旅能撕破偏見、盲從與狹隘，單是這點，已
值得我們許多人出外走走。對人對事有廣闊胸襟，能懷
著積極和恩慈的心，這可不是一輩子窩在某個小角落裏
所能培養出來的。」這次在德國之旅的行程和考察中，
再次讓我深深體驗到此句話的意思和帶來的反思。

這次的考察行程中，所接觸到的每一個人，每一個
地方和環境，每一事件，再加上在當地，從筆者身邊擦
身而過的人，都幫助筆者認識神和體會到神在筆者生命
中的工作和使命。透過這次考察行程的經歷和體會，幫
助了筆者對福音的工作和宣教的視野，擴闊了很多。因
此筆者把這次的體驗以自己的體會來詮釋馬克吐溫的名
言。「參與宣教體驗能撕破我們的「自我中心」、「只
顧自己的事」及「愛慕世界的事」之心態和思想，單是
這體驗，已值得我們許多人參與及投身於宣教的事。因
為這對信徒們來說是極大的益處。對處世為人有廣闊胸
襟，能懷著積極和恩慈的心外，還對屬靈的事，更加幫
助我們認真看待生命與使命，及更敬愛神和祂的事。這
可不是多年呆在教會就可以培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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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 感想 -

德國考察之旅

劉志強牧師

( 本會國際事工副主任 )

Why chose Germany? 
( 為何會以德國為考察的地點呢？ )

本會差傳事工其異象和目標之一，就是『把福音事
工推廣至普天之下，向萬民宣揚大好的救贖信息。』（參
考馬可福音十六：16）另外，本會服侍的對象和區域首
要是以亞洲「福音未得之民」為主，服事之族群包括華
人、非華裔群體、不同國籍的穆斯林及少數民族等。此
外，本會也關注歐洲及非洲的福音需要。換言之『立足
東南亞，注目歐亞非』的福音策略。

選擇去德國考察，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她屬於本會其
中一個支援工場。從 2008 年至今，本會有 2 個支援宣教
士單位在德國工場服侍。他們就是陳欣懿牧師及陳袁美
華師母，林奕勝傳道及林何少琳師母，他們都是加拿大
浸信會差會所差派駐德國服事的宣教士。而我們是支援
的差會，每一次，當他們回港述職的時候，他們亦到訪
本會及分享他們在德國的服侍。所以本會透過宣教士的
分享和定期的代禱信中，對德國華人福音事工有基本的
認識和了解。

猶記得 2015 年初，連達傑牧師（本會前任總幹事）
在國際組會議中提出要『衝出亞洲』的異象和目標，其
實這異象和目標在連達傑牧師上任以來，一直持有的異
象和目標。他甚至建議考察德國的工場和探索可能發展
福音工作為目標。於2015年6月中旬，連牧師、Elisa（行
政主任）和筆者透過Skype與駐德國宣教的陳牧師聯絡，
分享了本會的計劃和目的；陳牧師夫婦知悉後，他們非
常樂意和歡迎本會去到德國考察和認識當地的華人福音
的工作和需要，亦為本會於當年 10 月份的考察隊到德國
預備和擬定了豐富的行程表。

What did we do?
（我們作了什麼呢？）

陳牧師夫婦為我們考察隊編排了非常豐富和緊密的
行程（考察日期於 2015 年 10 月 27 日 -11 月 4 日）。行
程表中的安排差不多每一天要走訪一個城市。這次我們
共到訪了 6 個城市。第一站是漢諾威，第二站是柏林，
第三站是漢堡，第四站是法蘭克福，第五站是哥廷根及
漢諾威。

I. 參觀及拜訪
我們有機會到訪和參加了漢諾威的德華中文圖
書館和醫學院的查經班、柏林 2 間華人教會、
漢堡華人教會福音查經班、法蘭克福德國人教
會服侍難民的聚會、哥廷根和漢諾威華人教會
及主日崇拜聚會。

II. 交流及探索
感謝主的預備，在陳牧師的安排下，讓我們在
短短的時間及緊密的行程中，可以榮幸地認識
到在當地服事和牧養教會的華裔牧者和宣教
士。他們都來自不同的地方，如美國、香港及
台灣。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第一次到訪德
國服事當地華人教會或福音團契後，都大大被
神感動，並有負擔在德國服事和牧養他們所接
觸的華裔群體和中國的留學生。

從他們的分享中，了解到華人福音的需要和困
難之處。特別在德國的社會和文化中，要擔起
牧養和帶領華人教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其中
一個難處，就是要到處向德國人教會租用禮堂
來作崇拜聚會和團契小組的地方。但他們同時
也見證神的作為和福音的大能在信的人身上結
出的果子，實在令他們在主裡面的喜樂得以滿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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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資料摘取：新華網 http://education.news.cn/2016-03/17/c_1118361861.htm。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 日。
2.  資料摘取：中國駐中國聯邦德國使館教育處 http://www.de-moe.edu.cn/article_list_read_one.php?id=2031. 瀏覽日期：2016 年 4 月 16 日。

Who is the target people?
（誰是服侍對象呢？）

本會首要服事的對象是華人，因此我們到了德國的
城市，自然地會以接觸華人群體為目標和對象。這也是
陳牧師夫婦及林傳道夫婦，他們牧養的群體和服事的對
象，特別是中國留學生和當地的華裔家庭。

根據中國留學生的數據資料 1：
2015 年度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 52萬 3千 7百多人，
其中以國家公派的有 2 萬 5 千 9 百多人，單位公派
的有 1 萬 6 千多人，自費留學的有 48 萬 1 千 8 百多
人。 

2015 年度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 40 萬 9 千 1 百
多人，其中國家公派後回國的有 2萬 1千 1百多人，
單位公派後回國的有 1 萬 4 千 2 百多人，自費留學
後回國的有 37 萬 3 千 8 百多人。 

2015 年度與 2014 年度的統計資料相比較，中國出
國留學人數和留學回國人數均有增加。出國留學人
數增加 6 萬 3 千 9 百多人，增長了 13.9%；留學回
國人數增加 4萬 4千 3百多人，增長了 12.1%。

在德國各類中國留學人員約 3 萬人，連續多年保持
在德國之外地留學生中的最大群體，其中在德國大
學正式註冊的中國留學人員約 2 萬 5 千人、國家公
派留學人員約 3 千人、獲德方資助的各類中國學者
約 3千 2百人。2 

以上的數字及數據，都顯示了這是一個宣教的契機。
試想，若中國的留學生能夠在德國（其他海外地方）能
夠聽聞福音，有人幫助他們在生命中信靠耶穌，得到生
命的更新和豐盛，甚至有機會在求學期間能夠得到牧者
的愛心栽培。數年後，當他們完成了學業的要求，畢業
後回國的時候能夠帶著基督教信仰和使命回去，相信這
對中國的教會和社會必帶來改變和希望。

神的作為真奇妙，祂的信實和慈愛常在不同的人身
上彰顯。我們在考察行程之中，認識了兩位女傳道人。
其中一位女傳道，她曾是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她在求
學期間，聽聞了福音，然後信主。當她完成學業後，主
特別呼召她，要她跟從主和服事主；因此，她就獻身事
主和接受神學院的訓練和裝備。完成了神學的裝備和訓
練後，她有負擔要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和服事他們。現
今她在德國其中一個城市的福音團契裡服事和牧養中國
的留學生。

What is next?
（下一步如何？）

至於考察之旅後，我們如何面對這在德國（海外）
的中國留學生呢？看到中國籍的留學生遍佈世界各地，
他們的人數明顯地每年都有增無減的景象，我們是否能
夠看到這是美好的契機，在德國（海外）這地方接觸他
們，與他們分享福音，幫助他們在基督裡成長呢？相信
大部分的留學生在家鄉（中國）時未聽聞過福音。

我們應該如何回應呢？盼望本會因著這次的考察及
所體驗的事，加上駐德國服侍的宣教士之事工分享，能
夠成為香港眾多浸信會堂會、各教會、牧者與肢體們的
關注和參與這德國（海外）中國留學生的事工。

正如陳牧師和林傳道在德國的服侍，他們進入大學
校園中接觸和關心他們。因著中國留學生可能會在學業
和適應德國社會和文化上遇到新的挑戰和壓力，例如面
對沉重的學業要求、日常生活與人際關係（溝通及學習
德語）、文化上的差異和適應等；宣教士可以陪同他 /
她們一起面對種種新的挑戰和壓力，在適當的時候在他
們的身心靈上給予輔導和幫助。在德國某些城市的天氣，
煙霧的時間比較多，有陽光普照的時間比較短。導致一
些人在這樣的環境下比較易患憂慮和情緒容易起伏和變
化。宣教士可以向他們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幫助和替他們
解決一些的問題。同時邀請他們參加福音團契、福音查
經班、教會的活動和聚會。

結語
這次的考察之旅後，讓我們一行 5 位都感覺到這是

一個傳福音的趨勢和契機（黃金機會）。祈禱我們的主
繼續帶領本會也能夠朝著這個呼聲和在海外留學生的工
作和莊稼上有份為主付出和得著他們。

主說：「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
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
收割了。」（約翰福音四 35）祈望有更多像先知以賽
亞回應主的呼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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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六 8）

筆者回港後，在主前祈禱，求主保守和引導那些已
經信主和得著栽培的留學生，返回中國後，能夠成為基
督的使者，向自己的同胞分享與神和好的信息。在社會、
職場和家庭中成為光和鹽及為基督作見證，成為中國的
祝福。

筆者還有一件心中值得感恩和讚頌神的事，就是在
這次的考察行程和「行旅」中的體驗，隨行考察之中有
一位牧者，回應了神在他心中的感動和呼召，及計劃將
來到德國去服事和牧養中國的留學生和華人群體。他和
師母已積極準備和願意獻身為宣教士。祈禱神繼續為他
們開路和施恩予他們，及禱告記念他們能夠為主得著年
輕一代的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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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考 察 之 旅 感 受

宋景昌牧師

（香港仔浸信會牧師、 

本會前任董事）

考察之旅的緣起
德國是香港浸信會差會 ( 浸差會 ) 的其中一個支援

宣教士的工場。於 2008 年 10 月陳欣懿牧師夫婦二人被
加拿大浸信會差會差往德國宣教，牧養當地的中國留學
生。因著陳牧師夫婦在香港也有一些教會支持他們的事
工，同時加拿大差會與香港浸差會同是浸信宗背景，故
此他們希望能與香港浸差會合作。

當時，面對陳牧師的邀請，浸差會卻未能配合開展
歐洲工場的事工；因為，當年浸差會國際組正致力於「北
漠」及東南亞事工上；然而，差會決定以支援差派的方
式，與陳牧師夫婦合作，一方面可協助發放德國宣教士
的代禱信息和需要予香港眾浸信教會，以認識這個工場，
同時也協助處理香港友會對他們的奉獻支持。

2015 年初，時任差會總幹事連達傑牧師以「衝出
亞洲」為題，挑戰國際組前往德國，考察這個已經支援
了多年的工場。這議題激發國際組的討論並議決同年 10
月前往德國考察，探索會否成為香港浸信會差會的歐洲
第一個工場。經過與陳欣懿牧師聯繫後，於 2015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4 日分別前往漢諾威 (Hannover)、柏林
(Berlin)、漢堡 (Hamburg)；法蘭克福 (Frankfurt)；哥廷
根 (Gottingen) 等多個城市，探訪當地教會或團契；同行
有羅泰然牧師（時任差會主席）、宋景昌牧師（時任國
際組組長）、文燦潤牧師（時任國際組組員、差會候任
總幹事）、岑英輝傳道（時任國際組組員），劉志強牧
師（差會國際事工副主任）。

對於這次考察之旅，為筆者帶來不少的震撼，包括
以下幾方面：

宣教地域觀點上改變
筆者與不少人對中國留學生的印象相近，認為中國

學生大都會選擇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等自由西方
國家留學，畢業後盡量選擇找機會留下工作，加入移民
行列而不回國。因此，要向中國留學生傳福音，是這些
美、加、英、澳的華人教會的責任，不是香港教會的責
任。香港教會要向中國學生傳福音，最乾脆的方法就是
差派宣教士進入中國，建立學生福音工作。

但從陳牧師的分享中，華人留學生不再蜂擁到北美，
而是來到歐洲。近年中、德關係愈來愈密切，中國亦日
漸開放，讓大量中國學生前往德國進修（唸大學本科、
碩士、博士、博士後、或專科研究）。估計在德國的華
人人口超過 20 萬。此外，大部分在德國進修的學生都傾
向回流中國，因為德國並非一個移民國家，並不準備歡
迎大量移民，大部份人不容易留下，因此他們回流後將
會成為中國政府部門、大企業、大學校園的生力軍。假
若這群知識份子能在德國信主，這群基督徒不但能用專
業知識和留學經歷來貢獻中國，還可抱有屬天的正確價
值觀，那麼中國也就多了這群愛國的青年官員、有愛心
和見識的專業人士、誠實勤勞的商人、有承擔及熱愛學
生的大學教授，他們更可能成為影響全中國的接棒者！ 1

因著德國有大量的華人，特別是中國留學生，他們
面對陌生、歧視與孤單等惡劣的環境，他們極需要耶穌
基督的福音！然而德國有六十多個城市都有中國留學生
參與的華人基督徒查經班、團契或教會。可是，整個的
德國卻只有十多位向華人傳福音、牧養華人信徒的宣教
士和牧者。因此，德國華人宣教工場，乃是一項富挑戰，
有意義的海外中國事工。2

陳牧師的分享深深吸引筆者，改變筆者固有的想法，
香港人要接觸關心中國人靈魂的需要，除了進入中國之
外，也可以前往德國宣教，向中國留學生傳講耶穌基督
的救恩！加上現時中國政府對於基督教的政策有漸漸收
緊的現象，似乎德國華人宣教工場，實在是一個難得的
宣教機遇。

宣教士年齡觀念改變
過去筆者所接觸的大部份差會，都傾向招募年輕人

參與宣教行列，除了差傳事工聯會連續兩年辦青年宣教
營之外，個別差會也會辦青年宣教大會，致力鼓勵年輕
人參與宣教，甚或更建議他們在進入職場前，奉獻一年
到三年的時間，參與短期宣教行列，去到不同的宣教工
場中學習宣教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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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發佈的「2014 香港教會差
遣宣教士統計」，3 2013 年香港差遣的 543 位宣教士，
介乎 21 至 30 歲的年輕宣教士有 31 人， 61-70 歲隨時
退休的宣教士有 33 人，反映此消彼長的情況，踏出工場
的年輕人增多，同時，將要退休的也增多；而介乎 51-60
歲的宣教士卻佔近四成，足有 200 人，這反映已達「金
齡」的宣教士增幅最多！報告指「金齡」宣教能幫助年
長信徒發揮恩賜 4，加上教會和社會的「金齡」人士於未
來日子會愈來愈多，是必要發展的方向。鼓勵「金齡」
信徒回應過去因種種顧忌而未曾實踐的呼召，這豈不正
是筆者過去的寫照？

德國華人事工其中一位負責人吳牧師曾提到，當地
FMCD 差會對前往德國的華人宣教士沒有年齡限制，只
要身體健康，能行能走，都歡迎加入，因為金齡宣教士
的牧養經驗豐富，並且較穩定。差傳事工聯會帶出的「金
齡宣教」的呼聲，原來「金齡」也可以宣教，的確改變
了筆者對宣教士年齡上限的觀點！筆者夫婦已進入「金
齡」，這正配合筆者的處境，亦是對筆者的印證。

回應與踐行的印證
筆者在考察結束回港前，與陳牧師夫婦詳細分享

筆者的領受，就是認同德國境內的海外中國事工的確是
一個難得的宣教機遇，這機遇激發筆者回想獻身蒙召方
向是宣教，對象是「中國人」。神學畢業至今從未間斷
參與宣教的事奉，過去不少的宣教經驗大都是當地「華
人」，溝通的語言是「華語」，然而「中國人」卻相對少！
這機遇是否神再次呼召筆者？要筆者離開目前已熟悉的
牧養環境，離開這「安舒區」，進入這新的事奉挑戰？ 

探索申請德國宣教士的可行性，首要條件是太太能
認同筆者的領受，並且願意一起前往德國短宣體驗，嘗
試經歷筆者的領受；另外是探索浸差會是否願意接納筆
者夫婦申請成為宣教士。

回港後，筆者需要印證，便與太太分享是次行程的
領受，並且一起為這領受禱告。經與陳牧師商量後，我
們決定 2016 年 2 月春節期間自費再次前往德國作短宣，
體會當地宣教士的生活。太太願意一起探索宣教路，這
是第一個印證。結果，我們在這一次短宣中，與不同的
弟兄接觸，分別帶領多個查經聚會及主日證道，我倆都
肯定了這次宣教之旅，接下來便是等待香港及德國差會
的接納。

註：
1. 詳細分享文章見陳欣懿，陳袁美華宣教士夫婦：〈德國哥廷根華

人福音事工〉載《浸傳網》（香港浸信會差會出版），37 期，
2009 年 6 月。【 網 上 文 章 】， 見 網 址：http://www.hkbm.org/
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611&Pid=10&Versio
n=37&Cid=92&Charset=big5_hkscs。

2. 同上。
3. 基督教週報 2015 年 5 月 24 日第 2648 期標題「2014 香港宣教士

統計．差遣人數創歷年新高」，【網上文章】，見網址：http://
www.christianweekly.net/2015/ta2023990.htm 瀏覽日期：2015 年
5 月 3 日。

4. 「金齡」人士一般指現時五十至六十五歲。詳見基督教週報 2015
年 4 月 5 日第 2641 期標題「金齡牧養教牧研討會．五十歲後踏上
宣教路」，【網上文章】，見網址：http://www.christianweekly.
net/2015/ta2023789.htm 瀏覽日期：2015 年 5 月 3 日。

因著我們有這探索宣教的決定，筆者認為不能隱瞞
這事，必須坦誠地向主任牧師及執事會分享我們對宣教
的領受，因為這將會是一個差者與傳者的團隊事奉之關
係，並不是要辭職找一個新的職事。感謝神的帶領，整
個分享過程都得到正面的回應，認同我的宣教心志。這
是第二個印證。

回港後，筆者正式向香港浸差會申請為宣教士。誠
然，早於筆者決定與太太於 2016 年春節期間自費再次前
往德國作短宣之前，已與香港浸信會差會主席、時任總
幹事及候任總幹事分享筆者的領受及行動，都得到他們
認同和接納，接下來是等待宣教士申請進程及新一屆國
際組的會議討論關於德國工場事宜的共識。求主繼續帶
領筆者踏上德國宣教之路，也祝福香港眾浸信教會，能
看到這宣教的新機遇。

編按：
宋景昌牧師夫婦已正式申請為本會宣教士；宋牧師

亦已辭去本會董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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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恩典的旅程

岑英輝傳道

( 沙田浸信會傳道 )

這是一個充滿恩典的旅程。感謝神的帶領、陳欣懿
牧師的安排，使我們到了一個美麗的國家。我們每到一
個城市，當地的教牧們都抽出寶貴的時間來導遊和分享
指導，開了我們的眼界，讓我們不單看到神的作為，也
看到德國華人宣教士如何在當地開展事工，如何彼此相
愛、彼此守望相助、彼此勉勵成長，一同服事主基督耶
穌。

我們在去年 10 月 27 日半夜起飛前往德國，於 11 月
4 日早上返回香港，若不計算飛機行程和時差，我們在
德國只有七天時間，先後拜訪了漢諾威、柏林、漢堡、
法蘭克福和哥廷根等 6個城市與及 7間華人教會。

我們拜訪的教會，雖然牧養對象都是華人，但眾教
會各有不同需要。同工人手是共同的需要。「要收的莊
稼多，做工的人少。」( 馬太福音九 37) 而且一個堂所
要兼顧牧養兩、三個城市的教友或團契，宣教士要在城
市間奔走往來，牧養吃力。事工多、工人少，比比皆是；
又有教牧已過退休年齡，需要尋找接班教牧等等，祈求
神差遣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德國免費教育惠及全球，成為不少經濟能力不足的
華人選擇留學的國家。這些華人主要是說華語（國語／
普通話），成為了德國華人教會的主要福音和服侍對象。
據說，留學英美的華人回國率低，但留學德國的卻達
85% ！若他們信主及受裝備後，返回祖國能繼續傳揚福
音，將成為一群精兵，特別是一些禁止外人在其國土宣
教的國家，他們能回國佈道，便是難得的福音使者！

宣教士起初成立福音班或學者／學生團契來招聚他
們，但這些學生流動性高，佈道裝備要在兩三年內完成；
求主差遣更多宣教士來參與這裡的服事！

起初，宣教士的福音對象是當地華僑或餐飲工人，
但他們分散各處，難以招聚。幾十年後的今天，華人開
始為了下一代，或自己已退休而搬到大城市居住，在德

國出生或長大的第二代（就好像以前移民往英、美、加
的第二代之文化差異問題一樣），他們能操流利的德語，
卻未必能講或讀中文，難以在華人教會投入。最理想的
是他們當中有感動修讀神學的，他日成為牧者去牧養他
們。然而，燃眉之急，福音的工作和牧養的重任，就要
交給能操流利德語，最好曾留學德國的宣教士趕來牧養
啊。

最近，我們可常在網上看到不少穆斯林皈信基督的
消息；在德國也有如此機遇。我們到了法蘭克福的一所
教會，他們經常邀請穆斯林到教會一起進餐，然後有福
音聚會。那些穆斯林，有男有女；從埃及、敘利亞、伊
朗等不同地方的族群來到德國，除了有些是會友的「朋
友」外，也有是當日在街上第一次遇到，被會友的熱情
邀請而來的；會友中也有德國人、新加坡人等不同地方
的信徒來服事的！聽大家分享，也有不少穆斯林決志信
主。然而當地穆斯林領袖亦開始想辦法與基督徒「鬥快」
接觸在德國的穆斯林，阻止穆斯林參加基督教的聚會！
此外，也有資料提及有異端在當中「搶羊」，求主加快
差派祂的僕人來搶救靈魂！

感恩的是看見有教會成功，並且能夠長期租用歷史
文物教堂成為長久可使用的堂址；至於教堂裝修費用，
求神繼續供應所需。還有感恩的是，我們每到一處，都
有美麗的教堂，數百年歷史的房屋文物、全國惟一的潘
霍華銅像、市議會、國會大樓等等建築物。住宿地方附
近又有美麗秋景的小河湖泊，我們也其樂無窮地在漢諾
威湖邊、哥廷根市內城牆小徑和哥廷根湖邊晨運跑步，
伸展一下筋骨。還有，在法蘭克福，我們竟遇到香港的
電視台在拍劇集。更令我開心的是，「失散」多年的中
學師兄，竟然就是其中一位宣教士：吳振忠牧師！在漢
堡重逢，吃著港式燒味，另有一番滋味。感恩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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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考 察

之 旅

文燦潤牧師

( 本會總幹事 )

當香港浸信會差會考慮拓展工場，我們有同一的看
見，拓展範圍希望能夠衝出亞洲，大家立刻浮現德國工
場，加上與我們多年有聯繫，我們的支援宣教士陳欣懿
牧師夫婦和林奕勝傳道夫婦在德國服侍，一經聯繫，差
會就籌劃這次考察團。

整個考察過程，看到宣教士如何服侍德國華僑和華
人學者，讓他們有機會認識主，在異地能經歷被愛和彼
此相助，對抗負面情緒，這個禾場有很大需要。加上近
年因難民湧入，做成社會、經濟、政治上很大的衝擊，
同時也是一個很大的機遇，可以自由向這些難民分享信
仰，又可以接納和服侍他們，讓他們融入社會，我們有
機會參與服侍難民的聚會，一起敬拜、有分享和晚膳，
令我很受感動，盼望神祝福這片地土，讓人得著平安，
更求神興起更多工人，收祂的莊稼。

感恩本會將積極開拓德國工場和預備今年十月份籌
組考察訪宣隊，參與研究生開學營，請為此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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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德國來的分享信

林奕勝、林何少玲 

( 本會支援宣教士夫婦 )

孩子生活 多姿多彩 
在這 3 個月裡，我們的兒子思敬玩得盡興了！他代

表學校參加校際足球賽，當上半天龍門，不用上課。學
校搞個「工作日」，到出版社轉了半天，又不用上課。3
月學校樂隊有兩場表演，事前要參與音樂營，每天除了
6 小時的密集綵排，其他都是打球和休閒時間。他在復
活節假期也去了全德國的造就營，帶著滿腦子的經文回
來。4 月中又參加學校的遊學團，到英國 Hastings 逍遙
自在了一週。5 月中聖靈降臨節假期，隨著德國教會的
少年組去露營。周末，便到德國教會或難民營中做義工。
然後，6月中返回多倫多放暑假囉！

 
德國的環境給予思敬多面體的學習。作為初中生，

這種生活體驗也真「過癮」！作為父母，我們不斷為他
祈禱。看見神帶領他來到德國（正承接華語及中東難民
潮的福音事工）、預備他的語言（德 / 英 / 中）、擴闊
他的視野（接觸不同文化、知識分子、基層、難民等），
這是祝福，也是挑戰。我們祈求思敬的屬靈基礎能札根
得穩，不偏離主道，才能在他的世代中作鹽作光。

                    
與神相遇 凡事有定時

我們不厭其煩地說：在德國工場，常常要與時間競
賽。哪個宣教士不疲倦、不忙碌，但能夠見證人遇見神，
生命被改變，那份屬天的喜樂和滿足，真「過癮」！

外展聚會後決志：有幾位姊妹畢業後要離開卡塞爾，
所以安排 4 月的崇拜為「福音主日 + 外展燒烤 + 告別
見證分享會」。因著弟兄姊妹熱心邀請，當天有 60 多人
出席，無論是見證分享、燒烤氣氛、告別祝福，都滿有

恩典。我們一心作撒種的工夫，想不到造就了一位慕道
朋友決志！她在國內去過教會，在德國也待了幾年，在
聚會中受感動決志。認識她的人知道後，第一個反應是：
「她竟然會信 !」當神的時間到了，再不可能的都變為
可能，神豈有難成的事呢！

  
教授變身福音使者：上次提過一位教授來德作一年

的學術交流。她剛到德國時便經歷多番波折，在首半年
裡： 突然被國內大學要求提前回去，面臨要立刻回國
的恐慌； 因為一個國內的項目未能準時完成，面對顧
客提出高額賠償的危機； 被房東無理逼遷，居無定所。
她在徬徨和無助下尋求神，神預備不同的基督徒幫助她、
帶她到查經班。在禱告中她經歷出人意外的平安。半年
後，神在絕境中為她打開一道一道的大門。首先有教授
為她寫推薦信，使她得以繼續留德。又預備新房東收容
她。索償之事暫時不了了之。她確信是神帶領她，掌管
她生命中的一切；所以，她決志，並在回國前受浸，義
無反顧，立志一生跟隨主。

這個立志一點都不兒戲。全家是黨員，任教的大學
直屬國家管理。當她把基督徒的身份在微信公開、把見
證發放出去，等於她已計算代價：有可能失去前途無限
的鐵飯碗、被同事親友視為「異類」而不相往來… 然而，
為主撇下一切的，便要得著一切。回國前，透過視頻，
她已經帶她國內的媽媽信主！求神成就她在得救見證中
所許的願：「我將回國，心懷主耶穌，我充滿了信心和
愛的力量。我將把我在德國的信主經歷告訴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和我的學生。我願意用生命為主耶穌作見證，
將主的愛帶回中國，帶到校園。」

工場體驗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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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主啊，「一年」看似算不得甚麼。但當人遇見神，
藉著祢的揀選和預備，祢用一年時間轉變一個人的人生
方向。願神興起更多有能力的保羅、有感染力的亞波羅，
帶著基督的使命進到更大的禾場裡！

信徒成為門徒：一位媽媽信主 6 年，算是穩定參加
聚會的。她做事能幹、帶孩子有一手、帶查經也有條不
紊。當一切看似風平浪靜，正是主要在她心中作「翻騰
扭轉」的工作。

她的老爺奶奶來德國探親。畢竟生活習慣和原生家
庭不同，要一同生活 3個月，簡直是屬靈生命的大考驗。
初信時，倆老來訪，總覺得自己受不了委倔，必定以牙
還牙，嘴巴上不留半點後路。這一次，她定意學習忍讓，
不惹老人家的氣。好不容易挨過兩個月，但死忍總有崩
堤的時刻。戰役終於在一個週末連爆兩場，各人把心中
最傷的一句爆發出來。姊妹自知處理不好，但內心太軟
弱、太缺乏愛。她心中一直喊叫：「主啊，祢在哪？」
在場面混亂、開始有肢體推撞之際，老爺脫口而出：「那

算是我有點不對，行了吧！」就在下一秒，不知從何而
來的勇氣，姊妹衝上去把老爺奶奶抱在一起，真心說出
第一句：「爸，媽，我愛您們。」結果，一個擁抱、一
句愛的肯定，整個家庭氣氛全然扭轉。大家摟著一團，
流著寬恕、接納、感恩和家人之愛的眼淚。四個人的關
係得以從新修補。

姊妹分享她的反思：在聖靈的光照和聖經的兩刃利
劍下，才看清楚，過去一直堅持著「自己是受害者」；
現在，不得不承認她有驕傲，她從來沒有欣賞過倆老的
付出。而更深層的反省是：「信主多年，我第一次真正
經歷到『主在我裡面』。過去我只在理性上和行為上作
一個基督徒；如今，我體會到主耶穌整夜追著我不放，要
與我對話。我終於明白，祂要改變我生命是怎麼一回事！」當
天媽媽組的分享，我們又笑又哭，感恩和敬拜之心帶動著聚
會。當神要觸動人的生命，我們便不單只作信徒，神的愛和
大能必然推動我們甘心樂意作主的門徒。

( 答案請看頁 16 )

15 世紀初，藏傳佛教 ( 喇嘛教 ) 領袖宗喀巴創建了 _______ 派，因該派穿戴黃

色衣帽，故俗稱黃教。起初，黃教在西藏地區處於劣勢，常受其他教派的打擊

和排擠，後來，在蒙古封建主的支持下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權。

藏傳佛教是在阿勒坦汗時期從西藏傳入土默特蒙古的。1571 年，西藏的阿興

喇嘛來到土默特，向阿勒坦汗及土默特貴族、官員介紹黃帽派喇嘛教教義和教

規，喇嘛教開始在蒙古地區傳播。到 1578 年，俺答汗與三世達賴鎖南嘉措在

青海仰華寺相會，喇嘛教很快在蒙古地區發展起來。到明末，黃教已經成為蒙

古族全民的宗教信仰。

       A. 遜尼
 B. 格魯
　 C. 什葉
 D. 蘇菲

差 傳 冷 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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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穆宣路」的

心路歷程
「領蜜」夫婦

( 本會駐「南島」宣教士 )

件，最後我倆動用了「私己」借給她。

款項借出後第二天，她便接了Ｎ先生回家休養。見
到Ｎ先生能夠回家，我倆也感到欣喜。Ｎ先生回家後狀
態仍是迷迷糊糊的，未能與人對答，但當我倆與Ｎ太太
談及他的情況時，他卻突然哭起來，Ｎ太太說他因自己
的現況而感到難過。看見他的眼淚，也令人感到心酸，
可是我倆不懂得太多字詞去安慰他，只告訴他不要太擔
心，相信漸漸會康復過來的。他們很感謝我倆願意借出
款項，好讓Ｎ先生可以早日回家休養。

Ｎ先生出院至今差不多一個月了，身體亦漸漸康復
過來，Ｎ太太亦已還清了所有款項。回想是次經驗確實
很寶貴，我倆在當中亦學了不少功課。

一點蜜
領蜜夫婦被大家庭邀請參與演奏本地傳統樂器「乍

燶」。我們在三月期間，與大家庭成員一起練習，每周
兩次，每次 1-2 小時。雖然上文提到，現時功課多而深，
理應更少時間參與這些活動。可是我們想到，是次演出
也是服事的機會，過去半年我們在大家庭並沒有任何服
事，因此這次真是可遇不可求。何況這些樂器是他們本
土文化之一，故也可說是課外學習，因此我們亦願意嘗
試。

於演奏當晚，我們一行十人穿上本地民族服裝，赤
腳走上台表演。開始之前，主持人向會眾逐一介紹成員
來自哪一個城巿。成員們一一說出自己是來自南島某個
城巿，但當領蜜先生說出自己老家的名字時，台下觀眾
卻大笑起來。我倆也不明白原因為何，只感到有點尷尬。

後來在回家路上，大家庭領袖告訴我們，他們大笑
是因為他們以為領蜜先生在說笑，並非真實來自我們的
老家。這又難怪他們的，因為領蜜先生的樣貌的確幾分
像本地人，加上穿上民族服，更叫人難以分辨呢！領蜜
先生常說，這是他獨有的優勢，但可惜一說話便會被人
識破了。

願那位不曾打盹、也不睡覺的看顧者，常在你右邊
蔭庇你，無論你出你入，祂也保護你直到永遠。

轉眼間，領蜜夫婦已在南島半年了，語言學習亦由
上午班轉到下午班（第 1-3,7-9 級是上午班，而 4-6 級
則是下午班）。下午班雖然只上課兩小時，但家課明顯
較之前多而深，因此我們每天放學後，便趕緊做功課，
希望能在睡覺前完成，好讓第二天不用太慌亂，故休息
時間亦晚了，往往到十一、二時才睡覺。在老家，晚上
十一、二時的街道仍然人來人往，但這裡卻很少夜生活
的，我的鄰舍們每晚準時九點已關燈睡覺了。

現時語言學校下午班學生，連我倆只有六位，但過
去一個月，有三位同學先後因患上登革熱病而要暫停學
習，他們亦先後入住同一間醫院，加上較早前我們的房
東Ｎ先生（即上期「一點蜜」中提及，幫領蜜先生「趕
鬼」的那位）亦因中風入了醫院，故這個月我倆多次出
入醫院，在探望他們的同時，也順道了解一下本地的醫
療制度及設施，好叫我倆也有些心理準備。幾次的探訪，
我們只能用簡單的南島語問候他們及為他們向大老闆祈
求。雖然Ｎ先生是Ｍ民，但當我們在床邊向Ｎ太太提出
想為他們代求時，他們亦沒有拒絕，但她會立即拉上床
簾，站在外面等候我們。

Ｎ先生住院大約十天後的某一天，Ｎ太太向領蜜太
太表達她的憂慮，並示意想向我倆借錢付醫療費用，Ｎ
太太說自己並非沒有足夠金錢，只是因某些原因而暫時
未能提款，她不想Ｎ先生留院太久，故才向我們借錢。
領蜜太太聽到她的請求後，並沒有立即拒絕或應承她，
只說要先跟領蜜先生商量。

Ｎ太太想借的數目，對我倆來說不算很多，但對
本地人來說卻不少呢！我們了解到他們的確正在面對困
難，並非說謊，可是我倆在本地未曾有類似的經驗，擔
心會因文化差異或語言不通而引起誤會。加上，本地人
往往將外國人（當然包括我們）看為富有人家，故我們
不希望被他們誤以為可輕易地佔便宜，所以我倆除了尋
求大老闆的指引外，亦四出向老家及本地朋友同工詢問
意見及方法。經過多翻的思考後，我倆向她提出某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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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者

( 本會支援宣教士 )

申請辦學牌 – 困難重重
這裡辦事的方式有時實在令人沮喪。政府在位的人

常常製造機會收受利益，若不給點利益，就要面對重重
困難，又要忍耐，等待三、五、七年不等。

為著神給我手上 100 個街童的將來，我心裡像被火
燒一般，甚願給他們一間學校可以學習。因著街童的背
景，他們的父母多數不送他們上學，就算上學了，很快
就半途而廢。我們愛他們，因為神先愛他們，我們著緊
他們，常常家訪，以小班教學，期望他們得到多點關注；
想著我們有自己的學校便可給他們一個另類校園，他們
可以認識真神，又可認真學習至小五，之後便送他們升
讀中學。

學校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媒介，讓創辦者的理念代代
相傳。只要起步時花點努力去建立完善的系統，期望承
接的人能明白創辦人的心意並繼續承傳。摩西的禱告說 : 
「求祢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
慧的心。」( 詩 90:12) 當我數算自己宣教生命的年歲，
便知道我時日無多了，必然要為這裡的工作建立一個承
傳的基礎。若是有一天我不能在這裡事奉，過去的努力
便不能延續。現在面對著辦學的困難，切切的向神求指
引；我深知道神愛他們，必為他們開路。

結業禮
為著上學年的努力，結業禮是給各人，不論是學生，

老師或職工一個肯定成果的時刻。當天大家都打扮得很
漂亮，我們預備了成績表，獎品和表演，邀請了家長來
見證兒女們的成果，大家也感動不已。至於我，看見他
們今天的樣子，並與第一天相比的時候，我便流下眼淚
了。

「他從禍坑裡，從淤泥中，把我拉上來，使我的
腳立在磐石上，使我腳步穩當。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
讚美我們神的話。許多人必看見而懼怕，並要倚靠耶和
華。」(詩 40:2-3)

I 國通訊

感謝主恩
1. 三月初及四月初分別有公司派來的探訪隊及領蜜太

太家人前來探望，兩次三日兩夜的相聚，為我們帶
來不少支持和鼓勵。

2. 在家附近找到一個舒適的地方，可以每天一起做運
動。

3. 借錢事件得到多方好友相助，才達到理想效果。
4. 領蜜先生可進升第五級，領蜜太太升第六級。

憑信代求
1. 領蜜太太父親在探訪期間向她提及他「身後事」之

安排，雖然他並非患有甚麼絕症而說這話，但他已
年過八十了。他此舉動使領蜜太太感到難過，期盼
他早日明白及願意接受好消息。

2. 領蜜先生手臂及身上出現紅點及水泡，原因未知，
但已按鄰居建議使用有關藥膏；領蜜太太感冒咳未
清，記念早日康復。

3. 明年第二階段語言學習的安排，期望計劃一切順利。
4. 能於這屋合約期滿前，找到另一合適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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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最新動態 本會最新動態

1. 本會於 4 月中至 6 月初 ( 連續 8 個週五晚上及 6

月 4 日 ( 週六 ) 下午與香港仔浸信會合辦「把

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共 11 位參加者。

2. 本會於 6 月 11 日 ( 週六 ) 全日 (10：00-18：

00) 或 6 月 11 及 18 日 ( 週六 ) 上午 10 時至下

午 1 時舉辦「把握時機」組長訓練課程，歡迎

完成「把握時機」基礎課程的弟兄姊妹參與。

查詢參與請致電 3756-6403 司徒傳道洽。

3. 本會於 7 月 7 日 ( 週四 ) 晚上 7:30 於本會辦公

室舉行夏季差傳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

與。

4. 本會與荃灣浸信會及大埔主恩浸信會合辦「傳

代禱事項

承異象 --- 拯救穆民」，講員施提摩太、施

黃淑燕宣教士夫婦與大家分享西非加納福音

工作異象，日期定於 7 月 31 日 ( 週日 ) 下午  

3：00 至 5：30 假荃灣浸信會舉行，誠意邀請

弟兄姊妹出席。查詢參與請致電 3756-6402

劉牧師洽。

5. 每月第二個週一晚上 7：30 於本會辦公室設

有「神州同路人團契」活動，歡迎關心祖國

同胞福音需要的弟兄姊妹參與。查詢參與請

致電 3756-6404 許姊妹洽。

6. 每月第二個週二晚上 7：30 於本會辦公室設

有「亞伯蘭宣教團契」活動，歡迎有志考慮

宣教的弟兄姊妹參與。查詢參與請致電 3756-

6403 司徒傳道洽。

1. 記念「北漠」今年訪宣隊 (7 月 19-26 日、8 月 9-16
日 )，祈望各隊的行程安排，都能幫助參加者體驗
「北漠」的風土人情，並知道如何為當地的需要祈
禱。又祈求主預備宣教士前往當地服事。

2. 記念「領蜜」夫婦於「南島」學習語言將進入第二
階段，求主加添智慧。並請記念宣教士未信主的家
人，祈願他們早日接受救恩。也請記念今年訪宣隊
(7 月 18-25 日、8月 8-13 日 ) 與及暑期安排了「浸
神」兩位神學生前往當地實習六週，求主賜福帶領。

3. 記念緬甸今年的訪宣隊、考察隊及神學培訓之行程。
又記念緬東工場恩盈中心的發展，求主保守帶領。

4. 記念本地跨文化印傭事工的陳傳道、泰人事工的
Anna 傳道、南亞裔事工之拓展；求主帶領本會與
眾合作夥伴，有效地推展本地少數族裔人士的福音
事工。

5. 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登山者」於「I」的服事，
現在面對申請辦學的牌照十分困難，求神指引下一
步。

6. 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林奕勝、何少玲夫婦於 6-8 月
返國 ( 加拿大 ) 述職，求神使用他們在不同聚會中
分享德國宣教異象，並高舉神的名。

7. 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小茹事奉申請簽證事宜，求主
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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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信會差會
各 位 讀 者

1. 如欲收閱本會電子資訊，請將個人的電郵地址
發送至本會： 
info@hkbm.org 謝謝！

2. 本會歡迎各教會的團契、小組安排前來參觀及
舉行「差傳教育週會」，有意者請電：3756 
6403 司徒寶媚傳道洽。

3. 歡迎弟兄姊妹奉獻支持本會，支票抬頭請寫：
「BCHK 香港浸信會差會」，支票背面請註明
支持項目，然後寄回本會。亦可直接存款入香
港上海匯豐銀行行戶口：808-654057-292，
並將存根及用途透過電郵告知。

差傳冷知識 (頁 10 )   B. 格魯
答案參考：張伶、張一舟編著，《認識包頭》，內蒙：人民，

2005 年。頁 89。

差之毫釐 ...
Kay

會心微笑─

2016 年 3 月差會收支報告

我的教會每年都舉辦暑期營會，記得有一次，

我被邀請製作營刊，內容包括營會所有選用的詩

歌，亦會編輯入營刊中。

由於一次過要處理數十首的歌詞而校對又不

夠，往往在發現手文之誤前就已經印刷了；雖然有

些失誤還可以接受，但其中有一次打錯了一個字：

我把《主領我何往「必」去》打成《主領我何往「別」

去》。

這一個錯字將整個意思顛倒了，大家都不能當

看不見的；最後，只好勞煩其他人一起幫忙逐本更

正錯字。這真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盼望大家聽見主的呼聲時會說：「主領我何往

必去」，而不是「主領我何往 --- 別去！」

   

本年 1-3 月累積 本年 1-3 月累積 本年 1-3 月累積

收入 支出 盈餘 /( 不敷 )

差會經常費 818,908.66 705,414.00 113,494.66 
南島工場 150,533.00 202,598.61 (52,065.61)
北漠工場 157,700.00 -   157,700.00 
緬東事工 578,975.40 52,185.99 526,789.41 
國內事工 218,931.88 140,163.35 78,768.53 
本地跨文化事工 189,334.49 178,437.75 10,896.74 
教育及拓展事工 3,200.00 11,693.00 (8,493.00)

2,117,583.43 1,290,492.70 827,09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