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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主的感動已經催迫我

尋找宣教同路人，所以我與浸信會一群有心跨文化

宣教的教牧、肢體同行至今。無論我在教會牧養、

在神學院教學服侍，都不忘將宣教的意念傳遞，心

底裡總的心意就是「大使命」，福音要廣傳萬邦。

結合當時在聯會海外傳道部、教會、神學院等志同

道合的肢體，專心禱告尋求神的心意，學習他人宣

教的模式，匯聚肢體參與各色各樣的宣教行動──

訪宣、短宣、課堂學習……從此就與浸信會「差傳」

結下不解的情誼，由浸聯會海外傳道傳部、差傳部、

浸信會差傳中心到浸信會差會，我心底只有一個意

念，就是與志同道合的同路人承擔大使命。

與浸信會「差傳」結下不解情誼可從下列幾方

面經歷來分析：

(一 ) 與浸信會差會同心作工。那是由 1992 年

起，在神學院推動宣教體驗，帶領神學生於暑假參

加差傳中心的短宣，初時到東南亞的國家，如新加

坡、馬來西亞、東馬等，與當地教會、團體合作向

未信主的群體傳福音。再進一步，跟隨差傳中心找

尋「未得之民」，專心向這些群體傳福音。首先是

「蒙古」群體和「伊班」群體，並且從 1995 年開始

就專心負責帶神學生和教會肢體，聯同沙磱越伊班

人牧師、華人牧師，進入當地森林找尋未信的伊班

人傳福音；也在東馬兩個州：沙巴的亞庇、山打打根、

斗湖和沙磱越的斯里亞萬；在西馬：吉隆坡、八達嶺、

大山腳、亞羅士打、玻璃市與當地華人教會，合作

推動差傳事工。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忘國內同胞的

福音需要，同樣匯聚和投入大量心思、人力，聯繫

國內兩會，組織短宣隊訪宣，協助教會培訓、建堂。

此外，也和某些省份合作，差派浸信會神學院神學

生到那裏實習，和接待國內牧師、兩會代表到訪香

港，作這些事工直至 2001 年……當 9 月 11 日紐約

雙子大廈被恐怖份子襲擊倒塌後，世人都震驚，我

們也心裡焦急，差傳中心董事們經禱告決定要迫切

關懷穆斯林群體，這樣，我們就開始尋找服事這個

群體的地域和族群。最終，我們選定了南島 M 民，

並從那時起到如今，沒有停止承擔這個使命。

( 二 ) 與浸信會差會同心構思。感謝主給我在

過去的 28 年，從二十世紀跨到二十一世紀，無論從

起初浸信會聯會的海外傳道部，後來的差傳部、差

傳中心，到現在的浸信會差會的組構過程，我都有

機會參與構思。此外，在找尋和開拓新方向和服侍

的群體方面，主也給我參與的機會，就如服侍南島

M民，從不知道怎麼樣開始以至專心、與眾人齊心、

恆切的禱告，最終，主給了我們清晰的方向和對象。

我心底最感謝的是主給我們這群同路人一份清純的

心，無論面對多大的問題、多難的阻礙、多困擾的

人事，我們都願謙卑下來同心禱告，至終，主給我

們開路，除去難阻，賜下足夠的恩典，讓我們繼續

前行。

( 三 ) 與浸信會差會同行。這廿多年來，感謝

差會給我莫大機會，讓我不停參與宣教的服待。現

在已屆退休之年，仍接納本人參與日常事工的運作，

對我來說滿心感恩。同樣，這些年來見證神不停地

興起參與的教牧同工，肢體、教會、福音機構等等，

彼此願意同心合意，也能放下種種繁瑣則例，只求

福音得以廣傳，更令我深信主的應許：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

在此，我呼籲各位宣教同路人不忘初心，繼續

同心同行，直至萬民都得著救恩，成為主的門徒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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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漠工場深度遊

邂

逅

福

音

引言
北漠，可以說是神秘又美麗的地方，這裡的民

族熱情洋溢、友善單純；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很有

個性、好勝心強、情緒激動；從信仰的角度來看，

他們很有恩賜和氣質，容易塑造成為教會領袖、大

使命的信徒，若然，他們會很快速便將福音廣傳。

本文與大家分享這民族是如何與福音邂逅，福音又

如何在這民族中發展？這些事給我們有甚麼啟迪？

宣教足跡 — 邂逅福音 
從第七世紀開始，北漠民族已經有機會接觸福

音，這稱為前帝國時期（約 623-1245 年）；當時，

東敘利亞基督徒（被稱為聶斯多留派基督徒）將福

音傳到中亞，這就是中國唐朝時所稱的「景教」。

最初成為基督徒的是突厥部落克列惕部，他們當時

統治北漠民族的領土（後來被成吉思汗征服），有

他們信仰基督教的最早文字記錄。十一世紀初，聶

斯多留派駐呼羅珊主教收到一封信函，信中稱克列

惕部的王已經接受洗禮，請求派一位傳教士到其統

治地區，為 20 萬人洗禮，文獻記錄了克列惕部歸信

了聶斯多留派基督教。1206 年，鐡木真在北漠民族

各部聯合大會「忽里台」被尊為成吉思汗；他征服

了鄰近部落，將他們納入正逐步擴大的汗國之內，

許多克列惕人與成吉思汗的皇族通婚。北漠民族最

先邂逅福音，就是透過這些已歸信聶斯多留派基督

徒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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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機遇 — 錯失良機
北漠民族最輝煌的歷史是進入中國建立元朝的

帝國時代（1245-1368 年），北漠帝國登上當時世

界最高霸權的地位，達到國際頂峰。成吉思汗的子

孫統治大片疆域，外交使節來往於信奉天主教的歐

洲和歐亞大陸的北漠帝國之間。1245 年，天主教方

濟會會士卡匹尼來到成吉思汗的軍營，首次將天主

教帶到北漠人中間。此後，兩位著名的義大利人馬

可波羅的叔叔尼古羅及馬斐奧波羅來到忽必烈汗的

皇宮。1266 年，忽必烈托他們帶信給歐洲的教皇，

請求派遣一百位傳教士前來，若能使東方的普羅大

眾離棄偶像，忽必烈和臣民必歸信基督教。當時北

漠人稱基督教為「也里可溫教」，意思是「上帝教」

或「信奉上帝的人」。

只可惜，在任的教皇剛離世，三年後才選出新

教皇，但他只找到兩位宣教士隨同馬可波羅一家踏

上征途；可是，旅途上遇到戰事，兩位宣教士折返

歐洲，只有馬可波羅及兒子於 1280 年能抵達北漠皇

宮。馬可波羅詢問忽必烈汗為何不信基督教？忽必

烈回答說，若基督教能勝過藏傳佛教的超自然力量

便會相信。可惜，忽必烈最後決定利用藏傳佛教來

建立北漠人的高等文化基礎，基督教錯失了這次宣

教的機會。

至於聶斯多留派基督教，在北漠人中間傳播了

數百年，其發展又如何？他們曾熱心地傳教，又積

極地翻譯《聖經》；然而，元朝帝國於十四世紀中

葉滅亡後，北漠人的基督教也消失了。原因可能是

聶斯多留派領袖的失敗見證，或許是北漠人傾向玄

秘術的關係，北漠人原先信奉的薩滿教，及後來的

藏傳佛教都有這些玄秘力量；聶斯多留派的基督教

不能滿足北漠人這方面的信仰渴求。還有可能是受

到佛教的影響，聶斯多留派基督徒翻譯的聖經及撰

寫的文獻，字裡行間明顯受到佛教思維影響，採用

了佛教的詞彙。再加上他們主要向王室貴族傳教，

較少與草根階層接觸。自元朝覆亡，北漠人北走，

聶斯多留派基督教亦不復見發展了。 

元朝之後，北漠人被忽略了數百年，沒有資料

記載基督徒在北漠人中間的見證。直到十八世紀中

葉，莫拉維弟兄會的宣教運動，重新想起了北漠人；

在十九世紀初，倫敦傳道會及基督新教的宣教團體，

開展了北漠民族的福音工作，翻譯北漠文新約聖經

及福音單張，並多次的巡迴佈道；可惜效果未如理

想，只建立了兩三個小型基督徒群體。至於天主教，

聖母聖心會也於 1865 年來到北漠人中間傳教。 

隨後，於 1919-1924 年期間，瑞典宣教士深入

北漠內地，開設了診所和一個小型農場。可是，在

政治主權上，北漠一直爭取獨立，最終分為內、外

兩個主權實體。外北漠依靠前蘇聯而獨立，由共產

黨執政管治（1924-1990 年），當時一切宗教活動

都被禁止，宣教士建立的工作於 1930-1940 年期間

全被清除，並撤離工場。這時期，有許多北漠人逃

離家園，而基督教協同會開始向散居各地的北漠人

傳福音。 



5

捲土重來 — 福音擴展
正當前蘇聯的共產政權面臨瓦解，北漠亦正式

脫離前蘇聯的管治，成立共和國。1990 年 7 月，北

漠人民共和國舉行了民主選舉，草擬了新的憲法，

標誌著新階段的開始，福音工作也趁機捲土重來。

就在這一年，兩位北漠人信徒從蘇聯回國（他們在

前蘇聯讀書，有機會接觸福音及歸信了）；該年年

底，也有 12 位宣教士來到北漠，開展新的聖經翻

譯工作；翌年八月，在首都已有 140 多名基督徒在

三處不同的地點聚會。1992 年，北漠的憲法通過宗

教自由，不少宣教士把握機遇，以帶職身份在北漠

人中間為主作見證，福音被傳揚，信徒大增。在這

一年，就有一千多名基督徒，分別參加首都四個聚

會場所及第二大城市的一個聚會場所；1993 年初，

北漠第三大城市也開始有基督徒聚會；1994 年，在

首都及附近省區約有三千多名基督徒、十間教會；

1997 年，約有六千多名基督徒，分別參加首都的

二十多間教會及不同省區的聚會場所；2004 年，萬

多位至三萬左右的信徒及慕道朋友，參加百多個聚

會場所的小組及崇拜活動； 直到 2015 年，有超過

六萬多名基督徒，在分佈各省區的五百多處地點聚

會，也有部份教會尚未登記或註冊成功。 

結語 
回顧過去千多年，福音對北漠人的影響，可以

說是直到近期才見果效。無論唐朝的景教、元朝的

也里可溫教，都無法在北漠人中間建立信仰基督的

群體；每當朝代更替，北漠基督徒往往失去了影蹤。

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福音的影響力再度深入

北漠，信仰基督的人數漸次增加。然而，在積極傳

福音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這個民族的特性，福

音最好能先達到他們家族中的長輩。當這些家族的

核心人物信主之後，也必然帶領其他成員歸信的。

至於教會發展方面，由於北漠人普遍有領袖特質，

宣教士需要做好培育工作，適時交棒或從旁輔助，

讓北漠信徒可以起來傳承這福音棒子。

(作者為本會教育及拓展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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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然牧師

隨着日子的流逝，北漠的宣教事工到 2022 年就

踏入第三十個年頭了。首先，感謝您在過往一段歲

月裏，曾經一起走過關心北漠宣教的日子，也許您

是訪宣隊的常客，也許您是後方的代禱勇士，一直

關心那些被差派的宣教士們，關心華人教會的信徒，

關心這個首先帶動浸信會差傳異象及行動的工場。

雖然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日子，北漠的宣教策略

及事工繼續與時並進，更新而變化……

工人的改變 ─  
從差派宣教士到當地同工

大家熟悉的、在北漠土生土長的王志紅傳道，

自 2013 年開始成為香港浸信會差會在北漠的宣教

士，至今已有六年了。她也同時出任一間由韓國

宣教士創辦的國際大學（Mongol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簡稱為 MIU）英文系老師 ，去年晉升為

系主任，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目的，既是在這個多元

化的學校當中，以教育影響學生的生命，更可向北

漠和海外學生傳福音，包括從中國來求學的北漠族

學生，在當中開設查經班或學生團契聚會。透過與

學生建立關係，了解他們的需要。

王志紅傳道又在我們建立的「愛的鄰舍及語言

中心」工作，在暑期開辦密集英語課，服侍當地少

年及兒童。此外，她在華人恩典浸信會的服事雖不

是全職，但因為教會的需要及一直以來的參與，很

多方面都需要她的幫忙，與堂委同工。所以她在教

會的服事也不少，包括崇拜講道、培訓部顧問、敬

拜小組，及協助教會青少年事工等。

因此有人問：香港浸信會差會是否已停止差派

宣教士到北漠工埸？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北漠工場

仍有不少空間給予我們發展多元化的福音工作，如

社區服務、營商宣教 ( 見下文 )，同時，教會仍缺

乏牧者，因此，我們仍然盼望有合適的人選可以接

受差派到來北漠服侍。

關係的改變 ─ 華人教會由培育到夥伴的關係

華人恩典浸信會是在北漠首都的一間華僑教

會，始自 1992 年。香港浸信會聯會教牧隊於北漠開

放後首次到訪，由一個華人信主至一個家庭，然後

開始聚會。1994年成立華人團契，在肢體家庭團契，

主日則在外租用公眾地方崇拜。1998 年，本地及不

同地方的信徒奉獻購地，弟兄姊妹合力建造會址，

有了第一個聚會地點。由於聚會地點不理想，夏天

落雨會漏水，冬季暖氣供應不足，加上原住在教會

附近區域的華僑都已他遷，教會數年前已開始尋覓

新址及為遷堂禱告，直 2018 年底覓得合適地點。集

合了遷堂預備的積蓄及弟兄姊妹的奉獻，去年 3 月

份簽訂合約，並付了 30％的首付，新堂址於 2019

年 4 月的第一個主日開始使用，至今也快一年了。

很感恩有各地教會及弟兄姊妹們的支持，教會已經

付了60%的購買新堂的費用，並已開始申請房產證。

北漠宣教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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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華人恩典浸信會的遷堂，及開展多方面的

事工，香港浸信會差會將會以夥伴的角色來共同策

劃有關工作。例如去年開始，透過訪宣隊、資深教

牧前往開展及跟進，協助教會建立更完善的兒童主

日學，培育信二代。日後，我們將繼續推進與恩典

華人教會的合作，更歡迎各浸信堂會一同參與。

策略的改變 ─  
從傳統的宣教植堂模式到營商宣教模式

香港浸信會差會一直在探索營商宣教(Business 
as mission) 的可行性，希望藉着真正的營商達成宣

教及轉化社區的目的。感恩，有香港的牧者及肢體

認同這個宣教策略，認為適用於北漠，故從去年 2

月底開始，籌備一家名叫「以馬忤斯」的咖啡店，

並順利於 11 月開業。開設咖啡店的主要目的是回應

社會的需求 ( 北漠新一代居民喜歡喝咖啡 )，提供

有質量的咖啡及安靜的環境，藉這業務去接觸更多

人，並通過良好的業務及管理，作美好的見證。最

終不是以謀取最大利潤為根本，而是通過咖啡店作

為宣教的平台。

至於如何使用咖啡店推廣福音工作，我們計劃

與「以馬忤斯」咖啡店攜手合作，於今年暑假期

間舉辦一個名叫「北漠以馬忤斯之旅 2020 — 馬

上 默 想 」( Emmaus Journey in Mongolia2020 - 
Meditation on saddle back ) 的活動。這個活動計

劃包括：

1） 香港過去長時間因政見立場衝擊，社會動盪不

已，市民長期處於惶恐壓力中。基督徒也身心

受創、關係撕裂、信仰崩潰、老我復活、充斥

怨恨、迷惘失落……。這活動是個人生命重整

之旅，藉此激發關係重建，重新訂立人生目標，

確立心志使命。

2） 信念來自聖經：路 24:13-53

 那兩個曾經跟隨主耶穌的人，陷於傷心難過、

迷惘失落、灰心喪志之中，決定返回家鄉：以

馬忤斯。在途中遇上主耶穌，當然是主耶穌主

動親近他們、重整他們、復興他們。盼望在我

們軟弱迷惘的途中能遇上主，認知祂的同在，

聽到主的話語，生命得復興！事主重新得力，

如鷹展翅上騰！

3） 復興之先要復和，「復和」行動必須由自身開

始！如何看自己過去的思想行為的改變？信仰

的基礎在那裏？信仰反思了什麼？願意饒恕自

己嗎？願意饒恕別人嗎？如何重新建立自我形

象？如何欣賞和愛護別人？

北漠處處都有大自然風景，希望參加者透過欣

賞大自然引發讚美神的心，心情豁然開朗，打開心

坎願意與主相遇。在讚歎神創造奇工時湧起高舉神

主權的心，願意降服在神的主權下，繼而重新確認

與神的關係，接受神的饒恕，與神復和，也與人復

和。

活動內容包括馬上漫步欣賞大自然、觀看

日出 /日落美景、星光下默想自省、營火會、唱歌、

分享、互動小組……。透過小組互動分享，加深默

想反省效果，體會生命重整開始，組員互相肯定心

志，成為見證人及屬靈友伴，彼此扶持。

當然，這個活動也開放予北漠當地的年青人，

我們會與 MIU 合作，透過校方推薦不同國籍的大學

生參與「北漠以馬忤斯之旅」，透過以上所介紹的

內容而得着福音的好處。

最後，誠意的邀請您繼續關注北漠的宣教工作，

在禱告中記念，在行動上支持，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

(作者為本會董事 -

北漠組組長、尖沙嘴浸信會牧師 )



8

王志紅傳道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春節過去了，天氣慢慢暖和起來，但蒙古仍是

冬季，前幾天還下了一場大雪，使空氣非常清新。

白天一般都在 -8o 至 -10o 左右，晚上會低至 -20o

以下，早晚會有煙霧，一般三月多天氣才會好轉。

前一段時間因為寒冷，大家燒煤取暖，污染空氣，

很多人都得流感，今年禽流感也很嚴重。

武漢肺炎不但影響中國，也影響著全世界。毗

鄰的蒙古國更是非常緊張，雖然目前還沒有確診的

案例，但也有很多疑似病例。蒙古政府早在 1 月 22

日已決定所有學校將延至 3 月 2 日才開學，並陸續

關閉了通往中國的海關。2 月 13 日，總統更宣布正

式進入高度戒備狀態，關閉所有海關，特別是通往

中國及香港，並停止所有大型聚會，包括宗教活動。

今年，蒙古的傳統節日「白色月」（與華人的

春節相似）原定在 2 月 24 日慶祝，但因為疫情，

政府取消慶典，人民可以放假，但不可以慶祝，也

不可以走親訪友。因此很多人非常不開心，這是蒙

古人傳統非常隆重的其中一個節日，取消了實在惋

惜！

北漠家書

恩典浸信會
教會在三個禮拜前停止了到教會崇拜，縱然不

得已，但還是顧忌他人的健康以及政府的限制，但

每主日在網上安排一起敬拜及聽講道，弟兄姊妹也

很熱心參與。因為關閉教會，同時也有很多肢體的

家人被困在中國不同的地方，暫時不能返回蒙古，

連林牧師原本二月初要來，現在也不能了。

教會每年都有愛心活動，賙濟華人及蒙古人貧

困戶。華人的已在春節之前在教會裡給了油、白米、

麵條等物品，而給蒙古人的準備下週分別派送到有

需要的人家裡。

教會已經拿到房產證（在 NGO 名下），並已

支付了房屋供款至今年 10 月份，實在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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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際大學（MIU）
大學原本在 2 月 27 日開學，因為疫情延遲至 3

月 2 日開學，很可能還會再延後，所以大學已開始

預備網上授課，最近通過電郵與老師們溝通及安排

網上授課等資訊。

這學期我還會繼續教授與上學期相同的兩個班

級，相同的學生，3月 2日開始在網上授課。

生活點滴
兩個孩子從 10 月份開始反覆感冒，特別是啟

恩，他去年九月份開始上幼兒園，剛剛適應，但常

常感冒咳嗽，直到春節後才完全康復。

孩子們都放假在家裡，我也有機會在家與孩子

們多相聚一點時間及休息，大家一起禱告、讀經，

也是非常感恩！

愛的鄰舍與語言中心
而語言中心近期並沒有任何活動，安排在放暑

假期間六月份的時候開設密集英語班。

咖啡廳
恩傑從 11 月份開始主理以馬忤斯咖啡廳，已於

12 月開業。可是，一開業便面臨這次疫情，最近生

意非常冷淡。偶爾有蒙古及國外基督徒朋友喜歡來

以馬忤斯，及作小組聚會查經，為此也感恩，求神

繼續使用這個地方！

感恩及代禱：
1. 為能有機會重整自己的時間，休息及與家人

一起感恩；

2. 為香港弟兄姊妹對恩典教會的關心及支持獻

上感恩；

3. 為這疫情能很快過去禱告，求主施憐憫，讓

更多的人認識主；

4. 為教會能盡快恢復正常崇拜，弟兄姊妹更加

珍惜時間親近神禱告；

5. 為我在 MIU 網上授課的一切預備工作禱告；

6. 為恩傑及咖啡廳能服務人及作美好見證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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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雪芬傳道

...... 是次訪宣接觸的多是年青人，他們願意

敞開心靈接受耶穌，我看到主的權能運行在人的心

裡。兩天的活動，主帶領我們建立愛的關係，打開

他們的心決志信主，惟有聖靈幫助人才能有這樣的

生命改變！小組中有位男組員，是唯一的男孩子，

起初有點抽離，但透過小組活動，得到組員的接納

和導師的肯定，慢慢地改變了，越來越投入參與活

動。起初他眼神沒精打采，後來變得炯炯有神！他

的改變使他的媽媽也感受到。記得在活動最後一天，

男孩的媽媽從傾談兒子問題，慢慢與我們傾談信仰，

她感受到兒子的改變是有一位神幫助的。最終，她

也決志相信耶穌！這是一次很奇妙的經歷，主親自

帶領人認識祂，主也樂意與我們分享這份生命的喜

悅！

所以，讓我們繼續為恩典浸信會的兒童、青年、

家長的生命成長代禱。主啊！求祢差派屬靈導師引

導他們繼續學習成長 ......

朱恆偉傳道

每次訪宣均是一次見證主恩與成長的良機，這

次也不例外，感恩能見證上帝的手在本國與他鄉盡

皆有奇妙的作為 ......

...... 深信主必引導祂的教會，與祂同工。事

工往往有點與線，今年於北漠的這小小的一點，或

許他日會連成一條線，引導我們持續學習宣教的起

始。在主手中，一切皆有定時。同心禱之！

北漠訪宣點滴

新生命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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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鴻悅

...... 進入了北漠，服侍青少年的聖經班，我

負責照顧 4-6 歲的幼兒。他們缺乏專注能力，一些

乖巧順服，一些卻桀驁難馴，正如何聰和楚軒，他

們抗拒或害怕進入群體一同活動盡興。感恩神讓我

看見何聰缺愛，他的家庭也較傳統，導致他會壓抑

和孤單。主激起我用愛心去耐心陪伴。雖然我同時

要身兼組長，仍有 Tandy、Karen 及一對來自香港

的夫婦補位，協助領組，讓我有更大空間和彈性去

照顧他們。在聖經班第二天，他們已願意對我開放，

更會依賴我和聆聽我的說話，讓我看見那份來自上

帝的愛在互動，但想到這種關係要在兩天之後暫時

放下，讓我黯然！願神這份愛種在他們心中，溫暖

他們，這份感動也會長存在我心 ......

羅耀芸牧師

...... 作為隊長，在整個行程中，有很多需要

安排及作決定的事，當中特別體會天父的帶領。第

一天到達酒店，全隊 19 人，共需要 10 個房間，訂

房時已說明全部要兩張單人床的房間，沒有特別詢

問職員是否按我們的要求，很快已分配給隊員到房

間安頓。因為經過一天的旅途奔波，到房間休息是

一個優先的安排，兩天後，才偶然知道，分配給一

位隊員住的房間是一張大床的房間；當然，如果分

給了其他兩位隊員，可以調換，但卻在這十分一的

機會下，可以按入住情況分配，讓大家很快便可以

休息，實在深深感恩。這是天父的帶領和預備！

隊長另一個任務是安排膳食。雖然在平常的日

子常有機會承擔這個任務，但在外地，同時不是很

清楚隊員的愛好，並且要很快作決定 ( 因為時間緊

迫 )，還要考慮價錢 ( 因為七月的機票價格較高，

雖已增加了隊員的收費，差會同工提醒，支出仍比

較緊絀 ) 等等，唯一可以避免超支的方法，是在膳

食上節省，但也不能令隊員吃不飽 ......

...... 這些在工場的經歷，實在不是可以用文

字和言語詳細表達的，需要我們親身的參與，見證

天父奇妙的大能和作為。

徐銘樂

...... 從性格上看，我是一個愛計劃、愛溝通

和愛合作的人，礙於過往的經歷，以及對自己的信

心，凡事帶點猜疑和不順服，總覺得事情只要多想

幾步便可以掌控。

然而，事奉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表演舞台，反

倒需要一個謙卑聆聽的禱告內室。這種心態對我而

言，從來不是一件簡單和容易的事，因為屬靈高峰

或許只能逗留數天，不可能一直保持。我可以盡最

大努力做的，就只有預備一份擁抱挑戰的心態。

北角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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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馮惠儀姑娘

...... 這幾年喜見更多教會組隊前去北漠，每

次歸來，隊員們分享時都說有深刻的體會，但願更

多的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這個工場！隨著有肢體在

北漠開辦了咖啡廳，工場的發展變得更多元了，不

單有教會，還有語言中心、華僑學校、大學查經班、

宿舍、咖啡廳等等，安排半年至一年的短期宣教體

驗，或是一個使命假期（Mission Holiday），對個

人來說，也是個不錯的跨文化體會。

雖然，目前沒有一個長駐的宣教士在當地，但

工場事工仍然有很好的發展，神的眼目從來都看顧

這地。因著祂的愛和憐憫，我們看見祂奇妙的作為，

讓我們知道祂的恩典從來沒有離開過！

何錦全

...... 第一次的訪宣，是為當地教會的弟兄姊

妹舉辦營會，主題是「同心合意，建立教會」，以

工作坊的形式進行。出發前，看見隊員們那麼努力，

盡心盡意的搜集資料，已教我十分欣賞；在營會中，

更經歷神的恩典，體會到一切都是神在掌管。參加

營會的弟兄姊妹們玩遊戲時全然投入，反映了他們

對信仰的渴求，也對教會有所期望。同時，還有機

會造訪恩典教會和當地的華僑家庭，體會肢體忠心

的服事，全然的擺上，華僑家庭的熱情招待，使我

感受到福音在這個國家的迫切需要，只有神的話才

能鞏固他們屬靈的根基，也只有神的大愛臨到，人

的心靈才得著安慰 ......

...... 另一種的體會。還有清晨觀日出，晚上

看繁星，感受到神的創造何其偉大，宇宙窮蒼盡是

神所掌管，心境頓覺寧靜舒泰，滿載平安！相信只

有在訪宣的過程中，才能洗滌心靈，使屬靈生命進

一步的成長。

林蔡秀雲

...... 神透過訪宣，將我從終日營營役役的生

活中釋放，使我的人生再次回到神的話語中。因此，

毫不猶豫便決定再參加這次的北漠訪宣，並鼓勵丈

夫一同前往。

...... 由於自己並不擅長與年青人溝通，加上

安排的活動需要很大的體能，自己卻未能應付，加

上自己帶領一隊的學生並不積極參與，所以感覺很

沮喪，漸漸地不投入，甚至有不開心的感覺。

灣仔浸信會

回到香港後，自己不斷反思，原來以往自己「為

主作工」，是用自己的「強項」服侍神，服侍人；

但神卻透過這次訪宣讓我明白，我要學習謙卑，順

服神的計劃去「作主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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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蕭淑嫦

...... 旅程中

的服事，最使我深

刻感動的，要算是

「尋羊運動」。我

們分成小隊，跟隨

恩典教會堂委老姊妹們前去探訪少有露面的肢體。

從她們的交談當中，清楚教會一直緊貼肢體身心靈

的軟弱和需要，絕非偶爾噓寒問暖的表面關係。肢

體得悉我們遠道從香港而來，目的是要關心及堅固

他們的信心而被感動，當中更有未信者願意決志信

主。哈利路亞！

黃禮謙

...... 這次訪宣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其中最使

我感受深刻的是探訪一位住山區未信主的長者王先

生，他曾中風導致說話及行動也不太方便。過程中，

我負責帶領詩歌，跳跳唱唱的進入話題，之後由另

一位姊妹分享見證，司徒牧師傳講福音信息。由於

自己普通話不好，感到幫不上甚麼，就在此時，身

旁的姊妹提醒我為這位長者願意接受褔音禱告。我

即時想起要靠聖靈行事，便默默祈禱，只有神的靈

同在方能成事，因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求

主賜福這家！禱告後，見王先生點頭示意，決志相

信耶穌，心內確有難以形容的激動及喜悅，感謝主！

陳卓羚

...... 當地弟兄姊妹的團結齊心，讓人看見他

們的力量，並肩攜手迎接一關又一關、一浪又一浪

的困難，在購堂的事上遇上不同的問題，但他們的

同心和充滿盼望的信心，倚靠神的力量，使我明白

在逆境中成長更能鍛練出堅固的根基。他們無私的

相愛，值得我們去學習，這次以為自己到當地傳達

愛的訊息，原來得著的是自己。還有更多更好的學

習，回來後更推動自己努力仰望神，心靈充滿力量。

我相信恩典是夠用，切切實實的夠用。感謝神賜下

所有，榮耀頌讚歸主！

李璐恩

...... 我最想分享的是跟小朋友相處，一起開

組的經歷。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但感覺很窩心。偶

然也有語言難溝通的問題，但沒有阻礙他們聽信息；

導師發問時，他們也很快便舉手回答。最深刻印象

的是，小朋友突如其來送上他們親手做的手工，還

有在營地與她們一起上了一個小小山邱，被她們帶

到高處拍照，那一刻，我腳顫動，小朋友安慰我說：

「老師，沒事的，沒事的！」又把我扶到石頭上拍

照，那一刻心中真的很甜啊！

當然，我也很欣賞一起入營的弟兄姊妹，部份

是長者，也有一家大小同往。正如我所分享，言語

確實不是大問題，藉著分享見證或不同的活動，大

家都樂在其中，臉上永遠掛著甜甜的笑容，感謝主！

上水浸信會

整個旅程中，老姊妹那份信心丶忠心大大的激

勵我！面對教會資源缺乏丶信徒人數不多，她們沒

有埋怨，反倒鍥而不捨地對肢體更關顧，個人更委

身及竭力地作牧養工作，為教會的需要更依靠並仰

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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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金倡

...... 在三天兩夜的營會裡，很感恩能夠和北

漠教會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經

歷，神如何帶領他們教會前進。聽到北漠華人恩典

浸信會這二十幾年的經歷使我特別感動，從他們身

上看到他們對神單純、直接的信心，對自己也是一

種反省。在營會裡也有機會接觸很多在北漠出生長

大的華人下一代，不論玩遊戲、聽故事、唱詩歌或

作任何活動，他們都非常投入，與他們一起玩的時

候，感覺自己也回到孩童時代，哈哈！希望他們能

在教會裡健康快樂成長，成為愛主的門徒。

...... 能夠和本不認識的人、來自不同教會的

人、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說不同語言的人一起

同心事奉，一起服侍真的很開心！讓我真實地感受

到不論何時何地，神都是一樣的，從古到今永不改

變，直到永遠！

        

                                 劉舒姍

...... 踏進恩典教會，感受很深。非常欣賞他

們對神的忠心和信心，確實要有好大的勇氣和眾人

目標一致才可以下定決心購堂。再看他們舊堂址的

情形，更覺非常難得！他們在這樣缺乏和困難的環

境下，仍然每個禮拜天堅持聚會聽主道。我深深感

受到，除了福音，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有

這樣巨大的吸引力。這群弟兄姊妹的團結和對神的

忠心，實在要為他們感恩，同時也讓我反思，在如

此豐裕的環境裡，我怎樣可以像他們一樣倚靠神，

利用自己身邊的資源去傳揚福音，榮耀神呢？

此外，我也很感謝神讓我看到一群如此良善的

僕人，以尊主為大的心去服侍北漠的弟兄姊妹。在

訪宣期間聽到的故事，當中有血有淚。過程中，他

們作出很多犧牲，但收穫比付出更多。他們領人信

主，看到有人信主所顯露出那份單純的喜悅，實在

令人很感動！

澳洲中央華人浸信會

陳秀芳

...... 最深刻是探訪王伯伯的家，他多年前中

風，不能說話，但還有聽力。最初我們跟他傳福音，

他並不接受，感謝神的憐憫，當司徒牧師再向他傳

講，最終他也點頭願意接受主！探訪的隊員及他的

太太和家人都感到很高興，神真的很好，祂愛我們

每一個人，也很愛北漠的華人呢！

方美馨

...... 華人恩典浸信會安排家庭探訪，主要探

訪未信主的營友，我去了兩個家庭。其中一家是參

加營會小孩的媽媽，向他們傳福音，孩子和媽媽都

很留心聽，最後他們決志信主；另一家是位婆婆，

她很熱情款待我們，預備茶點，遺憾她未有決志信

主，求主繼續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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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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聯絡電話，然後寄回本會。

2020 年 1 月份收支
收入  支出 盈餘 /( 不敷 )

差會經常費 74,327.52 297,868.71 (223,541.19)

南島
工場 1,000.00 297.00 703.00 
宣教士 214,184.00 87,775.00 126,409.00 

北漠工場 3,800.00 47,590.00 (43,790.00)
緬東事工 14,250.00  -   14,250.00 

德國
宣教士 - S 35,006.00  -   35,006.00 
宣教士 - C 142,953.00  -   142,953.00 

國際事工 50,000.00 419.00 49,581.00 

中國
事工 6,000.00 28,457.38 (22,457.38)
同工 10,750.00 18,820.00 (8,070.00)

本地跨文化事工 70,000.00 16,000.00 54,000.00 

本地
宣教士 - A 1,200.00 32,980.50 (31,780.50)
宣教士 - C 12,655.00 13,682.75 (1,027.75)

教育及拓展事工  -   6,162.00 (6,162.00)



地址：香港九龍山東街 47-51 號中僑商業大廈 8樓 801 室 電話：(852)3756 6400  傳真：(852)3798 0148
       電郵：info@hkbm.org   網頁：www.hkbm.org

鑑於新型肺痰疫情仍然嚴峻，
本會於2020年 8月 31 日
前的所有訪宣活動將會取消，
懇請垂注。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會了解詳
情，電話：3756-6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