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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活！但當我們想到他們和我們一樣，有著同樣
需要，而他們又每日有數以萬計的人步入永遠滅
亡的時候，我們豈能不動容，不去關心他們呢？

第二：誤導基督徒以為穆斯林歸主只是神的事。我們用
不著操心「穆民」的福音需要，反正，神自然會
成就啊！為何基督徒要那樣積極向他們傳福音？
畢竟，神會最後負責的！這是另一個極端的情況。
讓我們明白，神的命定是要傳揚祂救恩的工作是
透過人來成全 ( 參太廿四 14，廿八 19)。神歷世
歷代都在工作，但祂的工作總是要人─祂那些叛
逆的兒女回轉來和祂配合。唯有祂的兒女熱切關
心「穆民」的得救，願意起來和神配合，神才會
大大作工！

第三：讓基督徒彼此攻擊，那樣，他們就再沒有力氣專
心向「穆民」分享基督的救恩了。當基督徒願意
起來承擔「穆宣」使命的時候，但福音還未廣泛
在「穆民」中被認知的時候，撒但卻利用、挑起
多個議題叫基督徒彼此爭議。近年在宣教圈內激
烈討論或爭議的課題都叫人費心費力不少，如：
怎樣「福音本色化」問題、當如何翻譯聖經給穆
斯林等等。在激烈的爭持下，不少正在進行的探
討的計劃也因種種爭議而耗掉不少人力、物力。
( 註：這些相關的問題在神學上實在可以爭議不
休，加上「穆宣」工作多是在一路做、一路學，
此處實在不宜花力氣再作討論。) 假若我們未能
正確掌握幫助「穆民」認識主為我們盡力的目標，
卻而落在意氣的爭辯中，就很容易灰心失意，失
去幫助「穆民」歸主的動力。

如何關心穆斯林？
最直接的就是從禱告開始。禱告不單是屬靈爭戰的

準備，更是一場正式的屬靈爭戰。我們不單要禱告，還
要多閱讀認識穆斯林世界的事，從而可具體地為他們祈
禱。

引言
穆斯林 (Muslim)（伊斯蘭教徒），華人過去慣稱為

回教徒，但為避免誤指為回族人，現已較少使用。過去
40 年來，穆斯林人口發展迅速，至今已超過 16 億。相
對自由社會人口不斷老化減縮，他們在不同社會的比例
及影響正急速上升。

過去，基督徒因著種種原因，甚少有正面承擔「穆
民」的福音工作。但是，隨著福音已陸續廣傳至世界各
地族群，在穆斯林群體中卻仍舊少有機會接觸福音，當
中更有不少是從未接觸過真正的基督徒的情況。「穆宣」
就是指向穆斯林的福音工作，在今天已是刻不容緩之事，
更不能被視之為一個可做或可不做的選擇！從福音或差
傳角度看，穆斯林是今日差傳宣教要面對的最大「巨
人」。

自2001年911事件以後，幾乎每日新聞皆有穆斯林、
伊斯蘭這些字眼出現。不是什麼伊斯蘭聖戰組織恐襲，
就是那處穆斯林暴動，或是那處伊斯蘭地區發生什麼突
發事件等等。神讓我們這樣每日「面對」伊斯蘭、穆斯
林，又豈是偶然？環顧多個昔日福音硬土，今日已開花
結果，多有成效；但縱觀今日多處穆斯林族群的福音拓
展情況，尚在等候突破！

幫助穆斯林認識主：先除去攔阻
今日撒但正利用其中三個詭計來攔阻基督徒幫助穆

斯林歸主，就是：
第一： 誤導基督徒以為穆斯林是配落地獄的。那麼，基

督徒就不用那樣急切向他們分享基督的救恩了。
在不少穆斯林地區的基督徒，他們因長期受到穆
斯林的逼迫(甚或逼害)，多有一種厭惡「穆民」
的感覺，甚或仇恨的心態；要鼓勵他們向「穆民」
分享基督的救恩，很多時候需要借助外力，例如
從海外差來的宣教士。再加上各地伊斯蘭聖戰組
織（如：伊斯蘭國）多有殘暴行為，就是不少自
由世界的基督徒也對穆斯林望而生畏或生厭，這
就中了撒但的圈套，使基督徒不想理會穆斯林的

胡樂文博士

( 香港前線差會總幹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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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的挑戰是這麼鉅大，作為神的兒女，我們不
能逃避這個挑戰。因此，我們必須誠實地求問主，我們
應在哪一方面參與？讓我們不斷在神面前求問，亦不要
熄滅聖靈的感動，向穆斯林還福音的債。

「停泊在海港的船是最安全穩妥，但這並非造船者
之目的。」

今日，許多基督徒，甚至傳道人正在追求安逸、愜
意和安穩的教會生活，但這與聖經整體的教導，為主受
苦作基督精兵的精神背道而馳。今日的基督徒必須突破
「安全港口」的態度，以勇敢堅決的精神，不斷思考和
嘗試，將福音傳給穆斯林，在他們當中建立符合真理又
適切該群體文化的教會（我們需要學習怎樣栽培在極端
伊斯蘭地區生活的穆斯林歸主者）。

關心穆斯林、從本地開始
單在香港的穆斯林也超過二十多萬。他們分別來自

中國、南亞 ( 印度及巴基斯坦 ) 及東南亞 ( 印尼、馬來
西亞 )、甚至非洲和中東等地方，神已將他們放在我們中
間成為我們的鄰舍。在伊斯蘭教國家傳福音給穆斯林很
不容易，但在香港這個開放自由城市，卻應是我們把握
機會服事身邊穆斯林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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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已在香港工作或生活的穆斯林，他們已成為我
們的同事或鄰舍，基督徒更應有責任去關心和接觸他們，
並且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向他們活出基督的愛和信仰
真理的生命，讓他們可以從我們身上認識基督，而教會
也應一起配搭讓他們經歷基督的愛和醫治。（事先的裝
備既是必需，也是非常重要。）

不能抑或不想？
許多教會不參與穆斯林的福音工作，原因是認為這

事工太難、太危險、太無可能。假如教會繼續有這種想
法，不相信神的大能（參考太 19：26），那麼伊斯蘭之
所以能夠急速增長，就不再是因為他們宗教有甚麼大的
號召力，而是因為基督徒的軟弱和小信。因此，我們必
須悔改，改變我們的態度，離開我們的小信。我們必須
抓住神所給我們的啟示：「主耶穌的寶血已從各族、各
方、各民、各國中買贖祂的百姓來歸向祂。」（啟 5：9）
現在正等候祂的教會作回應行動。

今日，唯有當基督徒願意回應神的呼召，我們才會
看見祂的榮耀，並透過祂奇妙的方法、神蹟奇事，在世
界各地的穆斯林群體中彰顯。

關心穆斯林，豈能沒有你！它再不是一個選擇！

(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

整理：司徒寶媚傳道

( 本會教育及拓展幹事 )

幔子撕破了 -
穆斯林歸主者得見光明

前言
穆斯林歸信耶穌，可以說是非常困難的；然而，主

卻可以使用神蹟奇事，引導他們進入真理，成為主的門
徒。以下簡述一位的穆斯林歸主者的不平凡見證，期望
大家也得著鼓勵，生命受造就，並且更多去瞭解及關心
穆斯林的得救需要。

高珊 . 法蒂瑪出生於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個傳統又
虔誠的穆斯林家庭，其家境十分富裕。只是高珊在六個
月大時，患了傷寒未及診治，導致身體癱瘓；直到她 19
歲那年，主耶穌向她顯現，醫治了她，使她能夠行走。
從此，她的生命不再一樣，每當她講述主耶穌怎樣醫治
她，其家人都非常反感，並警告她會因「背叛」伊斯蘭

教而被處死。她毅然決定離開家園，走上一條「不歸」
路；雖然生活十分艱難，但卻常常經歷主奇妙的帶領，
讓她義無反顧地為主作見證。

與別不同的成長
高珊是家中排行最小的女兒，她有兩位哥哥及兩位

姊姊。在高珊幼兒時期，她母親就與世長辭；由於她母
親在臨終時懇求她父親說：「尊貴的沙阿，為了小高珊
的緣故，請不要再娶。」因她母親害怕繼母會分走第一
任妻子所生的子女可得的財產，甚至會冷眼對待殘疾或
未婚的女兒高珊。她父親真的持守了承諾，終生沒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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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陪伴高珊一起成長，給予她最好的照顧和保護。就
此，高珊在年少期之前，一直住在家中，過著寧靜，甚
至是與世隔絕的生活；沒有別人的幫助，她沒法離開自
己的房間；除了特許的親屬，如父親、哥哥及叔叔外，
她在其他男士面前必須帶上面紗。

高珊漸漸長大，其父親為了她未來的婚姻大事，更
加積極地為她求診。其實，早在高珊未殘疾之前的三個
月，父母已將她許配了親屬的小男孩 ( 高珊的表兄 )。
這表兄亦等待著高珊的痊癒，但如果高珊在適婚年齡仍
未痊癒的話，這段婚約亦會「告吹」；而高珊面對的恥辱，
會比婚後被休的更甚。高珊的父親一直為她努力求醫，
甚至在高珊 14 歲那一年，其父親帶著她往英國，千里迢
迢尋找名醫求診；只是，英國的名醫也沒法治療好高珊，
那位醫生說唯一的方法就是求神醫治。他們確實感到有
點失望，但想到可以向他們的真主求醫治，仍存有一絲
的希望。就這樣，他們踏上了「朝聖」之旅，這行程足
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雖然，「朝聖」確實令高珊大開眼
界；但是，她最終並沒有得到醫治。其父親給她鼓勵說：
「不要放棄，繼續耐心等候，保持信心。」返回家鄉時，
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許多人都想沾上一點「福氣」，
也很想細聽他們在「朝聖」過程中的所見所聞。

然而，高珊的癱瘓未得醫治，她與表兄的婚約就被
解除了。由於她的兄姊早已各自嫁娶，成立家室；留下
高珊和她父親、傭人、叔叔及嬸嬸 ( 是她父親仗義救濟
的一對難民夫婦 )；雖然兄姊們已不再和高珊一起生活，
但父親對高珊的關愛更加體貼入微，而高珊亦十分敬愛
她父親。可是好景不常，有一天，寒風吹襲，大雨淋漓，
她父親卻在室外工作，全身濕透，著涼感冒了；翌日，
還撐著疲憊不堪及虛弱的身體往辦公室處理事務；隨後
數天，患上肺炎，病重離世了。

生命的轉捩點
高珊失去了父親，猶如失去了一切；她曾經想過自

殺，但想起父親的遺囑說：「一定不要自殺，這會下地
獄的。……要活出正直的生命，我們將來會和你媽媽在
一起的。」高珊的心好像被壓碎，眼淚不斷的湧出來；
她想到自己徹底的無肋，真是很想死去，了結生命；她
禁不住地向真主禱告說：「我犯了甚麼罪孽，你要讓我
活成這個樣子﹖」她啜泣著說：「我一出生，媽媽就被
帶走；然後，你又使我成為跛子；現在，你又帶走了我
的父親！告訴我，你為何要如此地嚴厲懲罰我﹖」此際，
她聽到一低沉又微小的聲音說：「我不會讓你死，我要
保存你的性命。」又說：「誰使瞎眼的得看見﹖誰使有
病的得痊癒﹖誰醫治痳瘋病人﹖誰使死人復活﹖我是爾
撒 ( 耶穌 )……。去讀古蘭經的我，就在麥爾彥篇。」
隨後，高珊嘗試閱讀阿拉伯語的古蘭經，只懂朗誦，卻
不明白其意義；於是，她吩咐傭人幫她購買一本烏都語
的古蘭經；當她開始翻閱有關爾撒 ( 耶穌 ) 的記載，她
漸漸發現耶穌的偉大與能力，要比穆罕默德更甚；她持
之以恆地向耶穌求醫治，足足有 3 年之久。終於，奇妙
的事情發生了，高珊如往常一樣，在凌晨 3 時醒來，重
覆地說：「噢，爾撒，麥爾彥之子，請醫治我。」突然間，
她停下來，大聲說那擁塞在腦袋裡的意念說：「我已經
禱告這麼長時間了，可我還是個癱子！」……正當高珊

再無法在這沒有盡頭的路上等待之際，她的房間被強光
照耀著，且有十二人排成一行，第十三人站在他們中間，
比他們高大閃亮，有聲音說：「起來，這是你一直尋求
的道路。我是爾撒，麥爾彥之子，你一直在向我禱告，
現在我就站在你面前。你起來，到我跟前來。」高珊最
初不敢相信自己可以站起來，然而，在耶穌第三次的鼓
勵下，她終於勇敢地嘗試站起來走到耶穌跟前。高珊癱
瘓了 19 年，此刻她感受到一股新的力量湧流在她身體；
耶穌更按手在她頭上，給她肯定和召命：「你現在親眼
所見的，一定要帶到我的子民中。我的民就是你的民，
你必須忠於將這見證帶到我的民中。」

高珊得到醫治的消息很快就傳開，她的家人感到十
分興奮，但聽到高珊說是爾撒 ( 耶穌 ) 醫治她的，他們
就非常反感，他的哥哥甚至說高珊若跟隨基督教徒，必
把她殺死。當高珊迫切地求問耶穌的指引時，耶穌再一
次向她顯現，告訴她去找城北十里的一個人 ( 少校 ) 獲
取聖經。因高珊知道家人會難阻她作這事，她仔細周密
計劃是次獲取聖經的行動，並決定隻身前往，卻未想到
這是一條「不歸路」，她的一生從此改變。高珊幾經艱
辛地解說才得到那位少校的信任，但那少校語重心長地
說她日後將會面對許多攻擊……；其後，少校將烏都語
聖經及《迦太基殉道者》的書給了高珊，亦為高珊祝福
祈禱後告別。這天晚上，高珊在暗中閱讀聖經，她的心
情興奮極了，耶穌曾經向她說話的內容，大部份都在聖
經裡找到；她開始專注及細閱有關浸禮的經文，隨後，
更請求少校帶她去施浸，這意味著高珊將要被逐出家門，
而少校提醒她不要帶金銀珠寶，免得基督徒被指控……。

高珊受浸之後，她更加渴望要為主作見證，她不斷
的求問如何在耶穌的子民中作見證；在屬靈父親安排下，
她在一所盲人學校裡服侍孩童。然而，高珊面對很多的
挑戰，因她從小就被人服侍，也不曾做任何家務；如今，
她不單要服侍人，亦要做許多雜務，生活困窘或拮据，
又面對別人的奇異眼光或不諒解，曾遭受哥哥的反對與
敵視，亦曾被人誘進拘留所，更有因為信仰緣故被辭退
職位…….。這一切的磨練，對高珊來說並不容易，但她
仍然堅持對耶穌的召命，勝過重重難關，並作出美好的
見證。

結語
經歷過一段漫長又艱辛的歲月，高珊開始被邀請到

不同的聚會中分享見證，許多人深受激勵，也有人願意
幫助高珊渡過難關，讓她經驗到天父的供應是何等的實
在，天父的帶領是何等的奇妙。奇妙的事，陸續發生，
於 1981 年 1 月，高珊被邀請去為一位從英格蘭來的病人
禱告，那人患了阿米巴痢疾，身上還有一囊腫，高珊為
他禱告後得到醫治痊癒。隨後，她更去到英格蘭及加拿
大等國家分享見證，傳講耶穌的故事，直到如今。

高珊確實回應了主對她的呼召：「你現在親眼所見
的，一定要帶到我的子民中。我的民就是你的民，你必
須忠於將這見證帶到我的民中。」

(本文內容摘錄自：高珊.以斯貼、提瑪.桑斯特著，
馮偉文、鄭歷天譯，《幔子撕破了─得見光明》，密西
根州：宣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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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最新動態

1. 本會同工於 6月 8日 (週一 )早上發現差會辦公室水

浸，疑因過去的週末冷氣機水管爆裂引致漏水，大部

份傢俱損毀；經過維修整頓後，辦公室於七月底重新

運作正常。感謝「浸聯會」於維修期間借出地方作本

會臨時辦公室之用。

2. 本會已於今年 6 月 28 日下午假九龍城潮語浸信會順

利舉行「本地跨文化宣教士差遣禮」，當天約 90 多

位弟兄姊妹出席參與，共證主恩。宣教士 Anna 乃專

注本地泰國人事工。

3. 本會夏季差傳祈禱會已於 7月 2日晚上假「浸聯會」

順利舉行，當晚的禱告重點為「北漠」工場，共 14

人參與。

4. 本會將於 9 月 19 日 ( 週六 ) 下午 3：00 假牛頭角浸

信會 (九龍牛頭角道 3號得寶花園地下 )舉行「差傳

工展會」，鼓勵各堂會團契、小組等結伴同行，一起

參與是次差傳活動，彼此交流，分享心得。

5. 本會將於 10 月 4 日 ( 主日 ) 下午 3：00 假沙田平安

福音堂 (沙田瀝源街 7號沙田娛樂城一樓 B室 )舉行

「宣教士差遣禮」，誠邀各位出席。宣教士「領蜜夫

婦」夫婦將會前往「南島」工場服事。

本會最新動態

6. 秋季差傳祈禱會將於 10 月 8 日 ( 週四 ) 晚上 7：30

於本會辦公室舉行，當晚的禱告重點為「緬東」工

場，誠邀各位出席，一起為差傳事工仰望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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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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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本會出版的《普傳恩光、直到萬邦 --- 宣教入門 12

課》內容深入淺出，適合於主日學、研討班、團契、

細胞小組、培訓及各類型小組活動使用。歡迎弟兄姊

妹訂購：零售價每本港幣 $30；如訂購 20 本或以上，

優惠價每本港幣 $25；若訂購 50 本或以上，特惠價

每本港幣 $20。查詢訂購請致電 3756-6400。

( 答案請看頁 16 )

1945 年，亞拉伯聯盟杯葛猶太區，激進份子以炸彈回應。巴勒斯坦解放組

織 (PLO) 於 1964 年成立，他們以暴力來解決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關係。

1969 年，阿拉法 (Yasin Arafat) 被選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1972 年巴

勒斯坦恐怖分子在慕尼黑世運會殺了 11 名以色列運動員。這數十年間，

經歷大小衝突，兩個民族的領袖終於在 1994 年簽署和約，巴勒斯坦人在

___________ 及耶利哥獲得自治。

A. 傑寧

B. 巴林

C. 迦薩

D. 拉馬   

差 傳 冷 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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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來了
今年六月中，北漠首都的天氣開始轉熱，日間的氣

溫有時高達攝氏 28 度，一般平均是 20 度左右。若與香
港的天氣比較還不算很熱，但對北漠人來說已很難受。
近年，北漠出現很多咖啡連鎖店，在如此炎熱的天氣下
推出多款冰凍飲品，也讓我這個身處異地的香港人可享
用它，以助解暑。過去十二年多在北漠的生活，見證了
北漠改革開放後的變化；在某些地區，本來是荒涼一片，
沒有人居住的，現變成高樓大廈林立，現代化購物商場
湧現。一層樓房蓋得比另一層高，一個商場比另一個商
場大。進口的東西越來越多，不同國家的餐廳也不斷出
現。如連鎖「K」快餐店，由兩年前開第一間，到現在已
在首都開了六間。他們計劃全北漠各省開 17 間。在香港
到處都有的「M」快餐店卻只聞樓梯響，遲遲也不開業。
聽說多年前該公司在北漠做過調查，發現不足 100 萬人
口的首都，卻有 40% 在貧窮線下。這樣的地方，那有消
費能力去吃他們的食物，但他們的調查卻忽略了北漠人
的消費習慣。北漠人很特別，口袋裡有錢便願意花，也
願意嚐試新的事物。常常光顧中餐館的不是中國人，而
是以北漠人居多。有教會弟兄告訴我，近日他們聽聞，
在首都開業的「H」六星級酒店餐廳，推出開業優惠自助
餐；4 人光顧收 3 人費用，每位約港幣 145 元。他們沒
有訂座，我想應不會很多人吧？誰知到步後查問，不單
只當天已滿座，連往後的一個週期的晚上都已被訂滿了。
即是說，當晚登記的也要等多一週才有機會吃到高級自
助餐。因此，在首都不斷湧現各式各樣的食市及消費場
所，確有一定的市場。

雖然，北漠近年經濟很差，失業率高企；但面對各
樣清費的誘惑，「沒有明天」的北漠人，今天花光了錢
後，明天怎麼辦呢？結果，北漠的治安也變得差了，偷
搶的事件也加增了。人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也使人際關
係相對利益化，對屬靈的需要變得冷淡，這對傳福音來
說，並非好事！

兒童節聯歡會
今年五月底，教會附屬的服務中心舉辦了大型「六一

兒童節聯歡會」。我們從最初計劃接待 100 位華人及北
漠兒童，最後因著不斷有捐款及禮物出現，便改為接待
了 200 位「華、蒙」兒童。因北漠受流感影響，區委會
要求市民不可在室內舉行活動，我們迅速決定兒童節聯
歡會改在教會後園的籃球場舉行。在很有限的人力下，
我們弄好了臨時表演場，放置了二百張椅子。中午在戶
外聚會最大的問題是下雨或太陽猛烈。下雨便不能進行
活動，而太陽猛烈照射下，成年人也支持不了一個小時，
何況是小孩呢？

在準備好場地後，我們聚在一起祈禱。求神給我們
在活動的兩小時中有好天氣：不要下雨，也不要強烈陽
光。結果由開始聚會時的陽光普照，慢慢出現有陰天的
時間；我看見一片雲將陽光擋著，然後到聚會差不多結
束時便颳起風來。真的是時間剛剛好，一切順利完成。
小孩子們過了一個很開心的節慶，而我們則體驗了一次
禱告蒙應允的經歷。正如聖經說：「應當一無掛慮，只
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腓立比書 4：6)

感謝神！在兒童節慶祝會結束時，我們也順道宣傳
兒童聖經營，當天即場報名就有十多名兒童。

兒童營
兒童聖經營已是教會第四年舉辦的活動。過去教會

是舉辦假期聖經學校，一般是四天，家長每日接送。然
而，我們商討後，希望兒童學習自理及團隊生活，便改
為三日兩夜的營會，也希望藉此培養兒童事工的人才。
今年報名的情況比往年更熱烈，最終收了 39 名兒童，有
9 名老師參與。我們也訂了一個活動配套非常好的兒童
營地，但最可惜是食物的份量很少，連小孩也吃不飽，
更不要說是大人了。

北漠生活點滴

愛德華

工場體驗點滴



另一個問題是營地負責人得知我們是華人團體，便
對我們有很多意見：說小孩子嘈吵、不聽話、不守規矩
等。聽在華僑導師耳裡，引起更大的「反彈」。因為他
們從小就受到北漠人的「氣」及歧視，現在他們長大成
人了，生活水平亦比很多北漠人高，豈能面對如此對待。
我們當中一名較年輕的導師便多次向營地負責人理論，
誓要討回公道。看在我眼裡的，這並非新鮮奇怪的事。
我在北漠經歷過被偷、被搶、被欺騙，甚至被襲擊，都
與外來人及中國人身份有關。營會進入第二天出現了一
些改變，有一位機構派來的營地監督專員，她瞭解我們
的情況後向我們道歉，並承諾改善服務。及後在安排場
地及膳食上都有所改善，實在要感謝主！

三天兩夜的營會，讓兒童們學習到聖經真理，認識
救恩，也學習到團體生活。最後一天我負責閉幕禮的獻
心會，每位營友，包括老師，都寫上決志的內容：信靠
主耶穌、繼續返教會、協助兒童事工等。看見每個人都
很認真地寫上決志書，然後走到台前貼上紙心；我相信
神的靈會繼續引導，讓這些小生命能有一天成為主的精
兵。我們導師的努力是不會徒然的，這也是我當時為他
們作的祈禱！

跟進栽培
上次代禱信中分享到，過去半年多，神藉著自己帶

領了不同背景的華僑及華人信主。而在過去三個月中，
我每周在三個地方開始了跟進初信者的栽培課程，合共
有 8 人穩定出席。感謝主！這樣「到點」的跟進，在過
去這麼多年也常做。有些決志者，主日不一定能返教會；
有一些能返教會崇拜，但太早起床返教會也很難。因為
一周六天都要工作，主日要這麼早起床就更難了。因此，
每周約好時間，到一個地點上課，不單止有彈性，更有
多一點時間交流，彼此瞭解更多。大部分經過初信跟進
栽培課後，他們在信仰上及生命上皆有成長。

今年六月底，教會開始浸禮班，那些接受過初信栽
培的肢體們都出席了。他們都很希望能夠在八月初夏令
會中公開受浸，表明自己是得救的人，也藉此加入教會，
一同建立基督的身體。這些肢體能信主得救，生命成長，
願意受浸歸主，完全不是自己意料之內。只能解釋是主
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主的意念比我們的意念高！我
們只是無用的僕人，按主心意去做。正如聖經所言：「流
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篇 126：5)

約滿離任
今年初回港時，與差會開會，探討我們夫婦兩人是

否續約事宜，差會提出了一些協議給我們思考。及後，
因我們未能達至共識，便接受約滿離任的安排。原本我
們的第三個四年任期約滿是 4 月 30 日，但因著要安排工
場交接之事，差會建議延至9月15日。對於宣教士來說，
清楚交代工場事宜，讓本地信徒有心理準備是很重要的
事，因此我們也欣然接受。

六月初，差會兩位牧者來到北漠，與我們夫婦溝通
交接之事，也與華人教會信徒及北漠信徒召開了交流會
及分享會。交代我們約滿離任的決定，也鼓勵信徒們堅
守崗位，繼續成長，作主見證。離愁別緒之際，當然是
有不捨之情，華人信徒都提出問題：「宣教士可以不走
嗎？宣教士走後有否新的會派過來？教會仍然需要牧者
的牧養等……。」事實上，我們作為宣教士，明白到我
們主要的工作不是牧養，而是宣教。教會被建立後，便
應培養本地的傳道牧者及領袖承擔教會的發展。過份倚
賴宣教士，教會便不會健康地成長。這也是我 2 年多前
思想過的事，也希望有年輕的宣教士來北漠。只是等了
這麼多年也看不見有人回應，神藉著一些問題讓我想到
要離開吧？我相信萬事都是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相信神必有更好的預備。

約滿離任不等於離開宣教。神給自己在過去 12 多年
的宣教體驗，相信是裝備自己未來為差傳事工作更多的
事，為主作更美好的見證。執筆時，心裡仍是想著約滿
後應何去何從？我的禱告：「不要照我的意思行，願主
旨意成就！」請大家為我們祈禱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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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德國寄來的家書

陳欣懿、袁美華牧師師母

( 本會支援宣教士夫婦 )

在今年舉辦的生活營最後一天，欣懿向一名五歲大
的男孩講解福音，男孩的母親也在場。當男孩表示願意
接受耶穌做救主時，他母親的眼眶充滿了淚水。孩子說
完了決志的禱告，他眼睛也同樣滿載著淚水。欣懿被這
對流淚的母子深深感動：一位因著歸信耶穌喜極而泣；
一位因著兒子加入了自己的屬靈家庭而感恩流淚。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太 19:14) 

當越來越多畢業生在德國找到工作，而且在這裏組
織家庭，生兒育女，兒童事工就變得重要起來。可是我
們在這方面既無經驗也無資源，因此需要支援。我們感
謝加拿大萬國兒童佈道團的李賴小蓉傳道和她的丈夫李
立仁弟兄來到我們的生活營，又奔跑了幾個城巿，為我
們負責兒童事工的義工，主領好幾次訓練活動，好增進
他們在這方面的知識和技巧。

每年的第二季都是營會的旺季。全德國門徒訓練營
於復活節週末在法蘭克福舉行，共有 400 位成人、50 位
年青人及 30 名兒童參加。我們邀請了自己所屬的差會
（加拿大浸信會差會）華人事工部全體宣教士參加，讓
他們更清楚了解德國的福音工作。 

緊接 5 天營會結束的，是加拿大浸信會差會華人
事工部的退修會。華人事工部的所有宣教士，與兩位加
拿大浸信會差會的部門主任在哥廷根一同度過三天的時
間，彼此分享、禱告、交誼，又一同計劃。我們為著神
讓加拿大浸信會差會的華人事工在未來數年有更清楚的
路向而感到十分興奮。 

隨後，我們展開了三週的中國旅程，除了探望欣懿
十多年沒見的親戚之外，我們也有機會探訪四十多位從
德國返回中國的學生。這些學生大部分都能在中國找到
不錯的工作，可是卻不是全都在信仰上安穩成長；他們
有些難以找到合適教會，有些則面對社會上與基督信仰
不同甚至相左的價值觀的衝擊。我們從中國回來之後，
美華有三週的假期於加拿大探望雙親。雖然，美華父親
的身體大不如前，需要家人照顧；但能夠與雙親共聚，
是多麼的珍貴，又能夠與欣懿的母親慶祝生日，實在感
恩。 

此外，漢諾威的教會在這季已經順利完成註冊手續，
正式成為教會，感謝主垂聽祈禱並且在註冊過程中帶領
我們。我們也為到這季分別在哥廷根和漢諾威舉行的兩
次浸禮感恩：於 5 月 31 日，欣懿和林奕勝傳道為來自哥
廷根和卡塞爾的五位弟兄姊妹施浸，又於 6 月 21 日，欣
懿為漢諾威的三位弟兄姊妹施浸。

這季我們也接待了好幾位客人，除了李賴小蓉傳道
和她的丈夫李立仁弟兄之外，還有香港建道神學院副院
長陳耀鵬牧師偕師母於六月探訪我們。陳牧師是欣懿以
前在溫尼伯居住時的牧者，30 年前為他施浸。我們很高
興有陳牧師在這次漢諾威浸禮主日證道。 

六月，黎惠康牧師和黎梁薇師母 ( 我們在加拿大天
道神學院的老師 ) 要往基輔教授密集神學課程，途經德
國，我們有機會和他們相聚，享受美好的時光，他們更
對我們在這裏的服侍給予寶貴意見，令我們得益匪淺。
感謝神，這些從遠方來探望我們的牧長和弟兄姐妹，給
予我們很多的鼓勵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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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S 國來的家書
小量丸子

( 香港仔浸信會會友、 

本會支援宣教士夫婦 )

踏上事奉的道路之前，當然會先坐下來計算所需要
付的代價，包括一切可預見或未可知的事情。然而，當
要實際地付這代價的時候，才知道真正的味兒。要付出
的，往往超過我們坐下來時所能計算的多。初抵工場，
不單止要面對生活環境的改變，更想不到隨即須處理人
際張力的挑戰。早已有許多見證，提醒我們要小心處理
工場上的人際協調問題。原以為只要彼此坦誠溝通，總
會找到出路；可是真實的情況卻非如我們所想的那般，
這張力源自工作的權責。我倆一直盼望藉著聖經翻譯，
幫助東非的族群透過以他們母語所寫成的聖經，認識神
並作耶穌的門徒，於是便加入了翻譯部門。要有準確的
翻譯，便需在聖經原文上多下苦功。由於我們在學習模
式上與部門主管持不同看法，故嘗試向他提出對我們較
為有效的學習建議，卻得不到接納。他堅持只可跟隨他
所定下的措施，強調這是部門主管崗位賦予他的權柄，
並堅信他的措施是為了我們的益處。想不到只是短短數
月，彼此便產生不協調。

直到今天，問題仍沒有圓滿解決。工場總管只是暫
時把對我們進修聖經原文的要求，推遲至明年初，其他
一切卻沒有任何改變的空間。在人看來，這似乎是最壞
的時刻。但在神看來，這卻是我們信心被考驗的時刻。
當我們一直在盼望故事如何按照正義的劇本發展下去
時，神卻給予我們另一個不同的版本，而我們只能看見
面前能走下去的一小步……

在這段過渡的日子，天父也有祂的安排，就是讓我
們有更多時間專注在學習本地的共通語言上。雖然在日
常工作上，我們可以用英語跟本地同工和母語翻譯員溝
通。甚至走到街市或店舖買東西，也能以英語對答。若
然能操本地共通語，卻大大拉近我們跟本地人的關係。
可以說學習本地共通語，目的不是功能，而是關係。由
於我們住在營地裏，沒有太多機會接觸這個社區。惟有
透過使用本地共通語言，才能與這個社區建立關係，打
破彼此的隔膜。每當我們嘗試用新學的語言跟本地人溝
通時，他們大多會面露笑容，還會教我們呢！在營地裏
工作的本地人，也不時跟我們練習。我們的老師Ｓ先生，
是一名長老會牧師，也是我們其中的一位母語翻譯員，
他正在為自己的語言 M 族群翻譯舊約聖經。我們每週跟
他上課三天，每天一小時。請記念他在主裏的辛勞。

另一方面，我們最少可以專心預備在七月中展開的
創世記翻譯項目 (Genesis Partnership, GP)。整個翻譯

項目將服事六個語言族群，以工作坊形式進行，共開辦
九次工作坊，預計於三年內完成。其中三個族群已同樣
透過工作坊形式翻譯了路加福音，另外三個族群則是首
次展開聖經書卷的翻譯。各族群將安排兩至三名母語翻
譯員 (MTT)，從他們的社區來到我們的營地一起工作。
首個工作坊已於七月十三日開始，為時三週。在第一個
工作坊，因要教授 MTTs 有關基本翻譯理論和步驟、他
們族群的語言文法、如何在社群中籌組翻譯項目、翻譯
軟件及鍵盤操作等，所以能完成翻譯的內容會很少，將
會由創世記二十二章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開始翻譯。

「小量」協助 R 族群，他們沒有路加福音，也沒有
簡易完備的語言文法參考資料；「丸子」的是Ｂ族群，
已有路加福音，也有一些語言資料可以參考。兩個族群
的人口分別約七萬八千和六萬七千，居住於國家的中部
地區。雖然當中的基督徒人口分別是 14% 和 40%，但一
直都沒有屬於他們的母語聖經。這段日子，我們的預備
工夫包括個人翻譯用的希伯來文聖經釋義筆記，和研習
民族語言文法。盼望我們跟 MTTs 的認識、相處和合作，
能讓族群得著聖言的恩惠；也叫我們以譯經為事奉工作
的，首先被聖言得著，特別在遇上困難時，不要被聖經
話語棄絕。

現在雖是雨季，可惜雨水並不多。當下雨時，夜深
後氣溫可低於 30°C，感覺再沒有那麼「粘粘糊糊」。為
我們能有較清涼的天氣感恩之餘，也請繼續記念這裏依
然動盪的局勢。因著戰亂未曾止息，現仍有大量百姓棲
身於擁擠的難民營內，衛生環境惡劣，加上雨季，容易
爆發疫症。六月中，本國政府宣布我們身處的首都城市，
出現霍亂疫情，釀成多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會協助控
制疫情後，我們也要小心謹慎，不單注意個人衛生，更
要小心飲食。請記念我們在這裏的生活。另一方面，「和
談」於七月下旬在鄰國重新展開，請繼續為各派領袖禱
告。祈望他們能善用權力，為人民服務，使民眾得享福
利，特別是那些應當受到照顧和保護的兒童。由於連連
戰事，很多兒童被迫加入軍隊，年紀輕輕便攜著自動步
槍當起士兵來，因而失去讀書的機會。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在這裏推動「兒童不是士兵」運動，倡導政府和武裝
團體，停止在衝突中招募和利用兒童，而是要讓他們能
重返學校讀書。

願真正的平安臨到這片未得安寧的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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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特稿

在主恩中迎難而上─

略談香港浸信會差會的

成立和發展
連達傑牧師

（本會總幹事）

香港浸信會差會簡史
香港浸信會差會（下簡稱浸差會）是一家宗派差會，

隸屬於香港浸信會聯會（下簡稱浸聯會），其服侍及動
員對象主要為在香港的一百六十多家浸信會堂會並約十
萬位的浸信會會友（當然也樂意與其他宗派的堂會或肢
體配搭合作）。浸差會的前身是香港浸信會聯會差傳中
心（下簡稱差傳中心），成立於一九九八年，至二○○
九年改稱為香港浸信會差會。無論早期稱為差傳中心，
或後期稱為浸差會，其本質均無改變，都是一家較嚴
謹，具備章程結構及聘有專職同工的差傳機構（mission 
agency），其目的都是期盼有效地推動主耶穌交託給教
會的普世宣教工作。

差傳中心雖然成立於一九九八年，但並不是說
浸聯會的普世宣教工作從這年開始。其實，浸聯會自
一九三八年成立以來，即關心本地佈道及海外差傳工
作。其後更於一九七三年正式成立海外傳道部（後於
一九九七年改稱為差傳部），專心推動及促進浸聯會與
香港眾浸信會堂會的宣教事工發展。但值得注意的一件
事，是大凡成為海外傳道部或差傳部的部員（包括牧者
和信徒），全都是以義工身分來參與事奉；就是說，他
們各人在社會或教會中均擁有全職工作；但出於信仰熱
誠並對使命的委身，他們都樂意抽出時間來參與浸聯會
的宣教服侍。

在上世紀的六十至八十年代，海外傳道部眾部員熱
心推動差傳工作，宣教的足跡踏遍亞洲各地，其中尤以
東南亞國家為重〔例如：馬來西亞（Malaysia）、新加坡、
越南（Vietnam）及泰國（Thailand）等）〕。自九十年
代開始，由於有較多年輕並熱心差傳的牧者和肢體加入

事奉行列，海外傳道部的宣教動力漸次加強；除了有更
多短宣隊伍的組成外，探索事奉新模式並新工場之開拓
也日見果效〔主要為北漠（化名）事工及國內事工〕。
此外，「認領觀念」的傳遞和落實也在這階段出現。

由於事工的不斷發展，很多部員逐漸意識到，單憑
眾部員義工式的服侍，實難以把浸聯會的宣教工作推上
一個新臺階；就是這樣，「我們要成立差會」的意念便
在九十年代中日益增強。經過多年的努力，直接隸屬差
傳部的差傳中心，便於一九九八年正式成立，並同時聘
請了專職同工游偉業博士為首位差傳中心主任。

差傳中心成立後，眾部員（又稱董事）與專職同工
通力合作，群策群力，逐漸發展了四大事工類型──國
際事工、國內事工、本地跨文化事工、教育及拓展事工；
而正式的宣教工場亦陸續有所增加──從早期的北漠工
場（化名）、國內工場，到後期的南島工場（化名）、
緬東工場和本地跨文化工場等，都一一具體落實了。至
於增添專職同工，加強宣傳推廣，努力籌募經費及更新
組織運作等，就更是多年來務必推進的事宜。再者，部
員數目方面，亦順應著實際工作量的增多，由原來的
十五位增加至二十一位了，並且，差傳中心還邀請得很
多工場特邀組員來加入事奉行列。

二○○八年，在神豐富預備下，差傳中心有了新的
辦公室。其後，又於二○○九年正式改名為香港浸信會
差會，而中心主任的職銜也改為總幹事。真的，神的恩
手一直引領著我們，祂是配受稱頌讚美的！



11

在主恩中迎難而上─

略談香港浸信會差會的

成立和發展

浸差會今昔發展之比較 
（一九九八年至今）

為方便讀者扼要地看見主的恩典，多年來是何等豐
富地臨到我們身上，請大家參看以下圖表：

運作暢順之因
從人的角度看，為何浸差會成立以來的十七年，頗

能在過程中成長及發展起來呢？

作為宗派差會，當然最大、最自然的優勢，是能夠
與眾浸信教會，在同一信仰傳統並「浸會一家」的精神
下，互相結連、配搭，推動普世宣教工作。多年來的發
展確實印證了這點的真實性。過去日子，我見到很多浸
信會牧者、同工、信徒領袖及肢體，很同心地投入浸差
會的事奉；無怨無悔，默默耕耘，以至各項差傳事工得
到長足發展。

然而，讓我們也曉得，以上的美麗配搭圖畫也並非
「自動完成」的。為甚麼呢？因為浸信會的信仰從來都
強調地方堂會的獨立自主，意思就是每家浸信教會都可
自由地參與或不參與浸差會的宣教工作，其間浸差會不
能向地方堂會施予半點強逼性（縱然想如此，事實上也
會力有不逮的）。因這緣故，浸差會的董事和專職同工，
就必須作好分內的事，以期取得眾浸信教會（甚至其他
宗派的教會）的信任、好感、加入和配合，差會事工才
能暢順地推展下去。

差會成立初期景況 差會現今景況

直屬 
宣教工場

2 個 ( 北漠、國內 )
5 個（北漠、南島、緬
東、國內及香港本土）

支援 
宣教工場

2 個國家（處於非洲
及亞洲）

10 個國家 /地區（處於
非洲、歐洲及亞洲）

直屬 及 支援
宣教士

3-5 位 18-21 位＊

差會後方 
專職同工

2-3 位 8 位

聘請或全力資
助的當地同工

約 3-5 位 約 15-25 位

年度經費預算
及經手之捐獻

約港幣 300-350 萬元 約港幣 700-900 萬元

每年短宣隊 
安排次數

約 10-15 次 約 40 多次

差會辦公室
納入在「浸聯會」的

辦公室內
有自用的獨立單位 (仍
屬「浸聯會」產業）

（＊這數字並非指香港的浸信宗總體上只差遣及支持了
18-21 位宣教士，而是表示與我們「浸差會」現今有關聯的宣
教士共有 18-21 位。據個人估計，香港浸信宗現時差遣及支持
的宣教士應該有 50-60 位。）

以下為差會董事、組員及專職同工，過去刻意提升
服侍水平的事工範疇，相信是因著這些努力，導致大家
有更多正面的回應，從而叫差會得以暢順地運作起來：

一．每年度製作圖文並茂、篇幅合宜的本會事工簡
報，並主動地寄到各浸信教會，務求叫各牧者、肢體都
能扼要地了解我們的工作。這樣的文字行動，既可發揮
溝通的作用，又表達了差會願意在眾堂會下作出問責。

二．尊重及關注各堂會帶出的期望和要求，在可能
範圍內都嘗試滿足之（例如特別為著某堂會的需要，願
意作出相應的宣教行程設計和安排）。

三．財務報告上清晰透明，凡事如實呈現，而口頭
補充的話也不會混淆視聽。這樣可叫奉獻者安心和放心
（例如我們謹守專款專用原則，不會隨意挪撥款項、不
按奉獻者心意而任意運用）。

四．差會專職同工與眾堂會的牧者和肢體交往時（無
論是透過見面、電話、電郵或短訊等），都盡力顯出真
誠、和氣、謙卑及負責任的態度和行動；惟獨如此，美
好的人際關係就可建立起來，而往後的事工合作、推薦
人材或資源共享就不會是天方夜譚了！

五．過去差會專職同工都樂意接受教會邀請，到他
們中間分享差傳信息──無論是宣教主日、差傳專題講
座、差傳主日學或祈禱會等，都盡可能答允。這是堂會
與差會能否建立關係的重要橋梁，也是留下好或壞印象
的關鍵活動。感謝神！回頭看，應該是正面的居多了！

六．浸差會董事現有二十多位及專職同工八位，而
各組的特邀組員加起來則有四十多位。這樣龐大的後方
宣教團隊，過去在神的保守下，總是彼此尊重、欣賞；
這樣，很多美好的決策，便能在互諒互讓及平和融洽的
氣氛中達成。

七．浸差會專職同工每週五天早上，每次都用上
三十至四十五分鐘，大家一起靈修禱告。幾年以來，我
們已讀完及默想了《聖經》一遍。現今我們所使用的
靈修材料是約翰．司托德牧師（Rev. John Stott）所撰
寫的《聖經一年通》（Through the Bible Through the 
Year）。此外，從今年開始，我們的禱告更趨向多元化
和更有系統。是的，同工團隊靈裡既相通，愛裡亦相繫，
事奉的動力和熱誠就必然增加，差會事工便不會停滯不
前了。

走在崎嶇的路上
毫無疑問，很多一直關心本會事工的肢體都可見

證：浸差會確是在主恩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它如何可從
「無」，經歷十多載，以至今天總算「有」了。為這樣
蒙福的事，我們要感謝主！但這樣說，並不表示其發展
的路盡是平坦無阻、凡事清風送爽似的。不是的，我們
差會走過的路，其實也是一條崎嶇路！今試略舉一些事
例來說明：

一．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當差傳部董事會中有一
些相對年輕的牧者，期盼催生一個較有規模和組織性的
差會時（當時只敢含蓄地叫它為差傳中心），卻遇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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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阻力──很多反面的聲音：有成立這種結構組織的
需要嗎？怎可如此呢？若真的實行，浸聯會的經費收入
豈不是會被大大的削弱嗎？大家知道要走的是一條怎麼
樣的道路嗎？我們有足夠的專責人力去承托差會嗎……
回首一看，幾乎是二十年前的事；慶幸今天再聽不到如
此質疑之聲，卻只見差會各事奉者，繼續沿著宣教路毅
然前行，又不斷努力地披荊斬棘下去。

二．一九九八年差傳中心雖得成立，惟人力、物力
及財力等各方面仍十分缺乏，加上身分、定位未夠明確，
那時會務經營十分艱苦，實在難為了早年委身於差會的
董事和同工了！到了今天，浸差會總算有了穩固基礎，
不單在浸信會圈子內已多為人認識，且其認受性也愈來
愈強了。

三．從頭一天成立開始，差會就要面對自籌經費的
壓力了。假若各堂會及其他肢體奉獻不足，宣教事工的
發展就會明顯地受到制肘；縱然差會不怕挑戰，憑信前
行，仍須如實地面對龐大的財政赤字。曾幾何時，我們
不敷之數竟達港幣百萬元以上！但感謝神，這些事都成
過去了！如今我們的財務在主恩中總算是充裕的。

四．差會董事、組員及同工這個大群體，多年以來，
雖可說大體上各人都是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但在具體
事情上也不是全無意見分歧或人際張力的。一些時候，
百般的忍耐並恆久的愛心，仍是需要大家牢牢地持守著，
才能化解種種糾結的紛爭，至終得避開黑雲而瞥見曙光。

五．在前線工場上，我們也遇過一些大困難。二
○○九年當香港豬流感正肆虐期間，曾經有隊訪宣隊進
入四川省時，被入境衛生人員檢測出有多位年輕人體溫
過高，需要被隔離，且至終被確診為患上豬流感！一瞬
間整隊人都須個別地被分開了，且達七天之久。這真是
一次危機管理的鉅大考驗──如何快速跟進變化莫測的
事件？如何保持中、港相關人士之溝通？如何鼓舞毫無
心理準備的年輕訪宣信徒？如何把它視為「偽裝的祝
福」？以保持眾人活潑的靈性等，我們眾同工都在這次
大熬煉中學習了寶貴的功課。此外，我們也曾面對過宣
教士與當地教會牧者產生糾紛之傷痛，且至終引致彼此
分道揚鑣，各奔前程；雖則雙方未致完全大傷和氣，但
工場事工的發展確也受到極大的影響，而其後的宣教形
態確是不再一樣了！奈何！但神也在漫長的重建過程中
更新我們的心，使我們重新得力，再次樂意為宣教使命
而奮進！

小結
 主恩浩大、主愛深廣！回望浸差會的成立與發

展，路程確有幾分艱辛，不過，至終我們仍能激昂地說：
「是的，有一『更高的恩手』帶領著我們。」走過的路
既是如此，向前看，我們就應更有信心地回應主的吩咐
和差遣了──「普傳恩光、直到萬邦」。阿們！

( 本文原載於《今日華人教會》總第三○六期，二
○一五年四月號，第二十二至二十四頁。蒙世界華福中
心允許轉載，特此鳴謝。)

活動預告 香港浸信會差會                             
牛頭角浸信會

「差傳工展會」
誠意邀請各堂會團契、小組等結伴同行，
一起參與是次差傳活動。

日期：2015 年 9 月 19 日 ( 週六 )
時間：下午 3：00
地點：牛頭角浸信會
     ( 九龍牛頭角道 3號得寶花園地下 )

內容：
1. 攤位展覽
   ( 約 10 多間教會展覽差傳事工， 
     彼此交流，分享心得。)
2. 差傳培靈信息
3. 堂會差傳見證

講員：莫江庭牧師
     ( 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 
      愛群道浸信會主任牧師 )
見證嘉賓：王錦華牧師
         ( 彩明浸信會主任牧師 )

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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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堂會牧者到宣教士—

        誰說不可能？
Rita

( 本會支援宣教士 )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是等候，也是恩典

記得我在信主時（1995 年）曾跟主許下承諾：願意
去到「未得之民」宣教，所以我選擇在海外神學院受訓，
藉以增加在神學與宣教學上的知識，亦擴闊自己跨文化
之學習和體驗。於 2003 年修畢回港牧會等候神的差遣，
結果等候了十年。在這十年堂會的牧職，我的確成長了
不少；無論是在團隊相處、牧養關懷、異象推動、帶領
教會中，我都學習怎樣倚靠主的恩典和能力去勝過困難，
完成任務。

感謝神給我這十年時間去成長，也考驗我對祂的承
諾，習慣了被羊群包圍的我，願意放下這安穩去踏上宣
教路嗎 ? 是的，我願意 !

令人雀躍的 SVM2—到位的事工
神有祂的美意，2013 年 9 月我開始參與 SVM2 在

泰國清邁國際裝備中心的服侍。SVM2 的創辦人 Ryan 
Shaw 是我在神學院的同學，他是家中第四代宣教士，
於 2002 年神學業後他致力研究宣教上的需要，他曾訪問
很多不同的宣教機構和牧者，尋找宣教上的需要和他可
以參與的位置。於是他和他的太太建立這事工去回應在
宣教動員上的欠缺。SVM2 是一群來自不同國家的教會，
校園事工、聖經學院、宣教機構的聯盟同工。我們透過
宣教異象分享會、訓練、書籍、高峰會去教育、激勵及
動員信徒在這世代完成大使命。

SVM2 國際裝備中心位於泰國清邁，我們每年在
此舉行８週的宣教動員者訓練 (Mobilizer Equipping 
School) 和兩週的大使命領袖訓練 (Great Commission 
Leadership Institute)。參與宣教動員者訓練的都是在自
己國家作宣教推動的領袖，完成八週訓練後，盼望他們
回到自己的崗位作更有效的宣教推動工作。這兩年間，
我們曾經訓練 30 多位領袖，他們來自超過十個非西方國
家， 如 : 尼日利亞、菲律賓、印尼、所羅門群島、烏干
達、孟加拉等，他們都是正在努力學習做差傳工作，每
當想起能夠幫助他們回國後更有效的作差傳動員工作，
心內實在興奮。

至於為期兩週的大使命領袖訓練訓練，對象是堂
會牧者 / 領袖，大家都知道堂會牧者 / 領袖是推動教會
參與大使命的關鍵。我們期盼在這訓練中幫助堂會牧者
在大使命的理解與推動上都有更多的認識，以致他們

更有信心與能力去帶領弟兄姊妹回應大使命。我們每
年的十月份也會推動全球信徒參與 21 天為普世莊稼收
割的祈禱，我們相信祈禱是參與大使命不可缺少的一
環。今年一月我們曾舉辦了一宣教動員者高峰會 (Great 
Commission Mobilizer Summit)，在這四天的聚集，我
們各地宣教動員者一同祈禱，學習和重思宣教策略，感
恩有 125 人來自 25 個國家及 71 個機構的代表參加，大
家在當中都很被激勵。要完成大使命上，不單是方法，
而是與神的親密、為主全然獻上的生活模式、祈禱、生
命質素更為重要。

令人抓狂的 SVM2—具挑戰的事工
對於我從堂會牧者到這獨特事工，最大挑戰是什

麼？其實在語言、文化、團隊、工作性質也要作不同的
適應。我們基本上是用英語溝通，但我身在泰國也有不
少中國人的朋友，所以我會以英語、普通話、廣東話和
少少的泰文與人溝通，這真是多重文化的適應。我在泰
國的團隊是來自美國和尼日利亞，我們只有四人，團隊
人數少，但要有很好的默契，大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
有不同的處事和生活方式，彼此包容和尊重，再加上好
的溝通是十分重要的。

因我接觸的人是來自不同國家的，所以我很多時候
都是在電腦前工作，包括聯絡、宣傳和寫作資料。跟牧
會很不同，牧會時，很多時都會有同工和弟兄姊妹在身
旁，是一個「講」與 face to face 的事奉。但現在是一
個「寫」的事奉，領袖們完成訓練後回國，我們大部份
時間只可在 Facebook 再見。在這工作性質的轉變上 , 
我需要更多的恩典，因我真的較為喜歡「講」多過「寫」
啊 ! 不過我知這也是生命的操練 !

一個人在海外，要平衡事工，個人需要成長，與神
關係、文化適應、面對孤單、思鄉，這些都是要靠著主
的恩典才能夠得勝的。

感動了．明白了．看見了——我的反省
與體會

第一、在很多次的經歷中，真的很經歷神差派天使
環繞我，有一次，我的車出現問題不能再行駛，竟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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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與代禱者
彩虹

宣教士與代禱者到底是怎樣的關係﹖筆者認為兩者
的關係猶如唇齒相依，不可分割；又或者可以說宣教士
在前方打仗，代禱者在後方支援補給，雙方同樣重要，
缺一不可。願在本文跟大家分享一些筆者個人親身經歷
到代禱者的即時幫助，亦有一些是宣教士的見證；盼望
大家在代禱的服侍上，努力加油，主必幫助我們實踐大
使命及大誡命！

猶記筆者初到宣教工場，因為思鄉情深；就在代禱
信中悠然自發，在信函的字裡行間，不難發現筆者的情
緒起伏。沒想到差會竟特別允許筆者的摯友前來陪伴，
隨後也有筆者的所屬教會之差傳同工到訪關心。雖然筆
者有點受寵若驚，但從此筆者不敢再隨意「撒嬌」地寫
信，令人擔心，筆者亦謹慎地處理代禱信的內容與頻密
度。這或許也是華人宣教界中的避諱，宣教士也多數會
「報喜不報憂」，特別是面對自己心靈的黑暗、軟弱或
失敗；除非是親密的摯友，才勇敢地表達自己的問題。
話說在某年某月某日，筆者正在探訪之際，突然收到從
香港傳來的長途電話，致電者是支持堂會的差傳部成員，
她是經常關顧宣教士的；筆者自然地跟她分享事工，豈
料她說致電目的不是要聽事工報告，她說想聽筆者最近
內心的感受，因她正在為筆者代禱時，聖靈催促她致電
來關心筆者；神是何等的愛、何等的奇妙，透過代禱給
予的支持和鼓勵；筆者在那一刻，泣不成聲，代禱者亦

在另一邊廂靜候，直至筆者再度開腔暢所欲言，最後又
為筆者代禱。

筆者所經歷的其實不算奇特，但卻是窩心的；讓筆
者確認代禱者是非常重要的，因著他們忠心的代禱，宣
教士經歷神處處的看顧。話說有一對宣教士夫婦，在某
一天晚上出外探訪後回家途中，自行駕駛的車子在叢林
中「死火」，宣教士惟有下車看個究竟；正當他維修車
子期間，一群強盜見此良機就拿著刀子走向宣教士那兒；
忽然間，強盜們在漆黑中見到七位天使圍繞著這輛車子，
強盜在驚慌中散去。事隔一段時間，強盜中有人信了耶
穌，並且在宣教士服侍的教會中參與聚會；這位信了主
的弟兄告訴宣教士那天晚上的經歷，宣教士方知自己從
「死裡逃生」，竟有天使圍繞著他們。故事還未完結，
當宣教士返回差遣國述職，分享那天晚上的奇蹟及有人
信了主；隨後，有代禱者上前問及是哪一天發生的事﹖
原來這天晚上，正正有七位代禱者為宣教士的生命安全
迫切禱告；代禱者當時也未知宣教士正面對危險，然而，
聖靈卻催逼著她們切切為宣教士禱告！

親愛的，讓我們彼此勉勵，無論您是宣教士或是代
禱者，神喜悅我們在宣教事工上，共同努力，攜手同行，
傳揚主名，領人歸主！

在一所說普通話的售貨員的商舖前，而又有一位當地人
停下電單車幫助我，因為是禮拜日，一般是沒有人肯修
理汽車，但這位泰國先生幫我打電話，修理汽車的員工
很快便到了，他建議把我的車留下讓他檢查，然後第二
天再取回。但我的問題是要找公共汽車回家，因當晚邀
請了一群國內大學生來我家吃飯而一般「公車」很少來
到這條街。但真奇妙 ! 突然間，一架 tuk tuk( 當地計程
車 )即刻停在我面前，結果我很快便回家了。我正在想，
在這一切巧合之下，我看見神的掌管和照顧，我實在很
感謝天父，愈發愛祂呢 !

第二、當我未在此事奉之前，其實我真的不知宣教
有一個角色是叫「動員者」，我常以為教會參與宣教只
有「帶短宣」和「差派宣教士」。但一般教會很多年才
差一位宣教士，至於短宣，去完又不知可怎樣發展。在
推動弟兄姊妹參與大使命，作為教會的領袖，我好像覺
得很無助。但現在我明白了，因為我們沒有重視「動員
者」的角色，我們只是交給差會，但其實若堂會有更多

「動員者」，在宣教推動上會很不同，或許教會可差派
更多宣教士。我們要幫助會眾尋找大使命中自己的角色。

第三、當我看見很多國家在差傳上都有很大負擔，
例如尼日利亞、菲律賓和印尼，他們的教會都有很強的
宣教異象，跨文化訓練和有策略地去差出宣教士去到「未
得之民」，我心內的確被他們激勵，我就更期望香港的
教會在這方面可以趕上，更多年青的宣教士被差出，而
香港教會不單止是在本地佈道，而真的會有異象差宣教
士去到「未得之民」呢！

邀請你 ......
因我曾經是堂會牧者，SVM2 事奉經驗豐富了我，

我更明白宣教士的困難 ( 因現在我也是一位宣教士 )，
亦明白到堂會實在可以有更多方面參與大使命，但牧者
是一個關鍵人物，若牧者沒有這個裝備和異象，是很難
帶領弟兄姊妹在宣教上踏出多一步，我希望更多有心作
差傳推動的堂會牧者，也許你心中都有宣教的一團火，
不要讓它熄滅，鼓勵你要走出去！也許你也適合作宣教
推動，來泰國清邁受訓啊！

(編按：SVM2 是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2 英文
的簡寫，中文為「學生志願運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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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記念緬東工場的發
展，求主賜福帶領差
會與當地同工的配
搭，彼此成為對方
的祝福。

   

記念本會支援宣教
士小茹申請「千島」工
場簽證面對頗大困難，祈
求主帶領她未來的服事；又
記念支援宣教士「Shinning 
Star」申請 K 國長期簽證能
早日辦妥。

   

記念於創啟地區的
小虹宣教士，祈求主
給她身體健壯，帶領更
多大學生認識主。

   

記 念 本 會支 援 宣 教 士
JOHN CHAN 牧師夫婦於德國

漢諾威的服事，求主賜他們智慧
帶領宣教團隊更有效的事奉。又記
念宣教士林奕勝傳道夫婦學習德語
的能耐，並他們孩子思敬的成長，
願他們一家三口於德國哥廷根
生活與學習蒙恩。

   

感謝主帶領「領蜜夫婦」
成為本會的候任宣教士，記念

他們於 10 月 4 日的「宣教士差遣
禮」，祈求籌備工作順利；又記念
他們出發前考取電單車牌照、籌募
經費、申請簽證等，求主帶領。

記念本地跨文化事
工，包印傭事工 ( 協助

10 月 25 日下午於香港仔浸信
會呂明才書院舉行的「印尼青年
節」)、泰人事工 ( 與「城潮浸」
為合作夥伴)、南亞裔事工(與「浸
會愛群」合作推動「師友同行」
計劃 )；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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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帶領「登
山者」於 6 月底在自

己所屬教會被按立為牧
師，記念她和丈夫於 I 國
的長遠服事。並記念她
丈夫的身體，求主醫

治。

記念「北漠」愛
德華及伊華宣教士，
求主帶領他們未來的事
奉路向；又求主賜他們
智慧處理工場各樣挑
戰。

   

請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
包括創啟工場的 C+ 姊妹、S

國的小量丸子夫婦，與及前往日
本工場的 Moon 姊妹，求主帶領
他們每一步，願他們成為當地人
的祝福。

   
請記念本會聘

請中國事工主任及
招募宣教士，求主預
備合適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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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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冷知識 (頁 3）C. 迦薩
答案參考：簡嘉雯，《阿拉伯世界─我為你哭泣》， 

香港：爾霖，2001 年。頁 12。

2015 年 6 月差會收支報告

會心微笑 

小狗 VS 小孩 路人甲

氣流

有一次，我們前往工場探訪宣教士，得知宣
教士家中有一頭小狗，我看見宣教士常常與他心
愛的小狗談話，原來宣教士常訓練自己的小狗能
聽命服從。

宣教士分享說：住在附近的家長，當遇上小
孩子令他們十分煩惱時，他們就告訴孩子說：「如
果你『不乖』，就送去宣教士家，好讓他整頓你
不聽話的『地方』。」所以，這裡的小孩對宣教
士「又愛又畏」了。

   

本年 1-6 月累積 本年 1-6 月累積 本年 1-6 月累積

收入 支出 盈餘 /( 不敷 )

差會經常費 1,450,533.12 1,368,623.13 81,909.99  

南島工場 164,496.00 65,482.00 99,014.00 
北漠工場 452,660.00 516,013.68 (63,353.68) *

緬東事工 456,200.00 279,770.45 176,429.55 
國內事工 428,275.42 287,768.53 140,506.89 
本地跨文化事工 387,334.74 376,053.93 11,280.81 
教育及拓展事工 4,547.20 23,744.00 (19,196.80)
德國工場 117,000.00 200,000.00 (83,000.00)
迦納工場 96,005.80 -   96,005.80 
千島工場 228,025.00 110,466.91 117,558.09 

3,785,077.28 3,227,922.63 557,154.65

* 2014 年以前累積不敷數 (192,058.07)    
  截至 2015 年 6 月累積不敷  (255,41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