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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在 2015 年的全

球報告，因戰亂與迫害導致流離失所的人口，高達
6,530 萬；即每 113 人中，便有 1 人是流離失所，
每分鐘便有 24 人失去家園，成為難民。

契機
近五年難民潮湧現，導致不少國家，特別是歐

洲國家，受著難民問題的困擾。然而，對於把握時
機的大使命而言，這是一個「送上門」的宣教契機。

	 	
大家可有留意新聞時事？造成難民潮的國家主

要是以伊斯蘭為國教，穆斯林人口超過90%的國家？
這也就是宣教學稱為創啟的國家，是對福音封閉的
地區，不歡迎宣教士入境的禁地。這些久經戰亂，
被迫逃離家園的人，今天來到差派宣教士的地區。
這些最少聽聞福音的群體，今天竟然散居在自由開
放的基督教地區，等著稱為基督徒人口佔大多數的
地區，回應他們的呼求，今天這些急切尋求庇護的
人士可能已到了您家的門口了。

斯達的故事
筆者曾經分別在中東及非洲服事，接觸過不少

難民，每一張臉孔都可以告訴你一段段慘痛的經歷。
他們大部分都是穆斯林背景，卻往往是被自己深信
不疑的宗教：伊斯蘭教所迫害，導致家破人亡，流
離失所。

有否留意居住在我們咫尺之間，有來自國內的留
學生，有來自政治動盪而逃離國土的難民，也有不同
族群的人士因工作的原故居住在香港。

在宣教課題中，流動人口在其寄居之地所組成的
群體，稱為「散聚群體」（Diaspora People）。當我
們稍加留意，就會發現在我們居住之地，有很多講說
普通話的人士，與你一起乘搭交通工具，再看看港鐵
車廂，不難發現有不同國籍的人士在你身旁。原來在
我們所居住的城市，隨時可以體驗跨文化服事。

根據洛桑福音會議內容（Section IID, 2Part）	:
城市對人類的未來和普世宣教而言至關重要。目前世
界上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裡，在我們這個時代興起
的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裡，我們看到神的主權運行在
其中，但願普世教會和宣教領袖回應這個處境，迫切
地制定策略，關注城市宣教。我們必須用聖潔的分辨
力和基督的憐憫去愛我們的城市，正如神愛它們那樣；
並且順服祂的教導，在各個方面	「為城市求平安」（耶
利米書 29:7）。我們將努力學習以適切而靈活的宣教
方式來回應城市的現況。

因應城市多元的特點，眾堂會可以怎樣在城市中
作見證？還記得我曾協助堂會關注本地中國留學生，
進到大專院校與留學生開小組，參與他們的迎新小組，
藉著網球活動，聯繫教練義務教授留學生網球，與他
們建立關係，同時邀請他們參與教會崇拜。又想起當
我還唸大學的時候，宣教士邀請我進到香港越南難民
營作義工，以聖經故事教導他們英語，與營內小朋友
玩遊戲，享用茶點，一張張可愛的面孔，仍浮現在我
腦海中。又想起兩年前到德國考察，參與當地教會服
事中東移民的聚會，跨越文化、地域一起唱詩讚美神，
又看到教會用心預備晚餐款待這批寄居者，令我深受
感動，也一直為他們的服侍感恩和代禱。我們力量雖
然微小，但在這群受政治壓迫而要逃離故土的難民，
我們需要學習款待和關懷他們，見證主耶穌基督的愛
與憐憫，透過基督徒的參與和代禱，讓他們有機會認
識救贖主的奇妙救恩。

今期主題文章：「難民」、「中國留學生」的福
音契機，盼望基督徒對散聚群體，有更多的關注和代
禱，求神差遣福音的使者，進到他們的中間，收祂的
莊稼。

總幹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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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民 — 契 機 ？
主
題
文
章

斯達是其中一位被伊斯蘭政權迫害的婦女，她
和夫婿育有三個孩子：七歲的阿默，五歲的沙娜和
三歲的小莎。他們本是快快樂樂地居住蘇丹的小康
之家，一次，她夫婿阿森被冤枉，指控有份支持反
政府的組織。警察把他虐待至半死，他在痛至昏迷
之間；竟然在夢中見到受苦的耶穌來安慰他、扶持
他，使他不致死亡。後來他們帶著三個孩子逃離家
園，所有的財產和護照都被政府沒收了。一無所有
的斯達，患上嚴重的抑鬱，唯一慶幸的是，終於能
逃離險境。可是，他們一家就成為漂泊的難民了。
當時他們一家在我所住的地區安置下來，我遇上斯
達的時候，她正是貧病交迫的處境，孩子沒有錢上
學，連買麵包的錢都花光了。

我邀請斯達來教我阿拉伯語，給她們食物和資
助作為報酬，我開始邀請她跟我一起讀聖經。她發
現聖經跟她說話，她說這本「書」非常特別，帶給
她安慰，讓她悟出先前所信的宗教有太多錯誤了。
終於，她說：「我知道伊斯蘭不是真理，但我是穆
斯林，是不能改的，但我知道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
救主。萬一家人知道我改變信仰，要來取我的命，
搶走我的孩子。我應該怎樣選擇呢？」我答：「不
是你去選擇，是耶穌選上了你。」這個家庭，後來
全都歸主了。耶穌醫治了他們，拯救了他們。想不
到，苦難迫使他們找到真理，找到永恆的「家鄉」。

真正的伊斯蘭
由於難民遠離家族的親戚朋友，使他們除去親

戚朋友的監視和壓力，他們可以較為開放自己去尋
覓真理。不少尋求庇護的人士都是與生俱來的穆斯

林，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基督徒；然而，迫害、戰火、
貧窮催使他們離鄉別井，走到另一個世界。正當他
們極需援手時，他們看見基督的愛，很多伊斯蘭背
景的歸主者告訴我們，他們經歷基督徒無條件的關
愛。在伊斯蘭世界裡找不著的，那是基督徒的寬恕、
施捨和犧牲，讓他們見到真正的「伊斯蘭」1。

行動
邀請你今天行動 :	
1.	 從新聞中得知更多世界局勢，為著您聽到見到，

把不公不義的狀況轉化成禱告。

2.	 為尋求庇護者，不但得到適切的幫助，更使他
們在漂流的過程中找到永恆的國度。

3.	 為前線服事的工人禱告，包括救援人員和宣教
士。祈求他們更有能力為主作美好見證。

4.	 如果你有機會遇見他們，接待那些尋求庇護的
人，與他們做朋友。

5.	 以物資捐獻來支持相關的救援組織。

(作者為創啟地區宣教士 )

註：
1				伊斯蘭的意思的平安，信奉伊斯蘭教者自稱為穆斯林，

即順服真主安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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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留學生的數字不斷上升，於 2015
年報告說有 52 萬多的中國人往海外留學，而年齡竟
然漸趨幼小，不少中國較為富裕的家長早已為兒女
出國讀書而計劃，及早讓兒女適應海外讀書的制度
及環境！ 1 另一方面，國內大學近年不斷收生，高
等院校畢業人士也不斷增加，於 2000 年有 107 萬大
學生畢業，2013 年則有 699 萬位大學畢業生；形成
學歷貶值，大學畢業生求職困難，令家長和學生的
視野投放於海外；誠然，全球化的現象，人才流動
亦是日趨普遍的。這樣的趨勢，對於基督徒來說，
會否多一點屬靈意義呢﹖

	
首先，讓我們知道中國留學生於海外讀書，有

不少是為了將來移民他方而作的準備。有專家認為
最近幾年，中國的家長和學生對瑞士的教育、中學
寄宿制度和質素，信心增加，令當地的中國留學生
也多起來。此外，美國海外留學生交流與服務中心
於 2016 年發佈《低齡化留學生白皮書》，顯示中
國每 1000 個城市家庭就有 1.7 個學生前往美國留
學，而且年齡漸減，主要原因是國內的國際學校收
費與美國讀高中的學費差不多。進入海外大學的門
路，當然是學生在高中階段已適應當地的教育制度
為佳，海外大學，一般也要求學生英語能力好、運
動、藝術、社交、組織、領導能力良好、友善、熱
心，積極參與討論的學生較易進入大學之路。再者，
中學生往海外讀書，就不用面對國內的高考之壓力
呢！家長為了子女有較創意學習及前途的考量，很
自然地會讓孩子往海外讀高中了，並選擇一些較好

宣 教 契 機 ( I I ) ：

中 國 留 學 生  
彩虹

的宿舍制度之校園。再者，當今對留學的定義已不
單只是出外讀書或深造，而是考慮到畢業後的就業、
移民等要素；因此，提供這「一站式」、「留學後
服務」的中介(商業)機構應運而生，所謂「申請後」
服務是幫助留學生盡快適應當地生活及文化，免得
被孤立、欺凌。2

談到中國學生往外讀書事宜，與我們息息相關
的香港來說說現象：從教育局數字顯示近年來港修
讀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資助學士學
位課程的內地學生有增無減，2012-2013 年度已有
6,315 人，按年急增 38%；而「教資會」資助香港八
大院校的課程，包括學士學位、研究院研究課程、
研究院修課課程，共有 10,963 名內地學生，當中以
學士學位佔最多，達 6,315 人。八大院校中，以香
港大學錄取最多內地學生，達 2,781 人，其次則為
中文大學。3

這些中國留學生在異文化中讀書及生活，基督
徒可有什麼行動回應他們的需要呢﹖只是，基督教
機構對於來港求學的國內同胞的屬靈需要，反應相
對緩慢。從宣教的角色看，國內留學生在香港讀書
及生活，不論他們留港多久，甚至長期留港；這是
一個很好的宣教機遇，因為我們在國內傳福音有一
定的限制，但在宗教自由的地方，中國的年輕人可
以較為自由地追尋信仰，基督徒亦可自由地與年輕
人講述聖經真理。身處在香港的基督徒應如何回應
國內留學生的需要﹖雖然，他們在香港的數目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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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參考網頁 https://kknews.cc/zh-hk/education/3xblx8.

html。
2.		參考網頁 https://kknews.cc/zh-hk/education/3xblx8.

html。
3.		2013 年 04 月 28 日 ( 蘋果 )【本報訊】參考網頁

www.uwants.com/viewthread.php?tid=16105794。

多，但我們也不容忽略這群體，也不要以為他們跟
香港的文化相近就減少研究的功夫；我們需要認識
了解他們，甚至研究一些宣教策略、門徒訓練模式
等。但願香港有更多教會關注國內留學生的福音工
作，讓他們在香港得聞福音，願意接受耶穌為救主
和生命的主，並將福音帶回自己家鄉！

(作者為創啟地區前任宣教士 )

每逢受苦節，我們都會反省耶穌因十字架苦難，
而成就了救贖的計劃，這是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在
約 12:24「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耶穌不愛惜自己
的生命，不照自己意思而行，他失去了生命，但卻
遵行神的心意，成就了十架背後的萬人得救的祝
福！	

禱告篇

今年 7 月 3 日忽傳來惡訊，我在 Wa 的親密戰
友 Pastor	 Inusha 因交通意外身亡，我悲痛萬分，
難以接受，很多問號，為何？為何？我在 2003 年認
識他，我們一起建立各宗派教牧聯禱會，為 Wa 的
穆斯林歸主祈禱。我非常欣賞他對異象持守，從不
鬆懈禱告及讀經。當年他正藉事業如日方中，被晉
升為銀行經理，他毅然放下高薪厚職報讀神學，其
後，在首都舒適的環境牧會一年多。因 Wa 的教會
分裂，餘下45人，他被總會派去Wa接手這爛攤子，
他忠於神的呼召，禱告，開荒及植堂建立教會，至

十 架 背 後 的 祝 福  

施提摩太，黃淑燕

今教會已達 575 人，他自己又建立雅比斯禱告會，
開放給各宗派的信徒，每週兩次，約 100-150 人參
與，祝福了很多人！他是神很使用的僕人，深受大
眾的愛戴，影響無數的生命！他還買了土地預備建
立雅比斯禱告學校，他的工尚未完成，神為何要收
回他的生命？直至我參加他的喪禮，我明白多了少
許，神給他的僕人得最高榮譽的安息禮，神亦得著
最高的榮耀。當天整個露天公園有 2000 多人，搭了
很多帳蓬，從全國不同的地區代表的賓客，當見證
時段，他的家屬、教會及不同的群體述說他美麗的
生命故事，他的生命影響千千萬萬的人，因著他的
生命而得福。當天，我向神發出讚嘆的禱告，昔日
我有一個夢，在這公園開大型聯禱會，這天，因他
的安息禮拜，我們不同宗派的牧者、領袖和弟兄姊
妹，一同敬拜禱告，我腦海出現約翰福音 12：24 這
段經文，我相信他的死，會帶來更多人興起禱告，
承接他的異象，有一天會花香片地，結果纍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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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1.		感謝神在受苦節崇拜，我們有聯合各分堂的福音
堂聯合聚會，彼此得到豉勵及支持！

2.	感恩我們一家有家庭樂時間，一起釣魚及游泳！
孩子非常開心！

3.	感謝神讓我們興建禮堂的進度相當理想，現準備
蓋屋頂！

4.	記念我被選任兩個婦女團契的主席，求神賜我智
慧及信心，帶領全年主題 --- 禱告復興。

5.	祈求神預備接班人，承擔雅比斯禱告的工作，興
起更多有心志的人。

(作者為本會支援差派宣教士夫婦 )

婦女篇

4 月份，一個「死了」兩年的師母團契，重新
啟動，展開新的里程！此團契是全國西區浸信會師
母團契，過去停止了接近兩年的時間，因為人事及
財務問題，亦有很多嫉妒及爭競，以致沒有人願意
承擔職份。去年培靈會有兩個師母提出重開團契，
忘記以前的恩怨，我幫助她們召開了一次臨時會議，
看見聖靈在她們心裡動工。4 月份，她們正式選舉
新的職員，我被選上承擔主席的位置，這是一項非
常艱巨的任務，其中有很多資深的師母，帶著過去
的恩怨情仇，我怕自己「踏上地雷」，只有祈求神
賜她們「置於死地而後生」，復興她們的生命，復
興她們的家庭，及復興她們的教會，使他人得福！

事工篇

我丈夫的前妻離世時，Wa 城的人傳言，丈夫
事工必然倒塌，因他的太太對他的支持很大！神讓
人知道，神的工作，祂自己必能成全！神不斷擴張
丈夫的事奉疆界，從他已有的，加多一間初中學、
加多一間中央浸信會牧養、加多他成為西北區浸信
會主席、加多他成為私校聯校的副主席，兩年多來，
不知他從何而來的精力，每天忙碌奔跑建校、牧養，
還可以兼顧我們需要他在家庭的時間，看見他被神
使用，發展事工的迅速，很多人被祝福！恩典何廣
大！



7

機遇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太 18:19)

主內平安！

激勵

人總有信心不足的時候，回想過去這兩年多的
日子裡，我們眼見歸信主的人一個又一個跑回祖國
去，有時會感到失落，甚至懷疑我們是否來錯了。
感謝神！當我們今年再回工場後深受激勵，祂為我
們預備了許多福音的機遇。每當我們在外探訪時總
會遇上一些廣東人，因大家說著同樣的廣東話，談
得尤其投契。原來近日來了不少廣東省朋友做生意
或打工，這為我們進一步打開了福音之門，因過去
以普通話傳福音時常鬧出笑話連篇，今日能與相近
語言和文化去分享福音，相信更為容易。

上次在代禱信中曾提及，我們正在籌備開展華
人崇拜，急需找崇拜地方。我們與當地牧師分享需
要後，因當地教會也面臨地方不足的問題，無法長
期借出現有的地方給我們，但牧師非常樂意借出教
會旁的空地給我們使用，這能配合我們事工的長遠
發展，他想我們提出發展計劃書，但卻未能解決燃
眉之急，求主賜智慧給團隊，解決當前的困難。

莫名其事

在香港高速公路大概不會發生這種事……話
說，有天我們乘的士出外探訪時，司機大哥突然停
在公路旁如廁，因這裡沒有公眾廁所，所以無論在
何處他們都會這樣做的，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危
險的事情，坐在車裡的我們難免帶點惶恐不安，只
有心裡祈禱求主保守我們出入平安。所以，若日後
大家有機會來短宣時，在街上看見男士面對牆壁時，
勿看啊，因他們正在如廁！

Candy & Dustin

喜宴

我們來了這麼久也沒有機會參加過當地人的
婚禮，有天偉榮收到準新郎來電，說他要取偉榮的
護照副本作他的婚禮見證人，我聽到覺得怪怪的，
何解他們有父母還需要婚禮見證人呢？原來他們喜
歡找兩個好朋友來見證他們重要的時刻，當然這是
我們樂意作的事啊！而新娘子會在婚前舉辦姊妹派
對，我們也被邀請出席其中，當晚大家會寫一些金
句祝福新娘子，然後讓她來猜猜是誰寫，若猜錯了
新娘便要受罰，那晚大家都玩得很高興。能見證他
們共證婚盟的時刻，我們確是很感恩！

感恩及代禱：

●	求主在齋戒月期間開穆斯林的心眼，使他們能
看見主的真光，接受救恩。	

●	求主保守 7 月份開始的同工崇拜及 11 月份開始
的華人崇拜能與本地教會順利協調地方使用。

●	近月經常有異端在我們家附近及在華人商店附
近四處傳道，求主保守這裡的華人不受迷惑，
懂分辨真道。

(作者為本會支援差派宣教士夫婦 )

首次參加當地人婚宴，更深認識當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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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丸子

小量、丸子家書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
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
我的神喜樂。」

(哈三 17-18)

這兒的雨季一般早於三月初應已開始，但直到
四月下旬，還未曾下過一場大雨，只有一兩陣零星
的雨點。農作物得不到雨水的滋潤，前陣子的氣溫
每天都盤踞於攝氏四十度以上，酷熱非常。乾旱的
天氣，加上持續的武裝衝突，令農民無法作業，嚴
重影響糧食的供應。聯合國於二月下旬正式宣佈部
份地區進入飢荒狀態，是六年內首次發出的飢荒警
示。這即是說，受影響地區最少百份之二十人口極
度缺乏基本糧食，超過百份之三十人口嚴重營養不
良，每日每一萬人中有超過兩人餓死。雖然多國立
即提供緊急糧食援助，但動蕩的局勢令救援組織的
行動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運送車輛甚至遭遇伏擊，
以致許多物資未能順利抵達災區。	

為了協助保障平民安全，本來已延遲多時的區
域保護部隊，將駐守首都城市，卻因有非東非國家
派遣的軍隊在內，遭到政府反對，再次無法落實。
一直以來，政府對於外國部隊的進駐並不抱正面態
度，認為自己有足夠能力維持首都城市的穩定。自
去年發生武力衝突之後，政府軍曾到處搜尋武器，
表明維持市內治安的決心，也藉此削弱反政府份子
的軍事力量。至於全國對話進展，看來似乎還未起
步，已因經費不足或內部分歧而要推遲，一些地區
更進入了新一輪的戰鬥。面對經濟不斷滑落，百姓
從來未能應付一直飆升的基本糧食價格。近幾個月，
晚間雖未再聽到槍響，但持械行劫似有再次「回歸」
的趨勢。請記念。	

面對不穩定的局勢，這地方的事奉工作能長久
嗎？過去兩年多的時間，不只一次，面對非我們能
力所能解決的境遇，看似不再容許我們留下來的狀

況，但結果我們仍是留了下來。這教曉我們放心仰
望那帶領人的上主，為此也更把握趁還有氣息能留
下來服事的每一刻。	

第五次創世記翻譯工作坊，於三月下旬完成。
由於交通安排並不順利，一些族群的母語翻譯員未
能準時來到我們的翻譯中心。在這裏乘搭內陸航機，
縱然成功辦妥登機手續，也不保證你一定可以順利
起行，因為航空公司仍會因乘客不足而當刻取消航
程，或更改飛行目的地。未能起行的乘客，翌日要
一早來到機場等候，也不知會否有航班。結果，	B
族母語翻譯員前後花了四天始能到來，四十五分鐘
的航程，若有完善的公路，不消半天的車程便解決
了；可惜今天再沒有多少人會使用危機四伏的陸路！
當然也沒有多少人付得起航空交通，能自由地遷移
永遠是這地人民的願望。	

因著交通的問題，R 族及 B 族的母語翻譯員分
別遲誤了半天及一天的工作，更有其他族群的翻譯
員遲到了三、四天呢！每次三星期的密集工作都令
大家疲憊不堪，特別是每年三月份，酷熱的高溫令
人難耐，晚間又因太熱而睡不好，疲態惡性循環。
感恩 B 族群算是初步完成亞伯拉罕的故事，R 族群
也快將邁向這目標。餘下的工作坊將會減少翻譯理
論課的講授，母語翻譯員要全力投入翻譯及文稿覆
核。若按照預期的時間表完成整本創世記的翻譯，
他們在工作坊之間的時間，需要完成更多章數的初
稿翻譯，也要做好社區閱讀測試。	

當初來到這個沒有電力供應的城市時，令我們
感到非常驚訝的是，每人手上總有一部，或是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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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三部電話。電話是他們生活上一個不可分割的
重要部份，是維繫人與人之間的重要橋樑。因此我
們也不能忽視這一點，自第四次翻譯工作坊開始，
我們都會把翻譯好的經文製作成聲音檔案，放進流
動電話裏，讓他們能隨時轉送給自己的族人，讓更
多人有機會聆聽他們的母語聖經，或給予翻譯員改
善經文的建議。更重要的是，令更多族人了解他們
的工作，因為聖經翻譯不單是母語翻譯員的個人異
象，還是整個族群需要一起承擔的使命。	

過去也曾提及，B 族群於數年前完成路加福音
的翻譯。根據母語翻譯員所說，教會一直有使用這
本由母語寫成的福音書。雖然創世記只有部份經文
完成翻譯，教會也同樣開始閱讀由他們的語言寫成
的創世記經文。盼望這是一個好的開始，由教會推
動族群透過母語學習上主的說話。至於 R 族群，根
據母語翻譯員的分享，其中一間參與譯文社區測試
的教會，當中只有不到百份之二十的族人能閱讀自
己的母語。因此，他們盼望能製作以母語來教授的
課本，讓族人能有系統地學習閱讀和書寫母語。這
是一條漫長，但卻必須走的路。請為他們的恆心禱
告。	

最近小量閱讀了一本有關跨文化的小書，當
中提及兩種不同的文化，作者稱之為 hot-climate 
culture 及 cold-climate culture，正好描述母語翻譯
員與我們在待人處事和工作態度上的分別。要轉化
自己去適應別人的文化真的不容易，要引導別人認
識自己的文化亦同樣困難。如何能在相處和工作上
取得平衡，實在是一門艱深的學問。就算是在工場
裏算是資深的同工，也有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
受到傷害。雖然我們與母語翻譯員彼此間存有文化
差異，但在工作上是否也有一些基本準則，彼此都
應共同遵守，不是簡單地歸咎於文化差異便可含糊
過去；這是小量最近常思想的問題。雖然仍未有甚
麼有效的方案，但起碼也明白，了解這些差異能叫
自己不用過於介意別人某一些言行舉止，避免受到
不必要的傷害。完成七月份的工作坊，我們便會短
暫回港述職，盼望能跟大家相聚，在主裏互相勉勵。	

祝喜樂常存。

(作者為本會支援差派宣教士夫婦 )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基礎訓練課程於 5 月 9
日至 7 月 4 日 ( 逢週二 ) 晚上及 7 月 8 日 ( 週
六 ) 上午假「又新浸信會」舉行，共 15 位學
員。另於 10 月 26 日至 12 月 14 日 ( 逢週四 )
晚 上 7：30 至 10：00 及 12 月 16 日 ( 週 六 )
上午 9：30 至下午 1：30 假「大埔浸信會」舉
行，歡迎弟兄報名參加，表格可於本會網頁	
www.hkbm.org 下載。

夏季差傳祈禱會於 7月 6日 (週四 )晚上 7：30
在本會辦公室舉行，禱告焦點為「中國事工」，
誠邀弟兄姊妹參與，一起為宣教禱告。

最新動態 德國工場宣教士「宋景昌牧師、宋黃東霞師母
差遣禮」將於 7 月 30 日 ( 主日 ) 下午 3 時在香
港仔浸信會舉行，誠邀弟兄姊妹出席，見證主
恩。

「亞伯蘭宣教團契」於 2017 年 7 月 3 日、8 月
7日 (週一 )晚上 7時 30分在本會辦事處舉行，
歡迎有志宣教的教牧同工、長執及弟兄姊妹參
與。查詢請致電 3756-6403 司徒傳道洽。

「神州同路人團契」於每月第二個週一晚上 7
時 30 分在本會辦事處舉行，歡迎關心祖國的
教牧同工、長執及弟兄姊妹參與。查詢請致電
3756-6404 許姊妹 (Grace) 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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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體與生活的關係

隨著電子科技的發展，今天，人與人之間的接
觸多採用媒體，減少了正面的接觸和面對面的溝通；
大家同桌用膳，也使用 WhatsApp 溝通；這是個怎
樣的世代﹗現在是採用科技媒體的溝通模式，他日
又會以怎樣的模式溝通呢﹖值得我們反思。當我們
想與別人分享信仰時，可以多些考量以媒體傳遞基
督教信息，如 WhatsApp、Facebook、個人網頁等；
然而，我們不要視媒體為佈道及宣教工具；因為，
宣教不是功利主義，乃是以人的生命作主導；媒體
本身是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我們生活的一
部份！宣教模式可以是多元化的，媒體是其中一樣
可以具體表達信仰的模式。我們需要觀察和學習每
一樣的宣教模式，明白到宣教士生活的內涵，理應
是表裡一致的，信徒不應該為了傳福音而利用媒體
作工具；猶如職業，我們不是為了傳福音而選擇這
行業或作這項事工，乃是因為神賦予這份工作、崗
位而懂得敬業樂群，盡忠職守；久而久之，別人在
我們生活和工作中見到愛，一份從神而來的愛！

2. 培養多元興趣

基督徒與普通人一樣，可以有不同的興趣，有
好的興趣，不單令生活添姿彩，更可以轉化為專業
技能，培養多方面的興趣，接觸的人也會多元化，
為主作見證的機會也自然多起來。

引言
宣教本身所涉獵的範圍甚廣，其中包括我們生

活的不同層面，例如國家、社會、家庭、學校 ( 進
修 )、工作、娛樂、宗教生活等；我們如何有效地
傳遞救恩信息﹖如何帶領人歸向主耶穌基督﹖或
許，讓我們一起反思這個世代的處境，以處境化的
信仰神學與人結連；另一方面，我們日常生活的興
趣也可以與信仰、福音聯繫起來。

生活多元化
今日的世界，人口不斷變動及遷移，就像一個

地球村，不同的文化、種族在地球每一角落都交織
著生活在一起；目前，很少國家是單一文化或種族
的了；再者，科技先進的國家，她們的意識形態及
科技產品亦迅速傳送至其他國家甚至「落後」1	國
家，亦是全球化的現象。在此不評論目前的全球化
帶來的負面影響，以現實的處境來說，今日的基督
徒活在當下，亦要不斷學習更新而變化，能夠與時
代接軌；要有效地領人歸主，就要掌握時代的脈搏，
明白現代人的需要、意識形態和生活模式，切忌「硬
銷」2	基督教信仰，要將信仰真實地活出來，讓別
人看見我們基督徒不是「天馬行空」3、不是「脫離
現實」、不是「離地信仰」4，而是又真又活的信仰。

司徒寶媚傳道

多元化宣教 -

生活興趣篇

差
傳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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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種類多元化，包羅萬有。以下簡單列舉一
些較為普遍的興趣可以運用於宣教工作上，大家也
可以培養其他的興趣，發揮更多。

A.	 運動：宣教工作可以說是繁重又複雜的，因為
面對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生活環境、不
同氣候、不同政治等，我們需要有健壯的身體
去「作戰」；因此，持之以恆地做運動，不單
有助身體健康，也可望長壽，繼續為主作見證；
再進一步，運動(足球、籃球、桌球、乒乓球等)
也可以與年青人接觸，打成一片；如果接觸的
是年青信徒，可以跟他們談談宣教使命，培養
青年信徒的宣教情懷；如果接觸的是未信主的
青年，更是一個自然又容易建立友誼的場境，
跟他們談天說地，在適當時候分享信仰。

B.	 音樂：在繁忙的生活中，音樂可以舒緩緊張心
情、怡情養性；在教會生活中，音樂是不可缺
少的元素；在宣教事工上，音樂是最容易打動
人心的媒介，即使在語言不通的地方，亦可透
過音樂傳遞信息；過去有不少佈道會，透過音
樂，引領許多人歸向耶穌基督。假如自己對音
樂不太熟練，我們可以多多培養，甚至多些跟
音樂界的專業人士接觸和學習；須知道，有不
少「落後」的國家，如非洲、南美洲、亞洲的
內陸地方等，那裡的人跟大自然有緊密接觸，
許多人很有音樂細胞，能歌善舞；我們在宣教
策略上若與音樂融會貫通，應該會是相輔相成，
將宣教達致更美境界。

C.	 種植、飼養動物：培養自己對植物的興趣，不
單是在繁忙生活中的修養生息，甚至是近代再
度鼓勵的一種自然療法之道；須知道，種植跟
農業是一脈相承的，是方法與工作類別之稱，
在宣教工場上懂得種植，再了解當地土壤，可
以種植一些自己喜歡的蔬果，又可以幫助當地
人種植一些合時地的蔬菜水果；在某些內陸地
區過去只集中在畜牧業，很少發展農業的；我
們可以嘗試提供一些種子並教導他們如何種
植，在天時地利人和之配合，終必會有所收成。
在種植過程中，我們可以自然地分享神創造之
奇妙，循序漸進地分享福音。

	 另一方面，飼養動物也是很好的興趣；在宣教
工場相對香港會有較多機會接觸動物，特別是
非洲、南美洲等國家，而在遊牧民族或畜牧業
旺盛的地區更甚。透過飼養動物，了解牠們的
屬性，不單是生活的樂趣，也豐富自己在宣教
多元化上跟那些畜牧業的人士大談牲畜或動物
的話題，有機會可談談聖經裡所描述的牲畜，
如九十九隻羊或失去一隻羊的故事帶出福音信
息。( 參考賽 40：11、53：7；耶 51：40；太
18：12)

D.	 烹飪廚藝：在日常生活中，飲食也是非常重要
的一環，每天應該有均衡的營養，不宜隨便吃
一頓就算，也不宜大吃大喝或營養過盛，傷害
自己身體也浪費食物；我們要食得對、食得好，
這也是一門藝術，是需要培養出來的。在宣教
工場上，可以透過「食」接待當地朋友，如果
有好的廚藝，可以吸引來賓學習我們的廚藝；
而我們也可以學習他們的廚藝，須知道每個民
族都會有自己的飲食文化和特質，懂得欣賞和
學習當地的飲食文化，已是跨越宣教一大步；
而在飲食環境中，又可自然地分享聖經的「飲
食篇」。(參考創 1：29-30、創 9：3-4)

E.	 手工藝：在許多發展中的國家或是少數民族，
他們許多都善長手工藝；宣教士懂得這方面的
藝術，可以藉此與當地人建立情誼，亦可考量
幫助他們發展社企，甚至與外地及香港接連，
出售手工藝品而幫補生活。

F.	 美容、化妝：近期有研究人員做了一項調查，
發現女性每周平均花費在容貌的時間約為 12 小
時，一年計算，竟高達624小時。5	作為姊妹的，
可以順應這方面的發展，建立基督教的信仰原
則 ( 參考箴 11：22)，有端莊的打扮，給人良
好的印象。今天參與前線宣教工作的，有許多
是姊妹，姊妹們可以透過美容、化妝班，成為
平台接觸當地婦女，以穆斯林群體為例，雖然
許多婦女出外蒙瞼，但在家中還是喜歡美容打
扮的；姊妹可以透過美容講座或研習班跟她們
接觸，彼此建立信任後，宣教士可以多點了解
她們的內心世界，或許她們有些隱藏的心事，
在美容過程中透露出來，姊妹們就必須作好準
備，分擔她們的憂愁，又分享我們從信仰中得
的平安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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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sy

還記得 2013 年 9 月 30 日要跟工作了 18 年的公
司道別，由於公司架構重組，也為了精減人手，香
港的業務要轉到第三方公司，大中華區的業務由上
海接管，同事們也相繼離開了；我原本計劃工作滿
20 年後便會請辭，再尋索人生下半場，可是這次打
亂了我的大計，真是事與願違。或許這次的轉變，
神要讓我走出安舒區，停下來想一想，我的人生下
半場了 ?!	

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就在這段期
間跟導師分享了自己的近況和尋求方向時，得知自
己的差會一直有職位懸空正等待人手，但因工作量
及經濟考慮的情況下，他們只可聘請半職同工，我
憑著信心接受了這份工作；在我上任前有幸參與了
內蒙古的短期訪宣，是次活動主要是扶貧工作，對

象是小學生，雖然只是短短的八天行程，但已讓我
眼界大開，由籌備到上路，接觸當地小學生，到他
們家中探訪，跟他們遊戲相處等等，看到神在他們
中間工作，也有機會跟當地的宣教士交談，更讓我
清楚他們的苦與樂，深深感受到神給予他們面對逆
境的能力，這樣更豐富了我對差傳的異象，心信事
奉神的路是一生之久的，可以成為他們的支援更是
榮幸，故期盼在差會可以作長遠的服事。可是工作
了三年因財政問題不能續約，心中滿有疑問和無奈，
究竟要回到職場還是到其他機構工作呢？真是一個
難題﹗可是尋找工作中一直沒有任何消息，心裏滿
是焦急；就在這時候神給我開路，在一次跟香港浸
信會差會 ( 浸差會 ) 同工的傾談時，得知這裏有需
要，經過禱告後便嘗試申請，事就這樣成了 !	神的
意念高過我的意念，讓我想起箴言	16：9「人心籌
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作者為本會行政幹事 )

神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

結語
在這個多元文化的社會裡，我們也要不斷學習，

就從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好好運用媒體，因為它是
我們生活的一部份，幾乎人人都與媒體結連，那麼
我們也應自然地透過媒體傳達信息，分享信仰。另
一方面，生活與興趣也是分不開的，每個人總有自
己的興趣，而我們也可以培養自己不同的興趣，有
些可能特別強項的，就要多多善用，發揮在生活見
證中，並勇於表達這是神的恩賜。但另一方面，我
們又不是十項全能，總有一些活動是自己弱項或不
感興趣的，然而，嘗試一下接觸和學習，培養多元
化興趣，請求別人幫助，虛心學習，相信他日也能
掌握當中的遊戲規則，或許會成為自己興趣的一部
份。

註：
1.	 這是一個相對名稱，一些國家條件或價值觀不同

而影響她們在科技上的發展，例如強調自然生態
環境的國家，其科技建設上相對比較慢或少。

2.	 	意指信徒只顧及講述福音內容，卻忽略對方真正
的感受和需要。

3.	 天馬：漢代西域大宛產的馬。天馬奔騰神速，像
是騰起在空中飛行一樣。這裡意思是說話內容空
泛，高言大志卻不切實際。

4.	 「離地」這詞句於「雨傘運動」後經常使用，指
出信徒與現實社會脫節的意思。

5.		瀏覽網頁 www.nownews.com (201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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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1-4 月累積 本年 1-4 月累積 本年 1-4 月累積

收入 支出 盈餘 /( 不敷 )

差會經常費 578,060.46 788,102.78 (210,042.32)  

南島工場 296,869.00 159,607.52 137,261.48 
北漠工場 137,400.00 84,960.00 52,440.00 
緬東事工 772,122.99 16,981.58 755,141.41 
國際事工 63,500.00 46,082.20 17,417.80 
國內事工 203,800.00 121,562.11 82,237.89 
本地跨文化事工 422,990.18 196,448.00 226,542.18 
教育及拓展事工 3,970.00 10,858.00 (6,888.00)

2,478,712.63 1,424,602.19 1,054,110.44 

2017 年 4 月差會收支報告

督 印 人：崔志昌牧師
主    編：文燦潤牧師 執行編輯：司徒寶媚傳道
編輯委員：崔志昌牧師、葉偉洪傳道、劉秀英傳道、彭啟康傳道
排版設計：利銘錤弟兄
今期出版：2000 份 ( 二零一七年六月 ) 承印：喜製作有限公司

請記念「北漠」25 周年的暑期訪宣隊的安排，
日期為 8月 14-21 日，求主帶領。

請記念「南島」暑期訪宣隊於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的安排，求主帶領。又記念宣教士簽證事
宜，求主帶領工場長遠的發展方向，不要因為
簽證問題影響宣教士拓展福音事工。

感謝神帶領緬東工場「恩盈宣教中心」成立 20
周年，求主繼續帶領當地的事奉團隊，同心合
意，興旺福音！

請記宣教士宋牧師夫婦，預算 8 月中可前往德
國工場，求主帶領及供應他們所需用的一切。

代禱事項 
請記念本地跨文化泰人事工，為 A 君於地區 B
的福音預工籌備過程代禱，求神感動 B 教會弟
兄姊妹一同領受異象，參與並服事那地區的泰
人。

請記念本會將會出版的《普傳恩光、直到萬
邦 ---- 宣教進階課程》，求主帶領及使用這本
差傳教材，賜福眾教會。

請記念第 8 屆全球華人浸信會宣教大會 (10 月
17-20 日於泰國曼谷舉行 )，求主預備弟兄姊妹
的心，積極參與是次宣教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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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7 年 7 月 6 日	( 四 )

時間：晚上 7:30-9:00

地點：香港浸信會差會

					( 旺角山東街 47-51 號

							中僑商業大廈 8樓	801 室 )

禱告焦點：中國事工

內容：唱詩敬拜、分享近況、禱告守望等。

「夏季」差傳祈禱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