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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商 宣 教

 楊其輝弟兄

(商人、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董事)

可持續和有盈利的商業行動
韋恩格魯登（Wayne Grudem）在《營商是為榮耀

神》一書中提及：唯一長期解決世界貧窮問題的方法就
是營商，因為營商能夠生產貨物，也能提供就業，還可
以年復一年地製造商品、持續提供就業，並不斷地給員
工薪酬。因此，如果我們要尋求解決世界貧窮問題的長
遠方案，相信唯一的方法就是開展具有持續生產力並能
盈利的商業。

定意對人及國家帶出天國目的及影響
曾經在封閉地區以營商模式宣教的黎基傳（Patrick 

Lai）在〈創造就業與基督何干？〉文章內提出：在滿足
人的屬靈需要之前，耶穌通常都先供給他們食物，又醫
治他們的疾病，具體地顯明耶穌真正謀求他們的福祉。
耶穌對肉體需求的關懷，使人敞開心靈面對自己屬靈的
需要。簡言之，如果我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最基本的需
要，讓他們獲得尊嚴與盼望，我們就不可能指望這些穆
斯林能相信耶穌。解決的辦法不是一味的派發東西，而
是為他們提供一份工作。那些著重整全事工的機構需要
走出傳統的餵養、醫治窮人和向窮人佈道的策略，這只
能滿足表面的需要；要為他們帶來尊嚴和選擇，滿足他
們長遠的需要。

著重經濟、社會、環境和靈性果效， 
並實現整全轉化

戴布施（Bruce Taylor）在本人策劃出版的《轉化
的心》一書內引用羅馬書 12 章 2 節，提到我們的生命要
「更新而變化」。原文 metamorphoo這個字，正是英文
字 metamorphosis（蛻變）的字根，就好像毛蟲變成蝴
蝶那種徹底的質變。生命中真正的轉化會看到以下深切
的改變：

華人教會、差會過去幾十年的宣教工作，除了訪宣、
短宣，大多數是差派「專職宣教士」在福音未及的群體
中傳揚福音、建立教會。有些亦曾差派所謂「帶職宣教
士」以「專業」身份工作，實質上仍以傳福音為主，這
兩種模式都切合教會對受差者的期望，但卻逐漸受到挑
戰。

目前，根據 www.joshuaproject.net 2015 年 9 月 27
日的數據，全球按國家計算約有 16,315 個族群，而當中
6,564 個為最少聽聞福音的群體（人口約 30 億），這些
群體大部份都是生活在對福音封閉的地區，穆斯林群體
就佔很大比例。面對這些群體或地區，傳統「專職宣教
士」根本不可能取得入境簽證。有些人透過加入非政府
救援組織（NGO），以「社區救援」形式進到當中服侍，
但在過去十多年已逐漸被當地政府看透，篤定為宣教士，
他們的活動多被制肘，一旦救援派發工作完成就被請出
境。因此，有人倡議以營商身份進入那些地區，這可說
是一個有效及容易被接納的方式，讓宣教士在日常工作
中以較自然並正當的身份與當地人交往及建立關係，從
而分享福音、見證基督。然而，早期差會或教會對這嶄
新的宣教模式了解不深，還以為是藉「營商」作為身份
的遮蓋，「不務正業」地傳福音，事實並非如此。

洛桑普世宣教委員會於 2004 年 9 月發表《洛桑第
五十九號專案報告》（中文版刊於 www.chinesebam.
com），把「營商宣教」定義為：

一、可持續和有盈利的商業行動；
二、定意對人及國家帶出天國目的及影響；
三、著重經濟、社會、環境和靈性果效，並實現整

全轉化；
四、關顧世界上最窮困及最少聽聞福音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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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觀—對自我及身邊事物有新的思維、
									感受及觀念

‧	 思與行—生活習慣、態度及反應等的改變
‧	 承擔感—對自己的生命及身邊的人負責任，

									自發、創新地發出改變，甚至帶動	
									他人改變

邁茨圖內哈格（Mats Tunehag）在他的文章〈營
商宣教超出你的想像〉（Business as Mission is bigger 
than you think）中提出一個很好的例子，非洲國家盧旺
達（Rwanda）從一個沒有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的
國家，以至在短短一百年內，有九成人口登記為教會的
會友，是教會歷史的一個奇蹟。但是，在 1994 年春天，
一場種族滅絕的大屠殺，令接近一百萬人約在 100 日內
被殺，顯然有基督徒殺死基督徒！這所謂：「有盧旺達
人在教會裡，但教會不在盧旺達人裡」（Rwanda had 
people in church but not church in people），基督信仰
到底有沒有轉化盧旺達人？宣教士在植堂時要好好地思
考。

關顧世界上最窮困及 
最少聽聞福音的群體

克裡斯帕奇（Chris Page）在〈營商：解決貧窮的
長遠方案〉文章內提出：撒但來無非是要偷竊、殺害和
毀壞，而耶穌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神
並不想我們缺乏維持生命的資源，他創造的地球，擁有
足以供應全人類的資源。神並沒有創造貧窮，這是人為
的，問題通常植根於一些阻止及抑制發展的心態。這些

態度都來自撒但——「謊言之父」。耶穌在開展公開事
奉時，引用了以賽亞的話，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
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 4：18-19）

時代瞬息萬變，因時制宜
時代在變，宣教模式也需要不斷地改變。神樂意興

起新一代的基督徒，並呼召他們透過提供就業釋放身處
貧窮的人，持勤奮、正直的態度營商，帶來生命的轉化，
成為人的祝福。「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
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地引到神面
前。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
竭力。」（西 1：28-29）

( 本文原載於《時代論壇》第 1467 期，鳴謝《時代
論壇》授權轉載，網址：http://christiantime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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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榮幸成為 B	 ( 即 Business)	 隊的第一
個隊員，在非洲開辦公司，希望藉此引入平板電腦加入
營商宣教	(BAM=Business As Mission) 的行列。另一方
面，團隊用公司名義開設教育服務，提供語言、電腦的
教育中心。領導者盼望藉此平台取得工作簽證，同時冀
望幫助本地失業的服事對象提供就業機會。

可是，我們面對困難重重的經營環境，首先是滿足
當地政府對外資營商的要求；必須要用本地人作生意夥
伴，要選擇可靠誠實的「拍檔」。極其不易找到合適的
本地人，包括律師、公司註冊人、經營牌照人和僱員以
配合「營商」的基本「入場票」1。除非你已開通所有的
人際網絡，否則必要耗資大量經費。真正是「未見官，
先打八十」，「酸攪」2 人和支持者是否願意冒險去承擔
呢？

其次是轉型的挑戰，作為一個本來是善良和慷慨就
義的「酸攪」人，轉變為「真正」從商賺錢的生意人，
絕對是一個艱辛的磨練。

我的經驗相信是營商的範例，第一：本地的生意夥
伴，服務對象和政府機關等，總以為外國人比較富裕，
縱使被他們「任意勒索」也是應該的。第二：由於當地
人的文化是習慣於失信、沒有承諾、貪污和欺騙之行為

更是司空見慣，令有良心和正直的基督徒商人難以招架。
第三：當地政府對外商監視得更嚴厲，要更新從商的簽
證比較旅遊和學生簽證更為困難，收取的簽證費用亦更
高。第四：當地經濟不景，消費能力有限、購買力薄弱，
生意難做。第五：所賣電子產品不能在當地維修和保養，
自己又不是有關專業，欠缺售後服務跟進。第六：合法
經營的店舖不多，原來我們週圍的店舖，包括租下來作
教育中心的地方，都是不合法的，只能作住宅用途。最
後，我認為更複雜的，是當產品或生意出現問題時，作
為客人，既是朋友，又是福音對象，如何得以作好見證？
又會否為了花精神和時間在經營業務的同時，不致失去
愛人及對人傳福音的熱忱呢？

我曾經為提取來自香港的電子產品，即我們的貨源
而弄得焦頭爛額。當時我帶著從遠方來的買家取貨（她
是我們服侍的對象，希望能向她作見證的人），找生意
夥伴的律師幫忙，豈料他竟說我們不可以一次提取三十
多件貨品，只可以每次提取最多四件。原因是我們的生
意沒有入口准許經營權，而且電子產品在當地管控非常
嚴厲。我們先要往資訊局驗證，當局要檢查貨品有沒有
危害國家安全，例如涉及偷取機密。電子產品是比較敏
感的項目，必須通過資訊官員批准，才會發出證明文件。
加上當地人工作散慢，假如官員突然要求額外的證明書，

營商「酸攪」經驗談

 小使女

( 服侍 M 民的宣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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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滿足官方的喜好。這個步驟要花上至少一週的時間。
然後，拿著准許信去郵政快遞取貨，才發現我們花了萬
元的入口牌照，竟然給其中一個生意夥伴取去自行用他
的名義開了另一間入口公司。結果我和當地買家都非常
失望，辛辛苦苦了幾週，換來是撲個空。貨取不成，只
有被本地生意夥伴出賣的感覺。最後，我們為減輕損失，
只好把所有貨品退回香港。結果，最得益的是 DHL	快遞
公司，來回花超過一萬元的郵遞費用，營商變作「形傷」
形成損傷！

海外營商之前的考量，必須對當地文化、語言、法
律、經濟導向等熟識，掌握市場需求，否則只能花錢去
「落水」吸取營商經驗。同時，投資甚麼也是成功要素，
首先自己要先有「生意頭腦」，認識自己有沒有真正的
興趣和對所選擇的企業知識掌握運用；建立好人際網絡，
因為我們做營商「酸攪」的文化環境，多是以人治多於
法治的。我們的信仰也是以人為本的，我們有沒有決心
和能力去衝破障礙？怎樣的人選？怎樣的環境？怎樣的

生意？發展營商「酸攪」的策略絕對是一項「攪盡腦汁」
的遊戲，我個人認為賺錢是小，得人為大。成敗得失不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有沒有真正達到以營商「酸攪」
的目標，實踐愛人如己，在建立人生命的大前提上，成
功故然值得驕傲，但成功也會帶來許多試探。我也看見
失敗的例子，本是非常成功的營商「酸攪」工人，卻陷
入金錢、權力和色的誘惑裡，不能自拔。求主幫助我們，
好好運用每一個機會和方法以「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
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
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 1：28)

編按註：

1.「入場票」乃指條件。

2.「酸攪」乃是宣教的稭音。

( 答案請看頁 16 )

差 傳 冷 知 識

基督教傳入中國，起始於唐代的景教，繼而有元代的也里可溫

教，以至到明清時期的天主教，以及清代基督新教 (基督教 )。至

於天主教傳入廣西，要到明末才傳入。而最早到廣西傳教的，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教士羅明堅 (Michel Ruggieri)。

A. 巴黎外方傳教會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
B. 方濟各會 (Franciscans)
C. 耶穌會 (Jesuits)
D. 奧斯定會 (Augustin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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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函

 領蜜夫婦 

( 本會駐「南島」宣教士 )

剛過去的聖誕節，你們過得如何呢？在這普天同慶
的日子，若然能與家人、朋友相聚是何等美好的事！至
於我倆呢？在南島法定假期中也包括了聖誕節，只是這
裡的聖誕氣氛並不濃厚，無論在街道上或大廈外牆也沒
有燦爛奪目的燈飾，不過在一些大型商場或超市裡面，
都會放置聖誕樹作為裝飾。至於消費氣氛，雖不及老家
般熾熱，但各大商店也會趁著假日減價促銷，我倆當然
也趁著減價期間購買一些必需品啦！回想起，原來這年
並非我倆首次在這國家歡渡聖誕了，但這年的體會與以
往的卻有很大分別。

平安夜當日，我倆在回家的路上遇上鄰居Ｓ女士，
她主動告訴我們她是天主教徒，並邀請我倆於翌日 (聖
誕節正日 )上午到她家裡「做節」，我倆故然回應會出
席。到了當日，我倆帶著一份小禮物及歡喜快樂的心情
到Ｓ女士家去。當進入客廳時，已發現茶几及飯桌上已
放置了多款地道小食及菜式，可見她為此飯局預備不少。
我們坐下不久，其他鄰居和家主的朋友也陸陸續續到達
了。出席筵席的人，除了Ｓ女士及其部份家人和我倆外，
其他全是Ｍ民，這可說是我倆從未經驗過的「做節」。
吃過飯後，我倆與她兒子米高傾談，既可藉此機會操練
本地語外，更可認識多一點本國的文化與歷史。

過去在老家也曾看過一些關於南島歷史文化的書
籍，亦從一些本地工人口中聽過有關的內容，但想不到
這天自己可以坐在他們的家中，用他們的語言來提問，
又可以直接從他們口中去了解他們實際的感受和想法，
內心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興奮。雖然我倆的語言能力還
在初學階段，亦知道未來的學習會有不少的挑戰，但這
種近距離的接觸與體會，成為我倆繼續努力學習的動力。

除了上午的飯局外，我們下午還參與了一本地大家
庭的聖誕聚會。這聚會很有本地Ｓ族的文化特色，他們
使用本土樂器奏出地道的音樂，又用Ｓ族語唱出宗教歌
曲，感覺就像老家的粵曲配以中樂唱和一樣。聚會內容

還有民族舞蹈表演、會眾互相點燃蠟燭，之後亦邀請了
村長到台上講話。至於分享訊息，雖然我們全部都聽不
懂他們說甚麼，但相信這部份應該是沒有的。會眾中除
了大家庭的成員外，還有數位Ｍ民在當中，這情景對我
倆來說確實很新鮮，但亦有很多未明白之處，有待往後
繼續認識了解。

一點蜜
數月前，我們從鄰居華裕口中得知，他太太阿安已

懷孕兩個月了，我們為他們感到欣喜的同時，亦得知原
來本地人（未知是否只是Ｍ民家庭）會於懷孕滿四個月
時安排一個特別的聚會，屆時他們的家人、鄰舍及各方
好友也會到來見證及祝賀他們，當天亦會有一些宗教代
表來為他們做一些宗教儀式。我們想到這是他們重要的
時刻，亦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去認識本地的生活及
文化，故我們主動提出希望可以出席觀禮，他們亦表示
歡迎。後來，我們得知日期定了在 12 月 24 日，所以一
早便預留了當天，希望不會錯過這機會。

當日子逐漸臨近，我們為免有誤，就再向阿安查問
聚會在何時何地舉行。但她只回答了某個時段，並沒有
確實時間。我們知道，本地人的時間觀念跟老家的不同。
就以用餐時間為例，老家鼓勵三餐要定時，但本地人卻
跟我們說，這裡不是分早、午、晚餐，而是當感到肚餓
時便吃飯，就是這樣簡單。因此，我們只好繼續等候，
看看之後她會否給我一個較清晰的時間。到了 12 月 23
日，我們想嘗試再向阿安查詢時間，但她今次的回應與
之前不同了，她說約中午十二時。得知時間後，我們終
於可以安心了，還告訴她我們有影相機可以幫她拍照留
念。

到了當天，我們特意穿上本地民族服裝，又帶同一
份賀禮及影相機，預早 20 分鐘前到達目的地。當我們進
入屋內，便看到華裕及幾位本地人坐在地上傾談，他一
見我們便過來跟我們握手表示歡迎，隨即阿安亦出現，

工場體驗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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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便向他倆送上賀禮，之後他們示意叫我們往桌上取
食物。當我們拿著食物坐在一旁時，看見坐在我們附近
的幾位婦女已進食完畢了，我們再往另一方向看，阿安
的家人也正在忙碌收拾東西和打掃。我們開始感到情況
不妙，便向阿安詢問何時開始聚會，她回答說「十時」，
還說剛才這裡擠滿了人，但現已回家了。當我們聽到這
「真相」時，真的感到很失望，亦不明白究竟問題出了
在那裡，但相信不外乎是因為言語不通和未認識他們的
文化習慣吧。另外，我們亦感到歉意，因我們說了會出

席觀禮和幫他們拍照的，但最後卻是「遲大到」。他們
說待 BB 滿月後會再有類似的聚會，我們也只好期待下次
的來臨吧！

相信，往後還會出現類似的錯失或誤會，這是學習
語言及適應文化過程中必經的階段，我們只要存心忍耐、
持著謙卑的態度，承認自己還有許多未明白、未了解之
處，即使犯錯亦能靠著從上而來的智慧和能力去補救和
修正，並從中學習及有所進步。

I 國通訊

 登山者

( 本會支援宣教士 )

美麗的開始，美麗的結束
還記得第一天抵達南亞這國的那年是 2006 年，開始

居住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學習新的語言和文化。老實說，
住在這裡是不容易的，只因有神的恩典，一切在祂的手
裡可變成美好。一段時間後，我開始與一對本地牧師、
師母夥伴建立這教會。實在很高興看到從這個教會而生
的一切果子。在這 7年（一個完全的數字），牧師和師
母得到鼓勵，4位年輕的牧者被興起，完成了神學的裝
備，並開始外展至 2 個村落，2 間分堂得以成立。除了
教會事工，在兩個貧民窟中開展了社會服務，建立和幫
助著不少家庭。是神的愛引導我們進入這些人的生命中，
將基督真光照進這裡。這 7年是美好的開始，與牧師和
師母拍擋一同開拓主的工。

或許你曾經聽我說過，一個宣教士應該有一個像使
徒保羅的心，能夠交棒給下一代是最美好的事。歷史告
訴我們，宣教士傳福音，建立教會，培育門徒，差派門
徒延續發展，到了成熟的地步，就應該將教會交給成熟
的本地牧師，然後離開，繼續前進開拓新的傳福音據點。
因此，宣教士要像保羅不斷訓練門徒，願意交棒，並繼
續跟隨神的指引和感動，到祂指示的地方建立更多生命。

分離始終是一個傷感的事情。但是，當我們定睛在
神的愛中，行在祂的旨意中總比坐著哭泣美好得多。所
以，我們討論了一段時間及禱告，我們決定為教會自立
定一個日子。

教會自立
“自立”是指教會將會從國外的各種支持中獨立。

我們計劃從 2016 年 4 月之後，教會將會自立。教會會靠
自己的能力承擔教會的支出。我的合作夥伴牧師和我們
都有信心看到教會能自立的一天。對於這個決定，我和
丈夫已開始訓練年輕的傳道人來承擔現任各事工。現任
的夥伴牧師將會領導教會，4位年輕的傳道人會全力協
助，我和丈夫將會慢慢退出。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很美好
的結束，同樣是教會新一頁的開始。之後，我和丈夫將
有充分的時間籌備辦學的事情，並全心全力建立小孩的
生命，以神的話語傳予一代又一代。願神繼續指引我們
今後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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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德國來的分享信

 林奕勝、林何少玲夫婦  

( 本會支援宣教士 )

我們的近況
在德國渡過第二個冬天，總算有驚無險。在漫天風

雪或滂沱大雨中騎單車，一點都不浪漫。一方面我們感
恩，騎單車的技術越來越好，懂得在甚麼天氣下以甚麼
裝束來迎戰，所以「損傷碰撞」的情況大大減少。但另
一方面，每週穿梭於兩個城巿的服侍，偶然到別的城巿
講道，交通時間來回起碼 3-4 小時，體力也有透支的時
候。有一天，少玲到法蘭克福講道後，便發高燒患重感
冒兩週，她已經兩年多沒有病得那麼徹底了。求主賜我
們身心靈有力，健康地服事有需要的人。	

「手牽手」的門徒訓練 
我們都很熟悉基督的大使命「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從傳福音到初信栽培、從信徒到建立門徒，這都是我們
堅持的牧養理念。然而，在第一年的宣教事工裡，我們
沿用慣性「做門訓」的方法，例如：參與密集式的營會、
推動一連串的訓練課程等。本著先理論後實踐的原則，
希望信徒可以穩步成長，可惜效果未如理想。我們發現
選材	( 使用何種課程 )	不是最關鍵性，而是我們期望太
高太快。弟兄姊妹對信仰的基本概念和聖經的價值觀，
確實需要時間去沉澱和經歷，我們不能以微波爐式急速
地「叮」出一個門徒來。	

半年前，我們嘗試在課程完結後，落實在不同類別
的小組中，除被照顧的對象外，再加入一位被培訓的信
徒，實行「邊做邊教」，果效更鮮明和更扎實。例如：
個人福音查經組：其中一位慕道媽媽，我們每週與她有
福音查經聚會，同時邀請一位背境相若的姊妹參與。經
過 17 次查經，這位慕道媽媽決志信主！此外，那位「伴
讀姊妹」雖然信主 6年，但從未認真從聖經解答基本的
信仰問題。結果，伴讀姊妹不但在神的話語上被造就，
亦學會如何與慕道友同行	( 定時關心、適時分享見證、
在生活上建立互信互動的關係等 )，她屬靈生命的成長
更被丈夫、孩子和其他姊妹們認同。因著她的改變，她
更帶領自己 10 歲的女兒決志呢！	

初信栽培組：另一個例子，少玲帶著一位同工與一
位初信的學生做栽培。同樣，經過 12 週的約見和分享，
初信姊妹的根基逐漸被建立。同時，透過「我做你看、
你做我看」，「伴讀同工」慢慢在實習中被訓練為栽培
員。事後該同工分享，她在過程中觀察到如何用生活例
子引入屬靈話題，學習聆聽和敞開分享的重要性。縱使
有 2個課題安排她帶領，也不怕出錯，因為有師母在旁，
她不會有教錯的壓力。

門訓組：卡塞爾一位弟兄，他過往也曾經在查經班
作組長。大學城流動量極大，慕道友和初信者多，能與
他同步成長的弟兄不多。奕勝留意到他的孤單和退後，
便邀請他做門徒訓練。感謝神，藉著重溫主的愛，他再
次委身向主尋求人生方向、重拾對團契的投入，並有意
在卡塞爾找工作，希望承擔對團契的服侍。	

把握現今的機會：有一位博士生在卡塞爾 12 年，今
年暑假將要回國，一個月前剛剛信主。另一位北京教授
來卡塞爾作一年學術交流，兩個月前決志，幾個月後便
離開。神要她們帶著「基督使者」的身份回國，再進到
大學教書，我們盼望有更多的「亞波羅」可以被堅固，
並帶著基督的生命進到更大的禾場裡。此外，當她們知
道有「初信栽培小組」，積極地向奕勝報名。結果，3個
初信 2個未信的都說要抓緊時間多多學習。神的工作是
奇妙的，在第一課的「得救確據」，另外兩位慕道朋友
都願意決志，公開基督徒的身分！

事工永遠是做不完。大學城的福音工作，時間和
人手都極之缺乏；然而，上帝沒有叫我們想出更多的策
略去減少時間或濃縮課程。相反，我們更有負擔於「手
牽手」地教、亦師亦友地與他們同行，願意花時間為主
「燉」出一個有根有基的門徒。	

外展之門常開 
年底年頭是教會內部忙於新舊事奉人手交接和開會

的高峰期，但同時也是外展活動的活躍時機。	

12 月聖誕聚會：哥廷根團契約有 100 人出席活動	;
卡塞爾也有 60 多人參與，有不少住在城外的家庭專程坐
兩小時火車來聚會。可見華人雖居住分散，但不失對信
仰有興趣的「未得之民」，他們仍在尋覓人生。	

2月春節餃子宴：在德國過農曆新年，最濃厚的家鄉
氣氛，莫過於在教會裡百人同心包餃子	！今年的餃子宴
一盡五官享受。觸覺：從預備佐料、和麵、餡料、包餃
子、煮餃子，都是親手炮製。必有一個環節適合你。嗅
覺：有牛、羊、豬、素菜，有辣的，有原味的，香氣四溢。
味覺：千隻餃子，南北風味，享受自己手中勞苦得來的
飽足，格外滋味。視覺 /聽覺：還有孩子們的音樂表演，
娛樂和專業皆有，把笑聲推到另一高峰，氣氛熱鬧。未
信者固然享受華人相聚的家鄉情懷，然而我們更盼望，
有一天他們在這裡找到心靈的滿足，成為他們真正「屬
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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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特稿

釋「感言」
以下分享的「感言」，固然是感受、感性的話，但

更重要的，是屬感恩之言。我要為八年來所遇見的一切
人、事、物等而感謝神和感激人！是的，「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5：
18）

2016 年 1 月 31 日後，我在「浸差會」八年的服侍
要正式結束，而我也將踏入人生的另一個新里程。際此
過渡時期，工作漸減，角色日淡，還百感交集—既有期
盼，又有不捨；像是瀟灑，卻感離愁……。但無論怎樣，
對我來說，這已是一條無法逆轉的道路，只有前看而不
宜回望了。感謝主！祂亦預備了文燦潤牧師作為新一任
的總幹事。真的，接任事宜既「無縫交接」，我也樂得
安心地離開這個崗位了！

來作工
還記得八年前，時任「差傳部」部長林守光牧師及

「差傳中心」署理主任（即後來的「差會總幹事」職位）
唐榮敏牧師，他們積極聯絡我、邀請我，並與我進一步
的交通，尋求神的旨意。結果，當然就是我答允了出任
差會同工。之後，不用再多說，就是我過去八年來的學
習和體會了！我們三人彼此間交談這件事，看來還歷歷
在目，像是昨天發生似的；但其實，一晃眼便已是八年
的歲月了。我要大大感激主的帶領，也要十分感謝林、
唐兩位牧師，眾差會董事並「浸聯會」同工和理事等，
多年來給予我的事奉機會和極大的信任。我更要特別感
謝我任內的四位差會主席（分別是唐榮敏牧師、林守光
牧師、崔志昌牧師及羅泰然牧師），因他們都以寬廣的
心和愛心來支持我的工作。

八年來的差會工作，大體來說，我是十分愉快和逐
步見到果效的。當然，這絕對不是僅靠我個人的努力就
可如此。除了神的豐富恩典外，這全都是差會眾董事、
組員及同工積極參與及無私奉獻而達致的。關於差會歷
年來的事工發展，我曾於半年前發表過文章作出介紹
（見〈在主恩中迎難而上—略談香港浸信會差會的成
立和發展〉，載於《浸傳網》2015 年 8 月號），這裏我
不再贅言。在本文中我想多談自己的感受。

見突破
自從我加入了差會的事奉行列後，因著前線、後

方的實踐經驗快速增加，我的視野開拓了，感受深刻
了，知識增強了，反省的機會也增多了；我覺得自己的
差傳生命亦實實在在地豐富起來，我是何等的蒙福。我
曾打趣地跟人說（其實也有幾分道理）：自從 2006 年
出版了我的著作《靈風吹萬民：雙管齊下的宣教實踐》
後，我覺得自己當時在宣教的認識上已達盡頭，更可說
是江郎才盡，實在無法再有突破。惟因著有幸在浸差會
事奉，我竟可以「重生」似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竟有
了新的發展！舉例說，過去六年，我曾先後主編及撰寫
三本宣教作品（《走在宣教最前線：多角度思考差傳工
作》【2010】、《反思華人 /香港教會宣教的得與失》
【2013】、《普傳恩光、直到萬邦：宣教入門十二課》
【2013】）；它們之所以能夠面世，一定程度上是與我
得在差會事奉、帶來突破有關的。一句實在話：我常常
為自己能在「浸差會」事奉而感謝神！

離任「感言」

連達傑牧師

( 本會前任總幹事 )



10

闖天地
走過的八年寒暑，「宣教出差」確是免不了，而自

己踏足祖國及海外各國各地，其次數也實在很多，難以
統計。然而，到此刻不得不說，其實講到底我卻不是一
個太喜歡外出的人；若不是真有需要，我寧願留在本地
（真算是「香港仔」了）。過去我一直最喜愛的，是沉
潛在個人主觀的「內心世界」（Inner World），而不是
游走於普世客觀的「外在世界」（Outer World）。不過，
神卻要藉著宣教工作把我「逼」出去；祂要我看看世界，
增廣見聞，關愛萬民；更要我踏足到不同地域，完成祂
交託給我的差傳任務。對我來說，神真是一位「幽默的
神」！我願意再次誠心地敬拜尊崇祂！

念手足
這次離開相熟的事奉崗位，最叫我不捨的是一群與

我一起為天國打拼的現任差會同工。我與他們幾乎朝夕
相對，怎能不「日久生情」呢？一旦離別，總有愁意。
多年來我觀察到他們的生命特質，誠然都留給我深刻的
印象，並且也往往提醒我需要向他們多多學習。學習甚
麼呢？今試臚列一下（排名不分先後），就是：

◆行政主任羅穎緻姊妹的「靈」；
◆行政幹事許麗珠姊妹的「靜」；
◆教育及拓展幹事司徒寶媚傳道的「純」；
◆國際事工副主任劉志強牧師的「善」；
◆中國事工幹事黃凱倫傳道的「動」；
◆中國事工幹事黎美芬傳道的「樂」；
◆助理幹事利銘錤弟兄的「專」；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留港）鄭玉君傳道的
「律」；

◆外地跨文化宣教士（現留港安息年假）俞慧娟
傳道的「毅」。

個人深深的相信，過去差會能夠暢順地運作，全賴
有他們全力的擺上；而差會若說在事工上見到長足的發
展，他們更是功不可沒！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們差會同
工之整體或三三兩兩的「飲食」文化，似乎也頗為明顯；
或許就是這樣，彼此間的主內情誼就自然地建立起來。
一些同工間的誤會、心結及憂愁，看來都能夠在飲食笑
談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為這個「服侍團隊」我衷心感
謝！「手足們：離任後，我仍會記掛著您們的！」

大理念
在過去八年的差會事奉中，我一方面本著「與神與

人同工」的精神來服侍，而另一方面，則在辦事上努力
持守著類似「宣教士」的特質；意思就是說，「作工方
式必須要有彈性」（Be Flexible）。我相信只有這樣，
才能在差會氛圍中跟數目這麼多、性格氣質又多麼不同
的人一起推動工作。否則，只會叫自己動彈不得，又會
使很多事工陷入泥沼中似的。至於我是否達致這個理想
目標，就要留待大家來評估和給予指導了。無論如何，
過去我的服侍策略，就是本著以上的精神和特質，並兼
以「平衡推進」及「缺一不可」的原則，全力在差會四
大工作範疇中（國際組、國內組、教育及拓展組和本地
跨文化組）來作工。個人的信念是：只要各組具體事工
有實質上的深化和進展，這必然就是「浸差會」的成長
了！換另一角度來看，也許這就是「務實不務虛」的大
原則在指導著我的服侍了。

小遺憾
若有人問：「你離任時有沒有一些事情叫你感到遺

憾的呢？」有的，哪就是我們至今招募到的「直屬宣教
士」，仍不算達到應有的水平（雖然我們「支援 /聯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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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的數目增加了不少）。或許我們差會真的太注
重「宣教事工」（Mission Ministries）過於「宣教士」
（Missionaries）了！這種情況是值得我們多點反思的。
願主在往後日子帶給差會這方面更多和更大的突破。

錢到位
感謝神！今天差會的財政經費算是充裕的，這較之

我初上任時財務情況較為緊絀改變了很多。箇中原因，
相信這是因差會董事、組員及同工等都有忠勤和智慧的
表現，贏得了各教會及個別肢體的信任和支持所致。不
過，我想可能還有兩個鮮為人知的特別緣由，其一是少
數「熱心差傳使命」的肢體（一些名字現已浮進我腦海
中了），他們恆常的大額、甚至超大額對差會之奉獻，
確是為差會解決了不少根本的不敷問題；其二則是我們
的行政主任羅穎緻姊妹（Elisa），其一向精細的理財安
排，既開源又節流，確是優化了我們的財務景況不少。
為上述所有的貢獻者，我心裏充滿很多感激和謝意！

再出發
2016 年 1 月底當我退下來後（嚴格來說，不是「退

休」，只是「從全職崗位退下來」罷了），我會作何事呢？
按著我在神面前的領受，我覺得以下的事情是主基督要
我做的。茲簡述如下（可用「1+3」	的方程式來說明）：

所謂「1」，就是指先去完成的「一項任務」----
我準備以閉關約半年（即2月至 8月）的方式來完成「跨
文化研究」博士論文（Doctor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Western Seminary）的撰寫。這個課程我已修讀了三年
有多，2016 年該是時候完成最後的一步，就是撰寫論文
並期望最終獲得神學院通過。

至於「3」，則是指完成博士論文後接下來的「三
項任務」　（1）多撰寫新著作。我盼望在過去已出版的
14 本書外，未來幾年間能夠再多寫 8-10 本新書；（2）
教學事奉。我樂意接受教學上的邀請，就是到不同宗派
的神學院教導「宣教學」課程，以造就更多全時間的神
學生或兼讀「宣教學」的信徒；（3）	從事「勉導」的
服侍（Mentoring Ministries）。對象可以為個人的（即
我作「生命師傅」)	，也可為不同堂會擺上自己（即我
作「顧問牧師」）。

我相信，退下來的人生路、事奉路，固然可較從前
自由一點、灑脫一點，但這並不表示其挑戰性不大。求
主助我按著祂的心意邁步向前，也懇請大家在禱告中多
紀念這位「軟弱的我」！

明心志
結束這篇「感言」文章前，我想引用兩句名言來表

明自己的心志，盼望大家也能產生共鳴！

其一是電腦科技界巨人喬布斯（Steve Jobs 1955-
2011）留下的名句，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銘：「求知若飢、
虛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其二則是神的僕人使徒保羅勉勵我們基督徒的佳話：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
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3-14）
阿們！



1.	本會舉辦的「穆宣」課程已於 1月份三個週四晚上順

利舉行，該課程由前線差會總幹事胡樂文博士主講，

共 25 位參加者。

本會最新動態

本會最新動態

2.	本會董事、組員及同工退修會已於1月 18日 (週一 )

假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順利舉行，主題為「組織、使

命、教育 ---- 宣道差會走過的路」，邀請得翁競華

牧師分享。共 27 人出席。

3.	本會總幹事連達傑牧師已於 1月 31 日約滿離任，本

會十分感謝連牧師過去 8年忠心的服侍；願主繼續帶

領及使用連牧師的生命，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4.	本會已於 1月 31 日假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新一任總

幹事 (文燦潤牧師 )就職典禮，約 160 出席。文牧師

於 2月 1日正式履新。

5.	本會於 3 月 6 日 ( 主日 ) 下午 3:00 假錫安浸信會舉

行專題講及異象分享會，主題為「德國華人福音事工

分享會」，誠邀弟兄姊妹出席。查詢請致電 :3756-

6402 劉牧師洽。

6.	本會於 3月 12 日 ( 週六 )下午 2:30 假鑽石山浸信會

舉行專題講座及異象分享會，主題為「今天宗教國情

與服侍契機」，由梁燕城博士及吳宗文牧師主講，歡

欣弟兄姊妹踴躍參加。查詢請致電 :3756-6404 許姊

妹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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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會將與香港仔浸信會合辦「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

程，日期擬訂於 4 月 15、22、29 日，5 月 6、13、

20、27 日，6月 3日 (逢週五 )晚上及 6月 4日 (週

六 )上午，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查詢參與請致電

3756-6400。	



代禱事項

記念「北漠」今年訪宣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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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祈求主預備宣教士前往當地服事。

記念緬甸今年的訪宣隊、考察隊及神學培訓之行程，祈
求各隊員身心康泰，經歷主恩，又祝福到當地人民及各
項事工。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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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蜜」夫婦於「南島」工場的適應，求主賜他們
聰明智慧及記憶力學習語言，預備將來服侍「甜心族」
的 M民。又記念今年暑期將會有「浸神」兩位神學生前
往當地實習六週，求主賜福帶領。

記念本會宣教士「小虹」，她於農曆新年期間回港述職
及休假，但願她與家人有美好的共聚時光。

記念本地跨文化事工：負責印傭事工的陳傳道、負責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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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小茹，她目前為安息年至今年 5月
底，同時等候主帶領未來事奉模式；但願今年中可以順
利獲得簽證，再次踏上「千島」工場。

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 JOHN CHAN 牧師夫婦及林奕勝傳道
的家庭於德國服事中國留學生，並記念林傳道的兒子於
當地能夠健康活潑地成長。又祈求主預備宣教士前往當
地服事。

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登山者」於 I 國「社會服務中心」
及「社企」的服事，並記念她丈夫的身體康復，求主繼
續醫治。

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 C+ 姊妹，她於創啟工場服侍，求主
賜她智慧接觸 M民。

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小量丸子」夫婦，現在港述職至
農曆新年完畢，隨後返回 S 國繼續聖經翻譯之工作，求
主加能賜力。

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 Moon 姊妹，她於日本工場正在學習
當地語言，求主賜她良好的記憶力。

記念支援宣教士「Shinning Star」，她目前在英國休息，
繼續等候主進一步的帶領。

記念本會新一任總幹事文燦潤牧師，求主幫助他適應新
的事奉崗位，可以盡快掌握差會事工及人際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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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香港浸信會差會																													
合辦單位：香港仔浸信會

日期：4月 15、22、29 日，5月 6、13、20、27 日，6月 3日 (逢週五 )晚上 7:30 及
						6 月 4 日 ( 週六 )上午 9:30。
截止報名：3月 25 日或額滿即止
費用：港幣 800 元，截止後報名另加港幣 50 元行政費。
地點：香港仔浸信會 (香港仔水塘道 11 號 )

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報名及查詢請致電 3756-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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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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	耶穌會 (Jesuits)
答案參考：	

黃彩蓮著，《福音在南陲 -浸信會與宣道會在廣西的傳教與

事工 (1862-1945)》，香港：浸會，2014 年。頁 59。

2015 年 12 月差會收支報告 *

會心微笑 - 

      「我是韓國人」﹖
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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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	印	人：羅泰然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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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俊才牧師、			
										劉秀英傳道、彭啟康傳道
排版設計：利銘錤弟兄
今期出版：2700 份 (2016 年 2 月 )

承印：e-print(保諾時網上印刷有限公司 )

香港浸信會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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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身處異鄉時，常常被人誤以為我是韓國人；
或許韓國派出了許多宣教士，莫怪乎別人有這印象。
記得有一次，差會的美籍同工邀請我用韓語祈禱，
但我不會講「方言」，只好用我最熟悉的廣東話祈
禱……；當然，他們對這兩種語言都聽不懂，只有
神知道……。

   

本年 1-12 月累積 本年 1-12 月累積 本年 1-12 月累積

收入 支出 盈餘 /( 不敷 )

差會經常費 2,596,304.36 2,955,233.46 (358,929.10)
南島工場 950,068.65 372,303.24 577,765.41 
北漠工場 848,154.79 771,060.26 77,094.53 
緬東事工 768,212.30 675,509.19 92,703.11 
國內事工 736,116.42 626,807.03 109,309.39 
本地跨文化事工 774,954.29 909,646.68 (134,692.39)
教育及拓展事工 11,597.20 52,000.40 (40,403.20)
德國工場 247,200.00 202,472.00 44,728.00 
迦納工場 96,005.80 95,066.06 939.74 
千島工場 441,250.00 282,446.28 158,803.72 

7,469,863.81 6,942,544.60 527,319.21

안녕하
세요 !

你好！

*此版本為未核數版，正式版於浸聯會年報內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