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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出處：藍青 52>> 



26/10/2018 (五) 

8:00- 9:30 PM 

差傳培靈晚會：《成為萬族的祝福》 

（創 12:1-3 ； 22:16-18 ；加拉太 3:6-9）  

27/10/2018 (六) 

2:30-5:30 PM 

工作坊：「傳宣．咫尺–足跡．天涯」  

5 個本土族裔攤位 

港印通~華麗轉身、泰．需要、心心相印、 

香港非洲難⺠關我咩事?！、SST 背包事工  

內容 

跨越 5 國語言、載歌載舞、淺嚐⺠族⼩食、體驗印
度彩繪 Henna、玩遍多種遊戲（包括人型大衛
星、猶太節期拼拼拼）、拉近距離（親身交談、見
證分享）  

分段時間 

2:30-3:30 PM ：攤位活動（Part I） 

3:30-4:45 PM ：正堂活動 

4:45-5:30 PM ：攤位活動（Part II）  
27/10/2018 (六) 

7:30-9:00 PM 

晚崇：《真的是我嗎？》 

（出 3:1-4:17） 
28/10/2018 (日) 

三堂主日崇拜 

《宣教的信徒與宣教的教會》 

（徒 11:19-30 ；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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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黃麗嫻傳道 

教會的特質 

  在第 223 期《宣訊》（2018 年 7 ⽉）〈從聖靈論看教會的本質〉⼀
文中，作者楊慶球牧師在總結時寫下了教會的三個特質： 

1. 聖靈藉著道向外宣講，不斷使人歸向基督，基督的教會必須不斷增
⻑。因此，傳福音與差傳不是教會的選擇，而是本質。不傳福音的教
會會走向滅亡…。 

2. 聖靈使歸信者因相信同⼀位主，得以聯絡成為神聖的團契，彼此合
⼀，彼此相愛，委身於上帝…。教會是合⼀但本質是多元的，內中有
不同的文化、種族、思想，在聖靈的聯繫下，產生看不見的聯合，又
有不同的差異。 

3. …教會作為生命交流的團契，以愛維繫，因此，生命交流是教會本身
的目的。…教會這團契是指向將來，是終末的。我們領用聖餐，正是
不斷互相提醒，記念復活和再來的主。 

  楊慶球牧師幫助我們重溫教會的本質，不單在理論上，更可以讓我們
審視自己的教會是否有這些特質？有哪些應該繼續維持，有哪些要拓
展？ 

聯繫身邊少數族裔，產生生命交流，領他們歸向基督 

  2016 年 9 ⽉，⼀份由「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撰寫的「社會
與⺠生」專題研究系列「少數族裔人士在港生活的困境」研究中，分析到
全港家庭人口住戶有 6,890,500，少數族裔佔了 446,500 (6.5%)，而當中
近六成（56.9%）為外籍家庭傭工。撇除外傭後，少數族裔人口數目為
192,400 人。 原來少數族裔可歸納為三類：（1）東南亞裔：主要包括印
尼、菲律賓和泰國人；當中大部分是外傭，約 28 萬人；（2）南亞裔：主
要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爾人，有⼩部分來自斯里蘭卡、孟加拉等地，
約 6 萬人；（3）東亞裔及其他外籍人士：主要是白人、日本和韓國人等



因商業或工作關係來港，東亞裔約 2 萬人，其他外籍人士約 6 萬人。 

從數據看，這群在我們咫尺的族裔雖然是少數，但也是神所愛的，更
是神將他們透過不同原因帶來香港的！他們的生命真正缺乏甚麼呢？我
們又可以為他們作甚麼呢？對，讓我們透過教會聯繫身邊少數族裔，產生
生命交流，領他們歸向基督。環顧本堂能有機會服事來港工作的菲律賓和
印尼姐姐，實屬是神給我們的恩典，來回應祂的旨意。讓我們為散居之⺠
禱告：＂我們的主、我們的神啊！我們在此祝願每⼀位散居在香港的朋
友，能認識創造我們生命的主，作祂的⼦⺠，神也要作他們的神！我們又
記念到散居在港的朋友，在生活或許未能回歸家園，但願他們的心能回歸
在創造生命的主裏面，得着真正的平安、生活在真正的居所。求主幫助我
們，阿們。＂因著這個信念，今年的差傳年會的其中⼀個概念：「咫尺天
涯…」就產生了。是的，現今或是＂聚＂或是＂散＂的年代，不同族裔可
以因不同的原因遠在天邊，又近在眼前，處處都有主所愛的＂未得之⺠＂，
我們當作甚麼呢？求主指引。 

我知某處主能用我，無論咫尺或天涯，主需要我 

神學院的老師何啟明牧師，在⼀次訓勉神學生時用了《路》19 ： 28
-40 中的驢駒⼦故事，鼓勵他們不要輕看自己，最重要是自己願意被尊貴
的主用，「主要用牠」原文是「主需要牠」。該次聚會的主持人選用了⼀
⾸詩歌「全獻在壇上」，第⼀段其中⼀句歌詞「我知某處主能用我」，非
常配合講道內容，也是激發我們在籌備今年差傳年會時的另⼀個概念：
「咫尺天涯，主需要您！」。弟兄姊妹，請您想想，主對您的恩情；也請
您想想，無論是天涯或是咫尺，您想知某處主能用您嗎？只要您有樂意全
然獻給主用的心，主⼀定樂意用您！ 



        

                                              張雲生牧師 

  「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哥林多前書九： 16 下） 

  論到教會的差傳工作，聽到的負面聲音（其實不多，但都要正視；當
然正面的聲音是不少的，相信大多數信徒是支持差傳工作的），最多的是
為甚麼要花這麼多金錢 / 資源放到外面（海外），而且都是吃力不討好的，
何況在本地不是有許多需要嗎？為何「本末倒置」呢？ 

  本末倒置的思考是需要的，但必須弄清楚，何謂本、何謂末？本和末
又是由誰定的呢？ 

  ⾸先，傳福音是主給我們不爭的托付。主的心意顯明：祂願意萬人得
救、明白真道。從舊約到新約，上帝的福氣，從來都不是獨獨給某些「特
定」的人的，「選⺠」（基督徒）也只是上帝揀選，所要使用的施恩管道
而已，⼀切（在哪裡、向誰……傳福音）都是祂定旨和計劃，這是本！而
我們遵從、回應，是為末。 

  其次，在差傳實踐的範圍上，其實也有分為不同之類型者，除了海外
跨文化宣教（M5）、海外近文化/同文化宣教（M4/M3），還有本地跨
文化/近文化的宣教工作（M2/M1）。在本堂眾多的宣教士之中，分別可
歸入不同的類別當中（你可以試試分類，看誰作 M2、又誰作 M3 或 M4，
這不失為有趣的宣教學習課），都是上帝的旨意，都歸上帝的差遣。 

  今年我們的差傳年會，定了主題為「咫尺天涯」，⼀看便知道重點在
哪裡；在過去不同時間和同工的領受之下，我們開設了菲姐姐和印姐姐
的事工，每個主日都設有崇拜，每次人數或許不多，但計算過往參與過的
（包括有許多已經完成在港合約回本國去）為數不少，在本堂受洗的也有
好幾位。他朝他們怎樣成為神國精兵，實在未可料，好像剛剛去了杜拜工
作的本堂會友，她隨即參加了當地的浸信會，繼續成⻑和發揮便是。事實
上，福音的需要還真多的是，主的心意如何？ 



  傳福音從來要問的，不是在哪裡和怎樣做的問題，我認為那是第二檔
次的，甚至有可能是自欺欺人的問題。其實，⾸先要問的是我們現在正如
何就落實履行這個使命？是否已經滿足主的吩咐？為何仍然空著手、賦
閒著……看著失喪的靈魂遊盪而良心還過得去？求主憐憫荃宣家，能以⼀
起攜手，不負主托，從身處之地和所見所及之處開始，繼而按主心意，往
普天下去，積極傳主福音，滿足主心。   

    

 



        

 

 

 

 

 

曾張美薇牧師  

現任建道神學院副院⻑(行政)；教牧及專業進修學院總監；跨越文化研
究部助理教授 

香港大學理學士，香港，1980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學碩士，美國，1983 

美國福樂神學院道學碩士，美國，1987 

宣教學博士，2016 

宣道會錦繡堂傳道人，1998-2002 

宣道會宣德堂堂主任，2002-2007 

宣道會錦繡堂主任牧師，2004-2017 

建道神學院，2017-  

張牧師牧會十多年，關心宣教及本地跨文化之事工，曾參與宣道園、房角
石協會及宣道差會之董事事奉。 



 

宣教與我何干?                                                                  張美薇牧師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
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
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
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 12:1-3） 

  神對每⼀個人都有祂的計劃，若能走在祂的旨意中，是最美善的。願
以微⼩的我的見證鼓勵弟兄姊妹能勇敢的去尋找祂的帶領，找到了又願
意無懼的踏上跟隨祂的腳蹤。 

 我出生於⼀個信仰中國傳統宗教拜祖先的家庭，父⺟郤把我們五兄
弟姊妹都送進基督教學校接受教育，或許覺得基督教學校認真教學吧。我
從⼩便相信有神，神嚴父的形像深印我心，故覺得最好是距離祂越遠越好，
我只要做對的事情，祂不找我麻煩便是最佳的了。大學畢業後到美國深造，
開始接受邀請參與教會的崇拜及學生團契，在⼀次佈道會中，滕近輝牧師
以大使命來鼓勵信徒，我覺得他講得十分之對，心中起了衝動想去使萬⺠
作主的⾨徒，但想深⼀層，自己還未是信徒，又怎能去叫人作⾨徒呢？第
二個晚上，灣東華人宣道會的陳榮超師⺟在滕牧師講道後便以屬靈四定
律來邀請我決志信主，神的計劃及帶領深印我心，原來我還未回到神的身
邊，神便主動的接觸我、呼召我；當晚就決志成了基督徒。我可算是先想
去使人作⾨徒，而後才成為基督徒的。 

 信主後按著⾨訓所學，每天靈修，每週崇拜及團契，每⽉十⼀奉獻，
恆常事奉，穩步的成⻑。信了主⼀年左右便在⼀次恆常的靈修中，神藉著
馬可福音中的五餅二魚的神蹟，呼召我去給別人吃，自此便開始尋求確定
是神呼召我全時間事奉祂。⼀次，在唐崇榮牧師的佈道會中，他在還未講
道以先，便以「差我」的⼀⾸詩歌呼召人去全時間事奉，我也不自覺地站
起來回應。既有了呼召便開始掙扎要繼續讀博士還是轉去讀神學，終在當
年的暑假決定排除萬難，踏上神學進修之路。 



 信主之初，心中便有⼀盼望，期盼能以科學家的身份到國內工作，
在學者間見證基督。回應神作全時間事奉後，回國的意念仍然揮之不去，
但郤因當時(八⼀至八二年間)對中國教會現況的理解，覺得讀了神學是再
不可能回國了，這成了心中⼀個遺憾。 

  八三年進神學院，八四年嫁作傳道人之妻，與夫曾錫華牧師在加州
牧養粵語會眾；八八年到俄亥俄州開荒植堂，回國之夢好像越來越遠了。
但神郤讓我在教會的服事中，不單單服事從香港來的學生及僑⺠，還能服
事到從新加坡、馬來亞、泰國、印尼以及從國內各省來美讀書的華人留學
生，神雖然暫未把我帶回中國，郤把中國帶到我的家⾨口。九六年在夫婿
的安息年假三個⽉中回港及回國短宣，定下了回國事奉的心意，也由個人
之中國夢成了⼀家的中國夢。 

 九八年八⽉帶著八歲及五歲的兩個兒⼦舉家遷回香港，香港已由英
國殖⺠地轉變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我也踏上全時間事奉的⾸個有薪事
奉的工場，成為宣道會錦繡堂的全職牧者。在錦繡堂的差不多十九年的事
奉中，除了教會內之各樣聖工之參與及帶領，還在教會中推廣宣教，讓會
眾不單單在禱告及奉獻上參與宣教，也開始組織短宣，到國內及國外參與
訪宣；教會亦積極參與本地跨文化事奉，分別成立了泰語團契、菲語會眾、
印尼語會眾，現在仍積極在區內中學發展尼泊爾事工；教會亦積極參與
差出宣教士，從起初差出傳道同工，到今天預備差出教會從信主到獻身再
預備於⼀九年舉家外出宣教的會友，錦繡堂的宣教也漸漸的走出⼀條錦
宣路來。 

 時不我與，漸漸走進人生的下半場，神郤讓我此時有機會進入建道
神學院，參與跨文化學部的教導工作，讓我有機會參與裝備前線作全職
或帶職的準宣教士，也讓預備在牧養教會的準傳道有宣教的裝備，以便
在教會推動及支持宣教。宣教是神的心意，是神的使命，從舊約到新約
都滿載神的作為，以致每個信主的人要按照祂的吩咐向萬⺠傳揚救恩，
直至主耶穌基督的再臨。願神的名被⾼舉，⼀切榮耀頌讚都歸給祂！ 



 

服侍在港非洲人 

「愛非連 Afri Link」是⼀個關愛在港非洲人的組織，成員包括差會同
工、堂會教牧、嫁予非洲人的姊妹，以及蒙召服侍該族群的同工，他們各
有自己的事奉，兩個⽉⼀次聚會，互相交流和代禱，盼望能動員更多教會
和信徒關注這個群體。 

「愛非連「愛非連「愛非連「愛非連 Afri Link」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1. 差會同工 

這部分的同工曾在非洲服侍後回港，目前在本地差會事奉。他們仍關心在
港的非洲人，更期望推動香港教會和信徒關愛非洲人。 

2. 與非洲人通婚的姊妹 

這位姊妹的丈夫是合法來港的⼀名足球教練，也是平信徒領袖，有志服侍
在港的非洲人，由於他是非洲裔人士，因而容易接觸同族人，了解他們的
情況，又易於跟他們分享福音。  

3. 蒙召服事非洲裔人士的姊妹  

這位姊妹曾在香港牧會，期後領受神的呼召，毅然放下傳道工作，憑信心
去服侍在港的非洲人。 

在港的非洲人的居住環境⼀般較差 



4. 信徒 

有志服侍本地或海外非洲人士的平信徒。 

在港的非洲人類別 

1. 商人和僱員 

直至 2010 年，香港約有 20,000 名非洲人，已成永久居⺠的則有 3,000 多
人，其餘為短暫居留的商人，還有教師、公司僱員、家庭傭工、藝術工作
者。商人多活躍於深水埗和尖沙嘴等地區，以彌敦道的重慶大廈為商貿交
易站，他們主要是採購電⼦產品和收購二手手機，然後運回非洲轉售。 

2. 結婚居留人士 

根據報章報道，約有 1,000 名尼日利亞裔人士聚居在元朗錦田的横台山，
他們從事車場生意，買賣二手車零件，再轉運到非洲出售，當中約有 300
人與香港女士結婚，所以橫台山有「⼩聯合國」或「⼩尼日利亞」之稱。
1 

3. 酷刑聲稱者和難⺠  

香港約有⼀萬名酷刑聲稱者的個案，當事人在原居地因政治或宗教理由
而遭受酷刑等迫害，遂逃離家園，少數人輾轉來到香港，申請尋求政治庇
護，盼望早日獲得歐美國家收容。目前在港可接觸到的以南亞裔人士較多，
非洲裔數目約有 1,500 至 1,600 人。2 

教會非洲人事工 

  目前參與非洲人事工的教會以英語教會為主，例如灣仔的英語教會，
設有非洲難⺠團契。直至 2018 年，教會每星期為 300 個非洲人安排⼀頓
熱飯，週日則有國際崇拜，讓不同種族人士⼀起敬拜神。教會也會為出席

1. 《明報》，2016 年 5 ⽉ 29 日 
2. http://www.hkcc.org.hk/acms/upload/hkcc/Justice/refugee%20booklet%20-%

20ENG.pdf 



聚會的難⺠提供交通費。 

  現時香港只有極少數華人教會參與非洲人事工。⼀些教會以足球訓
練作為事工平台，邀請非洲教練協助訓練教會的足球隊，又或安排教會球
隊與非洲球隊舉行友誼賽，藉此建立友誼。⼀間位於九龍的教會於每週開
設崇拜和查經聚會，有非洲裔和其他族裔的難⺠參加。另有⼀間華人教會
關心非洲人事工多年，事緣教會曾差派⼀位宣教士前往非洲事奉，啟迪了
⼀群平信徒關懷在港的非洲人，漸漸地，他們的宣教熱誠延伸至多個非洲
族裔，教會定期舉行非洲事工祈禱會和外展活動，例如到尖沙嘴重慶大 廈
接觸非洲人、參加非洲短宣服侍等。香港還有其他教會從事這類事工，只
是規模較⼩。 

在港非裔難⺠事工 

  香港仍有許多滯留本地的難⺠，這是因政府要界定每名酷刑聲稱者
為難⺠身分，核實過程需時，由兩、三年至十數年不等。他們因為過去的
滄桑遭遇，又面對未可知的將來，朝夕憂心至精神抑鬱，或為生計鋌而走
險；也有少數人慶幸來到香港，因為香港讓他們感到安全，不會無緣無故
遭人追殺，加上在港能得以溫飽，不用捱飢抵餓。然而住屋租金昂貴，許
多人只能在偏遠地區的木屋、鐵皮屋棲身，甚至露宿街頭。 

1. 監獄事工 

現時有些組織安排義工到監獄探訪在囚的非洲婦女，為她們舉行崇拜和
⼩組査經聚會。這群在囚人士因攜帶毒品入境而遭逮捕，囚禁在羅湖監獄。
據同工分享，曾有非洲人透過這類探訪活動而信主，有人在獲釋後回國，
繼續做傳福音工作。 

2. 關心和探訪 

服侍非洲人，最常用的方法是關心和探訪他們。有同工家訪時，發現他們
反應冷淡，不理不睬，可能因為他們對香港感到陌生，不明白香港人為何
會主動接觸他們，他們為求自保，只會冷淡回應。經過多次探訪，彼此接
觸多了，他們稍為放下戒心，才逐漸成為朋友。要接觸非洲人不難，但建



立互信則需要時間和耐性。 

3. 與非洲人接觸的禁忌 

非洲人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的種族各有不同的文化和習慣，他們來到香港
的原因複雜，因而對人的戒心甚大，更不願提起自己的背景和來港的原因
及經過。我們與他們接觸時要理解他們的情況，不要查問箇中的原因和故
事，只要真心誠意地關心他們就可以了。來港的非洲人中，有些是基督徒，
但更多的是異教徒，若要帶領他們認識基督教信仰，最好與非洲信徒同工，
因為他們背景相同，傳福音也較容易。 

非洲人的⺠族性各異，關愛他們時要特別留意⼀些禁忌，例如不可隨便送
贈東⻄給他們，因為我們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冒犯了他們，使他們在別人面
前感到羞愧。不要輕易向他們提出經濟資助，導致彼此的友誼扯上金錢利
益。此外，單獨接觸時切記順應非洲裔人士的傳統，即同性別接觸原則。
非洲難⺠在港生活寒微，又因香港政府禁⽌他們在港工作，他們只得靠每
⽉約 3,000 元的政府津貼，包括房屋、租金、食物、日用品，以及少量交
通費津貼。所以邀請他們出席活動或聚會，須為他們提供交通津貼費。 

誠然，香港教會接觸非洲人仍有許多顧忌，在此建議有心服侍非洲人的信
徒可與「愛非連 Afri Link」組織聯絡，「愛非連」在有心服侍非洲人的教
會和非洲信徒中間扮演橋樑角色，鼓勵他們互動合作向本地未認識耶穌
的非洲人作見證，為他們提供生活協助。3 

總結 

  香港人普遍對非洲人仍感到很陌生，又因受到傳媒的渲染，對難⺠人
士存有戒心，以為他們多屬不良分⼦，這要多與他們接觸和了解，才能消
除成見。在港學習服侍非洲人有許多好處，從地域距離來說，我們不用千
里迢迢到非洲，他們已經近在咫尺，成為我們的鄰舍，隨時可以接觸到他
們。從宣教學習來說，有志到非洲事奉的信徒可在香港與非洲人接觸，學
習與他們相處和關心他們，這是出工場前的實習，有助日後在非洲工場的

3. 「愛非連」的聯絡人是李偉明牧師，如欲與他們接觸，請透過網址： 
     www.facebook.com/pg/LWAIMING 



服侍。從教會的角度來說，教會可以打開大⾨，借出地方供非洲信徒聚會，
這樣既不用加重堂會的宣教經費，同工和信徒又可以學習跨文化服侍，對
堂會學習宣教大有裨益。 

  全球正進入流動化的年代，因為不同的原因，身處地球不同角落的人
紛紛來到我們身邊，不用我們攀山越嶺去尋找他們。願香港教會擴闊視野，
多留心我們的周圍，祝福身邊的異族鄰舍，把福音傳給他們。 

(以上文章經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允准， 
轉載（節錄）自《往普天下去》2018 年 4-6 ⽉) 

 



SST(The Stepping Stones Tutti)簡介 

The Stepping Stones Tutti-SST 是由兩位基督徒 Odeliah 

Tseng Iris Lo 創立的非牟利慈善機構，多年來深愛猶太人並立
志向他們傳福音。我們的目標是： 

1. 接觸來自世界各地並踏足香港這個美麗
城市的猶太人，期望與神的選⺠談天說
地、交流文化，從而建立友誼，將福音傳
遞。分享有關彌賽亞耶穌的信息以及耶穌
的愛。 

2. 推動、發展及裝備不同年齡層的信徒成為
神的器皿，在猶太朋友們不論在香港或日
後於世界各地與我們輕鬆旅遊期間，向他
們傳達耶穌真正的平安和祂的愛。 

3. 推動香港教會更多認識猶太宣教的重要
和 SST 事工，並積極向本土(來自其他國家)的以色列猶太人傳福音。 

4. 為有興趣的個人和團體組織提供研經和⾨徒訓練。 

 2015 年，Odeliah 和 Iris 認識了⼀位猶太歸主者，眼見她大部份時間
投身服侍在以色列境外的猶太背包旅客，因此受到感召和鼓勵。SST 謹守
向猶太人見證彌賽亞的大使命。SST 已服侍數以百計來自不同背景的猶太
朋友，其中大部分是年輕背包客。但過去三年來，我們的客人羣已擴展至
不同年齡組別的家庭。我們特別希望將網絡開展至東南亞或遠東地區，讓
更多神的選⺠蒙福。 

 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擔任前線大使，你亦可成為代禱者，為我們的事
工和客人禱告。如欲有進⼀步了解本機構事工，請直接以WhatsApp +852 
5285-7489 或電郵： steppingstonestutti@gmail.com 聯絡 Odeliah 或
Iris Lo。 

(文章內容及版權屬 SST 所有) 



近在咫尺的穆斯林群體 

  本港的印尼傭工人口約有 15 萬，在當中有超過 80%是穆斯林。她們
來港前可能從未聽過福音，甚至認為基督教是篡改真理的宗教。今日，這
些姐姐來到我們的社區，甚至與我們住在同⼀屋簷下，我們怎樣把握機會
向她們見證基督的愛，讓她們有機會聽聞福音，甚至成為福音的果⼦呢？ 

  翟浩泉牧師在「十五萬印尼傭工的福音契機」⼀文中提到，除了教會、
機構、神學院可合作舉辦事工外，個別基督徒也可以參與。翟牧師的提議
如下： 

  （⼀）僱主—僱主當然有責，但這比向家人傳福音更具挑戰。 

● 有見識的僱主：瞭解印尼文化、家傭個人背景是好的起步。 

● 有見證的僱主：跟足法規、尊重人權和私隱、在節期作愛心
表達，是最有力的見證。 

● 有使命的僱主：聘用「使命印傭」（以家傭身分來港的傳道
人）並給她多⼀天休假，以便在主日專心事奉。 

  （二）姊妹兵團—穆斯林文化是男女有別，而香港信徒正姊妹居多！ 

● 愛心街坊：多與她們打招呼！ 

● 家務顧問：在升降機、公園，送上提示及鼓勵！ 

● 同行者：⼀起上市場、帶她們遊香港…… 

● 印尼短宣：在印傭培訓中心教廣東話，預早建立關係。 

  （三）三福隊員—「三福」佈道法較適合印尼文化；香港的印尼教會
亦有操練，更找到⼀個成功配方：港人隊員與印尼隊員聯袂！
印尼姐姐會因港人隊員的關心而更開放，印尼隊員則在語言上
作補充！ 1 



  事實上，很多印傭能夠在香港信主，都是因為有基督徒僱主或朋友接
觸他們，關心他們。以下就是其中⼀個例⼦： 2 

  阿 Dee (化名) —— ⼀位來自千島之國印尼的家傭姐姐，望上去她和
⼀般印尼人沒有什麼分別。與大部份同鄉⼀樣，她⼀出生就是穆斯林，家
中也有拜⺠間神祗。十四年前，同樣與很多印尼少女⼀樣，她隻身離開家
鄉，到澳⾨當傭工去。儘管僱主對待阿 Dee 也不錯，她極度思鄉，常常都
因為掛念親人而愁眉苦臉、茶飯不思。可幸，在澳⾨遇到牧師和教會的姐
妹，她們對阿 Dee 十分關心，噓寒問暖，不但令阿 Dee 得到安慰，同時
對教會的感覺漸漸改觀。有⼀天，阿 Dee 為到⼀件家事而憂心忡忡，牧師
和姊妹們齊心禱告，她不知不覺就感動得淚流披臉。親身經驗到主的愛和
平安，阿 Dee 就歸信了主，受洗。 

  到了 2005 年，阿 Dee 由澳⾨來港工作。上帝的恩典沒有間斷，安排
她負責照顧⼀位傳道人和她的媽媽。當時阿 Dee 的信仰基礎還未算非常
穩固，作為傳道人的僱主對她循循善誘，讓她逐步在真理上紮根進深。「最
令我難忘的是，有⼀次，在印尼的媽媽得了大病。我當時不知所措，很自
責自己不在媽媽的身邊照料她。⼩姐(僱主)在此時鼓勵我，懇切地為我媽
媽代禱。結果，媽媽情況不但好轉，更表示要信主！我真的很開心！」 

  阿 Dee，付上了十四年寶貴青春的年華，本意是服務香港和澳⾨的家
庭，沒想到自己同樣得著服侍，本意是為印尼的家人賺取金錢，改善生活，
沒想到帶給他們更大的福氣。 

  去關心印傭並不難，只要你願意踏出第⼀步，多給她們⼀個微笑，講
⼀聲早晨，就是⼀個好開始。如果你還猶疑能怎樣參與的話，現在就可以
為印傭祈禱，願她們在香港的日⼦，能與主相遇，接受福音，得著新生命。 

1. 來源：基督教週報第 2525 期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3/ta2018919.htm 
2. 來源: TKI CARE 十五萬個呼聲 http://aohk.org/other/indo/ 



港印通: 華麗轉身                                                                     黃桂蓮傳道 

前言 

  猶記起當我於 1999 年領受了要去印度服侍的使命後，我就常常可以
「看見」很多印度人在身旁經過。那時真有點全身雞皮豎起的感覺，尤其
是跟他們作近距離接觸。直至 2000 年仲夏，有⼀次我在教會附近等公車
時，竟然見到⼀位穿著美麗莎華(Salwar Kameez)的女士，依稀記得她的
體態輕盈，予人有點寶萊塢明星的感覺。那時候，我對印度沒有那麼抗拒，
且彷彿多了⼀點感情。 

人在印度 

  在印度，我作邊緣婦女服侍⼀年，其間有兩個⽉到北部的山區語言學
校唸印地語。打從進入印度服侍，我就需要從衣、食、住、行四方面去改
變自己，以致可以更好地融入當地的生活環境。 

  忘了說，我在 2000 年暑假就用了⼀個⽉去閱讀有關文化震盪的書籍 
(註⼀)。而在印度孟買，我最大的發現也⼀如書中所言──印度的男性是會
勾著尾指⼀起步行的，這真是令人何等震撼的⼀回事啊！ 

  在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上，我⾸先得學習穿著她們的衣服。這樣混在⼀
大群印度女性當中，也可以勉強被視為當地人。猶記起當我在⾸都集訓期
間，第⼀天穿上印度莎華時，同工太太就跟我說：「妳好像我們東北部的
印度人啊！」那時，我是多麼的既驚又喜啊！ 

  之後，就是學習吃印度人的美食 ── 咖喱。⼀般來說，我們對於咖喱
雞、咖喱牛、咖喱羊也不會陌生。但當我看到咖喱蟹時，真的有點驚訝，
原來咖喱也可以用來弄蟹的。當然在家的時候，我是盡量吃中國菜的。探
訪前，在辦公室我就會吃帶去的三明治。事奉完結前，我可以在他們的⼩
店吃客飯；星期天上完教會後，順道買客咖喱雞飯回家吃，這也是⼀個大
突破啊！ 

  要融入當地人的生活，學習語言是必須的。我到埗後⾸先跟來自印度
北部的室友學習語言。每天外出時，我嘗試學習辨字，尤其是乘搭公車 ─



─ 印地語的 1 及 9 的寫法是很容易令人混淆的。事隔多年，最近有機會跟
太古的⼀位印度裔學生家⻑談起，這位婦女竟然跟我說：「我們也覺得混
淆呢，現在政府已廢除了用印地語數字的公車標示。」今天，我再跟拾娜
老師分享，她也這樣說：「現在的學童都到英語學校上課，而大城市如新
德里及孟買等的公車都用羅馬數目字 1、2 及 3 了。 

  乘車時，無論是乘坐公車或火車，都得學習牢記車站名稱及提前預備
下車，不然人太擠加上司機的動作異常迅速，那時就恐怕下不了車了。第
⼀年更要學習作⼀個新鮮人，謙卑地放下自己所知道的，然後牙牙學語，
以服侍對象的世界觀去思想他們為甚麼會有這樣、那樣的想法。這階段是
既有趣又富挑戰性的。 

人在香港 

  自 2003 年 9 ⽉回港後，就在港開始服侍印巴人：從逸東邨的基層印、
巴人及影灣園的中產印度人，再而太古的中產印度人。當中，筆者對他們
的感覺跟剛出去宣教時可說有很大的分別。這次我變成了⼀個推動者，而
不再是⼀個抗拒者。 

  在當中也認識到散聚宣教學，這些印巴人是基於工作，甚或是難⺠身
分留在香港的。他們的下⼀代大多是土生土⻑或很⼩的時候，就來港上學，
他們都嘗試在香港扎根下來。基層的要往上游，讀書始終是⼀個不二法⾨。
今年回東涌，知道以前曾經教過的學生中有四個能考上大學，這真是令我
覺得很興奮的⼀回事。 

  另⼀方面，隨著全球化的影響，資訊發達，人們已可不出⾨而知天下
事。近來的宣教大熱除了是提倡咫尺宣教之外，更進⼀步提到宣教是可近
可遠的(Glocal)。福音對象已來到我們的大⾨口，這合乎中國人重實務的
個性，不用花機票費用就可以向這些福音對象傳福音了。另⼀方面，在港
的教會或機構也可配合已差遣出去工場的宣教士或本土宣教士⼀起事
奉，這可是⼀個不錯的既遠且近的宣教配搭啊! 這樣的事奉方式所起的效
果相信是會更大的，蓋現在已不再是單打獨鬥的宣教年代。 

 



宣教參與 

  身在香港的你，可如何參與宣教? 先從本地作起吧! 

本地印通 

  ⾸先，我們可以學習對待身邊的印度人友善些，這也是主耶穌給予我
們的愛鄰舍及愛人如己(路十 27、可十二 31)的命令。我曾經在香港見過
南亞人施與⼩錢給⼀位乞丐，並讓位給我坐等。 

  另外，我們可以跟本地跨文化同工⼀起參與⼀些服侍，如教他們中文，
跟他們⼀起上館⼦吃飯、燒烤、探訪，甚或資助他們上學等。 

遠方印通 

  至於在印度的跨文化同工，我們可收看他們的代禱信，為他們代禱。
假期時，組訪宣隊探訪宣教士及當地人。甚或當宣教士有⼀些事奉新點⼦
時，大家也可⼀起前方、後方配搭事奉，達至足不出戶也可宣教的無敵境
界 (註二)。 

結語 

  這個差傳年會，就邀請你們在港稍稍體驗跨文化宣教士在事奉中的
點點滴滴。宣教的既遠可近 (Glocal)，是可以即時體驗的。從而由今天起，
讓我們從身旁作起，來⼀個華麗轉身，眼中、心中都為神的國度祈禱，並
參與在當中，成為在神國裏⼀位關愛印度群體的忠心信徒。阿們!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註⼀) Gitanjali Kolanad, Culture Shock, A Survival Guide to Customs and Etiquette, Indi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1994), 208. 

(註二) 伯大尼夫婦團使命⼩組，"遙遠卻實際的支援"，北宣家訊第 373 期，2018 年 8 ⽉，頁 3。
當中，它提到⼩組在後方以創作兒童圖書來支援在柬埔寨宣教的宣教士。   



來港的泰國人           高淑芬宣教士 

來港的泰國人 1 

  居港人口約 12,000 人，平均分佈各區，集中於九龍城區及觀塘區；
接近⼀半⼩學程度。泰國女性與港男結婚比例極⾼(85%)，但離婚率(15%)
亦為所有少數族裔之最。泰國人經營不少遠近馳名的泰國菜館，另外近⼀
半居港泰裔人從事個人服務業，如家傭、按摩技師等，有兩成從事飲食及
酒店業。 

與泰人相處要留意的事項 2 

  我們習慣拍拍⼩孩⼦的頭以示誇獎，不過在泰國就千萬不要這樣做。
泰國人認為頭部是精靈所在，十分忌諱外人撫摸⼩孩的頭部。⼩時候父⺟
會斥責我們「手指指無禮貌」，對泰國人來說，「腳指指」⼀樣是非常不
禮貌和羞辱的行為。下次遇到泰國朋友，就記得不要這樣做了。 

泰傭到港工作 30 年，從傳統宗教到歸入主名下，渴慕全時間事奉上帝 3 

  1987 年新妮離開泰國來港工作，最艱辛是起初 2 年，語言是⼀大挑
戰，本身不懂廣東話的她，與僱主或其他本地人僅能以英語交流，卻也未
必暢通。同時，因香港居住環境狹窄，對異鄉人的身心靈發展也無太大好
處。 

 但個性刻苦耐勞的新妮，逐漸能適應當地生活。2、3 年後，既學懂基
本廣東話，而能方便溝通，居住環境大⼩也不再困擾她，加上努力工作，
已能烹調出美味佳餚，受僱主賞識。之後換了僱主，起初消沉了⼀陣⼦，
但新僱主卻為她帶來「永恆的福樂」，因為剛好新僱主的牧師朋友向她傳
福音，並為其禱告，也說了許多安慰和鼓勵的話，為新妮帶來平安、喜樂，
於是她決定信主。 

 但新妮的家人卻另有想法，因家裡都信傳統宗教，所以其信主⼀事引
起家人反彈。但新妮生命的美好見證，最終感動家人及親友。包括，她會
把賺得的工資都寄回家中，又介紹親戚至香港從事家傭，家人在信仰上不
但不再反對她，反而轉為支持。 



 不只當個平信徒就心滿意足，新妮對靈命有更深追求，⾸先，她在工
作之餘，另花時間透過遠距課程進修神學；要兼顧兩者其實並不容易，她
曾心生放棄，還好有牧師鼓勵，加上自身對《聖經》的熱愛，於是共花了
近 10 年時間讀神學，於 2013 年畢業。新妮對靈命追求的渴慕並沒有停
下來，她更有感動，要全時間事奉神，今年 7 ⽉回泰國的她，在神學院進
修、念正規的神學課程，裝備自己，以全時間事奉上帝。  

在港泰人普遍的 3 大困難，教會當把握機會成傳福音契機 4 

 事實上，香港的泰人還不少，當中有很多聚居於九龍的九龍城，在該
區開設大量餐館和雜貨店，所以該區有⼩泰國的別名，這族群在當地會面
臨許多困難，但未必會受到關注，以下是幾大要點： 

1. 語言不通 

 廣東話對普遍新來港的泰人是⼀大挑戰，起初他們多是不會聽，之後
或者能聽能說，但讀寫中文也有難度，以致與本地人的隔閡難以消除。 

2. 經濟負擔 

 由於來港工作的泰人多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其大部份工資都會寄回
家，但由於泰人在港多從事基層工作，工資本就不多，且香港是⾼消費地
區，經濟在平常情況可能已未必足夠，若家裡有事需大筆金錢，更是百上
加斤。 

3. 思鄉之情 

 泰人離鄉背井，在陌生他國生活本就不易，女性若是當傭人，在照顧
別人家人的同時，卻無法親自照顧自身家人，看著別人的家人時，容易觸
動思鄉之情。 

 泰人在港面對上述種種挑戰，若尋求宗教，由於泰國是佛教國家，大
概⾸先會從佛教著手；因此盼望當地教會看見，他們在香港的時間，是很
好的傳福音機會，即使信主可能遭家人反對，但由於家人不在身邊，會減
少⼀些阻力。 



  香港也有關心本地泰國人的教會，只是還不算多，求神感動更多機構
或個人，願意向他們傳福音，關心該族群，帶領神所愛的每個靈魂同奔天
國道路。 

1,2 有關資料下載自 http://minorities.etvonline.hk/tv/tc/video/chapter9.html. 2018 年 9 ⽉ 22
日。 

3,4 有關文章下載自 http://www.cdn.org.tw/News.aspx?key=9155. 2018 年 9 ⽉ 22 日。 



你⽋生命⼀份神蹟嗎？           徐旨 

⼀切從平凡開始  

  我是香港⼀名英語老師 - 很普通很⼀般的初中英語老師。有⼀次禱告
會，上帝呼召我。沒有強光，沒有燃着的荊棘，只有⼀句：「你願意為我
去嗎？」雖然外面的燈光昏暗，但我的內心卻澎湃激盪。是我嗎？我是誰？
我有沒有聽錯上帝的聲音？主，我真的拙口笨舌，而且有很多缺點，祢確
定要用我嗎？短短十多分鐘，卻經歷了人生中最大的⼀次掙扎。最後，我
只記得自己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之後眼淚就⼀直流。但是人真
的很軟弱，⼀分鐘前我才這樣跟神說，⼀分鐘後當會場的燈亮起來，我卻
立刻拿起東⻄拔腿就跑。神的僕人就此跑掉了？沒有。上帝要用的人總跑
不掉。透過經文和禱告，上帝再次給我肯定與鼓勵。於是，我踏上了宣教
路。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胎，我已分別你為聖；
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
年幼的。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哪裏
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
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 5-8 ) 

 



展開超凡生命 

  從目不識丁到用當地語言教英文，從舉目無親變成到處都是朋友和
弟兄姊妹，這全是神的恩典。在香港教英文比較像是錦上添花，但是在宣
教工場，不要說孩⼦們，甚至連老師的英語水平也是低到無法想像。學生
知道學習英語很重要，但是他們沒有好的英語老師教導他們。感謝主的恩
典，在四年的服侍裏，祂不單帶領我可以教導過千個中⼩學生，也讓他們
⼀個個愛上英語，努力學習；今年學校更希望我能提⾼老師的水平及教
學法。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
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
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太五 14-16) 

  感謝主讓我成為光，並把我放在燈台上，讓人將榮耀歸予祢！本來在
香港強大的老師陣容裏，我只是⼀個初出茅廬的黃⽑丫頭，是個平平無奇
的瓦器，卻因著有主耶穌這寶貝放在我裏面，我的生命才顯得璀璨，這是
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自己。 

生命如何變成神蹟 

  如果你問我怎樣從平凡的我走到現在的我，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信
靠和順服。若我不信神在帶領，而單單注目於我的不足與軟弱，以及前面
可能面對的困難，我肯定不會踏上這條宣教路。若我沒有順服，就會像約
拿般跑掉，消滅聖靈的感動了。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說：「你當宣教士很偉
大呀！你真的很勇敢呀！」每⼀次我都回答說：「偉大只適用於上帝，我
只是祂的僕人。感謝主使用我這個卑微的僕人。」至於勇敢，我實在說不
上，因為我選擇了走在最保險又最安全的路上，就是行在祂的旨意中。因
為沒有人比上帝更認識祂所創造的我，我的生命藍圖都在祂手中，不跟著
祂走，我要怎樣走呀？ 

 



神蹟不是歲⾸煙花匯演，要叫全城的人譁然，但當你願意讓生命迸出
耀眼光芒的時候，生命的神蹟的確如煙花，能叫身旁的人譁然，你願意嗎？ 

        作者為香港宣道差會聯屬宣教士 
(以上文章經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允准， 

轉載（節錄）自《往普天下去》2018 年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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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 (美國中信差會) 
連心橋 

電郵： bridge1711@gmail.com 

電話： 155-747-38-125 ； 63558240 (HK) 

生日： 9 月 20 日 

停薪留職 (宣道差會) 
高淑芬 

電郵： 
生日： 

shukfunko@gmail.com  
1 月 28 日 

泰國 特別群體  (宣道差會) 
青島雁子 

電郵： 
地址： 

verahung@swissmail.org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路 22-26 號好兆年行 508 號
(香港宣道差會代轉) 

生日： 4 月 21 日 

英國 (美國華人宣道聯會) 
鍾偉權、梁玲 
  

電郵： afecal@yahoo.com.hk 

電話： 
地址： 
 
 
 
生日： 

Landline: 44-2082008692; Alexis' mobile: 
44-7986581009; Ada's mobile: 44-
7752157038 
45 Wakemans Hill Avenue, London NW9 0TA 
United Kingdom 
5 月 18 日（鍾），8月 14 日（梁） 

歐洲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林堅(Gordon)、蕭咏梅(Maggie) 
  

電郵： 
  
電話： 
地址： 
   
生日： 

gordon2biz@yahoo.com.au 
maggie.siuwm@gmail.com 
mobile ：(61) 433450743 / 433450741 
COCM,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K. 
9 月 27 日(林)，10 月 11 日(蕭) 

澳門 (香港宣道差會) 
梁祖永、杜燕玲 
   

電郵： sunday104@gmail.com;  
yinlingto@gmail.com  

電話： 
 
生日： 

祖永： (853)63003039 
燕玲： (853)63975111 
12 月 9 日（梁），9月 7日(杜) 

東南亞 (香港海外福音使團
(OMF)) 
幸子/Jolly  

電郵： 
生日： 

Joyfuljolly2014@gmail.com  
11 月 9 日 

英國 
(香港環球福音華會） 
安藤世美  

電郵： 
生日： 

tsugumi.ando10716@gmail.com     
15/7(安藤)，19/5（世美） 



非洲 馬達加斯加 (宣道差會) 
李就成、林燕萍 
  

電郵： 
  
電話： 
地址： 
  
  
生日： 

li_chow_shing@yahoo.com.hk  
lilamyinping@hotmail.com 
261-20-53-33800 
Pasteur & Mrs. Li Chow-shing 
Villa Gilza, Rue De la Liberation, 
Tamatave, 501, Madagascar 
6 月 28 日（李），6月 27 日(林) 

台灣屏東基督教醫院 
余廣亮、陳怡思 

電郵： 
電話： 
地址： 
  
  
  
  
  
  
生日： 

Kwongleung2002@yahoo.com.tw 
+886-(0)9-1919-8020（手電） 
Joseph Kwong-Leung YU, MD, MSc, PhD.  
Superintendent 
Vice-Superintendent, Academic & Education 
Affairs 
Director, Overseas Mission Department  
Ping Tung Christian Hospital  
#60, Ta-Lien Road, 900 Ping Tung, TAIWAN 
12月30日(余醫生)，3月8日（余太）  

東亞創啟地區(英國國際海外使團) 
J & R 海燕夫婦  

電郵： 
生日： 

Jeandcyl1@psmail.net  
7 月 19 日(J)，8 月 25 日(R)  

台灣嘉義(S.E.N.D 國際差傳協會) 
陳偉紅 
  

電郵： 
電話： 
通訊： 

chbrenda2004@yahoo.com.hk 
(886-5)2910677   (0) 972437394 
台灣 40699 台中市郵政信箱 63-44 號 

生日： 7 月 26 日 

本土跨文化 泰人恩福團 
(宣道會區聯會) 
黎李翠玲 
   

電郵： phailinlai@yahoo.com 

電話： 27188090 / 60236977 

地址： 九龍城沙浦道31-35號錦輝商業大廈2字樓A-
C 室  

生日： 10 月 19 日 

柬埔寨 Hope International 
School(香港循理會) 
賴偉慈(Maria)  

電郵： maria921@gmail.com 

電話： 078 240 640 / SKYPE-marialai921 (free) 

地址： P.O. Box 2521 Phnom Penh 3 Cambodia 

生日： 9 月 21 日  

印尼人恩典之家 
黃小麗(Euodia, Yoedy Murjanty)  

電郵： 
生日：  

euodia.wong@gmail.com 
1 月 21 日  

電郵： vivianso1202@gmail.com 

電話：  (在香港按 6661)、(在泰國按 061) – 
2708008 ； Skype ： vivianso1202; 
Whats App ： (852) 6756 6126  

地址： P.O. Box 18, Maeping, Chiangmai, Thai-
land 50301. 

生日： 12 月 2 日 

泰國清邁（中華福音使命團） 
蘇燕茵 (Vivian)   



  

印尼人恩典之家           黃小麗傳道 

  荃宣“印尼人恩典之家”(Rumah anugerah)由 2011 年成立至今，
成立的目的是服侍⼀群在港工作的印尼家傭(印尼姐姐)。我 3 年前初來香
港時，是接替上⼀任印尼傳道的， 我感激過去 3 年以來協助“印尼人恩典
之家 ”的肢體們。 

  “印 尼 人 恩 典 之
家”的服務忠旨是『在
神的 恩典 中成 ⻑和彼
此服事』。為了實踐這
個宗旨，我作為她們的
牧者，帶領⼀群基督徒
印尼 家傭 敬拜 神；教
導和 訓練 她們 參與教
會的 服侍 ；教 導及鼓
勵她們透過讀聖經、每
日的 靈修 及禱 告跟神
建立深厚的關係。 

  我們的服侍對象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印尼姐姐們。馬太福音
14 ： 13-21，在耶穌的傳道工作中，耶穌走到羣眾當中，接觸和幫助他們。
同樣地，“印尼人恩典之家”不僅重視聖經教導，我們還提供技能訓練，
裝備她們擁有⼀技之⻑，待回國後，成為她們的謀生工具。 

  故此，為了提升更專業化的訓練，在過去的兩年裡，“印尼人恩典之
家”跟不同的專業機構及專業人士合作，如 Jerry 老師（專業理髮師）和
Enrich（財務和賦權教育組織）。還有⼀些教會的肢體們，用他們的專業、
專⻑，透過開辦各種的課程，教授、裝備及服侍這群異鄉人。我們在這裡
感謝曾在“印尼人恩典之家”服侍的義務導師們包括： Mercy，Fion，
Fanny，Franky，Shirley，Lisa 等。 



  

 家庭的問題往往是印尼姐姐離鄉別井、越洋工作的主要影響之⼀。有
見及此，我們開辦了⼀個關於“婚姻教導課程”。課程中希望透過神的話
來幫助單身及已婚的她們。還有，“印尼人恩典之家” 更提供『個人輔導
服務』給基督徒及非基督徒的印姐們。讚美神，透過這個服務，越來越多
的人（特別是非基督徒）得到幫助。所以，她們開始將這個服務推薦給她
們的朋友。在輔導的過程中，縱然有時候她們有些不願意祈禱，但願神利
用這個輔導服務引導她們向主耶穌敞開心扉。 

  最後，我想鼓勵荃宣的弟兄姊妹能參與“印尼恩典之家”的事工，爭
取機會與印尼姐姐分享神的愛，特別是那些圏外的羊(印尼姐姐)。 

（原稿請參英文版） 

 



RUMAH ANUGERAH            Pastor Yoedy 

  Rumah Anugerah is one of our church’s ministries to serve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from Indonesia. Rumah anugerah is firstly 
served by several church members since 2011 and I am grateful 
that I have been part of it in the last 3 years. 

  Rumah Anugerah serves both Christian and no-Christian at-
tendances. In Matthew 14: 13-21, in His ministry, Jesus touched 
physical needs of the crowds who follow Him everywhere. Likewise, 
Rumah Anugerah, not only provides spiritual guidance, but also 
provides skills that will be useful for their life (future). 

  These last 2 years, Rumah Anugerah also works with profes-
sionals in providing those skills: Mr. Jerry (Professional Barber ) and 
Enrich (Financial and Empowerment Education Organization). And 
also with some Church members who long to serve with Rumah 
Anugerah (Mercy, Fion, Fenny, Franky, Shirley, Lisa, etc.). 

  Rumah Anugerah’s theme is “Growing and Serving Together 
in God’s Grace. To fulfill this theme, as a Pastor, I lead them to 
worship God, teach and train them to serve in Church matters and 
also help them to have a deep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rough Bible 
study and daily devotional life.  

  One of the coaching materials for Christians is "marriage cate-
chism".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caused them had to work abroad 
was family problem. May God use this way to help them, not only 
for them who have been married but also for the single as well. 

  Rumah Anugerah also gives counseling time for both Christian 
and non-Christian attendances.  Praise God, through this counsel-
ing time, more and more of them (especially non-Christians) feel 
the benefits and start recommending their friends to come coun-



seling when they have problems, even among them are no longer 
reluctant to ask for prayer. May God use this counseling time to 
lead them to open their hearts to the Lord Jesus. 

  Last but not least, I want to encourage our church members to 
be involved in Rumah Anugerah’s ministry, so that more and more 
opportunities to share God’s love to Indonesian Domestic Help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態度決定深度                                        黃慧文(差傳項目幹事) 

由去年 10 ⽉起我開始在菲律賓姐姐團契服待。最初，她們給我的
第⼀個印象是 : 樂天。 ⼀年過去，我發現她們除了『樂天』外，『樂
趣』是她們面對困難的⼩寶貝。 

早陣⼦菲律賓受多個颱風侵襲，濠雨及大風不單造成多人死傷，無
數家園更被摧毀。 菲姐們很多家裹是種田的，豐收總是令人期待。可
是，突如其來的颱風摧毀了農田，期盼的收成化為烏有。 記得有⼀次在
團契查經時，我問菲姐們：颱風下，你們菲律賓家裏的情況好嗎？組內
幾位的菲姐們異口同聲地描述颱風、濠雨下她們村內的人的生活。 就是 
以『樂趣』的態度面對『濠雨』的深度。 

  她們說：『因為雨水多，雨水的深度填滿了整間房⼦，有些屋頂更
被大風吹走，他們就乾脆在房⼦內游泳，享受游泳的樂趣。』當時的我
禁不住追問：『甚麼？不擔心的嗎？』菲姐們兩手⼀攤做出無奈的表
情，接著，她們這樣回答：『如果你有機會來我們的村莊，你隨便進入
任何⼀戶，我們會開心地跟你分享食物，彼此互相幫助。』  

 這是甚麼的智慧？我問她們擔心的問題，她們跟我說出解決方法。 

  聽著她們回憶過去在菲律賓生活的點滴，她們教會我面對事情的方
法：與其在困難裏鑽，倒不如找個樂趣的方法去面對它。 因為耶和華必
保守，祂是坐著為王的那位，就交託祂吧 ! 正如大衞在詩篇 29 :10 『 洪
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 ; 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接著，
我又想起主禱文當中的⼀句：『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太 6 : 11)。 感謝天父放我在菲姐中間，讓我學習以『樂趣』的態度面
對『困難』的深度。 

 

  

 



 

 

 

 

(農曆年崇拜後留影) 

(崇拜後⼀起吃午餐) 



 

2018 年泰國清邁訪宣集體分享  

 

“今次行程大大⼩⼩共十八人，目的是探訪我們的蘇燕茵宣教士，了
解和支援她的工作；同時給本堂肢體有關海外訪宣的真實體驗。出發前
我的爸爸病了，很掛念他。讓我想到宣教士⻑期不在父⺟身邊，那種掛心
更是不容易！我亦很珍惜每日同弟兄姊妹的靈修分享時間，聽到⼀個又
⼀個故事，不得不將他們的心聲告之。作為⼀個訪宣領隊，真的很感恩。”    

            ~周潔瑩傳道                    

“這次我帶著尋找神給我下⼀站的心情，第⼀次參與了教會的短宣，
也順便探望教會差出的蘇姑娘。⼀直以來我對跨文化的宣教都沒有任何
的感動，若不是神要我關注，我都沒往這方面想過！”      

             ~Nellie 

 “這次是第三次到泰國訪宣，三次都不同地點(曼谷、巴吞他尼、清
邁)，支援不同的宣教士(黎嘉禮牧師、⾼淑芬姑娘、蘇燕茵姑娘)。…在訪
宣過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信二代」的參與。…相信作為父⺟的，
最安慰的莫過於看見⼦女在神的恩典中成⻑，建立屬於他們個人和神的
關係，而不是二手或耳食的信仰。”   

              ~ 堅⺠ 



 “上次到泰國訪宣已是十二年前了，那時孩⼦還在⼩學階段，而其中
⼀名訪宣隊員就是燕茵。今次我們就是要去探訪支持她，她的身份完全不
同了，由⼀名⼩隊員變成了宣教士，感恩她能帶著神的呼召，去到泰北學
習泰文並關愛泰人。”    

              ~佩嫻 

 “每次短宣都是付出和收獲不成正比的。今次亦不例外，…恩典卻是
多而又多的。大仔 Louise 雖說是犧牲不能參加⼩學畢業營，但他在這旅
程中的回饋反思，卻令我感到十分欣慰。他説了三個體會，第⼀，認定短
宣比畢業營好玩；第二，他體會到教書的老師，當遇到不合作的⼩朋友時
的辛勞；第三，親身體會宣教士的辛苦。弟弟 Samuel 同樣懂事，他主動
和哥哥商議，⼀起立志在整個行程放下最愛的玩具（陀螺），並告訴我，
為的是「要專心為主工作」。在這旅程中，我個人最大的得著是，發現他
們真的開始⻑大了…”      

              ~敏娟 

“很感動宣教士們為泰國的付出。記得燕茵對我們說，她也會記掛著
香港和香港的家人，但當她回到香港後，卻更記掛著泰國這地方、泰國人
的需要。又記得傅牧師和師⺟，對學生們如同自己孩⼦般記掛看顧，他們
對泰國的負擔，神對他們的呼召和感動是無比真實。”   

              ~偉平 

“在學生中心晚飯後如廁，發覺水箱水掣壞了，不能拉水掣沖水，原
本諗住⼀走了之，但有聲音說：「你不是要盡量做可以做的事嗎？」結果，
我打開了水箱...。就當是我為學生中心留下的⼀點貢獻罷！”     

             ~志坤 

“學生中心有三位傳道同工，都為了回應神的吩咐，願意放棄自己的
生活模式，住進學生中心，甚至他們的兒女都與這些學生⼀同生活及成⻑。
就如聖經所說：「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
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林前 9:20-23。亦有部分居於農村的宣教士，由於他們的⺟會未能支持其
薪津，因而要自行耕種或做兼職以求糊口。他們就是單憑著對主的忠誠及
對泰⺠深厚的愛，堅持踏上刻苦己身的宣教路，實在令人佩服！”   

             ~愛明 

“在這次訪宣中，我和其他參與訪宣的⼩孩⼦⼀起演 Drama 的時
候，他們的眼神，是明白和專注的，不是在我們 rehearsal 時我想像中的
惹笑目光。我想，如果下⼀次還有機會，在情况容許的話，我會再次參加
短宣。 在寫這篇分享時，我亦反思了關於平時星期天返少年崇拜，我曾因
為自己的私慾去了 hea 區玩手機。情節有⼀點像是 Drama 內容，我被魔
鬼引誘，沒有專心的敬拜。所以，希望神保守我，不去回應魔鬼的引誘，
專心敬拜上帝。”    

              ~翹哲  

 

 



“整整的⼀週與燕茵宣教士相處，讓我看到⼀位很真實的宣教士，她
努力的學習、服侍，卻沒有迴避掩飾自己在宣教路上，常要克服無盡的困
難、孤單與掙扎。語言是⼀號困難；食物、居所、交通的難處也不易克服，
常常念掛香港。常常經歷感受和情緒上的⾼低。 

若不是神⼀直從⼩引領燕茵，怎會想到家庭的經歷，是要讓她有天要為泰
國獻上⼀分力； 
若不是神以衪的犧牲和愛吸引她，何來的勇氣作出離鄉別井的行動； 
若不是神不間斷的鼓勵和堅定她，何來的決心撇棄安舒，繼續留守，走這
無悔的路。”   
             ~Vienna 

“最令我感欣慰的，就是⼀班與我們⼀起參與訪宣的年輕⼦女，他們
也是很認真及投入地在詩歌、攤位、默劇及見證中參與，聽到他們所經歷
及分享，亦讓我感動。讓我想起耶穌說把⼩孩⼦帶到他那裏來。原來當我
們把⼩孩⼦帶到他那裏去，耶穌會與他們相遇，並與他們建立屬於他們與
耶穌之間的個人關係。”   

             ~仕泉 

“我從某途徑得知平日 70 個學生，每餐的費用只需 500 泰銖，相等
於⼀百多港幣，但招待我們訪宣隊，竟給我們大魚大⾁，令我們吃得好不
開心。我們不但沒有傳福音給當地人，還到當地人的地方大吃大喝，令我
懷疑我們訪宣隊是否真的對當地有幫助。但傅師⺟回答是：「你們的到來，
令他們知道他們不是唯⼀的基督徒，令他們知道他們不是孤獨的。」傅師
⺟的回答對我來說十分重要，原來我們只要簡單地來探望他們，對他們來
說已十分重要。…其實我已來過清邁兩次，但以前我認為清邁是⼀個旅遊
區，很多人來也是來遊玩、吃喝玩樂的。但經過今次的訪宣，當我更細緻
看這些地方的時候，我發現四周也是佛像。他們敬拜的是假神，而且他們
也不知道。所以如果以後再有機會，我必定會再來清邁訪宣，希望可以把
更好的帶給他們。”    

             ~樂邦 



“上主啊，今次能夠順利成行也不是理想當然。⺟親在我出發前兩星
期跌倒致令盆骨受創，在擔心是否會影響我的訪宣行程時，上主又讓她必
須留院臥床三個星期，故我可以安心踏上征途。…在清邁，祢讓我看到立
志擺上，忠心事主多年的宣教士，他們甚至祈求天父不賜兒女，以便安心
在工場裡⻑期服侍。祢又讓我看到⼀個被魔鬼撒但掌控的地方，甚至大街
⼩巷都是滿佈偶像的國家。但欣喜的是，祢亦讓我看到⼀群認真學習聖經
的年輕人，從困境中經歷祢大愛的學生，他們手持大本聖經，專心聽道並
寫下筆記，使我深受鼓勵。因此，祢向我説明，泰國不是石頭地，泰國人
更是上帝祢從未輕看的⼀群。”   

             ~成和 

“多年來我們也是⼀家參與短宣的服侍，然而，當兒女日漸⻑大，他
們願意與父⺟⼀起參與短宣並非必然。他們選擇參與，再不是滿足父⺟的
期望，而是他們也盼望能察看天父在異邦中的作為。從兒女的身上，見證
了神使用他們的恩賜及經歷作事奉…作為⺟親，見證了兒女在信仰路上的
成⻑，禁不住為他們感謝神。”   

             ~瑞蘭 

 “報名前已知道有機會與學校的測驗撞期，神讓我憑信心的報名了。
可是，最終測驗真的安排在短宣期間，但神給我信心讓我堅持參與訪宣，
深信神會帶領，讓我更深經歷祂的作為。神讓我在第⼀次的測驗得到理想
的成績，使我能放心缺席第二次測驗。這並不是我的能力，全是神的恩典。”            

              ~藴晴 

  “在這次訪宣中，令我最深刻的莫過於是與新天學生中心的學生和
同工們分享我的生命見證，令我感到十分榮幸。…透過這次的見證分享，
我發現“表達能力”是父神賜予的恩賜，祂讓我清晰地把自己的經歷向別
人分享。從前，我十分害怕在眾人當中分享。但這次分享以後，我發現在
會眾面前分享也不是⼀件可怕的事。為主作見證令我心裡充滿喜樂，還能
感染身邊的人。在聚會後，蘇姑娘跟我説，我的分享令⼀些學生印象很深



刻，成為了他們的幫助。…日後，假若再有機會與其他人分享見證，我不
再懼怕，反會找緊機會和別人分享主的恩典。”          

               ~希朗 



2018 黃金閣訪宣的新體驗                              吳志佳牧師 

  過去，荃宣的黃金閣訪宣是安排於七、八⽉舉行，⼀直是非常有人氣
的隊伍；今年決定改在五⽉份去黃金閣訪宣，是教會的新安排。五⽉份出
發，人數明顯比過往少，只有 6 人加差會⼀位牧者共 7 人。雖然如此，八
天裡我們的工作及行程也沒有相對減少，只是行程、安排上有所不同。 

 今次安排訪宣隊於五⽉份前往，主要是希望體驗差會在腊戌的其他
工場，尤其剛剛交由差會管理的美崙學生中心；基於希望探訪其他工場，
與差會溝通後，只有五⽉份這個檔期才能前往，所以，2018 年的黃金閣
訪宣就這樣安排了。 

 探訪的地方包括：美崙學生中心、歸正學生中心、聖⺠⼩學、邦伍教
會，跟過往探訪曼德勒的真光教會及學生中心，與腊戌的聖⺠學校及邦伍
教會有比較大的分別。美崙是⼀所有待開發的學校，不少破舊的建築有待
重建，甚至現用上課的地方，多是殘破不堪的，難以想像如此地方可以是
⼀所學校，難怪美崙希望差會協助。相比之下，歸正學生中心的外型與規
模也比較理想，學生們的平均年齡及成熟度也比美崙⾼。這兩所學校的食
水安全問題是值得關注的，訪宣隊在此問題上，也作出了具體的關心。至
於聖⺠學校及邦伍教會是荃宣多年關心的，學校與教會，是較上述的地方
有規模，最大需要的就是邦伍教會的禮堂重建計劃，他們現時還在草皮建
成的建築物中聚會、崇拜，遇上雨天，影響非常大，極需要重建；他們亦
有收留戰區學生，荃宣近年也有支持這些學生的費用。   



  總括而言，是次訪宣擴闊了認識差會在腊戌的工作，這是⼀個廣大
的禾場，有不同的教會、華文學校，他們共同面對相似的問題，大概
是：樓房的重建、教學的質素及聖經教育、老師的培訓與關懷、傳道同
工的協作與關懷。要關心這些問題，彼此的關係很重要，所以聖⺠學校
及邦伍教會是荃宣不應放棄接觸的工場，可以設法協助他們各方面的發
展。除此以外，黃金閣的事奉較合適學生參與，從語言上及內容上，也
適合學生參與，未來可以沿用過去暑假的檔期，鼓勵學生參與，亦建議
可以由負責年青人的同工領隊，這安排的效果，不單可以持續關心工
場、建立關係，更可以培訓年青人有屬靈、事奉、短宣的經驗。 



蘇州‧相遇‧機遇                                             陳韻琴傳道 

2018 年 7 ⽉ 2 日，我們⼀行 17 位弟兄姊妹，再⼀次踏上往蘇州的
旅途，為當地⼀所公辦大專的 50 位同學舉辦夏令營。在目前國家政策禁
⽌國外機構在大陸舉辦活動的情況下，我們依然可以獲邀前往⼀個公辦
大專舉辦學生活動，怎能不感恩？ 

可以到這所學校舉辦活動，主要是因為負責學生工作的學校⾼層是
我以前在蘇州 HKUSPACE 的⼀位同事。他雖然知道我們是基督徒，但是
出於對老同事的信任，再加上他知道我們舉辦的夏令營對學生有意義，所
以致力向學院院⻑擔保我們不會傳教，義工當中也不會有港獨人士。 

也許有人會問：「那麼訪宣的意義在哪裡？」是的，有甚麼意義呢？
蘇州夏令營的定位，⼀直都是希望透過有意義的活動內容，與國內大專生
分享正確的價值觀，在活動過程中，與他們建立友誼、分享生命的恩典，
活出生命見證。過去，經常有參加過的國內同學告訴我們，這三、四天是
他們大專生活中最有意義的三、四天，因為有人關心他們的看法，讓他們
有存在感等等。有的甚至希望以後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幫助學生反省人
生。並不是我們的活動搞得多精彩，主要是因為國內的同學没有這樣幫助
他們反省人生的夏令營，也很少有人花時間關心他們內心的想法。這三、
四天的夏令營活動，對他們而言是寶貴的。每年總有參加過夏令營的同學
來找我們，他們十分懷念當年夏令營對他們的幫助。 

 



蘇州夏令營在服侍國內學生的同時，也是我們的弟兄姊妹操練服侍
的機會。在籌備學生夏令營時，我們也是在另⼀個無形的夏令營中，經歷
主的恩典。 

今年七⽉，是我們第二次在這所學校辦夏令營。今年的主題叫「相
遇」，主題是探討人際關係，包括與自己的關係、朋友關係、戀愛關係和
與家人的關係。夏令營是透過三天的七個活動環節，貫穿起「相遇」這個
主題，讓參加者透過歌曲、講座、歷奇遊戲、⼩組討論與分享等，反省和
體會自己各個層面的人際關係。由於「夏令營」這個活動的名字，在國內
的學生心目中，相當於：⼀幫人⼀起出去觀光遊玩，或者是聽沉悶無趣的
講座，所以學生都不想參加。今年的 50 位同學，⼀樣以為我們的活動也
是那樣没意思的活動。他們大多數是由該校的老師呼籲、指定和半強迫式
地要求來參加的。所以有⼀兩位同學⼀次也没有出席，有幾位只是應付式
地來了開幕禮，而留下來參加的 35 位同學，最後在回應表上都說這三天
他們覺得很有意義，也玩得非常開心，有的甚至說早知道這個活動這麼好，
他們會叫上好朋友⼀起參加。他們都說三天不够，希望可以⻑⼀點。   

 

 

 

 

 

 

 

 



 自 2006 年開始計算，這是第 11 次為蘇州的大專生舉辦活動。作為
每年的參與者，感到這「相遇」實在得來不易，因為 13 年來的延續，包
含了很多過去的恩典和潛在的機遇。令我感到驚喜的是，去年有⼀位現在
在國內公共機構擔任青年人培訓的畢業生聯繫我，說他在人生的低潮時
期遇上夏令營，讓他豁然開朗，希望我們可以協助他的機構辦和夏令營類
似的活動，讓其他國內青年人也可以從中得到幫助。也許，這是神在夏令
營為我們埋下的伏筆，開拓⼀個服侍國內青年人的機會。  

 



台中訪宣 - 宣教不簡單                                             熊曉恩傳道 

  本年六⽉底我與五位考
完中六文憑試(DSE)的少年
人⼀起到台灣苗栗公館作宣
教體驗，對於在荃宣成⻑的
他們來說，「宣教」、「宣教
士」這些詞語並不會陌生，但
親身體驗對大部份來說還是
第⼀次吧！從頭腦的知識到
親身經歷，這學習更是寶貴。
在事奉以先，我們⾸要體驗
和學習是適應當地的生活習
慣及文化，作為土生土⻑的
香港人，實在有點不慣。 

⾸先，為免渠道淤塞，如廁後不可將廁紙掉入馬桶內，有⼀次忘記了，
其實廁紙即時已沖去，但後來廁紙會再跑出來，要多沖幾次才能沖掉。泰
國訪宣時也不可將廁紙掉入馬桶內，對我而言不是新事，但實行上來始終
不太習慣，縱然廁紙掉入垃圾桶中，但也感覺不衛生呢！第二，台灣實行
垃圾分類，若不正確棄置垃圾，住戶有機會徵收罰款。有幾次我們以為某
些物品是⼀般垃圾，所以掉入垃圾桶內，結果我們要從垃圾中取回，用水
沖乾淨再分類擺放待棄置。另外，每天早上七時前(星期日除外)，廚餘需
放到⾨外，有車會來收集。宣教士不建議晚上放出外，因會有流浪的貓、
狗覓食，牠們會將廚餘弄出來，影響街上的衛生。有兩三天早上我們忘記
了將廚餘放出⾨外，噢！存放廚餘的地方就充滿廚餘的味道了！！第三，
公館是鄉村地方，居⺠習慣早睡早起，也有午睡的時間。街上的店舖大部
份會很早關⾨，我們外出吃午飯和晚飯，有時打算去某食店，但總是沒有
開⾨，我們也摸不清他們的營業時間；這些皆與香港的生活節奏和文化
不⼀樣。 

 



短宣的⼀星期我們有份
參與幾項宣教士恆常的事奉，
這些以外她仍要默默預備和
繼續其他事奉。從事奉中體會
到作為⼀個宣教士不簡單，其
中⼀個深刻的體驗就是信仰
⼩組的服事，訪宣隊的任務是
預備足夠十多人的⼀頓晚飯、
帶詩歌、遊戲和信仰分享。⼩
組前⼀天，在不同意見下我們
終於決定了煮甚麼。⼩組當日
我們吃了早餐就分工，到街市
買材料、洗切、清潔聚會的地方….由於我們是生手，時間未能掌握得好，
最後晚餐的時間延遲了，聚會內容也需簡化。我們六人大部份在香港做的
家務是有限公司，但當晚完成了五餸⼀湯和清潔的工作，這是我們的突破
了。看見參與的人也吃得飽飽的，且投入參與每⼀個環節，帶給我們成功
和滿足感。我們已經完成任務，但想⼀想，六個人的分工平常是宣教士⼀
人負責，只是⼀頓飯我們差不多已預備了⼀整天，可想像平常她定必由早
忙到晚，每週懊惱菜單、處理事前和膳後工作，更重要的是預備⼩組內容，
關顧組員。信仰⼩組只是宣教士其中⼀樣事奉，還有其餘的探訪、教導事
奉、外展的工作…… 

短短的⼀週我們進入工場，近距離的接觸宣教士讓我們淺嚐宣教。從
生活習慣、文化的學習到事奉，感受到宣教不簡單，讓我們多記念眾多的
宣教士們。 



霧台教會之美                                           朱志輝牧師 

  2018 年 7 ⽉ 25 日，訪宣隊⼀行十二人啟程台灣屏東縣訪宣之旅。這
次是荃宣第⼀次正式出訪台灣原住⺠教會。訪宣隊其中⼀個任務是到海
拔 1,000 公尺山上的霧台⻑老教會帶領英文營。  

訪宣隊充任救災隊 

  在上山途中，我們先到了日新教會。眾人在禮堂細聽主任牧師介紹，
外面正下著滂沱大雨。不料，雨水突然湧入，來勢洶洶。訪宣隊沒有默契
地自發去拿掃把、地拖、垃圾鏟、⽑⼱等等，各施所⻑把雨水趕回。感恩
任務完成，牧師說從未有類似事件發生，是神差派訪宣隊來救災呢!   

上帝奇工  

  黃昏前到達了霧台，在教會陽台遠望，驚見連綿山巒，雲霧飄送，濃
時片片，薄時輕煙，不禁讚美上帝創造奇妙。霧台教會的興建，盡取當地
建材，由魯凱族信徒合力建成。教會設計出自部落信徒，國寶級雕刻家之
手，揉合部落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表達。教會成為部落生活和信仰的聚合點。 

  村⺠是同⼀族群，更是主內弟兄姊妹。置身其中，倍感主裡⼀家的真
實。我們負責的英文營，年齡層由幼兒到中學生，團友起初都擔心如何帶
領聚會呢! 但喜見活動中，大的會照顧⼩的，⼩的又從大的身上學習和配



合，交織成⼀幅美麗圖畫。教會肢體關係，應該就是這樣吧! 上帝奇工： 
外望霧台，景色優美，內望教會，又是另⼀種美!  

故事且要伸延 

  訪宜隊能為英文營預備的時間不多，節目交付了兩位青年人和⼀位
資深主日學教師負責設計，他們都能帶領團隊美好完成。感恩上帝的豐富
的預備，以及各人的忠心服侍。團隊中有⼩學生和初中生各⼀位，不要以
為年紀⼩的難有發揮，他們是認識新朋友的「磁石人」，默默地用 Line 與
其中⼩學生聯上朋友。訪宣的奇妙，就是當人願意踏出為神工作，神總會
使用你!  

 願神賜福霧台教會，成為置於山上的燈台，繼續為神發光! 



路加團的呼聲                                            廖志強傳道 

現時，路加團每個⽉都會定期安排 2 至 3 位團友，到澳⾨氹仔堂協助
梁祖永宣教士夫婦，參與⼀些兒童及青少年的服事。雖然只是微不足道的
付出，甚至對宣教士的幫助只是杯水車薪，但相信在過程中獲得最大得益
的，是⼀班樂意參與訪宣的團友們。 

記得現時的定期訪宣，是始於 2014 年五位路加團團友。他們在參與
了為期六日的澳⾨訪宣後，看見澳⾨工場的需要，便主動回應宣教士發出
的呼聲，開始籌劃每⽉定期訪宣的服事。⼀方面，他們期望能夠運用團友
們的興趣及專⻑，去服事當地的學生，藉此減輕宣教士的事奉重擔；另⼀
方面，他們也透過鼓勵團友參與服事的過程中，在團契內推動差傳的教育，
讓團友可以透過實際行動來認識並實踐大使命的吩咐。 



去過澳⾨的人都會知道，單是來回船票的費用動輒就已經要三百多
元。然而，昔日參與定期訪宣的團友，卻是自掏腰包、不遺餘力，為的只
是想減輕宣教士的負擔而已。有見及此，路加團於 2015 年嘗試向教會⼀
些團契單位募捐船票費用，避免有團友因經濟考慮而無法參與服事。我們
也在此衷心感謝曾經資助過我們的以勒團及但以理團，你們的慷慨使這
個服事能夠得以延續下去。時至 2018 年，我們很⾼興保羅團⼀起參與了
這個服事，⼀同身體力行地繼續支持氹仔堂的宣教事工。 

回顧往昔，作為路加團導師的我，實在為這班⼀直以來默默耕耘、不
問收穫的參與團友感到十分驕傲。你們已經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了信徒的榜樣，你們的年輕也實在不能叫人⼩看呢！願主繼
續使用你們來祝福澳⾨氹仔堂的發展，也願你們的生命成為神手中貴重
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如果你也被這些年輕人的所作所為感動，請你也過到來幫助我們
吧！(徒 16:9)  



    

 
卡倫劉易斯著，愛麗斯羅達繪圖。《A 至 Z 知多少？⼀群沒有聖經的⺠族》。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1996 年 7 月初版。57 頁。  

這是⼀本很薄、很多插圖，像是給⼩朋友
看的書。它帶你遊覽地球上 26 個引人入勝
的地方，各處都有新奇的事物和叫人難忘
的景象如：鳥兒整齊地排列在枝頭上；
熾熱的太陽把地面的空氣蒸得…。本書同
時帶你認識各式各樣的人物，他們都是⼀
群有趣又惹人喜愛，卻是沒有⺟語聖經的
人，當中人物包括有攀山的、捕魚的、跳
舞的、賽馬的、獵熊的…。他們都令你印象
深刻，目不暇給。其實作者最終的目的是
鼓勵讀者繼續為這 26 個沒有⺟語聖經的
族群禱告，現時天父已差派了譯經員開始翻譯聖經工作，祈求他們在天父
的恩典中完成翻譯工作，好讓當地人能閱讀自己⺟語的聖經，因認識生命
的主，生命因此得著更新和改變。     

樂亞蕾著。《片片生活點點情-聖經翻譯員的故事
與分享》。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2004 年 5 月初版。
209 頁。 
作者是聖經翻譯員，跟隨丈夫在少數族裔中間
服事，養兒育女。身兼宣教士與⺟親，作者以親
身經驗告訴讀者，神如何深切認識他每⼀個兒
女，並知道怎樣以我們心底的語言向我們說話。
在這 30 篇文章裡，她以既活潑又細緻的筆觸，
與讀者⼀同細味她在宣教路上的片片生活與點
點情。 
 



韋恩    賀夫著。《隨時隨地的相遇》。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2007 年 4 月初版。100 頁。  

身在異處，宣教士身處缺乏牧養和信徒的支持，
他們學懂了隨時隨地翻開聖經，藉禱告等候神
前來相會。此書包含四十篇靈修⼩品，有的是作
者在工作和遊歷期間的觀察；有的是他從差會
其他會員身上聽聞的故事；也有的是他對經文
的分析理解。無論身在何處，作者總以他在神裡
面的洞見，滋養身邊人的屬靈生命。隨時隨地，
我們的生命與神交流。願讀者閱讀本書時，越發
靠近耶穌基督-他渴望天天與我們相遇。 

 

韋華著。吳慧珠，邵潤和譯。《更新的愛》。 
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2007 年 3 月初版。128 頁。  

作者是世界福音動員會（Operation Mobili-
sation, 簡稱 OM）創辦人，自 17 歲信主後，他
深信與世人分享福音是刻不容緩的使命，讓世
人明白神是愛的真諦。「世界福音動員會」的名
字源於 1950 年代末期，那時候，神將廣傳福音
的異象，賜予⼀些熱心實踐大使命的歐洲和美
洲青年基督徒學生。作者覺得有許多安坐於各
地各大教會的年輕人，實在是可以被推動前往
未曾聽聞福音之地，與未信的人分享耶穌基督
的福音，傳揚悔改得救的信息。本書是他的講道
集，他盼望藉著本書的信息，能夠幫助信徒成為
⼀個為耶穌基督而活的真正屬靈更新者。 



申德衛、、、、陳紫蘭著。文家銘譯。《以色列的復興-語言、、、、土地和⼦⺠》。 

以色列福音差會。2011 年 8 月初版。128 頁。        

猶太人會歸信主耶穌嗎？上帝終極的目標是
復興墮落的受造物，歸回他自己。作者中⼀位
是猶太人，⼀位是華人，均相信向猶太人傳福
音是今天宣教工作重要的⼀環。他們分別從
神如何復興了猶太人的語言，土地和⺠族，讓
我們看見神在歷史和在現今的作為，激勵我
們關懷猶太人的得救。 

 

 

 

龍蕭念全、翁競華、姚桂芬等著。《宣教千里-27個宣教勇士的心聲》。 

宣道出版社。2006年 2月初版。174頁。 

⼀直以來，你我總覺得宣教是項很偉大的工程，
不是我等凡夫俗⼦可做到的。宣教？請差遣他
吧！本書眾位作者均要告訴我們，宣教士也是
普通人，身處異地時，他們也要面對不少衝擊。
本書就是記錄了⼀些宣教老兵新丁在履行大使
命時的感受，有笑有淚，有滿足有失落。但每當
回望，他們總是心懷感恩，覺得祝福滿滿的。 



回顧與展望                                黃麗嫻傳道 

  2018 年是本堂最多宣教士回港的⼀年，計有因身體不適回港就醫的
J & R 海燕夫婦、⾼淑芬、李林燕萍師⺟、杜燕玲等；另外有鍾偉權牧師
的外⺟重病，夫婦二人也輪流回港照顧及奔喪；賴偉慈也於年中放特別
假回港。除此之外，回港述職的有幸⼦、Gordon 夫婦、青島雁⼦、安藤
世美等。我們亦會常見的，經常來回東亞工場和香港的連心橋。若從關心
宣教士的角度看，今年真的能夠近距離的接觸或關心他們。此外，訪宣隊
也代表教會去關心在清邁的蘇燕茵、台中苗栗的陳偉紅及在台南屏東的
余廣亮醫生。所以，除了在加國學習的冒號家庭之外，所有本堂的宣教單
位已約見面談，差委會差關組也特別的關心他們了。總的來說，我們的宣
教士已趨向年⻑，換句話說，也需要正視他們的身心靈健康了。 

  今年的訪宣隊也有些少特別，泰國清邁的訪宣隊在招募時由起初不
足五位增至十八位，當中包括幾個家庭，也有⼀些是⾸次參加的，隊員訪
宣後有很美好的分享；黃金閣訪宣嘗試由經常性的安排在暑假轉到五
⽉，目的是想探討另外的工場服務點的需要和開辟其他時段給不同的信
徒，但結果是招募不易。另外，少年群組的傳道有負擔去培育⼀些 DSE 的
學生，故此也安排了去陳偉紅宣教士的苗栗，從他們的訪宣後的匯報，感
恩看到他們的成⻑，也讓我們確認可再安排訪宣體驗給 DSE 學生，當然先
要鼓勵他們在成⻑階段先學習本土福音工作。最後，感恩的是，今年我們
仍可有機會往國內探訪，但我們得敏感當地的政策，不會貿然冒犯的。 

  至於兩個外傭事工，印姐因只有⼀位印籍傳道黃⼩麗（Yoedy）負責，
她在星期日實在分身不暇，早上負責崇拜講道，印崇⼀般約有 6-8 位基督
徒印姐出席。之後很多非信徒（大多數是穆⺠，也有少數是印度教）陸續
前來中心，預備愛筵； Yoedy 會將她們 28-34 人分作四組，每組均有信
徒和非信徒，當中鼓勵信徒在做飯的過程中要作好見證。愛筵之後，Yoedy
會為信徒查經或分享基督徒倫理；但若有非信徒印姐對基督教信仰有開
放的心的時候，就沒有人手去開展福音性查經了。我們為這需要繼續向主
祈禱，希望有懂印尼語又對這群近在咫尺的“福音未得之⺠”的基督徒姊
妹樂意伸出援手。現時，這群非信徒在飯後，有的是與親友電聯，有的是
睡覺，有的是閒話家常。當 Yoedy 與基督徒印姐查經之後，整群印姐有



會開始興趣班了。有時學廣東話，有時學寫中文字，我們亦安排了兩個⽉
的初級剪髮班給她們，提升她們的謀生技能。在公假時，Yoedy 則會安排
戶外活動給她們舒緩身心靈。至於菲崇方面，參與菲崇服事的兩位本堂姊
妹已⻑時間參與了數年啦，近年因著不同的個人原因，參與的密度都有影
響。感謝神，我們在菲姐中建立及鼓勵兩三位成熟和穩定參與崇拜的起來
作主席，及數位作帶領詩歌敬拜，這群組人數也漸漸增⻑，約有 12-18 人
參與。 

  感謝主，於 2018 年下旬教會為差傳部新增了⼀位「項目幹事」黃慧
文姊妹（Shirley），她能協助菲崇的運作之外，也安排了查經團契，平均
有 10 人參加，這個不單能加強她們對神話語的認識，也能圍聚這群菲姐
有更親密關係，互相扶持。她亦有協助印姐興趣班和差傳教育。 

最後，就是差傳信心認獻。這幾年的差傳支出預算都維持在港幣五百
多萬元，希望弟兄姊妹多些操練信心認獻，讓我們齊齊實踐主的使命，就
是差傳使命。  



** 教會保留有最終的行程安排及參加者的甄選權，參加者務必預留時間參加集訓 ** 

參加訪宣者須知參加訪宣者須知參加訪宣者須知參加訪宣者須知：：：：    

1. 信主信主信主信主兩年，在本堂穩定聚會穩定聚會穩定聚會穩定聚會超過一年者；已受洗會作優先考慮； 

2. 留意身體的健康狀況；(前往某些地區需要預先服藥。) 

3. 檢查旅行証件及有效日期（出發前半年）； 

4. 向辦公室取申請表取申請表取申請表取申請表，並及時交回； 

5. 請預留時間接受集訓接受集訓接受集訓接受集訓。受訓開始時請提交一份約 500500500500 字的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6. 所需費用將會多除少補； 

7. 訪宣體驗完畢後完畢後完畢後完畢後，交一份 500 字的文字分享短宣體驗短宣體驗短宣體驗短宣體驗；同時亦希望你能參與及
推動教會的差傳事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全部待訂全部待訂全部待訂全部待訂))))  
天數天數天數天數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費用(HKD)  

5 ⽉ 6 台灣-宣道會區聯會青年學習交流團 4,500 

  12 +/-聖地 13,000 

  7 +/- 柬埔寨-連心橋學生負責的工場 7,000 

  12 +/- 馬達加斯加 14,000 

6 ⽉下旬 5 

台灣屏東縣獅⼦鄉或其他平地原住⺠教會 
服侍對象：原住⺠兒童或/及少年人 
項目：假期聖經學校(Amazing Camp) 
宣教士：余廣亮醫生 
人數： 10 至 14 人 

4,500 
  
  
  

7 ⽉上旬 7 蘇州大學生生活營 4,000 

7 ⽉中旬 9 黃金閣 7,500 

12 ⽉下旬 5 +/-金城江探訪隊 4,500 

    +/-泰國巴吞他尼 7,500 

2019201920192019 年訪宣行程年訪宣行程年訪宣行程年訪宣行程((((初擬初擬初擬初擬))))     



    2019201920192019 年差傳年差傳年差傳年差傳支出支出支出支出預算預算預算預算    全年金額(全年金額(全年金額(全年金額(HK$)HK$)HK$)HK$)    

一一一一．．．．資助宣教士資助宣教士資助宣教士資助宣教士    

高淑芬、陳偉紅、青島雁子、連心橋、賴偉慈、
幸子、鍾偉權牧師夫婦 、李就成牧師夫婦 、梁
祖永夫婦 、黎李翠玲師母、余廣亮醫生、林堅牧
師夫婦、J & R 海燕夫婦、蘇燕恩、安藤世美及冒
號家庭 ……  

3,067,280 

二二二二．．．．資助短宣資助短宣資助短宣資助短宣、、、、探訪隊探訪隊探訪隊探訪隊    
台灣原住民、黃金閣、泰國巴吞他尼、柬埔寨、
馬達加斯加、以色列、蘇州、金城江……  

76,500  

三三三三．．．．探訪及支援宣教士探訪及支援宣教士探訪及支援宣教士探訪及支援宣教士      20,000  

1. 中國：都安、金城江、南寧及河池巿、蘇州 
… 

647,153 

2. 海外：中緬、泰國、馬達加斯加、澳門……  446,530  

3. 本土跨文化事工：印姐、泰人、其他(如菲姐) 432,200 

五五五五．．．．探索/開拓新事工探索/開拓新事工探索/開拓新事工探索/開拓新事工      20,000 

六六六六．．．．資助宣教機構資助宣教機構資助宣教機構資助宣教機構    

宣道差會、房角石、中信(香港)、SEND(香港)、
COCM(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前線差會、華福、
中福、香港循理會、OMF、WEC、威克理夫聖經翻
譯會、選民事工差會、SST、其他   

658,800  

七七七七．．．．差傳教育差傳教育差傳教育差傳教育      24,000 

八八八八．．．．備用金備用金備用金備用金      20,000 

九九九九．．．．雜費雜費雜費雜費      8,000  

     總支出預算總支出預算總支出預算總支出預算：：：：  5,420,4655,420,4655,420,4655,420,465    

四四四四．．．．資助宣教事工 資助宣教事工 資助宣教事工 資助宣教事工     

「「「「信心認獻信心認獻信心認獻信心認獻」」」」    

 「信心認獻」不同「十一奉獻」！「十一奉獻」是按著個人的收入，從十分中抽出
一分！「十一奉獻」著重個人能力和對主的忠心！「十一奉獻」是「當納的」、「當獻
的」，是「屬神的」。瑪拉基書 3:8 說：「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
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
物上。」嚴格而論，「十一奉獻」對信心生活沒有直接的關係！ 

 「信心認獻」又是甚麼呢？「信心認獻」不是看我們的收入和存款有多少！也不是
單看我能作甚麼！「信心認獻」是按著神要「我」，和祂能幫助「我」奉獻給差傳的心
志和目標；「信心認獻」重點在祂的能力和「我」的信心！深信祂會照「我」信心的程
度供應；「信心認獻」對「我」日常信心生活和普世差傳事工，有莫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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