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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到中原高地短宣，遇上這樣的故事：

一位二十歲的年輕人愛上一個女孩，卻遭她鄙視，冷眼對待，年輕人斷然輕生

喪命。在沮喪、徬徨之際，家人忽然想起一位住在本區的基督徒，向他求助。

這位基督徒聯結區內的信徒一起為死者禱告。出乎意料，這位年輕人竟然死而

復生！這個神蹟使全家人都歸信基督，並且非常虔誠，許多村民也因此信了耶穌。

最近與年輕人碰面，他表示想到胡志明巿讀神學，目前他在教會主日崇拜彈結

他伴唱，帶領會眾敬拜神。

在偏遠中原高地，基督徒一禱告，神蹟奇事就發生。信徒有的就是像小孩子一

樣單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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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在一間製藥公司工作，她與一眾科學

家同事每早踏入辦公室，就各自埋頭苦幹，下

班又逐一從各自的工作間離開。沒多久，艾莉

覺得這情況在公在私都沒有益處。同事間缺乏

交流，彼此的工作沒有聯繫，更談不上甚麼團

隊精神。

她決定改變現狀。一個星期五早上11時，

她請大家喝現煮的咖啡和親手烘焙的巧克力餅

乾，結果九成七的同事從工作間走出來……開

始聊天……彼此交流觀點與技術。

誰料到巧克力餅乾竟成為天國的工具？艾

莉把握機會，提供香濃咖啡和可口的小餅乾，

讓同事輕鬆一下，從此，彼此的距離拉近了，

話題也多了，可謂公私兩便。

你瞧，福音不僅對同事是好消息，對我們

的工作和職場也有好處，不是嗎？我們努力工

作，也見證著神的工作─創造的奇妙和其中

與

餅乾、
咖啡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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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Hippsley
The 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有時候，職場與教會兩者之間看似

相距甚遠，在職場上要怎樣作基督的門

徒呢？在此特地介紹「七個如何」，作

為你和我思想的框架：

靠著神的幫助，我……

●	如何把工作做好？為神把工作做到最

好，靠著神的幫助獻上至善。

●	如何活出敬虔品格？彰顯出聖靈的果

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溫柔和節制。

●	如何藉恩典與愛心做事？無論是做事方

式、召開會議、做績效評估，都先考慮

別人的利益。

●	如何建立企業文化？你公司裡的工作文

化怎樣？你能做些甚麼來提升及改善公

司文化？

●	如何引導人學習耶穌的樣式？你做甚麼

和怎樣做是否流露耶穌的樣式，使同事

心生羨慕而仿效呢？

●	如何作真理和公義的出口？為真理公義

發聲，或抵抗不公平、不正之風。

●	如何作福音的出口？儆醒禱告，常作準

備，一有機會就與人分享耶穌在你身上

的作為。

同時做到「七個如何」是不可能

的，我們需要慎思明辨。

求神助你檢視你已做到的，就得著

激勵。

求神助你看見你可以做的，剛強壯

膽。

別忘記，不用弄得那麼複雜─眼

觀四處，耳聽八方，一包餅乾就夠用！

的秩序，神賜予工作，叫我們和家人享受勞碌

的成果，並與有需要的人分享；工作讓我們一

展所長，使世界變得美好。

我們在職場裡也肩負神的大使命：修補人

類在第一個工作場所伊甸園，因偏行己路所造

成的破壞。我們不用把神摒於辦公室之門外，

就讓神在職場裡塑造我們，藉我們的工作去影

響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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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成		劉玉鳳
Paul & Grace Wong

2009年加入使團
在柬埔寨參與醫療宣教

因此訓練本地的醫護人員，讓他們關顧自

己國家人民，是非常重要的策略；除了透過講

課、小組學習以及臨床指導，傳遞醫學知識和

技術培訓之外，我們也強調醫學倫理的重要。

體驗與主同工

第二年我們開始	「半工讀」的生涯，一邊

繼續語言學習，一邊參與慈愛診所的服侍。這

是一間美國基督教機構設立的醫療中心，在柬

埔寨已有十多年歷史，宗旨是以廉宜的收費，

提供優質的全人治療，藉此見證基督的愛，傳

揚福音。

這裡的醫護人員是來自不同國家的宣教

士和義工；另聘請本地護士、化驗員以及三位

年輕的醫生，給他們在職培訓。另外也有屬靈

2009年，我們一家回應神的呼召，懷著戰

兢的心情到柬埔寨服侍，盼望透過全人醫療服

務，叫人感受到神的愛，認識基督。

全人的醫治

第一年除了文化語言的學習和生活的適

應，我們也探索服侍的崗位。	

柬埔寨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衛生

環境未如理想，醫療服務非常不足。政府沒有

提供免費的醫療，對醫生及護理人員的專業資

格也沒有統一的監管，醫療服務的質素也很參

差，病人不需要醫生處方，也可以在藥房購買

到各式各樣的藥物。柬埔寨人對本地醫生不太

信任，有經濟能力的，都到越南或泰國就醫；

而窮人病了卻求助無門。

福音之旅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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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隊工，專責關顧病人的心靈需要，在候診

室播放耶穌傳影片，和病人和家屬個別交談、

輔導，作心靈的關顧，也定時作外展服務和探

訪。

這中心主要服侍貧窮人，他們大多來自

外省，都是由教會、宣教士及志願扶貧機構轉

介。這樣，就可互相配搭，跟進病人全面的需

要；決志信主的病人，也可以由教會繼續跟

進。有些在慈愛診所信主的病人，回到自己家

鄉向鄰居傳福音，建立了家庭福音小組及教

會。

我們也在一所教學醫院工作。因著種種原

因，我們沒有持續在醫學院任教，但神給我們

不同的服侍機會。我們認識了一些醫學生，當

中有求知慾強的，或對課堂及臨床課題有不明

白的，我們就替他們成立學習小組，教導醫學

知識和醫學倫理，並邀請他們查考聖經。未信

主的，就作福音性研經。已信主的學生，就與

他們定下目標，每次聚會用一小時查經分享，

一小時醫學講課。我們回港述職時，天父又預

備了另一位醫生，繼續帶領他們。

見證神的大能

這幾年的服侍，我們雖未成就很多大事，

卻看見神在不同人生命中作工。

身心靈的醫治

以實瑪利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一穆

斯林村落，他患了腎病，腹腔積水，腹脹得像

一個足月的孕婦，他認定自己命不久矣，因為

村裡類似的病人都活不過幾個月。有一位宣教

同工到他的村子探訪，把他轉介到慈愛診所。

建成為他診治，確定他得了腎臟綜合症，

可以用特效藥醫治。對症下藥，他痊癒了，腹

水也退去。以實瑪利說是主耶穌和診所的醫生

醫治了他，於是決志信耶穌。他轉信基督，要

承受家人和村民的壓力，請為他的信心禱告。

宣教心志

蒂莉是來自外省的醫學生，醫科三年級時

信主。一直與學園傳道會同工查經成長，熱心

向同學傳福音，又是查經組長，跟進初信主的

同學。我們認識她時，她已是五年級學生，她

聽見我們有學習小組，便邀請我們新開一班，

替她和她的同學補課。

她與我們分享她也有志作宣教士，畢業受

訓之後，回到自己家鄉，服務村民，為基督作

見證。看見她的熱心，對神話語的渴慕，我們

也很受鼓勵。請繼續為她的心志禱告。

總結

在這四年的宣教旅程中，我們雖然遇著不

同的困難和挑戰，但主帶領我們一一渡過，叫

我們經歷與主同工。雖然沒有甚麼豐功偉績，

但我們深知不是要建立自己的業績，神呼召我

們學習謙卑順服，任祂使用，為祂作見證。而

在其中，我們經歷到神的恩典，靈命得以成

長，生命得著造就。

願我們的腳蹤被神看為佳美，將榮耀歸給

那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殺戮中的再生（導航本）
http://ereading.org/2013/11/21/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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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其彪
Edward & Winnie To

1992年加入使團
現任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

從植堂到堅固教會

上重重困難。當初以為容易建立關係的人卻給

我們閉門羹，那種被拒絕和冷淡的對待實在令

人灰心。

有一群熱血的青年信徒，早在幾個星期

前，就為佈道會排練詩歌和話劇。佈道會那

天，他們竟然一個都沒有出現，一位弟兄跑去

他們的宿舍，才知道這群年輕人去了二十公里

以外的瀑布遊玩。他們當真忘記了晚上佈道會

要演出嗎？當然不是，他們只是害羞不敢演

出，又沒勇氣拒絕我們，唯有一走了之！只怪

我們沒有敏銳地察覺他們的難處，如果我們事

後教訓他們一頓，只會逼使他們不再踏足教

會。我們學習了一個很好的異文化功課！	

植堂初期我們如同救火隊，東奔西跑為會

友和初信者救火。他們無論在感情、工作、經

植堂猶如建立一個家，要以愛心、努力、

忍耐、與委身，甘願付出而不求回報。

教會增長成熟，我們自然感到欣喜和滿

足。這二十多年來我只開拓兩間堂會，一間在

香港新界，另一間在泰國南部。兩間堂會都已

經自立成長，香港的教會已經產生第二代信徒

領袖，他們經過栽培和訓練，承擔教會的發展

使命。而泰國南部的教會，在缺乏傳道同工的

牧養下，仍有欠缺之處，可是信徒忠心持守所

信的真理，每週查考神的話語，實在為他們感

恩。

回想初到貴境，在泰國南部開荒佈道著實

不易。那時剛開始第二任期，略為掌握到泰國

語言與文化的竅門，加上當時有位資深的女宣

教士一同配搭，滿以為可以大展拳腳，豈料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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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和家庭方面都有許多問題。一個主日，宣教

同工剛好放假，崇拜開始時只有三位會眾，就

是妻子、小女兒和我。我們照常開始敬拜、唱

詩；聚會結束時已有六位信徒參與。

過去十年與教會一起成長，經歷了不少磨

練。每當我們看見有些信徒具有潛質，可以栽

培成為教會領袖，這也是他們最容易受到攻擊

之時。我們在離開前兩年開始裝備信徒領袖，

訓練他們講道、帶領聚會、研讀和查考聖經，

並作出外佈道訓練。在小小三十人的教會中，

主讓我們訓練出六、七位信徒領袖，在缺乏牧

者牧養時，他們仍然能夠維持教會運作，並栽

培初信者的屬靈生命。	

縱然在弟兄姊妹眼中宣教士是他們的牧

者，但我們要持守宣教目標，按聖經真理建立

教會而非戀棧安逸。宣教士只是建造房屋的鷹

架，房子建好後便要拆掉鷹架，以免妨礙別人

看見屋子的真正面貌。		

植堂猶如建立一個家，這個家需要愛和真

理作棟梁。兒女長大後，要學習放手，對我而

言，這是信心的功課，要將主所交託的小羊交

還大牧人的手裡。

泰南教會在我們離開後，曾先後由兩位

傳道人牧養，但他們都因個別原因離職，總共

只留在教會事奉一年多。去年當我們夫婦重返

泰南探訪教會時，見到他們三年來在自養和自

治下，成長了不少。然而，像父母看兒女，教

會在我們眼中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但我們學

習到，今天我們的身分已經改變，不再是他們

的宣教士和牧者，而變成了他們的顧問。若非

他們主動詢問我們的意見，我們要忍耐不說太

多，繼續為他們禱告。若要他們自傳、自養、

自治，就必須給予他們空間去摸索，並從失敗

中學習。我們只是僕人，作工有時、觀看神奇

妙的作為有時。

感謝主我仍有機會作這兩間教會的顧問

牧師，我只求神賜下智慧，懂得與祂的教會同

行，耶穌基督才是教會的元首和大牧人，願主

在教會中得著最大的榮耀。

泰國禱告手冊
Nine Blessings 

for Thailand

God is moving in �ailand like never 
before; at least one person is coming 
to Christ every week, even every day 
in some places! 

More than 170 years of evangelistic 
e�ort have been spent on �ailand 
and right now, we are seeing a slow, 
steady harvest. �ere is unprecedented 
interest in the gospel and more than 
1,000 new churches have been started 
since the year 2000.

But the �ai are still one of the least 
evangelized people groups on earth. Only 0.5% of its 60 million people are 
believers and Buddhism has a strong grip. Breakthrough will only come by 
prayer and the power of God. 

A growing missionary team is in place to take the work of God forward and 
many �ai Christians are passionate about evangelism and church planting. 
But can they do it without our prayer? 

WHY IS NOW THE TIME 

TO PRAY FOR THAILAND?
“Thailand is a country where for many years we have not 
seen much break through, but now we sense God at work. 
It is amazing to see a number of Thais not only coming to 
honour Jesus but actually leading other Thais to faith. I’ve 
witnessed 800 young Thai believers meeting together for a 
day of prayer; it is incredible to see movements like these 
beginning.”

-THAI WORKER

WE NEED TO PRAY 
FOR THAILAN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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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鴿子

「我的兒子近日常說看不清楚黑板上的

字，被老師責罵，又經常訴說頭痛。昨天我帶

他去看醫生，醫生說他可能患上腦腫瘤，要安

排接受電腦掃描。但是，這些檢查很昂貴啊，

家中哪有餘錢？請弟兄姊妹為我的兒子禱告，

求神在他身上顯出醫治的大能！」雖然中亞洲

的識字率很高，醫護人員卻忽略小孩患上近視

的可能，把頭痛問題診斷為腦腫瘤，不但讓小

朋友及家長虛驚一場，更使人對本國的醫療制

度投不信任票。

「小組中有位弟兄信主已有十年，為人安

靜，又樂意參與教會的事奉。誰知他暗地裡酗

酒，怪不得他經常有工傷意外，又無法積蓄足

夠金錢去結婚。三十多歲仍未婚叫他在家人面

前抬不起頭，結果酒愈喝愈凶，昨天他女友嚷

著要跟他分手，大家吵得很厲害。你們中心有

否舉辦戒酒、健康的自我形象的講座可以幫助

他？」

「與我們合作的機構計畫送出三十副眼鏡

給視力有問題的人，並讓民眾多認識保護視力

的重要，因此邀請我們開辦講座，盼望藉此機

會與他們分享真光！」

中亞日趨穆斯林化，對外國人所提供的

服務存著戒心，為免妨礙福音事工的發展，我

早於兩三年前退居幕後，在辦公室預備健康常

識或心理輔導的材料，安排本地員工接受適當

的培訓，然後由他們主領活動和講座。今年，

我也回國進修，好能帶領本地信徒開設使命企

業，讓他們在職場上為主發光。

培育本
地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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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底亞

「我需要送兒子上幼稚園，所以上

班遲到。我利用部分午膳時間作彌補，但

會計還是剋扣了我的薪金，我覺得不是味

兒，最後離職。」伊蒂在我們的咖啡館工

作了一年多才透露這事。其實我們認識她

一家人已經很多年，但從來沒聽說她曾經

在另一家使命企業工作。

一如我們所料，伊蒂和其他本地人，

無論是信徒或非信徒，都在觀察我們和我

們的企業是否可靠。伊蒂和另外兩名員

工，從起初就在這裡工作，三年過去，我

們總算通過初步的「信任測試」，不過互

相認識的過程一直以來，仍是彼此觀察、

步步為營。

我們經營的咖啡館是在絲路上，一個遠古

以來，放羊的水洞旁邊，員工或顧客來自不同

文化和宗教，百花齊放，百鳥爭嗚。近年來，

社區內的衝突日漸增加，我們持定的信念是：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

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十三34-35）如

同主所吩咐的，在眾人面前活出好見證。

在跨文化團隊工作多年，這簡單的命令

知易行難，但若不遵行，我們的見證就徹底失

敗了，我們傳的福音變成自欺欺人、虛偽的謊

言。

碰到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時我們該如

何處理？道德倫理是否一成不變？使徒保羅

在哥林多前書二章提供了答案：「因為我曾

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只要我們還在這裡服侍，就得放下堅

持己見的權利。把自幼承襲的文化價值觀，

為自己爭辯好證明我對你錯的權利，都化成

活祭獻給上帝。不少時候，我們奉為神聖不

可侵犯的倫理價值，往往和對方的看法只是

絲毫之差，何必吵得面紅耳赤呢？類似經歷

教曉我們謙卑，不靠賴別的，惟認識耶穌基

督並祂的十字架。

守得雲開見月明，新舊顧客告訴我們咖啡

館給他們「家」的感覺，來到這裡，不期然感

受到一份溫暖和接納，也有人說我們的食物能

吃出愛的味道。

下一步，找合適的機會和方法告訴他們，

愛的源頭在於……

絲
路
上
的
咖
啡
館

使命企業
http://vimeo.com/5121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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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思勵
Keith & Celia Olson

2011年加入使團
寫於日本語言中心

儘管父母都熱心宣教，我卻沒想過當宣教

士。想像學習中文或日文等外語已把我嚇怕。

長大後，得知有些宣教士不喜歡或不尊重當地

文化，因不了解本土文化造成傷害。如此宣

教，不做也罷。

神滿有恩慈，祂讓我和傑夫遇見不少很棒

的日本朋友。在大學和研究院，我有幸與不同

日籍音樂家合作。我特別欣賞我的朋友兼同事

─和子，她為我介紹日本料理和茶藝。讓我

對日本文化和語言萌生興趣。

當我和傑夫正躊躇神學院畢業後的去向，

我們認識了使團在日本的資深宣教士施東尼夫

婦，他們傳福音的熱誠令我們敬佩，欣然接受

他們的邀請，到札幌參與短期宣教體驗。

在日本，看到東尼和珮特與同事和朋友的

交流，顯見他們真心愛日本人。如此宣教，我

願意。

依照珮特的示範、網上教材和教會姊妹的

幫助，我從料理開始研究日本文化，先製作我

們的午餐便當。一位語言老師─田村老師鼓

勵我們：「在日本宣教的關鍵在於愛上日式料

理，這會為你打開日本人的心門。」

此言不虛，第一次在日本慶祝新年，我預

備了禦節料理─傳統的新年盛宴。我以圖片

與日本婦女交流，可以看出她們因我對日本文

化感興趣而自豪。

2011年7月我和丈夫加入使團，到日本宣

教，我為頭四年的任期訂了三個目標：用三味

線彈唱民謠，穿著和服及學習茶藝。現在我正

學習三味線和穿著和服，茶藝要留待完成語言

學習後再開始。

學習三味線和穿著和服的過程中，我體會

到師徒關係、日式學習（依照老師的做法，不

斷重複），還有發揮創意的框架。這些課堂亦

給我大好機會觀察日本信徒如何分享信仰。三

味線老師是位信徒，她的夢想是與其他信徒一

起彈奏三味線；和服穿著班的老師也是信徒，

課堂是她接觸人群的機會；和服穿著班在我的

朋友直子家中舉行，她自然地與朋友分享信

仰。她們都是我效法的榜樣。

我還算是初抵日本的新人，但我明白鍾情

日本文化助我建立深厚的友誼。身為宣教士，

我要愛日本人，愛他們所愛，才能與他們一起

建立地道的日本教會。

當地文化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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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讀的聖經學院要求學生跨省宣教。

2013年7月，我前往高地傳福音，在那裡認識了

一位了不起的婆婆。她七十六歲，在2004年從

天主教轉信基督。她因信主而經歷不少困難及

迫害。

她目不識丁，但渴望讀懂聖經，於是熱切

向神祈求。神為她施行神蹟，起初她只能辨認

一些單字，逐漸可以閱讀比較長的句子，如今

她已能讀懂整本聖經，但聖經以外的文字仍是

一竅不通。

她子女眾多，無論直系或遠親她都向他們

傳福音，百多位親人因她信了耶穌，不少都是

領百人歸主 ■安
河內的神學生

21歲

全家信主，就如她兒子、媳婦和他們的八個兒

女全都歸入基督名下。

她每月都到高地各處作短宣。她懇切地求

神，假若能够的話也到越南中部宣教，她願意

乘摩托車出訪。火熱的佈道精神在她瘦弱的身

體裡燃燒，她無窮的精力使教會裡的年輕人也

自嘆不如。

請為在越南農村裡的基督徒祈求保護，他

們常面對本地官員的監視及逼迫。並求主預備

佈道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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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正宇Kairos，13歲
父母：黃偉恩、刁文愛

出生於檳城，1歲搬到吉隆坡，
8歲到香港，13歲到肯雅的納羅比

跟隨的 小檔案

八號颱風
8月4日晚上。颱風「天鵝」正向香港挺進。晚上9點多，氣象台正式宣布掛起八號風球。我在我們樓高22層的

組屋裡，靠著緊閉的玻璃窗，等待著看我生命中第一次的八號風球。颱風的聲音在遠處呼呼響起，我的眼皮卻在那

暗夜裡漸漸下垂，等颱風嚎嚎經過時，我已經呼呼入睡。隔天醒來，爸爸媽媽對我說，「昨天颱風的翅膀擦過了我

們家的玻璃窗。」望出窗外，天雖然還是烏黑，卻是一片的寧靜；颱風，已經離香港而去。

來到香港有困難嗎？當然有，不過困難常常就像那一夜的八號風球一樣，在我不經意間，一「呼」就過去了。

到香港去
2009年1月，差會要求爸爸媽媽搬到香港，參

與東亞創啟地區的事工。在還未搬到香港前，他們

問我：「如果神要我們離開馬來西亞到另一個地方

去，在那一邊，你必須用你不懂的粵語上課，而且

你也必須重讀二年級，你怎麼想？」我記得我靜默

片刻，然後毫無猶疑的說：「我跟著你們啦!」

勇氣？我想我並沒有甚麼勇氣，但是我卻知道

如何跟隨，因為我知道爸爸媽媽跟隨的上帝是可靠

的、是信實的。

話說當年
今年三月我十三歲生日的晚上，爸爸為我讀了一篇文章，那是他在我四歲那一年寫

給我的。其中有一段，爸爸如此寫道：「你一歲那年，爸爸媽媽帶著你加入差會，全時間

參與推動宣教的工作。那是一個全新的旅程，爸爸媽媽是戰戰兢兢的去探索前路的，你卻

不一樣。當年你雖然只懂得在地上爬，卻興致勃勃地探索每一個陌生的空間，每一個陌生

的角落。有你在身旁亂爬亂鑽，爸爸媽媽也學會以稚子的心，拿出勇氣繼續上路。」

一歲的事情，我已經沒有印象了，不過這十二年來，我親眼看見爸爸媽媽所跟隨的

上帝，親身經歷了上帝的許多恩典。雖然面對上帝，我依然靦腆，在祂面前常常說不出太

多話，不過我深知祂對我們的帶領總不會錯。

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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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時空
我記得第一天上學，爸爸媽媽讓我自己坐校車。我開始進入

粵語的世界，那陌生又充滿音感的世界。開學的頭三個月，我幾

乎完全聽不懂老師和同學們在說甚麼。那陣子我開始想念家鄉的

同學，我「騎上」了Google Earth越過南中國海，回到了吉隆坡

和檳城。探望我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小學，心裡想著：「不曉得我

的同學怎麼樣了？如果能夠下去該多好！」	

如今我已經在香港五年了，我的同學已經忘了我是從馬來西

亞來的，也忘了我原本是不會說、聽不懂粵語的。有一天當我離

開香港，我想我也會騎上Google Earth飛回來香港看看我所熟悉

的每一個地方。當初的困難，一「呼」就過去了，不是嗎？

我是檳城人
我二年級中文課本的第六課，題目是：我

是中國人。課文說：「我有黃皮膚，黑頭髮，我

是中國人；我的爸爸是中國人，我的媽媽是中國

人，我也是中國人。」我卻常常覺得自己是檳城

人。檳城不是一個國家，檳城是馬來西亞的一個

城市，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一歲前所住的城

市，也是我們假期常回去的地方，那裡還有愛我

關心我的popo（婆婆），有常常懷念我的堂弟

妹，也有我許多甜美的回憶。

不過爸爸媽媽卻常常提醒我天國人的身分。

他們說這身分能夠幫助我超越家國，在變遷中，

在家國之外能夠怡然自得。是的，如今我覺得香

港就像檳城，因為香港也有許多愛我的叔叔阿姨

和朋友，也收藏了我許多甜美的回憶。

肯亞，我來了
今年七月，我們一家人就會搬遷到東非的肯亞了，

那是一個更加陌生的地方。我雖然有一些害怕，不過心裡

卻是期待的。爸爸媽媽們說身為天國人也意味著我在甚

麼地方就成為甚麼地方的人。那好！我會學習去愛，去

欣賞，去接受這陌生的土地和人群。多年後當我離開肯亞

時，我想我也會懷念它，就像我懷念檳城和香港一樣，因

為那裡也會有許多我深愛，也深愛我的人。

又要上路了，這一次，我仍會緊緊跟著爸爸媽媽。

不！不是爸爸媽媽，而是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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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迪真
Tera Van Twillert
1988年加入使團

在台灣服侍邊緣群體

迦
美
地

的
誕
生

2011年2月˙台北
使團台灣區工場主任問我：「阿

真，妳有沒有想過在別的地方開展類似

『珍珠家園』的事工？」

我即時的反應是：「不要！」然

而，這個問題一直在我腦裡盤旋。上帝

又透過友人提到離台北市不遠的基隆港

有類似的區域，一些婦女只能藉出賣肉

體營生，但教會不知道如何關心她們。

2012年1月˙基隆
我像《約書亞記》中的探子，動

身前往基隆，有人為我介紹一位牧者，

他的教會位於紅燈區旁。一到那區，我

心中就有了負擔。我求主差派兩個當地

志工，可以一起探訪這群婦女，建立信

任關係。

上帝不是給我們兩個同工，而是

賜下兩所教會，各有一個志工小組！一

年下來，這些志工更有異象及熱情，小

姐們對我們的友誼也有正面回應，接納

我們向她們傳福音！

2013年1月˙荷蘭
一位荷蘭的禱告夥伴過世，為珍

珠家園事工留下一筆豐厚的捐贈。我們

應該將這筆捐贈用在基隆嗎？上帝要我

踏出基隆婦女中心的第一步嗎？怎樣才

能幫助這事工成為本土的、獨立的，且

不分教派呢？在荷蘭述職期間，諸多的

問題在我腦裡縈繞。

新
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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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基隆
回到台灣，得知基隆市長計畫在

基隆設立「性專區」，讓性服務業合法

化。他希望這個計畫帶來更多的觀光和

商機，刺激基隆的經濟。

這消息震撼基隆的教會，眾教會

聚集一起禁食禱告，挺身抗議市長的計

畫。一位當地同工分享：「教會在紅燈

區旁邊超過四十年，我們多次禱告他

們能遷走，但從未為她們失喪的靈魂祈

禱。阿真帶我們到那區傳福音時，我很

害怕，但看到那些婦女的回應，我瞭解

到最令人害怕的，不是她們是誰，也不

是她們所做之事，而是我們的態度。」

那天晚上，我們低調的事工被公

開了，且受到當地教會衷心的支持。這

給我們勇氣以建立新的事工。我們稱這

新事工為「迦美地」。

2013年12月˙基隆
由兩個基隆教會組成的團隊為紅

燈區舉辦聖誕報佳音活動和聚餐，那天

有300人接受小禮物，16位婦女參加我

們的聚餐，其中有四位前來教會慶祝聖

誕。請為跟進時所需的智慧代禱，也願

在各地更多教會都被挑動起來，幫助社

會邊緣婦女靈命上和生活上的需要。

Pearl Family Garden

http://vimeo.com/63892083 

「珍珠家園婦女中心」成立於2008年，在台北市為社會邊緣婦女提供

安全、溫暖的地方，透過每週的福音聚會、查經班帶領她們認識救恩，以

各類謀生技能課程幫助她們與社會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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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們來到中國，為要向藏族安多人傳福音。這些年間，中

國脫胎換骨，變化巨大，漢人教會茁壯成長，可惜藏族教會未能同步成

長。

福音的起頭
1886年夏，美國佈道家布威廉（William Blackstone）挑戰信徒：

「神似乎保留了那小片地土（西藏）作為祂再來前進入的最後禾場。」

1892年戴德生（Hudson Taylor）如此描述西藏福音工作：「要使藏

族人信奉基督，就像進入獅子洞，搶奪母獅身邊的小獅子一樣險惡。」

藏傳佛教是藏人的命脈，揉合了佛教和本土原始宗教苯教，集法

術、占卜、拜鬼、獻祭等元素。過去20年來，不少外國信徒向藏族人傳

福音，	但藏族信徒至今寥寥可數，佔全族人口不足0.01%。福音工作仍

未有突破，卻已漸露曙光。

曙光初露
1998年，我們開始向藏族安多人傳褔音時，只有兩名信徒，他們愛

主，與家人及同胞分享褔音。今天安多信徒已增至一百人左右，教會仍

在緩緩增長中。這裡只有兩個小型團契，信徒間甚少機會接觸，教會每

年舉辦一次讀經營，有些信徒只能藉此與其他基督徒見面。

生為西藏人就當信奉藏傳佛教，轉信基督就要面對逼迫、排斥和不

同的壓力。七年前，一位藏族朋友把生命奉獻給主，一直承受家人的壓

力。她協助翻譯，又跟藏人分享聖經故事。她父親對她苦苦哀求：「女

兒啊，你冥頑不靈，不肯放棄耶穌也罷。你不要再向藏人傳這異教了，

西藏
最後的禾場？ ■迦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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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家因你離開佛教已飽受折磨，你還要別人

受同樣的苦嗎？」她家住在一藏族村莊，村民相

信一切意外，農作物失收，都是因為有人觸怒了

神靈，若村內有人不奉行傳統宗教，自然成為眾

矢之的。

在1998年，藏族游牧群體從未聽過耶穌的

名字，今天有好些藏人聽過耶穌的事蹟，愈來愈

多學生看過耶穌傳，新約聖經被譯成通用的藏

文，不少僧侶都聽聞過基督教，據調查5至10%

安多藏人聽過福音。但同時，對基督教的抗拒也

更劇烈。

漢族教會的參與
過去20年，中國教會不斷成熟，至今基督

徒逾七千萬，起來參與宣教工作的不少。2010

年玉樹康藏地區遭遇大地震，卻因而受到中國

家庭教會網絡所關注。今天，中國教會組織短宣

隊，穿州過省到藏區去，雖然漢人善於與同胞分

享褔音，但要向藏人傳褔音卻很不容易。很多藏

人不懂普通話，漢人也難以明白陌生的西藏宗教

和文化，歷史因素使西藏人憎恨漢人。

雖然障礙重重，愈來愈多漢族信徒或教會

有負擔向藏人傳褔音，願意學習適切和有效的傳

褔音方法，	他們向長居於藏區的同工請教。在

不同地方都開設了培訓班，例如一個由藏人、漢

人和外國基督徒組成的小型培訓中心，漢族信徒

到來接受三天的培訓，認識藏人文化、語言、歷

史和如何傳福音，然後到藏區服侍藏人。

你可以參與
●	禱告褔音工作於西藏族群中有真實和持久的突破。

●	禱告藏族信徒能在基督裡扎根，多結果子。

●	禱告漢族教會茁壯成長，樂意並有效地向鄰舍傳揚福音。

●	加入我們的團隊向藏人傳褔音，我們尤其需要有傳道和門徒訓練恩賜的同工。

●	參與短期學習，支援當地長期同工，投身佈道工作，能操普通話者為佳。

據研究，按三種藏語及多個次方言，西藏

可劃分成三區：安多區、中區及康區。

約130萬安多藏人居於中國青海、甘肅西南

和四川北部。在歷史上，這原屬西藏的版圖，

1949年毛澤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便將安

多地區納入周邊的自治區。

大部分安多藏人居於偏遠的山區郊野，半

牧半農維生。農民種植小麥和芥花油菜，牧民牧

放氂牛、綿羊、山羊，過著半游牧式的生活，生

活水平較低。他們住在山景秀麗的高原，那裡空

氣稀薄，寒冬又冷又長，極為乾燥。生活於偏遠

山區的安多人文盲率高，女性尤甚。現代醫療服

務遠在天邊，也非他們所能負擔。

安多人信奉藏傳佛教，少於0.01%人口委

身基督，基督教會規模很小，信徒散居於三個省

份。事實上，很多安多人從未聽過一次完整的褔

音。聖經翻譯工作漸有進展，資源包括部分經

卷、以不同藏語方言錄製的見證集、敬拜詩歌，

及耶穌傳等褔音影片。

安
多
藏
族

Tsering of the Khamba
http://vimeo.com/932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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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連妙結
■翟珍寧

Janet Chapman
1984年加入使團

現任英國第三文化孩子顧問

羅莊嵐和雪怡申請加入使團到柬埔寨宣

教時，邀請弟兄姐妹作他們的禱告夥伴。艾麗

和他們夫婦在教會碰過面，卻不熟諗。艾麗很

好奇他們為甚麼要離開曼城，到東亞會做些甚

麼，亦希望知道禱告夥伴要扮演甚麼角色，於

是找雪怡查詢。幾天後，在雪怡家中共進午餐

時，艾麗的疑團一一解開。想到雪怡一家打算

長期宣教，她心中自問，她和丈夫安迪是否願

意長期代禱支持呢？

2011年4月，莊嵐和雪怡帶著五歲的馬克、

三歲的波兒和一歲的埃里，參加為期一週的準

宣教士訓練營。帶領的同工挑戰他們：向神祈

求一個人或一對夫婦，在差派教會作聯絡人。

莊嵐和雪怡互相對望，雪怡問：「你想艾麗和

安迪願意幫忙嗎？」

艾麗和安迪驚訝會被邀擔當這重要的角

色，但是愈禱告就愈覺得神要他們承擔，而一

對少年的兒子（馬克眼中的英雄）也大力支

持！他們的任務就是確保教會與宣教士家庭保

持緊密聯繫，不因他們遠在他方而被忘懷。

安迪與艾麗在教會緊密的行事曆中，安

排了每兩個月一次的禱告會。茶點之後，安迪

先介紹聚會的主題，帶領簡短的靈修分享，然

英國曼城：艾麗在糖果櫃台前徘徊，想著該買些甚麼給莊嵐作生日禮物。13歲的艾德建議：

「麥提莎巧克力？很輕啊，寄去柬埔寨應該沒問題。」

柬埔寨：莊嵐打開包裹，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麥提莎是他們家的摯愛！艾麗和艾德在選購時卻

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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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羅家逐一提名禱告。接著艾麗會分享與宣

教或柬埔寨有關的主題，例如宣教工場上的婚

姻生活、在家教育，或柬埔寨婦女被拐賣的慘

況。他們從網路和書籍搜集與柬埔寨相關的資

訊，整理後提供給禱告小組。

為了豐富聚會的內容，他們也會安排特別

嘉賓來分享，例如曼城有一位柬埔寨信徒，他

向小組介紹柬國的歷史；莊嵐父母到工場探望

他們之後，帶來第一手消息；也有回國的宣教

士分享如何為宣教士代禱，而使團的動員同工

則全面介紹神在東亞地區的作為。

艾麗與安迪積極學習柬埔寨和宣教士生

活，找來相關的書籍在禱告小組中傳閱，寄發

使團柬埔寨代禱雙月刊，又從新聞整理出柬埔

Engaging in Mission: SOCIAL MEDIA 

https://vimeo.com/27483295

寨的代禱需要。隨著小組持續相聚守望，分享

資訊，他們知識增長，對柬埔寨的關愛之心也

日益加深。

安迪把宣教士的代禱事項電郵至莊嵐在亞

伯丁的另一間差派教會，以及英國各地支持他

們夫婦的教會和信徒。這的確需要時間、心思

和長期的委身，但透過他們的事奉，他們鼓勵

更多人定期、切實的為羅家代禱。

兩年前，波兒遇上嚴重的意外，安迪立

即透過電郵通知代禱者。那週末有60名弟兄姐

妹外遊，卻同心以禱告托住波兒。第二天的臨

時禱告會有一百多人出席，一起為波兒迫切禱

告，直至她渡過危險期，性命得保。

艾麗與安迪忠心地為羅家禱告，也鼓勵其

他弟兄姐妹代禱關顧。他們覺得能夠以禱告和

莊嵐、雪怡同工是他們的榮幸和福氣。

你願意同樣地服侍你的宣教士嗎？

波兒：

我喜歡這裡，這
裡天氣很暖和，
不像英國冷得要
命！

我們和爺爺奶奶
玩得好開心，還
一起游泳喔！

我最喜歡使團的
退修會，因為我
們有一大群小孩
聚在一起。

馬克：

媽咪做的
蛋糕超好
味！

琛叔叔教我說柬
埔寨話，每個星
期天下午帶我去
踢足球。

爺爺和奶奶來
的時候，我們
去了一個火山
湖，我一躍而
下游個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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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彼得
Peter & Christine Rowan

1998年加入使團
現任英國地區主任

我們可以從歷史學習商貿與宣教的關係

嗎？當然可以！以下兩條問題正好回答我們對

二十一世紀亞洲營商宣教的尋思。

問：伊斯蘭如何傳到東亞？

答：透過穆斯林商人。

我們不能確定伊期蘭教如何傳入東亞，但

學者大致認同：「無可置疑，伊斯蘭的傳播和

商貿有直接關連。」印度洋的航海史指出，早

自八世紀已有穆斯林水手在穿梭東亞群島的商

船上工作。隨著商貿發展，各港口和民族間的

往來也日漸頻繁，穆斯林在其中亦更活躍。

狄佳士和蘇泰（Lucien de Guise and Zahir 

Sutarwala）在他們合著的《香料之旅：伊斯

蘭世界的風味與貿易》（Spice Journeys: Taste 

and Trade in the Islamic World）中寫道：「伊

斯蘭教與好客之道就像咖啡和豆蔻，密不可

分。自穆罕默德開始，伊期蘭教即與商貿緊密

相連。」起初將伊斯蘭教傳入東亞的不是伊斯

蘭宣教士，而是商人。

如果說東南亞欣然接受伊斯蘭教是因為豐

厚的商業利益，並不為過。「史學家一般認為

宗教傳播和商貿有著密切關係，而當時雄據一

方的是來自印度的穆斯林商人。」

從十三世紀開始，來自古吉拉特邦的印度

穆斯林，在馬六甲舉足輕重。他們在馬六甲崛

起過程中擔當重要的角色，不單令馬六甲成為

重要的貿易中心，更令馬六甲發展成史學家稱

為「東南亞最強大的伊斯蘭帝國」，也成為伊

斯蘭教進入東南亞群島的重要管道。

商貿
與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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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歷史說明了主要貿易路線和商貿關

係，如何影響了信仰的傳播，伊斯蘭教就是最

佳例證。正如馬六甲市，貿易路線上的商業重

鎮極為重要。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思想如何

部署宣教策略時，不能不考慮重要的貿易網

絡、路線、地點及商貿關係。

問：伊斯蘭如何在東亞擴展？

答：透過歐洲基督徒商人。

伊斯蘭得以在東南亞擴展的主因之一，就

是西歐基督教強國染指當地。	

為了在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和其他天然資

源裡分一杯羮，以及取得貿易路線的控制權，

1511年葡萄牙人攻下馬六甲，是西方列強中最

早登陸東南亞的。隨後西班牙人在1565年到達

菲律賓，1571年攻取馬尼拉；荷蘭人在1600

年和安汶首長訂立協議，得以參與香料貿易，

其後在1640年從葡萄牙人手上奪得馬六甲，最

終卻把香料貿易控制權輸給英國人，英國人在

十八世紀，先於1786年取下檳城，1819年得新

加坡，然後更控制了馬來亞半島。

承受連綿不絕殖民統治的東南亞，伊斯蘭

教應該是難以擴，但事實剛好相反：「從西歐

來的基督教勢力反而激發、促進了伊斯蘭教的

傳播和滲透。」那麼，歐洲列強會否助長基督

教的傳播？且看以下的描述：

葡萄牙人湧入亞洲時像土匪一樣……神父、修

士的數目雖不斷增加，可惜未能有效地傳播基

督教，因為商人和海盜播下了種種惡行。

並非所有歐洲商人都為人詬病，有證據

顯示，十六世紀初到東亞的基督徒商人之中

也有好見證的，曾有一位法國人樂士（Lois of 

Varheme）在1506年於緬甸遇到兩位善良的基

督徒商人，其足跡遍及爪哇、婆羅洲及摩鹿加

群島。可惜大部分歐洲商人並未為福音作美好

的見證。

歷史的教訓發人深省，在二十一世紀的東

亞應如何實踐企業宣教？倘若我們像十六、七

世紀的基督徒商人一樣，生活方式、言行舉止

和做生意手法與世俗無異，那麼，福音的好處

在哪？信與不信有何差別？

無論是否參與企業宣教，你我都應該過

著與福音相稱的生活，與十六世紀的馬六甲一

樣，未信的人不單要聽福音，他們更要看見我

們如何活出福音。只要你願意在營商過程中持

守信仰，東亞各地的門為你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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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的並非偉大的信心，

而是信靠一位偉大的神。

1887年，戴德生徵召一百名生力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