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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六法（三）

接待

李寶顏
「我願意為主使萬民作門徒，可惜，上帝沒有呼召
我作宣教士！並且在眾多條件限制下，也不會到外地
工作和學習，因此我做好本地的佈道工作就是了。」
這是一般基督徒回應宣教的講法，似乎是非到外地
去，就不能作跨文化的宣教工作，但事實並非如此。
隨著全球一體化的影響，無論是因為工作、學習、
逃難、甚至婚嫁，昔日很少接觸到的群體，現在都能
在開放的國家中找到他們的蹤影，所以我們不一定要
到外地去，也可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以香港為例，六、七十年代的越南船民蜂擁而至，
他們入住難民營等候外國收留期間，有不少義工進入
難民營當中，為船民的身心需要提供不同的服務，更
有基督徒看到他們靈魂的需要，向他們傳福音，雖然
當時香港教會對普世宣教還不甚認識，但他們正實踐
普 世 宣 教 的 其 中 一 個 方 法 —— 「 接 待 」 ， 據 聞 有 部 分
越南的教會，至今仍然沿用當日他們在難民營中得到
的學道資料，作為他們教會的教導材料。
時至今日，單是在香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已經超
過二十五萬，主要是來自印尼和菲律賓，其次是印度

和泰國，最少聽聞福音的穆斯林、佛教和印度教群體
都在其中；另外，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莘莘學子都跑
到世界各國去升學和就業，加上近年內地同胞出國旅
遊之風盛行，到世界各地旅遊的中國旅客可謂絡繹不
絕，信徒不用跑到外地也能參與宣教的工作。信徒留
在本土接待外地人，藉著款待、文化交流和本地語言
教授，以及參與外地傭工、少數族裔移民、留學生等
事工，身體力行地實踐跨文化宣教的使命。
「所以你們要憐愛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
過寄居的。」（申十19）
「我來這裡打工，人生路不熟，在
這裡生活好不容易，與僱主溝通常常出
問題，感覺到被人輕視，又不想向家人
傾訴，免得家人擔心。幸好你們關心
我們，又為我們開辦了『本地話學習
班』、『生活指導班』和各種興趣班，
為我們的生活添上色彩！感謝上帝，我
來到這裡才明白耶穌基督的愛，我得到
了真正的自由！我深盼我的家人也能夠
認識和信靠耶穌。」

一位歸主者
的分享

（筆者乃使團會計主任，擔任母會差會的差委，並支援教會內地生事工及印傭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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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帶領
依華

「願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
們，用臉光照我們，好叫世界得知
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神
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
你！」（詩篇 六十七1-3）

我被詩篇六十七篇深深地感

感謝神一步一步引導我來明白

動，上帝的榮耀應在各地上被尊

祂的心意，更有效地為上帝所使

崇！我們要回應未得之民的需要，

用。神使用我的職業去服務精神病

因為他們不認識上帝。我問自己：

患者，在本地和海外與不同的人合

「上帝是否呼召我全時間參與宣教

作，讓我有很多跨文化的經驗。

呢？」

與此同時，自1997年開始，

若我參與全職宣教，我需要離

我參加了在亞太地區的短期宣教服

開我的舒適區，包括職業、家人和

侍，到不同的地區向非信徒分享神

朋友。2010年，我到了在東亞創啓

的愛。2004年，我報讀了神學院

地區，作了兩星期的探訪，使我更

的跨文化研究課程，以了解更多

深入了解宣教士的生活及工作，我

神在大使命的心意和祂在我生命的

對宣教的負擔更加強烈，因為作工

旨意。 2007年，我參加了神學院

的人實在很少，而我們在香港的資

安排在中東為期一個月的跨文化實

源卻是這麽豐富。我很認真地求問

習。我本來只對中國人的需要有負

上帝的旨意，我發現我一直在猶疑

我決定勇敢地踏出去，到東亞

擔，但是，在實習後，我深深地體

是否全職宣教已經三年了。神沒有

創啓地區以我的專業作服務，藉此

驗了穆斯林的需要。我相信上帝愛

消滅我的感動，反而加強了我對宣

見證神的愛，不單希望幫助當地的

各族各民，所有信徒都有責任去履

教的熱誠。我向上帝禱告，我不想

人改善生活，乃是期望他們的生命

行大使命，見證神的愛直到地極。

後悔，錯過了回應祂的呼召！

能歸向神。

(筆者乃職業治療師，於2012年7月踏上東亞創啟地區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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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流域國家
柬埔寨
服侍 性質 ：扶 貧/ 社區 發展 /植 堂
圖書
培育當地的圖書館員，幫助鄉郊
工。
館的 發展 ，並 且支 援鄉 村植 堂事
須
資歷 ： 熟悉 圖書 館的 運作 和管 理，
學習 語言 。

服侍性質：醫療
透過專業的醫療

宣 教 /佈 道 植 堂

服侍和關顧，並

佈道植堂結連，
在發展中國家見
證基
督。
資歷：醫護人員

，須學習語言。

其他需要？請登入 https://www.heart4asia.net/

剪
工人

影

幾個月前從香港回來後一週，把一輛捐贈

的現況呢？而我們又可以為他們做甚麼

的輪椅送給老遠居住的一個中年病人。那天看

呢？瑕疵可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

見他臉上掛著笑容，跟兩個月前不一

瑕疵是一種遺憾，能夠消滅人的

樣。去年七月他因工作意外，從二樓跌

鬥志，但人生是不可能完美的。

下傷了頸椎，下身癱瘓，這事對整家人

瑕疵導致怎樣的結果，繫於我們

來說，是晴天霹靂，醫生也說應該好不

面對瑕疵的態度。讓我們學習與

了。但家人不放棄，傾家蕩產，犧牲食

瑕疵共存，一同幫助那些在瑕

用，日夜在旁照顧有加。

疵、在遺憾中活著的人。

在回程的車上，遇上了另一

最近成立的「病人開

苦命的病人，數年前大災難

心小組」，有十位成

發生時，房子把她的臀

員，期望組員能以

部壓壞了，留下很
多沙石在皮膚組織
內。幾年過去，傷
口一直不能癒合，

生命的故事

樂觀的態度，關

慕蓉

業已開展了第一

有小沙子、血水和
膿從傷口流出來，終日躺在

懷那些生活在孤
單、痛苦中的鄰
居。殘疾人創
步，兩位青年已租用一店

床上，不能工作。去年暑假她做了一次

售買本地特產，老天輔助他們開

手術，拿出了紗布及沙石，誰知十二月又再惡化，丈

業前做好策劃，做好夥伴關係。我心中為他們感恩，

夫也想跟她離婚，令她情緒更低落。

是老天奇妙的作為，除他以外別無醫治。

一個年青人，才20多歲，因天災雙腿截肢，父母

（筆者曾任 傳道及院牧，於2010年加入使團參加東亞 創啟地區服侍）

雙亡。第一次探望他時，也有另一位雙腿的殘障青年
與他在一起，在他們的臉上看到的不是絕望，也沒有
埋怨。在傾談當中，他們表示希望將來可以為殘障人
士做更多有意義的事，讓殘障人走出關閉的門戶，如
開設為殘障人預備的高等學府，發展及訓練他們成為
傷殘運動員，或在社會中開設殘障人士企業、成立籃
球隊等，他們更希望由殘障人幫助殘障人，四處分享
他們的生命故事，得到社會人士認同。
但他們如何能達成他們的理想呢？如何改變他們

報
財政

告
海外基督使團 2012年1-5月財政報告
收入(港幣)
宣教士支持費

港幣

4,506,136.11

4,506,136.11

特別事工

183,100.00

183,100.00

異象推廣

91,786.55

76,800.79

496,401.68

415,355.44

5,277,424.34

5,181,392.34

本地支援事工

報告尚待核數師審核

盈餘：96,032.00

差傳祈禱會
差
傳祈禱會
主題： 心靈的服侍 服侍災區身心受創的人
分享： 慕蓉
日期： 27/8/2012（週一）
時間： 7:30-9:15pm
地點： 使團辦公室

購置現辦公室財務報告
（至2012年5月）
禱告目標

港幣180萬
已收奉獻
7,419,670.57

亞
服侍

洲

半分力
— 泰國短宣服侍有感
蘇銘達

在泰國已有一星期多，各方面的適應大致沒有問題，
只是與當地人溝通卻是一個大難題！現在仍學習當地的語
言。心中興奮和好奇的心已慢慢淡化，漸漸轉為默想和安
靜，在生活中觀看和留心上帝的心意。
泰國是個宗教自由的地方，有94%是佛教徒，在我
們有接觸的學校中，都知道我們的基督教背景。宣教士的
工作簽證更列明要宣講福音，不得隱藏！當地有十多間學
校邀請宣教士教授英文，但無奈的是時間和精力有限。亦
有非基督徒老師希望我們在課堂教導聖經（因泰國人想做
「好人」，是佛教的思想吧）。
這星期有三天到學校輔助教導英語（並普通話），每
節課堂最後亦會有信息時間。他們從未認識耶穌，而有部
分學生對福音感到興趣！當我們在課後派發宣傳單張時，
同學們會蜂擁而上取單張！感謝主！深深體會到「要收的
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稼」。願上帝興起更多工人到學校播種！把
福音的種子留在學生們的心中。
在宣教士的家中生活，深深體會到宣教士的勞苦，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他們，要在事奉和照顧家庭上出
「兩分力」！我亦要在兩方面都分擔「半分力」，在
工場上輔助他們，在家中與他們的小朋友一起玩。難
怪有小朋友的宣教士是滿有信心和勇氣！願主加力在
眾宣教士身上！
（筆者乃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會友，在高考放榜前參加為期兩個月之「服
侍亞洲體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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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服侍性質：資訊科技支

援
在使團國際總部，為財
務、行政、資訊
科技等部門提供電腦技
術支援。

泰國清邁
補習老師
服侍性質：宣教士子女
的香港宣教士子女作
幫助兩位入讀國際學校
。亦可同時擔任宣教
補習老師（初中程度）
士子女宿舍助理舍監。

來
工場

鴻
麥道為牧師、鄧肖蓮師母

黃建成、劉玉鳳醫生伉儷

菲律賓

柬埔寨

過去數星期，事工雖然忙碌，卻十分歡欣：有來自瑞士

感謝神，建成剛完成第一次以柬文在主

和香港的傳道人夫婦協助福音事工推展，工場增添了一位精

日崇拜中分享信息。一個月前，建成已為此

於霹靂舞的全時間同工，卓越籃球協會教會舉行了首次浸

次柬文信息分享禱告，天父奇妙地差遣了一

禮。女兒詠寶於暑期後，入讀慕迪聖經學院。之前洽購的土

位同工幫忙，將手提電腦柬文輸入程式活

地，雖然業主已售給價高者，但透過另一位地產商，在奎松

化。在聖靈一步一步引導下，建成漸漸熟習

市有一幅面積1135平

柬文輸入法，並且用電腦預備了整篇柬文分

方米的土地，面積比

享信息。崇拜那天，雖然建成在分享中也有

現時還大，而且地點

一點緊張，但會眾聽得懂信息內容。感謝

適中，價錢卻只是現

神！在人是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原來我

有土地的一半左右，

們所需要的，主一早已經為我們預備好了！

適合事工發展，深信
神掌管當地福音事
工。

道地
東南亞鄰舍

近日來，經常思考如何在生命牧養中，實踐
主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和神的慈愛？作為單身男
士，對於青年專業群體所面對的壓力，我較容易
明白。我相信隨時願意與有需要的人在一起，耐
心聆聽他們的心曲，分擔他們的重擔，都是十分

馮浩鎏醫生、鄭珍妮醫生伉儷
差傳動員及關顧

重要。人雖然不認識主，但主道成肉身與人一起
居住，以愛相繫。主已賜下能力給我們，我們同
感他人所思所需。當我們關愛主安放在我們身旁
的人群，神的道便活在我們心裏，人也透過愛心

「為我們所愛的祈禱，慈愛的天父會看顧和保守
他們遠離各樣的邪惡和災禍。」這是司安仁(Stanley
Smith)的母親(劍橋七傑之一)，在1885年2月送別兒
子到中國宣教的部份信函內容。兩星期前，我們在惠

的服侍，認識主。

頓學院內的葛培理中心和耶魯大學神學院，閱讀這些

明希

宣教士父母親的信函手稿，內心充滿感恩。求神感動

創啟地區

今天華人教會的父母，願意獻上我們的下一代給主，

在新學校工作，祈求智慧處理教學和管理工作，也

成為福音的使者，榮耀主名。

同時跟新同事們做好朋友，還要經常關心大城內和城西
的弟妹。

珍妮和她的隊工正忙於翻譯一本關於成年的「第
三文化孩子」的書籍。書內十一位年青人熱愛服務有

我回重置區幫昔日學校的同事雪兒主持婚禮。在大

需要的鄰舍，又積極為將來長遠的事奉作準備。求神

天災時，雪兒被壓在教室天花板下，左邊頭顱受傷，雪

保守各項翻譯及編輯工作，並使用這書，挑戰及鼓勵

兒的男朋友，也是昔日學校的一位老師，一直守護她。

更多香港的年青人。

今天能看見他們結婚，真的很為他們高興！
力殷正在學習法文，好像工人進入工場學習全新
阿梓主動找我吃飯。阿梓自小在黑道背境成長，農

的語言一樣，不過，他似乎享受當中的挑戰。我們一

曆新年前悔改了，她不單渴慕過不一樣的人生，也為她

家的傍晚靈修已讀完馬可福音，力殷建議一同閱讀啟

失戀及吸食冰毒的朋友著急。請記念阿梓的生命轉變，

示錄。欣寧剛完成大學醫科第一年學習，求神賜下能

在耐心的引導下，她有情有義又愛逞強的個性，能為主

力及健康，懇求神引導她能促進班內的基督徒團契的

所用，幫助一羣在黑道徘徊的人回歸真道。

發展。

差傳聚會（2012年7至9月）
日期
6-7/7 (週五至週六)
13/7 (週五) 晚上7:30-9:30
19/7 (週四) 晚上7:30-9:15
26/7 (週四) 晚上7:30-9:15
17/8 (週四) 晚上7:30-9:15
27/8 (週一) 晚上7:30-9:15
10/9 (週一) 晚上7:30-9:15
27/9 (週四) 晚上7:30-9:15

書介

聚會一覽
2012使團差傳營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
關懷日本小組
巴拿巴團契
關懷北韓小組
使團差傳祈禱會
關懷日本小組
巴拿巴團契

備註
歡迎報名參加
地點：油麻地區
地點：使團辦公室
須報名參加
須報名參加
地點：使團辦公室
地點：使團辦公室
須報名參加

《31天日本代禱日誌》
日本，一個福音硬土，基督徒人口不足
1%。日本，一個自殺率甚高的國家，面對多
項挑戰：地震海嘯、隱蔽青年、物質主義……
呼籲大家為這個歷史悠久的先進國家代
禱，藉禱告為 神奪回日本人的靈魂。

定價HK$15

回條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欲
□
□
□
□
□
□
□
□

索取【巴拿巴團契】報名表
訂閱【萬族萬民】（郵寄）
訂閱【使團快訊】（郵寄）
訂閱【東亞呼聲】代禱月刊（電子版）
訂閱【普世華人福音事工代禱信】（電子版）
訂閱【北韓代禱通訊】（電子版）
查詢【服侍亞洲短宣體驗計劃】
擔任使團義工，請與我聯絡
請傳真 2398-2405 或電郵 hk.support@omfmail.com

Growing Up among
Worlds: 30 Days of
Prayer for TCKs
第三文化孩子，自小生活在
與父母本身文化相異的跨文化環
境，很早要面對文化適應、文化
衝突帶來身份認同的挑戰。這些
孩子在不斷的遷徙及轉變中經歷
分 離 、 無 根 、 孤 獨 …… 讓 後 方 代 禱 者 ， 藉 著
本書，更具體為宣教士家庭禱告！

定價HK$20

海外基督使團 你的差傳夥伴
香港委員會委員：

顧問： 陳 喜 謙 牧 師 、盧家馼牧師

盧炳照牧師 ( 主席 )、文子方長老、李日堂博士、 執行主任： 杜 其 彪 牧 師
吳𦏵醫生、何志滌牧師、施熙禮長老、
同工： 徐偉傑、林幗慧、李寶顏、
陳大衛先生、梁蘇嘉儀醫生、劉懷鏡律師、
杜郭慕薇、屈陳素娥、
譚毓璋傳道
葉燕群、余吳麗清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9am - 5:30pm （午膳12:30 - 1:30pm)

星期六及公假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