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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貴重的損失

總幹事的話

——  署理總幹事 : 唐德如傳道  ——

最近接二連三在歐洲發生恐怖襲擊，使大

家的警戒也提升了，伊斯蘭國都承認是他們發

動的，行動者都高呼「真主偉大」，以示他們

的行動是帶有信念及宗教目的。策劃及行動者

為了這些目的，甘願擺上自己的生命去冒險。

我不敢苟同他們的動機，因它帶來傷亡及破

壞，但他們卻實在為要完成使命而敢於冒險。

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為著目標必要付出代

價，有些事不足掛齒，但有些卻是舉足輕重。

路加福音19章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主

人把十錠銀子交給十個僕人，吩咐他們去做生

意，直等主人回來。期間有僕人為獲得利益，

將原有的賺了多倍。但有一人卻把那錠銀子原

封不動，本以為可以免去因損失而受的責備，

但反倒因沒有善用所擁有的而被定罪；以為不

作任何冒險的投資是上算，但誰不知最終都是

虧損了：損失了那可以賺得利益的機會，並因

怕冒險帶來損失而連已有的一錠都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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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福音事業上也要作冒險的投資，若

然因怕冒險而不願踏出安舒區，失去的將是

那不能失去的靈魂，這是沉重的代價。昔日

西方宣教士為要把福音傳至中國，冒險漂洋

過海，把生命、家庭也押上，為要還福音的

債。投資在永恆國度上是必要付出的，把一

錠銀子放在手裡，包在最安全之處存放著，

不花掉分文，但換來的只會是不能挽回的

遺憾。

對於協會而言，喜見有跨文化服侍申請

人回應主呼召，冒險放下高薪厚職，往上帝

所差遣之處；又見有國際同工往那言語不

通，文化大相逕庭的地區，踏上牙牙學語的

學習階段，本身最口齒伶俐的廣東話不再派

上用場；另見有同工放下年邁的親人，為未

得福音之民著急而踏上宣教旅程；金齡的同

工放下安舒的退休生活，為主奔馳，盼望得

著失喪的靈魂；身上帶著病患的國際同工沒

有推卻主的呼召，記掛流落異鄉的群體。

他們所付出的一切，無論是身份、地位或財

物，換來的是別人得聞福音的益處。我相信

沒有人要充著扮演信心的英雄冒險家，只因

知道投資在永恆國度是不會徒然的。

曾有人問，協會那麼盡力差派人手，並

付出龐大的資源，值得嗎？但是面對20億未

得之民，所付出的仍然不足夠！今天教會或

會擔心要花額外的資源作差傳而感到吃力，

又或擔心出去的工人未有最充足的裝備，抑

或是憂心將要差派工人前去的地區，未必能

得到最有效益的收穫，總要堅持計算清楚才

行動。正當猶豫等待，或投閒置散之時，恐

怕有人已把羊搶走了。「黑夜將到，無人能

夠作工了。」（約9︰4下）耶穌放下99隻

羊，為要尋找那走迷的一隻，放下那大多數

的突顯那份迫切感，拯救的工作絕不能單以

謹慎的姿態來回應。

福音的本質就是愛，為愛而擺上永恆的

投資，這份冒險是需要從上主而來的智慧，

靠著聖靈的剛強和勇氣，及帶著盼望的信

心，把握時機，帶著信心的冒險，拓展主的

國度。那努力投資的僕人，結果是還有更多

的加給他。虧蝕與賺取只有主再來時才能定

奪，信徒及教會今天要反思我們會否因為怕

冒險失去而失掉了更貴重的？我們恐怕去得

太盡，還是恐怕主再來時，我們未能完成所

交付的任務而失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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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森林漫步
——  附屬國際同工：宋理安、黃凱欣  ——

工場手記

我們的孩子們喜歡和侏儒族朋友到森林

散步。而我，則寧願呆在家裡。我不喜歡那

令人難受的酷熱和潮濕，不喜歡弄髒自己，

弄得一身臭汗，不喜歡被蚊蟲叮咬的痕癢和

令人不舒服的熱痱子，不喜歡樹枝和刺針拍

打過來刺痛皮膚。還有更甚，使我不寒而慄

的，就是不知甚麼時候，毒蛇等危險的傢伙

會突然走出來跟我打招呼。但今天的森林漫

步卻完全不同。

是甚麼讓這一切變得不一樣？

傑拉德	──	今天我的森林嚮導。

幾個月前，我們遇到了傑拉德，當時我

們的團隊去他的村莊探訪，替村民作免費篩

查和提供社區健康外展服務。幾年前，他的

妻子因為他失明，帶着年幼的子女離開了

他。可悲的是，在剛果，失明人士有這樣的

遭遇並非罕見。我們為他檢查，並向他解釋

是因為雙側白內障導致他雙目失明，只要他

願意讓我們為他施手術，便可以重見光明。

記得那時他甚麼也沒有說，安靜得讓人以為

他是既啞又盲的。他只是點點頭，讓我們帶

他到我們的醫院去就診。對於天生怕羞的侏

儒族人來說，他可算是勇敢的一個。他們許

多族人仍然生活得很簡陋，有些還會抗拒到

在森林外的醫院，害怕那裡的燈光及機械發

出的聲響。因為爸爸傑拉德信任我們，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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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既高興又感恩。經過了手術，他的視力復

原，整個生命完全改變。上個月，他更參加

了我們的外展隊，令我們十分欣喜。他為人

真誠，從心底裏說出的親身經歷，幫助新症

病人和他們的家人克服了對做手術的恐懼。

神使用了他過去所受過的苦去祝福其他人。

而現在，我重回這個森林，回想僅僅幾

個月前，我們還須幫助他進入我們的車子，

因為他是盲人。當人從瞎眼變成能看見，改

變之大，常會令我十分驚訝。眼前是一位明

顯比以前更健康，看來更年青並重獲自信的

人。這位從前要由我們引導的盲人，如今卻

成為我們的嚮導！他的新視力非常好，甚至

可以看到在黑暗森林地面矛蟻的路徑，叫我

們小心。為展示他的實力，他自豪地使用大

砍刀清理小徑，在農場中工作，並利用砍下

來的材料蓋房子。與朋友共聚時，他會隨着

拍掌聲和自製鼓的鼓聲打出來的節拍唱歌跳

舞。當我實實在在看到傑拉德在大樹間盪來

盪去時，我發現自己對歡樂和自由的理解多

了很多。我想再沒有別的事情可以讓我笑得

更開懷，感覺得更輕鬆的了。

我突然有一股衝動，要把這一個奇妙的

時刻與我們所有的支持者、禱告勇士們、捐

贈者和志願者們分享。我多麼希望你們也能

在森林裏，與我一同觀看你們所送贈的這份

無價之寶！沒有你們，我們根本不能做什

麼。當告訴病人要是付不起醫療費便不用付

時，我們也同時告訴他們，事實上他們享用

的醫療服務不是沒有代價的，而是因為遠方

有一班人像你們，願意付上自己的一點點，

不論是時間、恩賜，或是金錢，他們才不用

付醫療費。其實知道有人關心他們，本身就

是一份無價的禮物。

感謝你們使我們有能力去服侍。我們很

想特別感謝尊敬的梁牧師，感激他的領導和

鼓勵，以及環球宣愛協會卓越的團隊，儘管

他們經常要超時工作，仍然盡心竭力地服侍

我們，並恆切地、充滿喜樂地為我們祈禱。他

們是我們眼中的英雄，是我們翅膀下的強風。

願一切榮耀歸給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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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
小種子

能真實踏足非洲，到塞內加爾與當地人

民接觸，作為2015年的總結及2016的開始，

是很感恩很難得的。雖然自己平時因工作關

係也會認識到非洲國家的狀況，從AGS也有

時聽到關於塞內加爾的分享，但當真的踏上

旅程，感覺很不容易及很特別。在旅程中，

一首詩歌不斷在腦中播放：

「在這遍乾旱土地，沒有豐足的
收穫，願你察看施憐憫	…」

非洲的雨水不多，特別是入到村中，村

民要從井裏打水（感恩已有機構協助在村裏

開水井）。放眼望見都是一片黃沙，我們從

村入口走到學校，走在沙地上，走一步退兩

步。聽同工的分享，因食水得來不易，村民

很少飲水，來看病的村民普遍也有缺水的情

況。就算在城市有自來水供應，我也曾親身

經歷只有在水滴下洗澡。在城市生活的我

們，很難想像沒有水的生活，也感受到如果

沒有水，要種植及生活的挑戰。

「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

想不到在旅程的第一步已是驚險萬分，

因著航空公司的資料未更新塞內加爾的最新

入境政策，我們大部分人差點因為沒有簽證

而不能登機出發！在那刻，我們除了與在非

洲的同工聯絡及與機場的職員溝通外，心裏

想著也是唯有靠禱告，求主保守當中的過

程。我在當中也學習邀請弟兄姊妹為我們代

禱。禱告後心中滿有平安，甚至後來緊急決

定先在埃塞俄比亞出境，心中也是平安的。

很感恩最後一刻塞內加爾的同工找到航空公

司職員發出電郵，證明可以不用簽證入境。

之後回看整個過程，發現恩典處處，在主裏

確是沒有難成的事。主也藉此事令我們整個

團隊更團結，以及提醒我們在整個旅程中更

要以禱告倚靠祂。

「藉已成就的禱告，讓我開始認
識主大能	…」

服侍旅程中，當地教

會牧師帶我們參觀了一個

發展項目Beer-Sheba，

也講述他們當初經歷的神

蹟：在一開始那裏是一片

乾旱之地，甚至連地下水

也找不到。但藉著不斷的

禱告，主讓地下出水，讓

他們可以建立水塔、發展

一個農耕牧畜的項目，也

在當中培訓門徒，以及教

	 更認識主大能
——  梁湘靈姊妹 （中華宣道會曉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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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農耕方法，讓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回到家鄉

繼續以此發展福音事工。我們當天參觀時見

到的是不同農作物的田地，想像不到以前該

地是一片沙漠呢！當中也讓我們認識到牧師滿

有異象，為人們需要的努力，很感動。

「顯明你是獨一的主，是你永遠
作王	…」

在醫療服侍中，我體驗到主耶穌的愛如

何去撫摸有需要的人。雖然不是醫護的身

份，但我看見那些很渴望看醫生的人群、等

待看醫生的村民及小孩，感覺到需要實在很

大。當中有一個婦人，因腳底的傷口沒有護

理得好，數年來傷口也沒有康復，更結成一

個大的黑色硬塊。她來到後，護士替她清洗

傷口，牧師安慰她，與她禱告。後來，她更

願意讓牧師剪去繫在她腳上的符繩。第二天

再見她，已見她露出笑容，並且說昨晚睡得

很好。那一刻，我很感動，感謝主你透過我

們親自去安慰這位女士，也讓她經歷到耶穌。

除了入村有醫療服侍，我們還到首都一

個街童中心內探訪及應診。最難忘是我們在

該中心的穆斯林領袖及街童面前由當地牧師

帶領禱告，宣告耶穌的名。有時我也思考我

們信的與其他宗教有何不同呢?這個服侍旅

程讓我更感受到耶穌的愛及大能，也唯有耶

穌能醫治人的身心！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在這數月，主藉不同的經歷及場合教導

我禱告的功課，在這次旅程也同樣讓我學習

在禱告的恩典，以及藉禱告經歷主的大能。

回香港後，期望自己繼續操練，透過禱告建

立與主的關係。也繼續為塞內加爾的福音開

展、同工以及當地教會牧者禱告。聽著同工

的分享，除了稍為體會他們當中的困難外，

也驚嘆主如何開啟福音的門！

另一個提醒是要把握時間為主作工。記

得有一天靈修時，主藉著一段經文：「耶和

華對約書亞說，你年紀老邁，還有許多未得

之地」（書13:1），提醒我真的要尋找並回

應主在我身上的召命，免得將來後悔呢！	

感恩這次服侍的旅程，加強了我繼續前行的

信心！

7



柬
埔
寨

環球徵召

——  署理總幹事 : 唐德如傳道  ——

這邊廂看見一位男童在街上執拾可以循

環再用的廢物，另一邊廂見有兩位小孩在馬

路上，當車子在交通燈停下時便立刻上前替

車抹擦。適齡但不在學的孩童在柬埔寨非常

普遍，最大原因是貧窮。自1996年政府改

革，柬埔寨的正規教育架構制定是6+3+3，

即是12年完成普及教育：分別是6年小學教

育，第7-12年級是中學教育。中學教育分為

初中（7-9年級）及高中（10-12年級）。雖

然教育已有架構制度，但是政府仍在努力將

之實行。

雖然柬埔寨有12年免費教育，但是實

際上學生需要繳付補習費、書簿費等，家庭

負擔不了便惟有輟學。柬埔寨80%人口是農

民，家庭的溫飽就全賴當年的收成結果。一

般農村家庭的孩子，下課後必會走到農地幫

忙耕種，所以家中較年長的兄長或姐姐最大

機會是因為要幫忙生計而在高小或中學時便

輟學。又或者有些家庭選擇將子女送到佛廟

中寄宿，享受免費學習。在內戰後40年，國

家漸漸重建起來，很多人盼望脫貧，能接受

教育才能脫離貧窮的枷鎖。但大部分人民仍

生活在貧窮線下，很多兒童沒有機會接受任

何形式的教育。環球宣愛協會秉承九龍塘宣

道會過往的服侍精神和工作，繼續開展辦學

傳福音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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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在一個山區的難民村興辦了一所學

校，現已有4屆的畢業生。每一位孩童都有

他們的夢想：有的想當老師，有的想成為醫

生，有的想成為警察，教育能幫助他們向夢

想邁進。協會相信每人都應該有平等的學習

機會，貧窮的孩子都應該得到優質的學習，

從中體會上帝的愛。學生家長不但明白教育

對孩子的重要，從老師愛心的見證及子女上

學後的成長和改變，他們更認識主耶穌基督

的恩慈。

由於宣愛學校得到當地村長和村民認

同，同時也目睹基督教的美德，他們多次向

協會發出興建中學的呼聲，而當地政府的學

校也常稱讚宣愛小學畢業生有良好的表現，

他們上學出席率高及成績也較為卓越，因此

協會決定興建珠山中學。去年協會舉辦第一

屆為柬埔寨珠山興建中學的單車籌款，當中

有畢業生的參加者Luom：「因為從來未曾

騎過單車走這麼遠，所以從珠山騎單車到暹

粒很困難，但我終於能完成目標，因我極之

希望能參與籌款來興建學校。」為未來的中

學興建計劃，我們需要更多人的參與，現招

募有志跨文化服侍的中學教育人員，一同以

恩賜來服侍及建立當地的青少年。	

如對「興建珠山中學」項目有感動，可

以有以下幾種方式回應：

	參加2017年1月30日至2月4日的	
	 「柬埔寨單車籌款之旅」為珠山中	

	 		學購地籌款（詳情見頁18	）

	參與當地教育服侍

	奉獻支持購地或中學校舍興建

	成為代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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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視窗

鄉村事工 
開心到跳舞

——  國際同工：招鳳玲  ——

非洲，萬山遍野都是鄉村，西非的塞內加

爾也不例外。現今的鄉村福音工作林林總

總，仍是屬靈爭奪戰的陣地。無疑，鄉村

的福音工作資源不足，傳道者艱辛耕耘，

最少要經得起持久的生活與屬靈角力戰，

絕非片言隻語能夠描繪出來。若非有從神

而來的堅持、勇敢和毅力，根本沒法拉鋸

下去。

開心到跳舞！假若你能親眼看見，親身

感受，你絕不會輕易放過鄉村裏這樣的純樸

豪情。

村子築在乾旱熾熱的幼沙上，放眼都是

人畜走出來的腳印路，根本找不到有著地感

覺的水泥路，費盡全力才得稍移寸步，要不

是你家在那裏或有更宏大的目的，你根本不

會走進去。

9年前，有一位身型超飽滿的本地信徒

Mama初探這條沒有水電供應的村子，家家

戶戶都是四壁蕭條，那裏沒有工作，也沒有

學校。她就是憑著神的感動，便毅然帶著她

幾個兒女搬進這村，朝行晚拆，在家裏開

班授課。她為了村童的未來，人們永恆的福

樂，也得把自己孩子的優質生活都押上，

又喚來弟弟拔刀相助，放棄優差來到荒蕪之

地，當個薪金微薄只可勉強糊口的校長。有

很多人都質疑她所做的，她卻堅持透過教育

把非凡的福音帶進這平凡的村子裏去。她不

是一個正規教師，卻以自己的生命作為教

材，帶領不少學生和家長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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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學校的運作已上了軌道，福音

已被傳開，去年更建立了一間小教會，有本

土傳道接棒作佈道和牧養工作。2015年最

後一個主日崇拜後，教會將香港信徒在「照

亮傳世界」行動中所捐贈的30套太陽能照明

系統致送給村長、村領袖和信徒，讓村民在

晚上可以有燈照明。那份歡欣、雀躍、期待

之情早已瀰漫著整個教會，他們都在等待聽

到自己的名字。此刻，靠邊坐的一位姊妹已

按捺不住，興奮得以急速又著實有力的民族

舞姿從座位裏跳到台前，霎時間整個空間都

升溫了。當她停下來的時候，只連連地說：

「太開心了，感謝神！感謝神！」村長是一

個穆斯林，他不但沒禁止村民來教會，信耶

穌，當他致辭時，還嘉許Mama多年來為這

個村所付出的，說若不是她無私的服侍和貢

獻，這個村子便不會有進步。有時，我們以

為付出的只是很微小，原來對於一些住在

貧窮落後地區的人來說，這就是主做在他們

身上的大事。鄉村工作就是那麼吸引，實而

不華的。Mama展示一個成功的例子。事實

上，還有無數的鄉村把耶穌拒諸門外。求主

在鄉村建立更多門徒，堅固他們的心，讓他們

接過福音的火炬，照亮仍在黑暗中的鄉里。

我們仍持守著「未得的群體應先得到關

注」的導向價值，無論有多遠有多艱辛，我們

都要去尋找他們，以主耶穌的愛去愛他們。	

11



大山裡面的弱勢教會

神州
情懷

——  大山裡的傳道人  ——

「我們要推開封閉他們內心的
窗戶。」這是大學生志願者到貧困山區
農村義教時寫下的一句話。在貧困山區，因

為貧窮，許多妻子會在孩子年幼時候偷偷離

家，永不相見，男人孤身帶孩子。有些男人

為了生計，背井離鄉打工去，而讓孩子和老

人一起生活是很常見的現象。這是貧困山區

的一種社會現象！那麼，貧困山區的教會又

是怎麼樣的呢？沒有親臨其境的人，難以瞭

解在外面大城市教會一片火熱復興現象的情

況下，貧困山區的教會是如此的荒涼！由於

貧窮，沒有多少個神學生畢業後願意來到這

種地方；由於貧窮，就算從這裡出去讀神學

的人，也很少願意回到大山裡侍奉的。雖然

說社會經濟發展，傳道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但是相對而言，邊緣地區的傳道人，生活仍

然非常清貧，有的一邊服侍一邊務農，有的

迫於生計不得不離開教會外出打工，因此導

致教會群羊無牧，信徒靈性低落或者是異端

橫行，農村教會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主心憂

傷，誰來關心山區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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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生土長的山裡人，從小目睹山裡

人生活的艱辛與無奈，1997年因為家庭生活

巨變而歸信主耶穌基督，1999年開始參與教

會服侍，2001年到神學院接受神學造就。

自從2005年7月份神學畢業，我就和同為傳

道人的太太一起來到大山侍奉，生活非常艱

辛，當女兒來到這個世界，我們的生活更加

艱苦，於2008年10月我們不得不選擇離開

大山，到大城市教會侍奉。期間放不下這些

大山教會的信徒，每一年都回去幾次探訪，

看到的是教會沒有忠心的專職傳道人牧養他

們，而一些義務傳道人是未接受過系統的神

學訓練，在教會牧養上真的是瞎子領瞎子，

而有更多教會是因無牧人，信徒開始大量流

失，有些教會堂點甚至停止了聚會，看到這

些光景，心裡極是難過。2012年7月，在神

的帶領下，我重新回到這一片大山裡的教會

侍奉，因著主的恩典，同年神動了奇妙善

工，梁偉材牧師讓陳紹良傳道來探訪我們

倆夫妻，並且鼓勵我們在大山裡堅持侍奉

下去。

這幾年來，在大家同心的支持幫助下，

我們針對教會現狀的需要，開展了教會同工

密集和有系統性培訓，通過培訓，有一些堂

點在事工開展上更加合理而有效，在牧養上

漸漸可以適切信徒的需要。同時，也對一些

傳道人的生活盡可能的給予幫助，讓他們可

以有更多的力量去侍奉教會。這幾年，也籌

募資金建造教堂，給大山的信徒提供一個更

好的敬拜環境，目前已經有一間教堂建成準

備使用，另有三間還在籌募資金及建造的過

程當中。

中國教會迅速發展，但是卻出現一種現

象，也是我常常說的一句話：「邊緣農村教

會的荒涼成就城市教會表現的大復興！」但

願有更多人能夠看到在神的家裡，有一群在

大山裡面的弱勢教會，她們更需要被關注，

她們更需要我們以基督的愛去關愛她們。

我愛我主教會，愛她我常流淚，念她我常祈

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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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德國的

——  附屬國際同工：蔡定邦博士  ——

海外華人教會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

中國留學生。留學生事工一直是英美許多華

人教會以至不同差會的重點工作，這方面不

乏文章介紹。而因著語文的因素，英語國家

的大學是港台學生升學的首選；但隨著這些

大學的學費連年遞增，近年港台學生才開始

考慮歐陸其他國家。不過，在這之前，為數

更多的中國內地留學生已進駐不同大學。

2013年1月我在荷蘭安息年期間，由於我要

從德國坐飛機回港過農曆年，便順道探望一

對在德國宣教的大學師兄師姐，了解他們在

這方面的工作。

我探訪的宣教士是在漢堡華人基督教會

的吳振忠牧師和師母，並在他們家住了兩個

晚上。吳牧師夫婦的見證分享〈德國華人宣

教經歷〉已於2012年六月號的《今日華人

教會》刊登，在此不贅（www.cccowe.org/

pdf/cct/201206/p30.pdf）。由於師母剛回港

探親，只有吳牧師帶領我走訪兩個聚會點：

在漢堡西南九十五公里的不萊梅大學派單

張，邀請中國學生到查經班參加大除夕包餃

子；然後下午再從不萊梅坐兩個小時火車到

北面的呂貝克查經班，也是因為臨近新年，

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包餃子享用愛筵，隨後見

證當中一位弟兄作見證受洗歸入基督。

中國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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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次的探訪，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和到英美澳加的中國學生不同，留德學生大

多家境清貧，亦非公派（也是因此他們才到

德國，這裡大學學費差不多全免），但他們

相對較為刻苦，最少要熬過第一年的德語課

程，然後往後繼續學習和論文寫作。吳牧師

花了很多時間向我介紹他們宣教和教會的工

作：他們宣教的對象是中國留學生，從派單

張傳福音開始，然後帶領查經，逐步建立信

仰的根基，到鼓勵他們在教會中事奉，甚至

可以自己帶領查經，成為教會的領袖。早年

德國開放給外國人的優差不多，故此中國學

生畢業後有跳到英美澳甚至回國；近年因為

國內經濟起飛，中國也躋身大國之列，華人

學生留德的機會雖然多了，卻也有很多願意

回國發展，即所謂「海歸派」，而他們回去

後即分佈在各行各業的要職。故此，德國的

中國留學生工作是一個很策略性的事奉。

近年向中國宣教呼聲再起，而國內的福

音和培訓工作亦已有很多教會及機構參與。

相反，上述這個國外的事工非常重要，卻沒

有引起足夠注意。粗略估計現今在德國，單

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便有二萬多人，還

不包括港台及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學

生，並且每年遞增；但主要負責華人學生工

作的教牧加起來只有二十多人，遠遠不及工

場的需要。筆者在此呼籲更多華人教牧和信

徒參與其中，讓福音在中國廣傳，特別藉著

海外學成回歸內地的中國留學生。	

【原刊於2013年3月17日《時代論壇》1333期「情牽

一線」專欄，現經少許修訂並蒙允許於此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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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燦輝牧師

本年4月10日

是本會歡喜快樂的

日子。作為差遣教

會，我們很榮幸能

與環球宣愛協會和

支持教會成為國際同工（羅見好和胡玉偉夫

婦）的伙伴，共同差派他們到西非塞內加爾

作跨文化服侍。他們將與當地同工本著「服

侍無疆界，宣愛傳萬邦」的精神，在宣教工

場一起編織上帝早已在西非給同工們的宣教

夢。要夢想成真，相信不但有賴前方同工在

宣教工場對神的信靠和努力，也有賴協會、

差遣教會和支持教會在各個階段向國際同工

表達那份持續不斷的關心和禱告的支持。

比方說，在國際同工遠赴工場前，協會

提供訓練給國際同工，同時也提供差傳課程

給教會，讓堂會的弟兄姊妹對差傳有更多的

認識，提高弟兄姊妹對跨文化服侍及支持國

際同工的熱忱，並更曉得關懷國際同工及其

家人的重要。另一方面，若弟兄姊妹想了解

他們的奉獻如何運用在國際同工身上，協會

亦提供這方面的資料，以致堂會的弟兄姊妹

知道協會如何投放資源於國際同工的福祉，

或有否其他需要補足之處。

當國際同工進入工場後，協會和教會應

如何彼此配搭，繼續關懷國際同工並共同達

成宣教夢？一般國際同工進到創啟工場都會

遇上申請簽證，居留權和身份的不穩定等問

題，對國際同工造成極大的困擾！此外，初

到新環境，國際同工要面對適應居住、天氣

宣
愛
人

——  李燦輝牧師 （宣道會調景嶺新堂堂主任）——

因著同一個夢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詩篇 118:24）

及本土文化等等的問題及挑戰！以前在家有

公民的身份、操流利的母語；在熟識的環境

和網絡中與家人親友溝通，一同生活。如今

國際同工不但要適

應及接受這些種種

的失去，還要學習

新的語言，務求在

日常生活中能溝

通，並盼早日能與當地人建立關係，分享福

音。除了面對以上新的轉變及要求，國際同

工還要與工場主任及同工互相磨合，彼此配

搭服侍，共同邁向宣教夢。

就上述的種種情況，協會擔當了橋樑的

角色，讓教會能更了解國際同工在工場上所

面對的實際處境，以致後方曉得如何有效地

支持國際同工，為他們祈禱守望。當國際同

工在工場經過一段時間後，教會可鼓勵弟兄

姊妹參與協會舉辦的短期服侍，一方面讓弟

兄姊妹到工場關心國際同工，另一方面讓弟

兄姊妹在國際同工身上有美好的學習，並把

國際同工及工場的需要帶回教會，提升弟兄

姊妹對跨文化服侍的認識和熱忱。盼望堂會

在培育信徒履行差傳使命上可以從因著同一

個宣教夢開始，讓差會、差遣教會和支持教

會成為伙伴，彼此配搭，支持國際同工在前

方打那美好的仗，深切祝願眾聖徒能同心宣

揚主愛，傳到萬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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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蔡

定邦Jonathan，太太

吳翠珍Emi ly，是協

會的新任附屬國際同

工。我們一家計劃今

年十月出發到德國漢

堡作宣教士，對象是

當地的中國留學生。Jonathan先後在香港神

學院和信義宗神學院教授神學共十四年，之

前在國際聖經協會（漢語聖經協會前身）作

聖經翻譯；Emily在不同機構任社工也超過

十年。我們有三名孩子，將會在德國繼續

升學。

在三年半前一次探訪德國的經歷（參今

期文章〈德國的中國留學生〉），上帝讓我

認識這個工場和事奉對象，其後得到家人和

弟兄姊妹的印證及支持，並去年暑假我在德

國參與服侍，進一步確定這個方向。願榮耀

頌讚歸給那位創造天地並憐憫世人的主！

蔡定邦、吳翠珍夫婦
附屬國際同工 

2015年9月，我

加入了環球宣愛

協會，成為我人

生一個重要的階

段，當時我是以

合約幹事的身

份，主要負責協助10周年的籌備工作。近幾年

我正等候神的差派，自2007年起神就一點一點

的感動我，差傳的召命一直在我的心，從來沒

有減退，而教會也很支持我的心志，給我分享

的機會，並在等候的期間默默地陪伴我。

2015年6月，我剛好完成最後兩科的神學課

程。建道神學院的跨文化課程豐富了我的眼

界，也明白到禾場的迫切。從來沒有想過會在

差傳機構裡服侍，但神就這樣巧妙地把我帶進

協會，讓我在滿有愛的地方裡學習，更有機會

於去年12月探訪柬埔寨，認識這個工場。

隨著2016年3月協會10周年慶典的結束，我的

合約也於7月底完結，神就這樣預備我的差傳

去向，讓我可以加入協會的國際同工團隊，在

未來的日子可以到柬埔寨作長期的服侍，協助

當地的福音工作。神一步一步的帶領著我，全

是祂的恩典，預計明年初能夠出發，這段期間

我繼續在協會裡作更多的裝備，並向弟兄姊妹

分享我的異象。

李慧敏
國際同工 

得蒙龍醫生答允成為協會顧問，深感榮幸。龍醫生早年在台灣東

部從事醫療宣教，及後出任新加坡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院長、臺灣

中華福音神學院差傳學講師、香港差傳事工聯會訓練部主任及香港

同路坊總監。今年6月龍維耐醫生及龍蕭念全師母為協會主領在美洲

墨西哥舉行的第一屆海外跨文化密集訓練。有他們這對良師益友的

實際經驗分享，參加者均獲益良多。

龍維耐醫生（資深宣教士訓練導師）
協會顧問

新丁
 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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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

飛
越
地
球
村

楊弟兄一家	——	香港
1.	禱告卓羚能升讀理想的大學和學科，並適應新

的學習環境。
2.	楊太太開始實習輔導課程，求主加能力和智慧

與來訪者同行。

李慧敏	——	柬埔寨（香港裝備中）
1.	感謝主奇妙的引領，在她等候神差派的期間，

讓她能夠加入AGS的團隊中，並以柬埔寨為服
侍的地方。

2.	現正安排出工場前的各項事情和異象分享，求
主預備及賜更多的智慧，讓她能在最合適的時
間出發。

黃婉蓮	——	拉丁美洲
1.	感謝主！協會於6月在墨西哥Tijuana舉行10天

跨文化訓練能順利平安地完成。也感謝有墨西
哥教會、同工及弟兄姊妹的協助，使跨文化的
課堂學習更能豐富。

2.	8月份開始，每月一次有美國聖地牙哥弟兄姊
妹到訪Tijuana作華人探訪，婉蓮也會教導及訓
練他們。

招鳳玲	——	塞內加爾
1.	求主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在不同鄉村發展福音工

作，並與本地教會及機構結伴同行。
2.	為協會在本地註冊事宜禱告，求主開通達的路。

陳錦嬋	——	塞內加爾
1.	述職後7月回到西非，重新適應環境和事奉團

隊，請為她禱告。
2.	為他們團隊可以接觸到那些正在尋求真理的人

祈禱。

余偉榮、余陳美蓮	——	塞內加爾
1.	為他們預備在10月份回香港述職並到不同地方

分享禱告。
2.	願主保守西非區各國平安，特別賜下平安給在

那裏事奉的同工們。
3.	求主幫助這裡的華人，不要單單忙碌在生活

中，也能看見神的大愛。

胡玉偉、羅見好	——	塞內加爾
1.	記念Ka t的法語學習，求主加力及賜智慧

學習。
2.	記念未信主的家人，特別求主打開Kat父親的

心，使他能明白接受救恩。並求主堅固Wai初
信主的母親的信心。

鍾姊妹	——	發展中國家
1.	她於9月到紐約及芝加哥教會分享及與弟兄姊

妹共聚，求主帶領行程順利，有健康及精神完
成這旅程。

2.	10月底開始她會在大學修讀第5級的希伯來文
課程，求主預備她有合適的心態，不要過份緊
張，又求主賜她足夠的智慧及能力來學習。

MJ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緬甸大選後，昂山素姬執政，鼓勵了不少工場

上之緬甸難民回歸祖國，求主保守他們，讓他
們得蒙主帶領。

2.	求主憐憫一班因性命感威脅不能返回緬甸之羅
興亞難民，禱願工場之難民學校能更有效地培
育他們之難民子女，讓他們感受主的大愛。

梁弟兄夫婦	——	發展中國家	
1.	為9月份新的英語課程代禱，求神為他們預備

學生，也賜他們智慧和愛心去教導學生。
2.	為他們的老師和查經班的成員之屬靈成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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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國際同工 附屬國際同工
宋安理、黃凱欣	——	剛果共和國
1.	感謝主讓他們的孩子喜歡學習。求主保守孩子

新一學年在家學習的狀況，又叫他們懂得如何
教導大女兒，令她可以跟上正規學校的進度和
考試。

2.	感謝主賜給他們豐足的恩典，供應和領導。他
們明年初將回港進行大型籌募活動，請為他們
的籌款和「目養計劃」的未來代禱。

蔡定邦、吳翠珍	——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香港裝備中）
1.	求主賜下恩典和平安，保守10月到工場前的各

樣預備。
2.	德國的華人福音工作機構為德華福音會，同工

各有不同背景和恩賜，祈求同工能彼此配搭，
互相扶持，發揮團隊精神。

3.	求主賜他們在港家人身體健康、平安，特別是
他們的父母。翠珍父親（90多歲）已信主，盼
能早日受洗；定邦母親（80多歲）仍未相信，
求主憐憫，讓她早日信主。

馬利亞	——	發展中國家
1.	工場上通貨膨脹、持械搶劫、強暴和種族打鬥

等持續不斷，求萬軍之主耶和華赦免憐憫這國
家，賜政府領袖愛百姓的心，復興本地教會信
徒，並保護工場上的工人，出入平安，不遇試
探，不遭凶惡災害。

2.	求賜屬靈和翻譯視野叫她能與同工和本土翻譯
員順服聖靈的帶領和管教，同心興旺神的
話語。

ST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記念布龍語馬太福音和羅馬書的印刷過程順

利，能安全送到布龍人手中，讓他們得著幫助。
2.	早前阿薩朗語因為不同方言的問題暫停了翻

譯。最近他們的族群領袖接納了S的解決方
案，可以再次開始翻譯工作。請記念翻譯過程
能適當處理兩個方言的問題。

3.	記念孩子新學年有好的學習，特別大兒子升上
初中能適應新的學習環境，他們在知識和靈性
上都有長進。

但以理夫婦	——	發展中國家
1.	每年的夏季，Mercy	Works的人手不足夠應付

那裡的工作。請為他們有正確的工作排序禱告。
2.	在歐洲Mercy	Works的難民營中，有51%是阿

富汗語民族，該語言是他們曾學習過的。他們
有前去傳道的壓力，但他們年事漸高，盼望這
傳福音的棒可交給已受訓練的阿富汗人前去服
侍他們的同胞，請為他們的團隊有同樣的看法
禱告。

周志豪牧師、師母	——	香港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1.	感謝主，保守上半年的廣播事工，聽眾的回應

穩定提升，也有美好的見證。
2.	請為明年的節目製作計劃禱告，目前他們製作

約20個節目，將有策略行調整。
3.	請為因應不同平台的製作（app、微信、	

網站）而帶來的跟進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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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訓	2016-17
短期服侍訓練

				基礎班 九龍塘宣道會 10月30日（日） 下午	3:00-7:00

祈禱會

				柬埔寨 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10月4日（二） 晚上	8:00-9:30

				猶太人事工 九龍塘宣道會 12月6日（二） 晚上	8:00-9:30

				普世福音挑戰 九龍塘宣道會 2017	年	2月7日（二） 晚上8:00-9:30	

使命小組 九龍塘宣道會 9月4日（日）、11月6日（日） 下午	4:30-6:00

大專生差傳節 中華宣道會大圍堂
（鄭榮之中學）

10月22日（六） 晚上	7:30-9:30

2017宣愛慶典 九龍塘宣道會 2017年3月11日（六） 晚上	7:30-9:30

短期服侍	2016
聖誕節： 				廣西德保聖誕節服侍（截止日期：	10月23日） 12月23-30日

				四川廣元聖誕節服侍（截止日期：	10月23日） 12月23-30日

報名及查詢
地址：香港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9樓										電話：+852	2338-9921										傳真：+852	2338-9961

電郵：info@allianceGS.org										網址：www.allianceGS.org										Facebook：facebook.com/allianceGS

參加以上短期服侍隊需先修畢本會之短期服侍基礎訓練班，並參與3次隊前集訓。

服
侍
無
疆
界  

宣
愛
傳
萬
邦

收支報告 2016年	4月-	7月

(	港元$	) 收入 支出 結餘	/	(	不敷	)

國際同工 809,428	 984,547																										 （175,118）

事工拓展 661,545								 868,300																										 （206,755）

教育推廣、
行政支援

	1,187,445								 1,003,514																										 183,932									

2,658,419 2,856,361                       （197,942）

*	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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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BLOCK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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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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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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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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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Contact No.: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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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data provided will be used for issuing receipts, sending updates 
and newsletters of our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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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inimize the admin cost, AGS will issue donation receipt at the end of April annually.

其他奉獻收據選項 Other receipt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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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方法 Don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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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過奉獻 one-off donation
     港幣 HK      $100         $500          $1,000           其他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定額奉獻 monthly support of
     港幣 HK      $100         $500          $1,000           其他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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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ed cheque：Payable to “Alliance Global Serve Limited”

     直接存入戶口：並寄回銀行存款單(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808-692834-292)     
Direct deposit ：Return with Pay-in slip herewith  (HSBC Account: 808-69283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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