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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在美、加、澳及香港的教會可以把握時機，

鄰里祈禱，讓關心由祈禱開始，亦由聖靈帶

接待及關心新移民或是國內留學生。他們

領將要接觸的佈道群體。此外，舉辦探訪考

在人生路不熟的環境下，教會可以成為他們

察小組，到訪印傭星期日聚集之處，以及南

的家，使他們得到溫暖及接納。雖然香港人

亞裔人士的活動地方，實地近距離跟這些群

與國內人士的矛盾及衝突非常大，但教會要

體接觸，學習本地跨文化的服侍。

教導信徒帶著和平之子的身份，為耶穌基督

還有，學習普通話更是刻不容緩，語言

作好見證。教會應與新移民家庭建立鄰舍關

的裝備令我們能夠與新移民及留學生傾談，

係，發揮和平之子的特質。目前已有香港教

亦對他們的文化有更深切的了解。要成為能

會開展關心印尼或其他國籍的家傭，還有南

回應時代的基督徒，必須在跨文化訓練上

亞裔人士的事工，你有否發覺他們總有一個

與時並進。協會於2016年在墨西哥舉辦了

在附近呢？

第一屆跨文化課程，為學員提供一個名副其
實的跨越文化及異國語言的環境，令他們有
很新鮮的學習體驗，突破界限及開拓差傳視
野。下一屆課程將會在柬埔寨舉行，盼能繼
續為信徒提供在不同文化下的學習。

流徙中的機遇

隨著世界人口因著不同的原因而出現大
遷移，我們再不能單憑人的外貌膚色來辨認

—— 唐德如傳道 ——

其國籍身份。但願我們學習成為一位胸懷普

前一陣子出版的《國家地理雜誌》封面

另一方面，有些人是因為個人發展而自

世的信徒，關注居住在本地的外籍人士，抓

吸引了我，封面標題為「新的歐洲人」。圖

願移居別國，例如投資、尋求工作機會或是

緊機會，接受裝備，敢於面對異文化的挑

片中人都是中東人的面孔，其中有幾位更是

升學。人口的流徙令全球人口的分佈出現了

我認識一位在澳洲的神學生，她當初由

戰。在這個時代中，關愛那些受患難的、寄

穆斯林的裝束。這標題帶出了一個事實，原

變化，求主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能看見那

國內到澳洲留學時，寄住在一個基督徒的家

居的客旅，活出「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

本在中東出生的人被迫離鄉別井，遷往新

些新移居的朋友就在家門前。

庭，家主邀請她返教會，第一次參加主日崇

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的地方。國家民族的地界隨著種族的四散
而出現了重大的變化。聯合國難民署表示：

福音機遇的擴展

拜令她的心溶化了，後來信了主，及後更蒙
召讀神學，成為主的工人。

「現今全球每113人之中就有1人是尋求庇

教會要醒覺現今時代處境的轉變及把握

護者，從國境內遷移流離失所者或是難民，

遠處和近處的機遇，信徒要知道及明白自己

他們處境危險，情況是聯合國難民署前所未

面對著一個怎樣的世界環境。對於歐洲的教

為了鼓勵信徒作出回應行動，教會需要

會，大量難民湧入，正是教會對他們表達關

栽培信徒成為有果效的福音佈道者。面對與

換言之，這數字打破了世界的難民記

愛的好時機，尤其是德國的教會，因為德國

日俱增的穆斯林，教會可開辦主日學課程，

錄，敘利亞、阿富汗及伊拉克是最多難民湧

已接收了過百萬的難民。穆斯林受伊斯蘭國

讓信徒認識穆斯林的信仰核心，打破對這群

出的中東國家。

的迫害而跑往異國逃命，對他們的信仰帶來

體的無知及錯誤的想法或假設。在祈禱會中

莫大的衝擊，從而令他們開放認識基督教。

加設為難民、不同宗教的人士及教會的社區

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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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不容緩的裝備

1. http://www.unhcr.org/news/latest/2016/6/5763b65a4/global-forced-displacement-hits-record-hig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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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手記

站起來！
牧養新一代
—— 國際同工：梁弟兄夫婦 ——

過去幾年生活在大國，我發現一個現
象，就是大多數教會都缺乏系統和計劃發展

等，傳統的主日學和兒童暑期聖經班，如何

家長因為小朋友嚷著要留在家看電視，或者

對抗這些誘惑？另外，在農村很多孩子的父

不願起床等，就不帶他們回主日學了。

母都外出打工，有時週末回來，便會帶孩子

兒童及青少年人是教會發展非常重要的

及青少年的思想工作嚴加管制，因此教會在

外出遊玩，導致兒童主日學的出席率非常不

一環，也是教會最有活力和創意的。若長期

這方面推廣和發展所面對的困難相當大。

穩定。家長是最影響他們參與教會的人，他

在這方面缺乏發展和培訓，教會不僅越來越

們的信仰和榜樣往往決定小朋友的參與。

老化，失去朝氣，而且青少年的流失會很

兒童及青少年事工，甚至一些超過千人的

某教會去年得到外國教會的協助，舉辦

教會也一樣。當然要發展這方面的事工也不

了兒童暑期聖經班，有很多孩子參加，果效

在我服侍的農村教會就有些兒童來自教

容易，一方面人手不足，師資有限，另一方

非常好，因此今年想把事工擴大，增加少年

會附近的非信徒家庭，他們本來十分喜歡來

大國的傳道人需要積極地不斷接受訓

面，很多現今大國的成年信徒自己都未曾經

班級，怎知遭到有關方面以涉外為名，不許

主日學，但一兩個月後就沒有來了，原因是

練，好使他們有能力推動兒童及青少年工

歷過在兒童主日學或青年團契成長的階段，

教會舉辦是次聚會，服侍隊員唯有改為探訪

他們的家長十分迷信，原先不知道他們去教

作。另一方面，香港和其他國家的信徒到訪

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所以不知道兒童主日學

及成人講座聚會。

會的，以為去了附近小朋友的家玩，後來知

大國時，不應只著重成人的服侍，期盼將資

高，這也是大國農村教會的特徵之一。

或青年團契是甚麼一回事，再者大國的傳道

除此之外，外面的世界對兒童實在有極

道後就不讓他們去教會了。也有家長主日帶

源多投放在兒童及青少年的事工，積極培訓

人也缺乏這方面的訓練，再加上大國對兒童

大的引誘，例如電視節目、卡通、網絡遊戲

小朋友來教會，卻不讓他們到主日學，反讓

有關方面的老師。

孩子們跟他們一起坐在禮堂玩手機遊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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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跨文化服侍密集訓練
—— 鄭惠玲傳道 （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6

實習體驗期間能耳聞目睹國際同工婉蓮

下的問題：「若你不能接受別人的文化，又

在危險的生活處境，以及孤單的事奉過程

怎能叫別人接受你的福音?」練習在異文化

中，因著回應上帝的呼召而超越懼怕，堅持

處境中隨時放下自己的慣常生活模式，是實

留下來。當中令我感動的是，她分享到病癒

踐學習很重要的功課。

參加了AGS第一次在墨西哥舉辦的二合

一的龍師母提醒我們要承傳差傳心，便要推

返回蒂華納開展全新的事工，現在她已建立

出發前我們像一隊雜牌軍，幸而導師團

一跨文化服侍訓練和實習課程，處身跨文化

動信徒，也為普世需要祈禱；下午授課的部

了許多情誼和事奉網絡，正如導師龍醫生指

隊絕不輕看學員，每晚聆聽我們分享，每

的場景學習，把課堂學習與服事放在相若的

份包括學習語言和不同的跨文化科目；課堂

出「服侍者的美麗，就是當地人看你是他們

天早上開導師檢討會，按學員的學習進度

比重中進行。對我而言，墨西哥是一個陌生

後由導師帶領所屬小組學員分享，之後有祈

自己人和朋友」，她的美麗是我羨慕的。能

調整課程內容，眾隊友都感到蒙恩及被造

的國家，但我們有優良的國際同工及資深差

禱祝福。

看見信實的上帝保守她健康有力地事奉，讓

就。所以，下一屆跨文化密集訓練，我極

我對呼召人的上帝多一份信靠，心裏多了一

之鼓勵有奉獻心志的肢體、堂會執事和領

點勇敢，這是我在這旅程中重大的得著。

袖們報名參加；而差傳部的同工及部委們

傳導師的團隊作督導，他們在課程中帶給參

這次密集而高水平的差傳教育，結合了

與者無論在心志或知識技巧上極大的幫助。

生活訓練及實習體驗。在個人得著方面，差

課程的特色是師生同住、同禱、同分

傳知識與意識方面都被提升了，這份熱誠遠

「宣教與文化」、「危機應變」等理論

享，既是課堂教學，也是生命傳承，尤其是

超過本地一個課堂中所能孕育產生的。學員

課程我們都努力學了，但知識也要透過實際

把導師與學員配對成為小組，當中的關顧實

中有兩位是我教會的差傳部部委，透過此訓

處境來實習。我們隊員在晚上，都會留在酒

在寶貴。三合一式的課堂部份很重視人與神

練，他們能更全面反思如何以短期服侍支援

店大堂用電話或電腦上網，似是很理所當然

的關係，讓生命緊緊與主結連，早上詩歌敬

工場及關顧國際同工；對我作為牧者而言，

的事情，但對當地人來說，我們就被視為非

拜，並以愛神的心為不同工場禱告，導師之

多了優秀的拍擋，也是教會的祝福。

富則貴，容易招引別人犯罪。導師引用了以

更應視此為裝備侍主的必修科，當然最理
想是能結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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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視窗
下去。我希望成為一助產士，幫助村裏的婦
女順利生產。現在，因家庭的需要，我要停
學了，要找一份家傭工作幫補生計。」
「當兵是我小時候的志願，現在已經實
現了。現在，我相信神要我做的事情，就是
在孩子們中間作教導的工作。我願意服從上
主──這是我所擁有的訓練，是別無他選
「有錢的早已把孩子送到私立大學修讀
專科，修讀年期少一半，學術水平也較高，
而且私大與企業和公司的聯繫網絡好，他們
畢業後都被樂意聘用，出路比政府大學畢業

增值—— 為神的國度儲備工人
—— 國際同工：招鳳玲（塞內加爾）——

的理想。這並不代表他們比我們出色，只是
他們比我們富有，我們缺少這些訓練的機會
吧。」
「若經濟許可，我們都希望進到私立學
府接受教師、護士、外語、商科、農科等專
業培訓。我們還年輕，不想耽誤青春，可以

貧富懸殊是塞內加爾其中一個嚴重的

師、歌手、兒童工作者等。無奈地，拼盡

儘快投入社會服務，貢獻自己，回饋主愛。

社會問題。按2011年統計，塞國人民活在

洪荒之力掙進大學後，那冗長而漫無目的

我並不介意返回鄉間工作，因為我是從那裏

貧窮線以下，每天賺取不到1.25美元的約

的教育體系卻令他們窒息，他們不得不承

出來的。」

有607萬人，佔總人口46.7%；全國失業率

認在塞國，青年人普遍都不敢為未來織

更高達48%。在2015年全國約有650萬勞

夢。

「我們沒有很多的選擇，要不是得到牧
者和師母的鼓勵，在金錢上的支持，我們怎

動力，有77%從事農耕。15-24歲青年人有

下面列出這幾位青年的心聲：

能入讀大學？要改變社會，應該由我們這一

285萬，佔全國人口20.4%，卻有36萬青年

「我們的大學生都是貧窮人，在外很難

代開始。」

找不到工作。1
除了耕種以外，在城鎮所能找到的工
作，大多是店員、管理員、家傭、小販、

找到工作，只好繼續讀書，即或長出白髮白

「因父母離異，從小由祖母帶我上教

鬢，政府仍會繼續資助，捱一天得一天，大

會。雖然母親極力反對，但得牧師和師母的

學是一個頗好的藏身之所。」

教導，又鼓勵我要緊靠主，今天我仍然堅持

的。」
「小時候我流浪街頭，現在已經實現
了，也沒有家，是牧師把我撿回來的。他是
我的生命模範，我渴望成為一個以生命影響
生命的師傅，在我的生命中神一定有祂的美
意，我會以信心繼續前行。」
這些青年人是神特別眷顧的一小群；
受到牧者的教導和生命的影響，從鄉村進
入城鎮讀書和生活，他們要付出極大的努
力、奮鬥和堅忍，盼望他們能得到欣賞、
鼓勵和提拔，繼續走下去！
要找一份工作或改善國家失業情況，這
只不過是眼前事。為長遠計，我們要珍惜
這一班少數的年輕信徒，不惜代價地投資
在他們的生命上。我們要透過培訓，為他
們增值，讓他們在主裏能夠發展所長，發
揮恩賜，在永恆的國度裏成為神合用的工
人。我們更盼望，他們將來可以有能力改
進自己的國家！

散工、學徒、司機等勞動階層工種。要進
入職場，即使是從首都的國立大學畢業的
高材生，若沒有相當的人脈關係協助打通
管道，也會處處受制，要找到一份理想的
職業比登天更難。
最近有機會在一條鄉村與幾位具上進心
的青年信徒對話。他們雖是出身寒微的鄉
下人，但小時候對自己的前途也有憧憬：
做偉大的哲學家、醫生、軍人、教師、牧
1.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s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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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
情懷
差傳工作

中國教會當前的發展
香港教會的參與和配合
—— 盧炳照牧師（香港遠東廣播公司總幹事）——

中國的教會在福音工作上的努力和成效
是顯然的。在近10年，本土差傳運動（將
福音帶到內地福音未及或少及的偏遠省分

神學教育

和地區），亦得到許多教會的響應，差派
同工到不少的地區，結出美好的果子。近

相對信徒人數的大幅增長，中國教會的

年，「福音出中國」更是不少教會的差傳

神學教育是嚴重的滯後。無論是公開教會

夢。當中，一些教會已派出同工到境外宣

或家庭教會的教牧培訓體系，所培訓出來

教。然而，因著缺乏對差傳工作的認識、

的教牧人員，均遠遠追不上教會和信徒數

差傳運作的掌握、宣教士的訓練與關顧

30年來，中國教會在信徒人數增長和

十分薄弱，甚至付諸厥如。「一言堂」和

目的增長。「牧人荒」的現象，多年來，

等，不少教會和宣教同工在過程中，經歷

在福音使命上的積極承擔，都是有目共睹

缺乏問責等，固然是常見的困難，教會的

有增無減。牧養工人不足，導致教會缺乏

了沮喪和困擾。雖然中國教會在人才和資

的。但按筆者的觀察，中國教會當前的發

持續和發展，更是叫人擔憂！

牧養和異端叢生，已是不少教會無奈的慨

源上日益豐富，但在差傳工作上，仍有許

香港教會多年來在西方宣教士培育下

嘆。儘管現今不少神學院的硬件建築已經

多學習和進步的空間。

成長，但在過去30年已完全負起治理和

到位，但在課程、圖書館資源，特別是師

牧養的責任。香港教會在許多的學習中，

資等軟件上，仍遠遠未及需要。

展仍有3方面需要特別注意，而香港教會亦
可以作出有力的參與和配合。

教會建立

香港教會有近50年的差傳歷史，迄今
差出的差教士約600名（按香港差傳事工聯
會統計），估計有差派宣教士經驗的教會

逐漸建立起問責和行之有效的教會組織、

相對公開教會因著相關的政策，有一

行政和架構。筆者相信在這方面的學習和

擁有逾40所神學院，和超過百名精英

超過300間，本地或國際的差會逾30個。香

定的行政和組織，在家庭中聚會的教會的

交流，對內地教會是很需要和有幫助的。

神學院老師的香港教會，倘能面向中國，

港差傳事工聯會和各差傳組織林立，香港

建立，就顯得五花八門。當中，一些在城

香港教會倘能向內地教會，謙卑分享我們

透過神學交流，提高教學質素；培訓師

教會實在能在差傳工作方面，特別是差傳

市中的知識分子教會，固然有非常清晰的

在這方面的領受、學習和經驗，相信必然

資，產生更多能教導別人的老師；分享資

的教育、差會的模式和宣教士的差派等，

教會使命和行政組織架構。但很大部分在

對建立本色化和健康的中國教會，大有裨

源，充實課程和圖書資源等。內地教會的

分享和提供我們的經驗、模式、組織和有

神學體系，才可以加快培訓出更多具良好

關的配套，使中國教會在差傳工作上能減

裝備的牧養工人，中國的教會才會有健康

少走冤枉路，漸漸走上軌道，並且能日臻

的發展。

成熟，藉所差派的同工，使萬族得福。

鄉村的教會，在這方面就顯得

益。

【文章轉載自《遠東廣播》通訊 2015年12月號「總幹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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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散居群體」

—— 今天基督教會的重要任務

—— 連達傑牧師 ——
（尖沙咀浸信會主任牧師；錫安浸信會及澳門二龍喉
浸信會義務顧問牧師；香港浸信會差會前任總幹事）

另外，這現象也可從個人的經歷看。過

至於香港，散居在我們中間的「非

去十多年，我都是使用《宣教日引》作為代

華人」族群也不少。根據香港政府2011

禱資料，恆常地為世界各地不同的族群代

年的人口普查，3 全香港人口共有700多

求。透過閱讀，我逐漸發現，原來很多城市

萬（7,071,576），其中華人佔了600多

早已有文化、語言及宗教各異的不同群體聚

萬（6,620,393），至於其他非華人的人

居。從前他們本生活於原居地，各據一方，

口則約佔45萬（451,183）。在這45萬人

相互間沒有往還交流，如今竟不知何解，

中，我們知道絕大部份是近一、二十年從

「冥冥中」卻共處一市了！究其原因，正就

外地移居過來的，而香港人則一般稱之

是上述我所指出的跨國、跨地域的人口四散

為「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ies）。

並聚居的趨勢。讓我舉出兩個實例：

在這群「少數族裔」中，印尼人的數目

原 來 ， 今 天 在 英 國 曼 徹 斯 特 市

最大（133,377），其餘依次為菲律賓人

（Manchester），已有多個族群移居其

（133,018）、白人（55,236）、印度人

中，例如：德魯茲人（Druze）、曼德恩人

（28,616）、巴基斯坦人（18,042）、尼

相信不用我多說，只要我們稍為留意全

必須遠走他方，以保信仰和性命等等。今

（Mandeans）、也門阿拉伯人（Yemeni

泊爾人（16,518）、日本人（12,580）及

球資訊，便會發現當今有一個普遍盛行的現

天全球眾多(我想不是大部份吧?)人口和族

Arabs）、阿曼阿拉伯人（Omani

泰國人（11,213）。4

象，就是全球人口不斷分散、散居、移動、

群，就活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中──出入邊

Arabs）、波斯人（Persians）、普什圖人

移民及流徙等。這樣的人口流動，背後促成

界活躍，流動散居頻頻！我們可統稱他們為

（Pashtuns）、索拉尼庫爾德人（Sorani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出於經濟因素，

「散居之民」（diaspora people），而他

Kurds）、索馬里人（Somalis）、

需要出外謀生賺錢，養活家人；有些是因

們所組成的群體，則可稱之為「散居群體」

貝沙人 （Bejas）、伊拉克猶太人

國破和戰亂，不得不逃難原居地以覓安居之

（diaspora communities）。

（Iraqi Jews）、馬來人（Malays）、

2. 黃穎穎編：《宣教日引：認識未得之民 每日靈修代禱，2015
年10-12月（冬）》（Los Altos, 加州：萬民福音使團），十二
月份。

喀什米爾人（Kashmiris）及馬爾代夫人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簡要報
告》（2012年2月21日），頁37。

（Maldivians）等。因著這個緣故，她就被

4. 有關的觀察與詳細論述，可參閱拙文，〈咫尺宣教──從散聚
宣教學反思教會服侍少數族裔的使命〉，《教會分享》，195
期（2014年5月），頁8-11。

所；有些因追求個人理想和更美的前景，定
意移民他國或進修留學；有些則是在政治角

數據及經驗點滴

力中失勢，只能逃離本國，為求保全實力；

21世紀全球人口中，大概3.2%是居住

而有些甚至因處身在強大的宗教逼害下，

在非「原生地」（place of birth）的。據

稱為「創新與種族多樣性的城市」了。

2

1. Enoch Wan ed.,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Portland, OR: Institute of
Diaspora Studies, Western Seminary, 2014, pp. 15-16.

聯合國估計，公元2000年約有1億7千5百
萬流徙人士，而在2005年，則達1億9千2
百萬人。此外，又有統計研究指出，全球
差不多每35個人中便有一個是「移居者」
（migrant），當中包括了流動勞工、留學
生及難民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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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會當有的回應
面對這些新近住在我們中間的「散居群
體」，基督教會當有何種回應呢？我的見解
是：執行重要任務，走進「散居群體」。意

為主作見證。這是「本土穆宣」工作，亦是
一項「本土宣教」的任務。

（2）「延伸植堂」任務

思就是說，基督徒及教會當起來，帶著基督

「散居之民」不單來到我們中間，更走

的愛和福音，進到「散居群體」中間，既服

到世界各地定居、生活和工作。基督教會不

侍他們，也向他們作出信仰的見證，此實為

僅需要投身「本土宣教」任務，若是能力所

一項「重要非常、不可或缺」的任務！

及，更要從事「延伸植堂」的任務。意思是

以下為基督教會作出回應時可考慮執行

的工作，但他們卻同樣會遇到此等常見的障

土行動」（Local Action），那麼第2點就

礙。那麼，此時原來作工的基督教會，就可

是「全球行動」了（Global Action）！今天

起來給予不同程度的協助（例如分享異象、

的基督教會應該兩者兼備，缺一不可！若成

知識、策略、人力、物力、財力和靈力等

事的話，其所作的，也就融合為「全球本土

等），好達致「肩並肩、齊跨越」的果效和

化行動」了（Glocal Action）！

地步。

（3）「並肩跨越」任務

以上就是基督教會在普世「散居群體」
正不斷湧現之景象下，從屬靈角度的反思
中，可得出的三項重要工作。

說，我們需要走到「散居之民」所到之處，

上述兩大行動，宣教動力和重點主要都

協助並促成他們成立新的信仰群體，就是

是落在原來的基督教會身上。從這點開始，

新的教會。原來很多時候，在「散居之民」

讓我們也想到，基督教會奮力走進「散居群

中，有很多本身都是基督徒，故只要基督教

體」，為主作美好見證，原來終有一天也可

聖經記載，我們的主如此差遣屬祂的教

這些「散居之民」既已來到我們中間，

會願意動員、裝備及差遣他們，他們就成了

成就「更大的事」（參約十四：12-14）！

會，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

一項「本土任務」自然就形成了。基督教會

「宣教生力軍」，可在異地建立教會，傳揚

就是說，日子久了，一旦「散居群體」內

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

只要勇敢踏出一步，走進此等「散居之民」

福音。菲律賓基督教會過去在這方面確有美

有一群基督精兵出現，成為新動力後，原來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之三大任務：

（1）「本土宣教」任務

5

結語

中，展示愛心服務並分享福音，滿足他們的

好的見證！ 是的，只要屬基督的教會樂意

作工的基督教會就可與他們「肩並肩」一起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各種需要，這便算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了！

參與此事，她們所作的，本質上正是普世

服侍，彼此互作伙伴，齊為「神的國」打拼

28：19-20）主耶穌在這裏說話的重點，是

其實仔細思量，這更是一項「宣教工作」

「延伸植堂」的宣教任務。

了。而所作的，正是「並肩跨越」的任務！

期盼「萬民都能成為祂的門徒」。今天，既

跨越甚麼呢？從「散居群體」之基督精

然「萬民」已迅速而廣泛地分散各地，並且

兵來看，就是指跨越他們「族內人際關係」

也來到我們中間，就是在家門口和屋簷下；

的障礙（「傳福音」所需面對的）和「族

我們作為基督門徒和教會的，為要聽從主

外文化族群」的障礙（「宣教」所需面對

的吩咐，自當有「走出去」的行動，向前邁

的醞釀和發展，如今便有約40間教會，動

的）。換言之，當他們在靈性生命上已強壯

進，接觸他們，以達成主的心願。畢竟，讓

員弟兄姊妹進到在港的「印尼家傭」中間，

成熟起來，就會承擔使命，向本土及全球各

我們切切不要忘記，在主的說話中，還包括

地的本族同胞及其他萬民作傳福音及宣教

「要去」這個心意和差遣啊！

（Missions），因所作的都具備有跨文化、
跨族裔的性質，這便清晰顯示了份屬「宣
教」的工作。
以香港華人教會為例，經過五、六年來

14

在宣教路上，如果說上述第1點是「本

5. 可參閱以下書籍，知道更多詳情：Pantoja Jr., Luis, Sadiri Joy
B. Tira and Enoch Wan eds. Scattered: The Filipino Global
Presence. Manila, Philippines: LifeChange Publishing, Inc.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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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
小種子

新丁
新語

馬英傑牧師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 加拿大聯區總幹事）
環球宣愛協會顧問

本會再添一位資深顧問，馬英傑牧師答
允成為本會顧問，本會深感萬分榮幸！
馬英傑博士早年分別在加拿大中央浸信
會神學院及美國台福神學院獲得道學碩士

事工、佈道植堂及神學教育滿有負擔，經
常參與中南美洲及各地的差傳工作，也是
國際短宣使團董事會主席及多倫多短宣中
心創辦人。

及教牧學博士。馬牧師曾任使者協會學生

馬牧師退休後，仍不遺餘力在加拿大華

福音工作多年，期間從事校園培訓及佈道

福承擔義務總幹事一職，並在教牧同工團

事工，並在安省北部小城鎮首創佈道植堂

契致力鼓勵眾教會同心合一，備受大多倫

工作，建立教會。他曾任加拿大多倫多證

多市同工的尊重。他同時出任中南美洲建

道浸信會（美麗徑堂）主任，在該教會牧

道聖經學院董事會主席兼教授、加拿大華

會超過三十年，由數十人至千人，現在大

人神學教育協會執行董事及加拿大天道神

多市已植了六間堂會。馬牧師對普世差傳

學院客座教授。

作者與其他學員攝於墨西哥跨文化訓練班

工場3D實錄
—— Kit（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
今日所學習的是我第一次聽聞的。

如何才能堅定地繼續事奉，不因為辛酸及孤

龍維耐醫生為我們講解差傳神學、差傳

單而被擊退呢？在婉蓮分享到「甜」的經

運動發展，帶給我一個很全面的圖畫及概

歷中，我找到了答案。雖然孤單是真實及可

念。原來以往我所認識的太少了。很開心有

怕，但是人的生命得救贖、改變、成長所帶

這樣的學習，希望是個開始，日後可以學習

來的價值，比現實的辛酸更加重要，更加有

更多。

意義，甚至可以超過那些苦酸。天父使婉蓮

課堂的最後是國際同工黃婉蓮分享跨文

嚐到的「甜」，讓她將苦楚都放下了。

化服侍的經歷，雖然我從未聽過她這種分

要面對工場上的苦楚及掙扎，真的不容

享，也不完全了解工場的處境，但我知道一

易。既然跨文化服侍如此艱難及不浪漫，除

個人在外生活及事奉是很孤單的，因為我也

了主的呼召和主的愛所激動，還有甚麼可以

是個很害怕孤單的人，也感到這樣過日子很

鼓勵工人繼續堅持呢？

可憐。
從婉蓮分享的字裡行間，辛酸、孤單是
如此的真實，並沒有說謊，是不能否認的，
跨文化服侍不是想像般浪漫。既然如此辛酸
及孤單，且持續而沒有半點思退，究竟工人

照亮傳 世界

照亮傳 生命

1. 太陽能家居照明系統
奉獻額：$1,800

1. 資助貧困傳道同工生活費
奉獻額：$1,800

2. 太陽能充電燈泡 / 充電光管
奉獻額：$800

2. 資助本土同工生活費
奉獻額：$800

3. 環保LED儲電燈泡
奉獻額：$500

3. 資助神學生 / 傳道同工報讀神學課程
奉獻額：$500

支 持 「照 亮 傳 世 界 」 行 動 ， 你 所 奉 獻
的金額除了讓工場獲得相關的照明系統
外，也會用作支持協會的跨文化事工。

支持「照亮傳生命 」行動，你所奉獻的
金額除了支持有需要的傳道/神學生，也
會用作支持協會的跨文化事工。

奉獻方法：請填妥奉獻表格(本刊中間內頁)，連同入數紙或支票寄回本會。

我在這點也有很多掙扎，雖然不知道主
怎樣預備我踏上服侍的路，我願意以信心及
順服去跟隨祂往前行。
本文是作者在2016年6月5-16日，參加協會在墨西哥舉行
第一屆跨文化訓練班時的一篇日誌。

一同照亮世界，
一起照耀生命！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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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國際同工

國際同工

黃婉蓮 —— 墨西哥

梁弟兄夫婦 —— 發展中國家

周志豪牧師、師母 —— 香港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宋安理、黃凱欣 —— 剛果共和國

1. 她將於1月25日至5月30日回港述職，請記念她

1. 願神為他們的中心提供多兩位同工。

1. 請為周牧師負責製作的歸納法小組查經節目

1. 去年9月底有兩位來自美國的短期服侍者，在

〈聖言盛宴〉代禱，每週播出兩集三十分鐘。

家庭學校、眼科中心、教會和青少年事工上幫

期望內地信徒能藉小組互動一齊在聖經真理上

忙3-5個月。願神指引他們日後的道路，並在他

長進。

們離開後有其他人前來繼續幫助他們的家庭。

在不同教會講道及小組分享，也會報讀一些跨
文化課程作裝備，記念各方面的安排。
2. 蒂華納（Tijuana）工場缺乏同工，使事工很難

2. 為他們查經組裡未信的成員禱告，願神帶領他
們能有一天信主。
3. 禱願他們有屬靈視野作事工發展和鞏固工作。

開展，求主差派工人作主的工，也使她能有同
工彼此配搭事奉。

招鳳玲 —— 塞內加爾
1. 求主賜下信心，帶領未來一年具策略性的事工
計劃及財政預算。
2. 為芥蘭村、玫瑰湖學校、潔緹村及附近鄉村的
福音工作開展禱告，求主賜下新方向。

2. 請為周師母監製的〈空中輔導〉環節，輔導教

2. 為籌募新一期「目養計劃」的拓展經費，他們

鍾姊妹 —— 發展中國家

室文稿的出版代禱，願能以文字輔助信徒懂得

將於2月底至3月回香港，3月底到新加坡。禱

1. 記念她學好本地語，求主賜下智慧及記性，特

關懷與成長。

別是說話及聆聽能力。
2. 記念她有智慧地管理時間，以致在學習、靈
修、讀經、祈禱、運動等各方面都安排恰當。
3. 為她未信主的家人祈禱：包括媽媽、弟弟、弟
婦、姪兒。求主除去他們不信主的心，早日信
靠獨一真神。

陳錦嬋 —— 塞內加爾

但以理夫婦 —— 發展中國家

賜越野路上的平安，而受惠者有勇氣接受恢復

1. 請記念他們應付於創啟地區給同工的每年兩次

視力的手術，因這對於他們也許是陌生的概

植堂訓練工作坊，並禱願所有參與者得著保
護。
2. 求神帶領他們，懂得如何培訓於德國的創啟工

定，人民生活得保障，工人出入平安，教會和

MJ一家 —— 發展中國家

士。記念但以理能夠獲得德國入境簽證，於3

1. 禱願他們能時刻跟從聖靈的導引，以衪的心意

月到培訓學校作教導。

余偉榮、余陳美蓮 —— 塞內加爾

2. 願主賜下恩典及憐憫給難民的子女，讓他們能

的聚會地方。
2. 求主幫助他們，賜下所需的經費，以繼續在當
地事工的發展。

上學讀書及經歷神的愛。

李慧敏 —— 柬埔寨（香港裝備中）
1. 聖誕期間與一隊短期服侍隊前往柬埔寨百光
島，求主使用這些年青人，讓他們將差傳的使

胡玉偉、羅見好 —— 塞內加爾
1. 感謝神為Kat預備了一位法國人及一位本地的
姊妹教她法語會話。求主繼續賜智慧及能力學
習，保守她能準確發音及懂得運用合適詞彙。
2. 求主賜他們在異文化中，繼續有智慧去關心同
學、老師及鄰居，並能表達基督的愛。
3. 感恩香港教會有牧師及弟兄姊妹探訪Kat的父

命帶回教會，鼓勵信徒關心未得之民的需要。
2. 這段期間在香港辦公室實習及裝備，求主幫助
出工場前的各項細節安排及異象分享等。
3. 感謝主，她的母會全力推動弟兄姊妹支持差傳
及支持她到柬埔寨，求主繼續預備所需經費，

馬利亞 —— 發展中國家
1. 求神掌管人心願意締造和平，保守工場政局穩

2. 祈求在2017年他們可以開始有華人崇拜！

1. 盼望為華人增設崇拜，求主引導，並預備合適

念。

人，因為他們正準備返回自己家鄉成為宣教

1. 願主賜智慧和各樣恩賜去事奉祂！

服侍，得蒙主喜悅。

願他們有智慧和能力。
3. 他們於南部已展開免費眼檢及教育運動。求主

3. 為但以理的身體健康禱告，願他左膝關節附近
的疼痛能痊癒。

信徒同心興旺福音作鹽作光。
2. 求差派的主激勵她，賜她心力面對和應付工場
上翻譯、栽培和訓練本地年青同工的需要。

ST一家 —— 發展中國家

蔡定邦、吳翠珍 ——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1. 請記念布龍語馬太和羅馬平安分發到布龍村和

1. 一家四口已在漢堡安頓好，他們會替兩名兒子

在南沙塵國的布龍難民手中，讓上帝的話祝福

找學校，並且一同學習德文，期間他們已開始

布龍人。

參與不同城市教會、團契、查經班的事奉。

2. S和亞當正翻譯長子傳的字幕，T和亞麻團隊在

2. 這段適應期也頗為混亂，祈禱上帝給他們寧靜

翻譯路加，請記念他們和翻譯員有清晰良好的

的心去面對環境上的轉變，並積極融入教會以

溝通。

至整個社會。

3. S和亞薩朗語再次開始翻譯，請記念S和團隊有
智慧處理方言的問題，翻譯員有紀律工作。

並安排在最合適的時間出發。
蔡定邦博士伉儷與差遺團

親，求主打開他的心能早日認識及接受救恩。

楊弟兄一家 —— 香港

同樣求聖靈堅固Wai的媽媽對神的信心。

1. 他們一家暫定在港服侍，由2017年1月起，他
們與協會的合作亦已完滿結束。在此協會感謝
楊弟兄一家過去在協會的服侍，並祝福他們的
前路。願神的恩惠常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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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訓 2017

服侍無疆界 宣
  愛傳萬邦

專題課程
教會服侍實用普通話課程

3月16日至7月13日
（逢星期四，4月20日除外）

晚上 7:30-9:00

5月16日、5月23日、
6月6日 、6月20日
（逢星期二）

晚上 7:30-9:00

認識如何在本港開
展跨文化事工

實習：

6月3日（六）

下午 4:00-6:00

參觀

6月25日（日）

下午 3:00-5:00

課堂：

9 月 7 日 、9月14日、
9月21日、9月28日
（逢星期四）

晚上 7:30-9:00

教育培訓 2017
關懷本地穆斯林及印傭事工

祈禱及分享會
月禱會

國際同工分享會

使命小組

剛果共和國

1月10日、2月14日、
5月9日、6月13日、
8月8日、10月10日、
11月14日、12月12日

晚上 7:45-9:15

3月14日

晚上 7:30-9:30

認識猶太人文化與
宗教及本地猶太人
服待

墨西哥

4月11日

緬甸難民事工

7月11日

猶太人事工

9月12日

實習：

9月10日或17日 （日）

下午 2:00-6:00

2月19日、5月28日、
10月15日、12月10日

參觀猶太人會堂及
接觸本地猶太人

10月7日（六）

下午2:00-6:00

烏溪沙青年新村

6月9-12日（五至一）

宿營／日營工作坊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
宣道會

下午 4:30-6:00
差傳營會

目的：
• 建立差傳同路人網絡
• 尋索長／短期跨文化服待
機會

恩臨萬邦2017青年宣教大會
主題：「Y宣教」

「本地跨文化服侍」營會

教牧領袖課程
短期服侍領隊訓練及
實習班

猶太人事工

課堂：

大埔浸信會教育樓

1月21日（六）

下午 2:00-6:00

短期服侍 2017

合辦教會：大埔浸信會

「本地跨文化服侍」
課程

講座：

3月30日（四）

晚上 7:30-9:00

4月2日（日）

下午 2:30-6:30

復活節

廣西德保

暑期

柬埔寨教牧考察團
廣西德保

短期服侍訓練班
2月18日（六）、
5月21日（日）、
10月22日（日）

下午 3:00-6:00

5月7日（日）、
10月28日（六）

下午 3:00-7:00

課程

11月6-11日

截止日期：7月6日

實踐服侍

11月12-17日

領隊訓練班

截止日期： 2月14日

6月11-17曰

截止日期： 3月4日

7月14-20日

截止日期： 5月14日

7月18-30日

截止日期： 3月31日

6月28日-7月10曰

截止日期： 3月28日

6至7月期間

截止日期： 3月28日

12月23-29日

截止日期： 10月23日

12月23-29日

截止日期： 8月23日

註：中華宣道會教牧同工優先

參加者必須完成講座學習

基礎班

4月14-20日

內容：參與當地教會節慶活動、培訓義工及家庭探訪

認識本地跨文化服待的需要

實習：

第二屆跨文化服侍
密集訓練
地點： 柬埔寨

9月29日至10月2日（五至一）

內容：帶領親子活動、長者團契、培訓義工及下鄉探訪

聖地平安之旅 —— 以色列
內容：景點觀光、學習猶太文化及服待

大專生

柬埔寨 2星期
內容：學習跨文化服待生活

參加者必須先完成課程學習

塞內加爾 2-4星期
內容：學習跨文化服待生活

聖誕節

廣西德保
內容：參與當地教會節慶活動、協助兒童主日學及團契
活動、培訓義工及家庭探訪

以上日期，只供參考，詳情請參閱協會網頁。

柬埔寨桔井
內容：跨文化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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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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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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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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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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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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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 - 11月

* 未經審計

本年度累積

收入
支出
盈餘 / ( 不敷 )
盈餘 / ( 不敷 )

國際同工
495,086
1,147,734
（652,649）
（794,656）

事工拓展
806,558
910,485
（103,928）
（261,652）

教育推廣、
行政支援
1,172,418
1,015,157
157,261
167,690

（599,315）
（888,618）

So that men may see your way on the earth, and your salvation among all nations.
Let the peoples give you praise, O God; let all the peoples give you praise.
O let the nations be glad, and make song of joy;
for you will be the judge of the peoples in righteousness,
guiding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Psalms 67:2-4

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
詩 篇 67:2-4

神 阿 ， 願 列 邦 稱 讚 你 。 願 萬 民 都 稱 讚 你 。願 萬 國 都 快 樂 歡 呼

( 港元$ )

3,073,376                  

好 叫 世 界 得 知 你 的 道 路 ，萬 國 得 知 你 的 救 恩 。

收支報告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BLOCK LETTER)
姓名：
如用作報稅，名字請與報稅資料相符。

地址：

Name:

If intended for income tax deduction, please use same name as in your tax
returns.

Address:

聯絡電話：

Contact No.:

電郵：

E-mail:

現時聚會教會：

Church Attending:

個人資料只用作開立收據、發放本會消息及通訊之用。

Personal data provided will be used for issuing receipts, sending updates
and newsletters of our organization.

奉獻方法 Donation Method
我願意獻上愛心禮物 Please find enclosed a Gift of Lov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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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定額奉獻請考慮自動轉帳方式 Monthly donations may be preferably made by autopay )
以支持 for
環球宣愛基金 Alliance Global Foundation Fund
環球宣愛協會常費 AGS General Fund
協會事工 AGS Ministry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際同工 International Member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照亮傳世界／照亮傳生命 Light Up The World / Light up Their Lives
其他 Other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法 Method
自動轉帳：請填寫右面的「定額奉獻銀行自動轉帳授權書」
Autopay : Enclosing my “Autopay Authorization Form” herewith the right
劃線支票：「環球宣愛協會有限公司」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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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減省行政開支，協會將於每年4月底發放一次全年度的奉獻收據。
To minimize the admin cost, AGS will issue donation receipt at the end of April annually.
如需要是次奉獻收據 If a receipt of this donation is required：
請於六星期內發給我 Please send me the receipt in about 6 weeks.
請以電郵方式寄給我 Please e-mail me in pdf format.
*

奉獻港幣100元或以上之收據，可在香港作申請稅項減免。
Charitable donation receipt will be issued. For HK$100 or more, it can be used for income tax deduction in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