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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

民聽。」（馬可福音16:15）我

們甚願培育北宣家弟兄姊妹成為

一個「宣教人」，在教會內藉著

差傳年會、差傳主日學、差關小

組、祈禱塔、短宣、與差會合辦

活動等，加強會友的差傳意識；

而差遣宣教士的是聖靈（使徒行

傳13:1-3），當有弟兄姊妹蒙神

呼召，我們會提供門徒訓練式的

栽培；未必人人做宣教士，但每

人都可以是「宣教夥伴」，在後

方支援也尤其重要，例如關心和

支援宣教士的差關小組、在團契

擔任宣教使者推動差傳、以金錢

支持宣教士、本地及海外福音工

作。願意我們都在不同崗位上關

心神所關心的人，那些未得救恩

的人的光景和將來的結局，傳福

音給萬民聽。

05 培育宣教心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給萬民聽。（馬可福音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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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探索、沉澱激情
P&S

2017 年宣教工人培育組組員分享

宣教工人陪育組

2015 年，因神在我倆身上有很多的恩惠 

祝福，生命得著更新，我們便參加了一些關於

差傳的主日學，開始關心宣教和世界其他地方

福音的需要。在差傳年會中，神在我們心中動

工。在 2016 年我倆因有事而分開參加不同時

段的差傳主日崇拜，卻都有感動回應了講員

呼召為宣教獻身，之後在神的引導和牧者的 

幫助下，便參加了宣教工人培育組。

在每月一次的小組聚會中，一

班有宣教心志的弟兄姊妹在教

牧的帶領下，尋求神在各人身

上的呼召和計劃，分享心路歷

程，彼此扶持守望。我們會探

討人生召命和順服的問題，誠

實的問自己是否真的讓基督居

首位，願意將身體獻上，當作

活祭。當中也是我們第一次全

面的去回顧一生，回憶一路走

過影響自己的大小事情，神如

何藉此去陶造我們，給我們獨

特的際遇和恩賜，發現萬事都

互相效力，是神慈愛的手放下

宣教的種子在我們生命中，到適當的時候澆灌

叫它萌芽生長，真的是恩典處處，感恩不盡！

另一方面，教牧讓我們很立體地認識宣教的不

同方面，明白了更多教會與差會的關係、各種

宣教模式，也知道宣教士在異地作跨文化宣教

的苦與樂。記得在一次練習討論中，也給我們

帶來不少衝擊，知道作宣教士不是一件浪漫、

自我滿足的事，唯有靠著那加力量給我們的，

才可成事。

這一年的探索過程實在很寶貴，可以讓我們的

激情沉澱，反省動機是否對準神，察驗神的旨

意。其實過程中都有疑惑的時候，我們懇切的

禱告神，神便按祂的時候向我們說話，給予指

引和引證。

在一次聚會中，上帝用耶穌平靜風浪的經文去

呼召我太太跟隨祂踏上宣教路，並應許會與

她同行。之後每當在她需要依

靠的處境中，神共四次用這經

文去給她安慰和勇氣，叫她驚

歎主是何等的體貼我們的軟弱

和需要。而自己曾發了兩個不

尋常的夢，在靈修中主用約翰

福音十五章 16 節去解釋第一

個夢及肯定祂的揀選和呼召去

傳揚祂的福音，結出能存到永

遠的果子。神又使我在兩次崇

拜唱詩中，一打開詩集正是要

唱的那頁—「將最好的獻基

督」去「宣主尊榮」。

當我們越來越確定神的呼召

時，神讓教牧和宣教士提點我們神學裝備的需

要，剛好遇上回來述職的宣教士分享，從他親

身的經驗中得着一些寶貴的意見，記得當天晚

上，神叫我們清晰地看見讀神學的指引。加上

之後在神學院獻身營的領受和聖靈引導我們心

思上的改變，我倆便充滿感恩地申請入讀神學

院，準備接受訓練裝備作宣教士。願榮耀頌讚

歸給那位呼召我們進入恩典之路的主！

第三個孩子
冼永達	鄭杏怡

2015-2016 年宣教工人培育組組員、2017年獻身宣教交流營參加者

2014 年底，我倆帶著一歲多的女兒到高雄動

物園，當天收到馮秀慧傳道的邀請，加入「宣

教工人培育組」。2015 年加入小組時，感覺奉

獻的路仍然很遙遠，探索的路好像長路漫漫。

當中我們聆聽馮傳道的教導分享，讓我們明白

尋索的路徑，同學之間閱讀分享，除了開闊

了自己的視野，也建立了友誼。聽到弟兄姊妹

對一些群體有負擔，心中很佩服，看到領受呼

召的榜樣。我們也做了性格測驗，探討原生家

庭，讓我們認識自己，知道了自己的限制。

最深刻的是邀請了兩位宣教士來分享，我們

親身體驗從前只能在書本傳記中看到的生命

力。一位宣教士在工場雖然長期身體不適，仍

一直多年忠心事奉，而當地人卻很不可愛；宣

教士當然希望可以親自領人信主，可是多年都

不能直接的收取果子。看到宣教士有淚光的分

享，儘管如此，美好見證已經在工場留在人的

心中。我心中也在流淚，第一次體會這種深刻

的忠心和美善。另一位在戰亂地區服侍，骯髒

炎熱。除了面對隨時的子彈，也要面對屬靈爭

戰，是甚麼讓他們表現出這樣的愛和堅強？

2016 年小兒子出生，由於他比較「易湊」，

因而萌生了有第三個孩子的想法。同年年底，

我倆在同一個晚上發了一個很震撼的夢，互相

分享之下才知道是同一個夢。沒有解夢恩賜的

我們，卻給這個夢下了相同的總結，就是天父

告訴我們暫時放下生孩子的想法。

過了一個月，我們一家四口到檳城參加婚禮。

當時雖然兩個孩子還小，整個旅程給我們很輕

鬆舒服的感覺。在教會崇拜時遇見香港人，我

問他們為甚麼移居檳城，姊妹回答：「想女兒

讀一間更好的幼稚園」。聽到這裡，想到有人

可以為兒女的教育而犧牲香港的一切，我們又

能不能為神而放下我們所有呢？  

之後我們在不同地方得到鼓勵，在奉獻小組我

們整理了我們人生中天父各個時間的呼召，在

去年獻身宣教交流營裡一同領受呼召，勇敢向

前走。在營中，我們從各族各方回來的宣教士

口中描繪，看到禾場的廣闊。一個清晨靈修，

天父彷彿在回答我們的猶豫：只要一個願意的

心先踏出去，天父必要指引我們下一步。而過

往眾多宣教士就是祂為自己留下不向黑暗屈膝

的人，我們並不孤單。  

關於第三個孩子，神讓我們看到，既然我們有

空間思考再生一個，何不為神的國孕育更多生

命，以行動以愛去服侍和祝福更多人。因此我

們報讀了新加坡神學院，裝備自己，預備「第

三個孩子」的出現。

冼永達（右起第四個）、鄭杏怡（右起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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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自由．愛
小文

2017 年非洲內地會東非短宣分享

牆

穿越山嶺、村落、小城、沙漠，一隊來自世界

各地的弟兄姊妹到東非數個地區、不同部落的

家庭、教會、診所探訪。打破了地域的界限，

這好像是一幅很美麗的圖畫：我們都很努力學

習、嘗試融入他們各個族群的文化，不過其實

內心的差異仍然存在。

我們會有禮貌地坐在他們安排給我們的座墊

上、吃/喝他們用以迎賓的小食/茶，睡在簡

單的床榻與蟲共眠；但心底裡有時不禁會想：

一會兒可以抹身洗腳洗衣服、明天可以吃甜點

意粉、一星期後可以回到文明「沖熱水涼」。

我們對舒適的習慣無形間成了對脫離貧窮的期

盼。

非洲人看到 muzungu（白人）在那裡的生活，

總覺得我們來自的國家比他們「第三世界」好

多了，無論我怎樣解釋，他們都不相信香港或

中國會有窮人。腳踏非洲，不但暴露了我一直

以來對人對事的計算（效率、成本效益 ）、

懷疑（別吃虧）和自私（先掃好門前雪）；還

讓我發現「第一世界」隨意建立的標籤、不知

不覺的奢侈正在不斷堆砌、加固一道冰冷厚厚

的牆。

自由

從前聽過有教會被拆、有主內的肢體被迫害，

但這些故事還不及親眼目睹的來得真實。有小

孩因爸爸改信基督教而被打至重傷（失去了一

隻眼），有母親不敢跟丈夫說自己信了主…在

穆斯林地區傳的福音是一個付代價的福音。宣

教士不但要幫村民解決信仰疑難、明白經歷福

音，還要在逼迫的路上與他們同行、堅定他們

的信心。數十年來，沒多少個人一同在主日敬

拜，有些秘密地信主、有些信主後抵受不住壓

力返回伊斯蘭教，當「迫害是常態」時，我們

還能像但以理與幾個朋友般不怕人、不怕王、

不怕死，惟獨怕神嗎？

「我不以福音為恥」從此有了一重更深的意

義。只有真正相信祂的人才能從恐懼、羞恥、

苦毒中得自由。我不斷問自己：「當他們在逼

迫中仍堅持到底時，為何我們在自由中卻如此

容易放棄？放棄去相信、去期盼、去愛……」

此文原載於《鼓舞》2018年1-3月季刊首頁，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授權轉載，網址：http://www.aimhk.org/
files/2018-01.pdf

愛

投入貧窮世界，擁抱貧窮文化，是不容易的，

只能靠那起初的愛。

非洲的步伐比城市人能想像的還要慢，人們只

許遲到不准早退，真的要習慣一下等待，實踐

「愛是恆久忍耐」：面對每個找上門的／碰到

的，每個需要食物、教育、修理、工作、藥物

的，每個醉酒的、詭詐的、貪腐的、咒詛人

的，每個神所愛的人。

「又要有恩慈」：不再追求世界看為「成功」

的路，不再妒忌（而是欣賞）同輩的成就，不

再留戀今生的財富、生活的安舒，因愛是不嫉

妒。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宣揚自己所犧牲

的、自己所服侍的、自己醫好的、自己培育

的，因一切都是完全靠祂方能成事。

「不做害羞的事」：而要盡早學曉當地的語言

習俗文化、與每個遇見的人打交道、聆聽了解

他們的看法、炎炎夏日下也要穿好長裙頭巾以

示尊重。任何服侍也不求自己的益處，而是從

本地人的角度出發，與他們共同策劃可持續

的方案，按他們的需要、性情作本土化的見證 

（例如開眼祈禱），並慷慨分享自己所有。

「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寬恕逼害自

己的，正如祂白白寬恕了我們一樣。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保持與神親密

的關係，融入文化同時不妥協聖經的教導，有

智慧地對抗撒旦的攻擊。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即使三十年來沒有多少成果、想幫人卻

被懷疑、想改變卻被謠傳惡言、沒有人願意留

下來幫忙—但仍繼續感恩、不斷禱告、堅持

召命。這是宣教士的生命，也是我一生要學的

愛。

「愛是永不止息。」：這愛要拆掉分隔「我

們」和「他們」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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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抗拒到學習去愛
盧曼瀅

2017 年第四季差傳主日學〈從關心穆斯林經歷信仰更新〉學生分享

這個主日學課程很「貼地」，導師嘗試從四個

不同的切入點讓我們對穆斯林有一個簡單而全

面的認識。

第一部份，是認識今天的伊斯蘭。自我有記憶

以來，伊斯蘭或穆斯林給我的印象都是新聞報

道那般的兇殘和可怕，在香港也不是有很多機

會可以接觸他們，所以一直對他們存著不太好

的感覺和想法。直到前年一次去希臘短宣接觸

過真正的穆斯林後，心裡慢慢開始對這個群體

改觀，開始找不同途徑去認識、去了解他們。

這個主日學讓我真正明白到甚麼叫「神愛世

人」，即使是穆斯林，他們也是上帝所創造，

所愛的。上帝定意要我們把這群走失的羊重新

帶回羊圈。那麼我們該怎樣做來完成這個大 

使命？

第二部份，讓我們認識到他們與我們基督徒的

不同，好讓我們跟穆斯林接觸時能夠「靈巧像

蛇」地分享福音。還記得去希臘短宣時，我們

準備了一些小禮物要來送給我們的探訪對象，

禮物包括一個小小的十字架。當一位穆斯林朋

友收到這個十字架時，她顯得非常恐懼，又帶

點憤怒地把十字架扔掉在地上，還向十字架吐

口水。我們看見了當然也很不知所措，一頭霧

水似的，後來上了主日學才明白到耶穌在於他

們來說只是一位先知，神只有一位就是他們的

真主，所以耶穌是神、而且死在十架上這概念

在他們的角度根本說不通。除了課堂上的簡報

（PowerPoint），導師也推介和鼓勵我們一

邊看有關穆斯林宣教士和有關歸主者的故事，

讓我大大看到上帝真的在工作，全都是上帝奇

妙和出人意表的作為。

課堂上亦提及過穆斯林年輕信徒在大學的冒

起，他們有自己的學會，好像基督徒團契，我

亦想起我在大學裡也曾經見過他們在大學街上

放置橫額，邀請路過的同學一起看可蘭經。

看到此情此景，心裡不自覺泛起一陣思緒， 

「究竟我作為一個基督徒可以作甚麼、可以做

甚麼？」看見然後像沒事般走開，「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這樣就可以當沒事嗎？

在第六節課堂中，導師很用心準備了一連串的

檢視表讓我們更清楚理解伊斯蘭教與基督教

之間的分別，他們對基督教的疑惑和去穆斯林

傳福音的「十誡」。這個「終極」指南十分清

晰，盼望之後有更多機會接觸穆斯林時，不會

忘記課堂上所認識到，能夠以主耶穌的愛觸 

碰他們，一點一點的醫治他們沒有真正盼望的

生命。

為傳福音 Get Ready！
游展晴

2017 年第四季差傳主日學〈從關心穆斯林經歷信仰更新〉學生分享

由於畢業論文的緣故，我有機會接觸社會中的

少數族裔，他們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所以我慢

慢對穆斯林產生興趣。除了教義和禁食祈禱等

一般知識，我對穆斯林沒有深入的認識，恰巧

當季的差傳主日學就是關於穆斯林。

伊斯蘭教有一套十分完整的教規，例如：每日

定時祈禱、潔淨自己要依不同次序和次數。或

許部份穆斯林受西方文化和教派分支影響而減

輕對教規的執著程度，不過大部份都表現岀完

全服從。為了彌補過犯，他們不會認為教規為

生活帶來不便而違反。相比伊斯蘭教，基督教

於行為上沒有次數、方位等限制，對生活亦沒

有帶來不便。但在我的生活中，我沒有做好基

督徒的本分，例如：穩定地上主日學、每天靈

修等。另外，課堂中亦思考到何為三位一體，

普遍會解讀為神以三個不同的形式來顯現於人

前，可惜我不懂以經文為依據去詳細解釋。平

時，我不會放時間鑽研類似的問題，受浸班提

及過都忘記了。我感覺自己對聖經知識的不

足，令我反思到如何更好裝備自己，和穆斯林

和其古蘭經深入的了解，用最適合的方式和他

們傳福音。

透過今次的主日學，不單讓我對穆斯林的福音

工作、生活難處等有更深了解，更讓我反省自

己在傳福音上的不足。願神繼續鞭策我，為傳

福音 get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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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者與傳者的結連
陳圓

法國差關小組成員分享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在差遣禮

完結不久後，我們親愛的 Doris 導師（劉碧珊

宣教士）便離開香港前往法國，繼續完成上帝

所托付她的宣教使命。由於她曾擔任雅各團的

導師，作為團友之一的我亦受邀參與「法國差

關小組」，繼續於後方禱告支援她。

法國差關小組主要是支援劉碧珊宣教士以及 

王杰夫婦宣教士，他們在法國服侍的城市名叫

圖盧茲，位於法國南部。按人口計算，圖盧

茲人口數量僅次於巴黎、里昂，和馬賽，為法

國第四大城市，是歐洲航天產業的基地，主要

工業為航空、電子、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由

於圖盧茲在以上這些方面的高等教育上頗有名

氣，因此不少學生會選擇在此留學，當中不乏

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而兩個單位的宣教士

便是留意到相關的福音需要而前往法國開展福

音工作。

我們差關小組每月都有一次定期聚會，每次都

會按宣教士的代禱信而為宣教士的個人或工場

需要祈禱。此外，我們在聚會中亦會一起閱讀

有關宣教的書籍，組員間亦會互相為大家的近

況代禱。在當中，書籍與禱告讓我對差傳工作

有更全面的認識。

參與聚會前我總有一份錯覺，覺得在本地傳福

音是我們本地信徒的工作，在外傳福音就是是

宣教士和當地信徒的工作，以為這就是「同心

合意興旺福音」的畫面。然而，記得其中一本

我們閱讀的書本《差與傳》裡，便從保羅在宣

教過程所寫下與支援隊伍溝通的書信中，嘗試

讓讀者明白傳者與差者其實有著密切的關係：

傳者需要差者許多的支援，包括對宣教士精神

上的認同、金錢上的支持、重歸的關顧等，

而傳者的生命其實也在鼓勵差者繼續努力完成

神的托付。這些讓我明白到「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不只是事務性上的分工合作，當中亦是關

係上的結連。

在為宣教士禱告的時候能更體會到這份結連，

祈禱時會感受聖靈提醒自己說出一些說話、看

一些畫面，讓我好像更明白宣教士的狀況和福

音的需要，一份與神、與宣教士之間難以言喻

的親密感油然以生。雖然我沒有身處在法國，

但感受到神仍讓我有份參與，與宣教士一同經

歷宣教過程的阻礙，一同感恩禱告蒙應允，一

同見證福音的大能如何改變當地人，這些都讓

我更深的明白到在宣教事工上，我們原來是「

同工」的一份體會。

齊心、合力、推動差傳巨輪

郭秀華牧師

我把差傳比喻為巨輪，要推動談何容易！但感

恩在北宣家藉著牧者，和對差傳有負擔的信

徒，經過多年的努力和上帝的幫助，這個差傳

巨輪在不斷向前行走。

在差傳教育方面，去年三個季度都舉辦了不同

的差傳主日學，讓信徒對宣教與差傳有更深入

的認識；去年更有高達83次，差傳部的牧者

和部委被團契/小組邀請到團契/小組分享差

傳專題。

在關懷宣教士方面，13 個差關小組貼身地關

心北宣所差派的宣教士，常常在第一時間為

推動信徒傳福音難嗎？
一點也不容易！推動信徒參與差傳，更難！

他們的需要守望；感恩「宣教使者」的數目

有增無減，2017 年已增加至 96人，他們都在	

團契/小組中默默地推動信徒參與差傳，認領

及關懷宣教士。

在實戰與體驗宣教方面，去年有10隊短宣隊

分別前往世界不同地區及國家，讓信徒能體驗

宣教，並實地了解宣教士經歷的甜、酸、苦、

辣。

弟兄姊妹，推動差傳需要你！讓我們齊心努

力，繼續推動差傳這巨輪，以滿足上帝願意萬

民得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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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耶和華，是凡有血

氣者的 神，豈有我難成

的事麼？（耶利米書32:27）

“

”

差關小組分享

北宣家 2017 年差傳活動簡報

陳㘣㘣圓（後排左起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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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主日學 宣教使者

差關小組

	 月份	 差傳主日學名稱

 3-4月 宣教密集課程—廣州深度行

 7-9月 知「釋」見「釋」：向佛教徒宣教的東南亞經驗

 10-12月 情理兼備話差傳

 10-12月 從關心穆斯林經歷信仰更新

	 群體牧養科	 有認領宣教士的團契小組	 宣教使者人數

 長者科 9 15

 成年科 32 46

 青年科 17 28

 小組科 6 6

 普通話群體科 1 1

 總數 65 96

	 	差關小組名稱	 聚會內容

 1. 10/40之窗 關心在創啟地區服事的宣教士

 2. 泰國差關小組 關心宣道差會在泰國服事的宣教士

 3. 阿拉伯差關小組 關心在中東及創啟地區服事的宣教士

 4. 澳門福音關顧組 關心宣道差會在澳門服事的宣教士、定期派組員前往作支援工作

 5. 回宣差關小組 關心中國回民福音工作及在穆斯林地區服事的宣教士

 6. 英國差關小組 關心宣道差會在英國服事的宣教士

 7. KJC差關小組 關心在韓國服事的宣教士及蜂鳥家庭

 8. 柬埔寨差關小組 關心宣道差會在柬埔寨服事的宣教士

 9. 猶關小組(JPCG) 關心猶太人的福音工作及宣教士

 10.  拿但業差關小組 關心阿蟲宣教士

 11.  四維傳道家庭差關小組 關心羅慶偉宣教士夫婦

 12.  小水點差關小組 關心小水點宣教士

 13.  法國差關小組 關心在法國服事的宣教士

團契「到會」差傳專題分享之數目

團契「到會」 差傳專題內容

	 群體牧養科	 申請到訪團契數目	

 長者科 12 

 成年科 40 

 青年科 24 

 小組科 4 

 普通話群體科 3 

 總數 83

專題內容

 差傳ABC 當禱告遇上差傳–人的工作? 

 如何關心宣教士 今日伊斯蘭 

 金齡宣教 未得之民＠北宣 

 認識回民朋友 如何以祈禱支援前方宣教 

 SAT-7衛星電視的力量 印尼事工分享 

 本地南亞人事工 服侍中國點、點、點 

 差傳年會主題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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