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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團契 聖潔 犧牲

Holiness

Sacrifice

Fellowship
環球福音會的核心價值

劉心

環球福音會的四個核心價值支柱就是：信心、聖潔、
犧牲和團契。我們致力在生活上榮耀基督，實踐主所
託付的使命。這一切只有透過基督不斷在信徒心中更
新以及聖靈的工作，方能成就。這一季，我們分享環
球福音會的第一個支柱：信心。以下我們也用一些宣
教士的個人見證作更深的解釋。

信心
我們堅信神是配得我們絕對信靠的那位。我們全然依
靠祂供給我們一切生命所需，並靠祂托住我們的事奉。
縱使遭遇阻力，路徑顯然並不通達，我們總相信神會
成就祂的旨意。
我們相信：
1.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可使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經
歷生命的更新。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海倫·羅斯韋雷（Helen Roseveare）開了大約三百公里的車程，送一位同工途經
非洲中部的山脈。第二天黎明時回家，她獨自一人在
公路上，凌晨時分別無他人，唯有大自然陪伴著她。
途中由於她太困倦，決定停車休息，喝杯咖啡提神。
她在空曠的路邊停車，當她下車時，發現一位非洲男
士在她對面！「老實說，我當時不想見到人……我不
想見任何人，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他們用當地通

用的禮儀彼此打招呼。對方用東非的斯瓦希俚語，而
海倫用的是西非語調，但他們仍然可以彼此溝通。海
倫問他想要甚麼？他反問：「你是被差派的人嗎？」
海倫開始感到困惑和猶疑時，他再問：「你是不是宣
教士？」
海倫答：「嗯，是的，但這取決於：是由誰差派來的，
以及為甚麼差派來這裡？」那路人又問：「您是那位
偉大的神所差派的人，來告訴我關於耶穌的事嗎？」

這個問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會令人震驚。
海倫問他：「你識字嗎？」 。他回答：「不識。」
他來自一文盲的遊牧民族，負責照顧家族的牲畜。海
倫車裡有一本「無字天書」，一本用來幫助文盲的人
了解救恩的彩色小冊子。他們坐在路邊，藉著清晨的陽
光，海倫仔細地向這位尋道者講述如何認識及接受主
耶穌基督作為他個人的救主。
2. 聖靈的能力，可叫神的旨意得以成就，祂的教會
得以建立。
馬族群體是一個忠心的穆斯林群體，加上世界觀的中
心是自我價值，要他們接受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和救主
乃是一件極難的事。一個被丈夫拋棄的婦人帶著兒子
在村中生活。她沒有戶籍、也沒有固定的收入，無法
供兒子上小學。這一直成為她心中的一根刺。對外面
的人有感羞恥，內心深處有愧於兒子，因為連最基本
的書簿費都付不起。馬族認定這樣的人沒有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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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自尊。在聖靈的帶領下幾位村婦被邀請參加婦女退
修營。在退修營中，這位婦人第一次經歷朋友為她慶祝
生日，因而感覺被愛和接納。過了數星期後，她得知有
人願意資助她的兒子上學。重燃了她的信心，從絕望中
看見盼望，重新被肯定和建立了人生價值。她開始和附
近村莊的婦女參與慕道班。
3.

1. 長期宣教士
短期宣教士
2. 宣教講座
3. 宣教主日學

當神的子民熱心尋求祂時，聖靈能將神的旨意和
向祂子民的心意啟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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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短宣隊
5. 香港分會未有宣教士前往
的國家
x4

一位在基督教家庭成長的姊妹，小六時決志信主。年少
時聽說某位牧師一家去非洲宣教，深受啟發，得悉基督
徒在世的使命和活著的目標；因此，從小就有一個夢想
希望成為宣教士 — 去一些沒有人願意去的地方、受著
天氣和貧窮的煎熬，為主受苦、過完全仰賴神供應的生
活。
在中六暑假的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姊妹領受士師記的信
息。神的作為令她啞然；原來神能興起卑微的人、沒有
勢力才能的人去回應時代的需要，縱使世界好像惡貫滿
盈，但上帝的工作從沒有停止。在大學她一直在校接受
裝備、學習傳福音。在每週佈道隊、每年暑假短宣裡實
踐佈道、及在每週晨禱會裡的經歷，神讓她慢慢有愛人
靈魂的心、看見世界宣教的需要。在大學三年級開始，神
感動姊妹回應在校園的海外學生的福音需要，以致姊妹
更願意開放被主差遣。

在這五年内我們希望能夠:

4.

神有能力在不同境況下供應各人所需的一切，以
致祂的事工能按照祂話語中那「又寶貴又極大的
應許」成就，而不受客觀環境所限。

一個團隊2017年重新開始馬族事工，決定在城市中最貧
窮的鄉村中開辦補習班，然而經費只足夠一年的支出。
第二年，正當一切的聯絡和關係都打通了，村長和村民
逐漸接受同工的服侍時，團隊卻沒資金了。團隊仍然一
直推動和分享，請教會弟兄姊妹為事工的需要代禱，團
隊同工們能夠做的已經做了，但是離籌畢經費的日子遙
遙無期。如果這樣結束補習中心，真太可惜了。因經費
不足而放棄，絕不是團隊的信念。團隊堅信上帝會供應
一切所需，因為這是神託付的異象和工作。上帝必會為
祂的工作負責到底。2018年夏天團隊決定暫時借用各人
的述職經費支持，等奉獻進賬時再把錢退還給團員。感
謝神！2019年2月祂供應了團隊兩筆經費，足夠團隊未
來一年半繼續開辦補習班以及發展幾項新的事工，感謝
主！

1.

差派20 位新的長期和15位短期宣教士。
感謝神！至2019年底已經差派10位長期
和10位的短期宣教士。

2.

在教會或神學院開辦20個宣教講座，至
今已經開辦了8個。

3.

與8間教會合辦宣教主日學課程，每期
6-12堂，由不同的宣教士分享授課。至
今已舉辦了兩次的宣教主日學。

4.

協助15間教會差派短宣隊前往工場。感
謝神！至2019 年底已有3間教會出發，
興旺福音。

5.

差派香港宣教士到4個沒有香港分會宣教
士服侍的工場。感謝神！已有一個家庭
前往中亞服侍。

歡迎教會聯絡我們查詢關於長期、短期宣教和
宣教主日學的資料。

宣教工場招募

短宣感言

徐旨

感謝主的帶領，讓我今年暑假有機會前往亞洲工
場，探訪在彼邦服侍的同工，以及協助他們在語言中
心的服侍。能夠幫助宣教士是我的榮幸，我也很高興
能看到差會如何藉著一間在城市邊緣成立的語言中心，
服侍附近一些貧苦的學生、家長和鄰舍。
在此我特別分享其中一位印尼宣教士姊妹的見證。
雖然她剛在工場服侍一年，可算是「宣教的菜鳥（即
初哥/新人）」，她的火熱和愛心，實在讓人欣羨。
如果要我用一句說話去形容她，我會說：「姊妹與神
同行。」

西非塞內加爾的Bourofaye基督教學校急
需招募以下職位 :
1.
2.
3.
4.
5.

校長（1名，由2020年4月起任職）
財務經理（1名）
廚房經理（1名）
行政人員（1名）
學術人員：
i) 各學科的中學教師
ii) 小學教師
iii) 特殊教育教師/助理
iv) 語言治療師
v) 母語老師
(韓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荷蘭語）
vi) EAL英語老師
6. 校舍助理：2-4名
7. 其他職位：(各一名)
i) 維修人員（兼職）
ii) 護士
iii) 校牧
iv) 輔導員
如有興趣請聯絡本會，電話：23882842

香港環球福音會聘財務助理
本會誠徵財務助理一名，
需兼任一般行政工作，有會計經驗為佳。
有志服侍者請電郵履歷
hksb0586@gmail.com 或
致電23882842。

過去數十年，我對印尼人的印象只限於在港女傭。
而這位宣教士姊妹的外表也與她們無異，擁有黝黑的
皮膚。但她獨特之處，除了頭上頂著蓬鬆捲髮外，每
次我見到她，她都背著一個大大的背包東奔西跑，或
教學、或探訪。她更會每個星期走到街上，為社區祈
禱。

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語言天份不高，在環球福音
會這個國際差會生存真的很不容易；但經過一年的訓
練，她已經有足夠的英語字詞表達自己。然而，到達
工場後她還要學習當地語言。她告訴我，當她初到工
場時，她曾多次為了自己糟糕的語文能力而哭泣。最
後她呼求上帝，求主賜下語言的恩賜，以致語言不會
成為她傳福音的難阻。當我七月到工場時，她已能用
純熟的本地語，生動地向鄰家小孩演繹但以理和他三
個朋友被丟進火坑的故事。
她說她年紀不輕，要趁著白日，多作主工。雖然
她在工場只有一年左右，所踏足之地、所吃過的「當
地美食」卻比大家都多，只因她曾向上帝許下一個承
諾 — 每個星期要認識三位新朋友(未信主的當地人)。
她拚盡己力接觸當地人，服侍當地人，並帶領他們認
識主耶穌基督。
感謝上主開我眼界，讓我在進入神學院裝備前，
重燃起初的愛心。願我們都能把握時機，活出基督，
時刻發揮從主而來的感染力，領人歸主！

2020日本宣教動員大會 --由日本宣教網絡主辦
，

總幹事的話
總幹事的話

李志雄牧師

經常遇到有基督徒會問：宣教士們為何要去宣教？為何
主給「宣教士」呼召，而大部分信徒卻「沒有」或無法
聽見主的聲音，繼而回應？
其實主給各人的領受各有不同，祂用不同方式感動人去
回應祂的事工，以擴展祂的國度。所以，每位宣教士回
應的原因、細節和經歷可能很不同；但是，神要祂的門
徒以行動去回應宣教是不容置疑，是神在世界的心意。
祂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在此
希望能向大家分享以下幾點：「主已給了我們大使命
（太28:18-20）呼召臨到我們，為何我們委身宣教？」
1. 主愛我們：祂的愛激勵了我們，我們信主後要為主
而活（林後5:14-15），為了回應耶穌基督十架上
捨身的愛。
2. 我們不能看到神所愛的每一個生命，未曾聽聞福音
而一天一天步向滅亡，袖手旁觀。
3. 事奉主，可以得到永恆的獎賞，是何等榮耀的職事
（林後3:8-10）！
4. 我們找不到一個更大的理由或藉口叫我們不去回應
主吩附的使命！
各位弟兄姊妹，對於我們每一個所有蒙主呼召的人，不
踏上宣教事奉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不願去」。求
聖靈在這個時代裡，以千百種方式，把願意委身的人呼
召出來作宣教士，與我們齊齊踏上宣教事奉的路。

主題：Impossible
日期：2020年3月1日(日)
時間：下午 2時30分 至 5時15分
講員：羅兆麟博士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協和堂
（港鐵長沙灣站A2出口）
內容：詩歌敬拜、信息分享、禱告回應、異象分享、
工作坊、事工展覽

差會動態
1. 2020年2月1日起，總幹事李志雄牧師和李
何慧儀師母放安息年假。即日起香港分會交
由亞洲區總監 Daniel 和 Ruth Kang 負責領
導及池田曉恩女士負責香港辦公室的運作聯
絡。如教會有需要聯絡差會，請致電辦公室
查詢。
2. 星和月一家現正在港述職。
3. 萬麗芳從斐濟回港，現於香港辦事處事奉。

未得之民代禱區
民族名稱：馬都拉族
分佈地區：印尼東爪哇
馬族人口：大約770 萬
信主人數：大約1000人

祈禱：

宣教月禱會

1月28日
2月25日
3月24日

農曆新年（暫停）
為亞洲祈禱
為東南亞祈禱

地點：基督教烙恩堂
時間：晚上7時30 分
地址：九龍太子彌敦道788-790號 利美大廈12樓A-B室
（港鐵太子站A出口）

就著現時香港的情況，考慮到參加者和同工的安全及交通情況，
月禱會如有改動，本會在舉行前會盡早作出通知，請各位留意本
會的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WECHongKong)。
對各位造成不便，本會深感抱歉。如有問題，可透過電郵或電話
聯絡本會。

創辦人
：史達德 C. T. Studd
國際總監
：Louis and Susan Sutton
香港分會總幹事：李志雄牧師、李何慧儀師母
顧問
：周永健牧師、盧炳照牧師
董事
所有奉獻

地址
電話
電郵
網址

馬都拉族是非常虔誠、忠心的穆斯林；以刻苦、
不怕死、火爆報復的性格聞名印尼，然而他們卻
害怕生活所需有所缺乏。福音進入馬都拉族已經
170多年，至今信主人數只有大約一千人。當地教
會一般害怕向馬都拉人傳福音，怕被報復、教會
遭破壞、甚至被燒。馬都拉族是宣教的硬土，曾
經發生過許多針對宣教士的攻擊，令教會和宣教
士卻步。求主興起並且給印尼教會勇氣向馬都拉
族分享福音見證。求主保守參與事工的宣教士免
受屬靈和人身的攻擊。賜下智慧、恩典、勇氣和
健康的身心去服侍馬都拉人。

：香港九龍旺角砵蘭街332-334號龐堅中心 12 樓
：(852) 2388 2842
傳真：(852) 2388 6941
：hksb0586@gmail.com
：www.wec-hk.org

：池田曉恩女士、錢衛樑長老、朱何晴暉女士、郭鳳群姑娘、林錦嫦姑娘、羅偉昌傳道、李志雄牧師、李何慧儀師母、Timothy Ker
：郵寄劃線支票，抬頭「香港環球福音會有限公司」或“WEC International of Hong Kong Limited”
，並於背面註明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