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甚麼是團契？

「團契」一詞源自希臘文 Koinonia 這個字。中文聖經將
Koinonia 譯成：「相交、交通、有份於、團契」等等，視乎
經文的上下文而定。英文聖經中大部份譯為 Fellowship1。簡

單來說「基督徒是一群擁有共同信仰—堅信基督耶穌是救

主，藉著聖靈的引導在基督裡生活，相交、交通團契的社群

（Community）。」

環球福音會是一個國際性跨宗派的差會，擁有超過 1900位同
工，來自 58個不同的國家，現正在 84個不同國家、159個
未得的群體中服侍。環球福音會的宣教士是一群來自不同背

景和文化的社群。然而在一個多元文化、跨國界及跨宗派的

國際差會裡，宣教士們如何落實彼此相愛、彼此順服、彼此

服侍、又確實保守基督裡的合一呢？

團契與合一

三一真神（聖父，聖子和

聖靈）就是一個「完美團

契」的寫照：同質、同

等、同尊、同榮的三一上

帝中的團契。我們可以用

一個等邊三角形來解釋三位一體。（參考圖一）

使徒彼得說基督徒是被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是神聖

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被揀選目的是要使我們宣揚那召 

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

明者（上帝）的美德

（彼前 2:9）。我們既然
是一群同蒙天召的聖

潔社群（來 3:1），那
麼基督徒的團契是以

三一真神的團契為藍

本：「與上帝，並與其

他信徒團契。」 2 也就

是說：上帝、我和他人。 （參考圖二）

差會和教會的工作及角色並不相同，但是兩者均持守聖經的

原則和教導，以主耶穌基督為元首—用和平彼此聯絡，竭

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 4:3）。因此差會也是教會
的一份子。當我們聚集在一起時，我們就是一群誠心誠意地

愛主耶穌基督的弟兄姊妹。我們在基督裏合一，使我們得以

互為肢體，一同參與服侍。

團契與順服

「豎向團契」—「向上」的團契關係，這就是我們與神有

個人的團契；這樣的相交視乎我們個人對神的謙卑和順服的

態度。每個基督徒都是藉著耶穌基督來到上帝面前與上帝團

契。然而，基督徒若沒有願意謙卑順服的心，便無法與基督

聯合，也無法與上帝交通團契。耶穌在馬太福音 11：28-30

環球福音會四大支柱之二 — 團契                                    
劉心

1 2842. Koinonia, Strong's Concordance, https://biblehub.com/str/greek/2842.
htm, Accessed: Jan 26, 2020. NASB英文翻譯 fellowship（12次）, participation（2
次）, sharing（3次）, contribution（2次） 等等。

2 Roseveare, Helen., Living Fellowship,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 1992, 第 175頁

香港
環球福音會
www.wec-hk.org

2020年季刊 4 5 6

信心 團契 聖潔 犧牲

三一真神

謙卑、順服

負耶穌的軛

太 11:29-30

與主一同受苦

一同得榮耀

羅 8:17

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彼前 5:5
同心同行

團契

他人我

圖二：與上帝及他人團契

聖父

上帝

聖靈聖子

同質、同等

同尊、同榮

圖一：三位一體

FELLOWSHIP



教導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

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

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

是輕省的。」29-30節中「與主同負一軛」，其中一個意思就是
「與主聯合、交通、團契」。與主同負一軛的關鍵在於我們必須

有完全順服的心態和心志。當我們能夠完全順服神的時候，就

會覺得主耶穌的軛一點都不難；而真正艱難的，是我們並沒有

完全降服於主。

教會歷史初期在中東一帶，農夫經常用兩隻牛來耕田。為了使

兩頭牛能夠並駕齊驅，保持同樣的步伐，邁向同一個方向，農

夫會在牛的肩加上一個軛。「軛」是一種木製的樑，套在牛頸

上的束縛物，方便農夫耕犂的用具。農夫也會將大牛和小牛一

同負軛，來訓練小牛。那較小的牛起初不願聽話，開始亂衝亂

撞。但是當老牛引導小牛後，把軛繋著彼此，小牛就不能亂

動，一動肩脖就會痛，只能跟著那老牛走路，從此以後慢慢就

能按照主人的意思去耕種 3。 「軛」在古代社會的詞彙有引導
或控制的含義；而在猶太人的文化用語中，也有以「負軛」來

指「人接受和服從」教導 4 。「服從」是自願伏於他人的權柄
之下；對基督徒來說，就是將自己置於上帝和祂話語的權柄以

下 5。  

團契與宣教

「橫向團契」是指「向內」的

團契關係，門徒在基督裡的

交通團契，彼此服侍，保守

在基督裡的合一。保羅說：

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林

後 6:14）。「同負一軛」也意
味著門徒與門徒之間彼此謙

卑，同心同行，彼此服侍。

團契是聖靈在眾門徒身上所彰顯的更新工作而成，超越文化或

個人的期盼；也因著聖靈所賜的恩賜和結出聖靈果子，團契得

以健壯，其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向外」 —走入人群，興旺福

3 台灣聖經網，聖經知識庫「你們當負我的軛」。https://www.taiwanbible.com/web/
wiki/view.jsp?QID=2411，Accessed：Jan 28，2020

4 陳梓宜，負耶穌的軛享安息，金燈臺第195期 2018.5， http://www.goldenlampstand. 
org/glb/read.php?GLID=19505，Accessed：Jan 28，2020

5 “To submit is to place ourselves voluntarily under the authority of another; to 
Christian, that is specifically to place oneself under the authority of God and His 
written Word.” Roseveare, Helen., Living Fellowship,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 
1992, 第 26頁

音。「向上」 —我們藉著耶穌基督敬拜上帝，與上帝團契；

「向下」—我們紮根於神的話語中。「向內」—我們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一同團契相聚，彼此相愛、彼此接納；為的就是

我們能夠「齊心向外」廣傳福音。「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

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腓 1:5）。環球福音會的宣教士，從
不同背景和文化中回應神呼召而踏上宣教路，成為神子民的社

群。故此我們能夠同心合意，並非靠人情融洽，而是靠聖靈的

彼此交通。這團契的唯一目的，就是興旺福音，使主的國度擴

展，在地上建立美好的見證。

結語：

環球福音會堅守以下幾個原則，讓宣教士得以在團契生活中榮

耀基督：

1. 我們的團契是聖靈在我們一眾門徒身上所彰顯的更新工作
而成，超越文化或個人的期盼。

2. 因著聖靈所賜的恩賜和結出聖靈果子，我們的團契得以健
壯。

3. 我們以和平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以開放和謙
卑的態度同心服侍，避免在教義或經驗上作無益的堅持和

討論。

4. 我們同心竭力尋求主的心意，深信在聖靈的引領下，我們
只管安然等候，必定可以辨明祂的心意。

5. 在彼此提醒問責和關愛的原則下互相接納、互相支持和彼
此順服。

6. 我們明白同工在種族、文化以至宗派上各有差異，因此絕
不容在生活見証和任命安排上有任何形式的歧視。

短宣！

差會可以如何激勵更多的主內肢體參與宣教？鼓勵教會差

派工人去宣教工場興旺主的福音？弟兄姊妹可以考慮參與

為期兩個星期，甚至為期兩年的短宣。

1. 個人：有些信徒在教會的差傳主日或者宣教士的分享

中被激勵，領受異象，想參與宣教，但是又不能很肯定

這是上帝的長遠呼召。藉著短宣弟兄姊妹能體驗何為宣

教、如何參與。我們協助尋找工場和事奉方向。

2. 教會：短宣可以激勵教會弟兄姊妹體驗大使命，親身

參與神的工作。有些教會想推動教會參與宣教，但是對

工場又不熟悉，安排困難重重。教會和差會合作，能夠

幫助教會更有效地推動宣教事工。教會差人，差會協助

聯絡和安排工場的事宜。藉此教導弟兄姊妹認識以及關

心如何支持和支援宣教士。

3. 家庭：一些弟兄姊妹希望帶領全家參與宣教，但是長

期宣教（兩年以上）是一個信心的回應和委身，有許多

的挑戰和因素需要慎重考慮，經濟來源，子女教育等，

導致許多基督徒「聞宣卻步」。要香港的肢體放下穩定

的收入和熟悉的環境，回應主的呼召、依靠教會的資

助、過信心的事奉生活，絕對不是一件易事。基督徒家

庭也可以透過參與短宣來學習支援宣教事工和宣教士，

定期為宣教士和福音未得之民禱告。

4. 神學生：近年有神學生選擇在宣教工場實習，神學院

也逐漸鼓勵學生參與宣教實習。短宣可以幫助神學生探

討工場，體驗跨文化宣教學習，並且支援宣教工場。

短宣是長宣的一個跳板，八成的參與者

最後都成為宣教士。其餘的參與者就

算將來不參與長宣，也可以繼續

參與後方的宣教推動和支援。



感謝主的帶領和安排，讓我於 2019年 11月中能參加環球福
音會的個人訪宣之旅。更感謝主的幫助，讓我能看見神要我看

見的東西，擴闊我的眼界，豐富我的生命，引領我更明白祂在

我身上的旨意。

神給我第一個看見：神帶領我參加了 4間日本教會的崇拜，讓
我發現教會的荒涼，平均崇拜人數約 13人，當中包括宣教士
及牧者。

第二個看見：神讓我認識 5位單身的女宣教士、4對夫婦的宣
教士及 1位男宣教士。從他們分享其宣教蒙召的見證中，看見
神的奇妙作為和恩典，不可不讚揚祂。神的作為和恩典更激勵

我對宣教的信心。更體會到單身女宣教士的孤單，但有神與她

們同行和同在，就能勝過孤單感。

第三個看見：神透過退修及大自然的景象向我啓示及明白祂的

心意。在退修的指引中，我說：「神阿！請說，僕人敬聽。」

神問我：「你在那裡。」我說：「我在日本。」神又問：「你的弟

兄在那裏？」我說：「不知道，再深思一下，我身在日本，難

道神要我來日本作牧養嗎？」神再問我：「你愛我比這些更深

麼？」我說：「難道我不捨得在香港的安舒區及事奉嗎？」神

再透過以賽亞書 43:1-13對我說話，特別是第 5節「你不要懼
怕，因為我與你同在；我必把你的後裔從東方領回來，又從西

方招聚你。」這節經文是第二次向我啓示，第一次向我啓示的

時候，是在 2017年去西非塞內加爾短宣前，當時我不明白。
但一直放在心裡，相信神會在適當的時候會告訴我。同時，在

西非塞內加爾短宣的時候，當地的宣教士問我日後會否考慮在

西非宣教，當時我沒有回應她，但腦海出現日本這個國家至

今。我向神禱告，日本是否神為我預備宣教的地方呢？

反思後，接到家人通知我，在港的媽媽因血壓低要入院。聽

後，整晚都睡不著至凌晨 4時，我求主幫助我入睡，睡到早上
5點多醒了，竟然在房間看見日出，見到太陽的光漸漸上升及
向外橫線地散發出去，令我想到當地的宣教士不辭勞苦，與主

同工的宣教工作，福音將會在日本興旺。神給我看見這個日出

有什麼意思呢？我想日本是日出東方之國，難道「你的後裔從

東方領回來」的意思？就是神給我去日本宣教的一個標記及確

據嗎？我再問神，若日本是神為我預備宣教的地方，我可以在

日本作什麼的服侍呢？

第四個看見：訪宣最後一日的上午，與大阪隊伍的宣教士有團

契分享，宣教士與我分享大阪西成區的需要，這區有許多露宿

者，現時有一位老牧者關顧這群體，這群體需要神差派工人來

作福音的工作。因他知道我在香港曾做過露宿者的服侍，當我

與他們分享的時候，我感受到心裡面那份雀躍和喜樂。我再思

想大版西成區的群體是否神給我宣教的對象呢？神再透過賽

43：5的下半節對我說：「又從西方招聚你。」使我領受到神的
呼聲，在日本大版的西面有個地方叫做西成區，是神給我的確

據嗎？

回港後，再重整這個訪宣的經歷，看見神一步一步來向我啓示

及印證。感謝主的帶領，讓我明白祂的旨意，求主繼續為我宣

教的路作預備。願榮耀頌讚歸於天上的阿爸父。

 招募告示 
中亞洲某間國際學校需要一位能夠教授

中學常規化學和 AP化學的代課老師
教授時間：由 2021年 1月 12日至 2021年 3月 19日。

如有興趣請聯絡差會　電話：23882842

探索日本宣教之旅   
黃小燕傳道



環顧今天香港普遍的差傳概況，大部分教會和差會，均面對或

多或少放緩的情況。我們面臨今日宣教的困境，該如何繼續向

前行呢？

1853年，戴德生走上了中國宣教的道路。10次不斷傳道的旅
程中他把 1800卷新約聖經和 2000本書籍分發給了識字的人。
福音深深感動了很多人。他了解到「在一個月間 100萬的人不
知道神而死去」，有無數的人在沒有福音的情況下死去。

同樣地今天我們環看世界，滿山遍野仍都是迷路的羊群，神家

仍是荒涼，作工的人仍是日日的不足，失喪的靈魂仍是日以萬

計的步入死亡。沒有盼望地步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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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的傳道果效並不是出於他的能力，而是他那執著全中國

人靈魂得救的心。但是，何以經過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我們教

會還是處於差傳初起步的階段？何以這百年的悲劇—宣教士

建立的教會，居然沒有宣教的承傳？

為此，我們需要求神賜下憐憫，然而教會也要積極的培育新的

一代，裝備他們，預備為主作工。作為父母，我們不但要帶子

女返教會，更要將宣教使命的種籽植根我們下一代。

身為神的兒女，豈能坐視不理呢？神的兒女們啊﹗讓我們一同

起來，迎向末後一戰—轟轟烈烈的一同去打這場美好的仗。

所以已領受神呼召的戰士們，現在不要再猶疑，立即起來，回

應使命，免得我們哀哭切齒後悔一生 !

未得之民代禱區

民族名稱：巽他族

分佈地區：印尼爪哇西部

人口總數：3,900,000

信主人數：0.49%

差傳媒體：聖經、耶穌傳電影、廣播

巽他族是印尼最大的未得之民。自薩拉卡納加拉王國時

代（Salakanagara，公元 130-362）以來，巽他族一直以
持守健康、良知、正義、自省和智慧為他們最佳的生活方

式。在 Lutung Kasarung的傳說中，巽他族相信上帝以在
世界上的化身來保護人類。 這種化身被稱為 dewata（神
和女神）。幾乎今日所有的巽他族都是穆斯林。然而在許

多地區，伊斯蘭教與巽他族的傳統習俗混雜在一起。巽他

族為了尋求神靈的保護，他們會藉著傳統通靈儀式，尋求

幫助，來保持與自然界的和諧共存。

祈禱資料：

1. 他們在印尼經濟發達地區（比如雅加達和萬隆）不太
受歡迎，因為他們缺乏職業道德，教育水平較低，不

善於領導以及離婚率偏高。

2. 巽他族認為成為公務員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因為工作
不辛苦，可以保障一生，而且在某些位置上，收受賄

賂可以很快帶來財富。

3. 為巽他基督徒之間的和諧與團結禱告，因為巽他人繼
承以恐懼靈界和羞恥為主的文化，這種榮辱和恐懼的

文化有時會延續到巽他信徒和牧師之間。

差會動態

1. 鄭泳已於二月按立牧師，並已經回工場。
2. 張麗君於四月回港。
3. 睦崙家於六月回港述職。
4. 本會有新的財務同工加入。

4月 28日 ～ 為亞洲祈禱

5月 26日 ～ 為東南亞祈禱

6月 23日 ～ 這塊硬土果真硬？！

時間：晚上 7:30 - 9:00
地點：聚會地點請留意本會 Facebook專頁

按香港現時情況，本會將評估參加者和同工的風險，月禱

會如有需要作出改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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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宣教月禱會
（每月第四個星期二晚上）

總幹事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