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是聖潔的，祂照着自己的形像創造了我們；基督徒應當過聖潔的生活，以彰顯神的形象。同時，我們可以藉著聖靈的能

力，在生活各個範疇上討主喜悅。聖潔生活是：

環球福音會四大支柱之三 — 聖潔                                    

香港
環球福音會
www.wec-hk.org

2020年季刊 7 8 9

信心 團契 聖潔 犧牲

2.
生命透過與基督的死和復活

的聯合，聖潔得以實行出來

自從人類犯罪後，罪的工價—死，就進入了世界。但當

我們相信基督後，我們便是新造的人。從今以後，靠着耶

穌的復活大能，活出聖潔。畢大衛（David Brainerd）十八
世紀時，蒙召向美國印弟安人傳福音。他見証說：我從來

沒有給那些原住民任何有關道德行為指引，我只是一直與

當地人分享基督的死和復活。然而，奇妙的是—當他們

相信耶穌之後，他們便好像立時明白基督徒當如何過聖

潔、分別為聖的生活。

環球福音會的創辦人史達德先生一生重視生活的聖潔，雖

然他沒有怎樣明確有關聖潔的教導。他認為真實的生活就

是最真實的教導。「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來 12：14）
因此，他一生恪守聖潔，以自己的生命彰顯基督。在工場

上，宣教士應以討主喜悅為生活目標，與未信者接觸和肢

體相交時，均務必除去老我的私慾和性情，追求聖潔，讓

主得榮耀。

1.
無論在個人以至

肢體相交的生活上，我們都

矢志討主喜悅，讓主得榮耀

本會同工



課程也會談及宣教機會，有關不同宣教模式和不同宣教機

遇。導師由現職和資深宣教士教導。以至在課堂中有親身

交流、分享和互動的機會，讓學員如進入工場的狀態。

我們樂於分享上帝對普世宣教的心意，讓學員明白其責任

與承擔，並傳遞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上帝如何深愛世上

不同的族群，甚至一些我們不認識的群體。

我們分享差派教會和差會的彼此配搭和關顧時，後方的信

徒便能知道如何關懷在前線的宣教士，並落實提供有效的

支援方法和工場的需要。

我們透過分享工場事奉的狀況，讓學員明白宣教士在外一

無可靠時，學習全然依靠上帝的恩典，藉此鼓勵信徒同樣

以信心來事奉。

宣教士家庭會分享在海外生活點滴，身、心、靈的需要與

掙扎，拉近學員與宣教士家庭的距離，以至信徒學習能具

體關懷、守望他們所愛的前線同工。

差傳主日學幫助信徒進入天國的計劃、宣教的使命、差傳

的藍圖，並如何發揮不同的恩賜完成天父的心意。歡迎各

教會和肢體聯絡本會合辦差傳主日學。

4.
有效見証福音的必備元素 

未信者不單單只是聽宣教士口傳的福音，他們更多是看宣

教士如何活出福音真義。活出聖潔生活，這絕對是宣教士

見証福音的重要法則。一位宣教士在創啟地區經營了一間

咖啡店。開業不久，一些本地的公務員朋友建議宣教士不

用給所有顧客發出消費發票。「本地所有商鋪都是這樣做

的，省下消費發票，你便可以少交一點稅。」原來，當地政

府都是根據消費發票去徵收稅項的。宣教士認為這樣是欺

騙，有失基督徒的體統。他毅然拒絕了建議，並解釋道：

「上帝教導我要正直地做生意。」當地朋友們當然笑他愚

不可及，但心底裡卻非常欣賞他對信仰的認真和他高尚的 
情操。

我們清楚知道我們不是靠自己成聖，而是「藉著聖靈得成

聖潔」（彼前 1：2）。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軟弱，所以神差派聖靈來幫我們。

某年輕弟兄，性格剛烈，未信主時多是以武力和拳頭解決

與人的紛爭。他信主後，有一次打籃球時，被對方惡意挑

釁、侵犯；初則口角，繼而動武。他怎能以一敵四？一時

氣急敗壞下，他竟然撿起一塊石頭以反擊其中一人。事發

後的禱告中，聖靈光照他，讓他深深知道自己不能如此犯

罪得罪神。從此，他立志悔改和追求聖潔，學習控制自己

的怒氣，仿效基督的寛恕，靠着聖靈，勝過試探。

3.
聖靈充滿的憑證

差傳主日學

教會有主日學，神學院有神學課程，宣教機構也提供差傳

訓練。本會在過去幾年在不同教會主領差傳主日學，讓信

徒對差傳有更深、更廣、更闊的認識。

本會致力與有志合辦差傳主日學的教會交流分享需要，為

其度身訂造合適的課程，課堂由八至十二堂不等，時間安

排上亦盡力配合。課程內容有兩大範疇：宣教理論—聖

經宣教觀、普世宣教現況。宣教實況包括文化差異、工場

真象。宣教體驗則包括模擬宣教體驗、異文化體驗。最後

曾國輝牧師



我於 2018至 2019年在中亞洲參與了為期一年的服侍。
由於當地較為封閉，需要有一個身份平台才能夠在當地作

長期逗留，而我是透過學生簽證留在當地的。

語言學習

由於當地的通用語為他們的方言以及官方語言。因我所參

與的團隊都是服侍當地某個民族，因此在當地的大學時修

讀地方方言，以幫助我在其餘時間於語言中心及當地教會

服侍。每星期一至六都需要回大學學習語言，每天約四小

時，課程是很密集的，但也因此讓我的語言能力能進步。

語言中心

在這一年，在早上完成語言學習後，每星期有三天下午的

時間，到一對夫婦開辦的中心教授英語。剛開始時的四至

五個月裡，因我的語言能力不足以應付，所以我主要是教

導小孩子的英語發音及簡單的詞語。隨後半年，隨着我開

始逐漸掌握當地語言，開始能指導小孩，也因一些機遇

（有些是在計程車上認識）能組成一班有五至七位大學生

的英語小組。當中有信主也有未信主的，在授課過程中我

們彼此建立關係，透過活動交流和彼此分享，也能與當中

兩三位分享自己的得救見證。

參與當地教會

每個週末我會參與一對外籍夫婦所設的聚會，這是當地一

個民族的教會。教會成員有三十人左右，以家庭單位為

主。外籍夫婦放手讓我去參與事奉和了解教會的運作。他

們讓我協助每週敬拜、照顧兒童及讓我有講道的機會。很

感動我的是，這個民族比較內聚，外來人很難融入，但我

體會到當自己願意開放，並且用心去接觸他們時，他們是

感受到的。即便有語言障礙，多數是聆聽，但也堅持與他

們一起，而不是走開，他們是知道我們的心所想的。同時

多與當地人一起，語言能力都會提升呀！雖然我臨結束一

年服侍時，也只能聽懂當地語言講道的大約四至五成，但

參與聚會期間不時受到感動—這個大部份人是福音未得

之民的國家，我從沒想過會有這麼多當地人能一同敬拜真神。

特別是他們每次熱情的敬拜、每次都為自己國家向神禱告時，

我對自身都有不少反思。

接觸性工作者

另外，我還參與接觸性工作者的事工，每兩星期一次會到性工

作者工作的地方或在街上與她們見面。我所在的城市是中亞

最發達的，因此有不少鄰近較貧窮地方的女孩都會到這裡「工

作」。我也是第一次參與這類的事工，聽同工說雖然要與她們

建立信任的關係需要很長時間，當中信主的人數也很少，但當

有機會了解她們的故事、每次去關心她們，對她們來說除了基

督徒，應該是再也沒有其他人了。

當地福音需要與福音機遇

當地的 70%人口為穆斯林，但他們大多是世俗化的穆斯林，
因此不太多人每星期到清真寺禮拜。而我所在的地區是一個比

較開放及發達的城市，在街上不多女性需要蒙頭，特別是年輕

的女性。雖然法例上不可公開傳福音，但在城市中與認識的朋

友，特別是年輕人談論信仰是可能的。有兩位新認識女生，見

過幾次面後，我都有機會與她們分享見證和討論信仰。若是在

大學修讀語言，則更多機會接觸到當地年輕人。

從團隊中得知，我所在的城市是該國基督徒人口最多的，但還

有許多其它城市只有很少教會，甚至一間教會都沒有。聽到有

一些村落，有信徒但因沒有信徒領袖牧養，便再沒有聚會了。

我心中慨嘆：看哪！莊稼已經熟了，但作工的人少！

最後，該國的社會問題，如離婚率高、酗酒問題、家庭問題都

頗嚴重。有些信徒透過成立社會機構去幫助這些弱勢群體。我

所參與的教會中有一位信徒領袖正是昔日在戒除酗酒的中心信

主的，現在他一家都信主了。

當地及周邊國家有不少福音機會。但當中未得之民很多，認識

中亞地區的人更少。盼望主讓更多人去認識這地區的需要，去

收主的莊稼！

中亞洲短期服侍分享
北極星



這並非我們所想像的 2020年。從來沒有人想到單單一個病毒會
殺死這麼多人：我們無法出行、我們很可能面臨無法預期的長期

封關鎖國，也因此，長期宣教士無法返回宣教工場。有一個參加

短期宣教的姊妹，自從她辭掉工作後，一直在等待綠燈，讓她得

以進入宣教工場的綠燈。也有另一短期宣教士因爲法語學校疫情

下關閉，而不得不返回香港。此外，一些工場和機構的年度會議

甚至須改為網上召開。

最近，我們的國際總幹事路易斯向所有宣教同工發送了一個視頻

信息。在《使徒行傳》16章，當保羅試圖進入庇推尼時，聖靈不
允許他們進入（徒 16:7）。我們不確定為什麼當時聖靈不允許他
們去庇推尼，但我們知道那是上帝的旨意（為著祂的目的），叫福

音首先臨到馬其頓。上帝在這全球疫情下有什麼旨意？當我們面

對如此挑戰、在家裡感到無助時，上帝的視角究竟是怎樣的？

當我正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我想起了自己在工場的經歷。當我們

在穆斯林事工中沒有取得突破時，上帝在我心中問我一個重要的

問題：「在我所服侍的這個少數民族中，有多少人會在今天聽到

福音？」 這個問題促使我滿腔熱忱地出去分享福音。通過這個經
歷，我發現實在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接觸到人們。

今天，我問自己，上帝在疫情下問我一條怎樣的問題。上帝讓我

回到基本問題上：「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中，您是否與基督聯合？」

在所有的新聞、恐懼和不確定性中，我是否過著與基督聯合的生

活？另一個問題是：「您是否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繼續為主得著未得

之民？」我可以有很多藉口去推搪，像是在目前疫情下我未能開

展工作。但是無論如何上帝還是在問我上述的問題，因為傳福音

給未得之民是祂的熱忱和愛的所在。

在今天新冠肺炎疫情中，上帝問您的問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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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之民代禱區
民族名稱：馬來人族群（福音未得 27 個）

分佈國家：16 國家

人口總數：19,995,625   未得：18,283,525

信主人數：0.91%

差傳媒體：聖經、〈耶穌傳〉電影、廣播

馬來人族群包括居住在馬來半島的各種南洋人，包括泰國的

最南端，緬甸的南海岸，新加坡島和印度尼西亞的沿海地

區。總人口大約兩千萬。最多馬來族人的國家是馬來西亞和

印度尼西亞。他們堅信伊斯蘭教，屬於遜尼派。馬來族注重

榮耀、羞恥、恐懼、靈界力量文化。如果外族人想加入「馬

來族」就必須信奉伊斯蘭教。一旦加入伊斯蘭後就不能改

教，因為改教帶給家族羞恥，並將會受到伊斯蘭教法的制

裁。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挑戰，馬來族會找巫師尋求「靈」的

能力和保護；或者在先人和聖人的墳墓祈禱和許願。

祈禱事項：

1. 祈求上帝敞開馬來民族人的心，使他們樂於接受福音。服
侍他們將面對許多的難處，求神預備願意服侍他們和犧牲

的工人。

2. 為當地政府、醫學人士、學校老師代禱，使他們堅守崗
位，能提升及保障人民的健康和生活。

3. 求神復興當地的教會，興起代禱者，藉禱告、差派工人和
奉獻金錢來參與認領馬來族群。

資料來源：

https://www.peoplegroups.org/explore/ClusterDetails.aspx?rop2=C0123

差會動態

以下回港和離港同工將視乎工場的交通和疫情狀況而定。

1. 飛飛雲計劃於 6月底回港述職。
2. 小兵一家計劃於 7 月回港。
3. 晚紅霞計劃於 7 月回港。
4. 睦崙家預計於 7 月回工場。
5. 張蕾計劃於 8月回港。
6. 熊文傑夫婦計劃於 9 月回港述職。

感謝以下同工過去半年至一年積極參與辦公室的事奉，請記

念他們下一步的事奉或需要：

7. 萬麗芳基於身體健康狀況，6 月 1日開始休假。
8. 千尋於 6月底完成兩年短宣，求主祝福和帶領她未來三年
的神學進修。

9. 晨星和弦月將於 7月底完成述職期，並等候下一階段的事
奉。計劃於 6-7月份回工場交接和處理離任安排。

10. 劉氏夫婦於 6月底完成述職期，預計於 7 月底和女兒回
工場，兒子留港繼續升讀大學二年級。

7 月 28 日 ～ 迎難而進 — 為蘇旦族禱告
8 月 25 日 ～ 為中亞洲祈禱
9 月 22 日 ～ 為亞洲祈禱

時間：晚上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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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請各位留意本

會的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WECHongKong） 
和本會網頁 (www.wec-hk.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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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