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流露出捨己和捨身去祝福別人的情操，凡跟隨祂的人，也以此作為記號。我們立志以生命敬愛基督，並
以祂為榜樣，叫神的美意在我們身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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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團契 聖潔 犧牲

一 . 主居首位．主權移交

主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跟從我。」( 太 16：24）在我們決志信主的一刻，就
是主權移交的時候，把自己的身、心、靈全然降服在唯一
的救主耶穌基督手中。為要在心態上確立、在行動上實
踐，我們需要接受一種門徒訓練的生活方式 -- 甘願承受一
切風險，在個人目標和渴望之上，把神的心意、主權放在
首位。誠如本會創辦人史達德的格言：「如果耶穌基督是
神，並且為我而死，那就沒有任何犧牲大至使我不願意為
祂作的了。」

二 . 披戴基督．福音使者
保羅說：「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羅
1:16) 他又說：「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
顯大。」( 腓 1：21) 既然我們屬於基督，為了福音的緣故，
就要常作付出代價的準備。在現今與聖經相違背的價值
觀、道德觀及思想模式下，我們需要作出順服主而非順從
人的抉擇。很可能我們要撇下名譽、金錢、財富、地位、
安舒的生活，或是父母、家人等，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亦
可能會受人蔑視，但我們仍然在所不惜。

嚴潘惠儀

三 . 與主受苦．作主精兵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提後 2：3) 

與歷代先賢一樣，一位本會英國的女宣教士的生命，給予
我們很寶貴的榜樣。她的名字叫羅海倫 (Helen Roseveare) 
1953 年至 1973 年間，她在非洲剛果服侍，為福音與主同
工，也為主的福音幾經苦難，她仍然持守對主的忠誠作主
精兵。2016 年，九十一歲高齡的她被主接回天家。海倫的
生命見證，留待讀者上網細閱。她亦寫下不少的著作，激
勵著今天事主的肢體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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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和事工的需要，其心志、如何掙扎及回應神的呼
召，在工場面對的挑戰及箇中的學習和成長等；就本地教
會事工，我們邀請了一間具十多年服事本地外傭經驗的教
會，分享其使命及經驗，讓我們看到開拓新事工的可能性
和考量等。

一季的課程囊括這麼多內容？是的，確實非常豐富，又因
時間所限只能就各主題作基本的介紹，這正切合我們三十
多位同學（當中包括由中學生到長者）的需要，從基本認
識、聽同工的分享、看神的作為，進而尋求神的帶領。

我們一同學習、稍為開闊了眼界，略知世界各大宗教的狀
況及挑戰，並且認識一些我們身邊的少數族群的文化宗教
背景，及較具體的了解其在港所面對的生活，脫離一向籠
統的印象；我們又看到宣教同工和教會認真回應神呼召，
世界各地的需要。在為主日學作結時，我們再提出一樣的
問題：「你認為神藉本期主日學向你說甚麼？」收回的問卷
顯示，弟兄姊妹對不同的範疇有不同的領會，是次主日學
確「開發」了新知。

主日學完結後的四個月，我們每天以短訊群組發出宣教資
訊及代禱事項，鼓勵大家持續學習及禱告，當中的互動是
跟課堂很不同的體驗，我是很享受和深受鼓舞的。感謝神
給這次事奉的機會，使我得着滿滿的福氣。

後記：執筆之時，正值世界局勢動盪、疫症肆虐，每天都
要面對不同的變動，宣教機構及各地宣教士正面對更大的
挑戰，願意我們抖擻精神，不忘神的大能和信實，互相守
望、彼此相顧。

差傳主日學

感謝主給我機會在這裏分享，回顧一次難得的經驗：我們
堂會在 2018 年底舉辦了為期四個月的「差傳主日學」，是
我第一次負責統籌，由資深宣教士池師母從設計課程開始
一路帶領及指導。

教會的差傳主日學，通常是「外判」給差會或宣教機構全
程主理，我們這幾年曾上過由差會負責的概覽及以穆斯林
為專題的宣教課程，在構思是次主日學課程時，我們先由
一個問題開始：「神要藉這主日學向我們說甚麽？」我們希
望課程能啟發弟兄姊妹從自己的現狀開始去尋求及進深。

我們邀約不同的差會 / 機構就本地少數族群分享，包括印
尼、巴基斯坦及非洲（尋求庇護者）的狀況，並且在深水
埗作了一次行區祈禱及認識該區少數族群活動，介紹宗教
方面有印度教、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的資料、教義和狀況
等；每課都有不同同工及宣教士親身分享，在服事上經歷

基督教會聖徒聚會所禧年堂
蔡飛燕姊妹

作的基地，南下遷移至三小時車程的教會，去協助當地牧
者的開荒工作。那可是個巨大的挑戰和抉擇啊！因為我們
一家六口，不論房屋、學校、鄰舍、福音對象都要通通放
下，面臨由零再起步的轉變 ... ...。最終我們順服及接受這個
呼喚，神親自帥領著我們，給予我們奇妙的印証及引導，
與我們同工，結果叫更多人得聞福音，也撒下不少福音的
種子。

結語：當我們談及犧牲，很自然會想到受苦、患難及背十
字架。然而，每個信徒的十字架都不一樣，但宣教的召命
卻是相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
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 12：24) 從前宣教士赴工
場是越洋過海，似乎已經簽下生死狀才上戰場，如今，世
界的距離大大拉近了，今天信徒的心又是否與主更近？可
能我們首先要學習捨下的，是自我、驕傲、偏見和知識。
願主幫助我們更愛祂，更懂得回應祂的呼召。感謝主的應
許：「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 羅 8：
17) 阿門！

四 . 團隊同心．效法基督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同心同聲，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羅 15：5 一
6) 為了配合整個福音團隊的事奉，有時候我們也要甘心放
下個人的目標或事奉的方向。記得在日本宣教的時候，外
子和我被差會要求離開已經「落腳」並開展了六年福音工



2018 年暑假，我踏上了長達兩年的宣教旅程。有許多未知等
待著我。我會成為音樂老師，在一所藝術交流中心任教。除此
以外，並沒有其他充份確實的資訊供我掌握。

對於年青的我來說，現在回望，當天是帶著赤子之心去服侍。
付代價的心高於一切，蓋過所有人對我的擔憂和牽掛。那是我
第一次一個人踏上遠征。

開初的幾個月，是在摸索和適應中渡過的。在工場中感到孤立
無援，時常不免會思考：身邊的長期宣教同工，他們在當地已
建立了一定的人際網絡和福音對象。而我才剛到埗，要慢慢建
立關係。我大部分時間是透過教音樂接觸學生和家長，從中建
立關係。直到一個學期過去，經過許多禱告後，上帝終於開啟
一扇窗，讓我藉著人脈關係進入校園，接觸和我年紀相若的學
生。

在無數次厚著臉皮打開話匣子，無數次尷尬地、冒昧地和陌生
人攀談後，我得以和當地人建立友誼和互信。從此，週四的語
言交換聚會成為了我每星期最期待的日子。當中有人受洗，有
人信主，有不少的人慕道。縱使在社會政治的打擊下，也不能
攔阻未信者來到神面前。這一切都讓我深受感動。有好幾次的
聚會讓我記憶猶新的是——不同國籍的人，和服侍的我們，用
著不同語言來敬拜和讚美神。

可惜好景不常，因著環境變遷，我見證著無數宣教士家庭、同
工的離去，包括最熟識的隊工，也被勒令在三日之內要立即
離開。自我到達工場起，已陸續不斷有同工離去；而恰好這一
次，終於輪到了我身邊最親近的戰友。然而在動盪的政局下，
無形的心理壓力讓我從未曾確切地擁抱這種切膚和痛心的感
受。而是在我回港後，偶爾回想，澘然淚下。

還有許多經歷，這裡未能一一細說。但是在神的時間裡，縱有
逼迫和患難臨到，祂對我的提醒是，無論得時不得時，只管坦
然無懼地傳揚神的信息。這兩年的服侍體驗，徹底地洗滌了我
的生命和呼召。在神的感動下，我決定一生委身於跨文化服
侍，到任何神要我去的地方傳道。

亞 洲 短 期 服 侍 分 享
千尋



「願你們平安」

我首先要從約翰福音二十章 19、21 和 26 節向你們問安：「願
你們平安」。當門徒們在一起時，由於擔心猶太領袖而把門鎖
上了，而復活的耶穌來到他們中間站著，說：「願你們平安！」

隨著疫情和香港局勢的變化，我們面對著巨大的挑戰和不確定
性。面對如此這般的現實環境，許多人感到恐懼和戰慄。許多
人擔心教會和宣教工作會隨之陷入混亂之中。

但是，讓我們記起，這一切對於基督徒來說，並不是新鮮事，
也並非異常現象。在聖經和教會歷史中，「苦難」一直是信徒
的核心課題。耶穌和他的門徒曾遭受極大的苦難。 「又有人忍
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 他們被石頭打死，
被鋸鋸死， 被刀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好的事……」（希
伯來書十一 36-40）即使在苦難中，上帝對我們有信心的人有
美好的計劃。

當猶大面對摩押和亞捫人的龐大軍隊時，讓我們像約沙法一樣
在耶和華面前禱告：「我們的上帝啊，你不懲罰他們嗎？因為
我們無力抵擋這來攻擊我們的大軍。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我
們的眼目單仰望你。」（代下二十 12）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
但讓我們將目光投向基督，因祂是我們的守護者，並且將繼續
成就祂在香港奇妙的工作。

讓我們緊記上帝是那位將猶大從摩押和亞捫手中拯救出來的
神。讓我們緊記，教會是在歷史中經歷許多苦難而長成的。讓
我們堅信主耶穌 -- 他將繼續使用我們接觸世界上的未得之民！

未得之民代禱區
元首：汪曲克國王 (King Jigme Singye Wangchuc )
首都：辛布 Thimphu
人口：69 萬 卓巴人 50%，尼泊爾人 35%
主要宗教：藏傳佛教 75%，印度教 25%，基督徒 0.43%
官方語言：Dzongkha( 近似西藏語 )，識字率 47%

不丹位於喜馬拉雅山下，是一個夾在中國和印度中間的藏
傳佛教王國，其國教是藏傳佛教。藏傳佛教在不丹佔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在憲法中，藏傳佛教是「不丹的精神遺
產」，必須受到所有人保護和弘揚。儘管憲法提到不丹國民
有權利踐行自己的信仰自由，但實踐上仍存在許多障礙。

所有不丹公民都應該信奉藏傳佛教。學校和工作場所內都
會舉行藏傳佛教儀式和誦經祈禱，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在
鄉村，基督徒也要參加藏傳佛教活動和節日，並為這些儀
式出一分力。如果他們不參與或推辭，其他村民會百般刁
難和排斥他們。政府亦會限制非藏傳佛教的傳教活動、慶
典和宗教節日，以及建設其他宗教建築物，更加禁止傳教
士進入該國。

祈禱事項：
1. 記念當地基督徒感到的社會壓力，要順應和參與藏傳

佛教活動。求主加強他們的信心，以致他們不怕被主
流群體拒絕；又賜給他們智慧，知道如何拒絕別人加
諸他們身上的期望。

2. 祈求不丹政府信守諾言，允許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數
群體自由踐行信仰，即使教會暫未得到官方允許聚會。

3. 求主軟化不丹人民的心，從藏傳佛教的捆綁中釋放出
來，使他們接受福音。

差會動態

1. 小兵一家將於十月回工場。
2. 晚紅霞將於十月回港述職。
3. 熊文傑、周翠珊夫婦將於十月初回港述職。
4. 劉氏家庭將於十月底回工場。
5. Panda 將於十月中旬回港休假。
6. 張文豪、何秀薇夫婦將於十月中旬回港述職。
7. 冰梅將於十月旬回港述職。
8. 蕭聯生、湯淼芸夫婦將於年底回港述職、退休。

10 月 27 日 ～ 西非宣教動員工作
11 月 24 日 ～ 為新加坡祈禱
12 月 22 日 ～ 為中東地區祈禱

時間：晚上 7:30
地點：聚會地點請留意本會 Facebook 專頁

本會將按香港疫情情況，安排月禱會。如有改動，本會
在聚會舉行前於網絡上通知，請留意本會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WECHongKong 或 網 頁 www.wec-
hk.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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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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