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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學會前傳   空手道宣教？空手道真的可以用來宣教？你無聽
錯！真的！用「空手道宣教」。最初我學空手道，是在一個很偶然的

機會，參加了一個電視台的綜藝節目，免費學習空手道一年開始。

1979年我在日本考取黑帶三段（師範代資格），在元朗教育路開了一間
空手道道場，同年在元朗警署內教警員和少年警訊空手道。其後更在

各大、中、小學和幼稚園開班授徒。當時的努力，只為世界（生意賺

錢、生活、興趣、名望和權力），這就是空手道「和平學會」的前身。 

和平學會空手道團契   神的作為十分奇妙，當我信了耶穌之
後，教會牧者邀請我在青少年團契裡表演空手道。當日我帶了二十多

名空手道學員出席表演，他們在等候出場表演時，與弟兄姊妹唱了多

首詩歌，聽了講員分享，弟兄姊妹的見証和一同祈禱。在不知不覺

中，我已經

開始傳福音 
了。這是我 
的 第 一 次

（用空手道

傳福音給我的學員和教練）。

1985年我成立了「和平學會」，之後受聖靈感動，組成了「和平學會
空手道團契」，目的是為宣教作後援。成員全是基督徒，有牧師、傳

道人、宣教士、長執同工、基督少年軍導師、空手道教練、香港和日

本人的基督徒等。我們主要為日本宣教士禱告，期間也會為各地宣教

士禱告和金錢奉獻，支持宣教。 

編

輯

的

話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

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

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

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林前 9:23-27

保羅時代的羅馬，十分著重運動，因此在書信裡面，保羅亦以運動員精神作為比喻教導信徒。第一；保羅

表示傳福音要集中火力，把專注力全然放在福音工作上，就好像運動員準備賽事，心無旁騖，以取勝的

心，為主贏得人的靈魂。第二；要節制、克己，在生活和行為上不可放縱，攻克己心，要對準目標，全力

以赴。以下；有兩個真正的運動員和我們分享，如何把運動融入宣教當中。

打出個未來

Simone (WECer)

打出個和平─空手道宣教 
朱達基（日本宣教士） 

運動宣教
打架打球不打空氣



我們可將空手道宣教分為兩部份：香港和日本。 

香港

我們有兩個空手道道場：華景道場和迦密道場，主要教導青少

年。我們不把比賽和技術放在第一位。我們著重青少年的德育培

訓（敬神崇祖，尊師友愛）；信心訓練（例如搏擊、打木板）；堅

毅精神（遇上困難，與他們一同分憂，一同祈禱）。有機會便主動

帶領他們參加教會青少年團契活動、參加基督少年軍、參加空手

道表演（表演內容包含福音元素）。我們用主愛，作主工，使青少

年能自然地進入教會，認識耶穌基督，生命得到改變。而且在上

課前後，教練都會帶領學員一齊祈禱。 

至於牧師、傳道人、

教會長執同工或宣教

士，「和平學會」會

有課程幫助大家學習

空手道，短期受訓，

長期受益。 

短期：傳授實用「空

手道自衛術」，短期

內取得本會專業証

書，可以在各教會開辦「自衛術特訓班」，既可幫助同工教牧強身

健體，更可帶領未信者，因參加興趣班而進入教會。

長期：宣教士或有志宣教的弟兄姊妹，可以參加本會空手道班練

習空手道，練習到一定階段，可以考取「空手道黑帶」專業資

格。將來到工場，可以幫助教會開設「空手道班」，帶領未信者進

入教會。甚至可以使用空手道作工具，作營商宣教。在工場地域

開設空手道道場，既可營商，也可宣教，實在是一舉兩得。而且

空手道營商宣教還有其特別優勢！因為一般的營商宣教，會消耗

宣教士大量時間、精神和金錢。做成生意，又做不成傳福音；傳

到福音，又做不成生意。而且宣教士大多不是營商出身，資金亦

不充裕，以營商來計，一定會十分困難，甚至失敗而回。但空手

道營商成本既少，道場收入更可以謀生。另一方面，有些國家不

歡迎宣教，甚至看穿宣教士為傳福音而成立慈善機構，不予批准

居留。但一般來說這些國家歡迎武術，因為治安不好或常有爭鬥

的國家，都喜歡學習武術來作自衛防身或保家衛國，所以武術會

比較受歡迎。我們也有多個成功例子，宣教士在工場建立空手道

道場，或在學校內開設空手道班。 

日本 

2009年我到日本短宣，其間在多間教會和學校教空手道和講見證
傳福音。2011年正式出發日本長期宣教。2012和 13年在京都
泉教會和草津教會的支持下，於日本開設了兩個空手道道場，一

個設於京都市山科區的「英語空手道教室」，另一個設於滋賀縣的

「草津空手道教室」。同期也在京都空手道道場的總部教空手道，

並送聖經給館長（道場最高領導）。因為我確信昔日信耶穌後，改

變了我所教的道場，很多學生和教練都信了耶穌，若館長也都信

了，我相信整個總部道場都會因耶穌的愛而改變。 

․ 草津道場一位空手道女學生，信了耶穌，隨後受洗並加入了草
津教會。 

․ 另一位考取了黑帶的女學員（指導員資格），現在於草津空手道
教室幫忙教導小朋友。 

․ 加拿大藉同工取得了黑帶（指導員資格）如今轉了工場，去了
仙台（近東京並有很多著名大學學府）準備在當地開辦空手道

道場，並植堂建立教會。 
․ 還有一對小兄妹空手道學生，現在仍繼續在草津教會返主日。 
․ 教會很多活動，都用得著空手道表演和講見證傳福音。 
․ 日本人是很尚武和有濃厚的階級觀念。所以作為空手道黑帶七
段師範的我，是很受日本空手道學生的尊敬。當我向他們或家

長傳福音時，他們就算心裡不想聽，但在行為上也是願意聽我

講的。而且空手道的生命不像其他運動項目的運動員短。因為

師傅的拳歷（學習及指導年期）越長，越受尊敬，因此年齡越

大，反而更受學生尊敬和歡迎。 

空手道宣教其實還有很多

可能性，例如在京都泉教

會舉辦的英語空手道教室

就是一個例子。結合英語

和空手道，既可令想學英

語的青少年參加（通常是家長想），亦可令喜歡運動或武道的青少

年參加，他們因參加了教會舉辦的空手道班而自然進入教會。這

就是神巧妙地使用了空手道這個工具，成就了「空手道宣教」！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 1:8 



我十歲開始接觸乒乓球，當時被綠色桌上飛來飛去的小白球迷住。到

了中學，我夢想成為一位出色的運動員。然而，成為運動員這條夢想

之路，對我來說一點也不平坦。 

中學時期的我，在場館上已有出色的表現，但這時候我得了「網球

肘」，當我伸展或彎曲手臂時，都會令肘部劇痛萬分。十九歲那年，

儘管傷痛纏身，我在東京世錦賽女子單打準決賽中，擊敗衛冕的選手

獲得亞軍，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這段時間，傷患沒有好轉，只

能靠注射止痛藥來減輕訓練和比賽帶來的痛楚。漸漸地，止痛藥在我

身上已失去功效。 醫生說只要我停止打乒乓球，痛楚就會消失，但
只有十九歲的我，拒絕放棄夢想。 

我的一位朋友曾聽過有些運動員到訪一間教會，經牧師祈禱後，他們

的患處便得醫治，於是建議我不妨一試。懷著盼望和好奇，我去了

這間教會並聽了牧師講道，「上帝創造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因為人犯

罪，給自己帶來痛苦和死亡。為了拯救我們，上帝差遣祂的獨生子到

世上，並讓相信祂的人得永生。」耶穌因為我這樣的罪人而被釘死在

十字架上，我流淚認罪，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生命的救主。那一刻，

我內心充滿說不出的喜樂和感恩。 

當我走到台前回應牧師的呼召，他按手為我祈禱時，我手肘的痛楚完

全消失，這真是個神蹟！很感恩我下定決心要為上帝的榮耀而活，而

不是為自己的榮耀而活。 

在那之後，就在 1988 年漢城奧運會前兩年，危機又再一次出現。我
患了肝炎，肝臟嚴重受損，入院住了 50 天。期間我需要暫停所有練
習，而我的排名亦開始下滑。 

醫生警告我說，因為我肝臟受損，所以在比賽中不可用盡全力。但我

不願意放棄我的奧運夢。這將是我作為職業球員的第一次也是最後

一次機會。此外，這將是乒乓球歷史上首次被列為奧運會正式比賽項

目。而令人沮喪的是，我的肝炎導致我的身體和力量都跟不上鍛煉和

訓練的步伐。我才二十出頭，但站立時雙腿乏力。我亦沒法得到足夠

的訓練；完成一天的訓練，就得休息三天。若非對上帝有信心，我根

本無法克服這些困難。 

在每天向上帝哭泣的同時，我先後參加了 1986年亞運會、1987年
世錦賽和 1988年漢城奧運會。中國的乒乓球運動員，過去和現在都
好像一堵堅不可摧的牆，戰無不勝。儘管如此，我還是擊敗了中國選

手。以我身體這般差勁的狀態，怎可能在亞運和奧運會上都獲得金

牌？只能說這全是上帝的恩典。 

奧運金牌到宣教士

梁英子

韓國環球福音會宣教士 
1988年漢城（現稱首爾）奧運乒乓球女子雙打金牌得主 

一場令我畢生難忘的賽事，1987年的世錦賽，在單打比賽的準決賽
中，我面對中國選手，當時局數是 2-2，最後一局 11-18落後對手。 
那時上帝讓我內心異常平靜，我逐分追回，最後連追 10 分，以 21-
18 獲勝。 

這場賽事中，我學懂神揀選了世上愚拙的，為了使有智慧的羞愧；又

揀選了世上軟弱的，為了使強壯的羞愧。（林前一 27） 

完成奧運會賽事後，我便退役，結束十五年的球員生涯。開始新生

活，但巨大的空虛感來襲，加上至愛的母親離世。在這些打擊下，我

整個人變得萎靡不振，只想待在家裡，不想見任何人，只在日落後才

外出。 在兩位朋友的堅決要求下，我尋求專業幫助。精神科醫生說
我患有嚴重的抑鬱症。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我的病情漸漸好轉。當

我抑鬱症末段時，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他當時是一名記者。婚後我們

花了四年時間修讀神學和接受宣教士訓練。1997年，我們帶同兩名
女兒遠赴外蒙古，在烏蘭巴托學習當地語言。其後丈夫開始將聖經翻

譯成蒙古傳統文字的工作；同時，我教兒童和青少年打乒乓球。我深

深感受到上帝透過我們的恩賜和才能來呼召祂的子民，並為祂的榮耀

建立他們。 

與異文化的人一起生活，學習他們的語言絕非易事。我遇到大多數的

蒙古人都沉浸於薩滿教和喇嘛佛教中，他們家中佈滿神像和護身符。

真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期。 兩年的語言學習完成後，我們搬往南戈
壁省的一個小鎮。在那裡我們開始家庭教會。起初我們從三位當地信

徒開始，一年後增長至三十位會友！ 裡面有許多的神蹟。

一名中年女士 Nansalmaa，一直有參加我們教會的聚會，及後她身
體虛弱，於是和她不信主的丈夫買了許多護身符，我們探訪她、為她

祈禱，最後，她不單把護身符燒了，並且擺脫恐懼和頭痛；又有一

次，我在教一群小朋友打乒乓球的時候，我故意不邀請球隊負責人，

擔心他會干擾我與小朋友的分享，但他後來出現了，並且和孩子們一

起聽了我的佈道，後來他不單表示有興趣認識耶穌，還成為了主的門

徒，全家一起上教會，現在，他已經成為教會的領袖。 

2012年我們離開蒙古返回韓國後，有很多機會參與短宣，除了利用
乒乓球作接觸點，我會將我的個人見證翻譯及打印成到訪國家的語

言，隨身攜帶，與遇到的人分享。我們都欠福音的債。我祈禱，無論

任何時候，你和我的都能過著為耶穌基督作見證的生活，堅持傳揚上

帝的話語。

你喜歡步行祈禱嗎？ 

你認同朝聖旅行有助引領人追尋信仰嗎？ 

你對日本的福音工作有負擔嗎？ 

歡迎你加入建立我們在日本正起步的巡禮事工！ 
無論是長期或短期，個人或團體，甚至身處香

港還是親身到日本，都歡迎你和我們商討參與

的日期和細節。 

我們正在尋找隊工參與： 
• 數碼媒體設計—包括社交媒體如 FB/IG 以及網頁設計，最好有實務經驗 
• 文案創作—喜歡以文字記錄靈程點滴，或者拍攝相片 /編輯短片 /藝術
創作等；擅長英 /日語寫作更佳 
• 徒步 /單車體驗—喜歡戶外活動（包括露營），能夠規劃行程及實地檢驗 

另外日本隊工歡迎有呼召以營商方式參與宣教事工的信徒。有興趣者請與

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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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5:17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從普世的宣教事工，我們看到主耶穌基督的話沒有落空。疫情雖然來勢洶洶，但也攔阻不了

神的工作，神的工人們無懼前路艱難，靠著神給他們堅毅不屈的精神，勇往向前，心中握著

保羅的心志，邁向前路『……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

神恩惠的福音。』徒 20:24

他們謹守崗位，寸步不離，受到感染，仍帶著疲憊的身軀繼續事奉。在隱密的角落裡，有些

人感染了又再感染，雖然如此，仍繼續前行。疫情下，踏上工場是一項艱巨的旅程，重重關

卡，一個又一個的檢測，隔離再隔離 ，原本一天的路程，現在可能要花上兩三個星期，但
面對靈魂失喪的呼聲，死亡的喪鐘敲響，人心靈的絕望，縱然前路艱難，他們仍無懼前行，

因為我們堅信在人世間越是黑暗，永恆的盼望就更渴慕了。因此，今天仍有很多同路人，趁

著還有今天，趕緊踏上戰場，拯救失喪靈魂，迎接大君王的來臨。

各位弟兄姊妹，我們深信黎明快要來臨，後疫情的宣教時代快要揭開了，無數的馬其頓呼聲

四處響起，現在呼籲大家與我們一同禱告，迎接新時代的來臨，求神給我們智慧的心，以新

的策略來迎接新的時代。

半年了~~

科特迪瓦在過去一代經歷國家內亂。儘管還未演變成戰爭，但種族、部落、地區和政治分歧

已難以克服。科特迪瓦目前主要按族裔和宗教劃分。穆斯林（北方）與基督徒和精靈教徒

（南方）都在尋求政治權力。回教在該國發展迅速，由 1900年的 5%，至今已有 41.8%。

祈禱事項：

1. 為領袖們禱告，求主停止貪污，團結一致建設國家。
2. 記念愛滋病的控制，愛滋病是該國一大問題。儘管愛滋病毒流行率已降至人口的 4.7%，
仍有近一百萬人受感染，大部份是婦女。 

3. 求主賜智慧，安頓數以百萬從鄰國來的移民。

DVD

新同工分享

在高原生活已有半年。回想起上主多年來

一直的帶領和裝備，心中滿是感恩。

  十一年前我在青年宣教營會上受上
主呼召，願意被祂使用作全時間在

跨文化地區生活，成為作祂見証的器

皿，此時此刻在高原，更體會上主對我的

預備，比我回應的那一刻還早，甚至遠在我信主以

前。我的原生家庭、在香港接受的教育、興趣愛好及性格等，都不

是我刻意為宣教去預備，但上主有祂奇妙的安排。 

這半年在高原的生活十分感恩，生活各方面都適應得很不錯。自己

一個人生活也不會很不習慣。就是每餐都要自己準備。我在這裡的

生活節奏跟在香港不太一樣。在香港我一般都會在早上七時多就

「自然醒」，但也許因為這裡的天氣較冷，因此早起很困難。太陽也

沒那麼早出來，而且早上我們基本沒有特別的事情，所以我到埗後

兩個月有時會睡到十時才起床，一開始是不太習慣，也不太喜歡自

己那麼晚才起床，後來跟同事分享，加上自己見過冬天早上八時仍

空無一人的街道，便體會這裡的作息規律跟香港不一樣，不需要求

自己六、七時起床。

另一方面，我體會這邊的人好像不會直接拒絕人的要求，我們原本

的語言老師一開始並沒有直接說她不能教，她只是一直拖延，說這

週比較忙，要下週，然後又說要幾個月後才有空，最後在傾談下

發現原來父母覺得她太累，不希望她再教我們，就這樣才搞清楚原

因，可能對他們來說，拖延某程度上就是拒絕吧！

除此以外，我曾經兩次單獨約一位學生，兩次他都說還有半小時就

到，結果兩次我都等了他差不多一小時！記得有一次是在冬天，當

天天氣還挺冷的，不過無論如何，能夠和他見面也是開心的。 

感謝大家的守望，願上主繼續帶領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