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櫻花嬌艷笑靨喚醒了

上一代沉睡的怨與恨

慰安婦的悲痛

隨著歲月流逝

沉默地烙印在歷史中

櫻花笑了

杉樹默默無聲見證了

新一代嚮往的東瀛遊

宮崎駿的動漫

佐藤大的設計

不斷地吸引著注意力

女孩彷彿時空中靜止

仿如這島國屬靈停擺

誰願踏足宣告

愛抹淨了傷仇

耶穌能寬恕並顧惜她

文．攝影／曹姿孋

差會同工：
董事會主席：康駿業

事工顧問：李帝平

協調主任：林施麗輝

事工專員：曹姿孋

資訊科技：Kenneth

參與成員：
澳洲中信 — 康駿業（Australia）

加拿大中信 — 譚阜全（Canada）

哥斯達黎加中信 — 鄭詠欣（Costa Rica）

香港中信 — 黃劉雅璧（Hong Kong）

澳門中信 — 李妙如（Macau）

新西蘭中信 — 馬慧文（New Zealand）

新馬中信 — 許順明（Singapore）

泰國中信 — 陳國輝（Thailand）

美國中信 — 姜武城（U.S.A.）

編委會：
曹姿孋、黃劉雅璧、林施麗輝、溫羽明

編輯：香港中信

督印：中信國際差會

中 信 國 際 差 會

CCM INTERNATIONAL

會  訊

9/F., Win Plaza, 9 Sheung Hei S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2810-9933   Fax: (852)2868-3212
Email: ccmihk@ccminternational.org
Website: www.ccminternational.org

主曆2018年2至3月 
 第112期）

宣教視



見證分享　文／漁夫

當我剛學習事奉時，我是學習事奉的技巧，如帶領敬拜、小組分享、小組查經、兒童主日學

教學等。在教會傳道人的培訓下，我掌握到這些技巧。經歷事奉一段時間，心情感到平淡，甚至

有時感到乏力。我便向事奉路上的前輩討教，其中一位這樣比喻：在少林寺練武的人，未習兵

器前，都需要先鍛鍊體力、專注力、觀察力、判斷力。當具備這些條件後，才鍛鍊拳腳功夫；最後

才是兵器。為甚麼？因人若沒有內裡的力量，根本無法揮動銳利的兵器，勉強的話很可能傷及自

己。事奉也是一樣。技巧就如兵器，事奉的人更需要的是內在屬靈的實力，如信心、愛心、盼望、

忍耐、聖潔等。這讓我明白到裝備內在的生命和品格非常重要。

有一次，我在事奉中因其中一位同伴很遲才開始他負責的那部分，就大罵他一頓，弄至不

歡而散。結果事奉沒好果效，跟他的關係破裂了，我的心靈也感到與主遠了……跟著數天聖靈

不斷感動我、催促我；最後，我終向他道歉。在主的恩典中，我倆繼續成為事奉的好拍檔。我學

會裝備自己的屬靈實力，以聖潔的生活作「基本功」。

其後，我又發現事奉有時仍會提不起勁。在參加一個夏令營後，我體會到事奉還需調校奉

獻的心態：除了能力，更需獻上自己的時間、精力、心血。我既是奉獻給主，主怎樣用、何時用、

用在哪，都由祂作主。我要相信主喜悅我所獻的：祂必使用，祂必藉這些「祭物」賜福別人。所

以，我只管獻上，不用跟別人比較、不用懷疑果效，因愛主而獻上自己，心便感暢快。

在事奉上，裝備技巧固然重要，惟內在生命更重要，還需要有一顆完全獻上的心志。

（作者為香港中信創啟宣教士）

舊約（ghah-nach）：
1）訓練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二十二6）

2）奉獻
「所羅門向耶和華獻平安祭，用牛二萬二千，羊十二萬。這樣，王和以色

列眾民為耶和華的殿行奉獻之禮。」（王上八63）

新約（katartismos）：預備成為完全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12）。

（作者是香港石蔭宣道浸信會主任傳道）

文／鄧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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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事奉

小美

Long time no talk！原來在宿舍做導師真不

容易，要平衡跟學生做friend & counselor，

又要提醒她們守校規，發覺自己長大了。

到工場六個月後

高佬

這裡一日五次在大街小巷，都聽到祈禱廣

播，「清真」味好重。

小美

嘩，你天天吃羊肉？花姐你那邊如何？

花姐

事奉非常忙碌，沒時間烹煮，即食麵或芝

士法包就是一餐，探訪華人飯店時，也會

有老闆請吃飯。

高佬

已到中東，正學習阿拉伯話，因這是穆斯林

的宗教語言，你們可安好？

小美

我在亞洲宣教士子女學校做導師，主要是

用英文與學生溝通，跟他們相處超爽！

花姐

我在當地一間華人教會事奉，普通話我還

能應付，日常生活需學法文及靠身體語言。

到工場三個月後

花姐、高佬及小美完成了首兩個階段的行

程後，都懷著戰兢又興奮的心情步入工場，也

就是「宣教生命行旅」的第三階段。因三人的

工場都不一樣，所以他們在手機安裝了高度機

密的社交平台“WhatsUp2God”，用來保持聯

絡及互勉，並命名這群組為「仨人生命行」。

文／曹姿孋

３號幹線─
語文
學習

文化
衝擊 人際

網絡

事工
拓展

定期
休息

接班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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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佬

得到差會及母會同意，我將會多留一年，因

與一些穆民建立了友誼及信任，也和三個 

「巴打」開始深入傾談「阿拉」，覺得還不

是時候走。

高佬

你們已完成了③號幹線，下一站該回港述 

職了。

小美

日子過得真快，明天便回香港了，真捨不得

這些可愛的學生。

花姐

我上週已離開工場，現時在附近國家探索

開荒植堂的可行性。

花姐

感恩神差派了新宣教士家庭來，成為這階

段最後一站的接班團隊，我用了兩個月交

接，他們雖然年輕，但很成熟並能與當地

領袖配搭，我雖然不捨卻很放心。

到工場一年後

小美

在學校的老師們，在每次的月禱會都互相

提醒，我們服侍這些孩子，不單是讓他們

的父母在工場上安心事奉，最終是要大家

實踐和經歷主的愛。

花姐

我已安排去鄰國靜修，親近主及等候祂給

我的指引，謝謝你們同行。

高佬

我在穆斯林群體中生活，想做多些都難，只

能陪伴「巴打」見證神自己作工。

小美

What happened?

花姐

多謝你們，我痛定思痛，回到人間來了！

花姐

我到埗六個月後牧師便離任，有些領袖也

離開了教會，我儘量安撫會眾，還要探訪、

教主日學、講道、帶查經……以為神差我

來，就是要做這些來幫助教會，卻不知不

覺被拉進事工的漩渦，原來大家的目光都

在看人的作為，卻忘了問神想我們怎樣？如

何經歷祂的作為？

到工場九個月後

高佬

在我的電腦班裡多是穆民，感恩其中有一

位是弟兄，我經常到他家傾「阿拉」的話。

花姐多時不在線，可能事奉真的太忙了。

高佬

我重溫中信的③號幹線圖，在事工拓展後的

一站是定期休息，花姐，希望你好好保重。

小美

她好像那教會的女傳道，我有些擔心她的

健康。

花姐，掛住你，記念你，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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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牌的引領

我 來自馬來 西 亞 砂勞越，

一次參加有關「中國宣教工場呼

聲」的講座，得悉中國廣闊禾場

缺乏工人，心有感動，於是向神

祈願：若蒙神呼召及有機會接受

聖經知識裝備，願往缺乏華語傳

道人地區服侍。1990年初，蒙神

呼召，前往吉隆坡的馬來西亞聖

經學院接受三年裝備。之後回到

家鄉服侍，並在那裡認識了我太

太—新加坡人陳麗芬。

宣教路的預備

認 識 太 太後，我 就 到新加

坡，並在新加坡教會（馬林百列）

服侍。神讓我有機會進入建築工

地向中國勞工傳福音，帶領他們

信主及栽培為門徒；並多次到中

國短宣。此外，神也讓我在新加

坡三一神學院接受裝備。這些都

是初到新加坡時意想不到的收

穫，更想不到是神在預備我參與

未來的宣教。

當我在博恩生命堂服侍期

間，一位來自印尼的牧師贈我一 

個寫著“Pray for Indonesia” 

（為印尼禱告）的小木牌。不久，

主理牧師的師母向我引介「新馬

中信」總幹事許順明牧師。服侍

一段時間後，內心想多參與宣教

的意識愈來愈強烈；又想到自己

五十歲之齡，身體狀態一年不如

一年，思量最多還有二十年能有

足夠體力與精力參與宣教事工，

難道還繼續原地踏步？抑或為主

走出去？畢竟，神起初呼召我，給

予我的使命，就是去缺乏華語傳

道人的地區傳福音。我聯繫了許

牧師，跟他分享內心的掙扎和負

擔。他就跟我分享現今印尼華人

教會的需要。我未能確定這是否

神的引導；跟妻子討論有關建議

時，她也不以為然。2016年8月，

教會舉辦大掃除活動，我和太太

整理辦公室時，那片「為印尼禱

告」的小木牌就在太太面前掉出

來。這讓我開始認真思考和禱告

是否要接受許牧師的建議？

宣教工場印證

2016年底，我決定離開二十

多年的牧養服侍，投 入 宣教工

場，加入新馬中信。可是，我對印

尼宣教還沒領受確定的異象和指

引。2017年2月，我跟許牧師和差

傳主任溫牧師到印尼雅加達拜訪

眾教會牧者和領袖。從他們的分

享得悉，現今印尼教會嚴重缺乏

華語傳道人。後來，我和妻子驚

訝地發現雅加達有十多萬中國人

居留，他們因人地生疏、沒親友、

語言障礙，導致心靈很空虛，彷

徨又迷失。問題是，羊群有需要，

那牧人在哪裡呢？

自師母隨我到雅加達後，已

改變初衷願跟我到印尼服侍。然

而，中信在印尼的事工還處開拓

階段，仍欠缺經費和人手。感謝

神！雅加達希尼教會願作我們的

夥伴，提供辦公室和住宿，一再

印證這是神給予我們和新馬中信

的工場。我就憑著對神的信靠一

步一步走出去，到有需要福音的

地方！

（作者是即將到印尼工場服侍的新馬中信

宣教士）

文／錢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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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宣、短宣與長宣
之分別

文／黃宇奇

長宣（長期宣教士）

• 受差派，離開家園到宣教工場以全職方式，為主作見證，是宣教事工的主力。

• 以籌款方式，接受愛心奉獻來支持在工場的生活費用。

• 以帶職事奉（Tentmaker 織帳棚）的身分，在工場一面工作一面宣教。

• 接受差派機構在行政及事工上的督導和問責，按時提供工場報告及代禱信與後方保持

聯絡。

• 通常以二至四年為一個任期，在兩個任期當中有「述職期」，為期由幾個月至一年不等。

• 述職期間被安排到各教會分享事工，鼓勵會眾在禱告，行動及經濟上參與宣教事工。

短宣（短期宣教士）

• 在職人士願意放下工作一至兩年時間，參與宣教服侍。

• 大學生在畢業前後，用一兩年時間在宣教工場協助宣教士。

• 特別是在一些跨文化或發展中國家的體驗。

• 經歷接觸不同文化的生活，親身體驗和認識宣教士的日常生活。

• 鼓勵工場上的宣教士，成為他們的事工及禱告夥伴。

• 透過工場的參與，更清晰的異象，為將來獻身長宣打好根基。

訪宣（訪宣隊）

• 特別適合青年人利用假期到宣教工場觀摩、學習、體驗。

• 提供特別的協助，如醫療、專題講座、培靈佈道、建築維修等。

• 學習如何欣賞及觀察當地文化、團隊合作精神、保持靈活變通、順服隊長的帶領。

• 隊員從訪宣回來，透過反省檢討，與別人分享異象與負擔，藉著禱告尋求神在他們每個

人身上的旨意。

• 差派教會可與宣教工場建立一個長期事工的夥伴關係，有利在教會推動大使命。

（作者為美國中信海外差傳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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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國際差會 
曹姿孋： 求主幫助年邁雙親，兒女不在

身旁時，也懂得依靠耶穌。感

恩寫作有進展。

亞洲地區

香港本土任務 
洪少樂、楊秀英：為秀英母親能接受女

傭照顧及少樂母親能聽完一

次完整福音感恩，求聖靈感動

兩老早日歸主。

東亞

連心橋： 2月初有本地差傳課程，求主賜智慧，並保

守學生一路平安。

雅歌、詠詩：在日趨緊張的工場環境中，求主繼續賜

平安、順利。為新增服侍模式感恩，求主使

用、保守。

驢子： 願阿爸父引導合適的學員參加3月的培訓

課程；求祂讓一家人每天經歷祂在生命中

的塑造。

頌詩： 為2月述職能有退修及反思生命歷程祈

禱。請記念籌備3月及4月的教牧培訓營

會，求主使用。

Lynn Zhong：請為今年能專心休息、調理身體、沉

澱進修，不忘初心、愛神愛人祈禱。

海洋： 膝蓋痛，求主醫治及保守身體健康；又願主

引導今年事工新方向。

浣棱： 請為今年的工作安排代禱，求神賜智慧。

叮叮、噹噹：今年有較多機會參與宣教培訓，求主

賜智慧善用時間備課。最近也有作個人栽

培，請記念能為主建立門徒。

南韓

小娜： 1至4月為述職期，求神保守在述職過程中

身體健康和有充足心力和體力；並賜福在

家鄉的時間。

永泉、影婷：孩子承允要上幼稚園，求

主保守有好的適應，遇見有愛

心的老師。保守未信的家人早

日信主。

梁志韜、沈潔瑩：已完成第二年宣教服

侍，1月返港述職兩個月，求

主使用在不同教會的分享。

2018年的服侍，需要更多的

信心和力量，求主幫助。

日本

關珮而： 3月中回香港退修數天及到聖

地遊，求主保守行程平安順

利，在主裡重新得力。

印尼

錢理健、陳麗芬：麗芬父親證實患有末

期癌症，目前在進行一系列的

治療，求神賜平安。感恩父親

在病榻中信主，求主堅固他的

信心。

澳門

甘秀麗： 願主保守工友長進，不迷失在

新春節目中。求主幫助工友新

一年靈命長進，更願追求屬靈

的事。

郭麗思： 新聘外傭3月初才能到香港，

兄弟姊妹需輪流回港照顧母

親。求主賜智慧安排事工，俾

能在合適日子請假回港盡孝

照顧母親。

李妙如： 求主預備合適的家傭照顧母

親。新年度的事工推展上，求

主預備合作的夥伴教會。

泰國

馬小芸： 請記念述職期間的事奉及身

體健康；泰國人民的福音需

要。請為泰皇禱告祝福，有智

慧和能力治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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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施麗輝

李偉良、韓昱：感恩持續有學生信主與

受洗。請為建立基督教國際

中學代禱，求神預備人才與資

金，並能買入合適土地。

子恩： 求神帶領教中英文的事工及

與當地教會的配搭，願能建立

關係，成為傳福音的管道。

劉成發、胡秀梅：為因述職而有更多時

間陪伴家人感恩，求主賜福能

在新加坡期間參與事奉。

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

陳偉娟： 在新一年求主賜健康身體、與

神美好關係及從天上的智慧愛

心，繼續牧養信徒及領人信主。

如想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鄭博海、王榮美：請記念2月6日之新年

慶祝福音晚會；1至3月西班牙

文班開課，感恩有三位老師教

授，願上課者有機會聽聞福音。

梁健民、周慧嫦：請為短宣隊服侍安排

祈禱，盼與不同教會有美好配

搭；求主引領教會今年的計劃

和方向。

大洋洲地區

大洋洲

鄧仲明、梁淑蓮：求神賜足夠心力、體

力和靈力，能順利開拓新城鄉

福音工作。求神賜福女兒能運

用所學幫助有需要的人。

等候是磨人的。當摩西按上帝的吩咐將百姓領

上去時（參出三十三），面對很多未知之數（如上帝

要打發誰與他同去），只好等候上帝進一步指示。上

帝沒有賜下甚麼解決方案，卻很有趣地回應：「我按

你的名認識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出三十三12、

17），似乎有點答非所問，卻讓我看到一個很寶貴的

真理和應許。上帝按你的名認識你，祂知道你的心思

意念，明白你的軟弱掙扎。在事奉上，常面對很多未

知數（unknown）及不確定（uncertain），叫人膽怯和

不安，然而不論你在哪個崗位服侍，祂必親自和你同

去，使你得安息（參出三十三14）。不但如此，憐憫的

上帝：

1. 祂顯出一切的恩慈，恩待你（參出三十三19）。

2. 把你放在磐石穴中，保護你（參出三十三22）。

3. 顯出祂的榮耀，讓你看見祂（參出三十三18）。

你是誰？你認識自己嗎？你認識你的上帝嗎？你

認識上帝眼中的自己嗎？同樣地，你認識服侍的群體

嗎？你認識你的差會嗎？中信這名字代表甚麼？認識

是一種關係，也是一種事奉的基礎。CCMI是服侍各

地中信及宣教士的差會，有時我也不禁自問：我真的

認識及了解各地及宣教士的處境，以致能適切關懷及

支援嗎？在這章經文中，摩西給我的一些學習：

1. 素常地進到會幕—加強為各地中信／宣教士的

禱告服侍。

2. 將祢的道指示我—主啊，我們需要以祢的心懷

和方法服侍。

3. 使我可以認識祢—使整個中信大家庭能更認

識祢，並一同看到祢的榮耀。

你的名字是祂應許的彰顯，願你的名字彰顯上帝

的榮耀。

你的名字
       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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