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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福音差會

＋總幹事手記＋平安差傳事＋靈繫宣教地＋
 ＋關懷宣教人＋緊貼宣教浪＋遊走宣教情＋

總幹事
手記

保羅在提摩太前書6章17-18節教

導提摩太說：「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

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

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

神。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

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供給或

作體貼〕」

錢財是甚麼呢？在以前或現代，有

以貨物彼此交換的做法，但也有以貨幣

換物的制度。神是創造主，祂創造了世

界和人類，並且讓人類可以享用祂的資

源，而錢財就是人與人之間用作交換神

放在世界裡的資源的媒介。

參看創世記1章28節當神創造人類

之後聖經記載說：「神就賜福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

理這地。…」神既是厚賜百物者，以錢

財換物的制度，是叫世人管理和分配世

上神的資源的方法，並以此建立秩序。

今日世人以工作賺錢去應付生活上

各樣的需要；傳道人在教會服侍以得到

弟兄姊妹在生活上的供應；宣教士也藉

著參與大使命向萬族萬民傳福音，從主

內弟兄姊妹籌募生活和事工的經費；神

所興起的福音機構如神學院和差會等，

以幫助教會回應大使命，也得為其同工

和事工向教會籌募所需。籌募經費這事

讓我們看到錢財和交換神的資源的關

係，藉此叫我們可以在世上一同為神而

活，去參與管理大地和傳福音的使命。

神藉工作叫世人

得著生活所需；神也藉各人對別人的需

要作出體貼的關懷；今日宣教士、教

會傳道牧者和福音機構的同工在回應傳

福音的大使命上也需要籌款，這些主內

的弟兄姊妹較難向非基督徒分享生活所

需。而約翰三書一章聖經中使徒約翰叫

我們不要像丟特腓，倒要效法低米丟去

接待傳福音者。正如利未人得到其他支

派的供應，又如使徒保羅和他的宣教團

隊得到各教會的支持和關心，好叫他們

在傳福音的事上得以進行和延續。

弟兄姊妹們，賜予教會大使命的

主耶穌基督把我們信徒分作兩大群體：

一方是作金錢的供應者去支持宣教士、

傳道牧者和福音機構同工生活所需；另

一方是受助者，在各信徒的體貼關懷下

叫他們無後顧之憂的去事奉神。而供給

和受供給的雙方卻有共同的人生追求方

向，就是叫福音廣傳，使萬族萬民作主

的門徒，不但叫他們得到永生的救恩，

傳福音
為何要
籌募經費

?
也能得著主所賜豐

盛的生命，為主作見證

以榮耀主的名。

平安福音堂自成立至2022年，踏

入60周年了，我們不單強調使萬民作

主的門徒的大使命，也呼籲弟兄姊妹樂

於為福音工作奉獻。我們所積儹的錢財

當然可以養活自己和家人，原來也可以

幫助很多事奉神的工人。錢財故然可以

換取神的百物，但更寶貴的是藉著分享

錢財去叫事奉神的工人我到生活的供

應，接受福音者得著福音的好處，這更

是我們運用錢財所得到更高尚的人生意

義和永恆的價值。

今天有很多人只想得到更多的錢

財，但很多人卻未有想到怎樣去運用錢

財。讓我們已信主的弟兄姊妹，藉著參

與傳福音的大使命，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的事工，去領人歸主的同時，更將聖經

如何教導我們管理大地和運用錢財的真

理教導他們，邀請他們加入大使命的行

列，過著有目標和有最大意義的人生，

好嗎！

鍾國良
(平安福音差會總幹事)



平安差傳事
認識

我原是一位全職宣教士，投入近文化宣教工場，直接

參與傳福音、門訓及植堂事工。蒙主帶領，及後轉往創啟地

區的異文化工場，開始帶職宣教服事。主的帶領很奇妙，包

含着因應蒙召者個人風格的因素，特別在挑選工場及事奉方

式上，有時也像擇偶一樣做配對；有一種是配合宣教士的背

景、專業及恩賜等，是門登戶對式；又有一種是有對象就可

以，是一見鍾情式，筆者比較偏向屬於後者。

由於我所到的幾個工場均屬於創啟地區，需以不同的

專業角色參與，要重新學習當地語言和風俗，如何與不同的

國際團隊及當地人合作，調適作為女性的地位，起居飲食和

財務安排，與後方支援的聯繫等等。我要扮演從非專業到非

常專業的角色，需要有創意和彈性，靠著主恩，不斷接受不

同的挑戰，不斷學習，突破自己。

之前我從圖書館的工作到管理整間圖書館，然後展開

流動圖書館的服務，結果展開了一個鄉村的聚會地點，主的

作為真奇妙！之後我從辦公室策劃安排到展開社區衛生教

育，到直接參與前線醫療工作，當中實在有許多挑戰，也有

許多歡樂。

初時我以中式的治療方式替病人舒緩痛楚，當地醫護

人員對我的工作感到迷糊不解，經過漫長的日子，他們目前

已經接受了！我現在服事的地區有許多不足，戰亂不息，看

到許多身體殘障的病患者，我感到無比傷痛，但聖靈提醒

我，要幫助他們脫離心靈的殘障，這才是真正的挑戰！

基於工場種種資源以及護理觀念不足，我替病患者做

護理時，也鼓勵其家屬一起參與護理的過程，提議他們吃甚

麼食物補充體力，做哪些運動改善健康。偶爾我亦會將刮痧

板給病患者自己做刮刮樂；其次我也會以扮小丑方式，或諷

刺或引導他們懂得如何為其健康把關！當然，心靈護理是最

重要的部份，我替病患者禱告，是他們最喜歡的治療過程！

除了基本的醫院工作，我也有許多轉介或跟進的出診機會，

或者將探訪變成出診的時刻。

由於我是在市內唯一的政府醫院工作，可以接觸城市

裏富有的和貧窮的病患者，更有從很遙遠鄉村來求醫的病患

者或傷兵，令我的服事範圍可以延伸到不能前去的戰區，這

是何等寶貴的機會和角色！故此我喜愛現在這個帶職服事的

角色。深願倚靠主，並在專業上不斷成長，我能夠實踐榮神

益人和建立神國的方向。阿們！

小太陽

一位帶職

宣教士的體會



宣教地
靈繫 宣教士需要你的代禱

> 記念草津空手道教室學生已經增至

15人(4至70歲)，求神給傳福音的

機會。

> 記念慕道者中川先生，已經開始與

他查經，求聖靈開他的心眼，使他

能得見真道。

歐洲

羅為斌、鄭玉玲(深區)

> 記念阿Ban五十肩能順利康復。開

始上法文課，目標是達到高中水

平。

> 感恩億億開學挺開心，晚上已能安

睡。記念她要應付每周要額外法文

三至四堂課。

> 感恩順利取得銀行卡，電話卡。記

念辦法國居留證、駕照和家居網絡

安裝順利。

東南亞	/	太平洋區

姚綺婷（富區）

> 請記念新一年中心的服侍能夠榮神

益人。

> 參加在2月4-8號參加退修會，求主

引導更新姊妹的生命和服侍方向。

> 求主預備合適的海外或本地講員教

導婚姻及家庭工作坊。

余禮然、周珮婷（深區）

> 感恩聖誕期間在不同的地方佈道服

事和信徒栽培祈禱。求主堅固初信

者的心。

> 記念今年預備回港述職的各樣安排

及籌備。

黃志明、蔡嘉佩（富區）

> 記念治安不穩定下，同工們出入都

經歷主保守及平安。

> 記念在下丁省找到合適言語老師及

租住地點。

王麗英（沙區）

> 記念過去聖誕崇拜、佈道會及探訪

佈道等。求神讓福音種子發芽生

長。

> 一月開始負責「華人神僕計劃班的

教導與牧養」，願藉此關心引導年

青人的心志和追求成長。

> 自去年十一月起，泰文老師有工作

未能抽空相教；需另覓老師，求神

適時預備。

邱美鳳（沙區）

> 求聖靈在TO/SD日語老師們心裏動

工，HD早日回歸神。

> 求神給智慧和引領在奧運會期間佈

道的安排。

朱達基(深區)

> 感恩，雖然手提壞了，失去一切資

料，但及時找到一部二手電話暫

用。

荃區/海平

海濱：印尼群體

> 感感恩Tuti已休假回港，記念投入

工作及安排各項新春活動。

> 記念新春戶外活動，能接觸新朋友

及大家有美好相交活動。

> 記念2020年1-3月，開始縫紉班，

藉此跟姐姐建立關係及分享福音。

富區/觀平

觀塘：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

> 感恩有位穆斯林背景的姐姐，在聖

誕聚會主信主，求主堅固她的信

心。

> 記念三月二十九日，舉行差傳主

日，分享差傳異象信息。

> 感恩使命教會裡的成員，不斷成長

及常有傳福音的心志。

尼泊爾事工：

> 求神裝備年青義工，帶領尼泊爾學

生認識主，作榜樣引領他們成為主

的門徒。

> 記念籌備Hi Ni五週年感恩足球比

賽，透過活動，打開隔閡，接觸尼

童。

> 記念十二月至二月節期探訪後，繼

續有機會跟進及關顧尼泊爾家庭。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



宣教人
關懷

在伊爾庫茨克市，早上起來，飄雪落下，整個城

市都被皚皚白雪覆蓋著，這種白色的寧靜，讓我渴慕

在這裏過一個白色聖誕。下午探訪回來，又是另一番

景象，陽光充沛，覆蓋白雪的地方也不見了。冬日太

陽的溫暖，另一種被眷顧的感覺。

認識了一位劉弟兄，如今八十二歲，他人生的前

半段，熬過了不少鹹酸苦辣的日子。如今晚年，他感

受到人生快樂和滿足，像冬日的太陽不斷眷顧他。

弟兄是在六十年代，申請到俄羅斯工作。起初的

日子，生活非常艱苦，因他的勤奮和忠心，工作漸有

起色，成為一位專業攝影師。他後來認識了一位少他

十二歲，屬於少數民族的姑娘，與她結婚，生了兩個

女兒。

蘇聯解體後，西方傳教士開始進入俄羅斯，他太
太和兩個女兒也在公開的佈道會信了主。後來弟兄也因太

太的鼓勵信了主，他和太太一起說「斯拉瓦薄荷」，這是

俄語，意思是感謝神。信主後的一段日子，經常得到傳道

人的栽培。他生命有著改變，饒恕了以前得罪他的人，心

靈得著如釋重負的釋放。

就是這樣，他雖然是平信徒，三十多年都一直在華人

教會忠心守望，接待了不少來這裏謀生的中國信徒，當然

有些是在這裏信主的。弟兄與我們交通，最快慰的事，就

是他們一家四代都信主，這真是陽光充滿的日子。弟兄又

與我分享這幾十年一些陰暗的事情，俄羅俄人喜歡喝酒，

甚至酗酒。他遇上一家三代人因酗酒引致家散人亡，也有

人犯上謀殺。

酗酒是因為尋不著人生方向，就如李白所說：「抽刀

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

髮弄扁舟。」我又想起青年時代，一首心儀的俄國作曲

家柴可夫斯基作品，悲愴交響曲（Symphony No. 6 in B 

minor, Op. 74, ）。旋律在暗淡的小調中行進，歡娛中帶

點傷感。這個地方幅員廣大，風光如畫。可惜得救的人數

卻寥寥可數，誰肯願意回應大使命，說：「我在這裏，請

差遣我」!
工人在何處 (百年木屋聚會處)

工人在何處 (劉弟兄)

工
人
在
何
處黎

仲
明

(
俄
羅
斯
探
訪
之
旅)



宣教浪
緊貼

印尼

感恩有機會參與印尼的跨文化交流！自己沒有去過印尼，這

次體驗神的信實和同在！第一天神帶領瞭解印尼的文化和生活方

式，他們的房子很簡陋，有農田耕作，路上很多清真寺，信奉伊

斯蘭教很盛行。

第一次參與到幼稚園獻詩！感恩弟兄姊妹發揮所長，小孩子也

感受神的愛！看見家長也一起參與，感受到神愛的彰顯與同在。

我不懂印尼話，感謝印尼姊妹一齊同心事奉，她用心安排一

切，體貼照顧我們起居飲食！全程好像人肉翻譯通，幫助我們作

溝通的大使。

在港我參與跨文化服事已有幾年，多點知道印尼人的生活方

式，對我將來的服事更有幫助。由於香港是現代化城市，印尼是

發展中國家，我也體驗姐姐在香港的生活適應真不容易。

記得探訪一位姐姐，當天下著雨，姐姐很開心見到我們到

訪！回程時候我們的車輛不能開動，弟兄姊妹一齊來推車，村民

也幫忙，最終成功開動車回酒店，經歷神的同行。

這次旅程令我眼界大開，瞭解到印尼人文化和生活方式：她

們喜愛油炸和辣的食物！他們的生活環境也簡陋，晚上6時候沒

有巴士服務，很多人駕駛電單車，因為沒有高速鐵路和地下鐵等

交通工具！

我感覺到溝通是最困難，他們以印尼話為主，感恩有些探訪

教會能以英語溝通！他們分享當地教會的情況，讓我了解跨文化

的真實！我欣賞教會對信徒的牧養：有旅行和探訪等活動！

姐姐們都有單純的心，我們互相關懷。其實能作的實在微

小，只是透過活動和關心接觸姐姐。願她們看見神的愛。

訪宣體
驗分享 少萍



我 的 回 應

地址：香港荃灣橫龍街43-47號龍力工業大廈10樓5室
電話：(852)2498-8943	 傳真：(852)2498-8902
電郵：pem4you@gmail.com	 網頁：www.pem4you.com
　　：平安福音差會

1  我樂意奉獻支持下列事工：

□1.1 平差常費　　□1.2 宣教士生活津貼（姓名： ____________）　　

□1.3 印尼事工（每月平均支出約六萬元正）　　□1.4 本地尼泊爾事工（每月平均支出約一萬五千元正）

□1.5 教導聖經事工(TBM) (每年籌募約二萬港元，支援聖經老師往前線工場教導聖經)

□1.6 彼得事工—緬甸(PMM)(每年籌募約十八萬八千元港元，支持緬甸十位同工每人每月200美元生活費。)

□1.7 香港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觀塘)神學教育基金 　　□1.8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奉獻支持金額： 

2.1 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3  奉獻支持方法：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平安福音差會有限公司」或「Peace	Evangelical	Mission	Limited」；
亦可將奉獻存入恆生銀行（024）帳戶「385-812318-883」，然後將入數紙連同此回應表一併寄回或電郵至本會。

本會地址：荃灣橫龍街43–47號龍力工業 大廈10樓5室  電郵：pem4you@gmail.com  電話：24988943

4  索取免稅收據(請填以下資料) (奉獻一百元或以上，可向本會索取收據作香港特區政府認可慈善捐款。)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長老／牧師／傳道／機構／教會／先生／小姐  所屬教會：＿＿＿＿＿＿＿＿＿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宣教情
遊走

平安福音差會

教 導 聖 經 事 工
Teaching Bible Ministry(TBM)

(1)	成立原因：	主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24章14節說：「這天

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主又在馬太福音28章16-20節

的大使命說：「…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為此將福音傳遍天下，亦即是

把聖經真理傳遍天下。

(2)	事工計劃：	招募並建立教導聖經事工的老師團隊，按

需要安排到宣教工場，協助工場教導聖經和參與關心信

徒。

(3)	參加資格：	參加者需要同意合作差會的要求，並認同

「平安福音差會」的信仰路線和有關安排。

(4)	培訓旅費：「平安福音差會」為各參加「教導聖經事

工」的老師籌募旅費：包括來回機票、旅行保險、工場

食住和交通。期望每年能籌募港幣二萬元，以支持起碼1

位老師28日或2位老師14日的旅費)。若能籌得更多有關

款項，每年支持的老師人數也隨著增加。

(5)	安排工場：

 5.1 是「平安福音差會」認同的工場。

5.2 世界各地華人分散地區

為優先。

5.3 福音開放的地區為優

先。

5.4 以普通話為主要溝通的語言

為優先。

5.5 用有效護照可停留至少4星期以內的地區。

(6)	責任問題：	各參加者是自願參加「教導聖經事工」團

隊，參加者同意一切賠償事宜只能向其所購買的旅行保

險申請索償。

(7)	奉獻方法：	劃線支票抬頭中文請寫「平安福音差會

有限公司」，英文請寫「Peace Evangel ical Mission 

L im i t ed」；亦可將奉獻存入恒生銀行 (024 )  帳戶

「385-812318-883」，然後將入數紙寄回本會(荃灣

橫龍街43-47號龍力工業大廈10樓5室)或電郵至本會

(pem4you@gmail.com)，並註明支持「TBM」字樣。需

要免稅收據者請附上姓名、回郵地址和聯絡電話。

(8)	查詢：	請致電 9803 5904 與鍾長老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