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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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福音差會」是如何推動

差傳的？方法就是讀聖經。我們所走

的差傳路線，不是跟隨潮流，不是出

於人意，不是市場導向投人所好，乃是走

以聖經為本的「平安福音堂」的屬靈路線。

「平安福音堂」高舉聖經，教會和基督徒都應以

聖經為最高的權威，既然如此，「平安福音差會」所推動的

傳福音的大使命，也是從研讀聖經而來。

筆者不論在各教會宣講差傳信息，或在各神學院教導

差傳課程，都以聖經為依歸，並提倡認識差傳必先從聖經

入手。記得有差傳系學生問我既沒有預備power point，也

鍾國良長老

讀聖經 與 推差傳

沒有講義，更沒有教差傳的書本，怎樣教差傳呢？我回答

說我的差傳教材就是聖經，因為在創啟地方或在何處，各

基督徒都有聖經，聖經是最佳的差傳教科書。

「平安福音差會」強調在華人和非華人的群體中傳福

音，不單是基於主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28章16-20節所吩

咐的大使命：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更加在讀聖經時看到

主耶穌基督啟示的差傳是有兵分兩路的策略，原則是各

民族的教會都設立兩條傳福音的路線，一條是向

同胞傳福音，可稱為「彼得事工」，因為主

耶穌基督立彼得為向猶太人傳福音的使徒；

另一條是向非同胞傳福音，可稱為「保羅事

工」，因為主耶穌基督另外立了保羅作非猶太

人的使徒。故此「平安福音差會」把這信息告

訴教會和各基督徒，不應只向華人傳福音，

也當差派宣教士向非華人傳福音。

我們研讀聖經推動差傳，可謂是遵主而

行，並以這方法去鼓勵初信者也一同讀聖經

和參與差傳，支持差傳。

總幹事
手記



親愛同行者

處於紛亂世代，有人為了安穩生活從原居地舉家移

民，有人因飢餓或各樣壓迫被逼 離開出生地，也有人為了

別人需要走出安舒區去服侍他們，更有人在落難中任由神

帶領，向未得之民作見證。

異域曙光

但以理是其中一位年青人，和他的同胞被擄至巴比

倫，開展生活。王給他改了偶像的名字，給他吃王的膳，

不容許向自己神祈求。留落別國一點自由都沒有，既非生

活在自己的文化，要學習別人文字，改變自己生活文化，

不能同聲又不同氣；又容易被當地人嫉妒和四處找誣告的

話柄，真是膽戰心驚！神從歴史中帶領但以理被擄至異

邦，藉着神向不同王發出的異夢時，隱藏在國中的但以理

被提出來，向各王解說神的意旨，使王和全國人民可得以

解困，免於滅國之災，並認識全地只有耶和華是神。

跨越界限

 在本地居住的尼泊爾人是拜偶像的民族，教育程度

和經濟發展較落後，被人稱為發展中國家。自2015年

認識了他們，在中間成立了足球隊招聚和服侍他們。在

起初的足球服侍，集隊不準時、好動、消極態度和喜說

話等行為，造成管理上困難。他們的文化從偶像的性情

和族人規矩留存下來，我不能以我身處文化強壓他們，

我得“走出自己文化，步入他人文化”調整對待他們的

方法，這樣不失去關係，也可以達到管理他們的果效。

我們經過幾年從諒解到接納增進了彼此的關係，教導才

得以落實在他們生命中。過去有一位小五生不理會別人

的感受，使活動中的秩序造成混亂，經我對他的關心和

與他建立關係，他的行為有所改善，開始理會別人的感

受，使活動的秩序有所改善。

神是掌權

但以理是俘擄又身處在拜偶像的民族中間，在他們

當中沒有地位可言，豈能向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外邦王

指示神的心意呢!今天我不是身處但以理國破家亡的時

代，也不用受逼迫放棄信仰，我卻像別肢體感受到別人

需要的憐憫，去服侍別人罷了。但以理每天三次向神祈

禱，謙卑倚靠神，得到神的使用，可在不同國家的王面

前講出神的旨意。我在服侍中凡所遭遇的困難，都用順

服的心去面對，很好地和神同工，經歷神的大能。在服

侍首年沒有教會支持，缺乏長期委身肢體，各樣條件不

足，足球隊應不久會夭折。在客觀現實是這樣，我仍祈

求神帶領我當走的路，豈料神沒有放棄尼民，祂引領着

至今使他們可以聽到福音。

青春無限

對尼泊爾人宣教是漫長的路，我們需要像年青人的年

紀，勇敢和沉着面對各樣可變的環境，向尼人宣教。不管

你懂得與否，只要你有但以理順服倚靠神的心，又願和人

合作就可以暑假來到我們當中。透過暑期活動、足球班和

營會服侍尼學童，建立他們成為信主群體。

尼米

本地尼泊爾事工

代禱信

代禱事項

1. 求神賜功輔班義工有智慧和瞭解學生的心，規劃暑

期活動。

2. 求神給暑期活動有足夠義工帶領學童戶內和戶外活

動。

3. 求神保守足球營會天氣和安全，並求神賜我們有設

計活動和帶領活動的義工。

4. 求神預備油麻地或佐敦附近的教會或福音機構免費

借出星期六下午時段供尼泊爾家庭作聚會使用。

如邀請本地尼泊爾尼米宣教士至 貴教會分享本地

宣教事工，可電郵pem4you@gmail.com

回應支持

每月需籌募本地尼泊爾事工費為港幣4,000元；每

月尼米宣教士的生活津貼為港幣1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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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Peace	Evangelical	Mission	Limited」，

將奉獻存入恒生銀行(024)帳戶「385-812318-

883」，並註明支持「尼泊爾事工」字樣（如需免稅收

據，請將入數紙連同個人姓名、聯絡電話和回郵地址）

1. 寄至荃灣橫龍街43-47號龍力工業大廈10樓5室，

或

2. 電郵至pem4you@gmail.com，或

3. Whatsapp	+852	 9105	 6180 至平差同工陳大源

長老

平安差傳事
認識



荃區/海平

海濱：印尼群體

> 感恩過往參觀迪士尼活動順利舉行，
盼望姐姐繼續參與中心活動。

> 記念八月十八日印尼獨立記念日的活
動安排，姐姐們更多投入參與。

> 記念七至九月縫紉班，感恩報名踴
躍，更多機會接觸新朋友。

富區/觀平

觀塘：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

> 記念Ernawati七月入讀聖經學院，心
志堅定及恆心學習。

> 感恩七月開始美容班，記念姐姐們的
學習。

> 感恩七月二十一日教會周年感恩會順
利舉行。

> 中 華 神 學 院 神 學 生 莫 淑 麗 姊 妹 於
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作跨文化實
習。

尼泊爾事工：

> 請記念暑期活動的設計、安排和執
行，求神賜服侍者有智慧去預備。

> 求神引領尼泊爾學童，透過足球營，
平差和其他教會舉辦活動，認識跟從
主。

> 求神帶領暑期足球班，小小組長訓練
順利進行。

東南亞 / 太平洋區

姚綺婷（富區）

> 感恩七月有來自香港姊妹到訪，教授
普通話，記念繼續跟進接觸學生們。

>	 記念在大學生聚會中的教導，求主賜
智慧及合宜信息。

余禮然、周珮婷（深區）

> 感恩珮婷已康復及平安回柬，記念仍
需要多休息。

> 求主堅固禮然媽媽信主的心，及爸爸
早日信主。

黃志明、蔡嘉佩（富區）

> 感 謝 神 開 路 及 預 備 ， 回 工 場 的 服
侍 簽 證 已 經 獲 批 ， 七 月 十 日 便 會
返回柬埔寨工場。

> 記念柬埔寨登革熱，近有百計兒童入
院，首都的同工也確診登革熱，求主
保守各人。

王麗英（沙區）

> 感恩五月已購置了一輛二手代步汽
車，每主日自駕到不同教會服事。請
記念駕駛安全。

> 請繼續記念：能盡快找到適合居所，
及家人早日信主蒙恩得救。

> 多間華人教會缺乏傳道及事奉人員，
求神差派適合牧者和興起弟兄姊妹參
與事奉。

邱美鳳（沙區）

> 為差會領袖Laura接受電化療禱告，求
主憐憫減少副作用，早日康復。又加力
給她的丈夫Bruce。

> 繼續保守姊妹的日語學習，和為兩位老
師的關係建立，讓老師有機會更多認識
耶穌基督代禱。

> 感恩七月可以在兒童英語班服侍及與同
工配搭。

朱達基（深區)

> 記念韓國同工患了第三期癌症的母親，
求神憐憫和醫治。請為人手及同工間的
人際關係和同心事主禱告。

> 左膝蓋有痛，尤其是每次上完空手道課
更甚，現在要每晚貼膠布，求主醫治。

> 七月三十日要帶三位空手道學員去總
部，作黑帶審查（他們2013年開始學
習）。記念他們的平安及有一顆懂得感
謝上帝的心。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

宣教士需要你的代禱

宣教地
靈繫



第一次認識宣教士是小時候在教會圖書館閱讀一些有關西人的圖書，那
時並不明白宣教士是什麼，只覺得那些西人很偉大，所以我覺得宣教與我應
該一點關係也沒有吧！

我生長於基督教的家庭，但由於媽媽在我小時候已患上憂鬱症，甚至曾
自殺過四次（每次都是祂的手及時保護和攔阻）所以我小時候已活在很大
的恐懼之中，長大後亦十分缺乏安全感，是個自我形象很低的人，即使自
己一直渴望被主使用，亦沒有勇氣在夏令會的獻心會作任何表示，因為我
覺得自己不夠「資格」。由於母親的情緒病，令我一直對心理學及輔導都
很有興趣，亦希望將來能幫助有情緒需要的人。很感恩，神的確帶領我完
成心理學及社工的學位，回想起來這些過程便是祂讓我能認識自己的機
會，更幫助我去處理過去的傷痕，預備我有一個更健康的生命去服侍祂。

「神啊，如果將來你要我作跨文化服侍，我很樂意呢！」

這是2005年首次參與訪宣的一個感動，首次經歷神國度的真實及福音改變生
命的大能，之後有機會繼續參與訪宣及差傳聚會。多年來在不同的宣教聚會中，神
讓我看見一幅震撼的圖畫，就是萬國萬民一同敬拜祂，如同將來天上的大敬拜，令
我開始更認真求問「祂在我身上有什麼計劃」？於是2012年清楚神的呼召便進入神
學院接受裝備，只是一直仍不知道那裡是神要差我去的地方。

2010年時母會開始發展印尼姐姐的事工，開始認識M民的信仰，還記得首次上
認識M民信仰的課程，亦不覺得自己對他們有特別的負擔，但那時候在社福機構工
作，又有機會接觸南亞的朋友，所以漸漸由陌生變得親切。

直至神學二年級有機會參與一次泰國訪宣，神透過一個夢勾起我心中仍未兌現
的計劃，並說：「如果有地方沒有人願意去，有群體需要人去愛，我都願意去、願
意愛，只求袮給我力量。」就在第二天，一位宣教士分享那國家有一群被忽略的穆
民，因社會上根深蒂固的歧視，很少人願意到那兒，當時心想：「若他們不去，那我

呢？」從那天開始我的心時刻想著這個地
方，回港後便積極為這群體祈禱。很奇妙，
當我們願意的時候，祂就立即工作！因
此，2015年暑假我有機會到當地「漁堡」
了解工場，我才知道因為當地的動亂及恐
襲，留下不少孤兒及寡婦，而且很多人因
為突然失去親人或目擊恐襲而患上情緒
病，可惜他們即使守盡一切宗教的條例，
都沒有平安和盼望。當我看到他們所畫的
畫，我心中很感動，希望將來能以基督的
愛與這些心靈受傷者同行。再者，若要到
「漁堡」工作，必須找一個「身分」，神
給我社工的身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那時候才頓時明白神在過去已一步一步預
備自己，甚至是我過去的傷痕、不開心的
經歷，在祂手中都可以成為祝福。

麻吉受傷   的醫治者

宣教人
關懷



平差成立教導聖經事工基金，以資助教師往各地培訓華人教會。

為了瞭解各處華人教會需要，差派了筆者跟著國際差傳協會（SEND 

Internaional）黃牧（黃建磐牧師），和華福董事會主席劉牧（劉少康牧

師）去了俄羅斯三個城市，以認識當地華人教會的情況和福音機會。

（我們3人皆年過60了。）

第一站符拉特沃斯托克（中國稱之為海參

崴），是一個軍事港口。我們住遠東聯邦大學

賓館，接觸好幾位從中國東北來的留學生，有

讀俄語的，有讀音樂的，其中有幾位信主的，

只待真理培育。黃牧心願天父差派宣教士來

此，專責學生工作。（這裡學費和生活費都便

宜，每年支出約需4萬多港元。大學有着國際

地位，學位為遠東各國認受。）

第二城市是哈巴羅夫斯克（中國稱

之為伯力），主要探望了華人教會。弟

兄姊妹來此營商，於市場中守著小舖販

賣服裝、鞋、果蔬和汽車零件。他們大

多性情爽直，喜唱詩歌，營業時常引吭

高歌，有時真能吸引顧客上門幫襯呢！

他們借用俄浸信教會，於主日晚及

週三晚聚會，維持有30多人。負責人是

1位姊妹，她和另一位姊妹輪流講道，

皆未有正式的神學訓練。劉牧預備了

講道法材料，實際雖只得一個學生，

也熱切培育後學，傾囊相授。教會雖

小，也竟按神的感動樂意長期支持國

內西北宣教，令我們在港教會自愧不

如。我們負責了幾晚的培靈會。一位

在此留學的姊妹每晚都邀約了未信的

同學出席，很有傳福音的熱切。

第三城市是伊爾庫次克，華人教

會是多年前由台灣來的一位牧師所建

立，承接的牧者在他離開後多不能長

期留任，會眾更替，只餘劉叔（81

歲）和另外兩三位姊妹苦撐著。聚會

多時是上網聽道，維持着10多人。近月一對

由溫州來營商的夫婦參與教會，分擔了一些講

台服事。當劉牧介紹了網上神學課程，他們很

多都表示樂意報名參加。

佈道點滴
幾年前有牧師在海參崴帶了一隊訪宣並為

校園福音開放祈禱，感謝主，現今較容易進入

校園接觸學生，更知道學校正發展第二期，佔

地大了一倍有多，而中國留學生亦將增一倍至

5千多人，這不過是這城其中一間大學情況，可見

中國留學生的禾場是何等的大！

黃牧前已認識留學生阿攀，

今番約上見面，鼓勵他信主，知道

他暑假要回家，父母心願他娶妻生

子，故前景不明。我們為他禱告祝

福。

在哈巴市我們到市場探望一些

在做生意中的弟兄姊妹時，認識了

一位果檔女店主，邀請她參加教會

聚會，後來轉介教會作跟進。

在伊市認識了一位青年程弟兄，是學

傳差派的宣教士，帶著妻子和3個幼少兒

女留於此地向當地大學生傳福音。

牧養
黃牧來這幾個城市數次，記念各城的

信徒，見面時關心他們靈命情況。弟兄姊

妹深切的感受到牧者的關懷。

在伊市我們專誠的探望在一餐館作廚

子的弟兄，他因工作關係，很少能出席教

會聚會，交談之下知道他愛主心切，正考慮放棄賺

錢的職業，回到家鄉好好裝備服事主，我們為他禱

告，求神引領。當時也遇見他的老板娘，知道原來

她母親是敬虔愛主的，便善勸她不可離棄主！

文化體會
從街上的海報見到有歌劇演出（要靠手機翻

譯程式才知內容），剛趕及購票入場，或許是太疲

倦，又聽不明劇情，睡了差不多大半場。黃牧笑說

這豈不正是宣教士所要經歷的文化衝擊麼，沒有浪

費不浪費的。（幸好票價也只不過是50港元左右而

已。）

禾場的需要
俄羅斯信奉東正教，但不

大歡迎其他基督教，故不太能

公開傳福音。幸而教會聚會不

受干擾。只可惜眼見這一兩間

華人教會、各大學校園，猶如

羊沒有牧者，我們深切求主興

起工人，到這片廣大禾場去收

主的莊稼，牧養主的羊！

俄 國 行
何子僑

平安福音差會董事

20190529～0612
宣教浪

緊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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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pem4you@gmail.com

網頁：www.pem4you.com	 	 	 ：平安福音差會

我樂意為平安福音差會奉獻，支持下列事工

□平差常費　　□宣教士生活津貼（姓名： ______________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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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奉獻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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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過奉獻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 元

□定期每月奉獻港幣 _________________ 元（由 _______ 年 ____月至 _______年 ____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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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個人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長老／牧師／傳道／機構／教會／先生／小姐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安福音差會

我於去年十二月隨深區短宣隊到日本。我一直以來認為日本是

個經濟和科技都很發達的國家，加上社會自由開放，所以覺得日

本人會很容易接觸到基督教的福音。然而我在出發前都掌握不到

當地的福音情況，認為要做的事不多，但這幾天的短宣卻打破了

這個想法。

記得教會舉辦聖誕燭光晚會，邀請了教會興趣班的小孩和家長

參與，以一個聚餐的形式向他們傳福音。然而我整晚也不敢主動接

觸這班日本人，除了言語不通外，更令我卻步的是他們面對陌生人

的拘謹，好像怎樣也打不開話題的盒子。我這晚彷彿感受到日本宣

教的困難，這裡的人都講求體面和禮儀，相處時可以客氣地溝通，

卻很少會打開心窗與人交流，他們也難以接受日本以外的文化。因

此要親近面前的日本人並與他們建立關係已經很不容易了，更不用

說要談起信仰。

因此當地教會經常舉辦新興趣班來吸引不同年齡的人來到教

會，例如：詩班、英文班和空手道班等等，希望參與者能先熟悉教

會環境，之後再在課堂加插一些福音信息。我記得在晚會後看見整

天奔波的宣教士在教會與一班日本女士傾談至夜深，為的是把握每

個能建立關係的機會，並將福音傳給他們。

在這個短宣旅程裏聽到宣教士的分享，談起在日

本進行福音工作的難處，然而他們亦提到即使有時會

感到孤獨和迷惘，仍確信當年神呼召他們到異地宣教

是神的旨意，相信神會使用他們在日本所作的工。看

見身處異地的宣教士對神的信心，能鼓勵我要珍惜每

個傳福音的機會，

相信我們所遇到的

每一個日本人都不

是偶然，都有祂的

旨意。

陳懿雅

宣教情
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