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前書1章1節至2節：「奉  

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

羅，同兄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林

多  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

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

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

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從上述經文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層

面的呼召，第一個層面是基督徒在不

信的人中蒙  神呼召作聖徒；第二個

層面是使徒在基督徒中蒙   神呼召分

別出來作祂特別安排的工。這說明了

今天我們為甚麼也關注到作宣教士的

弟兄姊妹是否有從  神而來的呼召。

在馬太福音28章19-20節主耶

穌基督的大使命是「使萬民作主的門

徒」。這個使命絕不能靠某宣教士去

完成，為此   神於歷世歷代在不同民

族的聖徒中呼召很多主內的弟兄姊妹

作宣教士去回應祂的大使命。作宣教

士者當然是基督徒，但  也需要知

道  神是否呼召其作宣教士。

「萬民」一詞在今日的宣教理

念中被理解為「群體」而不是單純

「國家」或「地域」。弟兄姊妹蒙  

神呼召作宣教士，不單只向差派教會

分享是去那一個地方，也分享  神差

派其向那一個群體去傳福音，領他們

鍾國良長老
(平安福音差會總幹事)作主的門徒。

因此某弟兄姊妹向教會分享其

作宣教士的領受，也會分享到怎樣得

到  神的呼召，並  神呼召其向那個

群體傳福音和這個群體的所在地。然

而這屬於宣教士第一個導向的呼召，

是屬於主觀的經驗。雖然這所謂  神

的呼召是主觀的，但弟兄姊妹對  神

主觀呼召的經歷確是教會考慮是否參

與差派的要素之一。

在差派宣教士的模式上，筆者

認為最好採用差傳鐵三角的合作模

式，有關的合作是包括差會、宣教士

和差派教會。一般而言差會對有關宣

教士不認識，需要差派教會作出客觀

印證，並將宣教士推薦予差會。差派

教會對申請作宣教士的弟兄姊妹的推

薦，雖然是客觀的印證，但若沒有差

派教會的參與，弟兄姊妹徒有  神主

觀的呼召，也是不可落實投身宣教的

事奉上。

弟兄姊妹有了第一個導向  神

主觀的宣教呼召，也有了第二個導向

差派教會客觀的印證，是否就可落實

印證   神對其宣教的呼召呢？這仍然

不能，還需要差會第三個導向的宣教

印證，就是差會讓宣教士在第一任期

中三方面的觀察：包括工場的生活和

學習語言、建立團隊和開展事工都要

達到差會的要求，這時才可說  神在

這宣教士身上的呼召是清楚的和可接

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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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同工

Vision And Mission Of Serving Domestic Helpers in Indonesia

我在印尼幫助家傭的使命及異象
自立去賺取生活所需，給予物資，只能維持一時之需。

Besides, I think not all of them are able to market and sell their 
finished goods, so I am planning to set up a store where they can sell their 
products.

因我想不是所有家傭都能夠銷售他們的製成品，故我嘗試建
立一個地方，可以幫助他們賣出貨物。

I know my vision and mission will never be able to achieve if I 
continue working in Hong Kong, so I resign from PEM and will start a new 
service in Indonesia.

因我知道，如果我繼續留在香港，我的使命及異象始終不
能實現。故我請辭平差的工作，並將在印尼開展以上的服侍。

Here is something I will do for serving in Indonesia:
以下是我計劃在印尼將要進行的服侍：

1. Visit the ICC members whether they are believers or not. For the 
believers, I hope to strengthen their faith; for the non-believers I still can reach 
them in hopes of a time they will become believers some days later. 

1. 探訪過往曾返香港印尼中心的會員，無論她們是否信主。信主的，期
望繼續堅固她們對主的信心；未信主的，仍可保持聯絡，冀盼有朝一
日，她們成為信徒。

2. Provide an advanced training on handicrafts and purchase their finished goods, 
then I will put in my store for sale. 

 If necessary, I will cooperate with other partners in Christ who share the same 
vision and mission to provide other professional trainings to the members.

2. 為她們提供手工藝進深訓練，並回購他們的制成品，我會放在我的店
舖裡出售。如有需要，我會與有共同使命異象的主內肢體，一同合
作，提供其他範疇的專業培訓。

3. For the next project, I will provide trainings to the mothers and young women, 
who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in rural churches so that they can earn more to 
improve their family's financial status. 

3. 另一個計劃，我打算提供訓練，叫使那些農村教會裡的母親及年青婦
女自願者，可以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經濟。

4. Then if the Lord guides me, I want to set up a halfway house for the Indonesian 
domestic helpers who have experienced the rejection by their families after they 
have converted to God during their stay in Hong Kong.

4. 有些在港工作期間信主的家傭，返回印尼後，因信仰原故，經歷被家
庭拒絕，我也祈求等候，主是否要我為她們成立一個中途宿舍。

It is not easy to start carrying out the miss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vision, 
let alone seeing the difficult economic situation this year and the increased social 
distance among the domestic helpers caused by the pandemic Covid-19.  I know I 
will face an unknown future and difficulties on the road of setting up the halfway 
house.

我知道要開展這個使命及成就異象，並不容易。撇開今年面對的經
濟困難，新冠病毒造成家傭之間的社交距離，雖然成立中途宿舍，我會
面對未知的困難及將來。

However, I believe when God calls me to do this, God himself will help. I will 
not be able to do it myself without the help of God. Let the will of God be done and 
be satisfied. I also beg the support from all of you through prayers.

但我相信如果是出於神的，祂會親自成全。我不能憑著自己的能力
做得到，讓祂幫助並滿足祂的心意，我也請求眾人以禱告支持。

The Lord Jesus taught his disciples to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spiritual needs but also the physical needs of people who 
followed Jesus.

主耶穌教導跟隨祂的門徒，面對那些跟隨主的人，不只是注
重他們屬靈問題，也要留意他們的肉身需要。

In Matthew 14:16,  Jesus said to them, “there is no need for them to go away; 
give them food yourselves”. The vision and mission to heed th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needs of people arose in my heart about 2 years ago.

太 14:16  耶穌說：「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喫吧！」。去留心他
們的屬靈及肉身需要，這使命及異象兩年前已在我心裡盤旋。

I heard some stories from friends of the Indonesian domestic helpers about 
their family problems. Many of them suffered because of the many destructions 
resulted from divorce.  Their children were lack of affection; they needed to bear the 
needs of their parents and many other problems.

從印尼朋友口中聽到一些故事，有關印尼家傭自身面對的家庭問
題，很多承受著因婚姻破裂而引致離婚、孩童缺乏關愛、承擔父母的需
要….及其他難題。

Not a few of them who actually have been tired of working long in other 
countries want to go back to Indonesia to gather with their own families members 
and take care of their own parents.  However, their wills are often discouraged when 
they think about what they can work in Indonesia afterward.

不少姐姐因長期在外地工作而感到疲乏，她們想有更多時間陪伴家
人，照顧雙親。但當想到回到印尼後，如何繼續尋找工作，又感到沮喪。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helpers who have returned to Indonesia, they have 
committed not to work abroad again. However, due to lacking of an appropriate 
financial planning, eventually they need to work abroad again. It is not easy for them 
to struggle alone and sustain doing the right things without appropriate guidance and 
support from other people. 

那些已回印尼的家傭，她們立願不再出國工作。無奈因缺乏適當財
務管理及指引，結果事與願違。不久他們又再需要出國工作。她們在缺
乏指導及支援的障礙下，要她們保持持久奮鬥下去實在不易。

Therefore in the past 2 years, other than serving the members of the ICC on 
the spiritual side, I also prioritized teaching skills to them as “it is better to teach 
them fishing than just to give fish to them” which means it is better to equip them 
with skills than just giving them the resources. By doing so they can establish 
independency to earn money for their future living. On the other hand, resources 
won’t be long lasting.

故此我在這兩年事奉期間，除了照顧印尼中心會員的靈性問題，也
優先考慮教導他們生活技巧，在我而言：「給他們捕魚工具勝過給魚。」
意思是幫助他們學習生活技巧勝過給予物資。有了技巧，他們可以學習

平安差傳事
認識



宣教士需要你的代禱
邱美鳳（沙區）

>  感恩上司  Laura 已經結束標靶治

療，癌細胞也全部消滅了。

>  英語崇拜的發展，有未信者參

加，記念跟進。次子、SD 女士和

Kaoru 豎琴老師繼續建立關係。

朱達基（深區）

>  母親離世前，清楚信主受浸，經

歷主的看顧。

>  待安頓母親墓碑後，期望11月回

工場。

東南亞 / 太平洋區

姚綺婷（富區）

>  感恩生活和駕駛車輛出入都有平

安。

>  盼望透過診所和學校的新服侍，能

接觸和祝福更多家庭，並有充足的

靈力智慧。

>  求主保守在香港年長父母的健康。

余禮然、周珮婷暨女兒海晴和兒
子逸正（深區）

>  期望能盡快恢復實體聚會，開展福

音工作。

>  記念逸正和海晴，能適應新學期的

學習及早日能回到校園上課。

>  記念禮然與珮婷，能與本地牧者有

好的相交，同心並有共同異象，開

展福音工作。也請記念正在患難中

的當地肢體、求主施恩。

黃志明、蔡嘉佩（富區）

>  感謝神保守，已平安返回柬埔寨，

記念重投工場的生活與事奉。

>  近期政府對外國機構及人員監管，

政策不時轉變。請記念延長簽證的

申請與批核。

>  記念15個省份（包括上丁省）超過

二千名患者感染由蚊子傳播的「基

孔肯雅熱」。

王麗英（沙區）

>  清邁 J.Y.Land 學生中心有兩位初

信的女大學生，突然痛失至親，

頓失生活支持，需籌募三年大學

各項費用。求神安慰和供應。

>  記念恆常每周的講道、家庭崇拜

信息分享、訓練和中文班等服

事，求主賜靈力和使用。

>  求神引領未來服侍的重點與途

徑，並未信的家人能早日蒙恩得

救。

荃區/海平

海濱：印尼群體

>  感恩 Tuti 已平安回印尼，並完成隔

離日子，記念籌備印尼本土福音事

工。

>  感恩海平8位義工，雖然要照顧家

庭和工作忙碌，但8年無間斷地忠

心服侍。

>  記念中心能安排合適活動給姐姐，

例如車衣、化妝、手工藝和制作蛋

糕甜品等。

>  記念各堂會更多義工願意參與服

侍，歡迎聯絡平差大源弟兄/海平

碧玉姊妹。

富區/觀平

觀塘：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

>  感恩 7-9 月的 zoom 聚會都順利

進行。

>  如果疫情緩和，又不違反限聚

令，計劃 1 1 月 與 姐 姐們一起

BBQ。

>  記念三位在印尼學習的神學生：

Tina, Erna 和 Iswart i。

尼泊爾事工：

>  記念8位升讀中學的足球班學員，

求神引領他們新階段學習，功課上

更多改善。

>  疫情緣故，取消於11月舉行之五周

年足球慶典，期望找到微電影和音

樂劇製作義工。

>  記念功輔班中學組和小學組義工老

師們，活出美好屬靈生命，吸引學

生認識主。

>  求神在油麻地區預備尼泊爾人中

心，作活動和聚會之用。

>  Eric 母親於9月25日在醫院病逝，

願主安慰弟兄。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

宣教地
靈繫



致送糧食予教會缺乏肢體

一般人都喜歡順利和平安，這與聖經中的八福所說的福是不

一樣的，作為一個信徒，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裏，瘟疫也是神容

許的，在這“疫”境中，我們的生命如何可以被祝福呢？

1.	 社會商業發達的日子，人的生活都變得機械化，整天營營役

役，沒有時間休息，處理與上帝的關係，興家人相聚，關注

自己的身體健康等。在面對疫情時，個人的身心健康/免疫力

才是抵禦疾病的最佳良方，所以一切被暫停時，其實是給我

們一個很好的反省時刻，讓我們調整人生回到「正軌」！

2.	 在面對苦難和困境時，人與人之間彼此扶持的關係，可以是

一個很大的安慰與動力，使我們繼續向前。所以有機會我也

爭取參與去派發抗疫物資和食物包，與街坊分享和禱告，希

望藉這小小的送暖行動，也開拓福音之門，使他們“疫”能

得福。

新冠肺炎仍

然肆虐，全球經

濟受影響，加上

末日徵兆，看

來我們未來的日

子多是逆境了，

但願我們專心仰

望主，相信在

“疫/逆”境中

“亦”能得福，

因為我們所信靠

的是滿有恩典與

憐憫的神。

關老師

「疫」能祝福

王麗英
宣教士

疫症的肆虐與蔓延，帶來的破壞性

和傷害性，多方位地衝擊著人們的日常

生活，也揭露了人性的陰暗面。然而感

謝神，在這灰暗的日子裡，基督的大愛

和憐憫，卻藉著祂的門徒，在世界各處

綻放溫暖，彷彿使涼薄的世界，添上一

絲絲的愛意。

泰國的基督徒、教會和機構，正如

主所說的：「並且盡心、盡智、盡力愛

祂，又愛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祭祀

好的多。」(可	12:33)，不單樂善好施，

也身體力行，在這些日子為不安和困苦

的人們送上「一杯涼水」，使主的名和美

德在此地得到彰顯。

教會製作布口罩贈予村民

宣教人
關懷



 宣教呼召

在我初信主時，神藉羅8:32呼召

我一生事奉祂。同年，我又因一位宣

教士的分享而開始對宣教產生興趣。

我很羨慕宣教士能夠近距離經歷神

和觀看神的作為，因他們在外一無所

依，唯有單單依靠神。此外，我覺得

宣教士的工作非常有意義，我一向認

為世上沒有任何事情能比領人歸主更

喜樂，何況他們去到那些沒有聽過福

音的人群當中去傳福音！自聽完那次

的分享後，我不會錯過任何宣教士的

分享，並經常閱讀宣教士的傳記。

過了不到兩年的時間，我在短宣

中心接受了兩年的裝備。期間，神藉

著不同宣教士和差傳機構的分享，擴

闊了我的宣教視野。我更在禁食祈禱

尋求前面的方向時，清楚神呼召我成

為一位宣教士。

 認定事奉群體

我在讀神學期間，因著同學的分

享和過往的接觸，開始對穆民產生興

趣。我認識到他們非常友善、好客、

愛乾淨和注重家庭觀念，他們那麼

敬虔，但郤得不到永生，實在太可惜

了！我對他們動了憐憫之心。於是每

次要做有關差傳的功課，我都以這個

群體為研究對象。

神學畢業後在教會事奉期間，神

一步步清楚指引我未來的事奉工場，

於是去到中東的一個國家事奉，經歷

到神各樣的恩典和供應。

 步入人生新階段

在工場期間，認識了一位穆民歸

主者，清楚了是神的預備，就「嫁雞

隨雞」去到北美。在那裏生活期間，

仍透過不同途徑去接觸和服侍穆民。

 新的方向

三年前，丈夫即將完成神學裝

備，我們祈禱求問神未來的事奉方

向：我們一直以為事奉工場會在中東

或北非，甚至是歐洲的難民營。但神

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非

同我們的道路。在很偶然的情況下，

我們認識到現在的工場原來有超過

三十萬的穆民，而很多教會和機構想

向他們傳福音，但不知從何入手。更

有人向我們發出穆宣的呼聲，因我丈

夫自幼將可蘭經背得滾瓜爛熟，法文

和阿拉伯文又是他的第一語言，再加

上他有護教的恩賜，相信會對工場的

教會有所貢獻。我們也見過一些志同

道合的同工，認為我們適合於現在的

工場建立網絡，推動和訓練本地教會

的肢體參與穆宣的工作。

我們於是在去年五月回到我既熟

識又陌生的成長地，我雖然在這裏長

大，但畢竟已離開了17年。我將於今

年七月開始全時間與丈夫配搭，於現

在的工場參與推動穆宣工作。我們極

需要大家的祈禱！

如果  閣下或  貴教會對此事工有

興趣或負擔，歡迎透過平差聯絡我們。

笑
口
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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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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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8 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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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宣後的感想及回應

這次的印尼文化交流，對我最大挑戰的，就是所有的接觸對象
全都是印尼人，完全是一個百分百的「異地異文化」的交流體驗探訪
團。所以在我們出發之前，領隊都鼓勵著大家，要預先好好去練習一
些基本常用的印尼話，好作旁身之用「Halo！Yesus mengasihimu …
…！」1

終於來到11月27日的清晨，我們一行八人懷著興奮與期待的心
情，向著T老師的家鄉「印尼“Pati”」～出發。經過大約6小時的航
程，終於抵達了目的地；正當步出機塲大樓的一刻，已經體會到這次
短宣中，第一個要面對的挑戰：「氣温的適應」。2

這次的訪宣屬於文化交流之旅，當中除了有機會去探訪當地的
教會、基督教學校、宣教士家庭和回家生活的印尼姐姐之外，當然少
不了的就是當地的名勝古跡，其中最特的的就是「鄭和紀念館」。沒
錯！就是我國明朝很出名的航海大臣–「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故事
紀念館。這次我們竟然在這異國的地方裡能夠重温這一課，感恩！

此外，我們也有機會去探訪一間由當地基督徒開辦的幼稚園，以
及T老師的母會；我們在當中亦有機會負責不同的聚會。3 神讓我透過
這兩處的行程，體會到印尼民族的優點，也是我最欣賞的地方，就是
普遍的印尼人，待人皆很温柔和有禮貌，性格亦比較內斂；改變了我
過去對這民族的負面印象。特別有一次在路途中，我們的司機在某村
迷失了方向，正在迷惘中，我們的車子堵住了進入村口的道路，以致
阻礙隨後而來的貨車。但當我們讓開給他駛進時，他不但沒有我心中

1	 「Halo」:	Hello;「Yesus	mengasihimu」:	Jesus	loves	you
2	 這幾天印尼的平均氣温大約在攝氏34-36度左右；但這個怕熱的我仍然

深信，無論怎樣也不能打亂我去體驗和認識這國家民族的初心。
3	 由T老師協助翻譯。

所預期的破口大駡，反而很有禮貌地笑
著向我們示意「謝謝」，這情境真的使我
另眼相看。

神讓我在這整個行程中學習到「温
柔和忍耐」的功課。除了從以上的經歷
體會到，更從我們各人的配搭中去看
到；神叫我們要存著温柔的生命，願意
彼此融合、互相配搭，才能在同心工作
中去榮耀 祂，叫人在我們中間看到耶穌
基督的愛。其中特別
感恩的，就是有T老師
及她的好拍檔A老師
作我們這次行程的嚮
導，她們不辭勞苦地
照顧我們整個團隊的
食、住、行，無微不
至，即使已經十分勞
累，但仍然展現出喜
樂。令我感
受到，宣教
士的生命真
的很值得作
為我學習的
榜樣。

海平牧者李立人

平安福音差會

宣教情
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