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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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中國教會歷史上曾有一句話說：「北有王明

道，南有林獻羔」。王明道先生和林獻羔先生不單是教會領

袖，也可以說是當代教會的中流砥柱。我沒有見過王明道先

生，但初返教會時牧者介紹他曾說的一句話：「我們原是為

了信仰!」這話深深藏於自己心裡；另一位林獻羔先生，我

有幸兩次與他面對面交通，因為他寫書多，我曾問他所寫的

書會否有所謂的版權，林獻羔先生當時卻用英文回答我說：

「You_copy，right！」這話即是說沒有版權。

若果把王明道先生和林獻羔先生的兩句話放在一起

看，對我們今天作差傳的事奉又有何提醒呢？今天教會既已

領受了從主耶穌基督而來的大使命，並從聖經中也知道福音

要傳遍天下，而福音和聖經的真理是藉著普世的差傳工作去

傳揚的，因此先借用王明道先生所言，我們要說：「我們原

是為了大使命」；然後我們又借用林獻羔先生所說：「沒有

版權，分享差傳。」

「平安福音堂」於2008年7月成立了「平安福音差

會」，並且至今差派和支持了各類宣教士亦有70位，這不

是一個抽象的數字，都是有清楚的名字去計算出來的，若

以「平安福音堂」37間堂會（也計算「美國灣區平安福音

堂」，「加拿大列治文平安福音堂」和「澳門平安福音堂」

在內）共有7000弟兄姊妹的數目計算，即平均100位弟兄

姊妹支持一位宣教士。雖然70位宣教士這數目仍像兩個呈

獻給主的小錢，但我們見證「平安福音堂」整體不單盡力推

動本地傳福音的工作，也都盡力支持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

的工作。

於此「平安福音差會」的成立不單在協助各堂會推動

宣教，（因為「平安福音堂」已立下了根基，各堂會的弟

兄姊妹都可以異同聲說：「我們原是為了主耶穌基督的大使

命。」）並且「平安福音差會」的另一項任務就是收集並把

「平安福音堂」的宣教經驗與各主內同道分享。雖說「平安

福音差會」與各主內同道分享宣教經驗，但不是說她已經完

全掌握了所有的宣教知識，乃是一方面像差傳學生的學習，

而另一方面把所學所知的與人分享而已。

但願各「平安福音堂」的弟兄姊妹都一同學習宣教，

也一同分享宣教，在同一使命的大前題之下，建立宣教學習

和分享的團隊，邀請在我們以後信主的弟兄姊妹加入這大使

命的行列，叫這宣教的大使命延續下去，直到主耶穌基督榮

耀的再來。

鍾國良長老

沒有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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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差遣        我的負擔

今年2018年是屯平建堂三十周年堂慶，回望

鹿苑坐落的街道尚未命名，神已感動荃灣平安福音

堂的長執及弟兄姊妹前來開荒，更差遣福委會、短

宣、佈道團參與下鄉佈道。三十年後，屯門堂承接

了再熾年青佈道訓練"第五擊"，參加佈道訓練的肢

體連同友堂、短宣同工及義工超過八十人，再次體

會傳福音、報喜訊、祝福友鄰的喜樂。

早在八零年代，就是荃灣堂分堂至屯門的時

期，荃灣堂同時開始有被神呼召到海外的宣教

士，其中有一對差往西非宣教的夫婦，他們定期

寄來中英文代禱信，我負責複印、入信封、貼郵

票及寄發。隨著收代禱信的數量多起來，才動員

團契肢體協作，偶爾看到信件內的代禱事情，

我們便隨即禱告記念。主記念人看似微小的服

事，宣關就是這樣開始。時至今日，代禱信已

是「隨傳隨看」，雖然有部分資訊不便公開，

深信差派的主仍然施恩，我們一同經歷神，仰

望祂的看顧保護。

在屯門堂我們有兩幅宣關壁報板，展示宣教士及宣教

教育的重要。圖書部亦設有不少於140本有關差傳與佈道

的圖書。聚會方面，每月第一個周三晚的祈禱會名為「福音

與差傳」，特為屯門堂福音事工禱告，及與我們所差派的宣

教士進行視像交通。另一方面，屯平作為「荃區福委會」的

一份子，我們六間堂會合共支持六個宣教士單位，每年有四

次「荃區差禱會」聚會，旨在認識本區各宣教士及其群體福

音需要，凝聚力量，禱告守望。為著有更多肢體認識宣關，

屯門堂每年在肢體交通會安排一至兩次「差傳與我」內容，

如同將「荃區差禱會」的內容在自己堂會重溫與落實。對外方

面，堂會近年來多了探訪的體驗，暑假期間會探訪福建三明市

兒童村，每次有十多位弟兄姊妹參與服事，獲益良多。

有云教會開辦宣教事工是高昂的投資！動員龐大的人力、

物力和財力，卻非即時或短期能見到工作果效和回報，然而傳

福音是主耶穌向教會與信徒頒布的大使命，無論近處或遠方，

動用多少財力或人力，皆視乎教會所見的異象與負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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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林多前書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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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

>_ 記念安排姐姐新春活動，大家有美好
相交及接觸新朋友。

富區/觀平

觀塘：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

>_ 感恩過往聖誕福音聚會有40多人出
席，其中有穆斯林信徒，盼望他們漸
漸接受福音。

>_ 記念兩位初信者，一位主日不能放
假，另一位回印尼等候簽證回港。

>_ 記念2019年門徒訓練，參加者預備
心志今年受浸。

>_ 感恩兩位同工及姐姐們都在病患中逐
漸康復。

尼泊爾事工：

>_ 記念農曆新年探訪及尼泊爾家庭活
動，留下美好見證。

>_ 記念尼泊爾足球隊暨家庭成員聚餐
後，義工與學生們建立美好關係。

>_ 求神感動油麻地附近教會或機構可於
星期六下午借出地方給尼泊爾家庭作
聚會使用。

>_ 感謝堂會捐贈探訪禮物，願主報答。

東亞區

甘秀麗（富區）

>_ 記念聖誕節出外佈道，求主堅固信徒
心志及有機會與人分享福音的好處。

東南亞 / 太平洋區

姚綺婷（富區）

>_ 求主保守在港的年長父母，健康持續
好轉，經歷天父恩典。

余禮然、周珮婷（深區）

>_ 記念二月初回柬埔寨後的適應，面對
繁重工作。

>_ 記念醫療隊過後，本地牧者能跟進村
民，聽過福音的朋友有慕道的心。

黃志明、蔡嘉佩（富區）

>_ 感恩神保守嘉佩生產過程經歷主的平
安與保守。

>_ 願神透過述職期間的異象分享，興起
更多弟兄姊妹關心差傳。

王麗英（沙區）

>_ 二月會遷往泰北，記念找到適當居所
及新的適應。

>_ 感恩過往一年在曼谷學習，了解更多
泰國文化及有助將來事奉。

邱美鳳（沙區）

>_ 記念姊妹在差會的關東植堂團隊裏和各
位同工有美好的關係。

>_ 記念姊妹與教會肢體建立深入的友誼，
並求主給予合適機會和日本朋友分享福
音。

>_ 記念未信主的家人，特別是兩位弟弟及
弟婦，禱告他們遇見和接受主。

朱達基（深區）

>_ 感恩在港述職期間有機會與家人見面、
復和及傳福音。

>_ 求主保守教學及傳道過程中，身、心、
靈健壯平衡。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

荃區/海平

海濱：印尼群體

>_ 感恩1-2月開剪頭髮班，有十多位姐姐
報名，記念接觸新朋友及分享信仰。

>_ 記念週六聚會活動，盼望接觸更多姐
姐，分享信仰。

>_ 計劃三至四月開自衛班，讓姐姐學習自
衛技術，記念安排義工配搭。

需要你的代禱
宣教地

靈繫



唐德如

1.  記念在工場上的生活，文化及柬文學習的適應。求主賜智慧能在學

習及工作上取得平衡。

2.  求主幫助柬埔寨的同工隊伍藉教會及學校的事工能榮耀主名。

3.  為香港家人得著平安與喜樂。盼望他們在信靠上帝的心可以成長。

代禱：

我是上葵涌平安福音堂會友、在中學時期因同學的邀請參加學校的福音營而

相信耶穌，之後便開始參與葵芳平安福音堂聚會。

曾任職小學及中學老師，在暑假期間必參加短宣隊，1997年參加OM在台灣

舉辦的主愛亞洲，一個培靈晚會中受感動決定奉獻作宣教士，雖然當刻未知何時

去?往哪裡?但心願被主使用。在1999年前往柬埔寨，目睹戰後國家的頹垣敗瓦，百

姓生活貧乏，聖靈感動下發現自己身在香港擁有美好的成長環境，享受各樣物質及屬靈

的福氣，我便祈禱，我可以怎樣使他人蒙福?

終於2003年上帝帶領我在土耳其帶職服侍3年，服侍宣教士子女及參與華人事工，作佈道

及開荒工作。2007年進入建道神學院修讀道學碩士，主修跨越文化研究。2010年畢業時加入環

球宣愛協會，投身於差傳教育、推廣動員及跨文化事工。當中主要為柬埔寨地雷邊緣成長的貧困

孩子提供教育機會，協助建立一所小學，同時亦鼓勵海外年青人前往參與短期服侍。

2016年上帝再次呼召，叫我不要分二心為主打仗，7年參與柬埔寨的服侍中，深深經歷_「主的靈在我

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4:18_。我願意被差遣成為當地人的福音流通管子。同年

聖誕節，家中父母放棄相信多年的日蓮正宗，受浸加入教會，全家已成為上帝

的兒女，我更沒有掛慮的可以專一為主打仗。今年10月將受差到柬埔寨作

長期跨文化服侍，繼續協助建立學校及教會，培訓當地傳道人及老師。

感恩上帝使用侍僕的教學及神學的恩賜能服侍貧窮的，建立門徒。

宣教人
關懷



印傭在香港的工資是港幣四千多元，是印尼最低工資的4-5

倍，所以當海外傭工成為一份很吸引的工作，不但能以供養家

庭，還能買地蓋房子。因此印傭都是衣錦還鄉，滿口流利的外

語，惹人羨慕，難怪她們肯離鄉別井、拋下父母子女，並揹著一

筆債，也要出來打工。

可是，她們並非沒有代價，在外打工，僱主不給吃飽，只

吃剩飯剩菜；朝6晚12做足六日，沒有足夠睡眠；睡在客廳等全

家睡了才能睡在梳化，是不少印傭的真實寫照。這四千塊錢有

血有汗有眼淚。曾有印傭告訴我，跟僱主一家上飯店，只可坐

著看他們吃或餵孩子吃，自己只能餓著回去吃即食麵，不單是

沒飽飯吃而難受，更因被視為低下卑賤使她失去自尊。可是，

很多僱主都不知道印傭也有自尊心的。

此外，曾在外面工作的人都被標籤為學壞了的一群。事

實上，不少印傭工作的地方都是五光十色的城巿，充滿誘

惑。她們看到都心動，很願意花錢買心頭好：吃的、穿的和

用的，甚至比香港人更願意花錢，有印傭姐姐因而欠下一大

筆債，被追債追到印尼的家裡去。此外，隨便的男女關係或

女與女的關係、不敬虔持守伊斯蘭五功和誡律，都是出外工

作會帶來的問題。一個純樸的印傭姐姐幾年間可以改變很

多。

然而，她們最沉重的代價是家庭破裂。幾乎每個已婚

的印傭姐姐都有個令人心碎的故事。慧娜自從出外打工，

丈夫便不工作，等她寄錢回家。幾年後，慧娜回家，居然

發現鄰家的女人，生了一個長相和丈夫極為相似

的孩子，真無奈，丈夫無工作，終日賦閒在家，

生了私生子。而慧娜的兒子呢，因為母親經常不在

家，跟母親的感情變得很淡。

誰說印傭的結局必是悲慘的？神領她們來到一

個信仰自由的地方，必有祂美好的計劃。我們印尼

教會的信徒，大部分都是因著參加興趣班和聖誕崇

拜而接觸到教會，明白真理，生命改變。蘭絲自少

與母親關係疏離，在香港工作後母親不斷向她索取金

錢，從來沒有關心她工作的苦況，使她懷恨母親，但

她信主後學習原諒母親，不再向她發脾氣，並向她傳

福音。不少穆斯林歸主者都很積極傳福音，因他們從

來沒想過會得著永生的保證，但在基督耶穌裡他們找

到了，怎能不熱切地和家人朋友分享？他們縱被拒絕

也不畏縮。

感謝主！我們本是外邦人，與基督無關，活在世

上沒有指望沒有神，若不是神差遣宣教士為我們付出重

價，把福音帶給我們，我們又怎能得救？今天印傭活在

我們當中，不用攀山涉水，我們更理當把我們所得的福

氣跟她們分享。

盼晞

四千塊 代價
的

錢宣教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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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852)2498-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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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為斌

法國Vitry group BBQ

法國華宣兒童聖經班

法國東區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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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訪法國都有說不完的故事、發現和體驗，今

年有機會在巴黎一間華人教會兩個月的實習，更深感受

到人需要的關心和屬靈上缺乏認識。弟兄姊妹活在一個

信仰褪色的環境，對別人靈魂得救缺乏關心，曾經與一

位小學時候便來到巴黎生活的香港人分享，面對信仰生

活的孤單，沒有合適的同路人可以傾訴，大家關係滿有

疏離。每當接觸弟兄姊妹，看見他們信仰與生活分割，

對教會有埋怨和紛爭，甚至在背後批評牧者或執事，這

都是令我感到惋惜。而其中有機會與一位第二代信徒傾

談，了解到他們在華人教會成長的情況，發現願意委身

在教導的信徒不多，一直缺乏全時間法語牧師牧養他

們，在面對以人為中心的群體，牧者能否有足夠的關心

和真理教導，實在是很大的挑戰。

另一體會是海外華人散聚宣教的情況，華人群體

來自不同東南亞地區、內地和香港，也有由法屬地區圭

亞那(Guyane)往來的弟兄姊妹，當看見他們的出現真是

覺得主內一家，傳統宣教學有地域性、有不同群體觀念

之分，現今散聚宣教學地域界線消失，因人口流動及散

聚，增加接觸「福音未及群體」的可能性，就如今次接

觸一些昔日在圖盧茲(Toulouse)的朋友，而之後到巴黎

工作的學生，更確定關係的建立、牧養和信仰的栽培是

何等重要。

宣教情
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