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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會、宣教士和差派教會

今日教會在差派宣教士上，一般都採

用差傳鐵三角的模式：就是差會、宣教士

和差派教會三方面的合作。當宣教士和其

差派教會要揀選合作的差會時，應有甚麼

原則呢？原來從揀選差會到進入彼此合作

的階段，是有兩個步驟的，就是(一)客觀的

認同；(二)彼此的分工。若彼此在客觀的事

情上未能認同，就不應隨便進入合作的階

段，更遑論有所分工了。

(1) 客觀的認同

使徒行傳15章36節至41節記載保羅

和巴拿巴為了是否帶馬可的問題而起了爭

論，甚至彼此分開。保羅與巴拿巴雖然分

開，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了福音工

作。神既是保羅的神，也同樣是巴拿巴的

神，祂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帶領，他們二

人既然在神面前各有不同的領受，彼此在

未能同感一靈的情況下而分開，實屬正

常。

神既是差會的神，也是宣教士的神，

更是差派宣教士的教會的神。在差會、宣

教士和差派教會合作以先，應容許各方都

有分享從神而來對差傳領受的權利。在這

商討合作的階段，絕不應是差會主導、或

是宣教士主導、當然也不是差派教會作主

導，乃是彼此分享各自對差傳的看法，以

讓大家在尋求神帶領彼此合作時，能同感

一靈。

以下所列出的項目也許各有不同的理

解，但仍需要得到差會、宣教士和差派教

會能對這些客觀的事情透過協商而得到共

識。

1. 信仰路線：高舉聖經？

2. 福音對象：華人或是非華人？

3. 艱難程度：創啟地區或是福音自由

國家？

4. 宣教目標：建立教會或是社會關

懷？

5. 宣教模式：道成肉身或是短暫居

留？

6. 工場管理：先鋒開荒或是加入團

隊？

7. 宣教費用：量力而為或是超過力

量？

8. 後方支援：強健或微弱？

(2) 彼此的分工

當差會、宣教士和差派教會對有關宣

教客觀事情有了共識，同感一靈，就可進

到合作的階段了。在合作階段的重點是分

工，總意是為了成就共同客觀的目標。在

分工的安排中，必各有其位置，有作帶領

的，有作被帶領的，但都是彼此配搭的觀

念，而不是誰的權力高或低。以下是一般

差會、宣教士和差派教會的分工安排。

1. 差會：管理和督導宣教士、宣教工

場和宣教事工的發展。

2. 宣教士：執行差會、宣教士和差派

教會所共識的宣教工作。

3. 差派教會：支援差會、宣教士和宣

教工場。

總的而言，若有給予宣教士新的任

務，差會、宣教士和差派教會需要再作商

討，務求再達至同感一靈的原則，不然就

不應繼續合作下去。(只要有其中一方不參

與合作，差傳鐵三角便要解散，而重組仍

須按上述的程序進行)。

是宣教士主導、當然也不是差派教會作主 (2) 彼此的分工

差會 宣教士

差派
教會

的差傳鐵三角



十樣平差跨文化差傳學習建議

項目 名稱 性質 內容簡介

1. 青馬差傳遊 從風景聯想差傳 1. 模擬宣教士宣教的心路歷程；
2. 地點：青衣、馬灣

2. 聖經與差傳 從聖經認識差傳 1. 思想聖經26個差傳主題；
2. 地點：各堂會

3. 文化與人際 從文化進入差傳 1. 學習放棄權利的跨文化宣教原則；
2. 地點：各堂會

4. 語言與溝通 從語言體驗差傳 1. 邀請不同老師教某國家的語言；
2. 地點：各堂會

5. 裝備與宣教 從見證配合差傳 1. 普通話/英文佈道與栽培的裝備；
2. 地點：各堂會

6. 教會與使命 從路線實踐差傳 1. 重溫平安福音堂屬靈路線和應用；
2. 地點：各堂會

7. 歷史與宣教 從歷史學習差傳 1. 認識宣教歷史看華人宣教發展；
2. 地點：各堂會

8. 策略與宣教 從策略輔助差傳 1. 討論跟隨耶穌基督的宣教策略；
2. 地點：各堂會

9. 宣講與宣教 從文宣勉勵差傳 1. 寫/宣講宣教信息培育差傳心；
2. 地點：各堂會

10. 人生與使命 從人生活出使命 1. 對跨文化差傳學習作整合(問答)；
2. 地點：各堂會

時間：每主 題約４小時
人數：4-12人（待疫情緩和作適當安排）
講員：平安福音差會總幹事.鍾國良長老

平安差傳事平安差傳事平安差傳事平安差傳事
認識
平安差傳事



東南亞 / 太平洋區

姚綺婷（富區）

✞ 記念柬埔寨疫情早日受控，由於情

況嚴峻，醫院床位供不應求，病徵

輕微者只能家居治療。金邊實施宵

禁（8pm至5am），禁止堂食，柬

人新年假期也是原地過年。

✞ 因疫情影響，教會只能参加網上主

日崇拜。求主保守會友愛慕主的心

及網絡穩定。

✞ 感謝主保守我有健康及平安。

余禮然、周珮婷暨女兒海晴和兒
子逸正（深區）

✞ 疫情再度反覆上升，某些城市封

城，柬埔寨新年也不能自由外出。

✞ 求主幫助余氏一家，再次適應在家

工作、兒女網上授課的日子。

✞ 原計劃六月回港覆診取藥，未知能

否成行，記念安排及應變。

黃志明、蔡嘉佩（富區）

✞ 記念在疫情反覆不定下，一家經歷

主賜保守平安。

✞ 記念柬語的學習，在崇拜及與人交

流中不斷進步。

需要你的代禱

宣教士

王麗英（沙區）

✞ 感謝神𧶽予半年進修泰文的恩

典，請記念我的學習；及未信家

人早日蒙恩得救。

✞ 復活節各教會均有弟兄姊妹受

洗，求神的道繼續堅固他們信靠

的心志和靈命的成長。

✞ 請繼續記念萬養教會仍缺傳道牧

人，差會各項事工的發展及經費

籌募。

邱美鳳（沙區）

✞ 感恩教會3，4月復活節聚會(實體

和網上並行)未信者到來，有美好

相交。求神保守繼續跟進。

✞ 感恩教會崇拜開始用日語帶領公

禱，往後會有見證分享，短講

等。禱告我的日語更多進步作這

些服事。

✞ 最近作了一些身體檢查。各方面

大致穩定。求神憐憫，保守我繼

續有健康的身體。

朱達基（深區）

✞ 山科空手道班計劃四月重開，紀

荃區 / 海平

海濱：印尼群體

✞ 因疫情舒緩，正籌備開辦剪髮班，

記念義工、導師及姐姐們的參與。

✞ 記念義工Cian工作及照顧孩子的勞

苦。

✞ 記念義工Terry父親，年事已高，身

體虛弱，盼能早日信主。

✞ 記念義工美玲，因跌倒傷了氣門及

右腰內部能順利康復。

富區 / 觀平

觀塘：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

✞ 記念浸禮班及門訓班，分別有

De&M及A&Di姐姐參與課程。

✞ 過去有兩位穆斯林姐姐參與主日

zoom崇拜，期望她們認識福音。

✞ 第一位神學生Tina於明年神學畢

業，她有負擔返港事奉，禱告記

念她尋求神旨意。

✞ 第四位神學生Yan i，已於四月返

回印尼並接受神學造就，記念她

學習的適應。

本地尼泊爾事工：

✞ 邀請義工參與6周年HI NI足球隊成

立慶典，協助製作電子出版傳播和

設計、戲劇/足球啦啦隊/尼泊爾舞

蹈和場地安排。

✞ 記念足球訓練和英語查經班等，需

要義工協助，服事尼泊爾群體。

✞ 記念尼米在尼事工中，有足夠靈力

智慧，協調各方配搭及服事。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

念參與者出席、投入學習，可以

接新朋友。

✞ 曾有一位香港人孔先生Kan San參

加主日聚會，記念有機會跟進及

他能穩定出席聚會。

✞ 記念亞伯拉罕1010 (10+10 )異

象。我們成立泉教會網絡，希望

在十年內，在日本十個大城市建

立十個教會。

T老師（海外）

✞ 五月由yogyaka r t a (日惹)往Pat i

（ 巴蒂） ,  D e m a k （ 淡目） , 

Kudus（古突士）等地探訪姐姐，

記念堅固信主姐姐的信仰及有機

會接觸福音對象。

✞ 安排五月在某農村教會（附屬幼

稚園）開辦手工班課程。

✞ 記念T老師長途往來各地，路上出

入平安和有充足體力。

宣教地宣教地
靈繫
宣教地宣教地



疫 能 祝 福

1 該書由(普世宣教手冊) 出版的免費下載電子書 Global Transmission, Global 
Mission ( 病毒傳播與福音傳播，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與契機 )。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四六10），在這

大半年裡，深信都對這句話有不同的理解。過去都不少前

輩都鼓勵我們在這「停擺」的日子裡，回歸到天父的安息

中，反思及建立與神的關係。也是一種「祝福」，讓我們

從新的調較得著能力。而另一方面，我們又怎樣在這環境

與別人分享在神裡面祝福呢？在《病毒傳播與福音傳播》1

一書中，作者指出現今的情疫，帶到我們進到另一個未知

的領域，在新常態下怎樣把握這契機分享福音，這是十分

好的提醒及鼓勵。盼望我們都把握這特別的契機，將非一

般的祝福都帶給身邊的朋友。

雪

小黃菊

2020年的開始，成為許多人的銘記，新冠肺炎的造

訪，一切都被逼停頓下來，從前，在人們的眼中，人類

的科技如此發達，似乎沒有什麼樣的災害能真正摧毀我

們。在風和日麗的環境下，我們要忙的事情太多了：吃

喝玩樂、婚喪嫁娶，追逐在世上的成就，在人群中尋找

認同和價值，人的靈沉睡了。

早在二千年前，聖經已預言這個世界的末日來臨之

前的徵兆：那時，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

⋯。在日復一日平凡的歲月中，我們也許不會特別在意

這樣的預言，或者說，這已經是說了二千年的老調；可

是，今天所發生的事，真的給我們警覺：禽流感爆發，

非洲豬瘟，澳洲的森林大火，東非地區蝗災肆虐⋯這世

界發展的方向，正不斷應驗聖經的預言，也許我們已經

默認把自己劃歸到好人的行列，覺得自己行事為人比大

多數人要好，也沒有做什麼罪大惡極的事情。但這只是

我們自己的標準而已，上帝的標準，卻不是這樣。在上

帝的眼中，殺人、恨人、撒謊、嫉妒都是罪！法律只能

評判人的表面行為，而上帝卻能洞察人心！

所以，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我們仍然要肩負時

代使命，向世人宣告神的心意和拯救計劃：人類拒絕

神，是在自取滅亡，願我們更積極的爭取分享福音的機

會!對於信徒而言，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

神同行是上策！慕迪曾說：“在這個罪惡的時代，能留

下最深刻的影響的，乃是那些肯在神面前禱告的人！”

當生活被打擾，活動被暫停，甚至生死禍福難預料

之時，我們要好好反省甚麼才是最重要！

驚恐，警覺 

宣教人宣教人
關懷
宣教人宣教人



到底有沒有神(上)
劉銳光牧師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問題。如果宇宙中沒有神，那麼人就可以不必理會這問題，但是反過來說，假如宇
宙中真的有一位神，那我們就必須嚴肅的面對這問題，因為人總有一天要面對祂。到底有沒有神，這問題主
要有兩種意見，有否定的，有肯定的。

一. 否定者的理由
世上有很多人對神的存在持否定的意見，他們所持的理由很多，常見的有以下幾種。

1. 沒見過
最常見的理由是沒有見過，因此不可信。這些人認為，人說有神，

但又沒有見過，怎知真的有呢？這也言之有理，未見過怎能就如此輕易信

呢？

可是這理由卻有它的問題。問題是：沒有見過就不可信嗎？我沒有見

過就等於不存在嗎？答案當然不是！沒有見過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不是對

方的問題。我沒有見過，不等於對方不存在。同樣道理，我沒有見過神，

是我們的問題，不是神的問題。我沒有見過神不等如神不存在。我沒有見

過祂，祂仍可以是存在的，正如你們沒有見過我，但我是存在的一樣。我

既然是存在的，因此，雖然別人沒有見過，我的存在仍然是可信的。

同時，我們的不信，不會影響對方的存在，因為即使我們不信，對方

仍然可以是存在的。同樣，人不信神的存在，不會影響神的存在，我們的

不信，更不能因此使神變成不存在。

再者，人必須承認，人所能見的很有限。有許多事物是人從沒有見

過，甚至不可能見的，人不應這麼武斷，以自己的有限去否定所未見的事

物的存在。人是活在物質界層面，神卻是屬靈界的，人對靈界層面的事物

實在是所知，所見很有限，因此人斷不應以有限的所見去否定神的存在。

3. 信則有不信則無
常聽見人這樣說：「神這件事嘛，信則有，不信則無」。意思是：你

若信有神，祂就存在，你若根本不信，那祂就不會存在。持這種想法的人

多得很。

這話是說，神存在與否是由人的主觀決定的。判斷事物，很多時都

憑主觀，人的主觀判斷有時會準確。人也有自由用自己的主觀去判斷一件

事，但也必須承認，人會有太主觀的可能。有時因為太主觀而導至判斷錯

誤，有時因為太主觀而導至不夠客觀。

由人的主觀去決定神的存在，實在是太主觀了。因為人的主觀認為不

存在，不等於真的不存在。正如你主觀認為我不存在，否定我不存在，我

不會因此就不存在。我的存在與否不是由你的主觀認定而決定的。即使你

主觀不信我存在，我仍是存在的。你的主觀認定不能否定我存在的客觀事

實。同樣道理，神的存在也不能由我們主觀的信與不信來決定。

祂存在是客觀的事實，不受人主觀的認定影響。(下續)

2. 不合科學
現今是科學時代，一切都講求科學，要合科學。

對於神鬼之類的事，因為無法以科學方法去證明，因

此被認為不合科學，因不合科學故此就覺得不可信。

這也是言之成理。不合科學而信，就有點盲目相

信，是迷信。可是這理論也是有問題的，問題是：以

科學決定一切，評定一切是大有問題的。雖然科學的

優點是謹慎，認真，講理據，故是可靠，可信的。可

是以科學來評定一切仍然是有問題的。

第一，科學甚至科學精神不是萬能和萬全的，

這應該是科學家也承認的。既不是萬能和萬全，就不

能用它來作評定一切的標準。從過去的事例證明，很

多經過慎密驗證的科學理論甚至定論，後來卻發現是

錯的，被推翻了。因此，我們怎能用科學來決定一切

呢？我們怎能用一句「不合科學」就把神的存在否定

了呢？

其次，科學是有限的，因為人本身是有限的，這

應該是人人都承認的。既然有限，因此就不應該以此

為絕對的標準，不應該是衡量一切的準則。它在某些

事上可能用得著，但因為基於其局限性，在另一件事

上就不一定有用了。科學可以解釋和解決許多物質界

的問題，但面對愛情問題，科學就無能為力了。如果

我們用科學來評定戀愛問題，那豈不是可笑麼？

第三，鬼神是有關靈界的事，科學則是有關物

質界的事。要探究一項事物的真相，要用對的工具，

這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解答科學問題，要用科學工

具，探究靈界的東西，科學工具就派不上用場。鬼神

不是「物」，是超物，所以用物質的工具是得不出究

竟的，你總不能用數字，天平，試管去解答神鬼的問

題吧！因此，若以「不合科學」來否定神的存在是不

科學的。以「不能驗證」這類科學方法去認定神不存

在，是不合理的。

宣教浪宣教浪宣教浪宣教浪
緊貼
宣教浪宣教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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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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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安福音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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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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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宣 分 享
董皓瑤

查一下，可是來自菲律賓的Dr.Jim不諳國語，與茶大哥語言不通，無
法幫助。我懷著抖震的心開始翻譯，心中有很多不安，懼怕自己能力
不足，反而幫倒忙，會耽誤了茶大哥的康復。在那時候，我彷彿聽到
了神安慰的聲音，鼓勵我盡管勇敢放心去翻譯就好。在神的恩典下，
我順利完成了翻譯，茶大哥的眼睛也只是輕微的發炎，稍微用眼藥水
治理便可痊癒。雖然實際上翻譯的過程比我想像中容易輕鬆得多，但
我深刻的體會到，一切的幫助和能力不是出於我自己，乃是賜我生命
和豐厚恩賜的主耶穌基督。

儘管今次泰宣之旅
只有短短的八天，當中與
弟兄姊妹美好的相交，跟
當地宣教士和弟兄姊妹打
破語言文化差異一起投入
事奉的喜悅，以及當中體
會神的恩典的大小事情，
都是我珍而重之的難忘經
歷。盼望將來還有機會參
加短宣經歷見證神，為擴
展神的禾場出一分力。

今次是我第二次參加短宣，自從兩年年參與了XX的短宣後，就
一直很想在自己踏入職場前再次參加短宣，為神作工。感謝神，今年
有機會可以和自己的團契團友，以及一班有心有力的弟兄姊妹參加清
萊短宣，雖然我們一行十四人來自三個不同的堂會，在正式出發前也
沒有很多機會彼此認識，但感恩我們一拍即合，不但在事奉有美好的
配搭，也建立了難得的友誼，一同經歷神的恩典和大愛。

今次在短宣中最深刻的得著是親自體驗了神賜給我的恩賜。我從
小就對語文很有興趣，尤其是英文，但自卑的我總覺得自己的能力有
限，而這些所謂的長處在短宣的事奉中貢獻不大。眼見身邊的弟兄姊
妹不是在敬拜唱詩上有很大的能力和負擔，就算和身邊泰國的小孩子
突破語言障礙打成一片，我意識到自己能力上的不足，於是我暗暗向
神祈禱，希望祂能夠在短宣的過程中，讓我看見自己在短宣隊中的角
色。

果然，神聆聽我的禱告，賜我一次意料之外的事奉體驗！記得在
短宣中的第五天，我們完成一個早上在幼稚園的事奉，我正要跟弟兄
姊妹們一起洗碗，卻被大源哥的聲音叫住了：「有誰的英文好？可否
來幫忙？」我馬上停下，心情緊張的走向大源哥那裡，卻發覺替我們
短宣隊連日駕車，來自內地的茶大哥用毛巾掩蓋著眼睛。

原來，茶大哥眼睛疼痛，原本應該交給幼稚園的宣教士Dr.Jim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