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國良長老
(平安福音差會總幹事)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婚姻觀。
西方人一般接納一夫一妻制度，
卻不認同穆斯林的一夫四妻的做
法。不過穆斯林卻取笑西方人藉著離婚再
娶的制度，美化了他們一夫多妻，或一妻
多夫的企圖，按華人的說法，西方人所謂
不接納一夫四妻的制度，在離婚再婚的實
際情況下，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今日教會若差派宣教士，可以差派離
婚再婚的肢體嗎？平差卻建議教會在差派
宣教士上，應優先考慮差派一夫一妻，一
男一女，並且沒有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的
婚姻背景者去宣教，查聖經教導婚姻背後
是有神的心意，為要見證基督和教會的關
係。讓我們從聖經舊約和新約去找出描述
婚姻的經文，作一個宏觀的鳥瞰，一邊看
經文，一邊去思想。

(一)創世記：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
形像造男造女。

思想：神是全人類的創造主，全人類包括
男女都當按神的心意而活。

(二)創世記：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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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管理海裡
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

思想：全人類包括男女按神心意參與治理
和管理大地的使命。治理和管理大地的使
命也包括合法和合神心意的婚姻制度。

(三)創世記：2:18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
一個配偶幫助他。

思想：神設立婚姻制度，稱已婚男女為配
偶。

(四)創世記：2:23-24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

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男
人身上取出來的。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
成為一體。

思想：神所創造的男女按神所設立的婚姻
制度結婚，一男一女合法的婚姻關係中稱
男方為(丈夫)，稱女方為妻子。

(五)創世記：2:25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思想：一男一女在神所設立的婚姻制度中
的關係既是合法夫妻，他們因在合法夫妻
的關係中赤身露體和有性行為，在神眼中
不是羞恥行為(意即不在神所訂立的婚姻關
係中的婚前性行為就是羞恥)。

(六)以弗所書：5:31-32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體。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
說的。

思想：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男女婚姻的背
後原因，只有聖經清楚表明一男一女的婚
姻是預表基督和教會的結合。

(七)馬太福音：19:3-6
有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人無論甚麼緣
故，都可以休妻嗎？
耶穌回答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
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
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
有念過嗎？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
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思想：人設立了離婚制度，但神所設立的
婚姻一男一女既已合法結合，就沒一種制
度可以分開他們，男女雙方都是彼此的元
配。

(八)羅馬書：7:1-3
弟兄們，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你們豈
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候嗎？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還活著，就被律法
約束，丈夫若死了，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著，他若歸於別人，便叫淫
婦；丈夫若死了，他就脫離了丈夫的律
法，雖然歸於別人，也不是淫婦。

思想：神所設立的婚姻制度，一男一女既
已是合法夫妻，除了死，再沒有叫他們合
法夫婦的關係終止。

(九) 創世記：3:15，   
 馬太福音：28:18-20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
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
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馬太福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
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
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思想：福音在伊甸園自始祖父母犯罪後，
耶和華神親自傳講福音，及至耶穌基督成
就救恩，吩咐教會傳福音的大使命。

(十)啟示錄：19:7，約翰福音13:1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
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
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
到底。

思想：耶穌基督是永生的主，祂愛教會到
底，除非死才可叫基督和教會的關係終
止，但基督賜予教會永生，這就應驗了基
督愛教會到底永遠的承諾。

為此，教會對弟兄姊妹的婚姻觀，需
要有正確的聖經教導，好讓教會能差派合
適的人選去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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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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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上取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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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應當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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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無情，導致全球確診者有1,200萬宗，逾54

萬人死亡。

早前看到一篇新聞報道：

「宣教士飛行員喬伊斯·林（Joyce Lin）在空

運抗冠狀病毒物資的行動中犧牲⋯⋯」。

週二，在向印度尼西亞的偏遠村莊運送抗

COVID-19物資途中，一位40歲的美國宣教士飛行員

因飛機失事喪生⋯⋯。喬伊斯（Joyce Lin）當時正在

向印尼漫長島鏈最東端的巴布亞省的一個村莊運送快

速測試包和學校用品⋯..。

無論如何，她已經完成任務，跑完那當跑的道。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任務，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崗位。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

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或作：這是眾人的本

分）。」傳 12:13

「疫」能祝福

疫症雖然無情，但卻激發我們互助之情。提醒我

們珍惜今天，認定擁有不是必然。叫我們學習施比受

更為有福。

感恩在疫情嚴峻期間，平差之同事和在港宣教

士，一同經歷捐贈者送贈之恩（受），和經歷與人分

享之恩（施）。一切都是來自那位創造萬有的施恩

者。但願萬族萬民認識祂救贖萬民，十架大愛這最大

的禮物，榮耀歸那曾被殺的羔羊。 

平差副總幹事陳大源牧師

「疫」「疫」「疫」

鄧先生

他經常接觸本地尼

泊爾家庭，這些口罩正

好成為探訪關心這些家

庭的福音橋樑。

K夫婦

在港工作印尼籍K夫婦，他

們協助分發愛心口罩給印傭姐

姐、慕道朋友、和接觸到的基層

人士，找機會與他們分享主的

愛。

捐贈者送出原材料，義工們專心DIY
製造消毒手液，送贈予有需要人
士。

受惠者1 受惠者2

鍾長老

感 恩 有 捐 贈 者 願

意關心宣教士、差會同

工和基層慕道者，主動

送出口罩、洗手液、消

毒噴霧等物資（部份連

同福音單張），與人分

享。鍾長老成為祝福大使，代表平安福音差會接收了，並透

過不同渠道分送給不同有需要者。

T老師

T老師認識很多印

尼姐姐，她會在假期中

協助派口罩及福音單

張，關心她們。

能祝福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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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需要你的代禱
朱達基（深區）

✞ 弟婦、弟弟相繼離世，記念留下小

女兒，面對父母離世傷痛。

✞ 記念達基與家人過度艱難時刻，醫

治家中85歲母親的悲痛。

歐洲

羅為斌、鄭玉玲暨女兒雅億（深
區）

✞ 記念我們學習法語，與人有好的

交流。

✞ 記念我們教導女兒，能隨著她長

大改變而有適當調節。

✞ 記念為斌的肩周炎，已看醫生轉

介跟進，做了一次治療，效果理

想。

✞ 記念暑期探訪舊工場（另一法國

城市）的行程安排。

東南亞 / 太平洋區

姚綺婷（富區）

✞ 請繼續記念柬埔寨政府的疫情管

理，能有智慧執行防疫措施。

✞ 求主繼續使用安康家庭中心和醫務

所的服務造福鄰舍。

✞ 求主看顧香港的家人。

余禮然、周珮婷暨女兒海晴和兒
子逸正（深區）

✞ 期望一家於8月順利到柬埔寨，平安

度過14日的隔離及開展當地事奉。

✞ 8月開始新事奉，有智慧應付服事

上的轉變及挑戰，繼續提供全人關

顧，領人歸主。

黃志明、蔡嘉佩（富區）

✞ 簽證於8月份到期更新，請記念延

續簽證順利。

✞ 村民因懼怕疫症，在門外放置一

「丁蒙」稻草人，用以避免災禍，

求主使柬人認識福音而得著真自由

與平安。

王麗英（沙區）

✞ 記念八月開啟的慕道班老師訓練，

求神預備適合的肢體受造，也賜智

慧予本人能因才有效施教。

✞ 正值泰國雨季，每每有突然其來

的傍陀大雨或雷暴。記念本人每

周有三晚需駕車進村負責聚會的

安全和順利。

✞ 記念華人教會有多項事工發展需

籌募經費；也記念萬養華人教會

能找到合適傳道人。

✞ 記念本人未來服侍的重點定位與

投放，求神引導和開路。請繼續

記念未信的家人早日蒙恩得救。

邱美鳳（沙區）

✞ 三月初身體檢查發現有肝炎跡象，

暫時不需要用藥，需戒糖和做運

動。

✞ 記念覆診跟進，求主保守，指數能

回落正常水平。

✞ 緊急事態宣言已解除，記念往後的

事工如何在安全下進行。

荃區/海平

海濱：印尼群體

✞ 記念8月開辦興趣班及烹飪班，能

順利進行。

✞ 記念Firna在印尼的父親，手術後

(CA)的康復及經歷主所賜的平安。

✞ 記念印尼傳道同工Tuti，9月後回印

尼，開展平差印尼本土新事工的安

排。

✞ 記念荃區/海平印尼事工，牧者與

義工們承擔9月後的調整及往後計

劃。

富區/觀平

觀塘：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

✞ 記念8月開始電腦班，能順利進

行。

✞ 記念初信者M姐姐，能穩定出席

浸禮班，並預備9月受浸。

✞ 目前上水區開展印傭事工的探

索，求主帶領。

尼泊爾事工：

✞ 記念失去母親的小兄弟，父親游手

好閒，在家飲酒和睡覺。禱念這位

父親能遠離酗酒，重拾工作責任，

又叫小兄弟不被傷害。

✞ 希尼足球隊五周年感恩慶典暨宣教

聚會於10月25日舉行，徵求義工，

制作微電影、音樂/話劇編製、協

助場地、多媒體製作傳播等。聯絡

電話：61523857。

✞ 求神感動肢體參與8月份暑期班，

服侍尼泊爾學生。

✞ 求神在油麻地區預備尼泊爾人中

心，作活動和聚會之用。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

宣教地宣教地
靈繫
宣教地宣教地



蒙召經歷
2014至16年我們奉獻了兩年時間作信徒短宣，工場是

法國西南部的圖盧茲（Toulouse），在兩年的時間裡，我

們遇到很多年青人，有些過往因父母離異而受傷害、有些

因混亂的男女關係，做成彼此的不信任、也有在跨文化婚

姻中承受不少委屈和孤單，但他們後來都因遇見主耶穌生

命得著改變，在主的群體中靈命成長。我們曾在法國不同

城市考察和服侍，看見外省地方的荒涼，缺乏佈道人和有

系統的門徒訓練，人心需要很大，卻沒有傳福音者，神挑

戰我們是否願意為神國擺上生命。我們也經歷過內心的掙

扎，最終在禱告和經文中得著信心，決定放下自己的人生

計劃而全時間奉獻，無懼於自我的懷疑，深信主的大能必

在我們軟弱無能的生命中彰顯！我們深信「然而我今日成

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

徒然的。」（林前十五10）回望我倆的成長，真是主親自

尋找我們回來歸祂，蒙神的恩典和保守能繼續在信仰中追

求，深盼我們同樣成為領人歸主者，讓更多迷途的羊歸回

主的羊圈。

艾克斯是一個靠近第三大城市馬賽的小城市，其中有

法國最大的大學「艾克斯—馬賽大學」，共78,000名大

學生，其中有10,000名國際學生。我們所居住的，正是

大學的其中一個校區。此外，隔離艾克斯一小時車程的小

鎮Manosque，也有超過75個非信徒華人家庭聚居，將是

我們定期探訪佈道的福音點。

工場資料 工場主要工作
差會：中國信徒佈道會(香港)

聯屬差會：平安福音差會

地點：法國艾克斯（Aix-en-Provence）

對象︰華僑和華語學人

出發日期：2019年12月

✞ 記念我們學習法語，與人有好的交

流。

✞ 記念我們教導女兒，能隨著她長大改

變而有適當調節。

✞ 記念為斌的肩周炎，已看醫生轉介跟

進，做了一次治療，效果理想。

✞ 記念暑期探訪舊工場（另一法國城

市）的行程安排。

羅氏一家

蒙召經歷蒙召經歷

法國西南部的圖盧茲（Toulouse），在兩年的時間裡，我

們遇到很多年青人，有些過往因父母離異而受傷害、有些

因混亂的男女關係，做成彼此的不信任、也有在跨文化婚

姻中承受不少委屈和孤單，但他們後來都因遇見主耶穌生

命得著改變，在主的群體中靈命成長。我們曾在法國不同

城市考察和服侍，看見外省地方的荒涼，缺乏佈道人和有

系統的門徒訓練，人心需要很大，卻沒有傳福音者，神挑

戰我們是否願意為神國擺上生命。我們也經歷過內心的掙

代禱事項：

宣教人宣教人
關懷
宣教人宣教人



朱老師 口罩
愛心

上個主日，我們向三間教會分發了口罩。 將200個及500
個口罩，分別交給了兩間建立於京都山科的教堂和一個由WEC 
Japan，我們差會宣教士所在的教堂。

昨天，我們再預備了約2000個口罩，並配合了教會單張，準
備在明天作最後一次的派發。上午，將會探訪京都泉教會，我們
前教會的所在地 - 西野八幡田町。 下午，我們會在教會，在母親
節之前，分發口罩給其他山科的居民。請弟兄姊妹為我們明天的
事工祈禱。謝謝大家。(7/5/2020)

上午9:30探訪老人家，送出了200個口罩，下午2:00-4:00在
教會派口罩，共送出了2000個口罩。之後駕車去到二条城附近一
所教會，為他們送上200個口罩，再轉至小野地區一間醫院，為醫
護大概送上1000個口罩。整個口罩事工在今天晚上6:45分，全部
順利完成。感謝主！感謝大家的禱告。(8/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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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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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航假期」在2006年成立時的異
像使命就是去祝福神所揀選的以色列聖
民、帶領信徒踏足信仰根源之地、加深與
神親近、思考與神的關係和明白神的心意，這個初心沒有改變！

蒙神的祝福和在老闆的信任下，從2013年，我就朝着這方向
去籌辦聖地團。經常掛在唇邊和在心裡反覆思量的，就是我們的
團能幫助到弟兄姊妹達到以上目標嗎？大家也許聽說過：「沒有
最好，只有更好」這句話。我可以和大家說，「以航」會越做越
好的！不是我們的團隊特別有聰敏，但我們卻是真的會檢討每一
個完成了的團，看在哪裏可以做得更好！除了細心謙卑看團友的回
應表，和團隊負責人坐下作回顧，我們的領隊會敏銳每一天在旅程
中所發生或安排的事情：從機場集合、在機上、扺步的接待、酒店
服務、膳食質素、景點和時間安排、導遊和領隊及隨團講員的協調
等，總會看到值得欣賞和需要改進的事。有些是團友看見的、有些
是團友看不到的或沒有留意到的⋯⋯。

我忘了是誰人和我說過，有一位學者謙和地對打算向他提出不
同意見的人說：多謝你將會給的批評和意見，因為我一生都在修正
我自己的看法！所以報名表的填寫、報團後的溝通/提醒、行前簡
介會展示的和每團的團書，我們都在優化！

出發前和在帶團中，我們會和負責人及隨團講員商討，看那些
景點要特別逗留多些時間。因為有些人可能一生只去聖地一次，在
初次遊歷的行程中，我們會安排多些景點。若要多些時間在景點，
那就要參加深度遊行程了。

「以航假期」大多用當地經驗豐富的
華人基督徒導遊。他們精彩的介紹及對聖
地知識的博學，不單得到團友的喜愛，更
加讓隨團講員能精準地將相關境點的屬靈
重點和團友分享！當然，若隨團講員想多
些分享，我們總能配合讓他能𣈱所欲言！

為讓團友靈魂體都興盛，我們會讓大
家多點時間遊歷加利利海，行苦殤路背十字架時，我們花心思使大
家能更深感受基督的大愛。死海𣈱浮的安排亦看到越來越多的歡笑
和享受。這些改進都是「真心聆聽」的果子。多謝大家！

去了聖地後，當大家再讀聖經時，同樣的字句變得立體了、
彩色了和更加實在了吧。在橄欖山遙望耶路撒冷的悲壯情懷還記得
嗎？加利利海的平靜你仍嚮往吧。在以拉谷，以色列人追趕非利士
人的吶喊聲你仍可聽見？那撲面的風的感覺還在吧。苦殤路上基督
的痛和愛仍扣在
你的心弦嗎？

團 友 們 這
些不同的感受就
是我每一次和大
家一起時的享受
和觸動！多謝您
們。

Anthony聶潤華

以航假期業務發展總監口罩

平安福音差會

宣教情宣教情宣教情宣教情
遊走
宣教情宣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