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徒行傳1章8節主耶穌

基督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

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羅馬書6章4節保羅說：「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

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

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哥林多前書15章3-4節保羅說：「我當日所領受

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

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平安福音差會的口號是「讀聖經，推差傳」。耶

穌基督說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

到地極，作主的見證。查主耶穌基督所說「見證」，

主要是作祂復活的見證。然而主耶穌基督復活是在第

一世紀，我們既不在場，又怎樣可以為主作復活的見

證呢？

真理的聖靈已來了，為要幫助信徒藉著「水禮」

使我們成為耶穌基督復活的見證。使徒保羅解釋信徒

遵行主的吩咐接受「水禮」，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

活，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福音就是信徒

信了主，除了得著

復活的救恩，更加

是彰顯豐盛復活的生命。信徒藉著復活的生命叫未信主

者透過我們的見證，叫他們去認識主耶穌基督復活的歷

史事實。簡言之今日未信主者不是單用耳朵聽福音，也

用眼去看福音，就是看我們基督徒怎樣活出復活的生命

去榮耀三一真神。

為此「平安福音差會」一方面建議教會要差派為主

耶穌基督作復活見證的宣教士，讓未信主的群體從宣教

士身上去看到復活的救恩和復活的生命；另一方面也建

議教會要去建立「為主作見證事工」，預備教會弟兄姊

妹去為主作同文化或跨文化的見證人：

1. 弟兄姊妹學習分享信耶穌基督得救的見證

2. 弟兄姊妹學習分享脫離罪惡的捆綁的經驗

3. 弟兄姊妹學習分享個人成長榮耀主的目標

4. 弟兄姊妹學習分享個人新的人生和價值觀

5. 弟兄姊妹學習分享個人對永恆盼望的緣由

請弟兄姊妹為個人追求作主耶穌基督復活的見證祈

禱。

鍾國良長老

(平安福音差會總幹事)

為主作見證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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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差傳教育的推廣

推動差傳不能少的就是差傳教育。我們在主日學中每年都舉辦差傳主日學，還有必修的基礎課程。差

傳團契每年有二至三次舉辦聯團的差傳活動，叫大部份團友都有機會接觸及參與：例如有一次活動，各團

契為宣教士制作一份過節的禮物，以表達對宣教士的支持；又每年十月份為教會差傳月，主日崇拜的講題

都會環繞著差傳為中心。

差派宣教士的激勵

從澳門的宣教植堂後，我們一直都渴慕教會能夠差出宣教士。終於在二十年後，我們教會一位資深的

女傳道人因著不斷參與訪宣的事奉，心靈被神感動，回應主的呼召，往啟創地區事奉。三年之後，一位在

教會長大的年輕男傳道，他在大專年代不斷參與訪宣，那宣教心已經深深埋在他心底裡，他也回應主的呼

召，往柬埔寨宣教。

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挑戰

印傭在香港有十多萬，大部份都是穆斯林。在我們當中有一肢體是印尼華僑，他開了一間小店專門售

賣印尼食品，和滙款服務。這當然吸引一批印傭來聚集。這肢體有非常強烈的傳福音心志，帶了不少印傭

信主。他與我們交通，可否開一個服務印傭的服務中心，透過服務引作為媒介，引領他們認識主。我們經

過一番禱告和等候，教會與平安福音差會合作開了「印在心」的中心（後來建立了一所印尼教會），至今

約經過七年多，受浸加入教會的印傭有十一人，後來更有兩名姊妹打算在港工作合約完成後，回印尼讀神

學，終身事主。

除此之外，我們還支持本堂一位肢體，成立了尼泊爾青少年足球隊，藉著活動傳福音。這肢體看見尼

泊爾人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探討，以尼泊爾少年足球隊作為接觸點。我們教會也認同這弟兄的心志，

予以支持。現今有數十位少年人參與，弟兄也開始和他們作福音性的查經活動。

總結

在教會推動差傳不是容易的事，有時好像茫無頭緒，不知從何開始。觀平推動差傳的經驗就好像亞伯

拉罕未知前面路程一樣。今日神已經吩咐我們履行大使命，我們就用諸般的方法推動差傳，行一步總結一

步的經驗，這樣神就給教會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突破。我們相信要在教會推動差傳，必須像亞伯拉罕一

樣有信心的堅持。

黎仲明

觀平傳道長老

如何在教會中
推動差傳 (下

)

平安差傳事
認識



東南亞 / 太平洋區

姚綺婷（富區）

> 感謝主巳順利完成述職期的分享。

求主繼續感動會眾對宣教事奉的回

應。

> 記念父母的健康穩定。

> 記念與主有緊密的結連，身心靈預

備新一期的服侍。

余禮然、周珮婷暨女兒海晴和兒
子逸正（深區）

> 感恩珮婷的腳傷差不多痊癒。為孩

子回校上課安排祈禱，也為我們回

港的安排祈禱。

> 為柬埔寨疫情祈禱，求主遏止疫

情。求主醫治在病患中的同工、肢

體及家人，也求主供應他們生活所

需。

> 為新的校園福音事工合作祈禱，求

主在各同工心裏動工，能同心合

意，興旺福音。

黃志明、蔡嘉佩（富區）

> 上丁省封城兩週後，交通續漸恢

復，志明可以順利入村。記念志

宣教士
需要你的代禱

朱達基（深區）

> 疫情關係，福岡興起Uber外賣。

滿 街 都 是 汗 流 浹 背 騎 單 車 的 外

賣員，在街上見到他們疲倦地依

著單車睡著，為兩餐竟然如此困

難，心裡實在為他們難過流淚。

求神幫助他們早日認識耶穌基督

寶貴十字架救恩，心裡得平安，

身體得保守。

> 請為教會「子供食堂」11月即將

開始的事工禱告。「子供食堂」主

要是服侍貧苦的日本小孩子，用

便宜價錢可得營養食物。求神讓

祂的愛彰顯在我們的教會當中。

也請為人力和食物資源禱告，求

神供應我們這事工的需要。

T老師（海外）

> 記念T老師將於11月6日接種第二

針疫苗，減少副作用及有足夠抗

體。

> 順利接種疫苗後，T老師計劃11月

往東爪哇島 (East Java) 及坦格

朗城 (Tangerang) 探訪姐姐。

> 記念T老師開始計劃在巴蒂(Pat i )

本地教會教授婦女們手工班。

明預備栽培及帶領過程經歷主的幫

助，出入鄉村的路途有平安。

> 記念明年述職的安排與預備，保守

我們能如期順利返港隔離，也求主

預備一切所需。

> 記念初信主的石叔叔、亞道和太太

亞蓮的成長禱告。

王麗英（沙區）

> 感謝爸爸手術順利完成，記念他

的康復及跟進治療。

> 記 念 姊 妹 在 泰 國 疫 情 日 趨 嚴 重

下，有神保護遠離疫症；家人安

康及能早日信主。

邱美鳳（沙區）

> 7月開始繼承明年退休的Harr is夫

婦作團隊領袖。感恩得到隊員的

信任支持，還是心有戰競，求主

憐憫加力賜智慧。

> 感恩之前的身體檢查有良好的報

告。求神繼續保守我的健康。

> 感恩和A子初信栽培進展良好，求

神堅固她的信心和預備接受洗禮。

荃區 / 海平

海濱：印尼群體

> 感恩9月份活動，平均有4位印尼姐

姐投入參與，願主讓她們感受基督

的愛。

> 記念義工們學習印尼文福音橋，求

主賜智慧及語言能力。

> 記念義工少萍爸爸離世，願主安慰

她和家人。

> 記念義工們的服侍、並在照顧家庭

及工作中靠主得力。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
富區 / 觀平

觀塘：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

> 感恩9月順利為兩位姐姐 (M&D)

舉行浸禮，求主幫助她們繼續在

主裡成長。

> 記念籌備12月聖誕期間的福音聚

會，讓姐姐們和新朋友明白主降

生意義，滿心喜樂歸榮耀給神。

> 記念計劃2022年行事曆有適當安

排，盼疫情舒緩，可順利推展教

會福音事工。

本地尼泊爾事工：

> 教師及足球教練人手不足，願神感

動更多有心服事的肢體，加入功輔

班及協助足球事工。

> 感恩暑期班有學生願意決志，求主

賜足夠人手跟進及栽培這些果子成

長。

> 記念尼家庭一對兄弟：母親去年

猝逝，父親本年5月回國後滯留尼

國，照顧他們的親戚的護照在10月

中到期需回鄉。兄弟將暫時寄居親

友家一個月，待父親回港。

> HiNi足球隊6周年成立感恩慶典暨尼

情宣教聚會於10月24日舉行，求神

帶領肢體來協助，認識尼朋友並向

他們分享信仰。

宣教地
靈繫



酸芒腩肉沙律

酸芒沙律

芒果的美妙
芒果很好吃，甜品千變萬化。香港某大型超市，有柬埔寨芒果出

售，價格並不便宜。我們生活在柬埔寨，看到這個價格，甚為驚訝，因

為類似的芒果，柬埔寨市場賣價約是香港的十分之一。然而，真正好吃

的上品芒果，不會外銷，本地市場已經消化了。

芒果帶來的煩惱
芒果樹非常適合在柬埔寨生長，只要能種在地上，不用施肥，也不

用特別灌水，就能自然生長。每年三至五月是芒果當造的時候，一棵芒

果樹可結出百多二百個芒果。我家門前，種了一棵芒果樹，初到柬埔寨

的時候，每天看着芒果長大，心中非常期待芒果收成的那一天。

當芒果開始結果的時候，我發現奇怪的現象，就是當芒果還是很

細少，或是青色未成熟的時候，有不認識或是不太認識的人，會來

到你家門前，隨手摘去在樹上的芒果，也有小孩或太太們結伴採摘，

像是聯誼活動。我所認識的老外朋友（當然包括英、美、澳、加、法、

韓、日等國籍的人），都遇過這種情況，他們都面對着類似的困擾，就是

為什麽有人會擅自到你家的範圍，拿走屬於你的東西，還會請其他人來

一起作這事呢？

有朋友試過處理這事，當然是困難重重，語言不通，溝通起來，

一定不清不楚，說什麽話好呢？英文、普通話、廣東話、港式柬語有時

都不能表達，肢體語言加上幾分肉緊表情，可能會把意思表達得再清晰

一點。令人沮喪的是，當你以為他已明白你的意思時，他會向你微笑一

下，然後繼續去摘芒果，又或是明天重新來過，開心地去摘芒果。

宣教士初到工場也會鬧情緒
宣教士初到貴境，一定不會順心。

學習語言，每天聽一堆不熟悉的音調，看着一堆陌生的符號，說出

一堆舌頭不善發出的音調，時會頭痛，時會眼花。與不太認識的人、或

是同工合作，常要小心，免得犯下禁忌。開車要認路，買食物，帶孩子

上學、放學，應付功課，申請各樣簽証文件，也要適應天氣食物文化，

勞心勞力。若家中有人患病，更難處理。現在通訊發達，在工場要處理

工場事，香港的事也要處理。到工場服事，面對各種文化的挑戰，會有

鬧情緒的事情發生。

有人說宣教士因面對當地的文化而產生鬧情緒的問題，是真的。

又或者按聖經的說法，是給魔鬼留了地步（弗四26-27），受壓太

多，整個人的狀態不佳，看到有人突然出現在你家門前取你的東西，會

怒火中燒，不能自拔，又或是心有不甘，與人衝突後，心中感到不安自

責，覺得不能做好見證，有辱主名。

曾聽聞有宣教士同工，會因當地人看為小的事，但卻與人爭執，又

或是情緒出現問題。現在自身經歷這些情境，原來是那樣真實！

遇上這種情境，會有出路嗎？

摘芒果的文化解讀

1.	柬埔寨的芒果文化
柬埔寨芒果品種有幾十種，吃法千變萬化。柬埔寨朋友，對芒果的

品種和時令都非常有研究。高棉文對芒果的不同成熟度，會有特別的詞

滙去形容：綠色（生）、酸、老、酸甜、熟、甜。每種成熟度，會有其吃

法。生的可以做沙律、做吃燒魚的伴菜、酸的做小食（與味粉、鹽、蝦

醫、蝦米、糖、辣椒等混合物作調味），酸甜和老的作涼果、生果吃，熟

的作生果吃，甜的做甜品、奶昔、沙冰、蛋糕等。

柬埔寨人是吃芒果的專家，在他們眼中，我們這些「老外」，是不會

懂得芒果的美妙，我們在浪費這些美食。

2.	芒果是隨手可得的食物
在我們工作的地方有幾棵芒果樹，有教會的弟兄到訪，和其他弟兄

一起打排球，玩了一陣，他隨手拿起一枝長竹枝，將樹上的一個芒果，

打下來，隨心吃了幾口，就掉在地上，其他人不以為意，繼續開心地打

排球。

鄉郊的芒果樹，產量非常多，若沒有果商收購芒果，又或是當造太

多了，放在一旁，讓它壞掉。我們見過在村裏，芒果沒有人收，沿着農

田二百米多的河道旁，全都是被人棄掉的芒果。

在柬埔寨朋友的眼中，摘芒果實為幫助「老外」，不浪費食物。

3.	以情感先行的文化
我們在港的學習模式，一般都是順着知、情、意、行，即先認知，

情感或感覺認同，成為意向或動力，以行為表現出來。

柬埔寨朋友的學習模式，不大相同。這裏的朋友是知、情、意的

互動，常以情為先，認知與意向，可以滯後或被情感影響。例如你告訴

他，不可以在人家門前取別人的東西，他會告訴你：「是的，是的。」就

像廣東話回答：「係既、係既。」當你以為他認同你的說法，實為他不

想被你教訓，順着你意，自我感覺良好罷了。至於意向和行為有沒有改

變，要觀察後才會知曉。

4.	分享的文化
柬埔寨朋友也有一特點，就是喜歡與人分享，尤其是吃的東西。當

你邀請同工或本地朋友出外吃飯，又或是到你家作客，他們都期望你可

以邀請他全家出席。他們覺得，吃好東西，應該要全家人一齊分享。若

全家人不能出席，他們也希望能帶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我聽過有

宣教士解讀這現象，認為他們都是喜歡貪小便宜的，了解過後，這不是

貪心與不貪心的討論，只是他們喜歡與人分享。不過有些柬埔寨朋友，

不但喜歡與人分享自己的東西，也喜歡享用別人的東西，這卻又帶來另

一種煩惱。

壞芒

「芒果」
余柬

柬埔寨芒果

從

看文化差異與挑戰(上) 

宣教人
關懷



劉銳光牧師

2. 萬物見證有神
聖經也說得好，「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

得，叫人無可推諉」（羅馬書一20），這是說，神雖然沒有

人能見到，但是藉著宇宙萬物，人可以知道有一位造物主。

宇宙萬物的來源，主要理論有二：一是創造論，另一是

進化論。

創造論是相信宇宙萬物由一位神，用祂的智慧和大能創

造的。因此，宇宙萬物的出現是有計劃和次序的。

進化論則認為宇宙裡根本沒有什麼神明，萬物的出現是

自然而有的，是經過不斷的進化才成為今日的樣子。萬物既

是自然而有，那也就等於說，萬物是全憑機會率產生的。

無論是信創造論的人或信進化論的人都一同承認，現存

的宇宙萬物是井然有序，精細而複雜，美麗而工整的。大至

宇宙穹蒼，小至路旁小花無不是這樣，叫人驚嘆。

這麼奇妙精深的宇宙萬物，我們若歸功於自

然巧合，然後不斷進化而成，這種盲目而全

憑機會率的理論，實在需要無比的信心才

行。因為我們都知道，越簡單的東西，靠巧

合而出現的機會是越高的。但是越複雜的東

西，其巧合而出的機會則是越低的。

反過來說，這麼奇妙精深，井然有序的宇

宙萬物，是由一位至偉大的神用祂的全能和智慧

去創造的，那不是合理得多嗎！因著祂的大能，宇

宙中奇妙無比的動植物就出現; 因著祂的智慧，宇宙

各物井井有條，互相配合就成為可能。詩人在聖經裡

讚嘆：「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詩

篇十九：1），說的真不錯。看見宇宙萬物，人就知

道有一位造物的神。

3. 靈界的真實說明有神
在這宇宙裡有兩種存在：看得見

的物，和看不見的「非物」。看得見的

物就是我們這個物質的世界，看不見的

非物，就是非物質的靈界。宇宙中除了

物質的世界，還有非物質的靈界。

物質世界包括宇宙萬物和人。靈界則包括神和鬼。神是靈界

的存在，鬼也是靈界的存在。鬼神之說是人類數千年來都在講論

的，上古的世代如是，現今科學昌明的世代還是如是。無知無識的

人如是談論，飽學之士也在談論，而且言之鑿鑿，煞有介事。既然

這是自古以來人都在談論的，且有例證，我們就不能漠然視之，不

能簡單的譏為無知迷信。除非我們能證明這些真的不存在，

不然我們就不能輕易的說沒有。

世人都在講說有鬼，有鬼就有神。鬼神都是靈界存在的

「非物」。

世人都在講說鬼會附在人身上，俗稱鬼上身。以前有

這種情形，現今還是有這種情形。當然其中有些是假的，但

有些卻是真的。這些被鬼附身的現象，不但普通老百姓相

信，就連精神科醫生，心理醫生也都承認。被鬼附的情形在

民間，在不同宗教廣泛傳說，在聖經也有記載。新約聖經多

次記載耶穌為人趕鬼，即使現在人奉耶穌的名也可以趕出污

鬼，其情形與聖經記載的一樣。

鬼是靈界的存在体，鬼的存在說明有靈界的真實性。既

然宇宙中有靈界的存在，那麼，有神存在就一點也不希奇，

亦是很自然的事。聖經所記載的耶和華神是宇宙萬物的創造

者，靈界的天使也是祂所造。犯罪的天使墮落成為以後的

邪靈污鬼，其頭頭是魔鬼。邪靈污鬼既是神所造，因此懼怕

神。怪不得當這位神成為人來到世間，取名叫耶穌，鬼知道

祂是誰，非常懼怕祂，常被祂趕逐離開人体，並稱祂為至高

的聖者。因為神是靈不是物，而人的知識又很有限，不能完

全明白及了解靈界的奧秘。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因為自己

的無知而否定靈界的真實性，更不能因此而否定神的存在。

4. 聖經介紹人認識神
人的肉眼雖然看不見神，祂卻是存在的。

但這位人看不見的神是怎樣的呢？人看不見

祂，人怎能認識祂？

是的，人看不見神，因此人很難認識神，

除非祂向人啟示，介紹祂自己。

為了要讓人認識祂，因此，祂就藉著人的

手寫成聖經來介紹祂自己。

透過聖經，人知道神是萬物和人類的創造

者和維持者。

透過聖經，人可以知道神是公義的，這就是

聖經的舊約所啟示的。

透過聖經，人可以知道神是慈愛的，這就是

新約聖經所啟示的。

聖經把神的屬性，作為，智慧，大能和救恩完

完全全的啟示出來，叫人可以認識祂。

因此，人若查考聖經，就可知道世上真有一位

神，並且知道祂是怎樣的一位神。

因此，在我們說沒有神之先，我們是否應該研究一下聖經，

然後才下結論呢？

（按：柬埔寨屬於佛教國家，佛教的起源是創教人釋迦牟尼從多神的印
度教信仰中，發展另一套無神論的思想。「到底有沒有神」這文章正好
幫助佛教徒走回正確的路上，回到基督教聖經有神論三一神的觀點。）

到
底
有
沒
有
神(
下)

宣教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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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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顯出神的榮耀。記得之前短

宣隊第二封代禱信裡面講到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

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乃 是 倚 靠 我 的 靈 ， 方 能 成

事。」』這個都是我在泰北一

路提醒著我的，萬軍之

耶 和 華 才 是 我 們 的 元

帥。希望學生認識耶穌

基督才是真神，不要以

拜其他偶像成為他們

的習慣。

(註)：疫情關係，未能出
外短宣，編者取往日參與
短宣肢體之文章（未曾刊
登過），讓大家不忘大使
命，並繼續為前線同工代
禱，待疫情過去，我們再
組 隊 出 發 ， 經 歷 主 恩 。
（按：泰國也是佛教無神
論的信仰，與柬埔寨是佛
教的國家相同。）

感恩有機會去泰北短宣，與弟兄姊妹一同事奉和

學習。在出發前的預備到整個行程完結都感受到其

他弟兄姊妹的支持和禱告（不單單是泰北短宣隊），

這些都十分感動。

短短八日的時間，頭幾天主要是福音預工、團

契、主日及街頭佈道的事奉，之後就主要是探訪山

區教會、到福音戒毒機構參觀。其實作為第一次去

短宣和接著的事奉真的十分緊張，而且有好多的

擔心，包括環境的適應、語言的不通、活動的成效等等。但

是，知道倚靠人的力量是很有限，應該依靠神、對神有更大

的信心，所以我亦希望在短宣裡面做到「剛強壯膽」，「因為

耶和華你的神和你同去」！在泰北，我有比平時還要多對神說

話和禱告的時間，同時亦都學習更多禱告的重要。

永生學生中心是我們其中一個工作的機構。印象很深

刻的是中心的李傳道帶我們參觀時分享到他明天四點多到阿

卡涼亭靈修，又講到他的心要裝滿神的道，才有東西可以給

學生。我感受到他是有神的生命力，亦很重視每天與神的關

係。他的分享激勵我要更多的認識神，讓聖靈充滿我的心。

第四天與YFC合作的公園佈道，為有好的天氣而感恩。

在一大羣中學生前做自己不擅長的話劇和唱歌很不容易，但

在佈道中更加看到隊員的配搭，感受到與神同行，在軟弱中

黃堯鈴泰北短宣(註)

平安福音差會

宣教情
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