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太福音28章19至20節主耶穌基督升

天前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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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上述的經文可以看到一個簡單

的時間表：馬太福音28章19節主耶穌基督

頒佈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的大使命；然後

馬太福音28章20節這大使命要延續下去

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簡言之是指

主耶穌基督榮耀的再來和現今的世界要過

去；再參彼得前書3章13節所記載的事情，

就是我們照主耶穌基督的應許，盼望新天

新地…。）

從主耶穌基督頒佈大使命到大使命完

成，主就要按著應許第二次降臨。（主第一

次降臨是要按著聖經的預言來到世上成就

救恩；主第二次降臨亦都是按著聖經的預

言領所有信主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復活，

並進入新天新地）即是說主耶穌基督第一

次和第二次降臨是必然要成就的事情，要

不然我們所信的便是徒然，正如保羅在哥

林多前書15章2節所說：「並且你們若不是

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

必因這福音得救。」

正如本文的題目的上半部是「大使命

的成全」，這按著聖經神的應許而言是肯定

的。然而這大使命的成全卻不是自然發生

的事，乃是教會領受了主耶穌基督的大使

命吩咐，並且教會代代相傳的傳承下去，

這大使命才得以成全。單有主對教會的吩

咐，而教會並沒有遵行

大使命，去使萬民作主的門

徒，這大使命是不會自然成全的。

正如馬太福音主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

24章14節指出：「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

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顯而易見的就是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是藉

著教會向萬族萬民傳福音而成全的。

保羅在以弗所書6章12節說：「因我們

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

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

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在以弗所書6章17
節保羅又說：「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

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為此我們要研

讀聖經，明白神的救恩計劃，並以真理抵

擋魔鬼撒但對福音工作的錯謬觀念。

有些主內的基督徒說：「要暫時停

止福音工作，先搞好牧養栽培的事工」；

又有基督徒說：「要做好本地同文化的福

音工作，才好做普世的差傳事工」；更有

基督徒說：「只要努力做本地同文化的福

音工作，也是回應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

了」。上述的例子，似是而非，相信是出

於對大使命的不瞭解：主耶穌基督的大使

命是包括佈道和栽培兩個部份，並且大使

命是藉著本地同文化的福音工作（可以稱

為彼得事工）和跨文化跨地域的福音工作

（可以稱為保羅事工）雙線並行，以致完

成大使命，單有本地同文化的福音工作，

是不夠應付使萬族萬民歸主的。

總的而言，我們研讀聖經，知道主耶

穌基督已將大使命交予教會，並且教會代

代相傳的去執行大使命的任務，採取「彼

得福音事工策略」（即同文化同語言傳福

音）和「保羅福音事工策略」（即跨文化

跨語言傳福音），讓三一真神帶領每一世

代的基督徒去回應大使命，直到這大使命

完成，正如馬太福音28章20節主耶穌基督

說：「…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也許大使命不是我們這一代完成，

但我們總要把聖經關乎大使命的真理怎樣

貫穿整本聖經，去教導各基督徒，以致代

代相傳，這就是所謂「大使命的成全與傳

承」的關係。願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阿們。

鍾國良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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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臨升天前，頒佈了大使命，教每一位信徒都要遵行。因
此，我們可能需要跨越重洋，冒著生命危險，在異地尋找宣教
的對象。這些地方卻往往對基督教實施嚴厲的打壓，或有極端
異教徒對基督徒進行恐怖的逼害，為此，我們也許不敢回應神
的呼召，成為宣教士。然而神卻恩待香港的基督徒，在本土為
我們預備了一個跨文化的宣教工場，使我們不一定需要「離開
本地，本族，父家」，才能參與宣教的服侍。

現時，香港有653,000多名少數族裔人事，當中約有399,320名為外籍家庭傭工，其中有160,000名是信奉伊斯蘭
教的印尼女傭。曾與一些未信主的印尼女傭接觸，發覺她們大
部都很單純，善良，可惜被傳統宗教所捆綁，在她們的家鄉根
本沒有機會認識主耶穌基督，接受福音。在被封閉的屬靈環境
中，主為她們開了一線窗。主為她們在港預備了接觸福音的機
會，這也是主為我們所預備的宣教服侍。每天，我們都有機會
接觸到她們，甚至在我們或我們所認識的朋友家中已有一位這
樣的宣教對象，我們是否願意去，使她們作主的門徒，將主所
吩咐我們的，都教訓她們遵守？

因著疫情的緣故，原本安排在外地的暑期跨文化宣教實

習，改在香港本土進行。在神的帶領下，我在平安福音差會參
與了兩個月的實習，讓我對宣教的服侍有更多的學習。

實習由兩日三夜的交通營揭開序幕。這是一個差會及宣教士
異象分享、宣教與神學交流、教會宣教事工討論……的營會。
當中讓我了解到差會的差傳方向及異象，教會對宣教事工的推
行及教育、宣教士在工場的爭扎及神的恩典。最令我深刻體會
到的是神在宣教事工上的奇妙安排。宣教中的差傳鐵三角關係
必須在主內合而為一，各按其職分，同心合意服侍，任何一方
的職分逾越，會變成三國鼎立，各自為政，宣教事工便會遭受
嚴重的傷害。

營會後，差會為我安排了不同的探訪。透過一班資深牧者及
宣教士的分享，開拓了我對跨文化宣教的視野，更挑旺我心中
宣教的火。我也有機會被安排觀摩不同的跨文化事工：尼泊爾
足球事工、南亞裔學童補習事工及印尼女傭興趣班等，學習透
過多層面的服侍，將福音傳給生活在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

實習完結，讓我更深感受到「神愛世人」。不論是何種族，
何地方的人，神都不曾放棄他們，神為世人預備了救恩，祂差
主耶穌基督來拯救世人。然而主說：「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
的」，願主使用我們，為主引領羊群進入祂的羊圈中。阿們！

神實在是恩待
香港的基督徒
及印尼女傭！

Gaby

平安差傳事
認識



東南亞 / 太平洋區

姚綺婷（富區）

> 父親近月出入醫院，感謝主保守情

況穩定在家。

> 大學生資助計劃考試順利進行，記

念8位及格學生得到資助並適應新

學習階段。

> 新一年記念我與主的關係更新，常

存感恩心與主同工。有智慧和合用

的言語教導扶助信徒。

余禮然、周珮婷暨女兒海晴和兒
子逸正（深區）

> 求主止住疫情，人民生活回復正

常，教會聚會和佈道服事可以繼續

進行。

> 記念在速華區的服事，弟兄姊妹同

心，領人歸主。我們邀請你作一次

禁食祈禱，求主幫助我們，有完全

倚靠主的心，幫助鄺婆婆，又求主

教導我們如何服事，榮耀主名。

宣教士需要你的代禱

邱美鳳（沙區）

> 感 恩 上 司 Lau ra癌 細 胞 全 部 消 滅

了，未來一年還要恒常檢查，求

主繼續保守看顧。

> 感 恩 1 2 月 身 體 檢 查 覆 診 結 果 良

好，求主繼續保守次子能夠維持

健康生活習慣。

> 求主加力，學習用日本語的講道

和聖經教導。並跟進英語崇拜的

未信者。

朱達基（深區）

> 感 恩 順 利 過 5 關 斬 6 將 ， 在 日 本

封關之際，完成回日本的一切程

序，感謝主！

> 感謝大家的代禱、關心、問候，

陪伴在港半年的艱艱日子，感謝

有祢和您窄路同行。

> 日本疫情不受控制，記念政府和

人民有智慧和常識面對疫情。

> 記念海晴與逸正在家學習的各樣適

應，常待在家裏，日子不容易過。

黃志明、蔡嘉佩（富區）

> 記念我們在村中的探訪與崇拜聚會

的服事，求主幫助柬語的運用上持

續進步。

> 記念我們駕駛過程中有平安。

> 記念我們各人的健康，免受各種病

毒的感染。

王麗英（沙區）

> 感恩已完成一半Prespective宣教

課程，另一半將於三月上課。求

主開闊我宣教心懷和視野，能學

以致用。

> 萬養教會至今尚未有傳道人，求

神引領適合的牧人牧養教會。

> 記念本人未來事奉及進修泰文的

安排，求神作適切的恩領；及家

人早日信主。

荃區 / 海平

海濱：印尼群體

> 因疫情嚴峻，剪髮班和英文班都延

期。記念2月份能順利安排。

> 盼疫情舒緩，得以恢復聚會，接觸

姐姐，透過義工們的服事讓她們認

識主。

> 感恩Akir已平安返回印尼，稍後與

Tuti一起在印尼服事，求主讓她們

能接觸曾在港的姐姐們，能全人關

懷，協助安排生計及靈裡的需要，

願主大大使用她們。

富區 / 觀平

觀塘：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

> 受疫情及限聚令影響，但願透過

電話關懷信徒及跟進初信者，能

堅固他們信心。

> 預計9月進行浸禮，記念籌備及各

項安排順利，暫時有兩位姐姐預

備受浸。

> 記念籌劃本年事工及興趣班，冀

盼疫情減退，可以順利開展。

尼泊爾事工：

> 今年6周年HI NI尼泊爾學生足球隊

成立慶典暨宣教聚會，需要義工幫

助聯絡宣傳、聚會電子製作、出

版、場地設計佈置和製作紀念品。

> 求神興起教會肢體成為足球隊和功

輔班學生的mentor和其他有關服

事，幫助孩子成為小信徒。

> 求神帶領義工們有美好靈修生活，

在疫情下身體得蒙保守健壯。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

宣教地
靈繫



有一次，大力小蟲聽同工分享說，在大草原作探訪的時候，向一

位老人家傳福音。

同工問他：「你聽過耶穌嗎？」

這位老人家一臉好奇的回答：「椰酥？沒有聽說過，好吃嗎？」

又有一天，在另一片大草原，小蟲又向一位年青人簡單的講述福

音，她也表現出很正面的反應，小蟲覺得時機成熟，便邀請她相信耶

穌，說道：「�那麼你願意相信耶穌嗎？」

年青人回答說：「對不起，我不能信耶穌，因為我是信佛的。」

「那究竟信佛是怎麼一回事？」小蟲反問。

「這個我真的不怎麼知道。」年青人尷尬的回答。

「你既然不知道你的信仰內容，那你為什麼相信呢？」小蟲追問。

「反正我的爸爸信佛，我的爺爺信佛，我的祖先也信佛�」說完

了，年青人便把話題帶開了。

這是大力小蟲在宣教生涯當中遇到過的其中兩個故事，從中可以

窺探一點草原族的信仰狀況。我們所服侍的草原族，人數約有六至

七百萬人，是位於東亞洲一個大國以內的少數民族，曾經有過輝煌

的歷史，卻又在歷史中和福音擦身而過，現在信徒和人口比例不足

1%，其餘的多信奉佛教，而作為遊牧民族，薩滿教對他們的影響也

非常大，是一個龐大的未得之民群體，一個廣大的禾場。

在以上的兩個故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有部分年長的牧民，他

們連耶穌的名字也沒聽過，這對於我們生長在開放社會的人來說，是

想像不到的。而他們在歷史上長期被佛教和迷信捆綁蒙蔽，以致他們

不容易接受福音。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和政府民族融合的

政策，純樸的牧民越來越少，草原族人越來越受到金錢，物質，世俗

等誘惑和蒙蔽，加上異端和邪教也同時非常的努力傳他們的禍音，這

些因素，都使草原族人接受福音的難度越來越大。在大力和小蟲看

來，越遲向他們傳福音，他們便越被蒙蔽，他們信主的難度便越來越

高，現在真是刻不容緩了。

儘管如此，在大力和小蟲的宣教生涯當中，我們同時亦見證

了草原族人是蒙福的一族，因為我們看見破碎的家庭因

信福音而得以破鏡重圓；我們看見因酗酒而

「神憎鬼厭」毫無地位的大哥，

因信主的緣故而戒酒成

功，找到工

大力小蟲

(一對在草原族的宣教的夫婦)

作，更加成為家庭的榜樣被受尊重；我們看見在大學時代信主的草原

族弟兄姊妹，投入教會事奉多年成為教會的領袖；我們看見因父母離

異而患上抑鬱症的大學生，因信主的緣故而心靈得到安慰，重新建立

信心；我們看見不求聞達，只求忠心事主，毫不計較的小女人，在偏

遠地方默默帶領聚會；我們看見小學沒有畢業的男牧民，和碩士畢業

的女生，在主裡面相愛，打破地位差異這扇牆，結為夫婦，而且共同

成為教會的領袖�我們見到很多很多�全是神的恩典。

大力和小蟲十分希望這草原族能全族從蒙蔽走到蒙福，我們亦看

到神在祂的計劃裡已經動工。但過程當中還有不少的挑戰。除了以上

提到的難處以外，教會領袖還常常面對孤單，感到無能無助，少有支

持，多有壓力，政府監視打壓，處理教會事務又艱難，他們其實是帶

著使命，和著眼淚的服侍神。而且草原族地大，族民分散，有時候鞭

長莫及，這樣大大的成為我們傳福音，牧養和關顧他們的難度。

各位弟兄姐妹，請舉目向草原觀看，草原也有莊稼的，而且已經

熟了，但是收割的人少，真的很少。請為大力小蟲禱告，也為草原族

禱告吧。謝謝你們。

從蒙蔽
到蒙福-彩虹下的草原

族
宣教人

關懷



雖然全球性的新冠病毒已將人

們封鎖起來，然而從另一個層面卻是

全面的開放。無論遠在天涯或是近在

咫尺，大家可以透過網上彼此認識交

流，網上會議和進修等等。

這對烽巒國的肢體來說，實在

是一個非常鼓舞的時刻。多年來烽國

肢體都是被隔離的，他們沒有經濟

能力，更無法取得簽證到國外參加活

動；但因疫情隔離，今年的活動只能

在網上進行，烽國青年肢體首次能與

其他肢體會面，一起敬拜，領受阿爸

的心意。其中更有散居外地的烽國肢

體分享自己過來人的心聲，迅間就好

像夏天的蟬鳴，一起互相和應。有同

工分享說，因着神的大能，在疫情期

間，烽國的信徒倍增，教會興起！讚

美主，這真是一個莫大的祝福呢！

「疫」能祝福

之柬埔寨安康家庭中心–免費上網學習室
姚綺婷
姊妹

在疫情下這裡的學生也是上網學習，但是除了在鄉村的學

生上網有困難外，在城市有不少的打工家庭子女也會遇到上網

阻礙，甚少家庭在家中設WiFi網絡，通常是家長有一部智能手

機上網，幾個孩子輪流使用，網絡服務也不流暢。有見及此，

安康家庭中心推出免費上網溫習室服務，孩子們到中心可以使

用我們的手提電腦上網學習，只需要帶耳筒來，不花錢便可在

溫習室學習和做功課。為了保障健康，同一時段最多只容納八

個學生，他們進入中心也必定洗手確保衛生。

很感謝主，溫習室使用的八部手提電腦和網絡服務都是中

心已經擁有的資源。電腦都是之前香港的肢體贈送給中心開電

腦班的，因疫情不能開班，現又派上用場。不但如此，主甚至

給我們遇上獨有的優惠機會，因網絡供應商的商業競爭，新供

應商在中心座落的屋苑推行特惠服務，於是中心的網絡服務換

了供應商，從中得到更廉宜和更快的服務。所以這個免費上網

溫習室服務並沒有增加中心的支出，反而善用了資源來幫助有

需要的家庭，我們也藉此接觸了一些新的學生；雖然他們的家

長與中心仍是有些陌生，深信他們會看到中心的服務誠意的。

小太陽

宣教浪
緊貼



我們作罪的奴僕，而主耶穌羔羊，已為我們帶罪之軀付出了寶貴的代價。讚美讚美耶穌！

離開了馬撒大，進入耶路撒冷。尤記得某天清晨，為了體會耶穌苦殤路上的點滴，我
們清早六時出發，避開商販的叫囂，每位弟兄姊妹背負十架，一面走路，一面默想主愛。
十架重80至100磅，我只能勉強拖行，壓在肩膊上，真抬不起頭來！因為十架只有10個，
而我們合共37人，所以部分弟兄姊妹會陪伴走十架路，情況有如送殯！淚水只能往肚內
流。耶穌當年還帶荊棘冠冕，被皮鞭鞭打至血肉模糊，我每走十來步，就要停一停，很難
想像主當年所受的非人對待。

行程的最後四天，團友開始有點不適，有的甚至要離
群休息，而我的腿患亦開始發作。每天踏上過千梯級，走路
超過一萬步，大腿、小腿不時向我申訴，到了花園塚，暮色
四近，城內遠處不時傳來誦經的聲音，我們這班小眾，慶幸
可在花園塚的地方一起擘開、禱告，弟兄分享癌病復發的經
歷，我始才再思生命的力量。若不是弟兄和盤托出，確實不
知道他要冒這麼大的險，找尋主的足跡！

以色列的旅程，豐富了我個人對文化、歷史、地理、語
言、宗教及考古學等各方面的知識，糾正了部分的誤解，例
如各各他，不是什麼高山，而是個小山丘，對面還有鬧哄哄
的市集，讓人看到猶太人怎樣
受羅馬政府的凌辱。以色列是
一個在石頭上建立起來的國
家，古蹟所見的全是二千多年
的古石，若我們同心帶着使命
和異象，宣講天國的福音，見
證耶穌的真實，那麼，我們就
成了天國人間的活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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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安聖
地行

颼颼海風，翻起白浪，小船雖有點搖晃，人心卻不曾動盪。2019年12月25日，加利
利湖上，四個堂會的「平安人」，登上「信心號」的木船，同感一靈，敬拜上帝。船長升
起香港洋紫荊區旗，響起中國國歌，不論什麼民族、職業、膚色的人民，一眾站立，那刻
我內心帶點激動，因為在小小區旗旁的，正是大衛星的徽號–以色列的國旗。在上主的
帥領下，不同民族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同心同行，榮耀上帝。按天文台預測，那天該陰
冷帶雨，然而船隻開到水深之處時，船頭盡是和煦的陽光，沐浴在上主的暖意裏，我們感
恩讚美四處飛揚，讀經祈禱毫沒間斷。

以色列境內有兩個海。離開加利利湖一兩天後，「平安團」又到了死海。希伯來語 
意即「鹽海」。這裏海水鹽份比一般海水高8.6倍。平安之友，發揮港人特色，盡，ים המלח
情購物玩樂。感恩酒店住在死海旁，我除了在海灘浸浸「死水」外，還可到室內泳池比較
室內外水的浮力。死海的水，不但不死，而且令人很快「活」！只要海水浸到小腿，足以
把百多磅的人浮起！

尤如電視劇一樣，行程總是有張有弛的。快活過後，我們又面對嚴肅的猶大歷史了。
公元66-70年，猶太人反抗羅馬人起義，一直被羅馬軍追捕，因為敵眾我寡，戰略失誤，
最後退守於馬撒大，抗敵三年。當時一班稱為Zealots的猶太士兵，不甘淪為奴隸，任人
魚肉，而猶大教義又不可自殺，他們商議過後，選出十名將士，殺掉山崖上所有的人民，
老弱婦孺，無一倖免。最後從十個將士中製籤抽出一名將
士，殺掉其餘九名將士，然後自殺。公元73年，羅馬軍終
於攻陷這座懸崖式的軍事要塞，發現960多具屍體，焚毁
的建築及保存完好的糧倉。今時今日，猶太人的成人禮和
軍事演習，全部都在此舉行。猶太戰機，經過馬撒大的上
空，仍會動一動機翼，向慷慨就義的猶太人致敬，青年人
口中不時仍唱：「馬撒大，馬撒大，不再陷落。」什麼是
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言論自由？還是婚姻自由？
每項背後，都帶代價。然而，在基督裏的真自由，才免取

Juny

「藏在我的心中，有熱切希望，一絲絲暖意，令人沒法忘。
遙望著那東方，倍煥發希望，一聲聲細語，在靈內叫嚷。
回歸家鄉，寸心的渴望，回歸家鄉，眾生的盼望。
將傾覆門墻重立聖山上，海闊天空再振翅自由地翱翔，
當根基永遠重立聖山上，海闊天空再振翅自由地翱翔。」

–以色列國歌《希望》–

平安福音差會

宣教情
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