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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福音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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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手記

去年2018年11月22日答允了某宗派的牧師，於今

年2019年8月25日到其教會主講差傳主日的信息。這教

會的牧師到今年8月12日以whatsapp 詢問我一件事情，

就是有關講員車敬的支票抬頭應該寫「平安福音差會有

限公司」或是個人的名字呢？我回答牧師說：「講員車

敬的支票抬頭不論是寫差會的名字或是個人的名字，講

員車敬都是歸差會的，並由差會發出收據。」當然一方

面講員車敬也是「平差」向教會弟兄姊妹籌募運作經費

的來源之一，但上述事情卻提醒身為差會總幹事的我，

所求的不是期望各主內弟兄姊妹和教會支持自己或是

「平差」的同工，乃應聚焦在支持「平差」差會，因為

「平差」的同工可以隨著時間和不同的情況作出更替，

若教會弟兄姊妹是因為某人而支持「平差」，所謂人在

支持在，人不在支持就停止的話，最終受影響的是「平

差」和神的聖工。

當筆者在任職「平安福音差會」總幹事之先，已在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事奉達21年多之久，期間青衣

平安福音堂亦表示支持，不過支票抬頭並不是寫我的名

字，乃是寫「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有限公司」，這表示

教會是認同神興起的差會事工而作出支持，並不是因為

人的緣故才作出支持，筆者認為這樣聚焦在差會而非個

人的支持是非常正確的。(按：今日支持某差會的宣教士

在行政上是需要表明所支持的對象是誰，但背後的精神

仍一樣是支持差會和神的聖工)。差會是主耶穌基督所

興起的機構，為要幫助教會回應使萬民作主門徒的大使

命，為此差會同工可以有所更替，但差會卻應該持續運

作下去，叫神的聖工不受虧損才是。(正如我們奉獻支持

教會的聖工，不應因為某位牧者或帶領者在位而作出支

持，反而要抱著支持神和祂的事工的態度，而非因人而

作出支持，這便叫教會的福音工作得以延續。)

「平差」有一個宣教的口號，就是(一)同一使命；

(二)建立團隊；(三)延續宣教。「平差」宣教的工作當然

是在回應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並藉「平差」這宣教的

平台去建立宣教的團隊，但正常而言更重要的是讓「平

差」的宣教事工得以延續，直到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日

子。而「平差」的宣教工作得以延續，是因著差會內外

接力延續的方式運作下去的：就是說「平差」的同工會

有一天退去，而新的同工會加入；同樣支持「平差」的

弟兄姊妹有一天也可能退去，需要加入新支持「平差」

的弟兄姊妹。若教會弟兄姊妹支持「平差」的宣教工作

是因為某人在的緣故，那麼當某人離任之時，宣教的支

持也就隨之停止，這便影響了宣教工作的延續性。相

反，就算差會中某位同工不在位時，差會的宣教工作因

為得到教會弟兄姊妹的支持而仍舊可以延續下去。

為此讓我們支持宣教工作，再不是因為人的緣故，

總要聚焦在神和祂的福音使命之上，看支持「平差」如

同作在主耶穌基督身上的美事。不過話得說回來，若弟

兄姊妹發現「平差」的工作不合乎聖經和走了異端、異

教和靈恩運動的方向，就應停止支持，把支持放在真為

主耶穌基督和合乎聖經真理的聖工上才是。

支持「平差」與

        支持「平差」同工的分別
鍾國良(平安福音差會總幹事)



平安差傳事
認識

(一)	「成立」

於2000年由朱達基弟兄創立和平學會，理念是透過空

手道武術來傳揚主福音，一般人想，武術定必是打打殺殺，

並會帶來傷害，但作為學武的基督徒，應該是帶給人和平的

訊息，武術用作保衛國家、保護自己及身邊的人，因此起名

為和平學會，推崇和平的武學精神。達基弟兄在神帶領下，

由深水埗堂被差到大圍迦密愛禮信小學聚會，於2004年建

立「迦密道場」，開展了空手道福音工作，主要接觸小學生

及家長。

(二)		「福音切入點」

1. 道場禮儀

我們除了落實教授武術外，也十分重視禮儀，每次練

習前後時，我們會進行「世集」禮儀，學員必需按色帶級別

排列進行跪禮，目的是教導他們向神要恭敬、向道場行禮要

學習尊師重道、向人行禮是學習向前輩或同輩要有禮，並且

他們每次要背誦道場訓，深化他們對基督教學武理念。

2. 舉辦比賽與安排表演

舉辨比賽是鼓勵學員親友出席觀賞，比賽可增加他們

成就感、獎項和自信等，亦有助他們加緊練習的心。比賽完

結後，藉此機會分享福音。除了比賽外，每年可在學校表

演，可以公開在全校分享基督武術理念。

3. 與家長接觸

我們亦教導學生品格，學習的態度，幫助他們學習待

人接物，還有部份學生是「S.E.N」學生，透過訓練，可加

強他們自律性、穩定他們的情緒和學習面對逆境等等。當學

員有所改善時，學員家長是有目共睹；因此家長信任教練

時，他們也容易和孩子一起回到教會學習。

4. 建立師徒關係

建立師徒關係或建立他們有師兄弟妹關係時，就能容

易彼此扶持，亦能以生命影響生命，因為在教班時，雖未能

多講福音，但他們看見信徒和教練的行為，也可以影響他

們。我們已訓練幾位助教，他們是從小學到現在的學員，他

們可以承傳以空手道傳福音的理念，福音工作亦可薪火相

傳。

(三)		宣教工作

和平學會亦是一個宣教小組，每月舉辦一次家聚禱告

會，為宣教士禱告，我們把道場所得的學費用作支持宣教之

用，成為宣教後方的支持。我們已有學員在透過教空手道的

平台，作為宣教工具，在東亞地方開班，亦有學員已成為師

範代資格，在香港發揚和平學會精神。

豈可「空手」回天家？
大平何萬輝



宣教地
靈繫 宣教士需要你的代禱

> 記念自駕往來各教會事奉路途有平安

順利，特別在漫長雨季裡泥濘濕滑及

電單車熙攘的街巷上。

> 求神賜智慧能力，學習泰文，能更進

深溝通及應用。

邱美鳳（沙區）

> 早前超級颱風吹襲日本，姊妹和她的

同工都平安度過，沒有意外發生。

> 記念姊妹患上顎關節症，不可以大張

口部，要等候自然康復，求主醫治，

保守病症不會惡化。

朱達基(深區)

> 感恩10月完成賣物會，籌得接近20

萬日元善欵，藉著教會帶給山科當地

有需要的日本家庭。

> 記念逢星期六晚舉行空手道成人班。

教會計劃逢星期三多開一個兒童英語

空手道班，吸引兒童來教會。請代禱

收生順利，並求神幫忙，能夠適應用

全英語來教空手道。

東南亞 / 太平洋區

姚綺婷（富區）

> 感恩九月初搬了新居，地方舒適，

租金廉宜又有車位。

> 記念在大學生聚會和在教會的教

導，求主賜下智慧和充沛的靈力服

侍。

> 記念今年度大學生宿舍收生安排，

並大學生們有好的健康和足夠的預

備面對學校期考。

余禮然、周珮婷（深區）

> 記念海晴、逸正，新學年的功課比

以前深，他們需要更多適應。

> 記念明年一家回港述職，未來事奉

方向可能有調整，求主透過教會及

差會，顯明引證祂的心意。

> 期望能專注以醫療服事作平台，到

不同地點開荒。禮然期望能有更多

時間學習柬文，用柬文證道。

菜心夫婦	(深區)

> 七、八月暑假期間有3個旅行團和

幾位實習生到訪。

> 新的辦公室也要執拾及搬遷，記念

菜心及一眾同事身、心靈有力。

黃志明、蔡嘉佩（富區）

> 記念柬埔寨東北部近月多個省份水

災嚴重，洪水摧毀60,000間房屋，

淹浸80,000公頃農作物及稻田、

500間學校、診所和廟宇。記念當

地教會在災民中間活出美好的見

證。

> 記念登革熱的情況和混亂的交通，

讓我們每天經歷主的保守。

> 記念我們的柬語學習及語言評核的

預備。

王麗英（沙區）

> 記念開辦主日學及兒童導師訓練課

程，求主挑旺弟兄姊妹追求裝備和

渴慕事主的心志。

荃區/海平

海濱：印尼群體

> 感恩10月與姐姐澳門一日遊，順利

平安，共十人同行。

> 記念10-11月開縫紉班（週六），

手工藝班（週日），有機會接觸新

朋友。

> 記念11月7日至12月2日義工們與

Tuti往印尼文化交流探訪（一行八

人）。

富區/觀平

觀塘：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

> 感恩有姐姐於10月27日受浸歸入主

名，求主堅固其信心。

> 請繼續記念教會開辦的門徒訓練、

電腦班，能以堅固姐姐們的信仰及

接觸新朋友。

> 感恩姐姐們都主動為香港的特別情

況代禱。

尼泊爾事工：

> 十二月有冬日探訪，求神引領義工

前來報名協助活動，包括探訪和同

樂日等。

> 求神感動義工們在協助活動後，願

意成為屬靈禱伴和同行夥伴，繼續

和學生們同行。

> 求神預備油麻地附近，有單位願意

借給尼泊爾中心使用，可以開放給

家長作活動和聚會使用，增加他們

的歸屬感。

> 為了進一步發展尼泊爾事工，有需

要租用一合適單位作尼泊爾事工用

途，請記念有關安排、所需要額外

籌募租金和運作費。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



宣教人
關懷

「一個主日，當我從我們建立的農村教會講道

後出來，一位寡婦看到我，便跑來將頭枕在我的肩

膀上，抱著我痛哭。肩膀濕了，她也得到了安慰，

因她的丈夫不久前去世了，而她的兒子將她從家

裡趕出去，使她住在簡陋搭成的一間茅房內度餘

生。」

昔日的經歷，歷歷在目。

當初天父給我雅各書一章27節作為在印度宣教

事奉導向的經文，好服侍印度的寡婦村及附近一帶

被政府忽略的窮鄉僻壤的鄉民，一晃眼便21年了。

服侍親愛的印度是來自天父愛的呼召，即或被

欺侮、被惡待、被誣告、被安放在如蠍子的人們中

間，甚或面對生命的危險，無論如何，都去愛和服

侍不被愛和不可愛的人，包括印度教的高階級的和

賤民、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天父要顯明祂是何等

疼愛世人，為此祂將我埋在這國家貧窮人中的貧窮

人裏面，與我同工，讓我觀看祂大能和奇妙的愛。

我是何許人，竟蒙神憐憫，可以在這地土上與祂同

在、同工、經歷祂的大憐憫、拯救和不死的愛，並

見證這愛彰顯在黑暗中困苦流離、失喪的人們及引

領他們歸回，接受這浩大的救恩！我，不會用任何

人、事和物去交換這寶貝的21年。

人們通常從新聞中接收到很多有關印度負面的

消息。但是，我們很多時忽略「神正在工作」這偉

大的元素，以致我們厭惡或害怕這國家的人們，也

未必願意看見有肢體蒙召前往這「神正在工作」的

地土上去與祂同工。

請禱告：

印度歸主，敬拜獨一的真神。1. 

神賜福今年的大選，讓合適的黨派起來服2. 

侍人民。

教會復興，勇於在苦難和逼迫中見證神。3. 

神賜福工場的事工繼續發展，並引領多人4. 

歸向祂，和造就新一代的忠心信徒。

香港是處於一個十分有利的地區，因為她和印度有類

似的殖民地歷史，並香港人的亞洲人面孔和印度東北部的

人很相似，令香港人很容易被印度人接受。此外，香港是

中外匯聚的大都市，她的兩文三語、高效率的訓練和蒙受

昔日宣教士所覆蓋着的服事及禱告，加上主浩瀚的恩典，

正正預備了很多能為神成就大事的子民，一浪接一浪的到

印度向那13億仍在黑暗中的人民見證基督的愛，幫助很多

軟弱和無力見證主的當地教會復興起來，彰顯神的榮耀。

弟兄姊妹啊！我們蒙召原是為此，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隨主，無論如何，即或是印度，神必與我們同工。

天父在21年裡讓我與祂同工，體會以撒一再掘井

的經歷（創26），因情況需要，建立了一共五個實體

（entit ies)，包括兩間社會服務機構、兩間出口公司和一

間教會。感謝天父的恩典；又感謝你們的禱告和支持，並

一位肢體為我及工場開的機構，將支援輸入工場，以致直

到現在，這邊的董事及義工們合力與工場同工，使工場的

各種事工得以發展：例如讓做刺繡的貧困鄉村婦女們可以

賺錢、聽到聖經並信主、受浸和成長，又讓學生們可以聽

福音信主和上到大學讀書，甚至偏僻村落的病人可以免費

接受醫療服務和經歷神醫治，讓信主的貧窮村民們成立教

會，一起敬拜神。

印度的呼聲

喜樂姊妹



宣教浪
緊貼

回想我於1995年報名參加「河平」第一次短宣，並沒

有想過要參與宣教事工，只是剛剛學習普通話，心想可以

派用埸。但當到實地體會及神對我講說話，就瞭解到參與

宣教不是甚麼大作為，只是我會否願意回應神的感動！

想到雖然我是

單身，本應可以灑

脫的，說去就去！

但現實又真不是這

樣容易的，可以怎

樣呢？

感謝神，若有人願意回應祂，祂定必有方法使用我。當

知道區福委計劃開辦「印在心」這個平台，身為河平一肢

體內心已十分雀躍，我會否有機會參與這事工？因此當負

責這事工的牧者問我會否參與這事工？我當然非常樂意。

回想這六年多的日子，若不是有特別的事故，每個星

期日下午必定出席。開始時彼此都不認識，如何能讓她們

投入這中心呢？惟有用愛心及時間建立關係。中心開辦些

興趣班，我與其他義工就從旁協助。因為已在這裏服事她

們有一段日子，感情就這樣建立了，她們都很親切的稱呼

我「大家姐」，然而我希望不是一個稱呼，而真的成為她

們屬靈的姐姐。感謝神，兩年後有兩位姐姐清楚信主，在

神、人和魔鬼面前受浸見証主，之後每年都有姐姐信主，

每主日約有10至20位姐姐參加主日祟拜。

因覺有足夠人數可以成立教會，故於三年前成立「香

港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在平安福音堂而言是一個突

破。還有感恩的是去年和今年共有兩位印尼姊妹回應神的

呼召，回印尼讀神學。其實現在在印尼教會事奉的牧者，

昔日都是在香港作家傭，清楚得救返家鄉讀神學，今日就

成為這群姐姐的牧者。所以在香港約有16萬的印尼姐姐，

能服侍她們係值得的。若妳有一些技能，我邀請妳們來一

同感受宣教的體驗----不需要學別國的言語，不用離開所熟

識的環境，更有作

主 場 的 優 勢 ， 我

沒有本事向「塔

利班」傳福音，

但香港的印尼姐

姐我就有能力跟

她們做朋友！

雖 然 我 不 是

牧者，她們都很

尊重我，是因我

們沒有分你我，

在主裡都是一家

人。有些姐姐雖

未 信 主 ， 但 當

她們回國時，我

和阿KIT(印在心的義工)都會盡量抽時間送機，更甚在2015

年、2016年和2018年都去印尼探訪回去的姐姐，帶給她們

支持和安慰。印尼的版圖是非常之大，去探姐姐們的路途

上會感到不舒服，但因著神的愛，卻催使自己仍然自費去

印尼踏上探訪的旅程！

2015年在雅加達坐3個小時火車才到達探訪的目的

地，然而所探訪的兩位姐姐是未信主的。2016

年所探訪的其中一位卻是第一個在香港受浸的印尼姐

姐。她信主後就改變了她的人生，與一位以前認識的弟兄

(當時大家都有家庭，而且她是穆民，但今日佢信了主，加

上弟兄的太太已身

故，所以彼此可以

結婚和一起生活)，

她邀請我們去參加

她的婚禮。此外我們

在雅加達坐了7個小

時火車，才找到已搬

遷到別處的姐姐，証

明神沒有放棄這位在港受浸了，現在卻患了癌症的姐姐。

2018年由於義務同工的阿KIT家中有事，唯有孤身走我

路，買了機票去巴布亞探訪在香港教印尼話的老師，和送

些物資支持當地的學校。從香港坐飛機，加上中途轉機，

共用了17:30小時才到達目的地，其實這地方距離巴布亞新

基內亞只是三個小時。

今年將於9月下旬會再去探訪第一位信主的姐姐，因為

答應了會再探訪她的家族和堅固她的信仰。明年主若許可

會在8月與平差負責人、觀平牧者、香港印尼牧者、加上我

和阿KIT一同去探訪回去讀神學的兩位姊妹。請祈禱記念整

個行程和所作的事工都能見證主恩！謝謝大家！

為何要關心印尼姐姐？
多啦A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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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樂意奉獻支持下列事工：

□1.1 平差常費　　□1.2 宣教士生活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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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8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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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宣教情
遊走

平安福音差會

東亞探訪
玲

於2018年的聖誕節到東亞地區探訪父神的工

人，他們服侍的對象是穆民。經禱告等待後，終於

能湊合4人同行。未出發前，我們先要接受一些指

導，例如要小心說話和行事，以免暴露宣教士的身

份；又例如在公眾場合謝飯祈禱時，需要打開眼

睛，如此就是當有人領禱時，別人只以為是一個人

對著其他人在說話而已。

在探訪期間，我們參予了一些服務並接觸了

一些宣教士所服侍的對象。在信仰自由的國家和在

穆民當中傳福音實在是兩回事：宣教士在穆民中要

用很長時間跟他們建立關係，但有可能到了談信仰

的時候，對方會跟你立即斷絕交往也說不定。此外

初信者又不能告訴家人，信得堅固者，一旦給家人

知道後，又可以被隔斷跟宣教士聯絡⋯⋯凡此種

種，在傳福音和牧養上著實艱難重重。

宣教士離鄉別井為主作工，接納文化和各樣的衝擊，為的是回應主

的呼召。每位信徒都可在近處努力作工，回應主的呼召：向家人、大厦

的保安員、同事、街坊鄰里⋯⋯，總意是要過一個帶着使命的人生，以

回應父神的深恩和祂美好的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