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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福音差會

＋總幹事手記＋平安差傳事＋靈繫宣教地＋
	 ＋關懷宣教人＋緊貼宣教浪＋遊走宣教情＋

馬太福音28章16-20節記載予主頒佈給

教會的大使命：「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這使命是給予「教會」，三一真神幫助「教

會」完成大使命，藉真理的聖靈把宣教／使

徒恩賜分給「教會」某些弟兄姊妹，因而從

「教會」產生了「差會」和「宣教士」來。

今天我們看見全世界基督教所差派的「宣

教士」約有40萬。絕大多數的「宣教士」都是透過

「差會」被分派到宣教工場去的。宣教工作之所以能維持下

去，絕不是單靠「差會」或「宣教士」的努力，神的宣教計

劃是藉「教會」去支持「差會」和「宣教士」的宣教工作。

「差會」和「宣教士」常發出代禱信讓教會的弟兄姊

妹代禱。支持宣教的工作當然需要禱告，因為這是屬靈的爭

戰，但要維持「差會」和「宣教士」的宣教工作，必定需要

「教會」弟兄姊妹在金錢奉獻上的支持才成，因為「差會」

和「宣教士」向未信主者一無所取。

有一次在一間餐館點了一碟青菜，原來售價是28元。

我就問問當地人這價錢是平或是貴，卻異口同聲說是貴。我

隨即追問若自己買菜去煮的話，需要多少呢？有人回答我說

3元可以了。於此我要指出那餐館大概賣一碟葉就需要25元

的運作費：包括聘請員工、水、電、煤氣、鋪租和各樣雜項

支出。

不過自己買菜回家煮食，也是需要運作費，煮工可

免，但也得付每月租金、水、電和煤氣費也是要付的。好像

有些「無飯家庭」一個月只煮一次菜，這計起上來運作費會

更高的百分比也說不定。有「教會」為了省卻付給「差會」

的 運 作 費 ，

自行差派「宣教

士」，當然這是可以

的，但「教會」也是要付出運作費

去支持所差派的「宣教士」。

「教會」沒有「差會」，仍可在本地作同文化的傳福音

工作，並且作有限度的「跨地域，跨文化」的福音工作也說

不定。但「差會」和「宣教士」若沒有「教會」的支持，其

運作必不能維持下去。為何「平安福音堂」可以支持和差派

約70位的宣教士在前方打屬靈的爭戰呢？因為「平安福音

堂」的差傳策略是以「教會」為主要支持單位，去輔助「差

會」和「宣教士」去宣教的模式。中國教會表示到2030

年期望差派二萬位宣教士，這談何容易，除非他們肯效法

「平安福音堂」的差傳模式，肯出錢支持「差會」和「宣教

士」，不然難以成功。

我曾問中國的信徒：「中國教會可以差派宣教士嗎？」

回答說：「不能，因為中國教會資源仍不足！」我回答說：

「中國教會有信徒六千萬至一億三千萬，每位信徒一年奉

獻一元，理論上在一秒之間已有六千萬至一億三千萬的宣教

費用了。」問題不是中國教會能不能支持「差會」和「宣教

士」的問題，而是肯不肯的問題！

鍾國良長老

不可或缺 的 宣教元素

「教會」

總幹事
手記



前 言

深區福音事工推廣委員會

「簡稱深區」是包括了七間平安

福音堂堂會的組合，其背景都是由

八十年代的「深平」分堂產生，故此

彼此的關係和所走的路線都有一定共通的方

向。初期「深區」只有深、順、長及荔平（即現

在的翠竹堂）四間堂會，仍未有宣教士產生，直至1999

年才有第一對夫婦出工場。轉瞬已過廿年，「深區」現

所支持的宣教士共有13個單位，其中11個單位是由「深

區」個別堂會的肢體回應主的呼召而參與宣教的。

同心落實宣教

_要感恩的是「深區」在推動宣教事工上十分同心：

首先在構架方面，「深區」有宣教策略小組及財政審議小

組，前者是制定宣教計劃的大方向，包括尋求「平安福音

差會」的專業意見及聯絡各相關差會在本土、宣教士所駐

工埸及差會既行的方針上，設定「深區」應有的角色作出

配合；而後者是計算平衡收支，理順支援各宣教士單位，

足以令他們專心作祈禱和傳道為念的事。

另外，作為關顧每個宣教士單位的踐行者，「深區」

內各堂會平均派出長傳同工，合共至少有4至5位成立關顧

小組成員；而小組中又制定了負責召集及作滙報的組員，

令分工得體，增強關顧的動力。進一步，「深區」亦安排

每兩月一次在會議前有一小時的祈禱會，集中為13個宣教

士單位代禱。本人曾作為17至18年的主席，和現屆的主

席弟兄幾乎每次都與相關的長傳同心參加這特定祈禱會，

而「深區」幹事都在會前預備好一份詳細代禱資料，讓參

與者都能與宣教士身同感受的齊心代禱。

	 宣教基礎訓練

「深區」亦在宣教教

育及青少年訓練工作上做了

很多功夫：宣關祈禱會每季一

次，大都邀請述職的宣教士及相

關差會代表宣講異象，讓七間堂的肢體

有機會濟身一處，齊心參與，2018年代禱者平

均每次82人；至於每年亦有一次青少年宣教大會，亦滙聚

近百位的青少年人共同認識宣教的大方向以加強對宣教事

情的關注；「深區」亦安排持續性的訪宣交流，2018年所

到之處、遠近兼而有之，可喜之處是參與數目，尤其是年

青肢體是不斷上升。

宣教奉獻

_由2014年至2017年，「深區」整體宣教奉獻金額雖

然上升了25%，但封數與前兩年較少，這是要關注的一

項；到了2018年，「深區」大多數堂會願意承諾，按其堂

會的能力，至少承擔一位宣教士單位的部份需要，因而減

輕「深區」整體財政的壓力，這亦反映「深區」眾堂會在

支持宣教上是各盡其力的。

結語：興起、推動及持續

_走筆至此，感到「深區」現時之所以能推動宣教事

工有上述的成果，是各長傳同工及宣教士們同心同行，願

多走一步，不但站在前線的守望崗位上，更有作領軍「出

征」的，真是「奚事背鄉井，犯霜露，僕僕於天路途間，

乃因主愛的激勵。」帶動不同階段的步伐，由開始、推動

及持續至現在的里程碑上，都因著主所給與的智慧、大能

和實事求是的大愛所致。

何世欣長老
洞察深區福委會的宣教推動工作

見一葉而覺

深秋
窺一斑而知

全豹

平安差傳事
認識



宣教士

平差直屬宣教士

>_ 記念宣教士述職，新任期返回工場的
適應和有平安代禱。

>_ 記念八至十一月宣教士回港述職，冀
有更多機會與肢體分享宣教異象。

平差直屬宣教士

>_ 記念總幹事鍾國良長老、於6-31/5往
澳門協助「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之跨
文化訓練課程。

>_ 記念副總幹事陳大源長老，於6-31/5
往澳門接受「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之
跨文化訓練課程。

>_ 平差董事會通過開拓緬甸工場作宣教
點，支援有關福音工作。包括：

•_聖經，宣教，教會領袖培訓。

•訪宣短宣。

•_設立緬甸事工基金以支持當地傳道
同工。（目前期望每月為十位同工
籌募合共二千美元的生活費）。

•_設立培訓老師旅費基金（每年籌募
二萬港元）。

•_當地教會福音事工發展的需要。

•_特呼籲眾肢體為這些新事工祈禱，
如有感動奉獻，請註明緬甸事工所
支持的有關項目，詳情請與平差同
工查詢，謝謝。

東南亞 / 太平洋區

姚綺婷（富區）

>_ 記念教會領袖的女兒能夠找到星期日
的工作。

>	 記念大學生宿舍的一年級學生，藉新
舊約概論課程能更認識聖經和愛主更
深。

>	 記念在香港的父母和家人平安。

余禮然、周珮婷（深區）

>_ 機構註冊申請步驟並不容易，求主開
通達的路，早日註冊妥當。

>_ 新事工探索，神將異象放在同工心
裏。

王麗英（沙區）

>_ 感恩泰文考試成績超越了自己所
想求。

>_ 需要到不同華人教會用普通話宣講信
息、教學與服事。求主賜能力恩賜。

邱美鳳（沙區）

>_ 記念接觸到的朋友：自己來教會的
TN、來看我演奏的KZ、我的鄰居
TO。

>_ 記念要負責的奧運事工統籌服侍，求
主加力和預備需要。

>_ 記念明石牧師，福江島兩間教會，還
有很多的地方沒有牧師。

朱達基（深區）

>_ 記念2019宣教中心的事奉方向，求
主引領。

>_ 記念空手道聯合審查（山科泉空手道
和草津空手道教室），求主保守一切
平安和順利。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

荃區/海平

海濱：印尼群體

>_ 記念Tri及Eva，已約滿歸回印尼，期望
過往福音種秄在他們心裡發芽生長。

>_ 記念Aki r回港後適應工作，她掛念兒
子，兒子需要於六月尋找合適小學。

>_ 記念五位姐姐於五、六月放假返回印尼
過新年。

>_ 記念五至六月開始「甜品」興趣班，希
望更多新姐姐參與，可以接觸她們。

富區/觀平

觀塘：印尼平安福音使命教會

>_ 記念參加門訓幾位初信者：Linda,_Mina,_
Yuliatin。願她們能信心堅固跟從主。

>_ 繼續記念週六英文班，盼更多姐姐參
加，可以接觸他們及有機會與她分享福
音。

>_ 記念姐姐Tutik，醫生建議再進行第二次
手術，她決定返回印尼治療。

尼泊爾事工：

>_ 記念暑期間籌備尼泊爾家庭活動，例如
營會、康樂和興趣班等，求神帶領義工
參與。

>_ 記念星期六團契的義工們，更能明白
異文化學生的心思，以適切的文化表
達。學生有追求信仰的心及懂得回應
主的愛。

>_ 記念下半年要到教會分享事工、帶隊參
與不同體驗，讓參加者眼界開闊。

>_ 記念有足夠足球義工參予服侍。

需要你的代禱

宣教地
靈繫



朱達基 深區宣教士

在空手道教學40多年生涯中，我從來沒有用過這樣的一個標題
開班，『教牧同工空手道自衛術班』，指導學員在完成兩期課程後，
在教會開班授徒。你會否覺得是痴人說夢話！但請勿忘記，『在神
凡事都能』！

我教學向來都是以專業為大前題，例如你是一個維修員，你就
要帶工具箱；作為一個營業員，你就要穿上西裝打上領呔，當然還
要具備實際的專業資格和知識。上年從日本回港時，去到平差（平
安福音堂差會）探訪，和大家分享日本宣教和我的空手道宣教使
命，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達基，你可否在下次回港述職時，開班
教導我們練習空手道，既可強身，又可自然地產生了自衛的能力，
尤其是宣教士們更加需要能有一技防身，畢竟每個國家的工場，都
有著不同的治安問題。

這個提議一直放在我的心上。在一次禱告當中，神清楚的告訴
我，要開一個和『基督少年軍（我是基督少年軍的副隊長）』有一
樣異象的『不一樣的空手道班』。就這樣，我與平差的副總幹事大
源弟兄商議多次下，這個不一樣的空手道班『教牧同工空手道自衛
術班』誕生了！這個空手道班的不一樣，是在於空手道道場，只會
在教會設立（當然要得到教會和空手道和平學會的授權下設立），
學員是宣教士，牧師，傳道、執事，其他的，必須是由教會推薦的
基督徒。

此課程的目的，是希望學員完成兩期課程後（大概四個月），
宣教士學員可以回到自己的工場任教，牧師傳道和執事同工，可以
在自己或其他的教會任教。將未信者領進教會，藉教練和基督徒學
員，一同在練空手道的同時，以生命影響生命。無論是我們的一個
見證，或是一個關懷，藉此可以令其他學員能在我們身
上見到神的愛和榮耀，將人帶到神的面前。

還記得從前在我其中的一個空手道道場，有一個學
員，他是一個基督徒，他跟我學到黑帶三段，想在自己的
教會開空手道班教空手道。他對我說，好想用空手道來
傳福音。但被我一口拒絕，因為我在他身上只看到他想榮耀
自己而已。在他還是執迷不悔的情況下，我約見了他教會的
牧師，和牧師一齊禱告，我們一致決定，停辦這個空手道

班。所以，訓練這個班的目的，首要不是教空手道，而是將福音帶
給有需要的人（罪人）。訓練學員有幾高技術都無用，好像剛才那位
空手道學員，他沒有這個心，就算有幾高的段位和技術，對傳福音
都是無益，反而有害。因為生命影響生命，正所謂身教言教，你會
將你的自高自大和驕傲，傳給你的學生。反觀就算你的空手道技術
不及前者，但你的謙卑和從神而來的愛，必然也會生命影響生命，
成為未信者得救的途徑，因為他從你身上看見神。況且勤有工，謙
受益，你技術必然會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這個『教牧同工空手道自衛術班』若然真的是出於神，我
深信它必然興旺，直等到主來。約翰說：「若不是從天上賜的，人就
不能得什麼。他必興旺，我必衰微。」（約翰福音3：27,30）

註：教牧同工空手道自衛術班在我截稿的同時，已經開始了新
一期的課程。感謝主！

教牧同
工空手

道
教牧
同工
空手
道

自衛術班
的教後感

想
自衛術

班的教
後感想宣教人

關懷



盼晞

2019年本地尼泊爾
事工服侍行事曆

六月：本地青年宣教服侍

七月十六至八月十八日：暑期興趣班

八月三至四日：營會（暫定）

九月一至十二日：中秋節探訪

十二月一至二十日：
冬日送暖福音大行動

2015年10月領受了異象，招聚尼泊爾學生組成

的希尼福音足球隊。

球隊的學生以南亞族群佔多數，因歷史因素，

各民族背着過去不快的事情，彼此不信任。尼泊爾學

生中又受印度教的種姓影響，劃分不同階級，彼此建

立了一道牆。班級中港人學生又和南亞分班而教，尼

學生家長原希望子女可和港人學生上課，卻換來不公

平的對待，子女沒法和港生學習文化和中文，也阻礙

了交友和升學的機會。中文原是一道通往交本地朋友

的大門，有助認識本地文化和擴闊視野的台階。卻在

制度上被分隔成主流和少數族裔學校，港人和南亞學

生，以致港人對尼泊爾人的鄰居產生隔膜和誤解，也

難以有公平的認識。

足球卻把大家連繫在一起，在彼此陌生中製造

接觸的機會。不分你我，為了共同入球目標，從東到

西、南到北，東奔西跑地相互傳球、接球，中

間雖經過重重攔截，隊友的配合得以擺脫

對方搶球的攻勢，終把球射進龍門

去。足球幫助他們除去自我

中心：打破尼學生中間

的階級，打破港人和

尼人的階級，打破學

校制度不公的階級。

使他們相信神的愛，

成就神和人的復和關

係，最後足球建立包

容和共融的關係，也

成為我們的使命。

耶穌時代存在着不少隔閡，祂起來走遍各城各鄉，用祂

的腿走進他們當中，接觸有需要的人，使他們從孤立（如撒

該）、無助（如拿因城婦人）、受隔離者（如痲瘋病人）、

受控制者（如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當中，從耶穌手上釋放出

來，打破人世間的隔閡和枷鎖，使們得着神救恩，成為神的

兒女。

我們福音足球隊的使命是從足球活動引領服侍的學生，

在主的救恩下彼此連繫，藉救恩使他們成為得救的兒女，並

繼續用足球走遍各方，向人述說主的救贖奇妙！

今天你若願意成為足球隊義務教練或牧養義工，每週六

服侍他們，請與我聯絡，和我們並肩用足球帶領圈外的羊回

歸神的家。

尼米

尼泊爾福音

足球使命

尼泊爾福音

足球使命

宣教浪
緊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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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樂意為平安福音差會奉獻，支持下列事工

□平差常費　　□宣教士生活津貼（姓名：_____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印尼事工（每月平均支出約六萬元正）_ _ □本地尼泊爾事工（每月平均支出約一萬五千元正）

我的奉獻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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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過奉獻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定期每月奉獻港幣__________________ 元（由________ 年_____月至________年_____ 月）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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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個人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長老／牧師／傳道／機構／教會／先生／小姐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安福音差會

黎仲明長老

緬甸探訪印象：乘坐一架雙引擎的小型航

機往緬甸山區，機上每一個行李櫃都貼上

一個的貼紙，內容寫著《禁止販賣人口

（Stop Human Trafficking》。

這是一個令我心靈不安的信息，我

問旁邊的本地牧師，他說在貧困的山區，這些

事情屬屢屢出現。他們會被賣去鄰近國家，有

的作不道德行業，有的被賣去農村當人妻，

甚至有些人被取去一個腎。

為何那些人會作出泯滅人性的行為，成為

人販子，圖一己私利，將人當作交易的工具。這

是因為深藏在人心裏的罪性，它可以牽引人作出

犯罪的行為，甚至一發不可收拾。

緬甸這個國因政治因素，封閉了五十年，以致

成為一個極度貧窮的國家，所以有不少人以販毒為生，

也有不少罪惡的勾當。這裏人口五千萬，百份之九十信

奉佛教。

三年前政治氣候改變，國家採取開放政策，以

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按福音擴展來說，現今真是

機不可失，莊稼已經熟透，可以收割，這裡需要工

人，誰肯為主去呢？

緬
甸
探
訪

宣教情
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