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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十月廿四日  第三十九期 

 

 

差差傳傳報報告告：：  
 

1. 2004-2006 年度差傳委員會成員是姚綺珍、謝連城、劉禮明、

陳瑞逑、梁淑珍、賴志祥和謝美群，其中賴志祥先生為委員會

主席。 

2. 廣寧新禮拜堂於 5月 16日舉行新堂奉獻典禮，本會共有 21位

兄姊出席奉獻典禮。廣寧教會現有數百人聚會，有主日學、詩

班、祈禱會、查經班。他們期望本會兄姊多去幫助他們追求聖

經真理。 

3. 今日為本會本年度差傳年會，有幸邀請到亞洲歸主協會副總幹

事張少華姑娘蒞臨證道，謹此衷心致謝。 

4. 未來本會差傳事工仍然關心國內傳福音、探訪、栽培，盼將神

的話語，植根在每位同胞生命中。 

5. 差傳委員會訂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廿七、廿八日前往花都區

（新華）慈恩堂新堂落成感恩崇拜。新華教會亦為本會已故創

辦人潘慈惠牧師早期赴內地開荒的基址之一。誠邀兄姊出席，

歷證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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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邀請請信信：：  
 

尊敬的香港新界神召會： 

 

  花都區基督教慈恩堂自一九九八年籌建至今，靠賴上

帝滿賜厚恩，並得蒙你們的多方支持，使此項建設工程完

滿完成。現經慈恩堂委會研究，謹定於主曆二零零四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在本堂舉行新

堂落成獻堂感恩崇拜。誠邀貴會牧長、弟兄姊妹蒞臨祝賀，

共頌上主鴻恩！ 

 

謹祝 

  主恩滿溢 

 

花都區基督教新華慈恩堂 

主曆二零零四年九月九日 
 

 

差差傳傳行行程程預預告告：：  
日  期：27-28/11/2004（週六、日） 

地  點：國內花都區新華慈恩堂（新堂落成感恩崇拜） 

領  隊：謝美群姊妹 

聯絡電話：9771-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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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遠人     朱永輝 
 

 

 

 

 

 

經文：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

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約翰福音十三章二十節） 

 

  香港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在街上往來，看到的都是熟悉的

景物，見到的都是似曾相識的面容，來去自如，無須他人的接待

和陪同。我有些親友在國內生活居住，自小我就經常跟家人往內

地探望他們。每當我們回鄉時，他們都會離開農村，長途跋涉的

往廣州火車站接車。當火車抵達廣州，離開月台步出車站時，在

站外滿是接車的人群，從他們的眼神中盼望親人能盡早出現，而

我們又何嘗不是同樣的盼望他們就在眼前，好將帶來的『禮物』

卸給他們，消除肩上的重擔和心中的疑慮。每當見到火車，都使

我想起兒時回鄉探親的情景，這使我長大後對中國有著一份深厚

的感情，不單是因為親情，更希望能在探望他們短暫的時日中，

有機會向他們傳講福音。不單盼望自己的親人得救，更盼望全中

國的人民，都有機會聽聞福音，得到永生。 

 

  在過去中國經歷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內很多教會都停辦，牧

者信徒都各自隱藏。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經濟改革開放，宗教政策

得到落實之際，各處復堂建堂之聲，令人興奮雀躍。我有幸在這

個時期能經常陪同潘慈惠牧師及她的同工在潘牧師曾事奉的工場

協助復堂及建堂的工作。由於經常往來探望各教會，與國內教會

的負責人稔熟，並經常保持聯絡，這種關係給我以後的事奉有著

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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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很多人都想對封閉多時的中國有

著新的認識。對很多外國人而言，內心充滿期盼，能到中國一遊，

喜不自勝。對基督徒來說，中國是一片廣大的禾場，正需要有心

人去廣傳福音。 

 

  在教會事奉多年，令我印象最難忘的是在暑假期間安排美國

教會的短期宣教隊伍到國內探望教會。當我知道他們的意向後，

就要跟國內的教會聯系，跟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溝通，提交資料。

得到落實後，就要安排膳食、住宿、交通及招募翻譯陪同等工作。

由於教會有差傳部，有著不少的熱心兄姊在支持協助，因此多年

來都陪同了不少的短宣隊在廣東一帶的教會進行親善探訪，播下

了不少的福音種籽。 

 

  有些人認為接待海外教會的短宣隊有如是經辦旅行團的導遊

工作，帶著少爺兵到處『遊玩』，傳福音的果效不大，認為可免則

免。而我卻認為能有此機會接待遠人，即使果效並不顯著，也樂

意遵主吩咐接待那些被主差遣而來的基督精兵。何况事實並非如

此表面，當中的成果不是一時間可以見到的，但當你知道自己的

勞苦是有功効時，便會心滿意足，繼續做下去。即使未見到成果，

我心信曾經努力和嘗試，也必蒙記念。因此願意趁此機會將自己

的一點認知與大家分享。 

 

  很多時我們接待短宣隊到國內一些比較簡樸的農村，認為我

們的到來只會帶給他們很多美好的事物和祝福。事實也是如此，

他們得到了關心和問候，並主耶穌的福音，生命更新而變化，得

到了主耶穌成為他們個人的救主，滿有喜樂和平安。其實除了他

們得益，我們的生命又何嘗不受感染，靜靜地在改變，藉著他們

對主的熱愛，初信的藉重生得著激勵，得著帮助，更加愛主愛人。

每次當我完成協助美國教會的短宣隊，都聽到很多感人的見證。

在物質豐富，崇尚自由民主的國家長大的青少年，當他們親自進

到中國的農村，暸解到他們在物質那麽缺乏的環境，卻有著那股

對主耶穌的愛、忠貞和堅持，令很多美國青年人，决意將自己奉

獻，進入神學院接受造就，裝備自己，以傳揚美好信息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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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青年在探望教會時，見到那些在農村的教友，雖然經濟

落後，物質缺乏，仍能以喜樂歡欣來感謝讚美主，敬畏神。不論

風雨，不怕路途遙遠，用雙腳步行多個小時也要堅持到教會聚會

敬拜神。自己貧窮，仍甘心樂意與人分享有限的物質，以感恩知

足的心來領受。經歷探望中國農村後，很多青年深深感受自己生

活在自由和物質豐裕的社會，是何等幸福。原來有些地方要傳講

福音，要自由敬拜，並不容易。因此珍惜主愛，惠及他人，生活

從此改變：崇尚節儉，不再浪費；用功讀書，不再荒廢學業；孝

敬父母，順從教導。父母們見到他們的改變，深覺短短的行程，

卻能令他們脫胎換骨，將十多年的品性習慣，一下子改變過來，

認為是神的大能彰顯。除向我們表示感謝，更鼓勵其他父母讓他

們的孩子得著新的體驗。 

 

  教會金禧慶祝在即，專此恭賀。緬懷過去，總覺力有不逮，

但願過往接待遠人的工作，後有來者，更勝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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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明牧師 

 

   在教會及宣教的典籍中經常出現『傳福音』、 『佈道』、『差

傳』及『宣教』這些詞句，但這些詞句既沒有一致接受的定義，

又常被相互使用，以致容易混淆不清。 

 

A. 『傳福音』與『佈道』 

  一般來說，教會逐漸認定『傳福音』就是傳講耶穌、宣揚福

音。而『佈道』就包括傳福音、加入教會、造就。主耶穌給我們

的大使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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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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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8：19-20〉從大使命來看，

『佈道』的目的是：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佈道』的方法就是：去

傳福音、為他們施洗和教訓他們遵守。 

 

 

B. 『差傳』是甚麼  

  所謂『差傳』，就是指教會在現今佈道工作無法接觸的地方

中，展開佈道及建立教會的工作，從而完成大使命。所謂「教會

在現今佈道工作無法接觸的地方」，包括本地內、外之不同地區的

不同群體。 

 

所以我們可以把『差傳』工作分成幾類： 

M0─本地同文化的差傳佈道。 

M1─本地近文化的差傳佈道。 

M2─本地異文化的差傳佈道。 

M3─異地同文化的差傳佈道。 

M4─異地近文化的差傳佈道。 

M5─異地異文化的差傳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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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宣教』又是甚麼  

  所謂『宣教』，就是『傳福音』、『佈道』、『差傳』的總稱。 

 

 

D. 教會為什麼必須推展差傳事工   

1. 上帝的心意 

  「衪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二：4)；「……不願

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三：9)。為此，「……上

帝差祂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約三：17)。因此，上帝的心意就是揀選、呼召、差遣教會不斷

去佈道、建立教會與差傳。 

 

2. 基督的榜樣 

  耶穌基督順服上帝的差派，自己成為宣教士來到地上，成為

差傳事奉的榜樣。耶穌來是為了「……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約十：10)；「耶穌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十九：

10)。耶穌既已樹立差傳的好榜樣，教會怎能不全力差傳呢？ 

 

3. 聖靈的差派 

  耶穌應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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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一：8)當五旬節聖靈降臨，『門徒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

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二：4)。這正顯示了聖靈是差傳事

工的啟動者，也是差傳事工的帶動者〈徒十三：1-3〉。聖靈今天

仍然不停地啟動、帶動、差派教會向外做祂召我們所做的工。 

 

4. 教會的本質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身體必須有成長，所以教會必須要差傳；

教會是永生上帝的家，家的子孫綿衍擴展，也說明了教會必須要

差傳；教會也是殿、靈宮，上帝的殿應是萬民禱告敬拜的殿，這

也說出教會必須差傳；教會也是燈台，燈台的光當照在人前，這

也說明教會推展差傳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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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督的再來 

  雖然主再來的日子沒有人知道，但是我們都肯定那日子已越

來越近了。上帝應許說：『……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

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羅十一：25-26)；『……有許多的人，

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

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啟七：9)；耶穌也預言：『這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

二四：14)。因此，當主再來的日子越近時，教會必須努力推展差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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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志祥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
24:14)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
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
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
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太 9:35—38) 

 

  耶穌給教會最大的吩咐就是普世宣教的大使命，『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教會的責任就是將生命之道及福音的

真道，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與途徑傳給一切未信的人使他們聽見福

音，心被聖靈感動，悔改歸主，成為神的兒女，得到永生，這是

教會宣教差傳的目的。 

 

  本教會自一九八五年設立差傳部的事工，異象方向就是先向

祖國的同胞，還福音的債，同時也資助國內有需要的教會，例如

教會的重建，傳道人的培育事工及辦學等等的事工。這些差傳事

工眾肢體皆有目共睹，所需的資金都是眾肢體的奉獻而是很甘心

樂意。行動參與就是組成短宣隊前往祖國的窮鄉僻壤的村落傳福

音，每次回來時，眾肢體愛主的心皆被激勵，國內的傳道者的事

奉皆全然委身事奉主，從不問代價，只是默默地耕耘，每次短宣

歸來時內心甚感動及慚愧，常祈求主賜一顆熱愛失喪靈魂的心給

眾肢體們，努力把將天國的福音傳出去。正如昔日主曾對門徒說：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

去收莊稼。祈求主賜一個廣闊的心胸給本會的傳道同工及肢體們

能對實踐主的使命，努力傳揚天國的福音，如經上記載『這天國

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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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與差傳福音事工，我內心常想著，我

是中國人，我希望我國的同胞們都能得聞福音，期望中國成為基

督化的國家，這是我每天在神面前的祈禱，我常常很喜歡唱「宣

教的中國」這首詩歌，詩詞很有激勵我們要帶著異象朝向祖國作

差傳的事工，要有廣闊的心胸及宏觀眼光，現時未能看到莊稼的

收成，但希望福音能傳遍整個中國，要看到宣教的中國。 

 

  最後差傳部的同人願與各肢體同唱這首「宣教的中國」： 

【有一種愛，像那夏蟲永長鳴，春蠶吐絲吐不盡，有一個聲音，

催促我要勇敢向前行，聖靈在引導我的心。邁開步伐，向耶路撒

泠，風霜雪雨，意志更堅定；我要傳揚，傳揚主的名，誓要得勝，

在神的國度裏。我帶著異象向前走，要喚起沉睡的中國，縱然流

血的時侯，我永不回頭。我帶著異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國，

將福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代代禱禱事事項項：：  
1. 求神靈力倍添與各位差傳委員兄姊，有著無限的愛心及健康的

身體去盛載每項的挑戰與使命。 

2. 為著近年建成新堂：浛洸堂、廣寧禮拜堂、新華慈恩堂禱祈，

求神使他們不但有一間建成的教堂，亦成為一間多結福音果子

的教會。 

3. 求神預備及感動有心志於大陸福音工作的兄姊，去承擔差傳委

員會的工作。 

4. 國內教會嚴重缺乏工人，請弟兄姊妹在禱告中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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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令我深刻的短宣經驗係柬埔寨十四天的短宣旅程。不但讓

我對生命有另一番體驗，更令我生活上都有所調整。 

 

  柬埔寨係一處充滿傷痕的地方。我記得第一日到達柬埔寨，

當地宣教士就帶我們去一個以往係『亂葬崗』的地方，門口正正

對著一座玻璃塔，裡面放滿了『人頭骨』，令人從心裡『寒』出來。

這『亂葬崗』博物館有一副柬埔寨地圖，係以人頭骨砌成，我好

震撼，好痛…真係好痛。有一種好灰、好絕望的感覺。 

 

  瘧疾在這地肆虐，人命謹值五蚊美金？！柬埔寨出生率高但

死亡率也十分高，我們同當地婦女傾偈都強烈感受到她們生命中

極深的傷痕：不斷失去自己的孩子。 

 

  有個婦女請我們到她家為她兩個孩子祈禱，其中一個在發

燒。翻譯話她只有二十多歲已經先後失去了兩個孩子，所以她心

裡很害怕再失去她的孩子，她無錢為孩子請醫生，唯一只有依靠

上帝了。 

 

  在另一村莊，有個二十歲左右的婦人抱著只有

六個月大的 BB請求我們為他代禱，BB發燒個多星期

仍未退，只有全能上帝是她唯一拯救。 

 



12 

  當我們離開村莊時，我好奇地問當地牧師：發燒是瘧疾的警

號，咁發燒去睇醫生要幾多錢？牧師話只需要五蚊美金就能送去

醫院接受治療，大部份都能痊癒，但五蚊

美金已經係佢地高不可攀的數目了。五蚊

美金約三十九蚊港元，大概是一餐午餐費

用，卻可以換人的生命。點解生命仲 Cheap

過一客壽司定食呢？ 

 

  神卻在此地彰顯祂的憐憫、祂無條件的愛、祂是大能主宰。

祂醫治疾病，填補心靈創傷，行各樣神蹟奇事。他們縱然身無分

文，但心靈都比任何人都富足。因為單純的信心贏得神眷顧，祝

福就從天上不斷傾倒下來。今次旅程我們探訪了三個省的教會及

居民，越富裕的省就越多偶像越多敗壞，信徒的禱告越少，信心

越細，甚至唔接受祝福祈禱。哈…物質會同上帝有衝突咩？人真

係咁現實，『見利忘義』咩？真係唔識『飲水思源』？ 

 

  十四天旅程啟發我再思想自己信仰生命、人生目標、生活態

度及價值觀。原來『煩惱係奢侈品』，我一直介懷、追求都是微不

足道，亦好膚淺自我。好渴望放開自己望遠些、體貼別人多些、

生活簡約些。生命裡再修訂了一些目標理想，開始預備生命、調

整態度及計劃籌措。今天我已經踏出第一步，正向住理想前進了。 

 

  我唔係一個善於用文字表達感受去鼓勵人心的

人，你可能唔明我講咩，以上每個字對你亦不存在

任何意義，因為這些是我的經歷體驗。相信只有你

自己親身去體驗，親眼去睇睇，才有共鳴。與其聽人

講到口水四濺，不如坐言起行，保證你可以體驗一段不

一樣的旅程。 

 

伍少莉 26/0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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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秀慈 
 

 
 

 

  CCMN (細胞小教會宣教網絡) 每年都會舉辦短期宣教，以鼓

勵弟兄姊妹參與跨文化的海外宣教，當中不單止有福音佈道和外

展工作，還有一些配合宣教師和教會的長宣工作。短宣期間，CCMN

會為參與者舉行一系列的訓練課程及營會，從而燃亮弟兄姊妹的

心志，成為一團火辣辣的生命成軍隊往外作戰。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參加今年的短宣，目的地是位於非洲東

面，鄰近肯亞的烏干達。選擇此國家，是因為我常從宣明會的短

片播放中不時見到非洲地區的人民家庭的生活環境和狀況，固

此，我心中也冀望有一天可參與其中。感謝主，得知 CCMN有非洲

短宣，主要的服事對象是孤兒、街童和感染愛滋病的家庭，於是

我便毅然踏上非洲這個短宣之旅…..。 

 

  共有十人參與今次短宣行程，首先前往烏干達首都坎帕拉（Ｋ

ampala）進行為期兩星期的服事。由 Kampala Pentecostal Church

事工之一 Watoto Child Care Ministries (簡稱 Watoto)安排接

待及行程。我們的行程非常豐富如參建校舍、入兒童村接觸孤兒、

慰問住醫病人、到孤兒院、探訪患愛滋病的家庭、參加軍人團契、

跟 KPC教會的青年人聚會、入家庭小組聚會等不同服事。在多項

服事中，建校舍於我們來說是最富挑戰的了，在磚塊加上英泥，

一層一層疊上，當中也頗有學問，我們所建的校舍是供給日後上

課之用，所以不可馬虎了事，若磚頭塌下傷了人或牆壁漏水就大

件事了！感謝主，在建築其間也有當地人教導及協助，當中更感

受神的保守及恩惠，神明白我們有限的能力，所以賜下合宜的天

氣及環境，使我們在五天裏可以把工程順利地完成。雖然我們所

建的房子只有四面牆壁和門窗，屋頂仍未蓋上，但對於我來說已

很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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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atoto的主要事工是關懷和接管失去父母的小孩，讓他們進

住兒童村，除了提供住宿和教育外，更重要的是在真理上教導小

孩。Ｗatoto要讓孩子得到被愛，故安排保母委身地照顧他們的成

長。經探訪及接觸小孩子後，讓我看見小孩的單純和活潑，並從

他們的生命中看到耶穌對他們的愛，他們的生命真是何等的寶

貴。另外，Ｗatoto 有兒童合唱團，孩子們都以他們天真漫瀨的歌

聲獻給神。 

 

  基本上我們的服事時間多是朝八晚五，完成一整天工作外，

便可回到酒店休息，但遠遠來到此地，我們各人均希望把握時間

去接觸人和傳福音。由於鄰近酒店的地方便是較貧窮的鄉村，故

此在黃昏時分，我們可以入村接觸不同的人。每個非洲家庭都會

生育很多兒女，所以在街上是很容易接觸小朋友，加上我們是黃

種人，他們會好奇並主動地跟我們交談。起初三日我們會跟孩子

們玩集體遊戲，傳福音，然後分三小隊到小孩的家庭中探訪，一

方面了解他們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是建立彼此的關係。｢我們曉

得在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羅 8:28，藉著探訪，我們各隊不約而同認識了該地區的領袖、

家長及學生等人，於是便促成了街頭佈道工作。 

 

  在街頭佈道的預備工作上，我們的隊伍一同見證了神的預備

是非我們所思所想的。首先，從香港帶來的手提錄音機於抵達烏

干達乘車途中跌壞了，於是向在當地工作的香港人借機排練話

劇，由於借出的錄音機實在細小，音量也不足以應付街頭嘈雜之

聲浪，所以其後便在Ｗatoto兒童村物色另一部，但是在演出當日

的中午，它卻因電壓問題被燒壞，我們各人因此而非常著急。感

謝神！因祂的意念高超我們所想所求，Ｗatoto辦事處人員得知我

們的需要時，便借出一部比之前更大的音響儀器給我們使用。另

外，神亦預備了一位翻譯員，把英語翻譯成烏干達語言．而那位

翻譯員只不個是一位信主數日的小學生，我們親身經歷和見證了｢

耶和華以勒｣--- 神必預備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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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宣裡，我確實有好多真理要去學習，｢凡所行的，都不要發

怨言，起爭論｣ 腓 2:14，是次短宣中，隊員都非常合一和順服，

並且主動埋位服事並不發怨言，而且滿有喜樂，我們經歷的都非

常豐富，一切都感謝主。可能是神看到我們的合一（當然是我的

猜想），所以獎勵我們於埃塞俄比亞作兩天旅遊，事實上是因轉機

問題而被迫停留該地呢！但儘然沒有行李用品，我們各人仍滿懷

喜樂。 

 

  短宣行程的豐富及精彩，實在不能盡錄，但你若希望去經歷

神，豐富自己的生命，我鼓勵你們也去參與短宣，去得那未得之

民和榮耀神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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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米迦勒 

  今次安徽之旅，我的角色是隊長。我們總共到了兩處地點。

這兩處地點給我各有不同的學習。 

 

  在第一個聚會地點，我們需要訓練青年同工帶領夏令營，然

後與同工們一起舉辦一個夏令營給當地的青年人。頭三天的工

作，我們透過小組、溝通、敬拜和團隊遊戲等形式，先給他們經

驗什麼是夏令營。在過程當中，我們的隊工發覺最阻礙當地同工

服待的原因，由於他們平均學歷只是小學或初中程度，而這次來

參加營會的青年人全部都是高中或大學生，在當地的同工內心覺

得自已的能力及學識都不配去服待這批青年人。 

 

  我們的隊工經過了禱告，決定先從他們的自我形象入手。我

們分別在早上，先領敬拜，再有一編簡短的信息鼓勵他們。然後，

在禱告中服待。神憐憫他們，並作很大的醫治。 

 

  在青年人的夏令營中，當地的同工在神的愛推動下，他們首

先被神改變了。他們十分落力去投入每一個環節，跟先前的被動、

退縮和自我否定的心態等都完完全全靠主改變過來。因著他們的

投入也帶動其他青年人的投入。整個群體都被神祝福了。 

 

  在這個訓練地點，曾經出現一段小插曲。就是在第三天早上。

當我們一同跪在神面前，痛哭流淚為當地的青年人禱告求復興之

後，約過了半小時，當地的鄉村幹部連同派出所的人，上門尋找

及不斷詢問我們其中的一位組員。問他說：「你從那裡來？」，那

組員從神得著智慧地回答說：「我從南方來的。」作為隊長的我，

眼看著派出所的人看見了我們所有的隊工，心想一定難有逃走的

機會。但神確實的愛我們。在一些核心同工及家主的保護下，我

們能夠安然往山上逃走，並且去到市集中的一個地方暫避。經過

禱告及分析情況後，我們決定隔兩天後，於另一處地方再舉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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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所提及的夏令營。 

 

  感謝神，祂真的保守我們在服待中得著安全。將榮耀歸給祂，

也感謝有一班愛我們的核心同工。 

 

  在第二處的訓練地點，和第一點地方的距離約有三小時的車

程。這裡的氣氛與前面所提聚會地點截然不同。當地的同工與我

們溝通後，發現他們心裡沒有太大的期望。在言談中，他們帶著

頗多負面思想及情緒。我們的隊工在晚上一起禱告。祈禱後，無

論如何我們決定將預備的做好。我們仰望神更新當地的同工及青

年人。 

 

  作為隊長，我鼓勵各位隊工，盡量不要受當地同工負面情緒

的影響，只管做好我們的責任就夠了。我並且對我的隊工說：「只

要我們忠心，不受別人的影響，神會祝福我們。」 

 

  在這四日三夜，我們經歷了 45度攝氏的室溫、無數的汗水和

疲累，聲音的撕裂，盡了我們所有的力量。在最後的一天換來的

是，當地的核心同工低著頭，溫柔的向我們說：「老師們，我們昨

晚跟同工溝通過。我們現在有三個請求。第一，邀請你們以後每

年都來訓練我們的青年人。第二，也邀請你們訓練我們的同工作

青年事工。第三，我們需要訓練青年人的材料。」 

 

  神是信實的神，祂改變了環境，改變了

人心負面的思想。祂也把我們隊工的體力、

創意及順服神的志向推向了極限。雖然我們

累極了，但看見到這一群的青年人因得著成

長及被建立那份雀躍，還有同工心態上的改

變，我們真的要將一切榮耀歸給帶領我們隊

工的神。 

 
（備註：你知道作者米迦勒是誰嗎？他是我們教會中的一位弟
兄！想知道他的廬山真面目嗎？那你就要發揮你的小宇宙智慧去
尋找了。想他一定很樂意地和你分享他的宣教歷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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