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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韶關樂昌教會經歷二次特大水災，上帝聽禱告，特意眷

顧他們，為他們預備新地方。新教堂已建了七、八成，

請繼續記念他們建堂、佈道及牧養工作。 

2. 求 神為廣寧教會與起更多有心的牧羊人，更為負責人

歐陽香蓮姊妹的靈命及身體禱告。 

3. 求主為浛光教會興起一班有熱情、心智的隊工，領受從 

 神而來的異象，帶領教會。 

4. 求聖靈充滿在孟加拉宣教的李志軒宣教士夫婦一家三

口，使他們滿有能力面對從政治、經濟、衛生、文化及

撒但而來的挑戰及攻擊，並能見證主。 

5. 為差傳委員、同工守望，為委員會這器皿切切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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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志祥(屯門堂) 

差傳隨想 

 

  新界神召會差傳事工委員會成立不經不覺己有 22 年寒

暑(1985-2007)，首位發起人兼創辦人是潘慈惠教士及李希

望教士。她們於 1942 年因逃避日本戰火，由廣東省白泥徒

步遷徙到香港元朗祟正新村及屏山燕園，並在那裡繼續傳播

福音工作，開辦教會、識字班及學校幼稚園等聖工。時至今

天，奇妙掌握歷史的全能上帝，於廿多年前，八十年代初期，

在中國實行開放自由政策底下，使我們得以再次重返內地，

潘教士與當時同工劉朝光傳道，宋子文兄妹，嚴衛生醫生等

人相見，內心有說不盡的歡欣喜樂，各人經過戰火及文革折

磨，仍然得蒙 神恩保守，站穩崗位傳揚福音，正如聖經(提

後四章 7-8)所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

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

冠冕為我存留』 

 

  近代普世宣教中， 神興起許多華人宣教士如宋尚節，

王明道，倪柝聲，計志文及趙世光等傳揚福音，他們的委身，

為中國帶來福音性的震撼，直到 1949 年，中國信徒約八十

萬至一百萬人，今天信徒已達數千萬人之多，由於他們的奉

獻精神以及對信仰的忠誠，成為許多信徒的鼓勵和榜樣，宣

教士忠心地傳揚福音，教會逐漸被建立起，都是因人肯謙卑

被 神使用，你我在這樣好的環境下，怎不能為主犧牲個人

利益去奉獻給 神使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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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事工委員有機會於本年九月廿二至廿四日，初次踏

足陽山探問梁儀蓮姑娘，她在陽山、七拱教會、陽梅老人院、

平洞沙第一中學向中學生傳福音，組織團契小組。第一晚她

帶領我們九位團員進入一間人民政府醫院，去慰問一位十七

歲患有血癌的青年人，他有信心去仰望 神的醫治，我們分

成兩組為他懇切禱告，認罪悔改，又為他父親及哥哥禱告，

求神預備政府車輛把他送往廣州人民醫院接受醫療(在當

地，要安排醫療車輛是根本無可能的﹗)，但出於信心的禱

告，必能搖動憐憫人的 神。當晚，在返回旅館休息的途中

時，便收到來電說會有醫院車輛願意接送的消息，各人均非

常感恩，哈利路亞﹗隨後我們九位團友不但懇切禱告而且加

上愛心金錢即時奉獻交給他父親，全部手術費弍萬多元，住

院費每天叁佰元，請為陽山教會及患病的青年人伍永其禱

告，求 神醫治及預備所需的費用。 

 

  第二天，我們到七拱教會參加聚會，人數約有三百人，

彭傳道證道，她受了三年神學院培訓。當日講題為“禱告不

蒙垂聽的原因”：妄求(禱告不合神心意)、懷疑(無信心)、

夫妻不和及不肯饒恕別人等等均是。她舉出許多實際例子，

說明禱告不蒙垂聽的原因，例如有人中馬標，拿一半給 

 神；有人禱告求一件時尚毛裘大褸；有人夫妻吵架；有人

忿忿不平的禱告──這樣又怎能蒙 神垂聽呢？會眾都非

常留心聽道，散會後每人分得一個白色饅頭作充饑之用(這

是因各人回家時間及路途長的原故，但並非每次也有饅頭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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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後，我們分兩隊探訪。我們的一隊去到山區村落進

入一戶人家，主人家是王俊業，他的兒女返教會，對真理不

明白，主人家的哥哥十分剛硬，我們誠懇地向他傳講救恩真

理，他總是輕視搖頭不信，有團友在旁不住禱告，有團友講

述自己得病蒙上帝醫治見證。我們知道這家庭如要蒙 神祝

福，一定要破除全屋符咒偶像──大廳內掛滿了關公偶像。

當我們大聲禱告斥逐魔鬼離開時，這一家主人就起來，主動

讓我們全體動手一齊去除大小偶像，雖然這一家起初時有點

不習慣，但後來面露笑容，從今天開始，這家是屬於主耶穌

居住的，讓喜樂的聖靈充滿整間房子，全團人再次經歷及目

睹 神的權柄是可以摧毀一切不合神心意的偶像，各人信心

大增。不是倚靠勢力，乃是藉由禱告，手按病人，病人就必

得醫治。差傳出隊乃是學習事奉 神，透過生活實際例子體

驗主，凡是主必有預備，不必過份擔心，人生路途並不十分

長久，多多把握時機服事主，有一天回家時，主對你說：『你

這忠心又良善的人，可與主一齊享受祂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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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禮明(元朗堂) 

作個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胸懷普世基督徒」(World Christian)這個名詞，是

1920年由 Daniel Fleming在青年會所出版的一本名為《胸

懷普世基督徒的標誌》(Marks of a World Christian)的書

中提出，近期則有不少團體的刊物引用，如世界宣教使團

(World Team Mission)、宣教更新使團(Mission Renewal 

Teams)、世界基督徒團契(Fellowship of World Christians)

等等。 

 

  一位胸懷普世的基督徒並非較其他基督徒優秀，但靠著 

 神恩典，他有重大的發現：生命不再一樣。他發現了破口

的真理，並且明白他正在破口之上，同時，他聽見基督呼召

他相信、思想、籌劃及作出相應的行動。憑著信心，他已經

選擇站在破口之中。破口是甚麼呢？我們在他們的立場中，

可以找到答案。 

 

  他們的立場是：我們需要承擔個人向世界未得之民傳福

音的責任，特別是對那億萬站在破口最寬闊一端的人，他們

只能透過神子民努力開創的新工作，才有機會聽聞福音。在

一個群體之中，若仍未有活潑傳福音的基督徒社團，就應該

有一個，一定要有一個，將來必定要有。請讓我們一起來實

現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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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基督徒都應該作胸懷普世的基督徒，無論是「開

赴前線」，抑或「留守家園」，獻出愛心、禱告、培訓、金錢，

及以緊密的團體生活(cell group gathering etc.)，來支

持那些在「前線」的見證人/宣教士。胸懷普世的基督徒天

天都是門徒，對他們來說，因著基督的緣故，他們的人生是

以基督的全球目標為優先。正如所有門徒一樣，他們需要積

極探究大使命的意義，然後，將所學的付諸實行。 

 

  今日世界人口接近 70億人，有接近 3成人是從來沒有

機會聽聞福音的，耶穌著緊的會是甚麼呢？我們要領會一個

普世的異象，是從 神角度來看這一幅基督的全球目標大圖

畫，要持守並順服這普世異象。新界神召會創辦人李希望教

士(Annie Bailie)胸懷普世，由美國神召會差派來華宣教植

堂，她宣教的火不會就此熄滅於這裡，她雖睡了，但仍舊說

話。 

 

  作為教會領袖，我們的眼目或會不知不覺被這世界同化

了，人總是(不知不覺地) “be conformed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效法這世界)當某身份換來某種尊重

時，人就迷失在身份的追逐中；當大眾把領袖互相比較時，

人就迷失在爭強好勝、爭風吃醋中；當擁戴者在安全感及飄

飄然感大有功效時，人就迷失於不惜以利益、不公正等私心

以加增這群體；當教會規模代表了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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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our 

minds.”(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財寶在那裡)，心也在那裡。

讓世界認為的「財寶」離我們而去，將神的「財寶」，內化

於我們心裡。1 

                                                 
1
 文中基本內容源自 David Bryant；另引用英文經文出自羅十二：2上，

這較和合本易懂。不要效法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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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麗華(屏山堂) 

差傳有感──七年小結 

 

  「差傳」是指奉差遣出去傳福音，是主臨別時的吩咐，

也是「大使命」的延伸，更是我們新界神召會的傳統──向

中國內地的同胞傳這好訊息，藉此延續兩位創辦人畢生的辛

勞和信念，為要榮神益人。由此可見，本會是何等重視「大

使命」並身體力行地建立教會，成全信徒；於香港如是，於

內地(特別是廣東省)也如是。 

  過去七年，筆者有幸與許多不辭勞苦的差傳委員和熱心

的兄姊，到訪一些早期由本會創辦人幫助設立的內地教會，

還與當中一些弟兄姊妹分享主的愛。其中包括：白灣堂、大

灣堂、白泥堂、沙口聚會點、樂昌教會等。現就親眼所見，

親耳所聞，記錄一些對內地信徒的感受，節錄如下： 

1. 熱情 

  內地的信徒很熱情地款待由香港或是外地而來的弟兄

姊妹(我們)，一到臨那地方，一抵達那聚會點，他們便會蜂

擁而上，熱情款待。 

 

2. 慷慨 

  他們對於我們這些來賓，總是獻上他們最好的土產。雖

然有時只是小小的土豆、粟米、西瓜或是綠豆粥，但是你總

感受到他們所表現的慷慨大方，盛情難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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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純 

  相信主對他們來說是很簡單的，因為他們大部份都是很

單純地相信外來的同胞(人的話)，也會相信 神的話(福

音)；然而，他們就是少了我們的懷疑。 

 

4. 投入 

  主日崇拜的每一個環節，不論是讀經、祈禱、講壇訊息、

唱詩敬拜、收奉獻，他們都很投入參與。 

 

5. 信心 

  他們對禱告很有信心，會「捉住」你為他的需要祈禱，

還會把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交託主。 

 

6. 盼望 

  他們對主有極大的盼望，縱使環境很不樂觀，他們仍有

心中的平安和屬天的喜樂；言語間總是盼望主的憐憫過於人

的幫助。 

 

7. 愛心 

  總忘不了他們的愛心和笑臉。每次到訪，總感到主內肢

體之間那種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愛護，彷如回到自己的家鄉一

般。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我們知道每一位盡忠於主託付的

差傳委員之勞苦。感受到他們每一次帶隊的壓力，也深信主

每一次也帶領他們經過，縱使過程殊不容易。 



- 10 - 

  還有，我們參加差傳的人總是懷著一顆傳福音的熱心，

以及對人對主的熱情。雖然不是每一個都有機會講說福音；

但是每一位都可以禱告代求，協助傳福音，願天父去成就祂

要成就的，這樣就足夠了。 

  簡言之，筆者很欣賞差傳所接觸的人：內地信徒的熱

情、慷慨、單純、投入、信心、盼望和愛心；差傳委員的盡

心帶領，並其他參與的兄姊之熱心，願在他們心中動了善工

的主，親自報答他們的忠心與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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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短宣之旅 

 

  是次緬甸短宣之旅，令我深深感受到何謂真正的快樂。

緬甸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可是人的心靈卻非常富足。

我們曾到訪過一所位於貧民區中的孤兒院，這裡的生活資源

十分缺乏，莫說要吃好的，穿好的，或是用好的，在這裡就

是說飲用的水也不足夠。試想像，若要我們生活在這裡，日

子的確苦不堪言。但是，神卻讓我看到另一個世界。 

 

紀雅文(屯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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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讓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小孩們唱歌、跳舞給

我們看。當我看著小朋友唱歌、跳舞的時候，心裡突然泛起

一股莫名的感動。那時候的我非常疑惑，為什麼他們會這麼

開心、愉快呢？這是我從未見過的。落在這種景況，到底有

甚麼值得他們開心呢？我覺得很奇妙，在他們唱歌、跳舞的

時候，竟然給了我一種非常單純、真誠的感覺。他們的歌聲

很大、很亮，像很有信心似的。而且，他們擁有一股挺大的

感染力，讓在場的人紛紛都跟隨他們一起跳舞。當我知道他

們所唱的都是讚美 神的詩歌時，那時候，我心中的疑問也

一一被解開──原來他們的力量都是從 神而來的──看

到他們對 神有這麼大的信心，我非常感動，同時間也非常

慚愧。雖然他們是孤兒，生活困苦，但仍對生活充滿盼望。

至於我們呢？生活富裕，但常常埋怨周遭事物，甚至有人會

輕視生命﹗開心、快樂好像距離我們很遠、很遠……可能只

是我們遺忘了它們吧！ 神是公義的，不論我們落在甚麼景

況，我們都同樣擁有平安、喜樂的心。『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雖然這是一句很簡單的經文，但當中卻蘊含很深的道理。 

 

  短短的八天短宣之旅眨眼便過去，但小孩們給我的祝

福，卻長埋我心裡。我真的很想擁有一顆純真的心，像那群

小孩子一樣，也希望用自己平凡的生命，來全心全意敬拜我

們最可敬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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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秀娟(屏山堂) 

突破就在今天 

  各位兄姊們大家好，主內平安！ 

  很想和大家分享自己去了幾次「差傳」之旅後， 神給

孩子學習的功課。猶記得，第一次參與差傳時，自己只是抱

著一顆「好奇」的心去踏上火車出發。 

 

  第一次到訪的地點是廣寧，當地說不上很先進，但走在

大街上，不難發現網吧處處；在你身旁擦身而過的年輕人的

一身裝束，彷彿讓你覺得自己置身在旺角街頭上。初次參與

差傳活動，即被安排到兒童主日中幫手。那時自己在教會

中，也只是一個「新生命」，從來未參與過任何服侍，但面

對眼前小朋友一雙雙期待的目光，也只好硬著頭皮去嘗試，

與姊姊一同去「做好呢份( 神安排的)工」。其次， 神讓

孩子明白︰當人的需要擺在你面前時，請不要先衡量自己有

多少力量去回應，仍是要仰賴賜人力量的主──我們的源

頭，在此認識祂就是創始成終的主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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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

迦利亞書 4:6)。 

 

  一次去差傳時， 神差了我們到沙口鎮。記得那天晚

上，主持人著我們分組為有需要的兄姊們祈禱服侍。對於當

時的自己而言，被人祈禱服侍就試得多，但為別人服侍倒是

頭一次！藉著 神榮耀的彰顯，孩子為到一位姊妹作決志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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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沒有預備到任何禱文，然而當 神同在時，由聖靈帶領

的禱文卻是源源不絕絕的。自那次之後，因著禱告， 神開

了孩子屬靈的眼光，看到一些從前看不到的事情︰就是禱告

的能力。人們的需要及屬靈的爭戰﹗ 

 

  又一次，走訪翁源時， 神感動我們一眾姊妹站在樓台

上同心為到當地社區作爭戰的禱告。那是首次， 神讓孩子

深深的感受到，何謂同心合意的禱告！眼見當地教會會眾的

聚會情況，真的不禁叫人搖頭嘆息。幸而， 神差派了樂昌

段長老到來，作提醒及教導的工作！感謝 神體貼人的需

要。 

 

  2006年年尾走訪樂昌教會。 神使用孩子作翻譯，沒

想過連孩子那很「普通」的普通話也能成為服侍神的工具:p,

過程中雖然笑料百出，但很感受到 神的帶領是何等奇妙，

原來當地兄姊聽白話的能力很高！到孩子講見證分享時，可

以轉回用熟悉的廣東話。 神為我們預備的遠比人心所能

達到的廣寬高深，記得是次差傳，傳道人在分享時間引領我

們去思想，思想 神透過是次差傳想對我們說的話語……。 

 

  是的！主愛與我們對話。 

 

  但我們可懂得安靜下來，去聽聽主對我們的說話呢！? 

在忙碌的生活中，學習安靜下來，去聽 神的聲音。我深信，

突破就在今天。甚願兄姊們能一同去領受 神國度中的豐

盛，並起來回應 神對我們人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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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天父的信 

 

 

 

親愛的天父﹕ 

  謝謝祢多年來風雨不改的照料我，帶領我經過不少的人

生幽谷！還記得當初決志信主時是靜悄悄的，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沒有勇氣在眾多人面前承認袮，怕自己不配！對於生

於一個沒有父愛家庭的我，真是很難想像天父的愛是怎麼樣

的，但另一方面卻又非常渴慕…… 

 

  雖然許多的人與事不斷地變遷，但祢對我卻不離不棄，

袮改變了我害羞、膽怯及來自單親家庭的自卑性格，也許很

多人以為我是一個很獨立、自主及在各方面都很強的人，其

實不然！一切都在 神的操練中成長而已﹗這點，相信天父

袮是知道的，也因這原故，我願意走上前線服侍！ 

 

  那麼﹖為何選擇在差傳中服侍袮呢？因為這是袮給我

的負擔！我沒有忘記袮帶領我在一間由宣教士創辦的教會

信主──就是新界神召會。李希望教士的見證，對於一個初

信主的信徒來說，真是感動萬分，對她真是有些英雄崇拜！

試想想一個年青貌美的美國女子，放下了家鄉的一切，把自

己一生完全地奉獻給中國人，如果這些不是主袮給中國人的

恩典，還有誰呢？ 

 

  我對差傳的心也是由此種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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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當時的信主年日尚淺，對傳福音的熱忱時冷時熱，

好像還有很多時間似的，就在這時，天父袮的提醒再次臨

到！我雖然不是時常見到父親，對他的印象也不太好，但心

裡也希望他可以因著天父袮而改變，可是卻常常因自己膽怯

而不敢向他傳福音，直到他年老多病，常在醫院出出入入時

才察覺到時間的緊迫！就在一次父親擅離醫院，靜悄悄地回

家的時刻，袮的靈催迫我向他傳福音，那時我便立刻買了些

食物去到他的家中，途中我還不斷反覆練習袮的福音信息

呢！ 

 

  父親住在一間很小而且沒有電力供應的木建房子，很簡

陋，他的生活也很潦倒。當我到達時，發覺門沒有關好，我

便推開進入，但見父親躺臥在血跡中，已經失去了知覺，當

時我第一句問袮的說話便是「袮為什麼帶走他？為何不讓我

先向他傳福音後才讓他離開？」但袮沒有回應我。當想到主

耶穌能夠叫拉撒路復活時，我便按手在父親冰冷的身體上禱

告，希望袮能原諒我，聽我祈求，叫父親復活，使我有一次

和他傳福音的機會，但袮並沒有答應我。我就在那漆黑的房

間中呆站了十多分鐘，直至警察來到。那段日子，我沒法子

睡得好，又要應付會考，所以成績不太理想﹗我也常常自怨

自艾，埋怨天父袮……﹗但袮卻在這次經歷中提醒我，機會

過了便沒有，要把握每分每秒的宣教機會。 

 

  過了不久，袮給我一個去加拿大讀書的機會，這是袮在

我生日那天聽我祈禱賜給我的禮物，為此我要向袮說聲多

謝。袮安排了我去北美洲第一間華人宣道會聚會，原來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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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是由一位加拿大人莊寶石宣教士創立的，現今北美洲已

有五十多間華人宣道會了，她使我聯想起李希望教士！而袮

卻使我想起宣教的工作是多麼重要。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晚上九時許，在『十萬萬靈魂』

宣教大會中，袮感動我委身為袮去承担差傳宣教工作，這時

我來加拿大讀書還不足一年呢！當我完成學業後，我便立即

回港尋找工作，並沒有打算移民加拿大，像許多的留學生一

樣。因祢使我對土生土長的地方有一份很深的感情，要為這

地方做點事。 

 

  回港後不久便參與差傳委員會工作，不經不覺已經踏入

十二個年頭了﹗當中雖然有心灰意冷的時刻，但一想起祢的

恩召，便叫我便無法拒絕，亦沒有拒絕的理由…… 

 

  雖然最終我沒有成為一位宣教士，但我對袮的感動和呼

召未敢忘懷。現在，我的工作崗位(學校)就是我的工場，願

祢繼續使用我，亦盼望袮能藉著我的分享，去火熱弟兄姊妹

對大使命的承擔！是的，機會過了便不再有了。 

 

  願祢的國度早日降臨！ 

 

祢的女兒 

美群敬上 

2007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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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感想 

  「來看看這世界需要，來細看，聴你我呼叫。」 

  感謝主，讓我在今年 7月第一次參加由 CCMN主辦的短宣，目的地

是緬甸。起初我對緬甸這地方一無所知，只認識昂山素姬。因為我開頭

是選擇去柬埔寨的，但因為已經滿額，所以安排去了緬甸。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由於這團隊是國際隊工，22人中有 8

個是日本人及 1 個菲律賓人，祂就是讓我在這團隊中學習和經歷了不同

的東西。 

1. 神的恩典 

  到達緬甸的第二天便因水土不服，肚瀉了十多次，在出發往事奉的

工場前亦掙扎：去？還是留在酒店休息？但 神的恩典夠我用，祂教導

我服侍祂不是靠身體乃是靠祂的靈，於是我照常出發。經歷了一天的服

侍及隊員的同心禱告，神在當晚便醫治了我的肚瀉，Hallelujah。 

2. 神的教導 

  我們的領隊是一位廿多歲的女子，但隊中有的 8 個日本男人很順服

(要日本男人去服從一個小女子真的不易啊！)當領隊作一些決定時，我

看到日本人們有時會面露一疑惑的表情。但他們的做法是先服從，直到

事後才和領隊反映剛才的意見，這種順服對於整隊隊工的合一是非常重

要的。我亦反省到自己到底有多順服呢？ 

3. 神張開我的眼目 

  日本只有 1％基督徒，除天主教的 0.8％，就只有 0.2％。當中熱心

的基督徒更是少數，所以這班日本人願意起來為神事奉，相信面對著很

多困難。當中有一位朋友叫 Aki，他每逢星期五的下班時間，就會揹着

結他，踏單車到地鉄站裡，唱著詩歌，宣揚 神的愛，他說有人很怕他，

以為他是「傻佬」，有警察趕他；但亦有人會停下來聽他的歌及想了解

誰是耶穌！他告訴我為主名的緣故，被當作「傻佬」也不要緊！他給了

我一個很大的激勵！在一個只有 0.2%的基督徒的地方，有人願意為主作

這樣的事。我們身在香港的基督徒有 4%，但是我們卻常常躲在教會四面

牆中，怕這樣、怕那樣，介意別人的意見、眼光，真是慚愧啊！ 

  最後，因為緬甸政府的政策限制，我們不能公開傳福音，只能到神

學院及孤兒院服侍，雖然我們並沒有帶一位朋友信主，但相信 神在緬

甸的神學生及孤兒院，並我們的心裡已開始祂的工作，讚美主。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約 15：16) 

何嘉業（屯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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