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浸信會差傳中心 二零一五年

地亦都睇唔到原來一直有好多人真係用

都企喺最前線，但當最後方都已經俾我

緊地上嘅生命去換取屬靈嘅生命；從來

佔據左嘅時候，你又睇唔睇自己應該企

福音係要帶黎真正嘅和平，但我地好多

喺邊度？

就只會喺和平嘅地方、和平嘅時候講福
音。

為左令大家以後再唔可以用「睇唔倒」
作為理由去做逃兵，資訊組就喺度將成

但係喺香港嘅大後方——大埔嘅埔浸，

個世界放喺大家眼前。之後你會睇倒有

其實就一直藉住遠方嘅弟兄姊妹，連接

老中青嘅弟兄姊妹點樣喺你都會去嘅旅

住充滿危機、戰線嘅最前方。嗰度雖然

行、工幹、短宣裡面，喺台灣、日本、

危險，但充滿左機會。甚至喺最危險嘅

泰國、印度、埃塞俄比亞，睇倒神對佢

伊拉克敘利亞，戰爭開始後竟然開始有

對各自嘅呼召。如果你「睇倒」嘅話，

穆斯林接受耶穌基督嘅恩典。但這絕對

你就可以喺芸芸資訊中，搵到神淨係俾

最前線，只不過戰事喺前線嘅另一端爆

唔係廉價嘅恩典：恩典臨到穆斯林嘅同

你，有佢戰略價值嘅「情報」。留意住

發。但屬靈爭戰一直持續，除左自己嘅

時，有好多基督徒為著見證恩典而獻上

每一個神俾你嘅情報，你就可以同喺

生命之外，其餘嘅佢地一直都犧牲緊。

了生命。我地埔浸亦都有弟兄姊妹已經

前、中、後方嘅弟兄姊妹並肩打呢場美

付出左差唔多20年嘅生命，喺穆斯林人

好嘅仗。

利亞
如果神而家要你去伊拉克、或者敍
教宅
宣教，你會……？ 文：宣
……其實神係咪真係會咁講？而且真係會
有人回應？
有！喺全香港最可以安穩「宅」喺屋企
嘅大埔（我覺得），喺全大埔最和諧嘅

但係即使到左危機已經變得非常明顯嘅

民中間流盡左汗水，為要令耶穌基督嘅

埔浸裏面，好早好早已經有好幾位弟兄

今日，埔浸反而有更多嘅弟兄姊妹回應

恩典及至最難觸及嘅穆斯林人民、成就

姊妹回應左呼召，企喺呢場「戰爭」嘅

神同樣嘅呼召，從戰線嘅後方趕赴前

真正嘅和平。

最前線。

線。唔通佢地真係唔怕危險？

有咩資訊？
如果我地有非洲短宣，你會唔會去？6月

我地埔浸有差傳，甚至同香港其他嘅教

開始嘅為「穆斯林禁食禱告」，你會唔

雖然佢地並唔係去左伊拉克敍利亞。但

其實如果我地可以用肉眼睇到我地一直

會比一啲都唔遜色，就係因為早喺咩伊

會一齊祈禱？如果你仲係青春少艾嘅大

係佢地的的確確去左當日戰線嘅最前

所講嘅「屬靈」爭戰既話，真實嘅「戰

斯蘭國都未有之前，我地埔浸已經有弟

專生，會唔會參加大專生短宣？如果屋

線。喺嗰個伊敍仲未發生戰爭嘅好耐之

況」其實一直就好似今日伊拉克敍利亞

兄姊妹傻傻地咁應承左神，去到戰線嘅

企裏面有印尼姐姐，你會唔會關心下佢

前，佢地去嘅地方要比伊敍要落後好

咁危險——從來屬靈爭戰就係如此嘅殘

最前方；差傳反而就觸及倒最後方、最

信啲乜？為左拎到西非「和平」以上嘅

多：冇自來水、冇電、冇路、冇乜得聯

酷。我地唔會叫「聖戰」，卻係一直聖

和諧、最平民嘅大埔浸信會、觸及倒埔

資訊，你會唔會收代禱信做代禱戰士？

絡、冇其他基督徒；得穆斯林多，而且

化我地嘅屬靈爭戰：屬靈即係睇唔見，

浸每一個弟兄姊妹、甚至捉倒足不出香

你仲有冇咩恩典係可以觸及到穆斯林人

係一班溝通唔到（因為佢地講土話）、

所以眼不見為乾淨。因為唔會流血，所

港、離唔開大埔嘅宣教宅男我。

民嘅？

並且係最傳統嘅穆斯林。真係一個連生

以我地睇唔到一直已經有好多人失喪左

存都好成問題嘅地方。今日嗰度仍然係

屬靈嘅生命；如果唔係因為流血，我

喺呢場爭戰裏面，我地雖然唔會每一個

呢度邊一樣會係屬於你嘅情報？

趣聞

伊斯蘭國外，

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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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國家「廁所10戒」 禁用廁紙？

穆斯林的

如廁後用廁紙清潔是正常
不過，不過，在伊斯蘭世
界，去廁所原來有禁令不
可用廁紙。英國《每日郵
報》報道，伊斯蘭教的法
律對於上廁所有10大嚴格
規條：

文: SAM
雖說這是有關伊斯蘭信徒、也即穆斯林的通識，
但如果你想知道的是近年掘起的伊斯蘭國，筆者
誠意推薦你參與13/6在埔浸舉行的講座（詳情見
文章末）。在此暫不談論伊斯蘭國，除了因為伊
斯蘭國極端得會扭曲人對一般穆斯林的正確認識
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筆者覺得傳媒已經報導得太
多它的消息了，我不想在這裡也要為它做宣傳。

衣
《可蘭經》對教徒的衣著有規
範，講求莊重。女教徒要用頭巾
包裹頭部，不可穿暴露的衣服、
透視裝等；男教徒的衣著亦有基
本規則，必須遮蓋從肚臍到膝蓋
的部位，而半透明的布料和緊身
衣褲也不許，以簡約為主。

食
穆斯林不可吃自死物、血、
豬、酒等。虔誠的穆斯林為了
要嚴格遵守食物律例，都會到
有「Halal」（意即「清真」）
字樣的店舖購買食物或進餐。
而我們到伊斯蘭國家旅遊，也
要留意不要帶這些違禁品入
境。

住
你是否在酒店房間的天花板
或其他地方見過這個標誌？
其實這個箭嘴標示著穆斯林
每天5次拜禱的方向——伊
斯蘭聖城麥加。

1. 只用左手抹屁股，然後用
水洗手。
2. 可以用石頭，但最好用三
塊來擦屁股。
3. 如廁時要保持安靜。
4. 如廁期間，不能看書和閱
讀報章。
5. 要先用左腳跨進廁所，用
右腳離開廁所。
6. 一般男性小解時本可站着
解決，但戒條則要求無論
男女都要坐下如廁。
7. 如廁前後都要進行簡短的
祈禱儀式。
8. 如廁時不能朝向聖城麥加
的方向。
9. 進入廁所時，身上不可
有真神阿拉的名字或可蘭
經。
10. 不能看到自己和他人的

生殖器官。
該教令又列明，信徒雖然
以上的規定明顯過時，因 禁止飲用含酒精飲品，仍
為該法律通過時廁紙尚未 可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
發明。伊斯蘭國家之一的
土耳其，最近作出修訂規 編按：雖然初看起來不禁
條，美國《紐約郵報》昨 莞爾，但其實想深一層裏
日報道，土耳其宗教事務 面有些條例其實有著衞生
部頒布新的指令，容許伊 上及文明表現上的考慮，
斯蘭信徒如廁時，若沒有 用現代的眼光看不需要用
適合的清潔方法，可用廁 廁紙其實還十分環保。但
看完之後記緊要知道你要
紙：
與穆斯林握手的話應該要
「伊斯蘭信徒如廁時，若 伸出哪一隻手。
果找不到清潔用水，可以
使用其它清潔物料。雖然 來源：http://topick.hket.
有 些 人 覺 得 紙 是 書 寫 用 com/article/581938/伊斯蘭
品，不適合用來清潔，然 國家「廁所10戒」%20禁用
而 ， 用 廁 紙 是 沒 有 問 題 廁紙？日期：09/04/2015
的。」

內容：

行

以撒團專題講座——
日期：13/6（六）

穆宣的挑戰與反省

穆斯林的生活以健康、簡約
為主，必須遵守《可蘭經》
的教導。因此他們不可以賭
博，看電影亦盡量會避免血
腥、暴力。

時間：7：30－9：30pm

2 今日信徒應如何守望

地點：正堂二樓禮堂

在逼迫中的肢體

講員：胡樂文博士（香港前線差會總幹事、

3 今日福音契機在哪裡

「伊斯蘭國對今日基督徒的挑戰」1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董事）

今日伊斯蘭國所帶來

泰雅族司機的

主日學
文: 阿健

烏來水天一色，此處為天然
泉眼的位置

^不少牆的璧畫也充滿原住民特色

食
台灣近來成了港人的移民勝
地，更是短線悠閒旅遊路線，
行山、浸溫泉更是不少人的指
定節目。沒時間到清境、花蓮
這些熱門的郊遊熱點，在台北
近郊的烏來也是不錯之選。其
屬於北部高山地區，是原住民
泰雅族的聚居之處，從捷運新
店站轉巴士，途經龜山，約半
小時就到達這個山間遊樂園。
古時泰雅族人無意間發現了烏
來天然資源豐富，又有天然溫
泉，於是就領族人遷往烏來。
而地名就源於泰雅族語中的
「Ulay」，意思是水很燙要小
心。從當地的博物館得知泰雅
族從前雖有獵頭的習慣，但現
在已變成一支溫馴和善的高山
原住民族群，不少更成了基督

民

在烏來博物館展出從前原住
紋面習族的照片

徒，單是烏來山區已有幾家基
督教會及天主堂。在市集的商
販中，大部份也是原住民開
設，不時可聽到店舖播著原住
民唱的詩歌音樂，不難感受到
天父對這裡的祝福。到烏來浸
溫泉，順道遊山及品嚐山間野
味兩天一夜已收洗滴心靈之
效，溏心的冰溫泉蛋、即烤山
豬髀、烤原隻脆皮山豬、邊跳
舞的串燒老闆等，便宜又惹
味，教人樂不思蜀。
臨行為了快點回到市區，請民
宿老闆幫我們叫計程車離開，
司機原來是位原住民基督徒，
起初跟我們傳福音，後來知道
我們是基督徒，就改為跟我們
分享烏來教會的事，還用手機
播放他們原住民詩班的音樂。

除了市集大街
的熱鬧，其他
空間
都是被山水包
圍，在露天茶
室喝
杯咖啡也倍感
悠閒。

除了幾間大基督教教會外，近年
烏來也有開設了不少新的教會

天父巧妙的讓主日的一小時車
程，成為我們夫婦二人一課特
別的主日學。

後記

是記掛香
其實是次短遊，心裡還
能放鬆。
港的工作，心情一直未
車程中，
就在離開烏來到台北的
你們要常
司機竟突然跟我說：「
們禱告，
常禱告呀！天父喜歡我
會漸漸遠
只埋首工作，習慣了就
忐忑，天
離神。」感恩每次心裡
父也給孩子很好的提醒。

我將我的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的，不像
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
不要憂
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
27
愁，也不要膽怯。」約14：

原隻烤烏來山豬

，真正皮脆肉嫩

遊
記

他們可以彼此勉勵活出屬神的生命和培

信徒也會相信以圖像、聖人和馬利亞為

養有助於幸福婚姻的價值觀。

輔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儘管他們的
信念跟我們的不一樣，但他們對信仰

走進
埃塞俄比亞

當地的政府官員告訴我們：他認為

的委身和信仰怎樣影響著他們的生活

與教會的合作，在制止根深蒂固的

方式都令我反思，自己的信仰在我香

傳統陋習上舉足輕重，因為教會在

港的生活中又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

社區中有好的見證，並且在社區裡扮
演著重要角色。教會反對FGM和其他

這兩星期旅程其中一個最難忘的體驗就

社會不義的立場都推動著作為基督

是品嘗當地食物了。與埃國人一起吃埃

徒的我們去擔當我們可以在社會裡

國食品絕對是更深入認識這個國家及其

擔當的角色——作世上的鹽和光。
我們很幸運，在這次旅程正好可以參與

文: Serena

他們的「洗禮節」（Epiphany）慶祝活

聖喬治教堂的俯瞰圖

動。埃國超過40％人是東正教會信徒，

對於許多身處香港的人，「埃塞俄

這次工作其中一個主要任務是探訪我們

而洗禮節是他們其中一個最大的節慶，

比亞」一字等同於「飢荒」。如

在當地的各基督教合作夥伴，並實地視

紀念耶穌在約旦河的受浸。當日，我們

此嚴重的感覺其實來自於在1980年

察各項目的進展。我們合作的夥伴一直

到了位處埃國北部山區的一個城市拉利

代發生、造成一百萬人死亡的大飢

於社區裡貧苦的人和備受壓迫的人中間

貝拉（Lalibela）。這個城市最有名的是

荒。經過了20多年時間，今天的埃

工作——一個在埃國鄉村地區提倡停止

她那11座被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

塞俄比亞（埃國）已經有很顯著的

「女性割禮1」／FGM（Female Genital Muti-

界文化遺產、於主後12世紀從原塊岩石

發展。但因其依賴自身的出產，糧

lation ），另一個服務首都亞的斯亞貝巴

中雕鑿而出的岩石教堂。此11座岩石教

食問題仍然威脅著大多數埃國人。

（Addis Ababa）住在貧民區的家庭。

堂中最有名的是十字型結構的聖喬治教

埃塞俄比亞位處非洲大陸東部

堂（Biete Ghiorgis）。
當我告訴朋友自己將要前往埃國工作的

在反FGM的進展視察上，我們會見了當

時候，朋友們都滿臉擔憂。除了因為貧

地的眾教會領袖、村長和在其中一個教

在洗禮節的慶典中，當地人都穿上了

窮的第一印象外，他們最主要的憂慮

會的反FGM小組，並且為到當地教會主

純白的傳統服飾，邊唱著歌、邊跳著

是怕我會帶著伊波拉回來。為此他們

動地關注社會裡的問題而感到非常鼓

舞地巡遊大街小巷。最打動我的是東

「親切」的說當我回來後要忍著不要

舞：牧師宣講著聖經對割禮、婚姻和家

正教信徒的虔誠：他們很多人至少一

見面。其實不需要擔心！事實上埃國

庭生活的看法，並正在為青年人提供一

天一次到教會祈禱，在進入教會前親

位處於有「非洲之角」之稱的非洲大

個最重要的、他們可以聚會的地方，讓

吻教堂的石級和門廊。透過參與他們

陸東部，遠離有伊波拉的西非地區。

1 切割全部或部份陰蒂和陰唇，藉傷口自然縫合增
生的組織，覆蓋大部份的陰道口，杜絕女性於婚
前進行性行為的可能，以保貞節

的節日慶典和與他們巡遊到其中一個
朝聖地，讓我更能明白為甚麼東正教

聖喬治教堂的側面

文化的最佳方法。埃國人的主要食糧

在埃國的兩個星期她那極大的援助

是一個像班戟一樣、名叫 “Injera”的

需要變得更為立體。雖然她的窮困

麵團。我們第一次享用的時候，因為

不時會令我有點無能為力的感覺，

覺得應該會像印度的naan、roti等薄餅

但這亦提醒了我，若沒有上帝，我

之類的，所以我取了一大塊。但我不

們甚至已經無可指望。這一次旅程

久便置身於驚訝之中。沒想到injera原

給了我寶貴的機會，去見證祂藉著

來是酸的！它是由當地名叫teff的穀類

那在當地行公義、好憐憫、存謙

發酵而成。當地人在其上配以炖肉和
菜，同時菜和肉汁伴隨其味道會被吸

由後籐健二
到日本基督教
文: Jon
日本人質後藤健二被極

對這位日本人產生興趣，

端武裝分子伊斯蘭國處

也對他的國家，他的信仰

卑的心與祂同行的我們的同路人，

裝潢都是新簇簇的，但原

決，事件轟動全世界。筆

發出了提問，這就是傳

來日本的基督徒所佔的人

藉著他們雙手作了的一切善工。

者身邊的朋友罕有地關心

道人常說的「見證」吧。

口比例很少。根據2010年

收進黏糊的injera裡。吃的時候另外撕

國際新聞，友人除了關

下小片小片的injera用來盛起剛才的配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更多有關施達

心後藤健二為甚麼會由

被朋友問到日本的福音

Service）統計，2009年全

基金會在埃塞俄比亞或其他地區

日本走到伊斯蘭國，也

情況，我也動動腦思考

日本有7879間教會，會友

關心日本的福音情況。

了片刻，倒像真的我們

人數是548,643，以2009年

教會或身邊的人也很少

日本人口1.27億來計算，

上網看看資料，原來後藤

到日本宣教。宣教給人

基督徒比率只有0.43％。

健二不是為了成為國民英

一種抹不掉的感覺，就

筆者曾到一間差會，聽宣

雄，才走到中東。從事自

是跑到落後地區「幫人」

教士稱日本為「世界上最

由記者的後藤健二，在去

，落後一詞很難令人聯想

富有的未得之地」，因為

年10月在敘利亞結識了同

到日本吧？筆者去年曾到

在當地的福音工作很困

為日本人湯川遙菜，並

日本沖繩旅遊，被其中一

難，宣教士的解釋是，傳

成為好朋友。在敘利亞

個建築物吸引，不禁提起

福音給日本人，大多數人

自由軍與伊斯蘭國的一

相機拍攝下來。它並不

都會點頭同意，但不代表

場戰爭中，日本人湯川

是甚麼名勝，而是一座

他們真的接受，只是他們

遙菜被伊斯蘭國活捉，

教會。地方小小的首里

太重視「和諧」，不希望

後藤健二得知後立即離開

市，有不少教會，而且

破壞彼此間的關係而已。

菜。所以，這個 “injera”兼具食物、
食具和食盤三位於一體！

的事工，請到www.cedarfund.org

洗禮節隊列中的小孩

洗禮節的人群隊列

當地人趕往參與慶典

埃國的主食—injera

日本家鄉回到敘利亞，
希望找回湯川遙菜。可
惜，最後兩人都被殘殺。
如果這對是男女戀人的
話，將會是一個怎樣「浪
漫」的童話故事橋段。
也許是本身身為基督徒的
後藤健二所作的，令大家

農村裡的教堂

基督徒在教堂外祈禱

日本CIS（Church Information

旅
之
享
分

度
印

的
我

我
們
所探
訪的是
由印度同
工Adam和
Eliah開設，位
於印度東部安
德拉邦的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晨
曦兒童之家)，收容
孤兒和貧窮家庭的小朋
友。Dayspring另外附設了
學校，除了兒童之家的孩子
外，亦供其他學生就讀。Dayspring亦有資助和照顧一些寡婦的
生活。

ing

:L

文

我們經過了幾小時的飛機，再加幾小時
的火車和麵包車順利到達了Dayspring。感
恩路上順利，沒有塞車。我們到達後便受到
印度同工的服侍：同工都為我們洗腳。我已
經是第八次到印度了，但每次受到同工那份委
身的服侍都自感不配。其實每次到印度都有這種
不配得的感覺，心裡面有矛盾，但這些矛盾感覺隨
著之後的相處和溝通，慢慢的消退了。

這次我們能夠有較多機會和小朋友相處、溝通。我們預備
了攤位遊戲和小朋友一起玩。見到他們投入的玩，自己亦非
常開心。同時間也為見到他們成長了而感恩。以前短宣探訪過
的有些小朋友原來已返回家中和家人一起生活、有些去了另外一
個地方讀書、也有一些已經結婚，我希望他們以後能夠享受生命。

很快很快短宣隊便要離開回家去了。但我在短宣之前已經計劃好要留在
印度多一點時間，所以一個人繼續享受和印度「家人」相處的時刻。
短宣隊離開後的第一個晚上，晚會開始前大約一小時，同工突然通知我讓我
稍後分享神的話。那刻我很驚恐，幾分鐘後，才回過神想到祈禱，求問祂想我
分享甚麼！很快就有經文閃過腦海，於是便戰戰兢兢的分享，感恩過程順利。之
後的每個晚上我都要分享神的話，但感恩因著自己在教會裡沒有停止上主日學，以
致我在預備分享神的話時，能夠順暢。弟兄姊妹也告訴我他們得到了提醒。我希望他
們能夠努力繼續研讀神的話。
有三個晚上分享完神的話之後，我有機會去到另一個地方，參加當地大型的培靈會。雖然我
不明白他們的語言，但是他們的詩歌令我感動落淚，並在那個時刻感受到與神同在的甜蜜。

在天我有機會探訪一些行動
不便的寡婦。見到她們的住
處非常簡陋，家中空無一
物，只有一張爛床，和簡單
的煮食用具。這讓我深深體
會到自己活在香港到底有多
幸福，甚麼都不缺，感恩！

地的同工分享。我個別的跟
同工們傾談，理解到他們都
有不同的需要。我回應說，
現在先祈禱，當再來時，能
夠做的立刻做，其他的繼續
祈禱等候。我亦趁此機會認
識了同工的4個兒女。

這次停留的另一個目的，是
我打算在退休之後，能夠來
Dayspring幫忙，所以希望與當

總結今次一個月的印度之
旅，除了以上所分享的，我
亦留意到自己仍未能適應印

度人無計劃、無時間觀念的
文化，但我會努力適應！我
亦發現自己穿印度的傳統服
裝時，樣子似印度人，哈哈
哈！
希望下次可以和你一起去印
度，試穿這傳統印度服裝和
關心印度人的需要。下次
見！

茁苖故事

pim與我

文: 波波
2010年我第一次到泰北短宣，認識
了PIM。那時她初來美讚學生中心報
到。她剛升讀中一，是個開朗活潑的
小孩，喜歡對著鏡頭傻笑，那副純真
的臉孔很吸引我注意。之後有機會探
訪她的家，得知她家境窮困，她的母
親和後父都以耕種為生，她的哥哥姐
姐 也 放 棄 讀 書 外 出 謀生了。若她沒
有 機 會 讀 書 的 話 ， 就會被送入和尚
寺。PIM在家中排行最小，本應是最
受寵愛的，但她卻十分懂事，勤奮用
功 學 習 ， 學 業 成 績 不錯。經過幾天
相 處 ， 我 們 生 了 感 情。我離開時，
大 家 都 很 不 捨 。 當 車子駛出學生中
心，我看著她，心裡下了決定：我一
定 要 再 回 來 探 望 她 ，並為她禱告。

PIM今年已經17歲了，是個中五學
生，在學生中心生活得不錯，讀書
亦很努力。她已由當年的小妹妹變
成現在的大姐姐，協助管教其他弟
妹，成為他們的好榜樣。她偶而也有
價值觀動搖和被物慾衝擊而絆倒的
時候，但感謝主，賜她剛強壯膽，
令她靠著天父的力量一一跨過。我
們相識了四年多，看見她健康的成
長，實在很安慰。現在資訊發達，學
生中心的小孩已懂得使用互聯網通
訊，有些甚至擁有手提電話。PIM不
時告訴我她的近況，雖然我不在她身
旁，但彼此距離也不覺得那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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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心手足的挑戰
「放手」是一門學問。上帝給我在美讚教
會的負擔是協助建立新一代的年青人成為
真實的基督跟隨者。不過，我亦沒有忘記
傳福音的任務。因著參與華傳建立「泰國

卡汶

“Transformed Life
Transforms Lives”
回望過去兩個月，深深感受上帝藉著新
的挑戰來轉化我的生命。是的，唯有被
轉化的生命（Transformed

Life）才能轉化

其他不同的生命（Transforms Lives）……

以手會心的事奉
踏進 2015 年，在工場上多了新的學習機
會。因工場主任回國述職，我和另一位
宣教士需要一起肩負差會在工場的行政
和管理工作。要帶領不同年齡和文化背
景的同工真的不容易。不過，感謝主，
昔日團體服事的經驗對我來說是極有幫

2012年，我參加了大專生計劃，在
泰 北 生 活 了 一 個 多 月，我們有很多
時 間 在 一 起 ， 讓 我 有機會多一點了
解 她 的 性 情 ， 而 且 她正值青春期，
很 需 要 有 陪 伴 她 成 長的人。我們一
起讀聖經，雖然我們言語不通，
但在上帝裡沒有難成的事，我們
倆都十分享受這段共處的時光。

願神祝福她，讓她的生命能為主發光
發熱！

助的！
			
現在用作策劃、聯絡和會議的時間相比
昔日多了。但天父藉此教導我，這些時
間是寶貴的。因為正當我們帶領同工們
時，我們正一起走向神給我們的呼召，
並成就神託付我們的工作。曾聽說：「
要帶領同工手所作的工，就必須帶領他
們的心… 一切從心開始。」真的盼望能
經歷合一團隊(TEAM)的果效：

“Together Each Achieves More”

中心」的機會，我正計劃進入另一條以泰
國人為主的村落開展福音工作。但是這轉
變過程中真的需要有美好的溝通。早前因
著聽到不同的「聲音」，我曾感到有點壓
力。二月初終於有機會與美讚教會的領袖
們坐下交流。感謝主，在交流會中，有真
誠和美好的分享！
			
今年的初一很特別，大清早步行前往將要
建「泰國中心」的那塊土地。同工們一起
齊集，以唱詩敬拜和祈禱展開在這塊地
上一連串的工作：除草、Survey、土壤測
試、填土和建造…。

感謝主，為我們預

備了愛主的專家來協助處理建築的事宜。
而我亦開始與同工們一起構思和策劃中心
的內涵——語言課程、社區建設的活動
等。在「泰國中心」未建好前，盼望能在
目前的辦公室開班試辦吧！
		

建立生命的職事			
感謝主，雖然角色增多了，但建立生命的
機會沒有減少。美讚教會的青少年小組仍
然每月舉行一次。一月底的主日晚上更增
開了青年查經小組，目前共有三位青年人
參與。他們都是負責照顧青少年和兒童的
青年領袖。
不可不提的是逢週三下午在一所中學舉行
的課外活動——英語學會 (EnglishClub)。雖
然與學生們只是每週相聚一次，但經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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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個月，不單看見學生們的進步，也感受
到與他們的關係拉近了。有一次，在課
外活動後與四、五位學生坐下閒談，不
知不覺就談及他們對自己性別傾向的事
情。有一位比較男性化的女學生表示，
因為父母在家中對兒子和女兒的要求不
一致，以致她希望能成為男孩子；另外
三位女性化的男學生更分享到他們所喜
歡的男孩子是誰。主啊，我可以如何把
他們完完全全地帶到主的面前？！

編按：如欲了解
背後玄機，
快D黎差傳中心辦事處(教育樓3樓)，
申領宣教士代禱信，成為卡汶恆常代
禱者的一員啦！

禱告守望

1

記念我在事奉中能繼續經歷屬靈
生命的成長，並讓我的生命可以
影響其他生命。

2

記念建「泰國中心」的計劃。願
天父預備建造所需要的人力、財
力和物力。當進入另一條泰人村
開展福音工作時，願天父賜智慧
和機會。

3

記念在港的母親，願她在生活中
經歷天父同在而帶來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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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本會助理幹事王慈慧聯絡:
電話: (852) 2656 1561
傳真: (852) 2656 1766
電子郵件: missions@taipobc.org.hk
地址: 香港新界大埔墟懷義街14-18號大埔浸信會教育樓三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