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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芷茵 Ester  

泰北 6 天行程平淡又豐富，能與

42 位少年人入住環境優美的營

舍，享受 3 天跟孩子一起參加活

動太幸福。看見一張張天真可愛

笑容，明白主耶穌叫門徒不要阻

擋小孩子到主面前，又叫我們回

轉像小孩。 泰北孩子沒有豐富的

物質，生活僕素，但每天享受天

父的創造。山巒美境，怎不能讚

歎「人算什麼，你境顧念他！」 

泰國是一個異教拜偶像的國家，

求主的名彰顯在泰國，保守信主

的孩子們有堅定的信心，不被世

界的價值觀影響。 今次團隊各人

互相考力，雖然途中我和其中三

位團友都因水土不服而有賜胃不

適，感恩有碧如細心照顧和弟兄

姊妹代禱，我們很快康復過來，

感謝神的恩典。 特別為宣教士卡

汶感恩，看見她喜樂的服事，求

主悅納她手作的工，叫耶穌的名

被高虞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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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截然不同的體驗  

伍恩圖 

 
Q: 今 次 短 宣 有 咩 得 着 ？    

A:今次自己一個人去短宣，去到

先發現現實係殘酷嘅。咩都要自

己做，唔會有人幫手打點我啲細

節。不過因為咁，先令我有一番

完全唔同嘅體會。我喺隊入面做

總務，負責打點短宣要用嘅物資

(不過我唯一做過嘅嘢就係寫咗一

個物資 list XD)。短宣嘅第二日已

經要搞 camp，所以第一日已經要

去超市買嘢。由於我性格自閉，

買嘢嘅時候我都表現得比較被動。

 講返個 camp，學生們分咗 6 組，

而每個隊員都要負責做一組嘅導

師。自閉嘅我，加上一個第一次

去嘅隊員，作為導師嘅我哋對住

組學生一時都唔知點同啲組員打

好關係。所以第一日我就為呢件

事而唔開心。第一個活動完咗之

後，我同其他隊員一齊吹水，談

笑間先發現我應該打開自己嘅心

門，當自己同學們同等，先可以

解決我我嘅問題。於是我就同佢

哋一齊玩、一齊顛、一齊笑、一

齊喊(想喊嘅時候忍住唔喊)，不知

不覺間就同佢哋打成一片。我喺

短宣期間靈修，都喺聖經入面發

現我哋要存一顆服侍嘅心，唔好

睇宣敎嘅對象低人一等；都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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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知道自己係為神作工。所

以我喺 camp 入面變得放鬆，將所

有不快都同主一齊分擔。 第二日

嘅活動大部分由未帶過活動嘅隊

員負責，所以過程有啲唔順利。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發現隊員們

都唔太放心，冇乜點分工，最後

由自己斷斷續續咁講應該做啲咩，

造成混亂、dead air。所以，為咗

另一位同組嘅隊員，我喺分享嘅

時候盡量唔出聲，俾佢帶領組員

分享。唔只係導師帶話動要咁、

其實為主作工都係一樣，人先會

有成長。 講咗咁耐，都未講我負

責啲咩活動。我帶嘅活動係疑似

麻鷹捉雞仔嘅遊戲。呢個遊戲承

接嗰日主日學嘅故事：但以理俾

人揼落獅子坑嘅故事。遊戲好簡

單，做獅子嘅就要喺地下嘅圈出

面捉圈入面嘅但以理。帶活動期

間，我睇到學生玩嘅時候，佢哋

好投入。對於我呢個從來都唔帶

活動嘅人來講，呢樣係一件非常

之好嘅事。除咗因為佢地享受嗰

個活動之外，亦都因為佢哋可以

親身去學習呢個故事帶出嘅道理

(我都係):有困難嘅時候要呼求神。 

 

Q: 有 咩 要 感 恩 嘅 地 方 ？    

A:實不相瞞，今次短宣有好多人

唔舒服，佢地都係咁痾、係咁嘔。

我相信呢個係神俾我哋團隊嘅考

驗，所以，好感恩我可以完全冇

唔舒服，平安咁完成呢個短宣。

不過呢個唔係重點，重點係好感

謝主可以透過呢次短宣，令我更

加清楚睇見神親自喺我哋身上作

工。如果神冇俾我知道要降低身

分，我諗我都唔會寫得出咁多；

如果神冇俾我做導師，我都唔會

放心相信 自己其他隊員；如果神

冇俾我去短宣，我諗我仲會喺生

活上迷失自己(我去之前都唔知點

解要去 XD)。另外，我都要感謝神

親近我。我之前祈禱咗好耐，希

望神可以親近我，但係一直都冇

回覆。不過短宣其間，至返返嚟，

我靈修嘅時候都冇去之前咁迷失，

且覺得我可以靈修係神嘅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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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瑜 

 
原是天父的恩典讓我可以重回這

片熟悉的土地，

重遇生命，服侍

上帝！  

起初早已決定要

好好投入香港的

生活，短期內都

不會回泰國。但

是當泰北短宣開

始報名時，幾位

弟兄姊妹向我發

出邀請。想到也許未來幾年都未

能回去，叫我珍惜這次難得的機

會。感謝上帝的供應和看顧，印

證了心裡的感動，使我可以最終

決定報名。感謝

上帝所賜的能力

和恩典，使我在

忙碌的學業中仍

能 投 入 短 宣 預

備，並能參與隔

週的訓練。神再

次教導我要先祂

的國和祂的義，

我的需要祂是知

道的。  

  在預備的過程中，心裡曾有

過不少聲音。我竟糊塗塗地加入

了負責營會的小組，缺乏經驗的

我完全體會自己的「Handicap 缺

陷」，學習承認自己的軟弱之餘，

神更提醒我不是仰賴什麼專家權

威和經驗，而是

要學習單單倚靠

祂的靈。我擔心

過、疑惑過、苦

惱過、無奈過、

急躁過…但這些

都幫助我發現自

己的盲點，從中

學習認清自己的

角色。感謝神安

排天使，給予我不少支持和鼓勵。

我體會到事奉的路仍是一個不斷

成長的過程。  

  這次短宣中盡見神的保守和

同在。泰國海關

規矩比以往嚴謹，

行李卻順利通過

檢測。隊員間彼

此接納，互相補

位。活動中有孩

子從高處墮下，

卻沒有什麼大礙。

隊員中有水土不

服，得著神的醫

治和看顧。神的愛打破了語言之

間的隔膜，隊員和孩子玩得相當

融合。營會晚會中，少年人所揀

選的敬拜詩歌奇妙地配合當晚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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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活動的主題信息。一切感謝全

獻給上帝。  

  對我而言，重回這片熟悉的

土地，感覺像是回家似的。食物、

環境和語言文化都並不陌生。給

予我感動的仍是那一張張的臉孔。

他們每一個都是天父所造獨特的

兒女。感謝天父讓我重遇兩位離

開了的高中山。記得有個初中男

生，以前在課堂上最愛搗蛋惹事，

這次卻看到他生命有點兒不一樣。

沒想到除夕夜當天他竟特意跟我

分享他燒好的半串豬肉丸。為著

他生命的改變，並他爸爸終於從

外國打工回來，我的心真的很觸

動。  

  令我扎心的仍是那一張張臉

孔。記得在兒童崇拜中，有一個

女孩呆呆地離開了遊戲坐在一旁，

她本是聰明的可人兒。當我問她

覺得怎麼了，她竟流下淚來。後

來從傳道人得知原來她當老師父

親負債嚴重，父母終日吵鬧。這

許許多多的兒女，父豈不看見，

求祢賜下憐憫，醫治每個家庭！  

  在營會夜行的活動中，我負

責帶著青少年一個一個地走完他

們活動旅程的最後一段路。聖靈

告訴我要溫柔地給予他們方向指

示，告訴他們不要怕，有我在他

們旁邊，並且在旁默默保護他們。

若偶而見信心軟弱的就給予肯定

和鼓勵。有些調皮的孩子異常聽

從指令，有些孩子仍舊驚怕，雙

手嘗試抓著什麼。我體會神就是

這樣與祂的兒女同行！我也很想

陪他們多走一段路！深盼望他們

能夠親自聽到上帝的慈聲，知道

天父對他們的愛，並且能無懼地

聽從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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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在這一次的泰北短宣中，明白到

不同地方的人，不同民族的都有

自己的習俗，生活習慣，我開始

明白到神呼叫我去是次的短宣目

的是讓我更加了解不同地方的人

的生活，相處模式，每個人都很

獨特，每個人都是神所創造出來，

每個人的性格

特徵都不同。

因此大家才會

互相學習，互

相幫助、尊重

別人。 神 差

遣我到泰北清

邁這個地方，

讓我體驗出當

地的居民，青

年人，原來與

我所生活的生

活方式差異很大，他們平日的飲

食，娛樂，教育等都各有相異。

如：他們的教育程度遠遠低於我

們，有不少青少年到了青春期仍

然在讀小五小六程度上，但他們

的堅毅不屈的，堅持不放棄的精

神在我所生活的地方已經很罕見。

在 campsite 裡面，我看見他們很

珍惜是次的活動，在過程當中，

亦很投入活動，例如在玩奪寶奇

兵，遊戲玩法是每隊派一位隊員

出來猜拳，猜輸了就要回去排隊，

而贏了那位就可以繼續往前跑，

過程山，他們很享受活動，每次

猜輸的隊員他們都不會去埋怨，

也不會去發脾氣，反而得到組員

的鼓勵，就算猜輸了，他們都會

有一點沮喪，但在他們眼中能看

見在放棄的精神。與香港的年青

人難以去比較，我們應向他們學

習。  

此外，我們搞營會的目的是要他

們"勇敢走出去"，因為他們的家庭

背景都很複雜，有的沒自信，有

的有自閉症，有的缺乏安全感，

甚至有些家庭破碎。因此。我們

相通過活動讓他們知道，只要你

勇敢的走出來，必定能闖過去。

信靠主的，走 神的道路，必能得

到神的旨意和安全，且能得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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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最後一天晚上的夜行當中，

我看見他們的勇敢，雖然他們在

等的過程中感到孤單，寂寞，但

他們也知道等主的回應是要耐性，

也知道主必定會陪伴他們左右。

很感恩主讓我認識到這班可愛的

小朋友，從陌生到熟悉，從無話

題聊到有話題，從一個冷淡的表

情到一個純真的微笑，令人感動，

感恩。  

在這幾天當中他們都對我們很信

任，雖然認識他們只有 6天，但他

們純真無邪的笑容，真讓人感到

溫暖。在這次跨文化短宣當中，

我明白主的旨意，讓我了解一個

越多的物質就會有越多的煩惱壓

力，而他們在一個沒有物質的誘

惑下，顯然出無比的開心。  

此外，在啊贊的分享見證

下，我也明白很多事情，了

解到當地的青少年，了解到

啊贊的難處是多麼的無奈，

多麼的無助。他因為受當地

政府的限制下，學生中心的

規則愈來愈多，收生的限制

也很多。另外，啊贊也很無

助因他想讓自己的兒女繼承

他的咖啡豆生意，無奈的他

的兒女卻有自己的想法，因

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有自己看

法自己意見。所以啊贊對此事感

到無奈。  

在當地的教會中的工場，面對著

斷層的困難，因很多的青少年都

出外工作，而村裡只留下一些年

老的婦女和一大班的小朋友，而

這些小朋友都是沒人去照顧和教

育，令啊贊有所擔憂。雖然不用

擔心小朋友的飲食，但卻擔心的

生活，沒人去教育他們，沒人去

照顧他們，所以啊贊擔心他們長

大以後會做錯道路，離主越來越

遠。  

在這次短宣，雖然有不適，但身

邊的人都很關心自己，感受到人

與人之間的愛，亦係主所賜的恩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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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祈求。願意 

勞子鋒 

 

「…神的國，我們可用什麼比較

呢？可用什麼比喻表明呢？好像

一粒芥菜種，種在地裡的時候，

雖比地上的百種都小，但種上以

後，就長起來，比各樣的菜都

大，又長出大枝來，甚至天上的

飛鳥可以宿在它的蔭下。」馬可

福音 4:30-32 

 

小小芥菜種，長大後比各樣菜蔬

更大。微小的服侍，所發出的果

效也是大的。 

成長：面對恐懼 

天色轉暗，我吩咐泰北的青少年

排成六隊，蒙上眼，搭著肩，安

靜，等待。我用手勢指示第一隊

的老師，他就靜靜帶著他的隊伍

走上預先定下的路線。在路上，

他們不准發聲，只能相信帶領他

們的老師，走過樓級，走過斜

坡，走過草叢、走過竹橋。他們

要感受在黑暗中行走，經歷在人

生迷茫中作跟隨者。 

到了一個關口，老師們逐一帶領

隊員到一條以繩引出來的路線，

由宣教士卡汶囑咐他們獨自走這

條漆黑一片的路。繩繞過多棵樹

幹，有高有矮，遊繩者需小心翼

翼地沿著繩索蹲下，跨過，走到

終點。過程中，我看見有膽大而

舉步前行的，有謹慎而小心翼翼

的，有害怕而不敢提足的，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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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而瑟縮停濟的。要讓他們成

長，學習自己面對困難，我與一

眾老師都制止自己，不上前幫

忙。我只能以禱告向神祈求，求

他們依靠主，憑信跨過前面的障

礙。當我見證其中有人因恐懼而

停下，冷靜了一會再嘗試，並且

克服，我心裡吶喊：阿們！主

啊，袮是應當稱頌的，袮顧念他

們，聽他們心裡的呼求，帶他們

走過這恐懼。經過這次夜行，我

知道他們都有所成長，並認真看

待他們心中的害怕。我又感恩，

能進入他們的生命，看見神在他

們身上的工作。 

禱告：屬靈爭戰 

從卡汶口中知曉，當地的屬靈爭

戰嚴峻，青少年所面對的試探誘

惑巨大。情愛關係的陷阱、物質

世俗的引誘、家庭問題的傷害、

朋輩優劣的比較，都有機會令他

們跌倒。我心中難過，憂慮，感

慨。我為他們焦急，我祈求神不

叫他們遇 

見試探，救他們脫離兇惡。我知

道他們必會遭遇這些事，我只想

神帶他們走過這一切，讓他們承

受他們所能承受的。我很想有人

能與他們同行，保護他們的天真

爛漫和對主單純的信靠。 

 

異象：願意順服 

願意我們這次短宣隊所作的，成

為種在他們心中的芥菜種。願神

親自叫這種茁壯成長，並且結

實，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的。若主叫我去，我願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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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遇見 熟悉不熟悉?                     

陳繼樂 

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我能參

與這次泰北短宣。為了遷就假期

旺季，短短六天的行程，我們為

泰北美贊教會舉辦了三天的少年

營會，參與教會倒數晚會、主日

崇拜，更有機會探訪美良河，行

程豐富，再往泰北，感覺熟悉，

感覺也有點不熟悉…… 

再遇泰北的孩子，感覺熟悉，

孩子都大很多了。看見昔日的

「豆丁」已變成「少年人」，有

些小孩昔日因言語不通而跟他們

啞口無言，今天已變

成翻譯好幫手，也有

很多孩子都不時拿著

手機，甚至拿起「自

拍神棍」自拍，似乎

都變了不少，但感覺

仍是熟悉，那片廣闊

的草地，不少親切的

笑臉，想起過往活在

這裡的時光，每次來

到，心裡都會問：你

們好嗎？你們的成長好嗎？今次

營會的主題是「勇敢·做回自

己」，有機會讓他們認識自己的

性格，每位在神眼中都是獨一無

二，每位都有不同的性情，跟我

們一樣，正直少年的孩子都很容

易受社會風氣影響，在這世代究

竟他們如何在上帝中建立自己？

真的不容易，儘管只是幾天的共

處時間，但願能了解多一點，在

分組時看到他們投入的參與，組

長都盡責的帶著組員……記得其

中一位組長在參與夜行活動時，

矇著眼獨個兒拿著繩子，停了許

久也未能前行，不知道他心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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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攔阻著，平日見他是位擅長

彈結他的大哥哥，心裡為著他禱

告，願他能突破心中的恐懼，願

他生命與神同行。這裡的孩子或

許漸漸知道世界有什麼物質上的

滿足，幾年的到訪，不陌生地似

乎仍然看見他們牧養的缺乏，孩

子心，願你們都可在主裡站立得

穩，作主門徒。 

第一次作領隊，一行十四人

平安的歸來已很感恩了。八次到

訪過這地，適逢取得假期，眼見

教會已兩年多沒舉辦短宣，報名

的時候也不意外自己有機會成為

領隊。沒想到今次能十四人成行，

大部分也是第一次往泰北、第一

次認識，感恩看見大家都盡心的

獻上，在整個籌備過程、短宣訓

練、短宣期間都投入的參與，欣

賞隊員們的發揮、突破和互相效

力，與當地人打成一片，相信各

人也滿滿的經歷天父，期待著大

家的分享。首次作領隊當然也有

壓力，對於我所認識的自己，早

也已覺得沒有作帶領的恩賜，所

以整個短宣我最不熟悉、最不自

在可能是領隊這角色，而營會也

要當營長，面

對一些抉擇、

照顧隊員、處

理行政時腦海

也會一片空白，

也有時因要處

理事情會自覺

感到抽離，好

像單單行程第

一任務我們原

來 需 要 團 體

check-in 而 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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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了櫃台，使過程有點混亂，感

恩我們整個行程都平安、順利。

另一吊詭是過去在泰北很多時候

都容易融入當地文化而一切都沒

有時間表、沒有什麼計劃，而這

次因要帶短宣隊，往往要常常報

告有什麼行程、什麼計劃，聯絡

當地我們的時間表，這些「跨文

化」、「不熟悉」的經歷相信就

是天父給我們的學習，感恩這次

有很棒的隊友，我們互補不足，

順利完成這次短宣。 

 

有一天有機會上山探訪清萊

美良河旁邊的阿客村。知悉那兒

有近十年因缺乏牧者，而佈道所

的聚會點雖然建好了，但也被荒

廢了很多年沒人聚會，也有機會

認識了一位阿客族的傳道阿贊

Aphiwat ，他早前也花了近十年的

時間與宣教士翻譯了阿客文字的

新約聖經，時間太短，沒機會瞭

解更多美良河的真實情況，但短

短的探訪希望也能給一點影響力，

想起「祢民是我民」這詩歌，

「望見山不見牧者，只得迷羊，

神家歷久荒廢牧場，等待復興，

誰說父神不關心過問，只等牧羊

人…」聽到阿贊 Pipop分享在泰北

作傳道的工作必須另找兼職來維

持生計，如阿贊 Pipop的咖啡生意、

阿贊 Aphiwat駕兩排車接待遊客，

營營役役的東奔西跑，在教會仍

然不為餘力的處理大小事務，當

然是不容易吧，多年缺乏傳道，

缺乏人管理學生中心，會想究竟

是什麼令這兒仍然能撐到今天？

究竟這裡的人生命重視的是什麼

呢？我們都很渺小，願我們也堅

持的繼續為這地禱告，為著美贊

教會新一年的執事同工禱告，求

主充滿這地，願這地能成為榮耀

主的教會，成為建立主門徒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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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令我最享受、最感動的

是倒數的晚上。我們完成營會後

都回到美贊教會，到晚上我們到

教會前的大草地敬拜，有隊員分

享見證，村裡的弟兄姊妹都在跳

舞，一個一個的火堆，孩子們都

燒著肉丸串分享，最後傳道邀請

我們禱告，為著 2016 年感恩和曾

經得罪神的地方祈禱，大家都專

心的、深深的向神祈求，就這樣

在禱告中邁進了 2017 年。在敬拜

裡聽到一首感動的歌，內容大概

告訴我們:明天怎麼我們不知道，

或許有很多問題，或許有快樂、

有不快樂，但讓我們仍然交託給

上帝帶領，願我們都走在上帝的

道路上。聽著詩歌，彷彿天父在

告訴我不要為明天憂慮，正直想

著前路，也想著泰北這地，只有

交託，求上帝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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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而順服的旅程》 

珈穎 

數個月前，看到潘霍華書中的一

句，不太明白：「只有當你順服，

你的信心才是真實的，兩者缺一

不可，信心只能體現在順服的行

動裡。」（“For faith is only real 

when there is obedience, never 

without it, and faith only becomes 

faith in the act of obedience.”）

雖然當時心裡十萬個不明白，感

謝天父讓我於是次短宣中終明白

多一點。 

 

     是次為第三次參

與泰北短宣，因著身

份及環境的改變，相

比先前兩次，是次出

發前有很多憂慮：事

奉上、找新工、家

庭.......一籃子不必要

及心裡過份憂慮的事

情。這些憂慮止於一

個鼓勵及一個禱告。

在出發的前不晚，我跟媽媽分享

內心的掙扎，甚至有少許情緒，

換來一個使我措手不及的回覆。

她說：「你什麼也不要想，只要

記得你是為了傳福音而去。」得

到對信仰持不確定態度的媽媽的

回答，心裡實在備受激勵。出發

的當天我特意早點到機場安頓，

得到一個獨自安靜禱告的機會。

在禱告中，我向天父分享了心裡

所有憂慮的，甚至分享了內心的

恐懼。很奇妙，禱告後內心變得

很輕省，甚至有點興奮。過後我

反思，我只是參與一個六天的短

宣，尚且有這麼多擔心及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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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準備往工場前的心情是如

何？想必他們是聽到了天父的呼

召，並相信祂是唯一的主、永在

的神，才能踏出這順服的一步

吧？ 

 

    青少年營會為是次短宣隊重點

負責的項見。在營會中，不難看

見當地的青少年投入於敬拜中。

每次敬拜，他們總是落力的唱詩

歌、拍手，甚至以舞蹈讚美神。

第二天的晚上，短宣隊為他們安

排了夜行的活動，他們需蒙眼先

經歷整組走過營地不同地方，之

後必需經歷獨自一人，摸著繩子，

走到終點。在開始獨自一人的旅

程前，卡汶會逐一對他們說：

「由現正開始，這是個只有天父

與你的旅程。」同一樣的路線，

同一番的說話，每個人卻有其不

同的回應。有些人毫不猶豫地順

著繩走，很快便完成了；有些人

是一步一步的探索，深怕下一步

會撞到或是跌入什麼陷阱（整條

路線非常安全，短宣隊員一直在

看守著）；有些人在遇上某些分

叉路或障礙便停下來，不再前進，

即使短宣隊員以各重方式提示他，

他卻仍舊留在原地；有些人在未

走以先便害怕到哭了，不能自拔

地哭。這或多或少反應了他們的

信仰狀況，對神充滿信心，以致

一無畏懼；對神半信半疑，在跌

跌碰碰中卻仍向前；遇上了困難

或衝擊，縱使神給予方向及鼓勵，

卻不願前行；被環境狀況蒙蔽了

心眼，看不見也意識不到神同在。

這些當然是他們的狀況，但也確

確實實地是我們會遇到或已經遇

到的境況。當挑戰來到時，當只

剩下神與我們時，我們又相信神

嗎？我們又會因著相信祂而順服

於祂的帶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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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會的第二天清晨，營會負責

人為我們加插了一個活動，上山

看日出。那天我們 6:15 便集合，

上山對於平常不運動的我簡直是

個大挑戰。我們與泰北青少年一

同走上山，由於山路比較斜，走

著走著，我留後至隊伍的最尾.......

那刻其實很想放棄，一是因為自

覺已無法再走，二是覺得當我登

山時其實太陽已出來了，二三是

望著前面愈來愈斜及難行的山

路 .......感謝天父安排了卡汶及三

位泰北青少年陪伴我，卡汶鼓勵

我慢慢來，不要著急，而當我休

息得差不多時，一位泰北的青少

年向我伸出手，並邀請我繼續一

起上身。那一刻對我來說，充滿

愛及提醒，那青少年的行動對我

是當頭棒喝，提醒我短宣隊來到

並非給予什麼，而是與他們一起

生活，分享耶穌的愛！於是我繼

續上山，最後到達目的地。（題

外話：在繼續上山的過程中，我

忽爾想起了昔日摩西登山見神，

那過程是多麼需要信與順服！）

在山頂上，我們一起禱告，在禱

告外太陽便徐徐升起！那是我見

過最美的日出！升起的陽光所散

發的光極其美麗，惟一想到可形

容那光的詞語只有「榮耀」。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 穹蒼傳揚

他的手段。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

語； 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無言

無語， 也無聲音可聽。 它的量帶

通遍天下， 它的言語傳到地極。 」

（ ）上 4-19:1 詩篇  

 

     是次短宣亦讓我體會到，傳福

音就是要與對象同住、同生活、

同分享，正如耶穌來到人當中與

我們同在。「這一切的事成就是

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說：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人要稱他的

名為 以馬內利 。 （ 以馬內利 翻

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 在這一切之） 23-1:22 馬太福音

先，是要相信這位神是真實的、

可信的，以致我們順服、回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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旻希 

這次是我第一次短宣，是一個全

新的經驗。過程中有著許多的學

習，也得著許多恩典。對我而

言，文化沖擊確實是這次短宣最

深刻的一個體驗，也是一個最大

的學習，也讓我淺嘗到宣教的困

難。泰北工場的服事對象以青少

年人為主，他們與香港的青少年

人對相同的事物有著不同的心

態。經過 3 天營會的相處，我發

現他們很多都很熱情，對我們這

些外面來的人充滿好奇，同時非

常自律。短短 6 日的行程實在只

能非常有限地了解他們，服侍這

群在神眼中無比寶貴的人。第一

次到國外工場，我實在無比的感

受到愛如何將兩地的人在短短 6

日連結一起並互相影響。我們能

做的非常有限，卻願主在其中作

工，讓我們能成為他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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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泰北短宣行 

Micheal 

感謝主的恩典，讓我有機會參加

這次短宣的活動。這次我們要幫

助帶領一個營會；主題是“勇敢

做自己”。 

營地是一個由當地傳道人所創辦。

他希望將營地打做成韓國祈禱山

般讓它成為當地人禱告退修的地

方。營地所處的山勢雖然不高，

但也有機會見到雲海和日出，小

橋流水，亭台樓廓，餐廳中還掛

有幾束任食香蕉，真是一個寧靜

又安舒的地方。 

營會的活動，主要由短宣隊的隊

員負責，雖然我們不是很專業，

但依靠著神的恩典，隊

員們群策群力，營會也

順利進行。一件感恩的

事，一位小朋友在活動

中，跌落十呎下的土地，

我們當時都有點怕，是

否有會受傷。 但這位小

朋友竟然絲毫無損，幾

分鐘後，已經與其他小

朋友一起跑跑跳跳的玩

耍，使我們放下心頭大

石，感謝主。 

營會其中一個夜行活動， 孩子要

在夜間蒙著眼獨自行一段我們預

定的路程，當然，我們是在旁觀

察，防避他們受傷。有些孩子，

十分害怕，甚至哭了出來；當行

至一些較難行的地方，他們很緊

張，不知如何處理，其實，我們

更緊張，心怕他們會受傷，又或

受不住恐懼而中途放棄；很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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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幫助他們。後來，碧瑜姊妺叫

我放心，他們是一群習慣跑山的

野孩子，與香港的孩子不一樣，

不會受傷的，但我仍是十分緊張

的在旁觀察。活動後，我在想：

上主要我們跑過來在他們旁邊，

幫助他們成長，或許，在蒙眼的

情況下，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存在，

但我們是在旁保護著他們。同樣， 

上主也安排了不少天使在我的旁

邊， 在保護著我，他們比我更緊

張的看守著我。 

短宣是一個體驗過程，我們的團

隊來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齡

層；與泰國人溝通，面對語言上

的困難，與泰國的文化風俗不認

識，食物習慣不同；有隊友因身

體不舒服，要到醫院求醫…等等， 

這些都是宣教士們會面對的問題， 

我們真的體驗到。 

在此， 有幾件代禱的事： 

 為泰北美贊教會管理委員會禱

告，在奉獻及事工上，求主使

他們有委身的心志，及有智慧

帶領教會。  

 為當地的阿贊（禱告），他們

多是帶職事奉。因此，週一至

週六有其他工作， 週日要帶領

教會。因此，面對許多引誘及

挑戰。求主保守他們的心志及

能力。 

 為學生中心的學生們，他們多

是有家庭問題，缺乏了家庭照

顧，對自己缺乏信心，加上近

年社會經濟發展對他們的衝擊，

對青少年來說，是個很大的挑

戰。 

 為宣教士代禱，他們面對社會

上政治及經濟的改變，工場不

停的變化；因此，工場，差會，

教會，家庭…對他們都有不同

的要求，求主賜他們智慧。 

 記念短宣隊每一位隊友的成長，

好使這次短宣活動，不單是蜻

蜓點水式的認識一點工場，而

是長期的負上責任，在不同的

地方，負起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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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短宣分享 

林志明 
 

 

感謝上帝和教會的安排，今次可

和各弟兄姊妹一起去清邁作六天

的跨文化宣教體驗（28/12/2016 - 

2/1/2017）。 

 

首次，在推行營會過程中，充分

體驗同心合一的力量。因為每一

環節都需要大家不同的配合才能

成功！還有做宣教的工作，亦需

要一個強健的體魄，因為天氣和

食物，都是來得特如奇來，不可

預測的體驗！身體的軟弱，便會

使自己有心無力！ 

 

而當地的孩子每人都有不同的特

質，有些很能幹和聰明，語言能

力又很強；有些活潑又可愛，有

位男孩，李建平，對音樂很有能

力但卻很怕醜和做事沒有信心! 這

些都可從營會活動中看到，例如

在夜行裏被蒙上眼睛超過兩個多

小時去摸索前行的表現，就可畧

知一二他們的自信心和忍耐力！

但無論如何，他們唱的詩歌卻是

非常好聽！而且對做話劇也很有

興趣！在每一個活動後我們都盡

力幫他們了解當中的意義，有些

成功但也有失敗！因言語溝通方

面都是一個障礙，也從而體會到

宣教士剛到步的境況！孩子很好

動，但卻很聽話和有禮貌！上山

看日出的時候，都反轉幫助很多

姊妹！從營會回到美贊後，有部

分年長的孩子，已去幫手曬和包

裝咖啡豆！從美贊教會傳道人 Pi-

Pop 得知，他們

教會的地板，是

十五歲以下孩童

勞動建成的，真

另人讚賞！ 

 

還有很開心和村

民一同過新年，

在禱告聲中去舊

迎新！參加他們

的營火燒烤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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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吃了他們為新年而屠宰的生

豬，都很美味！ 

 

當然還有很多感恩的事，例如在

小小的山崗上，都可看到日出和

雲海！在上清萊山區上美良河阿

客村浸信會佈道所時，山路崎嶇

而天黑下著雨，各人卻有溫飽而

平安！從幾天的相處，使和其中

一些弟兄有更加深了解而可互相

鼓勵！ 

 

最後，透過靈修和分享會，使我

更清楚知道卡汶宣教士在泰北的

事工和其中遇到的困難，希望

2017 她有新的體驗和神的啟示的

安排。還有，從美贊傳道人 Pi-

Pop 得知他們的教會也有很多要我

們代禱的地方： 

 

 教會工作有斷層，因只有婦

女和小孩在村中；當中阿贊

的工作非常繁重，而現任主

席又去了幫十二村代表管理

的工作，所以求神可以加添

從事主工的人手 

 孩子的德行缺乏照顧 

 老師跟孩子之間的關係 

 沒有成功地舉行領袖營和夏

令營 

 清萊美良河阿客村傳教工作

的事工 

 阿贊的女兒能在新年後回來

幫學生中心幫忙管理， 

 阿贊平時工作順利；建築(4 - 

11月），買賣咖啡豆的生意

（12 - 3 月） 

 中心舉行的活動，希望整條

村的孩子都可每個都参加 

 

感謝神能使我看到宣教工作的意

義！人要先尋求祂的國和旨意，

將福音傳遍萬民，直到地極！所

以我立志希望在 2017年在支持宣

教事工上，去看如何在雲端運算

技術上，推行傳福音的工作！阿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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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恩  

 

三年了，三年沒有進入泰國這片

土地。今年能夠去泰北短宣，實

在是恩典。在密密麻麻的工作

中，意外地請到假，可以報到

名，又意外地工作早了完成，整

個短宣旅程沒有太記掛香港的工

作，可以專心短宣。三年後，再

次進入這片土地，變了很多，多

了很多建築物，多了很多商業活

動。由以往的種米，變做種咖啡

豆，由以往的竹屋，變做石屎

屋，由以往的無線電話，變做智

能手機。唯一不變的，是這裏仍

然十分需要神的愛。  

以往的短宣，都是走來走去，或

者預備很多的課程，沒有機會去

靜靜去了解這裏的學生的內心及

他們的家庭，但這次三日的營

會，有機會去讓他們細心分享自

己的家庭，聽到他們內心的需

要，都了解他們成長的家庭。有

父母因為經濟，在子女最需要他

們的時候，都雙雙外出工作，只

可以間唔中用視像見面。也有父

母離異的個案，要面對家庭內無

法阻止的改變。以往只會覺得泰

北的學生很頑

皮，但細心留意

感到子女的行

為，反應了他們

內心的需要，某

程度上反應了父

母的教導，他們

的行為動作，看

得出他們很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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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認同，特別是由父母的關

心。最深刻的是有一位男營友，

玩生命線時，在第一障礙就過不

了，而這個障礙不是最難的一

個，很多低班的營友都輕易通

過，但這位高大的營友過不了，

也沒有意識去嘗試，又要扮到自

己不在意的動作。到底他們的內

心是怎樣？在怕甚麼不愿去找那

生命線，還是希望在試試導師的

反應？最終有三名營友不能完成

整個旅程，都讓我看見他們的需

要。很多很多的家庭問題，都在

他們心中留下了印記。表面上，

他們與我們沒有甚麼不同，但細

心看，能看到他們有很多裏面的

需要。短宣隊可以做的，只可以

提他們，耶穌愛他們，依靠耶

穌，他們可以填補他們心靈上的

需要。   

第一次探訪美讚時，有一位＂邪

惡的肥仔＂經常攻擊男短宣隊

員，七年後，他長大了，雖然仍

保留邪惡的外表，但看見他十分

照顧年幼的學生，讓我看見他外

剛內柔一面。人是看外表，神是

看內心，整個短宣旅程，不斷的

提自己，這裏不是香港，不要用

香港人的標準去量度這裏的發

展，更不要用香港人的想法去猜

測神的計劃。事實上，我們很難

了解這裏的人的爭扎。不斷的問

自己，我們所教導的，是否最

好。為甚麼他們會做這決定？ 當

傳道人的子女是大學畢業，可以

在外面找到很多錢，然後奉獻給

教會及學生中心，很有成功及滿

足感。但留守學生中心時，就反

而要受別人的資助，成為很大很

大的落差。很多爭扎，我們香港

人很難去評價，唯有求神讓他們

看見自己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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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y 

  能參加這次的泰北短宣是充滿神

的恩典在當中，從一開始爸媽不

讓參加，到參加後擔心撞了考試

的日期，但感恩的是，有神的工

作在當中，令我能順利參加這個

令我有深刻體驗的短宣之旅。 

   

  抱著些許緊張的心態去到泰北，

從一開始的不適應沖冷水澡，認

床，身體上的不舒服等等，再到

去到營地的時候，看到一群可愛

的當地小朋友慢慢投入到他們當

中去認識他們，接觸他們的過程

中，是充滿著神的帶領，深深地

感受到因為只有祂的愛，才能讓

彼此之間就是有語言上溝通的問

題的時候，依然能好好地相處溝

通，能感受彼此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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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的營會當中，會發現一些

小朋友其實很容易就滿足，只是

一個簡單的遊戲，他們都會很快

樂很投入在當中去玩耍，釋放他

們的熱情和熱血去感染我們這一

群長期生存在香港的導師們，他

們比起香港人更容易快樂和知

足。而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個遊戲

便是第二天晚上的夜行活動，一

開始的時候，我們本來預算的時

間是四十五分鐘至一小時左右，

但整個活動時間延遲了一倍有

多，用了兩個多小時才完成，這

一群泰北的小朋友及青年人並沒

有半點的不耐煩及吵雜，蒙著眼

睛被帶來帶去，偶爾也有幾個不

乖的小朋友，但大部分的都會謹

記規則不發出聲音，不脫下眼

罩，這令我很感動，一邊帶著他

們走來走去的時候，他們雖然會

害怕，有些都會害怕得掉眼淚，

但他們都願意去克服及在當中有

反思，到最後活動結束分享的時

候，也願意真誠的分享自己的內

心及感受，那時候我也發現有些

青年人其實也有自己的問題，十

分地需要主的帶領和同在，和他

們在營會相處的幾天內，實在很

喜愛他們身上的那股熱情和滿有

理想的憧憬，以及那為人設想的

善良體貼。 

 

還有倒數的那晚，也感受很特

別，第一次在異地過除夕，感受

當地的文化，雖然他們敬拜的語

言及傳道人所說的句子，沒有一

句是聽得明白的泰語，但依然能

感受到當中的那份愛及感動，是

一個很特別的經歷，而當地的小

朋友也會把燒好的肉丸遞給我

吃，讓我感受到那份跨文化的溫

暖，這是一次很美好的經歷，也

是一次難忘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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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康 

 

其實本身我是沒有想過會去泰北

短宣，甚至完全不知道有這次的

短宣，而在參與這次短宣前我可

說是幾乎對短宣不聞不問。 感恩

的是在老媽和也去過泰北短宣的

哥哥的慫恿下最終參與了這次的

短宣。 然而當我參與了這次的短

宣，我發現我真的得着多了，和

神的經歷也多了。 

首先，我感恩能接觸到當地的小

朋友，他們的活潑，單純和體貼

令我十分感動。我還記得和他們

相處的第一天已跟他們在車上打

成一偏，不說還以為是他們失散

多年 的老朋友。他們的活潑和精

力就連平時精力充沛的我也不得

不佩服(容我厚着面皮說)，不過

更難得的是他們非常體貼，因為

當我食物中毒不舒服時他們不僅

沒有繼續要求我和他們玩，有些

更走過來問我有沒有事，真的非

常感恩。 正所謂「痾嘔見真情，

食物中毒現人性」，當我在當地

吃東西疑似食物中毒當晚(雖然我

還猶豫緊其實我是否只是因為吃

多左)，還記得我的身體非常不舒

服，身體忽冷忽熱，然後當我躺

在床上時眾弟兄馬上展現細心的

一面，怕我不夠暖(因為只得一張

被)，毛巾、報紙，硬卡紙圍繞着

我的被，不僅暖透我的身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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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透我的心，他們把神的形象活

了出來，而更經典的是當我後來

想嘔時，因趕不切去馬桶嘔而嘔

在地下時，他們竟然願意幫我清

理現場，令我感到十分感動和感

恩。而令外當我和令外兩位同樣

水土不服的姊妹進醫院時，感恩

感恩有碧瑜幫忙，如果沒有她的

幫助我不敢想像會有甚麼後果。            

而且在這此的短宣我也從卡汶身

上學到不到少，她對宣教的那顆

心令我佩服，而且還記得和她與

其他弟兄姊妹討論了不少關於神

學的問題，令我獲益良多。  

這次的短宣令我經歷多了，對宣

教工作的認識多了，更重要的是

和神的關係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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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e 

泰北對我來說是一個既熟悉又陌

生的地方；在母會先後 4 年的暑

假都參與了泰北短宣，雖然工場

不同，但對今次仍然充滿期待。 

重回泰北服侍，首次以牧者身分

帶領，希望能更多觀察，更多了

解當地教會、牧者及宣教士的需

要。上帝這次在三個特別的場景

中反思作牧者的位分；第一，與

香港籌辦青少年營會很不同，在

短宣隊帶領的少年營會中我擔當

了觀察的角色，當中讓我能有機

會對當地的少年人逐一觀察，從

而在帶領香港的短宣隊中能提供

不少的客觀意見，也能為少年人

的生命去禱告，讓我再一次反思

作為牧者不是主導羊的生命，也

不是一個人能徹底的改變或控制

另一個人，反之是如何指引羊到

上帝的面前，甚或如何放手讓上

帝介入。 

第二，在崇拜的講道中，我在香

港預備了一份講章，事前也咨詢

了對工場較熟悉的弟兄姊妹意

見。但當去到當地和牧者傾談

後，上帝在靈修中對我說話，讓

我更清晰看到當地弟兄姊妹的需

要，更在宣講的過程中不斷較正

我的講道重心，而致能更適切地

把衪的話語傳遞到當地的弟兄姊

妹中。 

最後，原定安排全隊一同前往清

萊探訪我曾經去過短宣的地方，

但因有一些隊友身體狀況不太理

想而留在村中，我便選擇留下陪

同。在留下中，讓我明白到上帝

這次要我帶領這個短宣不止要認

識衪在當地的工作，也重新肯定

我的牧養理念，生命比事工和地

方更重要。 

上帝呼召我們作門徒，是以生命

交流，不是以事工交流，但願我

們都能看見生命的需要，渴求成

為建立建立生命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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