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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隊員  

              

 
 

隊牧/領隊:黃仲麒牧師(主恩)       副領隊:曾桂瓊姊妹(埔浸) 
 

文書:卓穎霆姊妹(埔浸)                財務:蘇倩凝姊妹Winda(主恩) 
 

攝影/攝錄:林小丹姊妹(埔浸)         見證集:朱鳳文姊妹(埔浸) 
 

醫療:余小蘭姊妹(埔浸)                   營刊:何明禮弟兄(埔浸) 
 

總務:文炳光弟兄(主恩)、曹玉玲姊妹(埔浸) 
 

音樂:伍家頌姊妹(埔浸)、孫顯恩姊妹(埔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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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愛 麒 妙之旅 
麒哥 

望組 HOPE 

 
 

 

 

 
 

 
信組 FAITH 

 

　　　　 
 
 
  
 

 
 
 愛組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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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短宣之行                                                                 作者:黃仲麒牧師 
 

    今次是我第二次柬埔寨短宣，第一次是四年前。同樣都是作領隊，但今次反覺得十

分輕鬆，因今次的短宣隊，處處都顯示出高度的團隊精神。 
 
高度的團隊精神  
 
　　到埗的第一天晚上，有姊妹的行
李自動鎖打不開，晚上分享時，有弟
兄主動逐下轉動來解鎖，不消幾分鐘
，鎖解開了，感謝主。當晚，我們簡
介明天的事奉，並各人如何配搭。隨
即各人不分你我幫手剪裁明天的手工
材料。 
 
　　第二天早上，有姊妹的丈夫身體
不適未能前來，姊妹心情擔憂，弟兄

姊妹即時環繞按手禱告。當到達兒童之的家，初次與翻譯員會面，立即跨文化溝通和
主領活動，也感不易，但團隊各人一看到需要，就立時補位，致使活動流暢多了，兒
童們也歡天喜地。我心裡感恩不絕，真是一幅很美很美的圖畫。 
 
語言老師的開荒  
 
　　給我最深刻是探訪梁雪英宣教士
的語言老師的事工。地點座落在一個
佛教名勝附近的一條村落，每天不時
廣播佛廟誦經的聲音。屬靈爭戰也不
少。 
 
　　他個人的領受，在這裡開展福音
工作，獨自一人以自己房屋的大廳，
日間教小朋友，晚上作睡覺的地方。
一個200多呎的地方，開門、關門、
各樣設備運用和管理、住食，還要照
顧三名年幼兒子（太太現時懷孕第四
名），家庭和事工開支相當大；但看
見老師對主的信心和堅毅，也激勵了
我對事奉主之心志。 
 
退修中經歷引導  
 
　　今次短宣行程，稍跟以往有少許不一樣，因我安排一個早上作退修，讓弟兄姊妹
沉澱一下這幾天的經歷。先在神前安靜敬拜，靜觀這幾天的服侍，神給我們所見所聞
所體會，再以神的話語作引導。喜見各人從中看見神分別對個人的靈性指引，檢視現
今事奉的景況，重整事奉的心志，再現事主的力量。感謝主。榮歸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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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念」                                                                      作者: 曾桂瓊 

  
柬埔寨過去的赤柬歷史，使很多人民失去生命，今天普遍的人活在物資短缺的狀態，
惶論兒童得到適切的照顧和教育，時有聽到當地有兒童販賣的情況，這叫我感痛心和
無奈。主顧念柬埔寨，呼召宣教士在當地忠心事奉，每次見到宣教士越來越活得像地
道的柬埔寨人，他們真心的服侍和分享，叫我感動和汗顏。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教會的柬埔寨短宣。主顧
念我們，經歷了一次很美好的短宣旅程，隊
友間很合一，無分你我互相協助做好傳遞給
兒童的活動和信息，隊友間的真情分享，有
笑有淚。宣教士雪英姑娘細心為我們安排的
，盡是驚喜和祝福。 
 
有機會關心兒童之家的近況，再到和平之家
，了解傳道人和幹事在工場的擺上和爭扎，
感恩他們顧念兒童的需要，仍在工場上為主
守護和建立一群兒童。

我們在與兒童活動時，我翻看兩年前在手機拍下的照片，刻意尋找眼前的兒童是否在
舊照片中的容貌，找到了向他們分享手機中的舊照，大家都笑起來，很快親切地連結
上，那是一份特別的感覺，看到他們的單純和童真，我們都不期然變得像孩童般與他
們互動起來。崇
拜完了，小朋友
伴我們步行到路
囗，雖然大家都
不能透過言語溝
通，但我想他們
知道我們在關心
他們的。 
 
雪英姑娘為我們
安排家訪對象，
隊友分成小組作
家訪與對象近距
離交流，我們送
上剛學懂僅有的
高棉語詩歌，主
顧念這些家庭得着祂的祝福。另外到了雪英姑娘的語言老師的工場，與兒童有活動的
時段，主顧念他們，透過語言老師建立兒童的屬靈生命，這是我今次在柬埔寨短宣新
的經驗。 
 
主是好牧人，祂顧念我們整個旅程，滿有祂的祝福和恩典，最後帶了的雨傘都是用了
遮太陽。回顧今次短宣，我感覺自己參加了一次靈性的奮興旅程。萬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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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短宣                                                                                              作者: 林小丹 
  　這次短宣中，深深地經驗到「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 55:9）「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
羊也認識我。」（約翰福音 10:14） 
  　我們每個人都帶著不同的期望參與這個短宣，
而我們的主，祂的意念遠高於我們的意念，是我
們的好牧人，認識我們每一個，明白我地的需要
，讓我們各人在這次短宣中都得到造就及成長，
感謝主。見證了宣教中，開荒植堂的艱辛，及傳
福音的迫切。 
 
在兒童中心裡，帶領暑期聖經班，看見這可愛的
兒童，隊員經歷了不同的突破，包括赤腳去洗手
間、擁抱著滿有泥濘的兒童、食他們手拿給你的
食物、抱起有跳蚤的貓並幫它捉蚤等等，雖然大
家有言語上的障礙，但在主裡是一家人，能夠一
起祝福和擁抱。當中見到一個聾啞的小女孩，很
關心我們每一個，還主動與我們溝通、遊戲，這
更激動我們每個人的心，語言不再是大家的障礙
，我們可以作的、應該作的，可以更多，不只是
在短宣期間，而是將來。 

 
  　在參觀迦密國際學校時，負責介紹
學校的老師，是一位雙腳有殘疾的少女
，操流利英語的柬埔寨人，當知道她是
被美國宣教士收養，並送到美國醫治，
回國後有機會到學校做義工，她見到學
校的需要，所以留下教學一年，之後，
她自己也要考大學，繼續學習。為她的
生命感恩，同時，也見到這兒事工的需
要，除了金錢資助外，更缺乏有、有經
驗的教師，將主的愛帶到這裡的兒童及
其家庭。 

  　這次我們更參與了語言老師的事工
，來到一個新發展的區域，用他自己
購入的房子，好似香港的居屋，逢星
期五、六、日，來到這房子進行電腦
班、英文班、學習聖經、崇拜等，都
只是夫婦二人，鄰近還有濃厚的佛教
氣氛及強勁的佛教音樂。當中沒有差
會、沒有宣教士，只有蒙神感召的這
位傳道者，默默為福音作主工。感謝
主，讓我們可以見到這福音戰士，也
讓我們見到及感受到傳福音的迫切，
不論在各地各方，包括香港，都是在這屬靈的爭戰上，大家都要好好裝備自己，為主
作工。 
  　感謝主，在這短宣主讓各人都有不同的領受，希望能將領受的活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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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宣~為要祝福我們                                                                   作者: 朱鳳文 
若你在你的信徒生命裡，未嘗試參與短宣/訪宣， 將會是你的信徒生命中缺少了的一
點點。 
在每次訪宣的事奉中， 所得著的永遠是自己，遠比他人;是次的訪宣，所體驗的，相信

是來得刺激！ 
因為在今次的訪宣事奉中，由首
次見面開會，至出發的當天，是
見面最少、溝通最少，就連自己
的小組，也都是多從現今的科技
whatsapp去溝通，甚至有其他的
隊友，是沒有見過面！(心中實在
有點缺乏及不安) 
 
神會成就衪的美意/我們愛，因
為神就是愛  
但是，神卻在這一方面，為我們
補足及為我們安排;我絕對相信，
是因衪的愛和衪成就！一個團隊
，有不同成長背景，不同人生經

驗的人組成，是會有不同意見，是因為神的愛，讓大家有一顆包容的心。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第一天到步，我們晚上先回旅舍放好行李，便去吃晚飯，此時才發現我的行李喼無故
的轉了密碼，不能開啟……由於隊員曾用whatsapp叫我拿明天的手工紙給他們先準備，
於是我就回覆他們，為我祈禱喇！另一方面，我又whatsapp香港的家人幫忙諗辦法。
感謝主，我們小組一同祈禱及弟兄的努力下，我們終於在團隊晚上的分享會上，一唱
完詩歌的一刻，便聽到”啲嘚”一聲!! 
 
本來這次的訪宣，確實有點缺乏與
不安，可能因為是次訪宣的預備不
太足夠吧！但我們的團隊，卻在第
一天，已把我們每一位隊員，像裝
上了”摩打”般，全部都自動波運作;
無論是每一組的手工預備，每一天
的活動，只要有位的地方、有需要
的地方，大家都不需要任何指示，
便自動補上，沒有欠缺的位置！我
們的合拍和合一的心，若不是神的
愛在我們中間互相補足，是不能成
事。 
 
流淚為的是愛，也是祝福  
在最後一天的半日退修後的分享，是從來未試過不約而同的流著眼淚分享，有感觸的
，有感動的…… 
深深感受到，我們的團隊，是一同作工，一同事奉，一同興奮，一同流淚。相信這七
天的體驗，是未結束的，是會延續，可能還是剛開始呢 (對這個國家，這個地方的關
注)……!! 

7 



 

短期宣教可以為你帶來甚麼?                                         作者: 餅乾 

 
短期宣教可以為你帶來甚麼?  無他嘅
： 
令你做嘢爽手，搞掂收工準時走，開
籌備會唔使抖； 
得閒唔得閒都學懂緊握耶穌恩手，那
怕勞苦像隻牛! 
Enjoy每個時候，反轉生命，怯懦驅
走，祝福滿我手； 
攞出信、望、愛，誇國文化互研究。 
 
七天行程，發現得力之源頭： 
『團隊同心，彼此加油，湖上飄浮，
引吭高歌，送暖一首！ 
  我主大愛，大魔無氣抖，歷史傷痕
得以擰轉頭』 
 
正如隊友所言，每年計劃旅遊而不參
加短宣那好像說不過去! 
 
而我更覺得短宣比起旅遊，你將經歷
上主更多，蒙恩更深! 
 
 
 
 
 

 
餅乾夫人的第一次                                             　　　　     作者: Winda 
 
這是我第一次來柬埔寨，
懷着戰戰競競的心情來到
，也是第一次做假期聖經
學校，雖然我負責的部份
不多，亦擔心自己做的不
好影響整個組，幸好得到
信組組員家頌及顯恩的幫
助，能順利完成假期聖經
班，當然還有去過多次的
餅乾弟兄(我的丈夫)，預
備去訪宣前的事，都由他
安排。除了自己的組別外
，還有其他的組員亦十分
合作，互相幫助。  
 
記得望組預備了三百份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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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用魔術摺紙，那是可由罪惡的一邊摺到天堂的一邊，但需要有摺痕，我們每組得四
人，但要準備三百份給柬國小朋友，於是那兩個年青人叫了一聲，大家一齊摺啦，這
就一呼百應，我們一起摺了約半個鐘就完成了，這次深深體現群策群力的精神，感謝
主更感謝各位訪宣的團友給我有真情的感受。 
 
在這柬國，我們跟雪英姑娘探訪村裏的人民，他們雖然貧乏但卻熱情率性有純良的心
，雪英花了不少時間去關心他們希望可以幫助他們信主，有些亦信了主，求主堅立他
們信心。 
 
幾天的假聖，小朋友都喜歡唱詩和玩遊戲，尤其是和平之家的小朋友，我們去了幾天

做假聖，已很熟落了，他們和年青
人及其他組的團友玩得嘻嘻哈哈十
分高興，有玩猜皇帝的，有玩麻鷹
捉鷄仔，有玩人肉打韆鞦或人肉騎
馬。 
 
總之小孩和大人都樂此不疲，當我
們離開的那一刻小孩們依依不捨，
見他們有些眼泛淚光，相擁一會兒
，影了相始終要走了。眼見他們的
熱情，真的有些不忍，願這些小朋
友都得到福音的好處，一生跟隨
主。想起一句經文，耶穌說如不像
小孩子般，斷不能到天國，我想是
說我們應像小孩子般的心思和意念
一樣純潔，才能進天國。 
 
雪英帶領我們探語言老師教導小朋
友的地方， 原來就是他住的地方-烏
棟村， 只見那地方建築簡單，連自
來水也沒有，只有收集雨水的大缸
，想不到一個有識之士，竟然為了
要傳福音給村內的小朋友和人民緣
故，有這樣的堅持，真是令我佩服
不已。 

 
房間很小，大約二百多呎，但他要在那裏教導二十多個小朋友聖經，英文及電腦，真
是擠迫得很，天氣很熱，但也不減他的熱切去事奉及教導小朋友。房屋中有一張枱，
放滿了電腦，聽說是他和太太的床，現在就只睡在地上了，她的太太還剛剛懷了身孕
呢！為了保護家中的財物－電腦，老師離開時造了一個簡陋的防護，用竹和鋅鐵搭成
，連鐵閘也沒有，見到他我狀況，不禁心裏十分不安，為主服事的不是應該有好的居
住處，才有力為主作工？ 
 
在這裏呼籲弟兄姊妹，大力支持語言老師的事工，雖然不是循理會的事工，只是他心
裏有神得呼召，獨力向小朋友及村民傳福音的心志，我們應該幫助他解決燃眉之急，
免得他常常在水深火熱的困難中，消磨對神堅定之心；更加要做的就是要為這語言老
師禱告，為他一家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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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塑造之旅                                                                                          作者: 卓穎霆 
 

勇敢走出去，踏上成長之旅  
第一次參與柬埔寨短宣體驗，在人際關係和
事奉上的種種挑戰和突破，對我來說一點也
不簡單。在很短時間內要與一班新相識的隊
友配搭磨合、第一次到外地接觸兒童工作、
設計假期聖經班的課程內容、要用英語溝
通、還有不少手工材料和教材要預備。出發
前在忙忙碌碌中，不知不覺間失卻了對主那
份信心和平安，壓力和恐懼也隨之而來，令
我感到乏力，就是這樣我戰戰兢兢的走出安
舒區，踏上成長之旅。 
 
平日在幼童事奉有牧者編排好課程內容給我
們，今次要嘗試與隊友一起構思遊戲、詩
歌、信息和手工等內容以及預備材料，預備
過程中要考慮文化差異和程度是否適合，例
如：有些遊戲玩法若與他們的文化習俗有衝
突便要略為修改。還有語言的限制，我們需
預先將所有活動內容翻譯成簡單英語，給當
地的大學生即場翻譯；臨場與翻譯員的溝通
也很重要，即使有豐富的預備，最終也要看

翻譯員能否表達我們想帶出的信息。總而言之，大家在宣教工場，盡管事前計得多好
也要學習隨時機動地「執生」，互相補足。感謝天父，讓我能將過去三年參與假聖和
幼崇事奉的
經驗發揮出
來，我將平
日教K2做的
兩款手工帶
到當地，其
中一款只是
簡單地填色
，沒想到他
們不論年紀
大小都很喜
歡和用心去
做，連我也
被孩子們單
純的心感染
著，快樂其
實很簡單。 

 
屬靈爭戰的真實  

除了在兩個兒童之家的活動外，探訪語言老師事工那天亦令我感到扎心，雪英姑
娘的語言老師獨自在北部村落中開荒佈道，一進入那地區已看到寺廟林立，不時從四
方八面傳來誦經聲。而老師逢星期五、六、日都會帶著太太和三個兒子長途跋涉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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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狹窄的家中教孩子們英文、電腦和聖經。 
 
其中一幕令
我感到震撼
的畫面，就
是一面聽著
從四周傳來
的誦經聲，
又聽著我們
一起為區長
按手禱告的
聲音。當時
我突然感動
落淚，想起
洪水氾濫時
，耶和華坐
著為王，更
迫切地呼求

主在老師的生命、家庭及這地方坐著為王。老
師的生命深深激勵著我，看見他面對家庭和經
濟壓力，不時感到孤單和乏力，仍舊對主的忠
心和堅持；更看見他那份火熱和愛人靈魂的
心。讓我反思今天在沒什麼缺乏的環境下，生
命與事奉的焦點又是否對準神？抑或活在別人
的期望和評價中以致信心容易動搖？ 
 
從軟弱到靠主剛強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
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
且我為羊捨命 (約10:14-15)」。在短宣退修中
讀到這經文十分感動，耶穌的愛激勵我，想起
在出發前已有不少人教我表達和認識自己，鼓
勵我要剛強壯膽，才驚覺天父比我更了解並接
納自己的本相。 

感謝主，過程中我漸漸被孩子們融化了，
尋回單純的心，比在香港時更放膽事奉，在外
地反而除下面具，做回真我。很快已能突破與
孩子們打成一片，那怕一起在炎熱天氣下汗流
浹背，弄得身上沾滿泥沙，一天比一天享受其
中呢，感謝天父！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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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短宣感恩                                                            作者:  曹玉玲  
 
謝謝天父恩典有機會參與主恩和埔浸合辦的柬埔寨短宣，更榮幸能夠探望雪英姑

娘，認識和了解她在柬埔寨的服侍，謝謝給我有如一家人的團隊，大家互相合作，和
自動補位感恩。 

 
　　我們去到差會的迦密國際學校參觀，見到裡面設備齊全，其中有一位姊妹帶我們
參觀學校，見她行動不便，及後同工跟我們介紹她的情況時，先知道她經歷了好多事
情，現在仍然活著的恩典，同工簡介差會在柬埔寨的發展，之後我們去差會在柬埔寨
的辦公室，和了解他們的光輝計劃，幫助當地婦女學習一些技能，製造出來的製成品
，放在辦公室隔離售賣。 
 

　　我們去到和平之家分享信望愛的訊息給
小朋友，和他們填顏色、做小手工、玩遊戲
……大家好投入每個環節，見到小朋友畫的畫
和填顏色好靚呀！這些活動之後有機會探望
附近的村民，我去探望一位叔叔，他臥在床
上休息，他是一位年輕人的爸爸，知道他未
認識耶穌，於是大家鼓勵他多祈禱，並靠耶
穌面對，之後，他坐起身和我們拍照，同工
鼓勵他的孩子每天讀聖經他聽和為他祈禱。 
 
我們去到仁愛之家探望附近的村民，我去了
一個家庭剛生小孩，見到小孩真高興，之後
聆聽當地領袖和牧者分享他們的難處，並為
他們祈禱，跟著去參觀養豬場，途中見到火
雞在爭吵，下午有機會和仁愛之家的小朋友
分享訊息，玩遊戲好開心。 
 
這次好榮幸認識一位語言老師，他完全擺上

自己的服侍身邊有需要的人，知道小小有關他過去的日子曾經受傷害，去到一個境況
什麼沒有，從頭開始，但他現在仍然忠心的服侍，使我感動。當天我們有飯盒食，他
即時想到有小朋友無父無母，將飯盒拿給這些小朋友食，可見到他對人關愛的敏感，
這提醒我要敏感別人的需要。 

 
我們停下來安靜，聆聽天父對我們的講話，享受並感恩。 
我們去參觀S21戰爭博物館，在裡面見到人殘殺人的相片、刑具、囚室，更見到

每個人的頭像，這些頭像全部死於戰爭中，我慨嘆，人的價值在哪裡！提醒我要珍惜
生命，並活在當下。 
 
     大家最開心的時刻，逛逛街和享受當地食物。 

 
我們在泰雅村的教會崇拜，即和平之家，有隊員分享見證，跳讚美操，崇拜完了

後，我們探望雪英在柬埔寨的家，並唱歌給包租婆聽，好開心，跟著去機場返港啦！
好唔捨得。 

 
上面是我這次柬埔寨短宣的恩典之旅，希望下次可以和你一起去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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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分享                                                                                   作者:家頌 
 
　　在某次崇拜週報看到柬埔寨短宣的宣傳，心中隨即想起去年自己到柬埔寨義教的

情景，很記掛那地的小朋友每一張的笑臉，同時亦想起曾經探訪的貧民窟。向來未有

很留意教會的宣教士在柬埔寨工場的服事，這次有機會親身到柬埔寨了解雪英姑娘的

工作、環境，自己也希望除

了當義工幫助小朋友知識上

的增長，更渴望能接觸他們

的生命，了解他們的需要並

為他們祈禱。 

 

出發前的擔心  

　　在短宣前工作一直在忙

，連出發前訓練和籌備都未

能全部出席。另外，今次一

同參與短宣的包括埔浸、主

恩的弟兄姊妹，絕大部份都

不認識，在很短時間內要一

同籌備各項內容，當中不免

會有點擔心。但出發前，大

家都盡力夾時間為每個活動

作準備、綵排，分擔物資等

，讓我逐漸踏入預備投入短

宣的狀態。 

 

在當地的看見  

　　短短七天，要深入了解

柬埔寨的工場實在有難度，

但天父讓我看見和經歷幾樣

深刻的事情。當中我們最能

經歷到這團隊的合一、互相

配搭，就是晚上短時間內大家將數百張工作紙改裝，有的剪裁、有的摺疊，大家「自

動波」並流水作業地工作，不用許久我們便完成壯舉。另外，在幾天的暑期聖經活動

中，最常考驗我們的應變，因未能預計每次參與的學生的人數、年紀，但大家都會主

動互相補位，讓學生們可投入參與。 

 

　　數天的行程中，我們接觸過當地幾位屬靈領袖，了解到他們事奉的需要和面對的

難處。其中一位最觸動我心的，是語言老師。當日我們乘車到一偏遠的村落到他的家

中了解他日常的事奉情況。當我們知悉他為著三個兒子到四所學校上學、在充滿佛教

氣氛的村落中教導鄰近的小朋友、連他狹小僅餘休息的空間也開放成為教小朋友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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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的地方、加上他與家人對他的

事奉不體諒，總總因素都成為他

事奉上的攔阻。但從老師的分享

中，我深深感受到他為天父擺上

的決心。他很清楚，即使面對比

現時再多的難處，也要為神作

工。老師的見證成為我們很大的

激勵。 

 

聖經提醒我們「我靠着那加給我

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

書 4:13)在愈艱難的時候愈需要抓

緊神，正正因此經歷神所賜予的

力量，再難的也難不到神。反思

自己在事奉上，很容易便因為一

時的灰心而放棄，尤其對於生命

的承擔。 也會因自己想出各樣不

同的理由，把自己困在安舒區，

這樣的小信攔阻自己去經歷神的

恩典和帶領。 

 

實在感恩天父讓我們整個團隊藉著了解

當地的服事、關心當地的屬靈領袖而被

激勵。加上幾天與小朋友的相處(雖然語

言有所局限，只會跟他們打招呼和數數

字)，很希望能在短宣過後繼續為他們祈

禱。感恩，在短宣中能與隊員一同被神

使用和看見更多宣教的需要，也謝謝隊

員們一同投入事奉。將榮耀歸給神。 

 

“Blac Ye Su So Lan Neak!” (耶穌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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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宣停看聽                                                                        作者: 孫顯恩Gloria 
 
「借用自己的眼睛來…..」  
　　我們一行十多人於今個暑假去了雪英姑娘在柬埔寨的工場七天。確實一星期根本
不能作什麼。相反天父藉著這段時間去到「前線」讓我們看更多。 

 
「感受宣教士當地的情況」  
　　我們或許會認為看宣教
士的代禱信已經足夠明白他
們的情況但其實不是。宣教
士往往有不能用筆墨形容的
感受和需要。我們到達前線
亦只能嘗試明白那丁點兒。 
 
最深刻是有一晚雪英姑娘講
述我們第二天去的村子和她
的語言老師在當地的事奉。
她說了很多但最後仍是以
「我都不能盡說還是你們自
己去看」來作結。 
 

我確實是親身的踏足才能開始感受: 
- 坐車入村的奔波 (感恩我們沒有遇大雨。然而我們剛到步前下了幾天豪雨，所以雪

英姑娘曾經歷十分狼狽的情況。) 
- 在一個細小的鐵皮房間和沒有冷氣的情況與二十位多小朋友相處一個下午 (感恩我

們因為多人所以可以輪流出去透透氣。
然而雪英姑娘是一個月最少三天入村協
助語言老師教授兒童。) 

 
「建立隊員之間的關係」  
　　我們的團隊亦在過程中慢慢建立。出
發前因大家不同的忙碌所以每次見面只能
集中在預備活動，未能認識彼此。感恩我
們出發後，大家都用心觀察和關心隊員的
需要。我們隨時的候命、互補令我們成為
一個真正的團隊。一些看似小事: 
- 下車時永遠有隊員怕大家撞頭而作保護 
- 看見某隊員因背後壓著多位小朋友後馬

上送上自己的背來分擔小朋友的重量 
- 晚上一起分工預備了活動物資 
- 幫忙拿一箱箱物資 
等等都是令大家之間的默契在短時間建
立。我們這個團隊可能是唯一一次的出現
，但這一點一滴的回憶會成為我們共同日
後所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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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最後是我在這星期的服侍並不只是不斷的給予，天父也藉著這段時間讓我看見天
父給我的提醒和鼓勵。 
　　出發前，我為著自己將要成為一個小學老師以感到憂慮。我是帶著一份壓力和無

力感去到柬埔寨。然而天父讓我發現當我每
逢看見小朋友時，我便充滿力量。在那炎炎
夏日和無空調的情況下，平時不會想動的我
在柬埔寨已經和小朋友樂而忘返。我會抓著
這份力量去面對新的工作，因為那裡有孩童
，那裡就有天父的力量。 
　　同時孩童所展露的天真笑容是我一個很
大的提醒。當地孩童的笑臉背後其實都承載
著慘痛的歷史以及現實生活的困難，但他們
仍抱著那份簡單而滿足的笑容去生活。我們
也應如此面對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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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祢想我看甚麼?                                                            作者: 小余 

  

忘了第幾次與外子訪宣──探訪宣教士。短

短七日，能宣甚麼教呢? 此行僅來看看神的

工作，看神想我看甚麼？想讓我明白甚

麼？。 

 

柬國的天空 

柬埔寨平原多，沒高樓大廈阻隔，地平線上

景色盡是神之妙筆，藉著所造之物，叫人無

可推諉。 

 

 

 

 

 

 

 

 

 

恩雨如柱 

 

天文台預測柬國連下七天雨，非常準確，下午

四時準時開喉，一早帶去水靴卻完全用不著，

因我們所到之處也沒沾濕腳，倒是乘車離開工

場時，遠遠看到大幢厚厚黑雲，恩雨如柱。人

算總不如神算。 

 

隨時禱告 

 

此行很能感受禱告的威力-----黃

牧師的行李箱被人錯手拿走、小

丹的丈夫在港入了急症室、鳳文

的行李箱密碼鎖失靈、緊急修改

三百張魔術工作紙、送給當地傳

譯員的小禮物突然破損....弟兄姊

妹即時隨地禱告，神便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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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髒 

 

兒童之家的小孩愛玩人疊人、人肉飛陀等人

動遊戲，團員玩至五體投地，我只限麻鷹捉

雞仔、猜大皇、捉衣因等沒太多身體接觸的

遊戲。我的確怕髒，更大的問題是我愛不

夠。 

 

柬國的孩子很多要照顧嬰孩弟妹，活動期間

，見一個聾啞女

孩很想投入活動

，但給兩歲弟弟

纏著，我便設法

抱著小男童，原

來孩子讓你抱抱

不是必然的。主

溫柔地告訴我，

我怕髒，但我更

髒，不配為主作工，主卻不嫌棄我。 

 

主僕的心 

 

雪英姑娘是我和外

子的三福同學，溫

柔如雪，代禱事項

總是她的健康，最

初以為她是弱質女

流，此行方知是鋼

鐵蝴蝶，因著愛不

想後方禱告支援的

弟兄姊妹擔憂，而

選擇性列出代禱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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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彼後  1:7) 

主僕就是要有這種愛。 

 

 

神，祢想我看甚麼? 

 

神讓我看見自己沒有這種愛。雖然九月開始到神學院學習聖經，正因沒有這種愛，沒

資格當主僕，沒法讀神學。主呀，原來祢引領我來這裡，想我看的，是自己的不足，

若神願意使用我，請祢包底。 

 

傳說中的牛軛，外子和

我終可以身試負，原來

那麼重。 

 

生命是重的，背負神所

交托給祢的生命，卻是

輕省的，因祂知你可背

起多少。 

 

 

 

 

 

 
 

 

我來傳福音，窮人在那裏？                                                  作者:  何明禮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路 4：18）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
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路7：22） 
 
　　宣教的腳踪是佳美的，因為是福音去找貧窮人，不是貧窮人去找福音。柬埔寨這
個工場，之前給我最深印象的，就是聽聞雪英姑娘會去垃圾山臭水河，探望在那裏成
長的孩子。 
 
　　報名後，我一直在想像自己在垃圾山腳無立錐之地的樣子，強忍刺鼻臭氣的窘態
，看到孩子碰與不碰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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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簡報會上得知，垃圾山封了，孩子走了。我很失落。 
 
　　到金邊的頭兩天，顛覆了我對這個佛教國度的印象。一家叫“老地方“的中國餐館
，天花板有三樓高，播著大陸中央電視台節目的電視屏幕，比我家的建築面積還要
大。看停車場停泊的車款，光顧的人並非富豪，只是中產而已。 
 
　　坐車路過其中一條臭水河，附近沒有垃圾山，倒有一片空地，沒有貧民窟，只有
一大排Bentley名貴房車，旁邊有幾架Land Rover，足能駕馭柬埔寨的每寸城鄉。這些
車的車主出外吃晚飯又會是甚麼排場？這就是柬埔寨政府要向世人展示的新金邊嗎？
看到柬埔寨不再貧窮的另一面，我該高興嗎？ 
 

教育脫貧原是夢 
 
　　第一個參觀的事工，循理會開辦的迦密國際學校，這裏有真正的教與學。（同工
分享說，政府學校不教不學，升班畢業沒錢免問）老師薪水很低，也不能向學生家長
伸手，只靠一腔熱誠，例如向我們介紹學校的Wejeka，被宣教士帶回美國養大後，回
柬服侍，滿腔熱誠，不介意薪水微薄。對於有困難的家庭，經核實情況，學校募捐減
免學費。不過，百物騰貴，以前全額學費每月51美元，最低可減至17美元，現在全額
68美元，最低減至34美元。如果你還沒脫貧，每天收入只有一兩美元，就不用想了。
所以教育脫貧仍然是個神話。（其實我不排斥貴族學校，印尼某華人教會辦貴族學校

，學費超高
，賺得的利
潤拿去鄉村
辦貧民基礎
教育和植堂
，效果不
錯） 
 
相對而言，
循理會“光輝
計劃“是個更
能惠及貧窮
人的事工。
負責人
Davis在柬
服侍12年，
農業工作坊
，Biogas，
母豬借貸繁
殖，小額貸
款，手工藝
各種項目，

全部試過。他的心得很值得參考：規模要小，村民主導，教會配合支援。其中小額貸
款項目，年息25%，涉及資金僅幾百美元，但能做到零虧損，算是成功案例，關鍵是
村民要互相監察還款進度，否則基金花光明年無以為繼，Davis每星期要落村收息，順
道和村民查經。遺憾的是項目已經結束，沒機會見識“大耳窿查經法“。感嘆像Davis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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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種特別事奉恩賜的人，實在不多，求主差遣！ 
 
 

助養事工：飽暖思體育 
 
　　在和平之家和仁愛之家，與孩子們相處了三天，他們一般比較瘦削，三個孩子把

我壓在地下還能呼吸，但不至於營養
不良，發展遲緩。一早一晚不知道吃
甚麼，但午餐這一頓算是有米有肉，
有點保障。來自仁愛之家的Jimmy，
喜樂之家的Sokkya， Lerun，另外還
有幾位，英語都不錯，而且很喜樂，
常常回來中心幫忙。他們是助養事工
初熟的果子，實在滿心希望一代接一
代的仁愛喜樂和平之子都是這樣。 
 
　　不過，聽中心同工分享，近年牧
養有很大挑戰。助養事工開始了一個
足球項目，借助組織足球隊，吸引青
年，希望能傳福音。中心和機構在球
衣，球鞋，場地，裝備，交通上都作
了很大投資。在中心裏還有孩子不穿
鞋的情況下，為球隊張羅上百美元一
雙的足球靴，其大膽可想而知。香港
一些教會也搞康體事工，我喜歡的越
野賽就有鼎鼎大名的港福堂。我的反
應和和平之家同工Joseph一樣，覺得
到參加者始終沒有被福音所吸引。如
何不使眩目的球衣與球靴，蓋過基督
的榮耀，求主加添智慧，更求主賜予
管理金錢，分配資源的智慧！ 

 
 

福音追著貧窮人走 
 
　　起初看訪宣程序表上的“語言老師事工“，看得我一頭霧水。原來這就是我來要找
的貧窮人。“語言老師“是一位三十出頭，來自原殺戮戰場周邊垃圾山貧民窟的文藝中
年。政府把貧民窟掃走了，將安置的工作交給叫Habitat的NGO去辦，所謂的安置就是
把他們連根拔起，在首都西北幾十公里的一片空地，每戶起一間約200平方尺的混凝
土小房子，分六年供款，六年沒供滿就歸銀行，沒多少人有能力供，先住六年再說。 
  
　　語言老師叫Moni，這天我們跟著他和三個兒子，坐一個多小時車，到這個叫“新希
望村“的安置區（以前他們是一家五口坐一架摩托來的）。除了頭上有塊鋅鐵，新希望
村提供不了甚麼希望。村民沒有田，沒有工作機會，對外沒有交通連接，連垃圾堆也
沒有，有的家庭父親摘果摔死了，媽媽到老遠去打工，孩子留在村裏沒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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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也夠坎坷的，他唸英語本來有大好錢途，可是信了耶穌，就立志要傳福音，
讀了六年聖經學校，因為人事變遷，證書沒發下來。太太不支持他事奉，寧願開小店
賺小錢，三個兒子由他來照顧，每日去四間學校接送，餘下的時間才能替宣教士教高
棉語賺錢，賺了全給外家。
可他傳福音的心不死，新希
望村就是他的禾場，他和老
婆的床，放了五台電腦給村
裏的孩子學習，200呎的空間
全部都給孩子上課，晚上一
家六口（因為老婆又懷胎
了）睡地板。村民其實不喜
歡孩子去聽耶穌，但管不著
，平日也受Moni不少幫忙，
慢慢才接受下來。  
　　就這樣，新希望村的希
望，就是這位這世界原不佩
有的人。我在語言老師的家
裏，和望組的其他三位組員
，在其他短宣隊員的協助下
，向村裏不到20個孩子，搞
了一次聖經活動。隊員又四
出家訪，看來這村很少這麼
熱鬧，我們沒派甚麼，只帶
了幾支驅風油，幾包飯菜，
還有我們奉主名，用高棉語
唱出的祝福。 

　　臨別的那晚，短宴隊邀
請了Moni一家，到“老地方“晚
飯。他們一家的座位，正對
著那超大屏幕。這位Moni，
是這家餐管不佩有的客人。
我也祈禱Moni太太和三個孩
子明白，這位丈夫，這位爸爸，是多麼的高貴，儘管他們一家六口離開時，還是坐著
一架摩托。 
 
　　Moni說，他暫時的計劃是用五年時間開荒。我守望著，不知道五年後，這群供不
起房子的人，又會被連根拔起到那裏，又是誰會帶著福音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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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THE END?  
 WHAT CAN YO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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