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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別感言
培輝牧師
  臨別感言

埔浸差傳所感
在埔浸雖然只有一年多時間，但看見神使用
埔浸成為一間胸懷普世、承擔使命的教會。查
埔浸參與普世差傳事工已有 30 多年的歷史，
而香港華人的差傳歷史也只是 50 多年。截至 
2014 年中，香港約有 750 間以上關心差傳的
堂會及 34 個差會，埔浸可算是較早推動差傳
的教會，也是浸信會 160 多間堂會中較早參與
普世宣教的教會。

神在埔浸興起不同的教牧、長執及弟兄姊妹投
身宣教當中，實為此而感到欣慰。過去本會曾
差遣的長、短期宣教士共有 18 人，現今還留工
場的有 10 人，於 7 個不同地區。在教會的事奉
中，有不同的肢體參與差委會、核心小組、差
關小組、差傳教育小組的工作。在不同團契也
有參與守望關懷宣教士的，不同弟兄姊妹以恆
常禱告關懷宣教士。每年藉差傳年會教導及激
發會眾對差傳的心。還有出版差傳刊物：《差
傳年刊》、《放眼世界》、每週差傳電郵，讓會

組。在第一次會議中，聽到他們分享到在不同
牧區的差傳教育情況。感謝主！因著他們對宣
教的認同，他們在該年齡群體中也在推動差傳
教育，只是沒有系統地納入差傳教育課程。未
來希望可以透過實踐，將課程內容落實下來。
以致將來不同的帶領者能有所依從，發展差傳
教育。若從幼兒開始，並在青少、成年及長者
群體進行栽培教育，便能產生更多承擔使命的
門徒。有更多肢體願意投身差傳事奉；無論前
方或後方都不會有缺人的現象。這是筆者所想
所禱的。

眾緊貼本教會、本港及世界的宣教。本人到任
後也每月寫一篇短文，名為「差宣牧言」，目的
也是讓會眾留心宣教的需要。還有每年舉行不
同工場短宣隊及大專生短宣體驗等，都有不同
年齡層的肢體參與，真的要感謝讚美主！

讓自己較為憂心的是埔浸差傳事工的承傳問
題。因為過去十分火熱的差傳帶領者很多已成
為宣教士，餘下來的帶領者已經不多。因此，
如何能薪火相傳，有計劃有系統地培育宣教意
識，實踐使命，是埔浸當下要面對的事情。在
今年重開的「差傳教育小組」會議中，我們邀
請了不同年齡層中對宣教有心的肢體加入小

埔浸未來的宣教建議
1. 本土福音工作：

i.  少數族群：印尼姐姐？ - 每主日陪伴長者
或孩童回教會參加聚會，等待在教會門前
的一群；南亞裔人士？ -  天澤基址剛開
始發展事工；

ii. 普通話事工：設晚堂、福音班、組織相同
背景信徒祈禱及參與；

iii. 本地鄰居：例如欣悅坊及寶鄉村；

2. 定下差派/支持宣教士的目標人數，例如每

年最少一人（會內/外）。

3. 加強差傳祈禱會：鼓勵更多肢體藉禱告產

生宣教動力及回應主的呼召；

4. 加強有關差傳各組群的溝通，各按各職發

揮功用，傳遞異象；

5. 支持向未得之民群體宣教的宣教士：可考慮

以資源共用及共享原則與其他教會聯手差

派宣教士；

陳培輝牧師

文：陳培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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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遊蹤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

日光之下無新事。」（傳 1：9）我們可否從往日
的宣教士身上， 看見今日宣教士所面對的困
難呢？

在廣州的碼頭上，一片混亂，眾人行色匆匆，工
人們忙碌地搬運行李，因為大清政府下令，要
七天內撤回所有歐洲人，停止供應糧食及商業
活動。於是，所有歐洲人只好離開，站在甲板

或許有人問：爲什麼要走紐約？當時英
國的東印度公司不是已經有船隊來往
歐亞做貿易嗎？他是否想做一次畢業旅
行，先散散心？當然不是，因為大清政
策，只許「商人」留在廣州市某指定地
區，每次不多於三個月。東印度公司為免
與清廷為此衝突，拒絕宣教士登船，他
們於是只好取道美國。當時，他的計劃
是：如果不能進入中國，便轉往馬六甲，
因當地也有不少華人。

當時海運用的船，乃是帆船。無風無浪，
波平如鏡的情況，風景上可能美麗，但
也航行不易。可是，太大的風浪，船行更
危險了。乘帆船由倫敦往紐約，用了百多
天的時間；到紐約後，馬禮遜還要張羅
他的旅費和船票。往中國的船票也相當
貴。最後，有船長願意只收他伙食費，他
也得到當地基督徒的支持，支付了船上
的費用。又得到美國國務卿的介紹信，
請美國領事協助他完成工作，這對他未
來的工作，幫助很大。

在 1807 年 5 月，他乘「三叉戟號」往廣
州，自這時候開始，他真正孤身上路，
至 9 月才到達澳門。澳門已經被葡萄牙
管轄，是一個外國人聚居較多的地方。
但馬禮遜不可以留在這裏，因為他不是
商人，未能得到東印度公司的協助。當
地的天主教教士， 對新教的人也不太友
善；加上，住在該地的英國人生活都十

分豪華，不是他經濟能力可以負擔的。
至 1807 年 11 月，他終於可以在廣州
住下來，與美國人同住。一方面學習中
文，同時開始文字工作。但他的生活很
低調，因為他不是商人，所以只可用「屈
蛇」方式，所住的地方更如貨倉般，十分
侷促。教他中文的老師，也要「黑市」的
進行，因為政府明令禁止教外國人中文。
食物上，他很節儉，因此身體日漸虛弱。
長時間孤身一人，缺乏朋輩支持。經濟
上，雖然有英國傳道會支持，但要負擔
生活費及學習中文的費用，對他來說，
是很大的壓力。

因為健康理由，於 1808 年 6 月，他離開
廣州，往澳門治病休息。澳門的生活費
比廣州更貴，不可長期居住，康復後，於 
8 月回到廣州，以為可以再開始工作，可
是兩個月後，因中英關係改變，最終於 
10 月 17 日被迫再次離開廣州，……。

雖然是短短一年的時間，馬禮遜已經要
面對著孤獨與無助、政治的威脅、經濟
上的壓力、身體的不適……， 反照我們
今天的宣教士，會否也面對類似的問題
呢？

上的，正是來華開荒的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馬
禮遜。他凝望大海，心中暗想，什麼時候，才有
機會再踏足這大清國土？當時是嘉慶 13 年 (公
元 1808 年）10 月 17 日，馬禮遜年僅 26 歲。

嘉慶 12 年（公元 1807 年）1 月 8 日，馬禮遜
在蘇格蘭被按立為牧師，為要服侍異教徒，說
清一點，他被呼召往中國。1 月 28 日他便乘船
離開父家 — 英國的倫敦，往美國的紐約去。

墓園內的記念碑，是後
代教會為記念馬禮遜去
世百年所立。

想要找尋基督教來華的足跡，

澳門的基督教墳場是不二之

選；

墳場於 1821 年由東印度公司

建立。分為兩部分，前為教堂

（馬禮遜小教堂）；

後為墓園。

遊 蹤 文：藍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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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DATE EUM
沉默有時的輕井澤

食遊記
「撕裂有時、縫補有

時。靜默有時、言語

有時」（傳 3:7）

LAUDATE EUM 
沉默有時的輕井澤 

輕井澤，想起滑雪、outlet、歐陸建築，一年 
365 日都很有聖誕氣氛的地方。日本人愛夏天
來避暑，冬天來滑雪，外國遊客更愛來王子購
物廣場 outlet 掃貨。以往由於來回輕井澤的 JR 
車票不便宜，少有旅客選擇即日來回，但近年 
JR 東京廣域周遊券割價，只需 1萬日元就可 3 
天無限任搭附近不同縣區，即日來回輕井澤就
更化算了。

擁，但下雪天早上的輕井澤站竟然有點冷清，
原來遊人眾多的輕井澤也有沉默的時候。車站
職員說日本人對西方的情人節其實不算太重
視，比起今年 2 月已全開的河津櫻花，遊人寧
可選擇提早賞櫻而避開雪地。對於害怕人潮的
我們，沒甚麼遊客的輕井澤更好參觀。

與小雪人遊湖
在車站隨便買個的微溫飯團補給，我們便漫步
向雲場池，也是前往輕井澤教會經過的地方。
大家可以選擇租單車或巴士前往，車程只需 5 
分鐘，若選擇在雪地上踏單車或步行就要特

從 JR 
東京
站乘
坐北
陸新
幹線出發，約 1 小時 10 分鐘就可到達輕井澤
站，非常方便。情人節也是太太的生日，早餐也
沒吃就趕上 JR。還以為是情人節人潮會很擠

別小心滑到
了。要是大
家愛天空之
鏡，被譽為天
鵝湖的雲場
池，在大樹林蔭及山勢而成的湖上倒影，也絕
不讓大家失望。經過兩旁蓋著雪的大樹步道，
就會走到傳說是巨人足跡形成的雲場池。巨人
當然沒有遇到，卻在湖邊找到一個又一個小情
人堆起的小雪人。下雪天遊人不多，手拖手慢
慢沿湖邊走一圈，像老夫老妻般輕談瑣碎事，
好不療癒。

在雲場池旁，由一些小情人堆
起，一個又一個的小雪人。

雲場池的倒影

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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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拍成電影，剛在日本
上畫。看到那海報，腦
海頓時浮現起 2014 年 
9 月 28 日，我們的結婚
1 周年，記得那天沒有
甚麼心情慶祝，氣氛是
聽到夏蟲聲音的沉默。
那天沒有像結婚時流出
喜悅而感動的淚水，卻
與很多香港人一起流出
哀傷而激動的淚水。那
段日子，老牧師曾向我
和太太介紹遠藤周作的
《沉默》和《深河》兩
本作品，老牧師談及

《沉默》時提到：「當那宣教士被關在漆黑的禁室之內，四下
寂靜無聲，也沒有其他人，牆壁是木材質料，宣教士用手撫摸一
下，摸到木上刻了文字 LAUDATE EUM（拉丁文：「讚美主」），
相信是先前一些被困的宣教士刻上，前人那份信仰的堅定，令
那位剛被困在黑暗中孤獨的宣教士感動得哭了出來。」無論落
在哪個境地，也要讚美那位沉默卻背著我們同行的主。

前陣子《沉默》也在香港上畫，不知各位兄弟姊妹看後感覺如
何呢？認為是真的沉默著？還是認為如以斯帖記中從沒有一次

提到神，但萬事
卻在神的安排
下成就奇事呢？
埔浸也有不少
宣教士前往不
同工場為主作
工，有時筆者會
想想，那宣教士
去到那陌生的
地方，獨個兒是

如何度過一個又一個的漆黑晚上呢？記得《鋼鋸嶺》槍林彈雨
下，那位愛主的醫療兵也曾有一刻，以為聽不到上帝的聲音，但
當靜下來細聽，原來主要他繼續拯救一個又一個的人，結果奇
蹟地多拯救了 75 個生命，LAUDATE EUM！

下著雪吃蕎麥麵
輕井澤感覺很像歐美的郊區，但冬天加上落
雪，很多店子都沒有營業，顯得份外寧靜。從
雲場池離開，徒步於雪地繼續尋找聖保羅教
堂，突然又下
起雪來，幸而
冰冷的身驅，
中途遇上熱騰
騰的蕎麥麵。
在懷舊小鎮的
步道上也有不
少西餐廳，不
過最出名的還
是蕎麥麵。長
野縣氣候特別
適合種植高質
素蕎麥，位於長野縣東南部的輕井澤更有不
少知名的蕎麥麵店，隨便一間，味道也非常不
錯，用來沾麵的醬汁，吃完麵後加入熱湯，又
是另一暖身妙品。配以即炸的酥脆天婦羅，真
是雪路上的最佳鼓勵。

聖保羅教堂的告示版
飯後再走一段路，經過 365 日都很有聖誕氣
氛的舊輕井澤銀座通，終於到達聖保羅教堂。
教堂於 1935 
年由捷克出
生的美國建
築師設計，
以木材、水
泥、石板混
合而成，巨型
的三角型屋
頂令人留下
深刻印象。
但這個入選 
DOCOMOMO 
JAPAN 100 選的建築，當日出奇地少遊人參
觀，我們走進這個木造的教堂內，作了一個簡
單的禱告，感謝父神恩賜的這個旅程，再沿教
會外走走，竟然看到教堂的告示版上貼有《沉
默》的電影海報，原來遠藤周作的《沉默》終

一年365日都很有聖誕氣氛
的輕井澤

以木材為主調的聖保羅教堂。

雪地上的最佳鼓勵，蕎麥麵
配天婦羅。

情人節在輕井澤看到的《沉默》
電影海報。

雪地上慢步，走到聖保羅教堂。

輕井澤的聖保羅教堂。

輕井澤的歐陸美，最初由加拿大
宣教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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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願我們也有保羅的心腸，為著同

胞，更為著上帝的國度而竭盡全力！

今年 4 月初，我們一行 5 人前往雲南探訪。 
是次行程第一站是雲南神學院。雲南只有一間
神學院，位於昆明市，十年前因政府收地而被
迫遷，曾經租用工廠大廈、教堂來繼續辦學，
直至 2015 年才建了新校舍。由於學生大都來
自偏遠山區，未能負擔學費和生活費，因此，
神學院的
經費相當
有困難。
今次我們
有機會與
學生交
流，了解
他們的需
要，即將
畢業的學
生都面對同一困難，就是他們都來自貧窮的山
區教會，日後一邊要謀生，一邊要牧養教會，
如何能兩者兼顧呢？

今次行程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到盈江看看
剛落成的培訓中心。盈江培訓中心位於德宏州
的盈江縣，主要培訓傈僳族、景頗族、傣族的
信徒。她在 2011 年，因地震損毁變成危房而
被迫停辦。在困難重重中，去年 10 月終於重

有不少，因此，傣族人的潑水節、景頗族人的
目腦縱歌節、傈僳族的濶時節，學校都會放假
幾天。心想甚麼時候這兒的學校都可以在復活
節和聖誕節放假呢？

今次亦有機會去位於蘇典的傈僳族文化廣場

逛逛，這兒是傈僳族人每年濶時節（即傈僳
族的新年）舉行慶典的地方。看見很多在山坡
上、小路邊、庭院旁的「石刻文字」，它們似是
一種符號。傈僳族人相信石頭有靈性，能讓人
避禍、得福、長壽。遠古時期的傈僳族人就有
在石頭上刻字祈禱石神保佑的習慣。直到今
天，在新年時，他們仍會有上刀山，下火海的拜
鬼儀式。心中不期然想到的是甚麼時候整個傈
僳族能單單敬拜獨一的真神？ 

雲南教會多數座落在偏遠山區，傳道人數量
很少，平均一個傳道人要牧養三間教會，因而
異端橫行，培訓傳道人和信徒領袖是刻不容
緩的事。現今，神學院與盈江培訓中心都已重
建，我們可以如何幫助當地教會培訓主的工
人，使信徒得著真理的餵養呢？又可以如何幫

助山區傳道人可以專心傳道，牧養教會？過去
一百年，上帝讓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因而
基督信仰能廣傳，香港教會擁有豐富的資源。
今天，我們有沒有想過如何運用我們所有的資
源來幫助國內的教會？保羅在羅馬書 9:3 如
此說：「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

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甚願我們也有保
羅的心腸，為著同胞，更為著上帝的國度而竭
盡全力！

建好了。望著新落成的培訓樓，
實在看見天父的恩典，祂在不
可能的情況下讓培訓樓可以蓋
成。雖然尚欠百多萬建築費，裡
面的設施，包括電腦、書籍、廚
房設備、學生宿舍的床和被舖
都沒有，但落成至今已開辦了好
幾個短期培訓。縱然面對營運

經費、師資和教學資源的困難，但培訓中心的
校長與老師們都決定今年 9 月將會重開三年
制的神學課程，因為培訓工人實在是迫在眉
睫的事。而我們也深信那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
工，耶和華以勒必有預備。

今次到盈江，適逢是傣族的潑水節，由於盈江
位於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顧名思義，這兒
聚居的主要是傣族和景頗族的人，傈僳族人也

短宣紀行

雲南神學院

望著新落成的培訓樓，實在看見天

父的恩典，祂在不可能的情況下讓

培訓樓可以蓋成。

傈僳族文化廣場上的石刻

雲南教會的困乏與預備
文：李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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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主內家人,

神在          得勝了！你真的相信嗎? 願磯法這
一封家書可以為這個宣告作見證。

在上一封家書中，我提到探訪 M 民朋友 
          的家鄉，又和他開始查經。意想不到的
是，          竟然決志歸主了！這是我們團隊第
一次得著一位 M 民。

我十分清楚，          的歸主其實是在於兩場
屬靈爭戰的得勝：「權能交戰」和「真理交
戰」。在這次關鍵會面之前，聖靈感動我多
次為          禁食禱告。每次代禱聖靈都感動我
禱告落淚，十分激烈。我在靈裡體會,每一次
的禱告都是和靈界的勢力打仗，為要除掉所
有帕子蒙蔽，把          的心從魔鬼的權下搶奪
過來。主向我顯明，那一天他必會得勝！

除了禱告，我也常在網上研究 M 民        ，學
習用神的道回應 M 民的「         」。想不到
這些真理在傳福音時大派用場 — 在聖靈帶
領下，從宣講四律，到以 M 民的          証明
聖經，最後講述神的愛，這道在          心中完
全得勝。到最後          開口宣認耶穌是主、是
基督、是神，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的歸主，証明了神對 M 民的愛，並且
祂的全面得勝。一切榮耀歸與三一神！

代禱事項：

1.「· · · 屬靈世界是十分真實的，這個月我和         
           遇上屬靈攻擊，讓我深切體會到這一點 
· · · 我就為他禁食了兩餐，宣告從前捆鎖
         的屬靈勢力要被切斷 · · · · · · 又在弟兄姊
妹多方禱告下，奇妙的醫治發生了！· · · 大家
可以繼續為他的身份認同禱告，他仍在學習
棄絕 M 民的風俗。」

2.「· · · 今天,我們站立於          這黑暗之地,就
更要建立一個禱告的大軍。由於在團隊中負
責帶領禱告，我決定配合神的心意。我們團
隊中開始一起學習更新禱告，亦向門徒分享
禱告的重要。主若願意，一個禱告、敬拜的
運動就要興起，以基督的得勝打破          的捆
鎖！誠邀大家也加入這個禱告大軍，因為
     的爭戰已經刻不容緩了！」

當我分享羅馬書 8 章愛的頌歌時，          一直
拍著胸膛 — 在他的觀念中神從來都是高高
在上的，然而神的愛是如此真實、叫人不能
推諉！神奇妙的愛遠遠勝過 M 民的道理。

初信者 Sunny 和 Song 正在練習使用《四個屬
靈定律》傳福音。他們十分投入。願神感動
他們繼續成為天路的同行者！

文：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