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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則盡命
朝

宣教士的生命並不比其他基督徒的生命高一等。我作為宣教士，只是回應呼召，

忠於呼召，完成呼召。

 第一要緊的——要活在神的期望和旨意下。

我在芝加哥慕迪聖經學院讀神學時，聽到一些非洲宣教士的分享，感到非洲有很

多需要。禱告時，也覺得神呼召我去非洲工作。後來作了一個夢，見到自己去了

非洲，便確定了是神的呼召。那時我還沒有結婚，想到非洲很苦，還是跟女朋友

清楚交待：合則來，不合則去。我那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竟然沒有反對，於

是我們在我就讀神學院第三年時便結婚。在美國時女兒還沒有出生。神學院畢業

後，有弟兄姊妹勸我留在美繼續進修，但神沒有叫我留下。當時埔浸知道我有去

非洲心志，便邀請我回香港植堂，看看我是否有心志能力去非洲工作。五年過後，

植堂工作蒙神祝福，堂會有了雛型，埔浸執事們也覺得我不是兒兒戲戲的人，於

是便差我一家到非洲做宣教士。女兒離開香港啟德機場時，剛好四歲。我讀神學，

是神的呼召；我回香港植堂，是神的呼召；我去非洲，更是神的呼召。沒有神的

呼召，我不敢走上去，也不能走下去。

 有了呼召，便要忠於呼召。

每個基督徒都有困難。我不能因有困難便忘記神的呼召。中國人說：「孝當竭力；

忠則盡命。」我感謝主，在我困難時，賜我力量，叫我可以走下去。我和妻子帶

著小女兒來到非洲，人生路不熟、語言不通、水土不服、女兒的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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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染瘧疾病、女兒被狗咬、家中失竊、與外國同事意見不合、被騙、遇沙麈

風暴、初期無水無電、攝氏五十度的高溫、常在屋外睡覺、肚瀉、胃痛、生活

單調苦悶等等。我有十萬個理由離開，只有一個理由留下，那就是要忠於交給

我的使命。有一首聖詩的歌詞是這樣的，「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

奉祢是最尊貴」。坦白說，我不是在唱歌，我是靠著主努力走下去。女兒現已

大學畢業，在美國工作；我們兩口子還在非洲繼續生活。

樂曲有休止符，是表示休息一下，並不是結束樂曲的符號。好的歌曲都是有始

有終的，並且首尾呼應。我希望自己能夠盡力走完全程，也求主賜我一個好頭

好尾的生命。二十年在非洲，今天靈修時讀到一句話，想跟大家分享：

弟兄姊妹們，我們的呼召都不同，但我盼望我們各人，都能回應神的呼召，忠

於神的呼召和完成神的呼召。做宣教士也好，做普通基督徒也好，這都是同一

個道理。

「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上帝的旨意，

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

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只是義人必因信得

生。他若退後，我心裏就不喜歡他。」

（希伯來書10:36∼38）



     我信主超過40年之久，經歷神的恩典極豐厚，
     尤其是在人生的逆境中，神的愛時刻伴隨我，
     挪去我生命中的愁苦，賜予我平安和喜樂，我
     的心深受激勵！

1988年我因搬家到大埔，會籍由「柴浸」轉會到「埔浸」，從此我在「埔
浸」大家庭中成長。感謝神！牧者及導師們給我在屬靈上的牧養與關懷，
在教會團契生活中，我與弟兄姊妹一起在真道上學習。為回應主耶穌在十
架上所成就救贖之恩，與及祂在我生命中那份難以忘懷的深恩厚愛，我願
意委身事奉祂！

1995年，「埔浸」差派50多位弟兄姊妹，到大埔運頭塘村傳福音及開荒植
堂，我是其中的一員。1999年，我有機會參與香港循理會與香港醫療動員
會合辦的柬埔寨醫療短宣服侍，開始認識柬埔寨這個地方。藉著幾次醫療
短宣行程的體驗，聖靈的感動，孕育我的宣教心。

2002年，我蒙神的呼召，辭退醫療配藥的工作，帶著異象進入神學院接受
裝備。畢業後，我得到香港循理會的接納、教會的認同及差派，在2007年
1月，踏足柬埔寨工場服侍。那時我是一名宣教新丁，參與一個國際性的宣
教士團隊，包含4種不同的文化（美國、日本、菲律賓、香港），還要適應
柬埔寨本土的文化，真的不容易啊！

雪英瓦

器
寶 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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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恩典！我們的隊工雖然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不相同，在主的
愛裡，也可以共融。我們彼此同工和學習，也能互相照應！不同時期，在事
工或人事上，有著不少的改變。直到現今，我們隊工中有十多位宣教士，全
部都是香港人。似是溝通無阻隔，但仍要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彼此謙卑學
習，建立在基督裏合而為一的服侍團隊！

回顧過去十二年在宣教工場上的服侍，感謝神的揀選！使用我這卑微的瓦器，
彰顯神的能力，作成祂的聖工，我在其中經歷與神同工的喜樂！在事奉或生
活上，我也曾遇上不少的困難，例如交通意外、染上登革熱、患病、事工和
工場人事的轉變、多次搬屋等等，感謝聖靈的同在與扶持，帶領我平安渡過。
當中我有所學習、體會和屬靈生命的成長，感謝神！

多謝後方教會弟兄姊妹為我懇切的代禱、關懷及金錢奉獻的支持！神透過我
們在不同的崗位，忠心的服侍，在那「未得之民」救贖計劃中的參與，深信
神的救恩，必能普及萬族萬民！祈求聖靈引導我們，使用我們整個信仰群體，
同心遵行主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將宣教使命承傳開去，並仰望等候主耶穌
基督的再來！



1990年12月我倆決志，1991年初開始在教會聚會，當時常

聽到的教會口號是：「不是主日學學生，就是主日學教師」。

後來加入了福音使團，每月我們都與女兒有機會上樓佈道，

一家人一同參與傳福音的工作。後來，又透過教會開始的差

傳主日學認識了差傳！ 我們是首屆差傳主日學的學生呢！然

而我們當時完全不知道甚麼是差傳？只覺得我們在語言、經

濟、假期的考慮上都沒法參與海外差傳！

2000年教會按立執生成為執事後，我們開始帶領及協助推動

差傳工作，每年去短宣也成了我們家庭的例行節目！ 2008年

成立差傳中心，執生成為差會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事奉至出

工場為止。

2009年上帝呼召我倆去服侍在S國的同鄉，2010年我倆和女

兒參加了S國短宣，確認主的呼召。當時估計有超過二千名同

鄉在S國的首都生活，大約有二十名信徒。他們沒有合適的教

會，信徒之間的聯繫也很少，結果面對生活上各種困難和誘惑

下，屬靈生命很難成長。

執生、執太

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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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年紀、語言恩賜等等，我們知道自己的限制不少，但

我倆願意順服衪真實的帶領！我們作為教會的領袖應以身作

則，作信徒的榜樣到福音未到之地，實行大使命！

我們身處的S國政治比較穩定，所以無數的同鄉都選擇在S國

投資。這裡向同鄉傳福音仍是自由的。感謝主！我們的聚會

人數漸漸穩定下來，所以我們在2017年11月開始租借地方成

為固定的聚會點。

2018年1月我們開始了兒童主日學，由執太負責統籌，並與

本地教會探討合作發展兒童事工，讓同鄉的兒童將來更容易

投入本地教會的青少年聚會。未來我們計劃開辦城市宣教中

心，成為一個福音平台。

我們希望差傳能薪火相傳，所以常為年輕弟兄姊妹禱告。我

倆雖年紀不輕，實可給年青人作榜樣，以身作則順服上帝，

投身大使命！所以求主感動工人來接棒，更想藉此鼓勵及推

動年青一代參與宣教大軍！



宣教士是一群蒙神揀選，帶著使命進到一個特定的處境中，以生命見証著基督

真道的僕人，因而內在的生命素質比他的外顯能力，更具有深遠的影響。耶穌

是地上第一位宣教士，也是宣教士的模範，衪不但道成肉身住在不同文化、不

同地域的群眾中，並時常面對不同種族的宗教、文化、階級及思想所帶來的挑

戰。當時的文化差異比較今天的時代更複雜，如撒馬利亞人、撒都該人、祭司、

當地的官方人員，及至貧窮人、病人、有學識與沒有學識的本地人。無論處境

是多麼的複雜，但主耶穌沒有離開真理的傳遞，並時刻把握宣講屬天真理的機

會，叫人因衪的道得以認識那差衪來的。

當耶穌完成神的使命後，在衪升天前，便把使命傳遞給門徒。衪不單完成了救

贖的使命，還把福音的棒傳給門徒。門徒繼而擔負著「使萬民作主門徒」的使

命，把福音帶到不同的角落中。福音的使命由耶穌開始傳承，延伸至歷世歷代

的宣教士。在使徒行傳1章6至8節，衪提醒門徒不是為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抱

負努力，而是為了天國的真理。真理叫人得自由，但真正要改變的是人的生命。

重生的生命才能活出耶穌的形象，並以榮耀神為目標。

  小蹤

真理 的 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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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一百年的宣教士歷史來看，他們是用生命來傳遞真理，甚至為主犧牲性

命，為的是讓福音的果子繼續成長。曾有一位澳洲宣教士巴尚志，在他三十歲

的臨終遺言中這樣寫道：「我們的血會像水泥般做成了地基，神的國度在這地

上延綿，我們雖被鏟除，主的名卻得以高舉。」昔日他們是以生命來傳遞真道，

為的是讓主的名得榮耀。在今天的世代中，世界的眼光正在影響全球教會。在

高舉個人主義的氣氛下，真理停留在個人利益身上。昔日宣教士卻用生命讓真

理得以傳承下去。他們生命的堅持與犧牲，換來後世得到福音的機會。

昔日的宣教士肩負著主耶穌的心意，就是叫萬人因相信衪而得拯救；今天宣教

士的生命因著堅持福音使命而前進，需要看得更高、看得更遠、看得更全面、

更要看得更廣，以讓真理繼續能傳承下去。前人之所以為福音把性命擺上，是

因為他們看到的不是眼前的事，而是將來的事。宣教士生命的意義所強調的不

是今天的果效，而是未來真理傳承帶來的影響。因此宣教士的生命所作的不是

眼前的侍奉，不是要去討人的喜歡，而是為了留下更多生命的果子，延續福音

的使命。深願我們在地上的日子，能使福音得以延續，作主忠心又良善的管家。

十字架代表救贖，也告訴我們

 唯有生命高舉基督，

  別人才能從生命中看見主耶穌。



汪
洋中

的救生圈
關圖氏

我倆出宣教工場的經歷，有如一艘小艇進入了汪洋大海。我們很清楚要

去的方向，但卻沒有詳細的路線圖，不知道確實的目的地，只能看著上

帝給我們的指南針，順著上帝所賜的風，一直的向前行。旅途中有很多

我們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如需要在法國多停留一年，之後我們又因隊伍

及當地需要，改變了當初有負擔的宋族，轉為服侍圖族。感恩在汪洋中

沒有迷路，從中學習如何單單順服，到達了現在服侍的機構，小艇終於

停泊下來。

找到港口泊岸之後，開始學習在異地中生活及打魚。與其他漁夫一起，

看著他們不少帶著自己的技能，好像很容易就可以下網了，就如隊長本

身有工程師的專業，他可以開水井，以工程走進人群中；宋小姐以護士

的知識，可以很具體地幫助人等。但看著自己，總是有點笨拙，過往的

打魚經驗，都彷彿用不上。有些時候，我們迷失了，會埋怨為何天父當

初沒有讓我們考取一些專業呢？有些時候，看著別人的成果，會羨慕、

會自卑，想著自己是否一事無成呢？這時我們肉身是泊岸了，心靈反而

掉進了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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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洋中浮沉，是挺危險的。天父

卻早已經為我們放下了救生圈——就

是回歸當初的召命，我們的初心。還

記起2010年的西非短宣，天父就用了

使徒行傳第 9 章中，亞拿尼亞如何順服耶

穌的指示為掃羅祈禱，來感動我們的心。

那時自己同樣正值迷茫，沒有信心走到穆

民中傳福音，聖靈提醒我是主自己親自呼

召祂的民，親自向他們顯現。但同時祂需

要有人走到他們當中，肯定他們所遇見的

就是耶穌。因著這份感動，我們願意回應

住進圖族人當中，與他們一起生活。我們

需要的只是敏感主的心，等候主的作為，

而並不是我們要做幾多，要看見有多少的

成果。這並不代表我們只是乾坐著等待，

就像守株待兔一樣，我們不斷撒網，不斷

鍛鍊，累積經驗。不看眼前，不再著重於

果效，而是預備好一切，當主耶穌吩咐我

們在哪兒下網，我們立時可以去。如果忘

記了這個原初的召命，我們很容易就會被

汪洋中的風暴打沉了。

「毋忘初心」，近來總在電視或朋友口中

聽到，像是聽到麻木了，但這道理卻又何

等的真實。環境總是在變化，初心就像是

指南針一樣，就算風浪打亂了我們的航程，

靜下來看看手中主所賜的指南針，我們又

可以調整好正確的方向，再次向目標前行。

像是這一年，天父引領我們回到出生的港

口，在安舒的環境裡，反而更容易走迷了。

感恩藉著主恩典，我們將會在不久的將來

重新啟航，而這次不再是我們兩個人，還

將會帶著孩子，又是另一段的冒險航程。

引用一個資深牧者的說話：「耶穌在船中，

我們笑暴風」，就讓我們懷著這樣的信心，

面對未來三年的新挑戰吧！

「毋忘初心」



學習聆聽
大學畢業後的暑假，我透過浸聯會舉辦的砂朥越短宣認識跨文化宣教。
之後，在宣教大會我回應上帝：「在祂的時間，我願意成為宣教士被祂
派往要去的地方。」隨後幾年，透過差傳事工聯會舉辦的課程和教會的
短宣體驗，繼續學習和裝備。1999年的聖誕節，我跟隨短宣隊探訪泰北
清萊山區的阿卡村落。這次探訪令我深深體會耶穌昔日的事奉 : 走遍各
城各鄉。

2000年，我離開中學老師的崗位，進入神學院接受全時間的神學裝備。
2003年神學畢業後，我便開始在大埔浸信會事奉。上帝真是奇妙！埔浸
訪宣隊前往的村落，正是我昔日到訪的阿卡村。當時的教會領袖們也希
望在泰北有多一點的關心和參與。2005年，我如常與弟兄姊妹一起在該
村落中服事。就在訪宣期間，上帝卻給我學習阿卡語的感動。這是關注
阿卡族的開始。回港後，在網絡上找到一個阿卡語和英語對照的小字典
文檔，這份資料是由一個反對基督教的人士為了幫助保存這個文化而製
作的，上帝就讓我使用這個文案配合一本阿卡語的聖經自學阿卡語。

2006年，我在清萊認識的一群阿卡族弟兄姊妹舉村遷往清邁市郊居住。
自此之後，我和訪宣隊也隨著他們，開始在清邁參與服事。身處清邁市
郊的他們，最初仍然保持在山上的生活方式﹕住在用竹和草搭建的房子、
燒柴、種植。不過，兩三年後，房子已逐漸改為磚屋了。這段日子，透
過一位服事阿卡族的宣教士，上帝讓我對這個分佈在湄公河流域五國的
阿卡族增加了認識。五個地方（中國、泰國、緬甸、老撾和越南）的阿
卡族各有所需：培訓、開荒佈道、關心城市的新一代⋯。

回想一直在走的宣教之路時，
我深深體會這是一條學習
聆聽和活出召命的路！1

宣教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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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認真地尋問上帝，祂想我去哪裡？最後，上帝讓我察覺到心中常
常有的聲音：「雖然這一群阿卡族的弟兄姊妹是身處清邁的市郊，但新
一代要面對的已不再是山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挑戰。可以如何牧養和建
立新的一代，好讓他們能健康地進入這個真實的世界 — 面對城市帶來的
不同挑戰，並能活出一個真真實實的基督徒的生命？」這是上帝的呼喚
嗎？2010年，我離開香港進入泰國，開展另一段跟從上帝的事奉道路。

學習活出召命
一直以來，「宣教士」給人的印象就是人生的一個召命（CALLING），
昔日我也是這樣想的。不過，回顧過去事奉上帝所走過的道路時，更深
體會「召命，就是呼喚你進入神的生命，活出你應有的那個生命。」2  
換言之，「宣教士」只是上帝給予的其中一個崗位、一個讓我們可以活
出那個「應有的生命」的方法。因此，應有的那個生命反而是我需要不
斷地認識和追求的。這八年在泰國宣教工場的日子，上帝讓我繼續學習
聆聽，認識和活出召命 — 活出我應有的那個生命。

在曼谷學習泰語一年後，我就前往清邁，住在所服事的阿卡村裡。初到
工場時，對泰語不是完全掌握，所以在預備主日學和講道的信息時感到
吃力。再者，村落中「即興」的文化也帶來不少壓力。記得，有一天的
傍晚，當我正與另一位姊妹坐下，正開始食晚餐時，教會的主席來找我
說﹕「某某弟兄的兒子回來探望他，現於他家召開感恩祈禱會，他想邀
請妳一起參與並在當中分享上帝的話⋯」⋯ 完全沒有拒絕的可能！頭腦
上知道在工場常常有突發的需要，當實際要面對這些突發的事情時，心
理壓力也相當大！不過，慢慢也適應了。在互相配搭的過程中，弟兄姊
妹們也明白「計劃」的需要，因為新一代的弟兄姊妹有機會進入城市工
作，他們的處事方式也有些改變了。



在阿卡村的服事漸漸地穩定下來，上帝也讓我更專注地參與青少年領袖
培訓和聖經教導的服事。2015年，因著差會事工的發展，我需要同時參
與在另一條泰國人村的服事，並需要住在其中。在這村子裡，我所接觸
的不再是一群青少年，而是婦女，特別是以村裡的原居民為主。在泰國
人村裡，我仍然是跟當地人同住！記得搬進村中不久，有一天，房東向
她的朋友介紹我：「她是愛孩子的老師，做事認真，生活有規律 — 早睡
早起。⋯」我一邊聽，一邊想：「妳又如何知道？」原來她不停地觀察 ⋯ 
她說在家裡會揭開窗簾布看我，見我在晚上十點多就會關燈，一大早就
見到我起床。原來當我仍未開口見證時，我的生活已在向她說話了！

在村落中的泰國人一般都友善，願意與人分享他所有的。不過，要進入
他們的內心世界卻不容易。因為我的房東是一位很喜歡煮食的婦女，所
以我很有口福，可以常常享受道地的泰北菜。很多時候，透過飯桌間的
聊天，彼此認識加深了，信任的關係也建立起來。在工場中，我們所做
（DOING）的服事當然重要，不過，我們如何活（BEING）也是不能忽
略！活「在金魚缸式」的生活彷彿令人失去自由和個人空間，但這種生
活卻能令我更深體會和明白耶穌「道成肉身，住在人當中」的感受。耶
穌豈不是如此真真實實地在人前展示他的生命嗎？！ 更深的感受到當我
說在工場中要建立阿卡族的第一代年青的信徒，讓他們活出一個真真實
實的基督徒的生命時，我豈能不真真實實地活出那生命呢？

在工場上，我的工作不是引進新的科技和新知識，我需要在服事的群體
中活出『應有的那個生命』。因此，在工場上不斷學習聆聽，誠實地面
對自己和上帝，有助我知道如何回應所面對的事奉和人際的挑戰，並活
出『應有的那個生命』。

1 「召命，不是一個你要努力去達成的目標；明白召命，也不是靠苦苦思索，『諗過度過』

（計算得失）才能領受。召命，著重的是『聆聽』：神呼喚你，你仔細傾聽便可以了，無須事先弄

清楚怎樣做，用甚麼方法去做，做起來要些甚麼步驟，然後才決定那是否神的呼召。」

楊錫鏘：《召命：以生命回應神的召喚》，二版（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7年），頁39。

2 楊錫鏘：《召命》，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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