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牧：司徒嘉敏傳道  

隊員：梁宗信(隊長)、勞子鋒(副隊長)、李寶羨、 

  蒙子傑、嚴誠謙、梁迦南、賴愷文、簡詠芝、   

  孫顯恩、王貴芳、彭寳瑠、彭寳珊、王慈慧。 

 
 
 



行程 

 

第一天:下午到埗，第一個任務便是買 

物資。 

晚上與美讚加恩教會弟兄姊 

妹一同在村裡報佳音！ 

 

 

 

第二天:早上一同預備之後的佈道  

會及主日學。 

晚上參加了在 Mae Taeng 

一條泰國人村裡的佈道 

會，看見神如何改變舉辦 

佈道會的家庭。 

 

 

第三天: 早上在美讚加恩教會帶領主

日學，之後參與了他們的聖

誕崇拜。 

        下午出發上山到阿克村探

訪，旅途中試過壞車，但仍

平安抵達。 

 

 

第四天: 早上與阿克村的 Aphiwat 傳

道一起在村裡探訪，傳福音並宣傳

27/12 的聖誕活動。之後與 Aphiwat 傳

道分享交流，了解村內的信主情況。 

下午回程到美讚。 



 

第五天: 在一間有中學、小學和幼稚園學

生的學校舉辦佈道活動，當中有

流程不順但與當地同工合作下

仍然順利完成。 

 

 

第六天: 到在第六村的華傳泰國中心參 

        觀，一同靈修及分享。之後聽同 

        工介紹他們的事工及未來方向， 

        一同祈禱。 

        下午到村内的一間寺廟與住持進 

       行信仰對談，了解泰國人的佛教  

信仰。 

 

第七天: 在另一間小學裡舉辦佈道

活動，感恩與當地同工有

更緊密的合作，也比上次

更順暢地完成。 

        晚上是輕鬆的時間，一起

在市內觀光！ 

 

第八天: 回程到香港 
 



讓二變成一 

司徒嘉敏傳道 

 

在過去十九年間，我們開展了一趟特別的宣教旅程，就是參與

泰北的服事。由初期差派訪宣隊和大專生，發展到後期差派宣教

士到阿卡族群中，我們一直默默地以不同方式擺上，不單是要傳

福音和建立當地的信徒，更盼望與當地的信徒一起成為實踐大使

命的門徒群體!  

 

今次訪宣回港後，我被問到: 「這

次離開泰國，你有不捨得嗎?」我很

快便回應: 「沒有。因為這次行程

讓我更肯定選擇離開工場，回來推

動宣教是合適的時候。 雖然我與泰

北的弟兄姊妹和同工是分隔兩地，

但我們都是在同一個國度中以不同

的角色一起事奉而已。 

 

再次以隊牧的角色與訪宣隊一起

服事，感覺很特別。在今次訪宣旅

程中，看見隊員們有不同的學習和成長: 就如在跨文化服事中遇

到沒有預期及不能控制的事情時，各人在群體生活中體現彼此相

愛的甜酸苦辣，在安靜反省中發現新的自己。 

 

這次訪宣隊的組成也很特別，有初次到訪，也有再次到訪的。

有中年的，也有青年的。在過程中，兩代一起配搭和分享所呈現

的一幅畫面真的很美! 不單如此，Pipop 牧者的兒子義華弟兄和

美讚加恩教會的青年人成為我們在校園服事的重要同工。看見泰

港兩地的年青彼此配搭，也是令我難忘的畫面!  

 



 

為了讓弟兄姊妹對泰國人有多點認識，是次旅程安排了探訪昔

日我以宣教士身份服事的第六村。除了邀請第六村的婦女一起晚

膳之外，特別到當地村民常去的佛寺與住持交談，盼望對佛教徒

有多一點認識! 當然，我們也探訪「華傳」的宣教士和泰國同工，

認識他們在第六村服事的需要。令我最驚訝的是，美讚加恩教會

最近在 Mae Taeng 區的一條泰國人村開設了一個新的基址。美讚

加恩教會不再局限只向少數民族(阿卡族和阿克族)傳福音，而是

進入泰國人當中。少數民族進入泰國人(多數民族)中傳福音是不

容易的事。但聽到那位曾在台灣工作而信主的泰國姊妹分享見證

後，再次體會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感謝主! 雖然美讚加恩教會和埔浸身處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但 

在兩地中的我們不忘學習和實踐同一個大使命--使萬民成為門徒! 

願我們一起努力，用神的方法，在神的時間，作成神的工作! 
 

 

 

 

 

 

 

 

 

 

 

 

 

 

 

 

 

 

 

 

 



梁宗信 

 

「回到起點，從頭上路」，這不單是

電影主題曲歌詞，更是電影主題曲歌

詞，更是上帝給我於這次短宣的主旋

律。 

 

多年前，面臨工作上的關口、信仰

上的死胡同，神領我到泰北山區，向我

展示祂的真實，確立我人生的方向。自

此，每年一次的泰北短宣總不缺我的份

兒，由隊員變為領隊，再從領隊退居幕

後栽培新領隊。埔浸造訪的地方，亦由

清萊山區的美良河，轉到清邁郊區的美

讚，轉眼十數寒暑。今年我再次擔任領

隊，短宣隊又重回清萊山區，一切像從頭開始一般。   

 

今次短宣，上帝讓我見到三位弟兄姊妹的見證，他們的路是與

神一起走過的，由神一步一步引領著。他們都不走人以為美的路，

卻為回應神而走上窄路。  

 

  蘭尼姊妹，從前在香港當護士，在一次聚會受上帝感召，決心

走上差傳之路。當完成一年制神學晚間課程後，決定全職事奉，

便報讀日間神學課程，卻竟然不被取錄，在失望之餘亦懷疑自己

「捉錯用神」，便將「感動」丟在一旁。誰不知一次家居意外，神

從死亡邊緣把拉她回來，令她重燃那團火。於是毅然放下工作跑

到泰國來，為了回應上帝的呼召。回應-等待-回應，上帝帶領她

走上宣教之路。 

 

Aphiwat 傳道生在清萊山區的阿克村，少年時到山下讀書，取

得大學學位。他精通阿克語、華語、英語，在大城巿作傳道人，

與外國宣教士一起翻譯聖經，寫成阿克語的新約。在世人眼中前



途一片光明，他卻為了回應神的呼召，肩負族人福音需要的擔子，

放棄擁有的一切，與妻子及一對年幼兒女跑回山區老家，當窮鄉

僻壤的傳道人。他不走世人所羨慕的光明大道，卻走上一條艱辛

的路。 

 

Pipop 牧師的兒子義華，好不

容易熬到大學畢業，展開自己的

事業，在學校擔任老師的工作，

為沉悶的校園注入新氣，為迷失

的孩子們帶來希望。帶領學生美

化校園，透過生命教育，為他們

的生命加添色彩。所以深受校

長、同工、家長、學生歡迎，校

方更有意推薦他為新校舍的校

長。以一位三十未到的年青小伙子，有如此機會，實屬萬中無一。

但因神的感召，他選擇返回村莊，成為學生中心孩子們的生命師

傅，將自己的經歷，轉化成為孩子們向前的動力。他拒絕校長邀

請時的一番話，實在令人感動。他說：「校長一職，沒有我，其他

人來當也可以。但家中、村內的工作，只有我這個家族成員才可

承擔。」那份承擔民族福音使命、引領下一代成長的擔子，令我

聯想到十字架。 

 

馬太福音第十章，耶穌設立十二門徒，給他們使命:「...天國

近了」(太 10:7 下)，更預先忠告他們傳這道將面臨逼迫

（10:16-25），但已賜下出路：「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

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11:28）以上三位弟兄姊妹的見證，

豈不活演這兩章聖經的內容嗎？ 

 

回到自己，上帝再次帶我返到泰北山區，多年來許許多多的回

憶片段，湧入腦海，拆毁-重建-再拆毁，呼召-回應-再呼召，神

啊！是時候上路嗎？求神指引。 

 



勞子鋒 

 

繼 11 月到清邁參與青年宣教營，這是我第四次到訪清邁。然

而，跟以往不同的是在這次跨文化訪宣中，我擔任副領隊一職。

對於參與短宣，我不陌生，但帶領弟兄姊妹參與短宣，這是第一

次。因為領隊要在行程第二天才加入短宣隊伍，所以我需要帶領

隊伍從香港到清邁，並完成頭兩天的行程。出發當日，我一早起

床，壓力隨著領隊的責任慢慢浮現，我擔憂：隊員能否順利登機？

能否適應當地住宿飲食？能否投入行程活動？我憂慮：自己會否

忘記某些重要的事，耽誤行程？我害怕：自己會否只專注在行程

表上的事，而無法與隊員一同享受短宣的生活？這絕對是我在是

次短宣要學習的功課。感謝神，在衪裡面滿有平安，短宣順利完

成，我盡了作副領隊的職責，也能投入每一項服侍。 

 

到達的第一晚，天氣不太冷，我們跟隨美讚教會會友報佳音。

跟香港的安排不同，他們報佳音是去村內逐家逐戶唱詩、祝福和

禱告，之後那個家庭會贈送一些汽水和小吃，供教會新年聚會的

需用。我實在萬分佩服他們的毅力和盡心，要逐家逐户向村內 60 

戶報佳音，大約需要 5 小時不停的走路、站立和歌唱，對精神和

體力的消耗非常大。在過程中，我看見一幅何等美麗的圖畫：報

佳音的人堅持逐家逐戶的去，為要將祝福送給每個家庭；而各個

家庭都耐心的等待祝福來臨，那怕有多晚。我又轉念，宣教不也

是這樣？宣教士不怕辛苦，堅持接觸未曾聽聞福音的人，為要將

耶穌的好消息送給他們；而未得到福音者的心靈也期盼找到能滿

足人心的上帝。 

 
過了三小時，有些短宣隊員回去休息，我也開始體力不繼。望

著繼續前行的報佳音隊伍，原來有我認識的少年人，由始至終仍
是高聲唱歌，沒有半點疲累。我問她是甚麼使她仍有能力去唱？
她笑了一笑，回答：因為耶穌！聽似是一個信徒常用的標準答案，
我卻深知到，若非耶穌，還有甚麼原因使我們去呢？ 

 



 

主日那天，是聖誕崇拜暨感恩主日，卡汶邀請我在她講道時分

享我在宣教路上的見證，我由 2017 年在清邁參與大專生跨文化

體驗，及後與關圖氏夫婦的交流，到 11 月青宣的體驗和看見，

過程中的得著，最後也將我 2020 年去西非短宣的計劃向眾人分

享了，之後由卡汶用泰文講道。當我以為任務已完成，見卡汶拿

出一個包裹，說是阿卡村民在卡汶離開工場時籌集送她的禮物，

她再次邀請我上台，將

那禮物給我，說是給我

作西非短宣起步費。然

後美讚教會的長執上

台，就按手為我祝福。

對我來說這件事來得

太突然，當時我腦海一

片空白，連該有甚麼表

情也不曉得，只在想我

究竟憑甚麼可以接受

這麽大的祝福。 

 

崇拜結束後，卡汶跟我說明，當日她接受這禮物時，曾跟村民

說會將此奉獻在非洲宣教上。但向三個非洲宣教單位提出時，他

們都說沒有需要。她便想到將此作為我西非短宣部份起步費，在

短宣時給我這驚喜，一來鼓勵我繼續在宣教路上尋求，二來讓美

讚教會的弟兄姊妹與我一同出去參與，在世界的宣教服事上有份。 

 

宣教好像一根燃點的

火柴，微弱的火焰似乎快

將熄滅，若把更多火柴聚

集點燃，火便會更旺，而

且一直燃燒。 
 
 
 



李寶羡 
 

這是我第一次探訪阿克村，也是第一
次上清萊山，經過美良河中國教會…… 
由清邁出發，車程需五小時，我們遠離
城市，又翻過幾個山，到了一條小村
莊，高腳的房子依山而建，只見二三十
戶，人數並不多。 

     清萊山上的阿克村 
 

大清早，Aphiwat傳道和Pipop牧師帶著我們十四個港人逐家探訪，當
中有巫師和村長的家。Pipop牧師跟他們說阿克語，時而取出電子聖經讀
給他們聽，我們只有在旁邊禱告，按時送上禮物和拍拍照。有幾個片段
給我很深的感受……探訪了幾個山上的家庭，我們由陡峭的山坡走到平
地，是一條鋪了石屎的“大路”，可能太陽已升起，街上多了人和動物
走來走去。我們站在一間鐵皮屋外與家主談了很久， Pipop牧師讀了電
子版經文，卡汶與女戶主牽著手談話，我們在旁看著，時而有途人經
過，好奇的望一會說走了。叫我想起 2000年前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
宣講神國的褔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個門徒…他們是否預備接受福音？

反過來，我是否預備好傳這福音？就是這
個場景嗎？後來才知道這是村長的家，
願他接受福音，並將這福給全村的人。 

 
及後我們走到人群聚集的地方，

Pipop牧師坐在亭子裡與人談話，轉個頭
來，我見隊中的年青人竟然找到談話的
對象，原來用上了英語與當地年輕小伙
子搭建了溝通的橋，真是勁 mark mark!
還有一班婦女站著，閒著，等著？ 

在街上與村長談道 
 
 
 

 
 
 
 
 

             
      人們需要什麼？                    當地傳道 Aphiwat(右一) 



雖然阿克村只有 300 人，信主的人只有幾個，神卻早已預備了聚會所
和阿克族傳道 Aphiwat。這是他第一句分享的話︰沒有禱告，火很會快熄
滅……提到 15年前讀神學時他已有返家鄉佈道的想法，也預期不被本族
本鄉的人接納，就如耶穌的經歷一樣。但宋尚節的經歷激勵了他，不是
要追求世上的榮華，而要回應神給他的異象。畢業後在清邁市服侍，一
直等候……之後與宣教機構配搭翻譯阿克語聖經，原來阿克族沒有文
字，只有用英文字母將語音併出文字來。 

 
幾年前，他在服侍的路上仍覺迷網：雖然知道要回村去，卻不知應走

哪條路？期間他一邊申請牧職，一邊做導遊，的士司機維生。他發現做
導遊的收入豐富，當上的士公司委員將會有車，有名聲，同時可奉獻金
錢……心想若上帝沒有指示，就走自己的路！那時在匯碰教會遇見
Pipop，得到很大的鼓勵，人也變得有活力，有朝氣。他決定再等 4年，
結果 2年後，神答應了他回阿克村服侍，所以，他 2017年重回阿克村，
向族人傳福音。 
~~~~~~~~~~~~~~~~~~~~~~~~~~~~~~~~~~~~~~~~~~~~~~~~~~~~~~~~~~~~~~~ 
阿克教會 
1.現在集合了一些孩子聚會，用足球佈道方法接觸他們。 
2.成年人只在節慶活動時出席參與。 
3.平日需要探訪老年人。 
4.泰北山區的阿克族人有 300個……Aphiwat傳道的遠象還是有 25萬多族   
  人分佈在雲南、老撾、緬甸和越南等地的阿克族人。 
阿克村聚會所 
我看見神有預備--早在 15年前，清萊山
的阿克(AKHER)村落已有香港信徒到來
派發物資援助村民，後來更在金錢上奉
獻美良河教會，購買了這個聚會所原
址。可惜過去 12年來，沒有牧者。直至
2017年美贊教會支持 Apitwat傳道一家
從城市回歸本族本村的阿克族中服侍，
再重新修建。 
阿克族小知識 
阿克族和阿卡族同屬哈尼族，主要分佈在中國的雲南西部，阿克的語言
和文字都不同於阿卡族。按資料顯示，目前在泰國的阿克族人就只有在
清萊山這一條 300 人的阿克族村。他們大多是以種茶為生，主要是普洱
茶。宗教上保持著濃厚的民間信仰，例如精靈崇拜，符咒等，由巫師負
責所有宗教事宜。 
阿克語的新約聖經在兩年前(2017)出版了,目前仍然未有阿克語的舊約聖
經。 
（資料參考 2017年 4 月至 12月思行錄，泰北短宣 2016分享集，再整合
AhPitwat和 Pippop 口述資料而成） 



蒙子傑 

我十分感恩今次有機會放下香港忙

碌的工作來到泰北短宣，除了讓我認識

到當地的人民和歷史文化背景外，更讓

我明白當地的需要及確確實實看見主

的工作。 

最初，我對泰國的印象也很表面，

大街小巷都有很多不同的神像讓人供奉，是個很迷信的一個地方，但我經

歷了在泰北八天後，讓我改觀了不少。期間印象較深刻的是短宣的第一個

晚上，我們跟著當地牧者去村內報佳音，全村數十戶，牧者帶領當地青年

逐家逐戶到訪，他們帶著一支結他

及歌譜，在門外唱著動聽的詩歌，

並且送上祝福及小禮物，並為他們

的需要祈禱，過程中無論婦人，青

年和小孩，眾人同聲歡呼高唱，氣

氛溫馨，被訪村民也很歡迎及接

受，甚至遠遠在門外等候這報佳音

隊伍，場面十分感人及滿有恩典。 

過程中，我又看見牧者及青年的全情投入事奉，與神同工，每一個人

也擁有一顆單純事奉主的心，由心而發。相比起我在香港經歷過的報佳音

有著不一樣的感覺，香港人較為匆忙也較

冷漠，當時我就反思自己在香港是否擁有

的太多，常被豐富物質所吸引，卻忘了感

恩，香港處於一個資訊發達的年代，我們

好容易接觸到很多不良的資訊，從而被誘

惑受影響而漸漸偏離主，但我在這裡卻重

新學習，明白自己卑微，存心順服，又看

見主的恩典臨到泰北村民身上。 

 

我希望宣教工作能繼續於當地發展，傳揚美好的福音，希望當地政府

能繼續保持宗教自由。此外，我又會時刻儆醒自己，要時刻活出基督的樣

式，撇棄魔鬼的誘惑，常常禱告，將心向著主，為主作鹽作光，才能得到

永遠的快樂及心靈滿足。 



嚴誠謙 

說到泰國，不知道大家會想起甚麼呢？大多人
是會想到藍天碧海、各種美食和風土人情。以往的

我都是一樣，每次去泰國就是想吃甚麼玩甚麼；但

這次卻不一樣，為的只有將耶穌的愛帶給當地人。 
今次的訪宣比以前去過的都更有掙扎，因訪宣

的時間正值聖誕節，以往我從沒有在聖誕期間離開

過香港；加上剛出來社會工作的我，聖誕節是全年
最長的假期，對於習慣在香港與家人及情侶一起過

聖誕的我來說，要跳出「習慣」的框架，向來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感恩他們的支持和代禱，在我疲倦
時給予安慰，在我快樂時與我一同喜悅，謝謝你們。 

因家母是從泰國嫁來香港的，所以我在成長過

程中有很多機會學習泰文，所以在訪宣其間要和別
人用泰文溝通這事上不太擔心。但上帝又給了我一

個功課：如果日常用語對答中，我可以明白七成，

那麽聖誕和基督教用語中我大概只明白一成。這令
我感到一點的苦惱，因為當隊員向你投以求問的眼

神時，我只可笑笑搖頭。 

在我苦惱時，上帝又用另外的方式來鼓勵我。
在其中一個晚上我們有機會和第六村的婦女交

談，我負責接待一個不會英文和中文的婆婆。在溝

通上一點問題都沒有，從清邁說到香港，由自己說
到耶穌，通通都可以。感恩主給了我這個美好的經驗和當地人有美好的溝

通。 

第一天我見孩子都比較害羞，我在想：不是說這裡的孩子很熱情嗎？
到第一晚報佳音時還沒有和孩子說過一句話。到了第二天，我頓時覺得自

己不可以「敵不動我不動」的心態去等待。所以我拿出最後武器-汽球出

來，立刻取得小朋友的注意：十多個孩子
說著謝謝，又拉著我要我送汽球和跟他們

一起玩。不禁默默在想，下一次還是早點

拿好玩的出來吧。 
這次訪宣讓我一次又一次看到神的大

能，在短短的篇幅中沒法一一和大家細

數，但如果你或妳想更了解我的感受--來
參加下一次的泰北訪宣吧。 



3年之約 
梁迦南 

相隔 3年再回到泰北工場參與訪宣，本來
我只抱著關心工場、鼓勵弟兄姊妹一同參與訪
宣的想法，但神讓我再次在此地看見祂的作
為。 

6年前我第一次來這個地方，我剛剛中學畢
業，就初嚐宣教體驗，很感動又很雀躍。3年
前大學畢業，有幸再來這裡 1個月，目的是體
驗宣教士生活，開了我在跨文化生活的眼界。
這次訪宣則讓我看見傳承、看見上帝的奇妙的
帶領。 

再次回到泰北美讚加恩教會有種很親切的
感覺，見到牧師一家也像與朋友相聚般。比較
3年前，Pipop牧師看上去確實老了一點，但
卻仍有股為主拼命的衝勁。最深刻是有一晚在村裡報佳音，他帶領著年青
人逐家逐戶唱詩歌、祈禱，歷時 4個多小時，仍然熱切的敬拜和禱告，聲
撕力竭地將好消息傳開。面對另一條對福音仍心硬的阿克村，他也連同村
裡的傳道人逐家逐戶探訪和講聖經，甚至不惜長途跋涉上山到該村幫忙聖
誕活動。我除了在他身後默默祈禱外，也像看見耶穌那份愛人靈魂的熱心。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十 15）「不願有一人
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三 9） 

橫跨 6年，3次踏足此地，我也看見傳承的發生。卡汶已由宣教士的身
份成為推動我們繼續參與宣教的牧者，Pipop牧師也推動了 Aphiwat 傳道
在阿克村開展福音工作。神亦祝福美讚教會，村裡的小孩在教會成長，承
接教會的事奉。看見從前跳跳紮紮的小孩長大成人也是一份感動。此外神
亦使用 Pipop牧師一家忠心在教會及學生中心服侍，特別是大兒子義華甘
願放棄學校的教職甚至晉升校長的機會，回到學生中心事奉，尋求讀神學
服侍神的方向。6年前訪宣中，我們見證阿 Noo接受美讚教會祝福和祈禱，
今次也見證其中一位隊員被祝福，祈禱繼續尋求到非洲宣教的路。很感恩
神讓我們見到宣教工場的教會，同樣積極地參與我們埔浸家的宣教工作。 

而對於自己生命的反思，神讓我明白無論我們的計劃有多麽周詳，若
沒有神的參與亦不能成事。在這一兩年，也會為自己的未來籌算很多，也
會同身邊的人作比較。原來神想我做的是尋求祂的旨意。只要是跟著神
走，便不會走錯，也不用為明天憂慮。我亦在與隊員的配搭、分享中明白
要更加敏銳聖靈的聲音，不要只看眼前發生的事。我們每一個行動和禱告
都可以被神使用的。在訪宣中，我們有機會與高僧討論信仰，當中的碰撞
使我反思自己的信仰是否自欺欺人，嘗試為已有的價值去辯護？還是真正
忠於所信，活出喜樂的生命，將福音傳開？ 

泰北之旅，讓生命影響生命，也使宣教心能承傳下去！ 



賴愷文 
 

第一次到泰北訪宣就準備好迎接昆蟲的心情，完全放下香港的工作。
經過幾小時的飛機平安地踏出機場就看見有人迎接我們。一路跟我們聊著
等待一架可以把行李先送到住宿的地方，好讓我們在下一站購買物資能夠
方便。感覺像貴客，我們又可能為這個地方做甚麼呢嗎？後來跳上了一架
像迷你火車箱內對著的兩排坐位親密地坐著，跟剛才上了車的行李一樣所
有人坐上剛剛好。在車上有人說道在香港很少機會能夠這樣親密地跟別人
貼上。（對的，在DAY 1 就與這裹的人特別親近，希望回港後不會變成更
有的距離！） 

到達目的地，屋子很企理，也沒太看見昆蟲。有人急不及待地衝往她
記憶中的大草地，比畫著那已經建上幾間像是小屋子的地方。我看著那裹
有教會，那裹的學生也很熟悉我們這個團隊，小孩子們很快就走過來要
玩，試著用華語與中學生聊聊又會乖巧地回答。 

隔天晚上領隊問我們給訪宣感覺打個分，我實在地不知道那感覺是甚
麼就給了一個Neutral 5 。因為那天早上我們跟學生中心的學生們玩了第
一個集體遊戲後，就結束了一些隊員構思的整個主日學。下午到訪了一個
村莊的佈道會，還參與了與村民的抽獎活動，抽中洗衣籃子回去。感覺是
繼續一個未知。 

確定的就是每天早晨很喜歡聽著隊員分享。這個團隊有著在教會會經
常碰見又不認識的人，難得又隔幾個團契。有時只是慢慢地坐在一圈傾談
又是難得。喜歡其中一位隊員分享的故事。有一個人，她覺得在教會聽道
時，身邊總有人能夠干擾到她的集中。後來牧師叫她試著拿著一杯滿水，
不讓水瀉出來的情況下在講道在教會禮堂走一圈。然後她很真的把那杯水
安全地繞了禮堂一圈，很高興地告訴牧師，牧師對她說：「是的，當你要
專注一件事，其他的東西都不是障礙」。雖然那是對25/12那篇靈修的感
想；假若在平安夜寧靜的晚上只聽到佳音是何等美好的事。這提醒我又把
專注放回見證神當中，語言不通和我想像都拋到腦後。 

一直生活的地方，身邊不是基督徒也會知道有關基督教的內容。發覺
漸漸自己也忘記了如何把福音分享給從未認識福音的人。不認識福音的人
只能夠去觀察基督徒的見證，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就是在分享福音。 

感恩在這次訪宣認識了一班不會禮讓的都坐過車上最不舒服的位置的
弟兄姊妹。一向覺得訪宣是實在太短，玩
玩吃吃，真的拍個照就回來。聽過有人不
再相信神就是因為去訪宣的人，一隊隊去
探訪似是看看一個不同的地方就回去。使
他們更不明白這信仰。這次聽到和看見埔
浸在早幾年在當地的長遠建立，讓我見證
宣教的工作，以及認識在當地的宣教士。
但而七天訪宣實在太短，只能再去一次。 



簡詠芝 
 

我相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一直以來，我都怕去

短宣，因為自覺什麼都不懂，加上

語言不通，所以一直拒絕。兩年前

我曾經在上帝面前立約，並求神使

用，神藉著好姊妹讓我參與小丑裝

備的課程。感謝神，使用我這個小

信、膽怯的人，是次短宣除了讓我多認識宣教工作(探訪華傳)，了解當地

文化(到訪佛寺與憎侶對談)還有近距離接觸當地人(學校佈道)。我們先後

去了兩間學校與小朋友有互動遊戲，也有默劇表演。 

 

這次有機會以小丑作服侍，對我

而言最深刻莫過於是一班隊友去了

食飯，而我一人在車內等候的十多

分鐘，回想起來當時既驚又喜，由

於被小朋友發現小丑在車內，他們

都紛紛前來偷看，最後，還包圍車

子，隔著玻璃的我真是有點手足無

措，後來我鼓起最大勇氣落車，小朋友非常高興，他們一邊揮手，一邊展

露天真的笑容，把我緊張的心情慢

慢平靜下來。最後，我還跟他們一

起玩包剪揼，一起拍照。這次經驗

讓我想起一位資深牧者曾經說

過，上帝要用一個人並不是你能不

能，而是你肯不肯。親愛的你，今

天你願意給上帝是使用嗎？只要

你肯，上帝就能。 



以祂為首的路 

孫顯恩 

 

    在聖誕期間必定會聽到「誰

是主角」這一首詩歌，提醒我們

聖誕的真正意義。但當身處這燈

飾璀燦的都市中，難免將焦點放

在與家人共享晚餐，或是約親友

參加聖誕崇拜。而今次訪宣令我

可以過上一個「真正的」聖誕

節–把握傳福音的機會，讓未認識福音的泰國人和小朋友認識耶

穌，祂來到地上為的是把永恆的生命賜給我們。 

 

所以你們應當先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一切都將加給你們了。

(太 6:33） 

 

 從我進職場的數年間，

都沒有想過利用假期去短

宣，只想著去旅行，好讓自

己喘喘氣、休息一番。然而

是次短宣後，天父讓我更明

白將祂的大使命放在首位，

我想要的休息衪原來已經加

倍給我了。現今我仍懷念躺

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那份悠閒和寧靜。 

 

所有勞苦和背負重擔的人哪，到我這裡來吧！我將使你們得到安

息。你們當負起我的軛，向我學，因為我心地柔和、謙卑。這樣，

你們就將尋得靈魂的安息。要知道，我的軛是容易負的，我的擔

子是輕省的。(太 11:28-30） 



 

那份從上以來的休息不是甚麼都不做的生活，而是在「工作」

中的喜悅和輕省。我在短宣中主要負責兩間學校佈道的「主持」

和遊戲環節。本想每一部份都盡善盡美，照著原定計劃去進行，

但「執生」仍是出現。平常我會馬上緊張起來，甚至會手忙腳亂。

但是當時刻意告訴自己的心思意念要聚焦在事奉神上，而非活動

的細節上。感恩天父在整個過

程賜給我一份平安的心，活動

亦順利進行。神的擔子確是輕

省，因為天父已經「包底」。祈

盼每一位參加學校佈道的小朋

友，心裡作藏的福音種子會茁

壯成長。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

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 1:8) 

 

確實我們睡的地方不是甚麼高床軟枕，

吃的也不是甚麼山珍海味;但感恩我每晚睡

得很好，吃得飽足。最重要是與孩子的相處

過程中令我更明白耶穌教導我們承受神國

的道理要學像小孩子一般。數天與他們玩

耍、送他們上學已經能經歷從神以來的喜樂

滿足。 

 

在是次訪宣，覺得我們並沒有作了甚麼，而是提醒著我們如何

活出一個基督的生活命簡單的是以神為首、為神而活，去走前面

的路。若我們活出神的樣式便是最好的見證。 

 

 



享受這裡的一切 

王貴芳 

 

  感謝神！讓我在這次泰北訪宣有份。萬事非偶然，深信這是

神的心意和安排。 

 

  已有 6 年沒有參與泰北訪宣了，可

能因為這幾年泰北工場都是需要一些年

青人參與吧！所以亦沒有留意是次泰北

訪宣的宣傳。其實這次的訪宣是透過一

位姊妹跟我說的，她問我會否報名的時

候，我的回應是，需要婦女嗎？今次婦

女可以參加嗎？之後亦沒有再想這件事

了。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在一個偶然的

機會之下，遇到兩位姊妹，在傾談中知

道她們會參加這次訪宣，她們還鼓勵我

一起參與。心想，為甚麼會有這個偶然？

是神的心意嗎？就我憑著「信」和「順

服」參與這次泰北訪宣。 

 

  每次填寫訪宣的報名表時，都有一欄「你對這次訪宣的期望

和目的」，同樣，我的回應都是只有兩個字「順服」，這也是我參

與訪宣需要學習其中的功課。在第一天的晚上，我們跟美讚教會

的弟兄姊妹到村內逐家逐戶報佳音，本以為是當天最後的活動，

誰知卡汶跟我和寶羡講，在第六村有位姊妹的丈夫前兩天突然中

風，情況不太樂觀，現這個家庭很需要人關心，所以我們就去了

第六村探訪這個家庭。當中我們並沒有分享福音，只是帶著關心

去慰問她們，陪伴她們。原來我們這個行動，正是在當地的宣教

士其中的一個建立關係的服事。而在這個探訪中，讓我和寶羡認

識了村內幾位婦女，相信這並非偶然。 

 



  到了行程的第六天，我們早上拜訪華傳宣教士的辦公室，了

解她們在當地的服事和需要，還跟她們一起祈禱。之後，我們去

了一間寺廟，跟一位僧侶作信仰交流，這對我們訪宣隊亦是另一

種體驗，更加深了對佛教的認識。之後我們返回教會稍作休息，

晚上跟第六村的婦女聚餐。途中我跟姊妹說：「如果這時候可以去

按摩輕鬆下就好了！」因我實在很疲倦，誰知過了一會，另一姊

妹電話傳來，問我要不要去……太驚喜啦！神知道我所想所求，

祂讓我可以享受這一刻，更讓我們認識了這位按摩婦女。到了晚

上聚餐的時候，感恩，當中來了幾位之前認識的婦女，雖然我們

語言不通，但我有一種莫名奇妙的感動，好想關心她們。更多了

一份明白在這裡服事的宣教士的心。 

 

    到了行程第最後一天，當日靈修內容提到「希望你享受這裡

的一切吧！……沉浸在當中，別忘記做的每一件事⋯⋯這將會是你

的最甜蜜的回憶之一，服事神是我的榮幸！」這段說話正好用來

形容我今次訪宣的感受。 

 

感謝主！我享受與您們一起服事神！ 

    我享受與資助的孩子相聚！ 

    我享受夜晚看見的閃星星！ 

    我享受在清邁山上的夜景！ 

    我享受神為我預備的一切！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入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

被召的人。」羅八:28 

 

 

 

 

 

 



彭寳瑠 
 

八天的訪宣終於到達尾聲了，現在於
回程的飛機上，一邊回憶起不同片段、遇
上的不同人物，一邊書寫這篇分享文章。 

 
今次是我第三次去到泰北清邁，因著

不同的目的而去，所以每次看到的清邁都
有些不同，帶給我的感受亦有些不同。第
一次是跟浸差會去探訪西方宣教士和了
解他們在泰國的事工，第二次是與家人旅
遊，而今次是跟隨自己的教會大埔浸信會
去訪宣，有機會探訪了美贊教會、阿克
村、第六村婦女、華傳及兩間小學作聖誕
節佈道活動。 

 
很難跟大家特別說出哪一件是最深刻的事情，因為每一件都很

珍貴、每一件都仍在我的腦海中盤旋。第一次在聖誕節假期選擇
參與訪宣，而不是自己飛往外地旅遊玩樂，讓我過了一個難忘又
有意思的聖誕節；在泰北認識了美讚加恩教會，他們的牧者 Pipop

牧師一家人熱情又細心的預
備，全部都教我深受感動、
感到很溫暖。坐三小時車到
山上認識了甘願為福音和族
民努力的 Aphiwat 傳道。美
讚加恩教會的學生中心、
SiBuRungn學校及BanPong學
校的孩子們，天真、簡單的
笑臉，讓我看到神確實很愛
世人。 

 
願意天父賜福這個地方的福

音事工，祝福並加力量給每一位
宣教士及牧者，看顧教會裏每一
個小孩的成長。願從神而來的平
安喜樂常與他們同在，直到主再
來！阿們。 



 



王慈慧 
 這次是我第二次參與訪宣，起初是計劃去
其他地方，但在某些原因之下我參加了這次泰
北訪宣。感慨的是我兩次訪宣有著相同的經
歷，這代表主對每個人的心意和時間都不一
樣。總有祂的旨意和我們一生都要學習的功
課。 
 到達學生中心的時候，看見一群年齡不同
的孩子在寫作業，孩子們都很獨立，自己洗
碗、沖涼、吃飯等。在這裡傳道人一家不單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更注重
他們的靈命和與主建立好的關係。傳道一家的擺上讓我想起耶穌所說的：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 18:5 

 感恩我們有機會到訪一個泰國人村子並參
與聖誕佈道晚會，一到現場看到屋主精心的佈
置和熬夜準備食物招待村民和我們。晚會當中
她分享她如何在臺灣工作時信主並希望她的家
人和村民認識福音。在我們要離開村子的時候
才得知這裡第一次舉辦聖誕佈道晚會，這位姊
妹在這村子撒了福音的種子。「撒種之人所撒
的，就是道。」可 4:14 

 期間我們出發上山到阿克村，路途中隨著我們而行的還有美麗的夜色
和寒風。這個村子裏有一間教會和一位傳道人，而村子有 50多戶人家。
過了一夜大清早就隨傳道人探訪村民和宣傳 27/12 的佈道晚會。在探訪途
中我們經過了他們村民的“聖地”，當地傳道人向我們講解他們族人早期
拜祭祖先和山神。現在已沒有當地巫師帶領祭祀，有些村民仍遵守祭祖和
拜山靈。當地的傳道人爲福音的緣故，放棄自己一家在城市裡的豐厚收入
和舒適生活。願意回來村子過簡樸的生活並為福音盡一份力。當年耶穌向
門徒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可 1:17而這位傳道
和門徒作了相同的回應。「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祂。」可 1:18 
 與當地宣教交流時得知當地很缺乏同工，但仍堅持勤作主工。其實不
止在當地，各處都缺乏爲主工作的工人。還是熟悉的那句經文「要收的莊
稼多，作工的人少。」太 9:37 
 整個行程讓我體會最深刻的是我們探訪寺廟和與僧
侶的交流信仰，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在寺廟和這麽近距
離接觸，讓我更了解佛教文化和僧侶的生活。泰國是數
一數二的佛教國家，佛教徒佔最多數的，穆斯林大約 6%，
而基督徒不到 1%。但願我們體會主的心意，為主的國度
盡一份力。「穀既熟了，就用鐮刀去割，因為收成的時候
到了。」可 4:29 



泰北工場簡介: 
 
1.阿卡族事工 
a)在泰國北部的清邁省，名叫美讚村莊。 
 美讚村牧師一家除了在教會服侍，也要照顧因家庭或經濟原因 寄養、 
 在學生中的孩子，讓他們健康成長，又額外給他們學習中文的機會。 
 代禱事項: 

    -讓 Pipop牧師一家繼續同心服侍，也帶領大兒子義華在尋求 
     讀神學的過程中有主的感動和引導。 

 -讓學生中心孩子們健康成長，也能在中心裡面多認識基督， 
  培養屬靈品格。 
 -帶領教會能繼續被神使用，成為在當地福音工作的橋頭堡。 

b)在泰國北部的清邁省，叫匯碰教會，傳道人是羅梭傳道。 
c)在泰國北部的清邁和清萊省中間，名叫美格讚。 
 年輕的阿枝傳道在教會已服侍多年，有福音的果子，亦繼續神 
 學方面的進修。 
 代禱事項: 
 -帶領阿枝傳道的服侍和未來神學的學習。 
 -感恩神讓教會人數增加，成為村內的見證 
 -教會想購買墳地，讓弟兄姊妹一齊參與奉獻。 

2.阿克族事工 
 在泰國北部的清萊省，名叫阿克村。 
Aphiwat傳道人在村裡長大後到了城市讀書，之後更被神呼召讀神學及 

  在清邁市的教會服侍。他尋求回家鄉服侍多年後神為他開路，前年回到 
  阿克村重開荒廢多年的教會。但阿克村人信奉巫術，現時仍未有人信
主，只有小孩才會到教會學習或踢足球。Aphiwat 傳道需要繼續與村民
建立關係。 

  代禱事項: 
  -求神打開村民認識福音的心。 
  -求主造就村內的小孩在教會裡成長。 
  -有更多奉獻給教會的青少年的足球事工。 
  -與有份管理教會的機構同工有更佳的溝通，讓他們明白及支持教會的 
   事工發展。 
  -讓 Aphiwat傳道能與兄弟姐妹建立美好的關係，也有力繼續與村民傳 
   福音。 
  -感恩 27/12 的聖誕活動有很多村民參加。 
3.華傳 
代禱事項:  
-計劃在美讚教會附近的泰國人村莊裡開展中、英文班，需要大量義工 
（特別是男性） 
-差會已購入了大幅土地給未來發展之用，但暫缺人手服侍。 
-現有 2位短期同工，求神繼續帶領人加入團隊。 
-保守各長期同工的服侍，開福音的門。 
-讓泰國繼續保有宗教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