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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意義？
如果是3個小生的話，雖然是打著去旅行的

名義，但實際上其實是在工幹吧？畢竟不用

自己出錢、而且還要苦心在鏡頭前稱兄道

弟。

 

但如果是兩個小生的話，首先我肯定這不是

工幹。因為經小弟明查暗訪過福明叔叔後，

發現原來全程的旅費都是他們自己出的。那

麼他們是去宣教還是去旅行？我不肯定，但

至少應該不是差傳吧？在我印象中，好像沒

有辦過差遣禮。所以最可能的是旅行？但這

樣的旅行，你又有去過嗎？

 

卻說不出你愛我的原因？
福明到非洲之前我曾經問過他，為甚麼要踏

上旅程？他的答案很簡單，只有3個字——

「牧羊犬」——就是要照顧牧師、提牧師食

藥、提牧師小心、保管好水、乾糧以及旅

費。對於自己所擅長的氣球佈道，福明卻沒

有特別提到。

 

在旅程的當中，這個照顧著牧羊人的牧羊犬

變得更敬重這位牧者——「朱牧師對神很有

愛心，他不怕醜、不怕『瘀』、即使是之前

的賣旗籌款亦會勇敢地全力去做。在旅程裏

他也可以吃最便宜的、最差的。」

 

我們的主仼牧師就是這個可以為神如此拋開

身段的人。福明就是跟隨著這樣的朱牧師，

終於探訪到在非洲宣教將近18年的三朝，

一償了他一直耿耿於懷6年的夙願。三朝很

高興的見到記掛著的老友之餘，更在朱牧師

身上看到了神的榮耀——「這是最好的一次

探訪，已經6年沒有人探訪過我們，但主仼

牧師親身的到來真是好大的榮耀、好大的支

持！」

 

如果連離開了18年的三朝也得到了如此的

鼓舞，更何況是之後朱牧師探訪的、剛到工

場的C&D與R&N？

說不出離開的原因？
福明叔叔最後亦帶出了一個反思：「神叫你

去的話，你會怎樣做？」若神不告訴你旅行

的意義，只給了你離開的原因，你仍然會選

擇離開香港踏上旅程嗎？面對這兩位毅然走

訪埔浸最前線的小生，離不開大埔的宣教宅

我實在不能不慚愧。

同樣都是離開香港，宣教、工幹、和旅

行，有著甚麼分別？  文：宣教宅       友情客串：福明叔叔

香港機場出發



旅遊資源

斯里蘭卡的歷史發展，遠至公元
前五世紀，富有濃厚的佛教色
彩，景點包括古代宮殿、城市、
和廟宇。當然，所謂宮殿與我國
的故宮有很大分別，只是如吳哥
窟般是有組織的石頭堆而矣。但
這些室外或室內的石像，都叫人
嘆為觀止。但最令我大開眼界
的，不是這些公元前的建築，而
是我們的導遊 － 亨利先生。

重遊舊地

感謝主的恩典，去年讓我有機會到斯里蘭卡旅遊。這是我第二

次踏足這個國家。還記得第一次到訪，我只逗留了兩天，當時

政府軍與泰米爾之虎仍在戰爭中，剛到埗，還沒有離開機場，

我已被乞丐包圍；步出離開之後，發現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軍

人，短短兩天，我已感到莫名的壓力。幾年之後重回舊地，感

覺氣氛完全不同了。觀感上，這裏已經是一個完完全全以發展

旅遊為中心的城市。

 佛像是每天必見的景點

非一般的天主教徒

亨利是一個五十來歲的中年人，內戰時，曾經當
記者及傳譯，操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日語。我們見
到他時，他的司機位旁放置著一本英文聖經、車
上掛著十字架飾物、擋風玻璃前，還放著聖母
像。於是，我們便找機會與他談談宗教的問題。
他自稱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不用工作的時
候，必定每星期到教堂去。當時我們心想，感謝
主，或許有機會請

他帶我們參觀

當地的教堂。

後來，才知道

他是非一般的

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的佛教修行

斯里蘭卡的宗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及印度

教。在我們參觀的景點中，不乏寺廟及與

佛教有關的建築。亨利很興奮且熟練地介

紹景點的特色和價值，但更落力的是介紹

佛教的思想和修練方法。他還告訴我們，

在每天早上見我們之先，必先進行冥想，

與上天交通。他還展示我們一隻寶石指

環，謂這寶石可幫助他建立與天溝通的途

經。我開始狐疑：一位天主教徒，為何不

每天讀經祈禱，甚至念經等與天主溝通，

而是與佛教的天溝通？這個問題，在旅程

完結前得到解答。

斯里蘭卡 (Sri Lanka)     ，又名錫蘭

丹布勒石窟 

這是一個洞穴古廟,內藏四十多呎長的臥佛像，及許多

不同形態的佛像

斯里蘭卡1信徒
文：Michael



佛教為本的天主教徒？

原來，他自稱的所謂天主教徒，是以佛

教為本的天主教徒。因為他已經信了佛

教，認為掌握了宇宙的奧秘，在這個基

礎上，他可以相信任何宗教，而且，任

何宗教都只是佛教的部分，所以，他

其實可以同時相信天主教、基督教、

回教……我很想問他知否經上記著說： 

「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可是，

從幾天以來的認識，我發現他對佛教的

認識和忠誠，不是我們可隨便向他提出

挑戰，可叫他回轉。我對自己的能力，

真是很有保留。求主憐憫我的軟弱，好

叫我能夠隨時預備，為祂作見証。真感

受到跨文化的宣教工作，實在困難。

為了表示對佛的尊敬,遊客都要脫鞋才可進入

猜猜是什麼?                    答案: 大浴池

 如果要選一本書帶進荒島，會選擇聖經；如果要
選人生中最重要的旅遊國度，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會選擇以
色列。去年和太太在亞洲協會看過死海古卷的展覽，當時太
太心想如果有機會親身到聖地看看多好。感謝父神的恩典，
簡單的內心禱告，成就了我們最期待遊走的國度。從約旦乘車
到以色列邊界，經過最嚴格的安檢，擦身而過的圍牆，氣候有點
嚴肅的進入了應許之地。各式名勝景點，大家在旅遊節目或書本應
看過不少，在此就不詳細分享了。筆者認為了解一個國家，最好還
是到當地人的菜欄走走。於是追隨著耶穌行走過的苦路十四站腳蹤
後，來到Mahane Yehuda Market，當地最大的菜欄。

逛耶路撒冷菜欄
記

食
遊

 Mahane Yehuda Market，當地最大的菜欄

文：阿健

 簡單的一塊地磚，都隱藏著佛教觀念



流奶與蜜背後

 耶路撒冷的「撒冷」是Salem平安的意思。在這個平安之城中，
有一條最長的老街雅法路，從東到西貫穿整個城市，向東遊走至阿格里帕
斯街附近，看到人山人海的就是Mahane Yehuda Market了。猶太人都一
家大細在買菜預備晚飯，遊客在選擇心頭好，展現著歡樂的表情，與伯利
恆巴勒斯坦自治區那種蕭條形成很大對比。這裡有數之不盡的美食攤販，
海鮮、蔬果、乾果、咖啡及美酒，最地道的美食都可找到，以色列芒果及
新鮮無花果就最惹人垂涎。這豐富的土產，其實也見證著父神對這流奶與
蜜之地的祝福。但其實以色列境內有不少廣闊的曠野及荒地，這些地方與
流奶與蜜之地實在不太相符。但以色列人在復國後，運用了上帝賜給他們
的智慧，以地下引水的方法將這些荒地逐漸都變成綠洲，出產足以自給之
餘，也可出口到世界各地，反觀以色列鄰近的地區還是荒地處處。在全球
都在沙漠化的形勢下，唯獨以色列一國有明顯有綠化現象。

一刀切的Kosher肉類

 走到菜欄的肉檔，售賣的肉類原
來都要由專人宰殺，務求一刀宰殺，以
減少動物的死亡痛苦，才合符猶太律法
的Kosher肉類。有些餐廳掛有Kosher字
樣，則提供合律法的肉類，讓猶太人可
安心享用這潔淨的食物。如果讚日本人
對食物十分尊重，那以色列人可以用執
著來形容他們對食物態度。聖經所說的
那些可吃那些不可吃，很多猶太人一直
遵守至今。順帶一提，大家在舊城區購
物時，大可向攤販殺價，有時更可五折
買到心頭好。但在菜欄一般都不議價，
而且與擅長做生意的猶太人相比，不少

殺價專家應該也不是對手，當然他
們也是十分友善，提出的

價 錢 也 很 合 理
的。

 以色列的小孩都不用工作，但在伯利恆巴勒斯坦自治區，很多小孩也在店舖幫忙

 猶太人買菜時和香港人一樣，喜歡跟老闆閒聊幾句。

 伯利恆巴勒斯坦自治區沒有

STARSBUCKS，卻有STARS 

& BUCKS。



 哭牆是現時最接近聖殿的猶太區，猶太

人都在認真的讀經禱告。

 

 

以色列國民年滿18歲都需服兵役，讓他們

在軍中成熟起來，男的3年，女的2年。

新鮮的無花果香甜又便宜，輕輕沖洗

就可連皮享用。

 以色列人奉行地中海飲食，五色蔬果每天

進食，連吃彼德包也佑進其中作餡料。

後記
 從照片中重溫以色列菜欄中琳瑯滿目的食物，再看看近日網上流傳的敘利亞

難民照片，像是再次提提大家需要珍惜。旅途中，牧師分享了在以為安穩的時候，災

難往往卻突然臨到的訊息。筆者亦在出發前經歷了工作了近8年的雜誌結業，一直以

為在最暢銷的雜誌工作十分穩定，原來商業社會卻從來沒有穩定二字。事件讓筆者深

感弟兄姊妹、朋友、同事及家人對自己的支持，而自己又可以為他們及社會做些甚麼

呢？耶穌卻回答說：

「經上記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太4:4)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
是作在我身上了。」(太25:40) 
 兩節耳熟能詳的經文，自己又可以做到多少呢？有姊妹看到難

民的照片分享：「除了禱告和捐款，請認真想想自

己可以做甚麼？」

 菜欄中賣香料的店舖都有過百款種類選

擇，店主更會細心教授應如何烹調。

－地址：耶路撒冷 New City 雅法街和阿格裡帕斯街之間
－前往方式：
 1. 從耶路撒冷的巴士總站出發，沿著雅法街往東走，在路南側的熱鬧市場即是。
 2. 坐輕軌1號線到Mahane Yehuda站下車（從Central Bus Station往東2站）
－營業時間：星期日至四 08:00-日落 / 星期五 09:00-日落 (安息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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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都未有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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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小朋友外，

更渴望能接觸他們的生命，了解他們的需要

並為他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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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此壯舉。 

另一樣最觸動我心的，是當地一位語言老師

的事奉。當日我們乘車至一偏遠的村落，到

他的家中去了解他日常的工作。他為著三個

兒子要到四所學校上學、在充滿佛教氣氛的

村落中教導那裏的小朋友、連他僅餘的狹小

休息空間也開放了成為教小朋友學電腦的地

方、加上他的家人對他的事奉的不諒解，種

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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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見證成為我們很大的激勵。 

於今個暑假，我們一行十多人去了雪英姑

娘柬埔寨的工場。天父藉著這七天的「前

線」生活，讓我們看更多。

「體驗宣教士當地的生活」

我們以為從宣教士的代禱信足以明白他們

的情況，其實有更多的感受和需要，宣教

士不能用筆墨形容。 最深刻的是雪英姑

娘講述進村和她的語言老師配搭事奉。她

是以「我都不能盡說還是你們自己去看」

來作結。我確實親身經歷了坐車入村的奔

波；與二十位小朋友困在一個細小和沒有

冷氣的鐵皮房間整個下午…

「建立隊員之間的關係」

出發前我們的團隊彼此沒有認識。感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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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真

正的團隊。藉著一些小事，大家的默契在

短時間內得到建立。

「成長」

我是帶著一份壓力和無力感去到柬埔寨。

然而我每逢看見小朋友時，便充滿力量，

即使在那炎炎夏日、無空調，叫人抗拒活

動的的情況下，我寨已經和小朋友玩得樂

不可支。 天父給我的提醒是我要抓著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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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很大的提醒是孩童所展露的天真笑

容。當地每一個孩童的笑臉背後都承載著

慘痛的經歷及現實生活的困難，但他們仍

然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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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天父好

像怕我不明白這生活態度，所以讓我看見

一個會笑的彩虹。

我也希望將這彩虹送給大家，讓你也能因

著神的恩典笑著過每一天。

反思自己在事奉上，很容易便因為一時的

灰心而放棄。 也會因自己想出的各樣理

由，而把自己困在安舒區，攔阻自己去經

歷神的恩典和帶領。但感恩天父讓我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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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令我希望能在短宣過後繼續為

他們祈禱了。

“Blac Ye Su So Lan Neak!” (耶穌祝福

你！)

由義教到短宣       家頌 借用自己的眼睛來……  Gloria



 願主繼續讓我持守著這
四顆心，無論在任何地方，也能
為祂結出福音果子，榮耀主名。

石沉聖靈 

 有一次當何牧師帶領教會的領袖到訪S的村落時，發現S突然停了學，

並對人生有很多疑問，S的家人也很擔心。這時我們體察到聖靈的帶領，於

是便邀請S到我們家來，希望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與她有深入的分享。基

於他們家人對我們的信任，也就鼓勵S與我們同住一段時間。讓我們最深刻

難忘的是聖靈早已在她的心靈中播下種子，當我們向她談及神對人無條件的

愛時，她開始流下淚來，她說這幾個月，她的心好像變成了一塊石頭，任何

人的勸說也進不到她的內心，她還想過要自殺，但當我們分享到耶穌那為人

犧牲及無條件的愛時，她覺得心中的石頭好像穿了一個洞，她深受感動，並

決志信了耶穌。我們也把握機會，進行栽培，期盼她能與神建立一份緊密的

關係，「等候神」是我們在宣教工場裡一個很寶貴的體會。

N小姐

 能在傳福音的路上與神同工，真是極美的事。腦海中又浮現出另一位

的朋友----N小姐，與她的認識是因為她幫忙接待一些外國的探訪隊到訪D族

村落。在我們禱告等候了一段長時間後，很希望能邀請她成為我們的工作伙

伴，將一些基督教的材料及詩歌翻譯成為D語。聖靈又給我們開出路，她竟

然不怕危險，一口答應了。其後，我們也把握機會，在與她一起同工的日子

裡，不斷與她分享人生，分享信仰。直到有一天我們深覺聖靈的催迫，便邀

請她決志信耶穌，難忘她那時候深受感動的樣子，她說: 「我等候你們的邀

請已經很久了。」N姊妹的人生從此不再一樣，其後她經歷神的帶領，進入

神學院接受裝備，成為神的僕人。

 一直以來，無論身處在如香
港般信仰自由的地方 或是 不能公開
傳福音的宣教工場，我總是持守著四
顆心來分享福音。

 四顆心如能互相配合，定能為主結出更多的福音果子。記得身處在宣

教工場時，就是這樣去接觸當地的族人，與他們建立關係，心裡常存從耶穌

而來的愛及盼望，指望有一天這些朋友們都能同得福音的好處。 

3. 一顆敏銳聖靈的 4. 一顆等候的

 1. 一顆對人的關

2. 一顆對傳福音熱切的

S小姐 

 S 小 姐 一 家 是

我 們 學 習 D 族 語 言 的

地方，初見面時她只

是一個中一的少女，

給我們的印象是開朗

活潑的女孩。每到暑

假，我們一家便會去

探望他們，與他們一

家都很熟悉。曾有一

段時間我們還邀請了S

的祖母來我們家，彼

此也建立了關心及信

任，我們表明自己是基督徒，並且常與S的祖母分享耶穌在福音書上的事蹟。

估不到在S升上高一後，神便給我們開路，讓一次的危機化成了一個轉機。

文：何麥靄慧師母

四顆心



宣教士 

 家
書

雖然只是來到中市一個多月,但經歷了不少事情,彷

彿度過了漫長的日子,有很多事情想與大家分享。

宰牲節是在穆民中一年最大的節日,情況就像農曆

新年,所有家人都會回家過節。賈先生一家邀請我

們一起共度慶典……為了宰牲節,我們在課堂中特

別學習了這節日特別的打招呼語句。原來在這節

日,他們除了宰羊以記念亞伯拉罕獻以實馬利(在

聖經中所獻的是以撒),還有他們會互相請求原諒

及饒恕,這個也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次近距離看

著羊羔被殺,默然無聲,內心不期然想起基督的救

贖。屋主負責割羊的頸項,他們將羊的血放掉,埋在

地裡。其他兒子們就合力剝皮及處理羊肉,過程也

挺殘忍的。女性在這時候則預備其他

食材,如洋蔥蒜頭等等。一家人

就這樣預備節日,用幾小時來烹

煮羊肉。

陸陸續續有不同的女士及孩子帶著

他們家中所煮的食物來訪,原來他們會彼此分享食

物,食物就像源源不絕地供應一樣。Noo 也跟隨

其他女性逐家逐戶分享食物,同時認識不少新的鄰

舍。他們一整天的慶祝就是聚在一起,一起談天,

一起用餐。不懂當地語的我們,只能靜靜地坐在他

們旁邊……一起禱告跪拜的場面,Noo 在他們的

後面坐著禱告,看著他們殷勤地實踐宗教儀式,著

實像是一個營壘綑綁著他 們的生命,Ray 則看著年

輕一代如何在傳統與自由中掙扎,他們只是遵行儀

式,但沒有看出有幾多位是誠心誠意地禱告。求主

繼續引領我們如何可以將真光帶進他們當中……

與此同時,我們的隊伍也面對一場病毒的攻擊, 令

我們的身心靈受到考驗。近來這個地區有很多

人患上感冒,但這個病菌特別強勁,我們差不多全

個隊伍也患病了,而且病後也面對很長時間的肚

瀉。Noo 病後一個多星期仍然每天也肚瀉,但我們

每天仍要面對三個小時的語言課程、煮飯、 清潔

家居,還要用手洗衫(我們還未能找到一位婦女幫

助我們洗衫和簡單清潔),每天我們也感到身體和

心靈的軟弱。求主大大加添我們身心靈力量,讓我

們能繼續為主奔跑!

R&N親愛的戰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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