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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推動上帝的子民 ︱ 進入福音未得之地 ︱ 建立有植堂能力的教會

文化探索 實際服事 屬靈成長

新年•新探索
踏入 2021 年，祝願大家新年蒙新恩、得新力，繼續同心合
意興旺福音。

今年的通訊以不同的宣教群體為題，與讀者一同探討各個群
體的福音需要。今期介紹的是穆斯林群體。對基督教教會來
說，穆斯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得之民群體，也是近二十年來
信眾人數增長最快的宗教人口1。現今在歐洲、非洲、東南
亞以至中國內地，穆斯林難民及移民多不勝數，其影響力有
目共睹。而身在香港，不難發現伊斯蘭教的發展越見蓬勃：
除了十多萬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尼女傭工在港工作外，清真食
品在本港越來越普及，伊斯蘭教的足跡更是遍佈各大學及書
展。這實在值得每一個基督徒思考這個現象背後的含義。

有見及此，我們希望藉今期的主題文章和宣教士分享，與大

SEND 國際差傳協會是跨基督教宗派的國際信心差會，我們在亞洲、 
歐洲及北美超過20多個地區工作。我們邀請您透過在SEND的宣教實習，
加入這個在未得之民中建立門徒的普世運動*。

若有意進一步認識，歡迎致電本會或聯絡本會拓展同工(mobilization@sendhk.org)。
更多服事機會：可瀏覽 https://www.send.org/go/Internships        *因受疫情影響，申請簽証或入境可能有困難，敬請留意。

主編的話

短期宣教機會

泰國
（1 年以上）

University Student Ministries

地點： 泰國東北部依善地區
特色： 以英語教學及體育事工接觸

當地的大學生

俄羅斯
（9-12 個月）

Engage Russia Internship

地點： 俄羅斯不同的地區
特色： 文化及語言學習，以英語教 

學、營會事工、青年人事工
等平台接觸當地人

東南亞
（1-2 年）
Muslim Ministry Internship Program

地點： 東南亞
特色：由宣教士提供服事「木」民

的訓練，並以教學、營會事
工、公共衛生教育等平台接
觸當地人

家一同在聖靈的引導下，思考基督徒的信仰，同時在穆斯林
增長迅速的大趨勢下檢視及回應上帝向祂子民所發出的呼
聲。SEND 東亞差委會亦由今年起開展一些穆斯林的福音事
工，現誠邀大家為我們禱告，盼望有一天上帝從讀者中興起
更多僕人，加入服事普世穆斯林的行列，使整全的福音盡快
在未得之民中傳開。

最後，在此向大家分享一對候任宣教士夫婦的消息。感謝
主，談允中及談梁秀英夫婦經過多年的準備，將於今年 1 月 
17 日接受差遣進入日本工場，開展他們的宣教旅程。若想認
識他們更多，歡迎閱讀本會的通訊。

「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就要顯明，你們豈不知道
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以賽亞書43 章 19 節

── 岑禹勤牧師（東亞差委會委員）

1 資料參考自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20 全球差傳數據》，詳情見以下網址 : 
 https://hkacm.net/wp-content/uploads/2020/05/275X400_infowall_23032020_web.pdf



疫情下不可能？不！         
撰寫：Amy     翻譯：Fiona Lam

宣教心

Team Hope 來到 Miga1 這群東南亞穆斯林中間，至今已
超過二十多年。帶着耶穌的真光走進這群一百五十萬未得
之民當中，看似是遙不可及。數百年來的猜忌與衝突，令 
Miga 群體一直把福音拒諸門外。

多年來，Team Hope 一直向 Miga 群體見證基督耶穌，
藉着發展醫療、教育及農業等事工把福音的好消息帶給
他們。我們親身看到，上帝怎樣挪開 Miga 群體不信的巨
石，怎樣預備他們的心靈土壤，讓真理的種子因着信在他
們心中紮根。

醫療方面，每年的流動醫療站讓 Team Hope 踏入一些以
往對福音封閉的社區。當地人未必對福音敞開心門，但卻
歡迎體恤他們身體需要的福音使者。

教育方面，Team Hope 透過補習班教導和輔導小學、中學
以至大學學生，與他們同行，作他們及其家人生命中的明
燈。我們的獎學金計劃亦為學生提供所需支援，幫助他們
順利畢業，投身職場。對一些家庭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
遇到如此關愛他們的耶穌追隨者。

農業方面，Team Hope 的農業培訓中心向穆斯林農民傳
授梯田耕作和有機農業等技術，幫助他們作神百般創造的
好管家。學習管理山羊以及一年四季自給自足的「FAITH 
Garden」種植模式（Food Always In The Home，中譯：
家中常備食物）亦有助農民養活家人。他們學習農耕技術
及知識的同時，也得以接觸聖經的故事、價值觀和教導。

當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時，當地政府推出防疫措施，限制人
們外遊和聚會，因此許多計劃不得不暫停下來。然而，神
卻打開另一道門，讓我們繼續留在 Miga 群體，將福音帶
給他們。一群 Miga 年青人起初先透過網上聊天群組每月
見面一次，後來每月聚會變成每週的研習班，一起探討耶
穌生平的故事。當關口重開，五個

人可聚在一起時，年紀較大
的年青人與較年幼的一起學習聖經故事。一群媽媽見到他
們聚會，就問其中一位同工，為什麼媽媽沒有聚會？

我們當然樂意舉辦媽媽聚會！接下來的一週，一名同工與這
群媽媽聚會，因防疫措施的緣故，一組分成兩組。聚會期
間，我們分享了聖經故事，與她們一起討論，並鼓勵她們將
這些故事轉告親朋好友。第二次聚會時，有些媽媽帶備筆記
簿，說「我們若聽完卻記不住，又怎能與人分享呢？」

去到第三次聚會時，有更多媽媽來了，而新來的媽媽曾於 
2019 年參加我們的種植和婚姻研討會，有一名同工從那時
起便一直為她們祈禱。聚會期間，同工與這群媽媽分享了
神創造世界的故事，會後所有媽媽都談論如何學以致用。

第二天，這群媽媽決定清理她們家後面的地方，修築籬
笆，打算建造一個菜果園。她們說：「如果上帝把這個地
方交給我們打理，那我們就要好好打理。」看到她們興高
采烈地將學到的付諸行動，我們便請來農業資源團隊教她
們整理土壤和 FAITH 種植（家中常備食物）的知識。培訓
結束後，我們給她們種子種植，同時繼續把屬靈的種子撒
在她們心間。

上述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讓我們看到即使在諸多防疫限制
下，上帝仍然在 Miga 群體當中動工。事實上，這種對福
音開放的態度前所未見。多年來，我們一直在 Miga 社區
服事，邀請媽媽前來聚會，但這是她們首次主動要求有聚
會，並以順服的心回應所聽的教導。

「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
愛。」約翰一書 4 章 11 節

上帝要你怎樣順服回應祂對你的呼召？上帝又怎樣預備你
的心進入未得之民當中？也許是開始為
你所見到的穆斯林祈禱，或是與你所在
城市的穆斯林建立友誼，或是前來服事 
Miga 群體。無論如何，繼續求問上帝，
上帝呀，祢想我怎樣以愛回應？

1. 我們改稱該穆斯林群體為 Miga，以保護事工團隊和
其服事的當地人。

若有意進一步認識，歡迎致電本會或聯絡本會拓展同工(mobilization@sendhk.org)。
更多服事機會：可瀏覽 https://www.send.org/go/Internships        *因受疫情影響，申請簽証或入境可能有困難，敬請留意。



穆宣果實纍纍的實踐方法：
善用人脈、以嶄新多元方式傳福音
資料來源：Team Hope & Light     翻譯：Fiona Lam 

宣教心

利用現有人脈，與人連結

我們知道，上帝完全能夠行神蹟奇事（有些時候，祂的確
會出手)，把各式各樣的人聯合起來。話雖如此，大多數的
教會是由背景相近及 / 或生活軌跡互有重疊的人組成：他
們在工作、年齡、興趣、種族、社會地位、傳統文化、音
樂愛好或靈命方面相若，又或是他們住在教會附近。

當我們想把福音帶到一個新地方時，要想一想當地現有的
社交網絡，然後嘗試找方法融入一個或多個社交圈子。人
人每天只有 24 小時，我們若要建立一個全新（且可能帶
來競爭）的社交圈子，恐怕會令人脫離舊有的圈子。可以
的話，我們不想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離，我們希望所有人前
來認識耶穌基督的救恩。再者，不論何處，總有人批評福
音，但我們不希望人們有多一個藉口批評福音。

走進現有社交圈子的另一個，也是更為重要的目的是把福
音傳開去。一個圈子是由彼此熟稔，互有聯繫的人組成，
而在大家相處舒心自然的圈子裏，福音就更容易被傳開。

家庭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社交圈子。除此之外，我們可透過
正式或非正式的群組建立人脈，例如我們可以與志趣相投
的人（可以是西洋棋、園藝、針織、縫紉、飛碟、棒球、
或其他運動或興趣）建立共同的圈子。
值得留意的是，有些時候，這些人脈並非由你建立，而是
由你希望接觸的當地人建立。我們認識一位女士，她雖然
是未信者，但因為喜歡我們，故一直介紹我們給她的親朋
好友認識。因她的緣故，我們得以建立一個人脈圈，接觸
一些要不然素未謀面的人。

利用各式方法，傳揚福音

在現今世代，我們可透過不同途徑將聖經及其記載的福音
呈現於人眼前，包括印刷本聖經、網上版聖經、製成 MP3 
檔案或網上版的語音聖經、信仰書籍、以耶穌為題的電
影、詩歌、口述聖經故事等。這些資源提供數百種語言版
本，任你選用。

如果對象識字，你可在英文班中加入聖經元素，或考慮辦歸
納法查經班。如果對象懂得上網，你可與他們分享一些看聖
經和聽詩歌的網頁。即使對象不識字，坊間亦有各種工具幫
助你與他們分享聖經。如果對象講外語，只要上網搜尋一
下，或到國際聖經協會的網頁，便可找到許多有用的資源！

試想想，好老師是怎樣教學生的？他們會用不同方法反覆傳
達同一學習重點。我們向人（特別是一家人）傳福音時，可
試試這個策略。誠然，有些方法能引起小朋友的興趣，大人
卻不感興趣，反之亦然。不過，當你用小朋友的方法與小朋
友分享福音時，坐在身旁的家長亦會耳聞目染。

此外，在這個電腦普及和互聯網發達的年代，別忘記法蘭
絨板（Flannelgraph）也有其用處。先別笑，用法蘭絨板
向有年幼子女的難民和新移民傳福音，特別奏效。這種視
覺故事版未必令年紀較大的小朋友注目，但若能以此抓住
幼童的心，已是好得無比了。

鼓勵你們常備一個「聖經百寶箱」，內有各種容易使用又
切合不同情境的工具和方法，可隨時隨地拿出來，與人分
享上好的福音。



入「穆」三分：穆斯林福音工作初探 
撰寫：關韻笙

宣教探索

全球大約 24 億未得之民中，超過一半（約 17 億人）是
穆斯林。福音派教會及宣教機構近年一直致力尋找機會和
方法，向這些對宗教充滿熱誠卻不認識真神的朋友分享福
音，可惜伊斯蘭國家（包括巴基斯坦、敘利亞等）一向禁
止宣教士進入，亦不容許穆斯林改變信仰，令福音工作一
直沒有太大的突破。不過，近年因為種種政治和經濟的原
因，許多生活在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被迫分散或選擇移居
世界各地，當中不少是對信仰開放的地方，包括香港。神
彷彿已將這群未得之民從信仰封閉的地方釋放到信仰自由
的土地，但我們有沒有把握機會，向這些已經成為我們鄰
舍的人分享好消息呢？福音派教會近年一直很想服事穆斯
林群體，可惜我們的文化與屬靈優越感成為了他們接受福
音的兩大障礙。

文化優越感

穆斯林朋友生活在我們
中間，很快便會被標籤
為與眾不同，而他們的
衣著，飲食習慣等都令我
們感到與他們格格不入。
有 些 人 看 見 他 們 穿 袍 蒙
頭，甚至會先入為主，認為他們是恐怖分子。法國於 2010 
年明文規定禁止任何人士在公共場合穿戴遮掩臉部的衣

著，令數以百萬計在法國生活的
穆斯林女性不可以在公共場合穿
著自己的民族服飾。這種強迫別
人迎合我們自身文化的要求，
令穆斯林群體反感。雖然香港
政府容許穆斯林穿著他們的服
飾（筆者認識一間基督教中學
容許女生戴頭巾上課），但教

會會否期望穆斯林朋友改變他們
的文化來適應基督教的文化？
例如我們習慣男女一同聚會，
我們對食物沒有任何禁忌，我
們習慣隨時隨地禱告等。

屬靈優越感

福音派信徒很愛高舉神向世
人所啟示的唯一真理，但卻不自覺地以為自己所理解的聖
經真理就是最真確無誤的，更忽略了自身的文化限制，看
不到其實我們也有盲點。舉例而言，我們以為自己明白甚

麼是敬畏神，但當看到穆斯林朋友對神流露出來的
尊敬，便自慚形穢，知道自己的行為和對神的態
度，根本稱不上是敬畏。雖然穆斯林外表敬虔的行
為主要是出於內心的恐懼，但我們實在能從他們
身上學習到不少屬靈的功課。

發出盼望與光

神已經打開大門，讓我們接觸穆斯林朋友，問
題是我們是否願意謙卑學習，細心觀察和虛心

聆聽，以神的愛服事他們。國際差傳協會制訂了一項向穆
斯林傳福音的計劃，稱為「發出盼望和光」（Send Hope 
and Light），希望以溫柔和尊重的態度讓穆斯林朋友認識
福音。我們在烏克蘭、俄羅斯、東南亞、北美和歐洲等地
已開展穆民事工，並盼望在全球招募 40 位宣教士加入差
會，服事這群未得之民。

面對這樣龐大的需要，你願意以禱告、奉獻、又或委身成
為宣教士來回應嗎？歡迎與我們的拓展同工聯絡，讓我們
一同探索如何向穆斯林傳遞盼望與光，願神在這群體中被
尊崇！



感恩和代禱事項 2. 求主幫助初到戒毒中心的兩位男同學，能真正認識主
的愛和救恩，到主的面前認罪悔改。

3. 一位同工第四期腦癌復發，求主醫治，並看顧手術後
的康復，也求主加力給他們夫妻二人。

梁戴甘    台灣｜植堂

1. 為新一年的校園福音事工禱告，求主帶領學生團契及
查經小組的成長，並發揮傳福音的能力。

2. 為探訪和關懷福音事工禱告，求主感動更多人，願意
接受福音和相信耶穌。

3. 為我的長期痛病禱告，求主醫治和預備合適的治療方
法，讓痛症能減緩，不致影響事奉。

羅偉森、羅周惠玲    台灣｜語言學習、植堂

1. 求主憐憫各地，在疫情中幫助我們繼續倚靠祂，把握
每個能分享主愛的機會；另請記念每周五的福音佈道
隊，各組員能有美好的配搭，並能成為社區的祝福。

2. 疫情關係，新年期間未必能回港與家人相聚，求主親
自看顧他們，也親自安慰眾人牽掛之情。

3. 求主記念2月初的門徒營會能如期進行，各樣培訓工
作也能順利完成。

李世樂、李鄧淑屏、子心    日本｜植堂

1. 基於複雜的原因，幾個對象洗禮一事須暫時擱置，但
生命栽培課程卻從來沒有停止。最近就奉獻的意義和
將臨期主再來的盼望，與個別對象有很深入的交流，
為此感謝神。請繼續為信仰栽培禱告。

2. 鄰近的市鎮都有新冠肺炎的感染者，求天父保護大家
的身心靈。

3. 求天父賜智慧如何擴展事工，從而接觸更多對象。

蔡明康、蔡王淑賢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終於完成9月至12月有關日本差傳的講道及分享，願
主使用並祝福教會及肢體。

2. 預計於2021年2月中返回日本作第二期長宣，求主開
路。

3. 求主繼續引領三陸希望教會未來的發展。

劉美媛    日本｜植堂

1. 明年將有兩位成員加入團隊，求主賜我們有合一的
心，一起尋求主，開拓更多事工以接觸對象。

2. 為已信的對象能穩建成長禱告，盼望他們有日能接受
洗禮加入教會。

3. 為在港的家人有平安及得救禱告

邱美鳳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12月身體檢查結果理想，數字沒有上升，有些還
下降了。

2. 開始跟一位日本語老師學習用日語講道和教授聖經(老
師本身受過神學訓練，也會講道)，求主讓我有很好的
學習和裝備。

3. 求神引導2021年在立川教會和差會的服事計劃。

宣教士/同工消息
小蹤    東亞｜領袖培訓

1. 記念一位患有過動症及輕度智障的八歲男孩，求主賜
我智慧懂得處理他的情緒，與他家人有良好的溝通，
從而幫助男孩日後的成長。

2. 記念新的y族男孩(鋼琴班學生)，盼與他及其家人建立
良好的關係，從而幫助他的生命成長。

3. 記念輔導室在婚輔及個人成長方面的事工發展，以及
在不同城市舉辦的親子養育課程，希望這些事工能大
大祝福學員。

馬龍家庭    泰國｜語言學習、領袖培訓

1. 馬龍媽媽乾咳已近三個星期，感恩她能在這裡的大學
醫院接受中醫治療，為她能盡快康復禱告。

2. 馬龍爸爸在語言溝通上有顯著的進步，希望能逐步提
升聽與講能力。

3. 1月工場主任將歸隊，期待與他好好地籌劃事工，一
同與山族分享福音。

謝曾詠儀    本地｜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感謝主，過去兩個月順利完成五天的線上國際團隊會
議、統籌同工計劃日、退修及差委會會議。願主繼續
賜智慧、恩典及基督的心參與差會服事。

2. 1月9日將與SEND Me宣教團契核心成員計劃方向，
願主帶領團契的發展；另1月25日晚將與一班宣教探
索者探討如何選擇差會，願主使用所預備的內容祝福
參與者。

3. 求主賜下智慧履行宣教士關懷的任務，包括平衡權責、
與宣教士、工場及差遣教會溝通、作提案決策等。

關韻笙    本地｜宣教教育

1. 感恩差會事奉滿兩年。求主賜智慧、創意和勇於突破
的心迎接新一年的事奉和挑戰。

2. 為2021年訂立的個人成長計劃禱告，願能在禱告上有
更多學習和實踐；以及在推動「木」民的福音工作得
以迎難而上。

林以諾    本地｜宣教推動

1. 感恩在SEND服事滿一年，雖然疫情下充滿挑戰和困
難，但主恩豐富，感謝主及同行的支持者。

2. 未來還有很多事奉上的挑戰，願主賜我柔和謙卑的心
去克服，並賜下智慧和能力多作主工。

3. 為我和太太的身心靈健康禱告。

信恩    台灣｜植堂

1. 求主保守在看守所決志的弟兄，讓他們有渴慕神話語
的心。



辦公室及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國際差傳協會是跨基督教宗派的國際性信心差會，歡迎您成

為我們的宣教伙伴，同心拓展大使命。奉獻方法如下：

 支票︰抬頭 "East Asia Send International Ltd" 或     
「國際差傳協會（東亞）有限公司」，寄回差會「九龍
新蒲崗六合街23號萬昌中心6樓603室」。

 轉賬︰存入差會戶⼝（東亞銀行）150-25-00306-0 或
（恆生銀行）774-407530-883，並保留收據，請以郵寄/
電郵account@sendhk.org / WhatsApp(852)5605-2545

 轉數快：識別碼(FPS ID)：7788078，註明您的「英文
姓名」

* 以上方法請註明「支持事工項目或宣教同工姓名」，請透
過電郵或Whatsapp附上你的英文姓名、聯絡地址、電話、
電郵，以便寄上收據。

奉獻滿港幣100元或以上，憑奉獻收據可獲稅務寬

2020年1月至11月

辦公室收支財政報告

收入 金額 (HK$)

經常費奉獻 376,311.00 

行政費及其他收入 268,762.00

進項共計 645,073.00

支出 金額 (HK$)

辦公室同工薪津 433,876.00

辦公室運作開支及器材添置 103,573.00

事工開支 34,562.00

支出共計 572,011.00

辦公室盈餘/(虧損) 73,062.00

備註

2020年總預算支出 684,396.00

2019年度共虧損 (149,350.00)

出版：國際差傳協會東亞差委會 

督印人：陳志強牧師 ︱ 美術及印務：GOD-Platform ︱ 義務校對：Fiona Lam

國際差傳協會東亞差委會　　組織架構

顧問： 余達心博士　曹偉彤院長　陳一華牧師

委員： 陳志強牧師　李家粦先生　吳炳榮醫生　劉李麗玉傳道　　

　　　 岑禹勤牧師　陳愛樺女士　陳高慧心傳道

同工： 謝曾詠儀（總幹事）

 關韻笙（宣教教育主任）　林以諾傳道（宣教拓展主任）  

 關愛甜（會計主任）　李嘉儀（行政主任 /執行編輯）　

地址： 九龍新蒲崗六合街23號萬昌中心6樓603室

電話： 2715 3363 ︱ WhatsApp : 5605 2545 ︱ 傳真：3743 0301

電郵： admin@sendhk.org ︱ 香港網址：www.sendhk.org ︱ 國際網址：www.send.org

奉獻

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金額 (HK$)

宣教士奉獻收入 6,767,502

其他收入（保就業資助） 538,242

宣教士薪津，
行政及工場事工費用 (6,298,588)

宣教士盈餘 /(虧損) 1,007,156

其他收入包括保就業資助

何婉媚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謝主賜我勇氣開始用日文為人祈禱。求主賜智慧學
好用語詞彙，讓對方更明白我所傳遞的意思。

2. 現定期於崇拜領詩及擔任司琴，求主賜日語能力及靈
巧的手，透過服事見證主大能，並激勵信徒同心事
奉。

3. 求主賜我敏感的靈，並幫助我說合適的話去關懷心靈
軟弱的日本信徒及青年人。

李慧嵐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在語言學校休息的三個月期間，求主引導，賜我智慧
好好分配時間，繼續練習日文語言，也盼望有更多機
會使用日文，特別是禱告及分享時。

2. 感恩主讓我有機會探訪一些信徒及未信者，求主使用
這些機會，讓更多生命得以建立。

3. 學車方面，求主賜智慧、能力、語言天分及平安應付
不同的學習及挑戰。

談允中、談梁秀英    日本｜候任宣教士

1. 感恩日本簽證申請的文件已完成翻譯並遞交予當地有
關部門，求主保守申請過程順利。

2. 為疫情下家人的精神健康禱告，求主保守未信家人能
認識那位真正掌管生命的主。

3. 感謝主為允中預備合適的日語老師，也為秀英預備有
耐性的駕車師傅，求主保守我們各樣的學習，為出發
前作好準備。

4. 感謝主預備了四間支持教會及六十多位代禱者，現還
欠一間支持教會及三十五位代禱者，求主預備。

5. 為教會預備1月17日的差遣禮禱告。

1. 感謝主，辦公室團隊於12月順利完成退修，同工隊與在港宣
教士一同領受主的豐筵，在祂的話語中得力得息。

2. 辦公室團隊將於1月5日舉行第二輪計劃日，願主給團隊敏銳
的心明白主的心意。

3. 求主繼續帶領幾個宣教探索團契及小組的發展，也願主祝福
三位同工，賜他們心力與各探索者同行，並賜他們智慧，懂
得善用機會推動宣教工作。

4. 差委會計劃於2021年落力推動泰國及穆斯林地區的福音事
工，並探討能否開展本地少數族裔的福音工作，求主帶領、
開路，並賜下所需資源。

5. 感謝主，過去一年有不少教會及肢體對差委會作出忠心的奉
獻，未來差委會仍需仰望主的恩典，而2021年的總預算為
70萬，求主供應。

本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