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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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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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cgo@se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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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國際敬拜隊

短期宣教機會

約翰在現今土耳其的拔摩島看見異象，天上有一大群人，多
不勝數。他們是「從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來
的」（啟七9《和修》），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讚
美父神和羔羊。這個「國際敬拜隊」的成員來自各個民族，
包括泰國的 Issan 族和Shan族，他們至今仍屬福音未及之
民，基督徒數目少於整體人口1%。今期通訊向大家介紹
SEND在這兩個族群中的工作與你可參與服侍的渠道。

泰國總人口約六千九百萬，是亞洲其中一片福音硬土。雖然
基督教傳入泰國已超過400年，但王室和大部分人仍信奉佛
教，全國更有超過三萬間寺廟和二十萬個僧侶。自2010年
起，SEND開始差派長期宣教士往泰國，人數超過20人，並
有策略地把資源集中於在泰北兩個被忽略的族群——Issan
族 和Shan族。

Issan族約有二千二百萬人，大部分人的生活圈子裡沒有基
督徒。泰國不少勞工和妓女是來自這族群。2014年，SEND
的兩個宣教士家庭開展在Issan族間開展工作。兩年後，他

波蘭
（2星期至1年）

Construction Worker

地點： 波蘭
特色： 當地正進行建

築工程，需要
有建築房屋經
驗 的 僕 人 參
與。

波蘭
（2星期至1年）

English Teacher

地點： 波蘭
服侍對象： 波蘭青少年及

成人
特色： 能運用母語水平英

語 和 基 礎 英 語 教
學技巧，具ESL、
TESOL經驗更佳。

波蘭
（3-12個月）

Intern with Church Planting 
Teams

地點： 波蘭
特色： 與有經驗宣教士一起

參與植堂工作；在音
樂、傳福音及兒童青
少年有恩賜或經驗；
須靈活彈性、社交技
巧及獨立處事。

俄羅斯
（3-12個月）

Engage Russia Internship

地點： 俄羅斯各地
特色： 實習；將與未得之民交

流、學習當地語言、文
化及生活；參與ESL外
展、營會、青少年及門
徒訓練等宣教工作。

們成立「180度學生中心」，藉舉辦不同活動接觸年青人和
在職人士，並推動傳福音和造就門徒的屬靈運動。

Shan族原本來自緬甸，在過去二十年間因種種原因從緬
甸、中國雲南和遼國遷徙或逃難到泰國北部，當中人口約
二十萬。Shan族的歷史充滿黑暗和苦難，他們一直要面對
貧窮、武裝衝突、賣淫和濫藥問題。即使來到泰國，Shan
族人的不幸遭遇未能改變，他們的福音需要更一直被忽略。

我們可以怎樣參與泰國的福音工作，尤其是把福音帶給
Issan 族和Shan族呢？最緊要的是，我們要為這國家未得救
的人民祈禱，求神打開福音的門。另外，你亦可以考慮在
疫情過後透過SEND作短期或中期的宣教士，委身3至12個
月，藉教授英語、音樂、藝術和體育或參與其他社區服務接
觸這兩個族群，使他們經歷神的愛。靠著神的恩典，你也能
協助Issan 族和Shan族加入「國際敬拜隊」，一起讚美神！

── 梁美心



宣教心

無人在意的族群         
撰文者：馬龍家庭

「走出自己，步向他人」是教會的金石良言，我們若不走
出自己，就不能步向他人，帶人轉向祂。回顧2000年開始
宣教的第一天起，我們不間斷走遍各省各地，踏進每個部
落，為的是要尋找那些還未曾聽聞福音的少數民族，帶他
們轉向敬拜三一神。我們服事的少數民族可謂遍佈湄公河
流經的六國，有湄公河的地方就有他們的足跡。輾轉間5
年過去，我們的工場也隨著上主的帶領，從湄公河流域的
上游轉移到泰北（清萊）服事Shan族1。上游各國對福音
大多抗拒，泰國則屬信仰自由之地。由於泰國對基督教信
仰較為開放，因此過去百年，多不勝數的宣教士及
宣教機構把福音及資源一併帶到泰國，建立了
一所又一所基督教機構、學校、孤兒院及
教會等。泰國既然有豐富的福音資源，那
麼還有宣教的需要嗎？我們機構服事的
Shan族過去有否因宣教士到來而得聞福
音呢？帶著這些疑問，我們向O機構的同
工2 了解泰北福音資源的分佈。

1. 有學者把泰國的少數民族按其居住地區分為四類：居住在平地的少數民族
(Shan族)、居住在山區的小數民族、居住在海邊的少數民族和居住在森林的
少數民族(參閱自網上資料：https://ppfocus.com/0/faa7e1a25.html)。

2. 他是出生於湄公河上游的傣(Shan)族人，對自己族人有很大的負擔，曾花了
2年時間在泰北一帶研究及探訪其族人。

3. 沒有當地政府簽發的身份證，屬非法移民或難民。
4. O機構同工形容，現時泰北只有Shan族人還願意在炎炎夏日下收割菠蘿及到

地盤工作。
5. 有機會信主及聽聞福音的少數民族包括阿卡(Akha)族(80%)、拉枯(Lahu)族

(50%)、苗(Meo)族(20-30%)、瑤(Yao)族(5%)等等。

綜合所得，我們發現過去幾十年，住在
平地的少數民族往往被忽略，相反居住在

山區的少數民族一直重覆又重覆地獲得許
多的資源5。直到2021年，估計只有1%以下

的Shan族人有機會接觸福音。究竟我們可以怎
樣服事Shan族？我們確信「沒有傳那有聽，沒有聽那

有信，沒有信那有我們」。我們若不認真走出去，就看不
見事實的真相及需要。失喪的1%是否值得大家走出安舒
港去尋找、引導他們回到主身邊呢？願感動我的，加倍感
動你！

Shan族人移居泰北，主要因為逃難或與家人團聚。他們大
多來自雲南、遼國及緬甸，移居泰北的年日大約分為「50
年以上」及「30年以下」兩類。他們大多沒有身份3。語
言方面，40歲以上的Shan族人大多講自己族群的方言，
故不能以泰語溝通，年青一代的Shan族人則可用泰語、
北方話及其方言溝通。社群方面，他們散居不同村落，通
常租屋居住，有經濟能力才買房子，鮮有村委會等組織。
走訪3個村落時，發現他們大多以小群散居的方式生活，
不像其他民族般百多戶住在一起。工作方面，他們刻苦勤
奮，願意做其他人不願做的勞力工作，除了在自己民族的
市集做買賣外，也會栽種菠蘿及當地盤工人4，因此他們的
經濟狀況與其勞動量成合理的正比。至於宗教方面，他們
多為佛教徒，也會請懂巫術的人做法事，且信奉鬼神，泰
國傳統的迷信思想亦摻雜其中等。

若有意進一步認識，歡迎致電本會或聯絡本會拓展同工(eascgo@se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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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善（Isaan）地區事工：
挑戰大，機遇更大
撰文者：Eric Obado     翻譯：Fiona Lam

宣教心

國際差傳協會自2014年起在泰國東北，即依善地區(或譯
作伊森地區)開展福音事工，起初有Obado一家和Arnie 
Suyu這兩個宣教單位在當地服事。2016年，他們在瑪哈
沙拉堪府（Mahasarakham）成立 「180度學生中心」
（180 Degrees Student Center），服事數百名大學生和
專業人士。

Obado一家在呵叻服事的頭兩年，先仔細觀察及研究呵
叻人的生活，藉此了解他們的文化及福音事工的需要，
看 看 如 何 與 當 地 信 徒 彼 此 同 工 ， 而 動 員 祈 禱 （ P r a y e r 
Mobilization）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我們用上數個月
甚至數年為依善人及呵叻人的得救禱告，也求神打發更多
工人出工場。

依善地區事工主任Larry Sal isbury、宣教同工Obado
一家和Pol Suyu最近在呵叻市的市中心成立了「Issara 
Cen te r」事工中心，作為「關係之橋」（Br idge  To 
Relationship）事工的基地，主要服事學生、專業人士以
至所有呵叻人。我們教授英語會話、舉辦音樂、藝術、體
育及康樂活動，以及提供社區服務，藉此作為橋樑與當地
人建立關係，帶領他們接受神的救恩。

我們邀請所有領受大使命異象的個人及教會加入我們，向
數以百萬計未曾聽聞福音的依善人傳福音。我們亦懇切祈
求疫情能盡快結束，我們得以接待短期訪宣隊（中心能容
納探索事工者逗留1星期至1個月，以及短期訪客逗留3至6
個月）。

挑戰大

泰國東北有2,200萬依善人，他們散居在20個府，當中基
督徒少得可憐，只佔當地人口的0.2%，而98%的村莊及城
市仍是福音未及之地。此外，依善人信奉小乘佛教，是當
地人眼中的虔誠佛教徒。

在這文化背景下，要以富創意、道地的方式持續不懈地向
依善人傳福音，可謂挑戰重重。差會帶著向年輕一代及
在職人士傳福音的異象，在依善地區開展各項事工，盼
能先從大城市推展「建立門徒運動」（Disciple Making 
Movement），然後把運動擴展至較大的城鎮，及至小村
莊。

機遇更大

2018年，Obado一家返回泰國展開第二期宣教時，獲委
派前往依善地區最大的城市及全泰國第三大城市那空叻差
是瑪府（Nakhon Ratchasima），又稱呵叻（Korat）做
開荒工作。呵叻市有60萬人口，但只有大約1,700名基督
徒，佔當地人口的0.4%。我們看到好得無比的機遇，可在
這個大城市接觸許多年輕人、學生以至專業人士，讓神的
國度在依善地區越發增長。



泰國國際差傳協會簡介 
撰文者：泰國SEND總監Doug Harder       翻譯：Tessie Yeung

宣教探索

SEND International（國際差傳協會）自第二次世界大戰
起開始在菲律賓植堂。過去數十年，菲律賓教會發展迅
速，同時有志於傳福音到世界各國。在超過十年間，菲律
賓差委會一直差派菲藉宣教隊往泰國宣教，宣教隊們在這
鄰近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發現多個未得之民群體。直
至2010年，首批長期宣教士從菲律賓前往泰國。及後，泰
國SEND長期工人增至20至25人，成員分別來自菲律賓、
香港、北美及歐洲。

當SEND於約2010年於泰國開設分會時，異象並不是服侍
泰國全國，而是聚焦在個別種族群體，並選上Isaan族和
Shan族兩個未得之民群體。Isaan族居於泰國東北，該地
區屬重點高原農地。Isaan族人屬於泰族，但主要語言為
Isaan語。Isaan族區即使有多個發展中城市，仍屬於泰國
主要稻米生產地區。大部分在Isaan生活的人民從沒有接
觸過基督徒。泰國大量的勞工和妓女都來自Isaan。目前
約有一百六十萬人居於當地。

Shan族源自緬甸的撣邦，但由於被國家壓迫及強行驅逐，
過去二十年已有很多Shan 人從故鄉到泰國逃難。約有
二十萬Shan族人遍及泰北，剩下六十萬Shan族人仍居於
緬甸撣邦。Shan族人長年累月都要面對因不公義與殘虐所
導致的各種問題包括貧窮、武裝衝突、賣淫及濫藥。當中
很多居於泰北村落的Shan族人均為非法移民。

泰國世俗佛教
泰國國教為小乘佛教，每個村落的社區生活都離不開佛教
寺廟。全國共有超過三萬座寺廟及二十萬名以上的僧侶。
男性一般會花至少三個月在寺廟傳戒，當中大部分都是為
了累積「功德」以報答父母。獲取「功德」的途徑包括
做善事、在寺廟奉獻祭品及遵從達瑪法則（佛教教義之
一）。然而，在佛教的粉飾下卻是根深柢固的萬物有靈
論，在泰國用作拜祭不同神靈的「鬼屋」無處不在。泰國
萬物有靈論其中一部分學說認為要尊重好的神靈，而壞的
神靈則要以祭品來安撫。不論是Isaan族和Shan族都生活
在本土神靈鬼怪的恐懼中。

泰國基督教概況
1554年，兩名天主教傳教士把基督教傳入泰國，275年後
開始有新教徒進入泰國，經過長達170年以上的福音派信
徒見證，仍只有少數當地人回應信仰。Isaan族和Shan族
的基督徒數目遠少於兩族總人口的1%。泰國亦是亞洲最
艱辛的福音工場之一。

策略
我們根據以下方針制定服侍策略：

1. 門徒建立運動：
我們的目標是讓泰國人能愛耶穌，並在切合他們的文化背
景下讓他們的親朋好友都成為門徒。「門徒建立運動」通
常指宣教士在本土成立的教會能透過各種關係迅速地增
長。這個運動的模式取自耶穌在路加福音十章一至二十節
中所講的。關鍵是把聖經中從創世到耶穌基督的事蹟化作
簡單易懂的故事，以能夠迅速在家家戶戶間傳開。

2. 以國家為焦點的轉化：
不論我們到哪裡去，不單要向常處於危機和貧窮的未得之
民分享耶穌的信息，更要向他們展現耶穌的愛和權能。我
們需宣告耶穌是主，並以各種行動展現主的樣式，包括：
關愛貧窮的、餵養飢餓的、提供所需給患病的和教育及支
持弱勢的。這些在面對賣淫帶來的不公義或濫藥帶來的催
毀時尤其重要。

我們的需要：
我們正在祈求神帶領願意服侍Isaan族和Shan族的基督徒
與我們一起作工。以下為一些可行的方法，讓你辨別神是
否正在帶領你以禱告、捐獻或親身來泰國長期服侍作回
應。

1. 異象旅程：
你可考慮到泰國來趟異象之旅，了解未得之民群體的文
化。在過程中為他們禱告並與他們一起禱告，走遍他們居
住的城鎮及村落。

2. 中期使命旅程：
你亦可與我們其中一個團隊在當地生活並服侍一個未得之
民群體，為期六至十二個月，在過程中學習當地語言並與
當地人建立友誼。另外你亦有機會加入外展團隊，以音
樂、運動、教育或任何上帝賜給你且切合Isaan族和Shan
族需要的技能來服侍他們。

願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的名在泰國傳開，願泰國的人民愛
衪、服侍衪！



感恩和代禱事項感恩和代禱事項 2. 感謝主，目前教會所有聚會能同時以實體和網上直播
的形式進行。求主保守疫情能穩定下來，又願主堅固
弟兄姊妹的信心及渴慕尋求神的心志。

羅偉森、羅周惠玲    台灣｜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能順利考獲機車駕照，有多一種交通工具來往不
同地方服事；以及安凝能在喜歡的學校繼續任教，求
主加添她愛神愛人的心。

2. 9月新學年會有新的培訓，求主使用，藉此祝福同
學；另計劃帶領福音隊參與新的社區福音工作，求主
開路。

3. 求主賜下合適的時間接種疫苗，並保守身體及心靈上
的適應，也求主讓這裡的疫情持續受控，並賜福復興
祈禱小組讓信徒的靈命更堅固。

李世樂、李鄧淑屏、子心    日本｜植堂

1. 感謝聖靈常常藉聖經提醒我們末後的日子臨近，要多
作準備迎見主。另外，我們盼在述職前的一年，在身
心靈，事工及家庭等作好準備，能安然回港述職。

2. 10月是教會開始計劃來年事工及行事的月份，求聖靈
引導。

3. 明年1月起宣教同工(Winsome和Larry)將嘗試分擔領
導的服事，求聖靈幫助二人，讓他們能順利於明年年
中承接領導角色，帶領教會的發展。

蔡明康、蔡王淑賢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順利開辦手工班並能接觸新對象，求主保守及看
顧其後的跟進。又為同工能有合一的心事奉感恩。

2. 感恩能通過種花及小狗Match與街坊聯繫，求主引
領，讓我們認識更多新朋友。

3. 繼續為興建教會／聚會點一事禱告，求主供應。又求
主堅固信徒盡忠跟隨主的心，山田能有更多的人認識
天父的愛。

劉美媛    日本｜植堂

1. 最近有五位女士參加第一次開辦的手工班，反應良
好。下個月會繼續開辦手工班，求主帶領未信者參
加，讓同工與他們建立關係。

2. 建教會一事仍有很多問題未解決，求主按祂的心意及
時間成就。

3. 最近參加社區的義工服務協助一些長者，希望藉此認
識多些當地人及作美好見證。他們大多需要義工幫忙
除草，求主保守我在烈日下不致中暑。

邱美鳳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身體檢查的報告良好。求神繼續保守我的健康。
2. 感恩奧運義工工作順利完成，有機會送福音小冊子給

義工同伴和向他們提及教會，求主繼續在他們的生命
動工。

3. 感恩最近開始和A子查經，並帶領她決志禱告，求神
保守她跟隨主的心和預備以後的受洗禮。

宣教士/同工消息
小蹤    東亞｜領袖培訓

1. 記念L地區N族的小木，她因嚴重的婚姻問題前來尋求
幫助，求主開啟她的心，在困境中與她同行。

2. 10月開始撰寫一篇有關少數民族青年成長的論文，求
主賜我專注和智慧完成。

馬龍家庭    泰國｜語言學習、領袖培訓

1. 泰國疫情嚴重，各項事工舉步維艱，落區服事的風險
極高。我們現等待接種mRNA疫苗，希望可以在10
月後接種。請記念泰國人有足夠且有效的疫苗抵抗
Delta病毒。

2. 女兒因疫情已停學4個月，期望她們可於新學年回校
上課，享受校園生活。

3. 最後一季會進行多一點SHAN族群的研究，並透過附
近的村落多點認識這個族群的需要。

謝曾詠儀    本地｜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感謝主於7月讓幾位尋找創意宣教出路的人走在一起
交流，請記念幾位核心成員能運用其恩賜及人脈繼續
發展有關事工。

2. 請記念幾個事工：統籌候任宣教士的訓練、個別面見
宣教探索者、與同工一起策動適切這時代的宣教拓展
項目。

3. 在疫情及移民潮下，有幾位支持者未能繼續按月奉
獻，願主施恩給他們，又求主為我預備新的支持者。

林以諾    本地｜宣教推動

1. 請記念在聚會中接觸到的弟兄姊妹，求主帶領他們回
應宣教的需要。

2. 願主賜我健壯的身心靈，為主走更多的路。
3. 求主賜我語言的恩賜，在宣教服事上溝通得更好。

信恩    台灣｜植堂

1. 求主保守我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有平安，也求主賜我智
慧預備一切聚會。

2. 請記念看守所的聚會，求主幫助每一位參與者專心聆
聽並積極參與，也讓同工們同心合意地服事。

3. Ju已離開戒毒中心，求主幫助她找到合適的教會和
工作，不會停止聚會，賜她足夠的力量抵擋一切的誘
惑，以及為她預備真誠和堅守基督真理的同行者。

梁戴甘    台灣｜植堂

1. 請記念新學期的浸信會傳愛教會提摩太小組、嘉義大
學信望愛社和吳鳳大學天愛社學生團契，以及外籍學
生崇拜聚會，求主帶領新生參加以上各小組聚會，也
願主加我力量和智慧，好好預備迎新安排和各聚會的
目標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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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本會消息

辦公室及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2021年1月至7月

辦公室收支財政報告

辦公室更新工程
收支財政報告

收入 金額 (HK$)

經常費奉獻 240,810.00

行政費及其他收入 109,764.00

進項共計 350,574.00

 金額 (HK$)

奉獻收入 118,300.00

已支出費用 (39,302.00)

辦公室更新工程
盈餘 /（虧損）

78,998.00

支出 金額 (HK$)

辦公室同工薪津 267,624.00

辦公室運作開支及器材添置 71,353.00

事工開支 23,643.00

支出共計 362,620.00

辦公室盈餘/(虧損) (12,046.00)

備註

2021年總預算支出 696,000.00

2020年度共盈餘
（包括保就業資助）

68,437.00

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金額 (HK$)

宣教士奉獻收入 4,021,573

宣教士薪津，
行政及工場事工費用 (3,715,992)

宣教士盈餘 /(虧損) 305,581

何婉媚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在團隊領袖休假期間，我有足夠恩典及能力獨自
處理教會事務，當中亦有不少學習。

2. 教會的人事問題讓會友及團隊身心靈疲乏，求主賜下
安慰，並堅定各人的信心，懂得仰望主前行。

3. 近來對講日語及英語感到疲倦難進，求主幫助我度過
這段樽頸時期。

李慧嵐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自８月起，每月有兩天會連續派發麵包，需整日開
車，每天亦有一位當地姊妹同行。求主保守我有足夠
精力開車及服事，旅途安全，與姊妹有美好的分享。

2. 繼續為日語學習禱告，盼更能用在祝福及禱告上。
3. 求聖靈引導我，賜我智慧與幾位未信者建立關係，在

她們面前見證主的大能。

談允中、談梁秀英    日本｜候任宣教士

1. 雖然出發延遲了，但感恩有多點時間伴陪家人。求主
保守未信的家人能認識主。

2. 感恩在等候過程中，主繼續賜下機會讓我們到不同教
會分享日宣異象及蒙召見證，求主一一使用。

3. 感恩有機會與不同朋友見面道別，亦把一些不能帶走的
物資送給朋友。求主繼續引導「斷、捨、離」的學習。

霍羨研    日本｜侯任中期宣教士

1. 感恩天父的帶領越來越清晰，心中的不捨亦大大減少了。
2. 感恩天父建立我的信心，與祂的關係更見親密。
3. 求神賜我智慧及力量參與8月底至明年初的宣教士培訓。

1. 全球疫情：各地疫情持續嚴峻，全球染疫人數已近二億。求
主憐憫施下醫治，又求主賜智慧予各國領袖，使他們能平衡
各方權益並作適切的應對措施。

2. 宣教士就職：感謝主，霍羨研傳道已正式被接納成為兩年中
期宣教士。求主賜福她，為她供應明年出發到日本前的各項
所需。

3. 同工離職：宣教教育主任關韻笙姊妹已於5月31日因個人原
因正式離任。我們衷心感謝姊妹過去兩年多在本會的忠心服
侍，並祝福她生活美滿並能確定未來方向。

4. 籌備祈禱會：感謝主，5月11日晚的「入穆三分」祈禱會及7
月20日晚的「泰邊緣」泰國工場分享會已順利完成。9月28
日晚將舉行泰國工場祈禱會，請記念同工的統籌及安排，並
求主帶領合適的人赴會並賜我們智慧作跟進。

5. 辦公室更新工程：工程原訂七月下旬進行，但疫情使航運延
誤，已訂購的冷氣機未能如期抵港導致工程延期。求主為我
們預備最好的時間完成工程。

6. 招募義工：因應事工發展，我們需要有經驗人材加入義工隊，
負責中英文翻譯、文字校對及設計工作。求主預備及供應。

備註： 工程仍待進行，尚有部份支出計算中 備註： 由於疫情關係，候任宣教士未能如期出發，實際
支出未能 真實反映在此報告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