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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都喜歡讀有
關神在祂子民中的
奇妙作為。 歷代信
徒也從許多宣教士
的傳記中，獲得極大
的鼓舞和激勵。但
是，當我們仔細去讀
宣教歷史，我們可能
會感到詫異，因為它
遠遠不如我們想像
的那麼激動人心。

COCM 總幹事
呂子峰 Henry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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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宣教歷史，是
神呼召和差遣一些
平凡人為祂作工的
記錄。 它呈現的，是
在宣教士集體的努
力之下，把信心付諸

於行動，把策略貫穿
於事工，以真誠和謙
卑面對困境，經歷許
多艱辛勞苦才結出
的果實。 很多地方
的宣教之門，都是因
為宣教士前仆後繼
地作戰，經過長時間
的禱告、忍耐和堅持
才得以打開的。
宣教從來都是紮
根在信心的禱告之
上，宣教士堅持不斷
尋求神的引導、 供
應、智慧、力量， 讓
神去創始成終。 但
宣教也是一項平凡

而艱苦的工作。 宣
教士初到新工場，要
把每日大部分時間
學習新的語言，適應
新的生活習俗，探索
新的途徑去接觸和
影響抗拒福音的未
得之民。他們要犧牲
一些最基本的享受，
減少甚至放棄應有
的報酬。 對旁人來
說，這樣的工作不是
太吸引的。要把神的
愛和真理帶入一個
沒有神的文化，傳給
一個沒有接觸過聖
經的群體，是不容易
的。 在果效還未明

顯的時候，依然年復
一年忠心服事，就更
加困難了。
歐洲許多華人教
會和團契的歷史，見
證了 COCM 的同工
們， 多年來不斷努
力，傳福音給那些分
散在異地他鄉的華
人。 通常， 他們都
沒有驚人的工作報
告，就如我們在蘇格
蘭的一位宣教士所
說：「我們看到的，
是神的手在小事上
運行。」 COCM 的宣
教是平凡而艱苦的

…神可以，也一定會使用平凡的人，去成就奇妙非凡的事…
工作。
隨著新一代華裔
的成長，大批留學生
和移民湧入歐洲各
國，我們的宣教領域
已經發生了迅速的
變化，這變化使今天
的宣教工作比以前
更困難，但我們看到
神要繼續使用平凡
的人來做事。 我們
看到神正在預備

COCM， 要在未來的
日子，重新成為宣教
的先鋒隊伍。 神的
預備工作之一，就是
要我們栽培訓練新
一代的宣教士。 我
們要訓練那些來歐
洲留學的海外華人，
以及在歐洲出生成
長的華裔，我們不僅
僅要訓練一群服事
自己同胞的宣教工
人，按照神的時間和

計劃，我們要建立一
支跨文化的華人宣
教軍隊，將福音傳回
給歐洲本土的人。
在艱難環境下，若
非神在我們當中施
行神蹟奇事，我們怎
麼能夠動員其他人
成為宣教士呢？唯
獨行奇事的神，可以
動員祂所揀選的人，
這些人會尋求神的

旨意， 照著神的計
劃， 獻上他們的生
命，承擔神所吩咐的
使命。 我們願意勇
敢地面對宣教工作
的艱苦，把信心放在
這位偉大的神身上。
我相信神可以，也一
定會使用平凡的人，
去成就奇妙非凡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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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被訓練的人， 極可能成為將來向異文化宣教的宣教士

培養宣教士
從宣教歷史的角度來看，
宣教士多是白人，他們為世
界上人靈魂所付出的代價，
是難以估計，實在是可圈可
點，只有神才可以親自回報
他們。
近十多廿年來，我們才看
見亞裔的宣教士出現，其中
以韓國人為多，這跟教會興
旺的情況， 拉上直接的關
係。華人的宣教士亦漸的多
起來， 但近數年好像有下
降的趨勢。

張子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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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少的宣教機構，過去只
是向同族的人宣教，即向同
文化的人傳福音。 當然這
是很有必要， 因為人口不
斷的在世界各地流動，且流
動性有增無減，世界各地都
有不同文化的人，宣教機構
有時實在不容易作出選擇
向同文化或異文化的人傳
福音。
近十年來，由於生活水平
不斷上升，無論在西方或東
方，不少人活在安樂窩中，
宣教士越來越難找，往神學
院主修宣教課程的人也相
應地減少，投身全時間宣教
的人少， 取而代之的是短
宣， 短宣卻有一窩蜂的現
像。 長遠來說， 這是令人
憂心的情況， 這並非杞人
憂天，因為是事實。

張子江牧師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一向
都是向同文化的人傳福音，
時至今日，按筆者所知，仍
然是這樣。 當然有些活動
是為英國土生華人做，用的
語言是英語， 但他們仍然
是華裔。 筆者在離職前曾
向差會作出見議，要求差會
考慮向歐洲非華人傳福音，
使整個差會的宣教使命更
完整。當然這是不太容易的
事，在宣教士的挑選和培養
上要重新步署。 隨著中國
大量移民的投入歐洲，要向
這些人傳福音，最好也挑選
有中國文化背境的宣教士，
使宣教的工作有更美好的
成果， 這也談何容易。 差
會因有本身的聖經學院，經
常有畢業生，只要在他們在
受訓時間給他們對宣教有
更多的了解和認識，給他們
有短宣實習的機會，久而久
之，宣教意識會強化，畢業
後可能願意被差派去不同
的地方向同胞宣教。 經費
的問題差會亦要想辦法去
解決。 可以在他們受訓期
間派他們到不同的教會實
習，讓他們與教會建立關
係，或許將來教會會支持他
們出去宣教。

的人傳福音，隨之是培養自
己的宣教士，可能要靠海外
董事會，例如美加的董事會
可代物色說法文、英文或其
他歐洲語的宣教士，同時可
物色國語為母語從中國出
來受神學訓完畢的宣教士，
這是筆者在任時成立美加
董事會的原因之一。 差會
已有這麼長久的力史， 拓
展向異文化宣教的時候已
到了， 要從速開始進行。
差會現在不能只靠香港招
募講國語及英文不太流利
的香港宣教士， 現今的時
勢和過去的時勢已有頗大
的差距， 說粵語的移民不
多。

說到這裡，新任總幹事呂
牧師的承擔，實在任重道
遠，毫不容易，求主加他的
力量與智慧，使他能全力承
擔。 又香港的總幹事鄧志
明牧師， 筆者認為最好能
重回歐洲的懷抱， 利用他
[歐洲通]及能說歐洲幾種語
言的優點，全力去發展歐洲
宣教的工作及訓練華裔歐
洲土生的宣教士， 這些被
訓練的人，極可能成為將來
向異文化宣教的宣教士。
這是可行的方針。基督教華
向異文化的人宣教，在未 僑佈道會宜在這些方面深
有自己宣教士之前，差會可 思。
先跟當地一些宣教機構合
作，支持某些宣教士向當地

第三頁 Page 3

第五十一期 Issue 51

宣教士逐個捉...
做學生工作是甚麼意思？就是學 勵我們， 裝備我們。 在這樣充滿挑
生來求學的時候，我就向他們傳福 戰的時刻，我們需要去尋求神，去聆
音。他們信主後，我就培育他們靈命 聽神， 並去辨明祂的帶領。 請你為
一 九 九 九 年 成長，也訓練他們做門徒，裝備他們 我們禱告，也感謝你們與我們並肩禱
九月， 我加入 去服事，然後他們到不同的地方，成 告！
基 督 教 華 僑 佈 為別人的祝福， 正如他們在丹地蒙
道會（COCM）為 了恩典一樣。 儘管學生畢業離開時，
全職同工。 我 我總是感到失落， 但是令人欣慰的
被 派 駐 丹 地 ， 是，我知道神藉他們求學的時間來陶
幫 助 丹 地 華 人 造他們， 使他們無論到那裡， 都能
不經不覺在 COCM 快十二年了，
基 督 徒 團 契 為基督發光發亮。
一直在蘇格蘭
（DCCF）以及
以餐飲業的華
開展當地的學生事工。 英語是我的
人為主要對
十年時間快要過去了， 如今丹地
母語，但是我的普通話和廣東話也還 團契正面臨著新的挑戰。 過去團契
象。 他們多
算流利，這有助我在學生中，更好地 中， 學生有來自馬來西亞、香港、臺
來自香港， 這
服事來自亞洲不同地區的學生。
幾年多了從中
灣和中國大陸等不同的地區，但現
國大陸來的華
在， 團契大部分成員都是馬來西亞
回首過去與學生的同工，可說是一 的學生。很多人畢業離開了，吸引新
人。頭六年我
段與神同行的奇妙旅程。 我還記得 人加入變得困難了。 與此同時， 馬
在 亞 巴 甸
剛來丹地，團契還只是一個小組，有 來西亞的學生去向大批從中國大陸
（Aberdeen），
八位成員。 後來團友增到 20-25 人。來的學生傳福音， 也變得有些困難。
協助華人團契
早期團契的成員多是學生， 慢慢地 那麼我們要如何調整我們事奉的焦 成為教會，同時也兼顧餐福使團，帶
我們多了年輕的上班族， 到現在， 點？我們能否或者我們應否在人力 領餐飲業信徒向其同行傳福音。其後
我們又多了年輕的家庭。 能夠看到 嚴重短缺的情況下， 將兩組人合併， 六年在柏斯（Perth）和快富（Fife）地
團友們畢業、工作、結婚，甚至生兒 從而去滿足大家的需要呢？
區作開荒性的宣教，成立了快富華人
育女， 真是非常難得。 但是我看到
團契。
更多的， 是學生的來來去去。 有些 團契仍然有新人加入， 而且我們
來的時候已經是基督徒， 他們的信 也看到神的手在我們當中工作， 我 從種種和華人的接觸中，我目睹華
仰在這裡得到堅固；另外一些來的 相信神允許我們的團契面臨現在的 人工作的艱辛和生活的枯燥。 有些
時候還不是基督徒，他們在這裡找到 境況是出於祂的旨意。 也許在這個 正因生活單調，便墮入賭海而沉迷不
了耶穌並與祂建立了個人關係。 他 後現代的時代中， 我們要思慮用新 知返，他們心靈貧乏，需要耶穌的救
們中間有一些回到自己的家鄉；另 的方法來向學生傳福音。 挑戰的就 恩。 然而金錢， 居留和生活的困難，
外一些則因著神的帶領去了其他地 是在不向真理妥協的基礎上， 去照 已把他們壓得喘不過氣來，再加上他
方。 到今天， 我還和他們中間許多 顧他們的需要。 我知道無論我們處 們牢固不輕移的傳統宗教，使他們對
人保持聯繫。每逢聽到他們在主裡有 高處或低處，高峰或低谷，只要神的 福音的興趣不大，因此，領他們信耶
長進，並在不同的地方服事主，我就 呼召沒變， 我會仍舊信靠到底。 我 穌實在要花上「幾擔子」的心機。
感到很興奮。
也深知神要做新事。 萬事都互相效
力， 要叫愛神的人得益處。 祂會激 透過不同的方法，我會協助華人解

何主音宣教士

丁婉儀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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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生活的問題。 與他們建立關係後， 除了幫助信徒靈命成長，我也協助
我就向他們分享福音。 我曾在不少 他們面對疾病，處理生活的難題和不
華人中撒下福音種子，有些人信主 同的試探。華僑中有根深蒂固的傳
了，也有人對福音有反應了，但可惜 統，我更需要靠著聖靈的大能大力，
他們因工作或其他原遷走了，不能在 迎戰這些屬靈大仗。 有好幾次為離
信仰上有進一步的追求， 我頓時會 世的信徒主領安息禮拜， 他們的家
有點失落， 但回心一想， 他們不是 人要求加入一些儀式， 我要以堅定
已決志了，聖靈保惠師會保護他們的 的立場婉拒他們。 感謝神， 每次倚
信心，而他們也已得到了神的祝福， 靠祂，祂都保守我。
我也完成了我的工作，這樣我就快快
樂樂地讓神帶領他們。
工場上有各種的挑戰，而我自己也
要面對身體的健康，多年來皮膚的敏

連登權牧師

儘量参與宣教事工

今天的宣教工作發展很多，很廣，很
闊， 如果我們做基督徒只會做個「本
地薑 」的話，恐怕我們在教會事工的
參與上「好極有限」。
我有幸在中年之後離開出生地香
港，到過馬來西亞的沙巴，又去過新
加坡。 一九七西年十月移民加拿大

感， 猶如身上的一根刺。 在這根刺
的熬煉中，我深深體會到甚麼時候軟
弱，甚麼時候就剛強。 蘇格蘭共有四
間華人教會和三個華人團契，其中只
有一位華人牧師和兩位宣教士作全
職的傳道， 我是其中一位。 工人短
缺， 而禾場廣大， 我慶幸自己在擴
展神的國度上有份參與， 我確信這
麼偉大的工程，需要很多人來參與。
但願更多人回應主的呼召， 成為傳
佳音的人。

之後， 有機會參加世界華福在各地 剛好她生了孩子，不方便每個月都
開會之際， 去到廣的地域。
去。 她說：「牧師， 你來得真好， 你
今晚分享的，可以使我一年也不必去
在一九八七年九月，我在溫哥華華 聚會了！」我當時心中十分震驚。我
人長老會事奉了十二年之後，教會給 是何許人也，怎麽一個小時左右的分
我放假(安息年) 一年。 我那時為了 享。竟然使這位姊妹夠一年的需要!
幫助英國倫敦聖公會馬田粵語堂的
班佐時牧師。 由於英國聖公會當時 瑞典地方大， 約有英倫三島合起來
尚未承認女牧師可以全職事奉。 在 的地域大三倍， 但整個瑞典的人口
領導聖餐崇拜時必需有一位男性牧
只有比香港多一百萬而已。 地大人
師在。 我就用了那一年去給她助
少， 但信徒的靈性需要持續餵養。
一臂之力。 一九九八年暑假期間，
我有幸有機會參與英國華僑佈道會 你願意付代價作些宣教事工嗎？ 探
簡稱 COCM 的機構。 在八、 九月內 訪信徒，帶靈修，傳信息， 祈禱， 陪
到北歐的瑞典做「短期宣教 」。 跟 談…
我在退休之後(一九九四年八
隨 COCM 當時在北歐的宣教士楊為蓉 月) ， 就多次到北歐作義務宣教士差
小姐瑞典事奉。
不多有十次，儘我的能力服事兄弟姊
長話短說。 這兩個月的經歷， 使我
體會到宣教事工的重要，有意義和靈
性生命的長進有幫助。 其中一項是
我被派到瑞典的一個小村落探訪他
們的團契。 我自己當時講了些什麽
我都忘記了。 但聚會後一位女士抱
出生不久的孩子和我談話。 她說
瑞典不是處處都有華語教會， 她居
住的地方要駕車一個半小時到另一
處才有聚會， 他們每月一次崇拜，

妹。 聚會顧然要花心血帶領，探訪往
往要很大的體力，因為通常在瑞典探
訪，駕車也要差不多四個鐘頭， 探一
家，回程又要另外四個鐘頭，一天探
不了多少家庭。 不過那種事奉的甘
美， 和個人屬靈的得正是「只可意
會， 不能言傳」的。 願主也使用你，
差派你， 加你身體和靈性的能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