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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行傳中記載的
使徒保羅的宣教策
略是很多宣教組織
都學習運用的。 他
沿著羅馬的主要道
路，在一些策略性的
城市和地區傳揚福
音並建立教會。 他
的工作從猶太人開
展到外邦人。 他盡
可能地在初信的信
徒中停留一段時間，
栽培他們，立好他們
的信仰根基。
在保羅的宣教戰略
中， 有兩個很重要
的因素， 就是依靠
神的帶領和順服聖

在宣教的隊伍輾轉途
中，聖靈曾兩次阻止
了他們往原計劃的方
向前進。 最後，當他
們視線之內再也看不
到可以走的路的時
候，保羅在異象中聽
到了「馬其頓的呼
聲」。 這個異象把他
推向了一個他原來並
沒有預想過的宣教前
線。 結果，保羅的第
二次宣教旅程把福音
第一次帶入了歐洲。
歐洲也因此後來就變
成了第一個基督教大
這是因為神通過攔阻 洲，成為培養和差遣
一條路， 然後又敞開 大量宣教士，去世界
了另外一條路的引導。 各地傳福音的主要基

地。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後期。
時過境遷，我們進入了 21
世紀。中國經濟的飛速發
展， 以及中國教會在艱難
的屬靈環境下的驚人成長，
將全世界基督徒的目光轉
移到華人基督徒身上。 許
多人都期望著這將是中國
教會的世紀， 他們將迎接
要去建立世界福音差傳的
最新基地的挑戰。 如果是
這樣， 我們該怎樣為福音
遍傳世界的使命來預備自
己呢？海外的華人基督徒
在面臨這個前所未有的挑
戰時， 又扮演著甚麼樣的
獨特角色呢？焉知我們領

我們會依靠神的帶領和順服聖靈的引導
先一步從中國出來，
被神安排在世界各
地，不是為現今這樣
的機會嗎？這些是我
們在辨別時勢和尋求
神的旨意時必然要提
出的問題。

加拿大董事會主席
陳明修牧師

靈的引導。 這些因素
在保羅的第二次宣教
旅程中尤為明顯（徒
15 ： 36-16 ： 10）。 這
次旅程之前， 保羅的
原意甚至不是要去建
立新的教會， 而是去
探訪和堅固那些他和
巴拿巴在幾年前的第
一次宣教旅程中所開
創的教會。 為甚麼保
羅的第二次宣教旅程
與原計劃如此不同，
地點從亞洲轉向了歐
洲呢？

今天，我們站在歷史
的一個十字路口。全
球金融風暴愈演愈
烈，即將導致更嚴重
的經濟危機。在世界

的政治舞臺上，各個
國家正為新的權力位
置勾心鬥角。由於普
世的宣教工場，無論
是在地點和目標群體
上都在轉移和變動，
人們正努力地探索和
發展新的宣教模式來
適應這些不斷的變化
所帶來的需要。毫無
疑問，我們生活在一
個不同尋常的時代，
卻也是一個激動人心

的異象實現呢？我們應該
採取甚麼樣的宣教策略？
和當年作宣教士的保羅一
樣， 我們會依靠神的帶領
和順服聖靈的引導。 我祈
求神給我們新的啟示和清
晰的方向， 親自引領我們
下一步要走的路。 願我們
我們怎麼樣來熱烈 有勇氣和膽量去被神使用，
地迎接這時代賦予 讓 COCM 成為新的宣教前
我們的危險和機會， 線的開路先鋒。
讓 COCM 「神恩澤
僑胞，福音遍全歐」
的時代。 我們要在
這個全球化的新紀
元， 學習如何穿行
於新的宣教前線等
待著我們這一代宣
教士的將是一條嶄
新的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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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呼召後要排除萬難﹐盡快上工場...
從舉手到工場

張子江牧師

在每一次的宣教或差傳年會， 2.
都有很多人舉手表示願意去
宣教，但很多人都是中途殀
折， 有很多遲遲都未上工場，
一段時間之後，那種熱情慢慢
淡化了，結果，始終沒有去宣 3.
教。 這些人總是有不同的藉
口來替自己解釋，好像責任不
在自己身上。 有時的確可能
是父母或配偶強烈的反對，自
己既然在神面前立願，應想辦
法盡快去還願。 這種不上工
4.
場的現像實在太普遍，亦非常
之可惜， 必須撤底去勝過。

張子江牧師

加拿大董事會
主席： 陳明修牧師
董事： 胡家亮牧師
陳錦華牧師

在神面前立願的人絕對不能
把這事忘記，還要有一些行動 5.
去幫助自已盡快完成這心願。
延的原因很多﹕1。繁忙的
工作， 2。 沒有與這種心態配
合的生活方式， 3。 感到現實 6.
不去可， 4。 得不到教會在這
方面的照顧和提攜， 5。 太多
顧慮。6。父母或配偶的反對。
7。回應呼召時態度不夠謹慎， 7.
不夠清楚。
上述的種種原因反影出信心
與決心的不足。有了決心及對
8.
神有信心，上述的種種原因都
可以靠主的力量去克服。

李丞炘醫生
張宏達先生
何國富先生

我們可以試用下面的做法﹐
去幫助自己排除攔阻，盡快上
工場。

張秉熙先生
顧問： 金新宇牧師
張子江牧師
連登權牧師
吳在志牧師

1.

保羅蒙召後問神說﹕[主
啊， 我當作甚麼] ﹖我們
也要問這問題， 讓神光照
我們， 指示我們該怎樣
行。

蒙召的事是自己或夫婦二
人盡快肯定的事， 不能
延， 要自動找牧者及教會
領袖一同行定。

路而感到歡欣。 神從來不會
選錯人。 被神選上是光榮蒙
福的事情，為他高興，為他感
謝神， 好好為他禱告。 作配
偶的，當妳選擇嫁給他時，在
思想， 價值觀念要開始配 婚姻誓詞上不是或福或禍都
合， 宣教生活跟目前生活 與他在一起直至死亡嗎﹖先
有很多改變， 需要開始學 生蒙主呼召作天國的還教士
習去同情人､了解人､關 不是無上光榮的事嗎﹖為甚
懷 人 ､ 體  人 ､ 與 人 認 麼要反對﹖大家同心一齊服
同､被人認同､服事人。 事主直至見主面，豈非我們極
大的權利嗎﹖有多少人被選
要開始過較為簡樸的生活，
上﹖
脫離密質的困擾。
耶穌
說﹕[我的食物就是作那差
回應呼召後要排除萬難，盡快
我來者的工] 。
上工場，以免成為主國度的逃
學習跟人建立更良好的人 兵。求主憐憫。
際關係， 令將來在工場上
跟人有好的人際關係。
預備好好跟父母和配偶談
談， 特別是他們都反對你
的決定。
假如他們都贊成， 要好好
預備配偶和孩子們去面對
他們要作出適應， 適應是
不容易的事。

蘇格蘭工場
Scotland

韋焜墀牧師

幫助自己去克勝太多的顧
忌､憂慮和懼怕。 可能對 位于英國北部的蘇格蘭，以那
話， 帶配偶去那地觀光一 高地獨特的風光，威嚴聳立的
次， 了解一下當地宣教士 城堡， 威士忌酒、格子布花紋
的生活， 間當地的華人宣 和風笛的蘇格蘭氣質，吸引
教士了解一下當地點生活， 來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蘇格蘭
政府為增加蘇格蘭人口，吸引
孩子的教育等問題。
有技能人士到蘇格蘭工作和
9. 在屬靈的生命和信心上更 定居，于 2005 年開始了 “招
賢納才”計劃 (Fresh Talent:
多的操練自己。
Working in Scotland Scheme)。
其措施包括給與那些在蘇格
在這裡對父母和配偶進一言。 蘭大學院校獲得高等學位和
基督徒父母應為兒子走上宣教 高級國家證書的海外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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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年的工作簽證，讓他們在畢業後有充 非常關心中國留學生。近年每年都有中國 斯特靈 Stirling
分的時間可以自由找工作或者自雇的 留學生作志願服務員。他們每個禮拜二在
機會。 這樣的政策比英格蘭要早兩年， chaplaincy 有聚會， 其它時間偶爾也有國語 斯特靈位于蘇格蘭中部，是蘇格蘭最小
吸引更多中國留學生來到蘇格蘭。
的聚會。
但非常美麗的一個城市。 斯特靈大
學成立于 1967 年， 是蘇格蘭排名第五
在過去的 10 多年以來， 有很多蘇格蘭 格拉斯哥 Glasgow
的大學。領先的主要研究領域為健康、
的教會非常關心中國留學生福音事工，
環境、文化與社會、體育等。斯特靈大
其中包括一個國際學生機構 FI (Friends 位于克萊德河 (Clyde River) 邊的格拉斯哥 學剛剛申請成為一個體育專長的大學。
International)。 FI 有好幾位同工分佈在蘇 是蘇格蘭最大的城市和商港， 英國第三大 在 06、07 年，另外一間體育專長的大學
格蘭的不同大學來關心中國留學生。
城市。基督教傳教士聖姆格 (Saint Mungo) 拉夫堡大學 (Loughborough) 是成為英國
於 6 世紀在此建立了教堂， 為格拉斯哥日 中國留學生最多的大學。根據以往的經
COCM 國語事工希望推動蘇格蘭地區的 後發展立了基礎。 隨 15 世紀中， 格拉 驗，斯特靈大學的中國留學生數目很可
事工，以便能有加强性，拓展性和合作 斯哥大學的建立，到 16 世紀初，格拉斯哥 能會增加。目前有 600 多個中國留學生。
性的發展。《海外校園》特約培訓同工、 已是重要的宗教與學術城市。到了 20 世 因為大學的 1/3 的學生住在校園內， 所
歐洲事工部主任龔慕良教授每年由美 紀， 受到世界局勢的影響， 格拉斯哥的經 以很容易在校園裏碰到中國留學生。這
國來歐洲兩次，每次大概有三個月的服 濟開始衰退，直到 1980 年代中期，才有明 裏有一個斯特靈華人基督徒團契。在星
侍時間。龔教授將在蘇格蘭地區的大學 顯的復蘇。2003 年被選為“歐洲體育之 期三聚會， 一般 10 來人。 他們的顧問
城市拓展福音事工。我們也感謝主，並 都”。
這裏是凱爾特人足球隊 (Celtic 是 COCM 的何主音宣教士。同時也有 FI
謝謝 Glasgow 華人教會願意讓龔教授住 Football Club) 和流浪者足球隊 (Rangers 的同工在那裏關心當地的中國留學生。
在他們的中心。
Football Club) 的城市。 遺憾的是這裏是歐
洲治安最差的大城市。
阿巴丹 Aberdeen
下面將介紹這幾個蘇格蘭城市的國語
事工情以及目前的需要和目標。
格拉斯哥主要有三個大學， University of 阿巴丹位于蘇格蘭東北部，是北海海濱
Glasgow，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和 Glas- 的主要海港。阿巴丹主要出產花崗岩，
愛丁堡 Edinburgh
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 另外還有其它一 並且使用在各種城市建築中。 1970 年
些專業學校。 值得一提的是， 距離格拉斯 代後， 北海海底發現大量的原油蘊藏。
蘇格蘭首府愛丁堡，是蘇格蘭第二大城 哥市中心以西 6.9 英里外的 Paisley 小城， 負責開采的許多大型石油公司都是以
市，也是歐洲久負盛名的旅游勝地。這 有一個新近合並而成的蘇格蘭最大的新興 阿巴丹作爲轉運母港和總部所在地。因
裏有幾家大學，其中在愛丁堡大學和華 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它 此阿巴丹又有“歐洲石油之都”的美
特 (Heriot-Watt) 大學有很多中國學生。 是由 University of Paisley 和 Bell College 于 譽。世界石油與化工領域的巨頭公司
愛丁堡大學與中國的北京大學、復旦大 2007 年 8 月 1 日合並而成。主要有 Paisley， Shell， 在那裏的機構也希望發展與中國
學和香港大學建立了夥伴關係，旨在與 Ayr， Dumfries 和 Hamilton 四個校區。 其中 的業務。 所以即將會有許多講國語的
中國大學建立科研合作和教師/學生互 Paisley 校區的中國留學生很多。
高級員工加入 Shell 公司。
換的緊密合作關係。愛丁堡大學也是蘇
格蘭地區唯一一個開設中文專業，授予 格拉斯哥華人基督教會是由 COCM 王又得 阿巴丹有兩個主要的大學 University of
本科學位的大學。愛丁堡有兩家華人教 牧師和梅教士于 1969 開始建立格拉斯哥華 Aberdeen 和 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會，愛丁堡華人基督教會和愛丁堡華人 人基督徒團契。 格拉斯哥華人基督教會正 Aberdeen 大學成立于 1495 年， 具有 500
福音教會(CECE)， 而 CECE 很強調國語 式成立于 1991 年。 國語組每周有固定的 多年的歷史，是英國最古老得六所大學
事工， 有不同的國語團契和查經聚會。 禱告會、不同類型的查經班。 主日的國語 之一。曾有四位研究員獲得諾貝爾獎，
除了大學生和研究生以外，其中有很多 崇拜， 大約 50-60 人。 教會除了在格拉斯 包括胰島素的發明者。14% 的學生來自
信主的國語家庭。我們希望這次可以針 哥城裏面的大學傳福音外， 在外圍地區沒 世界 1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現任校長
對家庭的需要， 鼓勵那裏的弟兄姊妹。 有涉及。除了潘志權牧師夫婦之外， 還有 Lord Wilson of Tillyorn 曾任 1987-1992 年
同時能够鼓勵以學生爲主的團契和查 Steven 和 Maria Lui 夫婦可算是全時間推動 的香港總督，非常歡迎中國留學生。 阿
經班， 鼓勵、培訓那裏的弟兄姊妹， 比 福音事工。
巴丹的中國留學生散佈在 6-7 家不同的
如傳福音、帶領查經。華特大學的校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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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包括 Aberdeen 華人教會國語部，
以及一個英文教會的國語部。但是中國
留學生參加最多的是星期二晚上在
Aberdeen 大學鄰近舉行的 International
Bible Study (IBS)，超過 50 人。 IBS 每周二
晚 7 點開始， 有簡單的 Tea/Coffee 和
Pizza， 9 點鍾結束。 也組織有郊遊的活
動。

鄧迪 (Dundee)
聖安德魯斯 (St. Andrews)

專門開展有國語事工。在每周二晚有 1 個半小 文教會經常舉辦福音性的 Weekend
時的英語聚會。
Away 的活動。邀請大概 20 位信主
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一同外出共
位于鄧迪 20 多公里以外的聖.安德魯斯鎮內 渡一個周末。 其實蘇格蘭區的華人
古建築林立， 也由于在高爾夫球運動發展中 教會也可以舉辦類似的聚會。 另
作出的諸多貢獻而被稱爲“高爾夫球故鄉”。 外， 愛丁堡和格拉斯哥教會實力比
St. Andrews University 建校于 1410-1413 年間， 較强， 但是教會裏面的恩賜不同，
是蘇格蘭最古老的大學， 校齡僅次于牛津大 前者福音性的工作比較深入在校園
學和劍橋大學， 居全英國第三， Prince William 裏面， 有好幾位弟兄姐妹是大學裏
也是它的校友。 聖安德魯斯大概有 200 多位 的老師;
格拉斯哥教會則比較穩
中國留學生。 有些有參加大學基督徒團契和 定。所以教會可以彼此幫助，支持。
FI 的查經班， 這裏暫時沒有中文聚會 。
同時， 我希望不同地方的弟兄姊妹
能够去支援斯特靈的團契， 並一起
支持一個月一次在阿巴丹和將來也
建立在蘇格蘭區的國語事工團隊
在聖安德魯斯的中文聚會。日後有
蘇格蘭地區的各國語事工彼此之間聯繫較少， 合適的講員， 也能够在蘇格蘭的不
這一次龔教授能够服侍整個蘇格蘭區， 希望 同教會、團契服侍。

除了上面幾個較大的城市之外， 鄧迪和
聖.安德魯斯也有不少中國留學生。 鄧迪
是蘇格蘭第四大城市， 是英國境內物
價最低的城市。 因許多著名的發現和
發明，比如郵票、無電報、阿司匹林、
X 射等，它也被稱為“發明之城”。近 各地的事工能連接起來， 形成一個互助網絡，
在英國讀書的學生一般留在同一個
幾年來鄧迪加强與中國的合作與發展。 叫日後華人教會、 團契和英文教會或機構間
地區時間不是很長， 希望可以針對
中國足球明星范志毅曾簽約鄧迪聯隊。 的合作更緊密。今年的 5 月 25 日，格拉斯哥
他們來設計相應的門徒培訓計劃，
教會的弟兄姊妹邀請愛丁堡國語事工事奉的
鄧迪主要有兩家大學， University of
將他們的信仰真正地建立在聖經
Abertay 和 University of Dundee。 還有其 核心同工與 COCM 的韋牧師，何主音宣教士，
上。 希望日後， 也可以開始為蘇格
他一些醫學院， 都有不少中國人。 在鄧 並斯特靈的華人團契一位委員， 大家見面交
蘭地區特別舉辦研經營。 我們更期
迪有一個小小的華人團契，不是很穩定。 流， 相信蘇格蘭各個城市間能加强彼此之間
望能够邀請那些委身于這個事工的
的溝通和合作。
去年復活節，
我們第一次舉
暫時是隔一個禮拜有一次國語查經聚
弟兄姊妹投入到我們國語事工團隊
會。 另外有兩家英文教會很關心中國 辦了國語營會， 今年我們也希望不同地方的
裏面來。
人， 特別是在市中心的 Steeple Church， 弟兄姐妹也能够一起來推動復活節營會。 英

讀進去與讀出來

連登權牧師

基督徒讀經要留心，在讀經的時候，不
要讓自己根基不夠深，甚或讀經的態度
不正確時，使自己的屬靈生命走入歧
途。
最常見的一種錯誤的讀經方式，我稱
之為『占卜式』。如果我們讀聖經
時，不按照正常的方式選定一本書
（不管在新約或在舊約都可以），循
序漸進地由第一章第一節開始，直唸

完這一本書為止。卻把整本聖經當作問卜的
工具！隨手翻開來，就按所翻到的地方，隨
意讀一兩節。這樣的讀經往往不能真正了解
神的話語的 真義，卻養 成了斷章取 義的習
慣，建立起一套支離破碎的所謂信仰。

不存成見去讀聖經，有系統，有條理
地，按上文下理，連貫而不割離地；
就把神自己的心意『讀』出來。

使徒行傳十七章記載了保羅和西拉
在庇哩亞傳福音，聖經上明說：『這
其次，初信的基督徒會容易在讀聖經時按自己
地方的人，賢於帖撒羅尼迦的人，甘
心中的意念挑選一些支持自己想法的經文，或
心領受這道，天天查考聖經，要曉得
是這裡選一節， 那裡選一段地把經文湊拼成
這道，是與不是。』（徒１７：１１）
他自己要想達到的概念。 這種讀經方式沈保
羅牧師之為『讀進去』的讀經，其目的完全不
聖經整本共有六十六卷， 但全書彼
是讀聖經，而是勉為其難地找一些文字句，把
此呼應，有中心，有目的，有具體內
自己的意念心思『讀』進這些經文中去。
容的把神創造世界，救贖人類，叫屬
乎祂的子民得著豐盛的生命。 甚願
每個神的兒女讀聖經時， 都應該謙卑自已虛
每位信徒都能把神的恩惠充充足足
心地聆聽神的話對我們的教導。 當我們完全
的讀出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