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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周碧珊

這半年來，全人類共同面對疫情爆發、禁足封關、

天災人禍、經濟蕭條、糧食危機、大國博奕……面

對未知的將來，人心迷惘！只知道，我們的世界從

此不再一樣。

4 月份，差聯舉行了 4 場線上研討會，有接近 600
人次出席，研討會中指出差傳格局將面對巨大改

變，我們是時候先作好心態的調整和作初步的計

劃。今期以 「全球疫情下的差傳使命」為題刊出部
分研討會內容。 

「全球疫症蔓延時⋯⋯」概覽目前全球疫情，「疫

情下各地區的差傳現況」邀請了來自 6 個洲分的差
傳同工分享當地情況。「停擺下的差傳使命 - 網絡媒
體宣教」由差會代表葉陳小娟女士 (世界福音動員會
(香港 )總幹事 )分享，「經濟大蕭條下的差傳使命」
由國際差會代表羅兆泉牧師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
會總幹事 )分享，如何開源節流，做策略性的決定。

而「疫情後的差傳格局」邀請到國際差會代表馮浩

鎏牧師 ( 海外基督使團國際總主任 )、華人差傳動員
者彭書睿先生 (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理事長 ) 及神
學院代表羅兆麟牧師 ( 恩福神學院院牧 )，從不同角
度看疫情後的差傳狀況，大家不容錯過！

「差傳研究」今期以「從《香港教會差遣宣教士統

計簡報》說起」，探討如何能讓有心志青年參與差

傳服侍。「資源推介」介紹一本新推出的《宣教生

涯》第 1 冊怡然上路，一本電子書《病毒傳播與福
音傳播》上架。

封面相片說明︰

2020 年 3月 16 日攝於泰國曼谷 
當時新冠肺炎已在泰國爆發，上班族於早上繁忙時段，走在上班路途中，人人帶

着口罩做好防疫措施，以保護自己。

Cover Photo by Cat Box on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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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新冠 肺 炎 疫 情

（ C o v i d - 1 9）
在世界大流行。根據約

翰斯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HU) 數
據 1， 截 至 2020 年 7 月 18 日
止，全球已有 188 個國家出現確診
病例，確診總數已超過 1,408 萬例，近
59.7萬人因此喪生。 

非一般的疫症

2019 年 12 月開始，疫情陸續於中國武漢市及其他
地區爆發。2020 年的首季，迅速在全球蔓延。香
港人因為經歷過 03 沙士一疫，大家都特別警覺、
提高防疫意識。當香港民眾呼籲必須要配戴口罩防

疫之同時，世界各國還疑惑香港人太過敏感。直至

各地開始社區爆發，各地政府措手不及、醫療系統

面臨爆破，死亡人數飆升，各國才意識到這是非一

般的疫症。2020 年 3 至 4 月份期間，各地陸續實
施禁足封關，全球共同面對大流行，沒有一個地區

可以獨善其身。 

2020 年 1 月底，全球有數百宗確診個案，到 3 月
初達到首個 10 萬例確診。3 月底達 50 萬例，4 月
初超過 100 萬例，5 月下旬超過 500 萬例，6 月底
超過 1,000 萬例。 
 
全球疫情已達瘋狂大爆發，歐美等地確診數字較

高，其中是確診方法在此區較普及；東南亞區及非

洲區確診數字較低，其中就是缺乏資源確診。另

外值得關注的是，人均年齡較高的國家之死亡率

也相對較高；患者康復

後再度感染之機會率也較

高。亞洲區及美國可能面臨

病毒第二波傳播，甚至香港

已達第三波，實在不容忽視！ 

各洲疫情大數據

最多病例的是美國，佔全球總數大約近四分之一。

美國死亡病人數也為全球最多。 

在歐洲，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為俄羅斯、英國、

西班牙、意大利及法國。 

5 月下旬，美洲病例大增，美國和巴西情況特別嚴峻；

其他一些國家也出現大規模爆發，包括秘魯、智利、

墨西哥和哥倫比亞。 

在非洲，南非和埃及受最大影響。 

在亞洲，印度正出現感染高峰、伊朗則出現第二波

感染跡象。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其確診病例數為 8.4萬例，
死亡病例為約 4,600 例。 

由於各國人口規模與通報方式有異，例如一些國家

把養老院的死亡數據包括在內，亦有國家將疑似但

未確診的死亡病例統計在內，也甚至有一些評論對

某些國家官方數據真實性存疑。因此，各國疫情數

據差異顯得更為複雜。 

全球疫症蔓延時⋯⋯
編輯室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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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信徒互相連結

當荷蘭面對疫情趨向嚴重初期，荷蘭各基督教機構

破天荒於 3月 18日合辦「全國祈禱日」。由 3月上
旬開始，全國教會暫停實體聚集，以網絡運作所有

活動，包括主日崇拜、團契、小組、培訓課程及

各種會議。教會派發口罩予有需要的診所、醫療

機構、老人住宅等機構，作社區關懷。

疫情期間，香港的教會和機構提供了許多網上課

程，荷蘭的信徒也同時受惠。此外，我們收到許多

由教會弟兄姊妹或機構寄來的口罩及清潔劑，成

為教會能服侍社區的關鍵，歐洲華人教會的疫境甘

露，給予我們屬靈生命的培養和各樣屬靈信息。盼

望這些撒下的種子能茁壯成長，也協助教會能有更

大增長。

(作者為駐荷蘭教會牧者 )

大蕭條以來的衰退

法新社預計，「全球有至少 45 億人口目前生活在保

持社交距離的政策之下，這佔全球人口總數的一半。 

這些政策給全球經濟帶來嚴重影響。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警告稱，全世界可能會面臨自 1930
年代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以來最嚴重的經
濟衰退。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也警告稱，這場大

流行病可能會使遭受極度飢餓的人口數字增長近一

倍。」2 

在全球禁足、封關、停擺下，我們看見各地政府有

不同防疫措施，當金錢也購買不到防疫品或防疫品

成了戰略物資時，我們十分關注世界各地不同角落

的人們，他們可以如何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 

今期我們邀請身處不同區域的同工分享當地的疫情、

應對與需要。

	

歐 洲 ︰

香 港 為 荷 蘭 帶 來 安 慰

/林俊

當武漢平地一聲雷，率先宣布因肺炎封城，歐洲

各國並未察覺危機，荷蘭一個電視節目還在明嘲

暗諷在中國的疫情，使當地華人憤然回應。想不

到此時已有從武漢封城前出來的 500 萬人散布各
處，也包括了歐洲。先是意大利爆發，然後就蔓延

至德國、法國、西班牙、比利時及荷蘭等地方。 
 
普遍歐洲人皆以佛系方式防疫，不單在公共場合不

配戴口罩，在高危的醫院也是，直至 5 月初才稍見
採用，但也只是在公車上才配戴而已。然而，事實

上在 2 月初，荷蘭市面上已經買不到口罩。食肆完
全關閉，只有部分設有外賣。當地停工停課，公司

和學校都採用網上工作或上課。

疫症中的荷蘭風和日麗，市中心、火車站行人稀少。

疫情下各地區的
差傳現況

美國確診數字

美國死亡數字

3,648,048
139,267

2	 「 新 冠 疫 情： 全 球 最 新 情 況 數 據 一 覽 」， 
 BBC，2020年 6月 18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93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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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洲 ︰

紐 約 疫 情 下 之 猶 宣 使 命

/哥頓	

新冠肺炎疫情對猶太人社群的影響確實嚴重。首先，

紐約是全美最多新冠肺炎確診的地區，截至 5 月中
交稿時，紐約市的確診數字已超過 30 萬宗，死亡人
數超過兩萬人。

由於部分極端正統派猶太教會堂認為，守律法是人

生最重要的事情，他們一直排斥科學數據與醫療指

引，相信神必會保守看顧，所以遲遲才決定關閉會

堂，導致初期有大量猶太人感染，死亡眾多。另外，

在耶路撒冷的情況也類似，疫情爆發集中於極端正

統派猶太人社區，他們一直堅持聚會，漠視以色列

政府的限聚令，最終致使軍警進入猶太教會堂驅散，

才能遏止人群聚集以減低病毒傳播風險。

微小行動寶貴見證

同工們以電話聯繫關心在紐約及耶路撒冷的猶太人

朋友，鼓勵猶太人基督徒憑信心靠主經過，亦關心

和勸導一些未信主之猶太人，為他們禱告，盼望他

們在困難中能回轉歸主。崇拜聚會改為網上形式進

行，一些猶太信徒的親友感染了肺炎病毒，我們鼓

勵這些信徒作愛心見證，關懷那些在疾病中掙扎求

存的人。請讀者們切切記念這些猶太人能康復，及

死者家人得着安慰。

 

在家居隔離政策的實施下，網絡佈道方式果效顯著，

引發猶太人產生興趣，有些甚至決志信主。差會不

斷加入多個新見證，包括男女老少，猶太教與世俗

化背景之猶太人，盼望猶太人受感動信主，而外邦

信徒觀看後，也可以從中得着激勵，見證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以色列內有數以萬計孤單無助的長者、納粹大屠殺

倖存者，是被遺忘的一群，缺乏其他人的關心。這

幾個月，差會香港分會與以色列的宣教士一同參與

服侍，數次將口罩速遞往以色列，宣教士分發給許

多長者們，並特別向他們表達︰「我們愛，因為神

先愛我們」。這些微小行動，顯出了寶貴的見證。

但願香港信徒能為猶宣事工代禱，並切實支持猶宣

事奉，與宣教士同心帶領猶太人相信接受耶穌就是

彌賽亞。

(作者為選民事工差會駐美國同工 )

亞 洲 ︰

日 本 因 疫 情 造 就 傳 道 時 機

/蔡明康	

正當日本全國積極籌備奧運的同時，疫情

令這四年一度的盛事，有史以來初次延

期舉行。日本國內累積個案突破萬

宗，政府在 4 月對全國發出「緊
急事態宣言」，提倡國民避免

三「密」：減少在密閉空間、

哥頓家庭參與紐約猶太社群發起的「抵抗反猶太主義」大遊行。

疫情下各地區的
差傳現況

資料來源：coronavirus.jhu.edu/map
更新日期：2020/7/18 20:35 香港時間

日本確診數字

日本死亡數字

24,760
985

荷蘭確診數字

荷蘭死亡數字

51,809
6,155 

http://coronavirus.jhu.edu/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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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能令遠方的宣教士在對抗疫情下，仍能感受到由

神而來的愛，亦能一同參與在疫情下的差傳事工。

(作者為國際差傳協會駐日本同工 )

 

東 南 亞 ︰

榮 辱 文 化 下 的 緬 甸 疫 情

/卡文

緬甸的首宗確診個案出現於 3 月 23 日，相比全球情
況而言算是較遲，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缺乏測試

劑；加上緬甸並未有能力在國內為疑似個案作出檢

測，需要把血液樣本送到泰國進行檢驗。另外，是

因着榮辱文化的影響，普遍緬甸人都不願意透露自

己患病，尤其是傳染病。因此，緬甸政府最初期也

訂下一些「賞善罰惡」的法例，獎賞舉報者，重罰

隱瞞疫情者。

跟許多東南亞國家一樣，緬甸今年的新年（潑水節）

在 4 月中旬，今年因疫情而全面封城；並嚴謹處理
隔離安排，把發現確診個案所居住的樓宇或街道，

進行 21天的強制封鎖，禁止任何人等進出。

到目為此（6月 5日），緬甸的確診人數為 234宗，
當中 6 人死亡。在疫情爆發初期，政府向有需要的
人民派發糧食及日用必須品。不同的民間團體又會

動員義工，在街上設置食物銀行、流動洗手間、派

發布口罩及衞生教育。因着今次疫情，緬甸人民的

衞生情況突然大大提升，街道上變得清潔。

跟許多其他地區類同，我的

服侍（查經門訓小組）

也轉到在網上進

行。 感 謝

密集場所及密切接觸場面進行活動。口罩及消毒液

亦已缺貨幾個月，市民生活大受影響。面對疫情，

很多日本教會都改變了聚會模式，提供網上即時

崇拜，團契小組、祈禱會及查經班。對於基督徒

人口少於百分之一的日本，這次疫情讓日本人在

不安及無力感中，對生命作更多反思。

日本教會參與崇拜人數平均只得 40 人。在疫情
下，不少日本信徒向親友分享信仰，鼓勵未信者

一同參與教會聚會。一位基督徒商人在這期間，

向其他商業夥伴分享信仰，鼓勵他們參與網上崇

拜，在神話語裏尋求平安。結果網上崇拜共有約

200 人參與，不少人是首次參與教會聚會的未信
者。疫情反而成為了傳福音的好時機！

雖然筆者身處的縣巿仍未有感染個案，但回應當局

的呼籲，取消教會大部分活動。我們部分服侍對象

是獨居長者，他們為避免受感染足不出戶。因此我

們也改變事奉模式，例如代購日用品或派發口罩，

藉此關心及接觸他們。長者們願意開放家中讓宣教

士探訪，除了關心他們的需要外，我們一起唱詩、

播放崇拜講道錄影，成就了「在家小型崇拜」。面

對充滿恐懼的現況，部分的對象反而更願意認識信

仰。最近有一位年過 80 的對象願意決志信主，另
一年過 90的信徒則主動提出接受洗禮。在逆境下，
神要顯示祂的大能，讓世人知道祂是掌權及滿有能

力的主。

 

在物資仍短缺的情況下，除了鼓勵在港肢體以禱

告記念，更可以為宣教士多走一步。例如寄贈口

罩或布口罩等物資，透過宣教士關心遠方的對

象；了解宣教士的身心靈需要，以網絡聚會或

電話主動關心宣教士；以奉獻支援宣教士在

當地購買防疫物品。你們踏出的一步定

日本的長者們願意開放家庭，成就了「在家小型崇拜」。

肯尼亞確診數字

肯尼亞死亡數字

12,75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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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每次都有一兩位新朋友加入。我也有機會連繫

當地的合作夥伴走到前線，為被強制封鎖的社群送

上「救災」物資。另外，我以公平貿易的原則，找

來幾位本地的事工夥伴及年輕人在我家縫製布口罩，

去派往學校、醫院及有需要的群體中，亦會預留一

些作為差聯「口罩為萬民」之用。

因緬甸封城，物價稍貴，但郵寄物資到緬甸更是十分

昂貴，我們寧可在這裏購買物資製作基本所需。盼望

我們的服侍能祝福到緬甸的社區之餘，更可以祝福到

其他地區有需要的朋友！

(作者為駐緬甸同工 )

中 東 ：

疫 情 下 海 灣 區 的 現 況

/鍾思林

截至 4 月 13 日為止，中東海灣地區 7 國 ( 沙特阿拉
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科威特，阿曼、 
也門及巴林 ) 皆已進入本地傳播的階段，各國每天
確診病人數以百計增長，多國已實施全國或部分區

域宵禁，又或是禁足令。

中東人是保守的民族，非常着重傳統和宗族連繫，

和人情之間的交流。宣教士最有效的佈道方式，仍

然是透過友誼佈道進入他們的生活圈。但如今在疫

情影響下，所有與本地人面對面接觸的方式都不可

能，只能透過互聯網社交平台保持聯繫，加上不是

所有本地人會使用，本地事工基本上完全停頓，連

帶同工的實體聚會也暫停了。但仍有些低層穆斯林

外勞佈道服侍，如阿富汗、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印

度的外勞，有些群體往常已被剝削，生活環境惡劣，

在疫情下就更苦不堪言，被困在缺水缺糧的密集勞

工營內叫天不應，有些宣教士會專門接濟他們。 

宣教士的醫療缺乏保障	

很多中東國家，原本就有本地人優先的政策。再加

上，有個別國家外表極富裕，城市建築現代化，但

實情是中東地區內的醫療體制都甚落後，政府公共

醫療機構也十分官僚，效率低下。個別重點醫院可

能硬件設備現代化，但醫護八成是從第三世界聘請

來的外勞。當疫情升溫，受感染人數急增，原本積

弱的醫療資源不勝負荷，外國人一但感染，便很可

能成為犧牲品。有些政府衞生部門甚至已指令政府

醫院的深切治療部，不接收外國人。 

後疫情的憂慮	

中東是創啟服侍地區 (Creative Access Nations， 
簡稱 CAN) ，進入該區的宣教士大部分不是帶
職，就是營商。疫情後的經濟影響，可能引

發一輪的裁員減薪潮，宣教士的經濟可能

入不敷支，甚或失去工作和簽證，被迫

離開工場。而營商環境的轉變，同樣

可令營商宣教士的生意虧損嚴重，

郵寄物資到緬甸十分昂貴，同工連結夥伴縫製布口罩，祝福社區。

資料來源：coronavirus.jhu.edu/map
更新日期：2020/7/18 20:35 香港時間

全球死亡數字

14,08,979
597,227

全球確診數字

中東 7 國確診數字

中東 7 國死亡數字

570,327
4,187

http://coronavirus.jhu.edu/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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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經濟和信心都同受考驗。

(作者為世界福音動員會 (香港 )駐中東同工 )

非 洲 ：

疫 情 下 與 肯 尼 亞 同 行
/莎拉

這篇文章寫於 5月中，此時非洲整體個案少於 10萬，
為疫情較輕微的大洲。一來當 2 月底病毒輸入時，
非洲已經可以參考亞洲的抗疫經驗，迅速把關；二

來非洲擁有全世界最年輕的人口，普遍沒有長期病

患，以致痊癒率較高 ; 三來非洲近年有對抗伊波拉
病毒的經驗，故回應措施有例可依循。然而非洲醫

療系統脆弱，加上城市貧民窟人口極度稠密，社交

距離成奢侈品，令人擔心非洲疫情早晚會一發不可

收拾。有專家預計 1，非洲一年內將出現 2億 9千萬
宗感染個案，19萬人死於新冠肺炎，數字相當駭人。 

以東非肯尼亞為例，自從 3 月中出現首宗個案之
後，政府隨即宣布全國停學、禁止所有聚集、終止

國際航班進出、不准餐廳堂食，只許外賣、強制國

民戴口罩、推行晚七朝五的宵禁及鼓勵企業在家工

作等。即使避開了全面封城，經濟的打擊還是避無

可避，首當其衝是做散工 (informal sector) 的基
層，估計已有數十萬人失業。他們沒有收入便無法

買食物，也沒有積蓄支付租金，生活毫無保障。正

式經濟 (formal sector) 方面，可預期零售界、旅
遊業、出入口的失業率將繼續上升，現在只是經濟

衰退的起頭。

需要口罩但更需要食物

非洲人大部分負擔不起即棄口罩而採用布口罩，布

口罩可多次重用，食物卻是一次性的。據新聞報道，

一個斷糧的母親在家裏煲石頭 2，為的是假裝煮晚

餐，讓飢餓的孩子帶着希望而入睡，令聞者心酸。 
我們派發食物時，親眼見過飢腸轆轆的人，他們痛

苦得不顧秩序，只顧自己盡快取得一片麵包。上月

有慈善機構派發食物時，出現人群爭先恐後的情況，

導致兩人當場死亡，亦有人死於警察鞭下，警方被

指於推行宵禁期間濫用武力。這些人都是間接地、

無辜地因瘟疫而死亡。

在赤貧世界中，人們未能享受 Work from home 的
美好，只有雪上加霜。失業人士被困在狹小的家，

缺乏食物，情緒崩潰，甚或觸發家庭暴力，或為了

生存而作奸犯科，或上街抗議。由於政府明明獲得

千萬美元的緊急基金，人民卻未有受惠，我們絕對

不能輕看飢餓加上憤怒的潛在破壞力！努力抗疫同

時，蝗蟲一再肆意破壞東非的農作物，令人憂慮未

來東非糧食供應短缺，就算有錢也買不到食物。

耶穌向飢餓的群眾派發五餅二魚，基於憐憫，帶着

使命，我和這裏的教會都有派發食物給無計可施的

貧窮人。香港信徒自 3月起有嘗試寄口罩給我派發，
奈何肯尼亞機場已封關，所有包裹通通被打回頭。

我估計疫情起碼持續至年底，故計劃短期內繼續與

Sawa公平貿易夥伴合作，賙濟窮人；長期則仍透過
商業活動製造就業，接觸人群，讓人不單認識神的

慈愛，也要認識神建立與轉化的大能！

(作者為同心圓駐肯尼亞同工 )

禁足下的肯尼亞，飢餓反成最迫切問題。同工與當地教會向貧

窮人派發食物。

1.New	 WHO	 estimates:	 Up	 to	 190	 000	 people	 could	 die		

	 of	COVID-19	in	Africa	if	not	controlled，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07	May	2020.

	 	

2.	 Coronavirus:	 Kenyans	 moved	 by	 widow	 cooking	 stones		

	 for	children，BBC，30	April	2020.	

資料來源請參考 QR	Code：

https://hkacm.net/wp-content/uploads/2020/07/202007_remarks_p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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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擺下的差傳事工

網絡媒體宣教		
Photo by Gabriel Benois on Unsplash

世紀疫症改變了整個世界，我們都經歷前所未

有的時刻。期間正值教會紀念基督受苦和復

活，全香港以至全球教會的聚會都要暫停下來，

實體崇拜要取消，改為在網上舉行。

過去十多二十年，互聯網大大改變了每個人的生

活方式。互聯網科技衍生出各種各樣的網絡媒體，

無疑已成為接觸新世代的有效平台。信徒必須裝

備自己迎接網絡時代的來臨，故去年香港 OM 與
Jesus On l ine 合辦「第一屆網絡媒體宣教士課
程」，但當時教會大多仍未意識到網絡媒體宣教

的重要性。

舉辦第一屆課程後，我們已準備在今年 4 月開
辦第二屆。3 月開始報名時，正值疫症爆發，教
會看到有實際需要去認識網絡媒體，而課程探討

Onl ine Church、網絡牧養、網上崇拜等，也很
適切當下的需要。最後，超過 100 人報讀課程，
學員來自不同的時區，包括歐洲、美洲、澳洲及

東南亞。

差傳使命未因疫情停止

雖然在疫情下很多事工不能如常進行，但差傳使

命並沒有停下來。儘管以往我們也常在網絡聯繫，

但疫情使大家停下手上工作，不同國家工場同工

在疫情期間透過網絡更緊密的聯繫。我們彼此守

望禱告，更多了解不同地區的 OM 同工在工場的
需要。我們看到疫情影響人民生計，除了缺乏

防疫物資，也有很多人失業及捱餓。於是各區

O M 工場一起發動籌募為疫情需要而設的緊急
支援基金。

過去幾個月，我們加強使用網上平台發放工場資

訊，香港 OM 月禱會也改為網上舉行。以往我們
會邀請身在香港的宣教士出席月禱會，透過網絡

我們不再受地域限制，我們先後邀請日本及泰國

宣教士在網上分享，他們派食物、與社區朋友自

製防疫用品等，用愛心支援有需要的人，讓弟兄

姊妹了解疫情下的宣教使命。

「媒體」及「群體」各有特性

網絡媒體是一個面向全球的宣教平台，能隨時隨

地向網民傳遞資訊，可以突破時間、地點的限制

把福音傳開。不過我必須強調，網絡媒體宣教絕

對不是單單把佈道信息放上網，供網民隨時收看

或收聽，因為：

第一，每個媒體有不同特性；第二，每個群體有

獨特文化。基於「媒體」及「群體」的多樣性，

我們要認識兩者的特性，才能把福音帶進所接觸

的群體。因此，網絡媒體宣教士仍然要有跨文化

的裝備，除了要熟悉各種網絡媒體的運作，也要

葉陳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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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認識受眾的文化，才能融入他們當中，用他們容

易理解的方式表達信仰。

網絡文化

若要實踐網絡媒體宣教，我們要先探索網絡文化。

在網絡滲入每個生活層面的新時代，正孕育出怎

樣的世代文化呢？

Z 世代及接續的 Alpha 世代，智能手機、平板電
腦陪伴他們成長，慣於使用網絡媒體，有人形容

他們在母腹中已拿着手機出世。

有 研 究 顯 示，Z 世 代 傾 向 榮 辱 文 化（Honor -

Shame Cu l t u re）演化出來的榮譽文化（Fame 

Culture）。他們認為個人的榮譽非常重要，重視

群體對自己的接納，這種文化相信與網絡文化息

息相關。

罪咎文化 (Guilt-Innocence Culture)為西方文化
以至神學的主流。罪咎文化有清楚的規則判斷錯

對，但在網絡世界有其社群的文化，一般的常規

和法律並未能適用，也未能保護在網絡世界的人。

網民因為一些言論不受歡迎，其他網民可以隱藏

身分，肆意用圖像或文字批評、攻擊或抹黑他人，

網絡欺凌的情況時有發生。此外，網上容易搜尋

到其他人的資料，欺凌者公開他人私隱亦很常見，

這種起底文化令網絡欺凌的現象更趨嚴重。有很

多時非理性、發洩情緒的貼文，是非黑白往往被

顛倒。我們不難想像在這種文化下成長的新生代，

對與錯的界線變得模糊，同時也渴望在網絡世界

得到認同及尊重，不想被羞辱。

面對受榮譽文化影響的新世代，福音對他們有

甚麼意義？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雖然網

絡媒體可以跨越時空的界限，但未能跨越文化。

當我們以網絡媒體作為宣教平台，絕對不可忽視

宣教士的跨文化訓練。與此同時，網絡媒體已影

響着我們生活每部分，不能忽視網絡世代文化的

影響，網絡文化的神學思考（Digital theology/ 

Cybe r t heo l ogy）也冒起，我們可以更多留意與

認識。

(作者為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總幹事 )

(本文節錄自「全球疫情下的差傳使命」研討會 )

主題文章

1929 年大蕭條的數據，對比現時有許多相似之
處，我們雖然不一定面對這個大蕭條，但有經

濟下滑之勢，差會應如何面對和回應，以致可以繼

續差傳事工？

首先，大使命本質上從來不是跨國企業，教會不能

視大使命為一盤生意，絕對不是商業投資，雖然你

會說，大使命有些特質與國際化的企業相似，包括

我們要投入大量金錢、人才及人手，要進軍一個全

球 74億人口的龐大巿場。

教會執行這項任務時，最重要的資源不是金錢。我

要強調，我們並非不需要金錢去完成這個使命，最

重要最重要的資源，是禱告。有禱告就會有人去回

應上帝，就會有人才。我們從來沒有計較成果，若

我們計較成果，這就並不化算。

以往耶穌差派 70 個人，每兩個兩個出去傳福音，並

非以大企業模式去運作，是每個信徒蒙召踏出，願

意作出犧牲，差傳從來都是出於愛心的犧牲工作，

當然也是出於願意的心，因有上帝的應許，有聖靈

的同在、聖靈的能力 ( 徒一 8)，以致我們能夠去完

成。傳道者去傳福音，歷史上大部分都是靠教會或

信徒的捐獻，是一個愛心和順服的結果。

大蕭條之下，大家面對的衝擊是，所有奢侈品會被

淘汰，剩下必需品如基本糧食，我們會重新檢視何

為重要、何為不重要。教會也會削減一些聚會，只

保留核心事工。大家收入減少，甚至有機會跌至一

半收入，信徒應視差傳工作為核心工作。

經濟大蕭條下的差傳使命

愛心與犧牲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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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兆泉

大蕭條下之對策

1. 齊心彼此互助︰大家面對困難，要多聚集在一起，

互相禱告，保持心志，彼此提醒教會存在地上的目

的，教會之間可以互助，信徒之間可以互補不足，

分享物資、分享口罩，也是一個起步點。

2. 開源節流︰認定哪些是核心事工，縮減一些次要

的開支。以差會的角度來看，不宜花昂貴的租金去

租辦公室。以視像方式補足，採取共享空間，以減

低開支。

3. 策略性的取捨︰差會以大使命的角度看，要保留

策略性的工作，減少非策略性員工的開支，保留宣

教士、同工，但清潔工可以外判。

4. 鼓勵無私的奉獻︰措施包括自願減薪、半職、自

願義務工作的安排。差會可以和員工洽商，若肢體

經濟不缺欠、有其他充足恩典，甚至可以義務性質

工作。

5. 更簡樸的生活︰而宣教士，由於全部都是義務性

質，若要減輕宣教士在工場的開支，就要過一個更

簡樸的生活。當經濟更加蕭條、物資支援不足時，

你是否願意為主的原故過一個更加簡樸的生活？有

些宣教士可以帶職事奉，能以工作賺取一點生活費；

但更多的宣教士是靠信徒奉獻及教會的支持。

6. 認定使命︰有多少宣教士可以按他所得的去過簡

樸生活？認定這個使命、這個召命，是最重要的。

大使命是否成功，在於哪些蒙主召命、在艱難時期

仍然回應主的人。

在列王紀上十七章 8節提及，以利亞去向寡婦取餅，
指出神的僕人要完成神國的使命，若不是得着這位

寡婦的幫助，他不能活命。當然，因着這位先知的

同在，神亦祝福這個家庭。三年半的大飢荒，人人

都需要別人的經濟援助，神的僕人能否倚靠這奇妙

供應的神來繼續服侍？

提摩太後書二章 9 節提醒，「我為這福音受苦難，
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上帝的道卻不被捆

綁。」我們的尊榮可以被捆綁，但神的道卻不可以

被捆綁。在艱難時候，人們要有心理準備，仍然有

決心向前行，哪怕寡婦成為我們的供應！

(作者為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總幹事 )

(本文節錄自「全球疫情下的差傳使命」研討會 )

經濟大蕭條下的差傳使命

愛心與犧牲的服侍		
Photo by Aman upadhyay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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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的差傳格局

屬神的群體建立整全使命

疫情後的差傳格局，是個不

容易去分享的題目。沒有

人知道將會發生甚麼事，也沒

有人遇見過。這是自 1929 年
經濟蕭條後最大的一個疫情，

沒有人能夠預測將來，作為基督

徒、作為跟隨神的人，跟據甚麼去思想這個格局呢？

我們最近常說︰無形的敵人 (invisible enemy)，這
個疫情也可以說是無形的敵人。回想初期教會面對

不同的敵人，有些是可見的敵人，和我們對應今日

疫情，有許多可學效之處。當我閱讀《使徒行傳》

第四章時，我們看到我們是︰

確信有盼望的群體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地高聲向  神說︰「主宰
啊！你是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

(徒四 24)

最近看到的新聞指出，許多人因疫情患上焦慮症和

抑鬱症。特別是許多小孩因家人面對疫情，這些小

孩需要看精神科醫生、見輔導。我們作為確信神的

群體，是一個需要有盼望的群體。在新約聖經出現

過 12次「同心合意」，其中有 10次在使徒行傳中。
顯示整個初期教會面對着成長、面對迫害及面對苦

難；十分需要同心合意，也是作者路加十分重視的。

差聯正擔當着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把不同的肢體

連結。疫情中一般人會向內，只會關心自己的需要。

差聯連結各地需要，讓我們能夠同心合意將需要交

托給神；也肯定神創造天地萬物，祂看為美好的。

這是一個禱告，作為一個屬神的群體，我們應該把

盼望的訊息分享開去。

等候代求的群體

「主啊，現在求你鑒察，他們的威嚇。」

(徒四 29)

這兒提出「現在求主鑒察」，這並非求神把疫情或

逼迫或難處拿掉。許多人會問︰為甚麼會有這個疫

情？我們也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神必定有憐憫，

這時候仍然相信︰「神啊！求祢鑒察，求祢按祢心

意去行動。」

最近，最大鼓勵我的是網上禱告會。我和 140 位來
自 40 個不同教會、不同地方的差會和教會連繫；有
些來自非洲、南美洲、中國等地的同工、年輕人、

傳道一起禱告，讓我十分感動。透過視訊，讓我們

可以聽到他們的需要，一起去禱告。

「現在求祢鑒察」這是一個等候，「等候」是面對

我們的未知，但神是按祂的心意而行。

主題文章

國際差會代表︰馮浩鎏

Photo by Timo Volz on Unsplash
  Shibuya Crossing, Toky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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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真理的群體	

「使你僕人放膽講你的道。」(徒四 29)

我最近發現，神開了一些好有創意的門，是我們從

來沒有想過的。有一位弟兄與德國學生查經，包括

有十多二十個中國留學生，有些留學生因疫情原故

返回中國，有些則仍留在這兒。自從疫情後，有許

多留學生在回國後繼續參加網上研討會，甚至邀請

未信主的朋友一起查經。我感到神使用這個方式去

讓信徒放膽宣講神的道。

醫治創傷的群體

「伸出你的手來，讓醫治、神蹟、奇事藉着你聖僕

耶穌的名行出來。」( 徒四 30)

第 4 章的整章背景，是因為第 3 章彼得和約翰醫治
了一個瘸腿的人，這裏記載禱告求神伸出手來，醫

治患病的神蹟奇事。

今日我們相信，神是藉着祂的僕人 – 我們作為基督
的群體能夠繼續帶來醫治。有許多弟兄姊妹，包括

在前線、醫護人員表明，願意透過醫療服務去照顧

這些患病的外勞。我十分感恩看見仍然有服侍，這

就是醫治創傷的群體。

權力擴張與福音工作的監控

在馬太福音廿四章 7-9 節裏提到︰「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

起頭。」然後那時，「人要使你們陷在患難裏，也

要殺害你們。」兩節連在一起，先提到天災人禍，

然後提及逼迫來到，許多人的愛心漸漸冷淡，這天

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天災人禍與逼迫是一起出現

的；就如疫情時面對監控，疫情過後，相信許多福

音工作也會受到監控、管制。

差聯的角色是把普世教會服侍工場的困境需要代求，

帶回來給香港肢體知道，今天我們都是共同體，讓

我們可以一起去面對。

保護主義與差傳策略更新

疫情全球蔓延，各地封關禁足，對一些疫國提高入

境限制，這是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抬頭。當邊境關

閉後，有些宣教士出境後未能返回工場，我想起使

徒行傳十八章 9-10 節︰「夜間，主在異象中對保
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沉默，有我與你同

在，沒有人會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裏有許多屬我

的人。』」

疫情下的差傳策略，有需要更多培育本地信徒領袖，

培育更多屬靈品格、有神話語的領袖。事奉可以超

越國界，例如許多肢體想遠赴伊斯蘭教國家去服侍，

是很好的。但其實，香港也有許多穆斯林群體，在

香港已經可以展開服侍了。

傳遞整全福音建立全人需要

增加培訓輔導服侍︰疫情下，心靈輔導的需要更大，

需要培育同工做輔導工作，並訓練當地工人去參與

輔導服侍。

建立線上福音工作︰網上電子遊戲行業發展迅速，

在美國有同工以此接觸許多非基督徒；網上崇拜普

及，亦多了青年人邀請家人聽網上崇拜。

動員年輕一代承擔福音使命︰年輕一代十分關心公

義、環保議題。最近公布的全球糧食危機指出，許

多地區的人民死於饑荒。我們應鼓勵年輕信徒提出

建議。

馬丁路德當年面對黑死病的疫症，當時有許多牧師

因疫症死亡，教會需要牧者人手。雖然有許多人不

適合當牧師，奈何在人手缺乏下也要當牧師，造成

了後來的教會腐敗。即使如此，但神仍然掌權。

在今次疫情，我祈禱求神帶來復興，深信神仍然尋

找合神心意的人，也深信神在這世代的拯救。

(作者為海外基督使團國際總主任 )

(本文節錄自「全球疫情下的差傳使命」研討會

經文節錄自和合本修訂版 )

國際差會代表︰馮浩鎏

  Shibuya Crossing, Toky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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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這個疫情，沒有人會

知道，也沒有人給我明

確答案，但我們能夠在全球

趨勢中得知一二。原本今年我

會參加好幾件事情，但來了一

場令我們措手不及的改變，全世

界，包括你和我，所計劃的全被打斷。

我今年初收到一個系列的「差傳新希望」小卡，

準備今年好好的實踐做一個「好宣教人」。

傳遞愛與祝福

我原本想在社區認識多一些國際同工和鄰舍，也想

去光顧社區內的少數族裔食肆。可是現在，許多人

都不能出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最壞的時代，可以帶出我們自己，就像潘霍華牧師

在《獄中書信》所說︰「教會只有為他者存在時才

是教會。」教會的存在，不是為了維持自己組織的

延續，而是被呼召面向世界的他者。最壞的時刻，

可能會帶出來人的最壞的一面，也可以帶來最好的

一面，基督的群體亦然。看看你我此刻的選擇。

你我此刻選擇︰「Extend your loving and saving 
hands each day.」不論崇拜是實體還是網上、或者

如何做主日學，我們身為基督群體是要時刻面對準

備，最重要是我們如何被神呼召出來，在疫情中的

差傳是疫情後的重要事情。

現在禁足不用出門，要做的事卻越來越多，因為現

在於網上就已經能和世界各地的人開會了。這是全

球化的時刻，無論是弟兄姊妹、宣教的同伴，通訊

也很方便、打個電話便可以。

Mobil ize Prayers 推動禱告

我最近參加一些網上禱告會，有數百人參與，平常

我們也不容易叫數百人來參與禱告會。我為着他們

禱告的行動而感恩，每一天、每單位，有很多人在

線上禱告。過往，疫情前已透過網絡展開一些跨地

域的聯禱會，所以當很多教會受到衝擊的時候，或

是面對疫情，他們已有所準備。原本有很多聚會點

和會眾，是分開的；在疫情下，不同家庭、不同聚

會點也連結起來了。我們知道有很多牧者身受疫情

或衝擊影響，但他們仍然參與，他們的禱告都不是

為自己，是為家庭、為城市、為國家守望。

我們身為一個動員者，促進教會警醒守望，深度合

一，聯絡合一，打開胸懷為列國禱告，世界宣教是由

禱告開始。從心靈裏回應神，不論你來自哪裏，你都

是有份的。禱告資源全都已放在網路上：

主題文章

疫情後的差傳格局

最壞的時刻	最好的生命
華人差傳動員者︰彭書睿

Photo by Matt Botsford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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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World1︰《普世宣教手冊》也有為台灣、

香港、澳門的疫情禱告，我們不只要見到我們的需

要，看到我們所面對的疫情、看到我們這世界被疫情

受創，我們要看到可以怎麼樣的參與。禱告不是符

咒、不是詛咒，禱告是人人相信有盼望，是人人在神

之下的應許。

Prayercast2︰大家也很熟悉，我們也有為英文版翻

譯成中文片段。世界各處的人都曾被其他國家的人所

關心過，我現在也鼓勵你把資訊傳遞開去。

Missionexus3︰這些短片非常有洞見，有許多具有質

素的講員分享現在的宣教趨勢。

Mobil ize Awareness 推動關注

我目前正推動人們關注差傳工作，現在呼籲你們參

與，也能在家參與。雖然我沒有很好的資源，可是，

動員工作是為未來做準備。最近我和太太在做兒童

事工，或許我們現在做的事工未能立即被看到果

效，但是我們仍需要做好準備，可以參與很多不同

的、與差傳相關的線上免費活動。

Mobil ize Mobil izers 推動動員者

我正在關心一些有潛力「去」的宣教士，他們很有心、

曾經參與課程，可是他們有工作或其他事情，而未真

正走出去。我正使用一本《GoMobilize》手冊，與
弟兄姊妹一起閱讀。初時只有一個兩個、幾個十個，

後來越來越多人參加。這手冊教導我們在宣教上如何

一起陪伴同行，很多時候一起禱告，談論心情狀況。

有些宣教士仍留在台灣，有些宣教士出了去就不回

來，我們在同行路上要與他們連結。

動員者的心願

我有一個盼望，希望動員一些人，全球不同的人有一

個定期禱告行動，例如一星期一次為他們禱告，為

事工禱告。盼望我們以國際視野，為教會、為牧者，

透過這些以上我所提的網站去禱告，這是一項偉大

的事工。

在未來一年裏為差傳作出的 10 個決定

1. 在我的安靜時刻中，我願意尋求神在萬民中的
心意。

2. 我願意每星期至少 1次點名為宣教士禱告。

3. 我願意每星期認識未得之群體，並為他們禱告。

4. 我願意在我的社區中認識一些國際人士。

5. 我願意去認識我的國際同工及鄰舍。

6. 我願意計劃一趟差傳旅程。

7. 我願意以大使命的視角來看新聞。

8. 我願意到我社區中到訪少數族裔的餐廳，去認
識他們。

9. 我願意為我教會的牧者傳道禱告，求主使他們
對大使命有熱誠。

10. 我願意真誠的思考及回應︰神是否想我當一個
全時間服侍的宣教士？

最後，我們是否可以在宣教裏有所參與 ? 引用司布
真的一些話︰「苦難像是一把大錘，持續敲開人封

閉的心園：像是野力的號角，讓福音的信息，傳入

更多人的耳中。苦難成為教會復興的前奏，黑暗成

為光明的序曲。」4願我們以禱告、以行動，成為

神心意裏被找到的人。

1	 http://covid-19.operationworld.org/

2	 http://prayercast.com/

3	 http://missionexus.org/onmission/

4	 張文亮，《上帝恩典的留聲機︰講道王子司布真》，校園	

			書房，2019 年 7 月 1 日。

(作者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理事長 )

(本文節錄自「全球疫情下的差傳使命」研討會 )

Photo by Matt Botsford on Unsplash

資料來源請參考 QR	Code：

http://covid-19.operationworld.org
http://prayercast.com/
http://missionexus.org/onmission/
https://hkacm.net/wp-content/uploads/2020/07/202007_remarks_p12-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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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大家討論「疫情後的

差傳格局」題目，我以

「神的宣教 (Missio Dei)」這
角度來到去觀看：

神的宣教與宣教事工之別

我們要分辨清楚，神的宣教 (Missio Dei)，與差會、
教會和宣教士所做的宣教工作，在本質上有所不

同。倘若我們分不清，在這禁足時期，我們會擔心

許多事工做不到。但我們要留意，神的宣教是不會

被阻礙的。

從聖經中，我們看到神是宣教的神，神親自來到世

上，神有祂的宣教心腸。創世記三章 15 節揭露神
的計劃。無論是神與人的計劃、神與人立約、神揀

選亞伯拉罕、神揀選以色列、神揀選教會、揀選門

徒，我們看見神的計劃是一步一步的揭開，讓我們

看得到。祂參與在這個宣教計劃當中，神參與與人

立約，親自差派耶穌基督；聖父差派聖子聖靈，讓

我們在教會裏被差遣，我們看到神的宣教工作。我

們的宣教工作確實地回應神的宣教計劃。

疫情裏，一些宣教工作面對被難阻，宣教士籌款不

足，差會面對困難，有些宣教事工受虧損，已計劃

的事工不能如期進行，但神並沒有措手不及。我們

不用擔心，只要預計要變陣。

察看神的作為和時代處境局勢

在這個時代處境，我們仍要察看神的作為。「他

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太廿八
17) 門徒約定、專誠往加利利山見耶穌，下一句卻
指仍然有人疑惑。人們是帶着期望去等候神的差

派去見耶穌，在疫情裏，教會有疑惑嗎？教會要有

哪些醒覺？

網 絡 醒 覺 ︰ 90 年代，我用 ICQ 去接觸穆斯林
朋友，分享信仰。2000 年後盛行 Facebook、
WhatsApp，可是大部分教會的網頁仍停留在黃頁
時代的概念。疫情下，教會需要加速，要看到網絡

世界社群的需要；在線上也可以好具體、好實在的

做到關顧、查經及開會。有教會為此增加開支添置

硬件，這就是一種醒覺。

環境醒覺︰聖經提醒我們應該關愛受造世界，神創

造宇宙萬物，將這個世界交給世人管理，我們應該

要醒覺。可惜，我們彷彿沒有察看這個地球和大自

然的規律，並且違反了，例如在夏季天熱時開冷氣，

我們自己也正在參與破壞大地。

災難醒覺︰我們習慣了一個安舒的狀況，自覺良

好。有時在新聞中聽到一些災難消息，認為與我們

無關，捐款幫助就可以了。當災難發生在我們家門

口時，情況大大不同，許多大型或小型教會，不論

資源是否足夠的教會，也願意無私地獻出自己一

份。在日本 311 大災難後，我有幾年參與前線賑災

主題文章

疫情後的差傳格局

神的宣教 Missio Dei 神學院代表︰羅兆麟
Photo by Dave Michud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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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宣教︰網絡世界存在着一個很大的群體。在日

本服侍時，我以許多不同方法做宣教，許多 onl ine 
game也可以發展一些實質的關係，甚至做到婚前輔
導，接觸到許多隱蔽青年。面對這些群體，我們若不

透過網絡世界是難以接觸他們的。疫情後，網絡宣

教這個概念漸被明白。

賑災宣教︰日本發生 311 事件時，一個國際人道救
援組織 Samari tan's Purse在災難發生後一星期，
把 100 噸的救援物資送到當地，這賑災宣教工作在
當時而言十分震撼，幫助到許多人。在疫情下，即

使是一個小型堂會，也可以每人捐出一些口罩，把

集合到的物資送到街上派給有需要的人，我們社區

就會經歷到基督的愛。

若我們已經為賑災做好預備，就能減低面對災難的

衝擊。就如發生 311後，日本沒有一個港口可以落
貨，這組織就用直升機把 100噸物資空降到日本。
實在利害！這正正因為他們是一家預備面對賑災宣

教的機構。

環保宣教︰環保是國家國策，我們要善用國策和不

同渠道的資源，去做好保護環境的工作。

總結

我們要調整神的宣教和我們的宣教項目，就要與

神同步。有時我們發現我們與神不同步，所以我們

要學習調整腳步、與神同步。

同時，我們有否預備好疫情後人心復興的來臨？這是

我們的信念，只要為人心復興做好準備，我們也可以

好好的面對人們的心靈收割期。

工作，讓我發現神的作為，透過捨己服侍，讓我們

能與人建立關係。

屬靈醒覺︰神會興起一些肢體在屬靈上的醒覺，讓

我們發現禱告十分重要。過往，在經濟掛帥、功利

主義的社會裏迷失。但在疫情中，我們因為禁足而

有安靜時間，有更多反思時候，多了禱告和親近神

的時候，正如約翰福音十五章提到葡萄樹與枝子的

關係。

不平衡的醒覺︰我們以為這個世界很平衡，世界的

權力看似達到一個平衡點。但在疫情期間，神讓我

們看見，無論家庭、性別、貧富、經濟、權力，其

實從來也沒有平衡過。疫情過後，全球經濟分布、

權力分布更是大不同。

精神的醒覺︰ 311大災難中，有許多日本朋友的家
人逝世，他們會思考生命問題，人們心靈有一個祈

盼和願景。我們的教會、差會有沒有準備好大收割？

我看疫情後的差傳格局

3-5 年的收割期︰無論是四川或是日本 311 的賑災
經驗，災難過後會出現一個短暫的收割期，大約 3-5
年。在疫情中、災難中，努力做賑災的教會、有做

準備教會，有機會都能收割到。 

不變的宣教︰宣教事工在這一刻或許會受到打擊，

但神的宣教心腸是不變的。只是，我們要預計有些

宣教工作不能存留，有些優質又榮耀神的、有果效

的宣教工作是會存留的。這再次提醒我們，往後的

宣教工作是需要變陣的。

 
真營商 ‧ 真宣教︰我相信未來宣教工作籌款有較大

挑戰、有更嚴密的監控。故此需要發展更多自給自

足的項目，以「真營商」、「真身分」做真實的工

作以祝福當地人民。與此同時，同工們用生命作好

見證、主動與人分享福音，這些自給自足項目會逐

漸出現。

神學院代表︰羅兆麟

（作者為恩福聖經學院院牧）

（本文節錄自「全球疫情下的差傳使命」研討會）

Photo by Dave Michud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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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Jérémy Stenuit on Unsplash
  Ueno, Taitō, Japan Japanese street food market

聆聽進言

小鴿子

今年農曆新年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肆虐，

導致全球陷入大恐慌。起初，各國政府都以

為這病毒就如一般流感，嘲笑港人搶購口罩、潔

手液、廁紙、食物等為小題大做。

結果當它席捲亞、歐、美各國時，大家都不得不

以停學、停巿、停工來迫使人民留在家中，以截

斷病毒的傳播鏈。病毒帶來死亡故然可怕，但因

為三停而導致不少人手停口停，更叫人驚覺這跟

第三次世界大戰分別不大，因它帶來的經濟危機

影響了全球的各行各業。

風險與危機評估

首當其衝的是零售業、餐飲業、旅遊業、運輸業、

保險業及製造業。或許，你可能會擔心上期我所談

及的旅行社現況。旅遊業本來就是一個旺淡季很分

明的行業。

在 K國，旺季是每年的 6-8月。如你要到某些景點，
就預早 2-3 個月訂酒店和購買機票，否則就無法成

行。在冬天（每年 11 月至翌年 3 月），除了酷愛
冬季運動的人士，很少有外國人組團來此旅遊。

我有份參與計劃的營商訓練，其中一個必修課題，

是要在企業計劃書內列明所有可能出現的風險和危

機，包括人為的錯失、一般的安全問題（如：盜竊、

失火、水浸、停電等），和各種天災（如：地震、

蟲禍、天旱、風暴、海嘯等）與人禍（如：貪腐、

貨幣貶值、戰爭等）。有不少學員聽到這樣教導時，

會認為：我們的信心不足、要知道上帝愛祂所喜悅

的人、祂會看顧他們到底的、我們這些做訓練的人

都太杞人憂天了、或太世俗化了⋯⋯

可是，有信心的信徒、牧者、宣教士並不等於他們

懂得做生意，也不等於他們的信心是神認可的信

心！不少同路人就是因為不理會、不願意細心地去

分析普世情況、所服侍的國家內的政治、經濟、社

會、科技、環境及法律等的變化；而忽略個人的強

處和弱處，會對事業造成影響。不能只以為營商是

讓他們進入第三世界、伊斯蘭世界的萬靈妙方。

疫情中看營商及

神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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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之契機

面對疫情嚴重，是否真的沒商機？非也。網購食物

和日用品，成了足不出戶時大行其道的行業。 

在疫情之前，常被問及會否開辦網上課程，當時我

們未知應如何運作、器材是否足夠而遲遲未開展。

我所服侍的家庭服務中心舉辦的英文班，現正因為

疫情而轉以網上教學。一個疫症到來，不可能之事

一下子也要成為可能了。當所有老師也掌握了電腦

程式的使用時，我深信在疫情過後，我們的中心就

可開辦一些跨巿跨省的課程了。

最後，在疫情中反可以有更多服侍機會呢！

第一：當封城令一出，看到不少本已窮困的家庭即

時失去收入，連糊口的食物也無力購買時，我跟上

司商量，又得贊助人同意後，動用使命企業起辦費

歸還了的款項來作救災用途。我與同工們所熟悉的

教會聯繫一起服侍，讓人不單得到肉身的溫飽，也

在心靈上得照顧。

由 3月底至 4月 20日為止，這少少的金錢（3,500
美元）已有 60個家庭，共 265人受惠，其中不少
是未信者。他們對信徒的觀感大大改觀，有人更分

享說，連他們的親友也不能幫助他們時，竟有人會

照顧、關心他們。

第二：過往，不少會友有各種原因不能參加聚會。

現時以網上聚會運作，會友不單可以在家中出席恆

常的聚會；而且他們要求舉辦更多聚會，我竟與不

同的小組有每周一次查經、周一至周五晨更禱告會；

甚至，在港的群體也邀請我主持網上聚會。

這的確是「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

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

二 9）

（作者為中亞洲宣教士）

當大家都一窩蜂去營商時，就單純地以為自己的生

意會在 2-5 年內歸本，然後假設業務蒸蒸日上、擴
充營業、加聘人手……腦海裏大計一蘿蘿。誰會預

計得到，2008 年的金融海嘯及今年的新冠肺炎？石
油價格暴跌對各行各業所造成的深遠打擊？

守法的使命生意

旅行社創立之初，我就告訴創辦人首要做個守法的

公民，公司要做妥註冊登記，為公司和員工繳交所

有應付的稅款；同時要把公司的帳目及個人帳目分

開。即使他是老板，也只可提取工作所得的工資。

公司扣稅後的淨收入才分為 3 部分：一半以上留作

日後公司發展的儲備，十分一作為支持教會、非牟

利機構或特別事工的奉獻，其餘的才分帳給合夥人

作為股東的酬金。

感謝主！這旅行社在過去 3-4 年內的旺季生意非常
吃得開，即使是淡季也總有一些團可以運作。以往

所存下的儲備足可讓老闆在無工可返、無團可帶的

抗疫日子中，仍能支取穩定的月薪去養家至少半年；

而跟他工作過的員工，也有資格向政府申請生活援

助。

除了經濟問題得解決外，禁足令讓他有更多時間在

神面前安靜，反思事奉的策略；與家人相處，特別

是帶領兒女好好認識主的心意；同時又可處理好旅

行社的網站、Facebook和 Instagram等，為旅行
社維持曝光率，與人們保持連繫，這是與外國旅客

保持接觸的一個重要渠道。

今次因疫症導致Ｋ國進入緊急狀態令時，政府即時

宣布所有因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僱員、自僱人士等，

只要過去曾交過最少一次稅的，都可向政府申請每

月約 100 美元的生活津貼。這再次證明作個守法商
人的好處：不單自己可獲得援助，所聘用的員工在

放無薪假期時也可得到援助。

Photo by dash masoud on Unsplash



18

五餅二魚是祝福誰？ 伍敏尊

Photo by Victoria Shes on Unsplash

咫尺宣教

我們教會(牛頭角潮人生命堂 )靠着神的恩典，

在過往幾年開展了本地少數族裔的關懷和福

音工作，當中有不少對象是穆斯林家庭。

3 年前起，我們開始在附近閩僑小學參與他們每星
期的校內少數族裔功課輔導，與這些學生建立了基

本信任和關係。去年起，我們更邀請他們同遊主題

樂園、參加我們的暑期聖經班活動；其中有些更表

示，願意在畢業後開始上來教會繼續接受功輔。這

簡單開始已令我們感恩不已！

這一年多，我們很有心服侍社區和少數族裔的教

牧。透過一位烏都語 (Urdu) 老師，認識了牛頭角
區其他我們未接觸過的少數族裔家庭 ( 大多是穆斯
林 )。我們主動為他們提供補習服侍，並在近月疫
症期間，為他們收集大量抗疫物資，按需要派給他

們、為他們 DSE 考生提供溫習地方、為家庭缺乏
資源的小學生提供電腦上網服侍，大大增加了他們

上來教會與我們接觸的機會，亦漸漸建立了健康的

基本信任和關係。我們服侍少數族裔的工作變得更

立體。

反思我們教會這段服侍少數族裔的經驗，猶如經歷

五餅二魚的神蹟。(參可六 30-44)

內憂外患仍要服侍？

「他就說：『你們來，同我暗暗地到曠野地方去歇

一歇。』這是因為來往的人多，他們連吃飯也沒有

工夫。」( 可六 31)

這經文的前文，門徒剛收到戰友施洗約翰的死訊，

又做完繁忙的傳福音工作後，身心俱疲，想到曠野

休息時又遇上大量前來聽耶穌教導的人，主耶穌卻

偏偏在這處境中安排門徒服侍人。我們教會如香港

其他教會一樣，社會動盪帶來衝擊，教會基本的事

工和牧養亦令有限的事奉者很疲乏，但深信上帝帶

領這麼多少數族裔從遠方來香港，成為我們咫尺的

鄰舍，這絕不是偶然。我們相信，如何疲乏也要回

應服侍人的需要。我們相信，上帝偏偏在我們覺得

軟弱不足時卻仍呼召我們服侍。

誰看見並向主提出？

「天已經晚了，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天已

經晚了，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裏去自

己買甚麼吃。』」(可六 35-36)

有趣的是，耶穌為眾人講道後，其實沒有指出眾人

身體的需要，反而是門徒自己看見並向主提出人的

基本需要。我們教會的教牧，也是看到牛頭角社區

少數族裔缺乏人關心的需要，以禱告求問主的心

意，以行動主動接觸學校、主動找人教烏都語，服

侍機會的窗口就這樣打開，服侍的可能亦超乎我們

的計劃。耶穌使用的方法，往往超乎我們有限的想

像。你也看見在你社區中鄰舍的需要嗎？你也願意

向主提出嗎？

耶穌簡單的呼召？

「耶穌回答說：『你們給他們吃吧！』」(可六 37)
耶穌除了早前給人心靈的需要 ( 講道 ) 外，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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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身的需要，清楚呼召門徒服侍去滿足人們當下

的切身需要：飢餓。正如 1974年洛桑信約中所言，
傳福音領人歸主與社會關懷在整全福音中同樣重要，

兩者缺一不可，這也是香港眾教會要反思的。

在本地要向少數族裔作見證，除了等待合適機會與

他們分享福音內容外，了解明白他們在香港社會的

困境是十分重要，不論是語言障礙、升學及就業困

難、貧窮及在社經地位向上游機會缺乏等。在領他

們歸主的同時，香港眾教會明白他們生活的困境，

並願意在自己的有限幫他們一把嗎？

 

我們要將焦點放在哪？

「門徒說：『我們可以去買二十兩銀子的餅給他們

吃嗎？』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餅，可以去看看。』」

(可六 37-38)

門徒心想：「耶穌，你傻的嗎？」當門徒被召去服

侍人的需要時，只看見自己「沒有」甚麼 ( 相等於
200 日勞工工錢的餅 )，但耶穌卻要他們去看自己
「有」甚麼。我們教會在開始服侍社區少數族裔時，

我們的確沒有服侍他們的經驗、沒有很多事奉人手，

沒有多餘財政資源，亦沒有事工發展的藍圖，很多

「沒有」。但神要我們去看自己「有」的，我們有

幾位有心服侍的弟兄姊妹、有接近社區的堂址可用、

有一些服侍青少年的功輔經驗、有的是異象使命和

愛少數族裔的心。主耶穌要使用的不是我們所「沒

有」，卻可以用我們僅「有」的「五餅二魚」去餵

飽所服侍的人。

分享過程的重複乏味？

「耶穌拿着這五個餅、兩條魚，望着天祝福，掰開

餅，遞給門徒，擺在眾人面前，也把那兩條魚分給

眾人。」( 可六 41)

門徒服侍的每個行動，不是甚麼轟轟烈烈的，只是

幫人「排排坐」，傳傳遞遞，重重複複，枯燥乏味。

但是，餵飽五千人的神蹟卻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而

且相信門徒是越分享、越興奮。我們教會在服侍社

區少數族裔時也一樣，定時每周到校功輔補習中文

數學；收集一個個口罩又一個個派出去；繁繁複複

的個人補習人手安排和車敬財政記錄。每一個行動

也是平凡、重複、乏味，但每個少數族裔卻實在的

被服侍，跨文化的信任和見證差傳卻不知不覺實踐，

神蹟亦在我們不知不覺中發生。

 

越分竟然越有？

「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 吃餅的男人共有
五千。」(可六 42-44)

相信門徒是越分派、越興奮，因為明明只是自己所

擺上僅有的「五餅二魚」，怎可能越分越有，越分

越多人得滿足？在疫症開始時，教會把有限的口罩

存貨先撥 1,500個服侍社區，只能作出短暫的支援。

感恩有教會肢體知道我們服侍的需要，將自己僅有的

口罩存量中捐出 10個給我們去分派，因而鼓勵了其
他弟兄姊妹也按能力捐出一些，我們能全數分派給所

認識、住在安泰邨的少數族裔家庭。專責的教牧非

常努力地從外界資源，找更多 NGO及商界的口罩捐
助，我們的服侍曝光後，收到的捐助源源不絕。最多

的單次捐助有 4,000個，數月以來分派給受助家庭已
超過 15,000個口罩。儘管，起初只有少許，我們只
要願意擺上給主，祂會使我們越分越有、越分越多。

是誰最滿足？

「門徒就把碎餅碎魚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

子。」(可六 43)

門徒收拾餘下的零碎時，相信他們的心情百感交集。

雖然身體比服侍前更累，但邊拾邊回味剛才服侍的

滿足，又想起初時對主邀請的懷疑，更驚訝所收拾

的比自己之前所擺上的更多。

我們教會服侍少數族裔的家庭及其子女，從他們切

身需要得着即時滿足、建立真摰的關係與信任，到

他們對基督教會的好感與開放，為未來福音信息傳

遞搭好橋樑，並弟兄姊妹在服侍中的個人得着與成

長，我們最終所得的比我們最初所付出的多很多。

神蹟的確發生了！是誰得到的祝福更大？是受服侍

的少數族裔家庭？還是去服侍的我們？

你們教會也願意一起經歷這神蹟嗎？

(作者為基督教牛頭角潮人生命堂堂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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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研究

因限聚令，差聯取消了以往在日間舉行的「香

港教會差遣宣教士統計簡報」1，改在晚上

以視像會議形式向堂會會員、差會會員及關心差

傳運動的肢體進行發布會，讓更多肢體從第一手

資料去了解香港差傳運動的現況，並提出對差傳

動員及培育宣教同工的看法，反應熱烈。是次網

上研討會共 49 人報名，當晚參加者 39 人，佔出
席率 8成，這也是差聯在疫情下的另一新嘗試！

建立新數據庫

近年，差傳模式與事工起了許多變化，差遣團體對

保障宣教士私穩也極為重視，有見及此，差聯於去

年着手更新「香港教會差遣宣教士統計簡報收集表」

和加強數據儲存保安，一方面能讓差遣團體放心提

交資料，另方面，希望在收集及分析過程中能精準

地掌握香港差傳運動的變化。

疫情下，不少差會同工「在家工作」，他們需要比

以往更多時間去填寫及提交資料。由於「死線」逼

近，負責同工更必須加快核實和輸入資料，無疑加

重負責同工的壓力。感謝她的承擔及辛勞，讓草稿

能按計劃在 5 月中完成，經修訂和製作簡報後，發

布會順利在 6 月 2 日晚上完成。感謝眾同工在當晚
的配搭，願主報答他們的付出和擺上！

以往，當輸入新年度的數據時，舊數據必然被新數

據取代，而應用軟件不能保留原有數據，以致一直

未能作跨年代的數據分析。因此，差聯已更新了應

用軟件，並要求差遣團體為每一位宣教士重新填寫

資訊收集表，以建立全新的數據庫，為日後作跨年

代數據分析作準備。

2 0 1 9 年宣教士總人數

跟據 2018 年的數據，宣教士總人數為 618 人，若
加上 2019 年新增宣教士 58 人並減去離職宣教士
33 人，宣教士總人數應為 643 人。由於差遣團體
未能確認舊數據庫內 19 位宣教士的資料，因此，
必須減去未能確定身分的宣教士，誤差率為 3%， 
這是一個可接受的數據失真（data distortion)。因
此，2019 年宣教士總人數是 624 人，較 2018 年
的宣教士總人數，只有 1% 的輕微升幅。

從「香港教會差遣
宣教士統計簡報」說起

劉卓聰

Photo by fauxels from Pexels

1	 「香港教會差遣宣教士統計簡報」2019，
InfoWall，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20年 7-9
月。https://hkacm.net/2019-missionary-stat/

https://hkacm.net/2019-missionary-stat/
https://hkacm.net/2019-missionary-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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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非華人或多元群體的宣教士為 253 人及 179
人，佔宣教士總人數比率 69%。若將 2017-2019
年宣教士服侍對象作比較，發現服侍華人的宣教士

比率由 35% 下降至 26%，而服侍非華人及多元群

體的宣教士比率由 62% 上升至 69%。( 圖表 3)

 
2019 年專職宣教士人數為 420 人，佔宣教士總
人數比率 67.3%。若將 2017-2019 年專職宣教
士人數作比較時，專職宣教士比率由 76.3% 下降
至 67.3%。宣教士以非專職身分進入工場有明顯
上升，可見越來越多香港宣教士委身於跨文化及創

啓事工，以服侍非華人、未得之民或未及之民為主

要對象，代表香港眾信徒對普世差傳運動作更大的

承擔！因此，跨文化職前訓練、開拓創啓事工的培

訓、工場危機管理、跨文化衝擊和宣教生命抗逆力

(resilience) 等，必須加強和提高意識。

青年宣教士

2019 年統計指出，21-30 歲的新增宣教士為 11 位
(5 男 6 女），較去年 12 位 (3 男 9 女 )，只有輕微
下跌。2019 年 21-30 歲的宣教士為 25 位，跟過
去數年的數字沒有明顯的上落。圖表 4 比較過去
10 年宣教士平均年齡、21-30 歲的青年宣教士人
數及每百名宣教士中所佔比例。

宣教士平均年齡

由於部分差遣團體及個別宣教士對網絡保安和個人

私隱的關注，有 30 位宣教士未有提供出生日期及
年份，對本年度數據分析有些微影響。2019 年宣
教士平均年齡為 49 歲，比對去年宣教士平均年齡
有輕微下跌。

新增宣教士平均年齡為 39 歲，較去年新增宣教士
平均年齡 43.5 歲下跌 11%，其中 51-60 歲新增
宣教士只有 3 位，較去年 16 位下跌 81%。比較
2019年和 2018年新增宣教士其餘年齡層的人數，
沒有明顯的大幅上落，可見 51-60 歲新增宣教士人
數的減少，成為新增宣教士年齡下降的主要原因。

( 圖表 1)

新增服侍群體狀態

多年來差傳機構及差聯努力推動關心未得之民

( U n r e a c h e d p e o p l e g r o u p s）的需要，近年
更鼓勵有志投身差傳行列的肢體委身未及之民

(Unreached and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中，以不同的可能性進入工場作開荒服侍，建立本

土化的基督群體。這類型的宣教同工必須以非傳統

方式參與，如帶職、營商、醫療、教育、康體或藝

術等。

 
今年，差聯在收集表中加入「服侍群體狀態」，

掌握有多少位宣教士在已得之民、未得之民或未

及之民中間作服侍，以了解香港教會在服侍萬民

上的情況。數據顯示，服侍未得之民或未及之民

的宣教士為 349 人及 73 人，佔宣教士總人數比率
68%。( 圖表 2 )

( 圖表 1)

( 圖表 2)

( 圖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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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Matteo Kutufa on Unsplash

比較過去 10 年的數據，發現每百名宣教士中只維
持 4-6 位 21-30 歲以下的宣教士，人數依然偏低，
似乎青年動員果效仍不太理想，差傳斷層現象和老

齡化危機沒有明顯的改善。

當社會矛盾加劇，經濟下行、金錢奉獻減少、青年

信徒流失，出國或申請移民人數不斷增加之際，動

員及差派青年宣教士進入普世禾場變得艱鉅和不可

能。倘若青年宣教動員策略沒有明顯的調整，差傳

新力軍沒有顯著的增幅時，香港差傳運動在數年內

必然面對更嚴峻的斷層危機，讓我們一同正視和尋

找可行的方案！

去年，筆者在「培養青年宣教士」會議指出，要扭

轉宣教士老齡化的現況與趨勢，必須要有「海嘯

般」的青年人投身差傳，香港差傳運動才能有所突

破。何為「海嘯般」的青年差傳動員？按過去資料

指出，每年 21-30歲新增青年宣教士平均為 12人，
若差傳的主在每年 12 位青年宣教士中額外增添 50
位 25歲青年宣教士，宣教士人數不單有大幅增長，
宣教士平均年齡更會下降兩歲至 47 歲。假若差傳
的主額外賜下 100 位 25 歲青年宣教士，宣教士平
均年齡將下降 4 歲至 45 歲！將差傳運動年輕化絕
對不是天方夜譚，眾差遣團體必須認定這是極重要

和極逼切的工作，培育並給予青年信徒一顯身手的

機會，更關乎差傳運動的未來！

「海嘯般」的青年差傳動員能為老齡化的差傳運

動增添活力和創意，並帶來新事工、更新和新氣

象！讓我們在看似不可能的現實環境下，不放棄培

育新血和使命傳承，讓青年人以他們的方式去回應

大使命的挑戰。正如一百多年前委身學生志願運動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青年人，以

「福音在這世代遍傳世界」（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為他們的信念、口號和
行動！面對疫後的大變局、創啓化的挑戰和線上線

下的新機遇，是時候讓青年人去探索差傳的未來！

職前跨文化訓練的定位

按「教新」《2019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指出，
2014 年及 2019 年蒙召作宣教士的估計人數分別
為 757人和 520人 2，一個不容忽視的數字！然而，

許多堂會因人手缺乏緣故，未能為獻身者提供適時

跟進、同行和轉介，造成大量流失。差會也因人手

不足，未能為眾多獻身者提供跟進，最終只得一小

撮信徒能成功加入差會，成為候選宣教士。

差聯注意到這「短板」，認為必須革新差傳訓練和

為職前跨文化訓練 (cross-cultural training , 簡稱

CCT）重新定位，以致培育更多以非傳統方式進入

創啓工場的工人，以靈活多變、上善若水的精神，

在風高急浪的變局下，為主踏上征途，破浪前行，

就如「衝浪者」(Surfer) 一樣。( 圖表 5)

C C T 將由密集及住院式訓練改為定時以線上或實
體方式進行培訓，並邀請資深宣教士作勉導同行

( m e n t o r i n g），以建立獻身者在差傳路上的所知
(knowing)、所行 (doing) 和所是 (being)。

由於 C C T 不再局限於 4 周內完成訓練，我們會加
強「所行」和「所是」的部分，包括跨文化考察及

研究、跨文化佈道、安靜退修營和基本生活技能學

習等，讓更多肢體掌握跨文化生活與事奉技巧，從

而破浪前行，迎向未知的未來！

差聯將於 7 月起接受報名，有興趣成為衝浪者，歡
迎聯絡我們！

 

2

( 圖表 5）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P57，2020
年 5月

「你當剛強壯膽，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

( 圖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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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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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人類面對疫情大爆發、經濟蕭條、

禁足封關、天災人禍、糧食危機、

大國博奕……一起面對死亡威脅之

時，誰不懼怕？誰不驚惶？

全球危機讓我們成為命運共

同 體， 作 為 確 信 有 盼 望 的

群體、宣揚真理的群體，

我們要向世人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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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推介

《宣教生涯》

籌備超過一年的《宣教生涯》，第 1冊怡然上路率先於 2020年 6月推出。
本書作者一家在尼泊爾參與醫療宣教多年，書中記敘宣教生活和事奉點

滴，全面的宣教士須知及許多珍貴的見證分享。本書論及宣教生涯的各個

階段和各種挑戰，從投身宣教事奉到進入工場；從宣教新丁到老將；如何

面對人際衝突與屬靈爭戰；從文化差異到作客他鄉的壓力；單身或已婚；

從前方回到家鄉又要重新再適應等涉獵到。本書一套 4 冊，計劃於 2021
年內完成出版。由今日至 9 月 30 日，第 1 冊新書推廣價 HK$80。

《病毒傳播與福音傳播》電子書現已上架	

這本書源於禱告。因為疫情《普世宣教手冊》(Operation World) 出版
團隊開展了網上祈禱會，為各地疫情禱告。團隊後來邀請《普世宣教

手冊》作者萬傑森 (Jason Mandryk) 把這些各地疫情資訊、禱告需要
撰寫短文，製作成免費電子書。書中指出這次全球疫症對普世教會和普

世差傳的影響，相信這是對未來差傳運動極具影響力、極重要的資訊。 
感謝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團隊協助翻譯工作，中文版《病毒傳播與福

音傳播》現已上架。

繳費靈 PPS 交費備忘

付款編號： 	繳付金額： 	繳費日期：

NO POSTAGE STAMP
NECESSARY IF POSTED

IN HONG KONG
如在本港投寄

無需貼上郵票

香 港 差 傳 事 工 聯 會

簡便回郵 5 1 號 	 C S W

（可複印並貼於信封面上，以便

寄回本會；只作奉獻用途）

＊ 奉獻或交費：（奉獻將獲正式收據，可作認可慈善捐款）

1. 轉數快 (FPS)
 滙豐銀行“018-185058-001”或
 FPS ID : accounts@hkacm.org.hk 
 請把奉獻記錄截屏至Whatsapp：(852) 5345 5133
2. PayMe
 請掃描 QR CODE
3. 網上奉獻 :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hkacm.org.hk
4. 支票或現金：支票抬頭「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有限公司」(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s Ltd.)；或以現金存入匯豐銀行賬戶
“018-185058-001”，將銀行收據及本頁寄回 /傳真 /電郵至本會。

5. 繳費靈 (PPS)：本會繳費靈編號：9599，賬戶號碼為閣下的電話號碼。
交費後於右方空格內填寫有關資料，寄回 / Whatsapp至本會。

 [(852) 5345 5133 / info@hkacm.org.hk]

6. 網上奉獻 :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hkacm.org.hk

宣教生涯

病毒傳播與

福音傳播
我們的文字及傳訊同工委身事奉，提供優質的設計、翻譯、文章及差

傳資訊。本刊每份成本HK$16。請在財政上支持我們的文字出版事工，
成為我們堅實的後盾，讓我們不時加深和更新弟兄姊妹的差傳異象。

新
書
速
遞

https://hkacm.net/e_onbeing/
https://hkacm.net/e_globaltransmission/
https://payme-cashout-secure.hsbc.com.hk/static/hsbcpaymepay_deeplink.html?url=https://qr.payme.hsbc.com.hk/2/Rfz9L5DNQvrXihSr26npmk
https://qr.payme.hsbc.com.hk/2/Rfz9L5DNQvrXihSr26np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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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差聯推出的「⼝罩惠萬民」（Mask 
for Nations），感謝各方捐助，我們收集
了不少物資，其中已將⼝罩分別寄往⽇本

(550 個 )、荷蘭 (1,000 個 )、羅⾺尼亞 (550
個 ) 和巴基斯坦 (50 個 ) 等地，讓當地宣教士可
以分派給當地人，向他們表達關愛。由於多國郵遞服務尚未恢

復正常運作，差聯惟以⾼昂郵費寄出。部分地區缺乏清晰的關

稅資料，當地海關更向收件⼈徵收額外關稅，無形中增加了不

必要的成本。請記念！為節省額外關稅成本，現暫停收集口罩。

我們集中籌募經費直接資助在工場的宣教士，當地購買材料、

創造就業，讓當地人製作口罩以祝福社區。

今年差聯推出全新差傳遊戲 -
「M360– 差 傳 遊 戲 互 動 ⼯

作坊」，短短 1 天 5 ⼩時的室內
活動，幫助參加者 360 度由認識
全球危機到全球差傳 (Missions) 
現況，並透過⼀環扣⼀環的遊戲

和活動，⼀步⼀步地親⾝實踐差

傳使命。

試玩後感
想不到在疫情禁足之下，我仍可以「周遊列國」，「踏足」已封關

之地，還可以「目睹」當地需要。見識全球的危機和現況，究竟我

們可以做甚麼？遊戲後，我經歷到要實踐大使命真的不能靠一己之

力，更加是要整個團隊一起去完成。禱告更加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禱告能進入我雙足不能踏進之地。

特⾊：

• 1天 5⼩時活動

• 環環緊扣的遊戲、活動及⼯作坊

• 360度認識全球危機到普世差傳⼯作

• 體驗參與差傳使命的多元實踐

口罩惠萬民
4 

NATIONS
MASK

Mask for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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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S360

https://hkacm.net/e_m360-202007-08/
https://hkacm.net/e_maskfornations/


MISSIONS360

這⼀年，

世界各地出現群眾衝突、

災難、病毒、糧食危機……

各地禁⾜封關措施，

令教會原訂的活動、

短宣被迫取消……

差傳⼯作是否

就因此⽽停頓？

教會仍有甚麼可以做？

Photo by Cat Box on Shutterstock

https://hkacm.net/e_m360-20200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