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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謝天培

2022年 2月號︰「散聚中的差傳使命」

「流散」是香港近年的關鍵字，其實多年來為了更

理想的生活而移民的大有人在，然而大環境為這個

趨勢籠罩上一股低氣壓。留下來的人多了一分悲壯，

去到新天地的人背起了一分內疚，或許我們都忘了

人口流動本是常態，大使命對每個信徒的呼召不會

因此改變。

一連兩期，《往普天下去》與各位一同跳出「去 /留」
的二分法迷思，回到大使命的根本，在不同位置和

處境都能夠回應呼召。

從《史上第一個宣教士居然是難民？！》到《「被

擄」與「流散」在舊約的七個概念分類》就看到

不論新舊約的記載，以色列民的流徙一直都滿有

上帝的心意；接着的曾師奶、殷麗群、Rainbow & 
Kelvin、Ming姐將跟大家分享他們的故事，讓我們
看見每人都以獨特的方式回應上帝。

大使命原是對所有信徒的呼召，盼望我們不只聚焦

地上的限制，重拾屬天的眼光，擁抱上帝在我們位

置上的託付。

今期多媒體配合 infoWall，以全球聖經翻譯概況為
主題，從另一角度看參與差傳事工的可能性和需要，

仍然有很多民族正等待他們母語的聖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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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普天下去》每雙月以 i-magazine(電子雜誌 )形式出版，
上載於差聯網頁。infoWall則以資訊圖形式，製作差傳數據。
期望每年能印製出版《往普天下去》的合輯，方便讀者儲存

及保留。

每雙月出版的資訊包括︰

《往普天下去》專題式文章︰於 2 月、6 月及 10 月出版。
以全球、區域的不同差傳資訊作主題，如差傳趨勢、聖經翻

譯的普及性、全球差傳數據。

《MISSIO》副刊式內容︰於 4月、8月及 12月社交平台出
版。以多樣角度看差傳故事，有訪談內容，亦有不同見證分

享，各種專題探討。

文章上載於網頁外，我們亦製作多媒體以分享差傳資訊，大

家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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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H1LTxpCPrI&list=PLAsdmqJs8gJSkfsvvugfQKf5bUCFmrz-y&index=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kRFan_WZ4&list=PLAsdmqJs8gJSkfsvvugfQKf5bUCFmrz-y&inde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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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BOX

誰是難民 ?

難民是因迫害、戰爭或暴力而被迫離開自己國家的人

士，他們是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其種族、宗教、國

籍、政治見解或於某一特殊團體而遭到迫害。

誰是國內流離失所者 ?

國內流離失所者是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但沒有越過

國際承認邊界的人。他們到處尋找安身之所：鄰近城

鎮、學校、安置區、營地，甚至森林和田地。在法律

上，國內流離失所者是理應受到自己國家政府的保

護，故此跟難民不同的是，他們不受國際法律的保

障，也不符合領取各種人道救援物資的資格。

h t t p s : / / w w w. u n h c r . o r g / h k / a b o u t - u s / f a q - o f - r e f u g e e s

現今若有一個基督徒說要去宣教，或許牧者會

先為他定下「目標工場」；找一個「差會」；

請他再在教會內與弟兄姊妹分享；期望教會上下可

以成為他的「差遣教會」；還會要求他參與各種

訓練課程，一步一步裝備他成為「合資格」的宣

教士……這過程或許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裝備

架構有其重要性，但是面對波譎雲詭的局勢，「資

格」又能否趕得上世界的需要？

史上第一個宣教士
居然是難民？！ Ivan

突如其來的「大逃難」

作為第一個被記載於聖經中的跨文化宣教士，腓利

卻遠遠不算是個「合資格的宣教士」。按照使徒行

傳八章的記載，腓利之所以踏上宣教旅程，並非經

過很多有計劃的預備過程︰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

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有虔誠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為他捶胸大哭。

掃羅卻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監裏。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

（徒八 1-5）

可以想像，當時他既沒有參與過甚麼宣教訓練課

程，也沒有「差遣教會」和「差會」支持，甚至他

連自己要去的「目標工場」也從未計劃過，因為這

一切都是源於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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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David Billings on Unsplash

單單倚靠聖靈

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位遠遠未達宣教士資格的「難

民」，卻為教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宣教果效。當在撒

瑪利亞初出茅廬之時，他的福音工作已很快為當地

帶來「極大的喜樂」，並且吸引群眾「連男帶女」

前來歸信受洗。甚至，連本來留守在耶路撒冷的使

徒們，亦因為撒瑪利亞人的歸信而派人前來協助，

按手讓他們領受聖靈。

後來，腓利按照聖靈引領，算是開始了一個「較有

計劃的宣教旅程」，到迦薩附近的曠野、亞鎖都和

凱撒利亞等地繼續傳講福音。或許，正因為他曾經

歷過「毫無預備」的情況，單單靠着基督的大能，

依然收獲出乎意料的果效，以致這次他有更勝從前

的信心去開展新的宣教旅程。

在真正忠信於基督的宣教計劃裏，要將福音跨越文

化地廣傳世界，唯一必要的只有聖靈（徒一 8）。
這不但是今天某些過於制度化的宣教群體需要正視

的問題，亦是對當代那些被逼出走他鄉、以致充滿

無力感的基督徒的啟迪。

（作者為差傳機構 90 後同工，被服侍耽誤的歌手、足球員。

深信幻變世代下神學反思與實踐同樣重要，持守聖經真理與

世界洪流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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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與「被擄」不可分割 ── 對以色列民來
說，作為「事件」的被擄必然地帶來長期流散的生

活狀況。因此，我們不能貿然把兩者分割為「負面

的被擄」以及「中性的流散」。

不過，被擄與流散都是全然負面的嗎？它們都只是

上帝烈怒的審判嗎？究竟舊約聖經如何理解「被

擄」與「流散」呢？這正是本文所探討的問題。

聖經學者 Jörn Kiefer 在《被擄與流散：在古代猶
太教與希伯來聖經中的概念意義》一書嘗試為舊約

所有有關「被擄」與「流散」的經文作概念上的分

類。按著他的研究，整本舊約聖經所提及「被擄」

與「流散」的經文，可以被歸納為以下七個重點：

一、被擄與流散作為上帝的審判（例如申四、賽五 
 13、賽四十至五十五、耶十 21、結六）

二、被擄作為無可避免的現實或值得向上帝哀求的 
 厄運（例如王上八 46-51、賽十一、賽六十一 
 1、結四十六 18）

三、盼望快將歸回以色列地或理解為歸回應許的實 
 現（例如賽十四、耶廿三、耶廿九、亞一至八）

四、流散者終末的團聚（例如申廿八、賽十一、耶 
 卅二、結十一）

五、接受流散的處境（例如耶廿四、耶廿九、結  
 十一、但一至六）

六、強調上帝在流散與被擄中的同在與作為（例  
 如王下廿五 27、賽四十至五十五、耶四十至 
 四十四、耶五十二 31）

七、強調流散與萬民救贖的關聯（例如耶十六  
 15、耶廿三 8、但一至六）

「被擄」與「流散」

在舊約的七個概念分類

主題文章

一九二五年離散中的萊茵福音教會，攝於布呂爾

陳韋安



4

      

Photo by Dave Herring on Unsplash
The Dead Sea, Israel

讀者不難發現，以上七項呈現出猶太人對自己被擄

與流散處境有七個不同程度的理解──從起初理解

被擄為上主對自己的審判，到開始確認自己的流散

處境為無可避免的現實；再強調自己快要歸回本

地，抑或強調將來終末的團聚；甚至，後來更強調

上帝自己在異地流散的同在與作為，甚至把自己的

流散處境關聯到上帝對萬民救贖的意義。

換句話說，以色列民對「被擄」與「流散」的處境

的理解是正面的。以色列民仍然可以在被擄與流散

的處境中尋見耶和華（申四 27），向祂禱告（王
上八 47），謹守上主的律例（但六 13）；上主也
會在外邦流散的處境中彰顯（結一 1、結八）。因
此，上主對以色列民的拯救並不是結連於「被揀選

之地」或「聖地」，而是在乎以色列民向上主的禱

告，與上主的關係，以及他們對上主法度的遵從。

正因如此，以色列民不再純粹理解自己的流散處境

為上帝的懲罰與審判，而是開始思考身處流散處境

的信仰可能，甚至發展出具啟示性作用，以及有普

世救贖意義的信仰。因此，舊約聖經從來都不只純

粹理解「被擄」與「流散」為上主的烈怒，也不是

一面倒負面的評價。

事實上，以色列民的歷史起源於亞伯拉罕的遷移、

出埃及、漂流曠野等的基礎上，摩西五經的敘事

從來都是以色列民的信仰基礎，為以色列民將來

長年累月的流散奠下深厚的神學土壤──因此，

所謂「流散」，從來都不只是「被擄到巴比倫」

的單一歷史事件，而是更長遠、更深厚的，以色

列民在困苦中被迫害、不自由的生存處境。

如此，當我們談論「流散神學」── 香港人的流
散神學，它的論述不單圍繞於某一歷史事件，而

是應該用一個更深遠的神學眼光，思考信仰本身

所獨有的「流散」意義，以及流散處境中所表達

的基督信仰。

（轉載自 2022 年 1 月 23 日《時代論壇》1795 期 ）

（作者為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副教授，德國魯爾波鴻大學神

學博士，專頁 < 神學是粉紅色的秋 theologia autumnitas 

rosea est> 的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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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過去一兩年，和許多人一樣，有多少個不

能眠的夜晚。眼裏的香港不再一樣，或許是

我的心境不再一樣。家病了，我也病了！

誰定意祝福

我常回想起百多年前小漁村的模樣，神看中了甚

麼？祂引領了多少位傳教士走進來？有許多傳教士

原本心不在此，有誰定意要祝福香港？是神。又有

多少傳教士在香港要思考去或留？因種種原因迫不

得已滯留，福音果子能得以在此傳開，教會能得以

成長，祝福了許許多多的信徒，裝備了許多神的工人。

感謝神，讓我們能生於斯長於斯，信主並事奉主。

去或留已不單是周遭人的話題，也是我家的話題；其

實早在一年多前已反覆思考。有一刻，心裏認為自己

是逃兵，但神校正我，在歷世歷代的差傳歷史當中，

祂會差遣人去分享福音，也把人分散去將福音傳開。

不要記念從前的事

在禱告和討論的過程中，思考到無論去或留，深

信神必使用我們。有天，神給我一段經文：「耶

主題文章

帶着神的祝福前行
曾師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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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

古時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

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

河。」（賽四十三 18-19）以往看到神要做一件新
事，有多麼的興奮。那天，卻是「不要記念從前的

事」觸動了我，神知道我眷戀着舊日的香港，一個

美好的香港，不捨得離開。

要決定離開一個痛苦的安舒區，需要很大勇氣；過

程中，感謝多年來老闆的同行與支持，在尋求赴英

之路，都有着鼓勵。只是自己一家面對許多的未

知，有着不少掙扎。我們一家人禱告、商量和決定，

一切都仰望神的帶領。

當我向老闆分享真的要決定離開，這消息仿如拋下

了一顆炸彈。突如其來的消息讓機構措手不及。因

着神的憐憫，感激老闆的體諒，他還苦心叮囑如何

倚靠神，如何按部就班去計劃實行。過程之順利，

亦加速了我們離港的安排。

變身 變身 再變身

文字工作出身的我，由  2000 年開始參與全職事
奉，得着教會的支持，在差傳機構擔任後方支援服

侍，負責過動員、招募、總幹事助理及關懷宣教士

等不同的崗位，擴濶我對差傳的認知。曾擔任過  3
位總幹事的助理，神訓練造就我如何協助領袖，

與他們同工同行；看待他們都只是人不是神，如

何為他們禱告守望，笑言自己是另類  PA（Prayer 
Assistant）。神也拓濶我為各地未得之民禱告，
為受逼迫群體呼求，並為各國領袖禱告。我深信，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兩三年前，在差傳機構重拾紅筆的編輯及撰稿工

作，努力為文章修修補補。《宣教生涯》中描述

文字事工，提及「從事文字工作的可憐傢伙」1，

不能像宣教士般有精采的片段去分享動人的生命故

事。然而，文字事工在普世差傳運動中是不可或缺

的，聖經，更是世上首個文字事工。

神使用不同的初稿、未經雕琢的宣教事跡感動我，

讓我知道，我只是與祂同工，我只管順服獻上。感

恩機構讓我在到埗英國後，仍然可以繼續參與服

侍，讓我可以在適應新生活的同時，可以事奉又可

以有收入。神是何等的恩待我們一家！

在一小型教會中聚會後，一起煮食，彼此服侍。

以真實的身分活出基督

過往，在母會曾參與文字、差傳服侍；在社區中關

心 SEN 家庭，分享照顧 SEN 孩子的歷程。如今，
探索服侍的肢體已經被差往海外工場上，而我仍能

成為他們的應援團。

疫後世界，讓不論身在何方的親朋好友、教會小

組、關心宣教士群組及已分布各地的 SEN 家長組，
都能隨時  online 分享與支援。透過與在英親友相
聚，嘗試投入教會生活、參與本地的國際查經小

組，這些都能幫助我和我家有比較好的適應。

在各方面的適應，首要 unlearn 以往在家鄉的理所
當然。現在自己成了少數族裔，一切都要以謙卑的

心去學習：少比較，少批評，活在當下。

流散世代中擇善同行

各國仍有不同程度的禁足封關，威權時代亦隨之來

臨，差傳工作無可避免地重整，甚至要重新定義。

電影《沉默》的片段不時迴盪我腦海之中，當任何

宣講都不可能的境況下，留下、同在，已經是最大

最美善的見證。《宣教生涯》作者的兒子的另一鉅

著“Authentic Lives”，講述宣教士以真實身分
在封閉之境活出基督見證，這也是我當下最要回應

上主的召命。

身處福音開放之地，仍面對着許多不同需要的群

體、信仰的迷失、人心的墮落，人們更需要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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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過去幾年，香港人或多或少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

傷痛，我們都需要被神的愛去醫治。以色列民也曾

經過歷世歷代之流散，願成為我們的激勵，與流散

之民同行，同被醫治。事實上，流散之民也來自不

同族裔，願主帶領我們，不論在甚麼教會、甚麼崗

位，我們都能成為祂真實的見證人。

願眾人在黑暗中選擇作善良的人，不以善小而不

為，為世間帶來一點愛與關懷。禱告，能進入宣教

士不能進入的封閉國家，願我們為受困苦、受壓迫

的群體發聲、呼求恩主的憐憫與臨在！

a brand new day

有說在跨文化的適應當中，至少要用上 9 個月至 1
年時間，才能開始有一點點適應。過程中，思鄉是

必然的，感謝差聯邀請分享，讓我可以梳理抑壓着

的離愁別緒。最後以一首廣東歌《On my way》2 
的部分歌詞作結，分享我這流散者的心聲：

沈重背包懷着了多少盼望

遙遠記憶正搖晃 共往日自己
今天竟天各一方 但我此刻身在哪方？

問自己為甚麼一口氣衝向他方

但我不想要答覆 ...... 我早知遇到風浪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 l l  f ight I sti l l  try I am alive 

殘破背包留下了彼此掛念

還會記得到明天 共過患難的
今天都天各一方 但你今天身在哪方？

無法會知途上有甚麼風險

無悔有天各自談發展

約好於以後 再看一齣記錄片
流淚 微笑 明日才公演

一路或許驚心 一路或許安穩
感動是一起走過的黑暗

I ' l l  f ind my way, a different way 
the wind and rain, a brand new day 

（作者由 2000 年起至今，曾以全職、半職、特約同工，在差

會及差傳機構參與後方的支援服侍。）

湯姆哈勒及吉恩丹尼斯，《宣教生涯》第 3 冊：重點事工

（P.126），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有限公司，2021 年。 

林若寧，《On my way》（張敬軒），2021 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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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每天之不同風景，無聊中得以療癒。

盼望重拾以抄經文去代禱的操練。

# 在風雪飄搖的日子有愛

# 在跨文化中被愛

# 家鄉話一解鄉愁

老三第一日返學就認識到的同學 A，每次見到 🥰🥰

老三就主動來拉着她的小手，😇😇 簡直是小天使。

記得在聖誕前，A 從口袋中拿出紙條，寫着廣東話英

語拼音，認真的捉住老三說：

「早晨，你好嗎？聖誕快樂！ 🎄」

我和老三聽見都眼睛發亮，老三開懷大笑。

被愛是幸福的 🥰 連小朋友都懂得表達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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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Robert Bye on Unsplash

主題文章

香江潤滑劑——
香港移民的力量
殷麗群

大群香港學童隨父母移居英國，與金髮碧眼的

孩子一起上課。他們尚在適應全英語環境，

數學程度卻在班上遙遙領先。放學返家，只有寥寥

無幾幾頁功課，好輕鬆，不必上補習課和才藝班，

閒着想找香港的死黨聊天，但礙於時差，死黨都在

睡覺，這種日子簡直「悶死」。

家裏沒有外傭，新移英的香港媽媽被迫當起主婦，

天天面對雞零狗碎的家務事。英國蔬菜、魚肉種類

不多，家庭主婦必須親自下廚，為晚餐變出新花

樣，比在外工作賺錢更有挑戰。看見子女沒有多少

功課，也不知道孩子在學校學了甚麼，擔心他們的

程度趕不上亞洲學生，往往終日嘮叨︰「不要浪費

時間，上網自己學習！」

又到了農曆年，移民到英國的香港孩童好懷念故鄉

的爺爺奶奶，回到香港探親好不熱鬧，即將返回英

國時，祖父母抱着愛孫實在不捨，卻勸他們︰「快

走！沒事別回來。」

英國沒有年味的春節，令新港移英家庭「悶瘋」了，

有的到餐館用膳，跟來自中東的侍應生寒暄，鄉音

濃重的英語也引起不少話題。街上，開朗的港人跟

膚色黝黑的非裔及印巴人士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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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向港人大開門戶，湧入大批香港基督徒，他們

發揮熱心助人的香江本色，除了幫助同胞安頓生

活，也支援阿富汗難民家庭，為不懂英語的阿國學

童提供課輔教學，同時教育港童，關心同是「逃難」

來英的難民孩子。漸漸的，港童跟家園破損的孩童

織起超越語言的心靈共鳴，成為好朋友；香港媽媽

也走出牢籠，關注更有需要的人，投入社區服務，

展開人生新方向。

多處港人活躍的城市都燃起生機，出現各式各樣的

休閒活動。看見這些新港移民與少數族群和樂共

融，有人稱許他們是「英國社會的潤滑劑」。

（轉載自 2022 年 2 月號《宇宙光雜誌》（574 期））

（作者隨夫赴英照顧家庭廿載，神學院宣教碩士科畢業，曾

參與基層宣教及基督教報社文字工作，為資深記者及主編。）

Photo by Ming Jun Ta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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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日子，身邊不少朋友移民走了，有些朋友

甚至趕不及道別，在臉書上才知道他們已移居

海外。「移民」泛指人口在空間上流動的現象，或

從甲地遷移到較遠的乙地定居的人。我們一家四口

（見圖 1）於 2021 年 4 月回應了上帝的呼召，將於
今年 3 至 4 月前往柬埔寨定居宣教，主若許可，我
們願意用至少八至十年的時間服侍，故此可以說，

我們都要移民了！

故事的開始
 
10 年前 Rainbow 開始到訪這個國家，以個人身分
進出，為當地孤兒院籌募經費，協助擴展貧窮村校。

Kelv in 後來加入，巧合地認識了一對從瑞士來的牧
師夫婦，他們於當地已建立了一間教會。夫婦倆每

年到那裏參與短期服侍，培訓當地青年領袖與社工

（見圖 2）。

Rainbow & Kelvin

感恩能夠見證上帝的祝福，現在周末的崇拜，已經

有超過 1000 位年輕人及兒童參與，不少人更是從偏
遠的村落來到聚會。從訂婚、結婚、懷孕、到孩子

出生，也無阻我們回到柬埔寨服侍，每年都很記掛

孤兒院的孩子們，我們拍婚照（見圖 3）及訂婚派對
也是跟他們一起（見圖 4）。他們真摯無偽的笑容，
叫我們的心也融化了。

 

一再掙扎 不再掙扎
 
你可能聽說過，柬埔寨是個充滿腐敗的國家，極端

貧困、不公義和人口販賣等社會問題司空見慣；由

於是發展中國家，亦無可避免要面對醫療落後、貪

污、治安不佳等狀況；作為父母也會關注下一代的

教育、文化適應、語言學習以及人身安全，以上種

種都足以令我們卻步。當日受感動回應呼召，今天

發現學習順服的功課遠比想像困難。

高山低谷中的小驢駒

主題文章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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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日子裏，上帝不停預備我們。我已經問過上帝

幾次：「唔去柬埔寨得唔得？」眼見身邊朋友不是

去加拿大，就是英國，台灣其實也不錯。「上帝，

不是甚麼地方都一樣可以傳福音嗎？」但每當我看

到在柬埔寨發生無數泯滅人性的新聞，我的心難以

忍受那些不公義。當我跪地祈禱時，心裏深深感覺

到當地人的無助，眼淚不停地流⋯⋯人算甚麼？聰

明才智能救他們出黑暗嗎？我覺得自己沒有甚麼能

夠做到。不過唯有十架的福音才能拯救他們遠離黑

暗，柬埔寨有很多人需要耶穌！ 

我們很喜歡小朋友，上年 6 月得悉自己懷孕時，全
家上下十分快樂，連聲讚美上帝。可是在兩個月後，

胎兒小產了。失去親生骨肉的痛楚難以形容，有好

一段時間我經常失眠感冒。撒旦不斷控訴我不配，

但主對我說祂看重生命多於事工，包括我和我一家，

還有我在天堂裏的BB。休養過後，在哀傷中再起步，
天堂裏的 BB 取名「望」，英文名是 Hope，意思是
把上帝的盼望與光，帶到住在黑暗中的人，我們更

決心要把福音的種子傳到柬埔寨的未信之民中。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

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耶廿九 11）

我們不是宣教士？

「宣教士」一詞源自拉丁文，意思是一個被派去傳信

息的人。隨着時代轉變，「宣教士」在不同地域、文

化背景的定義都有所不同，箇中宣教理念和方法自然

有更寬濶的詮釋；宣教士不一定在海外，身在本土也

可以是宣教士，而且種類也不少，例如專職宣教士、

帶職宣教士、營商宣教士、咫尺宣教士等等。

過去，當我們跟身邊的人分享去柬埔寨宣教的決定，

留意到不同人對宣教士的聯想，例如生活必定像修

士般清貧、要犧牲生命、危險、孤獨、收入不穩定、

要靠別人供養；如果你是單身女士，他們就會說：

「你很大機會嫁不出！」甚至生育計劃也會成為討

論的焦點。大家無意中的表達，卻成了千斤壓力在

心頭。坦白說有點沮喪，但明白由於每個人的經驗、

體會跟教會背景都不盡相同，所認知的宣教神學自

（圖 3）

（圖 2）

（圖 1）

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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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Photo by Umanoide on Unsplash

也不同。不難想像一百人有一百種看法，大眾對「宣

教士」的期望，甚至成功指標也就數之不盡了。

早前有機會與女兒參觀我的母校，到久違的小教堂

禱告時，教堂門則的大壁畫震撼了我，好像主在跟

我說話！畫中的耶穌手執聖經（見圖 5），聖經上
清楚寫着：「你要去宣揚天主的國！」認真一想，

耶穌的一生不正是叫我們擴展神國，傳天國的福音，

叫每一個民族都可以得到救贖，並且敬拜祂嗎？大

使命是對每一個信徒的邀請，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福音及宣教的事上不單是宣教士的責任，也不只是

差會的責任，更不是少數差傳部同工的責任，每個

信徒也該有自己的一份。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太廿八 19）

其實「宣教士」只是一個名稱，是甚麼稱呼並不

重要。如果可以選擇，大家叫我們做 Ra inbow 和
K e l v i n 就好，這樣就免除很多不必要的誤解與期
望了！

我倆都是小驢駒

你還記得是哪一位向你傳福音、帶你認識主、返教

會嗎？我們每人都有獨特的得救經歷。事實上，正

因為有這些人我們才得着福音！跨文化訓練課程中，

我們參觀了早期香港宣教士的足跡，要不是二百多

年前的宣教士揀選順服，離鄉別井到香港播下福音

的種子，今天哪有遍地的教會？我們一家雖然微小，

沒有很多才幹，但為着福音我們願意成為流通的管

子。盼有一天在柬埔寨，更多未得之民能得着盼望，

四處也能找到教會。有一位前輩跟我們分享馬太福

音廿一章，關於主耶穌進城及小驢駒的故事。我們

深信救主耶穌才是主角，而我倆便是小驢駒，如今主

說：「主要用牠。」即使沒有充裕的資源及差會的支

持，我們也深信主能夠大大使用。 

新的一年，祝福每一位關心差傳使命的肢體，當我們

一家勇敢前行時，鼓勵大家也能踏上信心的一步。為

你們懇切禱告，願聖靈使你們知道自己在大使命中

的角色，忠心回應呼召。

（作者為差聯本屆 CCT 畢業生，出發前接連遇上不少意外，
計劃不似預期，卻不能動搖他們對上帝的信心。兩夫婦堅定前

行，同心回應呼召。）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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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Tim Gouw on Unsplash

Photo by Tom Barrett on Unsplash

編輯室

神奇女俠的

飛人生活

人稱「MING 姐」的任育明姊妹，自 1993 年起開
始參與海外短宣，足跡遍及東南亞，柬埔寨卻

始終是她念念不忘的地方。2007 年，她決定在踏入
50歲的「禧年」獻上給主，放下工作到柬國服侍一年。
對於這片土地，Ming 姐的愛有增無減，往後每年她
都往返最少一次，探訪那裏的村民和兒童。以她服侍

的年日和活力來看，稱她為神奇女俠也絕不為過！

飛人生活

及至 2014 年，她正式成立「柬埔寨好朋友事工」，
致力以教育改善鄉村貧困兒童的生活；數年間她在柬

埔寨買地建堂，建成了幾所座堂教會，成為了當地信

仰群體的重要基地；加上農務與醫療支援，事工之廣

濶大概要全時間留在柬埔寨才能完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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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正好相反，Ming 姐以帶職宣教的方式服侍柬
埔寨，由於香港的工作較彈性，每年都可以抽出

時間來往港柬兩地。最要緊的是建立了柬埔寨的

同工團隊，縱然沒有差會的支持，卻有一種體制

外的自如。「高峰時期，我在 2019 年差不多每
月都會飛回柬埔寨，就算正值大選局勢緊張，也

接待了十多隊短宣隊。」言談間 Ming 姐難掩想念
之情「可惜疫情爆發，全部都要煞停，有一整年

未能回到柬埔寨。」「幸好 2021 情況較穩定，
終於能夠回去探望 5 個月，逗留期間的防疫措施
雖麻煩，但可以再見同工和年輕人就十分值得。」

打開天上的倉庫

問到這種服侍方式不累嗎？如此擺上時間和金錢會

有掙扎嗎？

Ming 姐笑言自己已去到「欲罷不能」的地步。從
第一次到澳門短宣，就是她生命扭轉的開始。在旅

程當中經歷向陌生人傳福音，並且見證他們信主，

這才驚覺「原來真係 work 㗎？！」之後無論去到
台灣、日本、菲律賓，Ming 姐都享受着與上帝同
工的過程，經歷內心極大的滿足。試問這樣又怎

會累？

事工中有不少建築項目，獨立自由身意味着她需要

自籌一切經費。然而當她清楚這是上帝的帶領，就

憑信心踏上，主必親自作成祂要成就的事。「並非

我能作甚麼，我只是被主使用，作成祂的工，而我

十分樂意照祂的心意而行。」對 Ming 姐來說，時
間和金錢全都本於上帝，自己只是與主合作。

「上帝的法則其實很簡單，全都寫在聖經裏，我們

只要跟從就會得福，不過信主的人好像總是不懂得

捉緊這些祝福。」不管外間如何評論她為「富貴神

學」、「成功神學」，反正 Ming 姐堅持如此行，
將財富用在神的國裏，也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經歷神

蹟般的供應。

Photo by Mayur Joshi on Unsplash神奇女俠的

飛人生活

主題文章



16

我們和差傳的距離

差傳使命在 Ming 姐口中是如此的輕鬆自在，為
何在不少教會口中卻是叫苦連天呢？

「首先，是不是每間教會都積極推廣差傳？明顯

不是吧。差傳對於很多教會來說不是首要的東西，

只着眼於維持崇拜團契的運作，群體漸漸沒有

使命和異象，最終只會變成坐着不動的 Sunday 
Christian。」在這種思維下，差傳往往只能淪為
財政預算中的一項支出、會員大會中被質詢的一

個項目。

「差傳應是教會的首要使命，並要由牧師親自帶

領，像父親教養子女一樣，整個教會迎向同一異

象。」Ming 姐看此不只為一個責任「如果教會沒
有差傳，其實是少了一個被上帝祝福、看見祂榮

耀同在的機會。」領袖的視野對教會相當重要，

否則只是因循地服侍，久久看不到上帝的同在，

像打工一般誰都會累吧。

「我相信上帝向每一個信徒都發出呼召，但不是

人人有反應。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是傳福音也沒

有很多人回應，成了隱形基督徒，信徒應有的特

質光彩在哪裏？不被聖靈所帶領的生活與未信者

又有甚麼分別？」

「我們被太多東西奪去了焦點︰靠自己有太多計

算，就不需要倚靠上帝；有太多資源，卻不敢投資

在永恆裏；着眼太多環境限制，看不見上帝的恩典；

着意太多宗派，就限制了聖靈的大能…」背上如此

多的包袱，又哪有空間揹起十字架跟從主？

J - O - Y  

一連串思考的背後，其實指向一個非常簡單的問

題︰我們有多愛耶穌？「愛耶穌就會回應祂，無

視卻使祂傷心。」誠實問一下自己，愛耶穌到甚

麼程度？還是我們比較愛自己？「JOY 這個英
文字拆開來看是︰ J – Jesus, O – Others, Y – 
You。先是耶穌，與他人分享，最後才到自己。
我們太容易忘了最簡單根本的喜樂，就是介紹耶

穌給他人認識。」

世界局勢瞬息萬變，計劃趕不上變化，Ming 姐認
為再多的應變也不及「愛」重要。「在這些日子，

人的愛心漸漸冷淡、遲鈍。上帝是我們支取愛的源

頭，有祂在我們裏面才有力承擔周遭的衝擊，並且

能夠去愛那些無力愛、需要愛的人。以神的原則去

做新的事，在嘗試之中堅持屬神的價值觀。」愛神、

愛人的誡命大家都耳熟能詳，唯有切實活出來才叫

我們與蒙救贖的恩典相稱。

回到根本

回應差傳呼召的根本，源自我們與上帝間的愛。跟

上帝沒有實際連結的關係，不論身處任何地方、處

於任何狀態都只會是徒有外表的「基督徒」。

正如經上所記︰「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

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

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

我就算不得甚麼。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

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於我無益。」（林前

十三 1-3）

投身差傳使命大半生，不管環境變遷，Ming 姐始
終如一 —— 以實際行動回應上帝的愛。或許這也
是我們在動盪世代中重要的提醒，無論身在何方，

放下心中的包袱，一心跟隨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H1LTxpCPrI&list=PLAsdmqJs8gJSkfsvvugfQKf5bUCFmrz-y&index=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kRFan_WZ4&list=PLAsdmqJs8gJSkfsvvugfQKf5bUCFmrz-y&index=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kRFan_WZ4&list=PLAsdmqJs8gJSkfsvvugfQKf5bUCFmrz-y&inde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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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9:21  

【國度 1 分鐘】
中文聖經翻譯簡史

【國度 1 分鐘】
中文聖經翻譯史 - 百年和合

配合本期 i n foWal l，為大家推介國度復興報製作的 < 國度 1
分鐘 > 系列。從中文聖經的翻譯歷史，可以看到一本聖經對
當地信仰群體的發展有多重要，看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和合本

已經可見一斑。華人教會得以成長至今日的規模，實有賴一

眾宣教士與初期信徒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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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H1LTxpCPrI&list=PLAsdmqJs8gJSkfsvvugfQKf5bUCFmrz-y&index=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kRFan_WZ4&list=PLAsdmqJs8gJSkfsvvugfQKf5bUCFmrz-y&index=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kRFan_WZ4&list=PLAsdmqJs8gJSkfsvvugfQKf5bUCFmrz-y&inde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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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億
擁有整部聖經	

8.3億
擁有新約聖經

4.57億
擁有部分書卷

2.2億
沒有已知聖經

1095

75

339

174

514

2021全球聖經翻譯進度

聖經的人口分布

美洲

種語言

7378種已知現存語言

      717種語言有整部聖經	

1582種語言有新約聖經

1196種語言有部分書卷

3883種語言沒有已知聖經

語言分析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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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球聖經翻譯進度

非洲

亞洲

太平洋區

歐洲

種語言

種語言

種語言

種語言

版權所有，請尊重知識產權，如欲使用或轉載，請向本會查詢

310

2207

2416

1343

哪些語言需要聖經？
語言不需要聖經，人才需要聖經。	

	

哪些人需要他們語言的聖經？
每個人都需要聖經(整部)，就是以那

種他們清楚明白、說到他們心思意念

的語言去表達的聖經。即使有些人

在多語環境下長大，能舒適地使用多

種語言；不過一般而言，這種語言

都是他們自小學習的第一種語言。	

	

哪些語言需要聖經翻譯？
獲得一些聖經並非終點。還有數

以千計的語言需要翻譯工作，也

有不少語言的翻譯工作在進行。	

哪些語言不需要聖經翻譯？
自1999年起，威克理夫與其夥伴

機構SIL便開始討論一個目標︰

「為每個需要聖經翻譯的族群開

展工作。」

	

儘管每個族群都需要聖經，但聖

經可能不需要翻譯成每種語言。

從《民族語言誌》(Ethnologue)

列出的7000多種語言中，約200

種已經沒有人以之為第一語言，

而另外200種則只有12個或更少

的使用者；並且他們的下一代愈

來愈普遍、愈來愈舒適地使用一

種「更廣泛的溝通語言」。

	

……往普天下去
世界不斷轉變，世界需要基督卻是

不變的事實。全球各地的聖經翻

譯運動繼續透過新的夥伴關係和創

啟行動，以創意回應不住轉變的世

界。威克理夫國際聯會的一百多個

機構在普世教會中服侍，透過聖經

翻譯和相關事工參與神的使命。

資料來源︰威克理夫國際聯會	

www.wycliffe.net/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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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大家支持差聯文字工作，並推動差傳教育。差聯將按需求量印製

《往普天下去 X  MISSIO 2021合訂本》，方便讀者儲存及保留，並專為

堂會會員、支持差聯的教會收藏而設。 

《往普天下去》以資訊性差傳主題為核心，2021 年集中<亞洲>與<佛教世界>的
需要，《MISSIO》從不同故事看差傳使命，細察前人留下的瑰寶，同時展望宣教

事工無限的可能性。 

每本HK$239。優惠期至2022年4月20日

全書168頁｜彩色印刷｜線膠裝｜封面250磅書卡｜內文100磅書紙 

https://hkacm.net/e_gounto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