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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不可失
把握時機

「本地宣教 -把握時機」在104期的「本地
跨文化事工-教會使命」中，眾作者都異口
同聲提示我們「現在就是時候在我們常居的
地方傳福音。」

「機不可失，把握時機」應是精髓所在！於
104期所提及在港的50到60萬少數民族，我
們是否把握時機，接觸和接納他們，讓他們
見到我們的見證，感受到神愛他們。筆者試
從下列兩方面與眾肢體分享。

做個使命的信徒。從個人的角色做起，如果
是僱主，請以基督的愛待那些在你家中的傭
工，並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徒的見證，找
機會與他們分享福音。如是做中介工作者，
請以忠誠的精神處理聘請、轉介、糾紛等事
情，不欺壓他們，同樣成為福音見證者。如
是普通市民，請善良仁慈待所遇見的少數族
裔，看他們如同香港人，不歧視他們，反而
盡力幫助他們在港工作生活。

做個使命的教會。這是根據聖經的教導 :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而得的使
命，就是接待每一個人，因他們都是神所愛
的，也吩咐我們這樣行。從鼓勵教會整體學
習接待不同種族的人群，克服語言不通的困
難。以恩慈的態度與他們相處，進而服務他
們，見證基督的大愛。

誠實的說，若要作好本地宣教，先要學好接
待異族鄰舍！

另一方面，想跟大家分享差會申請註冊成為
法人的摘要：

因應預備進行申請註冊，差會在2021年9月
初召開｢註冊成為法人｣會議，聽取專業意
見。

邀請專業會計師團隊為差會重新預備註冊章
程，並在聯會理事會通過准許差會進行申請
註冊成為法人後，盡快進行註冊。專業會計
師團隊承諾以義務身份全力為差會完成註冊
(包括申請免稅條款)。

10月份得浸聯會理事會立案提請通過差會進
行註冊成為法人。

10月8日下午再次聽取專業會計師團隊審視
註冊章程意見。

11月9日差會「成立法人跟進小組」暨常務
一同細讀差會成為「法人章程」，交給全董
會討論。

11月19日全董會討論和審議後，原則上通過
「法人章程」，交「成立法人跟進小組」暨
常務與浸聯會常務交流商議。若得其認同接
受，經專業團隊整理完畢，馬上進行註冊申
請。

誠懇邀請大家禱告記念差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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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樹根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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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疫情緣故，許多實體活動都要取消或只
容許有限度的人數參與；當然包括差傳教育
的課程。然而，一些線上的活動相對來說是
非常踴躍，我也使用網絡多次舉辦了課程、
祈禱會及交流會等。有參加者認為這線上聚
會節省了許多交通往返時間，但也缺少了許
多東西；總的來說，個人認為實體聚會真是
非常好的！

感謝神帶領我們在疫情的陰霾下，於今年十
月在觀潮浸信會參與了實體的差傳教育「把
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參加者都很認真的
學習，更有教牧同工領受異象在堂會全力推
動這課程，成為門徒訓練的教材。願主賜福
使用，讓更多教會成為大使命的教會！

我們盼望未來，「把握時機」、「普傳恩光
-直到萬邦」入門及進階的宣教生命課程，
在眾浸信堂會被廣泛使用，不論是主日學、
團契、小組，也不論是線上或實體，都善用
這些差傳教育材料。

除了在差傳教育上努力，筆者最近閱讀了萬
傑森(Jason Mandryk)撰寫的《病毒傳播與
福音傳播》(Global Transmission, Global
Mission)1一書，反思作者提出的「更大的視
野：社會文化問題」及「走進未知的領

域」2，這給我很大的提醒和鼓勵！現在拋
磚引玉，分享重點如下：

這場世紀瘟疫——新冠病毒已使全球超過兩
億多人感染，五百多萬人死亡！ 3作者指
出，疫情下全球化遭受巨大打擊！誠然，基
督徒在全球化影響下，宣教工作確實是可以
火速推進；但對於第三世界、少數民族、弱
勢社群來說，全球化對他們壞處多於好處。
現在疫情影響全球，封關及禁足令等措施，
使航空業、旅遊業、飲食業等被迫停止或減
慢一切經濟活動。過去以享樂掛帥的社會，
此刻，讓大家靜下來想一想生命的意義何
在﹖或許也是我們基督徒一個好機會，與人
分享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主耶穌曾對門徒說：

「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
再鹹呢？它不再有用，只好被丟在外面，任

人踐踏。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

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

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要

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太五13-16)

把握時機-
主
題
文
章

司徒寶媚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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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使用比喻提醒我們在世人面前當盡的本
份，特別在這艱難的時刻，我們要讓有需要
的人得到幫助，防止腐敗的事情發生：因為
在疫情下，自私自利、仇恨心理、極端思維
都在激增；我們要為世人禱告，求主阻止一
切罪行，寬恕我們！此外，在疫情影響下，
不少人失業，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產生許
多家庭暴力，甚至殺人或自殺等！我們要多
留意及關心身邊的人，隨時隨地伸出援手幫
助別人渡過難關。

人的需要可以說是沒有窮盡，但有一些是刻
不容緩的，就是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醫療器材
——氧氣機或呼吸器；不少國家面臨醫療系
統崩潰，很多重症感染者沒法得到適當治
療，生命危在旦夕；較為富裕的基督徒可以
提供協助，奉獻金錢，由相關機構購買醫療
用品，安排運送到有需要的地方。總的來
說，我們是世上的光，要照亮一切黑暗之
地，讓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感受到基督徒
的愛，終有一天，聖靈的工作使那人認罪悔
改，相信和接受耶穌為救主及生命的主。

此外，作者也提及在疫情下，越來越多人利
用社交媒體生活，不單可購買日用品，各色
各樣物品都可以在網絡上處理和交易；就是
連教會生活都在線上進行，包括崇拜、團
契、小組活動、查經、主日學、祈禱會等。

在疫情緩和下，雖然可以恢復實體進行，但
有感染風險，有人會選擇線上聚會。所以，
教會生活已不可能完全恢復往昔模樣，網絡
世界或社交媒體已是不可或缺的了；我們應
該如何善用它﹖求主幫助我們有智慧地運用
社交媒體傳揚福音，讓世人都認識救主耶穌
基督！讓萬國萬民都來敬拜讚美這位創造
主、生命主！

作者在文章中也提出了許多的反省，筆者鼓
勵各位瀏覽網站：https://hkacm.net/
i_globaltransmission/！在文章結束前，作
者提出的反思：「禱告是最後一著﹖」指出
疫情期間代求是無法遏止的，線上禱告活動
倍增，很多人在網絡上尋求禱告資訊，發動
全球禱告運動，可以說掀起了代禱浪潮的宣
教新模式，而代禱也是我們最佳的宣教策
略！盼望我們一齊努力，回應神在這疫/逆
境中要我們把握時機！努力以赴為主作見
證！帶領更多人歸向救主耶穌基督！

(作者為本會教育及拓展副主任)

1.https://hkacm.net/i_globaltransmission/
2.作者的編排是「走進未知的領域」為首，之後才是「更大的視野……」；只是本人選取後者為先與大家分享。
3.參考網頁https://news.google.com/covid19/map?hl=zh-HK&mid=%2Fm%2F02j71&gl=HK&ceid=HK%3Azh-
Hant

本會的基楚宣教課程：宣教入門及進階課程本會舉辦的線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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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時機

我一直對宣教都有負擔，也上過宣教學的課
和參與短宣，認為自己對宣教有基本的認
識。直到參加了「把握時機」課程後，才發
現自己的視野仍未夠廣闊，這課程再次突破
我對「宣教」的認知。

「宣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奉，並不能靠宣
教士去完成，而是要有差傳機構、教會、神
學院等多方面共同配合，弟兄姊妹們也可以
透過不同的方式，例如：禱告、接待、動
員、奉獻等，一同為宣教事工努力。不論用
何種方式支持「宣教」，我們都是把「宣
教」視為事奉的一部份。教會有不同的事奉
崗位，包括敬拜、佈道、栽培、團契、門徒
訓練等，而「宣教」通常只是佔極小的部
份，甚至是沒有。

然而，「把握時機」卻教導我們，教會及信
徒們都要轉變對「宣教」的視野——轉化成
為以「大使命為核心」的門徒生命。那甚麼
是以「大使命為核心」的門徒生命？

「宣教」不是教會或信徒事奉的其中一部
份，而是教會及信徒事奉的核心。因為「宣
教」就是基督給我們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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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我所吩咐

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二十八19-20）

雖然，整本聖經都沒有出現過「宣教」這個
詞彙，但從舊約至新約都可以看到，神的心
意是揀選祂的兒女將福音傳出去，為的是使
萬國萬民得到救恩，榮耀神。既然我們的生
命建基於聖經的教導，那麼「宣教」就是我
們的核心價值，而敬拜、團契、門徒訓練及
各種服事，都是為了完成這個核心使命。

李寶珠傳道

堂會牧者
對宣教課程推動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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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完成「把握時機」的課程後，我更確信信徒
們不是被招聚在教會，而是在教會中被牧養、
被栽培成長，為的是走出去，向人傳揚福音。
而傳福音的對象不是局限於本地人，而是所有
族群，否則福音不能傳遍萬國萬民。當宣教士
花極多時間學習語言及文化，為的是融入當
地，向當地人傳福音。但今日香港卻有不少來
自不同國家的族群，甚至是未聞福音的族群。
他們生活在我們當中，我們有否想過要把福音
傳給他們呢？或者，我們有否想過去關心他
們？認識他們？

不論是向本地人或其他族群傳福音，都不是容
易的事。今日我們能得著福音，就是因為有一
群不畏艱苦、願受逼迫的宣教士，把福音傳出
去。所以，我們都要成為以「大使命為核心」
的門徒，因為這是聖經的教導，神的心意。

在疫情中，我們不能隨意地到世界各地，但不
同的宣教士仍在世界各地盡心事奉主。願身在
香港的信徒們，不只看見本地人的需要，也看
見不同族群的需要。同時，當我們為主事奉
時，要記得「與神同工，與人同行」。

(作者為觀塘浸信會傳道)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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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宣教探索-
把握時機

風鈴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這兩年彷彿如履
薄冰般渡過；在疫情的陰霾下，許多原
定的活動都被迫取消。

等待的一年
疫情下的日子，在家工作的新常態；我
的總結是:2020-2021年是「等」的兩
年: 等待開關、等待簽證，等待疫苗、
等待重新出發。在等候的日子，我與弟
兄姊姊一起探訪南亞家庭、派送防疫物
資、小禮物，總算建立了一些友好鄰舍
關係。

有家歸不得
來自香蕉國的娜恩，當外傭期間結識了
在港長大的巴裔丈夫，婚後育有一女，
已經五歲了。最近再添丁，孩子跟同住
的小姑那個7個月大的兒子同名，叫毛
罕默得；這個名字在穆民中十分重要，
因為這正是他們家傳户曉的先知寶號。

娜恩小姑絲南，育有兩女一男，小小房
子竟然住了四個成人及五個小孩。他們
經常會跟孩子去公園玩耍，舒展身心，
可是疫情嚴峻，只能待在家裡。

限制令初期，我們不能入屋探訪；改為
到門前派物資，把握機會關心他們。自
從娜恩結婚後，再也沒有機會回鄉探
親。她現時只能拿著「行街紙」(香港
臨時身份證明書)在港生活。縱使想念
家鄉，卻有家歸不得；雖很想有屬於自
己的房子，卻仍要寄人籬下，在狹窄的
房子裡生兒育女。一般來說，她們十分
重視在孩子出生後的探訪，因我們會預
備一些禮物及衣物給她們，寒冬送暖，
與他們分享從上而來的愛。

接待家庭奉上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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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禮物
此外，我和一些姊妹在假日仍會去公園
接觸姐姐，派聖誕禮物、分享和平之子
的故事。那有誰預備聽這故事呢?這一
天，我們遇到阿絲和安娜，大家雖戴著
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離的接觸，但仍無
阻彼此間的分享。分享中得知阿絲在15
歲時離開家鄉，在「獅城」工作幾年
後，輾轉到了香港；一直留到今天，已
近40歲了。自第一任丈夫離世後，再嫁
給安娜的哥哥，現時沒有子女。而安娜
則有一個15個月大的女兒，她分享在生
產過程中自己幾乎難產而死；然而，為
了謀生，忍心放下幼小的女兒來港工
作。

平安! 這是艱難的一年，出人意表的事
特別多。

突然的死訊
朋友的工人姐姐阿婷正準備要回鄉，不
再作外傭了。我們把握最好機會相約在
一個周六探望她，好準備向她分享故
事。豈料那天早上，阿婷突然收到丈夫
的死訊，其實多等廿天，便可以一家團
聚；可是往往事與願違。

按照香蕉穆民的習俗，她的丈夫早上在
家離世，洗淨身體後隨即用白布包裹落
葬。由於全村都是穆民，只許自己的穆
民葬在村子裡；非穆民不能安葬在村
裡，這正是香蕉穆民很多不肯轉變信仰
的原因。

我問阿婷有甚麼想跟丈夫講卻未有機會
講的話，她說多謝丈夫照顧家人，希望
他能上天堂。她痛哭了一會後，依舊的
去做飯、打掃，照顧長者。我認識幾位
「姐姐」也痛失了家人，因為疫情，也
沒有機會回鄉與家人相見。可以想像，
她們是何等的無助、孤單、失落，感情
的空虛正讓她們走上更絕望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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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所在？
雲瑪一家是巴基斯坦的普什圖族人，是
我在港認識最虔誠的穆民。雲瑪家中的
大哥有很多夢想，其中一個夢想是建設
很多自己的清真寺，以方便他們一天五
次去做拜功。其間他們很自豪地向我們
展示他們自行翻譯的可蘭經和筆記，看
來他們的阿拉伯文也不錯呢！

心靈的朝聖
最近我認識了芭芭太太，她是我遇過最
開明的巴藉婦女，雖然在農村長大，卻
能操流利英語。她有三個孩子，知道孩
子當前必須把中文學好，所以送他們來
中心補習；我鼓勵她也要學中文，投入
本地社區文化。她跟我分享最想到麥加
朝聖，這時我跟她講了井旁婦女的故
事。故事中，婦人問老師一個非常重要
的題目：「應該在那裡敬拜？」

瘟疫的日子，禁止聚集、保持社交隔
離，在這新常態下如何拜神？答案並非
在清真寺，廟宇、甚至教堂，心靈的敬
拜超越了任何地域和時間。

一個非常可愛的小男生問我:「老師，你
見過天父嗎?」。我們縱然未親眼看見
天父，然而，衪要我們經歷衪、信任衪
和愛衪到底。以天父的法則行事，順服
衪的計劃，縱然未能走到地極，把握近
在咫尺的機會，成就主所交付的使命。

(作者為前線穆民服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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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傳道

2021年是很特別的一年，既有很多無奈，同時也有很多恩
典：這一年「北漠」正是面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但是感
恩上帝恩典夠用，在疫情期間保守我家人都平安。教會雖
然沒有實體聚會，但是弟兄姊妹仍然非常投入的參與線上
各樣聚會、團契，更多時間彼此代禱，大家透過網絡關懷
對方，建立生命。更感恩的是在這嚴重的疫情底下，從香
港的機構(弟兄姊妹的奉獻)贈送了50台呼吸機予「北漠」
的醫院；舒緩了「北漠」醫療系統的張力。當我們送這些
醫療儀器到醫院時，帶給醫院非常大的幫助，這是見證主
愛的美好時機。

期望在2022年疫情會好轉，教會可以恢復實體聚會。回想
教會曾經有的各樣實體活動，以及與不同的訪宣隊一起服
事、接觸人，與學生交流都成為了一種期望。

「北漠」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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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蜜夫婦

雨後彩虹
感恩過去一年，在疫情不穩之下，仍可入村服
侍，並且身體健壯的服侍主。另外，祈望在港的
家人能平安度日。

相片為在家附近的雨後彩虹，像天父的恩典。

麥子
感恩
2021年很快便過去，雖然，在年中期間「南島」
疫情嚴重，但卻有神保護，讓我健康平安的渡過
；更感恩是：剛剛取得了新一年的簽證，讓我可
以繼續在這裡服侍；這是神極大恩典，感謝神！

「南島」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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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師夫婦
感恩事項
1. 發動支持緬甸緊急救援行動，獲各方支持，能在短時間內籌得款項，支持購買
氧氣筒和製氧機，也能順利將各方醫療物資，送抵緬甸，非常感恩。疫情和國
難下，繼續醫療計劃，浸差會支持恩盈中心資助染疫又貧病交迫的教牧同工看
病，讓重病者得著治療，並且支持他們所需的葯費。計劃籌建恩盈福音診所，
有葯房、物理治療護理室及隔離病房。求主引領能邀約醫生診症，護士及葯劑
師協助。另外支持恩盈中心關懷貧病交迫的緬民，送上糧食、日用品。

2. 配搭美賽雲恩教會一起作關懷緬民行動，共探訪三次緬民，送上米糧和食物
包，與村民建立關係。於12月26日黃昏到緬民村舉行聖誔聚會和派禮物。待
疫情穏定，會邀約兒童到教會接受基督教教育，繼續關懷緬民家庭。

3. 支持送贈緬文聖經和一些舊衣服到緬甸貧困地區，由泰國緬籍牧者聯繫和安排
運輸往大其力，再轉往不同需要地方。幫助在疫情和戰禍雙重打擊下的緬民，
認識神和得著幫助。

緬東(泰緬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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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現於緬東恩盈和美賽雲恩基督教會都有服事，包括證道和在恩盈祈禱會分
享信息。我們在11-12月於雲恩堂舉行「正面管教在神家工作坊」，開展教導
兒童的服侍準備和祝福家庭。我們與弟兄姊妹查經及禱告，分享異象，現每週
六上午到迦農集團食材公司帶領祈禱會，鼓勵迦農集團支持緬甸服侍和作營商
宣教。

5. 文牧師在聖誕節有四場佈道及探訪分享信息。

2022年展望
1. 回港能順利辦理退休簽證回泰國，繼續現有的服侍，期盼也開展大其力的培訓
服侍。

2. 緬甸局勢能穏定下來，可以通關，開展實體參與恩盈宣教中心的服侍，包括牧
養工作、在神學院和戒毒中心作培訓。文師母也能開展職業培訓和教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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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景昌牧師夫婦

感恩
1. 在COVID-19 疫情影響下，感恩教會能夠在2020年
9月底已恢復實體崇拜，到現在2021年底，崇拜人
數慢慢回升至平均30人；另外，今年9月幼兒、小
學兒童主日學及同五青年組也恢復實體聚會。

2. 克勞查經班於2021年6月開始也恢復周五查經及周
六崇拜實體聚會。山城比較多有新同學來德國，因
此，會有較多新同學來參加查經活動，平均有18人
出席；參加崇拜聚會人數平均也有10多人。

3. 於12月11日及19日分別在教會及克勞山城首次舉辦
聖樂聖誕崇拜佈道會，求主感動更多未信的朋友參
與教會活動。

2022展望
盼望明年疫情能夠放緩，各項聚會能恢復正常。另
外，與新一年度教會執事及克勞同工們彼此配搭，建立
團隊事奉，一起參與佈道及培育事工，教會健康成長。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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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錦圖博士

只有祝福
在2021年是滿有困難的一年，卻也讓我充滿

感恩。從宣教事工發展的角度，能夠接觸新朋友
的空間實在有限。今年有一半的時間只能用線上
聚會，至7月才重新有實體的教會活動，但限制
很多。然而，神讓我們在9月有郊外活動，也在
10月給予我們有新的聚會場地，並於10月31日
舉行感恩崇拜。此外，我們在4月開始一個穩定
的線上查經小組，在7月在另一城市開始查經班
（現今合共有5個查經小組），而且也有新人加
入。我們努力學習，在困境中信靠上帝，並且深
信一切只有祝福。

督 印 人：崔志昌牧師
主 編：姚樹根牧師 執行編輯：司徒寶媚牧師
編輯委員：崔志昌牧師、王大為牧師、陳家明牧師、連俊才牧師、羅志祥執事
排版設計：利銘錤弟兄
今期出版：600份(二零二一年 第四季) 承印：喜製作有限公司

弟兄姊妹願意奉獻支持本會，
奉獻可存入本會
匯豐銀行戶口
：808-654057-292，
並將收據電郵至：info@hkbm.org

如發出支票，抬頭請寫
「BCHK香港浸信會差會」，
支票背面請註明支持項目及
聯絡電話，然後寄回本會。

2021年
1-11月
差會收支

收入 支出 盈餘(不敷)
差會經常費 2,784,780.47 2,681,669.48 103,110.99

南島
工場 55,000.00 90,500.00 (35,500.00)
宣教士-L 692,954.00 482,928.54 210,025.46
宣教士-M 335,977.40 276,928.59 59,048.81

北漠工場 124,900.00 177,288.95 (52,388.95)

緬東
事工 675,500.00 538,805.00 136,695.00
宣教士 645,451.00 1,022,072.60 (376,621.60)

德國
工場 153.00 4,596.00 (4,443.00)
宣教士 - S 250,850.00 456,816.80 (205,966.80)
宣教士 - C 1,053,289.00 661,756.35 391,532.65

國際事工 50,000.00 2,712.30 47,287.70

中國
事工 121,000.00 347,866.09 (226,866.09)
同工 256,232.80 228,783.25 27,449.55

本地跨文化事工 361,571.00 300,428.75 61,142.25

本地
宣教士-A 233,304.57 207,935.41 25,369.16
宣教士-C 236,300.00 196,185.43 40,114.57

教育及拓展事工 42,534.60 40,120.00 2,414.60
* 其中 $250,000 支出為泰國簽證之銀行保證金

*



地址：九龍聯合道320號建新中心1樓 電話：(852)3756 6400 傳真：(852)3798 0148
電郵：info@hkbm.org 網址：www.hkbm.org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and on earth peace, good will toward men.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