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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宣教
與

總會差傳幹事 孟寶松牧師

「相對於宣教工人和經費的需要，更迫切卻被遺忘的是為普世禱告的需要。
海外宣教工作停滯不前，是因為缺乏在後方敬虔、懇切的禱告。」
— 薛必雅 (Robert E. Speer, 1867-1947)(註1)
禱告與宣教是緊緊相扣的，差傳事工首先是禱告(其實所有的事工首先都是禱告)。有人說：「禱告是那雙搖動
世界的手。」若要說得更準確，不妨改為：「禱告握著那搖動世界的手。」出埃及記第十七章清楚描述這真
理。當時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與亞瑪力人爭戰，摩西、亞倫和戶珥在山頂禱告。聖經說：「摩西何時舉手，
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出十七11)

這是一幅有趣的圖畫，因為真正打仗的不是在

山下的戰爭，而是山上的禱告(真是一場屬靈的戰爭)。約書亞當然是奮力爭戰，但叫人得勝的卻是耶和華神！
禱告是得勝的條件，能握著那搖動世界的手！
莊士頓 (Patrick Johnstone) 在《普世宣教手冊》(Operation World) 中寫道：「禱告不是可有可無，也不是無計
可施的選擇。禱告是最重要的資源。我們不只為了工作而禱告，實則禱告就是我們的工作。」 (註2) 可惜，今天
的教會熱心做許多的事：研討會、宣教大會、短宣、奉獻金錢……就是缺少禱告！我不是說上述的事工是錯的，
這一切都是有用和必須的，但我們不能忽略禱告！在我們實踐基督的大使命 (太廿八19-20) 之時，我們必
須「禱告」！
「禱告是首要條件，不是附加項目。禱告是最重要的資源，不是最後板斧。」 (註3)
主耶穌曾對祂的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
稼。」(太九37-38)
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在出發(宣教)之前，先求(禱告)莊稼的主，打發(差派)祂的工人(宣教士)出去收祂的莊稼
(未得之民)。今天，在工作之前，你禱告了沒有？
(註) 1. Robert Speer, The Church and Missions
2. Patrick Johnstone, Operation World, Introduction, P.xiii-xv
3. Allan Webb, Your Church Can Make a World of Differemce,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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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行
10月初我有機會與周國昌牧師夫婦一起去台灣探訪客家宣教神學院 (下稱
「客神」)和台灣崇真會。我們一行四人於10月2日晚上出發，到台北時已
經是10月3日凌晨。客神院長溫永生牧師已經在機長等候我們，接我們到
客神客房休息。

10月3日
早餐後與台灣崇真會同工見面，包括會長鍾淑儀牧師、董事
長黃金湖長老、和大埔堂主任馮聖鈞牧師。我們彼此交流了
教會的情況，也探討日後合作事奉的機會。交流會後我們參
觀了客神，又在客神大門合照。
午膳後我們往新竹拜訪台灣客家福音協會，見到主委劉正惠
牧師、總幹事白美月牧師、委員鄒仁裕牧師和林正雄牧師。
白牧師分享了台灣客福的歷史和異象，我們也分享了現在香
港崇真會的事工，並且彼此代禱和祝福。
晚上我們與平鎮崇真堂的同工晚膳，並且參觀平鎮堂。溫永生牧
師兼任平鎮堂主任牧師，介紹了教會的同工和教會歷史。據溫
牧師的介紹，平鎮崇真堂於1984年7月成立，起初只是一群「小
伙子」(客庄少年福音隊)的信心，成立「山楓福音小憩」，讓
人來休息、喝茶和看書報，藉此向他們傳福音。一個月後向台
北崇真堂申請接養，10月改名「山仔頂崇真堂」。上帝大大祝
福這群年青人的事奉，五年後 (1989年) 教會自立，十周年時
(1994年) 購買自己的堂址，也開始了宣教，十五周年時 (1999
年) 更名「平鎮崇真堂」，現今已經是台灣崇真堂十二間堂會
中最多人聚會的教會，每主日約有三百多人崇拜。

10月4日

早餐後，葛欣如教士 (Brenda Carter) 接我們往苗栗縣的三義崇真堂。葛教士是美國長
老會的宣教士，來台灣已經有十多年，說一口流利的國語，而且明白台灣人的文化和
風土人情，現在是三義崇真堂的義務代理主任傳道。三義崇真堂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
由早期的「三義福音中心」發展而成，現聚會有五十多人。
葛教士也帶我們拜訪苗栗縣的頭份崇真堂。這所已有三十一年歷史的教會就是當年
(1993-2005年) 香港崇真會所差派的江順昌牧師夫婦所事奉的教會。現今頭份堂有韓
國磐石教會的宣教士秋讚鎬牧師牧養，聚會人數約有六十人。

午餐後我們一行四人乘坐高鐵往台北市YMCA旅館
放下行李，便住新北市的雙和崇真堂。雙和堂於
1987年設立，至今已經是三十二年了。前主任余慶
榮牧師剛剛退休，現在由林瑞光牧師帶領。當晚我
們與余牧師夫婦和林牧師夫婦一起晚餐，餐後在雙
和堂一起交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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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
早餐後便往台北崇真堂，也是我們這次台灣之旅的尾站。台北崇真堂
於1973年由彭德朗牧師建立，也是台灣崇真會的第一間教會。1984年
台北堂開拓「山仔頂崇真堂」(即現在的平鎮崇真堂)，1987年又拓
殖「雙和崇真堂」。現在台北堂由劉正惠牧師帶領，聚會人數也近一
百人。當日劉牧師和劉長煜傳道接待我們在教會交通分享，又參觀教
堂設施，之後便一起午餐。
午餐後我們到附近的校園書房看
書，後便乘捷運往桃園機場回
香港，四天的行程便結束了。

感想：
1

2

3

在這短短的行程中，最令我感動的是台灣的同工對主
耶穌的忠心和熱誠。他們持守主的託付和使命，努力
的向台灣的客家同胞傳福音，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中，
忠心事奉客家的同胞。溫牧師對我說：「客家人對傳
統和文化非常執著，要改變他們拜祖先的傳統真是非
常困難。」所以，溫牧師便研究如果轉化華人祭祖文
化，希望突破華人信主的攔阻。
另外，在台灣的客家人的福音需要是大的。據統計，
全球有約八千萬客家人，在台灣的2,300萬人口中就有
400萬客家人，約佔17.4%。其中基督徒的數目更不到客
家人口的2%(註1)。向台灣客家人傳福音是困難的。台
灣崇真會經過四十六年努力，至今建立了十二間堂會，
聚會人數約950人(註2)，如何向台灣的客家同胞傳福
音，真是一個挑戰！

在台灣崇真會的歷史中，許多的堂會是由聯會和宣
教機構合作開始的，包括了頭份、中壢、三義、新
豐、內壢、青埔和六和。宣教士在拓展客家福音事
工中有重要的角色。香港崇真會如何在台灣的客家
事工上參與，這是我回到香港後要深思的問題。

(註)
1. 參陳義聖「台灣客家人中還有沒有未得之人？」(台灣客家福音協會四十
周年感恩特刊，2019年3月出版，頁16-20)
2. 余慶榮，「台灣崇真會的客家情懷」(台灣客家福音協會四十周年感恩特
刊，頁50)

差傳消息及代禱
1. 為10月台灣之行和11月沙巴之行感謝上帝，求主帶領明年在台灣
和沙巴的合作計劃和短宣。

2. 為11月27日順利完成總差部員大會感恩，明年預算是140萬元，
求主預備供應。

3. 為宣教士羅兆泉牧師夫婦和蘇媛慈姑娘禱告，求主帶領他們的事
奉和家人的需要。

4. 求主為我們預備新的宣教士往新的工場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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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默等候祢的公義彰顯
「我從前與眾人同往，用歡呼稱頌的聲音領他們到上帝的殿裏，大家守節。我追想這
些事，我的心極其悲傷。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上帝，
因祂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謝祂。」詩篇四十二4- 5
自2012年2月在新加坡總部訓練後，再沒有回去。
因為8月初在總部接受五天的訓練，得重回這個充
滿回憶的地方。地標再次提醒我要定晴上帝，
「信靠上帝」無論眼前的境況如何，祂仍是在掌
權。感恩能在多班航班取消下，仍能如期出發，
更有機會跟弟兄姊妹和舊同工見面。盼所學的能
推動使義工更有影響力。

﹁耶和華轉向基甸，說：﹃去，靠著你這能力拯救以色列脫離米甸人的

手掌。我豈不是已經差遣了你嗎？﹄ ﹂ 士師記六章十四節

數數這三個月的述職，包括了：14次講道、
9次分享、12次聚會和許多個人或小組的見面，
還有4次的訓練和1次探訪宣教士等。充實！
感恩爸爸在奇妙的檢查安排下發現六厘米的血管
瘤，並在一星期內已能安排手術，住院共三星期
後已平安出院。醫生說若主動脈血管瘤爆了，基
本上能存活的機率接近零。感恩整個過程我可以
在港陪伴爸媽，更感恩遇上專業的醫護團隊和同
工牧者、弟兄姊妹前來醫院探望爸媽，讓他們感受

禱告事項
1. 記 念 爸 爸 和 媽 媽 的 健 康 ， 家
人早日信主。

2. 10月至12月，在澳洲的跨文
化學習。

到大家的關愛。

蘇媛慈

感謝弟兄姊妹的接送，讓我能輕易
回到一位愛心姊妹提供的住宿。感
謝天父讓我回港述職能夠有個安靜
的地方居住，也可以讓弟兄姊妹來
這裡聚會。

現我已在澳洲塔斯曼尼亞的跨文化訓練中心上課，
這邊很寧靜，訓練中心在農場中，校園生活要在
團體中學習像回到當年神學院生活一樣。星期一
至五上課，還有校園服務的義務工作，昨天去了
除草，還要一星期2次洗磚和預備食物。這裡雖是
春天還是有一點點冷，更令我掛念香港，盼能夠
在這裡專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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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月18日至23日，恩福堂短
宣隊往曼谷貧民區。

4. 12月中，將回曼谷兩星期，盼
能續簽證成功。

5. 香 港 各 教 會 合 一 和 復 和 ， 政
府的管治方法和能力。

兆泉牧師在差會的主要工作有：一、致力推廣香港華人教會的差傳教育和異象；
二、關心及照顧宣教士個別的需要；三、保持差會辦公事同事士氣。
在倫布舊約翻譯的工作上，進展良好，現覆核至《民數記》。
菲律賓差會願意在會計系統上協助轉賬給倫布舊約團隊的薪金，減少匯錢的麻煩。
兆泉牧師現擔任將軍澳崇真堂的義務牧職。
師母佩玲現已退休，接受了近四年針灸，現義務協助「香港以利亞之家」之工作。
兆泉牧師現階段考慮往以色列進修希伯來文舊約顧問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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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差傳幹事工作報告
總差事工
幹事行蹤

 7月13日，下午2時30分，孟牧師歡迎會於黃埔崇
真堂舉行。

宣教機構和宣教士聯繫交通

 8月17日，下午2時30分，「與巴色會宣教士對
談」座談會，於總會舉行。

本會宣教士羅兆泉牧師和蘇媛慈姑娘、曾立祥牧師(沙巴神
學院亞洲宣教中心主任)、許謙恩牧師夫婦(美國宣道會亞洲
區宣教士，深水埗 堂資深會友)、陳曉東牧師(美國基督燈台
事工學院教務長)、姚添壽牧師(世界華人宣道團契義務總幹
事)、何國龍牧師(禮賢會香港區會差會事工主任)、鄒小龍先
生 (禮賢會香港區會總幹事)、黎嘉禮牧師(香港宣道差會總幹
事)、梁松英醫生(OMF香港執行主任)、侯啟瑞先生(內地事工
小組義務傳道)。

 9月1日，出版《崇真Mission》 (雙月刊)。
 9月27日，晚上7時30分，總差聯合祈禱會—蘇媛
慈宣教士分享「跨文化的宣教經驗」，於黃埔崇
真堂舉行。
 10月3日至5日，台灣之行—拜訪客家宣教神學院
及台灣崇真會教會。
 10月9日，晚上7時，總差職員會，於總會舉行。

友會聚會和同工會

 11月2日，早上9時30分至12時，參加由洪開基
牧師帶領的「追念宣教士生命」活動(跑馬地墳
場)。

內地事工小組會議、總會教牧同工會、總會教牧同工會退修
會(澳門)、總會新同工日(總會)、總會聖職按立典禮(深水埗
堂)、香港信義宗聯會教牧同工會、深水埗堂「在時局下的
情感創傷與靈命牧養」、第四屆香港客家福音協會年會、大
埔福康頤樂天地及廣福頤養院周六崇拜、番薯家庭(Yam
Family) 祝福典禮(黃埔堂)、「創啟在香港—教會的想像座談
會」(中國神學研究院)。

 11月7日至15日，沙巴之行—參加沙巴神學院周
年感恩慶典和畢業典禮、拜訪沙巴巴色會總會、
中文部和國文部事工。
 11月20日，早上9時30分，總會教牧同工會分享
「差傳在崇真」。

教會分享信息

 11月27日，晚上7時30分，總差部員大會。

9月15日，西貢堂主日崇拜。
9月22日，崇謙堂主日崇拜。
10月13日，救恩堂粉嶺分堂主日崇拜。
11月24日，聖徒聚會所聯堂差傳主日講道。

一點分享：
● 為上帝帶領自己和師母回歸香港在自己的母會

崇真會事奉感恩。

● 在這四個多月中重新適應香港的生活和面對不

同的挑戰感恩。

● 為一班同心的教牧同工和總會辦公室同工感恩。
● 請代禱記念明年的差傳事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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