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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領受能力，並

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人。」( 使徒行傳一 8，新譯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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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主耶穌升天之前，祂清楚地將宣教的使命交給祂的門徒，而且更指示他們要「去」到「萬民」之中傳福音，
使他們作主的門徒 (太廿八19)，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證人。(徒一8)

可惜，初期的教會沒有留意主的「大使命」，也沒有積極地往「萬民」之中傳福音。後來，使徒保羅領受了這
福音的使命，在羅馬帝國的範圍內有四次的宣教旅程，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教會，卻仍然沒有突破「萬民」的
限制，宣教仍然留在羅馬帝國的範圍。

宣教學者溫德 (Ralph D. Winter) 將救贖歷史 (Redemptive History) 分為十個時期：1) 族長時期 (2000-1600 
B.C.)；2) 為奴時期 (1600-1200 B.C.)；3) 士師時期 (1200-800 B.C.)；4) 列王時期 (800-400 B.C.)；5) 回歸時
期 (400-1 B.C.) ；6) 贏得羅馬人 (A.D. 1-400)；7) 贏得蠻族人 (A.D. 400-800)；8) 贏得維京人 (A.D. 800-1200)
；9) 贏得穆斯林？ (A.D. 1200-1600)；10) 直傳到地極 (A.D. 1600-2000)。 (註1)

溫德博士在分析這十個救贖歷史時期，前五個是舊約的歷史時期，後五個是新約的歷史時期。在基督之後的頭
一千年，福音是西進而非往東。在東方，福音遭遇深入文化的國教所抵擋，例如拜火教、佛教、印度教和道教。
相反，福音往西推進時，在羅馬帝國和非洲，福音遇到的只是以當地民族為主的宗教阻擋，力度相對小很多。
在東方，基督教雖然也得到相當廣泛的傳播，但大多數情況下，基督徒在當地還是屬於少數。宣教學者桑吉思
特 (Scott W. Sunquist) 指出福音往東方推進時有五個階段，其中第一和第五個推進最有成果：1) 在波斯推進 (頭
一千年)；2)方濟會與蒙古人的接觸 (1206-1368)；3) 耶穌會的推進 (1542-1773)；4) 更正教的推進 (1706-1950)
；5) 亞洲教會本色化 (1950至今)。 (註2)

值得一提的是頭一千年的波斯推進期。福音使者沿著古絲綢之路一
路向東推進，由波斯經印度直達中國。主後635年 (唐太宗貞觀九年)，
波斯修士阿羅本 (Alopen) 來到唐朝的京城長安，由宰相房玄齡迎接，
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准其傳教。三年後 (638年) 在長安建大秦寺，
自始大秦景教在中國發展了150年，與祅教和摩尼教合稱「唐代三夷
教」。這段基督教來華的歷史記載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現
存於西安的碑林博物館之內。

現今的宣教浪潮已經在亞洲推進。在印度，教會的增長大多源於兩
萬多名在印度的宣教士所做的跨文化工作。在尼泊爾、柬埔寨、越
南和寮國，基督教呈現前所未有的盛景，皆因印度、韓國、馬來西
亞、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等國宣教士的辛勤耕耘。韓國的基督
徒增至全國的三分之一左右；在中國的基督徒也由1950年的二百萬
增加至今天約六千萬之多。(註3)桑吉思特說：「今天，中國基督徒
一改前七個世紀的福音傳播方向，要水陸並進，全力將福音傳回西
方；『傳向耶路撒冷』運動就是把第一波亞洲宣教浪潮反方向傳回
耶路撒冷。如此看來…過去是從西到東，現在則是從東到西了。」
(註4)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全世界似乎在停頓了。但事實上，上帝的工作
並沒有停止。面向急速轉變的宣教浪潮，我們(崇真會的弟兄姊妹)要
如何參與呢？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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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溫德：《神國反擊戰 – 救贖歷史的十個時期》，宣教心視野 (第二冊)，頁24-44。
2.桑吉思特：《亞洲基督教–面向冉冉升起的太陽》，宣教心視野 (第二冊)，頁58-63。
3.同上，頁63。
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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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呀！
「自有日子以來，我就是上帝，誰也不能救人脫離我的手。我要行事，誰能逆轉呢？」

《以賽亞書四十三 13》

世界昏亂中，還不見盡頭的疫情時，要堅持相信主與你同在，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祂正在施行拔出、拆毀、
毁壞、傾覆、苦害，也照樣留意將我們建立、栽種和救拯！

由 1 月開始因為疫情限制了我們的事工，因著村民的恐慌和有居民確診肺炎，Don Muang 隊到現時也未能進入貧民
區，因此我們隊決定每月舉辦一個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關於向泰國人傳福音的話匣子和注意事項，第二個工作坊
是為何貧民貧困，3 月底的工作坊是兒童的權益和保障。以上都是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泰國的情況，並幫助我們遇
到事故時，以我們有限的能力去盡力事奉。

這段日子發生了幾件事情令我心力交瘁。其中是廁所牆磚脫落， 找鄰居師傅來重鋪，工程三天已竣工，但之後所發
生的事情令人不安煩擾。相信師傅進行工程期間，大門開放， 誰不知「米奇一家」不過問之下搬進來居住。一天晚
上，我看到「米奇」在慢步，嚇得我魂飛魄散， 衝出屋外找鄰居幫忙。鄰居也著我去買老鼠膠，無奈地買了回家，
心盼牠會愛上薯條，一整晚在不同地方看到牠的出沒，期待黎明來到，找鄰居幫忙收拾有老鼠的老鼠膠掉去。天一
亮，膠上還是空空的，我在想牠是否不喜歡這口味的薯條？外出再買老鼠膠放別的食物。回來發現有一隻「小
米奇」呆呆的貼在老鼠膠上，我同時恐懼與感恩並存，並鼓起畢生最大勇氣，把老鼠連膠掉入垃圾袋，然後掉出門
外，有點疑惑那隻比我第一眼看到的細小許多。之後沒想太多，預備出門去探訪時，發現另一隻較大的在屋內跳動。
被嚇壞的我，才驚覺我昨晚見到幾次的「米奇」可能不是同一隻，相信有爸媽和孩子一起。結果只捉了兩隻「米奇 
BB」，牠們的父母和兄弟不知道還在否？不過，屋內偶爾發現牠們的「便便」。現在我是能分辨不同室友的「便便」
專家了，這可能也是訓練宣教士的其中一個項目。還有請師傅跟進廁所水箱漏水也是沒完沒了，已經一個月了！師
傅來整了三次，離開後還是繼續滴漏，往後約了兩三次，也沒有按時出現，充分表現出泰國人的特質。求主幫助，
令廁所水箱和洗手盆漏水情況能盡快修理妥當。

 
不知為何，洗牙後短短一個月，竟有三隻大牙蛀掉了，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蛀牙，牙醫補牙後，說有兩隻牙齒要再觀
察一下，這幾天自我檢查時相信還是蛀了。洗牙後短短個半月，牙齒又再出現這情況，很是困擾，求主醫治和停止
牙齒的各樣問題。

去年有兩位願意接受洗禮班的人，只有 Jum 能完成洗禮班和願意接受洗禮，求主堅固她的信心，並能活出基督。
記念洗禮的安排。另外，Kam 小小年紀也決心跟從基督，求聖靈保護這幼苗成長。她們的貧民區有傳言半年內新地
主要她們搬離，求主幫助他們有新居所或不用搬遷，也記念我們的跟進。

感恩天父為我預備寬敞的家，並獲得別人送贈的舊傢俬，以及同工教會弟兄姊妹幫忙油漆，以及聘請師傅做一些小
工程， 令家可以成為服事的地方。更想不到家裡更可容納整隊人在開會，以及可進行青少年團契，或美女事工等。
夜店 3 月正式重開，記念我們再上路。由於種種瑣碎事以及屬靈爭戰，還有想念家人等，令同工疲憊，我們隊的四
位單身而不同國藉的女宣教士打算前往差傳的渡假屋，去放假休息和退修，Sunny 和我將帶領同工作不同的屬靈操
練，求主加添我們心力和有美好的團契。
 
有宣教朋友往 Lopburi 進修泰文，重回已經開發了
泰國的鄉下，很是興奮！並令我回想八年前是怎樣
可以在這裡生活的，真的難忘。還是感恩朋友在舒
適的環境下學習泰文。

記念緬甸的政局，同時因著緬甸的情況，泰國又再
有反軍人政府的情況出現，看著新聞不無難過，求
主攪動領袖的心，同時保護平民再沒有人命的傷
亡。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運作大致正常，
感恩！ 

請為差會一宣教士家庭禱告，因疫情未有
足夠金錢支付返回工場的額外開支(包括：
按金，酒店費用，檢驗費用)，現滯留香港。
請記念！ 

大女兒凱恩已被通知將要被分配到博覽感
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的病房工作，但日
期未定，還須按情況安排。請代禱。

倫布語的翻譯團隊的手提電腦壞了，現已
找到一部替代，但要安裝所需翻譯軟件，
及了解如何空運或船運到倫布島，請記念
付運的安排禱告。

2019年上架此《聖經翻譯拾穗》系列，有
良好的反應，今年籌備再錄製另一輯五集，
請為寫稿過程代禱。

2021年8月海外任務仍未確實行程計劃，
各國的疫情措施也會影響出發日期，有可
能推遲至明年1月才出發，請代禱。

以下是《聖經翻譯拾穗》短片，
請進入收看：
https://vimeo.com/337676201



簡介：
我叫潘潘，在山國作
訓練。現任國際登山
隊隊長，與兩名隊員
同任隊長，照顧8名
登山隊員。

(因潘潘在山國的事工敏感，

她的分享只登載於實體文字版，

請勿轉載分享。)



代禱事項

差傳消息及代禱

2021年開始了。踏入新的一年，總有新的希望和禱願，祈求上帝早日平息疫情，給我們回復正常
的生活和事奉。

總差的事工仍然受疫情影響，短宣行程不知何日才能開始，企盼在暑期後可以開關，回復探訪和
短宣。

差傳幹事也正忙於網上的差傳教學。1月29日至3月12日，逢周五晚上8時至9時半在黃埔堂教授差
傳網上課程「差傳聖經基礎 – 從創世記至啟示錄」。同樣課程也在3月5日至4月16日，逢周五早
上10時至11時半，在黃埔堂普通話分堂教授。

感恩的是，潘潘宣教士終於可以出發山國，並於2月23日安全到埗，並且已經完成隔離，可以投
入當地的宣教團隊事奉，感謝上帝。

請為疫情下的總會事工代禱，基本

上所有會議和見面在網上進行，沒

有實體的聚會。

為宣教士在疫情下的事奉代禱，特

別是在疫情嚴重的國家和地區的宣

教士。

為潘潘能順利到達山國感恩，她已

經完成隔離，投入團隊服侍了。

為羅兆泉牧師在香港的事奉感恩，

今年7月便完成五年的任期，8月開

始一年的述職，求主帶領。

為總差明年的預算和事工計劃代禱，

求主預備和供應需要。

2021-2022年度差傳部財政預算

A. 差傳部經費預算    $167,000
1. 行政費     $25,000

2. 關顧宣教士     $6,000

3. 領隊、探訪及拓展宣教士工場  $65,000

4. 差傳聚會     $8,000

5. 短宣津貼     $27,000

6. 差傳教育     $15,000

7. 《崇真Mission》雙月刊六期   $15,000

8.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會費   $2,000

9. 備用金     $4,000

B. 宣教士預算     $1,188,624
1. 羅兆泉夫婦     $504,000

2. 蘇媛慈     $337,356

3. 潘潘     $320,268

4. 宣教士聖誕禮金(@$4,000)   $12,000

5. 宣教士備用金(@$5,000)   $15,000

C. 沙巴友族福音工作(呼籲各堂支持目標) $260,000
D. 全球客家福音協會常費(呼籲各堂支持目標) $100,000

合計(A+B+C+D)  $1,715,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