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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世紀早年的西方宣教士們流傳一本寶貝的書

“ Where there is no doctor ＂《沒有醫生的地方》，是經

驗累積留傳下來的護理手冊。該書教他們就地取材，進

行急救或和遠方的醫生無線聯繫，告之病情，是住在偏

遠地方宣教士必備的手冊。

宣教士的心靈護理又如何？有沒有一本“ W h e r e 

there is no counselor ＂《沒有輔導員的地方》可以採用？

我這樣說，是因為現時宣教新丁不斷進場，一般須要見

輔導做心理評估和個性測驗，輔導服務嚴重供不應求；

新丁因等候見輔導而往往延遲上工場數個月，差傳負責

人便問：「我們應當怎樣行？」

今年，同路坊作出幾項新嘗試：

第一：開辦生命更新成長系列課程，包括「成長小

組」、「心靈對話」及探索「真我假我」等

項目，由多人互動去幫助準宣教士更認識與

裝備自己。

第二：按宣教團隊（宣教士、差遣教會、差會）的

需要為他們講授職前裝備及後續關顧之重要

和秘訣。

盼上述的安排能暫時稍為補充“Where there is no 

available counselor＂《當未有輔導員及時服務時》，教會

與差會仍能提早發現宣教團隊功能上的引爆點或弱點，

發動團隊效應，活躍互動以增進知己知彼，又要求差者

也一同接受訓練以利日後關顧這團隊。

跨文化服侍，要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習慣了的教會生活與服侍模

式、同聲同氣的家人友好弟兄姊妹，要在一個陌生的國家或城市落腳、

學習當地言語、適應因文化不同而引發的種種差距，進而還要投入、甚

至植根。嘩！可以是既困難又疲累的。每一次，當我見到操流利廣東話

或普通話的西教士時，我就非常欣賞及欽佩他們，怎可以「咁叻」呢？

他們好像都有一共同點，就是很開心、很喜樂的。

面對困難是人人都有份的，不是宣教士獨有，因為跨文化及在當地

的時間不夠長，所以提升了難度而矣。正因如此，往往使宣教士「非倚

靠神不可」，因而帶來許多經歷神的機會，結果是常常感恩與喜樂，就

是在眾多的困難與限制下，仍可以喜樂，而且還是常常喜樂。

 喜樂與信靠神有密切的關係，當我們相信神時，客觀環境的困難、

對我們造成的限制、不理想、甚至威嚇的力量已經大大減弱。在知識

上，基督徒都知道神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當面對困難

時，仍能對神不動搖、對困難不懼怕，那才是真的相信。當不懼怕時，

喜樂就沒有被偷竊或被埋掉，面對困難的力量就不一樣了。當情況有轉

機或心靈繼續安穩時，喜樂便繼續在萌芽發長了。

龍維耐 姚桂芬

喜樂地

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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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與實踐真理也有密切關係，跨文化宣教，當地人與宣教士的

價值取向肯定有差距，宣教士要有智慧地實踐及持守真理。很多時間若

肯妥協，事工可以有機會發展，或者更容易與人建立關係，甚至得到好

處。「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就曉得是認識他。」（約壹2:3）「有了

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14:21）因此認識神、愛神與遵守神的話

語是不可分割的，在困難、吃虧、甚至影響宣教工作的發展與果效時，

仍堅定持守真理，這是愛主的表現，結果是「蒙神愛」，並且「神顯

現」。這樣還有甚麼困難、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那喜樂的情況，是遠超

我們所能想像的。有說“You do the best, God do the rest.＂當宣教士持

守真理時，其他的困難由神來解決。由人來解決就很困難，由神來解決

不單容易而且輕省。同工團隊之間的張力，其中也離不開實戰真理。在

同一宣教工場、同一團隊、同一服侍群體及事工中，有相同價值觀的宣

教士，在性格、恩賜、資歷、理想抱負的不同下，也會產生問題甚至衝

突。原因可以是多方面，也可以是次次不同，加上敵人撒但在背後的破

壞、輕波作浪、煽風點火，除了要適當地處理問題外，有時可以是有理

說不清，也不是論對與錯便可以解決的。我喜歡問同工，按真理該如何

回應呢？無論使我們不快的對方是對與錯，聖經有足夠的教導，讓我們

知道該如何去回應。關鍵在「是否願意」、「是否甘心」、「是否肯放

下自己」。

 喜樂與禱告一定有關係，人很容易受周圍的人事所影響，也受自

己的知識、經驗與能力影響。有限的宣教士，面對各類型的問題、困難

與限制，如何招架呢？禱告是萬能與萬全之方。「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

名求什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約

16:24）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

的神，主就必賜給他。」（雅1:5）「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

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33:3）自己做宣教士，只要好

好的管理自己，做個好同工，不給其他同工、工場主任及差會添麻煩

便妥當。但當了差會主管後，常要處理同工的需要與問題，有時是個

人的，有時是團隊的。有時知道該如何解決，但常常是不知道怎辦。

有時是同工不同意解決方案卻沒有表達，或表達了卻沒有同工滿意的

更好方案。怎辦？我一定禱告，有時甚至是很精簡的禱告：「主阿！

救我！」或是「主阿！點算？」奇妙的事就發生，問題就可以解決，

很多時間是同工自己想通了，或是提供資料或意見，總之是有「出人

意外」的「意外驚喜」，結果是感恩、滿足，喜樂自然會跑出來。

 喜樂與順服神也不可分割，我們都知道神的意念與道路高過我們

的，但當要我們做些沒有想過、或是難或是不想做的事時，又是另外

一回事。我們總是用有限的智慧去否決神用無限智慧所做的決定，在

懷疑自己能力的同時否決了神的全能。我常常鼓勵同工、同學要順服

神，經禱告、等候、尋求，甚至告訴了神「唔得呀」之後，仍有感動

就勇敢點、順服點接受。神一定負責任而且細心地、周詳地幫助我們

完成任務，有時未到最後，已經開始明白、感恩，經歷真的是「非勢

力、非才能，乃是靠神的靈方能成事」。幾年前神呼召了幾位同學開

始本地的少數族裔事工，不到一年神感動我放手，讓同學自己發展。

這兩年有人退去，同學經歷了同工間的磨合至彼此認罪、相愛、生命

突破，這些在課堂是學不到的。生命突破帶來事工發展，叫我最滿足

是看見臉上的笑容、心中的滿足，我看見主的愛，如何培育及改變他

們。我所做的，就是順服主，陪伴同學一起走宣教路。

 最後是選擇要喜樂，且靠神常常喜樂（腓4:4），凡事謝恩，這樣

喜樂一定成為我們的影子，無論我往那裡去，都必追隨。「要常常喜

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

旨意。」（帖前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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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祈禱倚靠天父行宣教路，體驗天父的同在，帶來很多驚喜。

宣教路是有困難的，尤其要跨文化、跨語言、跨地域，有一定的

適應。擔心，甚至焦慮，是很自然的反應，但是內心同時也肯定聖經的

應許是十分可靠的，「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我就常與你們

同在。」(太28:19-20)。有神同在，有什麼困難不可以克服的呢？有什

麼攔阻不可跨越呢？學習新語言，年歲又過了三十，困難多多，牙牙學

語，漸漸竟然可以溝通，可以表達，心想之前不會發的音，隔了一段日

子，突然可以發出來，心中盡是興奮。接下來分享了福音，傳講了佈道

信息。沒有想到一位大學講師、一位初到教會的參加者，都竟然決志信

主，肯定是祂在他們心中工作，我只是祂手中的器皿，又是一陣驚喜。

心中忽然有一意念，可以訂定一個宣教計劃，再與同工商討，也覺得可

行，實行之後，也有不錯的果效，自己肯定是祂賜的意念，是祂成就了

我手中的工作，感恩不盡，喜樂不已。

跨文化宣教路，人際關係多學習，順服捨己漸像主，為生命的

突破而感恩。

跨文化事奉，語言未能掌握時，講錯說話，用錯詞語，引來一陣笑

聲，是嘲笑？是感到有趣？但自己心中也有點不好受。異文化中生活，

要謙卑接受，不是以自己為中心，不是以自己民族為中心，不是以自己

過去所熟識的禮儀、禮貌、習慣為中心；而要去尊重、接納、實行當地

人的方式，有些以前不需要做的事情，要學習去做，有些不容易相處的

人，要學習和洽相處，有些自己認為不合理的制度，不論是來自當地政

府、來自當地組織、甚至來自差會的，也要接受，有機會在適當場合，

才溫柔地表達意見，要學習忍耐。回想起來，當時有不情願、不甘心的

情緒，可是天父帶領幫助，一關一關地渡過，我們卻從其中學習了順

服，性情有了改變，比較像主耶穌，能不感恩嗎？能不喜樂嗎？跨越自

己，並不容易，得勝老我，並不簡單，只因靠著主，才能得勝。

在異地生活，學習欣賞異文化，樂趣無窮。

曾經聽見有宣教同工分享，在泰國宣教真辛苦，晚上宵夜，想要食

雲吞麵也沒有！沒有機會問他，是家中附近沒有開到深夜的食店？還是

翁競華、翁林惠華

感謝天父，給與我們夫婦有機會在泰國當宣教士十九年，回到

香港，仍是參與宣教事奉，轉瞬間，又是十年了。回望過去，當然

嘗過不同滋味，甜、酸、苦、辣都有，不過編委吩咐寫「喜樂的秘

訣」，就從喜樂的角度分享我們夫婦的經驗。

肯定我們走上宣教路是天父的帶領，帶來喜樂。

在中學階段，為未來人生的方向尋求天父的帶領，曾經心感徬

徨，不知去向，前路未清，卻要面對決定。努力尋求、安靜等候、

默想祈禱，仍未有答案，直到那天，看見一線曙光，內心漸漸肯

定，這是天父的心意，要自己踏上全時間事奉之路，當前路清晰，

心中當然舒暢。在神學院修讀直至畢業後在教會事奉期間，肯定天

父要自己走上宣教路，但是要去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去？我們一

同祈禱尋求的結果是去泰國宣教。之後，申請加入差會，請求堂會

支持，申請入境簽證，有些過程是要等候一段時間，等候會議決

定，至終踏上征途，心中為了面前一條未走過的宣教路，實在有恐

懼擔心，同時也為著行走在天父的心意中，落實人生的目標，心中

感到非常喜樂、愉快。

秘訣
	喜樂的

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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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香港式的鮮蝦雲吞（泰國多是肉碎雲吞）？聽他分享，好像泰國

沒有什麼好吃的。其實沒有鮮蝦雲吞麵，卻有鮮味魚旦粉，而其他美

味的東西，更不計其數，如冬蔭宮湯、芒果糯米飯、果中之王榴槤、

海南雞飯等。泰國人富有人情味，也富有藝術細胞，表現在他們的舞

蹈、服裝、手藝等。當然沒有一個地方是十全十美的，有她的優點，

也有她的缺點，我們學習欣賞優良的，包容缺欠的，那我們心情便可

以大大不同了。這是天父的世界，各種民族也是天父的傑作，必定有

我們可以欣賞的美食，這是我們夫婦、也不單是宣教士的閒餘活動之

一，也是喜樂的泉源。

我們十分感謝天父的帶領，讓我們在泰國事奉祂，泰國有不少

華裔，與香港的文化不會相差太遠，語文也不是很難掌握，福音事工

比起其他宣教地區，不算是最難的，當地又有不少優良傳統、美食美

物，讓我們欣賞和享受，我們可以樂在其中，可能是神知道我們的限

制，讓我們在這個比較容易適應的國家、民族中事奉，你的經歷可能

不一樣，但願我們所分享的可以作為參考，拋磚引玉，讓你也可以在

宣教生涯裏，愉快喜樂地生活。

周影秀

以
廿多年前，友人送來親筆書寫的詩篇16

篇，我便一直放在身旁以此提醒自己。「我

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致搖動。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

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為你必不

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

壞。」(詩16:8-11) 

近年，詩篇37篇4節：「又要以耶和華為

樂，他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更是我

的座右銘。

以耶和華為神並不難；以耶和華為樂，

卻是基督徒畢生的操練。感謝神，主耶穌不

單在我們右邊，祂更在我們裡面，祂曉得我

是一個「逃避痛苦」的人，便讓我面對不同

的磨練，好叫我能真正體會「以神為樂」是

基督徒何等大的生命力量。多少次，當自己

能從心底裡以神為樂之時，祂真的就將我心

裏所求的賜給我。每當想起主的恩情，心靈

便滿是感動：主啊，有祢在我裡面，真好！

編輯顧問：蕭念全

               陳惠文

編　　輯：陳惠雪

心
女
宣
教
士
文
集

新書出版
集合20多位女宣教士的心血，展現姊妹們的

心思與勇敢，彰顯神的作為！

關心宣教的人必要人手一本！

由大使命中心製作的《悠悠宣教心》

將於初夏出版

樂

為

神

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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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蕭念全整理

漫談	
農曆年前的星期六下午，龍醫和我在商場的咖啡室找到一個好位

置，一同思考「宣教士與喜樂」，筆錄如下：（龍：龍維耐，蕭：龍蕭

念全）

龍：當然與個性有關，但再樂觀的人也有憂愁，最憂慮型的人亦有快樂時

刻。我看不快樂的人須要學習跳出一個盲點，就是以自己為中心。其

實，人與人之間更像是不規則的連結。譬如他得罪你，但他也得罪許

多其他人。我們必須放下「斤斤計較」的心態。

	 我常提醒自己，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能結合

時和合宜的果子要靠個人生命（being），而不是只有事奉（doing）。

單靠事奉而沒喜樂就使葉子枯乾，有喜樂這良藥，在乾旱之年（逆境

當中）葉子仍滿了漿汁而常發青。（耶17，詩92，結47，啟22）

蕭：這是很好的教導，不過若有宣教士仍然不喜樂，或以為自己喜樂，

怎辦？

龍：我自己常檢視我是否樂於停留在不快樂的現況中，靠神恩下決心跨

出去。

蕭：有甘願「停留在不快樂狀態」的人嗎？

龍：有。原因之一是怕沒面子而不肯開放自己，不肯承認他需要別人的

鼓勵和幫助。其他原因就是怕再受傷、或很想以「不快樂」去埋

怨。

蕭：唔！我見過原本很會埋怨的人，後來他決心尋求神的面，幾年之後

脫胎換骨，成了一個喜樂的人。

龍：神幫助我，可以用幽默感鼓勵自己。

蕭：請你說說聖經人物的幽默感。

龍：舊約我想起約瑟，他故意問他哥哥們：「家中有些什麼人？那個弟弟

約瑟在那兒呢？」之後，他又叫人把銀杯放在便雅憫的行囊中��廣

東話說是「整蠱」。我不覺得約瑟是在報復，他是很創意地舒發自己

十多年來的思家、委屈和兄長們的情意結。

	 新約中最幽默的是主耶穌，門徒在以馬忤斯路上憂憂愁愁，耶穌不但

喜樂 沒有責怪，他隱藏自己，以路人的身份裝作什麼都不知道，連續兩次

說「甚麼事呢？」慢慢引導兩個門徒講出城裡剛發生的大事。然後，

耶穌為他們解說基督受苦的奧秘，聖靈動工門徒心中火熱起來。

	 約瑟和主耶穌都刻劃了羅馬書說的：在患難中都有大喜樂；以及雅

各書說的：在試煉中也要喜樂。喜樂既是聖靈的果子，我們向天父

求吧！

	 另一個人就是大衛，他在神面前踴躍讀美，不顧儀態，他是一個感

恩和看自己很微小的人，兒子死了，他就起來用飯。晚年他的禱告

更謙卑：「於是大衛王進去，坐在耶和華面前說：耶和華神啊！我

是誰？我的家算甚麼？你竟使我到這地步呢？神啊！這在你眼中還

看為小，又應許你僕人的家至於久遠。耶和華神啊！你看顧我好像

看顧高貴的人。」（代上17:16-17）

	 你看，大衛已是君王，但不覺得自己高貴，仍覺得自己很微小，一

切只不過是神恩待他罷了！

蕭：是的，看自己微小一點，常存感恩、知足、求主賜幽默感，喜樂就

來了！

主 題

	最後，我們找出幾位喜樂的宣教士，和我們看他們保持喜樂的秘

訣。有些是西教士,	早年在台灣事奉，困難重重，也有健康和家人的重

擔，到底他們的喜樂從何來？

譚師母：因她清楚蒙召。

金師母（韓國人）：因她以神為樂。

德醫生：晚年來台灣，他不需要去改變別人，他自得其樂。

德師母：個性外向，善於表達又得眾人喜愛。

蘇醫生：他是隊工中的元老，但他看自己很微小，他有十分充足的自

信。

賴師母：她雖然聽覺很差，但喜樂滿盈，接近她的人都被感染了。她可

以很安靜，又可以主持大局。

上述六位個性、文化、事奉型態都不同的宣教士，有男有女，他們

是很平凡的人，卻在我們心中留下深刻和長久的美好印象，像一幅很美

的畫，天天看也不厭！「靠耶和華而得喜樂」是我們終生追求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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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丁老將能走在一起，作為前輩的，可以幫助後輩。新宣教士在工場的經歷，亦好想與人分享。住在一起

便是一個很好的平台，無論是行行企企，飯
前飯後大家都可以傾談，彼此交流。其實，宣
教村的形式並不是最重要，能有地方住在一起
當然是最好，但亦不應有太多框框，聚在一
起的地方大或細都是可以的。我已在同路坊看到了宣教村的雛型了。（差會主管）

我看宣教村
小橋

我租下的房子，完全符合我的期望：冬天能提供暖氣，浴室也容

許安裝熱水器。樓房座落在縣城的中心點，靠近大街，進出方便，租

金合理。只是前一個租客弄得太髒了，廚房的牆壁和地磚都黏著厚厚

的油漬，窗戶像磨砂玻璃窗一樣，一片矇矓，令我一籌莫展。只能找

個刷牆師傅把牆壁和窗框重新刷一遍，待我九月從香港回來，才正式

入住。

回到縣城後，趕緊在冬天來臨前，搬進新家。香港的四位朋友到

訪，幫我把全屋的玻璃窗擦乾淨（註：為了防冷，全屋的窗都是有兩

層的，抹窗有相當的難度），並清理床底塵垢。此外，本地朋友介紹

水喉師傅接駁水管，並維修破損地磚。又介紹電工師傅，義務幫我拉

電線和裝電燈。帶我去買地氈，幫我舖地板革（即膠地板），畫班學

生幫我打包搬運。整個搬遷的主力都是學生，那是主聽了我的呼求，

讓孩子來完成新家的搬遷。這兩天找個畫班大男孩幫我再拉走餘下的

東西，遇上畫班家長開車經過，走了兩趟，總算完成搬遷工作。一切

都來得那麼及時，全是恩典。

搬了新家，告別了光顧公共浴室和乾洗店的日子（噢，那些日

子，我挺適應，回家洗澡還有點不習慣），新家可以方便到訪的朋

友，更可以吸引那些想多待一段時間的朋友，不用住賓館。本地朋友

也可以來洗個舒服的淋浴，願這新家帶來更多的祝福。

還有，鄰居是一位七十多歲的獨居婆婆，她告訴我到哪裡交供暖

費、有線電視在哪裡辦上台手續、甚麼時間開始供暖，她還提醒我暖

氣會先輸到臥室，然後是浴室、廚房和客廳。沒有她的嘮叨，我隨時

會因欠交暖氣費而遭停止供暖，她真是我的天使。她的氣管有毛病，

也容易患感冒，祝福這位鄰居的身體和我們彼此的友誼。

 2010 冬

搬家 的故事

編輯室
心連心 伴你行

 
宣教村是許多單身宣教士的需

要，因為大部份的單身宣教士並沒有為自

己的退休作出計劃，是憑著信心出工場去，一去

便是好幾年。到他們回港的時候，與環境已脫節。

曾認識一位往非洲的宣教士，回到香港後，看到水，

實在開心極了，竟和著衣服不顧一切地跳進去。在非

洲，這或許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在香港，大家卻不以為

然了。另一方面，宣教士回到教會，大部份的弟兄姊妹

已不認識，熟悉的肢體又已離開，沒有了團契生活，沒

有人可以互相照顧，他們更容易有孤單感。曾有宣教

士一家回港，因為沒有居所，搬來搬去，面對那

種飄泊，實在不易。
（創啟地區宣教士）

 

我盼望將來的宣教村有

「閱讀閣」，讓我們靜靜地閱讀

書報，特別是久違了的宣教雜誌及香

港近況。有些辦公室也有許多宣教書籍，

但感覺不到那股寧靜、悠閒。宣教士極需要

空間減壓，上上網、踏踏健身單車、若有泳池

就更好！要有空間給宣教士子女們玩樂，board 

games也不錯，不要忽略他們。祈禱室當然不

可少！居住方面，我個人喜歡community，

只要有我自己的房間便可以。

（一位事奉超過20年的宣教士）

 

在宣教村尚未成形之

前，眾教會、差會、以及同

路坊可以先實踐宣教村的理

念，以行動來証明『我們需

要宣教村』!!

（差會主管）

同路坊同工經討論後，決定

舉辦一系列培育和裝備宣教士的

活動（詳見封底），好讓大家先

嚐「宣教村」生活的點滴。

去年夏天多個宣教機構走在一起

嘗試為「宣教村」織夢、之後成立跨

差會及機構的籌委小組，為此一同探

索和禱告。以下是幾位宣教人道出對

將來「宣教村」的期盼和寶貴意見。

為著培育、支援、關顧宣教新力軍，
凝聚資深宣教士們的寶貴經驗，
盡心傾情地傳授給下一代宣教人，
為他們回港暫居、定居預備住所，
我們有必要建構「宣教村」，
這計劃需要連合眾教會及差會的人才和資源。

你 我 齊 參 與  共 建 這 家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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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參加者分享 : 在

導師引導、聖靈溫柔地動

工、一整天的「心靈

對話」中的得著：

同路坊每年的春茗都凝聚

了一部份回港度歲的同路人，

感謝神，今年的年初六，由已

報名出席的40多位增至77位同

路人，濟濟一堂於這個清草地

溪水旁的「家」，為寒冬添上

溫暖。大家同心敬拜，讚美的

聲音響徹雲霄；龍醫帶領大家

為仍在外事奉的宣教士代禱時，禱告的力

量更是震撼。祈禱會結束後，一起共享愛

筵。有到會的食物，有自家製的沙律、芋

頭花生、水果、賀年食品、還有��

出席者有宣教士、差會主管及同工、神學院老師和關心宣

教士的後方支援者，有些是常客，有些則是第一次來的，大家

在認識、在分享，也有互相代禱、代求，每個角落都是熱熱鬧

鬧的。感謝神為我們預備每一個細節，為奉獻當晚膳食的肢體

感恩，也多謝當晚協助的義工們，喜悅你們的愛心服侍。

感謝神使用同路坊成為宣教士分享、交流和彼此關顧的園地。歡迎你以奉獻支持我們的服
侍，請將奉獻存入「中國銀行」戶口012-878-1-077656-1或將劃線支票（抬頭「同路坊
有限公司」或“Wecare	Center	Limited”），連同填妥之奉獻回條，寄回「同路坊」，
我們會將免稅收據寄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奉獻回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教會或機構名稱：（中）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願意支持同路坊經費：	□一次過奉獻	HK$___________		□每月奉獻	HK$______________

現寄上：	□銀行入數收據			□支票（銀行名稱：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同 路 人 祈 禱 會

為宣教同路人而設的祈禱

會逢星期二6:30-7:30pm 

風雨不改為宣教士代禱。

會 後 自 由 分 享 ， 共 進 小

食，嚴如宣教士團契般，

歡迎宣教士及支持宣教士

的同路人參加。歡迎宣教

士將代禱信電郵往care@

wecarecenter.net，我們會

於祈禱會中記念你。

財政報告    10-12/2010
奉獻 $53,010.00
輔導 $32,850.00
售書、影音光碟 $594.50
其他 $1,206.48
合計收入 $87,660.98

薪金、強積金 $54,103.75
租金差餉 $25,080.00
水電電話 $2,387.30
舟車費、膳食費 $3,041.70
文具印刷 $3,138.00
郵費 $1,902.30
其他 $8,678.10
合計支出 $98,331.15
本季盈餘／不敷 -$10,670.17

上季結存 $113,487.34
現金結存 $500.00
銀行結存 $109,936.67
應收未收 $5,930.50
宣教村 $13,550.00
累積結存 $102,817.17

宣 教 士 輔 導 服 務
同路坊設有不同的輔導服務：

職前心理測驗評估

‧幫助準宣教士對自己有更深層的認識。

‧幫助評估準宣教士是否有足夠裝備及條件踏出工場。

跨文化適應評估及述職解說

‧幫助宣教士明白自己在跨文化環境中的適應能力。

‧幫助回港之宣教士重新調較前面的事奉方向。

宣教士輔導（個人、夫婦、家庭、團隊）

‧協助服務對象更了解自己，增強解決各種困擾的能力

‧宣教士或團隊在工場出現危機時，我們會安排合適

的同工往工場進行輔導，協助處理危機。

春 茗 後 記

回 	響
感謝神，透過心靈對話的空間，默想文

章，組員坦誠的互動交流，我經歷到主

在當中滋潤與勉勵，也給別人扶一把再

上路。「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羅8:28)

感謝天父向我說話，

叫我聆聽祂、檢視真

我和關愛別人。

在心靈對話中，我得到肯定，

接納，激勵，造就和祝福！

盡訴心中情，感謝神，讓我能

和同工們在心靈對話中一起反

省，彼此提醒和祝福，每個人

抓著一份厚厚的踏實感覺，並

帶著應許與祈盼再啟航。

心靈對話
今期「坊訊」以新面貌和大家見

面，感謝同工們協力編排打字、催稿、訪問，終於

能在農曆年後趕工完成，又有義工協助更新上載的

方式，使網上閱讀的同路人們更容易下載，感謝主

連結我們互相效力。

我們多位同工和大家分享「喜樂」的秘訣和經

歷，我們深感宣教士須要靠主得更大的喜樂，非只

為自己，乃是為貼近神的心意！以喜樂的靈去榮耀

衪！另外，今期報導了多位宣教人對宣教村的冀盼

和看法，「心靈對話」參加者的回響，「心連心」

滲出宣教士的點點心聲，一年一度的同路坊春茗有

七十多位同路人相聚，共享愛筵。在此，祝願大家

新的一年與神開始新的一頁！

編 者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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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同路人‧培育關顧者

同路坊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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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龍維耐
培育‧關顧：龍蕭念全
巡迴牧養‧訓練：翁競華
關顧‧輔導：翁林惠華
培育‧行政：姚桂芬
團體建立‧輔導：曹姿孋
祈禱‧關顧：周影秀
行政：鍾美娟

坊訊

主編：龍蕭念全
委員：姚桂芬、周影秀
執行編輯：鍾美娟
設計：孫福榮

本期發行：1,700本

生命更新成長系列

心靈對話

** 透過聆聽與彼此回應，
去聆聽神及認識自己。

日期：星期一，與參加者配合 
　　　10:30am - 6:00pm 同路坊

導師：姚桂芬　　　名額：6-8人

報名：額滿即止　　費用：自由奉獻

真我假我

** 發現以為的我

** 面對真實的我

日期：3-4/5/2011（星期二、三）
　　　9:00am - 6:00pm 同路坊

導師：梁嘉傑（十仔）名額：12-20人

報名：額滿即止　　　費用：$800   

成長小組

** 面對及接受現實

** 進入神的恩典中

日期：27/6，4、11/7/2011（星期一）
　　　3:00pm - 6:00pm 同路坊

導師：曹姿孋　　　名額：6-8人

報名：額滿即止　　費用：$600

瀏覽：www.wecarecenter.net

2011活動
宣教士關顧訓練小組（第五屆）
Missionary Care Coaching 5

對象：宣教士關顧者

要求：用心學習、務必實踐、全程參與

日期：23/5、30/5、13/6、20/6/2011
（星期一）7:30-9:30pm 

日營：5/6/2011（星期日 4:30pm-8:30pm）
6/6/2011（星期一 9:00am-6:00pm）

地點：同路坊

課題：

關顧的原則：

關顧宣教士的理念與原則；培育關顧者；

幫助宣教士自我平衡；在禱告中關顧，

在關顧中禱告。

關顧的實踐：

關顧宣教士；關顧宣教士家人；

細讀代禱通訊；

認識關顧與行政的張力；

建構關顧網絡；認識自己。

形式：教導、個案分享及小組討論

導師：龍維耐、龍蕭念全、翁競華、　
　　   翁林惠華、曹姿孋、姚桂芬

名額：20人　　　　　　　　　　　 

截止報名：9/5/2011   

費用：$800（需經濟資助者可申請減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