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今
生生
短短
暂

永永
恒
无
涯涯

献
上上
生生
命命
作作
活活
祭祭
的的
门
徒徒

中浸园地
第10期
简体版



中浸园地第10期

2

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简迪明牧师
宋润泽译

编者的话

3

2

5

6

8

11

14

18

20

从神的眼光看宣教
郑鸥牧师

在马拉维的王荣光夫妇

泰国宣教的体会

中浸的孩子—黄文励

营商宣教士

中浸街友关怀事工
郑书雅
霍晶敏译

我在主里的弟兄、朋友
和伙伴
彭以德
袁明芳译

编者的话 目录

每年的七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
月。今年七月因为疫情的原故，
悉尼封城，我们教会也只好暂时
关闭。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了
网上的崇拜。通过网络我们访问
了我们教会几位亲爱的宣教士。
我们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整理出
来，以飨读者。另外我们还介绍
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姊妹一直在做
的街道关怀事工。我们还有专文
介绍在我们教会服侍大半生的黄
医生。

精采故事，各不相同，但是主题
只有一个：他们都是为主献上生
命作活祭的门徒。

最后，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
战。「宣教」是每一个基督徒耳
熟能详的词语，但什么是宣教的
真正涵义？这个问题不少弟兄姊
妹都不甚了解。请大家仔细阅读
简牧师和郑牧师的信息，这个问
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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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简迪明牧师
宋润泽译

过去二十多来，“missional”（宣教
的，使命导向的）这个词成为了基
督教圈子里的一个热词。现今，它
已被广泛使用，甚至常造成误解。

有人把 missional看作是最新的教
会成长策略，或是教会传福音的一
种更好的方法；也有人把missional
视为动员信徒执行大使命的一个更
有效的方法；亦有一些人认
为，missional只是最新的一种基督
教时尚，当下一个时兴的主题出现
时，就会被淡忘了。

我认为，有三个主要的真理，可以
帮助我们建立探讨宣教的基础。如
果没有这样的基础，我们可能只会
把 “missional”一词安放到教会正
在做的所有事工上，而忽略了在思
想上转变的必要性。

1. 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是建基
于神和祂教会的宣教本性

我们要明白到，神和教会在
本质上和原则上都是有着“宣
教”的本性。神是宣教的神，
并且差遣宣教的教会。圣经
中已详述了我们那位三位一
体真神的宣教本性。圣父差
遣圣子，圣父和圣子差遣圣
灵，圣父圣子和圣灵差遣教
会。

单是在约翰福音中，从约翰
口中，或是主耶稣亲自说
的，我们可以读到近 40次关
于主耶稣被差遣的经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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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的差遣信息来到最
后的高潮，主耶稣不仅将祂
自己视为是被差遣的那一
位，同时也是来差遣别人的
那一位：“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
音 20:21）。
教会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个
差遣宣教士的机构；以为有
了差遣和支持宣教士的事
工，就值得人羡慕了。我们
却应该认识到，教会的目的
源于差遣和宣教的神，这是
从祂的本性中衍生出来的，
教会因而被差派，成为个人
和集体的宣教群体。

2. 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就是要
在世界中活出信仰

虽然吸引人到教会参加各类
聚会并无不妥之处，然而，
宣教的教会更关注差遣教会
的信徒去到世上的人群当
中，比把世上的人拉到教会
的群体当中更重要。宣教的
教会视自己最主要的功能
是，主动地进入社会，把主
耶稣的言行及生命，在我们
生活的各个层面中表现出来。

3. 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主动
地参与“神的使命”
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神的
主要活动是在教会中，而忽
略了，神的主要活动是在世
界当中。并且，教会是神的
器皿，在世界参与祂救赎的
使命。这个关键的差异，将
“一个有宣教事工的教会”和
“一个宣教的教会 ”区分开

来。一个 “有宣教事工的教
会”，往往视宣教为教会众多
重要事工中的其中一个事
工，然而一个“宣教的教会”
把它所有的事工聚焦于神对
世界的计划，让神的使命建
立和指导我们所做的一切。
教会所有的活动都必须围绕
着神的使命来组织和展开。

在宣教月，我们被鼓励去思考，如
何成为一个更有宣教心的教会，我
们也听到一些我们差出去的宣教
士，分享他们如何活出使命。我相
信他们的故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在中浸教会的层面，或者在我
们个人的生活中，如何成为宣教的
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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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的眼光看宣教

七月是中浸的宣教月，让我们在当
中一起学习明白神对我们和这个世
界的心意。

自从人类犯罪以后，神就定意要拯
救人类，脱离罪恶，归向神。并
且，神的心意是，通过祂的子民，
去带领所有的民族都归向神。

开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并从他
建立了以色列民族，神盼望以色列
民族能成为一个属神的民族，并且
通过这个民族，让全世界各个民族
都可以认识神。

主耶稣完成了神救赎人类的计划，
将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带给了全
人类。而且，神的心意没有改变
过，就是要通过已经在主耶稣基督
救恩中的门徒，去把福音传给还没
有认识神的人，使全人类都能认识
神。

在这个过程中，教会需要扮演两个
重要的角色：

1. 栽培信徒成为主的门徒。
2. 训练门徒去带领还不认识神的
人，包括所有民族的人，归向
神。

我觉得，我们中央浸信会对第一项
任务还完成的不错。教会通过主日
崇拜、查经班、团契和事奉等，加
上牧者的牧养，帮助弟兄姊妹明白
神的话语，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
成长。

然而，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第
二项任务呢︖

首先，我们都应成为主的见证人，
以我们的生命去影响身边的人，让
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美
好的生命，从而也愿意来跟随主。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学习在不同文
化的人群中为主作见证。神让我们
住在悉尼这个多文化的大城市，是
有祂特别的心意。因为在我们身
边，一定有不同文化的人，你的同
事、同学、邻居、朋友等，你照样
可以用基督的美好生命，去影响他
们的生命。

宣教不只是一项事工，宣教更是神
拯救全人类的计划。在这个计划
中，每一位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有
份，就是活出主的生命，去影响我
们身边所有可以接触到的人。

你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去影响身边
的人吗︖

郑鸥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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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安（ Peter）
和他的太太
Joanne是我们教
会的弟兄姊妹，
从2012年他们一
家去了非洲南部
的马拉维宣教，
到今年7月他们一
家五口在那儿住
满9年了！
Peter现在是国际事工差会
（SIM）马拉维主任，而Joanne带
领当地的Tiyamike缝纫事工。在教
会的宣教月，他们从遥远的非洲通
过视频，让我们了解他们的使命及
在当地的工作。

如何踏上跨文化宣教的路

Peter到马拉维的宣教旅程可以追
溯到中学时期接触到的跨文化宣
教。但是想法正式成形，或是说热
情被点燃，却始于中央浸信会。他
高中时在中央浸信会聚会，当时的
青年导师们非常具有宣教的意识，
他们的热情也直接影响了Peter，
使他开始考虑一生要从事宣教。在
中学快毕业的时候，他曾向神祷
告，那是一个冒险的祷告，他对神
说，愿意去到任何神要他去的地
方，做任何神要他做的事。这就是
他踏上跨文化宣教的开始。然而，
他是在跟Joanne结婚并读完圣经学
院的课程后，才来到马拉维宣教
的。

神对 Joanne的呼召始于她在大学
时代。那时候她已经在跟Peter交
往并打算跟他结婚了。但她不想只
做一个跟在丈夫后面的宣教士妻
子，于是她向神祷告，要知道神对
她个人有什么样的呼召。有一个晚
上，她跟Christine Lao和Priscilla
Wong一起参加了一个聚会，聚会

当中有向会众呼召，邀请他们向神
委身，呼召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愿
意被神使用。Joanne就是在那个晚
上委身的。当她回到家时，不敢相
信自己做了这个承诺，但同时又很
激动，而这种激动一直持续到现
在。

马拉维的福音需要

马拉维当地存在好些不认识主耶稣
的群体，这些群体都是Peter和
Joanne他们去实践大使命的对象。
年轻人马拉维75%的人口年龄在30
岁以下，因此他们非常需要在年轻
人中培养门徒，尤其是那些教会以
外的年轻人。有些年轻人的社交群
体中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主耶稣、完
全没有与主耶稣建立个人关系，而
这些正是他们在培养年轻门徒上需
要接触的主要群体。

尧人（ Yao）尧人是马拉维的一个
部落，他们沿湖而居，以穆斯林为
主，因此很需要福音见证。现时有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宣教士在他们中
间传福音以及植堂。

华人、印度人 很多中国人到马拉
维做生意，他们现在都还没去过教
会，没有听过福音。所以Peter他
们也在寻找可以跟华人社区接触的
宣教士。同时还有印度人，跟华人
社区一样，他们也在寻找可以跟他
们接触的宣教士。

什么是 Tiyamike缝纫事工
Joanne带领的 Tiyamike缝纫事
工，是专注于帮助弱势、没受过教
育从而没有机会学习就业技能的女
性。在2014年，有一位教会领袖问
Peter和Joanne可否带查经班，并
且教妇女缝纫，他们就这样开始了
这个事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
车库开办第一个班，如今已是差不

在马拉维的王荣安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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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第十班了。每一班持续9个月，
每周有三个上午学习缝纫，每节课
开始前他们都会先查考圣经，然后
跟学员同工们一起灵修。他们所招
募的对象都是寡妇、乞丐，以及穷
困潦倒的母亲。Peter和Joanne会
为她们找赞助人，每一位妇女都会
有一位赞助人赞助她们参加这个班
的学习。学员完成学习后可以获得
一台缝纫机。

盲人班的异象

目前他们正在筹划一个新的盲人
班，专门招募盲人妇女，包括盲人
乞丐。他们的团队已经开始上街寻
找这些妇女，跟她们聊天，了解她
们的故事，然后发掘可以教她们什
么。他们正在祷告求神带领顺利开
展新班，尤其现在仍在疫情当中，
挑战很大。

中央浸信会如何越洋帮助他们实
现大使命

对于 Tiyamike缝纫事工，他们需
要很多资金支援。他们需要为班级
的每一位妇女学员寻找一位资助
人，所以中浸的弟兄姊妹可以为这
些妇女筹款。

Peter作为SIM事工的领袖，他希望
可以招募到愿意来马拉维宣教的同
工，短期长期的都可以。中浸可以
输送一些同工过来参与他们的事

工，例如向马拉维当地的华人宣
教，或只是做一些支援性的工作。
他们需要同工来帮助植堂，向没有
听过福音的群体传福音。

为他们祷告

• 新冠病例在当地正在上升，有可
能遭遇第三波疫情，求主保护。

• Tiyamike缝纫事工将于9月开新
的班级，求神预备教师。

• Peter作为SIM事工区域负责人
即将满6个月，身负重任，求主
赐他智慧能分析应对当地的挑
战。

• 求主亲自向他们的团队说话，让
他们明白应当如何向那些未闻福
音的群体传讲福音。

• 求主看顾他们及三个在当地上
学、生活的孩子
Teaghan，Micaiah和 Lu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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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宣教的体会

连达牧师

连达牧师 (Johan)和师母Debbie
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从他们
在1993年去到泰国宣教，至今我们
已彼此认识28年了。

经历神，为神所用

神在连达牧师少年时期就以非常真
实的方式向他显现。他来自一个瑞
典的移民家庭，因父母离异，生活
很艰难。当他在 15岁成为基督徒
时，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因为他亲身经历了神的爱，所以他
非常乐意把这种爱跟其他不认识神
的人分享。

在一次聚会当中他和师母回应呼
召，愿意去到不同的文化当中，学
习一门新的语言，在别的国家传福
音。后来受到「海外基督使团」的
邀请，就被差派去泰国宣教了。

在佛教盛行的泰国传福音
泰国是个佛教盛行的国家，超过
90%的人口是佛教徒，还有大约

5%是穆斯林，而基督徒只占不到
2%，这意味着 50个人中只有一个
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连达
牧师和师母去到那里的初衷是要跟
当地的人分享福音，告诉他们主耶
稣爱他们，神爱他们，并且将祂的
独生子赐给他们，为他们死。当有
人对有关主耶稣的福音和神的爱做
出回应时，牧师就会把他们组成小
组，最后这些小组就成长为一个教
会，大家一起敬拜神。

在悉尼市向泰国人传福音

大约 15年前，当
连达牧师一家回
到悉尼时，发现
悉尼市区有很多
泰国人。于是牧
师开始在他们中
间开展工作，与
他们接触，也告诉
他们有关主耶稣的
事。这样一做就是15年了!中浸很

Photo by Mathew Schwart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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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连达牧师的工作，当时把
Jarvis Centre借给他们用。而泰语
事工也不断壮大，现在每主日都有
聚会。

对教会支持跨文化宣教的体会

连达牧师在多年探访不同教会期
间，发现有些教会已不再派遣宣教
士往其他国家，因为学习一种新的
文化和新的语言真的非常困难。况
且到国外宣教的费用也不菲，而且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结果子。因此向
国外长期派驻宣教士是非常需要信
心的。很多教会觉得，我们教会当
地也有很多不认识主耶稣的人，为
什么要把我们最好的人才、有事奉
经验的人派到国外去，这看上去像
是一桩极其浪费资源的事。

但牧师认为，我们需要记住的是，
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的人完全不
知道神的爱，也没有机会认识主耶
稣。圣经提醒我们，要胸怀世界，
要向万民做见证，这是至关重要
的。

他回想起一个教会，他们将泰国事
工当作主要关心的对象。最开始是
因为教会的一位牧师，他与妻子曾
经是宣教士，他有这样的异象，于
是说服教会一起来关心海外的宣教
士，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这样他
们支持了在泰国和日本的几个家
庭，以及一位「海外基督使团」在
悉尼本地服事的姊妹同工。

然而他们做的远不止于此。他们还
定期组织团队，去探访他们所支持
的宣教士。疫情之前，他们每年都
派一支短宣队，加入当地宣教士组
织的高中生探险营，他们跟学生们
一起攀岩、划橡皮艇、游泳、丛林
徒步，跟佛教徒和穆斯林学生分享
主耶稣的爱。其实对他们来说，做

这些事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当中有
不少人来自亚洲教会，甚至都没有
在野外睡帐篷的经历，攀岩、划橡
皮艇等活动也从来没参与过，但是
他们愿意尝试，并且努力学习。

所以这个教会对宣教士的支持远不
止金钱和祷告。教会里很多人都认
识他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也认识他
们在海外的宣教对象。因此，这所
在悉尼的教会，跟其所支持在泰国
宣教的宣教士，形成了真正的伙伴
和信任关系。而「海外基督使团」
作为差传机构，也跟这所教会合
作，帮忙培训这些准备探访海外宣
教士的团队。在团队出发前，回答
他们的问题，让团队到了海外后，
可以用符合当地文化习惯的方式，
跟学生们谈论主耶稣。

对中浸的劝勉

连达牧师认为，在向其他文化的人
传福音方面，CBC具有极大的优
势，因为我们有其他教会所没有的
资源和技能。首先，我们了解亚洲
文化，而且，我们也明白亚洲各国
之间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很多澳
洲人认为，所有亚洲国家的文化都
一样，这就像很多中国人认为，西
方国家文化都是一样的。然而我们
知道，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做事的
方式都不一样。意识到人跟人之间
可以非常不一样，这一点就是个很
好的开端。



牧师劝勉中浸要有一个全球观。想
想全世界有多少个民族，他们中又
有多少生活在悉尼？在悉尼市区有
韩国人、巴西人、泰国人、印尼人
等各种各样的文化群体。他们中有
些比其他群体更基督化，有些甚至
准备好了向其他群体传福音；但有
些群体则完全不认识主耶稣，比如
你在泰国城随处可见的泰国人，他
们就完全不认识主耶稣。因此，当
你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要谨记从
头说起，因为他们对基督教的神完
全不了解。

中浸现时的泰语团契发展是很值得
鼓舞的。牧师为中浸接纳泰语团契
感恩，Nun和Num带领得非常好。
但他盼望我们多为泰语团契跟教会
其他语言堂会众的关系祷告，因着
彼此文化的差异，肢体间会容易产
生误解的，他本人就有多次这样的
经历。即使我们在欢迎一些不同文
化的肢体，但他们可能感到自己不
受欢迎，当有误会产生时，信任就
不存在了。沟通是加强理解和信任
的关键，所以请为此祷告。

以学习者角色参与跨文化宣教

在我们想被神使用，向不认识主耶
稣的民族传福音时，无论我们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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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知识，都必须学习新的文化。只
有学习，才能了解其他文化的人是
怎么想的。以连达牧师为例，他在
泰国待了十四年，学泰语就花了三
四年，而了解泰国文化、学习怎样
跟泰国人相处则花了更长的时间。

如果我们要跟其他文化的人分享神
的爱，我们就需要成为一个学习
者，因为这并不是我们天生就会的
事。当我们来到新的文化当中，无
论是什么样的文化，我们都需要谦
卑自己，时刻准备学习如何有效地
跟该文化的人沟通。做一个学习者
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为连达牧师、师母祷告

未来半年，牧师的家庭喜事连连，
他们的大儿子的孩子将于 12月出
生，他们荣升祖父母辈了，而小女
儿Julie将于明年一月举行婚礼。可
是在欢渡家庭的喜庆后，他们明年
初会启程往新西兰担任「海外基督
使团」新西兰总监，他们在澳洲总
监的职务将于8月完结。他们将会
再一次经历人生的转变，去到一个
新的国家事奉及生活，愿主继续引
领他们，为主作盐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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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浸的孩子 --黄文励
已成长的中浸孩子

黄文励 (N)的父母 Spencer和
Sylvia是中浸粤语堂的会众，因而
他从小在中浸长大，人生的头27年
是在中浸度过的。对很多中浸弟兄
姊妹而言，他是我们的孩子、家
人。如今 N已经结婚13年了，有
两个女儿，大女儿 Abby今年 8
岁，小女儿 Elle今年六岁。

黄文励和妻子S是澳洲威克里夫圣
经翻译会的宣教士。在疫情之前，
他们住在马来西亚东部婆罗洲岛的
砂拉越 (Sarawak)，但他事奉的项
目主要在印尼，故此他每个季度都
会去印尼一次。

马来西亚和印尼都是穆斯林国家，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全国约有 2.27亿人信奉伊斯兰教，
占总人口的87%。马来西亚人口以
穆斯林为主，约占总人口的62%。
伊斯兰教对当地的文化和政治都有
着深远影响。这是他们选择在该地
宣教的主要原因。

神的呼召

在N和S结婚之前，他们分别受到
不同的呼召。N在小学五年级的时
候就对老师说，他想当宣教士。但
真正受到强烈呼召是在大学的时
候，他的教会、牧者和大学的基督
徒团体让他对全职宣教有了更全面
和深入的理解，明白了各种作为宣
教士的可能性和实现的步骤。而S
也是在大学的教会团契里受到呼
召，立志成为宣教士。

在这大学阶段，他们对神的呼召是
不明确的。直到六年之后，神才把

穆斯林事工放在他们心里。那时他
们已开始工作并结了婚。当N在神
学院完成了一半学业的时候，还是
不知道神下一步要把他们带到哪
里。他们迫切祷告求问神：“神啊，
请指示我们祢要我们做的事。祢想
要我们怎样来服侍祢？”

就在接下来的那个主日，N如常来
到CBC教会，等待11点崇拜的开
始。这时，有一位穆斯林男子走了
过来，开始与N交谈。在此以前，
他从来没有跟穆斯林背景的朋友正
式交谈过。这时N心想，悉尼有这
么多的教会，这位朋友偏偏来到了
市中心的CBC，在
150多人的崇拜
中，偏偏选
择了坐在他
旁边。N相
信这一切都
不是巧合，
尤其他们刚
求问神要他
们服侍的心
意，也许神要通
过这个人告诉他们去做穆斯林事
工，去深入了解穆斯林和伊斯兰
教，与他们交朋友。

就在同一周，神学院开始招募下一
年的宣教学员，其中一个地点是穆
斯林国家，基于安全考虑，报名时
是不知道去那儿的，N和 S想到，
若神要他们了解穆斯林和伊斯兰
教，他们便应该报名。就这样，他
们去了孟加拉，一个穆斯林人口超
过90%的国家。在孟加拉首都达卡
待了两周，这一段经历开阔了他们



的眼界，让他们实际了解了没有接
触过福音的穆斯林的真实需求。在
人口接近千万的达卡，大多数人都
未听过福音。他们居住的一个区域
也超过一百万人，那一百万人中只
有两位宣教士，两位宣教士对一百
万穆斯林，这对他们是一个震撼的
数字。也对他们走上穆斯林宣教的
呼召更加明确了。

此后，他们又参加了一个针对要装
备去穆斯林国家的宣教士培训。他
们与导师配搭一起在 Greenacre和
Lakemba向穆斯林宣教，他们在
这两个区深入接触穆斯林群体，总
共做了三年的宣教工作。

在三年中，N一直在思考如何顺利
获得穆斯林国家的签证，因为不能
以宣教士的身份进入这类国家。后
来，他们有机会联系到威克里夫圣
经翻译会，并和差会分享了神是如
何带领他们的。威克里夫圣经翻译
会接纳了他们作宣教士，并差派他
们到马来西亚，使用N大学的语言
学专业获得了签证，服侍当地和印
尼的穆斯林群体。

具目的性地向穆斯林传福音

在疫情之前，N夫妇在马来西亚东
部住了差不多两年，切身了解了当
地人的需要。他们所在的砂拉越州
比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文化更为多
元，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当地的
马拉人和穆斯林群体。N感到当地
的教会需要更多勇气去接触他们的
穆斯林邻居。而这在砂拉越州偏远
的乡村地区传福音是更为困难的，
甚至不允许他们进入穆斯林村落，
只能进入基督徒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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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澳洲，还是在东南亚地区的
穆斯林事工，N认为很重要的一点
是，更有意识地接触他们的群体，
跟他们交谈，成为朋友，因为穆斯
林其实很少接触基督教教会。

另外，对于穆斯林群体而言，以团
队的方式传福音比单独一人要好。
传统的穆斯林很看重男女之间的界
限，必须予以尊重。而且他们也是
以年龄区分辈分的社会关系，团队
中如果有不同年龄层的同工，以相
对年长的角度回答穆斯林朋友的问
题，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N认为在悉尼本地教会，若要参与
穆斯林事工必须更好地预备自己。
有不少穆斯林很喜欢和基督徒辩



中浸园地第10期

13

论，甚至还接受过训练，试图让基
督徒改信伊斯兰教。作为基督徒，
也应该对他们想要辩论的问题有所
准备，学习如何回答。我们需要充
分了解穆斯林的基本情况，才能更
好地有理有据地应对。所以，悉尼
的教会可以多举办相关的培训，邀
请有经验的讲员，帮助他们团队更
好地预备穆斯林事工。

为他们祷告

• 求主亲自带领穆斯林事工，赐予
他们智慧的话语，更好地传讲福
音。也求主记念穆斯林群体，克
服来自伊斯兰教团体的压力，突

破不同文化和世界观的障碍，能
认识主耶稣。

• 求主看顾马来西亚、印尼和澳洲
本地的疫情，让 N夫妇能够尽
快回到马来西亚继续他们的工
作，也保守他们夫妇与两个孩子
的身体健康及安全。

• 求主看顾 N夫妇在悉尼为马来
西亚和印尼的远程侍奉，赐他们
智慧，让他们与当地的教会保持
良好的沟通和工作效率，能分析
和应对当地的挑战。

Photo by Aaron Burde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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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宣教士
白恩夫妇

中浸定期为在蒙古宣教的白恩家庭
(Murray and Elizabeth Benn)祷
告，通过中浸的跨文化周刊，我们
也不时知道这个在蒙古的家庭近况
；蒙古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遥不可
及的地方，究竟蒙古是怎样的一个
地方?白恩他们又如何在当地作宣
教的工作?借着宣教月我们有机会
听到他们在蒙古的生活及事工近
况。

营商的宣教士

Murray和 Elizabeth他们一家六
口，最大的儿子已经23岁了，最小
的快16岁，他们参加中亚先驱者宣
教机构在蒙古宣教已经 11年了。当
年出发时4个孩子仍小，随后逐一
满18岁便回澳洲上大学，开始独立
生活。现在只有最小的女儿Ella仍
跟在他们身边，也是唯一一位将与
他们回蒙古的。目前他们仍在澳洲
述职，因为疫情尚未能决定归期。

在蒙古他们居住在一个乡村小镇车
车尔勒格(Tsetserleg)，位于蒙古中
部后杭爱省（Arkhangai），在首
都乌兰巴托以西大约500公里，开
车需要7到8个小时才能到达。该镇
人口大约2万，环境漂亮，夏季怡
人但短暂，冬季漫长寒冷，温度可
以降至零下35度。

白恩一家是派往当地的宣教士，同
时亦在当地经营一旅馆和咖啡面包
店，这是他们能取得在蒙古居留签

证的渠道，也为他们能接触当地社
区提供了绝佳良机，为门徒培训打
开大门。他们雇用了25-30位员
工，顾客有当地人及游客，很多时
游客来到这小镇骑山地车、摩托
车、骑马等，又或来探访住在当地
的家人朋友。生意本来也不差，可
是疫情一来便严重受挫！

现代的蒙古文化

白恩介绍蒙古的传统文化是游牧，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
人来到乡镇和城市定居。蒙古总人
口300万，约有一半住在首都乌兰
巴托，仍有三分之一是牧民。城镇
化为社会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在传
统文化里，男人的工作是放牧，照
顾动物，因此没有受过教育。移居
到城镇后，他们无事可做，无处可
去。而女人通常都能找到工作，找
不到工作的男人却又不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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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酗酒。如今酗酒已经成为蒙古
的一大社会问题。

蒙古自 30年前脱离前苏联社会主
义体系后一直在变化调整，人与人
之间缺乏信任，相比自己的同胞，
蒙古人甚至更愿意相信外国人，在
教会里也是如此。整个国家，从百
姓的日常生活，到政府高层，充满
了贿赂和腐败的风气。贫富两极分
化严重，几乎不存在中产阶级。

同时蒙古正在经历高速发展的阶
段，变得很西化，白恩他们居住的
小镇也迅速发展。16年前当他们仍
在澳洲时，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在当
地买了一台车，当时他们是那个镇
上第七个拥有车的家庭。而现在小
镇里到处堵车，找到停车位已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路上装了交通灯
和环岛。刚装上交通灯的时候，很
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应用、碰到什么
颜色的灯该停或该走。骑马来的牧
民瞪着交通灯一脸茫然！

白恩他们在蒙古过的第一个圣诞
节，无法买到圣诞树及圣诞装饰
品，无法按照澳洲传统的方式庆祝
圣诞，但现在每家商店也可以买到
圣诞树，还销售至新年，因当地人
用此来庆祝新年，这真是日新月
异。

蒙古人的个性

在白恩他们的眼中，蒙古人的性格
正如当地的天气一样，存在两个极
端，他们一方面热情好客，另一方
面又显得不太友善甚至粗鲁。蒙古
人看起来非常自我中心，他们的傲
慢令人疲于交往，即使在教会，谦
虚和礼貌也不是常见的，这源于他
们的文化当中，谦虚和礼貌被视为
软弱，不受尊重，故没有人喜欢做
这样的人。

另外蒙古人的生活很随意。这周计
划下周的事就算长期计划了。所以
白恩他们也要学会随时根据情况调
整计划。例如他们今天已有一连串
的工作计划，教会朋友会突然来电
邀请他们一起去河边野餐，他们也
要学习放下原本计划参加他们的聚
会，生活也要变得随意一点。

蒙古人的生活是事件驱动，而不是
时间驱动的。他们没有同时间处理
多件任务的概念。比如，你不会在
街上看到人边走边吃，因为在他们
的概念里这是两件单独的事，正是
这样，蒙古人不是很看重效率。在
澳洲，我们会说时间就是金钱；而
在蒙古，时间跟金钱完全是两回
事。

白恩他们要努力适应这种模式，学
习要更有耐心、更随性。同时他们
还要学习说话要直接及接受别人对
他们直接了当的对话。举例说，蒙
古人会摸着你的肚皮对你说：
“啊，你胖了！”让人感没有礼貌，
但这正是当地人的说话方式，白恩
他们也得适应。然而这对传福音却
是一个优势，他们天性不害羞，直
接了当跟人说：你要成为基督徒，
这就是你要做的。多么胆大的传道
人啊！

一般来说，蒙古人的经济不宽裕，
所以他们会最大程度的用现有资
源，而且积极乐观处理问题。例如
车子坏了，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件坏
事，但他们会视为一个挑战，琢磨
出各种有创意的解决方案。缺乏资
源在蒙古人看来不是什么问题，他
们只是一心相信神，接受神的带
领。这是十分值得我们去学效的。

神装备他们到蒙古之路

Murray和 Elizabeth未婚时，已想
过神可能会呼召他们去海外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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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正直诚信，以仆人方式领
导。他们向当地人证明了，按时付
工资、交税是仍然可以赚钱的，因
为按时全额交税在蒙古非常罕见，
感谢神，让他们能如此活出信仰成
为榜样。

蒙古人有史以来就不会解决矛盾争
端。他们是游牧民族，拿起家伙和
帐篷就可以搬到下一个地方。若人
与人之间产生了矛盾，他们不会解
决，只会继续搬迁。现在他们住进
了城镇，就不容易这么做了。

白恩他们有很多次被叫去协调矛
盾，包括同事跟同事之间、同事跟
上司之间、牧师跟会友之间、甚至
是夫妻之间。他们要带领他们学习
饶恕、和解，告诉他们圣经是如何
教导我们谦卑、仁爱、彼此相爱，
这是一个绝佳机会让他们培训门
徒。

可是他们一直作为平信徒在
Camden教会服侍，几乎已涉及所
有的事奉岗位，例如亲子小组、带
领青年小组、带查经、培训在职年
轻人、婚前辅导等等。每当他们再
询问神，他们应往哪儿服侍之时，
他们都感到答案就是「这儿！」。
然而最终神还是呼召他们到海外
去，首先呼召Murray，然后
Elizabeth，再跟着是他们两位大的
孩子，当时一位6岁，一位8岁。

有一天晚上，他们照常一家人一起
晚饭，然后读经、祈祷，他们的大
孩子Jack问： “为什么我们总是为
宣教士祷告，却不直接去宣教呢？”
然后女儿Rosie附和道：“对啊，我
还想学一门新的语言呢。”他们确
认，这是神为差派他们去宣教之
时，也预备了他们孩子的心。

然而他们对被差往哪里仍一筹莫
展，唯有继续祷告。而不久之后，
一对准备往蒙古长期宣教的夫妇到
访他们的教会，并制作了幻灯片给
教会看，神就感动他们，这就是他
们要去的地方。这之后他们所到之
处总看到跟蒙古相关的事情，这是
神为他们打开一扇扇大门，让他们
全家搬到蒙古宣教的印证。

在启程之前，他们了解到蒙古的基
督教会都是很幼嫩的，很多基督徒
都是刚信主的，当中没有较成熟的
信徒可以带领他们查经或者如何跟
随神，故此他们有负担要在那儿承
担门徒训练的使命，而他们多年在
澳洲的 Camden教会带领门徒的
工作，正是神在装备他们。

在蒙古活出信仰，履行使命

Murray在蒙古已有两次上电视台
获嘉奖的殊荣，原因是蒙古人做生
意大都是靠贿赂，而他们却按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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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是他们作门训的
一个途径。他们到了蒙古几年后，
他们的几位女性雇员询问他们，基
督徒家庭成员的关系应该是怎样
的？神要祂的子民如何养儿育女？
因为她们的父母都不是基督徒，她
们以前碰到的宣教士都没有孩子
的，所以没有办法了解。而看见他
们既有孩子，而孩子们又很顺从父
母、不会随便发脾气，她们感到很
震撼。白恩夫妇借着这个机会跟她
们谈论生活，学习圣经如何教导我
们为人父母、做敬虔的夫妇。

在日常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各种关
系中时刻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态
度，时常祷告有向人传福音的机会
和勇气，乐意与初信者同行，坚固
他们的信仰，这便是白恩他们在蒙
古的大使命。

代祷

• 蒙古现时疫情是失控的，由于蒙
古人口少，因此媒体鲜有报道，

若按人口比例计算，他们的情况
比印度、印尼还要差，但由于他
们的经济模式是不做工就没饭
吃，所以不可能长时间封锁，尽
管现在确诊人数依然居高不下，
政府还是让人们可以旅行、工
作。疫情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
求主怜悯医治。

• 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他们蒙古
的教会只有 6周可以聚会，而乡
村地区的人很少上网，所以教会
在疫情期间很难组织聚会、牧养
会众。求神带领教会，保守众人
的心。

• 蒙古旅游业停止了，他们的生意
也急转直下，求神在生意上为他
们开路，若果生意需要关闭，他
们便不能申请签证回去了。

• 现时他们仍在澳洲述职，他们
将于明年初再分析形势决定何
时回去，求主赐他们智慧作神
所悦纳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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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问教会有没有街道关怀事工。答案是，我们有。不過我们只是一
群不常聚在一起、也没有固定活动日程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一个私密的
脸书和WhatsApp小组，用来为他人的事工以及我们的街道朋友们祷告。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些这其中的故事以及我的心路历程。

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故事是一位坐在
教会十字路口的女士，教会的很多
姊妹都在不同时期在街上见到过
她。我们知道她喜欢吃肯德基、披
萨饼和可乐等等。听她讲述自己的
故事让我们十分感动，我们也真心
为她所失去的感到悲伤。我们与她
分享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当中许多
人都感慨“见到她就像见到老朋友
一样。”

我想跟你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圣
诞节。那天我们正在街上举行敬拜，期间
我们遇到了一位基督徒女士和一位流浪
汉。他们俩互不认识，但都是哑巴。我们
开始唱《普世欢腾》的时候，那位女士便
欢快地摆动她的身体，点头和应歌词，又
张开双手，仰首望天。这是一场改变我生
命的敬拜。后来我们发现，这位女士因着
怜悯，把那位她本来不认识的流浪汉带回
自己家中，让他可以脱离街上危险的环
境。这在我眼中就是怜悯。最后，我们拥
着彼此的肩膀，一同向神祈祷，求祂增加
我们的信心。那一刻让我体会到什么是真
正的教会！

Photo by Ben White on Unsplash

Photo by Ilse Orsel on Unsplash

中浸街友关怀事工
郑书雅

霍晶敏译



我要分享的最后一个故事，是我在参与这个事工中所经历的挣扎。一些我
们遇到的街友会向我们借钱付房租，而我个人便经常为着借或不借感到为
难。我会想，他有可能会拿我借给他的钱去买烟、买酒、买毒品等等。但
我的兄弟有一次勉励我，他说：你无法知道那个人是否真的有需要。神并
没有教导我们要在帮助人之前，先去判断他；神乃是吩咐我们要“亲手做
正当的事，这样才可以把自己有的，分给有缺乏的人。”（节录自 弗
4：28）祈求我们能有一颗清洁的心，好使我们能继续与我们所遇到的，
那些有需要的人同行。

在参与事工的过程中，我们很少重复遇上相同的街友。我们不知道他们之
后有什么遭遇，又或者信仰是否能够扎根，但我们相信神吩咐我们只管
去，作祂的见证。我写这封信，并不是要呼吁所有人都来加入我们的队
伍，我只想邀请你支持并与我们的街友们同行。如果你能和我们分享你在
这方面的经验，又在基督的光照下，与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会为你非常感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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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主里的弟兄、朋友和伙伴
彭以德
袁明芳译黄建威医生及他的夫人李艳兰

如果要介绍一位远较我们大部份人
更早在中浸聚会的肢体，我应该从
哪里开始说起才好呢？我指的是
Dr. Daniel Kinwei Wong和他的夫
人 Jean。他们和其他几位在中浸
无人不知的肢体，如 Rev Edward
Yu、Dr Kitty Yu、Joseph
Fung、Nancy Fung、Dr Paul
Fung和Coleman Chan等，一同在
60年代加入中央浸信会亚洲部。
Jean和Daniel于1969年4月，在
Rev Harry Rowe的见证下订婚，同
年12月由Rev Ben Ewing主礼，结
为夫妇。Daniel在1962年在香港九
龙城浸信会受浸，而Jean则在
1961年8月在North Sydney Church
of Christ受浸。
Daniel是在1965年1月从香港抵达
悉尼的，那时的他，对于学业并无
特别的抱负，纯粹觉得可以来澳读
书已是件开心的事，只要可以顺利
考进大学便再无所求。之后的发
展，这里不赘言，总之，我们在天
上的父赐能力给 Daniel，让他考
上医学院，之后再进而修读麻醉
科。正如 Daniel所说，这样的发
展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期望及想
象。至于 Jean，她成长于昆士兰
东部的 Ingham镇，是一名会计
师，婚后便以其专业知识协助
Daniel管理他的帐务。从Daniel进
入大学之初，到后来在医院工作的
日子，在他所作的一切决定上，都
经历神的带领。这些都是神的恩
典，亦因着这些恩典，他的信心在
往后的日子，得以在中浸大家庭的
土壤中日渐成长。

Daniel 和 Jean在中浸的事奉
Daniel在中浸事奉的历程相当辉
煌。他任执事多年，是多届执事会
的主席，是会务委办会的成员，又
是多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当中包
括架构检讨委员
会、会章修订委
员会等。今天，
我们仍可在教会
现行的会章中，
看见Daniel事
奉的痕迹。

他是个说一是
一，说二是二的
人，绝不会模棱
两可。他接受不
同人有不同的意见，但不会在未经
深入讨论前，便先行让步。他敢
言，不拐弯抹角、有条理、逻辑性
强、擅于关心别人，且永远以圣经
的教导为依归。他若要带查经课，
必定好好准备查经材料。

除了管理 Daniel的财务，Jean也在
中浸儿童主日学担任老师达20年之
久。她的学生中多有成为宣教士或
全职事奉人员的，包括 Pricilla
Wong、Nathaniel Wong、Esmond
Wong、Lilian Pang、Peter Ong和
Joanne Kwok；其余的，也有很多
参予了澳洲境内或海外的短宣事
奉。每逢星期四，Jean还会教授英
语，对象是一些来自非英语背景的
人士，帮助了不少从中国来悉尼定
居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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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儿子及两位媳妇都是在中浸成
长的。对于中浸，他的祷愿是，我
们能继续在这世代作天国的见证，
在悉尼市中心，这个神为我们预备
的战略位置上，继续作明亮的灯
台。

Daniel还擅于家居维修，有机会的
话，你该见识一下他的工具房！遇
到别人有需要，只要他能力所及，
不论甚么工程他都愿意作，总不推
辞。举个例子，教会女厕的水龙头
垫圈坏了，林淑华传道知道Daniel
会更换，便请他帮忙。结果，他在
接下来的星期日，一大清早便出门
把水龙头修好。正如Daniel自己说
的：「有事情要做吗？只管把它做
好就是。」但另一方面，Daniel亦
自知不能胜任教会秘书的工作，因
为身为教会秘书，需要偶尔在周一
至五，早上9时至下午4时期间，返
回教会办公室处理职务的责任。所
以，他没有勉强自己，而是选择支
持同工去做。就像Norman或Della
这两位秘书的事奉都非常出色。

Daniel很享受在国语崇拜及查经班
中事奉，牧者们几年前还鼓励他再
多投入一点，但由于他那时已计划
退休，便不愿让自己再肩负起太多
事奉。Daniel认为，当牧师的，应
不时在讲坛重申圣经的基要道理，
以确保信徒能够清楚掌握。Daniel
目前在居所附近的Castle Hill浸信
会崇拜，那里很重视圣经教导。

退休生活

今天， Daniel和Jean已正式退
休，享受含饴弄孙的日子。他们的

中浸因着有Daniel 和 Jean 50多年来的忠心服侍感恩，在他
们退休迁往地方教会聚会之时，教会本准备一个告别会及
送上一纪念牌给他们作纪念，无奈新冠疫情把这聚会一而
再的推迟也未能成事，最后请来谭国雄传道及彭以德执事
到访他们，并代表教会送上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