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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編輯室

本地南亞事工一向不容易見到果效，除了語言不通外，同工得花上很多時
間與心力，才能與南亞人士建立友誼和信任，若要領他們認識主耶穌並相
信祂，更是毫不容易。儘管如此，本刊今期訪問的三位同工，都憑著神給
他們的異象與引領，繼續堅持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為要擴張神國度的境界！

為 神 打 拼3個堅持
疫 情 中 的 本 地 南 亞 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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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每次當我較晚回家，總看見路邊有一輛
大型貨車，工人正在卸貨，並使勁拉著
載滿貨品的搬運車到附近的便利店及超
市。滴著汗水的工人，原來有些是南亞
人，我猜想他們學歷不高，找工作不易，
故要從事苦力的晚間工作。

以前我有點可憐他們，覺得他們人離鄉
賤，生活上難免要人幫忙。然而，主耶
穌教導的是感同身受的「憐憫」。不應
持有優越感，視南亞人為一群需要幫助
的人，也不可以可憐他們的心態去對
待，而是真誠的態度，就像朋友一樣。

藉今期主題，我們想探討疫情下，南亞
事工在香港的情況。我們訪問了一家社
企的老闆、一位「老外」及一位本地跨
文化同工，他們接觸穆斯林群體的方法
或平台各有不同，但都是對南亞穆民能
認識主耶穌心存負擔，懷著滿腔熱誠去
服事。

「冷知識」揭開巴基斯坦少為人知的一
面，趣味中帶出如何為他們禱告。讓我
們求獨一的主宰賜我們愛心與智慧，知
道如何推展本地巴基斯坦人及其他南亞
人的福音工作，並取得突破。

使命宣言

以愛心和尊重，
邀請穆斯林群體跟隨耶穌基督



「十年前主給我的夢，我便照著去
做了。」陳太一邊工作，一邊憶述。
那個夢對她的衝擊很大，主帶領她
看見本地穆斯林的禾場，做她從未
想過的事。「若不是放下自己的想
法，基本沒有空間發展異象。」除
了放下原有熟悉的工作，她的整個
人生都被主改變。

陳太帶我們走進她的店舖，內裡有
一箱箱的貨品、水果、小吃、曲奇
等。在狹窄的小角落，我們開始談
那個夢，主如何為她實現。這麵包
雜貨店是一家社企，以企業形式去
實踐社會責任，專注關心本地的少
數族裔，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我

們一邊談，在旁的巴基斯坦婦女們
一邊說笑，她們自備了家鄉料理：
幼長的印度香米炒飯，還有香噴噴
的印度薄餅。事實上，南亞朋友每
天搋麵粉、做薄餅，是天生的麵包
師傅。

「現在是兩點了，大家請準備開工
啦！」訪問期間，陳太身兼督導員，
員工們忙於製作食品，以趕及在節
日檔期售賣禮品。以往店舖不單對
外做生意，還會舉辦各類興趣班，
南亞家庭都喜歡來做手作。與南亞
街坊的多元接觸，開啟了不同的服
事契機。南亞朋友的人脈網絡緊密，
可介紹朋友來做兼職、義工，例如

疫情期間，便有南亞朋友參與，把
防疫物資送到他們所住屋邨的街坊。
南亞朋友不單是受助人，更為鄰舍
帶來了祝福。

去年疫情嚴重打擊店舖的生意，陳
太曾多次考慮過結業，既沒有收入，
又沒有人力，連執拾店內囤積貨物
的動力也缺乏，實在感到意興闌珊。
正當心力交瘁時，她突然收到一張
從天而降的大訂單，好像是上帝給
她再次的鼓勵和肯定。

回顧這十多年，關注本地需要的夢
境，是主用奇妙的手編織而成，肢
體們各按恩賜互相配搭。陳太既是

開荒者，尋找合適的平台落腳點，
策劃事工回應該區的需要；又是守
護者，尋找異象一致的機構及堂會
合作，長期承擔傳和平福音的使命。
這個夢是主所賜的，她積極回應說，
要以有限的青春、有限的能力，去
做當做的事。

因著疫情越趨嚴峻，陳太和一名年
輕員工參加了網店營銷課程，準備
發展網購生意的平台。「做南亞事
工有多難？」雖然辛苦，陳太仍是
享受當下的服事。「我們只須陪玩、
陪吃、陪喝便可。來，這兒有許多
食物可享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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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先生是一位「老外」，來港服事
四年，專注關心巴基斯坦和印尼籍
穆斯林群體，致力建立門訓小組，
發展友誼佈道。「使萬民作門徒，
引領他們進入神的國，與主建立親
密關係」是他的座右銘。他深信門
徒訓練能促成歸主浪潮，而大使命
的關鍵之一，是在於遵行主的話、
傳揚主的道。作門徒，再訓練出
其 他 門 徒（make	disciples	who	
make	disciples），門徒倍增的效
應便由此而生。

歸主浪潮這個願景，何以從零開始？
筆者實在好奇，如何帶領陌生人成
為朋友，繼而成為主的門徒。「專

注聆聽聖靈的帶領，主會引導你尋
找一些特定的人。」德先生每天早上
花一個多小時禱告，親近並求問主
的心意。他經常走訪社區接觸街坊，
並且邊走邊問主當刻自己應作的事。
有一次，主帶領他前往一家食店，
沒想到新相識的店主對他侃侃而
談，不單是閒話家常，還漸漸傾吐
心聲。從閒聊開始，德先生抓著發
展深層對話的機會，進而踏入屬靈
對話。疫情期間，他留意鄰居阿星
神情落寞，長困在家。有一次德先
生特意在門前找阿星，等候良久後
終於遇上了他。當時阿星沒說甚麼，
卻不禁流起淚來，德先生便即時為
他禱告。點滴累積建立的關係和信

任，德先生被視為屬靈資源人物（a	
spiritual	 resource	person），穆斯
林朋友也樂意找他討論信仰話題。

與穆斯林對話，有須要避諱的地方
嗎？德先生認為，我們固然須要謹
慎，卻不要被恐懼困擾。若我們保
持純正的動機，旨在維繫彼此長遠
的關係，便不會貿然冒犯對方。他
相信神愛世人，也愛穆斯林。按著
當刻的處境，隨時敏感聖靈的引導，
循序漸進地建立個人化的關係，存
著禱告的心為對方守望。德先生開
展了多個查經小組，不單為信徒而
設，也是開放給未信者，更有穆斯
林朋友來參加。透過查經，小組成

員分享上帝的話，帶出對人、對神
的啟發，彼此交流心得和分享生活
挑戰。疫情下，有些南亞小組未能
轉為網上聚會，因為他們不太善於
科技操作。即使如此，德先生仍會
個別關心他們，竭力保持彼此關係。

「恆切禱告，尋找主所尋找的羊
群。」德先生深信禱告的力量，朝
著更美的願景，盼望藉門徒訓練而
生的歸主浪潮，能在本港的南亞穆
斯林群體實現。「主所吩咐的，就
教訓人遵守吧。教會須要將頭腦的
知識轉化成實踐的行動。」

因 為 一 個 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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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南亞事工後，感謝神一直引
路，並預備機會讓我們去服事！」惠
湳姊妹是一家教會差派的本地跨文化
同工，屈指一算，這事工已開始約十
年了。惠姊妹憶述當初他們有 8 個弟
兄姊妹，察覺區內有相當多的南亞人
士，於是一起禱告，尋求神的心意，
後來清楚知道神想他們關心和服事香
港的南亞人士，而區內的教會也剛好
考慮服事該區南亞裔人，雙方同感一
靈，就一起合作，開展了南亞事工。
	
目前，他們南亞事工的範疇包括：
1. 服事兒童、中學生：

	 功課輔導班 / 全科補習、品格教
育等，透過遊戲及活動，期望讓
他們學習基督教 ( 普世 ) 價值觀，

並以聖經為教導原則，建立愛的
群體，而且透過聖經故事或新聞
作為例子，教導何謂愛及愛的行
動，引導他們實踐這份愛。

2. 服事婦女：

	 關心她們身心靈的需要，當她們
有個別需要時，會提供實際幫助，
也陪伴與安慰她們；對於一些相
識已久的婦女，還會為她們所面
對的困難與需要禱告，甚至用經
文安慰。此外，舉辦親子活動，
例如邀請服事中的家庭參加親子
大旅行。

惠姊妹表示，因受到疫情影響，實
體事工要暫停下來，以致有些家庭

跟他們的關係疏遠了，然而有些則
加深了。原因是神把個別南亞家庭
的深層需要，揭示給他們知道，讓
他們更可看到這些家庭的需要，而
在服事過程中，感恩南亞家庭信任
他們，而他們盡心提供協助，這促
進了彼此的緊密關係。

在疫情嚴峻期間，學生都在網上上
課，然而南亞小朋友的中文水平大
都偏低，改為網上學習對他們而言，
會造成較大的學習障礙。有些南亞
婦女向惠姊妹他們求助，於是他們
安排義工上門補習，有個別家庭甚
至陪小朋友上課、見老師及校長，
也幫忙即時翻譯。

談到南亞事工實踐的心得，惠姊妹表
示主要有兩點：「第一，讓服事對象
知道我們是真心關懷他們。」去年疫
情爆發初期，全港市面都出現口罩荒
的時候，南亞朋友所得資訊有限，很
難買到口罩，即使南亞街坊知道附近
的社福機構派發口罩，想索取一些，
卻因他們不是該機構的會員而被拒。
這時候，惠姊妹他們收到教會及信
徒的餽贈，送了口罩給他們的南亞朋

友，他們第一個反應是不敢置信，因
覺得別人如果有多餘口罩，都會收起
來待日後使用，怎會有人免費派發
呢？「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我們能
提供窩心的服事，在細微之處，讓他
們感受到我們是真心關懷他們。」惠
姊妹續說。

「第二，要等候神按著祂的時間來
開路，讓服事對象的心開放，而我
們則要隨時多方準備。當我們的南
亞朋友面對困難，我們會陪伴、幫
助，與他們一起禱告，有機會的話，
會跟一些南亞朋友分享經文，在特
別的情況下，甚至一起讀經	。」在
疫情下，日子較為艱苦，可以多關
心他們，而他們的心扉開了，不但
傾吐心聲，也求神製造機會，讓南
亞朋友聆聽惠姊妹他們的見證以及
神的故事，讓他們認識神。

最後，惠姊妹祈願說：「我們的服
事像摸著石頭過河，求聖靈帶領我
們如果去服事這個群體，不要心急，
讓神親自引領。確實不是我們能做
甚麼，而是我們只管去跟從。」願

神堅立他們手所作的工。阿們。

真 心 服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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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異象、啓導前行

箴言這節經文中，「異象」可以譯作

「默示」，有啟示的意思；「放肆」

則有「滅亡」的意思。

說實在的，若沒有從神而來的啟示，

就沒有真理和律法，人就在罪中放肆

而招致滅亡；惟有遵行神的真理教

導，我們才能得著真正的福氣。

今日我們在穆宣的路上，何嘗不是需

要從神而來的異象，引導我們前行！

在長期疫情的情況下，多樣事情都被

取消，儼然成了一個慣性；不少的熱

誠，也會被「打沉」，變得意興闌

珊！在這時候，惟有從神而來的異象

和啓導，才能讓我們繼續前行。

今期的主題是探討在疫情中，南亞事

工在香港的情況。我們訪問了一些在

當中服事的工人，了解他們是怎樣在

逆境、疫情中繼續他們的工作，最叫

我們得著鼓勵的，就是他們之所以能

夠繼續前進，就是持守那從神而來的

異象！原來歸根到柢，還是異象！

筆者常和同工彼此勸勉，我們前線差

會是由異象產生，也是因著異象而帶

動 / 推動（vision-driven），縱使經

歷不少高山低谷，仍是前行，全是由

於這個從神而來的異象。

保羅說自己「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

異象」（徒二十六 19），所以他能

大膽前行，勇敢地服事。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疫情中你服事的

境況及心態如何？疲累無助？還是得

力堅持？

願你無悔異象前行！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箴二十九 18）
歡迎聯絡我們，分享你的異象和心得

總幹事的話

胡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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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人口兩個「第二」
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人口僅次於印尼，
近二億人。但你可知道巴國同時是
僅次於伊朗、全球什葉派穆斯林人
數第二多的國家呢？

近代一個宣教奇蹟，是伊朗竟是全
球最多穆斯林歸主的國家之一，其
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什葉派信徒十分
敬重殉道者，當伊朗歸主者大受
逼迫時，他們甘願為主犧牲的見證
同時贏取了許多穆民的靈魂。按照
「2021 全球守望名單」，基督徒在
巴國面對的困難，全球排第五，什
葉派背景的巴基斯坦人也會敬重當
地為主犧牲的基督徒嗎？

願巴基斯坦這個全球穆斯林
人口第二多的國家也像伊朗
一樣，有許多穆斯林歸主。

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
按 2016 年數據，巴基斯坦南部的卡
拉奇是全球十大城市之一，而且它

更是全球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按
現在的進度，它十年後有機會超越
東京，成為全球第一大城市。卡拉
奇另一個特點是當中有超過 400 個
未得之民族群，包括來自鄰國阿富
汗、孟加拉的朋友，筆者認識當地
一家只有十多人的公司，員工竟來
自七個族群。

雖然以宣教士身分進入卡拉奇的機
會近乎零，但宣教士卻較易於這類
經貿大城市取得不同類別的簽證，
他們甚至有機會於此接觸來自阿富
汗這類極封閉地區的穆斯林。

主啊！求祢差派更多宣教士
到卡拉奇，為祢贏取不同族
群的靈魂。

罕有地接受「第三性別」的
穆斯林國家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護照
標準，除了 M（男）、F（女），還
有「X」（unspecified） 選 項。 例

余峻民
本會副總幹事

冷知識

記念巴基斯坦的「數一數二」
如加拿大、澳洲皆有提供「X」選項，
但你可會想到，巴基斯坦這個以穆
斯林為主的保守國家，也會提供這
類護照呢？

「海吉拉」（Hijra）是南亞地區對
變性者或跨性別人士的稱呼，不少
人俗稱他們為「人妖」（下圖左）。
其經歷每每十分坎坷，他們以這個
身分表演謀生，更有不少提供性服
務，最可悲的海吉拉自小被安
排成為閹人，為成人賺錢。
在巴基斯坦，他們隨時還
要面對保守穆斯林的迫
害。

與此同時，部分巴國穆
斯林卻恩待海吉拉，例如
位於拉合爾的「團結穆斯林」
（Tanzeem	 Ittehade-i-Ummat）曾
發出「教令」（fatwa），呼籲大眾
應該包容海吉拉。

海吉拉能在巴基斯坦有生存空間，
因巴國和印度有很深的歷史淵源，
兩國文化互相影響。傳說海吉拉的
始祖是羅摩（印度的神）一個已遭
閹割的僕人，但因他十分忠心，得
到了羅摩的祝福，因此印度傳統認

為海吉拉能帶來好運，遭其詛咒者
會失去性能力。

巴基斯坦容許海吉拉存在，
反映其多元的文化背景，甚
至會在宗教原則上妥協。願
我們也找到文化的切入點，
幫助穆斯林反思信仰，接受
基督。另求主看顧海吉拉，
讓他們能在主裡找到新生。

人口第二多的
香港穆斯林群體
印傭是香港人口最多的
穆斯林，巴基斯坦人則
排第二，按 2016 年 中
期人口統計，香港約有

18,000 個巴基斯坦人。

印傭福音工作在香港已有一定成果，
而她們終有一天會回國，但相對在
香港落地生根的巴基斯坦人，已開
展多年的巴人事工至今卻未取得重
大突破，信主的人數稀少，歸主者
也只有零星的小組聚會。

求主賜我們智慧，知道如何
推 展 巴 基 斯 坦 人 的 福 音 工
作，盡快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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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埃國疫情
塵埃國 1 的第二波新冠肺炎於去年
12 月中至今年 1 月中爆發，而且
疫情嚴峻，最高峰時期平均每天有
1,300個個案。政府宣佈10項措施，
以應對日益增多的病例，包括：

	 1.	分配 10 億元用於應對新冠危機
各方面的緊急支出。

	 2.	制定計劃，包括提供和分發新冠
疫苗與宣傳的機制，以及要遵循
的標準。

	 3.	強調嚴格執行各項預防措施以應
對新冠疫情。

	 4.	加大宣傳力度，讓違反防疫規定
者知道違規將接受處罰。

	 5.	各部委、機關和政府機構的員工實
施輪換制出勤，以防止人群聚集。

	 6.	繼續關閉各種舉辦儀式的活動場
所，並禁止聚集和哀悼活動。

	 7.	禁止在封閉的大廈內舉行婚禮聚
會。

	 8.	強調關閉私人課程培訓中心。

	 9.	研究發佈處罰細則，並對違規者
立刻進行處罰。

	10.	自 12 月 4 日起，延後所有青年
機構和體育機構舉行的大會，為
期六個月。

起初政府嚴格執行防疫措施，規定
人民出外必須戴口罩，並且派員在
街上四圍巡視，如不遵行，以罰款
處分。在起初的一個月，人民是順
命遵行，但其後警察減少巡視，人
民又回復以往模樣，已很少人戴口
罩出外。這地人民的防疫意識十分
薄弱，沒有緊張，仍是散漫。

失業增加　物價暴漲
現時整體防疫物資表面上是足夠的，
人民生活仍是困難。在疫情下，一

把握機會的服事
靈謐

本會北非宣教士

工 場 疫 情

些私人公司和工廠倒閉，導致失業
率增加。另一方面，物價暴漲驚人，
對一般低下層人士更是雪上加霜。

在疫情下，塵埃國的教會關閉實體
崇拜和各個聚會，轉而網上舉行，
也利用網上多媒體傳遞福音信息，
有些教會趁機派發防疫物資給人民，
也有些教會在網上舉行諮詢和勵志
的講座，以紓緩人民不安的情緒，
並作積極的指導。至於我們團隊暫
停在難民中心教學後，把握更多機
會跟進歸主者和慕道者，探訪更多
學生，並贈送物資給有需要的難民。

代禱需要
	 1.	我們團隊並肩作戰，彼此守望，
把握每個機會為主作見證。

	 2.	記念中心的防疫措施能嚴謹執
行，師生們免受感染。

	 3.	求主給政府的管理層智慧、信心
和忍耐，嚴格執行各項措施，積
極行動，也要關顧疫情下受影響
的民眾。此外，醫院暫停非緊急
服務，導致人民有病不能就醫，
有些待在家中離世，求主喚醒政
府官員的冷漠，為病人提供所需
服務。

	 4.	疫情下，基督教機構暫停開放，
只用電話和電郵聯絡，導致有需
要緊急求援的人士求救無門。求
主賜機構的管理層認真管理，讓
有需要人士能得到適切的援助。

	 5.	求主保守這裡的教會在疫情下仍
緊守崗位，盡心服事，並成為一
盞明燈，見證主的愛和大能。

	 6.	這裡有些外國和本地的同工感染
肺炎，求主醫治和眷顧，祈願他

們早日康復。

當地的人排隊上車時，也不會戴口罩

註：
1.	 為保護工場及宣教同工，差會以「塵埃國」作為該國名字。



穆民歸主是一場屬靈爭戰

阿麗是一個穆斯林，她十多年前在一
個城市的大學唸書。在畢業離校時，
一位送行的朋友送了一本書給她，卻
沒有透露這是甚麼書。阿麗回去翻開
一看，原來書內記載了她熟悉的先
知故事，但故事內容與她自小熟讀的
古蘭經很不同。她發覺這書很有吸引
力，即使有些內容看不明白，她也一
口氣從創世記一直看下去。她很珍惜
這本聖經。

後來她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在一條
窄路上騎單車，在害怕跌倒的時候，
發現摩西在她身旁，叫她不用驚怕，
並表示會陪伴她向前走。一位她所認
識的外國宣教士與她一起祈禱，她決
志跟隨基督，亦勇於向媽媽和弟弟分
享福音，結果他們都信了主。 

在穆斯林世界作基督徒並不容易，既
要面對鄰舍的孤立，又受到政府的監
視。阿麗與媽媽卻勇於把握機會，向
身邊的人傳福音。然而，最嚴峻的攻
擊是屬靈爭戰。阿麗與媽媽在幾年間
常重複夢見死去的家人，對她們有很

多控訴。這對她們造成極大的困擾，
因為族群傳統認為夢見死去的人是不
吉利的。她們四處尋問有何解決辦
法，但都不得要領。苦無出路之際，
她們更懷疑因為自己離開了伊斯蘭而
遭受詛咒。於是她們放棄信仰，求助
於巫術，但巫師也無能為力，她們仍
舊受到惡夢的纏擾。

阿麗請宣教士朋友一起為她與母親祈
禱，惡夢似乎停止了。可是當她以忙
碌為由而不向神祈禱，惡夢又來攪擾
她們。後來我們與阿麗一起祈禱，並
且用「發現式查經法」1 查經。當她
慢慢學懂研經，對信仰就加深了認
識。她開始認真地為身邊的朋友及家
庭禱告。她全心依靠上帝後，便再沒
有受到惡夢的屬靈捆綁。

穆宣是一場屬靈爭戰，穆斯林背景歸
主者初信時可能因為信心小和對信仰
認識不足，遇到困難就會放棄。人的
能力實在有限，但只要以單純的心恆
切禱告和讀經，與神保持密切的關係，
神就會顯出大能，叫穆民驚訝！

新天地家庭
本會東南亞區宣教士

歸主者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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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 發 現 式 查 經 法 」（Discovery Bible 

Study，簡稱「DBS」）強調在查經過
程提問，在聖靈引導下於經文內尋找答
案，並著重實踐：在經文中學到了甚麼
關於上帝的事；學到了關於人的甚麼；
有甚麼命令要遵從；如何實踐；查經者
會和誰分享這個故事。



試而通知我們不幹了。惟幸她知道我
們的生意平台用人的需要，找來朋友
珍珍幫手。

我們讓珍珍試做少許手作，看她做得
快也達到要求，於是給她一些帶回家
做。她告知本要到另一個城市去飲喜
酒，但很大機會因疫情關係而推卻，
我們告訴她時間緊張，如果要離家幾
天，請通知我們先收回材料。我們第
二天聯絡珍珍，想跟進一下，怎料她
突然返了娘家，可能是處理紅事或白
事，幫助父母款待親友，有機會要
四、五天甚至一個星期後才回來，而
她也不確定何時回來，這要看娘家的
需要。結果作工的人少了，部分材料
更被扣起，那刻真箇是晴天霹靂！

這次珍珍在娘家大約待了三天便回
來，她通知我們遲些又要回娘家幫忙
約一個星期。於是，她找來表姐和嫂
子趕緊製作，但她們只能幫忙兩天。
另外兩個婦人小蝶及得媽都不能趕
工，如果她們遲了交貨，就會影響後
期加工。而且春節快來，我們身處的

以往婦女們說到了冬天的時候，她們
很得閒，因此我和拍檔選擇留下來過
冬，嘗試多找她們做手作，體驗一
下。手工藝品的生意平台接了些訂
單，於是我們找了幾個婦女來幫手，
預計可以又快又順利的完成。誰知考
驗來了！

鐘媽做事一向細心穩妥，哪知親戚朋
友趁一年一次的寒假回來串門子，她
就為各樣事情忙個不停：幫忙辦姪女
的喜宴；籌備大哥的生日飯；為去世
的親人唸經禮拜；在特別日子要唸經
禮拜等。這些活動多數不是一天內就
能完成，而是起碼要兩三天。另一個
婦人小冰做事細心和負責任，豈知親
戚朋友趁寒假從遠方回來老家探訪，
須款待他們，而且她要準備公務員考

「得閒」
的誤會！

甘霖
本會東亞區宣教士

小鎮又屬偏遠地區，速遞公司
在春節前半個月已陸續停運，
即使公司收到郵件，若然路上遇到
下雪或路面結冰，均會延遲運送，難
料能否如期送達給客人。

家事大過天
這些情況使我們特別緊張，回想起
曾上過的文化課堂，令我們格外感
恩。我們雖然在近文化的地區事奉，
其實仍存著相當大的文化差異。婦
女們說「得閒」的意思是不用耕作，
卻要待在家裡準備隨時款待親友，
日常待客可以是一兩天，冬天待客
需要兩三天不等，一日三餐要體面
而不能失禮，這都關乎面子。所以
她們一點都沒閒著！

穆斯林婦女必須以家庭及家族的需要
為重，即使有些事她們不情願去做，
也要把其他事情擱在一旁；儘管已跟
你說好了，約定了，也可臨時推掉
你。她們的文化是無須預先約定，只
要收到家庭或家族的求助電話，她們
馬上便放下手上事情，先去處理，否

工場 見 聞

則會被人說閒話甚至指責。因此，她
們沒法規劃時間表，而我們一面因應
她們的狀況而變得非常彈性，也一面
學習去面對。起初我覺得她們說「得
閒」都是假的，是在說謊，然而再多
點觀察和認識她們後，便發現她們
其實不想失信於人，應承了卻做不到
而感無奈。她們不能掌握時間，亦無
權話事，只能順從，否則會被人說閒
話。

我對她們的處境多認識了後，也就多
體諒她們，心裡再沒難受，懂得按現
實環境來調校自己的心態和日程。我
們無法掌握一切，但感恩所有手作製
品都能準時交予客人，神是掌管萬有
的。祈求主耶穌幫助她們去掉奴僕的
心，重得尊貴女兒的身分，與天父重

建父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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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至26日（四至一）（7月17日上午行前培訓）
費用：$700（包括兩日一夜宿營費及營內膳食）

內容：探訪清真寺、社會服務、城市歷奇、培訓、週末營會、
與宣教士對話、穆斯林背景歸主者見證等

查詢：2753 7170（朱弟兄）        報名：瀏覽本會網頁        截止：6月30日
*視乎疫情發展，活動內容可能須要作出調整

宣教士關顧課程 2021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東九龍
費用：自由奉獻   截止日期：5月25日

6月10日
創啟工作者的關顧

6月17日
危機管理與應變

6月24日
建立同行者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