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與人之間有很多無形的高牆，你

能說得出多少？貧富、信仰、種

族、膚色，甚或教會宗派等等。這

些無形的高牆將人相隔，生活在自

我的舒適圈之中，對其他不同貧

富、信仰、種族、膚色、主見的人

「視而不見」。看看你和我的生活

圈子，是否都是在同溫層（Echo 

Chamber Effect）／過濾泡泡

（filter bubbles）裡，或是我們所欣

賞渴慕的生活圈子當中？你在紐西

蘭生活許多年，你對此地的貧窮問

題有多了解？疫情後，全球經濟受

沖擊，樓價飛升、食品價格大漲，

更拉闊貧富之間的差距。在新聞看

到紐西蘭很多人在食物銀行排隊，6

個 NZ 孩子，1 個在貧窮家庭成長。

是否預備好效法耶穌，跨越無形的

高牆，進到有需要的人當中？  

耶穌主動跨越 

昔日從猶太到加利利最快的路程必

須經過撒瑪利亞，三日內可以到

達。另一條路線就是過約但河，上

河的東岸避開撒瑪利亞，這條路的

長度是原來的路線兩倍。猶太人寧

可走遠路，也不會進到撒瑪利亞，

因為彼此在種族和信仰有極大鴻

溝。當時耶穌卻刻意的進入撒瑪利

亞，也主動和撒瑪利亞婦人談話。

婦人反問他「你既是猶太人、怎麼

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

呢。」（約四 9），門徒剛買食物回

來看到他們，也很希奇。  

由視而不見到真正看見 羅劍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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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都認定了猶太人與撒瑪利

亞人之間的洪溝隔膜，也視為正常

的、應該的。這裡，耶穌向我們展

示他是拆毀藩籬，消除隔膜的一

位。為何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這麽

大的隔膜，因為猶太人自認是纯正

的，你是混血的，我比你優越。福

音卻正是和平的福音，廢掉冤仇，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當信徒越投入教會，非基督徒朋友

越少；越少非基督徒朋友，越單靠

教會的相交生活。慢慢與外界中形

成了無形的牆。教會偏向信徒生命

建造，多於關懷社區。華人教會過

去曾懼怕所謂的社會福音，對社關

不理解，也不關心，只看重靈魂得

救，多於對身體的需要。教會普遍

偏向中產，與基層甚至貧窮人，相

方都不認識對方的世界，像有洪溝

阻隔。以香港為例，直至八十年

代，才開始出現服侍基層和貧窮人

的教會和機構：如「基福」、「工

福」、「木福」和「新福」等等。 

相遇、反思、轉化 

你對南非有什麼印象？南非曾經歴

長時間種族隔離政策，社會遍布無

盡的苦難和不公義，貧富懸殊嚴

重，貪污和暴力罪行彌漫整個社

會。面對這樣的處境，基督徒可以

做什麼？如何把信仰、憐憫及爭取

公義整合到生活中。在種族隔離政

策期間，有一間白人教會的牧者藉

著「痛苦與盼望的朝聖之行」，幫

助富裕的白人中產階級信徒，明白

那些被分隔的黑人貧民的生活。這

些「朝聖之行」有三個主要成分：

相遇（Encounter）、反思

（Reflection）及轉化

（Transformation）。 

首先，基督徒需與受苦的鄰舍相

遇。通過親身與有血有肉的人相

遇，我們也面對面接觸到這有病的

社會。我們常不用應付別人遇到的

嚴酷現實；窮困、無家可歸和赤貧

往往是抽象概念。許多人從未把信

仰與社會實況聯繫起來。更可悲的

是，我們絕少直接跟這些痛苦者接

觸，也絕少向他們學習。但我們跟

他們接觸時，便會遇見有些能屈能

伸的人，拒絕淪為「絕望」的奴隸

的人，便激發我們尋找方法在社會

發揮有創造力的影響。  

然而，我們必須先為這些相遇做好

準備。 

第一，學習與受苦的人同在。分

心、匆忙和紛亂的生活方式皆是障

礙。「同在」，意味盡心、盡性、

盡意並盡力與他人相處。這功課可

藉禱告努力學習。我們專心與別人

同在，是能給予受苦者的一大禮

物。 

第二，學習聆聽。就是用心聆聽，

不存偏見。不首先聆聽別人，便不

可能以憐憫態度待人。我們努力聆

聽受苦的鄰舍，像聆聽基督，基督

藉受苦者與我們相遇。  

很多人對貧窮人都存在偏見，和刻

板的印象：懶和貪，我發覺我也

有，你是否也一樣？自己曾於一個

基督教關懷貧窮人機構作義工，但

主要都是開會，看到很多數字。但

是對貧窮人的了解，卻未深切。後

來每月有一個下午，和來取食物銀

行的街坊見面，聽她們的故事，為

她們禱告。發覺每一個都不一樣。

明白她們拿取食物支援的心態，很

多感恩的心。同工們為她們預備，

好像朋友家中分享食物的親切。  

第2頁 跨越圍牆．參與宣教 

很多人對貧窮人都

存在偏見和刻板的

印象：懶和貪...... 

你是否也一樣？ 



 

由視而不見到真正看見 

我發覺和貧窮人相遇，是一個由視

而不見到真正看見的過程，能跨越

我們思維的圍牆。香港有一間「關

懷貧窮學校」課程，其中一個要

求，就是請參與的弟兄姊妹在街上

的垃圾桶中尋找預先放進去的一些

東西，很多人一聽到這個使命都會

齊齊尖叫！理性上會質疑是否有

用、是否有需要，但親身的體驗確

比說教來得透透徹。有一位姊妹哭

著分享；垃圾桶尋寶的過程中，她

看到、觸摸到、嗅到垃圾堆是怎麼

一回事。她真正看見拾荒者的困

境，真正看見了要在這樣的處境下

維生是何等沒有尊嚴。垃圾桶我們

每天都會看見，但這次她真正看見

了人的真實處境和需要。另有一位

在垃圾桶尋寶的過程中，遇上一位

拾荒和她爭奪寶藏（紙皮箱）。她

才嚇然醒過來，她只是要交功課，

而拾荒者卻是為了生存。 

有一位姊妹，正職是䕶士，被安排

在天橋底下，卧在幾張報紙上半小

時，當獨個兒卧在地上時，一種孤

單無助，淒涼的感覺湧在心裡，身

心靈頓時感到軟弱無力，路人的冷

漠態度更叫她心寒，心想死了也沒

有人理會，她感到自己像是與這個

世界隔離，沒有任何關係可言，就

在這時候她看到無家者的處境！但

這只是半小時裡的體驗，你能想像

漂泊街頭的無家者日子是如何捱

過！ 

結論 

來到這裡，我們會反思，問為什麼

平常好像看不到這些貧窮人的處

境？明明如此明顯，為什麼如此困

難才看得見？當然不是指肉身的眼

睛看不到，而是心中的意念、思維

如何理解這些事。社會一路告訴我

們，有好成績全在乎有沒有名師，

所以一定要補習；發展才是真理、

福利拖跨經濟，貧窮只是自由市埸

競爭底下的必然產物。一個社會出

現貧窮人是合理的常識。一切變得

理所當然，別人困乏、艱難、孤

單、痛苦，一概視若無睹、置若罔

聞。不用反省所見所聞，跟著社會

大隊人做乜你做乜，我們的生命也

逐漸失去使命感和熱情。求主轉化

我們的生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

式。  

不經不覺過去我和丈夫在馬來西亞

和星加坡斷斷續續地生活的日子快

要二年了；記得一開始的時候實在

有點不適應（又有點不情願）作一

位家庭主婦，期盼着神可會賜下其

它服侍的機會嗎？當時自己心裏很

想在宣教或社會服務上參與服侍，

一直祈求神開路並給予一些具體的

方向。不過，神沒有開這些門。後

來神帶領了我們到星加坡一間華人

教會敬拜。這教會對於在星加坡工

作和讀書的中國新移民有着很大的

傳福音異象。當我漸漸地投入這教

會，我認識到不少剛信主的姊妹，

其中有些上完了一些基本課程後，

由於缺乏跟進，靈命開始停滯不

前，甚至對主的信心出現動搖。我

心裏對這些姊妹很有感動，很想在

每日活出大使命 郭貝純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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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靈命路程中陪伴她們走一段

路。於是我便自發地約會她們，明

白她們的掙扎，也與她們分享了上

帝在自己身上的工作和恩典，並鼓

勵她們捉緊神話語的應許和恩典。

適逢我每天都收到我們中宣的一位

姊妹精心錄製的靈修分享和經文的

WhatsApp 語音，於是我便常常將它

們轉發給這些在星加坡的姊妹，藉

著上帝的話語成為她們的安慰和亮

光。真是感謝神在祂的工作中叫萬

事互相效力！ 

在這過程中我意會到神的工作不一

定是我所預期的；我也更深刻領略

到福音使命不是一時三刻的工作，

實在是很需要全教會的肢體按著彼

此的功用互相配合；需要有前鋒，

也需要有後援去完成整全的使命。

主耶穌的福音不僅使人稱義，也叫

人成聖。「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教導他們遵守我吩咐

你們的一切。記住，我必常與你們

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馬

太 28:19-20。主耶穌託付我們「去

使人作門徒」不止於使人決志受

洗，還要教導他們遵守耶穌一切的

教訓！ 

除了服事的機會，神也實際在地回

應我的禱告，讓我找到合適的家庭

助理！每當這位家庭助理來到我家

時，我很喜歡與她聊天。有次她提

到對她孩子的掛念和虧欠，說因她

長時間不在孩子身旁，孩子們被同

學嘲笑他們沒有媽媽。對於她的無

奈我不能做什麼，唯有聽她傾訴、

安慰她及肯定她對孩子的愛及在這

邊一個人所付出的一切辛勞。事實

上很多來到星加坡工作的外勞待遇

都不太好，除了工作時間長，本地

客戶的要求往往都非常嚴苛。後來

她對我說她感受到基督徒都很有愛

心，我便告訴她這愛其實是從神而

來的，並與她分享神如何愛世人。

這位家庭助理到最後沒有表示願意

接受主耶穌，但我相信她能感受到

主耶穌的愛；盼望神繼續在她身上

工作，在某天她能明白並接受主耶

穌的大愛。 

原來當我們仔細留意身邊的人，或

許上帝每天都在我們生活中給予實

踐福音使命的機會！而這些可能並

非我們所計劃的，可能就是一個偶

然的機會、向一些意想不到的人分

享福音。我們只好留意機會、把握

機會，常準備好回答「心裏盼望的

緣由」！「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

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

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上

帝面前。」—歌羅西書 1:28  

讓我們再思我們今天是如何看待耶

穌所頒佈的大使命？會否覺得這大

使命與當下現實生活沒有什麼關連

呢？問題會否在於我們對使命的誤

解，被自己的安排和計劃、所認定

的形式、責任規範了我們實踐使

命？它並非教會裏的一項活動，或

是某些人、某些崗位或機構的任

務。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

給各人的恩賜，為要建立基督的身

體。願我們善用各自的恩賜、性

格、角色和身份，甚至所遇到的不

同機會和際遇，承載耶稣的大使

命，彼此配搭，成就神創造我們各

人的目的！ 

 

第4頁 跨越圍牆．參與宣教 

原來當我們仔細留

意身邊的人，或許

上帝每天都在我們

生活中給予實踐福

音使命的機會！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一年又過去

了。回望過去的 12 個月，由於疫情

的原因，然沒有機會踏出本地參與

宣教，但主藉著其他的機會讓我參

與到祂的大使命中，並藉著一些課

程的學習讓我對宣教有了更深刻的

了解和認識。下面與大家分享兩點

心得體會。 

首先，宣教需要我們透過禱告，不

斷聆聽主的聲音，敏銳覺察生活中

的宣教契機並順服祂的呼召，走出

自我舒適區。去年 10 月份我報名參

加了國際關懷協會（CMI）舉辦的網

上「未完成的故事」的學習課程，

了解到如果每一位委身基督徒可以

向身邊的 10 位非基督徒傳福音，那

麼主的福音傳到地級指日可待。記

得有一次黃亮宇牧師留給我們的課

後作業是：在接下來的一週內，嘗

試著與一位印度裔的鄰居或同事交

朋友。這一下可難為我了！雖然我

隔壁的隔壁就是印度人，而且我女

兒的一位要好的同學也是印度人，

你讓我像平日一樣和他們打個招呼

還可以，可讓我和他們做朋友就難

了。一來我除了知道印度人喜歡吃

咖哩之外，別的好像一無所知；二

來我心裡對印度人也似乎抱有某種

成見，說不出原因總而言之就是不

太喜歡印度人。無奈作業還是要做

的，我於是跪下向神禱告，求神讓

我知道怎樣完成這份作業。感謝

神，祂參透完事，更加體恤我的軟

弱。祂沒有直接告訴我答案，卻在

當晚讀經時透過《使徒行傳》第一

章第八節向我說話。該節經文是主

耶穌在升天前向使徒們說的「但聖

靈降臨到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

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至地極，作我的見

證」。經文旁邊有我記錄的羅牧師

在 2019 年 2 月 3 日的證道提要。原

來這節經文中講到的聖靈的能力並

不意味著聖靈會保守我們事事順

利，比如消滅外在的攻擊或苦難，

而是指我們依靠聖靈的能力克服內

心的恐懼—感謝神！這不正是我目

前所面對的問題嗎？我心裡的確對

與印度人做朋友有著一種莫名的恐

懼，不願意走出自己的舒適圈。坦

白講，靠我自己的能力我真的無法

做到，但是我可以依靠內住在我心

中的聖靈幫助我。於是我開始留意

我的印度鄰居，觀察他們的工作生

活規律，尋找機會接近他們。 

剛好第二天是週末，我早上起來給

孩子們烤了一些他們喜歡吃的 curry 

puff，出去倒垃圾時剛好看到這家

鄰居的女兒在她家車庫門外給她爸

爸洗車，聖靈感動我說「這不是一

個很好的切入機會嗎？」我雖然猶

豫了片刻，但還是鼓起勇氣走了過

去對她說「你真是個乖乖女，這麼

小就懂得為爸爸洗車！真希望我的

孩子也像你一樣勤勞！」她開心地

笑了，告訴我她洗車可以掙到 5 紐

幣，她可以把錢存起來給家人買聖

誕禮物。我靈機一動（相信一定是

聖靈的提醒），問她是否知道有關

聖誕節的來歷，她告訴我說不知

道，只知道要買禮物送給家人和朋

友。於是我和她簡單講了有關耶穌

宣教第一步：走出自我舒適圈 李惠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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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需要我們透過

禱告，不斷聆聽主

的聲音，敏銳覺察

生活中的宣教契機

並順服祂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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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生在馬槽裡的故事，告訴她聖誕

節是紀念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因

為耶穌是上帝賜給人類的完美的禮

物，祂降世為人是為了救贖我們脫

離罪惡和死亡的捆綁，後來人們在

聖誕節也都互送禮物。她聽得很認

真，我問她洗車這麼久是否餓了?是

否喜歡吃 curry puff？她說喜歡，於

是我就跑回家拿了一些剛烤好的

curry puff 送給她。下午她的媽媽來

敲門，謝謝我給他們的 curry puff，

我又趁機和她聊聊，彼此多了一些

了解。感謝神，就這樣我和這位印

度鄰居從陌生人成為了朋友，從此

有了向他們傳福音的機會。聖誕節

前，我和 Gigi 姐妹烤了一些餅乾，

用紅綠色的玻璃紙包好，又打印出

聖經金句夾在裡面，挨家挨戶地送

給小區內來自不同種族和地域的鄰

居—有印度人，韓國人，菲律賓

人，墨西哥人，也有幾家華人。透

過這件事，神讓我看到宣教不一定

就是去到外地，其實在自己居住的

社區內，在我們的身邊就有很多的

福音對象。神已經把來自不同國家

不同族群的人擺在我們周圍，我們

需要做的就是依靠聖靈的能力，走

出自己的舒適圈，敏銳把握每一個

契機，將福音帶給未信的人。記得

一位開咖啡店的姐妹與我們分享她

如何在自己的職場上參與宣教—她

每天在店裡放讚美詩，在疫情期間

為客人免費發放口罩和為有需要的

人免費提供食物。當人們問她為什

麼這樣做時，她總是笑著回答「耶

穌愛你」。這是多麼有力的見證！

相信她一定能夠結出許多福音的果

子。 

其次，今年年初我參加了宣教同路

人團契組織的一次訪宣活動，去到

陶波探訪一對曾在中國貴州大涼山

區宣教二十餘年的老夫婦。他們把

紐西蘭的種羊帶過去，傳授畜牧知

識，幫助當地彝族牧民脫貧。我們

一行 10 人吃住在他們簡樸卻溫馨的

家裡，通過三天兩晚近距離的接

觸，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他們身上自

然流露出的主耶穌的愛，也更加體

會到宣教不是我們能為主做什麼，

而是主藉著我們可以做什麼。他們

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作為普通的農民

能夠有一天被呼召去中國偏遠山區

宣教，但當他們被邀請參與到這個

事工中時，他們沒有半點遲疑，而

是完全地順服和擺上。他們放棄了

自己在紐西蘭經營了幾十年的牧

場，去到中國最貧困的地方，還要

適應高原缺氧的狀況。捫心自問，

如果有一天主呼召我去到中國貧困

山區帶職宣教，我是否可以完全順

服捨棄一切去完成主的旨意，還是

像路加福音 9 章 59 節及 61 節中所

講的那些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人呢？

惟願主的恩典可以托住我，使我得

以配進神的國。 

最近在讀《長江杏林》這本宣教叢

書，書中介紹了上個世紀八位來華

醫療宣教士的感人故事。從他們的

故事中，我看到了這些醫療宣教士

如何將信仰，專業與對大使命的順

服結合起來，以及他們如何藉著孜

孜祈禱和來自神話語的鼓勵得到屬

靈的秘訣，備受鼓舞。如戴紹曾牧

師所言，「這八位醫生事奉的意

義，不在乎時空，地域，也不在於

人的掌聲；只在乎他們安身立命，

死而後已的價值取向。他們都認定

基督是獨一真神，而沒有基督，人

必墮落失喪。然而，最終策動他們

生命的，唯獨是基督無比的愛」。

給鄰居的聖誕曲奇 

陶波訪宣之旅 



你我今天是否願意跟隨他們的腳踪

呢？ 

最後讓我以羅馬書 10 章 14-15 節與

大家共勉—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

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

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

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

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

的腳踪何等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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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圍牆的跨越 

回想初信主那兩三年裡面，我從來

不覺得宣教跟我有什麼關係，理所

當然也就覺得宣教是宣教士或者牧

師的事。然而，透過過去每個月所

參加的宣教團契和教會開辦的＜尚

待完成的故事＞課程，我對宣教的

看法改變了。我想我既然已經在主

里成為了新人，我的心思意念也應

該跟著聖經來被更新，而這就是我

需要跨越的第一個圍牆——思想的

圍牆。 

創世記一開始在人犯罪墮落後，神

已經預言了祂偉大的救贖計劃，創

世紀 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

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

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

頭、你要傷他的腳跟。」要知道耶

穌基督的救恩就從創世記貫穿到啟

示錄，相互呼應，啟示錄 7:9-10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

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

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

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

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

們的神、也歸與羔羊。」神的心意

是萬族萬民，你能想象有一天各國

各民各族各方的人民都站在寶座和

羔羊面前一同敬拜讚美神的景象

嗎？也就是說站在你旁邊與你在神

面前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可能是非

洲人，印第安人，毛利人，印度

人，巴基斯坦人……如果你知道神開

始到末了的心意和計劃是關乎萬國

萬民，不僅在你和我，我想我們就

不會認為宣教與我無關了。 

行動圍牆的跨越 

從認識到回應，裡面還有一個行動

的圍牆需要跨越。馬太福音 28:19-

20「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

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我們都知道大使命

是給每個神兒女的，但面對不同文

化不同語言，神的兒女們要跨越這

行動的圍牆來參與大使命就極需勇

氣了，因為這裡你可能要走出自己

語言的舒適區，可能你要花上寶貴

的時間，又可能你需要親力親為地

參與。 

當我一開始聽到 food bank 食物銀

你需跨越的圍牆是什麼？ 吳翠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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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時候，就覺得語言障礙太大，

擔心沒法與不同語言文化的人溝

通。可是經過了解之後，知道我參

與在當中的角色是幫忙把要分派給

每家每戶的的食物給分配好，幫助

從不同教會弟兄姊妹收集來的衣服

給分類打包好的時候，我馬上不猶

豫地報名了，因為我知道這是我可

以做的，這是我能在跨文化宣教裡

面參與的其中一個小小的部分，我

能做的就是像那個擁有五餅二魚的

小孩一樣，把自己僅有的交在主的

手裡，主來負責剩下的部分，祂能

藉我僅有的來祝福更多人。而當我

有這行動的跨越時，讓我收穫的是

為自己現在所擁有的而有一顆更感

恩的心，得知自己有三餐溫飽，有

住宿的地方就當感謝神；給我體會

更多的是耶穌那看到很多困苦流離

的人，就憐憫他們的心。馬可福音

8:2「我憐憫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

在這裏已經三天、也沒有喫的

了。」神是顧念我們有沒有吃的那

位神；更使我知道原來行動的圍牆

並不是很難跨越的，畢竟不是每個

人都是走在前頭衝鋒的角色，然而

在後方的支持也是如此重要。 

你的圍牆是什麼呢？ 

馬太福音 24:14「這天國的福音、要

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

期才來到。」換句話說，現在這天

國的福音還沒傳遍天下，還需要你

和我參與在當中，一起來加快這進

程。思想一下，你在神的國度大使

命裡面你有份嗎？要知道神的旨意

是無法被攔阻的，是一定會實現

的，可是，你會在其中嗎？阻礙你

參與在其中的圍牆是什麼呢？你又

需要有怎樣的跨越呢？  

It felt like such a long time ago 
but last year during December 
2020, we attempted to try a 
homeless outreach in the city. 
How was it going to go? I don ’t 
know. I’ve had a previous experi-
ence doing a homeless outreach 
once before as part of the Urban 
Project with student life many 
years ago, but this was a bit dif-
ferent. This time it was with 
church members. Honestly when-
ever I see homeless people I feel 
bad for them, some seem lonely 
and lost but even despite this 
sometimes I just walk past and 
carry on.  

There were all sorts of thoughts 

and feelings running through my 
mind the day before and even 
during the time. How is it going 
to all work? Will everything be 
alright? Will people be safe? But 
in the end I always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everything is 
within God’s timing & control, we 
just need to simply obey and go 
and let God do the rest.  

So what was our outreach? We 
had planned to give them a food 
bag which contained a home 
cooked meal, fruits, water and a 
gospel tract. We hoped to share 
the love of God with them 
through our actions and also be-
ing able to just converse with 

Reaching Out to the Homeless Edward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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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Have to give a huge shut-
out to Pastor Grace for organis-
ing it and doing pretty much all 
the cooking! It’s a blessing to see 
her heart and effort towards Eng-
lish Ministry.  

I could tell people were nervous 
but I was also encouraged that 
brothers and sisters stepped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 and tried 
their best just leaving it to God. 
There were people who we were 
able to talk to and pray for, there 
were people who just wanted the 
meal only but ultimately I am re-
minded of something that I ’ve 
learnt through the Kairos pro-
gramme. That we are blessed to 
be a blessing to others. I hope 
that we can all continue to look 
outwards rather than always fo-
cusing on ourselves.  

Here’s a few comments from 
some of the people who partici-
pated: 

“People were really grateful and 
friendly when we approach them. 
Most were willing to listen & 
have us pray for them.” 

“It was an amazing chance to 
reach out to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community, hear their sto-
ries, and see how the small acts 
can really share Jesus ’ love.” 

“The homeless outreach has 
taught me about stepping out of 
my comfort zone. It has taught 
me the heart of Jesus- to have 
compassion on others, and to 
feed those who are hungry or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Meal Prep  

2021／2022年度宣教部計劃 

1. 推動宣教:  

• 組織：宣教小組，推動宣教事工並作定期跟進和禱告  

• 團契活動：透過團契活動，教育並推動宣教 

• 籌辦：宣教年會 

• 鼓勵：支持弟兄姊妹參與短期宣教及宣教訓練 

2. 行動/支持: 

• 禱告：於每月第三週的禱告會中為本會支持的宣教士和服待群體禱告  

• 金錢：以金錢支持宣教機構，參與普世宣教 

• 參與：本地跨文化社區關懷事工，如 CMI 食物銀行 

3. 裝備: 

• 教育：籌辦宣教課程，如：「把握時機」、「尚待完成的故事」  

4. 聯繫: 

• 與宣教基構建立聯繫，伙伴關係，如： CMI, O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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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葉思明姊妹 

校對：葉思明姊妹 

宣教部委員 

跨越圍牆．參與宣教 

支持宣教士及宣教事工預算 
 

美里山城基督教會 $1,000 

國際海外基督使團 

• 黃曉暉宣教士家庭 $1,000 

• John & Pauline Cheng  $1,000 

• Ben & Marge Zheng $1,000 

學園傳道會 

• Karl & Amy Udy $1,000 

奧克蘭越南宣道會 $1,000 

中國事工 

• 張克峰傳道 $500 

• 陽光教會 $500 

國際關懷協會（CMI） $1,000 

本會宣教發展 $1,000 

合計 $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