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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人生下半場
    我們自小在香港讀書和成長
，畢業後也在香港工作了一段
時間，直到1994年我們一家四
口由香港移民來到多倫多。我
們都是專業會計師，移民加拿
大後，我们很快就適應了這地
的生活，並且開展了自己的快
遞和專業會計報稅事業，業務
發展得也挺順利。我們信主已
有40多年，早年在香港信望愛
福音會受洗。移民前，我們一
直在香港教會參與多方面的侍
奉，包括主日學、團契導師和
教會執事。移民後，我們加入
了北約恩典福音堂，並開始在
主日學和團契侍奉；後來家華
加入了教會的差傳部，且成爲
主席。除了推動教會的各樣差
傳事工外，他亦曾多次帶領教
會的弟兄姊妹去中、南美洲短
宣，去過的地方包括委内瑞拉
、秘鲁、巴西和牙買加等地。    

蒙召與裝備
    在2004年一次大多倫多市培
靈會上，我们被神感召，願意
委身成爲全職的宣教士。之後
幾年，我們一面工作，一面在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修讀道學
碩士和神學證書課程，目的是
要裝備自己，做好全職侍奉的
準備。這時候我們已五十多歲
，兩個兒子也都大學畢業，並
且找到了合適的工作，所以我
們已無後顧之憂，可以安心踏
上我們的宣教之路。2009年我
們完成了神學院的課程，之後

我們結束了多倫多的生意，在
2010年中我們返回香港，正式
開展我們在亞洲的宣教侍奉。

神學教育與教牧培訓
    我們多年來的宣教侍奉，主
要是做神學教育和教牧培訓工
作。透過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
神學教育機構的安排，讓我們
得以去到多個不同的城市和鄉
鎮，在不同的神學班裏，培訓
各地有需要的人，當中包括一
般信徒、教會領袖和一些準備
做開荒佈道的人。我們的學生
來自五湖四海，學歷參差，有

專業人士和大學生，也有一些
只具備初中程度，甚至小學水
平的人，但他們每個人都有一
顆渴求真理的心，讓我們感到
非常欣慰；更值得我們鼓舞的
是，很多我們培訓出來的學生
都能在教會有美好的侍奉，有
些更成爲了教會牧者和長執。

醫療宣教與福音戒毒
    在回港的頭兩年，我們在教
學之餘，也加入了一個在香港
剛成立的醫療協會。這個機構
每年都舉辦醫療義診服務，我

們也曾參加過，但我們的主要
任務是運用我們的專業財務知
識，幫助這個機構收購一間在
中國南方的醫院和承包一所政
府的安老院。除了醫療宣教外
，我們也參與了一些中國的福
音戒毒和愛滋關懷事工。
    在2011年8月，我們在泰北一
所神學院教學時認識了一位姊
妹，她來自中國，以前是一位
吸毒者。經她介紹我們認識了
她的妹夫，他年輕時在香港也
曾是一名吸毒者，後來接受了
福音戒毒，之後更領受了神的
呼召，在中國創辦了一個戒毒
機構。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在
2014年我們正式參與這個機構
的事工時，這個機構在廣東省
已成功開辦了兩個戒毒村、一
個中途宿舍和一個門訓班，收
容了多名戒毒者和戒毒成功後
願意接受神學裝備的學生。
    福音戒毒的口號是「不用藥
物，不憑己力，只靠耶穌」，
學員都是自願來戒毒的。福音
戒毒分「管」與「教」兩個部
份。「管」方面是由戒毒成功
後，接受過門徒訓練的導師負
責，因為只有吸過毒或在黑社
會混過的「過來人」才能真正
了解戒毒學員的需要和感受，
也只有他們才能管治好這些戒
毒者和幫助他們剋服毒癮的煎
熬。「教」方面是需要我們這
些有聖經知識的老師前來教導
學員，使他們明白真理，認識
基督；

莫家華
葉潤翠

唯有生命被神改變了的人才能
完全脫離毒品的捆綁。在中國
，吸毒和愛滋病很多時候是連
在一起的，因爲愛滋病可以透
過共用針筒、性行爲和母嬰感

染傳播開來。在我們所服侍的
福音戒毒所裏就辦了一個愛滋
病人收容所，裡面住了一些愛
滋婦女，和幾個孩子，他們都
是被家人遺棄的。在社會裏他
們被人輕視，但在中心內，他
們在基督裏備受愛護、關懷，
讓他們重獲新生，這都是神的
恩典。

金三角宣教事工
    自2011年起我們有機會參與
金三角宣教中心的事工，該事
工是由溫哥華李世勳牧師所創
立的加拿大天恩基金會所發起
的。李牧師早年畢業於香港建
道神學院，在香港和加拿大牧
會多年，他和我們香港教會的
前牧師廖振勝牧師，以及恩霖
中華的現任會長鄭貽富博士份
屬同窗好友，他們三人曾一同
前往泰北清萊，在天恩基金會
準備購買的一幅土地上，為金
三角的宣教事工發展禱告。
    2011年1月，泰國天恩基金會

正式成立，我們夫婦獲邀前往
曼谷與基金會的董事們會面，
一同探討金三角地區的宣教事
工發展；之後又一同飛往泰北
美賽市參加金三角宣教中心的
動土禮。天恩基金會在當地購
買了一幅約25萬平方呎的土地
，準備興建一個宣教中心，裏
面有神學院、教堂、學生中心
以及職業培訓中心。2012年11
月，金三角宣教中心的第一期
工程正式完工，我們也出席了
該中心的開幕禮並第一屆金三
角宣教營，這次開幕禮和宣教
營共有三百多人參加，主要來
自緬甸和金三角山區的13個少
數民族教會。
    2013年5月，金三角宣教學院
正式開學，宣教學院開辦的主
要目的是要培訓一些金三角地
區的少數民族信徒，讓他們接
受神學和宣教裝備後，可以返
回自己的民族中建立教會，或
回到自己原來的教會做牧養的
工作。我們的學生大部份來自
金三角山區的少數民族，也有
幾位來自緬甸、寮國、雲南，
以及一對由香港來到泰國宣教
的大學生夫婦。宣教學院的學
費和食宿費用都是全免的。我
們除了教學外，也參與神學生
的輔導工作，並負責宣教中心
的記帳和財務管理。
    昔日金三角是惡名遠播的鴉
片種植之地，現在很多少數民
族都已歸信了基督。我們希望
把金三角進一步發展成爲一個
重要的宣教基地和橋頭堡。按
照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計劃，
金三角將來是一個重要的高鐵
中轉站，由這裏可以連接雲南
，也可以西進緬甸和南下到柬
埔寨、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地。
在東盟全面開放旅遊和通商後
，住在泰緬寮越各地的人就可
以自由進出各國，不用簽証，
這爲福音在東南亞的拓展提供
了絕好的契機。所以我們要盡

心、盡意、盡力，為神國培訓
更多優秀的傳道人和宣教士，
為神國的擴展做好準備。

培訓宣教士
    在2016年，我們放下了泰北
宣教學院的工作，加入了一個
在香港注冊的宣教機構。這個
機構的宗旨是推動跨文化宣教
，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協助一些
教會團隊成立差會，並且幫助
他們培訓宣教士，之後差派他
們出去，到一些未得之民的國
家做跨文化宣教工作。這個機

構每年都招募一些準宣教士，
爲他們提供訓練。我們的身份
是學生中心主任；工作上，我
們要照顧學生的起居生活和靈
命，另一方面也要教導他們各
方面的知識，包括神學、宣教
學、教會管理、小型生意的開
辦和經營，還有Excel和財務報
表制作等等。至今這個機構已
差派了十多位宣教士去了非洲
、中東和南亞等地。

現況與展望
    去年九月底，我們從海外回
流加拿大，原因有二：第一，
受疫情影響，我們在亞洲各地
的實體工作在過去一段時間已
經完全停頓，無法進行；第二
，我們的大兒子一家在今年的
三月底要去東南亞一個封閉國
家宣教。八年前我們的小兒子
已經去了非洲宣教，現在我們
要回來駐守在加拿大，我們不
是退休，而是把基地遷回來，

再開展我們的新事工。今年年
初，我們加入了恩霖中華為夥
伴同工，除了巴拿馬聖經學院
的教學外，我們也會參與中南
美洲各地的神學教育工作。此
外，我們也希望可以不定期的
回去亞洲做一些培訓工作，或
幫助一些宣教士，為他們提供
營商宣教的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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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小在香港讀書和成長
，畢業後也在香港工作了一段
時間，直到1994年我們一家四
口由香港移民來到多倫多。我
們都是專業會計師，移民加拿
大後，我们很快就適應了這地
的生活，並且開展了自己的快
遞和專業會計報稅事業，業務
發展得也挺順利。我們信主已
有40多年，早年在香港信望愛
福音會受洗。移民前，我們一
直在香港教會參與多方面的侍
奉，包括主日學、團契導師和
教會執事。移民後，我們加入
了北約恩典福音堂，並開始在
主日學和團契侍奉；後來家華
加入了教會的差傳部，且成爲
主席。除了推動教會的各樣差
傳事工外，他亦曾多次帶領教
會的弟兄姊妹去中、南美洲短
宣，去過的地方包括委内瑞拉
、秘鲁、巴西和牙買加等地。    

蒙召與裝備
    在2004年一次大多倫多市培
靈會上，我们被神感召，願意
委身成爲全職的宣教士。之後
幾年，我們一面工作，一面在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修讀道學
碩士和神學證書課程，目的是
要裝備自己，做好全職侍奉的
準備。這時候我們已五十多歲
，兩個兒子也都大學畢業，並
且找到了合適的工作，所以我
們已無後顧之憂，可以安心踏
上我們的宣教之路。2009年我
們完成了神學院的課程，之後

我們結束了多倫多的生意，在
2010年中我們返回香港，正式
開展我們在亞洲的宣教侍奉。

神學教育與教牧培訓
    我們多年來的宣教侍奉，主
要是做神學教育和教牧培訓工
作。透過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
神學教育機構的安排，讓我們
得以去到多個不同的城市和鄉
鎮，在不同的神學班裏，培訓
各地有需要的人，當中包括一
般信徒、教會領袖和一些準備
做開荒佈道的人。我們的學生
來自五湖四海，學歷參差，有

專業人士和大學生，也有一些
只具備初中程度，甚至小學水
平的人，但他們每個人都有一
顆渴求真理的心，讓我們感到
非常欣慰；更值得我們鼓舞的
是，很多我們培訓出來的學生
都能在教會有美好的侍奉，有
些更成爲了教會牧者和長執。

醫療宣教與福音戒毒
    在回港的頭兩年，我們在教
學之餘，也加入了一個在香港
剛成立的醫療協會。這個機構
每年都舉辦醫療義診服務，我

們也曾參加過，但我們的主要
任務是運用我們的專業財務知
識，幫助這個機構收購一間在
中國南方的醫院和承包一所政
府的安老院。除了醫療宣教外
，我們也參與了一些中國的福
音戒毒和愛滋關懷事工。
    在2011年8月，我們在泰北一
所神學院教學時認識了一位姊
妹，她來自中國，以前是一位
吸毒者。經她介紹我們認識了
她的妹夫，他年輕時在香港也
曾是一名吸毒者，後來接受了
福音戒毒，之後更領受了神的
呼召，在中國創辦了一個戒毒
機構。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在
2014年我們正式參與這個機構
的事工時，這個機構在廣東省
已成功開辦了兩個戒毒村、一
個中途宿舍和一個門訓班，收
容了多名戒毒者和戒毒成功後
願意接受神學裝備的學生。
    福音戒毒的口號是「不用藥
物，不憑己力，只靠耶穌」，
學員都是自願來戒毒的。福音
戒毒分「管」與「教」兩個部
份。「管」方面是由戒毒成功
後，接受過門徒訓練的導師負
責，因為只有吸過毒或在黑社
會混過的「過來人」才能真正
了解戒毒學員的需要和感受，
也只有他們才能管治好這些戒
毒者和幫助他們剋服毒癮的煎
熬。「教」方面是需要我們這
些有聖經知識的老師前來教導
學員，使他們明白真理，認識
基督；

唯有生命被神改變了的人才能
完全脫離毒品的捆綁。在中國
，吸毒和愛滋病很多時候是連
在一起的，因爲愛滋病可以透
過共用針筒、性行爲和母嬰感

染傳播開來。在我們所服侍的
福音戒毒所裏就辦了一個愛滋
病人收容所，裡面住了一些愛
滋婦女，和幾個孩子，他們都
是被家人遺棄的。在社會裏他
們被人輕視，但在中心內，他
們在基督裏備受愛護、關懷，
讓他們重獲新生，這都是神的
恩典。

金三角宣教事工
    自2011年起我們有機會參與
金三角宣教中心的事工，該事
工是由溫哥華李世勳牧師所創
立的加拿大天恩基金會所發起
的。李牧師早年畢業於香港建
道神學院，在香港和加拿大牧
會多年，他和我們香港教會的
前牧師廖振勝牧師，以及恩霖
中華的現任會長鄭貽富博士份
屬同窗好友，他們三人曾一同
前往泰北清萊，在天恩基金會
準備購買的一幅土地上，為金
三角的宣教事工發展禱告。
    2011年1月，泰國天恩基金會

正式成立，我們夫婦獲邀前往
曼谷與基金會的董事們會面，
一同探討金三角地區的宣教事
工發展；之後又一同飛往泰北
美賽市參加金三角宣教中心的
動土禮。天恩基金會在當地購
買了一幅約25萬平方呎的土地
，準備興建一個宣教中心，裏
面有神學院、教堂、學生中心
以及職業培訓中心。2012年11
月，金三角宣教中心的第一期
工程正式完工，我們也出席了
該中心的開幕禮並第一屆金三
角宣教營，這次開幕禮和宣教
營共有三百多人參加，主要來
自緬甸和金三角山區的13個少
數民族教會。
    2013年5月，金三角宣教學院
正式開學，宣教學院開辦的主
要目的是要培訓一些金三角地
區的少數民族信徒，讓他們接
受神學和宣教裝備後，可以返
回自己的民族中建立教會，或
回到自己原來的教會做牧養的
工作。我們的學生大部份來自
金三角山區的少數民族，也有
幾位來自緬甸、寮國、雲南，
以及一對由香港來到泰國宣教
的大學生夫婦。宣教學院的學
費和食宿費用都是全免的。我
們除了教學外，也參與神學生
的輔導工作，並負責宣教中心
的記帳和財務管理。
    昔日金三角是惡名遠播的鴉
片種植之地，現在很多少數民
族都已歸信了基督。我們希望
把金三角進一步發展成爲一個
重要的宣教基地和橋頭堡。按
照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計劃，
金三角將來是一個重要的高鐵
中轉站，由這裏可以連接雲南
，也可以西進緬甸和南下到柬
埔寨、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地。
在東盟全面開放旅遊和通商後
，住在泰緬寮越各地的人就可
以自由進出各國，不用簽証，
這爲福音在東南亞的拓展提供
了絕好的契機。所以我們要盡

心、盡意、盡力，為神國培訓
更多優秀的傳道人和宣教士，
為神國的擴展做好準備。

培訓宣教士
    在2016年，我們放下了泰北
宣教學院的工作，加入了一個
在香港注冊的宣教機構。這個
機構的宗旨是推動跨文化宣教
，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協助一些
教會團隊成立差會，並且幫助
他們培訓宣教士，之後差派他
們出去，到一些未得之民的國
家做跨文化宣教工作。這個機

構每年都招募一些準宣教士，
爲他們提供訓練。我們的身份
是學生中心主任；工作上，我
們要照顧學生的起居生活和靈
命，另一方面也要教導他們各
方面的知識，包括神學、宣教
學、教會管理、小型生意的開
辦和經營，還有Excel和財務報
表制作等等。至今這個機構已
差派了十多位宣教士去了非洲
、中東和南亞等地。

現況與展望
    去年九月底，我們從海外回
流加拿大，原因有二：第一，
受疫情影響，我們在亞洲各地
的實體工作在過去一段時間已
經完全停頓，無法進行；第二
，我們的大兒子一家在今年的
三月底要去東南亞一個封閉國
家宣教。八年前我們的小兒子
已經去了非洲宣教，現在我們
要回來駐守在加拿大，我們不
是退休，而是把基地遷回來，

再開展我們的新事工。今年年
初，我們加入了恩霖中華為夥
伴同工，除了巴拿馬聖經學院
的教學外，我們也會參與中南
美洲各地的神學教育工作。此
外，我們也希望可以不定期的
回去亞洲做一些培訓工作，或
幫助一些宣教士，為他們提供
營商宣教的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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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說起
    日本與中國相比，是一個文
明起步較晚的民族。加上島國
資源匱乏、生存條件嚴峻，所
以對內高度團結，對外來的中
國大陸文化，以及朝鮮半島文
化，也充分的吸收與調和。

    聖德太子（公元574-622）是
用明天皇的皇子，原名厩户皇
子，公元593年，被推古天皇立
為皇太子，任攝政。他信奉佛
教，奬勵儒學。為了提高皇權
，抑制豪族勢力，他在公元603
年制定《冠位十二階》。這是
他效法中國隋唐進行改革的開
始。

    翌年，聖德太子頒佈《十七
條憲法》，以提高皇室威權。
這是日本最古的一部成文法。
 “一曰，以和為貴，無忤為宗
。人皆有黨，亦少達者。是以
或不順君父，乍違於鄰里。然
上和下睦，諧於論事，則事論
自通，何事不成？
    二曰，篤敬三寶，三寶者，
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
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歸是
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
不歸三寶，何以直枉？
    三曰，承詔必謹。君則天之
，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
順行，萬氣得通。”

一、儒家思想在日本的轉型
    1.天皇至上
談起日本社會，我們常常把它
納入儒家文化圈，其實並非盡
然。應當説，由於不同的文化
土壤的作用，日本的儒教已與
原來的思想貌合神離，也早已
背離了儒家的基本精神。簡言
之，中國儒家高擧“仁”為絕

對及最高的道德標準；然而，
對日本人來説，“忠”才是壓
倒一切的道德規範。孔孟之道
覺得忠應受制於仁，離開了仁
，忠就變成一種愚忠。但日本
人却抑仁揚忠，完全配合天皇
制及國家神道對國民的要求。

     2.拒絕孟子
    由此可以理解，為何諸子百
家中，只有孟子的學説長期遭
到禁止。日本人痛恨孟子，因
為他不但鼓吹民為貴，社稷次
之，君為輕的重民輕君思想，
還主張貴戚之卿可以廢掉壞君
，改立好君。這就直接跟萬世
一系的天皇制發生衝突。更進
一步，日本人不承認人身上存
在靈與欲兩種力量的天人交戰
，以及社會存在着善與惡兩種
勢力的對立。日本人公然聲稱
，孟子推崇的仁義道德的絕對
觀念，並不適合日本國情，所
以遭到日本人的抵制！

二、日本佛教與神道的糾纒
    1. 現世主義
長期以來，佛教一直被日本人
奉為國教（唯一例外是明治維
新至二戰戰敗期間），享受特
殊的地位。初期佛教東來時，
尊佛和排佛雙方展開拉鋸，排
佛時佔上風。直到587年，欽明
天皇死，豪族蘇我馬子聯合信
佛的聖德太子殺了物部守屋，
滅了物部氏，掌握朝廷實權，
佛教從此蓬勃發展！日本天皇
十分熱衷與認同佛教，約有三
分之一最後遁入空門。但日本
佛教固有的來世主義，慢慢變
成現世主義。日本的和尚可以
結婚、吃肉、喝酒，並且傳子
世襲！

    2. 神佛不分
    日本向來號稱神佛合一，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神佛合一
共經歷三個階段。起初是神道
主動接受較有禮儀規模和教義
系統的中國佛教；第二階段，
就是日本的神被加上菩薩的稱
號，開始晉級，實際上是將神
看作是佛的轉世。第三階段，
就是所謂的本地垂跡，神與佛
經過長期的互相滲透和融合，
最終合為一體，特定的神與特
定的佛被聯繋在一起：天照大
神被認為是大日如來的垂跡，
八幡神被認為是阿彌陀佛的垂
跡。
    總而言之，聖德太子頒佈的
《十七條憲法》是古代日本選
擇性接受中國文化後的初次正
式表白。無論是“以和為貴”
，還是”篤敬三寶“，目的都
是配合及壯大天皇制的絕對權
威，闡釋大和民族的大和精神
、大和心、大和魂等等的真正
內涵。

    我們自小在香港讀書和成長
，畢業後也在香港工作了一段
時間，直到1994年我們一家四
口由香港移民來到多倫多。我
們都是專業會計師，移民加拿
大後，我们很快就適應了這地
的生活，並且開展了自己的快
遞和專業會計報稅事業，業務
發展得也挺順利。我們信主已
有40多年，早年在香港信望愛
福音會受洗。移民前，我們一
直在香港教會參與多方面的侍
奉，包括主日學、團契導師和
教會執事。移民後，我們加入
了北約恩典福音堂，並開始在
主日學和團契侍奉；後來家華
加入了教會的差傳部，且成爲
主席。除了推動教會的各樣差
傳事工外，他亦曾多次帶領教
會的弟兄姊妹去中、南美洲短
宣，去過的地方包括委内瑞拉
、秘鲁、巴西和牙買加等地。    

蒙召與裝備
    在2004年一次大多倫多市培
靈會上，我们被神感召，願意
委身成爲全職的宣教士。之後
幾年，我們一面工作，一面在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修讀道學
碩士和神學證書課程，目的是
要裝備自己，做好全職侍奉的
準備。這時候我們已五十多歲
，兩個兒子也都大學畢業，並
且找到了合適的工作，所以我
們已無後顧之憂，可以安心踏
上我們的宣教之路。2009年我
們完成了神學院的課程，之後

我們結束了多倫多的生意，在
2010年中我們返回香港，正式
開展我們在亞洲的宣教侍奉。

神學教育與教牧培訓
    我們多年來的宣教侍奉，主
要是做神學教育和教牧培訓工
作。透過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
神學教育機構的安排，讓我們
得以去到多個不同的城市和鄉
鎮，在不同的神學班裏，培訓
各地有需要的人，當中包括一
般信徒、教會領袖和一些準備
做開荒佈道的人。我們的學生
來自五湖四海，學歷參差，有

專業人士和大學生，也有一些
只具備初中程度，甚至小學水
平的人，但他們每個人都有一
顆渴求真理的心，讓我們感到
非常欣慰；更值得我們鼓舞的
是，很多我們培訓出來的學生
都能在教會有美好的侍奉，有
些更成爲了教會牧者和長執。

醫療宣教與福音戒毒
    在回港的頭兩年，我們在教
學之餘，也加入了一個在香港
剛成立的醫療協會。這個機構
每年都舉辦醫療義診服務，我

們也曾參加過，但我們的主要
任務是運用我們的專業財務知
識，幫助這個機構收購一間在
中國南方的醫院和承包一所政
府的安老院。除了醫療宣教外
，我們也參與了一些中國的福
音戒毒和愛滋關懷事工。
    在2011年8月，我們在泰北一
所神學院教學時認識了一位姊
妹，她來自中國，以前是一位
吸毒者。經她介紹我們認識了
她的妹夫，他年輕時在香港也
曾是一名吸毒者，後來接受了
福音戒毒，之後更領受了神的
呼召，在中國創辦了一個戒毒
機構。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在
2014年我們正式參與這個機構
的事工時，這個機構在廣東省
已成功開辦了兩個戒毒村、一
個中途宿舍和一個門訓班，收
容了多名戒毒者和戒毒成功後
願意接受神學裝備的學生。
    福音戒毒的口號是「不用藥
物，不憑己力，只靠耶穌」，
學員都是自願來戒毒的。福音
戒毒分「管」與「教」兩個部
份。「管」方面是由戒毒成功
後，接受過門徒訓練的導師負
責，因為只有吸過毒或在黑社
會混過的「過來人」才能真正
了解戒毒學員的需要和感受，
也只有他們才能管治好這些戒
毒者和幫助他們剋服毒癮的煎
熬。「教」方面是需要我們這
些有聖經知識的老師前來教導
學員，使他們明白真理，認識
基督；

唯有生命被神改變了的人才能
完全脫離毒品的捆綁。在中國
，吸毒和愛滋病很多時候是連
在一起的，因爲愛滋病可以透
過共用針筒、性行爲和母嬰感

染傳播開來。在我們所服侍的
福音戒毒所裏就辦了一個愛滋
病人收容所，裡面住了一些愛
滋婦女，和幾個孩子，他們都
是被家人遺棄的。在社會裏他
們被人輕視，但在中心內，他
們在基督裏備受愛護、關懷，
讓他們重獲新生，這都是神的
恩典。

金三角宣教事工
    自2011年起我們有機會參與
金三角宣教中心的事工，該事
工是由溫哥華李世勳牧師所創
立的加拿大天恩基金會所發起
的。李牧師早年畢業於香港建
道神學院，在香港和加拿大牧
會多年，他和我們香港教會的
前牧師廖振勝牧師，以及恩霖
中華的現任會長鄭貽富博士份
屬同窗好友，他們三人曾一同
前往泰北清萊，在天恩基金會
準備購買的一幅土地上，為金
三角的宣教事工發展禱告。
    2011年1月，泰國天恩基金會

正式成立，我們夫婦獲邀前往
曼谷與基金會的董事們會面，
一同探討金三角地區的宣教事
工發展；之後又一同飛往泰北
美賽市參加金三角宣教中心的
動土禮。天恩基金會在當地購
買了一幅約25萬平方呎的土地
，準備興建一個宣教中心，裏
面有神學院、教堂、學生中心
以及職業培訓中心。2012年11
月，金三角宣教中心的第一期
工程正式完工，我們也出席了
該中心的開幕禮並第一屆金三
角宣教營，這次開幕禮和宣教
營共有三百多人參加，主要來
自緬甸和金三角山區的13個少
數民族教會。
    2013年5月，金三角宣教學院
正式開學，宣教學院開辦的主
要目的是要培訓一些金三角地
區的少數民族信徒，讓他們接
受神學和宣教裝備後，可以返
回自己的民族中建立教會，或
回到自己原來的教會做牧養的
工作。我們的學生大部份來自
金三角山區的少數民族，也有
幾位來自緬甸、寮國、雲南，
以及一對由香港來到泰國宣教
的大學生夫婦。宣教學院的學
費和食宿費用都是全免的。我
們除了教學外，也參與神學生
的輔導工作，並負責宣教中心
的記帳和財務管理。
    昔日金三角是惡名遠播的鴉
片種植之地，現在很多少數民
族都已歸信了基督。我們希望
把金三角進一步發展成爲一個
重要的宣教基地和橋頭堡。按
照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計劃，
金三角將來是一個重要的高鐵
中轉站，由這裏可以連接雲南
，也可以西進緬甸和南下到柬
埔寨、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地。
在東盟全面開放旅遊和通商後
，住在泰緬寮越各地的人就可
以自由進出各國，不用簽証，
這爲福音在東南亞的拓展提供
了絕好的契機。所以我們要盡

心、盡意、盡力，為神國培訓
更多優秀的傳道人和宣教士，
為神國的擴展做好準備。

培訓宣教士
    在2016年，我們放下了泰北
宣教學院的工作，加入了一個
在香港注冊的宣教機構。這個
機構的宗旨是推動跨文化宣教
，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協助一些
教會團隊成立差會，並且幫助
他們培訓宣教士，之後差派他
們出去，到一些未得之民的國
家做跨文化宣教工作。這個機

構每年都招募一些準宣教士，
爲他們提供訓練。我們的身份
是學生中心主任；工作上，我
們要照顧學生的起居生活和靈
命，另一方面也要教導他們各
方面的知識，包括神學、宣教
學、教會管理、小型生意的開
辦和經營，還有Excel和財務報
表制作等等。至今這個機構已
差派了十多位宣教士去了非洲
、中東和南亞等地。

現況與展望
    去年九月底，我們從海外回
流加拿大，原因有二：第一，
受疫情影響，我們在亞洲各地
的實體工作在過去一段時間已
經完全停頓，無法進行；第二
，我們的大兒子一家在今年的
三月底要去東南亞一個封閉國
家宣教。八年前我們的小兒子
已經去了非洲宣教，現在我們
要回來駐守在加拿大，我們不
是退休，而是把基地遷回來，

再開展我們的新事工。今年年
初，我們加入了恩霖中華為夥
伴同工，除了巴拿馬聖經學院
的教學外，我們也會參與中南
美洲各地的神學教育工作。此
外，我們也希望可以不定期的
回去亞洲做一些培訓工作，或
幫助一些宣教士，為他們提供
營商宣教的策略建議。

聖德太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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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的再思 何錦和傳道

    還記得2017年我們到泰國短
宣，在泰國晨光基督教中學，
看見他們的格言寫著:「生活就
是事奉，事奉就是生活; 生命
影響生命，生命建立生命。」
這格言給了事奉一個明確的定
位，原來事奉就是基督徒生活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基督徒
的生活就是不斷的事奉。因着
回應神大愛的緣故，基督徒會
去服侍神和服侍其他人。這句
格言，同時也給我一些反思... 
神藉著人的事奉改變其他人的
生命，但是我的事奉有沒有改
變我自己的生命呢?

事奉是突破自我
    記得第一份的事奉是在教會
的交通部，負責駕駛14座小巴
接送弟兄姊妹。 這倒是一個較
小的挑戰，只要花一些時間去
考F牌駕駛執照就可以。之後就
是在兒童部教主日學，這次是
跌跌碰碰的自學如何事奉，沒
有什麼正規的訓練。 事奉多年
後，因為搬到另外一個城市，
所以就投入另外一個教會，也
是在兒童部服侍。幾年之後，
當我認為自己對兒童主日學已
經駕輕就熟時，教會又要求我
帶領青少年小組。這實在是一
個比較大的挑戰，因為帶領年
青人實在不易。 不過我也學習
順服，抱著一個嘗試的態度。
就是這樣，事奉使我慢慢學會
突破自我的界限。
    如果說到最大的突破自我, 就
是決定修讀神學。 那時候距離
大學畢業已經快30年了，不想
再次面對課堂及功課的壓力。 
況且我是讀理科的，比較喜歡
理性思考，而不太喜歡看書。 
修讀神學，學習的方法可能要

有很大的改變。但為了能夠更
有效的事奉，就靠著神的恩典
來突破了自己。這就奠定我日
後事奉的態度: 「不看自己, 只
看耶穌，超越自我。」
    回想自從2011年起，我去過
很多不同的地方做短宣; 計有亞
洲、南美洲、甚至非洲。 生活

的條件或者當地的治安都會是
比不上北美，但我十分珍惜那
些事奉的經驗，能在不同的地
方作宣教事奉，與當地基督徒
齊心合作，十分有意義! 
    幾年的全時間事奉是在英文
堂。退休之後轉到另一間教會
聚會。 起初那裏的主任牧師間
常也會邀請我在英文堂講道。 
但不久他又邀請我到廣東堂分
享，最後他還邀請我在國語堂
講道。我的母語是廣東話，但
久居國外我的廣東話已夾雜了
很多英語，一下子要轉用廣東
話講道，分外顯得生硬。國語
就更不用說了! 我的國語就只有
香港人才聽得懂! 不過想到事奉
就是不斷的突破自我，既然神
藉著他們邀請我，我相信 祂會
給我足夠的恩典來接受挑戰，
衝破自我。所以至今我仍然間
常在這間教會的國語堂證道。

事奉是抓緊機會
    自從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
情在世界各地肆虐，這也影響
到很多基督徒的敬拜和事奉。
因著地方政府衛生部門防疫的

措施，很多公眾聚會場所都要
關閉，包括教堂。宗教聚會及
其他活動都停了下來。因此很
多以前事奉的機會都失去了。
我們本來預定於2020年5月到巴
拿馬短宣一個月的行程也要取
消。但常說: 「當神把大門關了
，衪会為我們打開一扇窗戶。
」 雖然實體聚會取消了，但各
教會都改為網上聚會。本來準
備在巴拿馬短宣的門徒訓練都
改在網上 。又因為疫情很多弟
兄姊妹工作時間都減短甚至暫
停工作，他們可以安在家中就
能參與教會活動 。這是 一個前
所未有舉辦門徒訓練的好機會! 
我們就抓著這個時間，讓他們
學習不同的課程，小組查經和
傳福音技巧; 另外還有小組學習
如何教主日學 。在這兩年，會
友的屬靈質素提升不少 。其實
疫情中裝備基督徒已經是常態
了，只不過我們看到了機會，
早一點起步 。在個人層面，回
想我事奉的生涯，父神是不斷
給我機會。甚至現在退休之後
，衪也給我機會在一間國語教
會牧養青年人。但倘若我沒有
回應的話，許多的事奉機會就
會轉到其他的基督徒了 。 
    簡言之，父神希望衪的兒女
有一個事奉的生活，並不是因
為教會有很多事工等著他們完
成。神是希望藉事奉能夠與衪
建立一個更親密的關係，同時
能夠增加我們的信心，突破自
我，最後就是得著豐盛的生命
。原來事奉就是神給我們祝福
的一個途徑。在這裡也鼓勵各
位，豐盛生命就在我們的手中
，只要我們抓緊每一個事奉的
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