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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岭組分享

黃朗顯（梨木樹傳恩浸信會）

	 有關這次短宣，個人有很大的得著。

	 大岭教會（惠東懸基督教大岭堂）成立只是數年時間，已有一所很有規模的教會會址，教友達
1500多人，恆常返教會的有400多人，這點極之難得。

	 於探訪期間，見到教友有一個火熱的心，追尋主耶穌基督的真理，很是感動。大岭教會為方便
教友，於不同的弟兄姊妹的家成為聚會點，方便教友聚會，也增加相交，這點切合國內國情的需要，
方便未能於星期日敬拜主耶穌基督的教友藉此增加學習聖經話語的機會，這像香港的團契生活。

	 但現時只有江傳道一人，要牧養1500多教友，是絕對無可能的。教牧人手嚴重不足，導致教友
信仰根基不穩，這點可見於我們到教友家做探訪時，教友要我們為他們禱告的，多是為生活家人、金
錢，絕少提及每天生活要「榮神益人」；這種類似「莽求」的情況是十分普遍。

	 要改變教友，只有增加傳道人及福音幹事，給予更多教友被牧養的機會。現時大岭教會集中牧
養年青人，例如以音樂吸引年青人返回教會，但因人手不足，可能較缺乏牧養夫婦、小孩。我們期望
多些機會短宣，或以不同形式的與大岭教會交流，幫助牧養。

	 願所有榮耀歸於我主耶穌基督。



　 大岭組分享

梁玉英（石蔭宣道浸信會）

		 大岭的弟兄姐妹渴慕神的話語，以耶和華為樂。教會很努力做關顧和探訪的工作，弟兄姐妹亦樂
意開放自己的家庭作聚會點。探訪弟兄姐妹時，我們一起唱詩，一起禱告，他們雖然在生活上要面對很
多不同的難處和困擾，但就憑著對神的信心和禱告去過每一天。他們一般都是工人或開小店，但他們在
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給我們留下美好的榜樣。

	 感謝神的帶領，約有40位小朋友參加兒童聖經班，他們都是虛心受教的孩子，非常認真地做習
作。他們雖然年紀小，但也樂意彼此服事。

	 在短宣中發現，大岭已受罪惡影響，搶劫、賭博和毒品的事常有發生。求神興起教會有更多主日
學老師，使兒童及青少年人得到聖經教導，把神的話放在心上，就不致誤入歧途，無論去到任何一方，
都得到神的引導和保守。

	 我們香港的弟兄姐妹幸運地可以得到較好的牧養和事奉上的裝備。就讓我們發揮自己的恩賜，去
彼此服事和建立，使榮耀歸於天上的父。



　 大岭組相片集



多祝組分享
廖曉穎（田裕浸信會）
	 對於這次惠東多祝短宣，令我有特別的感受！相
比起上一次的短宣，我發覺自己更有貢獻，能夠在當
地教會事奉！感謝神賜下恩賜，讓我可以運用自己的
技能，去多祝教會事奉，並且從中亦令我學會了扭氣
球，能夠學以致用！讓我明白到扭氣球，其實也可以
帶出福音信息的。

	 加上這次短宣經歷，令我深深感受到多祝的信
徒是那麼的堅信神，總是將神放在第一位，加上當地的信徒十
分熱情地招待我們，有時都感到難為情。相比香港的信徒對神的信心沒有那堅定，所以他們
與神同在的經歷，給人一種很大的說服力，看到他們對神是完全的信靠，這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從
他們身上，我亦發現依靠神便會得到神的帶領，指引我行當行的道路。在這短短的多祝短宣，我不但感
受到當地人對神無比的信心，亦感謝神保守和帶領，能夠讓我順利去到這地方。

吳子橋(田裕浸信會)
	 很高興能到惠東的多祝短宣，感謝神讓我可以去多祝經歷神的保守和帶領。在這次短宣，我深深
感受到神的恩典。多祝的信徒永遠都是將神放在第一位，連門外的揮春都是讚美神的話，屋內又會貼上
金句。香港很少信徒會這樣，很多人都將金錢、工作、學業，甚至遊戲機放在第一位，只是星期日才返一
返教會敬拜神，所以，多祝的信徒真是十分值得我們學習。從他們身上，我發現依靠神的會得到永遠的快
樂。在這短短的幾天，我感受到當地人對神那百分百的信心，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感謝神讓我到多祝
短宣。

吳汝就(田裕浸信會)
	 記得在8月5日主日崇拜中，我們唱的詩歌是「普天下」(歌詞取材自詩篇第100篇)	。我深深感受到
神是一位普天下的主，在近處，也在遠處。雖然唱詩讚美神的時候，大家都用不同的語言，有廣東話，有
客家話，也有普通話，但都是向獨一的神歌唱。

	 對我個人而言，這次行程宛如是一個培靈營，因為每天都聽道、聽見證。無論是當地教會弟兄姊妹
的見證，或是同行弟兄姊妹的見證，對我都有莫大的激勵。

	 感謝神在整個行程中的帶領！

鄧苑華(田裕浸信會)
	 忽忽五天行程，說短不短，長也不算長，但經歷了從未如此密集式每天探訪、查經、培靈、佈道，
我有生以來似乎最屬靈的五天。其中也確實體會到「回歸」後血濃於水的郷情。多祝郷鎮不算落後，但也
漸城鎮化，所以晚至七時多才晚飯，跟香港差不多；但多祝信徒卻有港人難得的清心，一顆憨厚的心，他
們一信就信得很穩、很深、也很直接，沒有太多遲疑、思慮，有近乎孩子的真，是一種郷下人的真。如果
有長遠、適當的栽培，這個禾場廣大，無可限量。



多祝組分享

許珮媚(田裕浸信會)
	 這次是我參與差會第二次的短宣活動，出發前已知道要負責項目，故特別帶備不同物品，希望有
助活動進行。但是牧者常說會有變數，故在心中作好準備，願神加添我的智慧。

	 在過程中，深深體會神的引領及安排，路途崎嶇不平，我們一行十三人能平安到步。天氣安排卻
看見神的大能，由熱轉涼，令我們身體不至於太辛苦。感謝神!整個短宣我主要從事兒童事工及探訪工
作，第一次與多祝小朋友接觸與他們玩遊戲，大家都很開心。當要他們學唱詩歌，他們知道唱給神聽，
就願意專心做動作及學唱，實在讓我感動。我邀請他們唱「神創我」時，問他們耳仔可以怎樣？他們會
說聽神的話；口可以怎樣？他們說讀聖經；眼可以怎樣？他們說看聖經。他們是多麼單純及愛主啊!他們
愛神的心要讓我好好學習。在五天短宣事奉中，更體會神給我恩賜、膽量及智慧，叫我有教導的能力、
有用普通話傳五色珠及祈禱的勇氣，更有即時想遊戲及唱詩的智慧。

	 最後一天，我與他們唱「你是我的好朋友」時及揮手作別時，我亦不自覺眼中有淚。他們的真
心，我會永遠記住，亦願意再去多祝與他們一起唱詩、分享及遊戲。

麥淦平(田裕浸信會)

	 這次是第一次惠東短宣，起
初估計要預備好普通話的材料，但
豈料這不太中用，因為當地的人主
要是用客家話來溝通；但我對這語
言全不通曉。當想聽他們分享時，
和想為他們祈禱，真是非常困難。

	 在與當地傳道人交流中，知
道他們當地人是一家一家的去信
主，這真的看見神的奇妙。環顧自
己的家人和親戚，很多都不信主，
真要努力努力。



雲南組分享
嚴偉蓮(頌恩浸信會)

再活一次──重新檢視自己

	 很久，很久，沒那麼被震撼到了！初到雲南，並沒有被那氣勢磅礡的大山嚇到，也沒有被那崎嶇
泥濘的山路阻撓了我們傳揚神福音的腳步…..反而，被聖經學校的那群孩子的歌聲撼動着……

	 在阿拉箐的幾天，每天早上就被孩子的歌聲喚醒，一次又一次在問：現在的我到底在哪裡？我很
清楚我在為神工作着，也正被祂陶造着……作為基督徒的我，無論是在行動上，還是感情上，都節制得
很！從不輕易向人講述神的愛，但當我面對着一群聖經學校的學生，發現他們用最單純的心去敬拜、仰
望主耶穌的時候，我看見了神的大能。在資源那麼缺乏的地方，有一群學生不怕辛苦，從老遠的貴州山
區，來到雲南的山上，為的是要在信仰上裝備好自己，將來為自己的教會服事！意志是那麼的堅定，縱
使他們在知識和裝備上，還是很薄弱，但卻讓我在大山中體驗到神大能的無所不在！

	 在這次短宣中，我再回到了學生的時代，但這次追求的並不是課本上的知識，而是跟着牧師和傳
道人，學習怎樣為神的國作工。這是以前我不曾仔細思量的，總覺得自己能做的不多，我不幹，總有別
人會做。對神工作的怠惰，有時會讓我在為神的工作上顯得麻木，與不在乎！但，原來我們每個人能為
神做的事還是很多的！

	 神透過這一次的短宣，再次為我的生命注入了一股活力。我也彷彿聽到神再次鼓勵着我：「不可
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四章
十二節）



雲南組分享
賴筠婷(恆安浸信會)
	 一連七日的雲南短宣旅程轉眼便過
去，旅途滿載着此起彼落的笑聲並神多而
又多的恩。行程的第二天，我們到達位於
阿拉菁的聖經學校，與龍傳道並十六位學
生見面，並有四天交流時間。期間我們有
機會與他們一同讀經、上課、探訪、聚
會、吃飯…彼此分享及交流，漸漸地由起
初的陌路人變得熟落起來。他們年紀輕
輕，已對神有顆單純渴慕的心，願意花兩
年時間，來到這所學校去學習神的話語；
他們相對我們沒有那麼多的物質，然而他
們擁有張比我們更富足的臉。在一班短宣
中心同工、傳道人及學生身上，我看到一幅很美的圖畫，「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
美」。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去看，看祂在不同人身上的奇妙作為；讓我有機會去聽，聽每一個真誠的
分享；讓我有機會去感受，感受祂的真實。也感謝神，來自五間教會的我們能有機會認識及彼此配搭
分工，當中深深體會到羅馬書八章28節所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願神繼續祝福
與帶領當地的事工。

歐牧師(差會總幹事)
	 2012年8月1-7日，為期七
天的雲南短宣，在晴朗的天
空下，由香港國際機場直達
雲南長水國際機場，得到短
宣中心同工的安排及接待，
叫我們開始了這次的行程。
從他們的分享得知他們原本
是大學生，卻願意放下高薪
厚職投身全時間事奉，這種
跟隨主的態度，實在給予我
們很大的鼓勵。第二天我們
八人浩浩蕩蕩乘公交車向阿
拉菁進發，由於山路受連場
豪雨所阻，只有中途徒步上
山，再轉乘拖拉車到達目的
地。

	在數天的山上事奉，各人
均能發揮所長，有作教導
的、探訪的、主領聚會等

各方面服侍，在行程當中，有隊員面對家人親友患病或離世帶來的掛心，但卻靠主得著力量，剛強起
來事奉主，各人在組內分享領受，大家都得到鼓勵，與當地同工、信徒、學生接觸，各人都有不同的
體會，如當地同工如何受家人影響立志一生事主，學生們如何從遠方到來學習主的恩言，他們如何得
到家人的支持，信徒們如何面對疾病仍舊跟隨主，他們雖然知識不多，但心志卻堅定不移。我們八人
都能在當地環境上適應下來，雖有踏上海拔2400米高山探訪，經過滑溜溜的黃泥土地，一雙鞋都變黃
了，但內心卻充滿喜樂。感謝主，這種種經歷都叫我們整體如同一人同聲讚美主祂所賜的平安喜樂。



雲南組分享
韓建軍(恩磐堂)

感謝神板栗有刺

	 板栗多見於山地，生長於海拔370-2800米的地區，在雲南富民、祿勸處處可見。在我看
來，板栗就代表了我們腳踏之地、所接觸的苗胞。

	 為了認識「板栗」多一點，我特意在網上找一下資料。維基百科提及：「板栗性喜光，耐
旱，耐瘠薄，喜肥沃土壤，生長率適中。」我們在市場上看到的是連殼或是剝了殼的栗子，大概
沒有見過滿佈刺針包着栗子的栗蓬。原來我們不能用手剝，也不能用石頭去砸開栗蓬，要用我們
腳下的鞋子去搓，再用竹夾擘開取出蓬內的栗子。

	 探訪所見，苗胞熱誠待客，鄰居會借出櫈子。他們樂意分享，胸無城府，真的很可愛。聽
他們訴說與家人關係，分享教會弟兄姊妹的軟弱和需要，有如閒話家常，能與他們相聚實在深感
到榮幸。當我分享經文時，有位老姊妹常以「阿們！阿們！」和應；當我閉上眼睛為他們的家庭
禱告時，老姊妹竟跪下來誠心禱告，我的鼻子一酸，眼淚忍不住湧流出來。
	
	 在深山中的一條村子有一間聖經學校。學校裏有一群來自雲南和貴州的十來歲的小伙子。
學校如其名——以勒，一切開支仰賴上帝的供應。(創22:14)	在這裏讀書不用交學費，老師也沒有
工資，有時候師生一起出動當幫工，賺取當月的生活費。學校的條件確是不好，卻鍛練出生命中
的信心和喜樂！板栗雖然有刺、有困難，但是它有如瓦器裏的寶貝！

	 我愛傈僳，也愛板栗，為板栗有刺而感謝神！



雲南組相片集



開平組分享
郭惠蓮(長康浸信會)

	 我們開平組十五位弟兄姊妹，
來自兩個教會，主的安排很奇妙。我
們有年長、年青、年少、年幼的組
合，活動時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花園教會的年青人與我會牧
者、執事及各位作工時，有從神而來
的暢順。

	 嘩，我食米就多，我第一次親
手投擲秧，我們老、中、青、少都在
田間玩得好開心！好感恩我們在這幾
天，遇過風雲色變、狂風雷電大雨，
當時我們剛好在車上，我擔心落車時
這樣天氣一定濕身，最奇妙的是落車
時天色昏暗，但地是乾的，多謝主祝
福！

	 又見證到一對夫婦，丈夫是瞎
眼的，妻子是瘸腿的，他們是做小販的，兩人合作推車擺賣，兩位都不靠手杖，只是倆牽著手行，
他們接受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他們滿有喜樂，與他們相處都感應到他們的喜樂，他們隨時隨地都
感謝神，讚美主！



黃埠組分享
陳文珊(順安浸信會)
	 短宣已過了差不多一個月，但是，黃埠教會
弟兄姊妹的樣子仍在我的腦海裡。我還記得在一個
查經聚會裡，有一位老姊妹請求我為他們能夠有牧
者代禱，原來他們只有一位傳道人，卻有過百的信
徒，他們極需要牧者的餵養。所以，當香港的弟兄
姊妹帶領兒童聖經班和敬拜聚會時，當地的弟兄姊
妹都十分興奮和雀躍。想起一大群兒童充滿盼望地
等候著上聖經班，看到當地的信徒對聖樂敬拜的投
入，我心十分感動。

	 在短宣期間，我們到過許多地方探訪，其中一個家庭令我最深刻，那裡只有一位婆婆，她行動不
方便，而且，那間木屋非常破舊，只有一個燈泡和一把袖珍的風扇。當我們步進屋裡時，那位婆婆開始
抽泣地述說自己的悲慘經歷，雖然我們不能完全明白婆婆的說話，但是，從她的表情和淚水，我們都大
概知道她的苦況，最後，當我帶領結束祈禱時，我也按捺不住眼裡的淚水，大聲向主呼求，求大能的神
保護她。

	 在短宣裡我也發現原來順安的弟兄姊妹有那麼多恩賜，有一位弟兄更能即時傳譯呢！

李兆祥(順安浸信會)
	 在2012年間，我很有幸能到黃埠當中去短宣，對於信仰經歷不深的我有很大的體會。
	
	 在這次的行程中，我看見當地信徒他們很熱心參與教會聚會，但在探訪的過程中，又發現當地弟
兄姊妹因著生活的所需，他們為了生計而失去時間去教會，而他們當中仍十分渴慕神。而反觀我自己，
在香港往往因為一時的任性、懶惰而不返教會，失去很多與神親近的時間。另外、在黃埠這小鎮中，周
圍都充斥著罪惡和毒品的滋擾。當中有不少信徒更曾經沉淪於當中，但都感謝神，他們都能藉著神而從
罪惡中重生，得著喜樂的生活。

	 總括而言，這次行程不但豐富我的經歷，更令我增強我對信仰的信心。很希望下次仍有機會再參
與短宣。

羅瑞蓮(順安浸信會)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加差會舉辦的惠東交流體驗短宣，今次到惠東黃埠福音堂教會探訪內地信
徒，與他們一起查經祈禱、參加祟拜聚會和彼此認識。他們熱情親切的招待，處處為我們安排一切所
需，又帶我們到不同的家庭探訪，一些長者更唱出美妙的詩歌給我們聽，從他們的臉上流露出喜樂的笑
容，讓我深深體會到主內一家的情誼。

	 我很欣賞他們對神有單純的信心，因為他們對救恩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有永生，縱然面對生活困
苦或疾病煎熬，心裡仍然充滿喜樂。這給我有很大的提醒，神豈不是說過祂是勝過苦難的神嗎？我們應
當一無掛慮，事事交託給主，快樂地走人生路。	

鄧杰榮(順安浸信會)
	 在今次的短宣裡面，我很感謝神給我看到很多東西。黃埠這個地方是一個被罪惡包圍的小鎮，見
到撒旦擄掠人的靈魂就好像吃飯一樣容易。雖然黃埠是一個這樣被罪惡包圍的地方，但是很感謝神，看
到當地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喜樂的心。當深入去了解的時候才知道他們返教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亦很少
人可以和他們分享聖經的知識，因為當地大概有三至四千名信徒，但是就只有一位傳道人去牧養他們。
所以當地有很多弟兄姊妹雖然信主多年，但是對聖經的知識還是很缺乏。回想自己的情況，在香港有很
多人去牧養自己，自己卻沒有好好珍惜，而內地的弟兄姊妹想聽都未必有機會，所以希望自己可以改變
現況，更加專心去聆聽神的話語。可以在下一次短宣的時候有更多的服侍。



黃埠組分享
馮嘉琪（順安浸信會）
	 順安浸信會一行十九人浩浩盪盪參加差會舉辦的短
宣，這是我第一次於內地教會侍奉，在此感謝當地的李
傳道為我們安排的一切、各弟兄姊妹的熱情款待。短短
幾天的交流，看到他們面對各樣的挑戰，例如缺乏事奉
人員、當地的罪惡繁衍，非信徒的抨擊等等，但同時感
恩的是當地的弟兄姊妹仍對神盡是信靠信服；反省到自
己對神的信心，當遇到困難和軟弱時，如何尋求神、捉
緊神。

	 整個旅程親身感受到神的看顧和帶領，特別是神明
白自以為經歷少的我，一次又一次讓我經歷祂的實在。
神了解我是個腸胃容易敏感的人，即使每天吃油膩食
物，整個旅程沒有不適的狀況；神知道我是一位緊張大

師，祂讓初嘗帶敬拜的我感受祂賜下無比的平安；神明白我到黃埠的目的是傳揚福音，祂為我安排了一位
需要神的人讓我向她傳福音，最後她相信了；這個時候我已很感恩，令我經歷了這麼多，神卻要我知道祂
的作為是人預料不到的。原本租住的酒店非常就近教會，但由於發現酒店的空調大部份都壞透了，所以李
傳道為我們安排另一間較遠的酒店，正因為出入不便，我們需要乘搭當地的計程車來回教會，讓我們分別
遇到一位有心接受福音和一位知道有香港基督徒到了當地，有意接載我們的司機。一連串的經歷不得不令
我讚嘆神的大能和預備，使原本沒期望的我，帶著豐足的恩典回香港。

	 我又看到弟兄姊妹的用心事奉，事前的準備功夫一絲不苟，例如四出搜羅合適的物品送給當地的弟
兄姊妹；到達後病倒了仍堅持出隊探訪、儘管喉嚨沙啞，敬拜時仍竭力地唱詩；知道自己的普通話未達普
通程度，不斷喃喃自語練習等等，他們盡力的事奉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同時認識了香港其他教會的
弟兄姊妹，他們亦運身解數地侍奉，當中我們一起渡過又愉快又驚險的經歷，這都使成為我日後的美好回
憶。

	 常以為經歷少的我，經過這次的短宣，發現只要多親近神、盡心盡力侍奉神，神總不撇下我們，反
之是我們經常被繁忙的生活拉遠和神之間的距離，忽視了神的作為。盼望時刻提醒自己對神的依靠，做到
多親近，多經歷，同時作世上的鹽和光。願我們彼此紀念、彼此禱告，在神的裡面得到美意和祝福。

鄭家強(順安浸信會)
	 經過五天的黃埠短宣，讓我經歷到神豐富的預備。雖然黃埠這個小小的地方，有大概三千至四千名
信徒，但卻只有一位傳道人，所以當地信徒比較少機會去學習聖經知識，在查經班當中有些人信了十多年
也未曾知道以利亞是誰，但當我們分享到一個寡婦在旱災時接待以利亞時，當地的一位姊妹就花了很多時
間分享她身上的經歷，她本是一個寡婦，在數年前有一位不肯說話、被鬼纏繞的姊妹來到黃埠這地方。這
裡沒有人理會那鬼附的姊妹，但只有這寡婦接待她。及後因著這位寡婦姊妹的幫助，這位被鬼附的姊妹，
開始說話並認識耶穌，都是多得這位寡婦無償的接待。

	 在這次查經當中我明白到，香港教會的信徒的不足，就是對聖經有知識上的理解，但卻缺少了生活
上的信仰經歷。黃埠當地信徒的生命見證，讓我們彼此豐富了對方的信仰生命。不單如此，他們會很用心
祈禱，他們雖然每天工作到很晚，但他們會花一小時去祈禱，他們每逢遇到困難都會事事仰賴神。這些都
很值得我們香港的信徒學習。在短宣當中，滿滿的見到神豐富的預備。因為有時要因應當時的需要，作出
沒有事先預備、即興的事奉，但各個弟兄姊妹都能彼此配搭，成就神福音的工作。而我們在短宣回到香港
之後見到一班年青人在信仰上都有成長，就更去感謝神。因為在事奉當中，我們往往都是一群得到神的祝
福、獲益最多的人。



黃埠組分享
黎子朗(順安浸信會)
	 在這次短宣中，雖然只是短短五天，但已經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和大能。黃埠是充滿罪惡、魔鬼
處處的地方，雖然是這樣，但當地的人依然倚靠著神，把神放在第一位，這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除此
之外，當地的人也十分欠缺聖經的知識，有些人信了十多年也沒有聽過以利亞是誰，這是因為他們對信
仰的認識不多，所以當我們跟他們查經的時候他們也會很心地聆聽，這也因為希望聽神的話語。

	 我自己本身出身於基督教家庭，正因為這樣，我從沒有任何特別的見證去感動人，更沒有感受過
神在我身上有很大的恩典，雖然如此，但我就感受到令人信主的感覺，神在每個人身上有不同的用處，
在我身上有豐富的信仰認識，使我傳福音的過程十分順利。最感受到這是神的家。感謝神！

盧銳鋒(順安浸信會)
	 今次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短宣，當中我收獲良多及經歷神的存在。

	 當在短宣未出發前，經常會想我能給當地的信徒什麼呢﹖當完結了五日四夜的短宣後，才發覺當
地的信徒使我們滿載而歸。當地部份工人是知道主耶穌基督的存在，也知道祂是救世主，但他們工作由
早上八點直至晚上十二點，沒有空閑時間返教會。在內地有一些人渴望返教會，但無奈現實使他們沒法
接觸主耶穌基督。回港後，我們更珍惜返教會時刻，更享受當中的過程。在內地信徒經常說：「耶穌愛
你﹗」一句平普「耶穌愛你﹗」是內地信徒充滿力量的源頭，我們回港，嘗試多向身邊弟兄姐妹說一句
「耶穌愛你﹗」給他們一些正面的力量。在最後一天中，有一位信徒見證令我深深感受到魔鬼的存在，
原來魔鬼時常在我們身邊，信徒要不停參透聖經，加強與主的聯繫，才能避免魔鬼無情攻擊。

	 普通話成為了我與當地信徒最大的隔閡，最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是我可以與當地信徒溝通，神
藉著祂的大能打破了當中隔閡，憑著信心可以衝破一切。神安排短宣隊伍之中，各個肢體都擁有不同恩
賜，令所有事情都能順利完成。五日中雖然繁忙，但神也安排一些空閑時間與我們自己教會弟兄姐妹溝
通，加強我們之間屬靈關係，在香港中，我們難以與年長及成年弟兄姐妹溝通，在這五日中我們可以對
他們有更多了解。在五天中，我有三天病倒了，但十分感謝神，在我敬拜時，我的病能康復，可以順利
敬拜我天上的主。

蔡少君(順安浸信會)
	 今次參予的短宣，可說是獲益良多。最初決定參加短宣時，是十分猶豫不決的，因自己擔心會否
與弟兄姊妹配搭不好，或與當地弟兄姊妹有語言不通的問題，但經過此短宣後，真覺得自己的憂慮是多
餘的。

	 此短宣我確實體會到與弟兄姊妹彼此配
搭同工的美好。縱然我不懂普通話，但到內地
探訪國內弟兄姊妹時，識講普通話的弟兄姊妹
發揮他們的所長，我則在旁禱告，很高興有些
人還信了主。此外，經過弟兄姊妹的督導後，
我原來也可以用簡單的普通話演譯話劇。

	 經過此短宣後，我的確有感自己不足，
我應要努力追求神的話語，因唯獨主的說話才
能改變人心。若可以，希望有機會為主傳福
音。



黃埠組分享
容志賢弟兄（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在教會暑假生活中，或多或少皆有「短宣交流體
驗」，今年去了惠東黃埠這地方。因篇幅所限，只
能重點分享。

			 	從當地教會傳道人口中得知，在黃埠鎮裡只有一
間黃埠福音堂，這當然是國內「三自」教會的模
式，當中有一些聚會點，是以家庭教會模式進行，
例如在吉隆這地方。從他口中分享，他本身除了在
黃埠福音堂事奉外，還要到吉隆這所家庭教會事
奉。因為在這地區，非常缺乏國內傳道牧者承擔牧
養工作；偶爾，只有一些從香港而來的傳道牧者到
訪協助培訓和宣講。故此，再次使我感受到國內禾
場的廣大，收割的莊稼多這句話。

				在參與過程中，當地的小孩一面的稚氣，是我所記掛的。為什麼有這樣的心？因為，生活在這個夜生
活繁華和軟性藥物充斥的小鎮中，他們的成長，將是一步一驚心。父母親為生活而繁忙，在教導孩子成
長過程中，除了老師外，教會的服事，可說是重要的一環，不但可傳遞福音，並且可引導孩子成長於正
道上。心願祈望更多弟兄姊妹協助這牧養工作。

姜德浩弟兄(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不經不覺已經過了一年，還記得去年短宣的經歷，猶如昨日的事一樣。這是我第二次去短宣，有
另一番的體驗，另一番感受…

	 這次短宣的溝通語言是普通話，令我未能清晰表達，並且欠缺了情感…但這些都並不重要，重要
的是我願意為神工作，傳福音給那些未信的人。由於是次短宣的人數是去年的兩倍，令到工作不但沒有
那麼辛苦，而且每一個活動可以投放更多心機。感覺到這次的短宣是更投入，而且當地的人民生活以及
生活指數也要比上次的好。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我們準備向小朋友們做的話劇，由於是用普通話進行，令我們都有點害怕，
但是最後也挺成功。最意想不到的是，由於行程有所轉換，我們在家庭教會也再演出了一次，這次比上
次更精采。

	 透過神的帶領，我們也順利完成了短宣，不但令我思想上有所成長，更令我靈命大有不同。短宣
這種這麼有意義的活動真的要積極參與。

梁欣然(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這次是我第二次參與短宣了。上次短宣到了肇慶的封開，較多外出探訪，但這次到黃埠反而主要
接觸小朋友。	經過這次旅程，我感覺與神親近了，對事奉有了更深的體會：事奉是要討神喜悅，把人帶
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做給人看的。若沒有神在我們中間，我們怎樣作都是枉然！

	 另外，我更重新審視自己事奉的態度。短宣是要去事奉人，而不是去受人服侍。	我們更要學會微
笑示人，以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事奉：這是神喜悦我們做的，我們根本無需膽怯、懼怕！

	 雖然當地天氣非常炎熱，在教會那沒有空調的房間裡幾乎給「焗死」，但卻體會到小朋友的關
懷－他們在上主日學時仍不時問我有沒有中暑，非常窩心啊!!!

	 希望下年仍有機會再去探望他們。



黃埠組分享
李銘諾(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經過這次短宣後，我的確獲益良多，我不但體察到自己在語言能力上的不足，也知道自己要變得
更大膽，要更加的倚靠神。可是對我而言，在這個旅途中我也算是突破了自己，至少不像小時這麼任
性。

	 在出發去短宣的時候，我帶著一點玩鬧的心情，幸好在途中也終於也可以認真起來。在短宣中，
我有幾個第一次，第一個當然就是參與短宣，第二個就是進到陌生人的家探訪和傳福音，而第三個就是
在以往的課堂外用普通話與人溝通。我知道這一切都有神親自的帶領，我深信神會帶領我在未來的日
子，對我來說不可能的都變為可能。的確，我在短宣當中感到極大的羞恥(這不是對人的，而是對神的)，
但經過會友的講解，我終於想通了，神把我放在這位置上是有祂的意思。

	 在短宣中，我每次說普通話的時候，當地人反而會勸我倒不如說回白話，可見我在普通話上的修
為的確很少，我知道在未來的日子，我必定要學好普通話，要不再去短宣時，我又會重蹈覆轍受到語言
障礙，眼見著大家都在努力傳福音時，自己又只能坐著旁觀。

	 當中我也看到神祂賜我勇氣不斷的嘗試，雖然失敗了，但神都會安慰我，扶助我。希望在下次的
短宣中，神能透過我彰顯他奇妙的作為。

吳淑華傳道(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熱鬧繁盛的背後

	 惠東黃埠──我第一次踏足的地方，旅遊巴即將抵達目的地時，眼下看見很多鞋廠，這些工廠為當
地人提供很多就業機會，工廠訂單多，工人的工時相應增多，收入當然也增多，這個社會現況卻帶來深
遠的影響；原定晚上8:30在教會舉行的聚會，基本上9:00才可以開始聚會，聚會後約十時許接近十一時，
在返回賓館的途中，卻看見日間看不見的“繁華景象”，喧囂的街頭食肆，璀璨的城市夜生活。教會牧
者憂心著信徒的生活及靈命成長，信徒過著忙碌的生活，難以穩定參加教會聚會，普遍信徒信仰根基不
穩，卻沒有時間在信仰上札根，要牧養的人多，但是作工的人卻少。

	 當地同工面對著眼前的困難，卻沒有因此而退縮，他更積極為主作工，除了忠心牧養黃埠教會
外，更在鄰近地區建立新的聚會點，擴大牧養範圍，積極裝備信徒，努力為主作工。短短五天的服侍，
實在讓我看到莊稼已經發白了，要差工人為主收割莊稼，願意我們能更同心為主作工，中港兩地的信徒
能彼此祝福，互相勉勵，謹守各自的崗位，忠心為主打美好的仗。



黃埠組分享
梁愛然(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這次到訪黃埠，是我第二次參與國內短宣。期間，兩次短宣的環境、得著和體會都十分不同。

	 在上一次的短宣，由於是第一次參與，我們青少年需負責的項目少之又少，且處處都需要導師們
的幫助、照顧。可在這一次的短宣，導師們都十分忙碌，因此我們青少年也需學習獨立自處，並處理和
擔當不同的項目和工作。感謝神給我機會親自去嘗試從未接觸的新工作！

	 其中，令我在行程中最深刻的，就是和小孩子們的相處了。由於黃埠教會的孩子特別多，我們短
宣隊不同的堂會都需要負責每日不同時段的兒童聚會。那些孩子真的很活潑調皮，有時也會聽話，有著
一顆天真但樂意奉獻的心！

	 在我們離開那一天，最令我感動的是一個小男孩的說話，「姐姐，我可以請你吃東西嗎？」我相
信，在黃埠這個地方，孩子的零用錢不會太多，但一個小孩子也有一顆樂意奉獻的愛心！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太
19:14)

麥浩熙(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差會舉辨的暑期短宣了，去年我們往肇慶的封開服侍，今年神帶領我們前走惠
東的黃埠；我們一行四十多人來到黃埠基督教福音堂。

	 短宣的行程十分充實；我們主領各樣不同的聚會，當中有聖樂敬拜讚美會，兩晚查經聚會、培靈
會、崇拜、中午的地區探訪、兒童聚會……等！

	 其中有一次落村探訪，我們原本要探兩個家庭，但剛巧我們到達他們的家門前，他們都外出了。
但神的心意往往是出人意外的，在神的帶領下和當地的姊妹引領下，我們轉去了探望一位已很久沒上教
會的弟兄家中探望他。

	 這弟兄雖然口裡承認耶穌，但身心都一直被毒癮纏累著，以至他身體產生了很多毛病。他身邊的
毒友亦經常跟他一起，所以他很少回到教會裡。在探訪過程中，神激勵我們再次跟他說明福音的真諦，
神是無罪的，但他卻為罪人死，他用血去洗浄我們的罪。最後我們譤請他跟我們一起祈禱並要求他開聲
向神先去禱告。當他願意開聲時，他懇求神幫助他戒除毒癮，這一刻我都被他的勇氣和信心所感動了。
接著，我們一起為他禱告並且祝福他。神是信實的，當我們承認自己的罪時，神的愛和祂的靈都充滿了
我們。

在這短短的五日四夜裡，我們真的體會到國內褔音的需要和缺乏，我們所做的雖然不多，但神卻往往藉
著一些不起眼的事情，卻成就了祂的作為，福音要遍傳內地，我們還需努力，就讓我們繼續努力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