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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談錢 (節錄)

蔡頌輝牧師

錢可以誘惑一個人去做不該做的事，也可以攔阻一個人去做該做的事。
在神國的事業上，錢就常常成為事工阻力，又叫許多有心想當宣教士的人
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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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神州華傳宣教士，馬來西亞福音漫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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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主大大地喜樂，因為你們思
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你們向來就
11
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 我並不
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麼景
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
12
了。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
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
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
13
訣。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
14
事都能做。 然而，你們和我同受
15
患難原是美事。 腓立比人哪，你
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
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
16
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 就
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
17
次地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 我並
不求什麼饋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
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帳上。
18
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
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
的饋送，當做極美的香氣，為神所
19
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我的神必照
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
20
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願榮耀
歸給我們的父神，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腓立比書四章 10 至 20 節)

[1 – 8 Dec] 對某些人而言，巧克力是「眾神明的食物」，但它與神的話相比又如何呢？
《聖經》不就是神 賜給我們的靈糧嗎？位於西非象牙海岸（Ivory Coast）的保羅和瑪麗
娜．布里格斯（Paul and Marina Briggs）說：
「可可樹源自中美洲，但西非象牙海岸是可可豆
的最大生產國，種植量佔全球的百份之四十。然而諷刺的是，只有極少數象牙海岸人民
曾品嘗巧克力，特別是國家北部。但這事實與神的話有何關係？布里格斯夫婦近來收到
他們首批按時間先後排列的盧倫語（Loron）《聖經》課程，他們期望將所有基礎佈道課
程結集於一本專業的書內。這對夫婦說：「每本書（包含）三百頁按時間先後排列的
《聖經》教導，內容主要為盧倫族撰寫和開發。族人住在象牙海岸南部（和其他地方）
的咖啡樹和可可樹種植場，當中只有極少或從來沒有機會得著母語《聖經》教導。」這
好比人生活在可可樹卻沒有機會品嘗巧克力一樣。求主使用新的資源，幫助散居的盧倫
族透過閱讀或聆聽母語《聖經》和相關教導，以了解自己需要救主。
https://ethnos360.org/mission-news/the-bible-andcadburys-chocolate

[9 – 16 Dec] 尼日利亞（Nigeria）北部持續受襲，令當地基督徒身陷險境。博科聖地（Boko
Haram）和富拉尼（Fulani）武裝分子承認進行許多人所指的「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
行動，前者一直以綁架和襲擊尼日利亞北部的基督徒而聞名。但國際之門（DOOR
International）的羅布．邁爾斯（Rob Myers）表示，當地的聾人信徒特別容易受到傷害，他
們的處境更艱難。許多聾人的父母並沒有接受手語訓練，使他們難以跟失聰的孩子溝
通。邁爾斯說：「失聰兒童最終更被孤立，更易受傷害。許多聾人被用作戰士或自殺式
炸彈襲擊者，因他們未能完全明白所發生的事或箇中原因，只怪他們欠缺足夠的訓練或
教育。我們有四隊聾人團隊於尼日利亞進行佈道和植堂工作，但他們現時的工作大多集
中於尼日利亞南部。北部多名聾人基督徒要求我們前往該區提供培訓。」求主憐憫尼日
利亞的聾人信徒，保護他們不受恐怖分子攻擊，並繼續與其他聾人分享福音。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nigerian-terrorist-groupstarget-deaf-communities

[17 – 23 Dec]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印尼（Indonesia）一名二十一歲基督徒馬丁尼斯．
古洛（Martinus Gulo）因宗教誹謗罪被判囚四年，並罰款十億印尼盾（約六萬九千美元）
。
因他在臉書（Facebook）貼文侮辱先知穆罕默德（Muhammed）
，觸犯了該國的信息與電子交
易法，此事具爭議性。古洛向當局表示，他不滿自己的信仰在網上被批評，才在臉書貼
文。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oncern）區域主管吉娜．吳（Gina Goh）指：
「有人因臉書貼文而被判囚四年，這顯示印尼的褻瀆宗教法例可輕易被激進的穆斯林群
體濫用。因此基督徒容易成為目標，許多激進穆斯林尋求方法清除基督教的存在和影響
力。」求主堅固印尼基督徒的信心，以智慧和忍耐面對外界的攻擊，同時在生活上努力
活出美好的見證。https://www.persecution.org/2018/07/25/indonesian-christian-sentenced-fouryearsprison-facebook-post

[24 – 31 Dec] 世界宣教士出版社（World Missionary Press）的海倫．威廉斯（Helen Williams）表
示，一名分發者在墨西哥（Mexico）運作多年：
「他開始時只是不斷來回美國（U.S.A.）邊
境，後來神呼召他進入墨西哥北部，那裡多年前是販毒集團和暴力行為頻仍的地方。」
近來這位分發者帶著自己的計劃接觸世界宣教士出版社。威廉斯說：「基本上他所做的
就是早上七時站在那裡，以麥克風配上擴音器，向鄰居廣播，誦讀我們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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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只讀一本書的內容，他的鄰居便開始留意。威廉斯續說：「八個月內，神已打開
二十九個家庭的門戶，現在他們每週三晚（與那位分發者）一起讀《聖經》。」求主興
起更多像這位分發者一樣的信徒，願意走進大街小巷，與鄰居分享神的話，並傳揚福
音。https://www.mnnonline.org/news/distributor-usesspeakers-to-reach-mexico
[1 – 8 Jan] 二○一七年，亞洲福音會（Gospel for Asia）聯同全球各地的附屬機構，透過多種事
工，在十八個亞洲國家協助逾三十五萬名婦女自力更生，並安裝4,673個清潔水井。在該
機構同工服侍的某些地區，特別是婦女會遇到困難。有些婦女默默承受丈夫、遠近親
屬，甚至陌生人的暴力對待，受剝削和傷害。為了帶來正面改變，該機構去年為289,033
名婦女提供免費的健康護理訓練，主要是照顧自己和家人的基本方法、學習怎樣保持家
居衛生和安全，以及如何在懷孕時照顧自己。另外，該機構又教導50,624名鄉村婦女書寫
和閱讀，以防她們在市場上被騙，與及落入放貸人剝削和高利貸的協議中。除此之外，
當婦女從願意服侍和牧養她們的群體經驗到愛，便能提升她們對自己在社會上的價值的
認知。http://assistnews.net/index.php/component/k2/item/3889-on-the-front-lines-of-womensempowerment-and-providing-clean-watergospel-for-asia-celebrates-its-39thanniversary-byreleasing2017-highlights

[9 – 16 Jan] 告訴亞洲機構（TellAsia）的尼泊爾（Nepal）同工阿馬爾（Amar）弟兄熱衷於成為
基督的手和腳。他最近冒著生命危險，駕駛摩托車馳騁於險要的山路，到喜馬拉雅山
（Himalayas）上拯救三十三名兒童脫離人口販賣者的手。阿馬爾說：
「當時我很害怕……當
我進去（兒童被禁固的地方）
，他們仍活著，十名兒童睡在同一張床上。我嘗試叫他們
到我這邊，我只是說：『我來這裡救你們，請跟我走。』但這些兒童表示沒有準備要跟
我離開，那時他們一直哭，一直哭。」與兒童談了六小時，阿馬爾終於說服他們跟自己
離開，數名基督徒同工已準備好接送他們到安全地方，並與其父母團聚。阿馬爾將三十
三名兒童送回他們居住的城鎮，他說：
「每位兒童的父母都前來迎接我們。還有一個好
消息：有兩名兒童（接受）耶穌基督！」他表示，若兒童在學校接受教育，被販賣的機
會便會減少，「因為當中沒有學校，故他們需要接受教育的機會」
。
http://www1.cbn.com/cbnnews/world/2018/july/10-childrenwere-sleeping-in-one-bed-christian-workerrisks-life-to-freechildren-from-traffickers

[17 – 23 Jan 美國哥頓康威爾神學院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U.S.A.）的資訊圖表顯示，今年非洲有逾六億三千一百萬名基
督徒，佔人口的45%，成為全球最多基督徒聚居的地區，而贊比亞（Zambia）成為最多基
督徒居住的非洲國家，95.5%民眾跟隨基督教；其次是塞舌爾共和國（Republic of
Seychelles）
，94.7%國民持守基督教信仰；接續是盧旺達（Rwanda）
。拉丁美洲共有五億 九千
一百萬名基督徒，排名第二。第三名的是歐洲，共有五億七千一百萬名信徒，佔當地人
口的百份之77%。第四名是亞洲，共有三億八千八百萬名基督徒，但只佔該地人口的
9%，亦是唯一與去年相比沒有明顯增長的地區。北美洲排名第五，共有二億七千七百萬
名基督徒，佔該地口的76%。https://www.christianexaminer.com/article/morechristians-now-live-inafrica-than-any-other-continentin-the-world/51728.htm
Prayer materials retrieved from Chinese Churches Today (Bi-monthly) and Go Intl Bi-Monthly
All rights reserved to the respective publishers. Compiled by Perth Alliance Church in Nov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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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31 Jan] 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 India）農村的基督徒村民被告知，當地將會
每週關閉一家教會，因他們「引誘」別人歸信基督教，「破壞」了本地傳統和文化。自
今年六月起，加德奇羅利（Gadchiroli）地區五條村落內逾十二間屬於基督徒的房屋被本地
極端組織襲擊。哈瓦爾（Halwar）
、泰克拉（Tekla）、巴拉加特（Bharagad）、高斯潘迪
（Kospundi）和艾倫加（Alenga）等村落的基督徒亦被告知，若他們隨從基督教，他們將會
被切斷食水供應，亦不會獲得政府資助的食物。多名基督徒收到死亡恐嚇或被威脅趕出
村落；初信的基督徒則要面對被家人和本地社群排斥。世界守望站（World Watch Monitor）
的消息指：
「若家庭中有一人歸信基督教，餘下的家人會與村落聯合即時直接施行社交
杯葛。初信的信徒在村內不會獲得工作，亦沒有人會幫助他。社交杯葛只是開始。此
後，新信徒不斷被威脅離開其信仰；他和他的房子很容易受襲。」
https://www.worldwatchmonitor.org/2018/08/wellclose-one-church-every-week-indian-christians-told

教會——當個慷慨的施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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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應當努力作個知足者，但教會卻當努力成為宣教士忠實的支持者。腓立比教
會就是一個典範。保羅稱讚腓立比教會對他忠誠的支持是一件美事，並形容他們的做法
是和他同受患難（腓四 14）。 腓利比教會的忠實支持表露在幾方面。首先是他們獨立
的行動上：「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
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腓四 15）即使沒有其他的教會在支持保
羅，腓立比教會仍然沒有放棄，他們做他們該做的事。 第二，忠實的態度也表露在他們
支持的恆心上。保羅是在第二次佈道旅程的時候在腓立比建立了歐洲第一間教會（約西
元 50 年），他不久就往別的地方去了。後來在第三次佈道行程時重訪此城，逗留的時
間依舊不長，直至他到羅馬監獄的時候才寫這封信（約西元 62 年）。由此可推測，從
保羅初次在馬其頓傳福音直到收到腓立比教會的禮物時，已經隔十多年。那些年，腓立
比的教會一直都積極支持他。第三，腓立比教會的奉獻是主動的。保羅提到：「就是我
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地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腓四 16）無論保羅到哪
裡去、無論他有沒有向他們募款，他們都堅持參與其中。哥林多後書提到的馬其頓教
會，極可能就是腓立比教會。保羅稱讚他們說：「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
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
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地捐助，再三地求我們（這話顯示保羅可能因他們
的窮乏而勸他們不要奉獻），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份。」（林後八 2－4）
甚願今天神的子民也有這樣奉獻的心：既知道是神的工作，就巴不得自己有份參與，儘
管自己有缺乏、即使受到攔阻，也不放棄投資在其中！
我在一個宣教機構通訊上讀過一個宣教士的經歷，記憶猶深。文中該宣教士提及他
到泰北一個貧困小村莊的兒童主日學講故事。他講故事時對小朋友說：「你們這裡的生
活雖然簡單，可是至少你們有鞋子可以穿。你知道嗎？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小孩子，沒
鞋子可穿。」講完故事以後，他留意到其中一個小孩匆匆忙忙離開。不久後，那小孩拿
著一雙鞋子回到宣教士那裡，遞給宣教士說：「我已經有一雙鞋子，請你幫忙把這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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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給那些沒有鞋子穿的小朋友。」我們在參與奉獻的時候，會不會考慮太多，以致我們
錯過很多蒙福的機會呢？巴不得我們都像小孩子一樣單純。
(閱讀全文，請到 https://www.gointl.org/cn/magazine-52.php#imis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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