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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同路人  培育關顧者 

輔導 . 禱告 . 教導 . 連繫 

同路坊 地址：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469-471號新光商業大廈 20樓 2001室 

Wecare Center: 20/F Sunbeam Building, 469-471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你知道嗎？ 

宣教士也是人，也會有情緒，也會面對－ 

憤怒、挫敗、哀傷、罪咎、嫉妒、孤單、痛苦 

自卑、沮喪、憂慮、抑鬱、憔悴、緊張、煩亂 
他們能找誰來傾訴呢? 

誰能明白並給予適當的指引呢？ 

 

同路坊的輔導服務… 

為宣教士及其家人提供個人，家庭及同工輔導。（若有緊急需要， 

我們會派專人往工場作危機輔導。） 

為差傳機構或差派教會安排宣教士職前心理測驗及述職檢討約談。  

另設有「僕人領袖塑造」小組 

 

按事奉階段分為： 

A. 成長路中 承擔使命 

B. 宣教路上 知己知彼 

C. 同心同行 建立隊工 

 

 

 

詳情請聯絡：翁林惠華師母 6133 1314 或曹姿孋宣教士 9776 5314 

 

 

 

宣教學堂‧ 研討會‧ 宣教營會 

 
二零零五年 
 1 月 11 日  信心禱告與宣教  戴堅忠牧師 

 2 月 13-15 日  關愛研討會  詳見頁後 

 3 月 15 日  堅韌的宣教生命  楊榮學牧師 

 

巴西宣教士戴堅忠牧師 (Dr Olinto Oliveira)，師母在華宣教二十一年，GOSPEL ASIA 主

任，澳門葡語神召會牧師。 

韓國宣教士楊榮學牧師，師母在華宣教二十年，創辦 Billion Mission，任國際代表 

 
 
宣教營會 

 2 月 11-12 日  浸宣蒙召團契營會，查詢－鄭先生 2337 2725 www.hkcba.net 

 4 月 3 至 6 日  勇闖宣教路營會，查詢－施小姐 2810 9933 www.ccmhk.org.hk 

 

 

 

http://www.ccmhk.org.hk/


 

  宣教士培育的理念與實踐  

龍維耐 

香港教會三十年來以再接再勵，積極進取的香港精神在普世差傳上開拓和耕

耘、植堂、培訓或扶貧，做得一年比一年好。好幾方面成為其他華人地區學效的對象，

每當宣教同路人走在一起時，都為此感恩。 

進入２１世紀，差會和堂將會更須合作無間．其中，培訓和關顧應是宣教大

業成功的關鍵，但正常常是較弱的一環。孕育關顧的文化實在是華人教會，香港

教會當急之務．差會主管和同工，堂會教牧和差關部門，小組長，都應學習怎樣地全

方位關顧從你們當中出發往他鄉的宣教人或有福音使命的專業人士．認定培育精英

的跨文化工人必須包括是，知，行 (being, knowing, doing) 

 

大約 2000 年間，幾位回流到香港的跨文化福音工人一再談起，我們須要為宣教

同路人預備一個聚腳處，出現了宣教士咖啡屋的意念。期間跟好些宣教前輩，包括

Kathy Narramore 女士等切磋，認定扶掖新一代宣教同路人，必須加上有跨文化經驗

的專業輔導服務，祈禱和屬靈引導，宣教教育和再培訓，才算完整。2004 年

初，在幾間差會人力物力的支持下，我們六位發起人(見後頁)能夠以義工身份協力

籌組同路坊，在 6 月開始使用浸信宣道會借出的地點開始每週同路人祈禱會，宣教

士子女暑期中文和本地文化班，宣教與屬靈戰爭講座，輔導服務等等。 

同路坊認定我們的使命是裝備、鼓勵和支援宣教士，又認定教會是宣教士的

搖籃．在 2005 年，同路坊的宣教學堂將為眾教會提供一些〔是，知，行〕并重的

每月講座、泰文班和特約差傳系列。所謂〔是，知，行〕 

包括： 

(1) 刻意引導學員自我期許，不讓他們輕易曠課或遲到早退等。 

(2) 資深宣教士陪伴學員上課，回應講員，與在場教牧，信徒互動，模擬工場上同工

退修會的功能。 

(3) 鼓勵教牧陪同信徒一起來上課，落實關顧，有效地跟進。 

 

我們必須為十年後的中華宣教大團隊的需要現在就做足準備．現在的宣教士和教

牧就是十年後的訓練者和關顧者了！ 

龍維耐醫生 : 浸信宣道會宣教士，資深宣教士訓練導師,現任同路坊協調主任 

我為什麼參與同路坊？ 
 

同路坊期望藉著宣教士的分享，宣教課程和營會等，裝備和訓練更多信徒

和傳道人走上宣教路。 

翁競華牧師 : 宣道差會拓展總監, 港九生命堂差傳會顧問 

 

“不止一次，抵步同路坊時，見到同路人培育者、伴航者龍醫夫婦，更聞到粥的

香味，祈禱前吃一、兩碗，祈禱會後還可添食，再談一會兒，夜了才歸家。這不單有

家的感覺，這裏真是同路人的家呀！有時我喜歡躺在發沙上，甚麼也不做，就是享受

那份寧靜與溫馨，望著報告板，看著各樣的擺設，若不想起同路人，才難呢！ 

姚桂芬宣教士：禧福協會海外部主任 

    

“很樂意以過來人的經驗，以代禱的心陪伴／聆聽／支持/鼓勵／協助宣教同路人。”

      翁林惠華宣教士：宣教士輔導員及參與在港泰人福音工作 

 

 “I see self-denying, soul-loving, and hard-working Chinese missionaries needing a home 

and a mentor. I dream of cultivating  fellow sojourners who can be transparent without 

being fearful, tough enough to bounce back up after they fall, and havingsoul-mates 

beside being soul-winners.” 

Judi 曹姿孋宣教士：中信國際差會宣教士支援主任，專業輔導員              

 

I am so happy to see many 

pastor's Kids and missionary kids 

enjoy hanging out at Wecare, 

reading, going online, learning 

Chinese or giving me a helping 

hand. 

Wecare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host missionaries again.  

Helen 龍蕭念全 : Women 

Of Global Action, North Asia 

coordinator. 

 

 
六位發起人   



 

2005 年 7 月 

將再開辦宣教士子女中文班 

TCK CARE 主辦。 

查詢： 

tckcare_hk@yahoo.com.hk 

宣教通行証 

  查詢「禧福協會」 

電話：2708 8666 

新書「同路人」 

差傳事工聯會出版及經銷 

查詢：2392 8223 

 

同路坊開放日 2 月 20 日 3pm 

同工分享 *嘉賓勉勵 *宣教慶典 

 

新年感恩遠足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西鐵「錦上路站」售票大堂集合 

路線： 經嘉道理上山徑至大刀刃險峰，粉嶺火車站散隊，步程約 5 小時。自由參加，自

備糧水。歡迎宣教士、差會同工及教牧參加。 

 

 

 

 

保持聯絡 

歡迎你和我們保持聯絡，瀏覽網頁：www.wecarecenter.net，歡迎奉獻支持，支票

請寫同路坊或 Wecare Center，若想收到 Wecare News(坊訊)請電郵至：

admin@wecarecenter.net或致電 3586-2670 

 

mailto:tckcare_hk@yahoo.com.hk
http://www.wecarecenter.net/
mailto:admin@wecarecenter.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