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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亞瑪力人到利非訂與以色列人爭戰的時候，摩西一方面吩咐年

輕的約書亞揀選勇士在山下與亞瑪力人爭戰，另一方面他帶著神

的杖走到山上觀戰，細心留意戰線的情況，為戰場上的勇士舉手

禱告，亞倫和戶珥也隨著他上山向神禱告。聖經形容摩西何時舉

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當摩西的手

發沉，他們就搬石頭來，放在他以下，亞倫與戶珥扶著他的手，

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他的手就穩住直到日落的時候。後來

約書亞用刀殺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姓。摩西築了一座壇，起名叫

「耶和華尼西」，就是耶和華是我旌旗的意思。

戰況持續需要不停的禱告

在疫情肆虐的情況底下，各項活動都好像停擺了，但屬靈爭戰仍

然持續。空中掌權者魔鬼如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

的人 (彼前5:8)。

聚會停。禱告不停聚會停 禱告不停

停不下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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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有些宣教士被召回家鄉，也有因面對缺乏航班或航空公

司停航的情況下，需要轉飛到其他地方後才能轉折回到自己的老

家，甚至有些被逼滯留在工場，未能返家。然而，有些宣教士卻

自願留在工場繼續服侍。惡魔對宣教士的攻勢凌厲，有些宣教士

在工場被病毒感染，甚至被奪走寶貴的生命，令人傷心黯然。前

線戰況激烈，實在需要有後方教會、差會及弟兄姊妹的支援，密

切留意宣教士的最新情況，舉起聖潔的手，不停為他們禱告。

靈活配搭需要不止息的禱告

不論疫情與否，宣教士也經常面對突變的情況下作出調節，以彈

性應對挑戰，這需要宣教士的靈活配搭。

筆者曾於多年前在宣教士回國述職期間，帶同短宣隊員到中南美

洲宣教士的工場作牧養探訪的工作。有一次駕著車子和隊員探訪

一位曾到訪教會的男士時，中途遇到當地遊行需即時更換路線而

導致迷路。經過弟兄姊妹的禱告和嘗試幫忙認路後，最後能平安

到達那男士的家。令人更感興奮的，他在聽完福音後，願意接受

救恩，於是我們引領他決志信主，當時的情境仍然歷歷在目。

亞瑪力人與以色列人爭戰中，當摩西的手發沉，亞瑪力人便佔上

風，於是亞倫和戶珥靈活配搭，搬石頭讓摩西坐下，左右扶著他

的手，結果以色列人便得勝。

宣教士在工場上往往需要同工的幫助，同一個團隊的宣教士們更

需要經過磨合，存彼此謙卑學習的態度，更更需要背後不停的禱

告，好讓宣教士在工場上靈活地彼此配搭服侍，同心面對突發的

情況。

耶和華旌旗需要不間斷地宣告

以色列人戰勝亞瑪力人後，摩西築了一座壇，起名叫

耶和華尼西，宣告和記念耶和華為他們打勝杖。

在疫情中，保羅文化中心群體活動需要暫停，唯每週二

的同路人祈禱會未有間斷，改為網上進行。關心宣教士的

肢體和在工場的宣教士齊建禱告的祭壇，為不同地域的宣

教士、家人、工場等需要獻上禱告。

「.. . 義人禱告所發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5:16下 )
我們相信神必悅納獻在祭壇上的禱告，以信心宣告耶和華是

眾宣教士在工場上的旌旗，前線的宣教士在戰線上得到後方

的代禱勇士守望，得神的看顧保護。

面對疫情嚴峻，或許我們會為生活上所面對的挑戰、或人們

所受的苦難、甚至求神止息這場疫症而停不下地禱告，然

而亦因著疫情肆虐，讓我們有機會停下來反思，檢視內心

對禱告是否抱著輕視的態度？若我們不認識自己已沒有

甚麼更好的擺上，宣告全面的破產，一無所有，禱告充

其量是一種點綴；唯有認識心裡的貧窮，需要全然信

靠祈求主，情詞迫切地，為疫情、為每一位宣教士

的生命獻上禱告，這個禱告的祭壇將會繼續燃

點下去，成為主所喜悅的祭。同時，在這些

屬靈爭戰中，宣告耶和華是我們的旌旗，

我們必能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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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關顧訓練
Missionary Care Coaching

今年在全球新冠肺炎肆虐下有實體課、

網上課，也能平安地完成兩日一夜在營會

密集的課堂，實在感恩！

這次學習不只題目多元化，能深入認識宣教

士需要關懷：適切的聆聽、愛心的接納、真

誠的鼓勵及安慰和保護，還加上宣教士子

女的靈命成長，文化及教育的適應等。

又有豐富屬靈經驗的宣教前輩給的教

導和提醒，深感獲益良多。

學習過程中，一方面能確定以往所理解的點

滴，另一方面，給我整全的「宣教士關顧」藍

圖，有助我在關懷宣教士的服侍上，更有意識和

方向！最深刻的是宣子課堂，宣子跟隨父母四處搬

遷和奔波服侍，所經歷及面對的種種挑戰和危機，

很需要有合適的陪伴者，引導他們排除萬難，化危

為機的平安著陸於優勢之處，且更能被神大大使

用！當然也有在過程中受傷而却步，甚至傷勢嚴

重而需好好療傷的！

理想的宣教士關顧是全人、全方位的關顧。

願主親自關顧前方的僕人，並教導後方作

適切的關愛，成就主的「大事」！ 

課程讓我再次回顧宣教歷程中被關顧

的經歷。或許因著我在工場的體會，特

別認同以Kelly O'Donnell的關顧理念中提

及自我關顧的重要性。宣教士大多為別人擺

上而忽略自己，因此他們需要知道並承認自

己的需要，繼而學習投靠主的Master Care，

再樂意讓自己、教會、差會和關顧者回應需

要。內容提及宣教士多方面的需要，也提

供各樣適切的建議，非常豐富。期望課

程可以更多提及關顧者與宣教士之間

的互動技巧，令關顧更到位，

讓相方都更滿足。

課程令我得知宣教士與同行者的關係是

互動而不是單向的，宣教士同行者先學好被

神牧養、滋潤及建立很重要。一面實踐同行關

顧，一面整合宣教士關懷的理論及核心價值。宣

教士同路人有相同心志、有一份力量及共鳴，現

實中，時間付出及彼此相聚，存在張力。怎樣不需

單打獨鬥？我仍在取平衡、觀察及反思。

在營會課堂開始不久，家人傳來訊息有感染新冠

肺炎的疑雲，令我更體驗到如何跟團隊作適切

的決定，團隊如何彼此禱告及關顧的實際

經驗。因此，我未能完成營會的課堂，

有待明年再續，跨兩屆來完成，

這對我來說亦為深刻！ 

感謝天父！課程在疫情下得以順利完成，實非必然。 

請看今年 ( MCC14)的學員分享：Sandy

Angel

珊珊

詠茵

課程共10堂，分別是4個晚上及兩日一夜

的營會，確實難估計內容如此豐富。

甚認同龍醫生引用的一個比喻：「太空中心近三千太

空科研專家，不能有零點幾的差錯，否則太空人就不能

回家。」

據資料顯示，香港的宣教士以女性佔多數，關心女宣是重

要的一課。宣教士子女 (宣子)、宣教士父母的關顧，是這課

程意外的發現；宣子，或稱第三文化孩子 ( TCK：Third 
Culture Kids) 的謎團，霎時得見危機，又是契機。令我對

TCK關顧，也燃起熱心。

宣教工場是一場屬靈爭戰，教會的代禱、實體

的關懷及差會的協調，是宣教士得勝的重要

關鍵。鼓勵教會的宣教團隊修讀宣關課

程，多方理解前線的宣教士，學習

支援關顧宣教士，前方後方一

起踐行主意。

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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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ORING

保羅文化中心其中一個使命

是全方位‧關顧勉導。

我們於2019年開展生

命 導 師 計 劃 ， 網 絡 資

深 宣 教 士 以 義 務 性 質

成 為 新 進 者 的 生 命 導

師 (勉導Mentor)。
盼 望 每 位 宣 教 新 丁 有 前 輩

關愛，陪伴同行、陪伴學習成長，

並以他們的寶貴經驗，扶掖傳承。

前輩成為新丁的
生命導師

生命導師計劃

歡迎宣教士 ( 侯任、在職或回流) 參加

請瀏覽我們的網頁及下載申請表

填妥後傳回 care@pauluscc.net　讓我們安排合適導師與之聯繫

    面對疫情，整個世界的格局都改變了。作為推動跨文

化工作的持份者，不論是後方或前線，我們需要更強的

內在承托力，才能在這瞬息萬變的環境，找到穩定心神

的錨，讓我們不但可以緊守自己的崗位，更能支援和關

顧同工或有需要的人。

    生命的培育和更新現在更為重要，保羅文化中心因此

在八月下旬開展第一期的「生命更新之旅」網上課程，

並由我們的心理健康服務特約顧問、中國神學研究院輔

導科助理教授盧德賢博士主講。反應非常好，有20位學

員，不少參加者希望繼續進深學習。盼望第二期很快就

跟大家見面。

生命更新之旅

　培育訓練　 　關顧更新　

內容：自我認識、情緒處理

　　　及與神關係

對象：跨文化工作者、

　　　差會 / 教會關顧同工



董事團
主席•羅兆泉

副主席•杜其彪

文書及財政•羅黃淋蔚

曹姿孋、劉卓聰、梁永強、

李燦輝、龍維耐、龍蕭念全、

鄧偉靈、姚桂芬、翁競華

常費

$202,272.17 
$154,875.54

$47,396.63
$241,754.87

收入

支出

盈餘/不敷

累積結存

宣教村專款

$0.00
$0.00
$0.00

$428,882.90

歡 迎 您 以 禱 告 及 奉 獻

支 持 我 們 的 服 侍

˙郵寄支票│抬頭「保羅文化中心有限公司」或

　　　　　　“Paulus Cultural Center Ltd”

˙銀行入賬│中國銀行戶口 “012-878-1-077656-1”

請附上姓名、聯絡電話/電郵/whatsapp#連同支票或銀行入賬

通知書郵寄或電郵或whatsapp我們。奉獻HK$100或以上，

我們會寄發收據作香港豁免入息稅之用。

˙培育教會牧者、領袖、差會及

   宣教機構同工成為宣教士關顧者。 

   每年4-6月間舉辦

˙同路人祈禱會│為宣教士禱告，宣教士代禱信 　　care@pauluscc.net

　　　　　　　　每週二6:30pm祈禱分享、7:30pm自由茶聚　　　　　

˙生命導師計劃│資深宣教前輩與宣教新丁同行

˙屬靈導引服務│屬靈導師與宣教士陪伴同行

˙微聲細語│一日小組退修，一起聆聽、分享、回應，經歷神的奇妙之旅

˙使命小組│宣媽齊禱•公主團契•Finish Well

財政報告 6-8/2020

保羅文化中心有限公司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69號
新光商業大廈2001室

3586-2670　　　
9654-6910
admin@pauluscc.net
www.pauluscc.net

9/2020•電子版　　　　　　　　　　　　　　審稿•姚桂芬　執行編輯•鍾美娟　設計•黃婉玲　　　　　

　　　　　　　　　　 

CC
文化中心保羅

教士關顧訓練宣

教士同行支援宣

˙職前評估│準宣教士

˙述職解說│在職及回流宣教士

˙專業輔導│宣教士 ( 單身、夫婦、家庭 )
˙婚前輔導│準備結婚的宣教士

˙轉介宣子服務

宣 教士心理健康服務

    

保羅文化中心以宣教士關顧為己任，希望詳細認識我們嗎？

我們樂意到　貴教會主領聚會，

如崇拜講道、團契周會、差關祈禱會、兒童聚會等。

歡迎致電或whatsapp與本中心同工聯絡查詢。

領會講道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