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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助養者及代禱勇士 :  
印度短宣印度短宣印度短宣印度短宣 2006200620062006    

 今年四月，上帝為我預備了兩次短宣經歷  – 在福州及印度的南部，以下是我在印度之旅的經歷。 

 今次是我第四次去印度短宣，亦是我參與晨曦兒童之家事奉工作的第十個年頭。我感謝上帝給我這學習的機會，讓我實現我的夢想，將已發展國家的部份財富和資源調配去幫助在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者和有需要的人士。記得我最初去印度短宣是在 1996 年 12 月，那時是由施高德牧師帶隊的，但今次由於施牧師未能參與，帶領短宣隊的工作便落在我的身上，不過，上帝仍是我們的元帥，祂帥領我們每天的經歷，引領我們這次短宣的行程，假如祂不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各樣事情就不會發展得這麼順利。現在讓我匯報今次在晨曦兒童之家、學校及當地教會的所見所聞，以激勵各助養者及代禱勇士。  

 

同工的需要同工的需要同工的需要同工的需要  亞當表示他已退休的哥哥大偉一直有參與兒童之家的工作，而他的家人 (即兒子、媳婦和孫兒 )也住在兒童之家，協助照顧孩子們的起居飲食。因此他建議印度之友也支持他的生活費。短宣隊回港後，印度之友成員一致贊成這建議，支持大偉作我們的部份時間同工。  

 

小朋友也奉獻小朋友也奉獻小朋友也奉獻小朋友也奉獻  在受苦節崇拜的當天，短宣隊也一如以往地坐在台上帶領崇拜，我看見當奉獻袋傳到小朋友面前時，有些小朋友將一些東西放入奉獻袋。崇拜完畢後，我便問亞當為什麼一些住在兒童之家的小朋友也有金錢奉獻。亞當回答說，他一直以來也有教導小朋友奉獻的意義，所以若他們的親人給他們少許零用錢，他們便會用來奉獻，有些兒童也會將他們心愛的玩具放入奉獻袋給上帝。亞當亦會以自己小時候在寄宿學校內如何賺取金錢作奉獻一事來鼓勵小朋友奉獻：在寄宿學校時，亞當會將原先分給他的香蕉賣給較年長的學生，來賺取小量的金錢用作奉獻。  

 

學校的電腦學校的電腦學校的電腦學校的電腦  同工已將部份我們運過去的電腦安裝在學校的電腦室，而學生們也開始學用這些電腦，並用鍵盤學打字。據老師表示，晨曦學校的學生很有福氣，能夠學習電腦，因為在印度，就算是政府學校的學生也沒有機會學習和使用電腦。現時我們仍需要一些顯示器以安裝其他的電腦，並聘請一名老師教授孩子們電腦的知識。請繼續為此需要代禱，求厚賜百物的上帝給孩子們有學習電腦的福份。此外，兒童之家內有很多小朋友也告訴我，他們很喜歡那些用來包裹電腦的衣物。  

 除了我以外，其他的短宣隊員在這次旅程中都有美好的經歷，今期的通訊亦刊登了他們的分享文章。最後，我希望有機會與短宣隊員去您們的團契或事奉的群体分享這次短宣的經驗！  

 印度之友行政統籌  曾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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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情印度情印度情印度情                                    RubyRubyRubyRuby         今次已經是我第三次到印度短宣了。一踏足兒童之家，發現有很多陌生的臉孔，後來跟同工核對資料，才知道跟上次相比，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孩子已經離開了兒童之家。想起兩年前大家一同玩樂的情景，最初的時候也覺得頗為失落，但當知道他們大都能回家與家人團聚，或是已經長大成人，出外工作，有些甚至已結婚生子，心中就有一種安慰的感覺。我雖然未曾作過人的父母，但我想或者這就是為人父母者的心情吧！為著兒女長大成人而高興，但又為著他們要離開父母的蔭庇，開展自己的人生，而感到不捨和擔心。  這一次我們除了去晨曦兒童之家外，也到過其他城市了解當地的情況及需要，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探訪了兩個南亞海嘯的受災漁村。到達第一個漁村時已經入黑了，但一班村民仍熱切地守候我們的出現；第二天，我們更有機會去到海嘯現場視察。我們除了問候他們外，也了解了他們的需要。海嘯過後，他們大都因為沒有能力購買新的漁船和漁網，所以仍然無法重新工作，但最令我感動的，就是他們雖然吃不飽，也將一大盆魚送了給我們，以表達他們的謝意！   除了 即時的賑災外，兒童 之家亦接收了五十名受災家庭的 兒 童 ， 他 們 有 些 在海嘯中失去父母， 有些則因為太貧窮， 家人無法養育他們 。現時 ，他們都很快樂地在 兒童之家成長，當 中有些 孩子雖然只有三、四歲，卻已能 照顧自 己的起居飲食。此外，他們亦能在晨曦學校讀書，由於 他們不懂英語，以利 亞還特別為 他們開辦了預備班的課程。  海嘯的災民因著這場災難，以致家園盡毀、失去至親，但亦因為這災難，他們有機會認識主耶穌，他們的孩子有機會接受教育，改變他們的命運。神的計劃有時真的很難用人的角度去理解，但我總相信神的心意是最美好的，雖然最初的時候在人看來可能一點也不好。正如當日我們一班「印度之友」同工在商量參與海嘯的賑災工作時，只是考慮災民的需要及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從沒有想過這會是一個傳福音的機會，但神卻使用這一次行動將我們的事工帶到從前沒有接觸過的漁村裡面。所以我想，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要抓緊每一個神擺在我們面前的機會，勇敢地去回應。  在此不能不提我們的守護天使 Joy babu。他是亞當的親戚，海嘯之後，因為被亞當的愛心及對神的忠心深深感動，所以開始協助亞當去幫助那些災民。在當時惡劣的環境，要走到最前線去工作，那艱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卻甘之如飴，因為他認為這是神給他去服事的福氣。在今次的短宣旅程中，Joy babu 一路上為我們打點一切，雖然不是常常見到他，但原來他一直默默地看顧著我們，有需要的時候就會出現在我們面前，真的好像神的天使一樣啊！今次旅程能夠進行得如此順利，弟兄的愛心服事實在是功不可沒！   每一次的印度短宣都是讓人感動的！或許新鮮感和刺激感已經欠奉，但跟印度同工家庭、兒童之家的孩子、短宣隊員和其他印度朋友所建立的情誼，卻是更加寶貴的！  



 

               
    

印度短宣後感印度短宣後感印度短宣後感印度短宣後感                                    LingLingLingLing     我覺得很開心可以參與這次短宣。先讓我學習自己照顧自己的個人需要，例如購買保險，打防疫針，辦理簽證  . . .等，以上所有的一切，我是第一次自己處理和面對。因為我過往參與教會的短宣，不需要處理以上的事情，全是短宣領隊處理。而這次我要自己處理，在其中我學到要保護和愛自己多些的重要。  在行程中，我第一次乘坐超過三小時的飛機，在火車上睡覺，而火車沿途不斷有乘客上落，並會要求將床位讓給他，我覺得很奇怪。經歷火車的行程後，我們便到達其中一個目的地，在當地有一個小休息和參觀，這地方給我的感覺很舒服。休息後我們乘車到晨曦兒童之家，我們到達時，見到有煙花在天空燦放，聽到小朋友歡喜快樂的聲音，跟著我們進入兒童之家時，不斷有新鮮的小花灑向我們，他們這些動作，使我覺得很開心和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之後，弟兄姊妹熱情的邀請我們坐下，替我們洗腳，這刻使我想起，以前我曾經參與的教會，每年有一次洗腳禮，弟兄姊妹彼此服侍，很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完了一些歡迎活動後，我們開始用右手進食，我覺得當地的米飯和香港的米飯完全不同，所以食起來特別好味道，晚飯後我們休息了。  我們早餐後，到發生海嘯的地方探訪，見到他們的慘狀，心裡有一份傷心和難過的感覺，但是不知道可以怎樣幫助他們，只知道當刻為他們祈禱，我們拿了一個大紅白藍袋的衣服去探他們，在我們跟他們傾談後，便將衣服送給他們，我見到他們很開心的接收，並即時穿在身上的喜悅心情，我們將要離開時，忽然 Adam 請我為他們祈禱，當刻我很恐慌，因為我自覺自己的英文極差，害怕幫助我翻譯的人完全不明白，我便先禱吿神幫助我用英文祈禱，跟著禱告時，我能夠很流暢地以英文祈禱，而翻譯的人也完全明白我所講的話。我在此深深體會到神的能力充滿和有平安在心的輕鬆，感謝神。  我們到附近的村落探訪和分享耶穌的愛，在其中我負責分享五色星的故事，當然我心裡再一次很恐慌，因為我只曉得以廣東話講述五色星的故事，我完全不能夠以英文講述，於是我祈禱，求神給我智慧和能力面對，很奇怪的事發生了，我能夠以英文講述五色星的故事，而那位幫我翻譯的弟兄能夠完全明白我所講的，還翻譯到栩栩如生，令我再一次體會神的真實和祂足夠的恩典，感謝神。  很快便到受難節，我們分組和小朋友講故事和唱歌，而我被安排與Paul 一起合作，我感謝神給我一個如此好的同工，我們分工合作將有關復活節的聖經故事跟小朋友分享，我們分享完後問他們問題，他們能夠完全回答，真是聰明。之後，我邀請他們唱歌給我們聽，Paul 覺得很開心，於是邀請小朋友手拖手圍圓圈，一邊唱歌一邊跳舞，他們的歌聲和歡笑聲，令我和 Paul 非常享受。  復活節的當日，我見到小朋友敏捷的身手，在短短的數小時內，將晚上用的舞台搭建好，晚上我們跟小朋友和附近的村民分享有關耶穌復活的故事，當中有唱歌、默劇、跳舞和見證分享，我見到村民很留心地欣賞我們的表演，但是坐在地上的小朋友，有一部份因為太疲倦而睡著了，我們的表演一個接一個，就在 Brenda 分享訊息完畢的同時，天就突然下起大雨來，各人迅速回家，但我們各人平安，感謝神的恩典常與我同在。 



 

總結今次印度短宣，有機會學習與不同的人相處，和彼此配搭服侍， 讓 我 經 歷 神 的恩典更多， 我 現 在對神 的信心比以 前增強更多。在短宣中，神讓我倚靠和仰望祂，得到從祂而來的信心和能力面對困難，我相信神必與我同在的。我在這次短宣另外一個收獲是學習節儉和不浪費，還記得姊妹的分享，當買一件東西時，要丟掉四件東西才可以買一件東西，這個分享對我影響很大，每次當我逛街時，見到一些東西想要買的時候，不其然的想起，我有甚麼東西要丟掉的呢！想到這裡，想不到有甚麼可以丟掉的，我便放棄不買這東西。這樣的情境，我在短宣回來後，經歷過數次，真實的給我經歷不浪費，感謝神。我更開心認識到 Adam 的一家，以利亞一家和 David 一家，在過往的日子裡，我只是知道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代禱需要，而現在認識他們後，更曉得為他們的需要禱告，同時我更可以透過電子郵件，得知他們最新的近況。我希望再有機會探望他們，和與小朋友一起玩遊戲、摺紙、唱歌和傾談。敬將所有榮耀和頌讚全歸神。      
我的印度之旅我的印度之旅我的印度之旅我的印度之旅                        HenryHenryHenryHenry    

 我於 2002 年加入印度之友作幹事，因為之前工作太忙，今年是我第一次到那裡短宣。以前，印度給我的感覺是污穢、貧窮，但當我到達之後，卻有新的體會。印度人很友善、聰明、有禮貌，他們互相幫助。其實他們生活好簡單，雖然他們只是印度「種姓制度」裏最低的一層，出身卑微，靠勞力維生，被稱為「賤民」。  在十天的旅程中，使我能放下香港的工作及私務，讓身心靈得到很大的安舒，或許我們在這裡，實在有太多的目標、理想及要求，就好像一副機器，每時每刻運作 3000 轉，連夜也不能停止或減慢下來，我想這就是城巿人失眠的原因。  其實在印度逗留的時間不多，但感謝神能讓我們可以見到祂的作為。同工安排我們到貧民區探訪、到印度教的村落開佈道會、視察孤兒院及學校的需要，還有處理會中的事務等等，使我知道若不是神的恩手，我們這幾個人實在不能承擔這事工。  記得有一次，我們於晚飯後，帶同數十位小朋友到離我們 30 分鐘路程的印度村莊開佈道會。原來我們的同工於 16 年前已在這裡開展福音的工作，初時村民還會拿石頭攻擊他，但現在很多村民及 婦女都會出來聽福音， 他 們手裡拿着的 是聖經 ， 不再是石頭，感謝神！然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聚會完了之後，很多人圍著我們，要我們為他們禱告。實在有很多人，而我們只有一位同工作翻譯，由於語言不通，這時只是依靠聖靈的感動為他們禱告。 我 想 這夜禱告的 次數， 已超過 我 一 年裏在 教 會裡祈禱 的總和！這是旅程中的一個經歷，希望將來有機會跟大家分享多些，共證主恩！  



 

    蒙福的旅程蒙福的旅程蒙福的旅程蒙福的旅程，，，，滿載神的啟示滿載神的啟示滿載神的啟示滿載神的啟示．．．．．．．．．．．．   張嘉兒張嘉兒張嘉兒張嘉兒 MariaMariaMariaMaria    

 自 上 次探訪過印 度晨曦 兒 童之 家 後，森民時常都記掛著何 時能再次 去印 度探訪，趁著他今年的復活節假期，再度踏上印度之旅，以下之片段都是滿載神的恩典。  

 

出發前的意見出發前的意見出發前的意見出發前的意見  決定再次到印度短宣，卻聽到別人的意見，說母子兩人的旅費省下來捐助給兒童之家更為上算，聽來也是道理，信心有點動搖，曾計劃這次是最後一次去印度短宣了。後來被馬太福音 26 章 7 至 13 節提醒，那個把一瓶極貴的香膏澆在耶穌基督頭上的女人，被門徒非議她這樣浪費，耶穌卻稱讚她，這給了我啟示。  

 金錢的支持固然對晨曦兒童之家是重要，但同工亞當及以利亞一家所作的一切，亦需要我們親自去認同及讚賞。就如能幹的父母整天為著工作而忙碌，冷落自己的兒女，以為用金錢便可滿足子女一切，實際上子女希望父母能多花時間欣賞他們。  

 

共同目標共同目標共同目標共同目標，，，，沒有隔膜沒有隔膜沒有隔膜沒有隔膜  再次探訪印度，感覺有如與家人重聚。上次短宣，對各樣事情要適應，牢記各人的樣貌及名字，加上密密麻麻的探訪安排，真的充實得喘不過氣來，這次有了上次的經驗，各樣事彷彿都駕輕就熟，多了空間去欣賞同工們為我們安排的一切。  

 當我們到達 Hyderabad（聞說有印度矽谷之稱），亞當與其他同工已在機場守候我們，而亞當也安排我們與當地傳道人會面，了解他們教會的發展，黃昏時份我們再踏上火車之 旅 。 印 度 的長途火車隨時 有乘客上落，為了經濟效益，鐵路局見到有位子便馬上補上旅客，所以一行十二人根本沒法安排同一車廂，但要是你跟車上旅客商量，他們也願意遷往別處，成就我們的相聚。在擠擁的車廂內，印度人大多很忍讓，少有爭執。不過在火車上人來人往，到午夜要睡覺時，總是不能熟睡，而亞當竟安排一位同工來看守著我們及行李，不要讓意外發生。到早上我們向徹夜不眠守護著我們的同工道謝，他竟回應很高興為父神做事，其實我們何嘗不是為父神作工，既然有著共同目標，大家的隔膜也減少不少。  

 

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亞當也教導別人亞當也教導別人亞當也教導別人亞當也教導別人  有一個下午，亞當帶領我們去一個曾經受印度之友幫助過的海嘯災區。看到荒涼的海灘，破陋的居所，殘缺的漁網，古舊的船尾馬達．．．，但從災民的臉上卻找不到愁眉苦臉，縱然經歷過極大的災害，喪失了家人，失去自己一切財物，他們並沒有怨天尤人，或理所當然要人去救



 

濟，卻仍有勇氣面對當下的處境，只希望能借到金錢去購買漁網及漁船繼續維持生計。了解到他們的需要後，我們便離去，臨行時他們竟奉上一盆魚，大約有七至八條一呎多長的魚，有姊妹不忍吃掉他們的晚餐，叫亞當婉拒他們的盛情，但亞當卻有不同的看法，更接受了災民的好意。回來後亞當便教導我們，在路加福音 17 章 12 至 19 節記載有十個長大痳瘋的人，求耶穌醫治，當中卻只有一個回來感謝耶穌，在此，亞當亦很有原則地教導那些災民，原來當你祝福了別人之後，別人懂得回來答謝你，是祝福的延續，也是對受幫助過的人的一種尊重。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環顧兒童之家的同工只有十多人而已，但留宿的兒童大大小小卻有一百五十多人，然而，兒童之家卻弄得井井有條，不禁慨嘆我們技不如人。何解？在香港許多家庭只有一個小孩，父母合力也沒法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但在兒童之家卻看到亞當及以利亞如何分配同工的工作，小孩們有系統地分工合作弄好兒童之家，年紀大的兒童教導年紀小的，他們看到我們總會很自然地向我們微笑問安，並非矯揉造作。看到他們，自己有很多得著，內心更敬佩亞當及以利亞在孩子們身上的管教，自己也趁機要森民去觀察這裡的紀律。  

 

兒子也同樣愛上這地方兒子也同樣愛上這地方兒子也同樣愛上這地方兒子也同樣愛上這地方  森民這次跟各人都很熟落，本來還堅拒用手吃飯，後來也受著各人影響，學習用手吃飯，而且很熟練。雖然在香港他有偏食習慣，但在兒童之家，他卻不嫌棄每餐都吃咖哩，稍辣的咖哩還會自己加添白飯，又愛上同工用水牛奶泡製的奶茶，每次下午茶時間，總不客氣地要求喝奶茶。大了兩歲，人也懂事不少，雖仍有點脾氣，但卻不失為一個好助手，因為他有無窮的精力與小朋友玩耍，配合唱詩時拉小提琴，還很詳細記得前兩年所做過的福音默劇，加入自己的意見，並盡力去演繹當中的角色。看到他這樣投入今次探訪，我也感謝天父。  

 

清楚了世界清楚了世界清楚了世界清楚了世界，，，，卻迷失於生活當中卻迷失於生活當中卻迷失於生活當中卻迷失於生活當中  時間飛逝，探訪活動很快結束，部份弟兄姊妹先回港，我們幾個多逗留數天在兒童之家，感覺很寫意，見到周圍的環境比上次有明顯的改善，各種果樹也多結了果子，在鄉鎮上看到印度人時，他們總會多望我們幾眼，還會親切地問及我們從那裡來，無論在兒童之家及街道上，總很容易找到歡笑的臉孔，但身處自己的香港，卻難覓歡顏！印度貧窮落後，物資缺乏，香港相對來說物資充裕，生活環境有一定水準及制度，但總感到印度人卻活得比香港人快樂，頓悟到我們清楚了世界，卻在生活中迷失自己。父神並沒有規定我們揀選那像螞蟻般在競爭中覓食，但不自覺地隨著俗世的大隊伍，而找不到快樂的真諦。  

 願意日後自己能與森民可按時候，再度探訪印度晨曦兒童之家，提醒自己快樂的根源其實可以很簡單，更可見證及學習亞當及以利亞所作的。求神繼續保守！  



 

 

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                            曾建蘭曾建蘭曾建蘭曾建蘭 KinaKinaKinaKina    
 不知為何，每當唱到《這是天父世界》這首詩歌的時候，眼淚總是奪眶而出，心裏總有一份震撼的感覺。不記起打從那年開始，自己一直盼望能多點往世界走走，認識天父所創造的，特別是那些為神作工的僕人、生活在貧窮下的人。除了不斷燃點和更新自己事奉神的心，也常常提醒自己還有很多人是需要被祝福的，免得在忙碌或安逸中失掉了這顆心！  

 今年的計劃，本打算到訪一個受著內戰摧殘的國家，親身體驗戰爭對人類的禍害；但在某些情況下，卻突然間改變了，而隨「印度之友」前往「印度晨曦兒童之家」作短宣和探訪。感謝神！雖然自己的計劃不能實現，但神卻以別的讓我過了一個「不一樣的復活節」！  

 

施與受也有福施與受也有福施與受也有福施與受也有福  二零零四年聖誕節，普世歡騰。一日之後，一場驚世浩劫，捲走了南亞地區成千上萬的生命，拆散了無數的家庭，留下無邊的傷痛，也改寫了很多人的生命。兒童之家的同工「亞當」（Adam）和「以利亞」帶了我們到訪兩條被海嘯摧毀了的村莊，這是我第一次和海嘯「現場」那麼接近！巨浪摧毀了他們的家園，甚至吞噬了他們的家人，但卻沒有奪去了他們的心！我們跟他們圍在一起唱詩、分享，盼望以耶穌的愛鼓勵他們在困難中仍要勇敢地活下去；縱然我們相聚片刻，也感受到一份強烈的愛包圍著我們。接著，我們分派一些從香港帶來的舊衣服給他們，眼看著他們接過後的喜悅，心被觸動了，因為他們拿著的本是屬於自己的舊衣服，放在衣箱裡很久沒動，但卻成為他們的祝福！離開前，他們熱情地送上一大袋的海魚（應是他們僅有的），心想就是代表著他們對我們的感謝！  

 記得在探訪「兒童之家」學校時，走過一班是海嘯後進入學校的兒童（災難後兒童之家接收了約 50 位小朋友），臨走前，他們說了這樣的一句話：「Don’t forget me」（不要忘記我）！是的，或許我們遺忘了他們，但他們仍在生活中掙扎，他們需要居住的房屋、為生的工具（漁船、漁網等）、三餐的溫飽、兒女的養育．．．，叫他們在苦難中站起來！我也看見很多災區的父母，懷著盼望和等待的心情，希望兒童之家能收留他們的兒女，讓他們得著生活上基本所需。  

 

門內外的生命門內外的生命門內外的生命門內外的生命  每次探訪，也深深感受到助養或救援工作對貧窮和苦難的人民是何等的祝福！往街上走，看到一個一個滿身污穢、營養不良的孩童在街上，生命彷彿對他們不能賦予任何意義！．．．而我們，只是每天半杯奶茶的價錢，就能讓一個兒童的生命不再一樣！  

 以晨曦兒童之家為例，參與「印度之友」的助養孩童計劃，每月只需要奉獻$170，便能讓一個兒童有居住的地方、三餐的溫飽、讀書的機會、群體的生活，更重要的就是可以讓他們認識耶穌。在印度，信奉印度教的人約佔八成，要向一個印度教徒傳福音已是很難的事，更遑論他們相信耶穌！但每一個進入兒童之家的小朋友，每天也有穩定的敬拜、祈禱、讀經生活，信仰自幼便植根於他們的生命。他們不但相信耶穌，也相信長大後會成為耶穌的美好見證！  



 

 

生命或順或逆生命或順或逆生命或順或逆生命或順或逆  在兒童之家時，自己總喜歡走進小朋友的日常生活中：早上起床梳洗，吃早飯，集合前往學校，上課，下課，午飯，玩耍，家務，溫習，晚飯，崇拜，睡覺；也喜歡坐在廣場上凝望著他們的一舉一動。心裡常有這樣的想法：苦難似乎奪不去他們面上的笑容！他們有些是孤兒、有些是單親、有些父母仍健在，但都是失去養活他們的能力；他們或許經歷海嘯，失去了家園和至親，但他們卻沒有失去生存的勇氣，也沒有埋怨，反倒每一天也是開開心心的渡過，享受他們所擁有，縱然是很微少的！還記得兒童之家內有幾個只有三、四歲的小孩子，他們雖然年紀很小，卻懂得照顧自己；眼看著他們，心裡雖然對他們產生一份憐憫，也為他們的堅強而感謝神！  生命或許不在乎順逆，只在乎如何活得精采；正如耶穌所言：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再次來到印度再次來到印度再次來到印度再次來到印度   朱森民朱森民朱森民朱森民 FelixFelixFelixFelix    

 這次復活節假期，我又跟媽媽再次一起來到印度探訪，這次我感到很開心，因為又能夠見到自己的好朋友。  

 比上次較為不同的，是我們有一個下午去探訪一些落後山區居民， 他 們 的屋中 間 用 一條樹幹支撐著整間 的重心，然後他們把一些樹葉再疊上去，就成為一間屋了。  

 有一個晚上我們又去探訪南亞海嘯災民，他們的捕魚工具全都損毀，海的生態又被破壞，令海少了魚，現在他們難以維生。  

 當我來到兒童之家的時候，我感到奇怪，心想：為什麼有部份舊的朋友不見了？於是我就去問我的好朋友 Chitti，他說：「因為有些人的父母已經找到工作，所以帶了他們一起走。」但這次竟然比上次更開心，也許是認識多了朋友，又也許是看多了東西。  

 這 次 去 印 度 我 也很忙， 因 為 又 要探訪，探訪又 要拉小提琴，又要和小朋友玩．．．。但我能為印度的人所做的東西太少了，我只能為他們禱告，我也希望大家一起為他們禱告，所謂團結就是力量，希望神會聽我們的禱告，幫助他們。  總括來說，我覺得今次很開心，又不太辛苦，希望下次大家能與我一起來到印度晨曦兒童之家。 



 

A Letter to the Almighty God after the Mission Trip 
 

Dear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 

 

It’s been a week since the mission team returned to HK. Now that my Indian flu and cough is getting 

better, I want to report to you some of the issues I found at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As Scott could not lead this mission team, I was assigned to do so. Though I was the ‘team leader’, in 

actual fact, your majesty had always guided and led us as you promised in Matthew 28:19-20 that you 

will be with us to the very end of age when w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I have accomplished all that I set out to do - taking the mission team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ministri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south India; working side by side with our Indian co-workers at Dayspring; taking the 

children at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for a picnic; experiencing Your wonderful provision as we se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are unfolding in the Dayspring English Medium School.   

 

Different Ministries 

Everything went on as scheduled (Hallelujah !). After our arrival at the Hyderabad airport, we met Paul 

and Adam. Several local gospel workers working for another American missionary couple (Robbie and 

James) briefed us on their work in the slum areas. We thank God that these dedicated Indian brothers 

worked in the slum areas (dirty and filthy to HK standard) with grateful hearts. They used pictures and 

stories to teach Bible to the illiterate people living in the slum areas in Hyderabad. 

 

Tsunami Survivors 

Adam took us to visit the tsunami–affected villages. The villagers 

wanted to thank us for the rice, blankets, shelters and bible.  They 

gave us some food even though they did not have sufficient 

themselves. Adam arranged each and everyone of the STM to greet 

them and to show our Christian love. Some of them told us that they 

could not get enough food for their families because their fishing 

boats and fishing nets had been destroyed by the tsunami. The following bible passage immediately 

came to my mind : - 

 

Duet 15: 7-8 and 10-11 

‘If there is a poor man among your brothers in any towns of the land that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do not be hard-hearted or tightfisted toward your poor brother. Rather be open handed 

and freely lend him whatever he needs……Give generously to him and do so without a grudging 

heart; then because of this the Lord Your God will bless you in all your work and in everything you 

put your hand to. There will always be poor people in the land. Therefore I commanded you to be 

open-handed towards your brothers and towards the poor and needy in your land.’ 

 

FOI and Dayspring will work out something to help these families to help themselves. 

 

Dayspring’s Ministry with the LEADS  

By God’s grace, Adam was able to arrange a group of local gospel workers to attend a week-long 

seminar held at the Children’s Home organized by a Christian group called LEADS. These seminars 

were like refresher course or on-the-job training for these local workers. One of the topics was ‘church 



 

discipline’. Adam invited many nearby gospel workers to come to learn together. 

 

Visitation 

Adam took us to visit the church members and widows sponsored by FOI. He normally visited them 

once every week to offer encouragement and prayer. When he visited the widows, he would give them 

money for food. Adam told us that some of these widows had been expelled from their Hindu families 

after they became Christians. Another widow was bed-ridden and could not speak. The only thing we 

could do for her was to pray for her there and then.  

 

Picnic 

We took all the children from the Children’s Home to a train station and a park for a picnic one sunny 

Saturday afternoon. They were thrilled as 

many of them had not visited any train 

station before. Though we did not take 

any ‘picnic baskets’ with us, Adam bought 

tangerine for all of us while the children 

played in the park.  

 

Adam had divided them into 12 teams – 

each team consists of older boys and 

younger boys, older girls and younger girls. The older ones would look after the younger ones. Without 

these young helpers,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organize them for taking a group photo.  

 

Opportunities at the School 

The children are so grateful for the computers we sent them as they are now using them. I was told that 

even local primary schools did not have computer education therefore our school wa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village. 

 

Adam and Eliah had accepted about 200 students from the Hindu family in the village. These children 

are studying in a Christian atmosphere and will influence their Hindu parents in due course. Many of 

them came to school on school buses (similar to HK) hired by their parents.  

 

As our children from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study 

with them, they will share God’s love with them and invite 

them to commit their lives to Jesus Christ. 

 

Almost all of the teachers are yet-to-be Christians, Eliah 

(school principal) and other Christian teachers will 

continue to witness to them and win them for Christ. 

 

FOI still need to raise money to finish furnishing and 

painting the whole school. Though we have set up the 

computers, we still need to furnish the computer labortory and hire a computer teacher. 

 

Your daughter, 

Cissy TSANG 

Administrative Officer, Friends of India 



 

 
 

INDIA STM SHARING ESSAY                    PAUL MEYER 
 

I am most grateful to Him for the fulfillment of a longstanding hearts 

desire to visit India and in particular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This gratitude was heightened by the fact it was not certain I would 

obtain the required visa until the next to last day! 

 

It was such an honor to be part of a seasoned mission team. From 

literally the hour/day of arrival the leadership both in and out of 

country had the same purpose to be used most effectively by our Lord 

and Father. I found it amazing and humbling that despite having not 

met anyone from the team there was unity (Jn 17: 11-13, 21-23) as 

evidenced by relating and serving one another in sacrificial love and 

servant attitude!  

 

Since leaving 

India I have had many opportunities to share 

about this time. There is so much one could share. 

However I will share about one the many 

experience that has had a lasting big impact on 

me and seemingly on those hearing.  The 

attached picture is of the Tsunami victims that we 

visited the first full day after arrival to Dayspring. 

After a time of sharing by each team member 

with people of the village and also sharing of 

clothing gifts we were given a gift of fish the 

village members had caught earlier that day. We 

later learned from Adam at our evening meal at Dayspring that the fish we were eating given by the 

Tsunami victims was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 peoples would be hungry that night. They were 

so grateful for our help that they gave much more than they had!! 

 

This and so many other experiences during this STM (i.e. gospel meetings, playing with children, 

visiting slums, visiting widows, praying for sick, Good Friday and Easter services etc.) has again 

brought certain scriptures (Micah 6:8, Pr 13: 23, Jer 22:16, Ps 37:7-9, Is 59:15-16) to light and themes of 

justice, mercy and being a voice for the powerless and fatherless to name a few. 

Dayspring/FOI is such an example of Jms 1: 27 being worked out and applied in 

real tangible ways in the world we live in.  

 

I am most grateful for this experience! 



 

 
印度事工的代禱需要印度事工的代禱需要印度事工的代禱需要印度事工的代禱需要        Prayer ItemsPrayer ItemsPrayer ItemsPrayer Items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  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  

 

� � 

 

John 15 : 16 

‘You did not choose me, but I chose you and appointed you to go and bear fruit - fruit that will last.  

Then the Father will give you whatever you ask in my name.’ 

 

 同工子女專上教育  

Tertiary Education for Co-workers’ Children 

 

� 印度孩子的將來  

- 教育及前途  

Boys’ & Girls’ 

Future 

� 成為別人的祝福  

Continue to Bless 

Others 

 

助人自助  

Helping Others to Help Themselves 

 

� 海嘯生還者  

Tsunami-affected 

Villagers 

� 漁船及摩打  

Fishing Boats & 

Engine  

� 漁網  

Fishing Nets 

 兒童院  

Children’s Home 

 

� 更多助養者  

More Sponsors 

� 天台多建上蓋  

One More 

Floor for the 

Girls 

學校  

School 

 

� 電腦房及電腦科老師  

Computer Room 

& Teacher 

� 課本及文具  

Text books & 

Stationery 

� 學校及班房  

Plastering of School & Furnishing 

Classrooms 

� 洗手間  , 其他設施  

Toilets and facilities 

 

 

 



 

 
月禱會月禱會月禱會月禱會     每一個月我們都會舉行祈禱會，一同為晨曦兒童之家及印度的事工禱告，歡迎大家一同參加。  日期： 2006 年 5 月 23 日  2006 年 6 月 27 日   時間： 晚上 7 時 15 分至 8 時 30 分   地點： 旺角山東街 47-51 號   中僑商業大廈 5 字樓   旺角浸信會   

各位贊助者：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晨曦兒童之家事工的支持。2005 年 10 月 1 日至 2006 年 3 月31 日的奉獻收據會隨本通訊寄上，方便大家報稅之用。而助養者亦會收到兒童和寡婦的最新相片，但請注意，當中有很多兒童已經離開了兒童之家，所以我們為大家編配了新的助養兒童；而有些兒童和寡婦因為正在患病或有其他事務，所以我們會稍後才可寄上他們的照片，請大家在禱告中繼續記念他們。  今期通訊有各短宣隊員的分享文章，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們在短宣中的經歷，我們樂意到你的教會、小組或團契分享。你可致電 9437 1606 與曾思慧 (Cissy)姊妹聯絡安排。  此外，為了響應環保，如果你希望將來以電郵方式收取本通訊及其他印度之友的訊息，請以電郵 (電郵地址： foi_hk@yahoo.com.hk)通知我們。印度之友的通訊亦上載於我們的網頁(www.foi.org.hk)，歡迎瀏覽。  印度之友 



 

 
印 度之 友印 度之 友印 度之 友印 度之 友 2005200520052005 年財 政報 告年財 政報 告年財 政報 告年財 政報 告     

       2005200520052005 年收支表年收支表年收支表年收支表           HK$    HK$ 收入    支出    印度晨曦兒童之家奉獻  515,149.32  印度晨曦兒童之家奉獻  499,268.00 南亞海嘯賑災奉獻  108,755.96  南亞海嘯賑災奉獻  113,700.00 銀行利息   199.77  銀行手續費  1,925.00      郵費  1,002.00   624,105.05  印刷及文具  739.00     雜項   1,528.40       618,162.40     2005 年盈餘   5,942.65           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HK$ 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   16,266.59 應付費用  (299.40)   15,967.19      HK$ 2004 年盈餘   10,024.54 2005 年盈餘   5,942.65 總盈餘   15,9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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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友印度之友印度之友印度之友2005200520052005年支出比例圖年支出比例圖年支出比例圖年支出比例圖
印度晨曦兒童之家奉獻80.77%

南亞海嘯賑災奉獻18.39% 行政費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