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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助養者及代禱勇士 :  
短宣心情短宣心情短宣心情短宣心情     我常常認定，每一次能夠參與短宣都是神的恩典，因為不是人人也有機會，更不是你想去就一定能夠去得到，就像這一次到印度晨曦兒童之家短宣……  

 這次是我第一次負責帶隊，兼且是唯一的印度之友同工，亦沒有牧者同行，所以壓力很大，但既然這是神交付我的事情，我的幫助便從祂而來。開始短宣訓練前的一個星期，我們的顧問 Scott 因為腳傷而 要 回 港 做 手 術 ， 正 正 可 以 參 與 我 們 第 一 次 的 訓練 ， 他 不 但 給 我 們 很 好 的 教 導 ， 也 給 我 很 大 的 鼓勵。這次手術，在人看來本是不好的，但卻有神美好的旨意在當中！另外，神亦預備了一隊很好的短宣隊員，當中有一半已去過兒童之家，而大部份都有短宣經驗，所以大家都能照顧自己，各人也各司其職，互相配搭，減輕了我不少負擔。  

 不過考驗一浪接一浪。十月一次例行檢查，懷疑身體出現了問題，要再作檢查。在等候的期間，憂心得不得了！雖然醫生表示應該沒有大礙，但萬一真的有事，那該如何是好？臨時要找誰來帶隊？在那一刻，我只有向神祈求。結果，感謝神，再次檢查的結果正常，神的恩典再一次臨到我的身上。  

 印度孟買的恐怖襲擊，又是另一個挑戰。因為孟買和兒童之家距離十分之遠，所以最初聽到這新聞時，我沒有想到有什麼問題。但不久，我便發覺原來有很多人，尤其是隊員的家人與弟兄姊妹，都很擔心我們的安全。那一刻，作為領隊的我，實在有很大的壓力。然而，十二位隊員，沒有一個表示要退出，更認定神既然沒有攔阻我們去，我們便去；若是神的心意要我們遇上什麼境況，也必有祂的心意。最終，我們都如期出發，並且平安地渡過了美妙的十二日！實在是感恩不盡！  

 我一直在想，要怎樣形容我這次到印度短宣的心情呢？這已是我第四次去印度了，新鮮感當然欠奉，也說不上有什麼驚喜，但仍很期待。我想，這種心情，應該是「掛念」吧！雖然一直有跟同工保持聯絡，但我仍很想親身去看看同工的身體好嗎？孩子們長高了多少？有孩子離開了兒童之家嗎？他們的生活可好？到達兒童之家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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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當見到熟悉的面孔，大家不禁便擁抱起來；但當知道他們當中有些已離開，心中又有一些失落。不過想到他們多是家庭環境得到改善，又或是已經長大成人，我應該為此感到安慰和感恩才是呢！這次，我們也有多一些時間去探望寡婦和村裡其他的家庭。跟他們其實是無法用言語溝通，然而卻發覺不少原來以前曾經見過，我是認得他們的，所以雖然大家不知彼此在說什麼，但那份親切感便油然而生。  

 因著是聖誕假期的關係，孩子都不用上課，所以我們可 以 有 更 多 時 間跟他 們玩耍和 親近， 也 不用做些什麼，就只是梳梳頭、打打波，快樂，原來就是這麼簡單！除了 各項事 工 外 ， 我 更珍惜與小朋友 相處的 機會。這些小朋友，雖然在兒童之家可以得溫飽，有書讀，但始終沒有親人在身邊，所以很需要有人去愛他們。因此，金錢上的資助不能取代親身探望所能給予他們的愛與關懷。最令我感動的是，我多年前送給他們的小禮物，那怕只是一幅相片，他們仍然好好地保存著。 有 一 個下午， 我 們 安排孩子寫感 謝卡給贊助者，他們全都記得贊助者的名字呢！  

 離開之前一晚，跟一些隊友和同工的子女談天說地，一直談到差不多凌晨三點，才去洗澡和收拾行李，因為第二天早上八時多我們便要離開了。我跟同工的兒子 Moses 說起，大家都有同感，這一段短宣的日子，時間過得好像特別快。剛到達印度時的情景雖仍歷歷在目，但眨眼間已到了離別的時候，所以大家都不願睡，要好好珍惜這最後一夜。  

 短宣總有結束的一天，但對於兒童之家，卻有更深的情，因為，原來在不知不覺間，我已是這大家庭的一份子了！  

  印度之友行財政及技術支援  陸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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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5月 20 日 2008 年 6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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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短宣分享印度短宣分享印度短宣分享印度短宣分享    劉愛萍劉愛萍劉愛萍劉愛萍 

 大家好！很開心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我的第一次短宣  ─  就是這次去印度短宣的經歷，真的可以說是既刺激而又充滿驚喜！  

 我參加這次短宣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是想讓我那個嬌生慣養的兒子（奚家祺）去體驗什麼叫做貧窮，希望他能學懂珍惜和感恩；第二，是自己也想趁年紀未老，仍有精力的時候為神的國盡點綿力，因怕年紀大了，有心無力而變成遺憾就不好了。但沒想到撒旦的攻擊如此厲害（撒旦在聖經的記載中是個破壞者），就在我們出發前不久，印度孟買發生了令人痛心的酒店大爆炸，死傷慘重，那是恐怖分子襲擊所造成的。那時候，很多弟兄姊妹，包括自己的家人都問我，你們還敢去嗎？那裡現在很亂喔……當時我心裡實在很不安，而且那不安的情緒隨著出發的日子逼近而變得越來越厲害。後來，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問一位宣教士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和太太又要去四川，怕不怕有餘震哪？那宣教士很輕鬆地回答我：「哎！我們都視死如歸的了！」嘩！好一句「視死如歸」，讓我非常佩服，在此也很激勵我！另外，又回想到這十多年來在主的恩典下已得著很多很多的福氣，讓我的一切都變得越來越美好，這些不都是主白白賜給 我 的嗎？ ！ 現 在 去 為主作小小的 工 作 又算得 什麼？！於是懷著與主同在的勇氣，便踏上這次短宣的旅程。  

 再說這次短宣的得著，真可以說是豐豐富富、滿載而歸，一切的所見所聞真是為我和兒子上了一堂極寶貴的生命教育課。在那裡，我親眼見到了前所未見的貧窮，原來在廿一世紀的今天還在發生……  

 我們這次去探訪的晨曦兒童之家，那些小女孩的居住情況就讓我大吃一驚。五十四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居住在一個不到一千五百呎的簡陋小屋裡，沒有床，沒有枕頭，沒有基本設施，每人只有一張類似沙灘蓆的草蓆鋪在地上睡覺，白天收起，晚上鋪開就寢。她們的個人物品僅得一個小鐵皮箱盛載，沒有玩具，沒有漂亮的衣服，在膳食方面也只有過年過節時才有肉類享用。他們小小年紀便要面對如此艱苦的生活，真是見者心酸！但縱然這樣，他們卻沒有向生活低頭，更沒有扼殺他們對生命的熱愛。一張張可愛而活潑的笑臉，讓你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舒泰，物質上的缺乏，似乎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衝擊，全因他們心中有主的愛托住，真是感謝主，哈利路亞！反觀我們生活在富庶的香港，人們還是馬不停蹄地追求更多的、更好



的。但在這種永無止境的追求中，卻無法滿足我們心靈真正需要的。這種情況就好像一個無底的黑洞，永遠沒法去填滿，這是多麼可悲啊！  

 這次短宣最重要是讓我領悟到什麼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精髓。以往只從各種媒體了解貧窮人的生活，沒有什麼震撼性，但這次我親眼見到印度當地還有不少獨居的寡婦，她們居住的房屋很多還是用樹葉來搭成的，讓我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欣慰的是我們教會當中有不少愛心的捐助，讓他們不致兩餐不繼，還能維持她們基本的生活，在此我謹代她們向各贊助者致以萬分的感謝！再說她們這些獨居寡婦，雖然在物質上極度缺乏，但是在心靈上透過兒童之家牧師的關心和牧養，把生命的焦點定睛在主那裡，從而得到一份屬天的愛，令她們生活有力，在苦難中有依靠，真是哈利路亞！  

 這次短宣讓我和家祺都學懂了珍惜和感恩，進一步認識生命的意義，也認清了生命的方向，更堅固了我對耶穌的信心，只有在主耶穌那裡才能夠真正得到豐盛的生命。願我能時刻提醒自己，緊記主耶穌的訓勉：「我來乃是服侍人，而不是得人服侍」，更願自己有限的生命能為主寫下美好的樂章。  

 另外，我兒子也想告訴大家，這次在印度度 過 的聖誕是 他 有 生 以 來 最具意義的聖誕。 原 來 在 印 度 當地慶祝聖誕節好特別喔！不但在平安夜會慶祝到深夜，而且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當天凌晨四時多便起來，那時候天未亮，而且天氣還很清涼，但我們當然也加入他們的隊伍中，一起敲鑼打鼓，浩浩蕩蕩地向各個村莊進發，向人們大聲宣告：「耶穌今天誕生喇！」並大聲高呼：「Happy Happy Christmas！Merry 

Merry Christmas！」那激動人心的高呼聲劃破長空，響徹雲霄。沿途村民們一個一個從他們的家走出來和我們握手問好，我們每個人都興奮不已，直至天亮才結束。這真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聖誕，不像我們這裡，人們慶祝聖誕早已商業化，失去了聖誕的真正意義。希望大家有機會也去感受感受，必定會讓你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最後還有要感謝弟兄姊妹為我們這次去印度短宣禱告。是你們的禱告托住我們，才能順利完成這次旅程。願主親自報答你們！  

 

 

 

 
 

 
 
 
 



On the 21
st
 of December    Martin Hai 

 

On the 21
st
 of December, which is the day of my sister’s birth but it is also the day that I started my 

mission trip to India. In the morning, my Dad drove my Mum and I to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We met Ruby on there. And I also saw my mate - Felix. I saw some of my church members 

were there to say good-bye to us and we took a photo before our departure. Firstly, we took a flight to 

Malaysia. Then, we took another flight to India. 

   

On the time we arrived, we saw Adam who is the leader in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met him. It’s very nice to know him. He is a pastor who works so hard for our God. He led us to 

Dayspring by taking train and car. It took 2 days to arrive.  

 

“Bing!bing!” a loud noise woke me up. It is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and the Dayspring School. We arrived in the morning. They are so nice and 

so kind. Their skin is black but all their hearts are white. Some of them 

even held my hand and led us to go to the school. I was surprised. It is 

because those children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friends I met in Hong 

Kong. Although God does not give them wealthy life, he gives all of them 

a great kind heart. 

 

On the second day of our trip, they organised a welcome party for us in 

their church. They prepared a lot of activities for us. Firstly, we sang some 

carols. Then, they prepared a game for us. We took a piece of paper from 

the box and we had to follow the words to perform. It was so interesting 

and we had fun. 

 

I met many friends in Dayspring. I met a boy who doesn’t have his father and mother. He is a very 

strong boy. He studied really hard. He treasured everything God gives to him. I looked at him. He was 

smiling. And I was thinking why he was so strong and treasured things he had. I thought that was all 

God’s help. 

 

On the 25th of December, which is the day of Christmas. 

We got up at 4 a.m. and paraded on the street and told 

everyone that, “christo, nado, portenu!” which means 

“Jesus Christ was born today!”  We were walking on the 

street and telling everyone. Although they didn’t have 

much money to decorate their houses or bedrooms, they 

had the energy to work for God. Hong Kong people are 

much worse than Indian because we won’t do that many 

things for God as Indian Christian.  

 

The day after, we visited some women, which were poor and had no relatives. I met a woman. She was 

crying when she saw us to visit her. She lives in a very small farmhouse and there are not many things in 

her house. She has no relatives because her daughter married a man and she gave all her money to her 

daughter. Unfortunately, her daughter didn’t come back to visit her mum even once. Adam knew that 

and he help this woman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e prayed for her afterwards.  

 

I think this trip is a very special trip for me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India and It’s the first 

time I saw people’s lives there. I had watched a lot of videos on TV about India but I even can’t believe 

the things I saw there. I can’t imagine that there are just 3 toilets in the school. The school I study in 

Hong Kong is so much better than the school in India but I did not treasure the things God gives to me. 

Compare to the students there, I was so shame. I think this trip give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to me. I 

won’t forget in my life. If I have a chance to go again, I will. 



    
((((中譯本中譯本中譯本中譯本))))            
    
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奚家祺奚家祺奚家祺奚家祺 
 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我姐姐的生日，也是我印度短宣出發的日子。當天早上，爸爸開車送媽媽和我到香港國際機場。我們在那邊與領隊 Ruby 會合，又遇見我的好友朱森民。一些教會會友來跟我們送別，並在我們出發之前和我們拍照。當天我們先飛往馬來西亞，在那邊轉機到印度。  

 我們到達的時候，就看到晨曦兒童之家的領袖亞當（Adam），是我第一次與他見面，能認識他真好。他是一位很努力為我們的神工作的牧者。他帶我們坐火車和汽車，用了兩天的時間到達「晨曦」。  

 「嘭！嘭！」嘹亮的響聲使我醒過來。我發現我已身在晨曦兒童之家和晨曦學校，當時是早上。小孩子都很友善和溫柔。他們的膚色黝黑，但他們的心都很純潔。有一些小朋友甚至牽著我的手，帶我們到學校去。他們使我覺得希奇，因為他們跟我在香港的朋友完全不一樣。神雖然沒有賜給他們富裕的生活，但他們有的是寬大溫柔的心。  

 在旅程的第二天，他們在教堂為我們舉行了一個歡迎會，準備了很多活動給我們。我們先唱了一些詩歌，跟著他們帶領大家玩了一個遊戲，就是我們輪流從一個箱裡抽出紙條，然後按著紙條上的指示扮演一些動作。那個遊戲很有趣，我們都玩得很開心。  

 我在「晨曦」認識了很多朋友。我遇到一個無父無母的男孩。他很堅強，他很用功唸書，很珍惜神所賜給他的一切。我看著他的時候，他在微笑。我一直在想他為甚麼這麼堅強和珍惜他所有的一切，我想全都是神讓他有這樣的心態吧。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日），我們早上四點就起來，用遊行的方式向眾人宣告「Christo nado 

porteno!」（「基督今天降生！」），我們在街道上邊走邊向途人宣講。「晨曦」的人雖然花不起錢佈置自己的房間，他們卻很有力量為主工作，香港的基督徒給他們比下去，因為我們為主而做的沒有他們的那麼多。  

 翌日，我們探訪了一些窮困和無親無故的婦女。當時看到其中一個在哭，她家是一個很小的農舍，裡面沒有很多東西。她沒有親人，因為她的女兒出嫁的時候她將所有的錢財都給了女兒，從此以後女兒連回來一次看她都沒有。亞當知道事情後一直在幫助她。我們在她的家為她禱告。 

 這次的旅程很特別，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去印度，看到當地的人如何生活。我曾在電視上看過很多關於印度的影片，但我都不能相信我親眼見到的，我很難相信整間學校只有三個廁所。我在香港的學校的設備比印度的好多了，但我卻不懂珍惜神所賜給我的，跟那裡的學生相比，我很慚愧。我覺得這次旅程是一個畢生難忘的經歷，若有機會的話，我還要再去。  

 (翻譯：梁鑑倫) 
    



    
渴望擁有豐盛的生活渴望擁有豐盛的生活渴望擁有豐盛的生活渴望擁有豐盛的生活？？？？還是選擇還是選擇還是選擇還是選擇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            李錦銓李錦銓李錦銓李錦銓         你怎樣評價自己的生活？是豐足還是缺乏？每次當你想要求更多的時候，有否回望自己擁有的呢？當你日以繼夜追求更多的同時，有否在意自己的生命正在枯乾呢？你有否想過，神讓你比別人豐盛，是要你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嗎？  在第一次印度之旅組員陪訓班的聚會中，Ruby 讓每一個組員去思想一個今次旅程的根本問題﹕「你為什麼想參與這次印度短宣？」   教會每次舉辦印度短宣，自己都很想參與，但總被一些事情影響而未能成行，就如上年新婚，以及前年工作轉變等等。今年終於有機會再思印度之行，加上太太（陳慧心姊妹）都很支持我，願意和我同去印度，實讓我很開心。  其實自己一直都想去印度，了解一下當地人的需要，並幫助他們。自己以前嘗過什麼是貧困，因此對於貧困的人，我一直都很有感動，想了解他們的生活並幫助他們，真正體會一下他們的困苦。  自己生活尚算豐足，但內心尤不開心快樂。他人身處貧困的境地，連三餐溫飽都並不容易。他們生活開心嗎？我們的生活及牽掛，於他們的世界，又是如何呢？  
你看過罐頭裏的沙丁魚嗎你看過罐頭裏的沙丁魚嗎你看過罐頭裏的沙丁魚嗎你看過罐頭裏的沙丁魚嗎？？？？     罐頭裡的沙丁魚是我們常用作描述擠迫的情況。現實生活中，你見過嗎？  我們是到印度晨曦兒童之家前，是需要坐火車的。於車站內，我看到硬座的火車卡就是如此擠迫的景況。在車內，原有的木製硬臥上，已坐滿了整整的一排人。那一排人的上面，又坐了一排人。車卡內的通道，亦站滿了人，迫得水洩不通。更有人站於車卡的入口處，勉強地扶著上落車的欄杆，半邊身體卻已露出車外。  由於軟臥及冷氣卡車票是很昂貴的，所以一般印度低下階層只買得起硬臥的車票。較有錢或知識水平較高的人，都會坐軟臥及冷氣卡。我們睡在軟臥的車卡內，雖然偶爾會見到「小強」四圍遊走，但我卻很感恩，也很感慨，因為我體會到「可以選擇」都不是必然的。我們可以選擇坐硬臥、軟臥或冷氣卡，但那些印度窮苦的人，只能迫在那轉身也難的車卡內，渡過20多個小時或甚至是幾日的車程，難受的感覺可想而知。眼睜睜的望著他們迫在那些車卡內，自己卻幫不了什麼忙，心裡的真是百感交集。  
印度人是很健談的印度人是很健談的印度人是很健談的印度人是很健談的 為了認識印度，我們都主動地與車上的印度人交談。我們的車卡多住了很多知識分子。印度人很愛談天及交朋友，就算我們是陌生人，也招呼我們坐到他們的床鋪傾談。那程夜車，文文（文



學良弟兄）、威哥（陳志威弟兄）和我也分別和那些在我們床鋪附近的印度朋友談了幾個小時。談天說地，真是什麼話題都有﹕年齡、學業、工作等等談過不停。我從中也加插了一些信仰的話題，介紹他認識我們的信仰。我也將「可以選擇並不是必然的」與那位印度大學生分享。  有關婚姻，他問了我一個很特別的問題，他問我的婚姻是「Love Marriage」，還是「Arranged Marriage」？我反問他：「那你喜歡那一樣呢？」。他知道我的婚姻是自由戀愛產生。我和妻子是在教會認識，我們都是基督徒，並於教會舉行婚禮。由於印度人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安排，因此他聽到後對我投以羨慕的目光。  
黑色的手是不是讓你覺得很污穢呢黑色的手是不是讓你覺得很污穢呢黑色的手是不是讓你覺得很污穢呢黑色的手是不是讓你覺得很污穢呢？？？？     我們到達後受到盛大的歡迎。落車時已感覺很開心，心想怎會有那麼多人來迎接自己。雖然我們都想過會有歡迎的禮儀，但真的沒想過是這麼盛大的。我和太太都覺得不配。我們是什麼呢？我們做了什麼呢？值得有這樣的歡迎嗎？但因著主的名，我們可以受到如此的接待。我們又可以如何回報他們呢？  沿歡迎隊伍一路前進，路旁的學生們都會向你投擲花瓣，每個人都帶著親切的笑容上前爭先的與你握手問安。開始握手時心裡都有點不自在，心裡都想著﹕「他們的手清潔嗎？」。到後來想到，自己又不是「潔淨狂」，為什麼要想著這個愚蠢的問題呢？他們每個熱情的笑容及期待與你握手的心，實在的融化了我，所以最後什麼也沒有想，我也落力地與他們握手及影相。 你有試過因為與陌生人握手而覺得快樂嗎？與陌生人握手，可以是一種基本的禮儀，未必帶有歡喜或快樂。握手其實是可以充滿熱情和歡樂。與他們握手的機會，使我感受到這種久違了的快樂。小朋友的熱情讓我感受到那從心底而來的快樂，那份期盼與你觸碰的心，給予我反思。他們願意接待陌生人的心，我可以擁有嗎？         
什麼是缺乏什麼是缺乏什麼是缺乏什麼是缺乏？？？？什麼是豐足什麼是豐足什麼是豐足什麼是豐足？？？？     
    
你有見過真正的茅屋嗎你有見過真正的茅屋嗎你有見過真正的茅屋嗎你有見過真正的茅屋嗎？？？？     除了盛大的歡迎活動，我們亦有探訪當地的受助的寡婦及有需要的家庭。有一次我們探訪一位受助的寡婦，同工幫忙道出那寡婦的辛酸。印度人於嫁娶時，女方要支付龐大的嫁妝，以肯定女兒於男家的地位及面子，避免女兒因嫁妝不足夠而被男家虐待。那位寡婦為了預備女兒的嫁妝，變賣家中所有，最後要在別人的田地上僭建茅屋居住。女兒於婚後一直沒有回家，也沒有供養她。  她一邊訴說自己的遭遇，一邊流淚。我們也深深感受到她的悲傷，也在旁邊拭去眼淚。我們的短宣隊一起為她禱告，女仕們與她擁抱。看到她的生活，我心默然無語。心裡反覆思索，我可以怎樣幫助她呢？後來在一次崇拜當中，我看到她也有參加，心中很是鼓舞。主耶穌已親自幫助了她！雖然她生活很困苦，但主的愛也因著衪的事工，進了她的心窩，真實地滋潤了她乾渴的心靈。我的物質生活比她豐足，但心靈總是缺乏。她的生活捉襟見肘，但心靈實在比我豐足。     
你你你你知道什麼是家徒四壁嗎知道什麼是家徒四壁嗎知道什麼是家徒四壁嗎知道什麼是家徒四壁嗎？？？？     有一次我們去探訪一班村民，她們都是住在由政府及一些宣教士共同出資建造的村屋內。他們雖然能住在堅固的房屋，屋內卻是什麼傢俱也沒有，真正的家徒四壁。屋內唯一的設施，只是一個由布及樹枝造成的小兒吊籃。你試過缺乏到這個地步嗎？他們雖然家徒四壁，但已經算是 



 幸運的一群了。之後我們去到河邊，看到一班在河邊搭建茅屋生活的村民，他們卻還在等候機會遷入剛才那些堅固的房屋中。生活在河邊，河水一漲便會湧入他們的家。他們的屋，矮小得只能讓住民躺進去睡覺。 

 
你懂得如何吃糖果嗎你懂得如何吃糖果嗎你懂得如何吃糖果嗎你懂得如何吃糖果嗎？？？？     在臨離開那堅固住房的村子前，我們都將帶來的糖果送給村民吃，其中有位母親和她的孩子最讓我印象深刻。她的孩子都吃得津津有味，卻是連著包裝紙和糖果一起咀嚼著。我和太太想也沒有想過，他們窮困得連糖果也沒吃過，所以根本不知道要拆開糖果的包裝紙。  香港物資豐裕，一粒普通的糖果，可能連小朋友也吸引不到。但在這處窮困缺乏的土地，村民也許連拆開糖果的機會都沒有，卻懂得去珍惜身邊所擁有的東西。雖然糖果很微小，但他們都很開心地接受，滿足的笑容都充斥在大人及孩子的臉上。香港人生活安舒豐裕，有幾多能夠珍惜身邊所擁有的東西，懂得為他們所擁有的感恩呢？你是否其中一位呢？  我們的生活確實豐足，但豐足的生活卻使我們遠離神，高舉自己的能力，心靈迷失於黑暗的石屎森林中。他們生活捉襟見肘，卻讓他們與神的距離更近，懂得凡事謝恩，珍惜神賜予他們的一切。生活雖然苦困，但心靈卻活得快樂。擁有這份生命的色彩，實在令人羨慕。  探訪旅程確實讓我開了眼界。以往總是在電視中看到別人的困苦，現在卻是親身去接觸及感受別人的困苦，心中的領受更加實在。神讓我看到自己的渺小。對比這片大地迫切的需要，自己的能力確實是九牛一毛。但縱然我們的付出微小，卻已祝福了這地很多寶貴的心靈及生命。神讓我看到，我們可以做得更多！你有否想過參與印度之友的計劃，讓他們認識福音的大能，並幫助這片土地的人脫困呢？     
    



身身身身．．．．心心心心．．．．靈靈靈靈．．．．豪華團豪華團豪華團豪華團     太太曾經在分享會提及過，她很享受這次旅程，覺得是一個身．心．靈．豪華團。她很感謝主讓我將這個短宣的機會帶給她。這幾年我們擔任小組組長的事奉，心靈都感覺得疲累。我們一直希望有個可以讓我們休息的機會，而這次短宣，實使我倆的心靈回復力量。  慧心獲益最多，是與小朋友們一起的時間，我也看到她那久違了的笑臉。她讓自己全然投入與小朋友們的相處中。於兒童之家中的女生宿舍，和小女孩們一起玩耍。於聖誕的早晨，手挽手的與兒童一起參與巡遊，燦爛的笑容自然地流露於臉上。  小朋友那份真誠及無私的分享最讓她深受感動。於兒童之家中，她與陳詠兒姊妹一同到女生宿舍小女孩們一起玩耍，享受與她們一起的「美甲」及「美髮」，並於手上塗上顏料，寫上自己的印度名字及祝福字句。小朋友們都將自己都捨不得用的指甲油與她及詠兒姊妹分享，為她們塗上指甲油，打扮一番。那些指甲油，小朋友們都捨不得用，平時都是珍而重之的收好，但卻願意將之與她們分享，服侍她們。這讓慧心想起聖經上那窮寡婦願意向神奉上她的小錢的故事，使她萬分感慨。我們算得上什麼呢？ 我 們 做 了 什 麼呢？值得 有 這樣的招待嗎？ 我們又可以如何回報他們呢？後來為了答謝那班小女孩，慧心及詠兒姊妹便買了很多的指甲油送給她們。  其實我很羨慕太太能全然投入與小朋友們的相處中。面對陌生的人和事，我都會站得後一點，觀望一下四周的情況，甚至站著等待別人的邀請。神讓我看到自己的軟弱，浪費了祂給我美好的時光，就是與小朋友交往玩耍的時光。看到太太全情投入地享受與小朋友交往，讓我想起我要去了解及感受他們的生活，接觸並愛他們。神幫我跨出我的避風港，走入他們當中，放膽與小朋友交往，享受與他們拍照、猜皇帝、踢毽子、跳舞、手挽手的與兒童一起參與巡遊。神亦讓我倆明白，我們能夠報答他們的方法，便是全然投入與他們的交往，與小朋友們玩耍，將歡樂及神的愛帶給他們。  有一次午後，閉著無聊，有機會與太太一起安靜地坐在樹下的長椅上，享受那一刻的平靜及安息。舉目望天，藍天白雲，旁有椰林樹影，一幅久違了的圖畫湧上心頭。那一幅我們在渡蜜月時坐在太陽傘下看到的美景，彷彿這一刻出現在我們眼前。繁忙的生活，似乎讓我們忘記了那平靜快樂的一刻，神再次讓我們感受到那份滿足及平安。在印度之旅的歡送會中，我們更簡單地進行了印度婚禮儀式。  於忙碌的生活中，我們努力地為美滿豐盛的生活打拼，有否想過美滿豐盛早就在眼前呢？你有試過讓自己停下來，欣賞上帝賜給我們的藍天嗎？上帝雖然沒有應許天色常藍，但當藍天正在你的頭上時，你有留意過衪嗎？你有否想過最終要尋著的，是豐盛的生命而不是生活呢？  平淡知足的生活有著活得豐盛的生命，是否才是真正的目標呢？ 



2008200820082008 印度短宣分享印度短宣分享印度短宣分享印度短宣分享        阿威阿威阿威阿威     
 轉眼間，印度短宣這件事已經是４個月前的事了，但是在我的腦海中，在印度每一天經歴的片段，仍然是彷如昨天發生一樣。在這次短宣旅程中，開闊了我的眼界。我握著我的事奉「戰友」 ─  攝錄機，用來記錄每一個珍貴的回憶。更難得的是神在這次旅途中回應了我的請求  ─  一次與神同行的機會，感受到如何叫做「經歷神」，亦感受到什麼是每一個微小禱告的威力。  

 

為何參與印度短宣為何參與印度短宣為何參與印度短宣為何參與印度短宣????    去印度短宣這個念頭，對我來說並不是 2008 年才閃出來想去做的事。早在 2006 年，印度短宣隊把從印度帶回來的影片讓我作後期製作，就在那一次，我從影片中看到了印度的「面目」。一張張寡婦們含淚的臉深深觸動了 我 的 心靈  ─  從 心底裏被感動了。還有，孩子們的笑臉，一雙雙渴求禱告的手，不得不讓我下了決定  ─  印度短宣，我非得去一次不可！另一個原因，可以說是我很想用自己的手捧起我的攝錄機，把旅程中的片段都拍下來，帶回來香港，讓香港的會眾親友一同分享我們在印度的點點滴滴，認識印度文化，看看神在印度的工作如何。而這一次，我更想炮製一套「向印度出發」的特輯，從不同主題出發，邀請不同隊員分享某主題上的一些感受、想法，從而讓觀眾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印度，思考某些主題給自己帶來的衝擊，讓大家  “refresh”一下自己。  

 

出發之前的心情出發之前的心情出發之前的心情出發之前的心情，，，，我這小信的人的祈禱我這小信的人的祈禱我這小信的人的祈禱我這小信的人的祈禱  去印度之前，雖然心裏面滿有興奮和喜樂，但是自己在準備功夫上其實是做得不足的。所有在短宣訓練班上要求隊員要準備的東西，例如見證分享、詩歌、物資等，自己都是草草完成的。或者自己想輕裝上陣，以輕省的心感受行程中的每一個細節；又或者這是懶散的借口吧！不過，我沒有省却祈禱這一環，有一個晚上，我向神發出如下的禱告 :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感謝祢讓我有機會去印度這地方……神啊！求你讓我可以在旅途中經歷到祢，經歷與祢同行的感覺……求你使用我，讓我可以使用祢給我的恩賜，為你工作，祝福到其他的人……」  回想過去的禱告，可以切切實實地得到神回應的，少之又少。所以，我一直對祈禱沒有看得很重，而今次我真的好想可以得到神的回應，但其實心情與過往一樣，沒有抱太大的期望。哈哈！往往在這沒有多大信心的時候，神卻有祂的安排。  
最深刻的經歷最深刻的經歷最深刻的經歷最深刻的經歷     ────    祈禱的力量何等之大祈禱的力量何等之大祈禱的力量何等之大祈禱的力量何等之大     在這 10 天的印度短宣行程裏，當然，我與好多隊友一樣，心裏滿有喜樂、感恩、衝勁，對眼前的人和事亦滿有感觸。所以在這裏，我就分享一下我在當中經歷的一件好特別的事  ─  神給我祈禱的回應。事情是這樣的，在 25 號聖誕節晚會的晚上，我和隊友文學良正在拍攝晚會的現場情況。忽然間，兒童院中的一個同工把我們拉了過去，起初還不知所為何事，之後，他介紹了他的一個朋友給我們認識。這位年輕的男子在老遠的地方由幾個人陪著才能過來，在介紹之中，得知他在不久前因交通意外而導致腦中留有瘀血。當時的他，看起來身體動作很遲緩，思考和說話都很慢，一副迷迷糊糊的神情，而他那晚老遠也要走來就是渴求我們短宣隊友能為他的身



體祈禱。當時我在想，他千里迢迢地過來兒童之家，只是為了一個祈禱而已。印度信徒對祈禱的渴求程度，讓我這個整天都懶得去祈禱的人來說，心裡盡是慚愧。既然他為著一個代禱而來，那我當然也義不容辭地為他的渴求而為他祈求神的幫助。  

  那件事後，我也絕未想到神給我的回應是那麼的真實和迅速。就在兩天之後的一個上午，正當我們準備出發去作家訪之前，聖誕節來求代禱的那個年輕人又來到兒童之家。那時，神讓我親眼看到祂的工作、祈禱的力量。那個年輕人這次看來已經靈活了不少。聽他說，這次是他單人匹馬從家那邊過來的。他滔滔不絕地跟我們分享他的生命、他的改變、他的喜樂、他對基督的信實。他的樣子，明明是康復不少呀！為什麼才兩天，他能這麼快就康復過來呢？這時，我就知道這是神的工作，神給了我回應  ─  我真的與神同行。還有，我一向不重視，懶得去做的事情  ─  祈禱，原來真是這麼有力量的。看來，我以後也會因為這次經歷，時刻儆醒自己做好祈禱的功課。而這個經歷，也是我這次短宣最深刻的事情了。  

 從印度回來之後，我每次編輯影片的時候，自己就好像又回到印度的兒童之家一樣，看到一張張熟悉的臉孔，回味那 10 天裡生活的片段。如果你現在問我：「你想再去印度短宣嗎？」我可以肯定回答：「那當然啦！」   

 

為印度的需要  ─  祈禱吧！！！  

 
************************** 

 

 

God's work in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Alkin 
 

With nearly no knowledge of India, I obeyed God’s call to visit India the 

very first time. God was opening my eyes to see His work while I was 

touring along with twelve Hong Kong Christians and Indian Christians in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twelve days before the year of 2008 ends. 

 

"Wow, two Indian Christian leaders’ faith is so strong!" 

said my heart when I first met more than a hundred kids 

in Children's home. These two leaders and their teams, 

includ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staff and sponsors from 

different nations, had been managing and supporting 

Children’s home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Even though 

these two leaders are facing a lack of material needs, they 

had been continuously teaching kids to praise to God,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They had been praying to 

God and waiting for His providence as well. Being in the 

presence of them, I realized I was too ignorant of God's 

work among Indian Christians. 

 

If I did not go to the Children’s Home, I would not realize that God also listened to Indian Christians’ 

prayers. And we, as the trip members, were beneficiaries under their prayers. God granted us everything 

we needed for this trip. For example, God gave me a paid job a week after I had applied for the trip. In 

Hong Kong, I did not think what caused this hastiness, from knowing a job opening till signing an 

(One of the leaders in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calmed down the little ones; Photo by John) 



employment contract. God revealed the cause until 

the last couple days we were in the Children’s Home. 

An Indian Christian said, ‘We, including Christian 

widows, had fasted and prayed to God for the mission 

team several days [ahead of your arrival]...’ Then I 

thought that God really answered their prayers by 

providing me an income to cover my traveling 

expenses. God had answered another prayer. As we 

were about to leave the Children’s Home and head 

back to Hong Kong, all Indian Christians in the 

Children’s Home and all trip members gathered for 

the last time in prayer. One of the Indian leaders led 

us in prayer. We prayed, as one body in Christ, that 

God would protect us when the trip members travel 

back to Hong Kong. Yes. God answered this prayer on 1, 3, and 5 Jan 2009. (We had different traveling 

schedules because some members did not stay behind in Malaysia and other members did.) In addition 

to the prayer, God granted me peace in my heart when I was standing next to armed soldiers and was 

going through Customs in the Indian airport. And the habitual fear of being in and out of international 

airports disappeared without a trace. God provided my needs which were even beyond my personal 

prayers or their praying to God. 

 

God’s work amongst Indian Christians started long ago beyond my unreal guessing. 

Before I had met any local Christians in India, I thought Indians did not have a lot of 

chance to know God’s word. God showed me the reality in Dayspring School and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When we joined an assembly in the school, students from 

all grades sang hymns in English and the school principal said a prayer in English. One day, in the girl 

sleeping area (no bed at all) of Children’s home, girls immediately took out their Bible after I had read a 

colored story book about a lost sheep. Looking at their Bible in Telugu, their native language, I was 

touched that God had been eagerly talking to these kids in an Indian dialect which they are mostly 

familiar with. Next, one of the girls read aloud the Bible verses that describe this story in Telugu. This 

Bible was evidence that God had been working amongst Indian Christians for a long time and I am just 

like a frog looking up from the bottom of a well.   

 

 
Telugu Bible and a colorful story book;  

Photo by alkin 

 

In the future, God would continuously work in Children’s Home because an Indian Christian girl told 

me personally that she would like to be a missionary. Finally, I thank God for widening my view of His 

work amongst Indian Christians when I was living with Indian Christians and kids in India for ten days. 

A dancing demonstration of kid’s prayer to God; 

Photo by John 

God’s work amongst Indian Christians keeps 

going. In the past, God called His servants to 

translate His words into Telugu, one of the Indian 

dialects. Then Bible in Telugu form was made 

available for Indian kids in Children’s Home. I 

heard that kids learnt God’s word in Children’s 

Home and at school. Also, God had used two 

Indian Christian leaders, with strong faith in God, 

and other unknown Christians, to nurture these 

kids. When I and twelve trip members were 

staying in Children’s Home for 10 days, God 

blessed our trip by accepting Indian Christian’s 

fast and answering their prayers in regarding to 

our needs. God’s providence was far beyond our 

expectations. 



 

今次我是第二次往印度，但是前往的地方不同。今次是未出發已聽聞印度局勢緊張，神卻開路，令當地迫害基督徒的領袖死了數個，又或家庭出現紛爭，後來他們求問巫師，巫師卻說他們的遭遇是因迫害基督徒而導致的，因此他們便停止迫害，歡迎基督徒再入村。神的能力是又大又奇妙﹗  縱使當時歐洲海底電纜斷裂待修，我們印港通訊卻未受影響，這全是神的恩典。  

 我們一行十三人在牧者的同工宿舍中居住，他們熱情的款待，謙卑的服侍真令我永世難忘(當那裡的供水系統待修時，師母們一桶一桶的熱水由樓下托上二樓來，情境真令我過意不去。) 

 十 二 月廿五日早上 的巡遊情 境令人 心中銘記。早上五時多，百多人一起在村的四周宣佈耶穌今天降生，數人坐在木頭車上，上呼下應，熱鬧非常，他們大聲喊叫，希望村內的人能聽到福音，沿途我們把聖誕晚會單張黏在村民的門上。  

 跟著七時餘便 到 各 家 各戶探訪村民和寡婦。看見搥腰果的婦女，也見到鈎頭巾、圍  巾的婦女和其家人，也見到用椰衣造麻繩的婦女。她們都替商人工作，入息甚低微，每天只賺港幣二圓，多麼可憐啊﹗如果他們得不著福音，辛勞一生後他們的下場會是怎樣呢？  

 晚 會 約 八 時 多 便 開 始 ， 他 們 租了 一 個 很 大 的 帳 篷 ， 顏 色 美麗 ， 台 上 佈 置 了 色 彩 斑 斕 的 汽球 。 約 有 六 百 多 人 來 臨 ， 前 排小 朋 友 坐 在 地 蓆 上 ， 跟 著 有 很多 人坐在椅子上 ，台上載歌載  

 舞，話劇和歌唱絡繹不絕，氣氛歡樂，直 至 清 晨 三 時 多 。 台 下 有 人 看 得 雀躍， 但 亦 有 人睡眼惺忪或索性睡在地上 ， 一 個 個 美麗的臉龐深深的 印 在 我的腦海中 ，令我 時 時 刻 刻 又 想 去探望他 們﹗                                                       

 ─ 關曼霞  



 感謝各位贊助者及代禱勇士在過去一段日子的記念。有您們的記念及代禱，兒童之家才可以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這一段困難的時間裡。在此，希望您們能繼續為以下的事項禱告：  

 

� 兒童之家其中一名兒童 V. Ashok 患上了敗血病，情況非常嚴重。但感謝神，經醫生搶救後，他現已脫離危險期，求神繼續醫治。  

� 另一名兒童 A. Suresh 早前從椰子樹上掉下來跌斷了腳，經手術後，他現已出院，但一年後他要再動手術將接骨的鋼板取出來。求主保守他早日康復。  

� 為兒童之家附近的孤兒寡婦的生活代禱。他們的生活非常之差，連最基本的需要，例如食物、衣服和居住的地方，也不能應付。同工亞當正在想辦法盡量幫助他們。  

� 為不斷上升的物價代禱，願主記念有充足的供應。  

� 為兒童之家的需要，包括學校未完成的工程及桌椅、女生宿舍的工程、污水處理系統工程、同工子女及兒童的高等教育費用等禱告，求神供應。  

 

 

  

 

 

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 



印 度之 友印 度之 友印 度之 友印 度之 友 2008200820082008 年財 政報 告年財 政報 告年財 政報 告年財 政報 告  

       200200200200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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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14.32   印度晨曦兒童之家奉獻   475,025.00 短宣收費   103,550.00  短宣支出  102,782.00 銀行利息   12.05   銀行手續費   2,450.00   564,176.37  郵費   910.00     雜項   611.00       581,778.00     2008 年不敷   (17,601.63)     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HK$    HK$ 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   3,814.27  2007 年盈餘   20,653.40 應付費用   (762.50)  2008 年不敷   (17,601.63)   3,051.77   總盈餘   3,051.77         
 

印度之友印度之友印度之友印度之友2008年支出比例圖年支出比例圖年支出比例圖年支出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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