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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勇士和助養同行者：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凡遵行祂的命令的，是聰明人，  

耶和華是當讚美的。」 (詩 111：10) 

 

感謝那萬神之神，萬主之主，有能力，而且大而可畏的上主的保守和帶領，今年暑假期間，祂

讓筆者差不多每一天早、午、晚都可以在轉播站收看第八十七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 更新與

轉化  (Renewed and Transformed)。  

 

在八月六日早上，當筆者聽到萊特牧師分享舊約申命記十章 12-19 節，關於神吩咐以色列民看

顧孤兒寡婦時，筆者有感動，想將以下的領受與你們分享互勉  –  

 

1. 牧師的英國口音正是筆者當年受浸前後被牧養時牧者的口音  －  很親切  ( it rings a bell )。

聽他的講道，彷彿提醒筆者，當年 (入大學前 )求主顯明祂對筆者一生的召命，即在祂計劃

中筆者的角色；尋求完之後，筆者也曾與主定下人生目標 /一生的事奉方向：幫助當時第

三世界（如印度、非洲）的貧窮人改善生活質素和接受耶穌基督成為個人生命的主。感謝

主的帶領，直至今天，筆者仍沒有離棄與主定下的人生目標。  

 

2. 牧師解經時的每一段說話都有即時傳譯，讓筆者重複聽同一信息兩次，非常入心，也讓

筆者有時間和空間回顧 /回望在印度之友事奉的點滴 ( review ) 和感謝神使用印度之友一步

一步完成祂的計劃。而且，整段經文也提醒筆者還有些未完成的事情……  

（你們可在網站重溫培靈會的信息  www.hkbibleconference.org）  

 

3. 《申命記》是摩西向一班曾經見證神大能的以色列民的講道。「以色列阿，現在耶和華你

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行祂的道，愛祂，盡心盡性事奉

祂」（申 10 :12）。每一次讀這書，筆者也覺得神藉摩西的講道，叫筆者檢討在「遵行祂的

道，愛祂，盡心，盡性事奉祂的事上」是否有進步的空間？   

 

4. 摩西要求以色列民謹守遵行祂的誡命律例（13 節）是因為上帝愛他們（15 節），今天筆

者和弟兄姊妹謹守遵行耶穌基督的教導，也是因為神愛我們。「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

的時侯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羅 5:8 ) 。筆者只有用「順服的心」來回應

主的愛，謹守遵行祂的誡命律例。「所以你們要將心裏的污穢除掉，不可再硬著頸項」（

申  10:16）。  

 

5. 牧師指出第 14 節「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屬耶和華你的神」，這句

與耶穌臨升天前向門徒所頒佈的大使命的頭部份極為相似，耶穌基督在宣告大使命時，

祂用一句描述  (statement) 作開始，祂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  28:18

）這句是引述《申命記》中上帝的說話，整個地球屬於祂，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擁有一

切的權柄和控制權（參詩 24 : 1；9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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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 節指出我們的上帝是管理宇宙，跟 14 節是相呼應的，上帝擁有這個宇宙，祂亦管理

月亮星宿的運行，耶和華是至高無上的，凌駕在一切權力和勢力之上，一切受造之物都

俯伏在祂的腳下；上帝掌管世界，掌管宇宙的歷史，祂也是你和我生命的揸 fit 人。「祂

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賄賂。祂為孤兒寡婦伸寃，又憐愛寄居的，賜給他們衣食」（申 17-18

）。這位超越一切的上帝，關注和看顧孤兒寡婦的權益。  

 

7. 轉眼間，筆者在印度之友已經事奉了接近 20 年了，感謝神讓弟兄姊妹忠心的事奉，互相

配搭，發揮各人的恩賜；筆者覺得超級感恩，神使用印度之友這班普通  －  但希望遵行

主的道，又想實行聖經教訓，甘心樂意獻上五餅二魚  －  的人，持續幫助一班印度的孤

兒寡婦、賤民  (outcast) 和最低下的種姓（ the lowest caste），為他們禱告伸寃，筆者在這

裡有多方面的學習，如謙卑的功課和恆切禱告的果效。  

 

8. 那厚賜百物的上主，讓幾位在兒童之家長大的學生，成為主的僕人使女，同工亞當在九

月的代禱信提及以下兩個例子  －  

 

 大衛  ( David ) 在晨曦學校畢業後，選擇入讀附近的神學院，被訓練成為很好的傳道

者，最近他買了一部二首車和擴音器在附近的村落傳福音，很多村民聽了福音之後

，接受了耶穌基督成為個人的主，David 常與別人分享他是在晨曦兒童之家（充滿基

督的愛和教導的環境）成長的。  

 

 另一男孩Ratna Kishore在晨曦學校畢業後，奉獻自己在聖工上，現在他正帶領兩班信

徒。最近他和教會的會友邀請同工亞當為他們的教會主持奉獻禮，同工亞當非常感

動，因他看見主的恩典和憐憫在Ratna Kishore身上彰顯。   

（如你想收取同工亞當每月的英文代禱信的撮要，請寄電郵給我們：contact@foi.org.hk）。  

預計明年聖誕，印度之友的短宣隊會再

次探訪晨曦兒童之家，除了和孩子們共

渡佳節外，我們會與他們在當地做福音

工作（例如：探訪、贈送衣物），讓更多

村民可以聽聞福音，得知耶穌基督已降

生，現住在信祂的人中間。  

 

 

 
主內

曾思慧     

印度之友行政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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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        
                     

實在很感恩這一次能夠成行。原本在經濟上根本不容許

這一次的短宣，但多謝一位姨姨及教會的資助，才可讓

我再次踏足這一個可愛的國度。回想起我的第一次，正

好是十年前，自己本身已由小孩成長為成年人，並因著

種種的原因放下了只讀了一年 Degree，加入了保險行

業，投身社會。因此，自己的心態及身份比以往大為改

變，並期待藉這一次的短宣找到上帝的啟示和異象。  

 

比較 
 

光陰似箭，這次已經是第六次去印度，而對上一次已為 4 年前。明顯的印度已有截然不同的改

變，由一個公認為第三世界國家，轉變為新興市場的潛力大國。惟獨那一份人情味，卻多年未

改。  

 

不容置疑，印度經濟近年的確在高速增長。正當我仍在使用  LG G2 時，在同一班火車上，一

位休班火車司機已在用 LG G3！當然少部份人生活水平確實有所提高，但絶大部份人卻不受惠

於這一系列增長，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既得利益者保障自己，正與香港地產霸權等問題不謀

而合，這些在香港每天都會議論紛紛的話題，卻未有破壞他們的單純及人情味。在香港，買樓

及社會上流力是不少人最關心的事情，但不少印度人活在貧困中，仍選擇勇於面對和感到知

足。自問十分欣賞他們的那一份精神，但實際上卻無法脫離這世界的枷鎖。有人可能會認為，

印度人相信人生輪迴，才欣然接受這前生留下的業 (karma) 。不錯，的確有印度人是這樣相信，

但兒童之家的兒童和基督徒呢？他們不單單對神有信心，不論是順景，還是逆境，他們都安於

現狀，滿口感恩。作為一個 90 後，家庭的轉變和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是我時常向上帝埋怨

的內容。不知自己是否來自小康之家，本身一切都從不缺乏，總是希望獲得更多，而時常忘了

最基本的感恩。當然人生活在世界及社會中，受到影響是正常的，但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到耶穌

所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減低世界對自己與神之間的影響。對比自

己和他們，真的有點自愧不如。我表面比他們富有，但實質就高下立見了！  

 

真理  
 

大家閱讀聖經，都知道唯有相信主耶穌基督為獨

一救主，才可得到救恩。有時會想，古時的中國

人很多都不知道耶穌及上帝的存在，如果他們愛

人如己，能得到拯救嗎？可能不少釋經家都有不

同的見解，但究竟如何，只有上帝知道吧！當然

盡快認識上主在聖經上的真理和福音是最好的。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已有不少宣教士投身中國的福音工作，由馬禮遜開始來華傳揚神的話語已有

200 多年。相反印度福音工作卻像停滯不前，說起印度的代表人物，大都會是聖雄甘地、釋迦

牟尼，甚或近期的莫迪，而非任何宣教士。雖然印度曾經為英國殖民地，很多人對耶穌也有初

歩的認識，然而，他們只把耶穌也加入為印度教眾神明之一。而印度教為一個多神的宗教，要

2014印度短宣隊員分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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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徒由一個家族傳承及根深蒂固的信仰 180 度改變難度甚大，因此教育在這一方面十分重

要。晨曦兒童之家同工亞當有異象，他希望在晨曦學校加設一層，作培訓老師之用。以一班十

人計算，若其學生將學到的聖經真理繼續與人分享，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福音

工作便能更有效地傳開，盼望弟兄姊妹為此異象禱告。  

 

感恩 
 

因得到姨姨的資助，再加上教會的支持，結果旅費有$3,000 元多了出

來。經大家商議後，買了一部投影機給兒童之家，希望有助當地的福

音工作。能夠六訪印度，又能與不同年齡層的人相處，了解其思想及

人生閱歷，開闊了自己眼界。聆聽對我來說一直都是一項「獲利豐厚」

的投資，只需付出少少時間，卻可知道別人多年以來的見識和經歷，

可以說回報達千倍，甚至過萬倍！雖然家庭環境的轉變，神的恩典卻

一直夠我用。多謝主給我這非一般的體驗，無論是生命得意或困難時。 

 

願望上帝繼續保守兒童之家的事工和祝福各位 ! 

 

Felix Chu 

 

我的印度短宣分享    曹玉玲 
 

謝謝天父恩典，能夠參加這次印度之旅，實在不容易，現在回想起

來，看見恩典處處。  

 

首先申請假期時，因為上司和上司的上司都是新來這部門工作，有

些程序不太明白，以致要轉了幾個圈才完成申請假期。跟著很快就

有假期證明書，之後要去印度領事館申請簽證，交表格之前有組員

去交表格，但並不順利，還有很多問題，我聽到心裡恐慌！之後我

依照預定的日子去交表格，感恩順利接收了我的表格、護照和費

用，三天後就可以取回護照；於是三天後去取護照，奇怪的我是第

一號，等等等到第五十號，仍然還未到我，心裡焦急，到窗口詢問，

何解未到我，她們回應在處理中，我奇怪要處理這麽久，之後有一位主管出來叫我的名字，和

另一位先前交表格組員的名字，我回應只有我在，跟著主管跟我講話，但是我不明白他想表達

甚麼，主管問誰是領隊，我回應他，之後我要求取回護照，取回後才發現是空白的，當時非常

激動和恐慌，怎麼辦？距離出發去印度的的時間不多了，這時有想過算吧，去不到就去不到吧！

當領隊見完主管後，清楚了主管這次要求我們一隊人一齊簽證給我們，幾天後，我們的簽證順

利完成和到手了，跟著兩星期後我們便出發了。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 (晨曦兒童之家 )位於印度東面的安德拉邦，印度同工 Adam 和 Eliah

在當地開設兒童之家，收容孤兒和貧窮家庭的小朋友。另外，又設有學校，除了兒童之家的孩

子外，亦有其他學生就讀。Dayspring 亦有資助和照顧一些寡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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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過了幾小時的飛機，再加幾小時的火車和麵包車便順利到達 Dayspring。感恩路上順利，

無塞車，到達後經驗被服侍，同工替我們洗腳，這種不配得的感覺又出現了，雖然我是第八次

到印度，其實每次到印度都有這種不配得的感覺，心裡面有矛盾，這些矛盾感覺隨著之後的相

處和溝通，慢慢的消失了。  

 

這次能夠有較多機會和小朋友相處、溝通、玩等。在短宣之前

知道在印度的另一個地方，有一間孤兒院關閉了，我在上一次

來印度時，曾經探望那孤兒院的小朋友，來到 Dayspring 我見

到那孤兒院的幾位小朋友，很開心能夠跟他們交談和拍照，我

希望他們在 Dayspring 生活愉快。之後就要預備攤位遊戲和小

朋友玩，見到他們投入的玩，真開心。同時間見到他們成長了

而感恩，其中有些小朋友返回家中和家人一起，有些去了另外

一個地方讀書，也有一些已結婚，希望他們能夠享受生命。我

們去探望一個家庭，他的女兒因病離世了，見到這家庭的傷痛，

令我想到要珍惜生命，並活在當下。  

 

很快很快短宣隊要離開回家去了，剩下我一個人繼續享受和印

度「家人」相處的時刻。當短宣隊離開後的第一個晚上，晚會

開始前大約一小時，同工通知我稍後要分享神的話，那刻我很

驚恐，幾分鐘後，想到祈禱，求問祂想我分享甚麼！好快就有

經文出現，於是就戰戰競競的分享，感恩過程順利，之後的每個晚上都要分享神的話，感恩在

教會裡面，因沒有停止上主日學的關係，以致我在預備分享神的話時，能夠順暢，弟兄姊妹給

我的回應，表示他們得提醒，希望他們能夠努力硏讀神的話。其中有三個晚上分享完神的話之

後，有機會去到另一個地方，參加大型的培靈㑹，雖然我不明白他們的語言，但是他們的詩歌

令我感動流淚，和感受到神同在的甜蜜時刻。日間有機會探訪一些行動不便的寡婦時，見到她

們的住處非常簡陋，家中空無一物，只有一張爛床，和簡單的煲碗食具，這給我體會到自己活

在香港的幸福，什麼都不缺，感恩！  

 

這次停留的另一個目的，是我打算在退休之後，能夠來 Dayspring 協助幫忙，我個別的跟 Moses、 

Adam 和 Eliah 傾談，理解到他們都有不同的需要，我回應他們，現在先祈禱，當再來時，能夠

做的即做，其他的繼續祈禱等候。叧外有機會跟同工的兒女 Sarah、Subhushan (Chinni),、Abigail 

(Sony)和 Daniel Moses (Chitti)講心事，在傾談時才知道，原來 Eliah 的子女次序是 Augustine、

Abigail (Sony)、Subhushan (Chinni)和 Daniel Moses (Chitti)。  

 

總結今次一個月的印度之旅，除了以上分享的，另外是我原來仍未能適應印度人無計劃、無時

間觀念的文化，我會努力適應，我發現自己穿印度的傳統服裝時，樣子似印度人，哈哈哈！  

 

希望下次可以和你一起去印度，試穿這傳統印度服裝和

關心印度人的需要。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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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港福堂的邀請，我們有機會於 9 月 12 至 13 日在

該堂會差傳周末擺設攤位，介紹印度之友。感謝神，

透過這兩天的攤位，讓四堂崇拜超過 1,000 位的弟兄

姊妹有機會認識印度之友的事工。求神使用所派出的

單張，讓主內肢體對神國的需要有更多的認識及負

擔，感動更多的人一同建立神的國度。  

 

2014-15 年度短宣隊回港後，隊員阿玲安排了

我們在 2015 月 6 月 24 日  (三) 晚在她教會  

(大埔浸信會 ) 每月的差傳祈禱會分享。當晚阿

玲分享了她在晨曦兒童之家一個月的見聞，其

他成員在分組祈禱時，也與弟兄姊妹分享他們

的短宣經歷。  

 

 

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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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贊助者：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晨曦兒童之家事工的代禱、支持和捐助。我們會每半年發出奉

獻收據一次。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奉獻收據會隨本通訊寄上。  

 

我們的贊助年是以曆年計算。如果你希望在 2016 年繼續支持兒童之家的事工，請在新一

年重新寄上贊助金。各贊助項目的金額如下：  

 

 同工  兒童  寡婦  學生  

一個月  HK$1,800 HK$240 HK$110 HK$35 

三個月  HK$5,400 HK$720 HK$330 HK$105 

六個月  HK$10,800 HK$1,440 HK$660 HK$210 

一年  HK$21,600 HK$2,880 HK$1,320 HK$420 

 

如果你的自動轉賬將要到期，我們會隨此通訊寄上更改自動轉賬的表格，請填妥後寄回

給我們辦理。其他的贊助者如想改以自動轉賬形式奉獻，亦可於印度之友的網頁

(www.foi.org.hk)下載「直接付款授權書」，填妥後寄回給我們。  

 

為了響應環保，如果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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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foi.org.hk)通知我們。印度之友的通訊亦上載於我們的網頁，歡迎

瀏覽。此外，我們亦設立了 facebook 網頁 (Foi HK)，歡迎加入成為我們的「朋友」，以便

更快捷獲取印度之友及晨曦兒童之家的最新消息。  

 

                

 

 

 

 

感謝各位贊助者的支持及代禱！有你們的代禱，兒童之家才可以繼續運作，請繼續為以

下事項禱告：  

1) 同工以利亞被電單車撞倒，他的頸骨因撞傷而引致其手不能隨便移動，請記念他能盡

快康復。  

2) 同工亞當的女兒 Munni 的老爺在一次交通意中過世，求主記

念其家人的哀傷。  

3) 請記念兒童之家的各樣需要。包括重建廚房的屋頂及牆、兒

童的書簿文具費等，由於資金不足，現在孩子們要共用書本。 

4) 大專學生每天要從兒童之家去很遠的地方上學，同工希望購

買五輛單車給他們代步，每輛約為港幣$560，請記念。  

5) 請為同工亞當在當地的福音工作禱告，亞當表示當地的偶像

敬拜不斷增加，求主使用亞當叫神的國度在當地更大地擴

張。  

6) 兒童之家在十二月十至十二日會舉行特別的祈禱會，另亦會

開始籌備十二月份的聖誕節晚會及愛筵，請為各樣預備及所

需的費用代禱。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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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友 2015 年 1 月至 6 月財政報告  

       

       

U2015 年 1 月至 6 月收支表 U       

  HK$    HK$ 

U收入 U     U支出 U    

印度晨曦兒童之家奉獻   337,671.98  印度晨曦兒童之家奉獻   260,200.00 

印度短宣收費   56,000.00  印度短宣支出   55,408.50 

    銀行手續費   750.00 

    郵費   340.00 

  393.671.98    316,698.50  

    2015 年 1 月至 6 月盈餘   76,973.48 

U資產負債表 U        

  HK$    HK$ 

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   104,693.33  2014 年盈餘   13,672.65 

預收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4,047.20)  2015 年 1 月至 6 月盈餘   76,973.48 

  90,646.13  總盈餘   90,646.13  

 

 

印度短宣隊員 

日期：  2015 年 12 月 18 日  

時間：  晚上 7 時 15 分至 8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紅磡商業中心 A 座 3 樓 310 室基督徒

信望愛堂 (紅磡堂 ) 

交通  : 1. 可於旺角銀行中心乘坐 6C 或 6F 巴士  

 2. 在港島區可乘坐 106、1115、116 隧巴  

 3. 於紅磡鐵路站乘坐 8 號綠色專線小

巴，巴士則可乘 5C、11K、21 

 

 

 

月禱會 

 

每一個月我們都會舉行祈禱會，為晨

曦兒童之家及印度的事工禱告，歡迎

大家一同參加。  

 

印度晨曦兒童之

家奉獻

82.16%

印度短宣支出

10.97%

銀行手續費

0.24%

郵費

0.11%

印度之友2015年1月至6月支出比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