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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贊助者和代禱者：  

 

衣服的聯想 
 

最近在筆者家附近常有南亞裔的收買佬向街坊收舊衣物，可能他們收回家鄉賣，我隨即想起印

度短宣隊，每次也會空運很多舊衣物去探望兒童之家。在短宣期間上帝讓筆者看見送给他們的

兩件舊上衣，分別穿在 Sister Sarah 和  Brother Emmanuel 身上，而且非常合身。見到的一刻，

筆者很高興和感恩，因為上帝讓這兩件沒有破損而且很新淨的衣服可以循環再用 (重生 )，穿在

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身上，真是無盡的感恩！因為上帝讓筆者達成願景，就是將香港剩餘但有價

值的資源轉送給其他國家 (印度 )有需要的人。  

 

Brother Emmanuel 是晨曦兒童之家的舊生 ( old boy )，畢業後曾去過

其他城市工作，最近被同工亞當 (Adam)邀請回來做舍監。因為舊的

舍監被主呼召去傳福音，離開了兒童之家。那天筆者看見穿在他身

上的紅色 (很搶眼 )、而且繡了一個十字架徽章的 T 恤很適合他。他

每天的工作是要確定所有孩子們 (超過一百位 )每天清潔自己的房

間、保持個人衛生 (每天洗澡兩次和洗衣服 )、做家務 (例如打掃空

地、清潔教堂 )、完成家課和温習，並在食飯前背聖經。而 Sister Sarah 

是同工亞當其中一個女兒 (未婚 )，她現在是附近一間大專院校的老

師，她每天上班也要穿該校老師的制服–漂亮的紗麗  ( Saree )，上

班前她穿上由香港送來的上衣，令筆者很感動。Sister Sarah 說有少

許喉嚨不適，所以穿上保暖上衣，免得早上再著涼。  

 

短宣期間筆者暫停每天閱讀《宣教日引》(一本為未得之民祈禱和有經

文分享的靈修輔助資料 )，所以回港後，要追回之前 l5 天的分享。當

中有兩篇 (12 月 26 日和 12 月 27 日 )是「洗淨自己衣服」(那些洗淨自己

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啓 22:14))。

真是湊巧，短宣期間，筆者首次自己洗衣服，當時有一位短宣隊員上

載了自己手洗衣服的相片在群組內，聖靈提醒筆者也應該開始自己洗

衣服，因為不想兒童之家的同工或孩子們

為短宣隊每個人用手洗衣服 (因為他們沒

有洗衣機 )，加重他們的負擔。根據那兩

篇的經文分享，「洗淨自己衣服」原來是

希伯來慣用說法，洗衣服是在利未記（感

恩筆者現正在團契查考利未記）有規定的。在曠野百姓們獻上各種

祭都不必洗衣服，唯獨負責處理贖罪那兩隻羊的人要洗衣服。其中

一人送羊到曠野去，回營之前，他要先洗衣服和身體，另一人負責

燃燒那作為贖罪祭的羔羊，他完成之後，也要洗衣服和身體。洗衣

服這行動是象徵着要除掉和潔淨一切與罪有關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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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希臘原文聖經還有一個版本，不是「洗淨自己的衣服」，乃是「遵行神的誡命」。存留下

來的手抄本中，有一半是如此寫的。中文和合本和新譯本都翻譯為「洗淨自己的衣服 /袍子」。

其實，從希伯來觀點來看，這兩種說法的意思是一樣的，因「洗淨自己的衣服」是個希伯來慣

用語，表示要小心執行神的誡命，不犯罪。我們遵行神誡命的人有福了，因為我們將要藉著這

「洗淨」的行動，得到內在的喜樂和平安，這就是經文所說的「有福」。除了上述解釋，「洗淨

自己的衣服」的象徵含意是耶穌白白的賜給了我們救恩，為我們除掉了罪污，但我們需要遵守

神的指示來生活，在行動上潔淨自己。才可如經文說「有福」，可得權柄來到生命樹那裡，也

能從門進城。  

 

感謝主，原來簡單的生活習慣「洗淨自己衣服」也有屬靈意義！  

 
主內

曾思慧  

印度之友行政統籌  

 

 

 
短宣分享會 

大角嘴浸信會  

(2017 年 4 月 23 日 ) 

大埔浸信會差傳祈禱會  

(2017 年 1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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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籽 
 

喜歡獨自旅遊，早於十年前已列好了一張要走訪國家地

方名單，名單上的全是較落後或是全國最貧窮之地。目

的不是去看別人怎樣貧窮、怎樣落後，而是要看那地方

的人在貧窮、落後的環境中仍然思想純樸，順應自然，

把生活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逍遙自在。這境界對終年都被困在工

作裡的都巿人是難以想像的。我們都渴望把自己送到清泉中洗滌汚

垢、治療創傷、整理整理，然後回到城巿來重新出發，繼續營役勞

累的生活，延續一個又一個的循環！那時我還沒有信主。但是，印

度是一個色彩絢麗、滿天神佛、擁擠、種姓制度、男女不平等的國

家，談不上甚麼清泉，聯想起的只有危險、壓迫、神秘，但它竟然也在這名單上。  

 

2014 年在大角嘴浸信會偶然發現在一堵牆上，滿佈了笑容燦爛的印度小朋友，又有印度人行西

式婚禮和中國人穿著印度服飾等相片。打聽得知，那是印度之友支援在印度東南部一所收容孤

兒及提供教育的基督教院舍  ─  Dayspring Children’s Home，並定期帶領受感動的弟兄姊妹，

到當地探訪鄰舍及短宣。雖然當時還未了解短宣的意義，已決心藉此踏足印度。  

 

2015 年信了主，知道了短宣的目的和意義  ─  傳揚褔音的訊息及以基督對我們的愛，以愛還

愛；對參與印度短宣仍念念不忘。打聽到下次出發時間是 2016 年的聖誕節，新工上任還不到

一個月的 2016 年第一個工作日，第一件事便是向部門主管預留聖誕節期間的假期。根據公司

內部守則，12 月份請假是要向營運總監個別申請的，若沒有充分的理由，概不受理。  

 

9 月，向印度之友報了名。上了五課的密進班後，隊員對印度的宗教、習俗、語言、生活習慣、

基督教宣教士在當地傳教所遇到的問題、受助機構的資料及服侍的對象等均有所認識。課堂

上，大家一起禱告、以詩歌讚美天父、分享自己的得救見證、制定各人的侍奉崗位、曾參與短

宣的隊員分享以往的侍奉經驗等。不知不覺間，在主的愛裡、在詩歌聲中、歡樂聲中，大家越

走越近。  

 

看得見的爭戰 
 

印度是滿佈偶像邪靈之地，在出發之前，團隊已遭

受多次攻擊。先是愛萍跌傷了左手後導致嚴重骨

折，之後小廣因學校考試日期延到出發日期之後而

未能趕及出發日子，Ruby 亦因工作需要要提前回

港，只能參與部分短宣項目，印度領使館在申請簽

證上要求我們遞交過往從未需要過的文件，甚至混

淆視聽，令協助團隊申請簽證的人員未能及時作出回應而延誤，及到接近出發的日子我們找不

到出租車司機在冬至日提供租車服務等。每次遇到撒旦的攻擊，我們都是藉著主耶穌的名不住

向天父禱告：求天父記念愛萍的傷、讓小廣工作的學校考試日期能爭取至出發日之前、求天父

賜智慧給處理簽證的使館人員作出合理的決定、求天父給智慧以及加力於協助團隊申請簽證的

人員，更重要的是求天父給各隊員智慧、以堅定信靠的心等待，相信天父在幽暗中為我們開路。 

2016印度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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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印度出發 
 

2016 年 12 月 21 日晚，帶著被流感感染的疲倦身體出發，但是我不怕，因為除了相信隊員能互

相效力外，背後還有強大的肢體  ─  教會、小組團契、禱伴為我每天禱告。  

 

經過 5 小時的航程終於到了印度。首次踏足印度的我被疲倦重重的壓著，神志還未回轉過來時

已得接受印度入境人員用極重印度口音的英語盤問。我無法明白他的，他也無法明白我的；最

後他的上司把我領到一旁再問。雖然上司的英語印度口音稍減，但我還是無法完全明白他的問

題，迫於無奈他也放棄再問下去。第一關總算過了。之後，我推著從行李帶上領回的兒童之家

其中三袋物資準備離開機場。忽然，一個坐在椅上的印度男人迎著我走過來，指著我的行李，

並著我把車子推往掃描帶重新檢查一遍。依然呆滯的我當然不明白那重印度口音的英語，這次

Ruby 替我解了圍。之前略有聽聞印度海關關員對外國遊客有歛財的法門，雖然心理上有了準

備，到碰上了時心頭還是一冷；又因剛才已被入境人員留難了一趟，這麼短的時間內出現兩次

的狀況也著實令人恐慌。感恩一連兩次的阻礙都在瞬間被解決了；適當的人總在適當的時地向

我伸出援手，令我體驗到在天父手上是沒有難成的事的  ─  只要憑著信心的等候祂。  

 

謙卑 
 

花了接近一天的時間坐火車和出租車才到達 Dayspring，

已是當地時間晚上八時了。甫下車便聽到小孩們整齊地呼

喊著我們名字的聲音；之後牧師一家為我們準備了溫水逐

一為我們洗腳。雖然出發前的課堂上導師已解釋了洗腳禮

儀的意義是為了效法主耶穌謙卑自己，以愛服侍他人。當

雙腳被溫水及姊妹溫柔的雙手所潔淨時，除了口裡連聲道

謝，心裡既難過又高興。難過的是，我們生活在富足之地，

能自由自在地享用褔音，所領受的都比眼前印度的弟兄姊

妹們多，怎麼他們比我們更願意不嫌污垢、卑躬屈膝地效

法主曾做過的事，以摯誠摯真、不計算、不嫌棄，謙卑地以上賓的禮儀接待客人。我們何曾學

效得如此徹底呢？高興的是，服侍人的人雙眼、雙手都充滿了愛，我被愛環抱著。愛能溶化冰

川，滙聚江河。  

 

代禱 
 

能參與當地的崇拜實在是意義重大。我們相聚一起，彰顯天父在地上的無彊界、無種族的國。

我們以合一的心，以詩歌歌頌、讚美、並榮耀祂。我們歡欣！我們喜樂！  

 

崇拜結束後有代禱的時間。代禱是不善辭令、講求實際的我最弱的部份；通常只會把對方的代

禱事項原字原句說一篇便完結，因為我相信只要是誠心祈求，天父承諾過定會垂聽。心雖然是

這樣想，但在代禱後面對邀請代禱者那一臉疑惑，難免腼腆；這腼腆令我經常刻意迴避代禱。 

 

可是，這次在印度我並沒有逃避，還迎上前去；因為我知道這裡的人需要從我向天父的禱告中

得到安慰。一名婦人向我走來，她說了夾雜了印度語和少量英語的代禱事項，認知上我完全不

知道她所求何事，但從她憂傷的眼神及言語都哽在咽喉處迴盪便知道她的心傷了。垂下頭，捉

緊對方的雙手，開始了心連心的禱告。沒有修飾的言詞，深信天父就在當中聽著、看著我們。

禱告完結，我們相互對望的一刻，大家都哭了。她連聲道謝，彷彿剛才的禱告已挪去了她心中

的石頭，也同時挪去了我心中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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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邀請我代禱的是在 Dayspring 裡留宿、患有眼疾的小男孩。他前來找我，指著他其中一

隻渾濁的眼睛，一個手勢便直接了當地交待了他要我為他代禱的事項。明白。我熟識這種渾濁

的眼睛，因為外袓父和母親都有相同模樣的眼睛。近距離的接觸讓我看得更清小男孩的眼睛，

對先人久違了的思念湧上心頭。我明白這眼疾對眼前小男孩的身、心、成長歷程和生活上的影

響，就如我母親的童年一樣。無須言語，我了解到他的需要，馬上就他的需要向天父禱告。天

父的安排是奇妙的，每一個在生命中相遇的人，每一段人生經歷都有它的意義，那怕是一個小

小的細節，都是被安排為祂日後所用。  

 

攝影師 
 

今次短宣團隊的成員都有一技之長，我想了很久才「勉強」自

己當大會的攝影師。「勉強」是因為自己沒有甚麼其他技能，

只是曾經有一陣子愛拿著自動相機亂拍，而這「熱愛」又突然

在一次長途旅遊後徹底結束了，徹底結束的程度是那次長途旅

遊所拍攝的相片至今也沒有打開來看過一眼。沒有專業的拍攝

裝備，也沒有專業的拍攝技巧，拿著「傻瓜機」，抱著透過鏡

頭記錄愛為目標，一次又一次地按下快門。  

 

眾所周知，當地的小朋友都很喜歡鏡頭。對著鏡頭擺 post、即

時看看拍出來照片的效果而使他們快樂得手舞足蹈。當地的成年朋友同樣喜愛鏡頭，很樂意被

拍攝。  

 

除了在如聖誕節、除夕及新年的大型崇拜拍攝外，我的特別任務是為每一位兒童之家的小朋友

及教會所照顧的鰥寡作記錄。為了令他們在照片中臉帶笑容，每一位我都先帶著微笑用英語向

他們打招呼，然後領他們到最佳的拍攝位置上，再提醒他們要對著鏡頭微笑啊。第一張照片的

笑容通常是生硬的，第二張便自然得多了。Dayspring 的牧師後來教了我用印度語叫他們微笑，

可能因為發音不準確，大多數小朋友真的笑了出來。可是，有少部份的小朋友、年青人、及鰥

寡始終都未能在鏡頭前開懷。是在懷念家人嗎？是在擔心前路嗎？回來後翻看又翻看一張張逐

漸熟悉的臉孔，每次看到那幾位「未能微笑」的，心裡總是戚戚然。但我知道天父必有預備，

盼望透過 Dayspring 給予他們的愛會在他們心中撒下愛的種籽，時候一到，種籽發芽，茁壯成

長，微笑將重臨他們的臉上，甚至感染他們身邊的人，有力量用愛回饋社區。  

 

拍照的任務使我能近距離接觸很多當地印度的信徒，他

們有著世上最純真美麗的眼神，平和且值得信任，這是

有別於我們平常在香港碰到的一般印度人。假若在香港

街頭單獨碰上印度人，會有速逃的本能反應。  

 

女孩們的悄悄話 
 

一天晚上，愛萍姊妹分享了她中午時到女生宿舍那兒和

幾位留宿女孩交流的情況，聽得我心癢癢的，覺得這是

認識她們、了解她們需要的好機會。翌日我和愛萍來到

了女生宿舍，跟一、兩位女孩攀談起來，後來加入的女孩人數越來越多，最後坐了一圈的女孩。

我們逐一記下她們的名字，又談到她們所修讀的科目、將來的志願，家人甚至各人喜愛的顏色、

別名等。我們關注她們的需要和生活上的問題，並且向她們分享經驗。感恩聖靈都在她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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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她們很多都喜歡讀經、獻唱詩歌，有著潔淨向主、愛主的心。她們在晚飯前和崇拜中，

都能把聖經的黃金章節倒背如流。她們對待比自己年少的院友總是柔和、謙讓、充滿仁愛。這

樣的交流實在是大家互相學習的機會，相信這也是我們互相「效力」的一種，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也是天父賜予我們的無比褔氣。  

 

見証 
 

收到通知要在 2017 年的第一天作見証，原本寫好了的講稿因為前

一天和姊妹聊天時有新的體會而決定臨時重新再寫。時間緊迫，晚

上又必須參與除夕夜的崇拜。到晚上崇拜時，心裡一直在懊悔怎麼

這麼晚還要改呢？正在忐忑之際，在送金句書籤時竟然抽中以下這

一句：“Do not be afraid, but speak. Acts 18:9”。在最需要鼓勵之

時天父給了我完成的意志和勇氣。新年的清晨還在密密耕耘，終於

在早餐前把需要改動的部份完成。感謝天父使用我在印度的弟兄姊

妹們面前作見証，以祂帶領我所經過的歷練來榮耀祂。  

 

以愛還愛 
 

曾經封閉的心因著信了主、經驗了主愛而漸漸打開，印度短宣之行更讓我與愛面對面、肩並肩。

因著缺乏愛的成長歷程把我對愛的渴求盡量抑壓，同時也抑壓了對人流露愛的本能。我是一道

冰川、一座頑石、一塊冷鐵，令初次接觸我的人都感受到那股寒氣。天父藉著今次的短宣，進

一步解放了這個被囚禁在冷漠牢獄中的人。面對連應付基本生活都吃力的村民、無助的孤寡，

在物質上、甚至心靈上，我所擁有的一切實在多而又多。主期望領受越多、越有能力的人，不

要「埋藏」著那些天父賜予的「財寶」而不好好運用，令它們生出更多的「財寶」來。既然我

所領受的愛比眼前的人多，我得把愛分享出來。微薄的奉獻、每一次代禱、每一個擁抱、一同

玩耍的時光，在釋放愛的時間同時也接收愛。我們的喜樂從天父的愛而來。願在主的愛裡與你

共勉。  

 

朱鳳珠 (大角嘴浸信會 ) 

2017 年 4 月 7 日  

印度短宣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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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7 年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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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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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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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認識是次短宣到有感動參與，再到報名，都經過一段長時間。當中除了考慮當

地治安和衛生外，還考慮自己愛心不足夠，感到自己不適合服侍孤寡。因我一向

認為很有愛心的人才適合參與這類短宣。  

 

經多番禱告下，上帝消除了我對當地治安和衛生的疑慮外，祂更回應我，祂知我欠缺愛心，但

若然我願意去，祂會加添我愛心。今個旅程我真能很實在地經歷主耶穌在我不足上加添給我，

使我有愛心和耐性去對待服侍對象。還使我對傳福音有新的體會。  

 

─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 
 

我們接觸的印度小孩很單純，喜歡與我們玩耍。上帝

的確把愛心加給我，使我看見他們的需要，更願意在

下午時分三十多度下與他們在空地玩耍。坦白說，我

不會大熱天時逗留在無遮無擋的空地，怕曬黑了呀。

但願意這樣與他們玩耍，這份愛心若不是上帝加給我

的，還會有什麼驅使我這樣作？這確實讓我體會到不

是靠自己，乃是靠上帝的力量去作。我所要做的只是

到祂面前，坦承我的不足，去向祂支取力量。  

 

─ 宣傳福音與我無關嗎 ─ 
 

以往我認為信耶穌只是我個人與神的關係，別人信主與否、或信仰狀況如何與我無關。但參與

這次短宣後，我有了新體會。  

 

印度人普遍信奉印度教，他們視那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令我最深刻的是印度教把人分為

不同等級，各等級的人各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與相同等級的人通婚，免得自己被下等的人沾污。

人的等級不會因他的成就或財富而改變，人沒有向上流的機會。而「業」的觀念亦令他們只好

「認命」，各等級只好安守本份，如不安份，要反抗，下世只會更差。亦令人不會去幫助軟弱

的，因那是他們的「業」呀，是前世做得不好，今世才會這樣呀。  

 

這觀念在很多印度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與其說是生活

方式及文化，不如說那為管治手段更貼切。當人沒有向

上流的機會時，得益的不是社會最高等級的人嗎？當社

會普遍把人現在的生活境況歸咎於前世，而不需要幫助

時，那不是把財富不均合理化嗎？那「生活方式及文化」

不是顯出了自私，那不是罪嗎？  

 

的確，印度貧富懸殊的問題很嚴重。但作扶貧工作似乎

只是治標不治本，我們可以幫助他們有多深有多久呢？

要改變這社會狀況，似乎是要令他們有新的心思意念。而把福音傳給他們，讓他們認識真神，

讓神更新他們的心思，從而改變那「生活方式及文化」是治本的方法呢。  

 

或許不是所有人都要作前線宣教工作，但上帝會否要我們參與宣教工作的其中一部分？這是值

得大家與祂談談啊。因始終我們生活在這世上，都會在不同程度上被罪影響呢。  

 

曾凱兒 (大埔浸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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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友2016年財政報告  

       

U2016 年收支表 U       

  HK$    HK$ 

U收入 U     U支出 U    

印度晨曦兒童之家奉獻   625,790.00  印度晨曦兒童之家奉獻   608,920.00 

印度探訪收入   1,400.00  印度探訪支出   1,400.00 

    銀行手續費   480.00 

    郵費   2,312.00 

    印刷及文具   866.90 

  627,190.00    613,978.90 

    2016 年盈餘   13,211.10 

U資產負債表 U        

  HK$    HK$ 

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   67,303.73  2015 年累計盈餘   24,362.93 

預支款項   30,000.00  2016 年盈餘   13,211.10 

預收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59,729.70)     

  37,574.03  2016 年累計盈餘   37,574.03 

 

 

 

1. 印度的天氣非常炎熱，令到很多人熱死，但感恩孩子和寡婦們

都平安，請記念當地的居民。  

2. 感謝主，孩子們在公開考試中全部合格。請記念他們升讀大專

的學費及其他開支。  

3. 我們希望在兒童之家為當地的牧者開辦聖經講座，求主引領這

新的事工。  

4. 感恩晨曦教會的信徒日增，但教堂亦變得很擠迫。同工希望能

擴建禮堂，亦有信徒奉獻，但仍未足夠，求主供應。  

5. 同工亞當的兒子摩西 (Moses)的太太露芙 (Ruth)將於七月生

產，求主保守她生產順利，母子平安。  

 

 

 

禱告事項 

印度晨曦兒童之

家奉獻

99.18%

印度探訪支出

0.23%

銀行手續費

0.08%

郵費

0.38%
印刷及文具

0.14%

印度之友2016年支出比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