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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我們的主題為「文化大不同」，相信生於或成長

於香港這個大都市的讀者，對文化的多元性和接受程度，

較於一些成長於比較單一文化國家或地方的人，有較大的

適應能力，這也是香港宣教士的優勢之一。喜愛品嚐不同

國家的美食；喜愛到不同國家旅遊的習性；喜愛學習外語

的特性，也使由香港到海外服侍的宣教士較易融入宣教工

場的生活。

然而，海外旅遊和移居海外絕對是兩個不同層面的經

歷。我們很少會聽到在旅程中經歷到文化衝擊，但在海外生

活，文化衝擊卻常有發生。宣教士雖然帶著上帝給予的召

命，進到宣教工場去服侍，但也不等於他們能倖免於文化衝

擊。按照文化上的差異，我們可以簡單地分為近文化和跨文

化，以區分宣教工場與宣教士原生地的文化差異程度。

在文化學習方面，其中兩個學說以「洋蔥」和「冰

山」來比喻文化。「文化洋蔥」將文化分為最外層的表

徵，如衣、食、住、行，以及語言等；進深一層則要看文

化中的英雄人物性格；繼而再進一層了解文化的禮儀；而

最重要又最花時間去學習的是最內層的價值觀。而「文化

冰山」的比喻則指出文化的顯性和隱性的雙重特徵，而最

深層的是核心價值。

當宣教士進到一個未曾居住過，或認識不太深的宣教工

場時，若語言不通，便要學習語言，以致能以當地人的「心

中言語」（heart language）與他們溝通，建立關係，為主作
見證。而更重要的是要學習當地的文化，以致信息能以更切

合當地文化的方式傳遞。在學習工場文化中，相信過程有喜

有悲，有困難的時候，但相信也會發生不少趣事。

今期我們邀請了在不同地方服侍的宣教士，和由九

龍堂差派到海外服侍的夫婦，分享他們在工場的異文化中

生活的趣事和難處。盼望透過他們的分享，我們更明白在

異文化中服侍所面對的挑戰，更懂得為他們祈禱守望。同

時，我們也邀請了在香港負責印傭事工的UEM聯合差會的
印尼同工介紹一些印尼文化。此外，我們亦轉載了一篇關

於初到一個新地方的一些觀察重點，盼能藉此預備我們在

參與短宣時多點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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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宣教同工差遣禮（8月30日）

我們感恩於8月30日（主日）假九龍堂為信徒
宣教同工

郭永賢弟兄舉行差遣禮。在疫情的限聚令下
，雖然現

場觀禮的人數有所限制，但透過網上直播，有
多達130

以上的人數在網上觀禮。郭弟兄已於9月中出
發往柬埔

寨，在未來一年參與豐榮女子中學的服侍，願
主賜福郭

弟兄的服侍。

「柬宣情之Generation新生
代」網上差傳祈禱會（5月

7日）

在疫情的限聚令下，我
們首次舉辦網上差傳祈

禱會，感恩參加人數約
有20人。

區會按立禮（5月17日） 
我們很高興於5月17日的區會按立禮上，區
差會的差董會委員和差執會成員盧淑娟宣教
師；差董會委員梁家燕宣教師；以及在柬埔
寨服侍的羅麗嬋宣教師，接受按立成為本會
牧師，願上帝繼續大大使用三位牧師。

郭永賢弟兄述志 按手祈禱

郭弟兄與主禮人合照差董會和差執會代表與郭弟兄合照大合照

主禮人、牧師團、襄禮人及受職人合照

廖小茵區牧為盧淑娟
宣教師佩帶牧師領巾

廖小茵區牧致送紀念品
予盧淑娟牧師

廖小茵區牧為梁家燕
宣教師佩帶牧師領巾

廖小茵區牧致送紀念品
予梁家燕牧師

廖小茵區牧為羅麗嬋
宣教師佩帶牧師領巾

廖小茵區牧致送紀念品
予羅麗嬋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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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獨特文化

每一位宣教士初到工場時，都必須要學習

和掌握當地的語言和文化，繼而建立新的人際

網絡，並逐漸融入在工場的生活之中。雖然宣

教士與當地人的文化不完全一樣，然而，經過

調整和適應後，以欣賞和尊重的態度，體驗當

地的獨特文化。

過去在宣教工場，發掘很多新奇有趣的事

情，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柬埔寨的「吊床」。這

裡的人很喜愛睡在吊床上享受著柬式的休閒生

活，我也曾經睡在吊床上度過了一個休閒簡單

的下午。原來只要2美元，便可以享受到一張

吊床、一本書、一杯鮮蔗汁，一邊看著無際的

洞里薩湖（Tonle Sap Lake），吹著自然的微

風，心靈感到無比的滿足。吊床成了柬埔寨人

午睡時光的必需品，而午睡更是他們的傳統生

活方式之一。還記得初到柬埔寨時，在中午時

份，本想乘坐當地的「Tuk Tuk」的士回家，

卻找了很久也找不著；後來當地人告訴我，如

 羅麗嬋牧師

無必要，請勿打擾他們午睡的美好時光，那刻

才明白和理解他們的獨特文化，此後，也漸漸

地跟隨他們午睡的習慣了。

「慢」文化

在柬埔寨生活，不急不忙是柬埔寨人的生

活文化之一，當地人稱之為「慢活」。「慢」

在現代社會或許是一種奢侈品，但對於柬埔寨

人卻是他們的生活態度。在城市生活可以徐徐

漫步，生活彷彿沒有催逼，一天的工作一天

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與太陽保持一

樣的作息時間；相比以前在原居地生活的急速

步伐，卻成了強烈的對比。與當地人聊天，才

發現他們慢了下來，才能欣賞，才能享受，才

能細細品味生活的本質。不知從何時起，我們

卻陷入不能自拔的高速旋轉的都市生活中，快

速節奏似乎成了不可抗拒的生活主旋律；相對

在柬埔寨生活，卻提醒我學習平衡之慢生活，

懂得慢，方能體驗生活之美。

柬國文化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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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是我學生

時代喜歡閱讀的武俠小說，也被書中論及的塞

外風光所吸引，沒想到今天我常與鐵木真的後

人一起相處。

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卻住上了七百五十

多萬人，高樓林立，購物和交通都十分便利。

相對Ｋ國的地域是全球首十名內，人口卻只

有香港的兩倍多，不少地方是高山、荒野、森

林、湖泊、河流，甚至沙漠，只獨欠了海洋。

Ｋ國有超過一百個民族，今次分享的是

佔人口六成以上的民族—Ｋ族的特色。Ｋ族本

是遊牧民族，直至史太林的時候，才取消了他

們的遊牧生活方式。但千百年以來，在草原上

騎馬的自由奔馳，看天氣變動或水草分佈而轉

換居住地，在大漠上遇到有人到訪的喜悅等習

性，卻仍深深種在現今城巿人的血液內。因

此，他們駕車的技術往往像騎馬一般，不會按

道路上的劃線而行；為了讀書或工作，由一個

城巿搬遷到另一個城巿去是很平常的事情；

知道您是從遠方來到的旅客，便會搶著跟您合

照，用盡他們所認識的英文詞彙與您交談，甚

或請您到他的家裡作客。

他們熱情奔放又好客，喜歡說話、唱歌和

跳舞，若到他們家中作客，絕不可能只逗留一

個小時便離去。他們會先把家中所有可以用作

茶點的食品，端出來與您喝茶聊天，然後女主

人才慢慢地把冰霜內的凍肉拿去煮湯，用麵粉

弄粉皮，經過大約兩、三小時後，才會把他們

的傳統美食弄好給您享用。若飯後時間已經很

晚；或他們居住的地方離我家很遠；或只有我

一人去作客的話，我便會留下來在他們家中度

過一夜。需要學會隨遇而安，不被時間約束而

影響了與他們的共處，這樣才可以很自然地由

家常話談到生活問題，甚至是信仰上的掙扎。

當然，這是在我初到工場時的一個大挑戰：我

是一個習慣有生活規律的人，喜歡作事，卻

不懂交際，更何況要用一個自己不熟悉的語言

跟人談話？因此，保羅所說的：「向甚麼樣

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

人。」是我起初生活上的座右銘。

當然，面對工作關係則要重新調節。Ｋ國

人中甚少有守時的習慣，一則遊牧時看的是日落

日出，早一點與晚一點分別不大；再者，Ｋ國的

公共交通不發達，等車、塞車都是難以控制的事

情。為了使眾人守紀律，除了禱告外，還得訂下

賞罰的規則，讓各人決定如何改變好了。

 小鴿子
Ｋ人文化與我

或請您到他的家裡作客

當地美食

招待客人的家常便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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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宣教士第一任期的任務都是適應文化，就

是要投入當地的語言、天氣、環境、飲食和起居生活

之中。在「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底下，即使

是簡簡單單的生活，也會變得不容易。我們從香港大

都會搬遷到中東的沙漠小城，第一個學習就是怎樣用

最簡單的阿拉伯語電召水車，把家裡的水箱注滿（那

裡沒有自來水）；煮食前也要學懂電召石油氣罐；安

裝固網「窄」頻上網更需要等上半年。更新奇的是原

來中東國家都沒有地址系統，更沒有郵差派遞服務，

信件還可申請郵政信箱收取；但要向朋友、水車、石

油氣罐司機引路到家，又是另一個幾何級數的難度。

傳統阿拉伯文化是保守的父系社會，有點像從前中國

封建時期的父系社會，如此明白阿拉伯文化就容易得

多。但初到貴境，「烏龍」犯錯的事在所難免，以下

是一些小故事分享。

阿拉伯數字？！
思林永不會忘記第一次收到電費單的情景，一個

月的電費竟然高達港幣兩萬多元！那電費單是以全阿拉

伯文印製，包括「阿拉伯數目字」。我們赫然發現原來

在我們從小學習的所謂「阿拉伯」數目字是一個誤解，

它其實是源自印度！真正的阿拉伯數目字另有形態，我

們從中東的紙幣中便能輕鬆學習得到。可是看見那驚人

的電費單，卻仍是相當震撼！思林隨即咒罵自己，雖然

在沙漠地區溫度高達攝氏四、五十度的炎夏中，我們還

是不應肆意的把空調長期開著。後來我們把消息跟阿拉

伯語老師分享，才知道我們讀錯了電費單的數字！思林

錯把12.000看成12,000，原來阿拉伯數目表達中，並沒

有用小數「點」作個位數標示，而是

用了分號代替，所以 ۱ ۲ , ۰ ۰ ۰就只是
十二元罷了。思林因此被嚇得一身冷

汗，電費倒是慳了一點。

三次
有一回，跟阿拉伯病人閒聊，請他介紹地道的餐

廳，那病人說他家的菜餚是最正宗的，還邀請思林到

他家品嚐。思林見機不可失，又怎會錯過認識本地人

的大好機會，豈料當真的想約定的時候，發覺那病人

卻諸多理由推卻，最後不了了之。又試過一次，為本

地朋友預備了一份禮物，但本地朋友堅決不肯收下，

一次又一次的被他拒絕，但思林相當肯定這是他想要

的東西，當第三次送出時，他才欣然收下來。後來，有

阿拉伯朋友告訴我們，無論是拒絕或接受，阿拉伯人都

相當委婉，不想予人貪心的感覺。同樣地，若阿拉伯人

邀請你，也可能只是一種善意的表達或客套話（門面

話）而已。所以，除非阿拉伯人三番四次的邀請你，否

則，不要認真對待。其實，回看聖經，也有不少類似

關於「三次」意象的經文：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一年三次

守節期（出23：14-33）；上帝三次呼喚撒母耳（撒上

3：8）；彼得三次不認主；保羅三次要探訪哥林多教

會，但都不能成行（林後12：14；13：1）；保羅三次

求主使身體上的刺離開他（林後12：8）等等。或許這

就是閃族文化中的共通點，「三次」就是要強調決心和

真正的意願。所以，不要被人家拒絕了兩次就輕易嚇跑

了，忍耐到底的必然得勝。

下午飯
阿拉伯人對時間率性隨意，甚至乎不愛戴手錶，

很多喜慶、宴會、慶祝，只有參加時段，而沒有特定

時間。若有人邀約午飯，時間也不好掌握，因午飯這

詞在中東也是有點誤導。午後陽光太猛，街上也沒行

人，寫字樓、政府機構、銀行工作至下午二時便下

班，所以午飯一般也由二時開始，有時甚至乎延至三

時，這差不多已是香港人吃下午茶的時間了。人家邀

約你午餐，就是約二至三時之間。但有一次，一位病

人邀請我們一家假日到他家作客吃午飯，他跟思林確

實了日期、地點，但卻沒有說明時間，電話又聯絡不

上。最後，約會當日我們盛裝並提早一小時出發，怎

料在途中就接到他的電話，詢問我們的位置，說怕我

們迷路了！到達之後，發覺原來他家有大有小，假日

沒有人上班，就吃得比平日早（但其實一般家庭假日

也不會改變習慣了的午飯時間），所以我們的準時赴

會最終卻變成遲到，而主人家又不好意思催促客人。

而跟阿拉伯人約會，更像是參加派對，只有時段，並

沒有特定時間，很難捉摸。

 鍾思林家庭
一千零一夜的文化體驗

中東貨幣

當地人聚餐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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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是一個人口非常年輕的國家，在接近

7千萬人當中，年齡介乎15-64歲的佔總人口約

百分之七十。根據2018年泰國國家統計署記錄

所顯示，單單15-24歲便有890萬人之多。接近

900萬的青少年，已超過整個香港的人口總和。

泰國的青少年不愛思考，這都與泰國的教

育方式有關。泰國教育以單向、背誦形式為主，

整個學習過程不鼓勵獨立思考。大部分學生在回

應開放式的提問（open-ended question）時都

感到困難，有時甚至會向發問者查詢是否有標

準答案。因為不愛思考，青少年一般的處事態

度都以個人感受為優先考慮，不太顧及後果，

繼而產生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2013年泰國衞

生署公佈，全國每天平均有355名年齡低於20

歲的女性生產，其中有10名年齡更低於15歲。1

而2014年的統計亦顯示，18歲以下的青少年罪

犯有37,433名，當中只有9,423人在學，而與毒

品有關的個案有16,699宗。2  

泰國有百分之九十五人口信奉佛教，生活

上要遵行佛家不殺生、不沾酒、不縱慾、不貪心

的教條；但包養小三、嫖妓、墮胎、吸毒、酗

酒、賭博、貪污等等，都是社會常見的問題。基

督教傳入泰國接近180年，基督徒至今仍不到百

分之一。究其原因，除了基督教仍然被視為「洋

教」外，與基督教要求個人有高度的自我反省不

無關係。泰國人自小就在學校學習佛教教義，從

幼稚園入學便開始學習打坐禪修，一直到大學。

佛教不著重個人，強調今生的錯只是前世的孽，

是無法改變的事，加上不鼓勵思考的教育模式，

形成泰國人不重視反省的生活態度。心理學、輔

導學與社會工作等的學科亦只是剛起步的階段，

要與泰國年輕人談個人成長，實在是非常艱鉅的

任務。而基督教信仰要處理的，就是生命中隱藏

的罪，要求個人要常常作出自我反思。要面對處

理內裡隱藏的罪這個過程，實不容易，也不是一

件愉快的事。

青少年信徒面對各種成長的外在限制，要

堅持行在信仰的路上，真的一點也不容易，他

們很需要同伴，很需要看見其他社會的信徒是

如何活著。盼望有天我們能將各地的青少年信

徒結連，彼此支持，同行天路。

 吳輝國、黃嘉儀夫婦

在泰國做基督徒好難

1 Public Health Statistic 2012, Bureau of Reproductive Health,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3
2 Statistical Year Book Thailand 2014. Statistical Forecasting Bureau.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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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者是 UEM 聯合差會由印尼派到香港服侍的同工。

 Rev. Yessy Kapitan（由香港堂姊妹翻譯）

自我於2016年開始在香港服侍，這裡便成為我的

一部分。香港大約有385,000個外傭，佔香港人口的百

分之五，可以說這裡是我們的第二個家。這些外傭在香

港人的生活和經濟增長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香港的生活

指數甚高，一般夫婦都要外出工作，因而極需要外傭來

照顧孩子和長者，並兼顧家務。

由於外傭的數量龐大，隨處都能看到他們，尤其

每逢週六和週日他們的休假日。他們往往擠擁在公園、

運動場、地鐵站、樓梯，甚至小過道等公眾地方相聚；

又會在地上鋪滿塑膠地墊。大眾因而各有意見，有人會

視若無睹，但有人會覺得「擠迫和混亂」而感到煩擾。

作為印尼人和一位輔導員，請允許我以另一個角度介紹

印尼家庭傭工（簡稱：印傭）。

教育

一般人都以為印傭的教育程度不高，事實卻非

如此。一般來自爪哇的印傭，大多擁有中學程度。誠

然，初來香港的印傭既缺乏對這裡的生活常識，又

未能看懂英文，更不善於說廣東話，致使他們處於弱

勢。因此，禮賢會和UEM聯合差會便一起開展印傭

事工，相信定能提昇他們的能力。我們也會從坊間一

些機構，了解新移民就其工作、健康，以至法律援助

等會碰到的問題，以便跟有需要的印傭分享。

親密無間的聚會

開齋節（Eid Mubarak）是一個與家人分享的

重要節期，尤其對穆斯林來說。齋戒月的主要目的

為尋求饒恕和救贖，開齋節會以清晨祈禱的會禮

（Shalat Eid）作為開始，然後藉探望其他家庭和親

戚，來慶祝和分享歡愉和尋求饒恕。通常都是年輕

一輩向長輩們求取祝福和饒恕，孩子們更可從父母

和成人那裡得到「利是」。

印尼家庭傭工：

「我們的另一個家」的文化和多元性

開齋節（Eid Mubarak）其實與聖誕節相類

似，這不僅是一項宗教活動，更是一種文化活

動。我們藉此相聚，同時建立牢固如家庭般的密

切關係。我們遠離家鄉居於香港，這等特殊情況

使我們更感到對彼此的需要。在這個極具意義的

聚會裡，我們坐在草地上聊天，或吃或喝，或分

享彼此的感受，以滿足對家鄉和留在那兒所關心

的人的想念。在印尼文化中，分享食物象徵著彼

此接納。任何場合，即或部族間的文化不同，分

享食物都象徵互相接納和尊重，拒絕分享則意味

著對他人的無禮行為。

文化差異

香港集不同國籍人士於一

地，算得上是文化多元。然而，不

僅對於新移民，就是對本地居民而

言，文化、語言，以致行為舉止

等的不同都造成文化衝擊。印尼

穆斯林婦女慣常於日間披上「希

賈布」頭巾（Hijab），於禮拜（Shalat）期間更是必

要。在進行一天五次的祈禱儀式前，她們需要先穿上

祈禱裝束「Mukena」，和使用「Sajadah」祈禱氈。

「Mukena」是穆斯林婦女的祈禱裝束，多為

白色，因而或會驚嚇到旁人，尤其當僱主看到家中

印傭作此打扮。在印尼文化中，白色象徵聖潔，純

潔和神聖，所以穿著白色的祈禱裝束祈禱，便表示

我們純潔地站在真主面前。然而，在中國文化中，

白色卻具別的含義，因此有些僱主不許印傭穿著

「Mukena」祈禱。

「希賈布」頭巾（Hijab）也同此理，有些僱主

並不允許印傭使用「Hijab」，認為會驚嚇到他們和

孩子。然而，與其禁止使用，不如雙方找機會解釋

和表達宗教信仰，以期作出合宜考量。

不僅穆斯林，在印尼的基督徒也以自己的方式

進行禁食。誠然，在以穆斯林佔多數的地方，這些

宗教儀式自然看來平常，但是在香港便難以實行。

由於禁食幾乎要一整天，一些僱主擔心印傭會因此

而病倒，故而齋戒會被禁止。
疫情下的「開齋節」慶祝活動

婦女披上
「希賈布」頭巾
（Hij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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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縣市長、里長和議會議員選舉期間，街

頭巷尾也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競選活動，選舉當

月更是如火如荼熱鬧非常。大街小巷到處張貼

海報橫額，競選隊伍沿街敲鑼打鼓，宣傳車輛

沿路廣播，還有街頭社區派發小禮物，公園做

勢活動有如嘉年華，造勢晚會更有歌星表演、

攤位遊戲和筵席。這些公園場地周邊小販攤檔

林立，比平常夜市更熱鬧，商販們賺到盆滿缽

滿，皆大歡喜。投票日前一天，有不少店舖東

主提早上舖為支持對象進行助選活動，作最後

衝刺，台灣相比香港的選舉氣氛熱鬧得多。

台灣有閩南、客家和原住民幾大族群，他

們各有不同的方言、文化和風俗習慣。台灣崇

真聯會針對客家人的傳統祭祖文化而提倡的宣

教策略，將過去教會多採用的「摒棄模式」改

為「取代模式」，以突破祭祖和傳統喪禮儀式

所造成的福音障礙：在敬祖方面提供定期性與

長期性的具體做法，前者在清明節或之前，教

會以「追思三禮」進行敬祖追思禮拜；後者則

以「祖先記念表」或「世代傳承表」，以取代

「祖先牌位」；喪禮儀式方面，則提供「創新

喪禮儀式」，在現有基督教儀式融入「追思三

禮」和「致敬禮」，讓喪禮更具本地文化著重

儀式的特點。

農曆七月十五是台灣中元節，即香港俗

稱的「鬼節」，家家戶戶大小社區都有在街

上祭祀的活動；市內一間日式百貨公司，在員

工出入口的街道上擺設祭壇，讓員工輪流上香

參拜；大的廟宇更舉辦「豬隻鬥大」比賽，選

出最大、最重的豬隻為冠軍，比賽豬隻非常肥

重，不能走動，體型猶如一部小貨車，這亦是

台灣的文化特色。

在農曆八月十五的中秋節，台灣的另一

文化特色就是烤肉晚會。親朋戚友共聚圍爐燒

烤，市政府更於當晚封閉一些路段，借出爐具

和送出燒烤食物，供市民享用，並安排文娛歌

舞表演；教會辦事處正位於一個晚會的場地當

中，於是邀請會友帶同親友到來，結果有三十

多人參加，當中有不少新朋友，氣氛熱鬧，無

論老少都樂在其中，亦增加彼此認識和了解。

 曾鴻烈夫婦

台灣本土文化特色
註：作者是由九龍堂差派往台灣作信徒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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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者是本會九龍堂會友，差董會成員，香港中信總幹事。本文轉載自《傳書》雙月刊．2013年4月號．總第122期。

 黃劉雅璧姊妹

1. 衣飾外觀—留意衣服及飾物。美的定義是

甚麼？

o 不同場合、年紀、性別、階層可有特定

衣飾？

o 當地人的髮型？如何裝飾身體？這些在社

群中代表甚麼？

2. 藝術、色彩、裝飾

o 留意當地藝術品反映怎樣的文化？哪些與

宗教有關？

o 留意顏色及其象徵意義。婚、喪、宗教儀

式等的特定顏色？

o 觀察及了解客廳、飯廳、廚房等的擺設及

其作用。從中認識當地文化。

3. 飲食、健康

o 基本食糧是甚麼？如何烹調？每人一份或

一起享用？每日多少餐？誰伺候誰？特別

場合（如：婚、喪⋯⋯）有特別食物嗎？

o 如何對待病人？一般人「健康」嗎？患病

或懷孕時飲食有何改變？當地醫療設施如

何？有家庭計劃觀念嗎？

4. 公私空間

o 人們談天時及在公共地方保持怎樣的距

離？可有私人空間的概念？人們一般聚集

在哪些公共地方？

o 建築設計及空間怎樣改變你習慣的生活模

式？（如：是否要到屋外取水？）

5. 家庭、教育

o 各家庭成員有何角色？看重家族觀念還是

只著重核心家庭？

o 孩子成長可有特定階段及儀式？人們如何

對待不同年紀的人？表現怎樣的價值觀？

o 重視教育嗎？男女的教育機會平等嗎？

6. 人際溝通

o 如何打開話匣子？哪些話題要避諱（如：

女性年齡、收入）？

o 見面、話別或交談時有身體接觸嗎（如：

握手、擁抱）？夫婦或情侶在公眾地方身

體接觸是否合宜？

o 怎樣看待朋友？有何期望？

7. 衝突、決策

o 哪些是常見的人際衝突？如何處理？透過

中間人、親自面對或不去處理？

o 人們多向誰徵詢意見？集體或個人作決

定？誰作重要決定（如：婚姻、事業、金

錢運用）？

8. 宗教、文化活動

o 有甚麼常見的敬拜或宗教活動？誰教育宗

教觀念？有特定宗教場所嗎？

o 對神的觀念是怎樣？ - 有哪些慶典或文化

活動？有何歷史意義？誰會參與？

9. 時間觀念

o 不同活動如工作、家庭活動、休閒、教會

聚會等在甚麼時間進行？ 花多少時間？

o 一般用多長時間作社交探訪？你如何知道是

時候結束？在談話中，通常誰先開始說話？

說多長？輪流說話中間有多長靜止時間？

10. 自身文化—當地人如何看你的文化？有何

評語？覺得哪些地方奇怪、有趣、被冒犯、

感愉快⋯⋯？

o 你的文化與當地文化有哪些類似的地方？

參考資料：

MI517 International Cross-cultural Practicum, “Field Notes Category by Week,”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asadena, CA. 2012.
延伸閱讀：

Madden, Raymond. Being Ethnographic: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thnography. Los Angeles, CA: SAGE. 2010.

初到貴境的

使用細則：以下提示僅為基本指引，在實際處境中將看到更多，並避免直接向當地人或宣教士詢問

有關問題，宜透過從旁觀察、傾談和參與中了解。

「十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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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賢弟兄 @ 柬埔寨 

 記念到埗後能夠盡快適應當

地的天氣、文化、食物及生

活習慣，求主賜他學習語言

的能力。

 祈求能夠與學校教職員及宣教士同工盡快磨合，

互相配搭，一同工作。

 求主賜智慧及知識協助監督工程及學校的行政工作。

 求主賜他在香港的兒女有智慧學習，母親有健康

的身體。

羅兆泉牧師、歐陽佩玲師母@本土任務

 疫情仍未完全受控，香港威

克理夫聖經翻譯會運作某程

度都有阻滯，請為未能返回

工場的滯港宣教士禱告。

 羅牧師講道頻繁，請記念他預備每堂的信息，和

信息能夠幫助受眾。

 女兒在醫院工作有機會接觸新型冠狀病毒患者，

因此院方安排她入住酒店，避免感染的可能性。

羅麗嬋牧師@柬埔寨

 預防蚊患：請記念柬埔寨近

年爆發「基孔肯雅熱病毒」

（Chikungunya Fever），主要是

由蚊子傳播，目前全國已有1,700人曾受感染。求

主保守民眾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蚊蟲叮咬。

 大學生事工：請繼續記念LCC彩虹宿舍的大學生

逢週五晚的查經小組，求主保守各小組成員的參

與及靈命成長。此外，今年10月份將會有一位從

香港來的實習神學生（Anna Tang），作為期九個

月的跨文化實習，將協助帶領門徒訓練，求主使

用她及帶領事工的發展。

 職青宿舍事工：請記念職青宿舍事工的發展，希望

能夠藉著事工幫助年輕的信徒繼續有穩定的教會生

活，同時，培育他們的品格及靈命成長。

小鴿子@K國
 為新學年禱告：所有住在城巿

內的中、小學生都以網上或電視

來遙距上課。但因大部分家庭

有超過一名在學子女，而且並非每個家庭都擁有

電腦，使用智能手機上課又非常不方便。求主幫

助政府能夠有洽當的措施去協助老師、學生和家

長。這樣的學習模式已由三月中開始，估計至少

延續到年底，願孩子們不會失去學習的意欲。

 感恩：自從疫情出現，中心的課程都只可以在網

上進行，再配合媒體的推廣，現時我們的語文學

生來自全國各地，故此疫情過後仍會繼續使用網

上教學。求主幫助老師們能夠掌握好電腦系統，

亦感恩有來自英國的老師協助英語組，香港的老

師協助普通話組的進行，叫學生們有更多聽、

講、讀、寫的練習機會。

 願主幫助同工們繼續發展其他網上課程，例如：

夫妻相處之道、如何管教孩童等等，讓這些服務

能夠讓更多人受惠。求主幫助同工們學會如何作

好的YouTuber，製作出有水準的課程。

鍾思林家庭@曠野國

 種種防疫措施，令很多中東事工

受影響。由本地結交朋友、分享

信仰受阻，到新同工申請簽證困

難，還中斷了國際同工團隊間的事工合作計劃。也有

帶職宣教士同工在經濟不景下遭裁員，生計、簽證盡

失。求主開路，讓宣教士能夠留下來，並不受阻礙地

接觸當地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穆民文化上保守，千年習慣不容易轉變，對外來

人也不容易接受成為親密的朋友。但疫情卻帶來了翻天

覆地的改變，如長期不上清真寺禮拜、不慶祝伊斯蘭節

慶、不去朝聖等。千年的傳統被打破，對穆民來說影響

星星樹 @本地跨文化服侍

 一些跟進多時的小朋友明年便會

升讀中學，希望可以有合適的方

法繼續跟進他們。

 星星樹和所屬差會現正構思一些網上事工，求上帝

幫助和引導他們。

工合作計劃 也有

網上事 求上帝

代禱消息

吳輝國、黃嘉儀夫婦@泰國

 因疫情的不穩定性，培訓計

劃不知從何安排。雖然泰國

沒有太多限制，但社會一般

都很小心，很多培訓工作都

轉換了模式。求主給他們智慧，懂得如何計劃。

 有消息指泰國政府最快於明年三月才開放正常入

境，很多宣教士的回港行程都一直在延後，他們

的行程也是。一些原定回港的分享及培訓工作都

要延期。請記念疫情能夠受控，他們也可以返回

香港探望家人。

深遠，也可能是福音進入穆民生活的機會，祈求聖靈工

作，轉化生命，釋放更多穆斯林的信仰枷鎖。

 後疫情經濟動蕩，請記念他們診所事工的經營。尤其

當地政府在經濟不景氣之下，對外國人開立的中小型

企業反而更加嚴厲，苛徵雜稅，令生意情況困難。

 他們家的子女正進入快速成長期，學習上需要更多的

關注，請記念他們成長上的需要，尤其在聖經和品格

上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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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回應
（填妥後請電郵/郵寄/傳真回給我們，謝謝）

我願意為差傳事工奉獻，支持下列項目，並附上支票：

□差會經常費：$ 　　　　□宣教士經費：$ 　　　　□宣教工場經費：$

奉獻支票抬頭祈付「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或「The Chinese Rhenish Church Hong Kong Synod」，背面請註明有關奉獻項目。

使用個人資料同意書

姓名（中）： （長老／牧師／宣教師／執事／傳道／弟兄／姊妹） （英）：

所屬堂會：  聯絡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若以郵寄方式收取資訊，才需填寫）

本人願意以 *電郵/郵寄（*請刪除不適用者）方式收取以下所選擇的宣教士代禱消息及/或差會消息，並同意禮賢差會使用本人所提供之上列

個人資料，用於寄發相關資訊給本人：

□羅麗嬋牧師　□小鴿子　□鍾思林家庭　□吳輝國、黃嘉儀夫婦　□郭永賢弟兄　□羅兆泉牧師、歐陽佩玲師母　□星星樹　□差會消息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禮賢差會將依照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使用該等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閣下的姓名、所屬堂會、聯絡電話、電郵地址及通訊地址。

2. 向本會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閣下未能提供足夠的個人資料，本會可能無法有效處理閣下的申請和向閣下提供有關資訊。

3. 本會可能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所屬堂會、聯絡電話、電郵地址、通訊地址）， 以便本會日後與閣下通訊、寄發刊物及 /或資訊、發出收據、義工招募、籌款、收集意見、

推廣活動及與禮賢差會相關之項目等用途。

4. 閣下之個人資料絕對保密，除上述用途之外，將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或轉讓予任何人士或組織。(註 :由於個別宣教單位自行發放代禱消息，本會將只提供閣下的姓名和電郵地址

或通訊地址給所選定的宣教單位 )。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任何閣下提供給本會的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直接推廣的用途。任何有關查詢請聯絡：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差會

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欽州街 65-71 號榮業商業大廈一樓

電話：(852) 2360 0787　　　傳真：(852) 2304 3188 / 2360 0585　　　電郵：info@mission.rhenish.org

□ 本人已閱讀、明白及同意以上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及私隱政策，並同意根據貴會的私隱政策處理本人的個人資料。

 （# 請在空格內加上「✔」號。）

 # 為配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新規定，若本會未得閣下同意，便不能寄發有關宣教士的代禱消息和差會資訊給閣下，

敬請細閱上述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並簽署確認。

簽署：

日期：

財政報告

宣教士生日

二零二零年收支表
進項 預算收入 1-7月實際收入
差會經常費 1,139,000.00 444,429.40
宣教士經費 2,056,000.00 734,830.00
宣教工場經費 781,000.00 236,743.80
差傳後衛計劃 244,000.00 139,350.00
本地跨文化-南亞裔事工 - 2,500.00
差傳教育 - -
短宣隊 90,000.00 -
差傳年會 9,000.00 -
宣教工場考察或支援 - -
其他：匯兌/雜項/銀行利息 - 31.79

總進項 4,319,000.00 1,557,884.99

支項 預算支出 1-7月實際支出
差會經常費 1,416,857.20 844,545.56
宣教士經費
　- 小鴿子 181,031.00 133,538.25
　- 鍾思林家庭 864,332.00 638,720.18
　- 羅麗嬋牧師 601,741.00 390,303.16
　- 其他 159,500.00 81,680.00
宣教工場經費 1,024,489.20 430,500.00
宣教工場考察及拓展 110,000.00 -
支援隊(柬埔寨及K國) - -
本地跨文化-南亞裔事工 6,000.00 913.20
差傳年會 25,000.00 -
差傳教育 15,500.00 1,346.10
資訊及出版 56,000.00 22,100.00
短宣隊 150,000.00 -
備用金 180,000.00 -

總支項 4,790,450.40 2,543,646.45

盈餘/(不敷) (471,450.40) (985,761.46)

新增「轉數快」（FPS）奉獻方式：

可掃描QR code或輸入DONATION@

MISSION.RHENISH.ORG，轉賬到差

會的匯豐銀行戶口「中華基督教禮賢

會香港區會」/「The Chinese Rhenish 

Church Hong Kong Synod」。

差會消息

　10月31日　小鴿子 
電郵：givethanks366@gmail.com

　11月11日　鍾大小姐 
電郵：waterbottleupd@gmail.com

　12月8日　鍾思林 
電郵：waterbottleupd@gmail.com

轉賬後把記錄WhatsApp至6478 4138，

並註明奉獻者姓名、電話號碼、通訊

地址、所屬堂會及奉獻項目；或填妥

電子奉獻資料表格，以便發出收據。

如有查詢，請致電2360-0787與我們

聯絡。
電子奉獻資料表格

轉數快(FPS)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