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亮宇 

「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

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

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 

                （提前 1:16） 

約翰衛斯理說：「全世界都是我

的教區。」一方面敬佩他寬廣的心胸，

一方面被提醒，蒙神憐憫，從罪和死

的律被釋放的聖徒，應擔負起時代的

使命，如同歷代聖賢服事他們那世代

的人。國際關懷協會在今年邁入第 14

年，雖然年輕，尚在發展，但我們不

妄自菲薄，每想到神在本世紀初給協

會那個遠大的異象，透過禱告的印

證，將同工帶到一起，為事工凝聚一

起，我們知道 “宣教的主” 要使用

協會每一位同工；不論在前線的宣

教士或後方的支援同工，同心合意不

負所托。 

「如何過有意義的人生？」這個

熟悉的問題，曾在步向人生高峰的時

刻，向內人和我發出了挑戰，不時

觸動著我們的思緒，深知是出於神

的呼召，鼓勵我們勇於面對，選擇

人生下半場如何度過。20 年前在母

會的宣教年會中，我們決定獻身宣

教。回首神對我們加入協會前的訓

練，讓我們滿懷驚訝！不論職場的

專業訓練、教會的治理牧養或機構

的宣教視野，我們怎能不猶如使徒

保羅：「深哉，神的豐富、智慧和

知識！」讚嘆主奇妙的作為與帶

領。 

2012 年初方加入協會大家庭

的我們，短短的三年半充其量不過

是個剛剛完成入伍訓練的新兵，今

年兩度委以重責，其實內心是惶恐

的，誠實的說每天都要面對可能發

生的「意外」，每早上必然在神面

前懇求賜下敏銳的洞察力，智慧的

判斷力與說合宜話語的能力！走

筆至此，當年神呼召時給的話「…

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你們

要自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你們

中間行奇事…約櫃，在百姓前頭過

去。（書 3 ： 4-6）」再度浮現眼前，

提醒我們，不要憂慮，耶和華神才

是協會的元帥，協會的大小事工或

前後協調就是順服於祂的引導。 

協會也和其他差會一樣，面對

轉型、建立制度帶來的陣痛，我們

相信這都是良性的，都是必然的過

程，自七月起協會嘗試運用科技的

方便性改變或是增加一些事工，因

應工場的需要，做局部的調整，值

此之際，我們迫切需要您的禱告扶

持，不因任何變動而形成惡者攻擊

的破口。求神幫助我們持定清楚的

異象，正確的目標，叫我們奔跑不

像無定向的，鬥拳不像打空氣，為

要得那不能朽壞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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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竭誠的邀請您前來參加本會，在柬埔寨籌建拉法學院的募款暨徵才說明會。萬軍之耶和華是祂的名，

謀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耶 32:18b19a)感念福音入台及內地會成立 150 年，與此同時也讓我們常存感恩的心
回應。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出 15:26) 

 柬埔寨這塊歷經滄桑殺戮戰場，在結束內戰後的這十年間，經濟正快速發展。耶和華拉法的上帝才能醫治
這地與這地的民。拉法學院建校初期將設護理、應用中文、應用英文三系。募款與徵才，是我們的回應與行動。
除非主命定，誰能說成就成呢？(哀 3:37) 

詳情聚會時間與地點，請參閱：
     

代理會長黃亮宇長老夫婦 

國際關懷協會     

拉法學院籌建委員會 全體同工  

https://www.facebook.com/www.cminternatioal.org.tw/posts/476914449155184 



同工分享 MFT 報導 P.2 

今年 7/6 – 8/6，我參加了由國際關懷協會

主辦的『神學生跨文化宣教體驗營』，這是一個

高成本的課程，有八位學員卻有四位導師，地點

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市。 

這個課程有兩個部分，前兩週是上課，讓我

們從聖經裡看到宣教的歷史、文化，以及普世文

明衝突對宣教的影響，更肯定神在亞伯拉罕的

時候就開始向人類顯明祂宣教的旨意，並且宣

教是基督徒最終的目標。 

第二部分是實習，我被分派到一個離島，那

裏有一個基督教學生中心，這學生中心工作的

對象是涵蓋著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生。我們一

行五位學員每週去三個半天，坐車、搭渡輪、步

行，每次來囘要四小時。這些天坐著摩托三輪

車，在酷熱的天氣，顛簸的路面，在來回的車上

總是昏昏欲睡。 

柬埔寨在 1975 － 1979 三年八個月中，經歷

了人間最殘酷的屠殺，赤柬在這段時間殘殺了約

200 多萬人，其中大多數是知識份子。難怪在今天

的金邊街上，60-80 歲的人不多，能見到的也多數

是中下階層的模樣，可想下一代的教育素質值得

擔憂。社會很多個角落（至少我所去過的街道，

而且是首都市區）都在為幾塊美金奔波，貧富懸

殊。也看到大量的青年人正走向這個社會的綑

綁，所以許多的基督徒都竭力的搶救這些青少年

的靈魂。 

我所服事的學生中心就是其中一個青少年、

兒童的工作者。在這裡，四周居民非常貧窮，所以

中心每週一到週五免費供應中晚兩餐給孩子們。

中心有一位傳道人，每天陪伴著這些孩子，帶他們

打球、輔導課業、聊天，鼓勵讀書，按著時候給孩

子們靈糧。這中心在短短六年間就資助了 21 位孩

子讀大學，教會也在大學附近提供宿舍，帶領這些

上大學的孩子。我有機會與幾位上了大學的孩子

談話，他們都很有禮貌、聰明和積極。 

當我與這些青年人一起參加主日崇拜的時

候，才知道中心的兒童、青少年主日學都是由這些

大孩子們帶領，同時主日崇拜也由他們主領，這些

大孩子們參與了教會主要的事奉；甚至有一位小

姊妹剛大學畢業，捨棄了在金邊的工作機會，最近

回到鄉下全時間服事神。我突然發現，這個國家的

希望就在這些孩子身上。這些孩子在畢業後，帶著

神的祝福回到這個社會，做光做鹽，見證神的同

在。 

這個經歷讓我認識到國際關懷協會正在柬埔

寨籌備的『基督教拉法護理學院』，正是要訓練這

樣的年輕人，藉著醫療的服務，不但要帶給人民身

體健康，更要醫治人民因戰爭所受到心靈的創傷，

他們要將耶穌基督的愛和拯救帶給這個社會，給整

個國家有了新希望。 

美國辦公室同工程文雄弟兄 

程文雄 

程文雄弟兄參加MFT與當地孩童合影 



事工分享 柬埔寨工場報導 P.3 

『第一屆少年兒童語言夏令營記事』 

      江堯璞 

約翰福音 1:50 耶穌對他說：「…你將要看見比
這更大的事！」 

我看見比這更大的事！ 

原先正開心的為預定在今年八月間，要跟本地
一間教會合辦的兒童語言歡樂營，作一些準備工作。
沒想到在4月底，卻不得不因為那間教會的母會的政

策的關係，而取消了這個營會。事後想想，沒關係，
今年不行，那就開始為明年的營會作籌備的工作
吧：接洽合辦的教會或是機構，場地，師資，學生及
作預算等等。 

大概神也要給我一個暑假吧！ 慢點… 

六月一日，金邊課後輔導班的魏主任問我，“我
們班上在 7 月裏，有大約 15 個左右從中國來，探視
在金邊工作的父母親的孩子們。他們白天都會到我
的班上來補習功課。這些孩子多半來自於非基督教
的家庭，你能不能給他們上一些聖經課？最好是以
英語授課。”一聽他們是來自非基督徒的家庭，我的
腦殼一發熱，想也不想就回答:“沒有問題。”魏主
任就很開心的告訴我一些有關這些孩子們的一些細
節：孩子的年齡啦，他們的英語程度啦，他們的學習
態度啦…。我一面聽，一面腦海就開始旋轉，再一面
心就開始下沈。 

“要開至少兩班…”，“要有人領唱，講聖經故
事…”，“要有人帶他們玩遊戲，做手工…”，“還
有要有人帶小小孩上廁所…”，萬一有個特別好動，
好講話的“天才”兒童     “又要有個人把他／她帶

到旁邊去－諄諄善誘曉以大義…”只有一個半月的
時間，我要到哪裏去找這些“主日學”的老師呢？ 

其後的幾天裡，很奇怪。把這件事交給神
以後，一方面覺得不必擔心，神一定會接過手
去。可是又有點擔心，不敢跟魏主任把營會的
日期給敲定。魏主任也很有意思，也不問我到
底那一天可以開始這個營會？我們雙方好像
在比，誰可以憋氣憋得久？ 

七月四日，劉智欽牧師師母來到金邊，為
今年的 MFT 打前站。當我一見到劉牧師，就好

像人把大衛帶到撒母耳的前面，神說，就是他。 

我立刻就想到劉牧師曾經發給我的一封
電郵。趕快跟劉牧師確定一下：“劉牧師，是
不是有幾位 MFT 的學員會在上課以後，留在
金邊附近實習，他們有時間可以幫辦公室的
忙？”劉牧師笑眯眯不慌不忙的說：“有五位
弟兄姐妹會留在金邊，每星期二，四都是你的
幫手，什麼事都可以交給他們去做。為期四個
星期。” 

哈利路亞，以後的事你都知道了。 

 
 

辛苦卻喜樂 

你的獎賞..... 

宣教士江堯璞教授與暑期班孩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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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1. 感謝主，一些有心的同工注意到 CMI 在柬埔寨申辦
INGO 和建立“基督教拉法護理學院”似乎進展緩
慢，但靠主的幫助，我們繼續努力，也漸有進展，已
申請登記了新的公司，申請了銀行帳戶，拉法語言中
心在江堯璞宣教士的努力之下，不斷開設課程，最近
從台灣也有新的教師會過來參加教學，有關的護理
課程也在研擬，試行開課。已在金邊機場附近購買的
土地，近日建築設計將完成，而開始建築的申請手續
（最初估計約需美金 150萬元，最近重估調到 300萬
元，請代禱並奉獻）。 

2. CMI 是一個華人基督徒宣教的差會，從一開始主就
提醒並教導我們，一切屬靈的事奉要從祈禱開始，以
祈禱托住並在祈禱中進行，所以我們在各地成立
“宣教祈禱團契”，每月寄發宣教祈禱夥伴代禱單

（MPPT）；並自 2004 年在南加開始宣教祈禱營/特
會。感謝主 9 月 12 日在台北的宣教祈禱特會（MPC）
蒙神賜福重用，10 月 23、24 日在美國東南部的亞特
蘭大將有第 4屆MPC，而明年 3月 11-12在洛杉磯則
將有第 13屆的 MPC。願主將宣教祈禱的火在各地點
燃起。 

代求： 

1. 2016年 1月 7-18日， CMI將在柬埔寨有第十屆的醫療
短宣，感謝主，來自台灣、澳洲、紐西蘭、美國、加
拿大已有 20 多位醫生、護士、藥劑師、針灸醫生和傳
道同工踴躍報名參加。團員們都需自行支付旅費和團
費，為愛心的事奉而費財費力，願主紀念賜福。感謝
主，因這醫療服務而促成了 CMI 在柬國建立“基督教
拉法護理學院”的艱鉅事工，但我們深信是神感動、
托負我們的工作，神必親自成就這工，更感謝主的是
因有多人願參與這樣的宣教事奉，所以我們正在籌劃
2016 年將有另一梯次的醫療短宣，時間與地點一俟聯
絡好，就會立即發佈消息。 

2. 數年前 CMI 支持並積極參與“把握時機”宣教訓練課
程，已有同工、董事為此課程的 Head Facilitator （課
程統籌）。感謝主，我們在泰國的宣教士 Z 弟兄，也
於 8/17-21 在清邁舉辦的中文 Kairos 課程參與為實習

HF，不久將可負責在曼谷開課，也可協助到柬埔寨開
展訓練。請記念他們一家在泰國的事奉，以及和艾萱
一同推動的“泰國的中國留學生事工（TCSGO）”。 

 

                   主前感恩與代禱             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