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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短宣體驗團 2013 報告              
領隊：黎智生牧師 

 

由福音事工部宣教事工小組主辦的「柬埔寨短宣體驗團

2013」，五月廿三日清晨出發，廿九日晚上由金邊返港，共七

天。 

參加者共十九人，來自六間堂會。原先榮休同工張展南

牧師也報了名，可惜臨出發因身體不適退出。 

這次活動由生命樹宣教網絡協辦，他們派出一位同工隨

團，另外每天安排旅遊巴士出入，並有當地信徒擔任翻譯。 

廿三日下午到達金邊，首先到「紅色高棉罪惡博物館」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參觀。這裡本來是一所中

學，一九七五至七九年被用來關押政府高官和知識份子。這

裡記錄了人性中 陰暗的一面：因為不同政治理念和個人權

勢，居然可以用這樣殘暴的手段對付自己的同胞！面對墮落

的人性，我們更體會上帝恩典的寶貴。 

透過參觀，我們略略明白這個國家慘痛的歷史。這個國

家可說是百廢待舉。可幸的是基督的福音隨著聯合國人員約

在二十年傳入。我們看到，上帝的恩手藉著教會的傳道服務，

醫治和重建這個國家。教會各方面的資源都非常缺乏，但我

們看到當地的傳道同工和信徒，以單純的信心，充滿熱誠地

去傳道服務。這確是上帝恩典的明證！ 

我們探訪的教會和孤兒院，大部份位於首都金邊(Phonm 
Penh)市郊，也曾到實居省(Kompong Speu)一間農村教會，

並探訪當地村民。我們接觸的絕大部份都是柬埔寨人，需要

透過翻譯(英語與柬語互譯)，再加上身體語言去溝通。這也

是跨文化短宣的一種體驗吧！ 

在不同的聚會，我們的服侍的對象可分為兩類：兒童和

成年人。兒童活動包括唱詩、見證分享、福音話劇、手工和

遊戲。至於成年人，我們在團員中兩位任職護士的指導下，

提供簡單的身體檢查和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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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參與這次活動，實在是上帝的恩典。來自各堂的弟

兄姊妹，有好些先前並不認識，但經過四次集訓和七天的行

程，大家都變得熟絡了。特別在這七天，各人按著恩賜和才

幹，同心做好每一場聚會。在攝氏卅多度的天氣下事奉雖然

辛苦，但大家的心靈都是充實的。 

在檢討會上，大家分享這次短宣體驗的感想。我的分享

很簡單：當大家都注目上帝的作為，同心合意去事奉時，當

領隊實在輕鬆容易！感謝上帝給予事奉的恩典！ 

後，感謝總幹事在出發前勉勵打氣。感謝各堂肢體在

香港代禱支持。我更感謝羅達雄牧師擔任團牧和「領隊的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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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柬埔寨短宣體驗團感受 	   	   	   	   	  
元朗堂：王依玲姊妹	  

	  
踏上橙紅色的泥路，走過片片稻田，見到骨瘦如柴的白

色牛，又見到一家又一家大大小小的木屋，我們一行二十個

香港人挽著數十個黑色膠袋，開始在柬埔寨第一天的服侍。 

分為五小隊，每隊四人和一位翻譯員走進柬埔寨實居省

內探訪村民。膚色不一樣的我們，走進一個小屋羣，由 近

的一家開始，送上盛著白米、油、牙擦等的黑袋子。縱使言

語不通，但靠著翻譯員的一字一句和我們的肢體語言，談天

和代禱的那刻，感覺就像一家人。確實，在基督裏我們是一

家人。 

村內有一眼睛看不清的婆婆說：「我記得上一年你們的

到來，我很想你們。」我在想：「我們有著不同的膚色，不

同的語言，非親非故，用到 miss (掛念) 一詞適當嗎？配

嗎？」聽到後有點受寵若驚。而且，對我而言是個很大的鼓

勵。 

又有一無親無故獨居的婆婆說：「我認識主，但我沒有

再參與教會聚會了，因我腳不好，走不了遠途。」我們為她

的身體和腳患禱告，而且邀請她多回教會。第二天，我們見

到她在教會門前等候我們！感謝主！我又想：「神的工作，

真的不可間斷。」 

原來藉著主，愛就是如此的廣闊。我愛柬埔寨的你們。 

其後每天我們在不同的村莊和孤兒院等等地方服事，唱

詩歌，玩遊戲，做手工，辦關懷健康活動，表演默劇，團友

見證分享，各盡其職。雖然付出的很少，感受卻很深。見到

他們在主愛中，即使物質上不足，心靈卻遠比豐衣足食的我

充實。有的雖地上無父無母，但那對主毫無置疑的信心遠超

過有家的我。這是很大的反省。 

而且，從零碎之柬埔寨人的故事中，從當地傳道人和生

命樹各同工身上的神蹟奇事中，得到很大的鼓勵。盼望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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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奉主的名作更好更多的見證和服侍，分享主的愛。因為，

在神沒有難成事。因為，主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

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 

更盼望這些都不是一刻的感動，心裡的火熱可永不熄

滅，去宣揚主的恩典作為。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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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odia 2013 
元朗堂：張狄恆弟兄 

 
Thank you our dear Lord for providing us with this unforgettable 

trip to Cambodia, to open our eyes into realising what is going on 
beyond our everyday surroundings.  The contrast between what we 
possess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are the two elements that had been 
written in my mind, and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texts will be based on 
these topics. 

On the Sunday of our trip, I had the most enjoyable and happiest 
service I had ever experienced, the place we when to is an orphanage 
called HAPPYLAND.  The kids were always full of spiritual energy 
that immediately transferred into our soul.  I watched their dancing 
followed by our conjugational singing and every single second they 
were praising the Lord with their utmost energy.  I was immediately 
moved by this and realised that in terms of spirituality they were in no 
manner short of any of us, if not better.  I must admit that I should 
learn from them for they are so infectious that if everyone were to be 
like them, the good news of God would surely spread a lot faster.  On 
another not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orphans, there were no 
signs of moaning or self depression through their actions at all and they 
also did not hinder themselves from realising the true love of God.  I 
thought, God must have been looking after them through out their 
lives.  We must surely learn from this.  Not to worry about what we 
don’t have but to concentrate on realizing our full potential with what 
we already possess.  This Sunday told me about the immense power of 
God’s love on these children and reminded me that God is with 
everyone of us at all times, that there is a plan for each of us and our 
soul should be ready to fulfill His plan.  In this regard, I pray for 
everyone so that God will use us well. 

During the trip, we also performed a drama wher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Being quite worried at first for how well I 
can cope with carrying out the message of the performance to the 
audience, I was pleased that it turned out well especially by reading the 
reactions of the audience during the last showing at our final stop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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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 to a small home Nathaniel church.  I was surprised to see the 
children’s tense emotions during each acts and more surprisingly the 
clapping of hands from them that truly expressed how appreciated they 
were.  This to us as a team was a big encouragement for our work 
throughout the week and this last stop of our journey beautifully 
concludes how well we all did. 

As a reflection on this trip, I thank God for using everyone of us to 
do the work which we previously could not imagine to have the ability 
in doing.  “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to will and to act in order to 
fulfill his good purpose.” Philippians 2:13.  I am sure God had only 
shown me a small window and I am excited in awaiting the wonders 
that God will show u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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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grace is sufficient”  Cambodia 2013       

屯門堂：簡秀寶姊妹 
 
The night before departure I only had 3 hrs sleep as I was nervous 

if any job left unfinished. I was hoping to make use of the 2 hr flying 
time for sleeping on the plane. 

Just I as about to close my eyes, a baby started crying right behind 
me. His parents were making music by hitting the seat in order to stop 
him from crying. 

No hope for sleeping.  We ended up talking with the young 
Cambodian couple. Unfortunately, we could not have any good 
conversation because of my zero knowledge of Cambodian and their 
limited English.  

This inspired me to learn at least few simple Cambodia words and 
some songs which turned out to be very meaningful in this trip as we 
used the songs to worship with the children and words" preah Jesu 
srolain nyek" to send the message Jesus loves you.  

On the first day in Phnom Penh, we were taken to a genocide 
museum for a visit. Walking through the corridor of the prison turned 
from a high school, we were silenced by the photos of children and 
innocent people who had been brutally tortured. The tools and 
instruments for torture and  some blood stained on the wall gave me 
chilled and eerie feeling. 

Lord, thank you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is country. They are now 
can enjoy freedom to hear the gospel. 

The next day was a visit to Kampung Speuh. Here we had to make 
home visits to some villagers. On the way walking to the village, I 
recalled a passage from Isaiah 52:7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ose who brings good news" 
Thanks God for giving me chance to share your blessing to the 

people here. 
We entered the first house which was actually a hut without walls 

made by palm leaves. 
In there sitting an old lady with her bare feet on the soiled ground. 
Her  face darkened by the sunburn. While she kept on talking,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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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ed to her story, 
In her lifetime she had gone through many civil wars.  In one of 

the wars, there was a bomb exploded near her house. The explosion 
caused her losing  one of her daughters. There was still a shrapnel left 
in her body. 

I was stunned and speechless. She had gone through suffering, 
famine, illness. Yet she could survive.  Its all by God’s grace. 

Through my eyes she was so pitiful and poor, but actually she had 
experienced God’s grace immeasurably . Now she is a believer in 
Christ. She was poor in material possession but rich in spiritual 
blessings . As we wanted to move to other house, we told her that we 
wanted to pray with her. she was pleased and asked God to heal her 
knee pain. As we were praying, everyone in our group laid hand on her. 
Her neighbours came to join us in prayer. 

Such a unity in Christ. Jennifer prayed in Cantonese and they 
prayed in Cambodian. We were using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were one 
in our belief. 

Thank you Jesus. 
 The eagerness to pray reflected on their faces especially from 

another old lady who had also suffered from knee pain and could not 
walk far from her home. She also wanted us to pray for her healing. 

Praise The Lord, they both could come walking to the Covenant 
church on the next day when we had a health check up program for the 
villagers. 

God Listens to simple prayer and He will answer in times of need. 
These women could walk to the church. Glory be to The Lord. 

 Their longing of God’s word,  their reliance on the power of 
praying, and their  perseverance in suffering made them richly blessed. 

Would I still be praying when my life was in bitterness? Would I 
remain faithful when my prayer was not answered as what I expected? 

Instead of bringing God’s blessing to these people, I have gained 
much more blessings. I could see how God works differently in every 
area of people lives.  I have to always be thankful for everything in life. 

On the visit to rainbow bridge orphanage, I was so amazed by the 
children. They are the HIV positive,   but they could have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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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 in life.     On one of the walls there was a sentence  “ Even the 
smallest candle burns brightly in the dark”. 

Despite being AIDs sufferer They did brightly through their 
achievements in sport, academic and many others . 

After singing and playing with the children, I was sitting on the 
entrance steps and looked at the children playing with their rainbow 
handicraft. 

One of the boy’s handicraft was torn by his friend. He was so 
upset so I was quickly made a new one to replace his old one. He 
looked at me and shaked his head refused to take the new one. He told 
me that it’s all right for him with the torn one. He was so contended, 
not willing to take more but had learned to be satisfied with what he 
had. This short visit has affected me deep inside in my heart. 

The activity of the children in garbage dump was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to me. We had limited space so we could only use the open 
area for singing. Sammie and Brother Cheung were outside inviting the 
children to come. There were no place to sit as the children were 
coming more and more. Fortunately Pastor Lo helped cleaning a place 
under a tree. It was good enough to give a temporary shelter for our 
singing and praising. 

God is so good- Preah Throng Lao na. 
The children learned to sing and enjoyed the gathering.  After 

singing, we tought them how to do the handicraft. 
 Looking at the children enthusiasm, I could not feel the sun was 

scorching hot rays on my body, until Mrs Lo asked me to wear my hat. 
Glad I had a wet towel that was put on the back of my neck to cool 

me down and prevent me from overheating.  
I was so occupied with the effort to do the best to make these 

children happy. 
It was a deep satisfaction that we could do things to make these 

children happy and especially could praise God together. 
Glory be to God.            
All our group member was working together hand in hand. Thank 

you Lord for putting us together. 
On the first day when we departed from Hong Kong airport we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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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know each other well, but after a few days we were bounded in the 
love of Christ, to serve together. 

  I could feel the help of God in this trip. Help me memorizing the 
script for the play, giving strength and health protection. God’s power 
works when we are weak.  

Each night,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hot air blown from the air 
conditioner in our room. I could not sleep and I would say to myself 
that the next day I would die of exhaustion. I knew that I would fall 
ill .  All By God’s grace. 

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Lamentation 3:23). 

Leaving Cambodia on 29 May. A question from a little girl in 
Unacas still rang in my ear :“Are you coming back tomorrow?”  

Will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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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體驗感受篇                   
田景堂：蕭瑞琦姊妹	  

 
感謝讚美主，我終於踏出短宣的第一步，並能夠平安的

回來了。	  
	  
最大的得著是喜樂 

在柬埔寨這個地方，雖然天氣很熱，每時每刻都不停地

流汗，但對於這個有點潔癖的我，環境因素原來可以影响不

了我的；反而在每日不同的探訪和活動裡，主給我的都是活

力、動力、愛、平安和喜樂，一點也不辛苦，是真的！！再

者神讓我們整個團隊關係好好，從宿舍裡至出外探訪服侍，

我們時刻都充滿著歡笑。大家彼此配搭又很好，像每晚回到

宿舍作檢討和為來日的活動預備，如準備手工環節的物資、

探訪的物資、練詩等等，大家都彼此配搭得很好，很快完成。

我們那種團結、無分你我，實在是極大的恩典。所以我不時

都回味著，想不到原來短宣就是這麼的喜出望外。	  
	  

從服侍裡的付出和得著 

在每日不同的服侍裡，神都在擴張我的境界。實居省村

民	   -‐-‐	   有幸能透過入村探訪當地村民和派物資，了解一下每戶

人家的生活環境，他們的困難和需要。雖然他們大多都已聽

過福音，我們仍要去給他們支持，鼓勵他們要倚靠主，更為

著他們所需要的祈禱。而心感無奈的，就是在這村內都出現

貧富懸殊的情況。所說的貧苦就是住在用木和禾草搭成的

“住所”，一至兩面用木和禾草圍起，門當然就用不上啦。

但更心酸的是住在裡面的都分別是年紀老邁、行動不便的婆

婆；其中一個更不單是無兒女、無倚靠、還要照顧一個別人

所送、不到十歲的小女孩。看見他們這樣生活，心裡不禁問，

怎可能是這樣呢？較有能力鄰居何解不給他們一點幫助呢？

等等的這些問題。老實說，真的很扎心，但試問我們可以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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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能作的就是樣的有限，實在唯有耶穌去改變，將不可能

的變為可能。	  
另一個印象深刻點就是垃圾山。還記得出發前有一笑

話，就是在報名時及至出發前，我都沒有聯想一下這是一個

怎樣的地方，直至在小組裡不經意地提到當地的『曱甴』，我

才開始膽怯。當然不能退縮，但硬著頭皮去更難，這心理障

礙確是一個大挑戰。故此立即請代禱者記念此事，誰知有一

朋友在電話訊息裡給我回應一句，『在愛裡沒有懼怕~~~』，我

馬上的回應是若能愛曱甴將會是我人生一個極大的突破！！

其實這都只是文字上的誤會。感謝主，最後在垃圾山那裡真

的一隻曱甴都沒有。叫我感觸、扎心、無奈的卻是在那裡的

居民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我們隨著領隊進入村內視察，看到

周圍的蒼蠅多得難以想像，就是連呼吸也怕把它們吸入時，

真的從沒想過我能走在其中；繼而看著他們住在這極度惡

劣、簡陋的地方，當給他們打招呼和說句『耶穌愛你』時，

他們仍能報以微笑。	  
至今他們的臉孔仍在我的回憶裡。可想而知，他們多單

純；換著是我自己，在這樣的環境生活，我定必不能以同樣

心態來面對。但卻提醒我，我生在這麼幸福的地方、有穩定

的工作、有能力去過舒適的生活，我還要為生活而憂心嗎？

神是顧念我們每一個的，並沒有任何外在因素或條件能影響

祂對我們的愛，祂只要我們如小孩子、如他們一樣，以單純

的心來跟隨祂便是了。祂定必看顧。	  
在接觸過不同的孤兒，不論是彩虹橋愛滋病孤兒、

Happyland 的或 UNACAS 的，當刻的我真的很開心能認識到

他們、能有機會與他們午膳、玩遊戲、唱歌、了解他們的生

活的一點點；事實上，他們真的很可愛，很值得愛，很需要

愛。就如彩虹橋內的孤兒，他們總是抱得我緊緊的，縱然只

是第一次見面，一點生外的都沒有。我知道我當時只能盡力

的給他們付上關心、擁抱和讓他們倚靠主，當我們離開後，

他們的需要其實沒有減少。他們真的很聰明，很乖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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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得父母的愛、過正常的生活、過有盼望的生活，奈何就是

沒有選擇。正面點來看，相對還有很多流落街頭、行乞、三

餐不得温飽的小孩，得為他們感恩這一切基本需要都得被满

足。回港後我仍在想，可怎樣為他們付出更多，不只一兩次

的探望。求主來對我說話。	  
	  

心願如償 

以往都一直在吝嗇自己的假期，因每每短宣都得花上至

少一個星期。但經過今次的體會，從短宣裡所得的比自己去

旅行的更有意義、對生命更有啟發，又可靠主服侍有需要的

人。怪不得牧師們密密出戰也不休，的確能這樣擺上真不單

是自己願意，而是能藉此與神同行，經歷祂的大能、大愛和

恩典，以及與弟兄姊妹同行的那份寶貴體驗，實在無價。哈

利路亞！！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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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柬埔寨短宣 	   	   	   	   	   	   	   	   	   	   	   	   	   	   	   	   	   	   	   	   	   	   	   	   	   	   	  
田景堂：朱秀梅姊妹	  

 

這是我第二次跟區會到訪柬埔寨，但每一次短宣都有新

的體驗和學習，更需要時間沉澱及整理。 

過往的短宣體驗，多是沒有與田景堂的肢體一起同行服

事，今年有幸與三位同堂的姊妹一起參與，可算是我人生的

第一次。經過幾天緊密的相處及出發之前的集訓，都讓我們

有更深的了解、認識及互相接納。 

與其他堂會的肢體相處、合作，我看見神賜給教會不同

恩賜，有姊妹即學柬語領唱歌，有肢體即畫圖畫做教育講座，

有些則發揮演戲本領等等……互相配搭，好像天父給我們的

恩賜全都要貢獻出來似的，形成一幅很美的砌圖。在基督裡，

我們則成為一家人，一起同心祈禱、興旺福音。 

今次到訪的地方，與上年大致相同，所舉辦的活動都是

差不多。只是新增一個『關康服務』，為當地成人做一些簡單

的身體檢查，如：度高、磅重、量血壓、驗小便及教育講座

《糖尿病和高血壓認識》。參加者反應良好，在一個貧困的國

家，資源不足之下，他們不單需要身體檢查，他們更需要藥

物治療及醫生的斷症。 

由於衛生環境差，他們都較易有皮膚病及傷口感染，藉

著『關康服務』，我們也有替他們洗傷口及講解傷口之護理，

這些都不是我們所預期的。 

不過，讓我 難忘的還是在 Happy Land 與一班孤兒一起

崇拜，他們看似貧窮，心靈卻非常富足，他們一本正經、開

心活潑地讚美神，我深深感受到神是不偏待人，衪愛小孩子，

祂愛貧窮人，祂愛柬埔寨。在敬拜當中，我的眼淚不受控地

湧流，久久不能平靜下來。有時，我反省現在我所面對的一

些問題或遇到不開心的事，再與那些小孩相比，我已不覺得

是甚麼一回事。神藉著這個崇拜，再次提醒我，定睛在衪那

裡，以衪成為我的首先、成為我生命的中心、回復小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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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擁抱愛我們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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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柬埔寨短宣體驗感言 	   	   	   	   	   	   	   	   	   	   	  
屯門堂：梁靜霞姊妹	  

	   	   	   	   	   	   	   	   	   	   	   	   	   	   	   	   	   	   	   	   	   	   	  
感謝主給我機會參加柬埔寨短宣體驗，我對柬埔寨的印

象，它是一個飽受戰火洗禮、千瘡百孔、貧窮、封閉的國家。

當天我從飛機上窗口(飛機下降金邊機場)向下望，看見一片平

原、河流緃橫，這地方充滿了神所賜的福分，但人的自私行

為踐踏神所造之物，求主帶領與保守，復興這個貧窮苦難的

國家。	  
感謝主讓我們看見祂建立的事工，早上在實居省聖約教

會集合後，全體隊員分成五組，每組由一位傳譯員帶領及協

助，前往探訪村民。經過十分鐘的泥路到達樹叢中的小木頭

房子，多數是年邁的祖母或婆婆與孫兒坐在屋下，也有年輕

的母親抱著嬰兒。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當地居民那份善良，

看到有人探訪時顯示祝福的手勢和臉上笑容。雖然大家聽不

懂對方的語言，透過傳譯員，開放心扉、互相問候，也讓我

感受到面對別人的苦難(貧窮及疾病)，生活的物資條件未達到

理想時仍有盼望，為家人原故、健康，子女學習提出代禱要

項。	  
其中一位長者(男)沒有了左手，是被地雷爆炸時失去的，

起初對探訪者有抗拒，牧者以行動表達關心，按手接觸，聆

聽及回應，他能逐步開放，傾訴自已一生的苦難，雖然他仍

不願意接受祈禱，我們尊重他的情緒心意，但仍邀請他參加

下午的關康活動。離開時老人家上前送別，依依不捨揮手祝

福。	  
「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羅 10：14)	  
我從未踏足過垃圾山，他們告訴我，現在垃圾山與以前

相比，改善了。以前進入村口已嗅到廢氣薰天，可令人噁心，

現在進入村內才開始聞到嗅味。感謝主！我們關康活動吸引

了垃圾山居民，他們渴求醫療服務，關注各項檢查資料及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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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聽健康講座，可見醫療、護理及藥物對他們何等重要。有

一位垃圾山居民量血壓後、高高興興上前告訴我 Tom	   ma	   da	  
(正常)，為之感動，然後他步上閣樓聽健康講座，講座完畢落

樓梯時，再大聲說 Tom	  ma	  da	   ，高興雀躍離開，看著他的背

影，深深感恩。與此同時，我們更主動到村內呼喚孩童到教

會，參加兒童活動，雖然烈日當空，我們克服身心的限制，

更施展渾身解數與當地孩童同樂，一同見證福音大能神的大

愛。	  
短宣體驗服事七天，祇是短暫的經歷，但宣教士郤不一

樣。他們從不同的國家被呼召來到柬埔寨為要傳福音，我們

前去探訪宣教士，表達同心同行的關懷，知道他們長期在這

樣艱難環境服事，願神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又必保守他們的心

懷意念，他們不憂愁不膽怯。	  
在實居省天空上出現「雲中太陽、雲端彩虹環形圍繞」

的難得一見自然現象，無論是位在美麗高山，或是躺臥在陰

暗的幽谷，當你抬起頭，你將會發現，主已為你我而預備。

感謝神，祂逐步的帶領！感謝神，讓我在宣教路上有機會參

與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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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大愛 
屯門堂：賴慧芳姊妹 

 

感謝主， 讓我再次參加短宣，有機會事奉神、服侍人，

全頼上帝的恩典。 

柬埔寨短宣行程緊密，每天在不同的地方服侍，活動包

括話劇、獻詩、見證分享、身體檢查、 

關康講座、兒童活動等等。雖然每天已編排了一定的程

序，但因人數、場地或天氣的變數，短宣隊都靈活地作出應

對和調動，很具挑戰性，亦同時讓我們各人體驗到團隊精神，

因著各人的恩賜同心合意的配搭，我們都學會了『靠著那加

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4：13) 

到步第一天，我們參觀罪惡博物館，記錄了七十年代赤

柬時期柬埔寨人因內戰所受的酷刑，看 

著每一件歷史遺物和一張張令人毛骨悚然的相片，內心

實在很難過，因為人的慾望和罪令這地方留下沈痛的歷史，

可怕的回憶……有誰能抹去她過去的傷痛？有誰能擦乾她心

中的眼淚呢？ 

七天的行程中，我們探訪了實居省聖約教會、垃圾山勝

利河教會、金邊拿撒勒教會、彩虹橋愛滋孤兒院舍、Happyland
孤兒院及UNCAS 院舍，亦有入村探望村民，行程十分緊密，

加上非常炎熱的天氣，各人都很疲累。但感謝主，雖然身體

疲累，心靈上卻一日比一日

有力；雖然是辛苦，但愈服

事，  

靈就愈喜樂！因為透過

不同的活動，我們都被村民

和小朋友深深地打動，從他

們身上我們都見證到神的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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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孤兒院的小孩，雖然他們沒有父母，但有天上的

阿爸父，祂是神，祂是滿有恩典和慈愛的神，不但讓他們住

在環境相當好的地方，更有機會上學， 重要的是他們聽到

福音，認識上帝，學習神的話語，神從來沒有忘記他們！星

期日的早上，我們參加了Happyland 孤兒院

的主日崇拜，他們除了獻唱柬文詩歌，亦獻唱

了英文詩歌，敬拜中他們舉起雙手讚美上帝，

合上眼睛禱告，親自跟神說話。雖然他們年紀

少，但他們的信仰好認真，單純卻滿有信心。

見證著福音的大能，實在叫我們好激勵，彼此

間經歷到基督的大愛。『從來沒有人見過上

帝；我們若彼此相愛，上帝就住在我們裡面。』

（約壹四11） 

願神的名在柬埔寨顯為大，願福音的大能

傳遍柬埔寨每一個角落。願一切榮耀讚美都歸

於祂。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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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兩個的服侍                 
屯門堂：羅朱小文師母 

 
這次柬埔寨短宣很特別，集訓開始時，大會已編定一些

主要服侍項目是「行孖必」的，例如關懷健康服務、手工製

作、遊戲活動和默劇佈道等，每個項目都是由兩個隊員負責

策劃，再把細節和安排向隊員詳述。整個團隊就分工合作去

練習及綵排了， 經過四次用心的集訓，又得蒙總幹事蘇成溢

牧師抽空來勉勵，使我們個個都彷彿『充滿力量』地出發服

侍了。 

    兩個主責遊戲活動的姊妹真利害，那怕柬埔寨場地有多"

屈質"， 更不管來參與的孩子有多少人，她們從不欺場，並

全情投入地把歡樂帶給他們。兩個白衣天使亦勁出色，安排

我們各就各位為百多個柬埔寨居民度高、磅重、量血壓、驗

糖尿等，甚至要當臨時褓姆，為接受體檢的母親照顧嬰兒；

而她倆身為專業護士，既要主持健康講座，又要用心解答會

眾問題，更要為貧窮的傷患者清洗及包紮傷口。我覺得神透

過這簡單的關康服侍，不但纏裹了傷患者的肉體，也撫慰了

他們困苦無助的心靈，更把基督的愛無言的傳送。 

我們千萬別小看一對年輕手工製作拍檔的設計，他們用

最輕巧的物料，最簡易的方法，先教懂各短宣隊員，去協助

孩子們蓋印章、貼色紙，製作他們的「彩虹風箏」。製作過程

尚未完結，風箏上的膠水還未乾透，孩子們已急不及待地拿

起自己的製成品，在空地上來回奔跑。看著風箏的垂絲彩帶

隨風飄揚，聽著他們邊跑邊喝采的歡呼聲，就構成了一幅幅

充滿活力的動畫。我們亦要稱讚佈道默劇的編導，他們能運

用一個只有極少旁白的劇本，指導一班出色的演員，在不同

場景及難以想像的舞台上「自動走位」，演活了主耶穌到世上

來承擔了人類的各種罪苦，佈道默劇後不用再講道，因劇中

情節已把基督無比的愛，深深烙印在演出者及會眾的心中。 

我們出色的唱遊和獻詩全賴兩位樂手的功力，他們老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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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從香港背了最輕便的樂器：小結他、捲軸琴和美樂笛來伴

奏，不單使我們所唱的柬文詩歌不致走音，又因新穎樂器趣

緻，令帶領唱遊的姊妹有更好的發揮，每次都令會眾投入歌

唱讚美中。而短宣隊的飲食也算豐富，只是早餐要及早交給

餐廳為我們預備。為免與當地侍應有「雞同鴨講」的窘境出

現，我們的正副膳長隔晚就為我們落單；又在沿途給我們買

水果幫助消化，真是無微不致，所以短宣回來後，不少隊員

也有增磅的跡象。 

短宣隊最重要的人物要算是領隊了，神就為我們安排了

兩個務實的領隊，一位是生命樹宣教網絡的女同工，她編排

整個短宣行程，為我們聯絡當地單位，参與他們的事奉活動，

開闊了我們屬靈的眼界。另一位領隊是黎牧師，他以流利的

英語接觸機構負責人、翻譯員、負責祟拜講道等等，使我們

這七天的短宣服侍順利完成，滿有喜樂和平安。這次柬埔寨

短宣服侍，蒙主的大恩，令各人都有很豐富的收穫，也有很

深刻的宣教體驗。 

昔日主耶穌差遣七十個人兩個兩個的，在他前面往自己

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傳道服侍（路 10：1），後來都滿有豐

碩的成果。感謝神，我們是次團隊兩個兩個合作服侍，證明

兩個人比一個人好，不但能彼此提點，更可互相支援，足見

同心事奉能產生美好的果效，願主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願

我們手所作的工能榮耀主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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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柬埔寨短宣體驗團感受                  

田景堂：杜麗萍姊妹 

	  
我是在幾年前一次旅行經驗中認識柬埔寨這個地方。那

是我一個很深刻的旅行體驗：罪惡博物館、萬人塚等令我整

晚沒好睡，腦中盡是一班年青人的樣子；一個上山的旅程中

遇到當地的小朋友(當時他們陪伴我們一班遊客上山並為我們

打扇，希我們給他們小費)，跟他們溝通，他們說他們沒有聽

過耶穌的名字，只認識佛祖……，這兩度情境幾年來在我心

中不時出現，這麼美的一個地方，就是這樣子嗎？ 

聽到教會報告說區會安排了一個「柬埔寨短宣體驗」，見

時間許可，就決定參加了！	  
能再一次踏足柬埔寨，參與這次短宣體驗，是天父給我

一個很大的恩典。衪開我的眼界，更多的看到衪的作為：不

錯，柬埔寨看來非常缺乏，但天父看到了，並在要在這地方

展開衪的拯救工作，給這地方的人新的生命、新的盼望：	  
-‐ 一個孤兒對我說：耶穌對我很好，衪給我很多，我現

在可以讀書，我會努力，希望三年後能考上大學…	   	  
-‐ 一個愛滋病毒帶菌孤兒在孤兒院中給我唱：	   I	   could	  

sing	  of	  Your	  love	  forever…	  
-‐ 當地導遊向我們講述他長大的孤兒院如何在困難

中，因天父的帶領而得資助以繼續經營，改變一班孤

兒的命運，該孤兒院並轉為一所基督教背景的孤兒

院…	  
-‐ 當地年青人分享，他們如何為自己國家的需要定期聚

會禱告，並分享天父應允他們禱告的經驗…	  
-‐ 一個教會家庭的牧師在缺乏下仍然堅持教會運作，她

的女兒更受感動而準備裝備自己，接續她媽媽投身於

福音傳揚的工作……	  
同時，天父讓我看到衪無邊界的國度	   –	   不同的地域、不

同的人種，都是屬衪的！都是衪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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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當地姊妹跟我說：Nom	   Serak	   Neaak	   (I	   love	  
you) ，並給我一個熱情的擁抱	  

-‐ 跟當地的姊妹一同為另一位生病的姊妹禱告	  
-‐ 在當地看到彩虹環，回香港後教牧告訴我，她們五月

初在香港退修時也看到	  
「衪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 2：4）	  
再到柬埔寨，我更深的認識到天父的大愛，第一次到柬

埔寨，感覺柬埔寨是一個被遺忘的地方；今次天父叫我明白

衪不會走漏一眼！衪早已為衪的子民預備！ 

我相信天父的拯救計劃不會因我的參與否而有所影響，

懇求天父悅納我「願意」的心志，讓我能在衪的工作上有份！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回我主耶穌基督。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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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短宣2013                 
天愛堂：蘇建昌弟兄 

 
感謝天父賜我飲食，豐豐富富的預備，主啊我們感謝袮，

袮不但賜給我們日常所需用的，在我們未認識袮以前而認為

不重要的東西，袮也豐富的為我們預備，而且已給我們了。 
在5月23至29日短短七天的宣教服侍的活動中，袮為我們

眾人無論是處於何等境況中，神，袮都保守著我們，讓我們

可以依靠袮，平平安安的去，也平平安安的回，把事工超乎

我們所想的完成，為此我要稱謝祢。 
在截止報名參加5月16至17日與 DSE 生到大帽山宿營，和

柬埔寨短宣服侍之前，我已知道公司會重新安排5月至11月的

工作輪值表；而今次是用抽籤方式來決定作息的日子。天啊！

那麼17号和26号是否可以放假便是未知數了，但假日返工是不

能請假的，而更甚的是5月26日是某同事嫁女的子，所以同事

們都想當天能放假，早些出席婚宴，亦已有同事預先找我安

排調更的事了，我如要找人調更的機會就更渺茫了。於是我

便用自己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就是不參與抽籤活動，我在想

如果結果不理想，我便以我沒有抽籤為由來抗辯、來求變。 
神啊對不起，求袮原諒，我就是這麼的不濟，這麼的軟

弱，但神啊我是 誰？袮竟顧念我，抽籤的結果是5月17和26
日也是我的假日，感謝神！我竟忘記禱告，忘記要依靠袮。

而這時撒旦亦已攻擊其他短宣隊員了，當中有些兄姊病了、

有些是家人病倒或須要照顧.....等。撒旦就是要我們不能安心

去作工，但神亦為他們一一解決難題，使大家能依靠神，開

開心心地服事。 
五月的柬埔寨天氣非常酷熱，到步後第一天的晚上，我

已有一些虛脫的感覺，幸好第二天睡醒時已完全沒事了，除

了第一天參觀罪惡博物館，以了解當地一些資料背景外，其

如的日子都是早出晚歸，看到大家都非常盡力地整天作工，

無論是參與和帶領敬拜、入村探訪傳福音、為社區提供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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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在孤兒院的探訪敬拜、話劇、手工及遊戲等，大家都

做到汗流浹背非常疲倦，幾乎是力氣全無，但是誰也沒有半

點怨言。看到受眾那份喜悅，和看到大家因依靠神來作工，

所得到的喜樂是我們意想不到的，這使我們明白到我們服侍

人的同時，對方亦在服侍着我們。以上總總體驗真是難能可

貴，那些有關事工和人物的趣聞逸事，日後再和大家分享。 
這次「柬短」的服侍，使我最受感動的就是合一的重要

和果效，今次一行廿人，來自最少有六個禮拜堂，要合作得

好，不是容易的事。這次各肢體能同心合意地依靠神，按恩

賜事奉，以至無論是作領隊的、敬拜的、總務的、關康、遊

戲、話劇、攝錄、手工、翻譯......等各種工作，大家都能互相

配搭，自動補位，事工就變得這樣完美了。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在我們未認識神以前，神已

揀選了我們，賜給我們各種智慧，技巧和機會。神啊我們信

靠袮，我們敬拜袮，這都比飲食更為重要。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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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人、一條心            
天愛堂：曾慧芳姊妹 

 
一句「索實拜嗲」開始了我們七天在柬埔寨的事奉。 

在柬埔寨的天氣實在很熱，而且日頭每天劈頭的曬下

來，那種熾熱的感覺，就和短宣隊員事奉的心志一樣，只是

火熱的心發揮了耶穌愛的威力，而陽光的威力，就是熱得會

把我們整個人溶掉似的，而且在此烈日下，部份隊員與當地

的小朋友進行活動時，大家都汗流浹背，皮膚也都曬黑了。

我們整天不停補水，每天可以飲超過兩公升的水，竟然連去

廁所也不多，因為身體內的水分都被流出來的汗水散發了。

每晚沖完涼要抹身時，好像總是抹不乾，原來不是水，仍是

汗。每天大清早便要起床，快快的吃了個早餐後，便是一天

事奉的開始，習慣了在香港生活的隊員，這次的短宣事奉，

的確是辛苦的，但相對奉獻在柬埔寨宣教的宣教士們，我們

這一點點的辛苦，確實是微不足道。 

是次短宣安排的行程:有探訪、關康服務、和小朋友的活

動。我們到達柬埔寨的第一晚，便開始動工包裝探訪用的禮

物包，裡面有：米、油、罐頭、麪和牙膏牙刷等。一袋兩公

斤的米包，大家分工合作的包裝，此時已經充滿歡笑喜樂，

包裝工作亦在歡笑聲中完成。 

第二天清早，早餐過後，我們二十人分成五組，每人便

攜帶著重甸甸的禮物包，前往居實省的村落探訪村民及送他

們禮物包，邀請他們返教會並為他們禱告。在我組探訪了其

中一戶的女人，她有好幾個孩子，其中一個好像智力還是有

點問題，原來已經七歲了，但是看上去好像還是兩三歲，她

的生活很清苦，但臉上卻充滿喜樂。原來她也是基督徒，當

我們問她有甚麼需要為代禱，她卻說她可以自己向上帝禱

告，從她喜樂的臉上看到一份堅毅和信靠，我竟從她身上學

習到喜樂和信靠。 

在整個行程中，我們到了好幾處地方重覆做著關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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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單純的村民感到我們這一群由外地來探訪的年青人（村

民以為我們是醫生），關心他們的健康，為他們講解健康，

又送禮物給他們，體貼他們，無不感激。其實我們付出的只

是一點點，村民們給我們的卻是一份從心而發的尊重和感

激。從這個事奉中，讓我看到昔日主耶穌到處為人治病，愛

那些貧苦的人，而我們今天做的只是微小的一點，不單讓我

看到受惠者的需要，更明白神的愛。 

除了關康服務外，我們都安排了小朋友活動，內容有唱

歌、做話劇、遊戲、手工……等。隊員在短短的兩天，將 God 
Is So Good 和 Thank You Jesus 兩首詩歌學習了柬語，和

小朋友同唱，我們打破了言語的隔膜，在詩歌中和小朋友打

成一片。還有話劇「祂是誰」，每個演員都傾情演出，一次

比一次投入，一度公演了五場。而其中一幕，是兩個演員要

扮死，還要伏在地上，正當我們還擔心地面那麼骯髒時，為

了劇情需要，他們已經毫不考慮，扒伏在地上，令到我們實

在欣賞不已。 

在這次柬宣，我們一行十九人，由當初四次集訓中的不

認識，直到七天事奉的行程中，甚至在預備出發前，隊員在 

Whatsapp 群組互發消息，彼此代禱，互相扶持，在行程中

彼此同心，互補不足；我們連同生命樹宣教網絡同工，整隊

人共二十人，但彼此同心，心志卻是一條心，正正見証著：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

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8章2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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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單之旅 	   	   	   	   	   	   	   	   	   	   	   	   	   	  
基禾堂：李惠貞姊妹	  

	   	  
柬單之旅=柬埔寨不簡單之旅=柬埔寨單單仰望  神之旅 

這次是我第二次來柬埔寨了。之前一次和這次，有着很

大的不同。 

第一次到柬埔寨是純粹的義工服務性質，而今次則是短

宣服侍。雖然都有和上次一樣的服務對象，但今次更加多了

到一些教會和村落探訪服侍。 

開心的是，能和 Happy Land 院社中的孤兒一同在主

日裡敬拜  神。看見他們單純、專一及充滿喜樂的敬拜，更

加叫我能夠明白到，只有主耶穌才能使我們從孤單、缺乏的

生命和心靈中得到豐盛的飽足。和義工服務不同，我們今次

不單單只帶給當地有需要的人，一些心意和愛，更加重要的

是能傳講主的信息，希望他們能有着從  神而來的平安、喜

樂和永恆的盼望。 

這次的旅程，好高興能和不同的堂會一起合作，欣賞每

個人都不計辛苦熱心擺上。要知道每天都要在高溫下，汗流

浹背地侍奉，到晚上檢討、分享、準備和祈禱後，已經差不

多十時了，還要因空調不夠冷，大多都流着汗睡覺，甚或難

以入眠。但感謝  神，衪還是給予我們有足夠的體力、精神

去完成每日的作工；更每日加添我們有大大的滿足和喜樂。 

隊員各有恩賜，彼此配搭，在我多次的短宣旅程中，這

是我第一次見到有那麼多的隊員，都被今次的服侍經歷深深

地感動着。在分享會中，他們都被激勵了，立志更要付出自

己、感恩過活。非常開心的是，我們在回港後，更加在

Whatapps 群組中彼此激勵、互相代禱！ 

但願我們的宣教心志能繼續燃燒，讓  神能繼續使用我

們謙卑服侍，叫人得着福音的好處。“就對他們說，要收的

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

去收他的莊稼。”（路加福音 10:2）“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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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

請差遣我。』”（以賽亞書 6:8），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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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屯門堂：羅卓信弟兄	  

	  
主，為祢的恩典，我要滿心感謝。想不到我在今年會去

參加短宣體驗，以往聽報告時常聽到區會有短宣服侍，但經

常這些機會只是和我擦身而過，今次我是想沒太多機會可以

跟羅牧師去作戰，所以就在最後時刻才決定去參加這次短宣

服侍。	  
這次的服侍給我有很深的體會。坦白說，我在香港真的

是較少和人分享福音和領人歸主，常常覺得跟人說「耶穌」

會很尷尬。這次真的是打破語言隔膜，看到全隊人都是盡心

服侍，令我也能放膽地跟柬埔寨人說耶穌多好，和耶穌在我

們每人身上作了大事。	  
尤其是在做手工的時候，一般都是沒有枱的，所以只好

在地上做。看到各位隊友都是放下身段，無論年老年輕，都

會蹲下來和小朋友去做手工。從他們當中的笑容，我看到他

們是甘心去這樣作的。這讓我更加體會到，我以前的校訓「非

以役人，乃役於人」是甚麼意思。各個隊友都真的有基督的

樣式放下身段去服侍人，還要是作在那最小一個的身上。	  
還有就是在最後一天去探訪拿撒勒教會，本以為最後一

天會是較輕省的工作，想不到會是最具挑戰性的一次。那是

一 間 家 庭 教

會，是一位姊妹

不 但 奉 獻 她 自

己，還有她奉獻

自 己 的 家 出 來

給村民聚會。在

早上九時，我們

一 到 達 的 時 候

就 見 到 約 數 十

個 的 小 孩 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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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弟兄姊妹在等候我們。很高興見到這麼多小朋友在炎熱

的天氣下，仍然可以不發怨言地坐在地上，只有一把風扇在

吹，大家都在流汗。有一位小朋友見到我們狼狽辛苦，特地

跑回家把電風扇拿來給我們涼快一些，真的令我很感動。還

有是那位奉獻自己的姊妹，她對我們說出她的心志和需要，

我們便為她祈禱。更令人感動的是她的女兒，見到母親年紀

漸老，她亦願意裝備自己，為主去服侍人。	  
這次的短宣服侍，我感覺到自己有不少得著，學會機動

性的服侍和禱告的加力。與其說這次是要請假及付上金錢去

短宣服侍，我會說這次是我在靈裡的充電，不但令我有深刻

的體會，亦讓我在服侍主的事上更加有能力繼續走下去。希

望神讓我這團火繼續燃燒，並有機會再參加短宣服侍，榮耀

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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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柬埔寨短宣服侍體驗  

屯門堂：陳瑋琪姊妹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到柬埔寨參與今次的短宣服侍，亦

讓我經歷上帝的保守和醫治。無論在出發前或回程後，短宣

隊員都是切切為彼此祈禱。不論是大家的需要，抑或是生病

需要醫治的隊員及家人，只要大家提出，我們就同心為對方

代求。	  
到達的第一天，我們參觀了罪惡博物館，這是柬埔寨當

年發生內戰時用來關著知識份子的集中營的原址。在博物館

中，除了看到人類因自私和仇恨所帶來的恐怖，更感受到當

地人因歷史而帶來的不安和恐懼。這讓我深深體會柬埔寨這

個地方是極需要福音，他們需要真正的平安和自由。	  
其中有兩個片段想分享，也是整個旅程讓我最難忘的片

段。短宣過程中的星期日，我們到了 Happyland 孤兒院與小

朋友們一起守主日。當我看到他們每一個都非常專心，合上

眼，舉起手來唱詩敬拜神，我相信當時每一位短宣隊員都能

感受到小朋友們渴望敬拜主的心，感受到他們單純想親近主

的心。雖然他們生活上缺乏物質的滿足，但他們的臉上總掛

著最燦爛的笑容。我反過來問自己，當我生活上有欠缺時，

我還懂得感恩嗎？我們看似一無所缺的生活，反而會成為我

們單純敬拜創造主的阻礙嗎？	  
另一個片段是發生在我們最後一天在柬埔寨服侍的一間

家庭教會內。當天早上，我們抵達的時候，已看到教會中有

五六十個小朋友排得整整齊齊來迎接我們，為我們獻唱及朗

讀聖經。雖然連同短宣隊員在內，這小小的空間差不多容納

了八十人，但小朋友都很專心聽我們分享見證、看我們演話

劇、與我們一起做小手工。其中有位小朋友因為看到大家都

好熱，他就跑回家把家裡的電風扇搬到教會內，為的只是希

望讓我們涼快一點。其實這教會的女傳道人亦一樣，當她領

受了主的救恩後，她大可以繼續過她的生活，用不著奉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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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家作教會。但她卻決心要傳揚主的福音，無論遇到多大

的困難也不放棄。雖然他們的生活的確稱不上富足，但卻因

為他們總能與人分享他的所有，所以他們的心靈都是最富足

的！	  
當我們身處香港這個豐富的環境中，我們比他們可以做

的豈不是更多？當我看到柬埔寨人的樂於分享，我想不到任

何理由使我卻步，不去分享。無論是福音、是物質、甚或只

是一個微笑和擁抱，我可以分享的總有很多。	  
這次短宣的經歷，不單讓我看見上帝的作為；更讓我看

到，當主與我一起時，我可以走得有多遠。「王要回答說：我

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25：40)	   一次短宣所能做的可

能很有限，但主卻不是要我們都做偉大的事，即使只做在最

小的一個弟兄身上，我們所能得著的都超乎想像。願一切榮

耀都歸與主，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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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柬埔寨短宣體驗團感受              

大埔堂：游敏嘉姊妹 

 

一年前，我原本打算到柬埔寨做一些義工服務，最終轉

折下選擇了別的地方。而言，柬埔寨的需要一直也放在我的

心裡。因此，當聽到區會舉辦到柬埔寨時，我二話不說就決

定報名參加，內心一直很期待這次的旅程。 

報名後，內心的爭扎漸漸浮現，這次的短宣隊來自不同

堂會，而我沒有相熟的弟兄姊妹參加，甚至未能認清楚隊友

的名字，不禁擔心自己和隊友的相處。另外，下年升上大三

的我，一直計劃這個暑假去做一些實習，汲取經驗。有兩間

心儀的公司也提供了面試的機會，但因為我到了柬埔寨，不

在香港，未能出席。出發前，其他實習一直未有回音，心裡

難免有點著急。感恩禱告後，上帝堅固了我的信心，我深信

神必會我預備最合適的。 

這次的短宣主要服務對象是貧窮人及孤兒院，我們準備

了一些兒童活動及關康服務。感恩上帝讓我們有更好的配

搭，各有恩賜，在主愛中，分享主愛。透過與隊員的相處，

大家愛心問候，熱切事奉，漸漸消除了出發的前的憂慮，令

我更體會到主內一家，互為肢體，彼此相愛。 

整個旅程中，我最深刻是到探訪孤兒院。我們腦海想像

中的孤兒，總是愁眉苦臉，自少失去親人，日子必定很難過。

相反，這裡的小孩面上總掛著天真爛漫的笑容，而整間孤兒

院佈置了一幅幅色彩繽紛的圖畫。我深深體會到，上帝很愛

我們每一位，包括這班失去父母的小孩子，祂感動許多人到

這裡，把愛帶給他們。從這群小孩身上，我感受到從上帝而

來的喜樂，不禁令我反思，即使我們身在香港，有著豐富的

物質，卻很多時候未能學懂感恩知足。即使當地只流行柬埔

寨文，語言沒有成為我們的阻隔，我們用肢體語言和簡單的

英語和他們溝通，玩遊戲，唱詩歌，他們單純愛主的心，很

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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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上帝讓我有機會參加這次到柬埔寨的事奉，讓我看

到上帝的信實及恩典，求主繼續祝福及帶領這個地方，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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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是一份恩典                
元朗堂：黎智生牧師 

 

參加了區會福音事工部宣教事工小組主辦的柬埔寨短宣

服侍，被委任為這次活動的領隊，原因大概是身為福音事工

部的主席，職責所在。然而，自己能夠參與其中，更感覺是

一份恩典。 

恩典是因為能夠到柬埔寨開眼界。不要以為這是一次旅

遊的機會。有人問我：有沒有趁機參觀一下被聯合國列為世

界文化遺產的吳哥窟古蹟？我說：沒有！在柬埔寨七天，每

天都忙著到不同的教會和孤兒院。至於吳哥窟，只能在柬埔

寨的國旗上看到。 

當然，參觀還是有的。我們參觀了「紅色高棉罪惡博物

館」(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這裡本來是一所中學，

1975-79 年被用來關押政府高官和知識份子。這裡記錄了人性

中 陰暗的一面：因為不同政治理念和個人權勢，居然可以

用這樣殘暴的手段對付自己的同胞！面對墮落的人性，我們

更需要仰望上帝的恩典。 

柬埔寨這個國家可說是百廢待舉。可幸的是基督的福音

隨著聯合國人員約在二十年傳入。我們看到，上帝的恩手藉

著教會的傳道服務，醫治和重建這個國家。教會各方面的資

源都非常缺乏，但我們看到當地的傳道同工和信徒，以單純

的信心，充滿熱誠地去服侍。這確是上帝恩典的明證！ 

恩典，又是因為能夠和來自各堂的弟兄姊妹一同事奉。

我們有好些先前並不認識，但經過四次集訓和七天的行程，

大家都變得熟絡了。特別在這七天，各人按著恩賜和才幹，

同心做好每一場聚會，包括獻詩、話劇或分享見證。至於服

侍，包括家訪，與兒童一起做手工，為成人作身體檢查等。

在酷熱的天氣下事奉雖然辛苦，但大家的心靈都是充實的。 

在檢討會上，大家分享這次短宣服侍的感想。我的分享

很簡單：當大家都注目上帝的作為，同心合意去事奉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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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實在輕鬆容易！感謝上帝給予事奉的恩典！ 

本文同時刊於元朗堂 9-6-2013 崇拜週刊《牧思話》，經

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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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柬埔寨短宣見證分享                  

屯門堂：梁靜雯姊妹 

 

柬埔寨給我的形象是有一個很美地方叫吳哥窟，是旅遊

當地必到的地方。另外就是在第一次越戰期間，在柬埔寨東

部被埋下了大量地雷，其餘就一無所知。 

今次是我第一次去柬埔寨，亦是第一次的短宣服侍。在

柬埔寨市區的地方，驟眼看並不太落後，但當我們落村和去

垃圾山探訪時，場面完全不一樣。我們探訪的垃圾山，雖然

現時已沒有新的垃圾會再倒進去，但居住環境和衛生情況確

實是很差，我們主要為居民提供了關康服務、健康講座和小

朋友的活動。 

讓我感受 深的是他們雖然生活環境很差，但他們努力

為每一天生活，亦關注自己的健康，小朋友臉上亦滿有可愛

的笑容。相比我們生活在香港，我們亦有貧富懸殊，社會資

源分配並未完善等問題，但有時我們是否為了很少的事情，

便輕易憤怒、埋怨和放棄，抱怨別人和社會做得如何不足，

應該如何改善…。但是我們有沒有思想過，自己努力過多少

呢？其實我們已擁有很多了，我們是否有好好善用和珍惜。 

天氣雖然很熱，言語亦不通，需要透過翻譯才能轉達我

們的意思。但希望透過我們的服侍，讓他們知道，一群來自

香港，與他們並不認識， 沒有共同的言語和文化背景，為何

會走到他們當中，這是因為…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縱

使是微小的行動，但願在他們心中留下種子，讓他們感受到

神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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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拿撒勒教會的服侍       	   	   	   	   	   	   	   	   	   	   	   	   	   	  
屯門堂：羅達雄牧師	  

	  
在柬埔寨短宣服侍最後一天，我們來到金邊市郊一條小

村莊服侍，那裡有一間稱為拿撒勒的教堂。這間教堂是一間

鐵皮屋，約有七百呎面積，是負責教堂那位女傳道的家，屬

前舖後居的小教堂；而她的女兒在教堂開辦識字班，讓失學

兒童可以有機會學習，藉此接觸更多村莊內的學生與家長，

從而將福音傳開。	  
我們抵達時，早已有 50 多位小朋友排好隊等候我們。一

見到我們出現就起立一邊拍手一邊唱了幾首柬埔寨詩歌，作

為熱烈歡迎的表示。我們就站在門外也唱了幾首短歌，是以

不純正的柬埔寨語唱出的短歌，我們這些陌生人竟然唱出他

們的歌，令小朋友十分驚訝，於是也加入一起和唱，熱烈的

氣氛隨之而升起。甫唱畢，小朋友向我們報以雷動的掌聲，

我們就在此窄小的教堂展開服侍。在見證分享時，一位隊員

分享她母親在我們出發前一個禮拜，證實患上癌症，全家人

立時陷於愁雲慘霧中。姊妹是全家惟一的基督徒，她靠著主

的恩典與能力，又得短宣隊員在 whatsapp	   多方的鼓勵與代

禱，使姊妹與家人共同勇敢面對危難。出發前一天母親做了

手術，直到晚上她見母親情況穩定了，翌日就跟我們出發到

柬埔寨服侍。她的見證很淺白，透過傳譯告訴小朋友：耶穌

是會幫助每一個人的，小朋友都被見證深深打動了。	  
之後我們演出默劇-‐-‐-‐祂是誰，舞台就是很多人踏過的門

口，但演員都十分投入去演那齣劇目，就連最後一幕兩位男

角要倒在地上，他們也毫不猶疑先後躺臥在泥土塵沙中扮

死，真的令人感動。我知隊員不單是為小朋友而演，更是藉

此獻給我們所事奉的神。他們活靈活現的演出，令小朋友多

次掌聲不止。之後我們與小朋友做手工，因場地窄小，我們

只得分組，由隊員協助。手工完成後，小朋友拿著彩虹風箏

走出教堂，在村莊的小徑上往來奔跑，一時之間，令荒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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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幾許色彩。看到他們臉龐上流露出喜悅之神色，我們就不

枉在那熾熱及窄小的地方服侍。在派發糖果後，小朋友都帶

著滿足的心散去。	  
跟著我們與教會的同工交流分享，在對談之間，讓我們

了解拿撒勒教會的情況。他們的信徒多是困苦窮乏的，加上

缺少外間的支援，一切所需都得仰賴神的供應。所以他們的

服侍都是非常艱苦，但女傳道心中火熱，矢志要把福音廣傳

給村民。交流會結束後，隊員就圍著女傳道及同工們，一起

誠心為他們祈禱和祝福，將他們交在神的恩手中。最後隊員

憑各人心中的感動，奉獻資助他們事工的需要。那一刻真是

愛的流露，令拿撒勒教會的同工們得著安慰及鼓勵。而隊員

也在這次服侍中，生命再一次被建立起來，更印證主耶穌所

說：「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 

每一次參加宣教活動，各人肯定會有不同的領受。這次

柬埔寨短宣服侍，讓我們又一次經歷神的帶領，有超乎想像

的平安。神亦向我們打開另一扇門，讓我們看見其他國家民

族，對基督福音深切的渴求，以致我們都想回應神的感召。

去年柬埔寨短宣服侍後，我曾問一位隊友是否會再次參加，

對方思考一陣，然後望著我說：「食過好野之後，自然想再

食的。」參加過第一次短宣的人，當他發現神在各宣教工場

那奇妙的作為，又感受到各處福音的需要，他一定會想再次

踏進宣教工場去的。我們未必能作甚麼偉大的工作，或拯救

千萬的靈魂，但正如馬禮遜到中國之前，有人問他是否能挽

救中國很多的靈魂，他回答：「我不能，但我知道神能！」

我們回港幾天了，隊員之間已在whatsapp相約明年再參加短

宣服侍。感謝讚美神，因祂的慈愛永存，神的感召能常在祂

兒女中間！ 

本文原刊於屯門堂 2-6-2013 崇拜週刊《牧者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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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區會柬埔寨短宣體驗團感受 	   	   	   	   	   	   	   	  
田景堂：周靜儀姊妹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 6：10）	  
參加這次短宣，實在是神對我的恩典！其實一直以來，

我對短宣興趣不大，即使近如廣州，我從沒有想過要參加。

但這次區會辦的柬埔寨短宣，不知為什麼，聽到小組姊妹分

享後，我竟然不敢去細想，因為我心知這次神催逼我要去，

但是我自己多次拒絕神的催逼，內心掙扎不已。直至一天早

晨靈修時，聖靈不斷的呼召，我知道我不能再消滅聖靈的感

動，並且有小組姊妹的引證，我便回應天父的呼召，參加這

次短宣。	  
這次短宣的行程中，我們主要探訪及服務的對象是貧窮

人及孤兒，包括彩虹橋愛滋孤兒院、Happyland 孤兒院及

UNCAS 院舍，亦有到村落探訪及到垃圾山為居民舉行關懷健

康活動。對我而言，最令我扎心的，是到垃圾山為居民舉行

關康活動。	  
住在垃圾山的居民的生活，實非生活在香港的我們所能

理解。他們以撿垃圾為生，務求在別人認為是垃圾堆的裡面

找出可以變賣的東西，看到他們在垃圾中拾起一個個的膠

樽，珍而重之的把每一個抹乾淨，希望能賣得多點錢，目的

只有一個，就是為生活。大部分小孩都是赤腳在垃圾中行走，

在烈日當空下，為了涼快一點，很多小朋友都赤身露體。有

些居民把飯粒放在筲箕上曬，但是同時有數以十計的蒼蠅在

食物上飛，甚至停留在上面！雖然生活如此艱苦，但是當我

們以生硬的柬埔寨文向他們問候時，他們都是以笑容來回應

我們。在我們舉行關康活動時，他們那充滿感激的眼神，挒

嘴大笑的樣子，雖然言語不通，但我也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快

樂和感謝！	  



柬埔寨金邊短宣體驗團 2013	  

	   44	  

還有到 Happyland
孤兒院探訪，當中和小

朋友一起敬拜的片段，

也 令 我 十 分 難 忘 和 感

動！我們和小朋友一起

唱詩敬拜，他們年紀雖

小，有的甚至只有四、

五歲，看到他們唱詩的

時候，雖然我聽不明白

他們詩歌的內容，但是

看到他們閉起雙眼、高舉雙手敬拜主，既投入，又單純，讓

我看到他們那份單單倚靠神的信心和渴慕，誰能否定神在他

們身上施的恩典！相反，在香港生活的我們，不要說是小孩，

甚至是成人，在崇拜和講道的時候，有多少人是看著手提電

話，或是和旁邊的人細細私語？「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

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太 18：3）

神呀，求你教導我有如這群小孩子對你的愛慕和信靠！	  
在這次短宣中，我體驗

到柬埔寨人看似很貧乏，但

是，當他們認識神之後，他

們的心靈可能比我的更滿

足！在這次旅程中，施予的

不是我，其實是他們！我更

深深地體會到，在這片土地

上傳揚神的福音，是多麼的

重要！「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 28：19）	  
天父對我真好！祂讓我參加這次短宣，不但讓我看到神

在柬埔寨這片土地上的作為，並且讓我重整對祂的信和愛！

在這次短宣中，能認識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我們一同以耶

穌基督的心服侍柬埔寨人，並且彼此照顧，這也是我的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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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獨自一人奔走耶穌的路，願天父堅固我們的愛，復

興我們的心，讓神的福音能傳到地極！	  
p.s.	   我們回程時在機場碰上 Nick，並與他合照，都是神給

我們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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