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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及機構同工組課程】

【信徒組課程】

由里斯本到澳門 一
我們的承、我們的傳

名副其實信耶穌〜
深探〈哥林多前書〉

五百年之前的宣教者，緊隨著葡萄牙的航海發現，

原來「信耶穌」不單單是期望上天眷佑，從

創路來到亞洲。他們由里斯本出發，繞過非洲，到達印

此定時出席教會聚會，甚至隨意給出一些錢財來資助

度的果阿，之後到達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然後來到中華

工作。信耶穌是徹底的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讓上主

大地的澳門。你尋訪過澳門的果阿街和馬六甲街嗎？大

管治人生。這正是〈哥林多前書〉的精警信息。

家都在承接著五百年之前的先行者；你知道承接住甚麼
嗎？你要怎樣續傳下去？

日期：2019 年 10 月 06 日，20 日，27 日，

活出

款待 之道

11 月 3 日及 10 日 ( 星期日 )，共 5 堂。
日期：2019 年 10 月 14-15 日（星期一及二）

時間：下午 2:30-5:30

時間：上午 9:30 至中午 12:30；下午 2:00-5:00

費用：Mop300

費用：Mop300

上課地點：澳門宣道會宣道中心

截止報名日期：2019 年 9 月 15 日 ( 星期日 )

 「由里斯本到澳門 - 我們的承、我們的傳」 m「名副其實信耶穌〜深探〈哥林多前書〉」
m女

姓名：＿＿＿＿＿＿＿＿＿＿＿＿＿＿＿＿＿＿＿＿＿＿＿＿

性別：m 男

職業：＿＿＿＿＿＿＿＿＿＿

學歷：＿＿＿＿＿＿＿＿＿＿

所屬堂會：＿＿＿＿＿＿＿＿＿＿＿＿＿＿＿＿＿＿＿＿＿

受洗教會：＿＿＿＿＿＿＿＿＿＿＿＿＿＿＿＿＿＿＿＿＿＿

受洗日期：＿＿＿＿＿＿＿＿＿＿年＿＿＿＿月＿＿＿＿日

通訊地址：＿＿＿＿＿＿＿＿＿＿＿＿＿＿＿＿＿＿＿＿＿＿

電話：＿＿＿＿＿＿＿＿

電郵：＿＿＿＿＿＿＿＿＿＿＿＿＿＿＿＿＿＿＿＿＿＿＿＿

填寫日期：＿＿＿＿＿＿＿＿＿＿年＿＿＿＿月＿＿＿＿日

年齡：＿＿＿＿＿

手機：＿＿＿＿＿＿＿＿＿＿

在近 20 多年，香港和澳門的外傭工數字不斷

甄鳳玲博士

上升。在 2016 年，香港的外傭人數達至 352,000

現職伯特利神學院心理學博士課程主任
宣教士的關顧者

人，截止 2018 年 12 月，本港外傭超過 38 萬（無
線新聞 2019-01-19）。菲律賓和印尼為本港提供約

筆 者 的 教 會 屹 立 在 香 港 已 超 過 110 年， 致 力

98% 的外傭，其餘的 2% 則來自印度、泰國、斯里

傳揚福音，包括教育工作、關懷工作等；在過去

蘭卡及孟加拉等地區。澳門所有非本地勞工大部分

10 年，我們也學習開放空間去接待印尼姐姐。起

來自中國內地、台灣和香港，其餘的是外國人。菲

初，我們都認同這是一個服侍的契機，觀乎數目

律賓外勞人數在 2018 年 5 月增至 22,803 人，所有

之多，而不少的僱主亦是教會肢體。可是，我們

菲律賓工人中有 48.5% 的人受聘為家庭傭工。其他

也聽到不同意的聲音：與其投放資源在印尼姐姐身

主要外勞來自越南、印尼和尼泊爾。

上，倒不如集中在本地的弱小社群。我相信擁有此
觀念的僱主只屬少數，但亦不排除「我族主義」
(ethnocentrism) 暗暗地影響著。此情況在告訴人與

電

話：2859 1495

傳

真：2859 1431

電

郵：mati@cmamacau.org

辦公室地址：澳門美副將大馬路 48-48D 萬基工業大廈 4 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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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間潛藏著排他性 (exclusion) 和不願意彼此接待

督 印 人：吳金煌牧師

(inhospitality)。教會應如何彰顯款待？首先讓我們

主

從經文中學習如何款待人。

編：吳劉月明師母

執行編輯：吳劉月明師母、葉錦樺姊妹
顧 問 團：區伯平牧師、黎嘉禮牧師、吳艷嫻博士、
蕭壽華牧師、曾錫華博士、翁競華牧師
設計排版：螢設計 Glimmer Design
印

月號

刷：滙豐印務 Vui Fong Printing

印刷數量：1,000 份

 本人願意為「澳宣培訓中心」及其事工代禱。
 本人願意奉獻支持「澳宣培訓中心」。
奉獻方法：
1.

以劃線支票連同本表格一併郵寄至本中心，抬頭請寫「澳宣培訓中心」。

2.

將款項直接存入本中心在澳門華僑永亨銀行之戶口（澳門幣：834827-100 / 港幣：822078-101），

3.

親臨本中心奉獻。

把存款收條連同本表格郵寄或傳真至本中心，以便記錄及分發正式收據。

 本人想繼續索閱每期季刊。
姓名（個人 / 教會 / 機構）：＿＿＿＿＿＿＿＿＿＿＿＿＿＿＿＿＿＿＿＿＿＿＿＿＿＿
地址：＿＿＿＿＿＿＿＿＿＿＿＿＿＿＿＿＿＿＿＿＿＿＿＿＿＿

電話： ＿＿＿＿＿＿＿＿＿

手機：＿＿＿＿＿＿＿＿＿

電郵：＿＿＿＿＿＿＿＿＿＿＿＿＿＿＿＿＿＿＿＿＿＿＿＿＿＿

填表日期：＿＿＿＿＿＿年＿＿＿月＿＿＿日

路加福音十四章 15-24 節描述大筵席。到了

最後願意接受洗禮，皆因她們在這裡得到真誠的款

坐席的時候，主人打發僕人去邀請人赴宴。有人卻

待。「款待」，需要有人願意傾聽，讓她們傾吐所

因買地，有人因買牛，有人才娶妻，推辭赴宴。既

有的傷痛與要求，並察覺她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然這些「有體面的人」推辭了，主人要僕人去邀請

這需要時間與耐心，因為她們害怕揭露自己，不會

城內的殘障者及城外的流浪漢，這是指猶太人及外

輕易說出內心的話。要讓她們感受到群體沒有論斷

邦中那些願意接受神的人。這比喻表示：神是恩慈

她，且能真正瞭解她。她們需要有人傾聽，時常引

其一是神的作為：「延福鑰匙」─基督的救贖、神的呼召和差遣；其二是「延福列車」，任務就是延福萬族。神呼

的，祂樂意邀請人進入天國，願意接納所有就近祂

導、支持、給予安全感，並鼓勵幫助她們發掘自己

召列祖、以色列民、耶穌的門徒和教會，構成「延福列車」，穿越歷史。至今「延福列車」仍在前進中，直到主再來，

的人，但人卻不可輕忽以對。另外，在馬太福音廿五

的能力，進而承擔責任。

將被贖的人類以榮耀的身體進入新天新地─神要人類重尋的福境。

章 31-46 節的比喻指出，那些去為那些「微不足道」

學員

你也可以作延福使 -- 張恩真傳道

感

言

藉著「福境重尋之路」課程，使我從新的角度看神對人類的賜福。課程中研讀《福境重尋：延福萬族的聖經基礎》
一書，從創世記 11 章至啟示錄 21 章，探討神要賜福萬族的偉大計劃。
「福境重尋」乃指神要將犯罪的人類帶回祂所預備的福境。過程中神選召人和祂同工。「福境重尋的大計」有兩部分，

「延福萬族」是將神要賜給人類的祝福延伸到萬族。蒙神呼召及差派前往萬族當中傳遞祝福的信徒就是「延福使」。
「延福服侍」強調要有謙卑、愛心和捨己的態度，並非只重視聽信福音的人數，更要以聖經真理使福音對象的文化

的人所做的事，就是為上帝所做的。義人所做的是

筆者觀察到在我們的教會內，很多時對新來的

「微不足道」的事，對他們自己來說，是那麼不值

朋友顯得比較冷漠，或會象徵式地歡迎他們，可是

教會是「延福列車」的第四卡，作為教會的一分子，我們責無旁貸，既是責任也是特權。聖經使徒行傳記述，當聖

一提，所以他們不假思索就做了，以致當他們得到

有多少弟兄姊妹願意和新朋友交談，更遑論邀請他

靈降臨時教會誕生了，而且聖靈內住在凡信靠耶穌基督的人身上。

主的獎賞時，竟然感到非常詫異。這完全是生命自

們一同飯聚。但這班印尼姊妹，不但沒有視我這個

然的流露，行為不是得救的根據，但卻是生命的證

訪客為陌生人，只要我跟她們說一聲「你好嗎」(Apa

據。從這個比喻來看，教會要學習款待他人，而款

kabar)、「謝謝」(Terima kasih)，她們便會把你當

待向來都是冒險的舉動，特別是陌生人（包括印尼

作朋友般看待，會很關心你，使你很快便融入這個

姐姐）。如果我們不希望一輩子窩在安全舒適的地

大家庭！對我來說，選擇在印尼教會實習本來是去

首先感謝這個課程的導師用了八堂的時間，教導我們明白這本書的內容。由於原作者的聖經知識和宣教經驗豐富，

方，或者不希望繼續淪為罪或自我主義的奴僕，期

服事印尼姐姐；然而，在這「偶遇」中，卻讓我經

書本共有 176 頁，分八章來闡述上帝為犯罪的人類精心策劃了一個大計，如何把萬族重新帶領到將來的福境—新天

望邁向應許之地得自由，就需要不斷接受挑戰。

歷了被款待，她們不因我不諳印尼語而排斥我。所
以，在我實習將要結束時，我烘焙了 80 個小鬆餅

更新。

感謝神，每一個神的兒女都能成為「延福使」，與教會中的弟兄姊妹並行前進，將神的各樣祝福帶入人群中！

感恩。感言 -- 陳佩貞傳道
透過重溫《福境重尋：延福萬族的聖經基礎》這本書，我才發現昔日踏上宣教之路，是何等蒙福和感恩的決定，也
想不到自己至今仍然留在宣教工場超過十年了！

新地去，即是將聖經從舊約的創世記到新約的啟示錄的內容都概括包含了。因此，每一堂都十分豐富和精彩。「宣
教」這個課題對我們基督徒來說，是畢生受用的，要窮一生學習和實踐的功課，所以非常多謝導師的指引，更多謝
作者的努力，將神的心意和屬性彰顯，盼望祂的兒女得著這條「延福鑰匙」，倚靠聖靈的能力，成為這輛「延福列車」

因修讀跨文化宣教課程，筆者於 2014 年選擇了

(muffins) 作回饋。這群印尼姊妹藉著接待我而接待

的一份子，繼續被神使用，將應許和福氣傳遞給他們的世代，直到永遠！

在香港一間印尼姐姐教會實習。在那裡整整一年的

了主，而我被接待之後，願意將此愛心延續下去，

對我來說，這是一本非常值得參考的差傳書籍，讓我可以清楚領受上帝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如經上所記：「神

時間，每主日參加崇拜，然後小組聚會，還有愛筵

主的名字得以被高舉。教會若有愛，就能吸引人；

等。還記得第一次參加她們的聚會時，我被她們投

吸引人的教會，就是接待人的群體，而款待是教會

入的敬拜態度、盡情獻唱所吸引；在小組中，她們

朝氣蓬勃的一種表現。

都很樂意分享她們自己的需要；在愛筵中她們殷勤

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
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林前 2:9-10）

新啟迪 -- 葉錦樺
參加「福境重尋之路」課程，感謝導師悉心教導；作為學員，獲益良多。其中有以下新啟迪：

接待，我亦學習與她們一起做清潔和洗碗碟工作。

筆者非常贊同「方舟之家」(L’Arche) 的創辦人

1. 新名詞：「福境重尋之路」課程以《福境重尋—延福萬族的聖經基礎》一書作教學藍本，作者提出因應踏入新時

與她們建立關係之後，她們願意跟我分享，原來她

范尼雲 (Jean Vanier) 所說：「一個拒絕接待外人的

代為使未信群體容易明白一些概念，本書起用了一些新名詞：如以「延福」取代「宣教」和「差傳」兩名詞；「賜福」

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成長的故事，她們當中不少人

群體，靈性瀕死。」(A community which refuses

經歷過重大的心理創傷。這些印尼姐姐離鄉別井，

to welcome is dying spirituality.)1 藉著上帝，讓基

來到香港當家庭傭工，經「同鄉」介紹來到教會，

督徒拆毀世界上隔斷的牆，成為祂的見證人！

是神對人最基本心意。
2. 新學習：神賜下不同性質的「福」讓「延福使」有學習和鼓勵：
「神同在的福」：竭力維繫神和人的關係，祂同在；而「延福使」應立志守約不離棄神。
「物質性的福」：不必憂慮事工須要的供應，可有足夠安全和知足。
「使命性的福」：讓人有人生方向和意義，最終使人得福。

從未曾接觸基督教，到逐漸停留在這裡參加聚會，

「發展性的福」：「延福使」可有積極盼望，相信神必參予按時賜福，而不致對事工未
見果效而消沉抱怨或失去鬥志。
1. 范尼雲：《活出群體的美好》，( 台北﹕校園書房，2013)，頁 356。

「社群性的福」：「延福使」可以與同工同行，在未信群體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道德性的福」：可持守聖經道德標準，在社會作鹽作光。
「萬族性的福」：胸懷普世，跨越種族國界。
「救贖性的福」：活出被得贖的人生，藉言行傳揚福音。
所以經上說：「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 10:15 下）

感言 -- 馮紫雲
福境重尋課程添增認知

良師用心教導系統講解

神賜福人延福萬族真理

延福鑰匙啟動延福列車

作延福使共成重尋大計

明白神延福心意活用之

福境

重尋之路課程

路加福音十四章 15-24 節描述大筵席。到了

最後願意接受洗禮，皆因她們在這裡得到真誠的款

坐席的時候，主人打發僕人去邀請人赴宴。有人卻

待。「款待」，需要有人願意傾聽，讓她們傾吐所

因買地，有人因買牛，有人才娶妻，推辭赴宴。既

有的傷痛與要求，並察覺她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然這些「有體面的人」推辭了，主人要僕人去邀請

這需要時間與耐心，因為她們害怕揭露自己，不會

城內的殘障者及城外的流浪漢，這是指猶太人及外

輕易說出內心的話。要讓她們感受到群體沒有論斷

邦中那些願意接受神的人。這比喻表示：神是恩慈

她，且能真正瞭解她。她們需要有人傾聽，時常引

其一是神的作為：「延福鑰匙」─基督的救贖、神的呼召和差遣；其二是「延福列車」，任務就是延福萬族。神呼

的，祂樂意邀請人進入天國，願意接納所有就近祂

導、支持、給予安全感，並鼓勵幫助她們發掘自己

召列祖、以色列民、耶穌的門徒和教會，構成「延福列車」，穿越歷史。至今「延福列車」仍在前進中，直到主再來，

的人，但人卻不可輕忽以對。另外，在馬太福音廿五

的能力，進而承擔責任。

將被贖的人類以榮耀的身體進入新天新地─神要人類重尋的福境。

章 31-46 節的比喻指出，那些去為那些「微不足道」

學員

你也可以作延福使 -- 張恩真傳道

感

言

藉著「福境重尋之路」課程，使我從新的角度看神對人類的賜福。課程中研讀《福境重尋：延福萬族的聖經基礎》
一書，從創世記 11 章至啟示錄 21 章，探討神要賜福萬族的偉大計劃。
「福境重尋」乃指神要將犯罪的人類帶回祂所預備的福境。過程中神選召人和祂同工。「福境重尋的大計」有兩部分，

「延福萬族」是將神要賜給人類的祝福延伸到萬族。蒙神呼召及差派前往萬族當中傳遞祝福的信徒就是「延福使」。
「延福服侍」強調要有謙卑、愛心和捨己的態度，並非只重視聽信福音的人數，更要以聖經真理使福音對象的文化

的人所做的事，就是為上帝所做的。義人所做的是

筆者觀察到在我們的教會內，很多時對新來的

「微不足道」的事，對他們自己來說，是那麼不值

朋友顯得比較冷漠，或會象徵式地歡迎他們，可是

教會是「延福列車」的第四卡，作為教會的一分子，我們責無旁貸，既是責任也是特權。聖經使徒行傳記述，當聖

一提，所以他們不假思索就做了，以致當他們得到

有多少弟兄姊妹願意和新朋友交談，更遑論邀請他

靈降臨時教會誕生了，而且聖靈內住在凡信靠耶穌基督的人身上。

主的獎賞時，竟然感到非常詫異。這完全是生命自

們一同飯聚。但這班印尼姊妹，不但沒有視我這個

然的流露，行為不是得救的根據，但卻是生命的證

訪客為陌生人，只要我跟她們說一聲「你好嗎」(Apa

據。從這個比喻來看，教會要學習款待他人，而款

kabar)、「謝謝」(Terima kasih)，她們便會把你當

待向來都是冒險的舉動，特別是陌生人（包括印尼

作朋友般看待，會很關心你，使你很快便融入這個

姐姐）。如果我們不希望一輩子窩在安全舒適的地

大家庭！對我來說，選擇在印尼教會實習本來是去

首先感謝這個課程的導師用了八堂的時間，教導我們明白這本書的內容。由於原作者的聖經知識和宣教經驗豐富，

方，或者不希望繼續淪為罪或自我主義的奴僕，期

服事印尼姐姐；然而，在這「偶遇」中，卻讓我經

書本共有 176 頁，分八章來闡述上帝為犯罪的人類精心策劃了一個大計，如何把萬族重新帶領到將來的福境—新天

望邁向應許之地得自由，就需要不斷接受挑戰。

歷了被款待，她們不因我不諳印尼語而排斥我。所
以，在我實習將要結束時，我烘焙了 80 個小鬆餅

更新。

感謝神，每一個神的兒女都能成為「延福使」，與教會中的弟兄姊妹並行前進，將神的各樣祝福帶入人群中！

感恩。感言 -- 陳佩貞傳道
透過重溫《福境重尋：延福萬族的聖經基礎》這本書，我才發現昔日踏上宣教之路，是何等蒙福和感恩的決定，也
想不到自己至今仍然留在宣教工場超過十年了！

新地去，即是將聖經從舊約的創世記到新約的啟示錄的內容都概括包含了。因此，每一堂都十分豐富和精彩。「宣
教」這個課題對我們基督徒來說，是畢生受用的，要窮一生學習和實踐的功課，所以非常多謝導師的指引，更多謝
作者的努力，將神的心意和屬性彰顯，盼望祂的兒女得著這條「延福鑰匙」，倚靠聖靈的能力，成為這輛「延福列車」

因修讀跨文化宣教課程，筆者於 2014 年選擇了

(muffins) 作回饋。這群印尼姊妹藉著接待我而接待

的一份子，繼續被神使用，將應許和福氣傳遞給他們的世代，直到永遠！

在香港一間印尼姐姐教會實習。在那裡整整一年的

了主，而我被接待之後，願意將此愛心延續下去，

對我來說，這是一本非常值得參考的差傳書籍，讓我可以清楚領受上帝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如經上所記：「神

時間，每主日參加崇拜，然後小組聚會，還有愛筵

主的名字得以被高舉。教會若有愛，就能吸引人；

等。還記得第一次參加她們的聚會時，我被她們投

吸引人的教會，就是接待人的群體，而款待是教會

入的敬拜態度、盡情獻唱所吸引；在小組中，她們

朝氣蓬勃的一種表現。

都很樂意分享她們自己的需要；在愛筵中她們殷勤

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
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林前 2:9-10）

新啟迪 -- 葉錦樺
參加「福境重尋之路」課程，感謝導師悉心教導；作為學員，獲益良多。其中有以下新啟迪：

接待，我亦學習與她們一起做清潔和洗碗碟工作。

筆者非常贊同「方舟之家」(L’Arche) 的創辦人

1. 新名詞：「福境重尋之路」課程以《福境重尋—延福萬族的聖經基礎》一書作教學藍本，作者提出因應踏入新時

與她們建立關係之後，她們願意跟我分享，原來她

范尼雲 (Jean Vanier) 所說：「一個拒絕接待外人的

代為使未信群體容易明白一些概念，本書起用了一些新名詞：如以「延福」取代「宣教」和「差傳」兩名詞；「賜福」

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成長的故事，她們當中不少人

群體，靈性瀕死。」(A community which refuses

經歷過重大的心理創傷。這些印尼姐姐離鄉別井，

to welcome is dying spirituality.)1 藉著上帝，讓基

來到香港當家庭傭工，經「同鄉」介紹來到教會，

督徒拆毀世界上隔斷的牆，成為祂的見證人！

是神對人最基本心意。
2. 新學習：神賜下不同性質的「福」讓「延福使」有學習和鼓勵：
「神同在的福」：竭力維繫神和人的關係，祂同在；而「延福使」應立志守約不離棄神。
「物質性的福」：不必憂慮事工須要的供應，可有足夠安全和知足。
「使命性的福」：讓人有人生方向和意義，最終使人得福。

從未曾接觸基督教，到逐漸停留在這裡參加聚會，

「發展性的福」：「延福使」可有積極盼望，相信神必參予按時賜福，而不致對事工未
見果效而消沉抱怨或失去鬥志。
1. 范尼雲：《活出群體的美好》，( 台北﹕校園書房，2013)，頁 356。

「社群性的福」：「延福使」可以與同工同行，在未信群體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道德性的福」：可持守聖經道德標準，在社會作鹽作光。
「萬族性的福」：胸懷普世，跨越種族國界。
「救贖性的福」：活出被得贖的人生，藉言行傳揚福音。
所以經上說：「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 10:15 下）

感言 -- 馮紫雲
福境重尋課程添增認知

良師用心教導系統講解

神賜福人延福萬族真理

延福鑰匙啟動延福列車

作延福使共成重尋大計

明白神延福心意活用之

福境

重尋之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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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及機構同工組課程】

【信徒組課程】

由里斯本到澳門 一
我們的承、我們的傳

名副其實信耶穌〜
深探〈哥林多前書〉

五百年之前的宣教者，緊隨著葡萄牙的航海發現，

原來「信耶穌」不單單是期望上天眷佑，從

創路來到亞洲。他們由里斯本出發，繞過非洲，到達印

此定時出席教會聚會，甚至隨意給出一些錢財來資助

度的果阿，之後到達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然後來到中華

工作。信耶穌是徹底的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讓上主

大地的澳門。你尋訪過澳門的果阿街和馬六甲街嗎？大

管治人生。這正是〈哥林多前書〉的精警信息。

家都在承接著五百年之前的先行者；你知道承接住甚麼
嗎？你要怎樣續傳下去？

日期：2019 年 10 月 06 日，20 日，27 日，

活出

款待 之道

11 月 3 日及 10 日 ( 星期日 )，共 5 堂。
日期：2019 年 10 月 14-15 日（星期一及二）

時間：下午 2:30-5:30

時間：上午 9:30 至中午 12:30；下午 2:00-5:00

費用：Mop300

費用：Mop300

上課地點：澳門宣道會宣道中心

截止報名日期：2019 年 9 月 15 日 ( 星期日 )

 「由里斯本到澳門 - 我們的承、我們的傳」 m「名副其實信耶穌〜深探〈哥林多前書〉」
m女

姓名：＿＿＿＿＿＿＿＿＿＿＿＿＿＿＿＿＿＿＿＿＿＿＿＿

性別：m 男

職業：＿＿＿＿＿＿＿＿＿＿

學歷：＿＿＿＿＿＿＿＿＿＿

所屬堂會：＿＿＿＿＿＿＿＿＿＿＿＿＿＿＿＿＿＿＿＿＿

受洗教會：＿＿＿＿＿＿＿＿＿＿＿＿＿＿＿＿＿＿＿＿＿＿

受洗日期：＿＿＿＿＿＿＿＿＿＿年＿＿＿＿月＿＿＿＿日

通訊地址：＿＿＿＿＿＿＿＿＿＿＿＿＿＿＿＿＿＿＿＿＿＿

電話：＿＿＿＿＿＿＿＿

電郵：＿＿＿＿＿＿＿＿＿＿＿＿＿＿＿＿＿＿＿＿＿＿＿＿

填寫日期：＿＿＿＿＿＿＿＿＿＿年＿＿＿＿月＿＿＿＿日

年齡：＿＿＿＿＿

手機：＿＿＿＿＿＿＿＿＿＿

在近 20 多年，香港和澳門的外傭工數字不斷

甄鳳玲博士

上升。在 2016 年，香港的外傭人數達至 352,000

現職伯特利神學院心理學博士課程主任
宣教士的關顧者

人，截止 2018 年 12 月，本港外傭超過 38 萬（無
線新聞 2019-01-19）。菲律賓和印尼為本港提供約

筆 者 的 教 會 屹 立 在 香 港 已 超 過 110 年， 致 力

98% 的外傭，其餘的 2% 則來自印度、泰國、斯里

傳揚福音，包括教育工作、關懷工作等；在過去

蘭卡及孟加拉等地區。澳門所有非本地勞工大部分

10 年，我們也學習開放空間去接待印尼姐姐。起

來自中國內地、台灣和香港，其餘的是外國人。菲

初，我們都認同這是一個服侍的契機，觀乎數目

律賓外勞人數在 2018 年 5 月增至 22,803 人，所有

之多，而不少的僱主亦是教會肢體。可是，我們

菲律賓工人中有 48.5% 的人受聘為家庭傭工。其他

也聽到不同意的聲音：與其投放資源在印尼姐姐身

主要外勞來自越南、印尼和尼泊爾。

上，倒不如集中在本地的弱小社群。我相信擁有此
觀念的僱主只屬少數，但亦不排除「我族主義」
(ethnocentrism) 暗暗地影響著。此情況在告訴人與

電

話：2859 1495

傳

真：2859 1431

電

郵：mati@cmamacau.org

辦公室地址：澳門美副將大馬路 48-48D 萬基工業大廈 4 樓 B

免費贈閱 · 歡迎索取 · 懇請禱告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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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間潛藏著排他性 (exclusion) 和不願意彼此接待

督 印 人：吳金煌牧師

(inhospitality)。教會應如何彰顯款待？首先讓我們

主

從經文中學習如何款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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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願意為「澳宣培訓中心」及其事工代禱。
 本人願意奉獻支持「澳宣培訓中心」。
奉獻方法：
1.

以劃線支票連同本表格一併郵寄至本中心，抬頭請寫「澳宣培訓中心」。

2.

將款項直接存入本中心在澳門華僑永亨銀行之戶口（澳門幣：834827-100 / 港幣：822078-101），

3.

親臨本中心奉獻。

把存款收條連同本表格郵寄或傳真至本中心，以便記錄及分發正式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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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填表日期：＿＿＿＿＿＿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