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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八达灵新市堂 

 

Kairos 宣教生命课程《把握时机》 

3-5,9-12/4/2020 

学员学习心得 
 

 

 

Angelyn（青团） 

一开始，青年团契推动《把握时机》课程，我并没有感动要参加。 直到蔡医生来到团

契当中分享，我和几位朋友们就决定参加。当下，我有一个顾虑，我担心大考不过，

到时候需要兼顾《把握时机》课程和补考可能会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我还是凭着感

动和信心报名了！我更多地想透过《把握时机》去了解宣教。 感谢神，让我做出参加

的决定。  

《把握时机》不单是一个宣教课程，它更是每一位基督徒必要经历的生命旅程。 一开

始，我不太明白这句话。但是在参加后，每一章的学习真的让我不只对宣教有更深的

认识，更对基督徒的生命有深一层的了解。 透过《把握时机》，我看到大使命在每一

位基督徒生命的重要性，领受了从上帝那里的祝福，更要把这个福气带给不曾听过福

音的人。我也看到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使万民成为祂的门徒。上帝也透过不同的桥梁

和方法让祂的福音宣扬到地级。 我们在课程中，学习到很多宣教士跨过障碍到鲜闻福

音群体中去把上帝的爱活出来。有的宣教士背井离乡；有的带着家人一起；有的跨越

文化去适应和融入别的群体的文化等。 他们的目的就只是要让鲜闻福音群体听到福

音。 这真的感动到我，也让我反思我可以为着福音的缘故，这么舍己吗？我盼望自己

可以在未来的日子，更多地参与宣教工作。  

除此之外，在“未得之民” 中传福音需要放在优先的位置。我以前会认为说我都还没让

我身边的家人朋友接受基督为救主，又怎么能够到我不认识的群体中去传福音呢？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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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做宣教士。我想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有感动要去参加一

些宣教服侍。我也盼望可以顺服神的带领，踏出第一步，跨过障碍和自己的舒适圈，

到鲜闻福音群体去， 让不认识基督的人可以听到福音。 

《把握时机》课程的编排很完整。我透过成长小组学习很多，特别是每一位学员的分

享和老师的带领。我从他们的分享，经历中看到基督的爱怎么感动他们去做更多宣教

的事工。 从一开始我只是抱着一个想要了解宣教的心态参与，到现在课程接近尾声，

我想说这个课程参加不后悔，并让我去反思上帝的心意。盼望这个感动不会停留在思

想上，我可以把想法化为行动。求神带领！  

 

Betty（青团） 

最初参加这个把握时机是因为想对宣教有更深层面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让我更

加了解神和祂给我们的使命。因为起初我对神的心意是模糊的，更不了解如何从“圣经，

历史，策略，文化”四方面去了解神的国度是个什么概念。最初的我抱着的期待是能够

在课程中有所学习，在灵命上有所成长， 我觉得这是主给我去学习的机会和恩典。 

在这两个星期的课程，我更加了解神的心意，祂不但是要赐福与我们（顶线祝福），

也更是要经由我们而使万国蒙福（底线祝福）！也让我认清自己的不足，自己到底是

不是已经预备好将自己全然献上给主。对我来说，这还是等待着我去跨越的思想上的

挑战，让我思想我是不是真的预备好了自己。 

对于使用 zoom 线上教学方式，我觉得一切目前都进行得挺顺利。只是要是有网线问题

的话可能会漏掉部分内容，不论是导师还是学员。 播放影片有时可能会有点卡，比如

字母对不上影片的画面。  

随着活动接近尾声，课程带给我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让我不再把宣教归为“他人”的工作，

而是大家都要有负担去行神的使命。即使是个学生，我们也有足够的资源去行这使命，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我们的周围都充满了机会，只是我们有没有去把握住。

做跨文化福音事工，不一定要到他们当中， 祷告也是个策略，去连接我们。我学习到

要克服心中顾虑和胆怯，勇敢踏出第一步，当然，是备有策略的。（了解他们的文化） 

在日后的生活上，  

1. 能参与短宣体验， 坚固事奉，扩大自己的心胸和视野。   

2. 在学校，能尝试主动的关心异族同学的近况，更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建立更好的

关系，等待好的时机，和他们分享自己经历神的故事（e.g.基督徒庆祝某些节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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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故事-GOOD FRIDAY）。人人都喜欢听真切的生命故事，我们要学习主动成为

他们的朋友。 

 

林小娴（青团） 

一直以来，我有个软弱，就是在宣教方面做把头埋在地里的骆驼，凡关于宣教的活动和课程都与我无

关，反正我只要做好自己基督徒的见证，宣教就让别人去吧。所以当初知道有这课程时，并没有想要

参与，甚至在教会姐妹鼓励参与后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即使报名了，仍然萌想退出的念头。直到

拿到了课本后，知道“逃不了”，就给自己机会认识宣教。 

上了《把握时机》后，重新调整了我对宣教的看法。当我以“使命观”来阅读圣经时，知道了神的救赎

是给每个族群，而不是特定的族群。我也看到了自己的自私和对失丧灵魂的不顾，提醒我在神的救赎

计划中，我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透过这个课程也让我正视了我一直逃避宣教的原因，让我能够

对这个原因做些改变和调整。 

第一次用线上方式上完一个繁重的课程，有点新鲜。这个方式也让我有了个人空间能够深入思想，正

视自己。如果有机会，面对面的学习及发问也是好的。 

整个课程当中，也让我看到接下来在宣教路上可以怎么做。一个课程并不能让我全心全意地委身在宣

教工场，但给了我方向走接下来的路。可能我不能立刻去宣教工场，但接下来的日子，除了多多为鲜

闻福音群体及宣教士们祷告，也要主动去了解更多他们的语言文化背景，并且发掘自己有什么恩赐可

以在宣教上服侍他们。 

 

Jackson（青团） 

在来上 Kairos 课程之前，其实我一直对宣教还有传福音的课题非常感兴趣。所以，我

也借此报名了这个课程。我想透过课程更认识神所颁布的大使命，还有要怎样把福音

带给未得之民。就在要开课的时候，疫情发生导致我们不能有聚会，让我以为我参与

的宣教课程就要延期或者是取消了。感谢神，让 Kairos 的导师们能够使用 zoom 来装备

我们，并且顺利的完成六天的课程还有把课本以邮寄的方式送到我的家里来。 

在这五天里面，我学到了非常多宝贵的知识，也让我看见平时不曾关注的事。导师透

过灵修、导修以及短片来让我们理解及明白宣教的知识。我们也从圣经、历史、文化

和策略来看整个宣教的这个工作。最令我有所感动的是关于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的这

部影片。上帝让他们对外族人有所看见，不惜放下一切，比如舒适的生活环境、金钱

和地位，来服侍从未碰面的人群。从原本的国家来到中国需要经历 196 天，我们还有

不做宣教的理由吗？科技的发达还有交通的方便让我们可以不受拦阻地到他们中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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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福音。在阅读课文中，我也学到了要用什么策略在异文化的群体服侍，来达到非

常好的果效。我们不能一味地为了传福音而去传，而是要去到他们当中，融入他们，

给予帮助以及教导。让他们看见耶稣要在他们当中成就的事，以及神的爱。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挑战是我一直缺乏对圣灵的敏感度。我一直以来都想靠着

自己的能力来完成神所给的任务，其实是不可以的。就算再厉害的宣教士，没有祷

告，宣教的事工也一样不能完成。透过每天的功课和在小组的分享，我也学到了不同

的得着。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真的在宣教的工作上出一份力也就是能够到鲜闻福音群体

当中来服侍他们，让他们听到福音。 

 

Janet 许爱晶（青团） 

一开始，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决定报名参加 Kairos 课程，希望 KAIROS 课程可以给我带

来一些亮光，让我心中对于宣教的热忱能燃烧起来。对我来说，宣教是每一位基督徒

都需要做的，我虽并未抗拒，但也并不热心。虽然参加过一些短宣，但在日常生活中

却并不注重宣教。 

这次的课程采用了线上教学的方式，一开始会担心自己无法专注及适应，但组长和导

师们的热情和分享都让我对这个课程也越来越期待，也让我在学习时更放松。 

最初两个星期上课时，我学习了一些我从没想过的观念，例如：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

约，其实都在谈神给予我们的使命，也有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的词汇、对经节不一样的

分析了解、两种祝福等。当中的祷告事项及影片更是让我看到神如何兴起不同的宣教

士，去往世界各地，接触鲜闻福音群体衷心地遵从主的使命。 

期间，我对于宣教的概念也越来越深，而也明白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为主使命献一

份力，除了在前线做宣教士外，我也可以用奉献来支持宣教，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纪

念鲜闻福音族群。而且，主不只差派宣教士前往福音禾场，也把迷失的羔羊（鲜闻福

音群体）带到我们身边（难民、留学生），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因此我会

继续不断地去进行探索这些机会，寻找主要我服侍的禾场，来预备自己，好让自己将

来被呼召时，能够勇敢地给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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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青团） 

当初参加 kairos, 其实并没有抱着要出去宣教的心情，更多的是想要让自己懂得如何带

领朋友信主，和让自己的家人的灵命再次被更新。 

坦白说，这次的课程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更准确应该是说和我想要的学习成果不

同。尤其是 Don Richardson 的讲解，让我看见我想要的成果只是他所形容的一个“顶线”

的祝福，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更应该看到那个“底线”祝福的需要。这次的课程让我看

到不止教会，自己在宣教事工方面也是极为的缺乏，不管是在认识上还是金钱奉献

上。John Wesley 的见证真的大大提醒了我，将来的收入，如果有增加，我们不应该在

自己的花费上增加，而是在奉献上增加。原神帮助我可以把这份感动一直保留在我心

中，将来可以好好实践并操练简朴。 

参加完 kairos 后，更多的是打开了我的眼睛，唤醒我这个沉睡的基督徒，或许我还是

会退缩，还是会害怕，会抗拒，还是会选择留在舒适圈，但我求神怜悯我的软弱，可

以再次被十架的爱提醒，耶稣基督的受死不是只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乃是为万族万

民，让我真的可以不止听道，更应该行道。 

我不知道被神呼召应该是如何，但是我相信这次上帝让我参加这个课程，必定有祂自

己美好的旨意在当中。 

我觉得用 zoom 上课大致上都没太大问题，可能没有参与过实体的，不知道差别，但是

对于课程时间安排感觉有点赶，还没消化完一课又要进下一课。 

 

吴思莹（青团） 

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节中主耶稣再次地提醒祂的门徒他们的大使命是：“你

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

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时代的终结。”相信身为基督徒的我

们对于这条大使命并不陌生，我也一样。这个大使命在我成为基督徒直到现在不断地

在我的团契生活中或是参加的主日学、崇拜证道中也时常会出现的提醒着我身为一名

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但是，过去的我总是认为宣教只有那些特别“有恩赐”的人才需要

去的，而我，很长时候都在纠结，我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恩赐呢？很感恩的是在经过

长时间的考虑下，我在准备着我大考的过程中也决定报名参加这个“把握时机”课程。现

在回想起来，我十分感恩因为  神在我犹豫是否要参加的时候不断地将人“送到”我身边

鼓励我参加这次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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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握时机”让我更加地认识何谓宣教，而我们身为  神的子民在当中所扮演的角

色。我们从一开始以圣经真理来看宣教，接着也通过各个福音拓展浪潮为借鉴，使我

们能够更加了解宣教的策略、要注意的事项、所面对的挑战及祷告的重要性。通过这

个课程我也了解到所谓完成  神的大使命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肩负的责任，并不是有“恩

赐”的人才需要去做的。宣教不单是成为宣教士出去传，我们也可以成为宣教士的后

盾，在祷告中交托，在经济上支持这些的事工。 

最后，非常感谢“把握时机”团队中的导师和组长们，用心地将这宣教的异象传给我们，

让我们不再逃避自己该肩负的使命，也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在宣教事工上都有着举足

轻重的责任。愿  神赐福与你们。 

 

郑伊妏（青团） 

在上这个课程以前，我“有听过”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族，但从这么多年在教会的教导没那

么强调大使命。我们也不能说个人的属灵成长、装备不重要，因为每一环都息息相

关，才能成为神手中磨亮的箭。我也被朋友提醒说“不要只待在教会”，这句话一直在我

的脑海。在其中一个短宣中，我学习到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人作主门徒】，之后

教会就能独立倍增，动员其会友，不过那时我没有太多的想法或概念要怎么做。整个

Kairos 课程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了亚伯拉罕的使命，相信这福音成为他的

后裔，所以必须委身在大使命。神为了完成祂的救赎计划，差派祂爱子耶稣基督降

世，祂拣选祂的子民，差遣他们到各地传福音。这让我对圣经有了不同角度的看法。

对我而言，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都有鲜闻群体，因为工作或求学的缘故来到我们的

国家。在每天工作/学业上，我们的潜意识就必须存在这个想法，与同族的人民/非同族

的人民建立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也促使我们要走出去认识/接触更多的人，并

观察身边有需要的人（乞丐、清洁工人、社会阶层较底的移民/本地人）。技巧上，我

也会学习先认识他们的文化，他们个人的需要。以前的我在传福音都是用 facts 来传讲

给身边的 muslim 和 indian 朋友。在教会的服事上，我也决定放下一些“呆在教会”的事

奉，调整一下。 

 

李俊翰（青团）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很感恩神，因为我看见祂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一开始察觉自己

对身边的人的冷漠，不加以关心，到我想为主多踏出一步，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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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Kairos。这是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想更知道如何传福音给我身边的。但今天我了

解，我不需要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大戒命，去爱他们。而且也知道原来还有好多

未得群体在这个世上，等待着我们来把盼望，福音带到他们当中。 

我一开始的人生未来的计划是，想在东马服侍，因我看见那里的健康设备，服务等都

还有待改善，尤其是比较偏乡的地方。我希望我这位砂拉越的孩子能回去服务那里的

人，改善他们的医疗机制，尤其是原住民，那些比较难得到健康保健的人。这对我而

言是神给我的呼召…… 

但参加 Kairos 以后，我发现我所谓的呼召里头居然没有“大使命”，我还称这是神的呼

召？我发现我计划的是我自己想要的，怎还敢敢说这是神要我做的。我都还不了解神

的旨意，怎能说我希望我做的是和神心意呢？ 

我明白到大使命应该是我生命里的每一部分。因为这是神交托给我们人，且要我们去

做的事。参加了 Kairos 让我思考，我的计划需要改变，需要神，需要尽我身为基督徒

的责任。让我的生命，生活是在大使命里面；把这福音带给病人，或者砂拉越里的未

得之民。愿神帮助我，我愿意摆上成为祂的器皿。我知道我想服侍的人群，但我还想

知道如何，怎么做。 

这一次 Kairos 里真的很多学习，从圣经，历史和教导我们传福音/ 宣教的策略。这一些

都使我受益良多。而如今，我盼望下一步能继续为了主而活，像 Video 里的一位分享的

那样：“让我成为不是自己期待的我，而是合神心意，完成神使命的我”。 

我希望若读着我见证的你有在思考关于福音，基督徒活在世上的使命/目的，想了解圣

经如何看待福音/宣教，我都鼓励你参与。因为这是一个能更新/转换你对于你自己基督

徒生命价值观，信念和世界观的一个课程。愿圣灵引领你。 

 

慧慧（青团） 

还记得当我看到把握时机这个宣教课程的时候最吸引我和让我想参加的是我看到课程

内容包括跨文化考量。我一直都很想去了解和认识更多关于跨文化的宣教事工，可惜

却一直都没机会。所以，这次就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决定参与这次的把握时机宣教课

程，也期待能够了解和认识更多关于跨文化的宣教事工和策略。 

在我中学时期，我开始有了想要去到比较落后的国家去帮助当地人的念头。我知道有

些宣教士都很难进入 10/40 之窗的国家，所以想用医疗服务方式进去当地把福音带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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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过我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担心，有很多的障碍在我心中。我不确定那是否真

的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做到，也不敢告诉我的家人。我就只把这个

想法藏在我的脑海中。  

而当我进入马大，接触了学员传道会，上帝一再地让我看见异象，也提醒我了我这件

事。也因为自己快毕业了，我也开始在慢慢地问上帝自己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在这短

短的 2 个周末里，上帝透过这个课程提醒了我很多。上帝关注的是全人类，祂的心意

是使万族万民都认识祂。神过去呼召了以色列民成为万民的祝福，祂也在呼召我。这

世界上仍然还有很多的鲜闻福音群体，但是却有很多的基督徒仍自私地享有上帝所赐

的祝福却不愿意去祝福其他人。要收的庄稼多，但做工的人少。而我愿意顺服去吗？ 

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心里有很多障碍阻拦了我。虽然对服侍鲜闻福音群体有一些负担，

也看见拓荒宣教的需要，但是因为一些的障碍我会开始质疑。我就会在心里问上帝，

上帝这真的是你要我去的吗？透过这个课程，我更加了了解什么是文化，也更了解和

认识跨文化事工和跨文化的挑战。当我看着跨文化事工所要面对的挑战，我不禁问自

己要面对这么多跨文化的挑战，我真的可以吗？如果真的去了，我会面对什么？  

我一直以来都想要上帝给我清楚地给我一步一步的指示，也很想要祂告诉我一个很清

晰详细的路线图。所以当我不清楚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去做因为我不喜欢未知数。可

是上帝却一再地使用导师，成长小组的组长和队员提醒和鼓励我。上帝给我们的不是

路线图而是指南针。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虽然祂不清楚和上帝要他去哪里，但他还是选

择信靠顺服上帝。上帝不会剥夺建造我信心的机会，而是要我不凭眼见，单凭祂的话

语而顺服祂。是的，或许这条路上会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未知数但这正是上帝要

我学习成长的过程。  

我想要学习更加信靠上帝去克服我心里的种种障碍，也想要从今天开始好好为我的未

来方向祷告。我还不清楚上帝到底要我全时间服事还是带职服事，但唯一能确定是不

管我往何处去，我都要做个胸怀普世的基督徒，委身于大使命。此外，我也学习到宣

教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在宣教禾场服事的宣教士也需要后方积极的支持比如祷

告，金钱和教会的支持。所以，我想要从今天开始为着鲜闻福音群体和宣教士来祷

告，也按我的能力在金钱上支持宣教事工。另外，我也想动员我身边的基督徒朋友让

他们也抓住异象, 持守异象和服从异象，一起协助完成大使命，在各自的宣教工场上为

主做见证。感恩上帝给我这样的机会来上课，让我的“假期”过得意义非凡，获益良多。

最后，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学习和感动。在这里想鼓励大家不要只停留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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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的知识，或只停留在这一时的感动，而是真的决心做个胸怀普世的基督徒，让我们

一起同心在各自的岗位上协助完成大使命。 

 

陈惠美（青团）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宣教课程。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透过线上来上这个宣教课程。感

恩上帝也透过任性姐 - 海欣，让我知道这个宣教课程。当我听到海欣分享上帝怎样使用

Kairos 影响许多基督徒看见和明白神对宣教心意的时候，我就也很想清楚明白神对宣教

的心意，所以就报名了这个课程。因为我今年已经是大学第三年了，明年就要毕业

了。所以我就一直寻找上帝要让我走怎样的方向。当我报名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祷

告希望可以在这个课程中知道我以后到底要走怎样的方向。希望上帝可以给我那张地

图。 

上了 5 天的课后，从开始到第五天都满满的收获。就在这第五天，上帝清清楚楚的透

过仲邦老师告诉我。祂要给我的不是路线图而是指南针。神的方法是给人指出方向，

而不是步步导航。这个真的让我清楚知道原来一直一来我说要找的所谓的地图，就是

想要神步步导航，想要在出发之前清楚所有去哪里的细节。但是，其实上帝是要我凭

着信心使我不凭眼见，单凭祂的话语而顺服祂。感恩上帝提醒我，单单每一天祷告跟

神祈求是不够的。也需要研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上

帝回应我们的祷告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透过圣经。感谢上帝让我明白，祷告和研读圣

经的重要性。让我知道圣经不是一张路线图，而是一个指南针。即使我不知道前面的

路如何，我决定想要继续凭着信心借着操练祷告和研读圣经做跟随主的指南针。 

在上这个课的期间，我其实也是有带队跟我的朋友们一起 digital mission trip。除了把时

间用在 kairos 的课，剩下的就是用 digital 的方式关心朋友和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是我

第二次参与 digital mission trip。之前，我觉得 digital 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把福音带给身

边的人。但是上了这个 kairos 课程后，我就一直想要把握时机，关心朋友并把福音带

给他们。再加上 MCO，我觉得 90%的人的日常不是面对手机就是电脑。所以我就看见

在这 MCO 期间，digital 的方式是行的通的。之前的 digital mission trip 我都是找已经听

过福音的朋友。但是上了把握时机的课程，我就找还没听过福音的朋友。我以前都不

敢也觉得他们没有兴趣知道。也觉得好像故意去找她们是有目的这样。但是，上帝就

让我知道我关心一个人最终的目的是要把福音带给她。宗教不坏，只是宗教不能救他

们，只有耶稣能够救他们。就在这个期间，在我关心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的时

候，我就跟她分享了受难节的意思。很奇妙的，她不止是想要知道，还问了我复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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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圣诞节的意义。就是这样，她听到了福音，认识了耶稣。原来，只要愿意主动去做

并展开福音的话题，结果交托给神就可以了。 

上完这个课程过后，我想要继续关心并把福音带给身边的人。我也想要鼓励教会的弟

兄姐妹一起学习怎样用 digital 的方式关心及把福音带给身边还没认识耶稣的家人或是

朋友。我想要善用神允许发生的 MCO 期间，让更多人认识基督。我希望大家在上完把

握时机课程过后，也可以一起实践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我希望把握时机完成使命的

口号不止是停留在这个课程，而是能够刻在我们心里。 

若不是现在去，那还要等到几时呢？若不是我和你，还有谁呢？ 

 

陈念慈（青团） 

犹记得，在我上“把握时机”的第一课时，我的头脑不断浮现我的朋友邀请我参加难民事

工，而我却一次次地只是敷衍点头。 我也联想到在一次的祷告会， 一位主内的姐妹鼓

励并邀请我可以使用我的医药知识去帮助难民事工。 

在还没上‘把握时机’之前， 我清楚知道我有着大使命，要把福音传出去，要好好在生活

中见证神的大爱。奇妙的是， 上帝再一次透过‘把握时机’这个课程让我看到上帝整个救

赎的大蓝图，上帝已告诉我们祂救赎的计划， 就是使万国万邦都认识祂，也归向祂。

而我即蒙福，更要把这个福分分享给身边的人。我也从中看到神的双重计划和以使命

为中心的十字架神学，并提醒我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使命不可避免的中心。 

此外，‘把握时机’让我看到指日可待和竭力达成两种事工是需要同步进行的，两者都不

能被忽略（把福音传给人，要继续造就他们成为门徒， 也同步地把福音传给鲜少听到

福音的群体）。在跨文化的宣教事工上，我也要认同及存留其民族的文化，并把福音

的种子撒在他们当中。 

除了参与宣教事工， 我也被提醒要操练为着未得之民和宣教事工来祷告，也鼓励身边

的人一起来为福音事工祷告。在宣教的事工上， 我也要把宣教奉献放在我金钱规划的

一部分来支持世界各地的宣教事工。这个课程也提醒我在造就门徒时，要学像耶稣那

样，一步步地引领他们进入，拥抱真理，让他们的心从抗拒慢慢变为接受,并让他们继

续把福音传开。在带领主日学的时候，也让我看到我可以带领和鼓励小朋友从小就开

始为世界还未听到福音的群体来祷告且教导他们关于宣教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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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课程让我看见处处都是我的禾场，机会就近在我眼前。只要我愿意顺服， 不畏

惧把握时机，把使命活在生活中的每个层面，我就可以把基督的爱传出去。 

 

雅云（青团） 

在上“把握时机”这个课之前，我曾认为短宣是短期的营队，像是夏令营之类的，只是内

容是福音。所以蔡医师在青年团契介绍课程时，就有想要参与的念头了。想要更了解

到底什么是宣教。 

经过这两周，很感谢神我有不少的着。上帝提醒了我，如果现在不去，那要等几时。

如果自己不去，那谁要去。此外，我也学习到宣教不是一味的冲而已，必须思考策

略。让自己成为磨亮的箭也很重要，但是自己的品格和敏锐于圣灵还需要上帝带领成

长。上帝也很爱我，祂知道我不是那些靠理论阅读就能明白的人。祂安排了线上短宣

来让我学习。从中，我明白了一个有合作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安静时，上帝告

诉我不要惧怕去传祂的福音，不要被恶者的声音影响了。这是我第一次跟非信者（不

是小孩）说了一次完整的见证。以前的我是连表明自己是基督徒都会害怕的。我觉得

上帝给我的挑战是公开自己的身份和与非信徒建立关系并与对方聊到福音。另外，上

帝也感动我去找儿童福音事工的管道。 

其实这几次 zoom 的课程让我有些疲惫，或许是因为我是需要参与活动来学习的人。不

过影片都不错，可惜的是有些影片因为网络问题导致看不清楚。 

随着课程即将到尾声，我或许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不过我会为着能为主所用而去与被

自己。参与更多的装备课程、更勤劳和坚持读神的话语。 

 

 

Grace（庇哩亚） 

一开始会参加这个宣教课程的其中一个小原因是它的名字 —KAIROS！这看起来听起来

念起来都非常地酷，想必课程的内容也如其名，就写下大名参加了！经过为期 6 天的

时光，这个课程果然名不虚传，“酷”到我了。 

就犯规一些，透露一丁点我从课程所学习的。原来宣教有分为两类和三级难度。你不

要以为随随便便出去传福音就是宣教了，人家可是神的心意，他人一生的大使命，请

严肃看待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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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一般宣教】。这类方式是在已有能力独立倍增教会的族群，简称“已得之民” 

中, 开展跨文化福音事工。而【拓荒宣教】着重在鲜闻福音群体，其挑战和考验也比一

般宣教来的刺激。不过这些刺激在我们蛮有能力的上帝眼中也只是个烟花，只要我们

依靠上帝，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爱为秘密武器，那我们不会在点燃的过程当中

受伤，而烟花的绚丽也能一次”造福”每个人的眼睛, 在你我心中都留下漂亮的回忆。 

宣教也非常有 standard, 它有三个 level 要闯。【一级难度】可以在一般宣教上体验，指

在自己熟悉的族群中扩展福音，没有特别重大的障碍去跨越。而二级和三级就发生在

拓荒宣教上了。【二级难度】拥有一种文化的障碍需要你来挑战，那【三级难度】就

如其名，设有多种挑战需要你来克服。 

读破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愿神让我在这六天学习到的，真的可以好好深思，省

思，审思，并付出行动。让自己的生命能被神用得淋淋尽致，阿门。 

 

蔡燕萍（庇哩亚） 

我很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上 KAIROS 课程。它让我对宣教的视野扩大很多，让我重新认

识宣教的定义。我报名参加 KAIROS 是因为我曾在 2018 年尾跟神祷告说，帮助我有机

会回到宣教的事工上。2019 我重参与了教会的泰北短宣，就这么一次吧了。我感觉好

像只是自己说说吧了，心里有一点亏欠神。所以，我参加 KAIROS 让自己好好的装备一

下，不要再懒惰了。（不好意思的说一句，可能是让自己心安理得吧，亏欠的心少一

点。） 

坦白说，我对 KAIROS 课程没有抱任何期待，因我认为应该都是一般的宣教课程，可能

还会有一点沉闷吧! 这是我在上课前的感想。 

 

我万万没想到上第一课就让我惊讶了，第二课使我无话可说了，第三课更让我措手不

及了，一课比一课更精彩，使我有心惊胆跳和充满挑战的感觉。它让我从不同的角度

看何谓大使命，何谓万族万民都要因你得福，从不同的角度看为何这事情要发生（例

如：亚伯拉罕的呼召，巴别塔，以色列被掳等等的事见）。总之是一言难尽。它打破

了我一贯的思维，开拓我的视野和想法。其中一事就是福音要传遍全天下，我一直以

为是从新约开始的，哪知是从旧约亚伯拉罕被呼召开始的，万国要因你得福 – 就是福

音。 

我在这课程中满受感动的，虽然现在自己对宣教有一点迷茫的感觉，不知当如何做。

但我的心蛮想与人分享，并鼓励他们参与这课程，使他们同样看到宣教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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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开统（庇哩亚） 

你好，我是第三组的。我很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次的‘把握时机’。当初会想

参与这个课程是因为我对海外宣教蛮有兴趣的，希望以后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我

希望自己能了解宣教的形式与现今的情况。我也想拿一些课程来装备我自己在這段管

制令的期間。其实我也蛮期待这个课程，到底里头是学些什么的，希望自己可以有所

学习。 

在这两个星期里，我觉得参加这个课程让我能好好地利用我的周末时间。在课程里，

我可以感受到每个学员认真的态度和踊跃的学习心态。我的得着是我能够感受到还有

很多人还没听到福音可是很多基督徒却只享受顶线的福气，却没有好好地做我们的底

线的工作。我也学习到了现今普世福音的浪潮，福音如何地被兴起与衰弱。我觉得上

帝给我的挑战就是要我好好地完成学业然后他在未来才能使用我。 

对于使用 zoom 来上课这方面，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的。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省了很多时间

和交通费用。比如说：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在交通上也可以省了车油或者车费。我们

可以随时随地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上课了，这对于工作者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有些人可

能会因为工作的关系（工作地点不固定，要去国外等等）可是本身却很想参与而放弃

了。 

随着课程将到了尾声，我觉得我的改变就是我会更认真地去思考神的心意。然后，我

自己需要装备好自己，跟上神的脚步。谢谢。 

 

 

许庆龙（庇哩亚） 

曾经参与超过十次教会的海内外所谓的宣教事工，却发现自己所作对神在圣经所说的

“大使命”还有很大差距。感谢神，藉着 Kairos 提醒我，自己已经早早在祂永恒旨意中与

“顶线”福气有分，却没有去将“底线”福气与本族、（尤其是时常被忽略的）鲜闻福音群

体分享，实在亏欠！ 

课程中对圣经中神看待“大使命”的注解，耶稣及使徒保罗亲身立下的榜样，不同名词的

解释，给予跨文化福音工作策略的分析，以及对于即将进入未得之民宣教事工给予的

事前提醒及可以做的准备，帮助我懂得如何预备自己回应合神心意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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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的影片也让我看到自己未来在工场会面对到的写实民生问题，先给我打了预防

针。犹记得其中一个影片，提醒我不要一直呆在舒适的邮轮（教会）上做个学会各种

知识理论的“大头鬼”，而要分秒必争地去到危险水域中，拯救遇难（还未信主）的人。 

灵修专题的信息帮助我检视自己，需要克服哪些自私的不情愿因素；若要成为神手中

合用器皿，我必须有好品格、多多钻研强化神给予的恩赐、顺服圣灵过上圣洁生活方

式。 

MCO 后，会想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表，如组长一直强调的，开始一步步参与不同文化

的福音工作（认识、关心身边的外劳，难民事工等）。求神保守这个心志。 

7000 多种鲜闻福音群体，一开始听起来有点吓人，仔细想想，只要我们齐心努力，负

起自己本当尽的本分，福音传遍这些群体指日可待！ 

 

辜荟玲（庇哩亚） 

我是来自八达灵新市堂的荟玲。当初我会报名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团契宣传说上这个

课过后会全新对宣教有不一样的看见以及知道自己在这世上的大使命，还有说上这个

课绝对不会后悔。我听到了就心想这课程是否真的这么值得报名参加？最后，我想到

参与的日期，我都有空挡的时间所以就决定报名参加。 

感谢神在这两个星期的课程，透过 Kairos 团队所带来的宣教课程我确实对宣教这一块

打开了视野，它带给我很多的亮光。以前，在我的观念当中，我会害怕外劳的出现为

我们的社会带来问题。但是，岂不知这其实是神的安排让这一群鲜闻群体/未得之民放

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也使我们宣教的工作不需特地到国外才可进行推展的事工。除此

之外，上了课过后我才知道身为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大使命是什么。我看见了我的挑

战，那就是把福音传给平日里在自家公寓会见到的外劳员工们还有 M 群体的同事和朋

友。我还学到了我们要了解人的需要，帮助他人，这是铺路给我们自己传福音的舞

台。 

对于使用 zoom 上课，我觉得在时间（两个星期）上有点的紧迫。这让我在学习当中面

对困难，需要时间来消化所学习的知识。上完课后，又需要额外时间阅读作业和交上

功课。 

随着课程即将来到尾声，对我个人而言，往后的日子里我有必要对身边的人述说神的

名何其美。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时机可以对未信主的朋友和家人述说神的名和祂

的荣耀。现在，我知道了。还有就是，我希望我能有机会参与难民事工更进一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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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另外，往后可以在自己的家做些款待/接待的工作服侍未信

主的朋友，家人和同事，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身上感受耶稣基督的大爱。因着这份

爱，也把福音借此传给他们。 

盼望上完这课程后，我的行动不只是停止在于我的感动。求神帮助与怜悯。阿门！ 

 

Ruice（庇哩亚） 

我从 Kairos 这个课程里其中一个很大的得着就是看到上帝是一个宣教的上帝。 祂要我

们与祂同行、与祂同工。  

打从旧约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将以色列民分别出来，再到新约差派门徒直到地级去作

见证使人作主门徒， 上帝的心意一直都没有变过。这让我更明白神的心意，更有动力

去回应。 

 

这个课程也提醒了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

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也看见上帝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 呼召我们在不同岗位上彼此配搭。无论是在前线人

力，祷告勇士，以及金钱的奉献上都兴起祂的孩子们彼此守望，以完成使命。 我们的

目标都必须一致，那就是神的目标——使人作主门徒。 

特别也看到 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离了神真是什么都不能做。再好的策略倘若没有

祷告拖住，就注定失败。这提醒我 要好好认识各族群，了解他们的背景及需要，好好

地为着他们祷告。同时也为这些在前线服事的宣教士们守望。因为 保罗栽种，亚波罗

浇灌，惟有神叫他生长。透过这个课程扩展了我对宣教工作的视野，明白到有许多的

挑战在当中，前线的宣教士们实在是不容易。这让我更知道要如何为他们来祷告，求

圣灵引导他们，带领他们去战胜许许多多的挑战，且在文化认同底下仍然能扎根真

道，站立得稳，不与这败坏的世界妥协。 

#还有好多好多丰富的学习 

#暂时讲到这里 

#大家自己去经历呗 

#让上帝透过这个课程开拓你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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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Goh（庇哩亚） 

#使万民作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我原是抱著認識事工、宣教方向、宣教策略等期待，來參加这 Kairos 课程。但让我惊

喜的是來這裡不但可以認識事工和策略，也可以从旧约到新约更認識這位偉大的神救

赎的心意：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救赎普世万民以及神透过所拣选的群体来实现祂的救

赎计划。 

百多年前，西方國家的人信主後，不惜千辛萬苦的經歷數月漂洋過海到異地傳福音。

對於當時的他們而言，我們东方国家就是那「未得之民」。要不是有他們，我們怎能

得著這福音的恩典呢？怎麼會有中文聖經呢？但如今欧洲国家已成为了一个宣教工

厂，需要宣教士到欧洲宣教。心里感到有点讽刺及悲哀。成为一位坚守信仰，忠心跟

随耶稣基督到死的门徒就是那么的不容易。 

另一方面，鲜闻福音群体已到我国，这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就是无需远行就可以接触到

不同文化的人。这欢迎事工的战略性意义不容忽视，都需要耐心、勤恳、热情来看顾

这帮在我们当中的外族人。同文化的群体（华人）以及不同文化的群体（鲜闻福音群

体）都是上帝所看重爱戴的万民。使他们作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我非常赞同福音拓展的人力资源严重失衡，超过 90%的宣教士在服侍已得之民，不到

10%的宣教士服侍鲜闻福音的群体。但为什么现今我们众教会在服侍已得之民都面临缺

乏同工，缺乏福音精兵呢？我们惟有祷告求更多的工人，就如耶稣所说的：“庄稼多，

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派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 10：2。 

祷告是每个事工的重要策略来源。宣教的方向是由禱告開始，我們應當主動與肢體一

同尋求及花更多时间在祷告上。很多时候我都是为顶线祷告（我、家人、同胞）。如

今，我们必须开始建立一个底线祷告（鲜闻福音群体）的生活。 

在 21 世纪里，5G 网络，AI 的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关心属灵事情的社会，我们

到底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还是用旧的方式去面对这新的社会吗？我们还不习惯改变

吗？无论如何，宣教是每一个信徒的呼召。我们的恩赐虽不同，但使万民作耶稣基督

的门徒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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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庇哩亚） 

最初是 Sofia 姐妹叫我来参加 Kairos, Sofia 有到我的大学去为我祷告，我在大学校园里

接触到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我希望和他们做朋友并打开福音的话题。Kairos 课程

让我认识到什么是大使命，顶线祝福和底线祝福的区别是什么，以及如何跨文化宣

教，原来祝福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事，还要把祝福带给身边的人，而且是与我们不同族

群的人。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我对大使命没有那种强烈的渴望，缺少那种像使徒

保罗一样的热忱。接下来我可能去报名参加短宣，在难民学校的服侍上，多学一门语

言，跨越文化认同的障碍。我很喜欢用 Zoom 上课，虽然视频是卡顿的，但都听得很清

楚。 

 

 

李健荣（庇哩亚） 

宣传文是这样写的：  Kairos 是特为华人教会预备的大使命装备平台，深具转化性，团

队性，可传递性的宣教门训课 程；帮助教会走上门徒训练，使命导向的跨文化宣教旅

程。    

当初参加这课程的动机，主要是想搞懂什么是宣教，或许我该说想要对“宣教”二字了解

多些。  

上课以前，“宣教”对我来说是极其形而上，超级陌生。诚如宣传文所说，课程从圣经、

历史、 策略、文化来看上帝对普世宣教的心意——使万民作祂门徒。我认为课程是扎

实的，即从各学 者及宣教领袖的著作研究纵观宣教蓝图及其发展。   

课程中最让我震撼的莫过于这句：并非所有人都蒙召作宣教士，然而我们都继承了亚

伯拉罕的 使命。宣教不单是传讲福音这一动作，认清楚最终最大的宣教目标是：使人

作主门徒，一切乖 离的则需重新回到真道上。在“宣教策略”这章节中，我原先以为课

程会介绍宣教时可采纳的 不同计划企案等，但我被文本狠狠赏了好几记耳光，方法真

的只是方案/途径，你可以变化， 但最终目标还是回到使人归向主，灌以真道。不得不

提跨文化事工， 现今教会对于这块事工 确实失衡, 若主怜悯, 让我有顺服的心合宜参

与。  

谢谢 Kairos 统筹蔡医生和全体导师的用心预备，尽管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依然忠心作主

工，善用 Zoom 上课让学员能完成课程。在此也很鼓励弟兄姐妹齐来参与，一起成为

“胸怀普世的基督 徒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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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rey（庇哩亚） 

參加 KAIROS 的原因及期待 

第一次看到《KAIROS》這個字眼是在年少時透過閱讀《宣教日引》的一篇代禱文。那

時還特地上網搜尋這個課程，發現這個課程影響不少基督徒的宣教視野。不過，那時

砂勞越並沒有引進這個課程。若干年後，神竟然讓我先接觸《宣教心視野》，而後

《把握時機》。總得來說，因為已經上過《宣》，所以於《把》我比較像是複習並藉

此機會評估及檢討我的宣教方向和行動。我期待的反而是希望透過這個課程傳遞異象

於所有今次參與的朋友。我禱告他們可以像我一樣被神的普世心意及課程裡所有的內

容給大大衝擊。當然我也禱告神可以再透過《把》向我揭示新亮光。 

 
 新亮光 實際行動 

1 歐洲再次重新被定義為宣

教禾場。將歐洲再次福音

化是普世教會的首要福音

拓展議程之一。 

OM Malaysia Elina Choo 去年（2019 年）曾詢問我是否有興趣

2020 年參與瑞士的 M 族群體事工。同時我也計劃和妹妹一起去意

大利帶領 Lifegame Camp。奈何疫情之故而取消。 

未來，我計劃以設計宣教為主的行程到訪歐洲。 

2 不可忽視小孩子傳福音的

能力和潛力。 

宣教教育從小開始，從家庭開始。 

我期盼有一天我可以設計並主辦一個兒童宣教營。 

 

《把握時機》後續行動 

上帝向我發出的挑戰是隨走隨傳（太 10:7 上）及忠心成為宣教的代禱者並推動宣教禱

告事工。《把握時機》後，我要更積極地將目前實踐的計劃付諸行動。打*為參加《把

握時機》後的新計劃。 

 
 計劃 實際行動 

1 隨走隨傳 

 

學習利用日常事件作為接觸點。一般上我會固定在一些小販中心

/餐館/菜市場與店主或招待員有更多的交談使他們認識並熟悉

我。 

乘搭 Grab 時，我學習買飲料/當下有感動要買的東西給司機，可

以制造福音話題。 

我為自己設下的目標是每個月至少跟 1 個人談及完整福音或基督

教課題/見證。 

2 宣教教育 

《宣教心視野》 

推動《宣教心視野》課程，並鼓勵友人參與。 

日期: 12/8/2020-25/11/2020 每週三晚。 

3 宣教禱告 

每日為未得之民代禱 

每週為藏族代禱 

 

季節性為 10/40 之窗代禱 

 

 

每月宣教士代禱* 

行軍禱告 

 

材料：萬民福音使團《宣教日引》 

材料：《Sharing Christ In The Tibetan Buddhist World》 

方式：送朋友的生日禮物是 Scratch 地圖。會刻意安排數名友人

一同認識並刻畫地圖上位於 10/40 之窗的國家，為之代禱。 

新計劃：‘認領’我認識的一位宣教士，刻意為他/她代禱。與他們

保持聯絡，了解他們的事奉進展與實際需要。（暫定為日本宣教

的 Jaenam & Harang） 

地點：Bukit Bintang 區域、ICC Pudu 區域。 

4 宣教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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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焦點：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UPGs)/《宣教日引》/我所

認識的跨文化工作者—張

彩雲（蒙古/福音船）或 

Jaenam & Harang（韓國/

日本） 

操練簡樸生活 

每月定期、策略的奉獻。 

新計劃：將從原本 10%的薪資提升至 20%為宣教奉獻。* 

 

學習刻意過一個與宣教士籌款限度相當的生活標準及生活方式。

限定每月生活費不可超過 RM2,000 (初步嘗試)。*[效法衛斯理每

月支出美元 28] 

5 海外短宣 

每年安排為期 2 個星期的

海外短宣 

2017  理塘，中國（藏族） 

2018  金澤市，日本（日本人） 

2019 開羅，埃及（阿拉伯人、蘇丹難民） 

2020 疫情之故被迫暫緩，原訂西藏（藏族）或中東國家（OM 宣

教機構） 

 

挑戰：生活技能 

我去年才得悉其實去到宣教工場並不是 100%都在做傳福音的工作。宣教士也要像普通

市民般生活，賺錢維持生活所需、要面對接踵而來的文化挑戰和各種的不適應。那其

實他們的生活跟我現在有什麼兩樣呢？宣教士也許多了一份提醒，他們在宣教工場的

目的，他們處在跨文化的環境得製造傳福音的機會。想到此，我現在就可以操練像他

們那樣過“宣教士的生活”。我想，我也需要提升我的生活技能，比如疏通馬桶，溝渠，

水龍頭、木工修理（那些傳統上男人幹的活我都想學）。當然，我最最想要學習的還

是紡織。 

 

線上 ZOOM 上課感想 

線上授課雖然不比實體來得好，但這是可行的。我看到導師組長們很用心、很創意地

帶領。我們的神是無限創意，我們可以靠著神的幫助無限創意。點名互動式參與討論

更是我的最愛，有時神就是透過他人的分享使我獲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