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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

權柄都賜給我了。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

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

終結。」（馬太福音28：18-20）

主耶穌的《大使命》囑咐我們要去，使萬民作主

的門徒，給他們施洗，也按主的吩咐教導他們。早

期的傳教士受上帝所感動，去到一些福音未聞的地方

傳教；因著上帝的帶領和感動，以及當地的需要和限

制，加上傳教士本身的能力和裝備，有的在學習當地

語言和文化後，把聖經翻譯成當地語言；有的開辦學

校；有的進行慈惠接濟；有的開辦醫療設施⋯⋯總之

甚少會一到埗就設立教堂的。

後來隨著時代的變遷，加上科技的進步，發展到福

音廣播，但仍需要工人將所需工具帶到受眾當中。同

時，隨著不同地方消息的流通，人們開始認識基督教和

教堂；因此，有一些傳教士開始以設立教堂，再邀請當

地人到教堂參加不同活動，將福音傳給當地人。

時至今日，仍有很多人未聞福音！而今日傳教

士一般會稱為宣教士，有的也被稱為跨文化工作者

（Cross-cultural Workers），後者主要是在近年被用於
在創啟國家服侍的宣教士；「宣教」一詞也不單用於海

外差傳的參與，也會用於本地宣教、職場宣教、城市

宣教⋯⋯宣教地則主要分為兩大類–公開國家（Free 
Access Nations）和創啟國家（Creative Access Nations）。
顧名思義，在公開國家服侍的宣教士大多可以取得《宗教

簽證》，打正旗號在當地設立教會，公開地傳講福音；相

對在創啟國家服侍的宣教士/跨文化工作者，因著宣教工

場的不同限制，不得不發揮其創意，以創新的平台取得居

留在宣教工場作工，且以創新的方法去接觸當地人。

今期我們以「宣教平台多面睇」為主題，邀請了

不同的宣教單位分享他們在宣教工場使用的不同平台

或形式。願意他們的分享能擴闊我們的眼界，也願他

們的平台能被主大大使用，為主多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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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麗嬋牧師

全球受到疫情影響下，教會牧養的模式也因此而有所改變，畢竟我們周遭的環

境也不斷地在改變；但不變的是我們要成為世上的光和鹽，照亮這個世界，因此，

教會需要不斷地「更新而變化」。

自2020年疫情爆發開始，宣教工場面對極大的挑戰，教會被迫停止實體聚

會，人與人之間彷彿被隔絕了；在保持社交距離的大前提下，教會開始學習在網上

「視像會議」（Zoom Online Meeting），因此，加速了本地同工對網絡世界的認識，

同時也給本地教會帶來了新景象，可以跨越地理環境的限制，把福音傳開，與年青

人一起作生命的交流，以保持最基本的聯繫。

我們已進入了互聯網的時代，透過網絡媒體可以進行宣教或牧養的工作，我們

正計劃開始使用「Live」的方式，直播或轉播崇拜信息；或許，我們相比其他先進國

家是較遲使用網絡媒體，可是我們仍然在學習和進步中。

在柬埔寨的年青人最常用的社交媒體是「臉書」（Facebook），故此，我們

早已將靈修分享以及崇拜講道信息放在Facebook群組中，每星期定時在「網路聊天

室」（Online Chat Room）與年青人交談見面。不過，在鄉村的網絡則較差和不穩

定，這也成為我們服侍的最大障礙。去年，我們播放「福音電影」（Gospel Video）

與年青人分享福音，效果非常理想。不過，事先需要花點時間作翻譯語言的功夫。

我們盼望能夠運用各種網絡媒體，以創意的方式，來表達不變的真理，最終，讓生

命結出豐盛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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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個別地指導學生功課

戶外郊遊活動

Ｋ國的跨文化平台
 小鴿子

在「創啟地區」工作，不能如開放地區般公然地傳講福音，說

耶穌是人類唯一的救主，但這不等於甚麼都不能做。個人認為，真

正能叫人看到福音的大能，不一定要在口邊常常唸唸有詞的宣告主

的名。

自從2018年起，我們以家庭服務中心作為平台去接觸社區內

的各個年齡層人士，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長者最著緊的是個人的身體健康，於是我們便以每天做晨操來

作招徠。她們一個、一個的到來，大家本是互不相識的，但現在已

變成密友，而且一日不見便感到不舒服了。在《禁閉令》期間，大

家以WhatsApp來保持聯繫。最近其中一位長者離世，各人為她悲傷

不已。我們亦藉此機會，請牧者來與她們解說人生的變幻，但在耶

穌裡卻能得著永恆的生命。雖然她們聽了後仍然有許多疑問，冀待

在齋戒月過後，能與她們個別地吃飯詳談。 年青人在聚會中分享讀書心得

對於父母，最著緊的當然是子女的學業。疫情來

到，打亂了學生們的學習。不少學生在線上上課時心

不在焉，或是聽不明白老師的講解。這裡的老師在線

上課堂上只是給予功課，之後由家長自行教導子女做

作業，結果家長們都被壓得有氣沒力。有見及此，去

年9月後，我們便開始了給小學生的功課輔導班。最

近，有一名家長很高興地告訴我們，她的女兒第一次

在數學科拿到5的分數（這裡成績分為1至5分，5是

最高的分數），連老師也驚訝她的進步！由於我們的

教學略有成績，最近不斷有家長要求我們加開小一前

的一年制學前班，讓她們的孩子能預備好入讀小學。

相對兒童工作，切合大學生以至初

職的青年人事工是非常艱難的。他們要求

高、興趣多，而且⋯⋯，但感謝主，疫情

來到反而使他們無處可去，結果當我們有

新員工到任後，重新開辦活動給他們時，

他們便來試一試。當他們發覺活動不單好

玩，而且主持人和參加者都很友善，他們

也帶同自己的朋友前來參加。現在我們要

思考的，是如何讓這班年青人在活動中尋

找到人生的價值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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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思林宣教士

我們需要服侍當下的

創意和堅持
「創啟地區」需要創意事工，才能突破政治、宗教或文化上的限制，接

觸到當地群眾，否則那些地方既無自傳福音的教會，也無宣教士，只能有

少數零星的信徒。中東地區，就正是這樣的一個區域，宣教士不可能以傳

道者身份進入，而且傳播任何非伊斯蘭教信仰也屬刑事罪行。

創意事工固然需要創意，但更多的是堅持，堅持上帝的道能突破各種

攔阻！以下是其中一些小故事⋯⋯有位來自南美足球大國的弟兄，從職業足

球員生涯退役後，組織了一隊退役職業足球員隊伍，發展了足球事工，到創啟

地區表演及訓練，深受年青人歡迎。又有一對年輕澳洲籍夫婦，精於各樣運動，

除了以私人教練工作謀生外，還在街頭及海灘，跟同好傳福音，建立了衝浪者小

組和滑板小組。

很多宣教士都會選擇在家授課（Home-schooling），美國有一差會，就差遣了專業教

師支援宣教工場的宣教士子女，怎料原來當地人也有很大的需求，於是發展了在家授課小

組 （Home-schoolers’ Group），接觸了很多福音對象，後來甚至發展成為註冊學校，聘用

了很多宣教士老師，接觸到的家庭更廣！又有美國宣教士家中有患上中度自閉症的兒子，

因著中東地區對自閉症兒童支援很少，便成立了自閉症患者支援小組，跟當地患者家庭交

流資訊，互相支持，祝福了不少家庭。韓國同工隨著「韓流」在中東興起，不少人也希望

學習韓語和認識韓國文化，很多韓國宣教士太太便乘勢而上，在社區教授韓國文化，甚至

乎在大學課程或屬會中教授，接觸了很多大學生和主婦。也有基督徒藝術家

透過畫像、雕塑、舞蹈，把聖經訊息軟性植入作品，在商場、展廳中展現在

群眾面前，若非含有藝術成份，一般非伊斯蘭宗教性的展示是不容許的！

網上傳播能突破地域封鎖，是重要的一環。但關鍵在於要建立一個

隱密、安全，但又能真誠分享的網上環境。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溝通平

台、模式和禁忌，實在需要學習。有不少宣教士離開工場後，仍會以此作

分享媒介。不少差會也慢慢醒覺網上宣教的重要性，但缺乏資源投放，尤

其是在文宣和媒體的創作上，這都影響網宣在社交媒體上的發揮。儘管有

些方法老舊，但還有用，仍在用：例如電台、衛星福音廣播、郵遞聖經函授

課程等。

不同創意的事工能接觸到不同的人群，但最重要的還是有願意服侍這

一代的僕人，很多美好的事工也沒有依循策略，只是各展所長，所以也很難

複製。其實無論在何地，無非是要活在當下，堅守上帝的道，讓你的鄰舍看

見上帝，宣教士也只不過是活在異地的信仰踐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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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小組教會領袖培訓

Youth for Christ 定期於咖啡店
舉行團契活動

在貧民區辦兒童活動

疫情下溫馨提示

咖啡店準備兒童物資包

派發物資

供應飯盒給居民

 吳輝國、黃嘉儀夫婦

疫情下的宣教事工 
自有「創啟地區」的概念後，宣教的方式

或進入一些有「宗教紅線」的區域都意味著要脫

去宗教的外衣，方能更容易走進那些在政治及意

識文化截然不同的國度。尤其在一些欠缺民主政

制的國度，因著國家施政不透明，就是申請宗教

簽證也有無數的阻攔。而面對我們所服侍的國

家，即使有宗教簽證提供，但政府也會通過各樣

條款限制宣教人員的各樣行徑，可以說除了在會

堂內宣講外，其他教會以外的事都是動不得的。

又因著過往本地同工知識水平的限制，令很多由

宣教士開荒建立的堂會，空有堂皇的外貌，而能

形神俱在地存活下來的教會，卻寥寥無幾。

咖啡店自

2020年初開業

以來，便受到

疫情的考驗，

經歷不斷的開

門關門、只限

外賣、不設堂食，去年曾一度關門兩個月，期

間仍然要支薪給同工，經濟自然入不敷支。但

因著主的恩典，我們仍有餘力到貧民區送暖，

並支援過往服侍過的本地教會。三月時，我們

仍能在最大的貧民區所設的流動廚房，與教

會弟兄姊妹一同製作供二百人的飯食，及舉辦

五十人的兒童活動；但因著第三波疫情的大爆

發，我們根本不可能像以往一般走到他們當中。

咖啡店生意

欠佳，培訓工作也

因為疫情而停止，

其他小組及崇拜聚

會都要暫停，我們

的事工也因此而要

隨機應變。我們聘用了學校廚師為貧民區製作飯

盒，並聘用貧民區內的運輸業人士幫忙，每星期

將物資及急需品送到居民當中。面對貧民區七千

多人，每週幾百個飯盒實在幫不了多少。但仍得

感謝主，在沒有公開籌款的情況下，飯盒的數量

已由200盒增加至400盒。 

宣教不應是死板地喊

著口號，高叫開荒吃苦，若

連災民的苦都幫不了，宣教

士的吃苦對福音工作又有何

益？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像中

世紀時的修士，只著眼於待

在修院祈禱，而忽略了現實

中的生活困迫。當在語言不

通時，真實的宣教便要用

腳、用行動去實踐。

因此在這片福音硬土上，我們嘗試以社

會服務的方法開展事工，及後發展成今天的

咖啡事工。咖啡店於2020年開業，店面如一

般咖啡店售賣咖啡及蛋糕；疫情前逢週五會有

青少年小組活動，在週日亦會借出場地供聾啞

人士聚會之用。另一方面，我們的性別教育事

工（Gender Education），亦會以咖啡店作為培

訓基地，接觸更多本地同工。除了聚會、培訓

之外，咖啡店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外展平

台。值得留意的是，咖啡店本身已是一個福音

的出口，是一個承載信仰價值的商業運作平

台，強調資源共享，與其他事工有同等的份

量、同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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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者為本區差會信徒宣教同工，剛完成柬埔寨一年服侍。

 郭永賢弟兄
多媒體與宣教

以往返教會，每到崇拜報告時間，我就

會看看程序表有沒有夾附有關宣教士消息的刊

物，以了解他們的近況。後來參與宣教士關懷

小組，知道相關消息只是事工紀錄，未能做

到即時了解實況的果效。近年，報章刊物之類

的紙媒日漸息微，取而代之是多樣化的網上

平台，尤其年青一代已甚少接觸紙媒。於是，

自己嘗試在今次短宣體驗中，使用Facebook、

YouTube、Zoom Meeting等不同的網上平台，直接

讓弟兄姊妹知道自己的近況。期間我發現使用

網上媒體有以下的好處：可以知道近期甚至即

時發生的事情。

在疫情肆虐之下，宣教工場的狀況千變萬

化，一時封城、封區、宵禁；一時又解

封。由於網絡平台上可以上載影片及

相片，這樣便可以拉近會眾所在地與

宣教工場的距離，會眾更可以直

接了解工場的實況，也可以因

應所見所聞隨時提問，宣

教士亦可以補充回

答。加上大部分網

絡平台都提供即時

回應的途徑，做到雙方互動交流的效果，這是

非傳統紙媒可及。

網媒的觀眾層面比傳統紙媒更廣泛，不再

局限在教會內接收宣教通訊的群體，連其他非

信徒也可以了解福音在世界各地傳播的實況，

從而更深、更廣認識基督教信望愛的本質。最

後，在疫情期間，會議通訊軟件大行其道，

視像會議已經成為網上學習、開會溝通的新常

態，大家已熟習使用各種軟件的技巧；宣教士

的網上視像祈禱會亦十分普遍，宣教工場的實

況可以表達得一清二楚，而且整個會議可以錄

影，會友可以在時間方便時才翻看，更具彈性

及自主性。

世界各地疫情肆虐，多元化的網上平台確

實提供了一個十分有效的途

徑，讓宣教士與會友以及支

持者保持聯繫，即時通訊

軟件亦可讓關心宣教士的朋

友得知他們的最新情況，

科技確實可以

帶給人類零距

離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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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報佳音 小社區聖誕慶祝活動 原勝團（原住民福音戒酒團契）

 曾鴻烈、胡慧芬夫婦

宣教平台多面睇—

佈道活動

1. 最基本的就是街頭佈道和派發福音單張，台

灣人一般比較有禮貌和有人情味，都樂意與

你閒聊幾句，也願意與不同信仰人士交流分

享，我們會預備一些福音單張，印上教會的

地址和電話，到公園派發並展開話題，並藉

機會談及福音。

2. 在有短宣隊到訪時，我們會安排到公園以兒

童為對象的嘉年華會形式佈道活動，有扭汽

球、攤位遊戲、講聖經故事、詩歌和話劇表

演，並派發小禮物等等吸引小朋友來參加；

3. 晚上會安排短宣隊在夜市周邊地方作詩歌

佈道，同時也會派發福音單張和作個人談

道活動；

4. 聖誕節期會到一些小社區的慶祝活動中，負

責一些含福音元素的話劇、詩歌和魔術表演

等；教會會舉行聖誕聚餐，向會友的親朋戚

友作佈道，與及在夜市和廣場報佳音活動。

興趣小組

1. 事先印製單張宣傳兒童手工藝、親子小食

班、英語會話班、幼兒美語學

習班（美國芝麻街英文教材）

等，到附近的學校門口、公園

派發和邀請對象來參加；

2. 因應過往一年多的時間有不少香港人移居台

灣，為香港新移民開設國語會話班。

課程/輔導

1. 為吸引年青家長而開設的兒童品格栽培班，

與及婚姻家庭倫理課程等，以栽培這些家長

正確的婚姻價值觀，與及作為稱職的父母；

2. 台灣青少年由國中三升上高中時，都要為

將來大學或職業前途的原故，選讀合適的高

中，生涯規劃輔導讓青年人作出合適自己的

選擇；

3. 台灣有不少人有情緒問題，基本情緒疏導服

務能夠舒緩他們生活上的一些壓力。

針對群體需要的宣教事工

1. 客家人的傳統認祖歸宗的觀念，以追思三禮

代替祭祖儀式，與及家族宗親圖表替代神主

牌，表明對祖先只是尊敬和思念，最終敬拜

的是創造的上帝；

2. 原勝團是針對原住民酗酒問題的福音戒酒

事工；

3. 台灣國際晨曦會為嗜毒人士提供福音戒毒

服務；

4. 監獄探訪佈道事工，關心在囚人士，分享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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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WeGo課程推介

差傳WeGo 1課程（4次課堂+戶外）

差傳與實踐
1. 為何差傳

2. 差傳與文化

3. 差傳與教會

4. 差傳與我

5. 澳門1（宣教歷史遊）

差傳WeGo 2課程（4次課堂+戶外）

基督教來華史
1. 1807年以前基督教來華

2. 1807 - 1911清末時期

3. 1911 - 1949民國時期

4. 1949後的基督教發展

5. 廣州1（宣教歷史遊）（註：不會探訪當地任何教會、機構或弟兄姊妹。）

差傳WeGo 3課程（4次課堂+戶外）

世界宣教歷史
1. 使徒及希臘教父時期 （主後30-300）

2. 拉丁教父時期 （主後300-500）

3. 中古時期 （主後500-1500）

4. 殖民時期及普世宣教運動 （主後1500-2000）

5. 澳門1（宣教歷史遊) 

差傳WeGo 4課程（4次課堂+戶外）

宣教士點將錄
1. 非洲、中南亞宣教士

2. 來華宣教士

3. 單身女宣教士

4. 偉大的殉道者

5. 尋訪宣教士（香港墓場反思之旅）

備註：

1) 若因疫情未能離港學習，戶外課程則安排為「香港教會及宣教歷史半天遊」。

2) 歡迎各堂會邀約差會同工到堂會舉辦「差傳WeGo課程」。

明華神學院

認識香港浸信教會

香港浸信教會恩典樓合照

香港堂歷史講述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

聖約翰座堂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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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消息

羅麗嬋牧師 @ 柬埔寨 

 柬國需要：請記念學校仍然停課，預料10月才開課（視乎疫情而定），

現時學生已習慣網上學習online class，求主保守及看顧疫情能受到控制。

 大學生事工（LCC城市教會）：由7月份開始，LCC城市教會網上崇拜Online Worship直至政府宣佈可

以實體聚會，請記念各項儀器及製作能夠順暢。

 磅湛省外展事工（TKCC）：請記念每週末前往TKCC外省服侍，由7月份開始以柬語教授Lutheran 

Understanding course給當地同工及幹事，求主賜智慧及能有效地傳達信息。

 職青宿舍事工：請記念由7月份開始，每月有兩次團契及查經聚會，盼望能幫助信徒靈命成長。

小鴿子 @ K國

 K國正預備9月份起讓學生回校上實體課，因此要求老師及學生盡量接種新冠

疫苗，求主憐憫保守。

 中心盼望能夠招收到足夠的學生（四人以上）開設小一學前班。

 中心在9月開課後，將招收小一至小四的功課輔導班，求主賜下理想的學生人數。

 由7月底起開始，一連八個週六有同工教導婦女烹飪，求主讓他們能夠接觸到一群新的婦女。

 但以理在7月中開始參軍四十五天，求主保守他在軍中的適應，並且在沒有親友在旁卻生活在抗

拒主的群體中，仍能在靈裡活潑成長，甚至引導同伴尋求真理。

鍾思林家庭 @ 曠野國

 疫情持續，死亡人數屢創新高，當地朋友及宣教士同工也有受到感染的。

在防疫之餘，他們感恩仍有能力支援病患中的朋友，加深了彼此間的關

係。當地醫療系統已不勝負荷，再加上當地人優先醫療的政策，重症的外

國人更難得到支援。求主保護和憐憫，止息疫情！

 當地的經濟本來已經積弱，疫情中更雪上加霜，年青人失業率高企。多個城市爆發了示威和暴力

事件，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運動後的首次，政府瞬即定立措施著手解決青年就業的問題，

未知成效。請為這國家求平安，年青人有機會聽到福音，在主裡找到希望和平安。

 診所於10月需協定新租約，希望業主能寬免或減租，以減輕診所的負擔，能夠繼續營運。

 記念二小姐學習成長需要和將來升學的銜接，已為她申請入讀當地私立學校，但申請手續繁雜，

學費也高，求主開路和供應；大小姐將於9月開始進入英制高級程度會考課程，而三少則繼續在

家學習課程，求主保守他們新學年的開始和適應。

吳輝國、黃嘉儀夫婦 @ 泰國

 泰國政府計劃10月開關，然而疫情仍未見受控，請記念政府能在經

濟與疫情管理之間取得平衡。

 曼谷疫情一直未受控，禁堂食、娛樂設施全面暫停、建築地盤停工

三十天，各項措施都令低迷的經濟雪上加霜，請記念。

 社會整體形勢均影響宣教工作，他們的培訓工作全面停頓，請記念。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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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消息
郭永賢弟兄 @ 柬埔寨 
 記念柬埔寨當地的疫情，求主保守帶領。

 當地下學年的復課安排，由2020年3月至今，學生只上過三個月的實體

課，而當地網絡沒有香港的先進，網課成效低，求主賜福當地學生的學習進度。

 記念他回港後重投教學工作的適應。

羅兆泉牧師、歐陽佩玲師母 @ 本土任務 
 疫情延續，各國在出入境設下不同的防禦措施；他們的所屬差會的

宣教士面對出入工場和回港的關口要求，因而受到阻礙，請為各宣教

士能順利往返工場禱告。兆泉牧師和佩玲師母的海外任務也因同樣原

因，被迫延期至明年1月才開始，請記念。

 凱恩將於8月中離港前往羅馬尼亞，先會為一間神學院的「upward bounds」課程擔任義工五個星期。

求主保守她的旅程順利，讓她與一班年輕人生活時能活出美好的見證。

 凱晴現正放暑假，求主讓她能夠好好休養生息。過去兩年她時常工作過勞，睡眠不足，臉上長了

很多暗瘡，請為她在美國有平衡和健康的生活禱告。

星星樹 @ 本地跨文化服侍
 小竹子因急病再進醫院，求主看顧施憐憫，親自醫治她，也讓醫院為她制

定最適切的照顧方案。

 記念在苦困中星星樹能體會上帝的同在。

 記念星星樹一家的經歷，也讓南亞群體經歷三一上帝。

曾鴻烈、胡慧芬夫婦 @ 台灣
 求主使台灣疫情快快受控，外交部可以重開辦理簽證，讓他們順利申請到

回台簽證，儘早繼續宣教事奉。

 求主顯明心意指引前面的路向，因有香港福音戒毒機構邀請他們參與其服侍。

 女兒將於8月份返回英國繼續深造碩士課程，願一切平安順利。

李志偉傳道、黃嘉欣姊妹及李隼宇小朋友一家 @ 日本
 感恩起步費認獻已經達標，惟三年期每月的常費離目標尚有缺欠，求主感

動更多的信徒認獻。

 感恩所屬差會在日本的同工已開始幫助他們辦理COE「Certifi cate of Eligibility」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申請，他們亦已成功遞交所有所需的文件，求

主保守整個申請過程。 

 求主保守東京奧運舉辦的期間，政府所安排的防疫工作能奏效，以致日本整體的疫情能進一步受

控，亦求主保護每一位仍在當地忠心事奉的信徒。

 感恩日本的同工不單郵寄了窩心的禮物給他們，更不斷地以禱告支持他們出工場前的準備，求主

保守整個團隊在工場繼續有美好的同工。

 求主保守他們在出發前不單能與家人及肢體有美好的相聚，更能清楚上帝在他們整個家庭的心意。

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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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回應
我願意奉獻支持下列項目，並附上支票：

□差會經常費：$ 　　　□宣教士經費：$ 　　　□宣教工場經費：$

支票抬頭「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或

「The Chinese Rhenish Church Hong Kong Synod」，
請在背面註明奉獻者姓名、電話號碼、通訊地址、

所屬堂會及奉獻項目。

* 請刪除不適用者 電子表格：
使用個人資料同意書

姓名（中）： （* 牧師 / 宣教師 / 傳道 / 長老 / 執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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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兆泉牧師、歐陽佩玲師母

□星星樹 □曾鴻烈、胡慧芬夫婦 □李志偉傳道、黃嘉欣姊妹及李隼宇小朋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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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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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數快」（FPS）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FPS ID）：
DONATION@MISSION.RHENISH.ORG或掃描右面 QR code：
奉獻後，請把記錄 WhatsApp/Signal 至 2360-0787，註明
奉獻者姓名、電話號碼、通訊地址、所屬堂會及奉獻項目。

財政報告

宣教同工及子女生日

二零二一年收支表
進項 預算收入 1-6月收入
差會經常費 1,025,100.00 559,320.20
宣教士經費 1,850,400.00 704,800.00
宣教工場經費 702,900.00 195,550.70
差傳後衛計劃 244,000.00 114,900.00
差傳教育 30,000.00 -
短宣隊 250,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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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1
總進項 4,111,900.00 1,574,590.31

支項 預算支出 1-6月支出
差會經常費 1,341,117.70 602,044.79
宣教士經費
　- 小鴿子 175,953.00 124,464.75
　- 鍾思林家庭 990,054.37 733,012.41
　- 羅麗嬋牧師 658,945.76 320,334.27
　- 其他 85,000.00 39,544.00
宣教工場經費 1,095,051.15 694,718.30
宣教工場考察及拓展 60,000.00 -
支援隊(柬埔寨及K國) - -
差傳年會 25,000.00 1,700.00
差傳教育 44,500.00 -
資訊及出版 55,000.00 30,500.00
短宣隊 289,000.00 -
備用金 180,000.00 10,000.00
總支項 4,999,621.98 2,556,318.52
盈餘/(不敷)  (887,721.98)  (981,728.21)

差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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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祈禱會@柬埔寨

主題： 走出“疫”境
分享： 羅麗嬋牧師

日期： 9月23日（禮拜四）

時間： 晚上7時30分 

地點： 欽州街辦事處活動室

 （深水埗欽州街65-71號榮業商業大廈1樓）

截止報名日期：9月19日（主日）

名額：20人（額滿即止）

查詢電話：2360-0787

報名：

https://forms.gle/7EdPhPsXEvm74Qrd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