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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知的上帝，完全知道我們的所在環境，我們

所面對的，所感受的，甚至祂比我們自己更清楚我

們的內心；全能的上帝絕對是我們的倚靠，因為在

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全在的上帝在我們的人

生的旅途上，一直都與我們一起同在，只是有時我

們忘記了祂！

在我們的信仰歷程中，與一位愛我們的上帝同

行，絕對是上帝的恩典！相信大家在過去的日子，

在疫情下，在限聚令下，也多了一些獨處的時間

吧，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多了安靜在主前禱告的時

間呢？感謝主賜下聖靈，有時在經歷困難時，我們

可能連禱告也感乏力，不知怎樣去祈求時，聖靈親

自用無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求（羅馬書8:26）。

在差傳事工之中，禱告也很重要的！為甚麼禱

告在差傳中是那麼重要呢？因為差傳絕對是一場屬

靈爭戰（以弗所書6:12），並且「要靠著聖靈，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以弗所書6:18）。記得當我

在海外的宣教士訓練學院接受裝備時，在一次的禱

告日中，我們為一個創啟地區（指那些不歡迎宣教

士進入的國家）禱告，在當地服侍的宣教士想我們

為他們的事工祈求打開福音契機的鑰匙，但在禱告

中，上帝給我的領受卻不是為他們的事工求一條鑰

匙，而是禱告就是那條鑰匙了！

今期我們邀請了不同的宣教單位，分享他們在禱

告中如何經歷上帝的保守和引領，盼望透過他們的

見證分享，讓我們看到聽禱告的上帝的奇妙作為；

而部分宣教單位也有提供《七日循環禱告事項》，

讓我們以禱告托住各個宣教單位和他們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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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屆差傳年會：「疫」能有你
感恩第廿二屆差傳年會「疫能有

你」在上帝的恩領下，順利於3月

28日（主日）透過網上直播圓滿結

束，當中的詩歌、信息和分享，也

很感動和激勵！

若你當日未能一同參與，也歡迎你透

過以下的連結，重温當日的聚會：

https://youtu.be/-8wp8n97FN8

2020年差會年報
2020年的差會年報已經出版，並派送至各堂會，以供弟

兄姊妹取閱。差會也有少量存貨，歡迎致電23600787

向我們查詢索取。

事奉人員大合照

同心為年會禱告 陳進華牧師領詩 大會講員杜其彪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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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

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那超

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

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4:6-7）

在這段日子裡，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COVID-19）將全球帶入危機時，使我們感到

自己的無助和渺小，也是我們急切需要禱告的最

好提醒。在疫情下，即使身處在柬埔寨宣教工

場，也受到影響，停課、停聚會、停出入外省

等；在疫情嚴峻時，這裡也開始實施在家工作，

以保持社交距離。人心在徬徨無助之際，禱告成

為最大的力量。

 羅麗嬋牧師
從禱告而來的信心

上帝；於是，在主面前重新立志禱告。過了不

久，有本地神學生及一位全職幹事願意前來協

助事工的發展，感謝主應允了僕人、使女的禱

告，賜下合適的團隊。

TKCC 中心

TKCC 同工團隊

TKCC 年青人

在宣教工場，每天以禱告經歷上帝的同在

和保守。2021年開始在磅湛省的服侍，距離金

邊市約一個半小時的車程，每逢週六、日便前

往鄉村教會LCC-TKCC擔任牧職的工作，每一次

的路途都需要禱告主賜下出入的平安。起初在

這裡服侍時，面對各方面的困難：人手不足、

資源缺乏、事工停滯不前、加上水電供應不

穩定等，誰會來這裡服侍呢？心裡感到灰心失

望之際，聖靈卻立時的提醒，不要被外在的環

境影響而失落，倒要專心仰望那位創始成終的

教會重新訂立目標方向，開展青少年及兒

童事工，從關係建立開始，透過「啟發課程」

（Alpha course）一步一步地帶領年青人認識主。

感恩已有10-12位年輕人穩定出席青少年團契；

兒童事工也在穩定地發展，平均有30位兒童出席

主日學。未來的方向需要有更多的培訓事工需要

開展，這一切都是從禱告守望開始。

感恩在禱告中經歷主的信實和祂豐富的

恩典，深願繼續以禱告為念，引領教會繼續前

行，經歷不一樣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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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禱告打開福音的門
一直以來，信徒都認為很難帶領穆斯林歸

信主；但你相信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凡事

都能嗎？

去年疫情期間，我有約三個月時間為疫

情，以及為我所認識的人每天禁食一餐去禱

告。之後我尋回G，以網上通訊方式與她聊

天。她曾是我的英文班學生，十多年前有一

次機會帶領她作了決志禱告，可惜，她追求

與人的關係多於與上帝的關係，世上的豐足

多於屬靈上的豐盛；因此，她雖不抗拒我們

跟她談論聖經，或耶穌的愛，但她不願進一

步參與任何聚會。她在K國大學畢業後，輾轉

又回到老家工作和進修。然而，因著疫情，

她無法回老家與家人團聚，相反要再返回K

國；進入K國國境後，又染上新冠肺炎兩次，

無力好好工作。在那段期間，恰巧我再次找

著她，跟她聯繫打氣。

 小鴿子

豐盛的筵席是傳福音時的必需

五月一日是K國民族友誼日

《七日循環禱告事項》：

一、 求主讓G、Z等移居者在K國成為祂的門徒；

二、 求主保護那些回到老家後失聯的K族和其

他族群，讓他們有機會遇見主；

三、 求主使在疫情中失去工作的人有飯吃、有

屋住、有生活的各種供應；

四、 求主幫助中心的同工們有智慧地去把福音

傳給老人、成人、青少年、作父母的、有

特殊照顧需要的兒童及其家庭等；

五、 求主使K國教會繼續成長，成為萬國的祝福；

六、 求主使用正在翻譯的培訓材料，讓中亞信

徒得造就；

七、 求主賜下家庭營地所需的各種幫助。

在這段落寞的日子中，G結織了一位移居K

國的另一族群婦女Z，其丈夫三年前往老家做生

意後便失聯，從此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擔落在Z身

上。當G生日那天，我請她到我家來慶祝，她

也把Z帶來，讓她和兒子有頓好飯吃，並藉此讓

Z有機會為我做按摩，賺點錢生活。我與Z結識

後，發現她曾聽過福音，於是便請家聚成員為

她不斷地禱告，我也把網上的福音視頻天天給

她。幾個月來，雖然她仍未完全歸向主，但她

數次跟我說：「妳的上帝真好，祂聽了你們的

禱告，現在我一家吃飯的問題都解決了。」

誠邀你加入我們的禱告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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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7日是聖灰日，跟著的四十天是預苦期（又稱大齋期），是教會傳統禁食禱告的

日子。但隨著越來越多弟兄姊妹不熟悉教會年曆和傳統的屬靈操練，預苦期簡約成只是講壇上

的一個節期，而沒有受過苦的復活節，宣講也變得有些空洞。

此消彼長，世界的另一邊廂，卻有一群體佔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每年有三十天時間會進

行禁食、禱告，從日出到日落，不單止不吃，還滴水不沾，形成了強大的屬靈力量！在伊斯蘭

齋戒月中，基督教宣教士們都感受到沉重的屬靈氛圍，像高氣壓般壓下來。1993年，一群在

穆斯林當中服侍的宣教士便發起在伊斯蘭齋戒月期間，「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的運動。自

此，這運動成為了聯繫全球關心穆宣的弟兄姊妹的共同參與，直到今天，這禱告運動不單是要

興旺上帝的國度，還守護了在前線的宣教士。

某一年的伊斯蘭齋戒月，一個在伊斯蘭世界事奉的宣教士家庭，一家四口相繼發熱病

倒，但醫生們找不到病因，束手無策，丈夫後來甚至病重至要接受深切治療，妻子情急相求

同工們為此代禱。於是一群跨差會的同工們為他們一家24小時不間斷禁食禱告，每位同工負

責一個時段，陪伴他們度過難關。當我收到認領禁食禱告時段的時間表時，十分感動，因不

少同工已首先認領了深夜時段，以方便其他同工能選取較容易的時間。禁食禱告並不容易，

尤其是當你還要如常工作，應付家務和照顧年幼的孩子時，對體力和精神上都滿是挑戰！但

當你能心甘情願為人，甚至乎為你所不認識的人的生命，作一點點的犧牲受苦時，你便更能

體驗耶穌當日禁食、受試探、為眾人受苦的意念。感恩天父應允了我們的禱告，同工一家一

星期後不藥而癒，丈夫安然無恙。我們知道任何公式化上帝工作的手段都不妥當，禁食禱告

當然不是紓災解困的「萬靈丹」，但同心禁食禱告，肯定了我們的同心，更專心依仗上帝的

手作工，與上帝同行的意念。這是宣教士長期在屬靈

黑暗的世界工作時，克服無力感的方法。

2021年的伊斯蘭大齋期是從四月中到五月

中，歡迎你也參與上帝在穆斯林世界的奇妙工

作，詳情請瀏覽「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運動」

網頁：https://www.30dayschinese.org/

 鍾思林宣教士

苦盡甘來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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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多在泰國服侍的日子，知道無數宣教同

路人常要回覆支持者發出的「代禱事項」的請求或

代禱信等，甚至要寫一些有先知性的代禱信。在真

實的宣教工場其實不是每月每天都有突發事，許多

時宣教生活是孤單及滿有無力感，當中的難處是工

場以外的朋友無法體會也不能明白；以致許多時候

的代禱事項，只是單單提及一些片面而且個人化的

分享，或純粹回應事工要求而已。

以筆者所領受的禱告卻不是述說自己向上帝

求了甚麼，並得著應允的見證。真正的「禱告見

證」是禱告者跟上帝建立親密關係的時間，當中是

學習如何聆聽上帝向你述說的話，與我們向祂不斷

求這樣、求那樣是兩回事。因為全能全知的主，在

你還沒有開聲之先，祂已經洞悉你一切所需。

就像這兩周內咖啡店出現了無數的亂子，同

工失更之餘又妄自放假一天，在沒有通知我們的情

況下關門，又惹怒客人在線上高調的投訴，使到教

會執事想要即時解僱肇事員工，這些突發的事情，

當弟兄聽到代禱請求的時候，其實已趕不及了。而

真實有效解決的方案，是上帝早已經差來一位自動

找上門請求Karrie成為他Mentor（導師）的一位年

輕人。他是泰國YMCA新上任的職員，該機構因過

去疫情原故員工完全流失，這位年輕人在毫無經驗

下不知如何履新，故自動走上門尋教，且帶來另一

位同樣開咖啡店的加

拿大宣教士。經交流

後，發現我們的The 

Wise Choice教學工具

正是他們事工所缺乏

的，而他們發展中的

Barista workman pool

又正正能夠為我們在

遇上同工失更而搞出

的亂子作彌補。

其實創啟地區的福音工作，真是天天都是

Amazing（奇妙的），在你開口向上帝禱告的時候

已經遲了，但深信上帝早已把這種「在我們還未

開口，但已懂得我們需要的感動放在眾代禱勇士

的心底裡！」，在此答謝各領受成為代禱者的弟

兄姊妹，願我們縱然是相隔異地，也同行在這條

「不歸路」上。

《七日循環禱告事項》：

一、 為泰國教會及信徒的更新祈禱，求主幫助他們

擺脫偶像崇拜民間信仰的綑綁，全心信靠獨一

的真神。

二、 為泰國的年青人祈禱，求上帝幫助他們懂得辨

清自己的性別身份。

三、 為所有在泰國工作的宣教士祈禱，求上帝為他

們賜下同行的伙伴，同心的同工，讓宣教士的

生命也得到支持與滋養。

四、 為所有離開自己家園的宣教士祈禱，求上帝保

守每次簽證續期能夠順利，又祈求上帝給各人

有智慧，在各國不斷收緊宗教簽證的情況下，

能開闢更多可以留在當地的方法。

五、 為宣教士及支持堂會祈禱，在全球經濟重創的

情況下，仍能有足夠的供應，又求上帝加給宣

教士們智慧，開拓更多創新的工作模式，以減

低對堂會的經濟依賴。

六、 為自己祈禱，祈求上帝給我們敏銳的靈、勇敢

的心，在自己的生活中為主作見證。

七、 感謝上帝讓我們能見證這個大時代的來臨，祈

求上帝加添我們信心，相信祂仍然掌權，又祈

求上帝天天更新我們，讓我們能靠著聖靈的能

力照亮黑暗。

 吳輝國弟兄

祈禱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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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永賢弟兄

感謝大家的禱告守望，蒙上帝的保守，到

達工場開展工作轉眼間已經六個月了。在新冠

病毒肆虐期間，停課、復課、再停課循環地進

行，情況同香港相似。只是大部分學生沒有足

夠金錢購買平版電腦或筆電，需要使用手提電

話上課，但他們好學的心沒有被冷卻。

我到柬埔寨服侍其中一個目標是鼓勵學生

多接觸體育活動，既可強身健體，亦可為自己

訂立奮鬥目標，發揮潛能。剛好，學校旁邊有

一細片荒廢的空地，於是，我便游說校董會批

准租用並進行平整地台工程，最終成功爭取；

但如何籌得所需款項，就只能用信心交託。感

謝上帝！祂的供應沒有缺乏，在工程開始約一

星期前已順利籌得款項。要提昇學生的運動意

識，除了一個硬件場地的配合，也要提供一個

訓練與競賽的機會。感謝上帝 ! 讓我有機會教

授體育課，學生有機會學習熱身及伸展動作，

並學習不同的球類技巧及比賽規則。見到她們

用心學習以及投入鍛鍊一些陌生的運動項目，

心中的欣喜實在難以用筆墨形容。自己又進一

步想籌劃中小學校第一屆運動會，一個在香港

耳熟能詳的名字，但在當地卻是十分新鮮的項

目。感恩一班宣教士同工和我一同發夢，由尋

找場地，到商討比賽項目，訂立比賽規則，與

當地老師商討細節，做比賽項目示範等，他們

都不離不棄。雖然，因著新冠病毒第三波疫情

在柬埔寨爆發，整個陸運會項目需要延期，但

上帝已讓我學習

到寶貴的一課–

宣教工作是多方

面發展的一個夢

工場，一個要互

相幫助才可取得

進展的項目，一

個需要上帝在背

後推動各人發揮

恩賜的事工。

最後，大家

可能會問這些項

上帝的作為

目與「福音」有何關係呢？其實，學校旁邊的小

型球場在星期六已經被完全借用，有當地教會已

經與學校及機構的社區中心達成協議，推動周末

福音工作。第一次聚會已經有接近六十位區內兒

童及少年人參與；另外，有兩位學生練習跑步之

餘，被邀請參與運動福音事工小組。願天父使用

不同的人和事去發展天國的事工。

《七日循環禱告事項》：

一、 求主保守在柬埔寨的疫情中，各宣教士的

身、心健康，亦希望當地疫情可儘快得到舒

緩，患病的人儘快得到醫治並康復。

二、 求主保守在偏遠地區服侍的宣教士，出入有

主同在的平安，與當地人能融洽快樂相處。

三、 求主預備更多願意委身的柬埔寨信徒接受神

學訓練，成為牧者興旺當地的福音工作。

四、 求主興起更多年輕人，加入宣教士行列，承

接各地的宣教工作。

五、 求主保守豐榮女子中學的建築進度，已經延

後的工程項目能儘快完成，可趕及十一月新

學年前使用。

六、 求主預備合適的當地老師加入學校團隊，發

展教育及福音工作。

七、 求主賜我智慧學習語言，能有效地與當地老

師及學生溝通。

學校旁邊的小型球場工程已接近完成 豐榮女子中學的教職員團隊

與柬埔寨年青人參與福音運動事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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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教路途中，禱告蒙允的經歷多不勝

數。就如在2001年，當時我們在菲律賓倫布

島，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翻譯的工作。有一

天，佩玲突然出現心律不規則、咽喉發硬不適

的情況，醫生卻找不著引致身體不適的根源，

因此，工場主管不容許我們留在倫布島繼續聖

經翻譯，卻要在差會中心觀察佩玲的身體情

況；兩個月後，一位同工與我們分享她曾遇到

類似心律不規則的現象，也沒法找出根源，但

經過禁食祈禱後，所有病徵都完全消失了，她

提醒我們，這可能是來自仇敵的攻擊，需要以

禱告應對。於是，我們為此作了三天的禁食禱

告，感謝主垂聽禱告，佩玲竟不藥而癒，工場

主管因此允許我們返回倫布島。

車身開始向右傾斜，甚至左邊前後車輪已經離

地，就像亡命飛車的表演者，單以兩輪行車一

樣，驚險萬分！

危急之際，佩玲開聲禱告說了兩次「主

耶穌幫助我們」，奇妙地，車子竟然沒有翻

轉，好像有一股力量托住它，讓左邊車身再次

慢慢著地，左面的後車胎，因著地時碰到行人

路石壆而爆破，車子也開始減速了。在這驚險

絕倫，眼看車子快要撞向前面距離約三十呎的

路人時，感謝主讓兆泉成功地拉下手掣，煞停

了車子。後隨的吉普車也竟然能夠及時急轉軚

盤，在我們的車身右邊擦過，閃避了撞向我們

正橫臥路邊的車子。

我們魂魄還未定，主的安慰卻隨即臨

到：「若沒有祂的許可，連一根頭髮也不掉

落！」我們驚覺完全是上帝的恩手拯救了我們

的性命！祂不單使我們沒有撞到任何車輛或途

人，連我們自己也絲毫沒有受傷或受到任何巨

大的震盪。在整個過程中，其實每個關鍵時刻

都可以致命，但上帝垂聽了我們的呼求，在每

個極險要的關頭，差遣祂的使者保守我們，讓

我們可以脫險。

 歐陽佩玲師母
禱告蒙允

上帝保守的明證

羅兆泉牧師一家

在啟程之前，我們往山區退修，特別為倫

布語翻譯工作禱告。當沿著蜿蜒曲折的山路駕

車返回差會中心時，車子竟失去控制，不單越

過對面的行車線，更快要衝下山坡！佩玲隨即

想起了兩個幼女，心裡說：「主啊！我把孩子

交託在祢的手中。」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車子

突然返回另一邊行車線，但卻迎着一棟房子衝

著去。霎時間，佩玲說：「無論任何情況，我

們仍然事奉袮。」在上帝奇妙的保守下，兆泉

拼命扭軚，終於可以避免撞向房子。猛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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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麗嬋牧師 @ 柬埔寨 

 由於受到疫情影響，學校再次停課，大學生們正面臨考試的高峰期，校方
採用網上考試，也令學生們面對各樣的困難和挑戰，求主幫助他們能夠隨
機應變，考試一切順利。

 請記念磅湛省「旦家村社區中心」（LCC-TKCC）也受到疫情影響，政府嚴禁省與省之間出入。故
此，暫時停止前往外省服侍，有待疫情的緩和。請記念仍然留守在TKCC的幹事同工和當地神學
生，在停止聚會下，仍能與青少年有美好的聯繫和分享。求主保守他們身心靈健壯，每天與主有
更緊密的關係，經歷主的愛和保護。

 請記念「職青宿舍事工」剛剛起步，現時已有畢業生及神學生入住新宿舍，求主保守他們適應新
環境、新生活。求主賜智慧如何更有效地使用這地方，以及帶領未來的計劃，盼望成立職青小組
或團契，邀請已畢業的學生相聚。求主帶領及鼓勵畢業生再次重返教會的生活，幫助他們靈命成
長並成為跟隨主的門徒。

 求主保守在香港的家人，在疫情下有健康的身體及出入的平安。求主看顧媽媽留在家中常有平
安與喜樂在心中，也盼望她能早日信主。

小鴿子 @ K國

 記念兩位待產的員工：其中一人因身體原故，可能未能擔任清潔的職位至產假
的開始。求主幫助二人有健康的身體，生產順利。也求主賜他們有合適的人選
替代待產員工的工作崗位。（因當地的產假可長達三年！）

 莉莎將於7月底完成心理學碩士課程，求主賜她能力和智慧完成畢業論文，並用所學得的知識幫
助更多家庭和夫婦。

 2020-2021學年快將於5月底結束，求主賜員工們智慧，在6至8月底期間為學生們安排一些學生
們有興趣，而家長們又願意付費用的活動。

 中心自去年11月至今有五十位年青人恆常地參加他們舉辦的活動，求主賜同工們智慧找到合適的
方法與他們探討信仰問題，也求主挪開阻擋他們尋求真理的障礙，保守在分享過程中不會被其他
穆斯林排斥或中傷。

 感恩長青事工的長者非常欣賞中心的員工及為她們而設的各類活動，求主讓這群穆斯林婦女在人
生的晚年能認識耶穌才是賜人永遠生命的主，選擇跟隨祂。

鍾思林家庭 @ 曠野國

 當地疫情一直反覆，醫療系統脆弱，求主加力和保護醫院的醫護，又求主賜
政府有智慧處理。

 感恩靠著病人的口碑介紹，診所營運正常。求主給他們更多當地病人和分享的機會。

 大女兒原定今年參加的英制公開試因疫情取消了，轉而以校內成績評核，求主帶領她的學習和升學。

吳輝國、黃嘉儀夫婦 @ 泰國

 由於疫情爆發十分嚴重，4月底兩個訓練營會都已經被逼取消，另外兩個
英語學習營也受到影響，求主讓疫情早日回復平穩。

 他們正計劃未來一年如何能在那地提供較長遠的支援，除了金錢，村代表也希望他們能幫忙籌辦
一些兒童活動。請為他們祈禱，求主賜下智慧有效地運用資源，也需要建立能長期參與的團隊。

機會

代禱消息

也希望他們能幫忙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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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賢弟兄 @ 柬埔寨 

 永賢弟兄有機會教授體育課，學生有機會學習熱身及伸展動作，並學習

不同的球類技巧及比賽規則。感謝主! 學生們用心學習及投入鍛鍊一些

陌生的運動項目，期望進一步籌劃中小學校第一屆運動會，求主開路。

 學校旁邊的小型球場在週六已經被完全借用，有當地教會已經與學校及

機構的社區中心達成協議，推動週末福音工作，第一次聚會已經有接近六十位區內兒童及少年人

參與，求主繼續使用場地，成為當地朋友的祝福。

 求主保守各項工程順利。

羅兆泉牧師、歐陽佩玲師母 @ 本土任務 

 羅牧師在七月述職前，每月平均需要負責五個聚會，十分繁重，求主

賜下力量。

 佩玲師母在5月1日開始共有五次「創痛治療」工作坊，求主讓弟兄姊

妹得著益處。

 大女兒凱恩4月17日開始被安排到亞洲博覽會的Covid-19病房工作，求主保守平安。

星星樹 @ 本地跨文化服侍

 感恩在星星坐月期間有姊姊來幫忙做家務，記念傭工可以儘快抵港。

 因家庭需要，5至6月的Chinese Play Group仍要網上進行，記念小朋友的

參與。

 在齋戒月中，穆斯林小朋友可以體會他們是蒙上帝所愛。

曾鴻烈、胡慧芬夫婦 @ 台灣

 求主幫助六和福音中心由佈道點成為自立堂會，計劃開展廣東話崇拜和相

關聚會，並且提昇會友的靈命和宣教心志。

 求主加添個人講道和聖經教導的事奉能力，讓弟兄姊妹得著益處。

 求主讓香港與台灣早日通關，讓他們順利回到台灣服侍。

李志偉傳道、黃嘉欣姊妹及李隼宇小朋友一家 @ 日本

 感恩3月中正式成為恩光使團差會（CHRISTAR）的成員，求主保守能順利完

成出工場前的Pre-field訓練及在差會香港辦公室的實習要求。

 記念日本都市地區疫情仍然反覆，再加上奧運的安排問題，政府方面仍未

能恢復海外人士簽證的申請，到現在仍未能有確實的出發日期。

 感恩上帝引領了不同的教會及團契邀請他分享宣教的呼召，願上帝的恩手成就彼此之間的同工關

係，特別在禱告及經費上的支持。

代禱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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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回應
我願意為奉獻支持下列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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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背面請註明奉獻者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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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永賢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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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月收入
差會經常費 1,025,100.00 282,350.20
宣教士經費 1,850,400.00 115,950.00
宣教工場經費 702,900.00 58,100.00
差傳後衛計劃 244,000.00 57,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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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 
總進項 4,111,900.00 513,850.32

支項 預算支出 1-3月支出
差會經常費 1,341,117.70  314,400.68
宣教士經費
　- 小鴿子 175,953.00 82,976.50
　- 鍾思林家庭 990,054.37 488,674.94
　- 羅麗嬋牧師 658,945.76 159,214.75
　- 其他 85,000.00 19,000.00
宣教工場經費 1,095,051.15 25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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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短宣隊 289,000.00 -
備用金 180,000.00 -
總支項 4,999,621.98 1,322,066.87
盈餘/(不敷)  (887,721.98)  (808,216.55)

差會消息

　5月4日 歐陽佩玲師母 電郵：pauline_law@sil.org

　5月22日 胡慧芬姊妹 電郵：angelawu522@gmail.com

　5月26日 李隼宇小朋友 電郵：info@mission.rhenish.org*

　7月20日 鍾師奶 電郵：waterbottleupd@gmail.com

　7月30日 曾鴻烈弟兄 電郵：hl_tsang@hotmail.com

風潮中的中國教會宣教史 （1842-193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海外宣教部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差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差傳部
聯合主辦差傳課程

1  傳教與不平等條約  (1842-1860)
 胡闖明教師
 6月8日

2  教案與義和團事件  (1842-1900)
 何國龍牧師
 6月15日

3  非基督教與本色化運動 (1922-1937)
 孟寶松牧師
 6月22日

時間： 晚上7:30 - 9:00

地點： 香港九龍長沙灣瓊林街111號擎天廣場8樓 
 （荔枝角鐵路站B1大南西街出口）

費用：每科$50，三科合共$100  (到場現金付款)

截止報名日期：6月1日

報名：https://forms.gle/DkbAamNaLt3mQFxCA

* 註：差會將轉發信息給相關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