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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先與我們聯絡。

2020年將接近尾聲，回首今年差會的事工，如差傳

年會、短宣、祈禱會、差傳課程等等，很多我們於2019

年底已經計劃好的事工，也受到今年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影響，進入停擺狀態。縱然在限聚令下，我們未能親身舉

辦各項事工活動；但感恩上帝讓這影響全球的疫情，在網

絡工具比較完善的時刻才出現。

因此，我們便作出變陣，為部分事工彈性安排於網

上進行，如差傳祈禱會、差傳分享等等。網上聚會彷彿便

成為了疫情下的新常態（New Normal），亦因應在網上進
行，參加者不需要舟車勞頓，我們感恩看到參與網上差傳

祈禱會的人數較過往實體聚會的人數還要多呢！

每年年底相信是各堂會和機構籌劃下年度事工的時

候，我們也不例外；但面對著疫情引起的許多不確定因素，

我們都只可籌劃，最終能否成事仍仰望上帝的恩典！在疫情

之下，相信帶來許多反思，使我們不再自以為是，靠己力行

事，視一切如必然；疫情幫助我們學習更多向上帝祈求祂的

心意，以及尋求祂讓我們在當下所需要學習的功課，專心

仰賴祂的帶領。正如箴言3章5-6節：「你要專心仰賴耶和

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認定

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和箴言16章9節：「人心籌算

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盼望疫情不叫我們

灰心，乃叫我們更加倚靠上帝的帶領和供應！

今期先鋒訊的主題為「放眼眾機會」，除了刊載差會

的2021年事工巡禮外，我們邀請了不同宣教單位介紹宣教

工場的服侍機會。因著疫情下的新常態，部分服侍機會更可

足不出戶，透過網上參與；但亦有些宣教工場的機會在疫情

下變得相當困難！雖然未來一年仍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和限

制，懇求上帝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能夠看見不同的差傳事

奉機會；也求祂親自在各人心中作感動和帶領的工作，在祂

的時間引領我們，到祂為我們所預備的禾場，為主收割！

除了介紹不同的服侍機會，今期也邀請了九月份出發

往柬埔寨服侍的信徒宣教同工，分享他如何踏上短期服侍

之路。也感謝大埔堂的同工分享堂會的差傳事工。祈求今

期的內容被上帝使用！若弟兄姊妹閱讀後想瞭解更多當中

所刊載的事工和事奉機會，歡迎與我們聯絡，願上帝祝福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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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教會的近況

自2012年起，羅麗嬋宣教士一直與柬埔寨信義會Lutheran Church in Cambodia（簡稱LCC）成為合

作伙伴，協助當地教會策劃植堂及佈道的工作。感恩過去八年的服侍，見證著LCC教會在不同的鄉村及

城市建立了共四個佈道基址。如今教會正全力推動發展兒童及青少年事工，我們需要培育及動員更多

信徒，以牧養他們成為委身基督、服侍教會和影響社區的基督徒。由於宣教工場長期人手不足，在資

源缺乏和奉獻有限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各方面持續的支援及補足，事工才得以持續地發展。「我們傳

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獻上。」（歌羅西書一章28

節）。故此，我們正積極地鼓勵更多年青信徒勇敢地踏出一步，前往宣教工場，作為期三個月或半年以上

的「短期體驗」、或一年至兩年的「短期宣教」，可以透過不同的宣教策略來參與當地的服侍：

 羅麗嬋牧師
機不可失之宣教契機

1. 敬拜及音樂事工訓練

年期： 一個月或三個月

對象： 參與敬拜及音樂事工的信徒

目的： 培訓當地信徒明白敬拜的意義，鼓勵信徒參

與敬拜事奉。同

時，透過樂器訓

練，幫助信徒掌

握最基本的樂器

操作，如結他、

電子琴等。

3. 青少年導師訓練

年期： 一至兩星期密集式培訓

對象： 參與青少年事工的導師

目的： 培訓青少年導師

掌握青少年事工

的技巧，帶領查

經技巧，及策劃

營會遊戲活動技

巧等。

5. 普通話教學 Putonghua

年期： 三個月、半年或一年

對象： 有興趣學習普通話的信徒

目的： 主要學習漢語拼

音及普通話的發

音方法，掌握

聽、說、讀的基

本功。

2. 兒童導師訓練

年期： 一至兩星期密集式培訓

對象： 參與兒童事工的導師

目的： 培訓兒童

導師掌握

兒童事工

的技巧，

聖經教學

法及編寫

教案等。

4. 康體事工培訓

年期： 一個月至三個月

對象： 青少年事工領袖

目的：教導有關康體事工的基本知識和技巧，幫助年

青 信 徒 明

白 透 過 康

體 事 工 實

踐大使命。

6. Microsoft OFFICE辦公室軟件培訓

年期： 一個月

對象： 青少年信徒

目的：掌握EXCEL、WORD

及POWERPOINT應

用技巧等秘訣，以協

助服侍工場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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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服侍的地方，是蘋果的原產地之一。早前有機會跟同工一家到郊外旅行，發現

四處的野生蘋果樹都結滿了果實，但卻無人去採摘，有不少已熟至掉在草地上任由牛

和馬去踐踏！

其實因著疫情和世情，人心田的莊稼也熟透了，但作工的人在哪裡？當然，世間各

種誘惑會使未信者盲目和沉迷，除非先除去石頭、雜草和鬆土，否則福音種子撒下去也

未能生長。這些都需要有工人去辛勤工作啊！是的，人人都想見到成果，但若沒有人去

作先鋒隊，真的能有收成嗎？

Ｋ國是個需要大量工人的工場。當一般香港人在考慮移民他國時，您會否選擇福

音移民？以下是K國的「招募啟示」：

一、專業英文和普通話老師：

● 因著疫情，中心的教學由實體變為網上，學生更遍及全國。這等於說，只要您是經驗老師，又有空餘時

間去服侍那些準備參加國際英文考試TOEFL, IELTS的，又或中文的HSK考試的，您可以安坐家中，於選定

的時段內（如週一、三、五香港時間晚上七時至八時半），成為Ｋ國學生的老師！一個課程通常是36堂。

● 若您無法作定時的服侍，也可選擇成為English Club或漢語練習小組的成員。這是讓K國學習英文或普

通話的朋友在WhatsApp群組內練習讀訊息、寫感受、以錄音對談練習其口語。這個是可以很多樣化，

同時在沒有時間壓力下建立一個人際關係的機會。

二、短期隊伍：

因著大家害怕嚴寒天氣，所以多是暑假期間進行，如：英文隊、醫療隊、文化交流隊，為期七至十

天。其實，一年四季我們的家庭服務中心，都可以開設不同類型的講座和服務給家庭內各年齡層。

（圖片為以往的短期隊）

 小鴿子
尋人啟示

註：逗留三個月以上的會有機會學習當地語文。

三、中期至長期（兩個月或以上）的參與： 

計劃中Ｋ國除了在巿區內有家庭服務中心之外，更會在明年興辦一個特為家庭在周末和假日時享用的

郊區主題公園，讓人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有機會以非學堂的形式去學習環保、尊重不同的族群、認識動

植物生長的奇妙，進而讓他們有機會去反思誰是創造主。我們需要大量人才：農業、畜牧、人類學、心理

學、教育界、美術設計、科技等等。歡迎查詢。

1. 教會青年領袖訓練營

5. 講座

2. 學校內的暑期英文日營

6. 烹飪示範 7. 與小朋友玩遊戲

3. 中心內的暑期英文日營 4. 醫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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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地區各個大國正急速轉型，除了傳統的原

油產業以外，近年積極發展不同類型的經濟，極需要

不同專才加入建設。多個大型發展項目已經上馬，當

中包括航天設備建造（為歐洲空中巴士公司提供零

部件）、全綠能城市、伊斯蘭債券市場、旅遊醫療

城、2021杜拜世界博覽會、環球影城和樂高世界等

主題公園、2022 FIFA世界杯和不斷興建中的國際級

酒店等。產業多元化也國際化，絕對不遜大灣區！

投資年期：

由兩年到永久

投資回報：

‧ 短期：視乎你的職場資歷和技能

‧ 中期：偌大的生活空間（大漠任你闖），子

女享有真正的國際學校教育（國際學校一般

較香港便宜，並動輒有來自超過五十個不同

國籍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的弟兄姊妹相

交和敬拜（在地若天的敬拜），體驗阿拉伯

的獨特文化和沙漠風情

‧ 長期：天國積分獎賞（公義的冠冕）

參與條件：

‧ 各個界別具國際資歷的優秀專業人員（航天

工程、醫療、金融、互聯網科技、旅遊、建

築、教師、管理、酒店等各行業）

‧ 具成功經驗和資本的商人

‧ 操流利英語

‧ 成熟基督徒並對穆斯林生命有負擔

‧ 適應國際隊工

‧ 願意學習阿拉伯文化

 鍾思林家庭

投資天國移居中東計劃

長 天天國積 賞（公 冕冕）

成功案例：

1. 註冊會計師憑兩年經驗，廿年前以平信徒身

份成功與新婚妻子移居杜拜，抵埗後才加入

差會並進修神學，後來成為差會地區地域總

監，領導中東地區內兩百多名宣教士。現育

有四名兒女，仍然在中東地區事奉。

2. 土地規劃師接受政府聘書，負責為國家規劃土

地用途，十年來盡心竭力工作，因表現出色，不

單受酋長器重，還得到崇高禮遇，有機會跟王室

分享基督信仰，作美好見證。

免責聲明：
只是「移居」，不是「移民」，不能歸化落籍。投資

涉及風險，移居生活條件有時會大幅波動，但天國價

值卻永恆不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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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全球爆發，沒完沒了。曾經是短宣熱

點的泰國，到現在為止也未能定下開關日期，

現在談宣教契機，實在是虛幻！

泰國的疫情不算嚴重，實體聚會於7月已全

面恢復，但生活方式卻有了很大的變化。學校方

面，只要發現有人確診，便會停課14天。也因

為早前延後了一個月才開始新學年，今年的校曆

變得非常混亂。以往短宣隊還可以借助教授語言

或舉辦活動為名進入學校，現在已是不可能了。

不難想像短宣活動已不可能像以往那樣自

由及隨意地接觸人群。預計就算開關後，外國人

在國內的團體活動（非旅遊活動）也將會受到很

多限制。而從教會的層面，很多會友都面對著失

業的問題。最近有幾間大型日本重工業於泰國的

廠房關閉，又有幾萬人失業。酒店業、旅遊業都

進入冰河時期，失業人數不斷上升。從事這些行

業的大部分都是來自外省的泰國人，他們一旦失

業便要回到家鄉，但家鄉的情況更為嚴峻。有來

自外省的傳道人表示，外省的失業率接近七成。

他牧養的教會，大部分人都沒有工作，傳道人要

四出為他們尋找工作機遇。

泰國將會面臨很大的社會憂患：貧窮！教

會將要如何回應社會的貧窮問題？我們彷彿回

到了50年代的香港，教會要開設各類型的救濟

項目，讓人先得著溫飽，才能談心靈的需要。

在這樣的光景下，短宣可以做甚麼？長宣又能

夠做甚麼？

疫情期間，我們曾到貧民區派發食物，

並支持他們開設了社區廚房。不過，社區廚房

也不是能夠常常運作，始終購買食物都需要資

金，聘請貧民區內人士來煮飯都需要資金。但

資金總有用完的一天，很難作出長遠的支持，

惟有靠本地人發揮無限創意，為自己謀求出路。

打開社交媒體，疫情後差不多所有東西都

可以在網上買到。有很多人加入售賣食物的行

列，甜品、麵包、飯盒、加工食物、果農直送

蔬果、漁民直送海產等等。另一類就是售賣布

口罩，很多布行都開了網店，網上買布變得很

方便，姊妹們就在家密密縫，然後在社交平台

開個網店售賣布口罩。

我們的工作模式都正在改變，我們對工作

的想像都比前豐富得多。我們可以如何運用網

上媒介來進行短宣交流體驗？我們又如何可以

透過自身的專業改善本地人的生活質素？短宣

或長宣似乎都不能再局限在只講福音的領域。

值得留意的是，很多非信仰群體都已經在相關

的範疇中佔了一席位，基督教群體卻仍然只是

在討論的階段。我們需要能夠創造就業機會的

事工模式，新技能培訓配合全人靈性培育，才

能顧及到生活及心靈兩者的平衡及發展。

宣教契機永遠都在，惟願上帝能開啟我們

的眼睛，讓我們看到主所看見的，也願上帝給

我們更新的心靈，憑著信心突破舊有的模式，

也憑著信心踏上新旅程！

 吳輝國、黃嘉儀夫婦

疫情下仍有宣教契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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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兆泉牧師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是祂對人心意的陳明。

聖經把永恆的真理流傳下來，也是信徒靈命的必需

品。但是一本聖經譯本的出現卻是得來不易，要經

過譯經員多年的辛勞和犧牲，將上帝的話語逐卷

逐章逐節翻譯出來，並且要經過無數次的修正、重

譯和測試，最終才可以付印或製作成手機版和聆聽

版。譯經過程既艱辛又漫長。

請為全球餘下2,100個語言族群的聖經翻譯需要

禱告，這些族群因不能透過其他語言明白上帝的話

語，只能靠賴母語聖經認識上帝。你會否願意參與

這個有迫切需要的事奉行列，為他們翻譯聖經呢？

放眼眾機會—

聖經翻譯事工的需要
只包括語言事工，翻譯團隊還需要各行各業的專業

人才。迄今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全球的宣教人員超

過7,000名，其中約有一半人從事非語言事工。

按著宣教工場的最新趨勢，向你介紹以下各類

型的「支援工作」，或許你的專業能派上用場：

‧ 行政管理： 工場主任、項目經理、人事經理、

行政助理、圖書館檔案管理員

‧ 宣教士子女教育： 各科教師、課程統籌主任、

兒童宿舍家長

‧ 資訊科技： 字母符號設計師、程式開發員、網

絡工程師

‧ 媒體製作：網頁設計師、編輯、攝影記者、電

子影音媒體專家

‧ 財務會計： 項目基金經理、會計師

‧ 交通運輸： 飛機師、航海經理、機械工程師、

維修員

‧ 醫護輔導： 醫生、護士、牙醫、輔導員、宣教

士關懷主任、創傷治療師

‧ 工程維修： 建築師、工程主任、土木、電子、

渠務工程人員

‧ 公共關係： 外交聯絡主任、公共關係主任

‧ 藝術及民族音樂學： 藝術、民族音樂學專家、

音樂治療師

‧ 社區發展：社區健康指導、水利、農業、畜牧

技術顧問

‧ 人類學：人類學研究員、顧問

還有工場上其他類型的工作，總有你可以參與

的。你是否願意參與這行列，運用你的專長支援聖

經翻譯的事工呢？

可能你會問，我不是語言學家，又沒有作長期

宣教的呼召，作短期的協助可以嗎？問得好！參與

聖經翻譯事工，不必一定要長期委身，因為我們還

有十二種短期性質的聖經翻譯支援工作的需要。耶

和華曾問摩西：「你手裡的是甚麼？」（出4:2）

在耶和華的大能下，摩西手中的牧羊杖變成拯救以

色列全百姓的指揮棒。 

今天，你手裡的又是甚麼？不論你手中的是哪

一門專業或恩賜，上帝用得著你！因為聖經翻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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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要從2009年說起⋯

那年我參加了教會舉辦的「親子短宣」，亦是

我第二次參與的境外短宣事奉。

首次踏足柬埔寨，我感受到當地人物質上的

匱乏，亦知道歷史對上一代柬埔寨人造成的重大傷

害。數十年過去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團體，為

當地提供不少支援，例如開設收容所、訓練中心、

學校和教會等機構，無疑為當地新生代的生活帶來

正面而且重大的轉變。我在教會的收容所看到孩童

愉快地生活，對學習新事物有濃厚的興趣，而且待

人彬彬有禮，對信仰從一而終，記憶猶新。仍記得

當年每一隊短宣隊伍離開前，他們都會獻唱《雲上

太陽》，讚美上帝就如烏雲上的太陽，帶給他們光

明與希望。

2008年我任教學校的辦學團體聯同兩個本

港宗派，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籌辦了一所基督教學

校。2011年9月，「迦密國際學校」錄取了第一

批10位小學生。時任校長是與我合作多年的上

司，退休後他再次披甲上陣，在佛教國家開展基

督教教育事工。2012年我首度與同一辦學團體姊

妹學校的師生探訪該校。當年幫忙繪製的壁畫，

如今依然清晰可見。時至今日，學校已經發展到

中四（grade 10），學生超過六百人，而新建的中

學校舍亦已於本年十月完工。

2011年一位與我相識多年的舊同事—蔡婉

玲宣教士，從美國轉到柬埔寨，開建了「豐榮女

兒之家」，協助受性傷害的女孩。蒙上帝恩典，

「基督豐榮團契」的事工發展迅速，短短五年

內，豐榮女子小學、豐榮婦女中心和豐榮社區中

心相繼成立，同工已逾四十多位。無獨有偶，相

識多年的教會團友—羅麗嬋牧師，亦於2012年

到當地與「柬埔寨信義會」合作成立大學生宿

舍、團契和教會，展開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福音工

作。我在這十年間多次到訪柬埔寨，除了探訪數

位老朋友外，亦帶同學生及教會的年青人，到當

地參與不同的福音事工，與柬埔寨的關係一直未

終結。

約一年前，我得悉「基督豐榮團契」有意在當

地開辦女子中學，而蔡婉玲宣教士跟我分享當中的

困難，尤其是她身兼四職，負責督導和管理當地四

項不同的事工，實在感到非常吃力而且應接不暇。

我開始思索自己能否及應該如何提供協助。與好些

參與短宣事工的人士一樣，雖然深受感動而有一股

推動力，但同時亦有從憂慮而產生的阻力。回想起

自己在學校負責校舍管理工作多年，累積不少維修

管理工程的經驗；亦曾經在行政組工作，應該能夠

協助推動當地的基督教教育；加上多位主內好友

亦曾到那裡服侍，應該可以得到不少支援。想到這

裡，覺得上帝已為我作了最適切的安排，等待我以

信心踏上短宣之路。另一方面，實際生活上無可避

免的憂慮令我卻步，兒女仍然在學，又沒有固定居

所，生活上依然需要我繼續供應；加上年邁的母親

亦需照顧；自己亦有長期疾病，需要定期覆診。若

然我延遲短宣計劃，甚至到退休之後開始，確實會

輕鬆得多。

然而，上帝的感動催促我踏上短宣之路，因

為祂的工作需要我積極的回應，不應該讓祂去等候

自己萬事俱備方去行動。這數年間，我有些親人和

朋友在壯年之時回到天家，令我覺得服侍上帝應該

把握機會。當上帝需要使用我這瓦器時，就應該將

種種擔憂交在祂的手中，放心地為祂作工。另一個

感動是宣教工場上缺乏擁有各項專業資歷的信徒人

手，幫助建立和延續福音工作。

盼望藉著這些人生閱歷，加上仍然存有的活

力，成為橋樑，承傳宣揚福音的工作外，更能推動

年青人衝破自身限制，願意踏上一至兩年的「短宣

旅程」，探索上帝在自己身上的旨意，踏上事奉之

路，延續宣教事工。

 郭永賢弟兄
柬埔寨的呼喚

註：作者是信徒宣教同工，於9月份前往柬埔寨參與「豐榮女子中學」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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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秉傑宣教師大埔堂差傳教育事工分享
大埔堂的差傳事工建基於主耶穌對教會的「大

使命」及「大誡命」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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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8:19-20】

「29耶穌回答：「第一是：『以色列啊，你要

聽，主—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主。30你要盡

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可12:29-30】

早於1998年教會成立

差關小組及訂定一個差傳傳

統–每年的11月份定為教會

的「差傳月」，並且我們相

信差傳作為教會發展是不可

或缺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環。

主耶穌祝福和使用教會作普

世服侍，成就天國差傳的美

事。於2000年楊慶球牧師更

向教會傳遞及推動差傳異象：

「教會不是只在牧養「教會

子民」（church people），更要培育「天國子民」

（kingdom people）」。2002年教會成立了差傳部，

積極推行差傳教育、協助禮賢差會事工、組織短宣隊

伍、成立關懷宣教士小組及培育長期宣教士。

大埔堂整體差傳事工可以用P.A.S.S.（Pass it On

把福音傳開）來描述：

Pray（禱告）

禱告是一切差傳工作最重要的一環，也是最容

易被忽略的一環。教會設立「差傳祈禱會」，內容包

括為宣教士、福音機構及有關事工守望禱告，並有差

傳教導及消息分享，

讓兄姊一同操練及經

驗禱告的實在。除此

之外，每周的崇拜周

刊亦有轉載宣教士的

代禱消息，給會眾私

禱之用。

Aware（注視）及 Send（差派）

教會多年來曾差派多位宣教

士及跨文化本地同工，但是每個宣

教單位都不是教會刻意計劃而產生

出來的。上帝的確在我們的群體

中作差傳感召的聖工。教會注視

（Aware）到有好些兄姊對特定的

群體有熱切的負擔，經過傾談、交

流、禱告、共同察驗是上帝的心意

2015 泰國青年短宣

2019 創啟親子短宣

 年份 宣教士 差會/機構 宣教工場 事工
 2008 

歷奇 禮賢會大埔堂 山水國
 培訓、教會牧養

 至今    工作
 2009至  

廖蘭桂
 華人福音普世 

塞浦路斯  教會牧養工作 2016  差傳會
 2010至 

鄭詠琴
 禮賢差會、 

泰國
 教會牧養工作、

 2012  香港宣道差會  言語中心發展
 2012至 吳輝國 

香港宣道差會
 

泰國
 

 2019 黃嘉儀   

 2019至今 
吳輝國

 悠越
 

泰國
 青年外展、性教

  黃嘉儀   育輔導 
    

香港，
 藝術導向心靈治

 2015至今 葉彬華 靈彩全人關顧 
弱勢社群

 療、靈修指導、
     沙遊治療
 2015至 

陳欣俊
 香港學園 香港，香港 向大學生傳福音、

  2018  傳道會 科技大學 門訓及宣教工作
 2016至 

盧國偉 前線差會 南亞裔
 

 2018    
 
2018至今

 
盧國偉

 香港學園 
大學校園 

向大學生傳福音、
   傳道會  門訓及宣教工作

2020至今 星星樹 恩光使團
 香港， 

關懷、傳福音    南亞裔1998 差傳之夜場刊

後，便會找合適差會合作裝備及督導兄姊成為宣教士，

並於完成訓練後及推薦下差派（Send）往宣教工場。

2008至2019年大埔堂差派的宣教士情況：

Share（分享）及 Send（差派）

除了差派往前方

的宣教同工，教會亦

將宣教士及宣教工場

的事工和經濟需要分

享（Share）給會眾。

因此，教會每年都有

對外的差傳認獻需要，讓眾兄姊藉著認獻一同確認

上帝的心意、學習承擔、操練信心及實踐大使命。

由2012年起，教會每年的對外差傳認獻金額已超過

一百萬港元，其中亦包括資助多間福音機構及神學

院。宣教士除了需要禱告及經濟上的支持外，教會

亦會訓練及差派（Send）短宣隊支援宣教士及作宣

教體驗。教會鼓勵不同年齡之團友（包括：金齡、

成年人、青少年及親子組）前往不同宣教工場作短

宣體驗，所到之處有國內及國外。雖然，差傳需要

是又大又難的事，但我們就以最簡單而重要的第一

步回應吧！

「9此後，我觀看，看見有許多人，沒有人能計

算，是從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來

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

樹枝，10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

我們的上帝，也歸於羔羊！』」【啟7:9-10】

啟示錄7:9提及的天上敬拜是包括各民各族，亦

是差傳事工的願景，深信上帝盼望與眾教會一同作差

傳之工，將福音P.A.S.S ON傳至各民族與列邦中，尊

崇全地至高之主。阿們。

2019 越南親子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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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賢弟兄 @ 柬埔寨 

 新校舍地基工程正在進行
中，求主保守工人的安全，
並賜他們順服的心按照監工
的指示完成工序；又求主賜
下良好的天氣，使學校能有穩固的根基。

 求主賜智慧與能力，以兼顧監督工程及預備教學
兩方面的工作。

 求主賜學習語言的能力及良好記憶力，減少與學
生及同事溝通上的障礙。

 求主保守在香港的親人，尤其年邁的母親，在秋
冬流感高峰期間，有健康的身體。

羅兆泉牧師、歐陽佩玲師母@本土任務

 疫情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
宣教差傳的格局，請為普世
差會能作出應變，持守使
命，繼續傳揚福音。

 因鎖國封關的原故，兆泉牧師自今年二月來，都
無法返回菲律賓協助舊約的翻譯事工，求主給當
地的翻譯團隊可排除困難，繼續專心工作。

 請繼續為佩玲師母的身體禱告，入秋後天氣轉
涼，加上秋風起，吹起塵埃和微粒，她的鼻喉也
有些不適。

 請為大女兒凱恩仍忙於醫院的工作禱告，因疫情
已有一段時間未能返回家中，求主幫助她在外的
生活，能好好照顧自己的飲食和有充足的休息。

 請為小女兒凱晴和丈夫在美國的生活禱告，他們
所住的小市鎮有400多人感染新冠病毒。求主保護
她每天返回學校教書時，要接觸學生或家長時不
受感染。

羅麗嬋牧師@柬埔寨

 大學生事工（City Church）：

感謝主2021年有新的大學

生入住LCC彩虹宿舍，求主

保守新生的適應及彼此建立

美好的關係。每逢週五舉行的查經小組，主要以柬文

查考《哥林多前書》，求主幫助信徒對聖經真理有正

確的認識。

 磅湛省外展事工（TKCC）：請記念每週前往TKCC中

心，負責督導神學生及青年實習生的工作安排，求主

保守路途平安。每月安排在中心證道及施聖餐，求主

保守各項事工發展順利。

 職青宿舍事工：請記念事工的發展，希望幫助年輕的

信徒繼續有穩定的教會生活，同時，培育他們的品格

及靈命成長。

小鴿子@K國

 感恩十月起的功輔班深得小朋

友的喜愛，計劃增加一些課餘

興趣活動給小朋友，讓他們有

更均衡的成長。

 感恩聘得對兒童及青少年工作有負擔的新同工，

在十月中重開青少年事工「Hi5」。求主賜他們智

慧安排活動，接觸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

 中心同工計劃在兩間廣播電台內主持有關夫婦關係

的節目，這是一個新嘗試，求主賜下智慧與能力。

 記念在小鴿子述職期間，家聚成員能各按其職努

力事奉，多多的作撒種及收割的工作。

 記念各支持Ｋ國事工的團體在這期間集思廣益，

叫新項目「家庭營地」能於小鴿子述職回工場後

按主的意思發展。

鍾思林家庭@曠野國

 阿拉伯的風俗令新冠疫情反覆

不受控，當地醫療體系備受壓

力，求主憐憫！

 在疫情和限聚令之下，同工不能聚會相交，亦間斷了

與當地人交往的機會，祈求疫情能早日退卻，人際間

交往能得以恢復。

 鍾大小姐已恢復在校學習，預備明年三月應考英國

IGCSE公開試，求主賜她專心與耐心學習。

 求主使用診所能服侍更多當地人，自負盈虧，祝福

社區。

 記念一家人身體健康，能多作主工。

星星樹 @本地跨文化服侍

 求主加力，使他們能面對每日的
挑戰。

 感恩在疫情期間仍可透過網上進
行部分事工，求主使用。

代禱消息
吳輝國、黃嘉儀夫婦@泰國

 泰國仍未恢復開放給宗教
簽證持有人入境，宣教士有
出無入，簽證續期都受到阻
礙。請記念上帝使用各樣的
方法讓宣教士能留下來，並保守簽證能順利續簽。

 泰國經濟放緩，咖啡店營運情況也受影響。請記
念能有足夠的資金支付員工薪酬，並能繼續開展
更多服侍。

 新一輪「性教育培訓」工作剛開始，請記念培訓
工作不受疫情影響，能繼續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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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回應
（填妥後請電郵/郵寄/傳真回給我們，謝謝）

我願意為差傳事工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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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支票抬頭祈付「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或「The Chinese Rhenish Church Hong Kong Synod」，背面請註明有關奉獻項目。

使用個人資料同意書

姓名（中）： （長老／牧師／宣教師／執事／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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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刪除不適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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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胡慧芬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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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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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報告

宣教同工及子女生日

二零二零年收支表
進項 預算收入 1-9月收入
差會經常費 1,139,000.00 643,729.40
宣教士經費 2,056,000.00 1,246,330.00
宣教工場經費 781,000.00 440,543.80
差傳後衛計劃 244,000.00 179,450.00
本地跨文化-南亞裔事工 - 3,750.00
差傳教育 - -
短宣隊 9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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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91 
總進項 4,319,000.00 2,513,835.11

支項 預算支出 1-9月支出
差會經常費 1,416,857.20  1,045,213.96
宣教士經費
　- 小鴿子 181,031.00 176,296.00
　- 鍾思林家庭 864,332.00 851,626.90
　- 羅麗嬋牧師 601,741.00 509,592.86
　- 其他 159,500.00 112,070.00
宣教工場經費 1,024,489.20 995,112.00
宣教工場考察及拓展 110,000.00 -
支援隊(柬埔寨及K國)  -  -
本地跨文化-南亞裔事工 6,000.00 913.20
差傳年會 25,000.00 -
差傳教育 15,500.00 1,346.10
資訊及出版 56,000.00 30,100.00
短宣隊 150,000.00 -
備用金 180,000.00 -
總支項 4,790,450.40 3,722,271.02
盈餘/(不敷)  (471,450.40)  (1,208,435.91)

差會消息

　12月29日　鍾二小姐 
電郵：waterbottleupd@gmail.com

　1月8日　鍾三少 
電郵：waterbottleupd@gmail.com

　1月28日　吳輝國弟兄 
電郵：pray4briankarrie@gmail.com

　2月1日　黃嘉儀姊妹 
電郵：pray4briankarrie@gmail.com

　2月15日　羅兆泉牧師 
電郵：rence_law@sil.org

　4月11日　羅麗嬋牧師 
電郵：lawlaishim@gmail.com

「絲路情·新機遇」差傳分享會
分享：小鴿子
內容：認識絲路多國當中的新機遇

日期：2021年1月23日（禮拜六）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地點：深水埗區（詳細地址將以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參加者）

名額：30人（額滿即止）
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1月17日（主日）

備註：祈禱會以實體形式進行，若屆時受疫情《限聚
令》所限，將改在網上進行。敬請留意報名後

的通知。

報名：https://forms.gle/ixDxeJFoUzmkGgme8

 （敬請預先報名，不設即場參加）

2021年差傳年會
主題：疫能有你
日期：2021年3月28日（主日）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詳情容後公佈，敬請留意差會網頁和 

Facebook 專頁。

報名表QR code:

差會 

Facebook 專頁：差會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