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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先與我們聯絡。

2020年區差會的差傳年會原定以「勇敢走出去」為
主題，惟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我們雖然捨不得，

但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取消今年的差傳年會。然而

我們相信，就算未能藉著年會推動差傳，我們向上帝禱告

祈求，求祂使用區差會的其他媒體– 6月份送往各堂會
的宣傳短片、區差會的Facebook、網頁和今年復刊的「先
鋒訊」–繼續在禮賢會中向弟兄姊妹說話。雖然疫情令

很多事工受阻，但宣教士也費盡心思服侍他們的鄰舍。我

們今期刊登了特稿「疫情下的宣教服侍和生活」。宣教士

關愛上帝感動他們去服侍的群體，除了把福音傳給當地人

外，在疫情下，宣教士也按當地的情況，透過不同類型的

服侍，關愛當地人生活上的需要，作全人的服侍。

承接原定差傳年會的主題，我們就今期夏季刊邀請了

區差會關心的各個宣教士單位撰稿，分享他們當初如何經

歷上帝的呼召，從而踏上宣教之路。上帝對每一個人的呼

召都是珍貴的，同時也是獨特的。就如聖經中所提及，亞

伯拉罕被上帝呼召時，還未知道要前往的目的地，便遵照

上帝的吩咐起行了；約拿聽到上帝的呼召，卻違抗逃往相

反方向，最後在不情願的心境下完成使命；保羅從前迫害

主耶穌基督的信徒，卻為主揀選的器皿，把主的信息傳給

外族人，也傳給以色列人。願上帝透過各宣教士的分享，

除了讓我們認識到上帝在他們身上的奇妙作為外，也願我

們向上帝敞開自己，被祂使用！

差傳從來都不是單打獨鬥的，在差傳的事奉裡，我

們也盼望能做到「差傳鐵三角」的三方（宣教士、堂會、

差會）能更緊密合作。故此，我們也會邀請堂會為「先

鋒訊」撰稿，分享他們在堂會中推動差傳的心得，以及如

何鼓勵弟兄姊妹用不同方式參與差傳，燃點差傳心。願我

們各按上帝所賜的感動，以不同形式參與差傳，活出主耶

穌基督所託付的大使命。當聽到上帝說：「我可以差遣誰

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會回應上帝的呼召，說：「我

在這裏，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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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的信徒自發組織關

愛社區行動，送贈物資

幫助有需要的村民。

同工採購分發物資

送贈食物給

有需要的家庭 商場停業 超巿是最多人的地方

公園關閉

獲贈食物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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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課室一角：大小姐在疫情期間由在校學習

轉回在家網上學習。

麥加朝聖地空蕩無人，千古首見！

「疫有作為」的自家製布口罩 「疫不隔絕」的到訪短宣隊

「疫不隔絕」的到訪同工

「疫常有道」的網上崇拜 「疫施亦有」的物資派發

「疫施亦有」的到

貧民區派發物資

阿拉伯款待二寶：

咖啡與阿拉伯甜糕。

伊斯蘭大齋期過後的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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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點宣教心—宣教的呼召

從信主到獻心，上帝的話語不斷地鼓勵

自己，以行動及不同的方式來回應祂的大愛。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參與短宣體驗，才真正領

略到「禾場之大、工人之缺、靈魂之寶貴」。

從那時候起，宣教的種子開始栽種在我的心田

裡，時刻為宣教士禱告，並積極地在各方面作

好準備，無論在聖經知識的裝備和事奉的技

巧上，也藉著不同宣教士的見證分享和差傳教

育，使我的生命得著堅固和激勵，幫助我燃點

對宣教的熱情與負擔，更提醒自己要把握每一

個傳福音的時機，「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差

我來的那位的工；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做工

了。」（約9:4）

在二零零四年得到教會的鼓勵和家人的支

持，參與教會推動「一人一生獻一年」的短期

宣教運動，正式踏上宣教之路，前往柬埔寨宣

教兩年。經過兩年宣教的體驗，與當地的同工

 羅麗嬋牧師

彼此配搭服侍，學習謙卑和順服，更深體會福

音的大能，是要救一切願意相信祂的。

建立生命的牧養

二零一二年再踏征途，重返柬埔寨宣教工

場，繼續尋索上帝的心意。宣教其中的目的，就

是「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故此，一直以這使命

成為我宣教重要的任務和方向。過去的宣教生

涯，努力地堅守上帝所交託的，牧養年輕一代，

將柬埔寨人完完全全引領到上帝面前，成為真正

跟隨主的門徒。牧養是一個心志，也是一個行

動；一個電話慰問、一個手機訊息、一個電郵關

懷、一個愛心探訪等，都可以振奮人心。在異文

化宣教，面對多方面的挑戰，有時需要在人生關

鍵的時刻，發揮牧養和關懷，扶助每一個生命成

長。在教會中服侍，建立一個愛的牧靈體系，互

相發揮愛的關顧，彼此守望相助。最終，生命得

著牧養和鼓勵。但願在主耶穌基督的帶領下，成

為幫助人遇見上帝的好牧者。

實踐宣教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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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不怕作工，只要作的工有意義，

有成果，甚麼都願去作的我，上帝很厲害，祂對

我的第一個呼召，也是一生的呼召，就是作個得

人的漁夫。這個呼召是我在信主後開始每天靈修

讀經時，第三天所領受的：「來跟從我，我要叫

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可1:17）

對於一個黃毛丫頭，信主只是第四天的

我，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首先，我是家中的長

女，當時在讀中六，是預備考大學的階段，應該

如何回應主的呼召？這呼召是甚麼意思？我反覆

思量，找不出一個要放棄升學的理由，反而感受

到主的指引，是要我在當時的學習環境內（我的

工作崗位）不單只是為自己讀書，更要向同學們

分享我從每天靈修中的得著，去為主得人。就是

這樣，我很快被同學們貫以「神婆」的稱號。

接著，我要面對的是性格上的限制。我自

小是個很怕與陌生人相處的人，也怕在公開的場

合中說話或表態。但凡家中來了親戚，我第一個

反應是躲起來。每次在課堂上老師問問題，即使

心中有答案，我都不會舉手去答。如被老師叫

中，在無可奈何下要作答時，便會面紅耳熱，心

跳加速，有點口吃般地回答。這樣的人，如何能

突破自我的規範，踏出安舒區，向自己全不認

識，甚至是存有敵意的人傳福音？上帝其實比我

更清楚我的困難、強弱之處，所以，祂是真正的

伯樂，用盡各種方法去把我訓練成千里馬。

首先，祂竟在我中六年終考試前，於學校

早會內向我「說話」（那是一種感覺，就如領受

作個得人漁夫時那麼清楚，可以認定是上帝向我

說的話），挑戰我參加校內的「大姊姊計劃」，

幫助學妹們去學習。我當然疑惑，我雖在這中

學讀書五年多，從不參與任何學生會工作的，

在這個要好好温習的時候，竟要花時間去作與

考試成績無關的事？但主的話在我心內不斷響

起，最終我報名參加了。這個順服，卻開啟了

我了解自己的機會，原來這個服務計劃先要在

暑假期間參與一個義工訓練，而導師正是今天

仍很著名的余德淳博士。

在踏出工場前，祂要把我馴服下來，參與

本地開荒事工：香港堂圖書館的設立、鴨脷洲

的植堂工作、推動禮賢會宣教工作、起草區差

會的會章等等。每個任務，都挑戰著我的能力

和甘心，弄清楚自己看重的是人的掌聲，還是

祂的笑臉；害怕的是人的評價，還是違抗祂心

意的後果；在困難時，無人支持時，能否相信

那些任務是祂差派的，祂會負責到底，即使當

時盡力後也不成功！

弟兄姊妹，您是真的沒聽到祂的呼召，還

是害怕接受呼召後要走的人生路？讓祂牽着您

的手走下去，其實比您一人獨自去闖來得平安

穩妥呢！

 小鴿子
作個得人的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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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弟兄姊妹一般對中東地區比較陌

生，在此地區服侍的香港宣教士也不多，有些人

對我們如何被上帝呼召都感興趣。究竟是怎麼樣

的「超驗」異象驅使我們去賣車、賣樓、放棄香

港的專業工作，走到沙漠去開荒？其實我們的蒙

召經歷平淡得很，而且激情欠奉，只是單純對聖

經教導的回應。記得有好幾次，弟兄姊妹興高采

烈地相約要聽我們的分享，但我們平淡沒有火花

的故事卻叫他們有點失望，結果他們都「憂憂愁

愁」地離開，從此再沒有聯繫。

我的蒙召經歷很簡單，就只有一段經文

和平白的一堆統計數字。思林感恩在大學時期

參與了查經班，那些年每星期一次風雨不改的

查經，最令思林晝夜思想的經文，就是馬太福

音第28章的大使命。感恩查經班的同路人除了

詳細查考聖經以外，還互相勉勵把真道實踐出

來。因此在1995年，我參與了一次北非的短

宣，期間我聽到一位英國宣教學者說出簡簡單

單幾個穆宣的數字，卻被這些數字如雷貫耳般

感動著，直到今天。通常這些冷冰冰的數字都不

能引起人多大的反應或興趣，為甚麼穆斯林群體

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廿五，而普世教會只有百分

之八的宣教士在做穆宣工作等等。但聖靈卻把這

些數字深深烙印在我心裡！從那天起，我向上帝

祈禱：「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由蒙召到出發往工場又是另外一段漫長

的故事，上帝不但為我預備了有同一呼召的太

太（那是另一個長篇故事），還用了很多心思

為我們引路。因為廿五年前，香港教會對穆宣

幾乎是一無所知。在那個年頭，香港還沒有新

生資源中心（一個香港本土專注穆宣的福音組

織），沒有前線差會（當年只有位兼職同工和

郵政信箱），沒有Interserve，沒有Christar等國

際差會，而世界福音動員會是少數有參與穆宣

的組織之一。直到美國911恐襲後，歐美差會

對穆宣的關注才漸漸熱起來。在那個年頭，我

們除了要明查暗訪從不同地區回港述職的穆宣

宣教士外，還實地走訪了海外不同的穆斯林國

家，由東南亞到北非，再到中東，最後落腳海

灣地區。與此同時，我們藉著在教會不同崗位

的服侍，無論是當團契導師、主日學教師、差

傳部部員、執事、區董、差董、或是傳道，我

們都把握機會分享異象，在群體中尋求同感一

靈的印證。在此十年漫長的探索過程中，我們

肯定了上帝給我們的呼召並不是一時的血氣感

動，而是一步步的引領和行動。

我們都感恩，上帝用聖經中堅實的話語

呼召我們，又用祂的僕人一步一步的引領我們

進入祂的工場。回想，無數次在工場中遇見困

難，灰心失意，甚至乎是遭遇生死之間（幾乎

致命的車禍與至親的重病）的考驗時，我們都

沒有動搖或放棄，就全因這確切的呼召。它不

但給我們勇氣面對過往和將來的逆境，更體驗

到祂的信實無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沒有轉動

的影兒，耶和華上帝是世界的主！

 鍾思林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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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從母腹中開始，上帝已經早有預備。

生於赤色恐怖文革式管治的年代，爺爺因為有

學識而從事翻譯員工作，後來卻被槍決了，而

外公也因從商而被迫跪玻璃。

我與媽媽及初生弟弟逃難到烏托邦後，

從來沒想過在言語不通之下，小學一年級老師

給了我人生第一巴掌，初中的英語聖經科老師

更給我耳朵流下第一滴血。那時候開始我與任

何所謂教徒都成了絕源體，遠超過正常社交距

離，永遠不再信任老師。

自從聽到天安門事件後，便決定要離開安

舒區，自製Mission Holiday（使命假期）尋找生

命的意義。曾經去過文化搖籃的歐洲，也遊歷

過絲綢之路，旅程中多次與上帝擦肩而過，卻

總是沒有遇上。但從沒想到人生的路上，未婚

妻在婚期之前患上癌病。因此讓我得到一個免

「考牌」的基督徒會籍，因為牧師給她臨危洗

禮，順手也給我施洗。

這樣的逆境下相信主耶穌真是不容易，

在婚後的第一個監察期內，太座的癌病沒有復

發，所以來了一次全男班的Diving Retreat（潛

水退修）。記得那天是第一次夜潛，興奮至下

水後跟錯隊，尋回同伴時，又遇上大水流。感

謝主若不是太太早已為我的平安禱告，我可能

已與主同在了。因為多年後才得悉太太曾作夢

看見我走失了，然後醒來便為我禱告。這次旅

程祂既保守了我的小命，又給我許多的啟示及

認定。在尋覓人生的過程中，不知為何，總覺

得人一生就是不斷的勞勞碌碌。也不知為了甚

麼，但總覺得無論如何，我要在四十歲退休，

並到一個有陽光及海灘的地方經營一所民宿，

與老朋友們把酒同歡度過餘生。而這個Resort正

是一對德國人與韓國人的夫婦在他邦開設的一

間Diving Resort（潛水度假村）。

從來沒有主動要成為一位基督徒，更遑論

去宣教？因為宣教既不浪漫，更滿是驚途駭浪。

但祂使我在四十歲前入讀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實

在不是我在選擇祂，卻是我被上帝選上了。初期

在泰國，正是政局動盪、炸彈處處、又軍事政變

的時候，就連機構總幹事也不敢回覆同工是否應

該出門工作。到現時瘟疫覆蓋全球，我們「幫助

無助的宣教士及Gender Education Ministry（性

別教育事工）」的初心仍是沒有改變，更意想

不到主讓我們在這裡的第八年開設了咖啡店平

台，而且在處處缺乏下，我們仍然有份施予給

祂所愛的泰國人。或者我們的呼召就是這樣煉

成，有些時候是自己也不察覺甚麼是自己的呼

召，就傻呼呼地踏上了。盼望你們也不會在灰

心喪志的時候離棄上帝。

呼召是一生的回應，畢生的實踐。

 吳輝國弟兄（信徒宣教同工）

生於亂世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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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讀到一篇關於印度賤民的故

事，想不到世間竟有如此受苦的人。「道成了

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約1:14），上帝也要

住在這些苦難群體的中間。祂的意念成為我心

中的感動，我開始意識到宣教是我召命的一部

分。由那一刻起，到我成為服侍本地南亞裔的

宣教士，轉眼間差不多十年了。

踏入初夏，家裏的五星花開得更盛，好像

是配上了粉紅色的星星頭飾。五星花其實很普

通，不難找到，也不難栽種。它不介意平凡，

敢於將自己表露無遺，對觀眾說：「我就是五

星花。」五星花認識創造者，也認識自己，每

天為著受造而感恩—五星花的自信很動人。

我成為宣教士的歷程，其實是在認清造

物主對我的受造。未讀神學之先，我是園藝顧

問，有時或會理解植物過於人。如果昔日的我

是當老師，或當社工，今日面對宣教場景豈不

會容易一些嗎？教導南亞裔小孩子學習中文可

能教得更好；為他們舉辦聖誕聯歡會時可能更

得心應手。然而，上帝讓我看見另一幅圖畫。

近來因疫情關係，Chinese Play Group（中

文遊樂班）事工要暫停。我本來有意帶Play 

Group中的南亞裔小朋友親近大自然，感受創造

我們的天父爸爸，但這想法也得暫時擱置。於是

我畫下我的憧憬：三姊妹在草地上用樹葉拼砌一

隻蝴蝶；一個男孩在大樹上射球；還有一位小女

孩舞動四周的顏色，成為一幅henna。我將畫寄

給他們，很高興，我和太太收到其中一位小朋

友的回覆，她還為我太太畫了一幅肖像畫。

在圖畫中，大自然竟成為我和太太與南

亞裔小朋友交流的夥伴，原來過往與植物的相

處，於今日的宣教場景都有意義呢！「我受造

奇妙可畏」（詩139:14），奇妙可畏的受造，

不單是我們的形體，還有上帝對我們的意念。

大地上每一樣受造物都有其召命，五星花的召

命，我的召命。其實，宣教不是要否定我的過

往，乃是體會上帝如何一直塑造我，讓我去回

應祂的召命。

 註：「星星樹」夫婦正於香港服侍本地南亞裔群體。

 樹@星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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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一停，想一想，究竟一個事工是如何開

展？可以是我們是否敏銳於上帝的呼召，是否

順服於上帝的帶領，有否辨清教會的需要。一

個事工的開展是相當困難的，但使命的傳承，

事工的延續，就更加困難重重。作為一間昔日

由宣教士所建立的教會，將當年德國宣教士的

差傳精神，得以承傳和延續，薪火相傳，絕對

是談何容易。

香港堂差傳事工的開展，說起上來是相

當特別的。因為在本堂差傳委員會還未成立以

先，我們已差派宣教

士前赴工場，亦有組

織自己的短宣隊。翻

查差委會的歷史及文

件等資料，差委會的前

身是傳道部宣教組。隨

著約30年前我們的

宣教士分別踏

出工場，香港

堂差傳委員會於

2000年左右才正

式成立。感恩我

們支持的宣教士有

所增加，短宣隊更

加不計其數。 

由於教會早年已開始鼓勵及資助會友參與

短宣，感恩的是在過去30年，教會所組織的短宣

隊保守估計應已超過50隊。足跡亦已遍佈歐亞不

少國家地區，近至澳門、台灣、日本、越南、雲

南、柬埔寨，遠至塞班島、德國、保加利亞、小

鴿子所身處的K國、鍾思林家庭曾經服侍的「沙

漠國」。參與的團隊

亦包括家兒部的兒童和家長、

青少部的學生、初職青年，以至退休人士。

在差傳教育的工作上，除了參與區差會的

差傳年會外，香港堂每年均會有差傳雙周。正如

兩年前差傳雙周的主題「多走一哩路」，與宣教

士同行、短宣隊結伴行、差傳路並肩行，願我們

學習透過禱告、關懷，與宣教士同行。同時，亦

鼓勵弟兄姊妹身體力行參與短宣，與短宣隊結伴

同行，讓我們每一位在差傳路上一起同行。或者

以飛行哩數來計算，我們的宣教士以至短宣隊已

走過數百萬公哩；不過最重要的是，是否我們每

一位弟兄姊妹均願意與宣教士、以至短宣隊多走

一哩路，將差傳承傳和延續下去。

最後亦需提醒一句，不少時候，我們往往

只著重一些可以量化的果效來檢討有關事工是

否成功。如果我們單靠數字來衡量「短宣」的

「業績」，難免

會有困難，因為

短宣向來並不單

靠工作量來計算

果效，反而應當

強調短宣隊員的

體驗、學習多於

做工。使徒保羅

在羅馬書提醒

我們，「若沒

有奉差遣，怎

能傳道呢？」

差傳就是我們

的使命！

 蔡慶佳執事

多走一哩路—

香港堂的差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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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麗嬋牧師@柬埔寨

 重新適應：因受疫情影響航

班延誤，故在8月份或之後

才可以返回工場。請記念需

要重新適應當地的生活、氣候、語言、事奉

等，求主保守有健康的身體繼續服侍。

 柬國疫情：請記念當地人民能夠多關注疫情的

影響，加強個人衞生的意識，求主保護市民不

受感染。

 大學生事工：受限聚令影響，需要重新適應事

奉的新模式，求主賜智慧與當地同工有美好的

配搭。

小鴿子@K國
 疫情加劇，當地醫院病床不

足，人民又不願戴口罩，不

守隔離規定。求主賜政府有

良策去教育及管理，也賜醫務人員力量去謹守

崗位。

 中心仍未能復開，求主讓各網上課程被公眾認

可，有更多學生參加。

 各項聚會得以在網上進行，願信徒的靈命能保

持堅壯，並能安慰處於恐慌的社群，作個美好

的見證人。

鍾思林家庭@曠野國

 為中東地區疫情能受控，醫

療系統能夠負荷，政府能實

施有效措施和疫情後的重建

代禱。記念宣教士能以行動帶出平安的信息，

令當地人感受到他們是同心抗疫的朋友。

 為中東帶職或營商的宣教士在疫情經濟不景氣

下仍有出路代禱。工作簽證是宣教士能居留在

中東的最基本和有效途徑，突如其來的疫情令

經濟下行，請記念已有一些宣教士收入減少了

或未獲續發簽證。

 大小姐預備參加2021年的英制公開考試，但

疫情影響下，學習模式轉移到網上，要重新適

應。請記念她在這暑假能調整學習態度和追回

進度，學校在新學年能夠如常運作及有美好的

開始。

星星樹 @本地跨文化服侍

 感恩已獲恩光使團（Christar）

接納為本地宣教士，在港服侍

南亞裔族群。

 求主供應足夠的代禱者和經費上的支持，並

與團隊有美好的合作，推動教會關心在港的

南亞裔族群。

宣教士代禱消息

吳輝國、黃嘉儀夫婦@泰國

 記念回港期間的事工分

享及培訓安排。

 記念回港期間，工場的

咖啡店員工能有智慧地

營運及管理咖啡店。

 記念回港期間能與家人多相聚。

羅兆泉牧師、歐陽佩玲師母@本土任務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瀰漫

全球，各國經濟受到重

創，香港也不例外。祈

求主幫助他們的差會在

艱難的時刻堅心靠主，仍繼續為主發光。

 因疫情原故，兆泉牧師出差的次數大幅減少，

但轉而要參與頻繁的視像會議。請記念他的工

作不受攔阻。至於他們的差會其他宣教士的工

作，包括翻譯審核、社區測試和識字班等則加

增了難度，求上帝給各地宣教士有智慧應變。

因著禁足令，宣教士的行動受阻，但求主賜

恩，讓他們有智慧運用時間。

 佩玲師母於7月及8月為他們的差會在港宣教同

工開辦「創傷醫治」工作坊。請記念，求主賜

信息及力量予師母！

 請為凱恩繁忙的工作禱告，她於7月1日開始被

調派往深切治療部，工作時間可能會增長和難

以調動假期。求主讓她的教會生活和社交生活

不受影響。

 請為凱晴在美國的生活祈禱，學期剛完結，現

稍可休息。求主加力給她，讓她好好預備身心

靈，迎接新學年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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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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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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兆泉牧師、歐陽佩玲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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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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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生日

二零二零年收支表
進項 預算收入 1-4月實際收入
差會經常費 1,139,000.00 193,419.40
宣教士經費 2,056,000.00 42,310.00
宣教工場經費 781,000.00 73,500.00
差傳後衛計劃 244,000.00 79,800.00
本地跨文化-南亞裔事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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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2

總進項 4,319,000.00 389,039.52

支項 預算支出 1-4月實際支出
差會經常費 1,416,857.20 486,062.42
宣教士經費
　- 小鴿子 181,031.00 85,515.50
　- 鍾思林家庭 864,332.00 425,813.46
　- 羅麗嬋牧師 601,741.00 230,582.86
　- 其他 159,500.00 52,080.00
宣教工場經費 1,024,489.20 29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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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短宣隊 150,000.00 -
備用金 180,000.00 -

總支項 4,790,450.40 1,576,813.54

盈餘/(不敷) (471,450.40) (1,187,7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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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課程
歡迎堂會邀請開辦。

差傳WeGo 1課程（4次課堂+戶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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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歷史一天遊）

差傳WeGo 2課程（4次課堂+戶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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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歷史一天或兩天遊）

 （註：不會探訪任何教會、機構或弟兄姊妹）
* 
若因疫情未能離港學習，戶外課程則轉為「香港（宣教歷史

半天遊）」。

差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