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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總幹事：唐德如傳道

總幹事的話

差傳
暑假期間在機場碰見有不同的年青隊伍出發，當中有不少是參與海外短期跨

文化服侍隊。年青人擁有充沛的體力，活潑的動力令他們敢於冒險，靈活的

個性易於適應異地的生活，每事問的探索精神讓他們開拓更廣的視野，有助

他們認識所服侍群體的文化及忌諱。跟年青人一起服侍，我也會被他們的活

力感染。

造就年青人成為國度的僕人，參與跨文化服侍是必要的起跑線。在服侍的旅

程，他們體驗基督徒群體的生活——每天一起敬拜，靈修及祈禱，體驗耶穌

基督賜予信徒合一的生命，在靈裡相通。在旅程活動上能開闊年青參加者的

眼光，並挑戰個人的限制；當他們踏出安舒區後，有空間在信仰上作出反思，

檢視及重整人生的目標方向。

教會一般所服侍的發展中國家都是貧窮國家，生活其中激發會衆對貧窮下定

義——落後的地區沒食水供應，有限的電力，泥濘爛路，垃圾堆積⋯⋯等，

更遑論有什麼娛樂。簡樸的生活令他們返璞歸真，在綠草如茵的地上奔馳，

已樂得大半天；在沒有互聯網絡之境，反而增加了真實 Face	Time	面見時

間。究竟什麼是快樂？發現生活在貧窮農村的孩子比他們還快樂，手中有

一件餅也樂透了。原來在繁榮的都市，物質優化的生活並不能滿足心中的飢

渴，以為要得更多，但原來根本沒有缺乏，凡事感恩的心悠然而生。

年青人以為到發展中國家要給人家知識和物資，為要帶來改變。但從別人身

上卻見到自己也是貧乏的一群，看見人家的上進、珍惜、重情和笑容，卻自

愧不如。自己原來沒有什麼可誇，一切所得的全是恩典，要誇也是誇主耶穌

基督。有一次接載我們隊伍的車子停在教會門口，一步出車門已見一大群小

孩子撲前來，遞上他們手中的小野花，他們把僅有最美的送上，勝過一切的

起
跑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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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貴禮物。主耶穌基督豈不是對我們有同樣的期望嗎	?	年青人有機會離開了習以為常的安樂

窩，看見上帝在世界另一角落的作為，透過接觸人及事，生命會產生轉化。

曾有一位年青人在旅程中經歷每天學習為萬國祈禱，她經歷了禱告的力量，回港後決定參加

教會的早禱會，操練禱告；亦有年青人受當地信徒真誠生命的激勵，經歷了信仰的真實，與

上帝聯繫了，決定要申請受洗	;	又有年青人醒覺要珍惜現有的學業，為主勤奮學業，被主使

用。

穆斯林努力傳遞宗教到下一代，孩童自小要背誦可蘭經，常模仿家中成年人屈身敬

拜的模樣。基督徒感到震驚之餘，值得反省我們為下一代信徒締造著一個什麼模式

的成長環境？要將福音承傳，不要過度保護年青人，現今的一代，有更高的語言能

力和更多機會周遊列國。我們要把握教導的時刻，學習勇敢放手和多給予鼓勵，並

與他們一同追求愛主和尊主為大的生活；祈盼在此條件下，我們可以栽培更多神國

度的僕人！

栽培年青人是家庭及教會都不能忽視的，要建立胸懷普世的下一代信

徒，起跑線要趁他們在年幼時。

I.	從家庭方面 :

1. 從小教導要為宣教士獻禱，及為宣教士奉獻，家長身體力行更是

				最有效的教導方法。

2. 簡僕的生活可以培養身心的刻苦，帶動孩子認識不同的文化群

				體，認識及服侍貧窮人，走出安樂窩，學習祝福別人。按計劃與

				家人參加短期服侍。

II.	從教會方面 :

1. 為兒童定期安排差傳主日學或講道信息，讓幼年時已接觸宣教

				的故事，勵志人心的宣教士為學習的榜樣。		

	2. 門徒訓練以大使命的人生為目標，在小組或團契時間栽培傳福

					音心志，教授佈道技巧，經歷領人歸主的喜樂。

	3. 學習愛鄰舍，安排關心教會社區的弱小貧窮群體。提供訓練年

					青人事奉的機會，並從中塑造靈命，學習與人相處。

	4. 定期安排短期服侍隊，鼓勵勇敢踏出第一步，親身體驗跨文化

					的挑戰，體會宣教士生活的實況。鼓勵大專最後一年的暑假，

				參與 1-2 個月的服侍體驗，甚或奉獻一年在工場參與建立的工

				作。這種與當地信徒生命的交流，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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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手記

有口難言的語言挑戰

我們房東的媽媽常患腳痛，Kat ( 見好 ) 有時透過藥物及簡單按摩幫助她舒緩痛楚。記得有一

次，她見我們家常有人到訪，就問 Kat 是否有很多病人到家中求醫。Kat 只好以有限的法文

去解釋其實是因為在白天要學習法文，所以常有老師前來授課；又或是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

接待同學朋友們在家中吃飯等，所以常有人到訪。另外，有一位住在我們家附近的姊妹，常

在星期日來接我們一起去教會，有時候她更會讓 Kat 的丈夫——Wai，來駕駛她的車。有一

天她駕車送我們回家，在我們家對面的餐廳門前下車，餐廳的保安員竟然問她是否我們的女

兒，因見我們十分熟稔，且經常見面，我們立刻解釋說我們是教會的好朋友啊！原來按這裡

的文化，有兒女是正常不過的事情，怪不得每天看著我們出入的保安員會這樣聯想呢！

本地人如何看我們這些外來人？很自然地會從他們的文化角度去看我們。作為「工場新丁」，

處於語言不靈光的階段，在生活中如何活出基督的香氣，或以什麼形式可表達福音？這正是

我們每天向天父的祈禱

入鄉隨俗的文化投入

許多差傳前輩都說宣教就是一種生活，那麼生活中如何表達我們的信仰呢？相信第一樣便是

認識及欣賞他們的文化。例如這裡的人一般都穿民俗族衣服，男女也著重衣服顏色的配襯，

十分美觀！同時，婦女一般喜歡穿長裙子及配戴耳環，年長的更視為必然。所以 Kat 也愛穿

本地裙子及配戴耳環，星期日早上去教會崇拜時更挑選穿著最漂亮的本地裙子，表達我們對

國際同工 : 羅見好（塞內加爾）

以前在香港某電視台曾有一個很受歡迎的遊戲節

目，其中一個十分有趣的環節叫「有口難言」，

每次都笑料百出，最欣賞某些嘉賓，特別只用身

體語言去表達，以致隊員明白及繼續模仿，讓最

後一位隊員能猜中答案的一隊便能勝出。同樣，

對於初到貴境的我們，在異文化地方生活，也常

常會經歷許多「有口難言」的考驗！

活出基督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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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 : 羅見好（塞內加爾）

上教堂敬拜神的尊崇，想不到好幾次在不同地區走路時也受到當地人的欣賞與稱讚！

穆斯林看重行善作為一種功德，就像香港人做善事，因此在街上常看到有錢人派錢或食物給

一些老弱傷殘的人。曾經在我們街尾的一家門口，有一婦女帶著三個小孩坐在路邊乞討食物，

我們好幾次路過也給她們一些食物，後來才聽到原來她丈夫過身了。Kat 平日出街也會帶備

一些小小餅乾，遇到有特別瘦弱的行乞者，便以真誠祝福的心與他們分享這些小小食物。願

他們有機會得嚐生命的糧，認識明白主耶穌的愛！除此之外，每逢佳節，我們也喜歡送上小

小糖果給附近常向我們打招呼的鄰居及保安員，表達關懷及送上祝福語：「願神賜福您！」

基督裡勝過自己軟弱

帶著香港人講求效率及成果的文化，來到非洲服侍真是很不容易，特別在語言的學習上更叫

人常有挫敗感！這就好像走在一條沒有盡頭的路一樣，因此心靈需要很大的調適。於是 Kat

常跟自己說「慢慢來，不用急」，更提醒自己「這裡是非洲」啊！感恩，祂的話語是我們的

力量，祂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感謝神！他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得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因為無論在得救的人或在滅亡的人當中，我們都是基督馨香之氣，是獻給神的。」（哥林多

後書 2：14-15）

我們深知道在工場，唯獨神才能率領我們「在基督裏得勝」，這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來到工

場最重要的事奉是敬拜神，所以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安靜靈修親近神。正如耶穌應許：「常在

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約翰福

音 15:4)	而且在困難中深深體會到祂是我們的真正的避難所，我們不用擔心、憂慮或籌算用

自己的方法去保護自己；因神曾應許恩典夠用，藉祂的話語我們常得安慰與提醒。所以祈禱

「我們親近神是與我們有益；我們以主耶和華為我們的避難所，好叫我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

( 詩篇 73:28)；更祈求我們要有神常在我們生命中，並能在跨文化中有智慧與能力活出基督

的愛。

謙卑服侍榮耀歸真神

感謝主！在安靜中，讓我們從學習語言中領受最重要的功課——學習謙卑，就是學習主謙卑

地進入工場的服侍。因此，求主幫助我們努力效法耶穌的柔和謙卑的服侍態度。感恩在過去

一年，神藉著 Wai 在飯桌上服侍的微小恩賜，用心準備一些小菜，常在家裡接待各方朋友，

彼此建立友誼，有更多的生命交流。祈求聖靈使用這些機會感動他們，並賜福更多人認識神

的大愛！

記得有一次，看到我們家對面鄰居的保安員的腳趾受傷縫了針，用紗布包紮著，但紗布弄髒

了也沒有更換。於是 Kat 送上了些紗布給他，並教他每天都要更換紗布，後來大家就更多交

往了 !	感謝神，保守我們在鄰居中點點滴滴的關懷！另有一次有朋友探訪我們，他跟我們家

門前坐著的鄰居閒聊，聽到鄰居讚許我們是好人，心裡實在感謝神的恩典，願一切榮耀歸與

神 !	

活出基督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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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柬埔寨單車籌款

一直想到中國以外的地方參加短期服侍，但

因工作加上兼職和讀書的關係未能抽空前

往。剛看到柬埔寨單車籌款時，發現只需請

3天假期，而籌款是為當地興建中學，覺得

十分有意義，便很想參加！感謝主，當我隨

口問問弟兄姊妹有沒有興趣時，他們也立刻

回應，就是這份爽快令今次旅程成事了！

當「膽粗粗」報名後，現實的層面開始浮現！

由最初就開始擔心	(1)	單車技術不如人	( 因

一年也只是踩一兩次 )、(2)	「撞」交功課時

間 (學校多數體貼地給予我們新年時間做功

課，新年後交 )、(3)	家人在我旅程期間生

病入院，到後來自己出發前兩星期全身出紅

疹，但感謝主，祂總一一開路，讓我順利出

發！

心動 陳全娣 ( 中華宣道會粉嶺堂 )

差傳
小種子

不如行動

6



2017 柬埔寨單車籌款

所謂「馬路如虎口」，更何況沒有交通燈的柬埔寨，我們單車隊一行 44人就在馬

路上奔馳——踏過塵土飛揚的路，踩過陡斜的坡段。雖然由第一組慢慢變成第二

組，累了就有同伴為你破風，又有教練在旁與你聊聊天，時間過得很快！最深刻的

畫面是當前後的隊員離你一段距離，車速放慢之際，耳邊突然傳來打氣聲，是當地

的大人和小朋友在兩旁為你打氣。那時我便放鬆下來不禁嘆氣，比他們的打氣聲更

落力，那刻是超越語言障礙的溝通，真的很感動！感謝主在路途上的保守，讓我能

看見美麗的景色及當地人自然流露的笑臉！

出發前看了很多有關柬埔寨的資料，直至到了當地才切切實實地感受到當地的貧

困。雖然有免費教育的福利，但家長也未必負擔得起書簿費；教師素質參差，老師

為了賺外塊而缺課。生活逼人，六、七歲的小朋友放學後要到街邊叫賣；在香港理

所當然的東西，在他們眼中看為奢侈。縱使隨處可見有華麗廟宇，但當地人的心靈

卻是如斯貧乏，還未認識賜人盼望的主！

他們的問題不能一時三刻就能解決，雖然我們是普通的人，但我們相信甚麼都有可

能，因為我們背後的神是大有能力的！願意在主內記念他們，無論是為他們禱告，

奉獻微小的金錢，或是親身到當地分享主的愛；只要我們願意奉獻僅有的五餅二魚，

神必叫它化為大用，讓我們在主的事工上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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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有宗教信仰自由

印尼雖然是一個穆斯林國家，憲法卻保證

百姓擁有宗教自由，政府接受六大宗教：

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孔教、天主教

和基督教，卻不接受無神論。國民要在身

份證註明宗教信仰。	2 印尼人是可以更改信

仰的，原是穆斯林的孩子信了耶穌，到了

十七歲，就可以改變身份證上的宗教信仰。3	

龐大的青少年群體

印尼的人口結構中，	0-14 歲為人口的

25.42%，人數為 65,659,726。15-24 歲為

全國人口 17.03%，人數為 21,627,382。

兩 者 加 起 來 是 42.45%， 人 數 多 達　

87,287,108。4 數字顯示印尼青少年人口龐

大。筆者曾參觀西加山口洋一家百年教會，

他們成年會眾人數約為四百人，兒童是

三百多人，兒童工作的壓力是多麼的沉重！

現今的說法是年輕人口是貧窮國家的希望，

因為他們是未來勞動力的來源，同時也會

創造經濟需求，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從而

成為振興國家的紅利。	然而，新一代的年

輕人能否成為振興國家的紅利，需視乎今

天是否機會接受良好教育或優良的技術訓

練，不然他們只能成為低技術勞工，有部

份因為找不到合適工作，很容易被犯罪份

子或恐怖份子吸納，成為社會動蕩不安的

根源。

印尼的教育制度

印尼政府也明白到投資教育和培訓人才的

重要，自 1999 年開始為國民提供九年免

費教育，因此孩童都有讀書的機會，但初

中後，部份人再無力升學，故輟學率高達

26%。5 有報導更指印尼有 490 萬兒童未完

成九年免費教育，因要賺錢幫補家計而就

被迫輟學。6	

印尼政府自 2003 年開始容許在國內設立國

際學校，政府也同意私人（包括教會）按

國家教育政策開辦各級學校。政府規定學

校每周必須設有最少兩小時的宗教課，穆

斯林團體的宗教課更多達課程的三成。只

全球視野

印尼簡介

印度尼西亞位於亞洲東南部，橫跨赤道，擁有一萬多個島嶼，其中有人

居住的有 6,000 個，故被稱為千島之國。印尼的人口多達 258,316,051

（2016 年估計 )，是全球人口第四大國，也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

其中爪哇族佔人口百分之四十，其餘民族多達一百多個。印尼是穆斯林

國家，信徒是全國人口的 87.2%，基督教徒是人口的 7%，天主教徒是

1.7%，佛教徒約為 1%。1	

印尼宣教的最佳時機印尼宣教的最佳時機
熊黃惠玲 ( 資深差傳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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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今天，莫失時機

印尼在 1945 年獨立後，曾數次出現政權更

替，蘇哈圖政府曾禁止華文教育數十年。

未來如出現政權更替，印尼現今較開放的

宗教和教育政策，會否出現變化，誰也說

不定。藉辦學傳福音的機會能否一直維持

下去，也是未知之數。

當今世界，已有一些國家對非政府組織心

存猜忌，難以在那些國家辦學和傳福音。

今天印尼政府允許海外非政府組織在印尼

扶貧辦學，這是難得的機遇，盼望我們抓

緊機遇，參與印尼的教育和傳福音的工作，

帶領印尼人歸主，使神得榮耀。

（此文原刊於《播道差傳》2017 年 6 月

174 期，	蒙該會及作者允許轉載及稍作修

正）

是教會學校受宗教事務部領導，不是由教

育部領導。

印尼需要教育工作的幫助

印尼政府自 1968 年禁絕華文學校和華語教

育，直至 1999 年才解禁。由於中國的崛起

和經濟起飛，印尼興起了學習漢語 ( 華語 )

的熱潮，由於教師資不足，政府求助於中

國政府，每年派遣數百名漢語教師到印尼

教授漢語，又派學生到中國學習漢語。這

措施實行了接近二十年，仍無法滿足實際

需求。

印尼政府把英語定為國家第二語文，但因

為師資不足，要在中學時才能提供英語課

程。由於師資難求，一些學校的英語老師

並非英語系的畢業生，從而影響到學生英

語的水平。

　　

事奉的機會

印尼對漢語教師和英語教師需求甚殷，具

備英語或漢語教師能力和資格的信徒，可

到印尼教學。印尼的華語補習班大行其道，

很多人透過補習班學習漢語。現時已有教

會開辦各類補習班，如與他們合作，這比

辦正規學校容易多了，所需的時間和資源

也大大減少。

　　

長遠而言，最理想的做法是興辦正規學校，

使學生能接受完整的教育，辦學團體也能

落實其辦學理念，有系統地把基督教的價

值觀傳輸給學生。然而，辦理正規學校的

手續繁複，需要龐大的人手和資源，且要

符合印尼政府的辦學政策。

1.Hays,	Jeffrey,	“Religion	In	Indonesia”,	FACTS	AND

			DETAILS,	2008,	last	updated	2015.

2.Hays,	Jeffrey,	“Religion	In	Indonesia”,	FACTS	AND

			DETAILS,	2008,	last	updated	2015.

3.Verbal	information	from	an	Indonesian.	

4.THE	WORLD	FACTBOOK,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5.UNICEF	DATA: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of	Children	and

			Women.

6.“印尼孩童為家計輟學 490 萬人被迫放棄學業”The

				NewLends,	2016/07/26.

熊黃惠玲 ( 資深差傳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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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招鳳玲（塞內加爾）

照
亮
生
命

彼得（Pierre）是個靦覥的年輕小伙子，來自塞內加爾（Senegal）南部的卡薩

芒斯（Casamance），生來就是一個天主教徒，嬰孩時父母已安排他接受洗禮。

儘管每年參加一些重要的節日彌撒，他卻只不過是一個徒有外在身份而沒有實

質內涵的信徒。

2015 年環球宣愛協會開始資助玫瑰湖（Lac	Rose	Village）附近村子的一所私

立基督教學校，聘請了沒有教學經驗的彼得任教。首年得到校長悉心的教導，

能掌握基本教學方法和技巧，每天課前參加早會和主日崇拜，與校長和幾位基

督徒老師一起生活；日復日的生活體驗和觀察，他漸漸從他們身上認識到基督

教信仰。我們每季都會探望他，也給他支持和鼓勵，每逢短期服侍隊來的時候

都給教師們在教學和信仰上培訓。

今年 7 月中，他深深感受到主耶穌基督的愛和救恩，在聖靈的催逼下，他決志

了。他信主後這樣分享：「這兩年來，我學會了教學，也學會了講說話和分享

蛻變中的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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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Pierre）是個靦覥的年輕小伙子，

來自塞內加爾（Senegal）南部的卡薩芒斯

（Casamance），生來就是一個天主教徒，

嬰孩時父母已安排他接受洗禮。儘管每年參

加一些重要的節日彌撒，他卻只不過是一個

我的內心世界，我的生命改變了！我看見神看顧學校，讓學生們在公開試和運動

公開賽都取得優秀的成績。我又看見校長愛神愛人，老師們給我的幫助和鼓勵，

我便積極地尋求基督教信仰。在福音電影晚會上，當我看見主角說：『讓我再想

想，明天我才決定信耶穌。』誰不知他輕易地放過了這份寶貴的禮物，當晚還沒

來得及決定便離開人世。神已經給我兩年時間的機會，我不敢怠慢，再藉辭推搪，

我怕再沒有機會，於是我鼓起勇氣站出來，決定一生跟隨主，永不回頭！這是神

賜我的福份！」

彼得由一個沉默內斂，生命空蕩蕩

的青年人轉變成為一個喜樂暢言，

開放進取，生命滿載豐盛恩典的神

的兒女。若不是神在他生命中大大

動工，試問有誰能做到？深願彼得

每天用心教學，以生命繼續影響更

多生命，為主作見證！

11



協會短訊
新丁新語

莊紫萍（設計及事工幹事）	

				day,	mates!	在海外一般人都叫我 Daniel ！

我哥哥在宣道中學唸書時信主，是「辦學傳福音」的果子！之後他積極邀請我到他的教會聚

會，結果探索了多年，在聖靈的催逼下，我也信了主；幾年後還在夏令營決志獻身服侍，當

時的感受是要服侍福音門戶還沒開放的中國大陸同胞。畢業後當過中學老師和在學校創辦福

音團契，後來在教會機構服侍，開展了中國大陸福音事工，繼而唸神學。當時我是教會的差

傳執事，教會正支持在非洲毛里求斯的華人事工，神又將我的關注轉移往海外的中國同胞。

1986 年我移居澳洲繼續唸神學並植堂，同時也創辦了一些福音機構、中文學校和福音閱覽

室。在澳洲的差傳營中，神再把我的異象伸展到非洲的族群。1996 年，蒙國際差會接納為

信心宣教士，我們一家四口被差往非洲參與十多個族群的事工，也在工餘時間創辦了肯尼亞

和烏干達華人福音團契。感謝主！經過多年耕耘，這兩個團契現已轉形成為幾個華人教會，

數百位在非洲信主的會衆中也有幾位受訓成為牧師和宣教士了。多年前在非洲有機會接待

環球宣愛協會的探索隊，沒想到今年四月神賜與機會成為協會的同工！有趣的是以前在英

國唸研究院時，主修管理科學是以計量的科學方法來動員調派物資

及軍隊；自宣教工場退休後，我現在做的卻是靠聖靈來動員信徒上

前方做宣教尖兵！

我盼望有機會與你們分享踏上跨文化服侍的心路歷程和經歷，希

望你們能給我機會與你們的教會、團契或小組分享！

2013年聖誕賴牧師爸爸93高齡受浸歸主

賴顯光牧師（動員及傳訊）

  

完全沒有經驗的，必須求神賜給智慧和謙卑

學習的心，放下以前工作觀念上的自我。求

神使用我這些有限的恩賜，去重新學習怎樣

服侍神也服侍人！

以前雖然曾經聽過「塞內加爾」，但並不知

道是在非洲；「柬埔寨」原來也有很多跨文

化服侍工作。「墨西

哥」也有服侍了 11 年

的國際同工在那裡，

還有德國的工場，和

很多其他國家的工場，

更有些是曾經聽過但

未接觸過的。求神讓

我在差會不單只用眼

睛去看，更開竅我的

「心」和「靈」，並

擴闊我的視野！

我的母會——「靈糧堂」是一個非常著重傳

福音和差傳的教會，所以一直以來，教會和

各地聯會也推動很多傳福音和宣教的工作，

對於「差傳」這個詞彙耳熟能詳；我也曾參

與過不同的海外短期服侍，可是對差會並不

熟悉。兩年多前，教會的姊妹去了日本宣教，

就在此時才對差會的角色有了一點兒的認

識，但仍是很有限的，更沒想過會在差會工

作！

我雖然曾在幾間基督教機構和教會做過短時

間的服侍，但全職在機構服侍則是第一次。

由於差會的工作文化和以前的公司完全不

同，所以，身為「新丁」的我除了要適應著

差會的運作外，還要適應工作文化。然而，

最重要是我應該帶著什麽樣的心態去面對

「服侍」而非「工作」。我現在是一步一步，

慢慢地學習和摸索，因為有部份工作，我是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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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顯光牧師（動員及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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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

飛
越
地
球
村

黃婉蓮	——	墨西哥
1.	香港及美國羅省的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ACM）共有 8 位領袖於 10 月 20 日到訪墨

西哥蒂華納（Tijuana）作工場考察，求主帶領

團隊能看見拉丁美洲工場的需要，又求主感動

團隊未來能用基督教音樂服侍這地區的福音需

要。

2.	感謝主的帶領！	婉蓮將於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月 2 月到美國聖地雅歌華人傳道會教差

傳主日學，這教會的教牧和長老也協助配合一

起教導這三個月的課程，求主使用協會的差傳

課程對信徒有更多造就及成長，使他們關心未

得之民的福音需要。

3.	有一位香港姊妹計劃 2018 年 4 月到墨西哥蒂

華納支援數月。婉蓮也會培育訓練她對跨文化

的服侍，因為她有心志支援宣教工場的需要，

求主引導她到訪的時間及彼此配搭服侍！

招鳳玲	——	塞內加爾
1.	求主使用 10 月份在巴黎和美國教會事工及異

象分享。

2.	為 12 月 18-31 日聖誕服侍隊招募隊員和各項

籌備工作禱告。

3.	求主引領 2018 年度本土事工計劃，靠主開展

工作。

陳錦嬋	——	塞內加爾
1.	祈求主賜健康的身體和靈性去事奉祂，又賜下

恩言去傳頌祂。

2.	11 月即將開始普通話崇拜，祈求主把祂的羊帶

回主的家。

余偉榮、余陳美蓮	——	塞內加爾
1.	求主帶領本地華人信徒積極投入參與普通話聚

				會點的各樣服侍	!

2.	求主保守除夕晚上在 TE教會的獻詩能夠合一		

地榮耀神	!

3. 求主感動各教會及肢體繼續支持我們的差傳經

費	!

胡玉偉、羅見好	——	塞內加爾
1.	記念他們在法語及文化上有更深的明白及掌

握，求主引導將來在醫療服侍的方向。

2.	求聖靈帶領他們在主裡常常喜樂、警醒禱告、

並活出信望愛的生命。

3.	記念他們父母的健康與平安，能早日得著救恩。

梁弟兄夫婦	——	發展中國家	
1.	請紀念老師的靈命成長，有智慧和耐性去教導

孩子們。

2.	為查經小組禱告，求主賜下機會，能邀請更多

未信者參加。

3.	請記念主日學和青少年團契，求主讓更多孩子

和青少年人，能在年幼的時候認識主，相信主。

鍾姊妹	——	創啟國家
1.	請記念有更多智慧及好記憶力學習當地語言。

2.	求主賜下更多機會與當地人建立友誼以致能分

享福音。

3.	請懇切記念還未信主的家人 :	母親 ,	弟弟 ,	弟婦

及姪兒 ,	能早日信主。

MJ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本地基本會計公開試之中介對當地難民中學生

有意報考基本水平考試表示不太願意回應及協

助。求主賜 MJ 智慧，仍能和學生制定學習目

標，使師生能一同進步。

2.	記念緬甸若開邦仍繼續受殘酷逼迫的羅興亞人

禱告。不少學校家長也在工場憂愁傷痛，為當

地親朋痛哭記掛。

李慧敏	——	柬埔寨
1.	現開始在金邊皇家大學的語言部學習柬文，第

一階段為期 3個月，求主幫助能掌握基礎及正

確的發音。

2.	感恩有一位老師來柬埔寨作短期服侍，探索跨

文化事奉的路，她在金邊有 3個月的學習。求

主幫助她跟慧敏有美好的配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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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安理、黃凱欣一家	——	剛果共和國
1.	為他們一家過渡重大轉變的一年以及剛果眼科

團隊成功地承擔更多的職責，感謝神奇妙的供

應及無窮的恩典！

2.	就未來剛果韋索眼（Ouésso）科醫院的興建

及預備，求神賜他們及設計團隊智慧作重大決

定！

3.	在籌組香港團隊及招募隊員與他們同往剛果的

事工，求神倍增恩膏！

蔡定邦、吳翠珍	——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1.	經過大半年在德國的生活，他們各人的工作和

學業已經安頓下來。記念定邦主要在北德的漢

堡（Hamburg）、不萊梅（Bremen）、基爾

（Kiel）和呂貝克（L		beck）幾個大學城事奉，

接觸的對象也主要是大學生和研究生；偶然也

獲邀到德國其他地方講道和教導。記念翠珍參

與漢堡教會的不同團契和擔任兒童主日學老

師。為 3名孩子繼續他們的學習課程代禱。

2.	記念定邦和翠珍兼任空中神學院（Seminary	

On	The	Air，簡稱「空神」）德國區的聯絡人。

「空神」是一所網上神學院，由加拿大環球廣

播建立，免費讓中國大陸和加拿大的華人信徒

學習神學，數年前擴展到德國，現在這裡約有

40多名學生。另外，他們還要負責每年 3-4 次

全國及北德地區的營會、擔任導師、組長和講

員。

3.	這裡華人教會溝通的語言是普通話。另外，他

們一家 5口都要上不同程度的德文課程，以便

在學校及日常生活中和本地人溝通。求主賜他

們智慧克服語言學習的困難。

周志豪牧師、周孫玉琴師母	——	香港遠東廣播	
1.	請為遠東廣播節目部籌劃明年度的新節目代

禱，尤其差傳節目需要緊貼內地實情更新，請

為監製團隊代禱。

2.	請為節目同工秋季要錄製的《直到地極》代禱

（香港電台社區廣播數碼台，宗教類）。

但以理夫婦	——	美國
1.	讚美主，尼泊爾經歷過政治動盪而自 2015 年

				起，憲法上採取了宗教自由。

2.	在各國中建立和推進本國宣教事工去接觸自己

的人民是一項巨大的任務。願他們在尼泊爾和

創啟地區的模式，可以激發他們的外派宣教士

的思維！

3.	到 2018 年 12月為止，但以理夫婦的主要目標

是在西方的各個國家接觸到創啟地區的難民，

使他們成為門徒，並接受挑戰，帶著耶穌基督

的好消息返回他們祖國去宣教。

4.	能有紀律地每天個人研習聖經，並請為身體健

康和體力禱告。

ST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請記念布龍語《腓利門》、《腓立比》和《林前》

顧問審查後的跟進工作，盼早日出版。

2.	請記念布龍語項目有足夠經費支持，讓翻譯和

識字教育工作有更好進展。

3.	請記念亞麻語和亞薩朗語的《路加》和《長子

傳》的翻譯工作順利。

國際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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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訓 2017

祈禱及分享會

				月禱會 10月 10日、11月 14日、12月 12日（二）

2018 年 2月 13日 ( 二）

晚上	7:45-9:15

				國際同工分享會

				－剛果事工

2018 年 1月 9日 ( 二） 晚上	7:30-9:30

使命小組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

宣道會

目的：

•	建立差傳同路人網絡

•	尋索長／短期跨文化服待

機會

10月 15日、12月 10日（日）

2018 年 3月 25日（日）

下午	4:30-6:00

短期服侍訓練班

				基礎班 10月 22日（日）

2018 年 1月 21日（日）

下午	3:00-6:00

活動3日前截止

				領隊訓練班 11月 4日（六）

2018 年 4月 22日（日）

下午	3:00-7:00

活動3日前截止

				

服
侍
無
疆
界  

宣
愛
傳
萬
邦

參加以上短期服侍隊須先修畢本會之短期服侍基礎訓練班，並參與3次隊前集訓。

短期服侍 2017

聖誕節 				中國（地點待定）（7天）

				內容：參與當地教會節慶活動、協助兒童主日學及團契

				活動、培訓義工及家庭探訪

12月 23-29 日

（六至五）

截止日期：10月 23日

收支報告
2017年 4月		-		2017月 8月 本年度累積

(	港元 $	) 收入 支出 盈餘	/	(	不敷	) 盈餘	/	(	不敷	)

國際同工 748,753 781,390                          (32,637) (32,637)

事工拓展 432,499       540,353                           (107,854)  (107,854)

教育推廣、
行政支援

1,838,837      1,290,223                          548,614         548,614

  3,020,089 2,611,966                   408,124 408,124

*	未經審計

以上日期，只供參考，詳情請參閱協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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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BLOCK LETTER)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姓名：
如用作報稅，名字請與報稅資料相符。

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

現時聚會教會：

個人資料只用作開立收據、發放本會消息及通訊之用。

Name:                    
If intended for income tax deduction, please use same name as in your tax 
returns.

Address:  

Contact No.: 

E-mail:  

Church Attending: 

Personal data provided will be used for issuing receipts, sending updates 
and newsletters of our organization.

為減省行政開支，協會將於每年4月底發放一次全年度的奉獻收據。
To minimize the admin cost, AGS will issue donation receipt at the end of April annually.

如需要是次奉獻收據 If a receipt of  this donation is required：
     

請於六星期內發給我 Please send me the receipt in about 6 weeks.
     請以電郵方式寄給我 Please e-mail me in pdf format.

 

* 奉獻港幣100元或以上之收據，可在香港作申請稅項減免。
       Charitable donation receipt will be issued. For HK$100 or more, it can be used for income tax deduction in Hong Kong.

奉獻方法 Donation Method
我願意獻上愛心禮物 Please find enclosed a Gift of Love as
     一次過奉獻 one-off donation
     港幣 HK      $100         $500          $1,000           其他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定額奉獻 monthly support of
     港幣 HK      $100         $500          $1,000           其他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定額奉獻請考慮自動轉帳方式 Monthly donations may be preferably made by autopay)
以支持 for

     環球宣愛基金 Alliance Global Foundation Fund
     協會事工 AGS Ministry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際同工 International Member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Other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動轉帳：請填寫右面的「定額奉獻銀行自動轉帳授權書」

      
 Autopay  :  Enclosing my “Autopay Authorization Form” herewith the right     
劃線支票：「環球宣愛協會有限公司」抬頭     
Crossed cheque：Payable to “Alliance Global Serve Limited”

     
直接存入戶口：並寄回銀行存款單(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808-692834-292)     
Direct deposit ：Return with Pay-in slip herewith  (HSBC Account: 808-692834-292)

Online Credit card payment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 https://www.AllianceGS.org

 

     環球宣愛協會常費 AGS General Fund 

     照亮傳動 (照亮傳世界/ 照亮傳生命 / 照亮傳希望) 
      Light-Up Programme (LUP The World / LUP Their Lives / LUP Their Hopes)

網上信用卡奉獻，請到本會網站，網址：http://www.AllianceG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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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Env_201506_2.pdf   2   16/6/2015   15: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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