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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愛十周年慶典在一片既隆重又滿有溫

情的氣氛下完成。當晚學生的舞蹈表演環節

令大家非常感動，柬埔寨的小學生與香港中

華宣道會的幼稚園學生一起舞蹈，舞蹈的音

樂是由九龍塘宣道小學的學生們所唱的<上

帝扶持我>“You	Raise	me	Up”。兩地不同

年齡的學生竟走在一起歌頌神，上帝對每一

個人的重視及珍愛盡現在整個會場，不論年

紀、貧富、地域及種族，上帝的救贖和工作

在萬國萬民中不斷延續。要實踐協會今年的

年題	“服侍無疆界，宣愛傳萬邦”，不只是

人的努力或策略可以達成，更是上帝先完成

了救贖計劃，讓永恆的愛在罪人中顯現，並

在信的人身上展開奇妙的工作。

以祈禱開傳道的門
「把握時機，建立生命」是協會的服侍

態度。當年柬埔寨內戰稍見緩和，政治環境

未算明朗，但福音的門開了，協會便趁機會

在一個烽火連連的地雷區開展福音工作，在

珠山省開辦學校。學校的興建由簡單的兩個

課室開始，一對剛神學畢業的夫婦擔任校

長，自此這條村便不再一樣了。福音由這地

雷區開始，祈禱是開啟傳道之門的鑰匙，基

督的奧祕得以在這個佛教國家傳揚。在另一

邊西非的工場，看見傳道之門在一個穆斯林

的村莊大開，一個一個村民回轉相信耶穌，

並願意學習聖經。我們仍為這穆斯林國家祈

禱，願福音之門繼續大開，叫基督的愛能夠

傳遍萬邦。

復和關係，重建人生
「他從灰塵裡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

拔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同坐，就是與本國

的王子同坐。」(	詩篇	113:7-8	 )	改變生命

的能力是由復和關係開始，人能夠與主愛結

連，尋回並認識自己的身份，進入豐盛的

生命。喜見柬埔寨珠山宣愛學校成立至今

已培育四屆小學畢業生，他們現在都能入讀

中學，各人有不同的夢想。在基督徒老師的

栽培下，他們也有自己的願望：「我想做警

察，因為可以為國家除暴安良；我想做醫

生，因為我們的村裡醫療落後，家人病了沒

有人懂得照顧；我想做老師，因為可以教授

知識。」	感恩他們敢去夢想，沒有因為貧

窮而奪走了夢想。復和的關係帶來生命的改

變，這個復和的信息要傳遍萬邦，讓未得之

民回復天國子民的身份，哪怕他們是漂泊流

離的難民，或是貧民窟的居民，又或是被欺

壓的受苦者，他們都要經歷主改變生命的

大能。

宣愛傳萬邦

總幹事的話

——  署理總幹事 : 唐德如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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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

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

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哥林多後

書	5:14-15	)	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叫我們甘

心樂意的將祂的愛彰顯出來。協會在柬埔寨

的老師們付出愛心，委身服侍，是因為他們

嚐過救恩的滋味，透過教學接觸學生而結出

福音的果子，基督的愛在校園中流動。去年

有七位畢業學生願意接受水禮加入教會，在

眾人中作美好的見證。能夠在佛教家庭中表

示自己是基督徒，是深受老師生命的影響，

薪火相傳，他們亦希望將神的愛分享給其他

人。有一位學生家長，以前膜拜的神靈是一

枝長相奇異的樹枝物。但隨著在我們學校讀

書的兒子向他傳福音，他漸漸相信並接受主

耶穌基督才是他的唯一救主，他的生命不再

一樣。當人認識真理，福音就如連鎖效應般

伸延開去，將主愛傳揚至萬邦。

上帝的心意是要把福音傳至地極。協會

的使命就是要將異象傳遞，推動門徒一同將

主愛宣揚到未得之民中。感恩上帝的帶領，

使各工場建立了宣愛人，盼望協會繼續靠主

恩，讓等待認識真理的群體，得被建立成為

主的門徒。願祂的國度快臨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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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和必需品
——  國際同工：郭基榮弟兄 （發展中國家）——

工場手記

去年七月初的時候，我突然獲悉不能前

往一個我正準備在暑假期間服侍的國家，因

此我便向上帝祈求，請祂告訴我祂想我去的

地方。聖靈把柬埔寨珠山的年青人放在我心

中。雖然我未曾到過此地，但我仍決定跟從

上帝的帶領，去那裏服侍兩個月。

從金邊機場出發，經過八小時的車程，

到達珠山。當我第一次踏進那120平方呎

大、設備「非常基本」的酒店房間的一刻，

我立刻懷疑自己究竟如何可以在那裏捱過兩

個月！那房間雖然有空調，但設備仍比很多

我在第三世界住過的酒店房間更「基本」。

我服侍的宣愛小學座落於白墟村，距離

酒店15分鐘車程。有趣的是，在環境非常落

後的學校和村莊服侍了兩天後，我每次回到

自己的酒店房間，都覺得像身處豪華的地方

一樣。我一度覺得基本、細小的房間，現在

看來卻是多麼寬敞、舒適，設備充足有餘。

事實上，和那村莊的人相處後，我更學懂如

何欣賞自己一向以為是必需品、但在村民眼

中卻是奢侈品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奢侈品

包括電力、室內水喉、熱水、電燈、空調、

手錶、電話和洗衣機。我有幸能享用這些東

西，但同時我也見到白墟村村民在沒有這些

「奢侈品」的情況下，仍能滿足地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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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主耶穌的話語，我認為答案是清晰

洪亮的「有」！在約翰福音8:24，耶穌說：

「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

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這節經

文和聖經中其他經文指出，相信耶穌是屬

靈生命所必需的。一個人若不相信祂就會

死亡。所有不肯聽信福音的人，結局只有死

亡，永遠與神分離。

相信福音是屬靈生命的必需品。因此，

傳道和宣講福音是必需的。羅馬書的作者曾

質疑：「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

道的，怎能聽見呢？」誠然對信徒來說，傳

福音給未信者至為重要，因為除此之外，沒

有其他方法可以使他們得救。

老實說，在我這充滿奢侈品的安舒生活

中，我可以只顧自我滿足而忽略宣講福音給

他人的必需和逼切性。雖然我生命中能擁有

這麼多奢侈品，可以說是神的祝福，但這些

東西卻有潛在的危機，就是若我太倚賴它們

而視之為必需品時，它們便會阻礙我成為別

人的祝福。

因此現在逼切的問題是：我是否願意放

棄部分奢侈和舒適，儘管只是一段短時間，

把福音帶給有需要的人？你是否也願意？	

我在白墟村的經驗，讓我重新思想甚麼

是真正的必需品，甚麼是奢侈品。真正的生

活必需品，就是你若沒有它便不能生存的東

西。在今天的世代，我們以為有很多東西是

我們不能缺少的；很多我們習慣使用和擁有

的東西，看來是生活必需品。世界上很多人

以為電力、空調、電腦和手機是必需品，但

是其實我們能在沒有這些東西的情況下仍可

以生存。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沒有水、食物和空

氣就不能生存，所以這些才是真正的必需

品。這些都是生命必需的東西，差不多所有

其他東西都不能符合真正生活必需品的條

件，因為沒有它們我們仍能生存。它們或許

是奢侈品，或為我們帶來方便，但不一定是

必需品。

除了水、食物和空氣外，還有沒有其他

必需品？我們的生命還需要其他東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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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
小種子

今年七月中，我到了廣西服侍，主要是

協助當地教會的崇拜、兒童主日學、青少年

和長者團契帶領一些活動、到信徒家探訪

等。我們整團人在出發前已多次商討工作，

齊練唱詩歌、排練福音話劇、製作小禮物、

預備手工材料等等。未出發，我們已經打成一

片了！	

因旅途頗遠，早上從香港出發，傍晚才

到達目的地！首次見面，大家猶如老朋友久

別重逢般親切，正如我們唱的詩歌「在愛中

相遇」那般溫暖，無分遠近，主內一家。	

翌日，我們分成兩隊到教會服侍。因我

對營養有點認識，就被安排與醫生和另一位

姊妹到郊外的小教堂參與崇拜，並協助健康

講座。接近教堂時，我們已聽到詩班傳來清

脆悅耳的歌聲，在嫩綠的叢山中，猶如天上

來的讚美聲，響徹整個大自然！小小的教堂

座落在山腳，但在路的那邊也有一所寺廟！

神的醫治能力不時在村民身上彰顯，以致村

民明白所求的是位真神，認識耶穌是救主，

都願意棄除偶像，敬拜主耶穌，神的名就在

此被高舉！多奇妙！	

廣西因山多而阻礙交通和地區的發展。

平地河流少，土地貧瘠，只能種植玉米、甘

蔗、芒果等，以致經濟發展緩慢。山區的生

活更是簡陋貧乏，因天天幹粗活和缺乏營

養，大部份人都身體軟弱多病，又因地處山

區遠離城鎮，求醫困難，雖受病痛煎熬，然

而他們更信靠神！我們藉詩歌和聖經安慰他

們，又為他們代禱，將困難交託，堅固他們

對神的信靠。他們凡事謝恩，「感謝主」三

個字常在嘴邊。那份內心的平安，喜樂都激

勵着我們對神的信心。	每天的早餐，我們在

住宿的酒店內吃。但午餐和晚餐都會在服侍

的教會內跟當地教牧同工及信徒們一起吃。

每次約有三十多人擠在教會的小閣樓內，好

熱鬧呢！內地的弟兄姊妹們，非常熱情款

待，常為我們煮出各式美味菜餚。席上是大

家互相分享信仰的好時光，訴說神在他們身

上施行的神蹟奇事。

每個清晨在眾山環抱下，一切俗慮全

消，心靈恬靜，神的話在心中迴盪，激起許

多反思，深深體會「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在忙碌的事奉中，向神支取力量才能前進。

這次短期服侍及退修使我們靈裡再得力！在

廣西的所見所聞，都令我們有很多反省，我

們為主呈獻的是什麼？他們為神的家和神的

國度憂心，都提醒我們要作他們的同路人，

在愛中互相建立，使神的救恩快快臨到我們

的祖國！	

今次廣西之旅，我們每個都收穫豐富，

滿載而歸。感謝主！

	 侍主得力
——  黃肖美姊妹 （中華宣道會粉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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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跨文化服侍並不是我堂（上葵涌平

安福音堂）推動的事工重點，我們僅於鼓勵

會友參與同區堂會合辦的差傳團契和祈禱

會。起初參與人數並不多，但是漸漸對宣教

士的名字和工場的情況也認識多了，不過對

跨文化服侍仍然有很多認識和參與的空間，

故此，本堂計劃在2015年推動差傳教育。我

不期然想起堂會有一位已參與跨文化服侍工

作多年，並在差會服侍的姊妹，就是現任環

球宣愛協會的署理總幹事唐德如傳道。起初

只是想辦一季約十堂的主日學，安排在九至

十二月舉行，後來交談後又萌生了舉辦跨文

化短期服侍體驗的念頭，因為知道姊妹多年

在柬埔寨服侍並常帶領服侍隊。不過當時我

擔心會友的反應冷淡，故此邀請姊妹在三月

到本堂分享工場情況及她的事奉心志，並向

會友分享我們擬辦柬埔寨短期服侍體驗的計

劃。感謝主，會友在分享會中深受感動，看

見當地兒童的情況、有意義的事工計劃及未

得之民的需要等。有數位會友表示願意參與

聖誕跨文化短期服侍。所以，我堂便著意舉

辦此事工，不久隊伍的基本人數已湊夠了。

另一方面，為了配合差傳教育和是次短期服

侍體驗，我們亦安排在十月的兒童主日學有

兩節課堂介紹柬埔寨的小學事工，在其間兒

童製作了燈泡書簽送給短期服侍隊員以作支

持鼓勵，更學習為差傳工作禱告。小朋友投

入參與，並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兒童沒有讀書

和認識主耶穌的機會，讓他們明白跨文化服

侍工作的需要。

九月份的差傳教育課程約有五十多人參

加，我們從聖經和歷史中認識上帝在差傳上

的心意和工作，更有國際同工現身說法，再

加上學員的閱讀分享，使大家的學習更投入

和豐富。約在十一月，一班服侍隊員密鑼

緊鼓地預備所負責的項目和材料，彼此分

宣
愛
人

——  鄒淑明傳道 （上葵涌平安福音堂）——

開我眼見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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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作，恩賜盡顯，有教學的、有做手工

的、有懂音樂的、有語言能力強的、有精通

電腦的、有球技精湛的，大家都能配搭發

揮。與此同時，隊員也表達他們缺欠之處：

信心不足、語言能力不足、體力不足、怕蚊

咬......，但以上種種的困難他們都一一靠主

渡過。八天的體驗後，他們充滿喜樂和平安

地回港。他們分享這次體驗經歷各種生命的

突破，並勉勵會友在差傳上更多認識和參

與，盼望這異象和感動一步一步的帶進本堂

中。感謝環球宣愛協會同工的幫助和教導。

你們的心志和熱誠，使我們得激勵。

由於同區幾間堂會合辦多年的差傳團契

在去年取消了，因此各堂會自行推動，本堂

便成立了宣關小組，招聚了一班有心認識和

守望的會友，一同學習履行大使命。亦有會

友參與其他機構的內蒙事工服侍。感謝天父

的引導，去年本堂在差傳事工上一步一步的

學習和參與，深感不是人刻意的安排，實

在是天父在時、人、地、事各方面早已預

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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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首先在地上揀選了哪個民族?	神預備

的救主彌賽亞耶穌生於哪個民族?	耶穌的門

徒是哪個民族的人?	神的聖言是哪個民族寫

的?	

以上的問題都是同一答案	——	猶太民族。

猶太人的先祖是亞伯拉罕。神從他建立

了猶太民族，一個從神蹟誕生的民族，以撒

就按神所定的日子出生。從古至今，神一直

看顧著這民族。被稱為「信心之父」的亞伯

拉罕，也是我們外邦信徒的信心始祖。

按2013年的統計，以國有6百多萬猶

太人，其中只有約2萬信主的（彌賽亞信

徒），佔總人口的0.3%。在我接觸的大學

老師及同學中，沒有一位信主，其中有不少

更是無神論者。我在公園接觸的猶太人中，

有些信猶太教、有些是世俗化的、有些是不

信神的，而他們都是不相信耶穌是彌賽亞。

原因有很多，包括歷史上教會的反猶主義，

猶太拉比們解經上的偏差等。但最主要的原

因是屬靈的蒙蔽，這確是一場長久的屬靈爭

戰。惡者的計謀就是要神的選民不相信神，

否定神差派的彌賽亞。當然奸計不會得逞，

神的心意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羅

11:26上）

刻
不
容
緩
的
福
音
使
命

環球徵召

——  國際同工：鍾姊妹 （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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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民族是未得之民，他們和我們一樣

都是要靠信主耶穌而得救。（羅1:16）我們

外邦信徒因信而得救，得救之後我們有一

個極其重要的使命	——	激動猶太人發奮。

（羅11:11,	14），意思是要用我們已得救的

生命令猶太人羨慕，使他們發奮想要得著我

們所得的恩典。主耶穌的大使命我們也不敢

忘記:	把福音傳開。弟兄姊妹，現今世代的

混亂、黑暗提醒我們時候將到，主再來的腳

步很近，我們要趕緊作工，完成主的使命。

近年猶太民族信主的人數有上升的趨

勢。主興起了不少差會差派工人來此作工，

也有本地的聖經學院設立了部門製作福音網

頁，將猶太人的信主見證放上網頁，讓猶太

人隨時隨地認識耶穌是彌賽亞的真理。也有

本地教會差派信徒作街頭佈道，將舊約聖經

中的彌賽亞預言向路人展示，如以賽亞書

53章，並引導他們明白這是彌賽亞耶穌。

但面對著超過99%仍未信主的猶太人，他

們所作的仍是杯水車薪。他們極需要有外

邦信徒的加入，一同承擔這福音使命。

一切從認識開始，你可以從認識聖經

中神對猶太民族的心意作為起點及基礎，

也認識差會的猶太事工，並留意不同報章

及電台，以求較全面了解有關以國的報

導。甚至來以國旅遊或短期服侍，親身踏

足這片土地，親自接觸猶太人民族，或加

入長宣的行列，向猶太人作見證，引領他

們歸主。此外，禱告是一切屬靈力量的源

頭，為以國、猶太人禱告，求主憐憫及幫

助他們，除去心中的蒙蔽，早日認信耶穌

為彌賽亞，也請讀者為自己禱告，求主引

導行在神的心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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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視窗

請來幫助我們開一口井

塞內加爾有一半以上人口住在偏遠落

後，無水無電的角落。這是一條信奉伊斯蘭

教和精靈崇拜混合的民間伊斯蘭教村子，人

們都懼怕得罪靈界鬼魔，每天活在惶恐的重

壓下。5年前，有一位本土牧師開墾這塊福

音荒地，村民列出了冗長的願望清單，期望

生活得以改善。當我們初次到訪時，一班

村領袖和村民圍坐在大樹下，強烈地請求：

「請來幫助我們開一口井。我們的婦女每天

要走到老遠的地方打水，太辛苦了！」我便

不假思索地回應：「那麼，你們可以幫忙

呀！」他們卻異口同聲地說：「不，這是婦

女的工作，我們不可以。」噢！我回應失誤

了！這是非洲，男女角色和分工界線就是那

麼鮮明。當我們每次重訪，他們老是提醒我

們：請不要忘記我們的婦女！神從沒有忘記

他們，我們豈敢忘掉！

有一年的聖誕節，村長老太太在病中得

平安，歸信主，成為這村的第一位基督徒。

牧師和本土同工都努力不懈地在村裏作開

懇、撒種和灌溉的福音工作，足足過了三

年。去年底這口水井終於隨著禱告聲，我們

帶領著村領袖和村民宣告這地和地上一切的

都屬於神後，正式動工了。我們祈求主藉這

口水井賜下生命活水，覆蓋這地。在角力中

察驗神的計劃，你才懂得讚嘆祂的恩典浩瀚。

——  國際同工：招鳳玲 （塞內加爾）——

對於在一個繁華大都市成長的人來說，鄉

村是遙不可及的境界，但對於身處非洲的

我來說，鄉村卻只是一步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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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時候到了！村長派來的代表（man	

of	peace）信主了。弟兄在去年4月受洗加入

教會，是村裏的第一位，也是關鍵的一員。

他熱心愛神愛人，為開水井的事竭盡全力。

因著牧者一直以來的關心和牧養，我們的支

持和鼓勵，弟兄的信心和委身，村領袖們都

看見神在顧念他們。有一天，他們開會跟牧

師說：「我們不會改變自己的信仰，但若在

這裏蓋一間教堂，我們便讓下一代有自由選

擇自己的信仰，來學習聖經，跟隨耶穌。」

他們都對弟兄寄予厚望，期望他將來成為這

村的牧者，帶領他們。村領袖都是穆斯林，

相信這樣的要求絕非說說笑笑的兒戲話吧。

心想，這是一件又大又難的事。村裏的

成年人大都是文盲。這位弟兄目不識丁，即

或有自己的母語聖經，叫他能讀已非易事，

還要受訓，教導神話語，簡直是癡人說夢。

然而，在神，豈有難成的事？村領袖們竟然

想出法子來……由識字班開始。他們都承諾

開識字班的時候，他們會第一時間來學習神

的話語。事實上，有些村民已熱心尋求神，

追求神話語。試問，這樣的人心轉化，怎不

教人淚眼矇矓！

以主的平安和愛去建立深厚的情，是一

支開啟鄉村福音之門的萬用匙。這村子的福

音工作才剛開始，欲知事後如何，請同心發

出懇切的禱告聲，伸出雙手全力支持，張開

眼睛察看鋪陳，豎起耳朵聽聽遠處傳來誦讀

神話語的聲音。儘管需要費勁地與人、時間

和耐力周旋，偌大的鄉村禾場就是一場不容

有失的屬靈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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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教會受感動及有異象者大有人在，

只是華人教會絕大部分都是聽的人及講的

人，缺少勇往直前的行動──心動而無行動

是死的宣教。

海外華人教會約有一萬間，有差傳基

金、參與差傳事奉的約有三千間，其餘七千

間都困在四牆之內，只是一塊田的教會，只

有盒子思維、島的思維及洞的思維的信徒。

令海外華人教會不能動的原因可能是太安逸

了，這包括舒適華麗的房屋、高薪安穩的職

業、兒女升學優良的環境……。筆者這幾

十年在華人教會中為普世宣教的需要高聲疾

呼，分享主大使命的託付、各宣教工場的呼

聲及機會，但能徵召去回應宣教工場的呼聲

的人卻是寥寥無幾。時至今日，海外一萬間

的華人教會派出的宣教士恐怕還不超過三千

位，比起韓國教會派出二萬五千位宣教士，

我們只有十分之一，真是望其項背也不及。

雖是如此，神並沒有放棄華人教會，祂

仍不斷警戒提醒，呼召我們突破四牆的思維

和民族的狹隘，讓我們有份參與這天國大

業，去作成祂的工；更感恩的是祂為我們興

起了一支生力軍，在中國大陸預備了「七千

人」（王上十九18），裝備他們勝過環境的

惡劣、資源的缺乏、訓練的不足……，憑著

熱切救靈的熱情，一小隊一小隊的踏出了國

門，單純地帶著一個無懼的信心，聽命順服

主的吩咐，把主的大使命像以西結一樣當食

物嘴嚼吞食下去（結三1-2），變成了中國

教會一支「動」的精兵，往巴基斯坦、尼泊

爾、泰國、老撾、柬埔寨、埃及、非洲等地

前去……。

有海外神學院領袖觀察到：從國內出來

海外裝備的神學生人數已逐漸超越了本地獻

身者，將會成為華人神學院的大多數，即當

海外的神學院由本地信徒獻身者入讀的人數

越來越少，或是年齡越來越高時，中國出來

動的中國．動的宣教

神州
情懷

——  林安國牧師 （華人福音普傳會資深宣教導師）——

有一位記者訪問加拿大一位成功商人，甚麼是他的成功秘訣？這位商人直接了當的回答︰

「無他，很多人有理想夢想卻遲遲沒有行動，而我卻是一看到機會便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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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學生卻是越來越多，漸漸成了主流，且

多是年輕者。若此現象持續下去，再過二十

年，全球的海外華人教會牧養群即將會改

觀，由國內背景的神學畢業生將承擔起多數

海外華人教會的牧養工作，甚至神學院的訓

練工作。

回想過去二十年，我們逐漸察覺及明白

到神為甚麼在過去的日子如此地賜福中國大

陸的教會，使她在極其困難、逼迫、貧乏中

如火如荼的發展；也讓我們看到過去海外眾

多肢體為中國教會的流淚禱告，及投入訓練

的人力、資源等並沒有徒然，不單強化了中

國教會，更是塑造了一個宣教的巨人。

中國教會已長大及站立起來了，從前我

們海外教會看自己是開荒者（Pioneer）及長

者（Parent），如今我們不能再把中國教會

看為小孩子及弱小的教會，他們的信心、經

歷、禱告、能力、教導、牧養及教會的增長

等，在在都證明他們已經成長及站立起來。

中國教會在人力及財力方面也正在迎頭趕

上，逐漸成為海外教會的夥伴（Partner）或

參與者（Participant），相信不久的將來中

國教會的主導權會越來越強，也成為真正的

自立、自養、自傳的中國教會。	

未來在普世傳福音的使命上，我們如何

成為中國教會的夥伴？最理想的結合就是在

互助互補之下結合資源。中國教會目前最具

優勢的就是人力，不單多而且年輕，再加上

近期中國城市教會的建立及發展，經濟能力

急速提升；海外教會的優勢則是差會及教會

的組織架構、聖經神學基礎、訓練模式、文

字庫存及檔案資料，若能把兩者結合起來，

相輔相承，深信必能產生更完善的體制及更

持久的長宣動力，達到雙贏地步。

海外華人教會與國內教會若成為策略性

的動力夥伴，將會產生更多更優秀的宣教

士，建立更美好的宣教制度及支援關懷系

統，以及更強大的宣教團隊。年輕的宣教士

可以在富有經驗的宣教士之督導帶領下，用

保羅提攜提摩太的宣教策略及模式，在世界

各地未得之民中佈道植堂，成為主再來之前

一批又一批被主大大使用的精兵。	

（此篇文章已獲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允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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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協會十周年，我們誠邀大家參與「十分愛」計劃，以	

（1）差傳祈禱（2）差傳奉獻 	 （ 3）差傳體驗									
回應主耶穌在升天前交付給我們的大使命。

協會短訊

(1)	差傳祈禱
每天禱告10分鐘，成為一個為萬國禱告的大

使命信徒。協會每週會定期發放更新的代禱消

息，請大家為國際同工、工場的族群、信徒及

事工禱告。

(2)	差傳奉獻
每天奉獻10元（可按能力調整金額）。獻金可

每3個月	（建議於2016年6月12日、9月12日、

12月12日及2017年3月11日）放入奉獻封，以

支票或直接存入協會戶口	(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

口：808-692834-292	)，再將入數紙寄回協會。

如 需 要 「 十 分 愛 」 奉 獻 盒 ， 請 電 郵 至

info@alliancegs.org	索取。

(3)	差傳體驗
在今年參與最少一次差傳活動及學習：

短期服侍	/	國際同工分享會及祈禱會	/	一個差傳

或跨文化課程	/	 	閱讀一本差傳書籍，又或學習

一種語言。

活動詳情可瀏覽本會網頁:	www.allianceGS.org

差傳你我有份，鼓勵你今日開始憑聖靈引導而行動，
為我們的主，獻上你的「十分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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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傳世界
在「照亮傳世界」的行動中，累計有1200

套不同類型的太陽能照明系統被送到22個不同

的國家和未得的群體中，讓沒有電燈的地區，

晚上不再生活在黑暗中，因而也打開了建立友

誼之門，甚至讓真光照進黑暗的心靈。

有 關 「 照 亮 傳 世 界 」 的 最 新 消 息 ，	

請瀏覽本會網頁：http://www.alliancegs.org/

chi/light_up_the_world

如捐獻支持，請填妥奉獻表格	(	本刊中間內頁	)，連同入數紙或支票郵寄至本會。

你好!	我叫Temmy，	今年4月7日加入

AGS	團隊。

當年還讀初中的我，神賜下跨文化服侍

的呼召，讓我立志將福音傳給異文化的族

群，然而神並沒有即時帶領我到工場服侍，

反而在職場上加以磨練和裝備我。

經過多年職場學習，神引領我到神學院

裡裝備，畢業後，我分別在教會和差傳機構

事奉，屈指一算已度過11個夏冬了。事奉最

大的得著是結識到很多天國同路人，不論是堂會牧者、宣教士、機構同工、海外友好和堂

會肢體，因著神的國度，我們伙伴同工事奉，繼而建立友情，一起成長，彼此鼓勵、支持

和牧飬，既齊來關心宣教事，又一同編織宣教夢，令我事奉路上綻發耀眼色彩，所以我也

盼望在AGS	裡能認識你，在宣教路上結伴同行。

至於我是一個怎樣的人，篇幅有限，唯有等待你來認識我更多吧!

湯麗嫦傳道
副總幹事(行政) 

新丁
 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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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

飛
越
地
球
村

楊弟兄一家	——	香港		

1.	Abby透過輔導實習中發展獨特的服侍恩賜。

2.	King在職場服侍中把基督的愛帶給孩子和家長。

3.	上帝會為Dorcas預備她心儀的學系、大學和獎
學金。

4.	Joseph的靈性和學業可雙軌成長。

黃婉蓮	——	墨西哥			

1.	協會將於6月在墨西哥Tijuana舉行十天跨文化
服侍密集訓練營會，請為籌備工作禱告，包括
租借教會、住宿、行政及課程的安排。

2.	請為所服侍的本地教會禱告，近日弟兄姊妹出
席崇拜的人數不斷減少，有些人因個人或人際
關係問題影響，不願意參加崇拜。求主帶領他
們再次投入教會生活，也求主引領更多年青人
及兒童到教會聚會。

招鳳玲	——	塞內加爾

1.	7月7-20日巴黎短期服侍隊之各項安排。

2.	處理在塞內加爾註冊事宜，祈求申請過程順利。

3.	Kat	&	Wai	5月2日已到工場，求主幫助他們好
好適應，團隊能夠成為他們的支持。

陳錦嬋	——	塞內加爾

1.	請為主的名在西非被傳揚，並福音之門能夠繼
續開放祈禱。

2.	5-6月在香港述職。請禱告記念，並為前面事奉
的方向代禱。

余偉榮、余陳美蓮	——	塞內加爾	

1.	這裡最近有賊人持刀闖入華人店舖傷人行刧，
因此當地華人都人心惶惶！求主保護這裡的華
人及我們的安全。

2.	4至6月有同工回香港述職及休假，在這期間，
求主幫助我們能有智慧及耐性跟進這裡的華人
關懷工作。

Kat	and	Wai	——	塞內加爾		

1.	到工場後在各方面的適應及求主預備租住的
居所。

2.	求主帶領合適我們學習法文的地方。

3.	父母的身體健康與早日信主。

鍾姊妹	——	發展中國家					

1.	求主賜下智慧及能力學好本地語。

2.	求主賜下智慧將耶穌是彌賽亞的信息講得清楚
明白。

3.	求主醫治因甲亢而來的眼睛毛病：眼乾及眼
皮腫脹。

4.	求主憐憫未信主的媽媽及弟弟一家，讓他們早
日信主。

MJ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為MJ於難民學校之教學，能更有系統及直接地
向孩子及青少年傳遞知識禱告，並在教學中能
彰顯恩主的大愛及關心。

2.	為近日緬甸民生的改進禱告，願主恩待緬甸各
族人民能和諧相處，並能得著主的救恩。

3.	為J於年中的心臟手術禱告，求主賜下合適的
醫療團隊，在祂的恩手及時間下治癒J的心瓣
病患。

梁弟兄夫婦	——	發展中國家	

1.	為7月11-22日的夏日英語營的籌備和安排代
禱。求神預備學生。

2.	為7月25-29日的兒童暑期聖經班的準備和安排
代禱，也為小孩能不受攔阻來教會參與禱告。

3.	為我們要招募老師代禱，求神預備合適的人選。

郭基榮弟兄	——	香港

1.	於今年四月郭弟兄已完成他在香港的事工。協會
感謝郭弟兄過去於本會的服事，並祝福他的前
路。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他、賜恩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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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國際同工 （附屬）國際同工
宋安理、黃凱欣	——	剛果共和國

1.	讚美神一切的作為，特別是祂為目養計劃及教
會植堂所成就的一切。上帝興起了他們的宣教
事工，而現在他們對非醫療和醫療同工的需要
亦比之前更大。他們非常需要助手、家庭學校
的老師、行政人員、維修員及建築工人，還有
敬拜和青少年事工的領袖，但凡有心的也都需
要。請為他們代禱，相信上帝是他們的供應者。

2.	感謝主讓他們的創啟課程可以順利完成。他們
舉行了一個非常出色的「畢業典禮」，所有參
與者公開分享他們奇妙的見證。另外在剛果共
和國裡，年齡介乎15-24歲人口的失業率大約
是60%。請為這些人的靈命成長和日常生活代禱。

馬利亞	——	發展中國家					

1.	求精神體力應付翻譯審閱、識字教育、學話和
起居生活。

2.	求工場國家通脹受控，民生安定，罪案減少。

ST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布龍語的馬太福音和羅馬書能在年中完成最後修
定，交付排版。

2.	T現和阿麻語團隊翻譯路加福音，請記念有智慧
作出最合適的翻譯，隊員工作有紀律。

但以理夫婦	——	發展中國家

1.		讚美主！在創啟地區裡，全國的信徒在向其他人
接觸的時候得到了傑出的成果，他們的成果比起
我們的更有效果。

2.		領導層的目標是希望在今年完結前訓練13名或以
上的人員，請為導師們和他們的團隊在訓練和裝備
當地的肢體時的安全祈禱，使他們得到保護。

3.		請繼續用禱告支持他們的兒子Djay，他現正在緬
甸，但請為他能從生活中體現到真正的服從和從
上帝而來的愛禱告。他們對他這方面還存有很大
的疑問。

周志豪牧師、師母	——		香港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1.	近期種種的跡象和消息顯示，內地在傳媒和互聯
網上的管制進一步加強。福音廣播所面對的挑
戰，越趨嚴峻。懇請更多以禱告托著這裡的服
侍，讓眾同工無論在得時或不得時，繼續專心履
行藉廣播及媒體將基督耶穌的福音帶到神州的
使命。

2.《良友聖經學院》專為培訓內地教牧同工設計的
課程，第一期的培訓已先後在港舉行二次訓練，
反應十分良好。第三次訓練，已於3月份舉行，
此外，第二期的「教牧之道」亦有24位新同學於
4月份來港受訓。請記念受訓學員的靈命成長，
朋輩建立及事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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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訓 2016-17
短期服侍訓練

				領隊班 5月	29日（日） 下午	3:00-7:00

				基礎班 10月30日（日） 下午	3:00-7:00

祈禱會：AGS事工、工場及國際同工

				中國 6月7日（二） 晚上8:00-9:30	

				柬埔寨 10月4日（二） 晚上	8:00-9:30

				猶太人事工 12月6日（二） 晚上	8:00-9:30

				普世福音挑戰 2017	年	2月7日（二） 晚上8:00-9:30	

使命小組 9月4日（日）、11月6日（日） 下午	4:30-6:00

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	地點：臺灣（臺北） 8月22-26日（一至五）

大專生差傳節 10月22日（六） 晚上	7:30-9:30

2017宣愛慶典 2017年3月11日（六） 晚上	7:30-9:30

短期服侍 2017
柬埔寨單車籌款之旅	——	興建柬埔寨中學
成員招募：單車手、義工（包括醫療、物資管理及攝影）

1月30日	-	2月6日

短期服侍 2016
聖誕節： 				廣西德保聖誕節服侍（截止日期：	10月23日） 12月23-30日

				四川廣元聖誕節服侍（截止日期：	10月23日） 12月23-30日

報名及查詢
地址：香港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9樓										電話：+852	2338-9921										傳真：+852	2338-9961

電郵：info@allianceGS.org										網址：www.allianceGS.org										Facebook：facebook.com/allianceGS

以上日期，只供參考。
參加以上短期服侍隊需先修畢本會之短期服侍基礎訓練班，並參與3次隊前集訓。	

詳情可參閱協會網頁：www.allianceGS.org

服
侍
無
疆
界  

宣
愛
傳
萬
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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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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5年4月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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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ing from April 2015.

其他奉獻收據選項 Other receipt arrangements
     

請於六星期內發給我 Please send me the receipt in about 6 weeks.
     可以電郵方式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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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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