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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協會的主題是「接觸跨文化‧關愛無遠近」，原因是全球化之下，昔日遠在天邊的
關心對象，今天踏出家門已經可以接觸到。上期編輯室的專題文章是討論全球化出現在
本土的現象，如何影響堂會按處境來回應大使命。今期我們特別訪問了宣道會興華堂的
印尼家傭小組，理解他們如何關心遠道而來甚至與我們同住的客旅。在另一篇《讓信仰
走進社區》，我們則從商業活動在全球化之下對我們跨文化工作所作出的反思。今期主
題文章，我們繼續討論全球化如何影響差傳工作，特別是短期服侍隊的後續工作之可能
性。大家可以留意中文版中有參與協會所舉辦的另類服侍隊之後感《愛征途》，以及英
文版中參加者如何突破各樣限制去參與塞內加爾的服侍《非嘗不可的主恩》。請也不要
錯過我們的國際同工如何與大屠殺生還者的生命交流《與沙拉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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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漲復潮退，西方基督教群體正進入退潮期，而
南半球和一些亞洲地區的基督教群體正進入潮
漲期，當年西方基督教需要藉著帝國主義進行

編輯室

傳教工作，但此刻南半球的國家不再需要靠船
堅炮利，進行差傳工作相對容易得多。近年的
一本重要著作名叫《The Next Christendom：
2010年世界基督徒
人口約為22億

非洲、亞洲和
拉丁美洲

62%

歐洲

26%

2

北美洲

12%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1 中有一個
主要的論述，就是在 2025 年或以前，每 5 個基
督徒中只有一個是白色人種或非拉丁美裔，因
此整個基督教中心將會轉移至南半球。 這個預
測符合 2010 年時的全球統計：2010 年世界基
督徒人口約為 22 億，其中 62% 住在非洲、亞
洲和拉丁美洲的，只有 26% 和 12% 分別住在
歐洲和北美洲 2。 基於這樣的預測，有普世事工

學者認為南半球地區會由從前的服侍工場角色，變為差派角色，北半球將成
為主要的服侍工場。在南美洲薩爾瓦多的一間教會網頁，已經在播放包括意
大利文、法文、高棉語和孟加拉文等 13 種不同語言的信仰節目 3。   隨著這
個普世事工軸心的轉移，一些跨文化事工的詞彙可能需要重新定義，例如未
得之民的人口密度將會改變，我們熟悉的「10-40 之窗」所代表的地區將會
改變。在這個轉移之下，教會要再思福音工作、社會關懷和神學思想與這股
南半球基督教神學之關係，特別是香港堂會一直受到西方教會的傳統影響，
所以當這些地區所興起的神學思潮來到本地時，堂會該如何回應？
全球化帶動了短期服侍隊突破地點的限制，出隊的次數也加增了，而且堂會
不再需要依賴差傳機構也能自組服侍隊。這都有利於基督教宗派間的交流，
一些在本地沒有合作空間的宗派，到了不同工場卻能成為合作夥伴，這有助
達成基督身體的合一。全球化有助於人與人之間突破文化的隔閡，在科技的
幫助下，使隊員與工場中的信徒更能保持關係，藉網上平台彼此交流，分享
影像，越過言語溝通和空間的阻隔。我們的經驗就是在中亞洲服侍過後，隊
員與當地信徒仍然透過網上平台聯絡，建立了真實的友誼，曾有當地信徒兩
年後來香港作交流生，她的父母表示，從前不認識這地方，但因為認識短期
服侍隊員而放心讓女兒獨自來港進修。可見在全球化人口流動加增的情況
下，短期服侍的影響力能做成更深遠的果效。另外，在現世代作交流生和工
作假期的潮流下，年輕人很接受離開本地一兩年的時間，教會和差會能否乘
此浪潮，讓更多年輕人投入多元的短期服侍模式呢？

1.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3rd E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7-18.
2.http://www.globalreligiousfutures.org/religions/christians. (cited on 2019.04.10)
3.http://www.iglesiajosue.org/josue/ (cited on 201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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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手記

讓
信仰
走進社區
國際同工：唐德如（柬埔寨）

某天同工高興地表示「喜茶」進軍柬埔寨了！莫以為柬埔寨無啖好食，
如今各種類的奶茶、花茶、水果茶店也湧現於金邊，咖啡店一間比一
間精緻及舒適，絕不遜色於其他發達國家。每杯的價錢可以等於一餐
飯，但購買的人絡繹不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速度驚人，各種新產品
一下子湧現於市場，令人眼花撩亂。
對 筆 者 而 言， 最 受 惠 的 是 可 用 手 機 應 用 程 式（Apps） 叫 篤 篤 車
（tuktuk），新型的篤篤車價錢較便宜，召喚又快，受用性超越了傳
統篤篤車，所以越來越普遍。舊式的要講價，亦要風吹雨打。司機若
不轉型，變通求存，也會被淘汰。
隨著柬埔寨的發展，當地人的生活模式亦有轉變，城市的孩童忙於學
習英語，普通話或其他私人補習等活動，成人亦忙於幹活及娛樂活動。
鄉村自有電力供應，電子傳媒影響著家庭，智能手機的廣泛使用，也
令少年人和成年人隨意進入色情、物慾、財富及虛榮的世界，種種改
變帶來教會的震盪，如何有效地傳福音？如何幫助信徒心意更新而變
化？
我認識當地一對夫婦，他們開辦了一間咖啡店，丈夫曾獲得沖調咖啡
冠軍，他們以咖啡建立友誼，連結社區，每月一次以歌會友，使咖啡
廳成為平台，分享生命奇妙的故事，讓信仰走進社區。他們更打算未
來邀請教牧分享短講，以活潑的形式把好消息傳開。這對夫婦盼望在
職場中見證主，奉獻恩賜回饋主愛，用諸般智慧把真理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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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需要在社會興起更多信徒，在職場中作見證，敢於表明信仰。發展中
國家有很多不公義的事情，隨時令你氣憤、氣餒或隨波逐流。若然信徒帶著
使命在職場上表明耶穌基督，在憎恨之處播下主愛，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
讓人不只聽聞耶穌，而是見到耶穌的良善及信實，深盼主愛就在這佛國之地
傳到各處。後來筆者才知道咖啡店太太年幼時在孤兒院成長，由宣教士教養
成人，我即時為她自幼認識主感恩，亦為她有天國觀而感恩。

自幼能接受好消息是最美好的，「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
老他也不偏離。」（箴言廿二 6）協會在柬埔寨辦學也是按著這真理栽
培柬埔寨下一代，讓學生在校的日子增長知識外，亦認識耶和華。而教
會亦要更新兒童事工的栽培，不只是唱唱詩歌，講講聖經故事就罷了，
而是要使信徒能扎根於真理，活出基督，在黑暗的世代中成為明燈。
今日柬埔寨需要更多工人撒種栽種，盼望他日主的喜訊在柬埔寨傳開。那日
子比起「喜茶」在一條舊巷中營業，更能引來萬人空巷；喜訊的大能力彰顯
在一個佛國之地，好叫世界得知祢的道路，萬國得知祢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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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
小種子

愛 征途

中華宣道會天澤堂：何國偉弟兄

在 40 度的烈日底下踩單車，是很要命的。第一天正午在最高溫 42 度之下的長命爛石斜路上，
要踩 20 多公里才能到達午飯休息站。由於中途沒有補給，兩旁是光禿禿的山丘，無樹蔭，
水也喝乾，加上第一天未適應高温，身體像燃燒一樣。
但心裡不害怕，因為這次「愛征途」是為柬埔寨珠山白墟市興建中學、社區會堂和教會，意
義重大。這 470 公里的每一步是特別送給有份支持我，但突然猝逝的弟兄。每次當我抬頭仰
望萬里無雲熱騰騰的天際，我感受到他在天上最美的國度向我微笑鼓勵「加油啊！亅 我回心
微笑，再難也能頂得住。
下午二時許到達補給站，那一刻就像全身趟在一塊燒紅的鐵板上，離開遲一秒也沒命！第一
時間呼喊支援隊快些拿冰水由頭淋到腳，幫助全身降溫。聽上去有點瘋狂，這如此高温，運
動是很危險的。隊友蘇博士提醒我們，要保持身體涼快和時刻喝水，當你頓覺睏倦迷迷糊糊
昏昏欲睡時，正是中暑前的最後警號，要馬上停止並休息，否則待你全身感到發冷和面色蒼
白時已經進入危險階段！
是什麼力量驅使一班互不相識的人甘願忍受烈日的煎熬踏上征途呢？就是因着主耶穌甘願犧
牲的大愛。即使在人世間如何艱難，我們仍然渴望與人分享這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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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柬埔寨470km單車籌款之旅
當我們累得快要倒下時，眾人的幫助、支持和鼓勵，讓我們重新得力，迎難而上。
協會特別邀請了亞運山地單車賽金牌得主陳振興先生與我們同行。他就像上帝為
我們預備的天使，又 像雄鷹一樣在車隊旁飛翔，為我們噴冰水降溫，有隊友落後或上
斜乏力時，他如「上帝之手亅般在背後推我們一把。車手並肩推進時，會產生巨大破風
之力，能瞬間增至高速，剎那由墜後無力前行頓變從新得力破風而行。
有牧者分享過：走出安舒區，生命才會變得更豐盛。我感嘆生命短暫，就只像夜空劃過
的流星。烈日下眼前的黃土、仇恨曾屠殺這個國家的整整一代，但從上帝而來愛的力量，
將在這片原本用來種植木薯的土地變成建立生命的土地，建立一代又一代。
當下，我們要回答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到這個年紀（我們都曾經歷突然失去家人和
朋友的日子）你要怎樣過餘下的日子？ The best way in memory of our lost friend and
family is to live happily and meaningfully ever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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咫尺
宣愛

宣道會興華堂，座落於香港柴灣，可能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是一個遙遠的地方，但是「關
愛無遠近」，讓我們一起認識和記念興華堂對外籍家傭的關愛行動。
現時外籍家傭小組的負責同工，在讀神學前已在本地機構服侍過一個少數族裔群體，因此
畢業後她回到她的母會興華堂服侍，深盼弟兄姊妹也能參與跨文化工作。
適逢興華堂每周四設有長者崇拜及團契，其中部分長者都有家傭陪同返教會，印尼籍家傭
佔大多數；相信這就是神給教會安排的福音機遇。因為通常穆斯林都會抗拒接觸教會，但
這些家傭因為工作緣故而來到教會，教會當然不能對她們視而不見，這就成為開展外籍家
傭小組的契機。
宣道會區聯會本身設有本地跨文化小組，並且設立事工基金以鼓勵更多宣道會堂會發展本
地跨文化事工，興華堂亦因此得到區聯會的撥款，有資源發展外籍家傭小組。在人力、機
遇和資源都到位時，2018 年 6 月就藉著穆斯林的開齋節開始這小組了。
現時外籍家傭小組每次約有 10 人參與，每周有不同主題：烹飪、遊戲、廣東話學習班、節
日派對……，讓她們在小組中分享工作上的樂與悲、思鄉情緒，更讓她們感受到在異鄉中被
接納，在一個彼此信任的空間真誠地分享。訪問當日，
我們看見她們都非常投入，她們會自製或購買一些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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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講印尼語：
衫

白粥 (Baju)

洗衫

JU之白粥 (Cuci Baju)

晾衫

鑽妹白粥 (Jemur Baju)

煮飯

擘實 (Masak.媽實)

煲水

擘實哎吔 (Masak Ayer)

煲湯

擘實SOUP (Masak soup)

煲粥

擘實砵砵 (Masak bubur)

唔好遲到          JER奀得嘞
唔好太夜

JER奀襟麻喇媽

等一等

東菇食笨蛋打  (Tunggu sebentar）

來聚會中分享，甚至有組員為了返小組而刻意化妝呢！
雖然家傭都喜歡參與這小組聚會，但每周的聚會人數都不穩定，因她們開組的時間也是上
班時間，所以能否參與小組要看僱主的安排，例如訪問當天下大雨，長者不方便出門，那
麼女傭就需要留家照顧長者而不能出席，有時家傭合約到期也要返回家鄉，不能再來了。
小組另一困難是家傭和僱主都是教會中人，這種僱傭關係會做成牧養上的張力，如何讓兩
者都坦誠分享而有信心私隱會受保護呢？為此教會牧者需要有智慧去決定是否進行調解和
把握介入的時機。
跨文化工作需要特別注意文化上的差異，例如相同的遊戲在青少年群體中，他們會比較容
易掌握及理解，不過家傭就未必理解遊戲的玩法，甚至弄出笑話。同工分享道，她會提醒
自己千萬不要看她們為愚笨，要理解她們以隔一重文化及語言來理解遊戲的玩法，確實有
一定困難，需要更多耐性去講解。
訪問完結後，外籍家傭小組的負責同工請我們為尋找接棒人代禱，因為她將要離港去作跨
文化服侍，教會需要有心志的肢體接手繼續發展和關愛這些客旅。
現時約有 15 萬印尼家傭在港工作，她們多數是穆斯林。他們的伊斯蘭教長會遠道從印尼來
港，關心他們的信仰狀況。然而當我們能與這些家傭身處同一社區、同一教會、甚至同一
屋簷下，我們能為她們做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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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亮
生
命

國際同工：鍾姊妹

與莎拉相遇
在教會姊妹貝詩的生日會，我認識了莎拉，
我 們 交 談 甚 歡， 她 邀 請 我 探 訪 她。 莎 拉
八十一歲，臉上常有笑容，看似樂觀開朗。
探訪她時，我才了解到她笑容背後的真實情
況。
莎拉出生在一個東歐猶太家庭，家中有七
個孩子，她是六妹，父親是生意人，家境
算不錯。可惜，她兩歲時正是納粹黨迫害猶
太人的大屠殺時期。父母為了保存她幼小的
生命，將她交付給媬母，媬母視她如己出，
帶她逃離出生地，後來將她交托一個基督徒

紀念館內的火車路軋模型

家庭收養。莎拉憶述當時她被收藏在屋子地
庫的一間密室內，過著不見天日的日子，像
老鼠一樣生活。四年之後，她就被送到孤兒
院。有一天，一顆炸彈正好掉落在她的宿
舍，幸好她當時正藏身在角落中，生命奇蹟地被保留。大屠殺
結束後，莎拉只剩下父親、大姐及大哥與她團聚。最後，當時
只有八歲的她仍要被送進另一所孤兒院生活。
莎拉現在是單身且獨居的。她身邊有很多信主的朋友，但她卻
堅決與神劃清界線，對神毫無興趣。探訪她時，她咳嗽得很嚴
重，我主動提出為她祈禱，她竟然願意！我求主醫治她的身體，
讓咳嗽早日好轉。雖然在祈禱時，她時有冷笑，但仍願意讓我
為她禱告。事後貝詩對我說她很被感動，因為她認識了莎拉這
麼多年，從未見過莎拉如此合作並願意接受祈禱。
我感謝神讓我有機會關心這孤單和受傷的生命。願主繼續感動
莎拉的心，讓她被主的愛醫治，早日接受救恩。

其 中 一 棵 樹 用 來 紀 念 ，曾 在 大 屠 殺 期 間
拯救過猶太人的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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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

黃婉蓮 —— 墨西哥

鍾姊妹 —— 發展中國家

1. 今年 8-9 月在港述職，將會到不同教會中證道

1. 請記念每周的出外佈道。感恩我們團隊有美好

及分享，求主使講道信息、分享及聚會，能激

的合作。但是團隊需要有新成員加入 , 求主為

勵弟兄姊妹承傳主所吩咐的大使命。

他們預備有本地彌賽亞信徒加入與他們一起同

2. 述職後，她將於 10-12 月在港進修，求主帶領
她能有適合的課程就讀，使到在聖經、差傳及
事奉的知識上有所增長。

心傳揚主的福音。
2. 請為她安排兩個服侍隊。一隊於 8 月來，是加
拿大一間華人教會的 8 位成員，另一隊於明
年 3 月來，是馬來西亞的牧者及弟兄姊妹。她

陳錦嬋 —— 塞內加爾
1. 感謝主讓她在塞內加爾服侍祂 7 年，請為她述
職後的服侍方向代禱！
2. 感謝主有 3 個月安息假期去進修神學，求主賜
她智慧去學習和完成課程。

正為服侍隊安排行程及事工，求主加智慧及能
力。
3. 請為她家未信主的成員代禱 : 媽媽及弟弟，弟
婦及姪兒。求主憐憫他們，讓他們能早日明白
耶穌基督的救恩並信靠祂。

余偉榮、余陳美蓮 —— 塞內加爾

李慧敏 —— 柬埔寨

1. 工場隊長已經完成了述職並回到工場，感恩在

1. 感謝主她已完成第一期的服侍，及 4 至 5 月在

此期間他們與短期同工能有智慧和健康一同服

香港述職的安排，求主感動弟兄姊妹繼續參與

侍。
2. 1~6 月期間有不同的短期服侍隊及牧者從香港
及巴黎來探訪工場，求主賜智慧去跟進所有相

差傳的服侍。
2. 記念 6 月底返回工場，在生活上、語言上的重
新適應，求主幫助她能專注及投入服侍。

關事工。

羅見好、胡玉偉 —— 塞內加爾
1. 記念巴黎教會短期服侍隊 6 月 24 日至 7 月 5
日的行程，求聖靈保守及帶領 18 位隊員（5 位
華人事工、13 位本地人事工）的服侍！
2. 6 月 28 日晚，在村中有電影佈道晚會，求主賜
下合宜天氣，又願参加者能明白和接受耶穌救
恩的祝福，並之後跟進和栽培的工作。

唐德如 —— 柬埔寨
1. 感謝主每天的恩典及保護，在混亂的交通中能
出入平安。亦求主保守她常親近主及充滿主的
喜樂平安。
2. 記念能專心學習高棉語，以致她能在日常生活
中有良好溝通及進入當地文化。
3. 記念適應當地炎熱的天氣，身體機能正常運作
及健康地服侍。

3. 8 月份巴黎教會有一位姊妹的兩星期短期服侍，
她是一位醫生；求主賜她平安及保守她會參與
的醫療訓練及教導等服侍。

梁弟兄夫婦 —— 發展中國家
1. 為暑假英語課程的宣傳、學生的報讀和老師的
備課代禱。
2. 為教會的兒童和青少年得以不被政府阻攔，繼
續來主日學和青年團契代禱。
3. 紀念梁弟兄夫婦前面服侍的方向尋求神的引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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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芬達 —— 東南亞
1. 感謝神聽禱告！結識了幾位當地信徒。
2. 請繼續記念語言學習的進度，祈求在聽和講方
面可以有突破。
3. 請記念今年往大島的神學院教學的準備和安
排，現正物色合適的夥伴機構或教會。

國際同工
周孫玉琴師母——香港遠東廣播 有限公司

馬利亞 —— 發展中國家

1. 內地社會急速發展，聽眾的婚姻與家庭壓力不

1. 為神學院秋季課程終結感恩，求神賜智慧、健

斷加增。〈空中輔導〉的電話連線和聖經教導

康和信心完成功課和 2019 上半年第 2 學期的

成為聽眾的切身需要。請為恆常的直播輔導節

學習。

目和幕後忠心的同工代禱。
2. 請為不斷提升的特輯節目內容，包括廣播與新

蔡定邦、吳翠珍 ——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媒體，讓多人接觸聖經的婚姻與家庭觀，使生

1. 為德國的留學生事工祈禱，每年有大量的中國

活邁向充實和真愛，產生深遠的影響代禱。

學生湧到當地大學和學院進修。求主預備人
心，讓這些同學渴慕真理，認識真神；亦求主

但以理夫婦 —— 美國

差派更多工人收割莊稼。

1. 他們的計劃和行動停頓了。請為他們求指引如
何接觸創啟地區南部的原教旨主義和狂熱的穆

陳永安、梁兆琪  —— 裝備中

斯林群體。

1. 2 月起開始在協會接受裝備，期望在今年出發

2. 他們已計劃訓練創啟地區的小組領袖如何服
侍。基於有限的資源和他們所面對的危險，請

德國服侍中國留學生，他們現正忙於到不同堂
會分享異象，建立夥伴關係，求主加力。

為到如何實行此計劃禱告。

2. 兆琪母親身體不適，在接受不同檢查下，仍未

3. 請為到他們身體健康禱告。

能找出病因，求主醫治；在照顧上也須作出各
項安排，求主賜智慧和耐心。

ST 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求老爸使用布龍語天書和識字教材，讓布龍人
生命得著轉化。
2. 簡華美族人團結支持兩套方言的翻譯方案。
3. 以馬團隊翻譯的「天書小故事 」能幫助以馬族
人學習閱讀和認識老爸的作為。

鄺銘恩、鄺伍美甜 —— 柬埔寨
1. 記念鄺太的皮膚敏感可續漸消退，為她身心靈
健康禱告，在繁忙的工作下繼續靠主得力。
2. 為柬埔寨的天氣禱告，最近較為天旱，易引起
停電及停水，求主賜恩，又記念天氣不會太影
響學校運作。

宋安理、黃凱欣一家 —— 剛果共和國
1. 讚美神！《目養計劃》團隊有增長。今個夏天

3. 為 Glow 小學能有合適的建築公司及定下合約
內容禱告，並盼望能於 5 月展開工程。

他們將會有 10 位成人國際同工和 7 位小孩在

4. 為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及其家庭禱告，求主幫

剛果。為到他們在韋索這新的地點的適應和團

助施恩醫治，又讓老師們有額外的智慧及愛心

隊間的合作禱告。

教導及關懷他們。

2. 為到神所供應他們的資源讚美祂。請為到仍需
籌備的資金和韋索眼科醫院的興建工程禱告。
3. 願神繼續使用《目養計劃》，因著祂的榮耀和
旨意領人歸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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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訓 2019

接觸跨文化 關愛無遠近

祈禱及分享會 ( 每月第二個週二）
7 月 9 日、8 月 13 日、9 月 10 日、10 月 8 日、11 月 12 日、 晚上 7:45-9:15
12 月 10 日

月禱會

地點：基督中心堂佐敦堂（九龍佐敦道 14 - 16 號嘉信樓一樓）

使命小組

目的：
建立差傳同路人網絡，
尋索投身（短期或長期）
跨文化服侍機會

9 月 22 日、12 月 15 日（日） 下午 4:30-6:00
地點：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短期服侍訓練班 ( 截止：活動 3 日前）
基礎班

地點：

10 月 6 日（日）

下午 3:00-6:00

10 月 26 日（日）

下午 3:00-6:00

9 月 19 日至 12 月 12 日
（逢星期四）

晚上 7:30-9:00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

領隊訓練班

中華宣道會

專題課程
教會服侍實用普通話初級證書課程（13 課）

地點：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長沙灣福盛堂（九龍長沙灣元州邨元盛樓地下）

短期服侍 2019
聖誕節

柬埔寨短期服侍隊

12 月 21 日－ 28 日

截止日期

9 月 21 日

鄰近地區聖誕短期服侍隊

12 月 21 日－ 26 日

截止日期

10 月 20 日

以上日期，只供參考，詳情請參閱協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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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報告
2019 年 1 月  -  3 月
( 港元 $ )

收入

支出

盈餘 / ( 不敷 )

國際同工

1,477,239.52

1,085,600.49

391,639.03

事工拓展

307,056.26

教育推廣、
行政支援

1,589,190.19

591,704.06

997,486.13

3,373,485.97

2,533,605.72

839,880.25

* 以上未經審計及不包括籌款項目、短期服侍隊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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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301.17

(549,244.91)

So that men may see your way on the earth, and your salvation among all nations.
Let the peoples give you praise, O God; let all the peoples give you praise.
O let the nations be glad, and make song of joy;
for you will be the judge of the peoples in righteousness,
guiding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Psalms 67:2-4

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
詩 篇 67:2-4

神 阿 ， 願 列 邦 稱 讚 你 ！ 願 萬 民 都 稱 讚 你 ！願 萬 國 都 快 樂 歡 呼 ；

好 叫 世 界 得 知 你 的 道 路 ，萬 國 得 知 你 的 救 恩 。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姓名：

如用作報稅，名字請與報稅資料相符。

(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Block Letter )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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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No.:

聯絡電話：

Address: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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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方法 Donation Method

E-mail:
Church Attending:
Personal data provided will be used for issuing receipts, sending updates and
newsletters of our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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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港幣 HK

$100

港幣 HK

$500

每月定額奉獻 monthly support of
$500

$1,000
$1,000

其他 Ot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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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 for

環球宣愛協會常費 AGS General Fund

協會事工 AGS Ministry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

環球宣愛基金 Alliance Global Foundation Fund

國際同工 International Member (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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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Other ( 請註明 please specify

方法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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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信用卡奉獻，請到本會網站，網址：http://www.AllianceGS.org
Online Credit card payment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 https://www.AllianceGS.org

)

)
)

「轉數快」 Faster Payment System （FPS）
收款人以電話號碼作為收款識別碼：59302000
給收款人的信息：奉獻者姓名全寫(作捐款收據之用)、支持事工項目* (請以事工項目編號填寫 : 例如: GF** $100) 及電話號碼
核對入帳戶口名：ALLIANCE GLOBAL SERVE LIMITED
*每次捐款只能填寫一項事工項目
**有關事工項目編號，可在網站查閱。

Please verify Receipient’s ID by its telephone number: 59302000
Message to Receipient’s: Donor’s full name (for issuing of donation receipts),
* Supporting Ministry Projects (please fill in the Ministry Project Code: e.g. GF** $100) and phone number
Check the account name: ALLIANCE GLOBAL SERVE LIMITED
* Please fill in only one Ministry Project at each donation transaction.
**The code of the ministry project can be found on the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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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