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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現時的狀況真叫人人心惶惶，香港從前被列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現在連一般上街

都會害怕遇見衝突，甚至遭到襲擊，這些以往只在國際新聞上看到的畫面，現在差不多

隔數天就會在香港街頭上演一次。為此，環球宣愛協會與眾香港人一樣，逼切地為我們

身處的城市獻上禱告：「在紛亂中能明辨，使公義和平安重臨這地。」

過往香港人著重經濟上的發展，而又的確得到引以為傲的成就，但同時過份著重經濟的

增長，又是做成今天局面的其中一個原因。本期的專題文章「興鉅工如捕風」就是探討

這種著重增長的全球化下如何影響到我們的差傳工作。工場手記「全球化中的塞內加

爾」就是代表著多數非洲國家現正踏入全球增長化中的一個現實寫照。另一篇文章「傳

神話語用母語」就是用現代科技來幫助民族以自己語言和文化來學習聖經，這給我們一

種在全球化之下而尊重本土文化的互動示範。還有其他精彩文章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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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

承接著上兩期全球化與差傳關係的思想，本期將討論

全球增長化的現象。George	Ritzer 提及過一種全球

化的現象模式叫作：全球增長化（Grobalization），

它的定義指到國家、企業、或機構將其組織猶如帝國

主義般延伸到其他地域之中，以達至權力和利潤的增

長，所以作者自創了一個英文字Gro(w)balization 來

表示這種全球化現象。	1 這其實是上一期我們所討論

到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之另一面，全球在

地化的重點是指到全球化與本土間的一種互動，最後

在不同的地方都出現了獨特的本土現象，而互動過程

是順應自然而非採用強行爭競的方法。

全球增長化與在地化也是一種虛無（nothing）和有

形（something）的分別。吊詭地全球增長化的虛無

在於它是一種經濟、文化和價值觀的植入（甚至是一

種入侵），是從原來地的延伸，強調的是跟原產地上

的一致性，所以需要中央集控並要防止被本土文化所

混雜，所以不論去到那一個地方，他們的產品大都是

與來源地是一樣的，從某些全球連鎖快餐廳的漢堡包

製成品之一致性，可讓讀者明白全球增長化之所指，

它不像全球在地化般強調要尊重本土文化和本土民

族的話語權。同時間，某些全球增長化的跨國企業公

司，因為財雄勢大的緣故，往往會扼殺了一些富有本

土特色的個體戶經營者，以致於全世界正邁向一個令

人窒息的一體化，正如以往提及過全球國際機場的近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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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參閱：Ritzer,	G.	(2007).	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	2.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似度，使人忘記了自己所身處是在何方。生活於香港的人可能會比較體會到，因為現時新落

成的公共屋村的規劃和發展正正是變得一模一樣。因此全球增長化或許能提供一種成本相對

便宜和有效率的發展模式，但同時有機會成為一種的生活文化入侵和控制，是一種非人化的

發展模式。

＂增長＂同樣地都是堂會和差傳機構所關心的課題，一些堂會近十多年來不斷四處觀摩取

經，嘗試從其他地方引入不同的增長方法，若然著眼點只是堂會本身系統的更新，就會容易

踏入全球增長化中非人化的陷阱，造成堂會的身份危機。差傳機構也要小心，在全球增長化

之下，先進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有更多大型的投資，當中包括水陸交通的基礎建設、燃氣管道

和電網建設等、甚或是金融系統和貿易平台的建立等。作為差傳機構，我們是否應該趁著這

發展機遇，乘上那些先進國家從投資建設而來的便船，一起駛進那些發展中國家呢？傳道書

第二章中描述到當傳道者在興鉅工、建己屋、治園囿、鑿池沼和積金銀等等的建設之後，傳

道者才醒悟他手所作諸工，乃屬虛空和捕風，於世界無所裨益。值得我們關注的不只於虛無

增長的發展模式，而是這種全球增長化的發展模式往往是一併輸入貪污、勞役、環境破壞和

財產侵吞等問題，並且隨著這種發展模式而來的就是城市化，在強調一致性的發展之下，本

土民族將失去其獨特性，甚至帶來了文化滅絕的危機。這是尊重文化差異的跨文化工作理念

嗎？

教會追求增長其主要原因都因為要廣傳福音的緣故，福音除了是得救上天堂的保證外，整全

的福音亦包括使人在今生活得有尊嚴並得以展現神的形象，這就是要透過教會在地上要堅持

作善良的事，行公義好憐憫來實踐出來的，例如其中一項見於差傳機構的實踐工作是在貧窮

國家辦教育。除了藉教育讓學生更認識基督信仰之外，也期望教育使人經濟向上層流動而有

脫貧的機會，可是從現實的情況來看在發展中國家的專業人士在貪污嚴重的情況下其生活條

件比起一般人並無顯著的改變。從另一個角度看，強調配合經濟發展的教育所培育出來的可

能是整個勞役制度下的一個小齒輪，是為了服侍市場經濟而模造出來的部件，預備來供市場

所勞役的，這當然不是辦教育的初衷。因此，除了提供脫貧的機會外，教育工作更為重要的

是深耕細作地把正確的發展觀念深化在學童當中，幫助學生去認識上帝所創造的世界和聖經

中有關公平和公義的原則，期望他們能一代一代地作出改變，達致影響國家發展的層面。課

程內容方面，除了讓學生能掌握到求生技能之外，其實人文和藝術等都是重要的教育方向。

因此，課程設計中可以加入他們獨有的文化元素，例如以當地語言來作主要的教學語言，教

導傳統舞蹈或在體育堂中加入他們的傳統武術，甚至在信仰上可以加入與他們的傳統宗教對

話的元素，使他們的身份不會在教育過程中失去。因此，我們不能將異地的教育要求和課程

全盤的複製轉移，使當地的學校變了「半殖民」的情況，學生必須先要學習到的是對自我身

份的肯定，才不會在經濟市場上迷失，將來社會才能按當地的議程發展下去。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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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手記

當被問到：「全球化有沒有全面地影響到塞內加爾？」根據我的觀察，還沒有！若果全球化

指全球經濟貿易一體化，國家與國家之間越來越沒有界線，我想這國家不介意有國際企業來

投資，也不會介意與別國加強貿易和文化交流，因為這裏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失

業率高。

這國家沒有『老麥』，但國際同工可以在當地吃特色的漢堡包，包裏面還放了雞蛋和薯條。

這裏也沒有『七仔』，但總有一間小店在你家附近，他們營業時間至半夜一兩點，可能對早

睡早起的人來說有點騷擾，但對街坊來說，很受歡迎，特別設有電視機的小店，它為街坊提

供娛樂，是街坊聚集一起欣賞足球比賽和摔跤比賽的地方，國際同工可以趁機跟街坊建立關

係。這裏也沒有美國咖啡店、歐洲名牌專門店。然而，今年有法國的著名運動用品公司在首

都開設分店，美國的一間連鎖炸雞店也準備營業，越來越多中國人來做生意。我禱告上帝感

動人來營商宣教，這不是不可能的事啊！

塞內加爾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單我家對面、隔壁和附近都有人在蓋房子，政府這幾年也大

興土木，有不少大型基建項目。首都達喀爾連接新機場的運輸系統，繼高速公路後，快速鐵

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國際同工：Ei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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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望今年年底完工；另外從首都往北部舊首都聖路易（Saint-Louis）的高速公路也快將完

成。更叫人觸目的是一個未來城市正在首都 40 公里以外的加姆尼亞久（Diamniadio）興建，

它的工業園、運動場館和會議展覽中心已經落成，隨後會有商住區、大學和酒店落成。8 年

前的塞內加爾連首都的電力供應也不穩定，現在好多了；它的迅速發展，叫人驚訝！然而，

它的建設能否改善經濟，叫大部分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民生活得以改善，我們拭目以待。

當道路運輸系統發展，高速公路不單為商貿也惠及國際同工帶來更多的方便，昔日去首都以

外的城市要花上 3 個多小時，現在 1 個多小時已經到達，為國際同工省卻不少下鄉所需的時

間。我祈禱好消息會隨著發展遍傳整個國家，叫更多人被祝福！願主賜給他們一個新心，
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面；又從他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願主把祂
的靈放在他們裏面，使他們歸向主！阿們！

  

工業園

運動場館和

會議展覽中心

達喀爾連接新機場的運輸系統

塞內加爾國際同工：Ei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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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有甚麼字是用來表達『神聖』？」

「我用 share	screen 給你看馬槽的圖片。」

「你輸入這組數字讓我操作你的電腦。」

你從以上的說話中猜到我們在做甚麼嗎？答案是：我

們用遙距方式和母語譯經員一起翻譯天書。

那些是我們協作翻譯時的一些對話。	

在翻譯過程中，我們讓當地譯經員先理解天書詞彙和

經文意思，有時需要透過圖片幫助他們掌握更清楚，

也協助他們用母語準確和流暢地把經文表達出來。當

他們的電腦出現問題時，更要利用軟件讓國際同工 S

可以直接操作他們的電腦。透過軟件和互聯網，我們

全球視野

傳神話語 

用母語
一群布龍小孩手機圍著

耹聽布龍天書故事

發展中國家國際同工：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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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直通話，同步看見對方鍵入的經文，也能傳送圖片，就如直接面對面一起工作。

沙塵國有 77 種已知語言，大部份沒有文字。早年主內同工除了到當地山區傳好信息，還在

當地建立教會，但當教會用傳統阿拉伯文天書時，很多人不會讀，因為很多人沒有上學的機

會，即使有機會上學，學的也只是“沙塵國阿拉伯文”。

當我們公司在沙塵國成立，很多民族主動接觸我們，希望我們能幫助他們用他們的文字翻譯

天書。我們同工會與這些民族接觸，理解他們的情況後， 便由語言學同工分析他們的語言，

為他們製定字母，又請他們差派代表接受訓練。當人手和資金也準備妥當時，我們便開始天

書翻譯工作。

現時我們正在翻譯天書到三種語言：布龍語、以馬語和簡華美語，這些都是住在偏遠地區的

少數民族的母語，那些少數民族十分渴望擁有自己文字的天書。布龍語翻譯員亞當為了參予

天書翻譯，舉家由家鄉搬到首都居住。他和 S 已經合作了八年，現在布龍語天書已有五本新

約書卷、二十五個天書故事、錄製了布龍語「長子傳」和一些識字教材。 亞當會定期把這些

材料帶回村中教導族人，傳揚好信息。這兩年透過「長子傳」，已有三十多位布龍人決志，

當中有『木』民。

我們已經用以馬語和簡華美語翻譯了「長子傳」和一些天書故事，盼望神使用這些材料，也

讓翻譯員能早日為「長子傳」配音，讓這兩個民族更多人認識長子。

現在我們把翻譯了的天書放到手機應用程式中，除了文字也加入語音和圖片，讓他們可以一

面看一面聽，幫助他們學習閱讀和理解內容。感恩在今年回港述職期間，弟兄姊妹捐贈了數

十部舊智能手機，我們可以把加載了天書的手機送贈給這三個族群。

去年聖誕期間亞當回到布龍村中，用手機把布龍語天書故事播放給族人聽，當中有三位『木』

民男子首次聽到創世故事，認識到神用六天創造了天地，認為這是他們要跟隨的道。之後他

們看了「長子傳」，看到長子為世人的罪釘死便決志跟隨長子。盼望更多沙塵國人如這三名

男子被神的話語觸動而歸向祂。

一群婦女在學習布龍語

7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山福堂：梁惠玲

所愛的
服侍主

小孩子

回顧今次在柬埔寨 8 天的短期服侍，從籌備到旅程結束

都滿滿經歷上帝的恩典，感謝主讓我們有不同的體驗和領

受。我們的隊員來自不同的團契和不同的背景，恩賜才幹

各有不同，但當一起同心事奉的時候，卻成了美好的服

侍。

這次我們主要在珠山教會和白墟小學服侍。感恩這班學生

透過協會所開辦的白墟小學能認識福音，認識耶穌。我們

與小朋友一起唱詩歌，講聖經故事，造手工，玩攤位和集

體遊戲。這是一群很乖巧可愛的小朋友，雖然我們言語不

通，但藉著活動遊戲的互動和彼此展露的笑容，慢慢地他

們從害羞靦腆，到主動走過來擁抱我們、拖著我們，開

心彼此建立了關係。每當我們派發手工材料或食物給他們

時，他們總會面露微笑、雙手合十衷心的答謝，這令我很

感動。縱然我們所做的不多，但見到他們能享受其中，感

受到我們的關愛，我心裏也十分開心感恩。

最深刻的是在暹粒貧民窟的服侍。我們來到一間剛成立三

個月的教會，它的資源很缺乏，而這區又充滿了吸毒、賭

博、酗酒等問題，部分小朋友沒有上學讀書的機會。試想

想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小朋友將來會成為怎樣的人呢？

當我們帶領活動時，情況有點混亂，因為小朋友未能完全

接收我們的指示，所以確實有點吃力，但彼此的互動也是

開心的。感恩當我們講聖經故事時，他們都很集中和留心

聽。求主特別看顧這班活在貧民窟的小朋友，讓他們藉著

教會有機會認識福音和基督的愛以及聖經的真理。

在這次旅程中，我學習放下自我，突破自己，這個功課特

別是在幫貧民窟的小朋友剪指甲時學到的。由於小朋友的

衛生狀況都不太理想，身上發出氣味，加上面對起了黑邊

的指甲，起初我實在不敢觸摸。但當我捉住他們的手指，

一隻一隻的剪指甲時，心裏卻起了憐愛的心，他們也是主

所愛的孩子，我希望透過這行動能讓他們感受到我們的

愛。

願我們回來後，仍記得這份感動，繼續禱告記念柬埔寨的

需要，也記念當地宣教士和同工的服侍和需要。

差傳
小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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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亮
生
命

的
故
事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
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14-16。

因此，協會於2007年在珠山這個偏遠的地區開辦了一所學校。	

至 2012 年，協會決定贊助第一批畢業學生繼續在公立中學學

習，因為我們相信教育可以改變生命。

今天我與大家分享彼得的故事，他是其中一位於白墟宣愛小學

受資助的學生。他現在就讀第 12 年級，並於今年參加國家考

試。當他第一天來到學校，他是粗魯、不懂得尊重他人及不時

與人打架，又時時為老師、家人及朋友帶來問題。有一日，他

在學校中打架，但他編故事說他是被人打的，他的父親聽到後

就生氣了，父親就找到那被彼得誣告的學生並打了他。最後被

打學生的家長向學校投訴並要控告父親。

作為老師，我們盡力與他解決問題並勸告他在社會中要表現得

好。我們為他訂立榜樣，就是學效主，成為光去照耀身邊的一

切。

他花了一段長時間去改變他的行為。作為老師，我們的最終目

標是看見學生進步及生命改變。雖說他為我們帶來麻煩，但也

是一個好的經驗叫我們學習如何與學生同行。通過教育，他的

態度慢慢改變。當他完成在宣愛小學 6年級的學習時，他繼續

於公立中學中學習。同時，他繼續每天傍晚與我一起學習英文，

這正是讓他可以更多認識基督的機會。他又參與青年營會及

Sihanoukville 聖經學校的復興聚會，經過這些活動，他接受了

耶穌作為他個人的救主，又受了洗。現在他是一位很好的年青

人，喜歡幫助人，又參與及帶領學校的主日崇拜。他的父母看

見及見證他的改變。沒有基督，他的生命就不能轉化。

透過老師的支持、教會肢體及海外來的弟兄姊妹的鼓勵，為他

的生命帶來改變。耶穌讓人的生命不再一樣。最後，我請你為

學生和他們的父母能夠接受耶穌祈禱。能夠在柬埔寨珠山宣愛

小學服侍是我的福氣，耶穌之名為生命帶來改變及盼望。

彼
得
柬埔寨本土同工：Meng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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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

飛
越
地
球
村

黃婉蓮	——	墨西哥
1.	感謝主 !	在港述職後，有機會進修，現今選修

靈修及宣教兩個科目，求主在裝備上賜下能

力，也開啟學習之新視野。

2. 為美國團隊繼續帶領墨西哥 Tijuana 的事奉，

求主保守帶領他們到不同地區作佈道、探訪、

跟進、栽培及兒童聚會，也賜下智慧能力給團

隊作服侍。

陳錦嬋	——	塞內加爾
1.	這禾場大，基督徒的人數少，祈求主加能賜力

給祂的僕人去領人歸主；

2. 期望開設服侍中心去發展事工和服侍人，請為

這事工能順利進行代禱；

3.	歐洲有一位傳道於 11-12 月來探訪工場和服侍

一個月，請禱告記念他的行程。

余偉榮、余陳美蓮	——	塞內加爾
1.	為順利開辦及運作城市服侍中心代禱，讓中心

成為日後的服侍教平台。

2.	求主預備本地兒童主日學導師，以協助華人聚

會點能有效地發展幼童及中童的主日學。

3.	感謝主！今年能有福音果子收成，盼望她們回

國後能找到合適的教會繼續成長。

羅見好、胡玉偉	——	塞內加爾
1.	求主帶領與另一巴西同工在機場附近發展區的

一間本地事工機構的合作，求主預備一位有使

命感的基督徒參與服侍；並於 11 月開始一星

期一次的服侍。

2. 記念他們每天可安靜地親近神，與神有美好的

相交，求主賜他們健康的身心靈去事奉神。

梁弟兄夫婦	——	柬埔寨	
1.	祈求能順利過渡到柬埔寨事奉。

2.	求主賜下智慧學習語言，並能適應新環境。

3.	求主記念在 ZH的老師，讓他們在信仰上繼續

剛強站立得穩。

鍾姊妹	——	中東	
1. 由 12 月至明年 2月有安息年進修。求主賜她

學習一些新的知識，能對工場服侍有幫助，也

求主給她有更新及重新得力的時刻。

2. 請記念她與主的關係。求主幫助她能常被聖靈

充滿，也能每天與主同行，好叫她能明白及順

服祂的旨意。

3.	請為未信主的家人祈禱；她的媽媽、她的弟弟

及家人，求主憐憫他們早日認識主耶穌是他們

的救主。

李慧敏	——	柬埔寨
1.	現時仍然需要學習柬文 ,	特別是聖經的用語 ,	

因詞彙及表達艱深 ,	求主讓她有好的吸收及記

憶力

2.	這段時間需要接受培訓課程 ,	預備在外省服侍 ,	

求主引導找著合適的課程

3.	記念明年 1月及 3月需要分別辦理工作證及簽

證的續期

唐德如	——	柬埔寨
1.	在柬埔寨已居住了一年，感恩事奉中感喜樂及

經歷主的能力。求主的話成為每天的力量，能

以謙	虛	、	溫	柔	、	忍	耐	及愛心面對人和各樣

事情。

2.	學習語言進展一般，為時間安排上的調整，能

有充足時間溫習，及有良好記性及恆心溫習。

3.	有更多長期服侍成員已於 11月加入，求主幫

助團隊的適應及追求用	和	平	彼	此	聯	絡	，	竭	

力	保	守	聖	靈	所	賜	合	而	為	一	的	心	。

Elaine	——	東南亞
1)	祈求能早日取得一年的簽證。

2)	10 月起將教導神學院老師英文。願能教得輕	

鬆和有趣味。

3)	感恩已租到一間合適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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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亞	——	發展中國家
1.	10 月初舊約翻譯團隊搬來朱城居住，開始全職

上班，求神預備居住地方，供應翻譯員安頓家

人。

2.10-12 月需完成審核民數記 21-36 章譯稿，求

聖靈賜智慧、耐性、受教的心、信任和健康給

團隊。

3.	求主憐憫保守工場和家鄉的人民安全和自由，

賜教會牧者和信徒以信望愛來面對時代的挑

戰。

J	&	E	——	德國．華人事工
1.	請為不同地區的德國華人教會和查經班舉辦的

迎新活動祈禱，求主預備人心。

2.	為他們在新工場弗賴堡的適應，並搬家後的安

頓祈禱。

3.	記念他們三名子女在新學年的學習。

安琪一家	——	德國．華人事工
1.	感恩！能順利出發，在不足一星期裡找到房

子、孩子學校。請為各方面的適應及語言學習

禱告。

2.	兆琪已開始負責帶領信徒查經組；永安也在 10

月開始到不同地方講道；教會團契也在籌備 10

月的歡迎新生活動，請為各項服侍禱告。

鄺銘恩、鄺伍美甜	——	柬埔寨
1.	請為孩子能適應在Glow 小學的學習禱告，因

為他們要面對新的課程和新學習方式。

2.	請為我們的老師禱告，讓他們備課時可以把在

培訓中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到教學上 .	

3.	求上主繼續帶領更多孩子來Glow 小學讀書，

讓他們藉着增進學問和性格培養，從中得着聖

經中的人生價值。

周孫玉琴師母——香港遠東廣播	有限公司
1.	內地社會急速發展，聽眾的婚姻與家庭壓力不

斷加增。〈空中輔導〉的電話連線和聖經教導

成為聽眾的切身需要。請為恆常的直播輔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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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讓多人接觸聖經的婚姻與家庭觀，使生

活邁向充實和真愛，產生深遠的影響代禱。

但以理夫婦	——	美國
1.	求主賜智慧和方向去面對南亞國家中越來越嚴

峻的服侍環境。

2.	在主賜下智慧去制定相關策略，好叫事工能夠

安全地進行。

3.	隨著年紀和身體狀況的變化，他們需要在服侍

上作出調節。

ST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記念他們和布龍、以馬和簡華美三個團隊能有

智慧翻譯天書故事，三個族群都能透過天書故

事得著祝福。

2.	記念以馬和簡華美翻譯項目的經費籌募。

3.	記念他們和翻譯審查員有美好的合作。

宋安理、黃凱欣一家	——	剛果共和國
1.	為護士培訓課程於 10月 21 日開課祈禱，估計

到今年年底，首批獲取錄的 15 位護士學生將

會準備就緒，接受正式訓練。

2.	感恩眼科醫院地盤的引水工程得以完成，求主

繼續帶領工程團隊有智慧解決各樣困難。

3.	感謝主，垂聽大家的祈禱，歷時 8 載，Ruth	

Dunys 老師終於來到，「目養」家庭學校 7月

已經隆重開學	﹗

國際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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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訓 2019

祈禱及分享會 (每月第二個週二）

月禱會 12月 10日（二）
地點：基督中心堂佐敦堂（九龍佐敦道	14	-	16	號嘉信樓一樓）

晚上	7:45-9:15

使命小組 內容：

中東國際同工分享
12月 15日（日）

地點：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下午	4:30-6:00

服
侍
跨
文
化  

關
愛
無
遠
近

教育培訓 2020

祈禱及分享會 (每月第二個週二）

月禱會 1月14日、2月11日、4月14日、5月12日、6月9日、

7 月 14 日、8 月 11 日、9 月 8 日、10 月 13 日、11 月

10日、12月 8日 ( 二）

地點：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晚上	7:4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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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9 日、6 月 28 日、9 月

27日、12月 13日（日）

下午

短期服侍訓練班	(	截止：活動 3日前）

基礎班 4月 5日、10月 4日（日） 下午	3:00-6:00

領隊訓練班 4月 26日、10月 25日（日） 下午	3:00-6:00

地點：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

宣道會

專題課程

教會服侍實用普通話中級證書課程（13課） 3月 12日至 7月 16日

（逢星期四）

晚上	7: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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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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日期，只供參考，詳情請參閱協會網頁。

       特別活動 2020

暑期 大專生文化體驗團 6月 22日－ 7月 21日 地點：柬埔寨 截止日期 :	

3 月 31日

跨文化服侍研習課程及實踐 7月 26日－ 8月 2日 地點：柬埔寨 截止日期 :

3 月 31日

聖誕節 柬埔寨為珠山中學單車籌款

2020

12 月 20日－ 27日 地點：

柬埔寨&泰國

截止日期 :

3 月 31日

       短期服侍 2020

暑期 塞內加爾短期服侍隊 6月 21日－ 7月 7日 截止日期 3月 31日

柬埔寨珠山短期服侍隊 7月 18日－ 7月 24日 截止日期 4月 30日

德國文化體驗團 大約 10－ 11月	 截止日期 8月

聖誕節 柬埔寨 (	拉達那基里	)

短期服侍隊

12月 23日－ 29日 截止日期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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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報告（2019 年 4 - 9 月）
收入 支出 盈餘	/	(	不敷	)

國際同工 2,806,145.10 2,289,169.55              516,975.55

我是銅鑼灣浸信會將軍澳福音堂會友黃偉倫，將於 11 月 1

日出發至柬埔寨事奉，將擔任「義務教育幹事」，協助發展、

培訓當地同工、提供學生輔導及興建職業訓練中學等事工，

從而堅固當地教會及學校，繼而推動他們參與分享福音信息

和差傳工作，在兩年期間會配合愛協柬埔寨國際同工及當地

同工推展相關事工。

我於四年前在浸信會神學院進修差傳宣教文憑及證書課程，

當時的心志預期於退休後尋找國內或香港智障人士事奉工

場，但上年 6月竟在一個由銅浸宣教部舉辦介紹穆斯林宣教

事工講座中，看到「環球宣愛協會」在柬埔寨中小學事奉工

作的宣傳單張。當時我即刻察覺自己過去的專業訓練和工作

經驗明顯配合有關服侍範疇，所以即時開始燃起到柬埔寨珠

山服侍的意願。感謝神，近一年多後我提前從我的學校社工

崗位退下，正式投入柬埔寨的事奉。

可能因為從起初開始我便認定到柬埔寨作有關服侍實際是自

己應盡的基督徒社工責任，所以在一年多的考慮及甄選期

間，很感謝神讓我心境平靜安穩。對快要到柬埔寨進行跨文

化服侍肯定仍有所擔憂，但深信既然神親自帶領，我便安然

順服以服侍及享受的心去回應這個來自珠山的呼喚 !

 黃偉倫 - 
 短期服侍義工（柬埔寨）

收入 支出 盈餘	/	(	不敷	)

行政支援 1,823,295.47 925,759.79														 	897,535.68

事工拓展 642,306.03 2,071,677.60 (1,429,371.57)

教育推廣及其他 245,235.04 132,701.83											 112,533.21

總計   2,710,836.54  3,130,139.22 (419,302.68) 

*	以上未經審計及不包括籌款項目、短期服侍隊收支，所有數值皆為港元。

NEW

 

Staff

以感恩順服及享受的心去回應來自珠山的呼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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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BLOCK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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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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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