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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署理總幹事 :湯麗嫦傳道

你

準備
入

「伍」
嗎
？

2017 年香港差遣宣教士人數突破至 604 人，1 較去年純增加 14 位，是可喜的事 ; 男女比例

維持在 1:2，但最搶人眼目是宣教士平均年齡，這幾年一直以自然增長率遞增，上年的平均

年齡是 48.3 歲，今年達至 49.3 歲，準備入「五」，數字告訴我們，宣教士面臨老化的趨勢

日益嚴重。

聖經指出人的年歲通常是 70歲，若強壯會有 80歲，	可幸的香港平均壽命男性有 81.32 歲，

女性 87.34 歲。2	香港人到達退休年齡時，身體算是強壯。若 50 歲以上人士被差派到宣教工

場稱為金齡宣教，尚有 15 年健康地服侍，這對差傳事工來說，得此人力資源是可賀的。

大部份金齡人士仍有活力，他們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在人際關係和職業技能上累積多年經

驗，經濟和家庭負擔較輕，且有一定屬靈成熟度，以上均是金齡的優勢。他們回應工場的需

要，既可用專業服侍，亦可作支援，與宣教士配搭，補足工場缺乏，是難能可貴的。今年二

月協會差派一位富教學經驗的金齡信徒到塞內加爾作為期八個月協助傳道工作，雖沒有神學

訓練，但對團隊來說，她在各方面都是非常大的支援、鼓勵和祝福。

然而金齡宣教也面對不少挑戰，需要較大彈性適應異鄉的環境，更要面對異文化、語言學習、

精神體力、放下容易執著過往的思考模式或工作風格，金齡宣教都需要付上很大心力來跨越

這些障礙。金齡宣教不易為，但禾場莊稼那麼多，極需要作工的人。「金齡信徒，你在哪裡呢?	

你準備加入普世差傳的隊伍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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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香港教會差遣宣教士統計簡報」，《差聯 Link》，

						( 香	港差傳事工聯會，2018 年 5-6 月 )，頁 2-3。

2.	日本厚生勞動省 2017 年 7 月發表 2016 年「全球男女平均

					壽命統計」。下載自 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

				hw/life/life16/dl/life16-15.pdf，頁 4，下載日期 :2018 年

				5 月 15 日。

東流，希望有年青信徒加入，願意作長期委

身。他們問﹕「年青信徒，你在哪裡呢 ?	你

準備加入普世差傳的隊伍嗎 ?」

行文之際，印尼泗水發生恐襲事件，24 小

時內由「教堂連環攻擊」、郊區的公寓爆炸，

到警察總部的入口自爆，死傷無數，而這一

連串襲擊的手法相似，消息指全都是父母帶

著小孩共同發起的「家族式攻擊」，這幾個

家庭為了他們的信仰願意犧牲一家大小的生

命去參與爭戰，我們敬拜獨一真神，是否更

應該動員老中青參與這場屬靈爭戰呢 ?	我們

是否願意成為十架忠勇精兵，穿上神所賜的

全副軍裝，高舉祂的旌旗，趁時救人呢 ?

基督信徒，你在哪裡呢 ?	你準備加入普世差

傳的隊伍嗎 ?

另一方面，宣教士老化的趨勢嚴峻，為要延

續和發展工場事工，必須不斷吸納年青人加

入，並予以培育接，否則青黃不接斷層勢在

必然，事工發展將大受影響。福音需求亦迫

在眉睫，搶救靈魂的宣教隊伍必須徵召更多

工人入伍，除了金齡，年青生力軍是不可或

缺的。

年青人有無窮活力、熱情、創新和機動，在

適應工場環境、學習語言文化上容易調節，

但同時要面對事業前途、婚姻、生兒育女等

考慮，需要很多和很大的鼓勵，跨越這些阻

礙後，還須跨過門檻﹕擁有學位、工作經

驗、完成神學訓練、全職牧會經驗、差會通

過和籌足經費，然後接受差會職前訓練，等

到獲發簽證，終於到達工場，屆時已步入中

年，孰利孰弊不在此詳言。

協會樂見年青人蒙召投身普世事工，願能達

成其夢想，透過提供差傳事奉：外展機會、

跨文化服侍及跨文化課程等等，裝備他們，

然後差派往工場實踐一至兩年，與他們同心

同行，使他們具體明白當地的需要，同時靈

命得到進深，認識自己和確實召命的方向，

回來作適切裝備，這樣更有效讓年青人成

長、進步、承接差傳大業，成全大使命的託

付。

近來不少協會的資深宣教士慨嘆等候多年仍

未見接棒人，時常對筆者說担心退休離開工

場後，無人繼承事工，之前所作的工就付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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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手記

在工場上，神讓我第三次與他相遇，一切從他的調皮開始……

2017 年 8 月，我與短期服侍隊到柬埔寨西南面的國公省，在百光島最後兩天行程，再次見

到一個約 11 歲的小男孩，幾天的教會活動他沒有來參加，當他突然出現的時候，頓時令我

驚喜萬分！

還記得 ..... 2016 年 8 月第一次遇見頑皮的他，他正在欺負一個小朋友，我示意他不要這樣，

外表硬朗的他也很聽教，亦有一顆童真的心。他對我們帶來的乒乓球很有興趣，於是我借給

他玩了一會，所以我對他特別有印象。接著與他幾次彷似擦身而過的相遇，原來神有更美的

意思。

這次是我第三次接觸他，因語言不通，以往沒有機會聽到他的故事。感謝當地的傳道同工跟

他了解近況，讓我們知道原來他的父母已經不在人世，自小便跟著祖母在廟宇裡生活，而他

也即將成為和尚。聽到這裡，我心裡既難過又焦急，從沒有想像過他有這樣的遭遇。或許這

情況在柬埔寨很普遍，或許在世界其他角落也不斷地發生，但我所認識的「他」原來是這樣，

這樣一個真實的生命就站在眼前。那刻我們正要離開，也不知道可以怎樣做，於是叮囑他明

天是我們最後一天在教會，希望他再來。那天我們在晚上的分享會也提及他的故事，我跟香

港的同工一起經歷整個過程，我倆的感受最強烈。我在思前想後，當再次見面時我應該說些

什麼，我關心他的生命、他的人生方向。

感謝主的眷顧，幾經辛苦，第二天我們再次見到他。早上 10 時多他便在教會外徘徊，可是

當時我們分成兩個隊伍進行佈道探訪，不能跟他詳談，而且我想等待香港的同工回來，一起

去經歷及見證，於是我請他放學後 5 時再來。輾輾轉轉，最後我與香港的同工及傳譯的同工，

終於能夠跟那位小男孩展開對話了。

國際同工：李慧敏（柬埔寨）

在愛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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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了解他想當和尚的原因，他以為這樣做能為去世的雙親積福，當說起是否很想念爸媽的

時候，他的眼淚立刻湧出來。我能感受到那份傷痛，這麼小的孩子，獨自承受了很多苦楚，

心裡一定有很多沒有答案的問題。我也忍不住我的淚水了，那刻我能做到的是陪伴他，「與

哀哭的人同哀哭」，讓他知道有人明白他的無奈及傷痛。其實他並不是很願意做和尚，我們

跟他分享主耶穌的愛，並告訴他，天父差派我們來是要與他相遇，他的人生有選擇，也有出

路，並鼓勵他到教會尋求幫忙，並且人生要有夢想。

經過短短的交談後，最後他願意不當和尚了，嘗試回家跟祖父母表達。我擔心他因為家境貧

困，在迫不得已下家人要他去寺廟修行，於是便問他是否有經濟上的需要。他回答我沒有，

他只是欠缺一個書包及一雙拖鞋，這些看似是很微不足道的東西，但對一個無父無母的小孩

來說是期待已久的渴望。臨別前我們帶他到市場，選擇他喜歡的書包及拖鞋，日後當他看見

這些東西時，能喚起他的記憶：曾經有一些基督徒的哥哥姐姐，關心他的生命、關心他的成長。

每次服侍隊只能夠短暫停留在一個地方，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把握時間，盡力去分享神的愛，

當服侍隊離開百光島後，深信唯有神才能繼續看顧他、保護他。

後記：等待了半年的時間，我有機會再次到訪百光島，並打聽到小男孩的消息。不知道什麼

原因，他真的沒有成為和尚，神是獨行奇事的主！感謝主！

5



差傳
小種子 張馨嵐小朋友（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2018 單車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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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係頂唔順喇！可不可以『抖一抖』呀！

我唔想上天家！」心中的擔憂不消一分鐘，

一大團如海綿的雲隨即出現，蓋過整個太陽，

一點光也不透。「古有宋江及時雨；我有救

命及時雲。」就是這一雲團，短短的時段，

讓我安然竭息，稍作整頓調節，又可重新得

力再上山。

山頂就是白墟宣愛小學，看到這些貧窮得連

鞋也沒有的小朋友，第一時我會想可以給她

們什麼呢？但又再看一看，貧窮是我的客觀

條件認為的，只要你再看多她們一眼，就知

道她們同時比我們富足。她們眼中的信任、

臉上的微笑、嘴裡的笑聲；你不曾於香港的

學校中找到，但我可在這裡感到、看到、聽

到。這刻不是我可給她們什麼；是她們給我

太多！

看見陌生人，你會蜂擁而上嗎？

說一聲 Hello，你會聽到環迴立體聲的 Hello

嗎？

你一伸手，觸摸到你的人會如得獎般炫耀嗎？

就在你踏入校門的一刻，隨即一一發生。你

知道這是誰的作為嗎？

如沒有神的看顧，人只會自怨自艾；如蒙恩

典，身無一物也可豐足過日。這是生命影響

生命的見証。

跌倒身心受傷的隊友，於最後一日我鼓勵他，

再踏單車，陪他完成最後一段吳哥窟名勝之

旅。他因為單車而跌倒受傷，亦因單車能帶

他進入美不勝收之地。

當你以為一切順風順水，可更上一層之時，

神要你突然停下，你可能千般不願，萬般埋

怨。但只有神知道你需要何時停下，何時跌

倒；祂會再引領你的去路，縱然你跌倒，這

不是困難、這不是懲罰、這不是要你難受；

這是試煉、這是裝備、這是要你得益處。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過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 55：8-9）

		

我於新世界建築公司入職的時候，已見有此

柬埔寨踏單車籌款活動的招募，一直也不以

此為意；於工作時必須接觸，差不多到截止

時，心中突然泛起呼召的聲音：「不如都參

加啦！又可以照顧一下同事。」但心中顧慮

也很多，如正是農曆新年時間、又想陪家人、

剛轉新工作環境、假期又不多……等。結果，

與太太商量後，便立即報名。

報名後，太太左問右問，才發覺自己真的是

應聲而行，沒有什麼打算：裝備全無，要慢

慢購買。練習只操練兩課，就到出發之時；

一切只是自我感覺良好，自我認為單車於小

學時期踏到出神入化。實情是中學時期已再

沒踏單車，活動只有足球、還是足球……

第 1 天的行程，一鼓作氣跟著前車的教練，

大約於 5 小時後，左腳已有抽筋現象，不得

不上支援車休息休息。30 多度接近 40 度的

天氣、陽光曝曬，真的不是自我感覺良好即

可克服。第 2 天慢慢適應天氣，找回自己的

步伐，開始適應。開始注意到不同隊友的各

種各樣，享受旅程的每刻。

這個行程如不是上帝的保守，相信不能全體

隊友安然回港！

以下就是上帝給我的信息，與大家分享：

一條行車渺渺的泥路，隊友一個跟著一個，

好端端的，有一隊友要爬頭，被爬頭的隊員

稍稍失平衡，應聲左側一轉，同時有一貨車

從後剛駛至，砰嘭一聲、心神未定、場面混

亂。這個隊友就在離我不及兩碼的前頭應聲

倒地。他跌到右側的泥濘路旁，單車全車變

形，再望一眼，他可以全身而退。千鈞一髮

之間，就是倒地一刻，跌到左側即上天家，

跌到右側全身而退。這是誰可決定？不在於

你我之間、不在於努力與否、不在於周詳安

排、只在於神的保守！

另有一日的行程，是上山之路，車隊不能跟

隨，全程沒有支援站，一口氣需要踏約一百

公里的路途。雖然已習慣天氣，但天空無雲、

正值中午、頭頂出煙，再加一條長長的上山

斜路；突然追不到前面的教練，後面的隊員

又等不到何時可見，自我身體的感應，讓我

知道開始有中暑的危險。這時真的只能「望

天打掛」，心中只能呼求神的幫助：「主呀！

柬埔寨單車籌款車手：鍾家仁（粉嶺神召會）          2018 單車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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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中國信徒
現今趨勢已經看見有中國新一代的年青信徒被中國教會差派到海外服侍。

我曾在墨西哥城開荒的華人教會，現今有一對約 30 歲的中國年青夫婦，

他們有心志，有異象到墨西哥服侍。他們未出發前，已多次在海外接受跨

文化訓練。現今經已接受了西班牙語訓練，也開始在工場成為教會的領

袖，發展事工。我也看見在海外工作的中國信徒，有機會在海外接受神學

訓練，後來成為海外華人教會的傳道人。此外，也有夥伴機構的牧者與我

分享，將來中國會有更多年青信徒到海外服侍，邀請我在工場督導、訓練

及帶領他們一起服侍。

全球視野

國際同工 :黃婉蓮（墨西哥）

引言	:

近日有機會在美國聖地牙哥一華人教會用環球宣愛協會的差傳

主日學課程作教導，其中一個課堂講到中國崛起：「好消息遍

傳」。中國崛起是指出 21世紀以來，中國在全球經濟、政治、

軍事和科技等方面增長，預測中國經濟將會超越美國，有潛質

成為超級大國。未來中國人口因都市化不斷上升，城市家庭教

會近 10 多年不斷增加，分享好消息策略轉型，未來重點傾向

城市事工。現今中國經濟及城市發展快速，又加上城市教會有

足夠人力及資源發展事工，也能將好消息普傳中國及海外。

｛中國信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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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 :黃婉蓮（墨西哥）

回顧在北美、香港及發達國家，歷年來差傳的情況多以金錢奉獻為主，但動員人

手參與卻很缺乏，至今沒有多大改變。有些教會很少推動差傳，而信徒委身海外

服侍更少。此外，現今在海外服侍的，多是中年或老年才開始進入工場服侍。現

在不少香港差傳機構都大力推動金齡宣教，鼓勵退休的信徒投入服侍行列。以往

北美及香港也有 20 多歲的年青人奉獻給主、作牧師傳道或國際同工；但現今這

世代卻少之又少了，反思信徒對主的委身有多少呢？

有些牧者看見北美華人教會差派信徒去海外工場人數有限，未來可以差派的工人

多是中國年青新一代為主；以現今趨勢看來，中國經濟不斷增加，而中國教會亦

有人力和金錢差派工人到海外服侍，未來中國教會是否承接普世事工未來一棒？

我們需要努力，未來香港及海外的華人教會需要與中國教會携手、與新一代信徒

及年青國際同工結伴，幫助他們在差傳事工上不斷學習而成為接棒人。

墨西哥下加省服侍
我在墨西哥服侍多年，都看見人手不足開展事工。墨西哥靠近美國邊境的城市如

下加省	(Baja	California	 )、蒂華納	（Tijuana）、墨西卡利（Mexicali），恩塞

納達（Ensenada）及特卡特（Tecate）等有大約 2 萬中國人，多以家庭為主。

特別在蒂華納及墨西卡利，聚集很多不同年紀的中國同胞，是開辦婦女聚會、兒

童班、青少年及男士小組等事工的黃金機會，唯欠缺長期人手及同工委身參與，

事工何時才能夠開展呢？

結語：海外工場需要有生力軍，我從主的領受是承傳使命，培育及訓練更多人來

工場為主作見證，求主差派短期或長期同工來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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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亮
生
命

國際同工：陳美蓮（塞內加爾）

生命因祢
而改變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 5:17）

在西非洲的華人，每個人有著不同的經歷，不同的故事。這幾年間，我在工場見證了不少人

的生命因為主而改變，其中一位叫「小果子」。

3 年多前我們第一次見面，「小果子」還未認識主，她給我的印象是臉帶愁容，因為當時她

正處於人生低谷，被丈夫拋棄，主內一位姊妹帶她來教會參加華人團契。當我們知道她的家

庭發生劇變，便到她的酒吧去關心她；當她需要人幫手做翻譯時，我們又幫助她。有一天，

她兩母女被丈夫趕出家門，無家可歸，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她向我們的同工求助，要求幫忙

為她安排住處。藉著我們對她的關懷，她感受到神的愛，決志信主。她說，若不是來到非洲，

就絕不會有機會信耶穌，因為在她的家鄉河南有很多異端，所以父母不會讓她信基督教的。

感謝主，在非洲，她成為了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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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的日子，她要上法庭爭取女兒的撫養權，我們陪伴她。她要重新規劃人生，我們聽她傾

訴。她考慮重操故業經營酒吧，雖然我們不贊成，但她並無打算改變主意，我們只好切切地

為她禱告。後來，神幫助她，為她預備合適的生意，在一個理想的地區經營旅館。感謝神！

祂垂聽禱告，神很愛她賜福她。我們能夠陪伴着她一起走過那段艱難的歲月，見證著她的掙

扎與改變，這都是神的恩典，無盡感恩！

「小果子」的成長路並不容易。信主之後，她開始接受初信栽培，但由於種種的原因，她中

途停了很長時間，才再次上課。她說一直沒有好好倚靠神，如今她立志，說：「從現在開始，

會好好學習聖經。」當她知道我們團隊逢週三晚上有查經班的時候，她更主動要求參加，不

過希望我們能夠改時間來配合她。看見她積極追求，我豈不感恩呢！

因着神在她生命上的作為，現在的她從憂愁變為喜樂，笑容多了很多，還常常在團契微群中

說笑，彼此鼓勵一番，我十分欣慰。過往她在團契的參與不多，但自去年 11 月，我們開始有

華語崇拜之後，她與弟兄姊妹們一起在靈命上不斷地成長，大家同心合意地彼此主動事奉神，

現今的她已經與弟兄姊妹們十分投契。感謝神！現在她在崇拜中參與司事及讀經的服事，看

着她在主裡成長，我實在感恩，盼望她的生命能為神作鹽作光，見證神的恩典！

（為保護隱私，名字改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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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芳
	( 會計及事工幹事 )

感謝神的帶領及恩典，

已 於 2018 年 2 月 20

日上任為會計及事工幹

事 !

回想當初神帶領我一步

一步的進入基督教會及作差會服侍……首

先神讓我離開以往會計的工作，經過禱告

及等待，神引領我到教會服侍了 15 年，對

「普世事工」有所領會。在禱告中再求神，

帶領我到什麼地方可以參與普世事工呢？	

神真奇妙，祂帶領我到一所差會服侍了 6

年，更加了解普世事工。	現在神又引領我

到更廣闊之地，經歷更多普世事工的體驗。

什麽是「服侍無彊界，宣愛傳萬邦」—	就

是加入 AGS 後所體會到的。神不停地開闊

我的視野，在沒有聽過好消息的地方，都

會有國際同工在那裡作跨文化服侍的工作。

感神帶領我在 AGS 的服侍 !

莊嘉雯（項目幹事）

大家好！我是嘉雯，在中華宣道會耀頌堂長

大。感恩！天父讓我在基督教家庭長大，也

有很好的姊弟妹。小時候自己要求學鋼琴，

媽媽因看見教會缺乏司琴，即使當時學琴費

用昂貴也樂意支持。受浸後開始在教會當司

琴服侍，其後在港九培靈研經會上回應了全

職事奉的呼召，媽媽也在場見證。雖然當時

年紀小不明白呼召深意，但亦一直將呼召存

記心中。

感恩，因為曾考獲鋼琴證書，故能順利考進

了大學相關學科，但卻在實習期間經歷職業

方向迷失。及後於韓國交流的大學教堂服

侍中國留學生，體會到跨文化服侍的美好

及挑戰。重整生命及信仰方向後，去年 11

月參加了協會在柬埔寨舉辦的跨文化訓練

（CCT），再次燃起全職事主的心。

經仔細考慮及禱告後，我願意走出安舒區，

為主的事工獻出微少的力量。感謝主！協會

接納我，3月中旬成為支援柬埔寨珠山中學

的項目助理。願主大大加力予珠山中學項目

的各個負責單位，也盼望弟兄姊妹們常在禱

告中記念此項目及協會其他事工，一同為神

的國守望！

「
「

新丁
新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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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

飛
越
地
球
村

黃婉蓮	——	墨西哥
1.	香港 Judy 姊妹由 4 月 10 日至 8 月在蒂華納

（Tijuana）工場作支援服侍，配合 Yoyo 作探

訪、	跟進、栽培、社區服侍及協助暑期活動，

求主賜她們有美好配搭服侍及彼此支持。

2. 神學生 Fanny 將於 6 月 28 至 8 月 9 日到墨西

哥作六星期的跨文化牧職實習，請為她身心靈

有好的預備服侍及體驗祈禱，也求主賜給Yoyo

有智慧能力帶領她作實習。

3.	為每月有兩隊美國聖地牙哥短期服侍隊到訪蒂

華納作探訪、小組活動及兒童聚會禱告，求主

賜他們智慧及能力作帶領及服侍，吸引更多華

人及小孩有機會認識主耶穌。

招鳳玲	——	塞內加爾
1.	手術後身體、飲食和生活都要適應和重建，求

主的恩典大大臨到，時刻經歷有主同在的平安

和能力。

2.	求主加力給在塞內加爾合作的當地牧者和教師

們繼續奮力前進，忠心服侍。

陳錦嬋	——	塞內加爾
1.	感恩，在西非可以與同胞一起敬拜，又陪伴他

們一起經歷神。

2.	求主賜與智慧和能力去服侍，並倚靠神去面對

壓力。

3.	明年將回港述職，祈求主預備有服侍心志的教

牧來協助華人佈道牧養工作。

余偉榮、余陳美蓮	——	塞內加爾
1.	請為7月23日-	9月22日回港述職的安排祈禱,	

求主感動人心參與天國使命。

2.	為在港期間需要更換所需證件、檢查身體及處

理家庭事務等 ,	都能順利完成祈禱。

3.	為述職期間在工場替補工作的短期服侍義工祈

禱 ,	求主賜她各樣合適的恩賜及平安。

羅見好、胡玉偉	——	塞內加爾
1.	記念他們在工場的目標，求聖靈帶領當中的籌

備 !	特別是語言學習 :	準備學習另一種當地的

沃洛夫語（Wolof），求主預備合適老師 !	另每

天繼續自學及練習法語。

2.	記念 6 月中在 Keru	Yiiw 診所開始的中醫痛症

治療服侍，求主帶領各方面的準備。

梁弟兄夫婦	——	發展中國家	
1.	祈求查經班的慕道朋友能相信耶穌基督為救主

和生命的主。

2.	他們正栽培一些信徒帶領小組查經，求主大大

使用這些信徒。

3.	為村裏的兒童能毫無攔阻的回到教會參加主日

學代禱。

鍾姊妹	——	發展中國家	
1.	求主繼續保守賜福她的戶外佈道事奉，在接觸

當地人時，有智慧及能力為主作見証。

2.	求主保守在當地生活及事奉，心靈平安及身體

健康。

3.	祈求未信主的母親、弟弟一家及妹夫的家人早

日信主。

李慧敏	——	柬埔寨
1.	第 3 階段的語言學習將於 6 月 29 日完結，感

恩又邁向另一個階段，求主幫助她在日常生活

的應用及學習，與當地人建立友誼，有美好的

見證。

2.	柬埔寨將於 7 月 29 日進行全國新一屆的政府

大選，求主讓執政者有愛人民的心，體恤貧困

及社會上弱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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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請記念布龍、阿麻和阿薩朗團隊的行政管理有

合神心意的安排。

2.	為他們求智慧和各團隊做翻譯工作。

3.	求神供應阿麻和阿薩朗團隊的經費需要。

宋安理、黃凱欣一家	——	剛果共和國
1.	為更多人加入「目養計劃」的團隊感恩，這事

工在香港已順利註冊為慈善機構。	請為團隊的

智慧和學習合一服侍祈禱。

2.	為剛果的韋索眼科醫院建築計劃進展順利感

恩，求主繼續保守和供應，為族群帶來健康視

力及新生活。

瑪利亞	——	發展中國家
1.	6 月會進行 A 語舊約項目審閱（列王紀下

18-25章），7月有工作坊（創世記38-50章），

求聖靈帶領，賜各人精神、智慧及受教的心。

2.	求聖靈更新讀經的眼界，賜家人對真理有信

心。

3.	爸爸今年身體退化得很快：視力模糊大大縮減

了他的活動範圍，牙齒無力也迫使他改變飲食

習慣。求主憐憫，看顧老人家身心安泰，也賜

智慧和心力給妹妹照顧雙親。

蔡定邦、吳翠珍	——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1.	請為 8月的全國同工訓練營祈禱，求主藉不同

營會使弟兄姊妹有服侍的心志，為主擺上。

2.	他們於 6月 -	8 月回港述職，求主賜福在各堂

會的分享。

唐德如	——	柬埔寨（在港裝備）
1.	感恩在這幾個月休假期間，能有機會在外地退

修，身心得充份休息及重整。此外在主的引領

下修讀了一些非常合用的課程，對個人裝備及

成長幫助很大。並且可以與家人外遊暢玩，十

分難得。

2.	5 月開始回復工作，求主幫助適應重新投入服

侍，尤其是柬埔寨珠山中學的興建項目，10月

將會受差遣往柬埔寨。在港期間，求主引領在

不同教會分享信息及柬埔寨異象，盼能招募更

多代禱者。

3.	感恩！ Jojo 的母會認同及支持她在柬埔寨長期

服侍，祈求與母會的弟兄姊妹有更多認識及溝

通，	亦求主興起更多信徒關心及參與跨文化服

侍。

梁芬達	——	東南亞（在港裝備）
1.	求主賜她屬靈洞察力，並順服神，按祂的策略

在工場服侍。

2.	求主賜她學習語言的恩賜，也能適應當地文化

及與當地人做朋友。

3.	求主復興當地教會，以致能承擔跨文化使命，

差遣工人到各族群中服侍，以致好消息得以遍

傳。

周志豪牧師、周孫玉琴師母——香港遠東廣播	
1.	請為周牧師主持的小組查經節目，每週兩集的

「聖言盛宴」——加拉太書，能結出救恩果實

代禱。

2.	為他們的粵語製作——《與你	Acapella》和《窗

內窗外》能成功申請到在香港電台之社區參與

廣播服務 (CIBS) 的播出感恩。

但以理夫婦	——	美國
1.	請為但以理今年夏天去一個未知有否教會的中

亞國家的禱告之旅的準備工作祈禱，求主賜與

智慧。	

2.	求主栽培合適的領袖來帶領團隊。	

3.	請記念所有計劃出發的祈禱團隊的需要，求主

供應。

國際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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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訓 2018

祈禱及分享會

				月禱會 8月 14日、10月 9日、11月 13	、12 月 11日（二）

地點：十字架山浸信會

晚上	7:45-9:15

				國際同工分享會

	

德國留學生事工分享－ 7月 10日（二）

塞內加爾事工分享－ 9月 11（二）

地點：十字架山浸信會

晚上	7:4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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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12月 9日（日）

地點：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下午	4:30-6:00

短期服侍訓練班	(	截止：活動 3日前）

				基礎班 10月 28日（日） 下午	3:00-6:00

				領隊訓練班 10月 21日（日） 下午	3: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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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聖誕節 				廣東服侍隊

				內容：參與當地教會節慶活動及家庭探訪

				柬埔寨短期侍隊

				內容：文化體驗、聖誕慶祝、兒童活動及探訪

12月 22-26 日

（六至三）

截止：10月 23	日

收支報告
2018年 1月		-		3 月

(	港元 $	) 收入 支出 盈餘	/	(	不敷	)

國際同工  539,376    533,931                     5,445

事工拓展  451,918    565,700                 (113,782)

教育推廣、
行政支援

   1,369,569     774,196 595,373

  2,360,863  1,873,827           487,036

*	以上不包括環球宣愛行 2017、短期服侍隊收支及未經審計。

以上日期，只供參考，詳情請參閱協會網頁。

12 月 22-28 日

（六至五）	

截止：9月 20	日

地點：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

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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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
柬
埔
寨

 *

11月
                4 - 17日 

跨文化
服侍

「

研習課程
及實踐

            課程目的：
擴闊領導跨文化事工的視野，

       加強掌握跨文化宣教的動力、
                               挑戰和危機意識，

        並提昇有志踏出工場者之身心靈裝備。

課程特色：	

		•實地模擬跨文化
									工場
											•結合小組和
																		師徒互動
																					模式

2
0
1
8

費用：HK$7,500
（費用只包括在當地交通、住宿、膳食，事工費

   及行政費。而機票、旅遊保險及簽証須自行安排)

*如學員只出席11月4	-9日的研習
		課程，費用HK$3,500。

 *

(費用已包括在當地交通、住宿、膳食，事工費及
行政費。而機票、旅遊保險及簽証需自行安排)

截止日期：

7月31日

                                     導師：

－龍維耐醫生及龍蕭念全師母
    （資深宣教士導師）
－梁偉材牧師
   （環球宣愛協會加拿大義務總幹事） 　
－唐德如傳道
   （環球宣愛協會國際同工）
－湯麗嫦傳道
   （環球宣愛協會署理總幹事）

－

報名方法：
請於環球宣愛協會

網頁內下載填寫報名表格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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