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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協會角色
—— 前署理總幹事、現為國際同工：唐德如傳道 ——
本人在10月參加了「歐洲與鄰近華人宣

法國巴黎的一間教會，在星期日下午開

道會團契」舉辦的「教牧暨領袖研討會」，

設了法語崇拜，讓下一代華人子女策劃及參

大部份與會者是歐洲華人教會的牧者。歐洲

與，並發揮他們特有的文化來設計敬拜形

教會今天的發展都是強差人意，教會隨著信

式；同時教牧也積極推動把福音外傳，帶領

徒人數漸少而迫於關門，而華人教會的境

講法語的信徒到西非塞內加爾作短期服侍，

況也是茍延殘喘。但在會議期間，欣喜聽

信徒在不同的機會下不斷裝備及成長，積極

聞有些教會卻有新一代的信徒興起，因為教

傳遞福音，因此教會凝聚了不少華人或法語

會容讓下一代信徒有發展空間及參與策劃的

群體信徒；教會得以承傳，建立大使命的教

機會。

會。

上一代的信徒都期望下一代能把福音承

敏銳辨識時代的轉變而訂立教會的福音

傳，但同時要求他們承傳教會傳統的一貫文

策略是重要的元素。回想初期教會的模式

化作風；於是年青人掙扎於別人的期望中，

就是向遷移的群體傳福音並建立教會，居

最後大多是選擇到別的教會或是不再踏足教

於外地的猶太人來耶路撒冷過節，當地

會。有些華人教會按著時代的需要而改變雙

的猶太基督徒向他們族人傳講福音，

語崇拜的模式，不再勉強年青人聽普通話或

族人便一個一個地相信了。現今教

廣東話的翻譯。

會有否留意走近門前的是哪一個群
體？社區中聚集的是什麼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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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在五年前已推動關注本地跨文化群

國際同工也需具備這種敏銳感，辨識時

體，透過主日學課程和實用普通話研習班，

代的轉變而帶來福音的契機。國際同工被差

提升及裝備信徒對近文代及異文化群體的關

派到海外建立基督徒群體，並栽培訓練當地

注。要福音傳到地極，除了差派宣教士到海

信徒成為福音傳遞者，使將來成為被差派的

外工場之外，留在本地的信徒都是福音的管

福音同工群體。我們盼望現有的海外福音據

子，大家雙劍合璧的承擔，福音及教會的

點能建立宣愛中心成為培訓本地信徒領袖的

擴展便可以發動更強的果效。關鍵是把握機

基地，一方面發展福音的工作，另一方面栽

會，適時配合那群移居者的需要，他們思想

培更多國際同工，差派到更多更遠的宣教禾

較為開放，在異鄉中得到基督徒的關愛，他

田去。如今整個世界的人口流動頻繁，各民

們便樂於回應，那些初信者亦會把福音帶回

各族不再單以地域為界限，作無國界的福音

他們家鄉。現今香港教會豈能忽視上帝已為

傳遞者，讓我們一同把福音及教會帶到各民

我們帶來了不少移居的群體，無論是中國學

各族各方！

生與家庭、南亞裔勞工、印尼傭工或菲律賓
傭工等 ? 這是香港教會的契機，是教會回應
的時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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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
小種子

2017 跨文化服侍（CCT）
感言多面體

—— 黃兆良 ——
（信義會永恩堂）

—— 鄧惠鳳 ——
（中華宣道會粉嶺堂）
感謝神，今屆CCT分為Part 1是跨文化
研習課程，Part 2是珠山服侍⋯⋯
旅程第二天，有學員就我的自我介紹分
享的內容提出一個問題，令我在心裡揣摩思
考：「我只是為了了解宣教士而來？我還可
以為神去做什麼?」這反思令我明白自己關
心宣教士的心非常堅定，因這是神所吩咐我
要去做的事。另外，我更在反思中禱告祈求
神啟示，指引差傳路上新的方向，不再是單
單停留關心宣教士的層面。求神賜我一顆敏
銳的心能明白祂的心意。

—— 鄭惠玲傳道 ——
（ 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

第一星期的課程很密集，每天早上7:45
從中心啟程前往一間當地人教會上課，晚
上7:30才回到中心開小組。由於大家朝夕
相對，我們13位學員及6位導師雖然相識不
久，大家都相處得很開心。龍醫生甚至說我
們欠缺了火花，未能操練將來在工場上的人
事衝突。這一星期的訓練內容也很豐富，有
宣教歷史、宣教聖經神學、團隊精神、跨文
化溝通、工場挑戰、帶職宣教及辯論會等，
每天更有一節柬埔寨語及正在當地服侍的宣
教士分享。這些學習對我來說，都是既新鮮
又實用的。

—— 洪盛霞 ——
（信義會永恩堂）
導師們的豐富經驗、悉心教導及愛心關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AGS的CCT，感謝上

懷實在使我銘記於心。在我這摸著石頭向前

帝，多謝眾位導師的生命教學，「Doing．

走的階段，我必須很專注學習每一課題，以

Knowing．Being」仍常縈迴提醒，多謝同學

助我日後在工場與團隊合作、面對異文化及

仔的投入與可愛同行，實在難忘您們的辯論

近文化的衝擊、儆醒危機的出現、培育信徒

和小組坦誠的分享都放在禱告中記念，祈願

新一代等等。導師們很細心，他們會按著各

每一屆都有新的啟發與互動成長。

人的處境給我們提醒、忠告；他們雋語加添
我的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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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達 ——
（本會國際同工）

—— 楊紫泓 ——
（基督教會恩信堂）

比較深刻的學習就是“from unknown

宣教原來是一項艱鉅的事工，需要用很

to unknown”。每組選一位負責看地圖及帶

高的IQ/EQ/RQ/SQ。成為“精英宣教士”必

路，另一位則負責問路，其餘的組員就要學

須是個全才。淵博的神學知識（傳揚神國的

習觀察。還有一位導師尾隨我們。全程都要

道），謙卑順服的心（因為腳步與多變造成

刻意地注意路標、建築物、街號，到了十字

的巨大壓力），豐富的世界知識（特別是跨

路口，必須問路，可惜我們不曉當地話⋯⋯

文化宣教，在文化認同的過程上知識非常重

有些時候，未能問路，惟有試行一段路，再

要），良好的人際關係處理技巧（包括與其

看街號。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學習

他宣教士、同工以及當地人相處）。而在世

認路，當中有冒險成份，亦學習在團隊中彼

界知識之中，掌握 working language是最重

此順服。到達目的地後，導師讚賞我們依時

要的一環。因為你不會說當地話，當地人就

完成任務，組員之間也沒有爭執。

很難認同你。

還有龍師母教授的一課，讓我對自己有
更深的認識。龍師母巧妙地將我們分為四組
人。原來，我是一個動員者；然後我與同屬

—— 余敏聰 ——
（東九龍恩福）

動員者分享，發現有許多共通點：大家都是

兩個星期很快的過去，在頭—個星期，

很快的人，做決定快，即或遇到挫敗也會很

雖然是以課堂為主，但又不是單單的知識傳

快復原。弱點是較難體恤別人的軟弱和感

遞，而是宣教士的第一手分享。印象最深刻

受。

的是龍醫生的課堂，因為很少在宣教課上講

我最喜歡的活動就是辯論比賽，龍醫生
於三、四日前提出一個議題，我們分為兩
組，正反兩方進行辯論。兩組人於辯論前已
分別開會預備論點及如何攻擊對手。這議題
涉及在宣教工場所面對的文化衝擊，非常有
趣及極具教育意義。當日大家都準備就緒，
抱作戰狀態，心情興奮和緊張。雖然辯論結

世界歷史和地理。面對新的宣教理論，如
"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龍醫生
卻結合了他的宣教經驗在其中，明白為何也
要學習這些科目。這讓我想到以賽亞書提到
要擴張我們的境界（賽54:2）。雖然本地也
可以有跨文化宣教，不過若可以到外地走走
看看，定必眼界大開。

果無分勝負，卻很享受過程中組員彼此配

現役宣教士在工場上的分享，特別是內

搭，互補不足，並且在現場中要敏於聆聽，

心的掙扎和來工場前的忍耐等候，不期然有

快於應對。

些同感和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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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手記

水 變酒
—— 國際同工：梁弟兄夫婦 ——
（發展中國家）

在宣教工場裏，我們常常與慕道的朋友

信主後數年，小妮的靈命不斷成長，價

分享水變酒的經文(約翰福音 ２ ： １１)，在

值觀也逐漸改變。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每次

日常生活的大小事情中，我們也不斷經歷和

放假回家，家人和親友都很熱衷地為她介紹

見證水變酒的神蹟！見證神透過人以為不順

男朋友。她從起初有點把持不住家人催婚的

利的事情變為美好；見證祂化哀傷為喜樂，

壓力，到後來拒絕這些相親的各種安排，而

也化詛咒為恩福！以下的分享就是其中一個

令家人很生氣；甚至有段時間不與她聯繫，

例子：

覺得基督教令小妮愈來愈不可理喻了。小妮

小妮信主前經歷了很大的掙扎，其中一

也為著家人的不開心和為她擔憂感到非常難

個就是顧慮家人及親戚將會給與的壓力和反

過，但她仍然堅持立場，願意等候主所預備

對，也顧慮到信主後要付上的代價。但最終

的對象。我們深知她內心一直承擔著不少壓

她憑著信心決志信主了。信主初期她一直不

力，也常常祈求主改變她家人對基督教的態

敢向家人透露真相，後來她略略向媽媽表示

度，能夠有機會認識真神。

自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媽媽勸她別太過
「沈迷」，千萬不可洗禮入教！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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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小妮接到一個很震驚的消息，

切地為她和她的哥哥禱告，求主憐憫和保

她患有抑鬱症的哥哥失蹤了；哥哥騎自行車

守。就在小妮禁食禱告後的隔天，奇妙的事

離家的時候什麼也沒帶，身上也沒錢。家人

發生了！警局打電話來告訴家人說在另一個

報了警，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仍全無音

城市找到她的哥哥，因為她的哥哥在晚上闖

訊，全家人都陷入徬徨無助的狀態，並且很

進人家的院子，人家以為有小偷所以報警，

懼怕他有什麼不測；媽媽甚至求神拜佛，並

警察把她的哥哥拘留後，在檔案發現他原來

請了算命師，希望能查問到哥哥的情況，但

是另一個城市的失蹤人士。收到好消息後，

得來的卻是不樂觀的信息。我們鼓勵小妮趕

小妮一家人立即帶著無限喜樂的心情去把哥

緊請假回去瞭解情況和陪伴家人；小妮回家

哥接回家。自此之後，小妮家人對基督教的

後，決定要為哥哥禁食禱告，求神幫助他們

態度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小妮的媽媽還開放

尋找哥哥。家人聽了小妮的決定，非但沒有

自己聆聽福音。雖然他們還沒有相信耶穌，

反對，還支持她試試這方法，可見她的家人

但這一個改變對小妮和我們來說已是一個很

已到了極其無望的地步。其實小妮是一個經

大的恩典和奇蹟。小妮是她家族裏第一位信

不起飢餓的人，每次肚子餓就感覺頭暈和不

耶穌的人，我們深信神必會透過小妮將救恩

舒服；因此這一次全天禁食禱告，對小妮來

帶進她的家庭，甚至整個家族！

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我們在後方也一直懇

（為保護隱私，名字改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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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願迷途的，有人尋找牧養！
願流離的，被主招聚餵飽！
—— 國際同工：陳錦嬋 ——
（塞內加爾）

迷羊分散流離於西非諸國

去年我曾到過一個西非國家探訪，在那

「我的羊在諸山間，在各高岡上流離，

裏遇見一位中國商人，她很友善，又熱情，

在全地上分散，無人去尋，無人去找。」

向我介紹當地的情況、人和事等，還熱情地

(以西結書34:6)

招待我到她家吃午飯。她是一位佛教徒，家

西非有17個國家，人口超過4億人，當

中設有佛堂；她中學時期也曾跟同學去過教

中9個國家的人口過半數都不認識主耶穌，

會，對基督教有良好印象，但後來出國後

基督徒人數的百分比偏低。有很多失喪的羊

就再沒有繼續去教會了。之後她來到西非，

在西非各國，流離失所，其中有黑色的，也

幾年前遇見一位來傳佛教的師傅，她就自覺

有白色的。我來到西非，看見很多華人和非

與佛有緣，皈依成為了佛教徒。當我們談到

洲人都不認識主，他們就如迷羊，等候主的

信仰，她坦然承認知道佛理的論點有矛盾之

僕人去尋找他們，可是願意回應的僕人卻很

處，可惜沒有人幫助她去尋找真道。我心裏

少。

委實難過，如果昔日來的不是傳佛教的師
傅，而是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這位女士可
能早已成為基督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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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沒有一間正式的華語教會

會，每主日與華人信徒一起敬拜上帝。我們

近十年來，有不少中國人來到西非投資

開始一起敬拜，不是因為我們的聚會已經達

經商。早期來西非的中國人普遍教育程度不

到某個人數，卻是因為這裏有信徒，而上帝

高，且外語水平偏低，要他們融入當地文化

在我們中間，我們沒理由不去敬拜！

實在困難；很多中國人只是憑著一股勇氣和
毅力，加上翻譯員的協助，在西非這片大地
上馳騁。中國的基督徒也不例外，要他們
投入當地的教會生活實是難事。尋找華語教
會？西非連一間正式的華語教會也沒有，信
徒在非洲只顧做生意，無暇理會自己靈性方
面的需要。
自2012年，AGS在塞內加爾(Senegal)
的團隊開始在達喀爾(Dakar)開荒，服侍當
地的華人，也開始了每月兩次的華人團契。
2017年，團隊看見信徒需要敬拜的生活，
於是在2017年11月12日開始借用當地教

願迷途的，有人尋找牧養！
願流離的，被主招聚餵飽！

請為我們代禱：
1. 祈求差派工人的主打發更多工人來西非，
讓這地區的信徒可以得著牧養；而失喪的
迷羊得回羊圈！
2. 求主堅立當地華人信徒的心，讓他們的靈
命成長，尊主為大！
謝謝你們在後方代禱，與我們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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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亮
生
命

照亮全家庭
—— 國際同工：李慧敏（柬埔寨）——

認識 Reap 這個家庭，是由3歲的小女孩
撒加開始。

位小弟弟，一家六口，樂也融融！哥哥剛
升上中一，過去六年，他在學校被栽培和教
導，更感恩的是他願意不

兩年前，撒加常常跟

顧疲倦的身軀及放下繁重

著在珠山宣愛小學門外擺

的家務，參加晚上的青年

賣小食的媽媽徘徊。她的

團契。感謝神他的父母沒

眼睛大大、頭髮曲曲，一

有阻止！對於只得12歲

副可愛的臉容，吸引了我

的小孩來說，這些都不容

的目光。原來她的哥哥和

易；他大可以選擇去玩樂

姐姐是在宣愛小學就讀，

的，而他卻選擇去認識

而撒加也在去年入讀幼稚

神。

園班，於是三兄妹得到免
費學習的機會。我常常在想：「在這偏遠的

這個家庭與一般村民的境況差不多，需

村落裡（距離首都金邊8小時的車程），若

要償還債務。若果將來經濟情況不許可，哥

果沒有學校，這些孩子會做什麼呢？終日在

哥便須停學，幫忙下田。有次我見到他放學

街上流連？拾荒？還是要幫補家計？」

不久便從遠處回來，頭上頂著一籃香蕉，心

撒加的媽媽很高興兒女有機會唸書，她
感受到老師們的愛與關懷，亦收到學校送贈
的衣服及文具，供應他們的需要。農民出身

想：「他應該是去幫忙收割吧！」但願他的
父母能夠明白繼續讓兒女唸書，才能改善貧
窮！

的父母，看著兒女有機會接受教育，自然期

神讓這個家庭的小孩在珠山宣愛小學

望他們長大後能自力更新，能夠成材。雖然

唸書，並讓哥哥首先認識祂，盼望神使用這

家境貧窮，但是三兄妹性格倒很乖巧，很有

幾個小孩，將福音帶給父母，將真光照亮全

禮貌，而且溫順。去年這個家庭還增添了一

家庭！
（為保護隱私，名字改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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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
越
地
球
村

國際同工

黃婉蓮 —— 墨西哥

梁弟兄夫婦 —— 發展中國家

1. 感謝主! 等候多年，4月將有短期服侍的Judy姊

1. 為主日學和青少年團的每一位成員禱告，求主

妹到墨西哥Tijuana 支援工場，她會留在工場五

幫助他們從小就信靠耶穌，扎根信仰，一生不

個月。求主預備她的經費和身心靈在墨西哥事
奉，又求主賜給婉蓮智慧及能力帶領她一起服
侍。

偏離。
2. 為查經班裡慕道的朋友禱告，求聖靈動工，讓
他們能夠早日歸主。

2. 求主引領2018年在工場開展服侍的方向及策
劃，除Judy姊妹來短期服侍作支援外，亦有神

鍾姊妹 —— 發展中國家

學生來作兩個月的牧職實習，也有美國團隊每

1. 求主賜她說當地語的能力不斷增長，以致能用

月在工場的佈道、探訪及跟進栽培等，求主帶
領她的服侍，行在祂的心意裡。

招鳳玲 —— 塞內加爾
1. 為新一年度本地事工發展禱告，能具體落實項

當地語向當地人傳好消息。
2. 求主的聖靈每天充滿，時常有智慧及能力為主
傳揚好消息。
3. 求主賜下更多能力、智慧及健康來學習並完成
所有功課要求。

目，求主帶領並供應足夠經費。
2. 求主差派各種恩賜和才幹的弟兄姊妹來塞內加
爾與團隊彼此配搭，一起開拓事工。

陳錦嬋 —— 塞內加爾
1. 感謝主和大家的禱告！循道衛理的西非宣教學
習團已經平安回港，並在教會分享。祈求主給

MJ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請為難民中學新學年的課程制定及事工安排禱
告，求主帶領及施恩。
2. MJ將於今年二月底終結於當地服侍，並回港尋
求新的事奉方向。為MJ家庭未來事奉的方向及
生活上的轉變禱告。

他們的感動能化作行動，繼續祝福這地的事
工。

余偉榮、余陳美蓮 —— 塞內加爾
1. 求主興起現參與華語敬拜的本地弟兄姊妹的
心，積極參與事奉、傳福音及各式各樣的聚會
學習真理。
2. 請為團隊計劃開設福音班給未信主的朋友代

李慧敏 —— 柬埔寨
1. 已完成第一階段的柬文課程，1-3月開始第二階
段，求主幫助新學期的學習，能掌握正確的讀
音及文法。
2. 來柬埔寨探索跨文化服侍的姊妹阿如，現已在
珠山 (Pailin) 開始服侍，求主幫助她的教學，
與師生及當地人有美好的溝通。

禱，求主吸引他們積極參加。

周志豪牧師、周孫玉琴師母
羅見好、胡玉偉 —— 塞內加爾

—— 香港遠東廣播

1. 記念Kat將來在醫療上的服侍方向，求聖靈感

1. 請為新年度節目的策劃與更新代禱，以回應內

動及帶領。
2. 記念2月中至4初回港述職，求主保守賜福他們
在不同堂會及聚會的分享！
3. 記念Kat父親及Wai母親的平安及健康，打開他
們的心門，能認識耶穌的愛。

地差傳的新趨勢。目前除良友聖經學院差傳科
目外，並有《晨曦講座》。
2. 請為內地婚姻家庭輔導教育的需要代禱，也為
《空中輔導》節目過去蒙主保守感恩，新年度
繼續求主使用。
3. 請為遠東廣播節目部製作的10多種節目新年度
的策劃和聽眾的成長歸主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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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
但以理夫婦 —— 美國

蔡定邦、吳翠珍 一家

1. 求 主 興 起 弟 兄 姊 妹 來 負 責 會 計 工 作 。 過 去 5

——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年，一直由Daniel處理會計工作，但這不是他
的專業，再者他需負責國際部的運作，頁繼頁
的數字也讓他的眼睛太操勞。
2. 求主安排合適的同工一起服侍。 每次到訪不同
的國家時，須尋找當地人以當地語言作代表去
傳講好消息，希望藉此讓他們得到裝備去服侍
自己的地方。

ST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北德以至全國聖誕期間有很多福音聚會，對象
為當地中國留學生。求主保守他們在2018年上
半年繼續參與當地華人教會或查經班聚會，讓
他們早日歸信基督。
2. 因著厄爾尼諾現象，今年德國以至北半球各地
的天氣將會很冷。求主保守老人家的身體健
康。
3. 求主帶領定邦的媽媽及其他家人，他們對民間
宗教根深蒂固，盼望有機會相信主耶穌。求主

1. S和亞當翻譯布龍語林前林後順利。

憐憫！翠珍的爸爸年紀很大（97歲），健康漸

2. 他們有智慧和阿麻及阿薩朗團隊翻譯長子傳和

差，一個人住在老人院，求主眷顧他。

路加。
3. 有足夠經費支持布龍、阿麻和阿薩朗團隊的翻
譯工作。

宋安理、黃凱欣一家 —— 剛果共和國
1. 新醫院工程計劃已落實。求主賜智慧及公義予
設計及施工隊伍，又祈求工程資金及時並完全
用於新醫院興建上。願主感動為祂的國及僕人

Elaine —— 東南亞（在港裝備中）

新

1. 願能與不同堂會建立關係，有效地分享服侍的
異象。
2. 請記念出工場前能好好分配時間學語言及做各
樣籌備工作。
3. 希望可以多陪伴年老的母親，離別在即，總有
點掛心和不捨。

供應所需。
2. 三個小孩已快樂的上課學習，他們現需應付考
試、每週默書及測驗。為他們在陌生地方適應
新文化及學校生活祈禱，又願主幫忙他們在留
港的短時間中可建立友誼及好好學習。

瑪利亞 —— 發展中國家

唐德如 —— 柬埔寨 （在港裝備中）

新

1. 感謝神能有機會預備踏出工場，可以按祂心意
專一服侍柬埔寨人；亦感恩過去在署理總幹事
的崗位上有很多學習及恩典。
2. 現在主裡接受重整、重建及計劃，預備身心靈
在另一階段的事奉旅程。

1. 為1及2月回港述職能夠有好的休息，重新得
力，與家人、教會弟兄姊妹及朋友共聚祈禱。
2. 求聖靈引導及鼓勵所有3月翻譯工作坊的參加
者。
3. 求神的真理、公義及憐憫臨到這地，保守互相
對抗的勢力可達致和平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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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訓 2018

服侍無疆界 宣愛傳萬邦

祈禱及分享會
    月禱會

4月10日、5月8日、6月12日、7月10日、
10月4日、11月13日、12月11日（每月第二個週二）

晚上 7:45-9:15

    事工分享會

跨文化學習分享

1月9日（二）

晚上 7:30-9:30

柬埔寨事工

2月6日（二）

短期服侍分享

8月14日（二）

塞內加爾事工

9月11日（二）

柬埔寨事工

10月9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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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5月27日、
9月16日、12月9日（日）

下午 4:30-6:00

    基礎班

1月 21日、5月6日、
10月28日（日）

下午 3:00-6:00

    領隊班

4月22日、10月21日（日）

下午 3:00-7:00

    文化共融服侍課程

4月3日（二）及 4月10日（二）

晚上 7:45-9:15
截止日期：2月28日

    文化體驗團
    地點：墨西哥

7月30日（一） - 8月7日（二）

截止日期：3月31日

    跨文化服侍研習課程及實踐
    地點：柬埔寨

11月4日（日） - 17日（五）
注意：實踐服侍參加者必須先
完成學習課程

截止日期：7月31日

教會服侍中級普通話課程

3月22日 - 7月19日
（逢星期四，除4月5日外）

晚上 7:30-9:00

教會服侍實用普通話課程

9月13日 - 12月6日
（逢星期四）

晚上 7:30-9:00

    使命小組

地點：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
中華宣道會
短期服侍訓練課程

跨文化服侍密集訓練

專題課程

收支報告
2017年9月 - 12月
港元$

收入

支出

盈餘 / ( 不敷 )

盈餘 / ( 不敷 )

國際同工

845,601

695,561

150,040

102,169

事工拓展

291,470

480,684

（189,214）

（254,903）

教育推廣、
行政支援

1,664,433

1,192,103

472,331

900,988

2,801,504

2,368,348

433,156

748,254

* 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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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累積

短期服侍 2018
復活節

廣西復活節服侍隊

3月30（五）- 4月5日（四）

截止日期：
2月15日

6月18（一）- 7月15日（日）

截止日期：
3月31日

印尼短期服侍隊

6月28（四）- 7月6日（五）

截止日期：
3月31日

廣西親子服侍隊

7月20（五）- 26日（四）

截止日期：
5月14日

以色列短期服侍隊

8月1（三）- 11日（六）

截止日期：
3月31日

    廣東服侍隊

12月22（六） - 26日（三）

截止日期：
10月23日

12月22 （六）- 28日（五）

截止日期：
9月20日

    內容：參與當地教會節慶活動、培訓義工及家庭探訪
活動

暑期

大專生暑期跨文化體驗服侍隊
    地點：發展中國家

    內容：帶領活動、長者團契、培訓義工、家庭探訪
              及下鄉探訪

聖誕節

    內容：參與當地教會節慶活動、培訓義工及家庭探訪

    柬埔寨短期服侍隊
    內容：文化體驗、聖誕慶祝、兒童活動及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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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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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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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丁
新語

大家好，我是呂錦河，剛於2017年

我叫Elaine，於2017年12月加入

9月13日上任為差傳教育同工，這實在

AGS。自神學院畢業後，曾牧會五年，

是神的帶領和恩典。

其後在差傳機構服事近五年，負責推動

神藉著「國際事工差會」(SIM) 薛

差傳工作。未來五年，期待在東南亞服

玉光老師在神學院所教導的「宣教導

侍，帶領人歸主。我的家庭與印尼很有

論」一科，開啟我對宣教的認識和心

淵源，因為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印尼

志，還記得在筆記薄最後一頁寫上：

華僑。神呼召我的經文：「你回家去，

「我在這裏，請差遣我!」及至1988年

到你的親屬那裡，將主為你所作的，是

回應神的感召加入「中華宣道會海外佈

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

道會」(後轉為「香港宣道差會」)，被

們。」(可5:19)。近年有機會多次往海

差派前往泰國服侍。經過三期的工作，

外作短期服侍，那裡有許多同鄉——客

於1997年底回港事奉。之後，也曾多次

家人。然而，我的負擔不單是客家人，

帶隊前往泰北及內地作短期服侍體驗，

也是當地的原住民。當地主要宗教有策

深願在差傳上能作出一點的貢獻。

略地為貧窮的原住民基督徒區提供寄宿

2017年6月，有機會參加協會舉辦

學校及慈惠工作，導致大批原住民加入

之「柬埔寨教牧考察團」，在行程結束

其宗教。因此，解決原住民的貧困以及

時，喜出望外地被邀請考慮成為協會的

堅固當地教會是當務之急。初步策略是

同工參與差傳事奉? 經禱告後，也向主

於原住民神學院教授英文，藉此牧養原

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深盼日

住民，從而堅固當地教會，繼而推動差

後在協會中能與您一同承擔大使命，同

傳工作。打算於2018年8月到工場，現

心廣傳福音及見證基督，直到地極！

階段要到不同的堂會分享差傳的異象，

呂錦河牧師
差傳教育同工

請記念更多堂會能被動員去參與東南亞
事工。

Elaine傳道
國際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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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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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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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宣愛協會常費 AGS General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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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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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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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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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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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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