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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編
輯

室

「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1 世事如風，從前對於國家之間

的關係我們會用「國際」（International) 一詞彙來形容	。但後來因為「國際」

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互動，在本地所發生的事，原來是受千里之外的事所引發，

而不再是單單西方世界所主導，「全球化」（Globalisation）一詞彙就開始被用

來形容國家之間的關係了。「全球化」通常在經濟環境中最能體驗，例如在「全

球化」之下的得益者因為改進了的科研技術能夠傳到世界各地，使生產力倍增，

物價下調，從而改善了生活水平。不過「全球化」同時都帶來負面影響的，特別

是那些追不上「全球化」之群體，在缺乏競爭力之下，使原來那些貧窮人口更被

剝削和壓迫而變得更被邊緣化。

本期文章《是時候作出行動》中提到貧窮和難民的問題以及《跨國危機——化作

天國轉機》中的受助家庭正好反映出這狀況。另一方面，當世界距離不再是界限

的時侯，國家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就變得更為頻繁。這也使人擔心全球文化會否變

得「一體化」，而失去原來的「多元性」和「獨特性」。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全球

國際機場的環境變得愈來愈相似，似乎有一個標準在他們當中，不單失去文化的

獨特，更甚者是變得「庸俗化」。教會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也有一定的發展優

勢，就是透過跨國度的合作，使訓練、支援和差派的工作更為容易；但同時在全

球通行的消費主義影響之下，容易變質成為販賣宗教商品和服務的場所。因此，

學者對「全球化」的看法是對一些人來說能帶來生活改善的機遇；但對其他人來

說，卻帶來衝突和無止境的貪婪，最終極的結果是分化。2 事實上因應「全球化」

所帶來的影響，本土民族主義的呼聲已經出現，因而另有一個新的詞彙出現，就

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sation，或譯作「全球地方化」或「全球本土化」）。

「全球在地化」的出現是要表達對「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關注：包括文化、

  1	聖經雅各書4:14
			2	R	Aronica	and	M	Ramdoo	(2006)	The	World	is	Flat?	Tampa,	FL:	Meghan-Kifter	Press.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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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俗、以及意識形態等的互動關係。這個字是從日文 Dochakuka（どちゃくか，

漢字 :	「土着化」）而來，3 在 1980 年代的後期，一班日本商人特別注重海外營

商法則，特別是跨國企業SONY最為注重。他們提出發展全球意識和技術的同時，

以當地的經營手法去滿足當地的需要，4 以致整個工業生產——由招聘到產品設計

都是按當地的需要、文化和傳統去經營。AGS 其中兩個導向價值正正回應著「全

球在地化」的情況，我們要建立胸懷普世的信徒，同時強調運用「處境化」的事

工策略。在「全球化」之下，人口流動加增，昔日難以接觸的民族，今天已經在

我們的門外。若我們堅持以自己文化傳統去接觸這些民族必然會被拒於門外，所

以 AGS 今年的主題是：「接觸跨文化，關愛無遠近」鼓勵大家能夠多作嘗試。

本期其中一篇文章《把握「現今的機會」！》提到東南亞受災後的情況，這個成

為我們關心本地東南亞人，或是自己家庭傭工的話題，並了解他們的信仰、文化

和習慣，明白了這些宗教和行為可以幫我們去明白他們背後的價值觀。只要我們

多用眼耳口鼻去觀察和感受他們與我們文化傳統的異同，5 以此成為認識和表達愛

心的橋樑，在承認彼此不同之際，也是表達關懷與愛的一種。不是我們的差異使

我們分離，而是我們漠視了這些差異，帶來誤會或對人性的扭曲而導致人與人之

間的分離。

盼望我們每一位信徒、家庭和教會，在來年都願意開放自己，放下堅持本身的文

化，無論在街坊鄰里或海外，嘗試去接觸和關愛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作短期或

長期的服侍！

  3	Giulianotti,	&	Robertson,	Richard,	Roland.	(2012).	Glocalization.	2,	p	881.
			4“we	meet	local	needs	with	local	operations	while	developing	common	global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https://www.sony.net/SonyInfo/CorporateInfo/History/SonyHistory/2-18.html)	cited	on	2018.12.13
			5	本期文章：《有血，有汗，也有淚》也提醒我們有些民族對音樂是特別有反應，這會是我們的切入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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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手記

往工場學習語文已多月了，接二連三發生天災人禍。近日為工場祈禱

時，不禁悲從中來，哀嘆國民慘遭連綿的苦難。

還記得出工場前，當地有一個島嶼於 7至 8月發生了一連串的地震，

最強的一次是 6.9 級，造成 555 人死亡，近 1,500 人受傷。該島災

後滿目瘡痍，仍有30多萬人無家可歸；當地教會正為災民籌款之際，

另一個島嶼卻又發生了更嚴重的地震。

工場上另外一個省於 2018 年 9 月 28 日發生 7.4 級地震，地震一度

引起海嘯，至今已造成超過 2,200 人死亡，超過 1 萬人受傷，另有

逾 5,000 人失蹤，還有幾十萬破碎家庭。災民曾因缺乏水電和食物而

搶掠，造成暴亂。情況仍然混亂。

兩次地震過後，無數家庭無家可歸，急需外援以重建家園。不少人痛

失至親，並患上創傷後遺症，需要接受治療及輔導。國民對地震猶有

餘悸之際，於 10 月 11 日又在附近海域發生 6.3 級地震，造成 3 人

死亡。地震發生之處很接近我身處的工場，翌日我的當地朋友表示當

天其女兒的學校立時進行地震演習，言談間也察覺到她的擔憂和不

安。

國際同工：Elaine（東南亞）

把握

「現今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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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Elaine（東南亞）

除了天災外，還有人禍。10 月 29 日上午，一架內陸飛機從首都起飛後不久

即遇難，機上189人全部罹難。剛巧當天下午我正在候機室，等候乘內陸機，

便收到肢體 WhatsApp 問候我，幸好我乘搭的不是那班飛機。但有些乘客正

等候乘搭該飛機，他們從候機室的視屏，觀看空難的新聞，自然流露哀愁和

無奈的表情！生命不在人的掌握之中，仍有生命氣息便要感恩，並歸榮耀給

神。

以上天災人禍最令人心痛之處是大部份死難者都是非基督徒，是未得之民，

甚至從未聽聞救恩的族群。居所周圍四方八面都是其他宗教的寺廟，他們一

天五次祈禱，頌唱禱文，歌聲懇切哀怨，似乎在呼求拯救，我不時被他們恆

常和迫切的哀求聲而動容，卻又為他們難過。願天父憐憫他們，俯就他們，

向他們顯現，使他們早日得著拯救，可以飽享主的慈愛。

當地人口眾多，也是穆斯林世界的國家。然而，當地的憲法保障國民有宗教

自由，且容許教會扶貧辦學，是非常難得的機會。當地的門戶可以開放到幾

時？將來會否關閉？沒有人知道。主何時再來？也沒有人知道。惟願餘生被

神盡用，把握「現今的機會」！

（正文原刊於恩潮浸信會2019年 1月差傳年刊，

蒙作者允許稍作修改，於此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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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
小種子

有血，有汗，
也有淚

今次能夠參加以色列短期服侍隊實在是神

應允了禱告。還記得去年夏天到以色列旅遊

的時候，真的很想有機會與當地人更多的相

處。及至回到香港，在猶太人事工課程上遇

見鍾姊妺，才知道她有意舉辦短期服侍隊到

以色列服侍。那時我很掙扎，一來我原定 8

月要考試，二來要放兩週的假期實在不易。

但神實在是滿有恩典的神，祂讓我提早在 3

月完成考試，又讓我 8 月在深切治療部工

作，讓我能放那麼長的假。另外，今次能

與在團契相識的戰友 Corry、阿雅和 Joyce

一同上陣也是神的預備。

	

還記得在出發一個月前得知今次有 5 個服

侍項目的時候，實在又驚又喜。雖然我很

想服侍這個群體，但其中有長者、婦女、

學生和士兵等等，實在是很大的挑戰。況

且今次由我負責統籌節目，令我十分憂慮

能不能勝任這個崗位。即使如此，我也只

可以憑信心以禱告擺上。

	

在這 11 天的服侍當中，我充分體會到「耶

和華以勒」。最深刻的是在 Nahariya 沙

灘的那一夜。本來以為要在沙灘上搞 Live	

Show【拉濶：意思是真人即場表演】,	誰

知原來那晚有個大型演唱會在附近舉行。

在震耳欲聾的環境下，我們的心都差點兒

被消化了。但 Donkey 姊妹突然說要跳舞敬

中華宣道會上水堂：陳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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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有汗，
也有淚

雖然我們不會唱他的歌，但我們又合唱了幾

首希伯來文歌曲，包括“Hineh	mah	tov”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後來她姊姊說他

是第一次在街上表演彈結他，她心情雀躍

萬分。當我們一同合照時，我感到詩篇 133

篇1節所說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當踏上回程的旅途，回望這次短期服侍時，

我在想究竟我應該怎樣給這篇遊記作結。是

感恩嗎？當然，如果不是神的預備我也不可

能再踏足這裏。是艱辛嗎？今次的確服侍

了很多不同群體，實在是有血，有汗，也

有淚。但我記得在我考試前神跟我說「流淚

撒種的，必歡呼收割！」我想，今次最深刻

所體會到的是神的信實。對我，是回應我去

年盼望能服侍祝福這地土的禱告；對我所參

與的提摩太團和教會，是神招聚一群為耶路

撒冷求平安的人，讓大家的距離又拉近了一

點；而對猶太人，是神的不離不棄，為要持

守祂與先祖所立的約。經過這次旅程，神再

一次堅固我的心，告訴我「你們縱然失信，

我仍是可信的，因為我不能背乎自己。」我

還有一個願望，就是能夠回到這地，學習這

無與倫比的語言，求主應允我的禱告，奉主

名求，阿們！

拜神，邀請神的同在。於是我們懷着「死

就死吧」的心態豁出去，跳着「彌賽亞聚

會處」的 Tikvah 弟兄教我們的圓圈舞。雖

然跳得很滑稽，有點四不像，但居然有大

人小孩來和我們一起跳。但跳了一會兒，

大家都離開去聽音樂會去了。

	

「痾篤茄？」【어떻게韓文：意思是「怎麽

辦呢？」】大家都心裏焦急，唯有不住禱

告。接着大家便按感動分散到四周行事；

有的拿扇子筷子送給人，有的拿起沙槌一

邊搖一邊跳，有的則吹肥皂泡吸引小孩子。

我和美紅坐在石壆上不停 busking【街頭

賣藝】。起初途人都是一邊走，一邊指指

點點，但我知道要讚美上帝，所以便竭力

讚美，按着聖靈感動帶領歌唱。唱着唱着，

慢慢有途人駐足停留，也有小孩跟我們一

起唱。當我們唱到擴音器也支持不住時，

有個身披 tallit【祈禱巾】的伯伯站在我

們身邊，和我們一起唱“Hevenu	shalom	

aleichem”	【我將平安帶給你們】, 他還

熱情地拿起搖鼓一起唱。之後他還教我們

唱希伯來文版本的「我要向山舉目」。

	

再過片刻，Corry 帶來了 3 個猶太青年。其

中一個男孩子一直看着我彈結他，我便邀

請他一起 jam 歌【夾歌】。起初他不大情

願的拿起結他掃了幾下，後來愈彈愈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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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國際同工：羅見好（塞內加爾）

是時候作出行動！                                     

	

耶穌在馬太福音	25 章 35-36 節所表達的欣慰，正正是現今普世差傳的需要，這不用詳多解
釋也能明白其中的意思！這經文十分清楚地說明耶穌極期望那些真正跟從祂的門徒要去服侍
那些生活在世界各地有困難或患病的貧窮人！剛過去一年發生在各地的難民潮及自然災害，
並所引發的災後援助，相信正正是現時刻不容緩的差傳服侍。
	
聯合國難民署（UNHCR）去年發表報告指，2017 年全球難民數字再破紀錄，達到 6,800 萬
人 1，戰爭、暴力和迫害使世界各地的男女老少被迫流離失所，引發數以千萬計的男女老少
受苦。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菲利普．格蘭迪（Filippo	Grandi）說：「我們要更努力為這
些人付出。在一個充滿衝突的世界，我們需要的是決心和勇氣，而不是恐懼。」2	這不是耶
穌正在向現今真正跟隨祂的門徒發出的呼籲與教導嗎？
	
我餓了
我們夫婦倆現時服侍的西非塞內加爾（塞國），暫時沒有太多自然災害，但低就業率引爆了
出走潮，所以塞國成為了難民輸出國。根據一些統計資料，早於 2015 年第一季單是跨境進
入意大利的塞國人就有 1,187 名，人數甚至超過來自戰亂如敘利亞等國家的難民。有研究指
出塞國有一半人口是年青人，但成年人全職就業率只有 11%。3	青年就業率就顯得更低了，
因為每年有超過 10 萬青年人加入勞動市場；可想而知，青年失業問題也是另一值得關注的
問題！
	
有一天，我們在路上竟然見到好幾位青年人在馬路上奔走，他們不單只與車馳騁，還跳上不
同車輛的車尾，攀扶著大貨車或皮卡車的車尾，險象環生！但他們卻樂此不疲，以攀上車尾
為樂，引以為榮！我們心裡真是十分難過，大好青年，為何會在馬路上亂跑？求主憐憫這裡
的青年人，他們沒有危險及安全意識；更不懂珍惜生命及不明白生命的價值。我們只有默默
地為他們祈禱，求主差派工人來牧養這些年輕的群羊！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
我渴了，你們給我喝；

我在異鄉時，你們收留了我；
我衣不蔽體，你們給我穿；
我患了病，你們照顧我；

我在監獄裡，你們探望我。」
馬太福音	25 章 35-36 節 ( 中文標準譯本 CSBT)

1	伍啟衛，「聯合國：去年全球難民6800萬　再破紀錄」，香港經濟日報，2018年6月19日。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097617/%
E8%81%AF%E5%90%88%E5%9C%8B%EF%BC%9A%E5%8E%BB%E5%B9%B4%E5%85%A8%E7%90%83%E9%9B%A3%E6%B
0%916800%E8%90%AC%20%E5%86%8D%E7%A0%B4%E7%B4%80%E7%A2%8C（下載日期：2018年10月16日）

2	Adrian	Edwards，「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數目創歷史新高」，聯合國難民公署，2017年6月20日。ttp://www.unhcr.org/hk/14211-
forced-displacement-worldwide-at-its-highest-in-decades.html（下載日期：2018年10月16日）

3	吳慧珍，「塞內加爾的移民夢」，工商時報，2015年06月28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28000326-260210	（下載日期：201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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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帶領我們在塞國作醫療的服侍，這
裡只有約 50% 的人可享衛生服務，而大部
份醫護人員主要在首都！	5 我們認識在小鎮
或村子的診所大都由護士經營，十分缺乏醫
生。患病的人多，也沒有能力購買藥物；更
沒有路費去城鎮看病，反而他們一般都會給
錢穆斯林教長為他們祈禱及尋求巫師的巫術
來幫助！因此，很多病情因而延誤而惡化。
求主藉聖靈差派更多醫護人員進到村子內幫
助患病的村民，也効法耶穌及門徒憐憫醫治
病人，更使他們認識耶穌的慈愛與醫治的大
能！
	
是時候作出行動
2018 年 2 月底是塞國總統的大選，上屆總
統為了連任，早已部署了許多選舉工程的宣
傳！他其中的一個宣傳口號特別吸引我們：
「是時候作出行動！」（C'est	le	temps	de	
l'action）這口號正像耶穌向我們發出的呼
召：「是時候為天國服侍作出行動！」弟兄
姊妹，現在正是更好地為天國服侍作出行動
的時候了！
	
請不要忘記耶穌給我們的吩咐與託付：
馬太福音	25章40節提醒那些真正跟隨祂，
要做在祂身上的重要事情，「我實在告訴你
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
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路加福音	
10 章 2 節記述耶穌對門徒說：「要收的莊
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
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差傳的主正在等候你作出行動去回應祂！	

耶穌說：「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渴
了，你們給我喝……」；是表明我們必須關
懷那些連兩餐也缺乏或沒有可維持生存條件
的人！	而中國有一句諺語：「授人以『魚』，
不如授人以『漁』」；相信這是解決及幫助
人脫貧的最好方法之一。來了工場兩年多，
我們認識了一些來這裡發展的華人，當中也
包括信徒。這些華人來自不同的行業，例如
貿易、零售、餐飲、印刷和旅館等等。他們
的共通點都是僱用本地員工，從而增加本地
的就業機會；所以十分鼓勵香港的弟兄姊妹
來這裡發展事業。另一更深層意義就是效法
保羅帶職服侍，不單能造福這裡的青年人，
最重要是要讓他們認識基督的救恩。
	
我病了
根據報導，世界文盲最多的 10 個國家有 9
個在非洲，而塞國排行第 7，人口中有大約
60% 是文盲；而文盲就好像是這國家的一
種流行病一樣！人民沒有足夠的知識，也
難以求生！前陣子，認識了一位從喀麥隆
（Cameroon）來的天主教青年人，他爸爸
很早就選擇在這裡工作，而他大學畢業後也
來這裡工作。他說本地人接受過教育的比率
不高，要不然他作為外地人也很難在這裡找
到工作！
	
塞國其實規定 7-12 歲的兒童可以接受免費
教育，可惜，小學之就學率僅約 48%。小
學畢業後須通過國家統一辦理的考試才可以
升讀初中，通過比例約為 20%。而初中畢
業後也必須參加另一個考試，合格後才得以
升上高中，當中約只有 50% 的初中畢業生
能成功升學。4 至於能升上大學的百分比就
更低。政府十分鼓勵私人辦學，所以在首都
或其他城市，也見到許多私立中學或專業學
院。祈求聖靈感動及差派更多中學老師來興
辦基督教中學，從而幫助青年人將來有更好
的發展機會。這裡也極需要教英語及普通話
老師，因為懂得英語及普通話的人，求職機
會多，而且人工會比較高！

4	蔡清華，「塞內加爾學校制度School	System	in	Senegal」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1998/

		（下載日期：2018年10月16日）
5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公佈的《2016年人類發展報告》，塞人
類發展指數在世界18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第162位元。46.7%
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預期壽命為66.5歲，新生兒死亡率為
51.54‰。21.5%的人口不能享有潔淨水，僅有47.6%的人口能
享有衛生服務，3/4的醫護人員集中在達卡和捷斯。2014年，
塞愛滋病毒成人感染率為0.53%。隨著政府投入的增加，塞瘧
疾死亡病例從2006年的1678例下降至2009年的577例，發病率
也從2001年以前的30%降至目前的5.7%。「塞內加爾國家概
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最近更新時間：2018年9月。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
6/1206_678404/1206x0_678406/t9446.shtml（下載日期：2018年
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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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亮
生
命

從照片看見兩位小女孩，大的叫偉偉，小的

叫茵茵，她們都先後在美國出世。因墨西哥

邊界城市靠近美國，這裡的華人較普遍安排

到美國生小孩。茵茵未出世前，家庭面對極

大困境。爸爸要工作，媽媽要在美國待產，

不能照顧偉偉，就把偉偉送回墨西哥給婆婆

照顧。可惜婆婆從中國回到墨西哥，身體突

然患病，緊急入院，舅舅則要工作，也要到

醫院照顧患病者，不能照顧她。偉偉的媽媽

邀請我在墨西哥照顧偉偉，我就在危機中介

入支援這家庭，作了 8		天的家庭褓姆。

跨
國
危
機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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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茵茵平安出世的第一天，爸爸突然病發，送往急症室就醫。當時，媽媽只帶著剛出世

的茵茵在病床，沒有家人在身邊，很惶恐和懼怕不安，急需幫助。感恩 !	得了美國的牧者及

弟兄姊妹危機關顧，使她們得到支援。偉偉的媽媽經歷兩位家人先後患病，不知所措，藉著

這危難，經歷主的愛，終於願意相信接受主，把生命主權交託給主，感謝主 !

過去兩年，她們家庭經濟面對很多艱辛，生活欠缺不足，不過她們都能健康地成長。現今茵

茵已經兩歲了，她們在墨西哥常常參與兒童聚會，學習敬拜及認識神的話語。看見她們很開

心快樂地成長，心裡很喜樂。現今她們的媽媽也在真道上不斷學習成長，爸爸也正常地工作，

身體已經漸漸康復了。

感謝主 !	祂的保守帶領這家庭多年在困境裡能平安渡過，小孩也能從少認識主耶穌基督，是

值得感恩的。

（名字均採用化名）

國際同工：黃婉蓮（墨西哥）

化作 天國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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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我們年青時已蒙主呼召作海外跨文化服侍。學校事工

吸引我到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服侍，過去 10 年在信義

會鴻恩堂服侍。在每年的差傳年會裡，服侍心志都一

再被激勵。2016 年，神帶領我們認識將要服侍的工

場——德國華人留學生。2017 年，我們一家被安排

到德國北部一個小城市，足球隊雲達不萊梅的主場——不萊梅。除了參與當地華人團契，也

到附近4個城市的華人聚會點帶領查經班和崇拜講道，深刻體會德國華人「莊稼多，工人少」

和「如羊沒有牧人一般」的景況。我們在當地的教導和關心，都是他們迫切的牧養需要。我

們加入環球宣愛協會的申請，被接納於2019年 2月正式成為國際同工，等待差往德國服侍。

感恩！兩個孩子——日溢及悅兒，早已明白我們是服侍神的家庭，也願意跟隨我們往海外服

侍。感謝主！永安的母親 10 多年前在兆琪牧養的堂會受洗，而兆琪的母親前年亦在我們牧

養的鴻恩堂受洗，她們都支持我們到海外服侍。

請為我們現在受訓及建立夥伴關係禱告，期望早日蒙受差遣到德國工場服侍等待救恩的華人

留學生！	

																		大家好！我是「中華宣道會石籬堂」的

會友Matthew，熟悉我的朋友都會叫我做「水牛」；

這個綽號使我不會忘記上主對我的呼召——加入大

使命的行列中。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本女宣教

士傳記的小書名叫《比一千頭水牛更夠力》，當中

記述了一個身材矮小的「小婦人」艾偉德（Gladys	

Aylward)，雖然她從未讀過神學而又被差會拒絕，

但仍然千方百計在 1930 年代從英國來到中國，以

客棧傭工的身份，用盡辦法來向中國人分享好消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逃避日軍

的炮火，帶領了過百名孤兒逃離戰區；在一道狹窄的通道上，靠著上主的能力，使一大群水

牛給他們讓道而繼續前行，最終使孤兒們安全抵達目的地。

回想自己 2002 年於短期服侍旅程中蒙召，然後有兩年以堂會代表身份在「中華宣道會差傳

部」（後於 2006 年正式發展為 AGS）中學習服侍，並在工作數年後於 2005 年入讀「建道

神學院」。	原先計劃服侍數年就出發往工場，結果在同一間教會中服侍了 10 年。於這 16

年間，上主使我這頭「水牛」不知改道了多少回。感謝主的帶領，今年我有機會再次加入

AGS 這個大家庭服侍，願上主繼續使用小僕成就祂的美意，見證上主在我們身上的作為直到

地極。	

新丁
新語 袁國傑傳道 ( 差傳教育 )

-------------------------------------------------------------
陳永安及梁兆琪牧師師母（裝備中國際同工）

比一千頭水牛更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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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工

飛
越
地
球
村

黃婉蓮	——	墨西哥
1.	今年下半年返港述職兩個月，之後會有較長的

安息及進修時間，求主讓她身心靈有美好的休
息，也有適合的課程作進修及裝備。

	2. 在墨西哥蒂華納（Tijuana）服侍多年沒有全
職同工同行配搭服侍，難以開展事工。求主於
2020 年前預備有合適工人配搭同行。

陳錦嬋	——	塞內加爾
1.	感謝主！今年初除回港述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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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感謝主讓她在塞內加爾服侍了 7年，請為她述
職後的服侍方向代禱！

余偉榮、余陳美蓮	——	塞內加爾
1.	因工場隊長回香港述職及安息年假進修至 6月

中旬才回工場，在這期間，求主加力給他們及
短期替補同工的女傳道有智慧及健康帶領聚會
點的信徒，興起他們同心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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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賜智慧跟進協調所有
行程的安排。

羅見好、胡玉偉	——	塞內加爾
1.	記念 6月底巴黎教會的短期服侍隊的招募，求

主保守Kat 籌備安排當中的行程。
2.	記念	Kat	&	Wai	將於 5月初到巴黎參加「華歐

宣教研討大會」及負責巴黎短期服侍隊的兩天
短期服侍訓練。

3.	求主掌管保守Kat 父親及Wai 母親對耶穌救恩
的信心。

梁弟兄夫婦	——	發展中國家	
1.	請為他們的聖經學習小組禱告，願非信徒願意

來到基督面前，通過神的話語在信仰上成長。
2.	為他們的同工和事工禱告，求主指引和保護，

因為許多現行政策都不利於他們的信仰。

鍾姊妹	——	發展中國家	
1. 她需要更多智慧、力量及愛心來接觸當地人，

特別求主賜她更多通識跟不同信仰人士分享好
消息。

2.	除服侍外，她要完成不少功課。求主賜下智慧
分配時間來平衡她的服侍及學習。

3.	2 月份她會回港更換新護照及與家人短聚，求
主保守更換護照過程順利並能與家人有美好的
相聚。

李慧敏	——	柬埔寨
1.	3 月中與協會同工前往澳洲阿德萊德參與「澳

紐華人福音會議」，請記念在各教會的分享，
願能激勵會眾一同推動跨文化事工。

2.	4~6 月回港述職兩個月及休假，請記念在各教
會的分享及她的預備，並與家人及朋友有美好
的相聚。

3.	請記念述職期間工場的運作及事工發展，也保
守回工場後的適應及有良好的語言記憶。

唐德如	——	柬埔寨
1.	感謝主每天的恩典及保護，在混亂的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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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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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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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亞	——	發展中國家
1.	為述職期間神學院秋季課程終結感恩，求神賜

智慧、健康和信心完成功課和今年上半年第 2
學期的學習。

蔡定邦、吳翠珍一家	——	德國．華人留學
生事工
1.	為去德國的留學生事工祈禱，每年有大量的中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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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派更多工人收割莊稼。

2.	4 月 18	~	22 日復活節假期是一年一度的門徒
造就營，主題為「跟隨主的腳踪行」，預計
有 400 位來自德國各地的弟兄姊妹參加。求主
藉著講員的口宣講祂的話語，並復興信徒的生
命。

陳永安、梁兆琪	——	裝備中
1.	2 月起開始在協會接受裝備，期望在今年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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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兆琪母親身體不適，在接受不同檢查下，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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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孫玉琴師母——香港遠東廣播公司
1.	工場社會急速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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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如何接觸R國南部省份其他信仰的人以及

有人作出回應禱告。
2.	求主保護一位同工一家五口持商務簽證到一危

險國家服侍。祈求讓更多工人與他們同工。

ST一家	——	發展中國家
1.	祈求他們和翻譯團隊有合神心意的行政安排。
2.	求主供應有智慧才能的翻譯顧問給布龍語團

隊。
3.	求主使用 50 個布龍語天書小故事，賜福布龍

族人。

宋安理、黃凱欣一家	——	剛果共和國
1.	讚美主，大女兒曉恩蒙主恩典獲得全額學術和

音樂獎學金，可以在英國一所寄宿學校讀書。	
請為她的過渡禱告，讓她好好唸書，可以持續
她的獎學金。

2.	請為他們的家庭和另一新國際同工的家庭禱
告，他們一起搬到剛果加入團隊。

3.	 為所籌集的資金讚美主。求神彌補他們在
Ouesso 新醫院建設項目仍缺乏 1800 萬港元的
缺口。

國際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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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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服侍 2019
暑期 德國普通話短期服侍隊

（中國留學生事工及歷史文化體驗）
6月 13日－ 24日 截止日期 3月 7日

東南亞短期服侍隊 8月 15日－ 23日 截止日期 5月 15日

柬埔寨短期服侍隊 7月 23日－ 28日 截止日期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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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聖誕短期服侍隊 12月 21日－ 26日 截止日期 10月 20日

教育培訓 2019
祈禱及分享會 (每月第二個週二）

月禱會 2月 12日、4月 9日、5月 14日、6月 11日、
7月9日、8月13日、9月10日、10月8日、11月12日、
12月 10日

地點：佐敦基督中心堂（九龍佐敦道	14	-	16	號嘉信樓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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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6 月 23 日、9 月
2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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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服侍訓練班	(	截止：活動 3日前）

基礎班 4月 14日、10月 6日（日） 下午	3:00-6:00

領隊訓練班 4月 28日、10月 26日（日） 下午	3: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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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證書課程（13課） 4月 11日至 7月 11日
（逢星期四）

晚上	7:30-9:00

教會服侍實用普通話初級證書課程（13課） 9月 19日至 12月 12日
（逢星期四）

晚上	7:30-9:00

上課地點：中華宣道會長沙灣福盛堂（九龍長沙灣元州邨元盛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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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報告
2018年 9月		-		12月

(	港元 $	) 收入 支出 盈餘	/	(	不敷	)

國際同工 1,232,728.84 1,296,709.51      (63,980.67)

事工拓展  268,312.00    957,947.74                (689,635.74)

教育推廣、
行政支援

1,256,716.82  781,946.92 474,769.90

  2,757,757.66  3,036,604.17   (278,84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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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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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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Env_201506_2.pdf   2   16/6/2015   15: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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