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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會每年暑假中都會安排「國內交流」活動，這幾年參加的人數都有增長，相信很多肢體都在
其中得著由神賜下的福氣，達到一定的成長！本人是差會主席，亦是石蔭宣道浸信會主任牧師，這幾
年都有參與「國內交流」活動。除了暑假的探訪外，過往的三年，我們和頌恩浸信會都會在聖誕節和
其他日子前往大岭基督教會交流，提供福音工作及訓練。今年傳恩浸信會加入我們的行列，三堂在未
來的日子，共同合作服事這教會。

 三間教會共有 32 位弟兄姊妹參加是次國內交流，由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我們前往大岭基督教會
服事。我相信當參加者回程時，大家都帶着歡欣的心，感謝神五天中的帶領和厚賜恩典！

 九月一日參加「國內交流」的肢體們有分享見證的聚會，本人亦想籍著「差會之聲」與眾教會
的信徒，分享「國內交流」的經歷及感恩的地方，以求大家都可以與我們一起為內地教會禱告，達至
信徒們的互相記念，共建神家！

一 . 彼此合作

 這幾年的交流，自己禱告神，賜我們前往的教會，並不是十間以上的香港教會的服事對象。因
為自己相信，那間教會若繁忙地接待來自香港不同的教會，不同的宗派，不同形態的服事，未必幫助
教會成長。不錯，有些教會得到金錢的資助，有些香港的教會送給他們不少物資，可以得著經濟的資助。
但那些教會可能缺乏長遠的幫助，同時因兩地的信徒們未必認識，在屬靈生命中在較長時間中共同互
建！

 感謝神！三年多前和大岭基督教會的領袖見面，那時他們還未有傳道人，大家分享以後長遠的
合作關係，領袖們都共識有這樣的交流，才能幫助他們的成長！於是在自己的教會開始與有心協助內
地教會的肢體們分享，亦與頌恩浸信會的牧者聯絡，達至共同合作，每年多次到大岭基督教會服事。

 這三年的美好合作，有份參與的肢體們，與內地信徒建立了美好的關係，而教牧亦可與那教會
的牧者和領袖，共同合作！雖然這教會，今年年初，傳道人離開，但很快有女牧師接任。人事的變動
並沒有影響我們之間的互信，我和鄧傳道與新的牧者交談後，在互信中開展以後美好的合作！

 這次的大岭基督教會的交流，共有三間教會聯合安排：頌恩浸信會、傳恩浸信會及石蔭宣道浸
信會，三堂的牧者很早便思考這五天的活動，並將我們的建議與大岭基督教會商議。大家在計劃中互
相交流，出發前已擬定每天的行程。這樣的籌備幫助三堂的參加者可以攜手合作，共同合作事奉，避
免了以前只用活動去分工，各堂分別負責某些活動，因而缺乏了彼此合作的機會。

 另一個安排是保安的問題，2012 年有姊妹在街上被人搶去手袋，這次的經歷成為我們設有弟兄
負責沿路保安的原因！到第三日，我們察覺有當地人多次跟着我們，使我們加強警戒的安排。感謝神！
我們得以平安無事的完成今次的服事。

 另一方面，當地教會的誠意款待，組織探訪工作，出入照顧等，使我們非常感恩！神在這幾年間，
使我們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大家彼此合作，服事當地的居民。整個過程中，我們經歷不少神的恩惠，
亦建立了合作中的喜樂！

( 內頁續 )



( 續「主席的話」)

二 . 承擔使命

 這次大岭基督教會為我們安排探訪少數民族，十位肢體及大岭教會的牧師、主任及二位弟兄
一起前往山上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探訪。三堂中參與的弟兄姊妹非常雀躍，因為這是認識少數民族
的機會。到了該族領袖的家中，他熱情的款待使我們快慰，但當我們看見他所敬拜的偶像時，更有
火熱的心向他傳揚福音！我們分成兩組，一組向兒童；一組向村長。雖然村長當日沒有相信主耶穌，
但他仍願意聽福音，並禮貌地回應。他的孫女卻有一位信主，大岭教會將作跟進。這次的經歷非常
特別，原來這群少數民族是遠離其他民族，只是生活在山上，很少和其他民族接觸。婚姻只是近親
相配，產生不少下一代不健康成長的問題。這種現象更趨迫自己關心他們，很想他們可以認識真神，
得着拯救！

 這次和當地的信徒前往探訪因疾病未能出席聚會的肢體們，主持聖餐禮儀及為他們祝福，心
中感到神的愛！更體會那位新牧者的壓力，一個人照顧眾多的信徒，真是吃力！

 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18-20 節「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吩咐你們的，都教岓
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本人很盼望大岭的信徒能成為門徒，扎根於真
理中，建立神家！所以，未來的日子，我們三間堂會將會把握機會，建立大岭基督教會的信徒，盼
望將來教會可以健壯地成長！

三 . 互助互建

 主耶穌的恩手不單與我們同在，亦與大岭基督教會同在。這幾年期間，參與內地交流的信徒
與內地教會的信徒分享主愛，共同得益！不少肢體踏出自己的堂會，察覺其他地方教會的需要。同
時藉着每一次的體驗，操練自己的屬靈生命，明白愛人如己的重要！

 在每一次大岭基督教會的信徒對我們的回應，相處中生命的交流，不期然使我們體會神在建
立我們。基督徒在主裏面都是一家人，互助互建就在這幾天出現，互助互愛的心、分擔分享的力都
是神賜我們寶貴的得著！

    我們需要共同努力，實踐主耶穌吩咐的大使命，踏出家門，宣揚福音、建立門徒、建立神學！懇
求主帶領我們，按着衪的心意，與大岭基督教會的信徒互助互建，共同成長！

  很高興今年可以繼續參加國內交流活動。上兩年參與短宣時我都不太成熟（雖然現在有時候
都是），十分需要導師們的協助，今原本已因天氣和侍奉而辛勞不已的導師們更添辛苦。回想起來，
真是有點愧疚！直至今年，我開始嘗試參與侍奉。
 在旅程中，我很欣賞同團年長的姊妹，雖然旅程中有行山，行樓梯等，但她們仍盡力完成。
我們住宿在教會，當我們在樓下因為曱甴而嗷嗷叫時，她們甚至主動要替我們打曱甴呢 ! 我很為她
們的愛心和毅力而感動。
 在旅程中感受很深的，是當地人的單純和樂意侍奉的心。在樂理班中有很多兄弟姊妹都是為
了成為司琴司他而努力。非常令我驚訝的 , 是當地弟兄姊妹在不到早上八時半已來到教會，就是為
了替我們做午飯！有一天有遠足活動，為了參加在早上七時半舉行的活動，因為家住得遠的關係，
有位姊妹不到六時就起床準備出發到教會集合了！！他們樂意服侍和參與的心，也提醒了我們很
多。
　　在今次短宣 , 我覺得我成長了。雖然在侍奉中仍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我希望主能繼續加
給我力量，讓我有信心迎接接下來的侍奉。

開平組－梁愛然（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國內交流短宣分享



國內交流短宣分享

2013 年 8 月 7 日至 11 日參與差會舉辦的開平茂名短宣，
今次是我第四次短宣，每次上帝讓我看到及學習的都很
不同，今次旅程非常特別，在平靜裡更加看到別人的需
要，禱告的迫切及重要性。

 每次短宣都是忙碌的，不斷地探訪及負責聚會，
時間緊迫，像聖經中的馬大一樣，根本沒有時間停下來
去體會，但今次上帝卻要我學習忍耐及平靜，當我在平
靜裡看得更深更多。由於路途遙遠，到達茂名市已經是
黃昏時分，這是第一天。

第二天安排與當地的牧者會面，了解他們的需要，茂名市的人口約七百多萬，信主的人約六千，那
裡的禾場很大，而且當地的傳道牧者很少，供不應求，確實有很多人未聞福音，如聖經說：「 然而，
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羅 10:14）

 今次安排探訪的家庭不多，我與長康的弟兄姊妹被安排探訪潘婆婆，在傾談的過程中，我們
見証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更見証了主內同心，大家按各人的恩賜服事，互相配合，感謝主潘婆婆
最後願意決志信主。有人撒種，有人收割，無論得時不得時，只管放擔去傳，不是我能作甚麼，乃
是父先為我作，又一次深深體會聖靈的工作，感謝阿爸父。

茂名組－張美興 ( 恒安浸信會 )

 在今次短宣當中，我領悟了一句金句，就是在馬可福音 10 章 14 節裡所說的：「讓小孩子到
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對吉隆這地方的信徒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們像小孩子一樣懷著單純的信心去信。例如有一次探訪一位老婆婆，她雖然在病患中，但當見到
我們來探訪時，她便不住地感謝神，可見她像小孩子一樣容易被神所滿足。
 希望世人也能像她一樣有一顆單純的心信主，並全心全意事奉祂。

吉隆組－李婧瑩 ( 順安浸信會 )

 這是我第二次到多祝探訪當地教會。跟上年不同，上年我只是「半個司琴」，並沒有在主日
崇拜中做司琴，由其他組員擔任，但今年我全程都擔任司琴，更感受到神的帶領。當我練了一會兒
都彈不到的時候，有些組員都鼓勵我，讓我可以順利事奉主。

 多祝的小孩子很單純。當我們向他們傳福音的時候，他們便決志信主，令我有點懷疑他們是
否真的明白，但希望他們能跟大人返教會，認識神更多。

 多祝很多青少年至中年人都外出打工，離開了多祝，而且有能力的很多都選擇離開，所以多
祝只有少數大人，我覺得這樣會對教會的發展造成不良的影響。但感謝神，多祝的信徒都很堅持，
很相信神，而且家中一個人信主，便會向其他家人傳福音，讓全家都可以信主。希望多祝越來越多
人認識主，越來越多人相信主，多祝教會越來越興旺。

多祝組－吳子橋（田裕浸信會）

弟兄姊妹的分享眾多，不能盡錄，請諒！
請大家一同繼續記念國內的弟兄姊妹，明年短宣再見！



財政報告 2013 年 4 - 7 月 財政報告 2013 年 4 - 7 月 
項目項目 收入收入 支出支出 盈餘 /( 不敷 )盈餘 /( 不敷 ) 結存結存

差會 286,516.42 255,659.92 30,856.50 362,836.72

南非 267,605.68 172,629.50  94,976.18 1,072,404.01

泰北 150,115.46 297,190.77 (147,075.31) 298,770.63

子女教育 0.00 11,550.00 (11,550.00) 9,500.00

泰北建堂 * 151,685.10 2,100.00 149,585.10 805,376.39 

總數總數 855,922.66855,922.66 739,130.19739,130.19 116,795.47116,795.47 2,548,887.752,548,887.75
* 備註﹕現有THB 483,151.58 泰北建堂儲備存在當地戶口。*備註﹕現有THB 483,151.58 泰北建堂儲備存在當地戶口。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差會差會

1.

2.

為到國內交流完滿結束以及弟兄姊妹在九月一日的重聚中有美好的見證和分享感恩。願神繼續使用差會每年的
國內短宣，並讓各隊員將在國內所見的需要都繼續在禱告中記念。
為到 11 月泰北短宣的籌備工作禱告，願神感動更多弟兄姊妹願意參加短宣，親身了解泰北工場的需要，見證
神奇妙的作為。

鍾少溪宣教士鍾少溪宣教士

1.
2.

3.
4.

5.
6. 

感謝主 ! 四位訪宣成員帶來了許多物資和愛心關懷 , 讓我們得著鼓舞和滋潤。
感謝主 ! 在訪宣隊探訪時 , 得悉足球員彭慧已經於去年十一月向妻子表明相信了耶穌 , 祇是還未參加浸禮而矣。
求主幫助他常出差的工作能安頓下來 , 好再生一個小孩子。
3. 感謝主 ! 雖然受浸申請日期過了 , 後來才有一對姓張的夫婦參加了浸禮班 , 請記念他們的學習。
感謝主 ! 主為我們公屋重配申請過程中預備了許多肢體的協助 , 在錦婷啟程返南非之前的一星期獲得配房 , 且不
必少溪回港簽約 , 又為我們預備了肢體們跟進裝修 , 搬遷等事宜 !
為少溪 2014 年 9-11 月最後一次返港述職的安排代禱。
少溪將於 2015 年底退休離開南非工場 , 求主賜智慧部署過渡安排 , 並為教會預備未來的宣教士 / 牧者 ! 

郭瑞芝宣教士郭瑞芝宣教士

1.
2.
3.

4.

感謝主！小晶已於九月十三日凌晨順利誕下男孩，母子平安。
感謝主，區佩芝姊妹的到來，剛好是小晶放產假的時間 (7 月 17 日至 10 月 15 日 )，神的帶領最適切我們的需要。
Ford 工程師仍在繪畫圖則，但比起預算七月尾完工，遲了不少，求主催促他。當他完工後，我們便要找幾個承
建商來報價，求主恩領。
小禮拜堂的建築經費仍未達預算的一半，求主賞賜我們所需。

差會動向 差會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