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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會盼望能在各位策劃明年度的計劃時，可以預留時間參與差會所舉辦的宣教活動，並記念其中所需要的
費用，謹將差會明年的工作計劃重點相告，務求大家能同心參與，推動宣教工作！

 神的恩手扶助差會的發展，在泰北清萊郭姑娘開展了新基址的教學工作；而在南非德班，鍾牧師經歷了教
會的增長。雖然二零一二年尚餘的時間不多，但我們相信神的大能會加添宣教士的力量，在服事中恩上加恩、力上
加力！

一 .   泰北宣教基地

 泰北清萊購地後，部份建築工程已落成。但距離整個建築工程的完成，尚有很遠的路程！差會不斷地呼喚
弟兄姊妹及教會的奉獻，因為泰北宣教基地是需要寵大的建築費用，並充足的器材作未來的使用。

 泰北清萊的宣教基地所須的建築費用，本年已多次提出，但仍未能達到目標。盼肢體們會明白宣教基地對
未來宣教工作的重要性，若閣下已領受神的感動，無論是長期宣教或短期宣教，更須迫切地為籌款計劃禱告！盼望
二零一三年的秋季是基地的「動土禮」，一起歡呼感謝神的恩典！

 若要達到籌募的金額，實在不是某些教會的盡忠或某些肢體的支持，乃是眾教會的共同參與和更多肢體們
個別奉獻才能成就！差會恭請大家在年底預留費用，迅速建成基地，讓宣教士們可以執行使命，為主作見證！在將
來的日子，神使用基地孕育更多未來的宣教士！故此，請為泰北宣教基地的建成禱告，求主施恩！

二 .   南非短期宣教

 差會將於明年九月十九至十月一日舉辦「南非德班短宣」，鍾牧師及差會將會策劃整個短宣計劃，務使參
加者能宣揚福音，將新朋友帶進教會中。差會曾嘗試策劃南非德班的短期宣教，但因參加人數太少而不能成行。今
次差會盼望能早一年知會大家，讓大家可以申請假期；預備旅費及作出事前的準備，為主爭戰！

三 .   開發其他工場

 差會這幾年都在探索其他國家的工場，以求神按著衪的心意帶領差會開展其它國家的宣教工作。栢大衛牧
師提議差會考慮緬甸作未來的工場，經差會討論後決定由柏牧師及主席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中前往探訪，以便認識當
地宣教工作及探訪教會。差會需要大家記念這新工場的開展，讓神顯示衪的心意，並在這佛教國家，傳揚福音！

四 .   國內事工交流

 感謝神！這幾年很多教會參與，今年的參與人數亦創記錄。明年差會更期望更多未嘗試參與的教會及肢體
們加入行列，共同領受神的心意，協助內地教會的發展！這幾年，有些教會已熟識內地教會的牧者及長執，已經建
立不少暑期外的服事，好像培訓或佈道工作。差會盼望這種愛心的關顧，能彼此建立，成就跨區的聯繫，宏揚主恩！

五 .   招募宣教同工

差會推動宣教工作既然重要，但執行工作的宣教士乃是配搭中重要的一環。明年差會期望可以培育更多的宣教士，
無論是長期宣教或短期宣教，更多肢體的參與正是差會的異象。差會盼望各教會的牧者或領袖，可以將有心志宣教
或神已呼召作宣教士的肢體們，推薦給差會，好讓彼此在神面前的引證及呼召，可以促進建立更多神用的工人！

    差會是需要教會及肢體們的關顧，而宣教士及宣教工作更需要大家在禱告及經濟上的支持，請在以後的日子，為
主的聖工共同努力！



國內交流分享國內交流分享

黃朗顯（梨木樹傳恩浸信會）

 有關這次短宣，個人有很大的得著。

 大岭教會（惠東懸縣基督教大岭堂）成立只是數年時間，已有
一所很有規模的教會會址，教友達 1500 多人，恆常返教會的有 400
多人，這點極之難得。

 於探訪期間，見到教友有一個火熱的心，追尋主耶穌基督的真
理，很是感動。大岭教會為方便教友，於不同的弟兄姊妹的家成為聚
會點，方便教友聚會，也增加相交，這點切合國內國情的需要，方便
未能於星期日敬拜主耶穌基督的教友藉此增加學習聖經話語的機會，
這像香港的團契生活。

 但現時只有江傳道一人，要牧養 1500 多教友，是絕對無可能的。教牧人手嚴重不足，導致教友信仰根基不穩，
這點可見於我們到教友家做探訪時，教友要我們為他們禱告的，多是為生活家人、金錢，絕少提及每天生活要「榮神
益人」；這種類似「妄求」的情況是十分普遍。

 要改變教友，只有增加傳道人及福音幹事，給予更多教友被牧養的機會。現時大岭教會集中牧養年青人，例如
以音樂吸引年青人返回教會，但因人手不足，可能較缺乏牧養夫婦、小孩。我們期望多些機會短宣，或以不同形式的
與大岭教會交流，幫助牧養。

 願所有榮耀歸於我主耶穌基督。

大岭組大岭組

黃埠組黃埠組
馮嘉琪（順安浸信會）

 順安浸信會一行十九人浩浩盪盪參加差會舉辦的短宣，這是我第一次於內地教會侍奉，在此感謝當地的李傳道
為我們安排的一切、各弟兄姊妹的熱情款待。短短幾天的交流，看到他們面對各樣的挑戰，例如缺乏事奉人員、當地
的罪惡繁衍，非信徒的抨擊等等，但同時感恩的是當地的弟兄姊妹仍對神盡是信靠信服；反省到自己對神的信心，當
遇到困難和軟弱時，如何尋求神、捉緊神。

 整個旅程親身感受到神的看顧和帶領，特別是神明白自以為經歷少的我，一次又一次讓我經歷祂的實在。神了
解我是個腸胃容易敏感的人，即使每天吃油膩食物，整個旅程沒有不適的狀況；神知道我是一位緊張大師，祂讓初嘗
帶敬拜的我感受祂賜下無比的平安；神明白我到黃埠的目的是傳揚福音，祂為我安排了一位需要神的人讓我向她傳福
音，最後她相信了；這個時候我已很感恩，令我經歷了這麼多，神卻要我知道祂的作為是人預料不到的。原本租住的
酒店非常就近教會，但由於發現酒店的空調大部份都壞透了，所以李傳道為我們安排另一間較遠的酒店，正因為出入
不便，我們需要乘搭當地的計程車來回教會，讓我們分別遇到一位有心接受福音和一位知道有香港基督徒到了當地，
有意接載我們的司機。一連串的經歷不得不令我讚嘆神的大能和預備，使原本沒期望的我，帶著豐足的恩典回香港。

 我又看到弟兄姊妹的用心事奉，事前的準備功夫一絲
不苟，例如四出搜羅合適的物品送給當地的弟兄姊妹；到達
後病倒了仍堅持出隊探訪、儘管喉嚨沙啞，敬拜時仍竭力地
唱詩；知道自己的普通話未達普通程度，不斷喃喃自語練習
等等，他們盡力的事奉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同時認識
了香港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亦渾身解數地侍奉，當中
我們一起渡過又愉快又驚險的經歷，這都使成為我日後的美
好回憶。

 常以為經歷少的我，經過這次的短宣，發現只要多親
近神、盡心盡力侍奉神，神總不撇下我們，反之是我們經常
被繁忙的生活拉遠和神之間的距離，忽視了神的作為。盼望
時刻提醒自己對神的依靠，做到多親近，多經歷，同時作世
上的鹽和光。願我們彼此記念、彼此禱告，在神的裡面得到
美意和祝福。



開平組開平組
郭惠蓮 ( 長康浸信會 )

 我們開平組十五位弟兄姊妹，來自兩個教會，主的安排很奇妙。我們有
年長、年青、年少、年幼的組合，活動時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花園
教會的年青人與我會牧者、執事及各位作工時，有從神而來的暢順。

 嘩，我食米就多，我第一次親手投擲秧，我們老、中、青、少都在田間
玩得好開心！好感恩我們在這幾天，遇過風雲色變、狂風雷電大雨，當時我們
剛好在車上，我擔心落車時這樣天氣一定濕身，最奇妙的是落車時天色昏暗，
但地是乾的，多謝主祝福！

 又見證到一對夫婦，丈夫是瞎眼的，妻子是瘸腿的，他們是做小販的，
兩人合作推車擺賣，兩位都不靠手杖，只是倆牽著手行，他們接受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他們滿有喜樂，與他們相處都感應到他們的喜樂，他們隨時隨地都
感謝神，讚美主！

許珮媚 ( 田裕浸信會 )
這次是我參與差會第二次的短宣活動，出發前已知道要負責
項目，故特別帶備不同物品，希望有助活動進行。但是牧者
常說會有變數，故在心中作好準備，願神加添我的智慧。

在過程中，深深體會神的引領及安排，路途崎嶇不平，我們
一行十三人能平安到步。天氣安排卻看見神的大能，由熱轉
涼，令我們身體不至於太辛苦。感謝神 ! 整個短宣我主要從
事兒童事工及探訪工作，第一次與多祝小朋友接觸與他們玩
遊戲，大家都很開心。當要他們學唱詩歌，他們知道唱給神
聽，就願意專心做動作及學唱，實在讓我感動。我邀請他們
唱「神創我」時，問他們耳仔可以怎樣？他們會說聽神的話；
口可以怎樣？他們說讀聖經；眼可以怎樣？他們說看聖經。
他們是多麼單純及愛主啊 ! 他們愛神的心要讓我好好學習。
在五天短宣事奉中，更體會神給我恩賜、膽量及智慧，叫我
有教導的能力、有用普通話傳五色珠及祈禱的勇氣，更有即
時想遊戲及唱詩的智慧。

 最後一天，我與他們唱「你是我的好朋友」時及揮手作別時，我亦不自覺眼中有淚。他們的真心，我會永遠
記住，亦願意再去多祝與他們一起唱詩、分享及遊戲。

多祝組多祝組

雲南組雲南組
賴筠婷 ( 恆安浸信會 )

 一連七日的雲南短宣旅程轉眼便過去，旅途滿載着此起彼落的笑聲並神多而又多的恩。

行程的第二天，我們到達位於阿拉菁的聖經學校，與龍傳道並
十六位學生見面，並有四天交流時間。期間我們有機會與他們
一同讀經、上課、探訪、聚會、吃飯…彼此分享及交流，漸漸
地由起初的陌路人變得熟落起來。他們年紀輕輕，已對神有顆
單純渴慕的心，願意花兩年時間，來到這所學校去學習神的話
語；他們相對我們沒有那麼多的物質，然而他們擁有張比我們
更富足的臉。在一班短宣中心同工、傳道人及學生身上，我看
到一幅很美的圖畫，「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
佳美」。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去看，看祂在不同人身上的奇妙
作為；讓我有機會去聽，聽每一個真誠的分享；讓我有機會去
感受，感受祂的真實。也感謝神，來自五間教會的我們能有機
會認識及彼此配搭分工，當中深深體會到羅馬書八章 28 節所
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願神繼續祝福與
帶領當地的事工。

* 其他弟兄姊妹的分享可於差會網頁、Facebook 上下載「2012 國內交流分享集」欣賞 , 篇幅所限未能刊登所有分享 , 請諒 !



財政報告 2012 年 7-9 月 財政報告 2012 年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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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05.92 81,533.31 22,972.61 416902.04 

南非 145,708.03 142,605.54  3,102.49 832,614.57

泰北 56,917.91 19,146.77 37,771.14 322,363.22 

子女教育 1,513.00 48,070.00 (46,557.00) (5,698)

泰北建堂 * 87,848.00 0.00 87,848.00 184,719.79 

總數總數 356,492.86356,492.86 289,842.55289,842.55 106,650.24106,650.24 1,756,611.891,756,611.89

* 備註﹕現有THB 376,422.02 泰北建堂儲備存在當地戶口。*備註﹕現有THB 376,4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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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到國內交流短宣順利舉行感恩。感謝神讓弟兄姊妹在當中都有美好的配搭和經歷。
為十一月的泰北短宣禱告 . 求主保守路途平安 , 亦讓弟兄姊妹有健康的身體、充足的體力服侍當地居民。更加能
賜力給郭姑娘 , 在預備和招待短宣隊的事上一切順利。

鍾少溪宣教士鍾少溪宣教士

1.
2.
3.
4.
5.
6.
7.

為敬裔的康復與會考代禱 !
為 OM 肢體及 FBCSA 來的支援感恩 !
為出席 " 創造與進化 " 講座 70 人次感恩 , 求主堅固華人朋友們對創造論的信念 !
為商氫的受浸及他與鄭老師等成長中的肢體感恩 !
為球員彭慧夫婦的信主禱告 !
為球員劉勇華夫婦渴慕的心禱告 , 盼能盡快開始與他們查考盼望故事。
為 26/9-9/10 歐醒雄牧師及譚國雄傳道來訪 , 協助主領讀經營、剖析異端講座及講道感恩 , 求主賜福各項的預
備與安排 !

郭瑞芝宣教士郭瑞芝宣教士

1.

2.

3.

4.

感謝主，過去兩隊的短宣隊在差會地盤的小屋所舉行的開放日和中英文聖經班，都為我們在朗懷村的工作打開
了熱鬧的序幕。感謝主，佩儀為著接送學生和短宣隊，買了一輛小型客貨車，使我們的工作更便捷。
感謝主！泰國的雨季接近尾聲，小屋的裂痕好像沒有再惡化，Ford 工程師來看了，他表示這好比人體的表皮問
題，修補一下就可以了，不用掛心。請記念十月份就要做的維修工程。
請記念十月十九日朗懷村開班，十月廿七日山嶺村亦開始第四季的課程。神若看為美，求神差派肢體來兩三個
月的短宣，好成為我們開班時的中英文老師。
請記念我們三位姊妹要在兩間屋、兩間學校內的居住和事奉。求主特別恩賜我們有健壯的體魄，有伶俐的口齒，
出入都有平安。

差會動向 差會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