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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過了兩個多月，地球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天氣驚人的寒冷，有些國家又在戰亂的危機中。天災
人禍正威脅着整個世界，不少人因此失去性命。在不安的世上，何處是「安樂土」呢？聖經早已預言，末世前必
有「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些情況已加劇地發生，信徒很易聯想到末日快要來到
了！另一方面，異端、邪說越來越殘害人，他們的信仰令跟隨者陷入滅亡的光境，難以自拔！基督徒在這世代，
可以為主作甚麼呢？「宣教」與每位基督徒都有關，當越來越多人陷在罪中，未聽聞福音時，我們必須為主踏上
爭戰的路，遵從「大使命」在未得之民中傳揚福音！

一 . 面對末日臨近
 主耶穌向門徒講解世界末日前將會發生的境況，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4-14 節「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
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也要聽見
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
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
恨惡。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然末期
才來到。」基督徒必須「對萬民作見證」，我們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都可以實踐傳福音的事奉！另一方面，當神
沒有呼召基督徒往前綫作宣教士，他亦可擔當後方支援宣教的服事，無論在關心和金錢奉獻上，都可「盡心、盡
力」地事奉神！末世的風聲越明顯，搶救靈魂的心越迫切！在異教的國家，國民自小被迫相信那些信仰，若沒有
基督徒前往傳揚福音，不少人將面對因未信的惡果，陷入永遠的滅亡中。末世的時刻越近，基督徒必須具備搶救
靈魂的心，到世界各地傳揚福音！

二 . 實踐搶救靈魂
 基督徒放眼世界，很多時候都會面對異端邪說的興旺，即是越來越多人陷入迷惑中。彼得後書第二章 1-3
節「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
不承認，自取速速地滅亡。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毁謗。他們因有貪心，要
用揑造的言語在你們身上取利。他們的刑罰，自古以來並不遲延；他們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基督徒要辨証真
理，並在生活行為中影響那些走入迷途的人。讓他們可以分別是非，接受主耶穌的救恩。不少宣教士在那些異教
掌權的國家中，都不能直接宣揚福音，但透過其他的生活接觸，將信仰活在生命中，吸引他們開啓心靈，尋求宣
教士所信的！
 主耶穌再來的日子越來越近，衪還給未信的人機會，能聽聞福音、得着救恩！彼得後書第三章 8-10 節「親
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
躭延，其實不是躭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有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
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基督徒要在萬難間，竭力成為福音
使者，傳揚救贖的恩典！

三 . 靠主執行使命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是學傚一群美國宣教士的忠心服事，在這六十多年間，前來香港傳揚福音、建立
教會。我們期望宣教工作，可以持續不息，直到主再來！羅馬書第十章 14-15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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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
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差會」未來的發展在於更多宣教士蒙神的呼召、差派到主要他們
服事的地方。今年「差會」將面對兩樣巨大的挑戰－泰北宣教基地小禮堂的四百萬建築費及南非將來的宣教事
工。實際上，建築費用數字龐大，「差會」只有仰望神的供應！過往兩年泰北宣教基地的建築費用現已花費總數
超過港幣弍百萬元，我們在這兩年間只能按着所籌得的款項去進行興建樓房的工程，但我們相信神的心意一定會
感動弟兄姊妹的心靈，共建「泰北宣教基地」。感謝神，二月十五日「差會」舉辦「步行籌款」活動，收到約
三十四萬的奉獻。雖然仍未達標，但仰望神在我們其他籌款活動中，供給我們的需要！盧愛蓮姑娘亦會於四月六
日差遣前往泰北作宣教士，「差會」踏上每一步，神都施恩帶領我們！
 另一方面，當鍾少溪牧師於二零一五年退休回港，南非的宣教工作將要等候神的安排，新的宣教士蒙恩
主差遣，委身前往服事。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懇求神憐
憫「差會」的事工，賜福「差會」！



勇敢走出去－盧愛蓮姑娘（泰北準宣教士）
畢業時的夢想……

 當我讀神學時，一位同學常常分享泰北的事情，於是便立志神
學院畢業就去泰北一趟。2003 年終於有機會實踐這個計劃，沒想到媽
媽突然因肺病進了醫院，故此探訪泰北的計劃告吹了。八年後，在神奇
妙的帶領下，我再次與泰北結緣。

                                                                神呼召亞伯蘭……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創 12:1-2）這段經文在 2011 年經常在我的眼前
掠過，不是我刻意安排去讀的，那時只問神是否要我離開八年的牧會事奉，轉往另一個新的崗位，那就是
院牧的事奉……。

與泰北結緣……
 2011 是關鍵的一年，原本計劃九至十二月份讀院牧課程之後再隨差會到泰北體驗。怎知經過面試
後，對方回覆因名額有限而不接受我的申請。當時我非常失望，有點不知所措。後來有機會跟郭姑娘見面，
當時正是她述職期間，突然我想起八年前的計劃，不如先到泰北短宣三個月後再回來想想往後的路該怎麼
走？與此同時，剛好有一位原本應聯同郭姑娘於九月一起回到泰北的信徒宣教士，因一些問題而不能出發，
所以便由我代其陪伴郭姑娘回泰北。當我三個月後回香港的時候，她就剛好接替我的位置。回望這段日子，
可以協助郭姑娘搬屋、申請轉地契等「大工程」……原來神的預備是超出人所想所求的。

求問神心意……
 從泰北回來後，常常想起在泰北的日子，但也常問自己是不是霎時的感動，因為知道這決定對我影
響會很大，要放下牧職事奉而轉為宣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而這陣子，神呼召亞伯蘭的經文又再出現，
於是我向神這樣說：「我不希望是一時衝動，如果要踏上這條宣教路，一切必須是出於祢的心意，並讓我
看見泰北的需要、感動及異象，好叫我帶著信心去回應祢的呼召，而且樂意順服祢的心意。」

信心的等候……
往後的日子，一直沒有忘記在泰北的事奉，甚至感動越來越大。我看見自己有樂意接觸及熱情款待別人的
心，可以用這些恩賜來服侍當地的人，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事。在等候過程中，神回應了我的禱告，
透過不同的方法來肯定我的信心，並在一個獻身研討會「如何踏上宣教路」的講座中，讓講員解答了我一
個信心的問題。他告訴我如果我清楚知道自己所作的是為神而作的話，那就憑信心去吧！

母會的肯定……
 在這段尋求引證期間，我需要尋找教會作短暫的事奉，但自知要找到一所能讓我只事奉一年多的教
會實在很困難。正當我為這事祈禱時，剛好母會（和樂浸信會）需要聘請女傳道，他們就邀請我回教會事
奉，表示樂意聘請可能計劃宣教的我；不但如此，他們也樂意成為差派教會來支持我，我感到這是神的安
排，於是我像以賽亞一樣打從心底說出：「神呀，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彩虹下的約定……
 2012 年尾再次跟差會到泰北短宣，在這一次短宣中，神透過一條彩虹，與我立約，當時心裡有整
裝待發的感覺，並且神讓我在行程中看到宣教很多的需要，例如：醫院探防、學校工作、補習工作，我看
見有很多可以作的工。回港後，與家人、弟兄姊妹及牧者分享，他們也支持我的宣教方向，也認同及鼓勵
我這個決定，於是我決定申請加入差會，成為宣教士，到泰北作宣教事奉。

差會的肯定……
 在申請成為宣教士的事上，非常順利，感謝差會每位執委的肯定，讓我成為他們的宣教士。他們沒
有因為我普通話基準試不合格及身體問題而不接納我，反而常常關心我的需要，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為主贏得更多靈魂。

神的美意是甚麼……
 在等候出發前的日子，面對過不少失意事情，打擊了我的心志。我在兩次普通話考試及考車試都遭
遇滑鐵盧，因為人性的軟弱，我開始懷疑神是否真的要我去宣教。在失望之餘，我問神：「祢要我學習的
功課是甚麼 ?」經過一個星期時間的消化，回到聖經裡找出路時，神將耶穌在客西馬利園祈禱時的順服禱
告顯明給我：「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那時
我才發覺自己原來是多麼的短視，只看見自己的失敗，卻沒有留意到神可能有別的美意，沒有盼望似的。
當慢慢細想的時候，我開始想到神給我 大的恩賜，不單單是教導，兩次的不合格或者是神的美意要我多
作探訪、建立關係的工作，這些恩賜也是我在十多年的事奉裡深切體會到的。然後我再問自己：「我還愛
泰國人嗎？」如果愛，那麼有甚麼能阻擋我為神踏上呢？雖然如此，我還是決定再多考一次車試及普通話
試，目的是為了榮耀神。我希望能夠盡了力，問心無愧，即或不然，也深信到泰北，神一定有可用我之處。

等到了……
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終於等到差遣禮及出發的日期了，過去神讓我逐步明白祂的心意及人生的限制，叫
自己更珍惜可事奉祂的日子，並勇敢走出去，將主的愛帶到世界每一角落。

約定您們 4月 6日 (主日 )差遣禮見啦！



新春泰北步行籌款後感    關艷媚 ( 學基浸信會 )

 「請支持泰北建堂！」、「我會為郭姑娘的泰北工作去迪欣
湖步行籌款呀！請支持！」這些弟兄姊妹的呼聲在新春前後的主日
不絕於耳，更見到弟兄姊妹忙碌奔跑向人分享、募款，泰北建堂異
象果然燃點起弟兄姊妹的熱心。

 2 月 15 日步行籌款當日，首先是早上我們一班約 40 人的摩西區長者和導師，無懼嚴寒疾風的
天氣，帶備風衣、熱水壺、暖蛋出發，感恩是神特別憐恤一班長者，為他們預備不算太冷又乾爽的天
氣，可以行得更輕鬆，特別是當中有幾位長者都是有腳患，要用拐杖扶助，但在導師及團友照應下，
所有長者都能夠完成圍繞迪欣湖一圈的路程，大家去到終點時，都歡呼拍掌。之後更在張姑娘帶領下，
一同唱詩讚美，並為郭姑娘的服事、差會建堂、泰北的福音需要同心獻上禱告。感恩神讓一班長者能
夠學習獻上微薄力量參與這宣教的服事。

 除了長者，下午則有 30 多位來自不同牧區的弟兄姊妹出發，他們大多是小組形式參加，一邊
行一邊閑聊，享受大自然的景色，一方面是小組弟兄姊妹的相交，也是一起以行動支持郭姑娘的事奉。
參與者還有年少的一代，跟著父母、長輩一起出發，從小向他們分享宣教士的狀況和需要，讓他們有
份參與，不要小看小孩子，他們也盡心盡力的籌募，相信神已深深讚賞他們五餅二魚的擺上。

 感動的看到教會弟兄姊妹踴躍的參與，也感動的看到聯會眾多堂會弟兄姊妹一起關心和支持泰
北建堂的需要，200 多位弟兄姊妹一同齊集起步，大家萬眾一心，氣勢如洪，更加感受到神國度的廣
闊，祂親自興起和攪動人的心去回應祂國度的需要，雖然泰北建堂的 400 萬經費，在人看來是相當大
的數目，但在神卻是凡事都能，祂是創始成終、擁有一切豐盛的主，祂必負責到底，呼召忠心的信徒
成就祂的心意。深願眾教會肢體們一同努力傳遞這泰北福音的異象，以心、以腳、以資財、以各種不
同的方式參與神在泰北禾場的工作。

 願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杜小朋
友的五

餅二魚

杜小朋友一家合照

學基浸信會合照

泰北新春步行籌款總結

參加人數 : 246 人
參與教會 : 16 間
籌得款項 : HKD$ 346,289.20

感謝各位弟兄姊妹的
支持及參與 !

學基浸信會摩西區合照



財政報告 2014 年 1-2 月 財政報告 2014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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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61.17 34,815.99 54,345.18 393,345.98

南非 145,171.71 90,851.96  54,319.75 1,226,790.17

泰北 105,140.00 17,674.00 87,466.00 603,853.79

盧愛蓮姑娘 68,600.00 8,400.00 60,200.00 60,200.00

子女教育 0.00 0.00 0.00 9,500.00

泰北建堂 * 435,610.20 232,180.50 203,424.70 651,873.08

總數總數 843,683.08843,683.08 383,922.45383,922.45 459,755.63459,755.63 2,945,563.022,945,563.02

* 備註﹕現有THB 1,664,598.56 泰北建堂儲備存在當地戶口。*備註﹕現有THB 1,664,598.56 泰北建堂儲備存在當地戶口。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盧愛蓮準宣教士盧愛蓮準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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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五月份開始正式成為差會宣教士。
請記念四月六日的差遣禮的籌備工作。
現正等候曼谷泰語學校的信件來申請簽證，請記念過程順利。
求神賜下智慧來面對四月中普通話基準測試。
預計會四月尾到曼谷讀泰語，請記念我出發前的準備、執拾等等。
請為我在曼谷要找房子、生活的適應祈禱。

鍾少溪宣教士鍾少溪宣教士

1.

2.

3.
4.

5.

近青少年樂器合唱團暫停了多次 , 因為學校活動很多 , 盼經過試驗後能找出 適合的時間 , 好使這事工能更穩
定地進行 , 栽培教會的千里馬。
關懷小組已經按區域重組為三個組別 , 其中一組已開始穩定有聚會 , 其他兩組仍需要蘊釀一段時期 , 求主賜各組
長智慧去帶領 , 組員能彼此關懷 , 小組聚會更能促進大家的關係與靈裏的成長。
二月舉行的執事訓練班中斷了一次 , 要待 4/3 才能完成 , 求主賜各學員有充足裝備 , 和信心迎接未來的挑戰 !
請繼續為 3 月 21-23 日龍山 GLENHAVEN 舉辦的 “豐盛人生” 福音營的講員德班華人基督教會任克達牧師 , 
並負責戶外活動的營地負責人 Garry, 並統籌的少溪代禱 , 又為上主日開始加強了宣傳行動 , 求主激勵肢體們努
力邀請親友參加 , 求主使用此福音營 , 叫德班更多華人聽見福音 !
為了確認執事的設立 , 三月卅日召開首屆的會員大會 , 求主激勵肢體們 , 為福音的拓展 , 教會的未來 , 齊心努力 !

郭瑞芝宣教士郭瑞芝宣教士

1.

2.

3.

4.

請為建堂工程代禱，求主賜工人們平安，因為在清萊，兩層樓算是高樓大廈了，現在工程的外框架已經進入第
二層，工人們上上落落，加上中午後猛烈的太陽，真要求主施恩保守他們。
請為建堂的經費祈禱，我們總需要 400 萬港元。因著 200 多位肢體們積極響應步行籌款活動，我們籌得了 30
多萬，再加上已收的奉獻，現在仍欠約港幣三百萬，求主供應。
感恩的是盧愛蓮姑娘已確定於 4 月尾出發，先在曼谷學習泰文，才上清萊配搭事奉，成為泰國工場的第二位宣
教士。請記念她在這一個多月裏，要完成各樣預備的事務，求主祝福她手所作的工，盡都順利。
我將於 4 月 1-21 日回港休假，其中 4 月 6 日會參加盧愛蓮姑娘的差遣禮。誠邀你出席，一同見證神的恩領，
並且可以在主裏相聚見面。

差會動向 差會動向 

盧愛蓮姑娘差遣禮
日期 :2014 年 4 月 6 日 ( 主日 )
時間 : 下午三時正
地點 : 學基浸信會大禮堂
　　

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
* 敬辭花籃，
全數禮金撥作盧愛蓮宣教士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