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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事工(鍾少溪宣教士 )

7月份結餘 ：$ 1,300,299.76 
8-9月收入 ：$    69,462.46 
8-9月支出 ：$    74,637.20
9月份結餘 ：$ 1,295,125.02 

差會
7月份結餘  ：$ 52,393.42 
8-9 月份收入：$ 28,697.32
8-9 月份支出：$ 28,478.87
9 月份結餘  ：$ 52,611.87 

泰北建堂基金
7月份結餘  ：$334,513.98 
8-9 月收入：  $ 77,652.50
8-9 月支出：  $      0.00
9 月結餘   ： $412,166.48

泰北事工(郭瑞芝宣教士 )

7 月份結餘 : $580,285.06
8-9 月收入： $ 49,074.59
8-9 月支出 : $ 22,989.62
9 月份結餘 ：$606,370.03

盧愛蓮宣教士
7月份結餘：$ 147,185.22 
8-9 月收入：$  22,300.00
8-9 月支出：$  65,761.25
9 月份結餘：$ 103,723.97 

2015 年 9 月份財政簡報

泰北事工(郭瑞芝宣教士 )

感恩事項：
1. 獻堂禮短宣隊，已有 90 人報名，願主賜福使用我們

眾人的事奉，一同獻上最美的祭。
2. 再次感謝基督教香港錫安堂來協助幼兒園的開

學禮，還有最初三天的教學，為我們奠下很好的基
礎。

3. 小禮堂前面的空地，正在進行綠化工程，現在
園地每日都美麗多一點，感謝主。

4. 多謝大家的代禱，幼兒園的招生，快達到五個
學生的目標。家長們對我們說：孩子回到家後，都
當了中英文老師，又常常唱著學校教的兒歌，家長
們都很歡喜。他們是我們最好的推銷員。

代禱事項：
1. 為每月一次的主日崇拜祈禱，我們在九月份的

聚會中，為有痛症的人貼膏藥，希望這亦是神能用
得著，把未信者帶來的方法之一。

2. 為愛蓮祈禱，還有不到一個月，她就要參加泰
國的泰語評核試了，求主賜她額外的精神體力，以
致能應付自如。

感恩與代禱

南非事工(鍾少溪宣教士 )

1. 感謝主！長女敬枝婚禮的德國部份已順利地完成，
夫婦二人在慕尼黑已開始新的生活，求主賜他們好好的
適應。

2. 感謝主！我們親友共七人前往德國漢堡出席敬枝婚
禮順道旅遊，感恩旅程中一切順利，連未信的家人都不
停的說感謝主！

3. 感恩在德國出席了漢堡華人基督教會的聚會，認識
了宣教士吳振忠牧師師母，也享受到肢體相交的甜蜜，
又對德國華人福音事工近況有了更多的認識。

4. 感謝主！姪兒李納德國旅行後返南非時被拒登機，
曾滯留漢堡親友家，現已完成手續重返南非繼續學業。

5. 師母的簽証仍在申訴過程之中，求主開路。
6. 二女敬兒升讀理大碩士課程主修言語治療，功課繁重，

求主加添智慧。
7. 幼女兒敬裔第三度前十字韌帶 (ACL) 全撕裂，需

要第三度進行手術，需要多個月的復康期，求主醫治。
8. 因此師母會留守照顧，記念牧師於 8-13/12 泰北短

宣暨獻堂禮後將要獨自前行返回南非事奉。

泰北事工(盧愛蓮宣教士 )

1. 為簽證事宜祈禱，十二月初會上清萊，但工作簽證
仍在申請中，故暫時可行的辧法是再取學生簽證，但必
須出境再入境，再去美塞邊境辦理簽證，程序都有點複
雜，求神保守一切順利。

2. 為我準備考泰文試祈禱，越近考試就好像越難，求
神給我智慧！

3. 為上清萊的準備祈禱，為執拾行裝及安排運上清萊
祈禱！

差會
1. 為差會十一月 13 日的周年大會禱告
2. 繼續記念 12 月 8-14 日泰北短宣暨獻堂禮的籌

備工作
3. 2016 年的差會行事曆已經製定，求主使用。

恩典浸信會幼兒園事工
7月份結餘  ：$ 40,000.00
8-9 月份收入：$ 15,000.00
8-9 月份支出：$      0.00
9 月份結餘  ：$ 55,000.00

2016 年 差會行事曆 
2/2 祈禱會 ( 差會 ) 3-7/8 國內交流 ( 肇慶 )

12/4 祈禱會 ( 泰北 ) 3-8/8 國內交流 ( 海南島 )

20/4, 27/4, 
4/5, 11/5

泰語及文化
之旅工作坊

10-14/8 國內交流 ( 多祝 )

23/4 泰北異象分享會 11/10 祈禱會 ( 南非 )

14/6 祈禱會
( 記念宣教士 )

13/11 周年大會及祈禱會

27/7-1/8 雲南交流 6-12/12 泰北短宣

31/7 祈禱會
( 國內交流 )

       十二月差會將會在泰北清萊為建成的小禮堂舉行獻堂典禮，八十多位香港教牧及肢體會參與出席，
齊將感恩呈獻給神。這是無比的恩典，在這幾年的籌備、策劃、奉獻及建築工程，服事神的建築物終告
建成，可以事奉當地的居民。差會相信出席的教牧及肢體們，都會歡喜快樂，因為神的作為奇妙無比！
    回想 1953 年宣道浸信會在香港由萬國宣道浸信差會的美國宣教士創辦，開展了美國差會對香港的
宣教工作。今日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開展泰北清萊的宣教工作，盼能傳揚救恩，領人歸主！

一、宣教生涯
   主耶穌宣告的大使命是每一個基督徒都要遵行的，我們未必被呼召成為前線的宣教士；但每一個信
徒參與宣教的後援工作，則是各人的職責。開展泰國宣教工作時，差會一些委員曾前往曼谷與美國萬國
宣道浸信差會的宣教士及泰國萬國宣道浸信差會的負責人商議泰國的宣教工作。他們的支持和鼓勵，幫
助差會確定在泰國的宣教工作。
    郭瑞芝姑娘被神差遣到泰國事奉，她努力學習泰文，在曼谷受訓後，轉往泰北清萊服事。按著差會
的祈求，神為差會預備了萬多平方呎的地方，發展為將來的宣教基地。整個購買費用都是眾教會及肢體
們的奉獻，差會憑信心走上這服事之路！郭姑娘展開兒童工作時，亦有聘用當地神學生及其他人員。
    神接著呼召盧愛蓮姑娘前往泰北工場宣教，她的差派教會全力負擔她的需要。她在曼谷接受泰文裝
備及考試後，亦會與郭姑娘一起在幼兒園中教導小朋友。

    在泰北工場，願神呼召更多的長期宣教士及短期宣教士，前往這信奉佛教為主的國家，傳揚福音！

二、盡忠事主
   差會的委員們，都是部份時間抽空在差會事奉。我們需要肢體們支持我們，善用時間盡忠服待神。
參與宣教工作的決策，一點不容易。前線宣教士會提出很多的要求，委員們要理智地及求問神後才能作
出抉擇。兩地的處境不同，宣教士的要求有時差會委員會審慎考驗，這正好是互相的配合，從仔細考慮
中尋求神的旨意。差會在差派教會和宣教士中間扮演一個審慎的決策者，幫助兩者有效地互相配合。
     探訪宣教士成為重要的一環，差會要關心宣教士，記念及體會宣教士在工場的實際遭遇和需要，
作出具體的幫助。宣教士亦要盡忠事主，因為有些決定，宣教士須要在外地即時處理，不能等候差會的
開會審議。兩方面都是盡忠於神，按主的意思而行。同時，差會和宣教士在合作時，彼此的信任非常重
要。宣教士的性格，互相的細察、接納，會更成功地推動宣教工作。

三、榮耀主名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的建立是為了榮耀主名，差遣宣教士前往外地作美好的見證。這幾年來，教
會信徒正面臨老化的危機，越來越少年青人信主，信徒的年齡漸漸老化。這種趨勢在差傳工作有很大的
影響，若宣教士年老，達至退休的年齡，他會返回原居地。年青的信徒會否走上宣教路呢？教會有積極
的責任，先接觸年青的信徒，將愛人靈魂的心教導他們，盼望神會賜他們愛主、聽主命的心，領未得之
民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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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給他們施洗。凡我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是每一位信徒當盡的責任，可能信徒未必有長期宣教士
的呼召，但有些短期宣教工作，都能服事世上未得之民。差會盼望有短期宣教士 ( 兩個月以上 ) ，前
往泰北清萊宣教基地服事，將更多未得之民領到主前，歸信救主！信徒的一生，不是為自己而活，乃是
事主、榮耀神！
   在世上的日子，越來越多災難，很多未聽聞福音的人離開人世，信徒有沒有愛人靈魂的心呢？活着的日
子，神賜很多機會給我們傳揚福音，你有沒有把握這些機會呢？主啊！求主差我，出去收主的莊稼！



2015 年海南島短宣分享 徐婉碧姊妹

    感謝天父！今年給我有機會參與差會舉辦的「海南島短宣」，這是我信主三十多年以來第一
次以聖樂及超過兩天的短宣。雖然短短六天五夜的行程，卻讓我深深體會到「神愛世人，更愛中
國人」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
    
這次行程共探訪了五所教會，分別是府城堂、洗馬橋堂、加積堂（百年歷史）、加略堂（苗族山區）
和白石溪教會。其中我們以加積堂為聚集點，27 位團員共分成四個小組去探訪不同的家庭，而我
共探訪了七個家庭，當中大部分是老人家，有信心堅固的師範退休老師，也有初信而身體軟弱的
老伯伯老婆婆，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的生命故事，我從他們身上看見上帝如何透過牧者讓他們
得到牧養。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主日到加略堂崇拜，由於路途遙遠，只可以安排十幾位弟兄姊妹前
往。在我們獻詩的時候，由於突然停電，我帶領著詩班只可以清唱，但這反而讓我更看清楚會眾
每張臉，平時當指揮的我，只能以背部對著會眾，而這次卻讓我看到這一群苗族的肢體每一雙渴
慕上帝話語的眼神，同心跟我們一起讚美神，真是十分感動。雖然他們不知道我們唱什麼，但是
大家隨著旋律揮動雙手投入歌頌時，就讓我深深體會上帝愛世人，無論你是什麼人種，你只要打
開心扉，上帝的愛便進入人的內心。正如《讚美之泉》的歌詞寫到：「天父的愛和恩典，把我們
冰冷的心溶解，讓我們獻出每個音符，讓我們張開口，舉起手，向永生之主稱謝，使讚美之泉流入，
每個人的心間。」雖然山區物資短缺，但大家都充滿喜樂，帶著滿足離開。

    總的來說，這次短宣讓我有三方面領悟。首先，「神愛世人，更愛中國人」這句話是千真萬
確的。上帝在很多中國信眾身上施行了很多神跡奇事。其次是讓信主幾十年的我重新反思原來信
耶穌就是這麼簡單，看看內地的肢體他們只是敞開心扉，上帝便會作工。相反，我們在香港每天
工作營營役役，往往把事情看得太複雜了，反而不夠信心交託讓神作工，這是我要好好反思的。
最後就是「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每個牧者平均要關顧的聚會點接近十個，關顧的人數
不少。我們真的要好好為他們禱告，求主興起更多工人牧養他們，不讓其他異端邪術擄走每一顆
單純的心。

   今年八月起，身為南非宣教士的我，兼任起香港萬國宣道浸
信差會 (HK ABWE Mission) 的總幹事一職了。說實在話，我在
南非宣教九年了，並不覺得我是個很好的宣教士；兼任差會
總幹事嘛，又不覺得我很勝任這個角色。我只覺得，在香港
ABWE 家族裡，我事奉主是責無旁貸的。

為何我感到責無旁貸？ 

   這是因為上帝叫我在香港 ABWE 家族裡成長，我對她有著深
厚的感情。1983 年我從台灣唸完大學回港，上帝就預備了在横
頭墈村家裡附近的一個教會給我――光道浸信會 ( 宣道浸信會
分堂，當時在為恩診所裡聚會 )。那是美國 ABWE 宣教士在香
港所建立的教會之一，我就在這裡接受栽培，並成長事奉，遇
上了上帝為我預備的另一半，宣道浸信會所出首位神學生，正
在中國浸信會神學院接受裝備，被派往光道浸信會當堂委的張
錦婷姊妹…既然加入了這個家庭，我就自然地參與事奉：兒童
主日學 ( 當時是唯一的男導師 )，詩班員，詩班指揮 ... 等等，
我感到在這家裡事奉主是責無旁貸的。

   1996 年我蒙上帝的呼召，進入中國浸信會神學院。那是美國
ABWE 宣教士在香港所建立唯一的神學院，我就在這裡接受裝
備，並成長事奉，先後在白田浸信會及葵盛浸信會實習，1988
年更娶了當時仍任梨木樹浸信會的女傳道張錦婷姑娘為妻…既
然加入了這個家庭，我就自然地參與事奉：學生會，校友會，
院董會 ... 等等，我感到在這家裡事奉主是責無旁貸的。

   1990 年我從神學院畢業，跟隨神學院的老師，美國 ABWE
差會在香港的宣教士，柏大衛牧師，連同葵盛浸信會 ( 美國
ABWE 差會宣教士在香港建立的教會之一 ) 的擴堂隊及支援隊，
帶著妻子 ( 她從葵盛浸信會牧職退下，全職照顧女兒敬枝 )…前
往屯門田裕浸信會開荒建立教會，我就在這裡吸收經驗，牧養
教會，連同後來出生的女兒敬兒和敬裔，三個女兒都是在教會
中成長…最後也把我倆的會籍也從光道浸信會轉了入田裕浸信
會，與屯門的弟兄姊妹一同建立這個家庭。既然加入了這個家
庭，我就自然地全情投入事奉，我感到在這家裡事奉主是責無
旁貸的。

    2000 年蒙主引領，雖然離開了田裕浸信會的牧職，但我成為
聯會總幹事，理所當然可以繼續支援田裕浸信會。擔任了聯會
總幹事，我到各教會分享多年來聯會領袖的夢――成立差會的
夢，鼓勵各教會興起成為差傳教會，並挑戰大家齊心努力建立
差會，差派宣教士，到普世禾田收主的莊稼。

   適逢曾任第一屆聯會主席的楊步雲牧師於同年上任成為美國
ABWE 差會的國際華人事工主任 ( 後稱總監 )，我們就展開了緊
密的溝通。隨即被邀往美國 ABWE 差會訪問，在那裡，我首次
聽到我是在 “ABWE 家族” 裡頭，原來香港 ABWE 教會肢體，
有許許多多的名字，因著美國 ABWE 宣教士的緣故，早就在美
國 ABWE 家族的禱告名單之內了！既然上帝把我放入了這個家
庭，我就自然地參與事奉，並把香港 ABWE 家族的觀念帶到香
港，甚至 2004 年更陪同一眾聯會差委牧者前往學習，現任的香
港 ABWE 差會主席楊偉明牧師當時也在同行之列。我們同心致
力促進香港 ABWE 教會與美國 ABWE 差會的關係，並齊心建
立香港 ABWE 的聯合差派中心 (2005 年成立 )，我感到在這家
族裡事奉主是責無旁貸的。

   2006 年蒙主引領，我接受香港 ABWE 的聯合差派中心 ( 後自
立成為香港 ABWE 差會 ) 差出成為南非宣教士，在德班與美
國 ABWE 差會在德班建立教會所組成的南非浸信聯會 ( 簡稱
FBCSA) 作夥伴關係，藉著他們的協助建立香港 ABWE 差會第
一間海外的華人教會―― 平安華人基督教會 ( 簡稱 PCCC)，並

帶領 PCCC 加入成為 FBCSA 的一員。既然加人了這個家庭，
我就自然地全情投入事奉，我感到在這家裡事奉主是責無旁貸
的。

為何我不繼續全職在南非宣教？

   許多弟兄姊妹心裡都可能有這疑問，" 鍾牧師為何不繼續全
職在南非宣教？ " 在南非工場的事奉，會眾流動性很大，嚴重
缺乏中層領袖，事事得親力親為；況且南非社會治安問題嚴重，
行事出入都要十分謹慎，精神壓力都比較大，身、心、靈方面
的付出都經常超越我的負荷；但既然加人了這個家庭，我就自
然地全情投入事奉，我感到在這家裡事奉主是責無旁貸的。

   2013 年我按照香港 ABWE 差會 55 歲退休 ( 退出工場 ) 的指引，
並考慮自己的狀況後接受了 2015 年 8 月退休的安排，眼巴巴的
看著將要離棄事奉九年的南非工場，也一直擔心著差會即將失
去第一個工場。但感謝主，經過多番禱告、等候及商議，差會
與我達成共識，讓我今年 (2015 年 ) 8 月起仍然可以有限度的擔
任南非宣教士，並兼任差會的總幹事。我知道我並非很好的宣
教士，也知道我並非很好的差會總幹事人選，但既然加人了這
個家庭，我就自然地全情投入事奉，我感到在這家裡事奉主是
責無旁貸的。

   其實我不是不想繼續，而是想要更新，轉換一下自己的角色。
再者，除了長期透支以外，在九年的事奉中讓我發現，香港
ABWE 教會仍未被喚醒，以為差派金錢支援就夠了，自始至今
前來支援的肢體少之又少，只有九人！！！ 香港與南非之間確
實有許多文化差異，單靠沒有在南非長期生活過的人轉達，溝
通上有許多誤解難以澄清，兩地溝通有許多需要改善的空間。
若我繼續如此透支的事奉下去，終久不但不能使南非工場得以
延續，反而更容易夭折，我非常不願看見這個光景出現，不願
看見香港 ABWE 差會失去第一個艱苦經營的工場。既然加人了
這個家庭，我就自然地全情投入事奉，我感到在這家裡事奉主
是責無旁貸的。

為何我要兼任差會總幹事？ 

   那麼，" 鍾牧師為何要當起差會總幹事來？ " 因為當差會總幹
事才可以名正言順地繼續支援南非的工場 ､ 才可以在香港物色
合適的南非宣教士接棒人 ､ 才可延續香港 ABWE 差會的南非工
場。然而，在物色到新宣教士之先，我不能全然從工場撤離，
否則就難以保持與 FBCSA 並 PCCC 的關係。因為全時間當總幹
事就意味著放棄對 PCCC 肢體的牧養 ､ 放棄對未來南非宣教士
接棒人的栽培 ､ 放棄未來的南非工場。

   考慮到南非工場和差會的需要不同，但目前的經費來源全來
自南非宣教基金，所以，差會與我都認為七個月在南非工場，
五個月在香港 ABWE 差會事奉是目前最合情理的安排了。既然
加人了這個家庭，我就自然地全情投入事奉：1-7 月繼續支援
南非工場、協助 PCCC 走向自立， 8-12 月又帶領國內外短宣隊，
支援泰北清萊恩典浸信會獻堂及發展，開拓新的宣教工場 ... 等
等，我感到在這家裡事奉主是責無旁貸的。

   弟兄姊妹，你在自己教會多久了？ 你在香港 ABWE 家族多久
了？ 你有否以這個為家？ 你有否感到在這個家裡事奉是責無
旁貸的呢？ 你若以香港 ABWE 家族為你的家，盼望你積極的
參與你教會的事奉，積極的參與聯會的聚會與活動，積極地參
與 ABWE Ltd. 的社會服務和賣旗籌款等活動，鼓勵蒙召全時間
事奉者進入中國浸信會神學院接受裝備，鼓勵蒙召宣教者申請
成為香港 ABWE 差會的宣教士，而且感到在這個家裡事奉是責
無旁貸的！

責無旁貸 差會總幹事 鍾少溪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