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11年 7月

21

新的進程 楊偉明牧師

	 「差會」成立以來面對很多的探討和摸索的時間，各執委們在禱告和等候中，感恩地看見 神的恩手拖
帶前面的路！第一方面，在泰北的宣教工作，我們購地後將會實際地全力發展泰北的宣教基址，建立未來的
發展工作；第二方面，暑期的國內交流，參加的肢體們一年比一年多，牧者們更協助不同地點的服事；第三
方面，舉辦南非短期宣教是「差會」幾年來祈求的事， 神應允了我們的禱告，差遣李潔珍姑娘前往南非德班，
成為「先鋒」，鼓動以後的短期宣教工作。這三方面的進程叫「差會」無比的歡欣，除了感謝主的恩典外，
更求 神繼續賜與智慧和異象，叫我們靠衪的能力，盡忠完成衪的託付！

一 . 泰北宣教的發展
 上一期「差會之聲」提到泰北宣教的發展計劃，現正按著計劃一步一步的進行中。「差會」所購買的
土地距離市中心約十二公里，沿途的馬路都是瀝青路，來往市中心只需要十多分鐘。這塊土地的面積有一萬
六千平方米，是一個有水、電、和正式地契的地方。這地方正好是「差會」未來的宣教基地，透過開辦學生
中心 ( 學生可以留宿 ) 和補習社 ( 教導中文、英文及樂器等 ) ，接觸學生們，幫助他們能聽聞福音，認識真 神！
時機成熟時，我們將會建立「華人教會」，並盼望有更多宣教士，長期宣教及短期宣教，參與其中。
 購買土地 ( 需要約 450,000 港元 ) 和建造樓房及裝修 ( 需要約 100,000 港元 ) ，這些費用「差會」憑
信心等候 神感動教會或個別肢體的奉獻，求 神賜與足用的金錢支持未來泰北宣教的發展。

二 . 國內交流的前瞻
 本年有 133 位肢體參加「國內交流」，分別前往惠東：83( 大岭：37，黃埠：32，多祝：14) ；肇慶：
40( 新橋：18，封開：22) ；雲南 - 昆明：10。很多教會的牧者願意分擔帶領工作，照顧各有關地區的服事，
使「差會」能推動更多的「內地交流」工作，願將所結的果子歸與 神，榮耀衪的名！
 參加「內地交流」的肢體們，很多是年青人，他們能關心國內信徒的需要；傳福音給當地的居民，這
些身體力行的信仰體驗，料必加添他們將來宣教服事的心志，願 神建立他們！

三 . 南非短宣的先鋒
 感謝 神差遣李秀珍姑娘前往南非德班，協助鍾少溪牧師推動教會及福音事工，這次短期宣教的服事，
更突破了「差會」多年的安排，南非的短期宣教工作得以建立。其實參與南非短期宣教絕不容易，所需要的
旅費，到步後的安全，傳揚福音的難處，總構成願意參與者的攔阻。感謝 神！李姑娘成為先鋒，她衝破了攔
阻，現已開展了短期宣教的服事。
 現將李姑娘的抵達南非德班的經歷與大家分享，盼互相關顧及禱告：『經過 22 小時，由香港到南非
德班，期待與宣教士見面。可惜，在入境檢查中，我的入境簽證被認定是假的，因閱讀器不能讀出我的資料，
即時被扣留在入境區 19 小時，要等第二天的飛機返杜拜回香港。我得悉後被嚇呆了，只能無奈地打電話給
宣教士告知我的情況。宣教士及香港差會不斷幫我聯絡南非有關部門和南非駐香港領使館，向她們求助，最
後證明了我的入境簽證是真的，我終於可以進入南非展開八星期的短期宣教體驗。』李姑娘最終可以開展她
的服事使我們非常感恩， 神的恩手沒有離開服事衪的僕人和使女，求 神繼續保守李姑娘，賜她能力去面對
德班的服事。自己三年前探訪鍾牧師一家，很瞭解那裏的宣教工作絕不容易，盼望大家同心為鍾牧師和李姑
娘禱告，讓這八個星期可以「傳揚福音、領人歸主」！
 李姑娘的見證更激勵我們，孤身一人前往南非絕不容易，但 神不會讓我們孤單，衪的同在及施與的恩
典是足用有餘的！但願更多肢體踏上南非德班短期宣教的路，為 神作工！

 「差會」的前路充滿著挑戰，但確信 神的同行帶領，必能賜福給「差會」，在不同地方，向萬民傳揚
福音，收主莊稼！



	
	 在五十年代美國 ABWE 差會宣教士因

著中國政局不穩定，大部份宣教士撤離中國，
遷移到香港或其他地區開展宣教工作。事至今
日，當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後，福音之門隨之放
寬了很多，不少香港教會紛紛進入內地，藉著
醫療、扶貧、救災、重建教堂等方式把耶穌基
督的愛四處傳揚，甚至有傳道人及信徒以自由
人身份進入國內，參與國內培訓及造就信徒之
事奉，同時，也有不少短宣隊均以不同形式進
入國內，協助三自教會或家庭教會在聖樂、聖
經真理教導及生活所需提供了有限度的支援及
彼此互相交流、互相鼓勵切磋之功效。

 本差會在過去三年都舉辦國內交流團，
起初是以肇慶地區作為第一個交流據點，前往
到不同地點，如端州堂 , 新橋堂 , 四會堂 , 廣
寧堂，封開堂等等。其後再增加了惠東地區作
為第二個交流據點，如大岭堂，多祝堂，黃埠
堂等，去年差會再嘗試發展雲南區，期望神繼
續帶領我們向國內廣大禾場邁進。這幾年間，
我們主要是聯繫三自教會，藉著音樂、真理學
習及事奉技巧等多方面造就信徒。在未來的日
子，我們期望能動員更多堂會肢體參與其中，
甚至盼望堂會能尋到認領群體作長久支援交流
的對象。以循序漸進方式開展更多不同地區的

禾場，把國內的需要展現於各堂會。

國內交流	-	回顧篇
歐醒雄牧師

2008	國內交流大岭隊

2010	國內交流多祝隊

2007	神州交流封開隊



格

感恩與代禱﹕
1. 感謝神，使我在香港時買到這塊地，讓我可以於香港請教不同專業人士，我亦會

到工聯會報讀有關裝修的課程，求主加給智慧。
2. 感謝神，興起工程人士及短期宣教士來協助，求主賜我們同心事奉。
3. 求主賜我智慧來聘請泰國同工和承建商。
4. 求主賜我身心靈健壯，在整個工程中，見證神，祝福人。
5. 現階段需要寫標書以及各項守則，求主賜我各方人士協助。
6. 差會於七月起成立「泰北建堂基金」，以支付購地及建築所需。

於今年年尾前，基金急需港幤 72萬元以應付買地及前期工程，
求主感動弟兄姊妹能給予更多支持。

7. 請為九月簽訂正式買賣合約祈禱，求主保守整個簽約過程能夠順利。

泰北清萊府購地

有電

有馬路
有水

有鄰居

位於博顯村及朗懷村之間
兩村合約 700 戶

附近未有一間教會

由買地至建堂所需﹕
初部預算為 400 萬港元

先到田土廳查契

簽署臨時買賣合約 臨時買賣完成！感謝神！！

郭瑞芝宣教士

有 100 多棵龍眼樹

面積有 16,000 平方米



懇請代禱及奉獻支持！
如奉獻支持差會事工發展或支持宣教士，

支票抬頭「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BWE	Mission	Limited"	或
將奉獻存入中國銀行戶口#012-589-0-0017737，將存根傳真至2786	4786

或寄往"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0834號"本會收。

收入
 教會奉獻      30,356.00
 個人奉獻        4,300.00
 宣教士行政費      18,068.21
 差會祈禱會                     190.00
 國內交流體驗         138,600.00
 李潔珍南非實習       40,800.00
 雜項加利息                         2.72
 共	 														232,316.93

支出
 薪酬及福利               22,579.20
 事工及行政費         2,540.60
 租金         7,300.00
 李潔珍南非實習       27,000.00
 共	 																59,419.80

5-6 月盈餘﹕     172,897.13

累積結存﹕ 440,404.73

差會

收入
 教會奉獻                 105,292.08     
 個人奉獻                   24,400.00
 銀行利息           154.47
共	 														129,846.55

支出
 薪酬及福利                 4,000.00
 宣教士行政費       12,969.21
 什項支出      60,377.00
                                                        
共	 																77,346.21

5-6 月盈餘﹕       52,500.34

累積結存﹕ 765,492.96

南非事工

收入
 教會奉獻     46,340.00     
 個人奉獻                     4,650.00
 銀行利息                             7.74 	
共	 																50,997.74

支出
 薪酬及福利               38,000.00
 宣教士行政費         5,099.00
 什項支出                   18,357.00
 泰北購地                   57,894.11
 共	 														119,350.11

5-6 月赤字﹕    (68,352.37)

累積結存﹕ 278,665.70

泰北事工

收入
 教會奉獻               0.00     
 個人奉獻                     1,000.00  
                                                        
共																												1,000.00

支出
 大學費用                            0.00
 大學報名費                0.00                
                                      
                                                      

共	 																										0.00

5-6 月盈餘﹕         1,000.00

累積結存﹕ 56,920.00

子女教育基金

財政報告	(2011年5月-	2011年6	月)

感恩與代禱

李潔珍	-	南非
1.  請記念我在港年老同住的母親 (72 歲 ) 需要獨自生活，由於她

去年初患上柏金遜症，影響行動，求主保守看額。
2.  為我在南非的生活適應和事奉得力代禱，保守我常在主裡身心

靈得以健壯。我的語言能力需要不斷提升，未來事奉安排逢週
四晚教 OIA 研經法，還有 2 次崇拜講道及 2 次崇拜主席和探
訪弟兄姊妹要講普通話，希望能有效地教導和溝通，另一方面，
與青少年接觸、探訪西教士及外出活動要講英語。

差會
1.  感謝神帶領差會在泰北的事工發

展，讓新購入之地成為泰北福音
及東南亞區的宣教之基地。

2. 為八月舉行之國內交流之參加者
禱告，求主保守他們在籌備的過
程中經歷神。

3. 為差會計劃探討越南事工的開展
工作，求主賜下智慧。

郭瑞芝	-	泰北
1.  感謝主，神為我預備同工。九月

份有盧愛蓮姑娘與我一同出發，
她會留在清萊三個月。跟著是朱
佩儀姊妹，她會在十二月出發，
在清萊短宣兩年。

2.  八月份要回曼谷辦簽證，以及申
請工作證，求主賜順利。

3.  九月份回清萊簽大契，求主賜下
金錢以及各方面的安排都順暢。

鍾少溪一家 -	南非
1.  為敬枝能返德班與我們團聚並為敬兒學習過獨立生活感恩 !
2.  為少溪四月初趕及印出《盼望故事》及《快樂之路》供查經班

開班之用感恩 !
3.  為自六月十二日全面改為晚堂後帶來的增長及生氣感恩 ! 但由

於一切聚會均在家中舉行 , 教會尚在適應這些改動 , 請為各人
的適應代禱 !

4.  為八月五至七日的讀經營暨浸禮 ( 共三位肢體 ) 的籌備代禱 !
5.  為差會短期宣教士李潔珍姑娘已於六月廿九日順利來德班與我

們一起事奉感恩 , 求主賜平安順利。
6.  為 David 太太獲得簽証由從前的三個月減至一個月 , 使得兩人

聚少離多 , 求主為 Sandra 預備可以長期陪伴丈夫的簽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