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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偉明牧師內地交流的體驗

	 今年參加「內地交流」的肢體們有 136 人，比以往的參加者更多，充份表現不少肢體們對內地
教會事工的關切及投入。「差會」的執委會於八月開會時議決成立一小組商議未來內地事工的發展。
執委們都同意內地的服事開闊了很多信徒的眼界、加添他們服事的心志及促進了他們對內地教會的認
識。所以未來在內地的服事，成為「差會」的工作重點之一。

	 其實不少教會在這幾年已經和曾接觸及服事的教會建立關係，並提供跟進的服事。「差會」對
此發展是熱烈支持的，如教會需要「差會」提供幫助，我們必然參與。

一 .	 培育宣教心志
	 這幾年自己從觀察所得的現象，有些參加者是第一次參與，而有些卻是參加了多次。即是說，
「內地交流」成為一些肢體每年都參與的宣教活動。累積的體會可以促進我們對不同地方的人福音的
需要，更明白內地教會的屬靈生命牧養上，需要我們提供協助的地方。

	 「內地交流」漸漸成為培育宣教心志的途徑，聖靈的引導可以幫助參加者關注失喪靈魂的迫切
需要，遵從大使命前往	神差派的地方，成為宣教士。另一方面，「內地交流」的體會，肢體們開展
愛心的關顧，探訪中學習關心、支持、愛鄰舍的功課。這種培育的機會，建立了未來帶職宣教的裝備，
可能神藉此安排將來的「宣教」機會。

二 .	 協助內地教會
	 每次各教會前往協助內地教會時，都從當地的教會領袖瞭解他們的需要。因為我們各教會服事
的地方不同，可能不是全部都是一樣，但基本上一些培訓工作是需要的。自己與內地一間教會的牧者
交流，難得短短時間內大家可以坦誠分享。他期望我們可以提供協助：培訓工作 (兒童主日學、聖樂、
司琴、讀經等 )；增添屬靈書籍；神學訓練；彼此支持代禱。從交談，我明白僅有一位受過神學訓練
的傳道人牧養過千人的教會絕不容易，他的委身，擔如此沉重的壓力實在使人欽佩，這正是我們不
能只是暑期才探訪一次的原因。所以我盼望在未來的日子，組織有系統的協助方法，各教會提供合宜
的人手，或邀請神學院的老師，提供協助，務求彼此相助，建立	神家。

三 .	 發展肢體潛能
	 每年的「內地交流」，參加者體會不少未有先前預備，而需要短時間內立即預備的服事。有些
肢體開始明白依靠	神的重要性，祈禱仰望後，便面對挑戰。事後的分享，他們表示從服事中更深入
地體會	神大能的手幫助他們，並且發現了自己的潛能。這是難以忘懷的經歷，亦可以加強自信心面
對將來的挑戰。「內地交流」更促進了彼此合作，各按各職，同心服事！

	 「差會」每年都安排一次參加者交流會，同時與各參加的教會教牧同工舉行分享會，收集意見，
盼望能夠集思廣益，推動和改善未來的「內地交流」。同工們在前線的體會，必能成為「差會」的幫助。

				「內地交流」是信徒們與內地教會及未相信主耶穌的同胞建立關係的起步點，盼望參加者的體會可
以開啓及延續大家的「宣教心」！



國內交流 - 分享篇

封開組	-	姜德浩

	 這次短宣對我來說是十分有意義的，讓我更了
解當地的信仰和基督教的情況和他們信心堅固的程
度。他們認識	神及決志相信主也只是求	神幫助他們
在屬世的困難，完全沒有接受	神的救贖的想法。我
對他們這樣的想法特別有感觸。
	
	 令我最深刻的是當我們去探訪時，我發現大部
分的被探訪者都是不清楚福音的意義和為何要信主，
主耶穌怎救贖我們，他們甚麼也不清楚。甚至連當地
教會的義工也不是相當明白，這樣的話有可能將探訪
的用意本末倒置。

	 另外，我們佐敦堂負責的佈道會令我最有滿足
感。其間我和三少 (Marco) 幫助一位決志的先生堅固他的心，當日好像被聖靈充滿般，有勇氣去講述		
神的愛和恩典。當我看我們做得挺成功時，心中的快樂也真的說不出口。

	 去完短宣最大的改變就是學會凡事都感謝	神，以前的我只有在	神賜合我心意的恩典時我才感
謝祂。但當我看到在國內弟兄姊妹的靈命不太好後，現我感到	神在我身上最大的恩典就是讓我從小便
認識	神，好讓我有機會事奉	神。

大岭組 -	謝思樂

	 這是我信主以來第一次參加的短宣體驗，親身到一所內地教會服侍。由於有很多未知之數，所
以出發前我的心情都很緊張！不過想起可以跟我的十一位弟兄姊妹在一個不熟悉的環境中一起配搭事
奉，心情亦很興奮﹗

	 在五天的旅程中我感受到惠東的弟兄姊妹對信仰的追求，每一次的聚會他們都會盡量抽空出席
而且認真聆聽﹗行程中我們會到不同的家庭探訪，真的很享受跟他們一起分享、祈禱的時間﹗可能在
香港大家都太忙，就是缺少了這麼單純真誠的分享，這亦令我對同行的弟兄姊妹有更深入的了解﹗

	 今次本教會主要負責詩班陪訓的部份，要詩班在三個小時內學習一首從未接觸過的新歌，而且
要配合技巧，真的不容易。記得主日早上八時多當我們回到教會一開門就已經看見詩班員圍圈在無鋼
琴伴奏之下練習，你們所付出的努力及堅持真的令我很感動﹗我覺得很榮幸可以跟你們一起獻詩﹗

	 在惠東發生的事，遇見的人我都會把他們記掛在心中，因為他們給予我不同的激勵及提醒。這
次體驗亦為我往後的短宣安排打下了一個好好的基礎﹗

	 最後真的衷心多謝差會及惠東教會的弟兄姊妹對這次短宣的所有安排﹗



黃埠組 -	陳秋嬋

神是光

	 這是第一次去短宣，有些片段是
較深刻的。

	 短宣五天的行程中，早上和下午
進行家庭探訪，晚上主要負責兒童主日
學 (小班 ) 的服侍，所以接觸兒童的機會
較多，體會亦較深刻。住在黃埠教會附
近的兒童到了晚上就參加兒童主日學，
出席時間不穩定。第一天只有三四個小
朋友，而到了第五天卻增長至十個小朋
友。而且他們對於聖經知識了解不多，
大多是憑着單純的心或被父母安排回到
教會的。	但是他們很順服和乖巧，並且
很聰明。由於導師和資源的缺乏，住在
遠離黃埠教會的村落裡的兒童不能回到
教會，只有透過每個星期六或日會聚集在一個家庭內，然後進行兒童主日學。探訪期間，我們也和
這些家庭的小朋友聊天和傳講福音。“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
箴言 3:27，與當地的小朋友相處後，我發現不單單更珍惜現在所擁有的，更要謙卑地做每一件事。

	 起初，這些村落是禁止傳福音的，但是經過傳導人的一番爭取後，才被接納。縱然被逼迫，
仍相信黃埠是被祝福的。”因為在	祢那裡，有生命的源頭。在	祢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詩篇
36:9，	相信主	的愛會一直覆蓋黃埠教會，成為黃埠的燈台，引領下一代扎根於教會。

雲南組 -	關大男

「福音是神的大能」

	 傳福音、作見證是我們內地短宣體驗並不陌生的事奉，但這次卻是與以往的不同。以前當地
傳道通常會帶領隊員，往信主肢體的家中探訪和關懷，這次卻是真正的有機會接觸許多未信者，我
們都抓緊傳道的機會。不是我們的口才了得、不是福音工具的能力，乃是聖靈在未信者心中動工。
在人看來是不能，在	神那裡卻凡事都能！例如有一次探訪一個家庭，妻子與我們談話甚歡，丈夫正
在田間工作。當我們邀請他一同談話時，他一邊抽煙，也顯露為難的樣子，個人對他的印象不甚好
感，因其手上有紋身，特別是那個「恨」字，心靈必定有很多不滿。但當我們講述福音時，他卻很
用心的聆聽，並夫婦二人願意接受主耶穌成為他們的個人救主！

	 另一例子是在田間佈道，有一農民正在田裡忙碌地工作，隊員便自覺分工幫忙：當地男傳道
負責鋤地，其他隊員便把樹苗移植在培植土壤裡。這時那位農民便可安心聆聽我們講解福音內容，
神就在他心裡動工，他也接受了主。有些福音對象信主後承諾在星期日返教會參與崇拜，在個人意
為這只是敷衍了事，信口開河而已，在人的小信，在	神卻是信實。一些剛信主的肢體果然守信在聚
會中出現，那時心中實在讚美	神的作為！另有些不一樣的體驗是這次較為獨特的：隊員在崇拜過程
中需要躲藏，避免一些事情的攪擾、全程都是乘坐長途公車，轉轉折折的路程頗有新鮮感、農村住
宿的新經歷（特別是衛生間，我們將它處理得異常衛生）、……。每次內地短宣都會有新的經歷，
這是	神奇妙的作為，是出人意外的	神！
	
願將一切榮顯歸於	神！

尚有更多隊員的分享已上載網站，歡迎登入本會網址閱覧﹕ http://www.abwem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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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8.00
 個人奉獻           800.00
 宣教士行政費      17,960.12
 國內交流體驗           38,900.00
 共	 																72,198.12

支出
 薪酬及福利               22,579.20
 事工及行政費         7,692.35
 租金         7,300.00
 前贈經捐款
轉至泰北建堂            44,162.00
 國內交流開支         171,852.50
 共	 														253,586.05

赤字﹕   (181,387.93)
累積結存﹕ 259,016.80

差會

收入					 教會奉獻                           62,011.22     
               個人奉獻                           70,500.00                           
																																										共		132,511.22
支出      薪酬及福利              45,139.00
               行政費                        13,251.12
               什項支出                     68,823.00                                                  
																											 										共		127,213.12				

盈餘﹕ 5,298.10        
累積結存﹕ 765,492.96    

收入					 教會奉獻                           45,590.00     
               個人奉獻                             1,500.00     
               泰北建堂 ( 轉至 )             57,894.11                           
          																																共		104,984.11
支出      薪酬及福利                38,000.00
               行政費                  4,709.00
               轉至泰北建堂                 1,650.00
               什項支出                          9,653.00                                                  
		 																											共				52,362.00

盈餘﹕ 52,622.11      					
累積結存﹕ 329,637.81 

財政報告	
2011 年 7月
至 2011 年 8	月

南非事工

泰北事工

收入					 教會奉獻                                     0.00     
               個人奉獻                                     0.00                           
																																																						共		0.00
支出      學費            10,000.00     
																											 										共				10,000.00				

赤字﹕ (10,000.00)        
累積結存﹕ 46,920.00    

收入					 教會奉獻                        126,066.50     
               個人奉獻                        131,200.00     
               其他                                   45,812.00                           
          																																共		303,078.50
支出      什項支出                         61,480.11                                                  
		 																											共				61,480.11

盈餘﹕ 257,266.50      					
累積結存﹕ 241,598.39 

子女教育基金

泰北建堂基金

感恩與代禱
差會
1.  感恩八月舉行之國內交流順利完成，當中有不少決志的同胞，求主保守他們在主愛中成長。
2. 為籌備中的泰北探訪團祈禱，求主預備合適的隊員，預備他們的身心靈。

郭瑞芝	-	泰北
1.  原訂於 9 月 21 日簽大契的，但業主未能如期

完成分契的手續，現在只有靜心等候，求主
保守買地的事宜順利進行。

2.  感謝主，回清萊後已約見了第一位工程師，
他的名聲很好，亦很熱心。另外，亦會於 9
月 24 日及 25 日約見另外兩位工程師，一位
是ＭＭＭ的宣教士。另一位是華僑真理堂的
弟兄，還有一位在聯絡中。幾位在約見中的
工程師，都居住在清萊，對日後的設計、建
築和跟進都較為方便。

3.  求主賜下所需要的金錢，叫建堂的事工順利
開展。

鍾少溪一家 -	南非
1. 為李潔珍姑娘在德班留下佳美腳蹤感恩！
2. 為轉為晚堂後的增長感恩，並為持續的發展代

禱！
3. 為查經班十月新課程的預備及出席代禱。
4. 為 Ishlers 一家的適應及彼此的配搭代禱。
5. 為六月廿六日三周年慶祝活動的安排順利感

恩！
6. 為八月五至七日的讀經營暨浸禮的順利感恩！
7. 為敬枝來訪兩個月，敬兒入讀中大及敬裔開始做

司琴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