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會之聲  
 

新的里程 
 
 

謝主! 神聽了禱告，由今年初開始，差

委會加入了新委員，全體人數由原本六

人增至八人。 

 

新加入的委員，分別是石蔭宣道浸信會的陳

茂偉弟兄，以及深恩浸信會的何惠娟傳道。

期望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可以為差會帶來

新氣象。 

 

另外，差會亦進行了改組。來自石蔭宣道浸

信會的楊偉明牧師已擔任主席多年，今年起

退任委員，而主席則由吳淑華傳道擔任，副

主席由石蔭宣道浸信會的鄧振成傳道擔任。

司庫仍然由傳恩浸信會的黃鳯清傳道擔任，

秘書則由宣道浸信會的唐永紅姊妹擔任。至

於鄧懿君姊妹則繼續擔任委員。 

 

新任主席吳淑華傳道表示：「在疫情及移民潮

中，教會聚會人數及奉獻普遍下降，眼見普

世宣教使命仍未完成，差會需要承擔推動及

差派宣教士的角色，在未得之民中為主作

工，縱然面對不穩定的前景，我們要憑信心

靠主前行。」 

 

由於本港持續受疫情影響，差委會的會議在

網上舉行。在今年三月初的第一次會議上，

差委會特別邀請四個宣教單位在會議開始

前，與各委員分享近況及祈禱。 

 

為了配合差會的發展，差委建議修改會章，

在會章中有關差會的工作範圍部分，加上學

校及社區服務，令差會的工作範圍得以擴闊。 

 
(第一行左起)海倫宣教士、郭瑞芝宣教士、吳淑華傳
道、鍾少溪宣教士伉儷、差會總幹事關大男牧師 
(第二行左起)黃鳯清傳道、楊偉明牧師、鄧懿君姊妹、
盧愛蓮宣教士、鄧振成傳道 
(第三行左起)陳茂偉弟兄、林瑞盛夫婦、何惠娟傳道、
差傳主任賴茵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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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闖烽煙，福音傳港湛 (一) 

誰肯禾場千里行 (上)          王培基牧師 

 

引言: 
白得勝 (Victor Barnett) 牧師夫婦是萬國宣道浸信會在中

國宣教的先鋒，1951年來港事奉。白師母的中文名字是徐美德 
(Margaret Church)，筆者按照她的剛強與優雅，和她的英文名是
瑪嘉烈和丈夫姓白，尊稱她為白馬。白馬於 1924年至 1959年在
中國宣教。她在烽煙中先後在廣西、雷州、湛江、香港宣教。 
 

白馬來中國時，正值美國走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1918

年)，教會的宣教從熱烈轉為冷淡。從 1919年至 1922年，美國教

會差派額外多的宣教士。例如：美北浸信會聯會於 1918年打算在

1919年至 1924年增加在中國的宣教士人數三分之二。而他們也在

1919年至 1921年每年平均派遣八十一名新傳教士。 

 

在前線年青入為國家、為理想入伍，擺上生命；在後方，很

多人奉獻金錢支持軍隊和歐洲的慈善團體。戰後，他們把這份為

和平、為公義的熱情投放於為天國、為拯救靈魂。為國家賣命都

可以，為何不可以為天國賣命？ 

 
1919 年白馬 (前排最左) 與來自同一教會的十一位弟兄姊妹蒙召宣教，其中四位一同來
中國宣教，其餘的則前往不同國家。(攝於約 1920)     

 

當筆者宏觀地提出某些推動宣教的社會因素，並不是輕看聖靈的

工作，上主獨特的呼召。在屬靈的角度，上主的呼召一定超越人

間的因素，上主也會使用人世間種種的處境塑造祂的工人。 

 

    戰後頭幾年，美國教會熱

情回應天國大使命。幾年後，

美國人開始為戰爭付出感到失

望，大戰的完結並沒有帶來真

正的和平，昔日為理想而戰成

為泡影。而不少信徒也對福音

的大能失望。歐洲國家都是基

督教國家，為何在基督名下的

國家出現災難性的戰火，福音

還值得傳開嗎？加上偏離福音

信仰，看重社會服務過於靈魂

救贖的思潮開始流行。美國教

會的宣教急轉直下。例如：北

美浸信會聯會，從 1923年至

1924年派只能夠差派二十七名

新的傳教士。 

 

    感謝上主保守，仍然有不

少弟兄姊妹看得到大戰反映的

不是我們所傳的福音有問題，

而是我們這群蒙恩的罪人要回

到上主跟前，認罪悔改。他們

見到戰爭揭示罪的可怕，想到

那些從未聽聞福音的人，被罪

綑綁，他們比任何時候更需要

福音。白馬就屬於他們的一份

子。 

 
 

 
參考資料：賴德烈 (Kenneth S. 

Latourette)，雷立柏等譯，雷立柏等

校、注：《基督教在華傳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道風譯叢 15  (香港：道風書

社，2009)，579、6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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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泰北事工籌款活動 
 

2022 年疫情持續，但泰北事工在神的帶領
仍然不斷發展，為了泰北事工籌款，差會

在七月底舉行一連串籌款活動，包括步行籌款、
齊跳讚美操及健行一萬步。感謝主！各項活動均
順利舉行，合共有超過一百名肢體躍踴參與，籌
款合共 47萬港元。 
 
步行籌款在 7月 30日舉行，逢泰北宣教士郭瑞

芝姑娘回港休假，她也參與其中。一如以往，差

委和郭姑娘圍繞迪士尼迪欣湖步行一周。當日也

有來自學基浸信會、和樂浸信會、駿發花園浸信

會等教會的肢體，分成小組步行；另外寶林浸信

會則自行組隊及自選地點步行籌款。 

郭姑娘和差委帶領弟兄姊妹跳讚美操 

 

步行籌款翌日，差會首次舉辦齊跳讚美操活動。

活動在石蔭宣道浸信會舉行，當日邀請了該堂會

梁思慧姊妹帶領大家跳讚美操，而本會主席吳淑

華姑娘及郭瑞芝姑娘也有參與；活動吸引了石蔭

宣道浸信會、長康浸信會、學基浸信會等教會合

共 50位肢體參與，各人都樂在其中，投入跳讚

美操讚美神。此外，為了方便肢體靈活參與籌

款，差會鼓勵肢體可以進行日行一萬步的挑戰，

藉此向弟兄姊妹進行籌款，支持泰北事工。 

 

 

我們相信藉著辦學能培育生命、領人歸主、祝福

社群。截至 9月 5日學校和幼兒園的學生合共有

七十一個了，感謝主！不過，開辦學校是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的工程，現在學校每月的支出大約

是十萬港元，面對經濟的擔子，我們憑信心仰望

主的供應，同時，盼望你們繼續以金錢奉獻來支

援我們，以致泰北事工可以持續發展。 

 

 
  

 
（上及下)郭姑娘(紫衣)和本會主席吳姑娘(白衣)和

肢體一同環繞迪欣湖步行。 

 

 
林瑞盛夫婦也和恩典浸信會學校校長蘇友華(中)及眾

教職員在泰北步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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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同行 
自差會決定在泰北工場興建學校以來，由興建校舍、配套設施、添置器材到招聘人才，五多年來一直

仰賴神的供應和弟兄姊妹的支持。為了鼓勵肢體作大額奉獻，我們特別設立認獻計劃，凡奉獻十萬元

者名字可記錄在課室門前，奉獻一萬元可記名在感恩牆上；肢體對該計劃反應不俗，差會特別訪問了

其中兩位肢體，以了解他們作出大額奉獻的原因。 

 

楊艷冰姊妹以她的母親名義作出十萬港元的奉獻，原來支持學校是其母生

前的心願，而學校某一課室以楊姊妹的母親陳麗勤命名。楊姊妹又希望學

校能幫助更多小孩，感謝學校全體人員同心合力為主作工。 

 

吳順興姊妹曾奉獻十萬港元，她表示透過郭姑娘了解到在疫情下，有不少

小朋友的父母都分開了，原因是分隔兩地，又或者是經濟壓力；另外，也

有一個學生的母親因交通意外而死亡。她作為單親家長明白這些小孩的痛

苦，因此希望透過奉獻幫助他們。吳姊妹希望宣教能將福音傳揚，也希望

恩典浸信會學校成為對當地小朋友的祝福，在小朋友心中播下福音種子。 

 

 

 

 

 

 

 

 

 

 

 

 

 

2022年 7-8月差會收支財政報告 

6月底結餘 

(港幣) 

收入 

(港幣) 

支出 

(港幣) 

8月底結餘 

(港幣) 

157,499 94,560 74,859 177,199 

備註:收入包括了政府的「保就業」抗疫津貼 

2022年 7-8月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宣教項目 
6 月底結餘 

(港幣) 

收入 

(港幣) 

支出 

(港幣) 

8 月底結餘 

(港幣) 

鍾少溪宣教士 

(南非事工) 
104,823 

301,850 
(包括泰北事工

向南非還款 25

萬元) 

72,936 
333,737 

(向泰北事工借

款尚有 25萬元) 

盧愛蓮宣教士

(曼谷事工) 
312,864 39,578 29,385 323,057 

海倫宣教士

(東亞事工) 
105,221 55,530 42,487 118,264 

泰北宣教士

(郭瑞芝) 
389,394 45,040 33,891 400,543 

泰北事工 -750,818 489,539 274,569 -535,848 

備註: 

1. 由於泰北事工向其他宣教項目及差會儲備借款 77 萬元,因此結餘減

去負債為負數。 

2. 所有工場收入包括了政府的「保就業」抗疫津貼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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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方法 

現金/轉賬：現金存款或轉賬至本會 

中國銀行戶口：012-589-000-177-37 

中銀轉數快:    161520218 

恒生銀行戶口:  369-439-153-883 

 

支票: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有限公司」 

或「Hong Kong ABWE Mission Ltd」  

 

自動轉賬: 請於網上下載並填寫自動

轉賬授權書(abwemhk.org) 

 

網上奉獻: 信用卡或 Paypal 

abwemhk.org/donation 

 

請把存款收據/截圖/支票、您的姓名、

聯同絡電話及地址、及註明奉獻用途, 

寄回九龍中央郵信箱 70834 號,或電郵

至本會: mission@abwem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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