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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是全世界充滿不安的一年，全年在地上充滿「新冠肺炎」，超過幾
十萬人離開這個世界。「差會」度過這一年的時間，所度過的日子，四個宣教
士單位和我們一起面對世界的「疫情」－「新冠肺炎」。這疫病由年初已經在
各處傳染，至今仍然等候「疫苗」，期待明年的供應。我們的宣教士們好像忠
心的僕人、使女，在 神的憐憫下，等候祂的慈繩愛索，成為「宣教」的精兵。

一 . 南非工場：鍾少溪牧師、師母
南非工場鍾少溪夫婦除了面對「疫情」外，主日大受影響。他們年尾還受「被
凍結」銀行戶口的影響，感謝 神！衪賜下恩惠！目前仍等候簽證續期，請代
禱。

二 . 泰北工場：郭瑞芝姑娘
泰北工場的郭瑞芝姑娘，首半年回港述職，因「疫情」的緣故未能如期回去，
感謝神聽祈禱，七月廿三日終於可以啟程回曼谷，經兩度隔離後，於八月廿二
日才能開始第四期的宣教工作。

三 . 曼谷工場：盧愛蓮姑娘
曼谷工場盧愛蓮姑娘亦面對「疫情」，很多計劃都要被迫取消。但有些教會活
動，仍可在網絡上進行的。九月疫情穩定後，監獄及義剪事工陸續地回復正常。

四 . 東亞工場：海倫姑娘
東亞工場海倫姑娘在「疫情」爆發下，仍能
善用時間負責一些講座，祝福弟兄姊妹。

「新冠肺炎」的疫苗將於明年一月開始注
射，願 神施恩，幫助那些藥物動工，使世
人蒙福！

不同的宣教士，在這疫症中，留下了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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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11 月財政報告 

        　泰北學校經費需要

10-11 月差會收支財政報告
  10 月底結餘 收入 支出 11 月底結餘

$ 150,728  $ 91,994 $ 70,015 $ 172,707          

10-11 月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宣教基金 10 月底結餘 收入 支出 11 月底結餘

南非工場
( 鍾少溪 )

$ 317,055 $ 39,167 $ 57,370
$ 298,852

( 向泰北學校
借出 50 萬元 )

泰北工場
( 郭瑞芝 )

$101,629 $ 104,701 $ 41,206 $ 165,124

曼谷工場
( 盧愛蓮 )

$ 79,482 $ 24,300 $ 8,430 $ 95,352

東亞工場
( 海倫 )

$68,593 $ 29,460 $ 38,565 $ 59,488

泰北學校   
                        步行籌款收入計入此基金中 , 
                        詳情請參考泰北恩典浸信會學校經費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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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把存款收據 /支票、您的姓名、聯
絡電話及地址 ,及註明奉獻用途寄回
/電郵本會。

九龍中央郵政信箱 70834 號
P.O Box 70834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HK

電話 Tel: 3422 3350 傳真 Fax: 27864786
電郵 Email: mission@abwem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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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 ! 在疫情之下我們仍蒙主供應，今年步行籌款至今共籌得 43 萬元。不
過，我們仍需繼續籌募經費；為支付主要工程及配套建築設備、附加工程建築
費、為學校添置傢俬及設備、員工薪酬及日常營運的經費等。為此，我們需要
籌募合共 219 萬港元 (詳見附表 )，求主供應。

                                              泰北恩典浸信會學校經費一覽

項目 所需金額 ( 港元 )
校舍及配套設備建築費
(已借用其他宣教士基金先行支付 ,稍後要償還。
奉獻十萬者名字記錄在課室前 ;奉獻一萬者名字記錄在感恩牆上 )

75 萬

小型工程包括更亭、幼兒園廚房
+ 足球場連草地、停車和調頭位置舖水泥地、幼兒園班 2 合 1 等

20 萬 +10 萬

添置傢俬及設備費用
(當中 30 萬已借用其他基金先行支付 ,稍後需要償還 )

42 萬

2021 年騁用員工及日常營運費 + 郭姑娘的薪酬福利等 90 萬 +25 萬
2020 年另類步行籌款所得 (43 萬 )
小結 219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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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步行籌款 支持泰北辦學

來自三個泰北村莊的村民在健步行起點合照

郭姑娘步行途經水塘

健步期間順道探訪村民

至於 郭 姑 娘 則 在 11 月 22 日、

24-29 日共七天在學校附近的地

方每日步行一萬步。在七天期間，郭

姑娘到了附近多個地方步行，包括村

莊、水塘、農地，以及昆曼公路（其

中一段），沿途遇見不少村民，大家

互相問安，使這個活動不單是為了籌

款，更成為親善探訪，甚至是宣傳學

校的活動！

另外，因著恩典浸信會學校的發

動，再加上朗懷村村長的推動，

還有三村及十七村的參與，「同心同

行為健康」的活動於 11 月 29 日順利

舉行。當日三條村合共有 168 人參與

步行，全程四公里，參加者有老有

幼，全都表現雀躍，並期望明年繼續

舉行這個活動。 百多名泰北村民參與健步行

郭姑娘在步行時經過村莊

差委們代表大家在迪欣湖步行

為了泰北清萊恩典浸信會學校籌

募經費的另類步行籌款，在 11

月 28 日順利舉行，由差委們代表大

家在迪欣湖步行，而郭瑞芝姑娘則在

11 月 22 日、24-29 日於清萊恩典浸

信會學校及附近村莊步行。感謝主！

在疫情下該活動仍然籌得43萬港元。

受疫情影響，原訂於二月舉行的步行

籌款取消了，短宣隊不能成行，再加

上奉獻減少，但泰北事工仍在拓展

中，因此差會決定以另類模式舉行步

行籌款。在 11 月 28 日，數名差委及

友好們代表大家在迪欣

湖繞一圈步行，另外，

深恩浸信會及石蔭宣道

浸信會也自行組隊步

行，期間風和日麗，大

家更在打卡熱點拍照留

念。
深恩浸信會也自行組隊 石蔭宣道浸信會隊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