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話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盼望每位宣教士，都在 神的蔭庇下，身體健康、力
上加力！我們要與 神同行，承擔 神所吩咐的使命！

南非工場
鍾少溪牧師於二月一日順利接受切除膽囊手術，並於二月三日出院。教會中兩
位執事未回南非，故未能舉行實體的主日崇拜。

泰北工場
郭瑞芝姑娘很努力地讓「恩典浸信會學校」及清萊工場的工作順利進行。隨著
泰北工場事工的發展，有關的奉獻項目也作出改變，用作支持泰北工場營運費
用的奉獻項目訂為「泰北事工」，而專用於支持郭姑娘薪津的奉獻項目訂為「泰
北宣教士（郭瑞芝）」，敬請大家留意。

曼谷工場
盧愛蓮姑娘經歷四方面的轉變：1. 已轉為義務形式繼續服侍教會；2. 已於一
月搬家，感謝 神預備了一間接近教會及鐵路沿線的兩層排屋，更經歷耶和華
以勒，神的預備足夠有餘；3. 申請三月尾轉為以退休簽證留在工場服事，求 
神保守一切；4. 隨著疫情緩和，求 神
繼續使用她在泰國的服事。

東亞工場
海倫姑娘已於二月中取得居留證，並已
順利回到工場。她於三月六日完成十四
日隔離之後，需要再加七天家居自我隔
離，一段又一段漫長的日子，藉著 神
的恩典完成。

願 神眷顧每一位宣教士，保守他們的
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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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月份開始有一些改變，也可說是一
個新的開始，首個改變是我由以往在沙
吞堂泰粵部擔任同工轉為義務形式繼續
服侍教會，不過所負責的事工沒有太大
的改變，繼續協助教會探訪、教主日學、
帶查經等，只是不需要作部門的負責人，
相對之前則輕省了少許。

其次，我已於一月搬家了，感謝神預備
了一間接近教會及鐵路沿線的兩層排
屋，方便我接待朋友來家聚會、食飯及
教烹飪等，更多謝香港及泰國弟兄姊妹
的奉獻及協助搬屋，由一間沒有傢俱的
家，到現在甚麼都不缺，令我非常感動，

真的感受耶和華以勒，神的預備足夠有
餘。

第三，簽證方面的改變 : 由於不用協助教
學，故於三月尾轉為以退休簽證留在泰國
繼續服事，求神保守簽證申請順利。明年
下半年將回來述職，還有一年半時間去禱
告，求神帶領我前面的宣教路，或去或留，
總要求主讓我有智慧及敏銳的心靈等候聖
靈的指引。

第四，疫情過後也需要重新的開始，隨著
這一年的疫情爆發，很多事工被迫取消或
暫停。醫院探訪取消了，院方只容許院牧
或護士作探訪，故恢復醫院探訪遙遙無期；
至於監獄事工也是因疫情而暫停了好幾個
月，不過隨著疫情緩和，有機會盡快再次
探訪監獄，求神保守帶領。可幸還有一些
事工仍可繼續進行，如負責網上帶領泰國
弟兄姊妹查考經
文、教會探訪、主
日學及到貧民區作
義剪服務，感謝
神還開多兩個貧
民區讓我可以進入
為他們剪髪。如疫
情再穩定則會開班
教烹飪，求神繼續
使用我來服事泰國
人及帶領這些事工
有美好的進行。

　盧愛蓮宣教士

盧姑娘新居入伙前後

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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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清萊工場於2015年開始發展，
繼在小禮堂舉行主日崇拜及開辦

了「恩典浸信會幼兒園」後，到 2020
年 7 月開辦「恩典浸信會學校」，在
過程中一直蒙神帶領，以及眾教會及
弟兄姊妹的奉獻支持。

「恩典浸信會學校」已於 2019 年落
成並於翌年開學，泰北工場的主要建
築工程暫告一段落，事工發展踏入新
里程，可望於 2021 年 5 月新學年，
會由現在的幼稚園一年級到小一，增
至小二，主若許可，或者可以增至小
三，務求透過基督化教育弘揚主愛。
整個工場除了教會及幼兒園外，還有
學校及基金會，整體營運經費隨之上
升。

為了支持工場運作經費，差會將設立
「泰北事工」的新項目，取代之前用
以支持建築經費的「泰北建校」的項
目，每年經費約需90萬港元。此外，
該項目所收取的奉獻，亦用於償還之
前為建校而向其他宣教士基金及差會
儲備借款 102 萬港元。至於另一個名
為「泰北事工 ( 郭瑞芝 )」的項目，
則改為「泰北宣教士 ( 郭瑞芝 )」，
為支持郭姑娘薪酬福利的專項奉獻，
每年約需要 26 萬港元。

各教會及肢體在分配奉獻之時，請留
意上述新安排。凡欲支持泰北工場營
運費及償還貸款，請列明奉獻用途為
「泰北事工」; 奉獻郭瑞芝姑娘薪津
的款項，請列明是用於「泰北宣教士
（郭瑞芝）」。

由於辦教育是長期工程，需要穩定和
長期的財政收入。我們誠邀大家成為
同行者，透過定期奉獻支持清萊工場
的事工。奉獻方法詳情，請瀏覽差會
網頁：abwemhk.org，亦可直接填寫
網上奉獻表格 ( 見下圖二維碼 )。有
關泰北工場經費需要詳見另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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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財政報告 

1-2 月差會收支財政報告
  2020 年 12 月底結餘 收入 支出 2 月底結餘

$ 173,712  $ 65,554 $ 74,286 $ 164,980          

1-2 月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宣教項目 2020 年 12 月
底結餘

收入 支出 2 月底結餘

南非工場
( 鍾少溪 )

$ 299,303 $ 26,700 $ 67,540
$ 258,463

( 向泰北事工
借出 50 萬元 )

曼谷工場
( 盧愛蓮 )

$ 92,628 $ 19,500 $ 68,491 $ 43,636

東亞工場
( 海倫 )

$50,067 $ 44,228 $ 40,523 $53,772

泰北宣教士
( 郭瑞芝 )

$206,526 $137,545 $44,490 $299,581

泰北事工
( 備註 )

-$540,243 $211,233 $431,098 -$760,209

備註 : 由於泰北事工向其他宣教項目及差會儲備借款 102 萬
元 , 因此結餘減去負債為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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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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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on@abwemhk.
org)。

感謝主 ! 在去年步行籌款之後，我們仍然收到肢體奉獻支持。由於清萊工場事工在不
斷發展中，我們仍需繼續籌募經費，今年我們需要籌募合共 218 萬港元 (詳見附表 )

                                            
         項目 所需金額 (港元 )

校舍及配套設備建築費
(已借用其他宣教項目及差會儲備先行支付 ,稍後要償還。
奉獻十萬元者名字可記錄在課室前 ;奉獻一萬元者名字可記錄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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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借用其他宣教項目及差會儲備先行支付 ,稍
後需要償還 )

27 萬

2021 年聘用員工及日常營運費 + 郭姑娘的薪酬福利等
(2021年1-2月泰北事工籌得約20萬元;泰北宣教士籌得約12萬元) 90 萬 +26 萬

2021 年經費小結 218 萬

備註 : 添置傢俬及設備費用，2020 年步行籌款已籌得這筆費用。

  泰北清萊工場經費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