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幹事的話

傳統西方的差傳模式 (差傳鐵三角：差會、教會和宣教士 )可能瓦解，就算
不是崩潰，也可能是大幅衰退 (註 )。特別在差遣宣教士方面，除了行之

有效的傳統差傳模式，非傳統模式可能因應個別宣教士需要度身配合、可以協
調和商討。但近年新興的宣教模式，現處於大國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
全球博弈，這些模式有擴大的趨勢，例如：營商宣教、退休宣教、青年宣教、
金齡宣教、創啟藝術宣教，甚至本地異文化族群宣教等。曾聽聞有群體支持(沒
有免稅 )一個宣教士單位去宣教或主力自費，當然這是受到某些環境、制度限
制而作出的可行方法。

	 作為差會或教會如何作出適切的調整和協調，讓神的國度仍可拓展，而
減少人為或制度上的阻礙。即不違反現有核心制度和原則下，而實際情況容許
和可行的情況下接納新型式、新種類、新變化的模式宣教，確實考驗當事人的
智慧和應變能力。參考使徒時代的福音傳播模式（徒八 1-8），就不是在平安
穩妥的情況下進行；乃是在逼迫的環境
下，信徒四散各地傳揚福音，其中腓利
的福音工作就是典型例子，正是應驗主
的吩咐（徒一 8）：在耶路撒冷 (和 )
附近猶太全地拓展，(和 ) 向北面撒瑪
利亞，(和 ) 直到地極。神的作為是奇
妙和不可預測的，祂可將人看為悲劇的
事情，轉化為成就神的心意和計劃。宣
教是可以很多元化、不一樣的模式，在
不同的處境下進行的。當然現實是要向
負責群體，解釋和教育這些轉變的需
要，與以往不同理念和做法的可行性。願我們在這特別的時代，同樣順著神的
心意而行！

( 註 ) 萬傑森 (Jason Mandrky) 著，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團隊譯：《病毒傳播與福
音傳播》(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21)，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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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的打擊，無法舉行實體崇
拜，但不少肢體已返國避疫，改

用錄播反而更有彈性，凡願意敬拜聽
道的都可以敬拜聽道。

差會之聲

神預備出路

由於疫情的打擊，教會無法舉行實
體崇拜，但不少肢體已返國避

疫，改用錄播反而更有彈性，凡願意
敬拜聽道的都可以敬拜聽道。

少溪向來講道預備的時間總是不夠，
在疫情中還要錄製、編輯、上載及發
放，更覺得時間不夠用。自從 2019
年 3 月開始選取了出埃及記講道至
今，不覺間已經講了 90 多次到第卅
三章。感謝主 !	因為最大得著是我，	
神藉祂的話指引我，讓我源源不絕地
餵養小羊。

我看見神的大能，祂藉著十災敗壞埃
及所有的偶像 (出 7-11 章 )。新冠肺
炎病毒是什麼 ?	豈能攔阻神大能的作
為 ?	祂絕對有能力叫病毒停息，但祂
沒有這樣做。因為，神也是聖潔的，	
祂要人警醒自潔才好靠近祂，免遭受
審判被消滅。當與祂立了約的百姓
轉頭毀約去敬拜金牛犢之時 ( 出 32

章 )，祂要把他們滅絕，若非摩西
及時的代求，死的豈只三千人 ?	世
人都犯了罪，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
超過 400 萬
人，若非有
許多人及時
的代求，死
的豈只這數
目?	然而，
祂 又 是 慈
愛的，祂設計會幕為要住在百姓中
間，並預備祭司獻祭制度，為人提
供救贖 ( 出 25-31 章 )。祂的設計
非常細心，顯出祂的慈愛遠勝過世
上一切的母親，叫認識祂的人得著
安慰，疫情即使再嚴重，祂都必為
人預備出路 !

在餘下抗疫的日子裏，願神的大
能、聖潔與慈愛同樣地激勵、警醒
並安慰大家。

　鍾少溪牧師

　          宣教士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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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盛、林馮淑芬夫婦是退休人士，他們蒙
神帶領，在７月底前往差會在泰北清萊的宣
教基地，參與為期一年的宣教服侍。他們出
發前執筆分享宣教異象。

7月 28日 , 我們出發啦

我們已訂了 7 月 28 日的機票，準備起
程往泰北與郭瑞芝姑娘會合了。雖然入
境簽證已收到，但是還需要泰國領事館
批出的入境許可證，才能登機。有關的
手續仍在辦理中，求主繼續引領我們前
行！（註：林氏執筆時尚未啟程）

感謝神帶領我們夫婦一同進入人生的新
階段！感謝神的厚愛，在我們退休之齡
仍給予機會，讓我們可以一同學習跨文
化宣教。雖然我們的心不老，但我們的
身體已不年輕，健康已不及年青時。我
們能夠在宣教工場上事奉的日子也不大
可能超過 10 年，這個時候才踏上宣教
路，看來有點不實際。

然而，神更新了我們的想法。神讓我們
知道，不是年紀、能力的問題，而是我
們願不願意成為祂所揀選的器皿，願不
願意順服才是祂所看重的。感謝神的引
導，過去兩年一直加添我們的信心，使
我們有勇氣真正地離開安舒區。憑信心
倚靠祂，向著祂所指引的方向前行。

回想美國萬國宣道浸信會的宣教士，於
70 年代在香港不同的公共屋邨以提供社
會服務為傳揚福音的接觸點，把純正的
福音帶到香港。我們夫婦也是當時宣教
士所結的果子之一，也是宣教士為我們
證婚的。神藉著宣教士在我們十幾歲的
時候便拯救了我們，靠著神的憐憫，我

們現在已經領受神的恩典 40幾年，真是主
恩浩大。深覺如有機會，如尚有力量，此
刻正是應當回應神的時候，應傚法萬國宣
道浸信宣教士的榜樣，把福音傳給未得之
民。 

在準備出發的過程中，我們體驗到神明顯
的帶領和豐富的預備。猛然發現神差派了
不少的天使幫助我們，神也感動了不少的
弟兄姊妹送上我們和清萊恩典浸信會學校
所需的物資。神為我們所預備的，真是超
過我們所想所求，使我們深深感受到神的
同行。祂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在主裡弟兄姊妹與我們結成一隊新
的天國精兵團隊，一起為主打那美好的
仗。

我們盼望透過一年實地的宣教服侍，能尋
求和明白神對我
們這階段較長遠
的旨意。求主幫
助我們能信而順
服，能緊緊地跟
隨神的步伐，達
成祂想在我們身
上所成就的事。
願主繼續引領我
們的前路，願祂
的旨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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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6 月財政報告 

3-6 月差會收支財政報告
    2 月底結餘 收入 支出 6 月底結餘

$ 164,980  $ 151,218 $ 154,214 $ 161,984     

3-6 月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宣教項目 2 月底結餘 收入 支出 6 月底結餘

鍾少溪宣教士
( 南非事工 )

$ 258,463 $ 160,913 $ 103,989
$ 315,387

( 向泰北事工
借出 50 萬元 )

盧愛蓮宣教士
( 曼谷事工 )

$ 43,836 $ 66,762 $ 18,675 $ 91,923

海倫宣教士
( 東亞事工 )

$53,373 $ 106,750 $ 93,053 $67,070

泰北宣教士
( 郭瑞芝 )

$299,580 $102,483 $82,588 $319,475

泰北事工
( 備註 )

-$760,009 $276,384 $414,029 -$89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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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奉獻 :	信用卡或 Paypal:
abwemhk.org/e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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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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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泰北事工籌得約43萬元;泰北宣教士籌得約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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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