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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年謹代表「差會」恭祝大家新年進步，事主蒙恩！宣教工作是基督徒按照主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盡忠遵行的服
事！「差會」盼望大家在二零一三年共同努力，按著主的心意，在不同地方，順從主的差遣！無論在「前線」宣教或在「後方」支援，
一起承擔宣教的託付！
 感謝神！衪帶領我和柏大衛牧師於一月十七至廿一日前往緬甸仰光作未來宣教發展機會的探索工作。柏牧師曾多次到仰
光授課 (ABTS) ，昨年他要求「差會」探討對緬甸推動未來的發展的可能性，「差會」在執委會接納他的提議，我便代表「差會」
執行此次的行動。在這幾天，我體會緬甸的福音需要，故作出以下分享，盼望大家同心禱告，尋求神的旨意！

一 . 聖靈的帶領
 第一次前往緬甸，這個幾年前非常管制的國家，又以佛教為主流的信仰，不免擔心福音能否從外地傳進去呢？我簽證時
填寫職業是牧師，到步後亦作此表明身份，心內十分平安，結果順利地入境進行這幾天的服事。第一天晚餐時認識了 ABTS 課程
的兩位教授，並分享這次「差會」探訪工作的目的。仰光的市區不是很大，但人生路不熟是我和柏牧師的難處。這幾天我們很少
乘坐的士，因為要「講價」，我們又不曉得「緬甸」話，司機又不曉得英文，而且我們又不曉得準確的價錢，結果，我們在街上
不斷行走！
 有些教會是柏牧師曾到過的，他可以帶路。一月十八日早上拜訪了 ABTS 的上課地方，下午到仰光市的不同宗教的地
方參觀，瞭解當地人的信仰。佛教、回教、印度教、天主教和少數基督教教會。當集中行程到市中心的基督教教會時，我們到
Immanuel Baptist Church 拜訪時，看見這間有超過 300 人聚會的地方已成為「新神學派」的聚會點。跟著到第一間在仰光的教會，
發現這超過八十年的教會已經荒廢了；跟著探訪聖公會教會，但不能入內；再到一間東正教教會，發現轉回不少信仰的教派帶領，
現由聖公會的牧師主持。整日的行程使我更明白仰光市民的信仰及基督教的情況。至於異端，耶和華見證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非
常活躍。
 一月十八日下午，當我想尋找「華人教會」時，柏牧師表示他不知道在那裏。我祈求聖靈帶領我們尋找在仰光的華人教會，
因為我期望可以聯絡福音派的華人教會，好讓「差會」能在未來的宣教工作，多一處接觸點。禱告後我們到一些本地旅遊公司尋
問一月十九日早上的仰光旅遊時 ( 下午將會和當地 Evangel Baptist Church 的 Rev. Dr. Khen Mang 商議短期醫療宣教的安排 ) ，
一間公司送給我們的仰光旅遊地圖，我們發現市內是有 China Town ( 中國城 ) 的。我決定改變計劃，一月十九日早上先到中國城
尋找福音派的教會。
 一月十九日行了超過半小時，我們終於到達中國人聚居的地方，但究竟華人教會在那裏呢？心中禱告後，發現在一間英
文寫著 Pre-school 的中心，就在那裏我找到能說英語的華人女子，告訴我們華人教會的所在 ( 當地華人，尤其是年輕的，已不懂
得普通話，只說緬甸話 ) 。感謝神的帶領，我們找到華人教會。一間是浸信會，但不事奉華人，我們覺得是新神學派的；另一間
就在附近，是 Methodist Church 衛理公會。門前有福音堂的中文字，進入探訪時，教會舉行學生團契。取了他們主日崇拜的程
序表，發現和福音派的教會相似，我們非常欣喜，因神奇妙地讓我們找到了！教會的牧者們在開會，我決定改變計劃，主日崇拜
在這裏參與，好與教會的牧者交談。當日下午與 Evangel Baptist Church 的牧者會面，他建議在他們的 daughter-church( 離市
區個多小時的車程 ) 舉辦免費的身體檢查、派藥 ( 主要是維他命丸 ) 的短期醫療宣教工作 ( 由 2-3 位醫生參與 ) 。我們請他帶我們
前往觀察那地方，結果安排在主日的下午。
 一月二十日的早上崇拜前會見了這教會的牧師、傳道和執事們，發現香港很多差會都和他們接觸，關係最密切的是翁競
華牧師。宣道差會在緬甸北部建立了不少教會，想不到在仰光我們可以聯絡到這間主力推動宣教工作的教會！感謝神！我們互相
建立關係及打開以後聯絡的方法。主日下午我們前往郊區貧民聚居的地方，Evangel Baptist Church 的 Outreach 工作在那村落
(600 個家庭 ) 開辦暫居服務，讓貧民可以免費住宿，尋到工作能夠有居所後離開，再讓新的需要者暫住。暫住者居住時他們會參
加一位傳道人主領的教會聚會，向他們傳福音，帶領他們信主。現在參加他們主日崇拜的有 15 個家庭，多是緬甸人。
 聖靈帶領我們這幾天的路程，使我明白「差會」可以在未來的日子承擔的宣教工作。

二 . 緬甸的呼聲
 一月十八日早上開始探訪工作，先到 ABTS 課程的上課地方，觀察學生們的上課情況。七位任職教會牧者的學生來至不同
地方，他們的經濟能力都是不能全數承擔課程的學費，但卻仰望神的供應，努力追求進修的寶貴時刻！
 午餐後在仰光市內觀光，遇上多種民族；不同的膚色；不同的語言，年長的和年輕的在衣著上有不少分別，大部份是傳
統民族衣著，而少部份年青人不單染髮、衣服非常新潮，和先進國家一樣。在城市的街道有婦人和幼兒們無家可歸，亦有幼童乞
求金錢。同時，一群和尚 ( 有些很年輕，小學學生 ) 向路上經過的人要求金錢。自己心中感到悲痛，究竟誰有需要呢？誰需要人關
心呢？這兩年政治的比較開放，不少新的樓宇已經建成。同時，不少酒店落成供應遊客的需要，但環觀附近的樓宇，不少殘舊不堪，
甚至是英國殖民地時的建築物，已經是超過八十年的歷史。貧窮懸殊使人擔心，國家走向失衡的狀況，窮人是否無法生存下去呢？
 在英國殖民地統治時，基督教非常活躍。但殖民地成為過去後，基督教剩下美麗的建築物，有些人去留空，漸漸破壞不
堪了。而佛教雖然成為主流的信仰，加上不同民族有自己的信仰：印度人有印度教；印尼人有回教；中國人有道教等，一條街上
不少宗教的聚會點，當地人更難認識真神，得著福音的信息，悔改信主了！
有些留下來的基督教教會，不少由新神學的牧者帶領，竟然將人像放在與十字架中央位置，作偶像崇拜的行動；亦有推舉佛教徒
都可以得救，即佛教與基督教沒有分別；更有不認耶穌基督的信仰！這些教會絕不是傳揚救恩的教會，反而使跟隨這些信念的人
成為假基督徒！若此現象沒有真基督徒的爭戰，沒有宣教士把握時機，將真理傳開，帶領人相信救主耶穌基督，不少緬甸人死後
會陷入滅亡，搶救靈魂，是否大家都要參與的呢？
 短期的醫療工作亦是當地貧民的需要，「差會」可以在今年十一或十二月或明年的四月安排一周的短期宣教工作。
 
 綜合這次的探路，「差會」可以探討未來在緬甸的服事！優先的選擇是「短期醫療宣教工作」，盼望大家禱告及尋求神
的心意！



泰北短宣分享恩典的記號   Irene( 和樂浸信會 )
要數神的恩典，實在太多了，就以一些行程的點滴，成為恩典的記號：
1. 第一天出發到清萊途中，因機件故障要折返曼谷機場，感恩各人都平
　安，祗是滯留了少許時間便可以再起機。
2. 到了清萊第二天，上山途中，我看見天空掛著一條很粗的彩虹，肯定
　上帝的同在及保守我們這次的行程。
3. 感恩，神為我們預備了有一位任勞任怨的手療師，她除了負責所定的
　聚會外，還額外為我們們付出了很多時間作手部治療。
4. 我們全隊人都在新建的房子居住，但遇著了抽水系統出現問題，祈禱、
　想辦法及請人來修理。感謝神，還未修理妥當前仍可以到舊屋排隊洗
　澡，別有一番滋味。
5. 在缺乏水的時候，感謝神讓隊員們的智慧無限，想出方法來洗衣服，
　從中看見大家合作的重要性，雖然缺乏水，但一起解決問題，是很珍
　貴的。
6. 缺水的問題過了數天，終於有人來修理，感恩可以在聖誕聚會前修理
　妥當，讓我們能不須擔憂地預備 150 人的食物。　
7. 感謝神讓我們可以主動接觸朗懷村的學校，求神繼續開路，服事這裏
　的學生。
8. 感謝神保守整個行程的天氣，除了頭兩天外，每一天都陽光普照。
9. 我們每日的坐車、行路，上帝都賜下平安，好像雲柱火柱般看顧我們。
10. 在出發前後，雖然有隊員生病，但感恩在行程中各人未至於病倒，仍
　有魄力地事奉。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  欣怡 ( 差會幹事 )
　　對於一直對小孩子有莫名恐懼的我來說，這次的短宣是很大的挑戰。
當知道到泰北短宣，無時無刻都需要與小孩們相處，心裡亦很有壓力。
祈禱中我不斷的問神：我做得來嗎？
　　感恩的，是清萊的一班小孩他們教會我好多好多的東西。在民模教
會，他們教會我甚麼才是用心靈和誠實去敬拜主；在溫暖之家，他們教
會我那種樂於接待遠人、甘心服侍的心；在所到之處的每一位小孩，都
教會我：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這句話的意義。很怕小
孩的我，在清萊，那份恐懼從未發作，相反還激起我一份對他們好，疼
錫他們的心。感恩，因為一班清萊的小孩用他們的笑容、他們的擁抱和
他們的愛接納了我們，亦醫治了我對小孩的恐懼。原來，小孩都很可愛！

泰北感恩之旅 (Doby)
　　感謝神，差會在泰北的宣教服侍已進入第五年了，每年隨短宣隊再
次踏足泰北，眼看著宣教士的成長，當地事工一步一步的被建立起來，
實在要感謝神奇妙的作為。
　　差會於前年在清萊府購買了一塊面積約 16,000 平方米的土地，去年
的短宣隊可以參與買賣合約的完成及除草工作，今年的短宣隊已可居住
在這片土地上，並可與宣教士透過教授中英文班，一起開展福音工作的
拓展，眼見廣大禾場，實在需要工人在生命的工程上參與建造，求主打
發工人參與收割莊稼的服侍。
在短宣行程期間，我們有機會到附近村校舉辦聖誕慶祝活動，沒想到為
兩位長期及短期的宣教同工，帶來另一個教學的機會，我們實在感謝神
奇妙的帶領。
　　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他們不容易接受其他信仰，更遑論要離棄自
己的傳統信仰，深深感受到宣教士在當地服侍的困難，藉著宣教士持續
的教學工作，開始與村民建立信任的關係，我們要繼續為福音工作禱告，
求主在人心裡動工，更求神的愛臨到每一個泰國人心裡，我們期待在工
場上傳來靈魂得救的好消息，為著失喪的靈魂，你願意擺上嗎？



種子的比喻   阮姑娘 ( 元洲村浸信會 )
　　馬可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節說到種子的比喻。二十六節說，『耶
穌又說，神的國是這樣，如同人把種子撒在地上。』神的國藉著福音，
由基督復活的生命產生長大發展，發芽、長大、結果、成熟並產生收
成。
　　這次泰北短宣的第二日，便發現沒有水用的事，大家日常的生活
受著影響，如每日的梳洗及清潔上，但是奇妙的事同時發生。郭姑娘
找到水匠師父修理，跟師父閒聊，關心師父的女兒及他女兒學校的
事，分享期間表達探訪學校，並盼望服侍及帶一些活動。感謝主，校
長及教師們接待我們，更讓我們做一些活動。探訪和辦活動後，短宣
隊分享到這間學校，大家認同學校近小屋，而且是一個不錯的事奉工
場。
　　我很深的感受，雖然不知日後的情況，但是這次探訪經歷仿似比
喻所描述我們 ( 工人 ) 撒種，日後神使它發芽、長大、結果、成熟，
並產生收成的。

　　上帝總是豐豐足足的賜下雨水和陽光，讓這泰北這地方出產豐
富，且地多人少，人們總不愁衣食，生活休閒。那裡的人不會給老闆
加班，沒有守時的概念，也沒有太多規矩可言，人總是按自己心意而
行，就連學生也沒有交功課的習慣，老師也就更不用說 .......... 這對以
學習中心方式宣教的宣教士也是一大難題，但跟瑞芝宣教士相處了兩
個星期，呵呵～只能說，若她有機會結婚生子，定是慈母一名，連我
這小弟兄不多不少也感受她的母愛啊～～加上朱老師多年的教學經
驗，可見上帝的恩典總是那般奇妙，還有當地的同工小晶，不論是找
維修師父，中泰文教學，煮百人大餐，都能一手包辦。
　　或許當地人的信仰，道德的標準，生活的習慣都會對宣教士的事
奉充滿挑戰，然而，「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
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上帝的恩典總是夠用的，希望大家亦為
到泰北的宣教工作代禱，有意者亦可以到當地作短期的事奉及體驗，
親身為當地的事工出一力，
　　感謝主，願弟兄姊妹平安。

源亮 ( 花園大廈浸信會 )

思慧 ( 石蔭宣道浸信會 )

　　泰北真是一大片的福音禾場，也許要泰國人認定神是獨一真神不
是易事；但他們有開放的心；在中英文班的學生中，我看到福音的種
子已在他們心內；在畢業禮後，一位懂普通話的家長與我傾訴單親媽
媽的困難，並願意一起禱告，令我更體會到他們的需要。另一難忘的
事是雖因斷水引起不便，卻造就了我們能進入水喉師傅的女兒的學校
辨活動、宣教士們被邀在此校任教，增添了一個福音工場。
　　這期間遇上不少觸動自己的人：在感恩節崇拜獻上初熟農作物和
盛裝出席的信徒、開設「溫暖之家」的寶姨她可愛的孩子們、為泰北
建立了十多間教會的馬來西亞陳牧師 ....；而郭姑娘和朱老師，她們
本身的生命就是活的見證，實在很被她們那份對泰國人的愛心感動
（令我這個與泰國有各樣牽連、卻後知後覺的人汗顏），兩人在事奉
上亦十分配合。我也感恩有很好的隊員，各有恩賜，互相配搭學習，
經常充滿歡樂笑聲。
　　有數次我在小屋外，望神所賜給差會的這片美地，腦內浮現了一
幕情景：這裡多了數幢建築物，有很多的泰國人：有成人、有學生進
出，透過不同的活動和途徑來認識神；深深盼望這情景能在不久的將
來會變為現實！也願神能使用我微小的力量 , 為這事工盡一分力。



財政報告 2012 年 10-12 月 財政報告 2012 年 10-12 月 

項目項目 收入收入 支出支出 盈餘 /( 不敷 )盈餘 /( 不敷 ) 結存結存

差會 59,009.17 47,279.00 11,730.17 428,632.21

南非 188,653.46 72,229.68  116,423.78 950,748.32 

泰北 114,666.16 96,231.00 18,435.16 340,798.38  

子女教育 19,798.00 0.00 19,798.00 14,100.00 

泰北建堂 * 149,490.00 190,850.00 (41,360.00) 143,359.79  

總數總數 531,616.79531,616.79 406,589.68406,589.68 125,027.11125,027.11 1,877,638.701,877,638.70

* 備註﹕現有THB 1,551,346.46 泰北建堂儲備存在當地戶口。*備註﹕現有THB 1,551,346.46 泰北建堂儲備存在當地戶口。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差會差會

1.

2.

為到 2 月 23 日泰北新春步行籌款的籌備工作祈禱，願神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參與，亦讓更多人藉此次籌款了解
到泰北事工的需要。
為到差會及聯會辦公室的搬遷工作已經完成感恩，願神賜智慧讓同工知道如何善用這美地發展更美好的事奉，
讓弟兄姊妹更認識差會和聯會的工作。

鍾少溪宣教士鍾少溪宣教士

1.
2.
3.
4.
5.

為歐醒雄牧師及譚國雄傳道來訪 , 對教會帶來正面的影嚮感恩 ! 也為 2013 年九月香港肢體來短宣的安排代禱 !
感謝主 ! 敬裔已蒙柏大衛牧師借出房間讓她入學前暫住 , 已訂於四月十八日回港。請為她報考大學順利代禱 !
感謝主 ! 今年比往年在奉獻及人數都有明顯的增長 !
為球員彭慧夫婦、商太太、劉勇華夫婦及陳俊輝的信主禱告 !
為《盼望故事》和《快樂之路》的修訂再版代禱 !

郭瑞芝宣教士郭瑞芝宣教士

1.

2.
3.

將於朗懷村開始本年第一季的中英文班，時間為朝九晚五，中間的 13:00-14:00 會安排團契時間，求主吸引學
生參加。
1 月 14 日起，逢禮拜一下午被邀請到朗懷村的村校教中文，感謝主。
近日身體再出風疹，有朋友建議郭姑娘每日在龍眼園內除草，以便吸收清晨的陽光，做了幾日真的精神了，但
求主賜她做運動的恆心。

差會動向 差會動向 

2013 南非短宣體驗團
日期：19/9 - 1/10 ( 共 13 天 )
費用：一萬六千元 ($16,000) 
            包括機票、保險、膳食、住宿、福音營費、交通等費用。
繳費方法：一次過繳付 或 分四個月繳付 ( 每月四千元 )
截止報名日期：30/4 
報名資格：年滿 18 歲、已受洗並獲牧者推薦、
                    能操普通話或英語
集訓日期：16/6 ；14/7；25/8  (3-5pm.) 
集訓地點：差會辦公室(九龍深水埗汝州街興業大廈2/F樓B室)

歡迎致電 3422 3350 或電郵至mission@abwemhk.org 聯絡邱小
姐索取報名表格及查詢有關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