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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差會
1. 差會正在招收會員，求神興起更多對差傳宣教有負擔的弟

兄姊妹，願意參與差會的差傳工作。
2. 為本年度的宣教工作代禱，特別是年初的泰語及文化之旅

工作坊 (20/4，27/4，4/5，11/5) 和泰北異象分享會 (4 月
23日 )，求神讓更多弟兄姊妹能參與，興起他們宣教的心。

3.	 為南非短宣 (6 月 22 日至 7 月 5 日 ) 的籌備祈禱，求神感
動弟兄姊妹關心南非的福音需要。

4.	 差會總幹事今年任期由五個月縮短為三個半月，以便有更
多時間做牧養工作。

南非事工
1. 面對著南非經營環境惡化，蘭特貶值，治安持續惡劣，許

多華人離開返國或移民他鄉，留下來的要更艱苦地經營，
所以，崇拜出席陷入有史以來的低谷。加上少溪 7月至 12
月又返港事奉五個月，教會已失去兩位合適的翻譯人員，
崇拜嚴重欠缺講員，因此，事奉者士氣低落。為了迎戰危
機，經差會議決後，少溪 7月中返港事奉將縮短為 3個半
月至 10月底，求主賜智慧迎戰有史以來最艱難的歲月！

2. 感謝主！ 15/1 執事會大家都以正面態度面對教會前路，將
要補選至少一位執事，求主預備！

3.	 感謝主！少溪行車證已辦理了成個多月，一月底終於完成，
改了地址，改了車牌，更新了行車證，今後行車證的更新
更可以在附近郵局辦理，免去日後許多麻煩。

4.	 感謝主！由於南非工場正面對歷年來最嚴峻的困難，錦婷
為了配合少溪已提早於 4/2 返回德班事奉。

5.	 感謝主！錦婷返抵德班後就隨即前往移民局地區辦事處，
得知其延簽申訴成功，獲簽至與少溪同期，即 2017 年 6
月 23 日。

6. 感謝主！少溪推出青少年及成青初級民謠結他班，今天截
止前已報名者人數，青少年 5人，成青 10人！求主使用結
他班成為更多新朋友到教會聽福音的橋樑。

7.	 感謝主！敬枝及 Stefan 在德國享受落雪的美景，求主為敬
枝預備合適的工作，賜 Stefan 有智慧好好地完成其碩士課
程！

8. 假期過後，敬兒面對非常沉重的課程，求主賜智慧。敬裔
也開始重返校園，求主賜她早日康復並更專心學習。

泰北事工
郭瑞芝姑娘

1. 感謝神的恩典，藉著學基浸信會和警察以諾團契的協助，
我爸爸的喪禮順利辦妥，媽媽亦開始適應下來，晚上的睡
眠亦有好轉了。

2. 我爸爸的喪禮完成後，2月14日起，我開始到各教會講道，
並且分享清萊工場的需要，神的時間安排得很奇妙，心中
只有感恩。

3.	 請記念差會已組織幼兒園發展小組，求主賜我們有屬靈的
洞見，以作出最好的計劃，更盼望幼兒園的工作，能成為
美好的橋樑，服侍社會，傳揚福音。

盧愛蓮姑娘

1. 感謝神保守幼兒園的運作開始穩定，各小朋友都已適應學
校生活。

2. 感謝神我已考取車牌，謝謝各位的代禱。
3.	 各同工現在逢星期一至五都要教小朋友，星期六也要在補

習班裡教導，身心靈都疲累，求神加能賜力給各同工。
4.	 自來了清萊到現在，睡眠質素都不好，並很難入睡，請禱

告記念。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自從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獲公司註冊證書，至今已有約九年
時間。本年，「差會」很希望更有效的推動宣教事工，先介紹給各位教會牧者及肢體們，

知道現時的委員，以便大家彼此記念、互相支持：楊偉明牧師 ( 主席 ) ；關大男牧師 ( 副主席 ) 
；吳淑華姑娘 ( 文書 ) ；黃鳳清姑娘 ( 司庫 ) ；歐醒雄牧師；袁小燕姑娘；唐永紅姊妹及鄧懿君
醫生。「差會」聘用麥志平弟兄作行政主任，鍾少溪牧師會於本年在港述職期間兼任總幹事。
    「差會」和支持教會及宣教士好像一個三角型的模式，「差會」差派宣教士後，將擔任管理
及督導宣教士。「差會」運作了八年，前面的路絕不容易，不只在開立新的工場上，還要在泰
國北部的工場上策劃未來的發展！

一 . 差會遵主而行
「差會」的宗旨是基於真理執行「大使命」：

1. 直接或間接參與香港以外的差傳事工；
2. 建立差會差傳事工的方向及政策，並推動信徒獻身宣教；
3. 幫助教會認識差會事工；
4. 保持一貫的差傳原則及維繫差會的宣教士。

這些宗旨時常提醒差會委員，宣教工作是不斷推展的，不會停下來。

二 . 差會尋覓異象
「差會」遵從神的吩咐，要將福音傳到地極。兩年前，我和柏大衛牧師一同前往緬甸仰光，由
一位當地一間浸信會的牧師接待我們，到他期望有醫生前往短宣的山區貧民教會。在探訪仰光
的日子，我們到過市區不少教會參觀 ( 以前緬甸是英國殖民地，故建有不少教會 ) 。自從緬甸
獨立後，緬甸成為以佛教為主的國家，基督徒日漸減少！禱告後，感到神要「差會」開展當地
的宣教工作。昨年，本來想開展第一次的醫療短宣，但無法再聯絡那位作主人的牧師，結果計
劃無法進行！十二月在泰北典禮中，有一位教牧提出前往緬甸的異象。泰北的嘉賓中，亦有人
負責緬甸的工作。於是我們決定，聯絡不同牧者後，今年前去擬定短宣計劃，以後的日子前往
這新的工場！

三 . 差會與宣教士
無論是長期宣教士、短期宣教士或參加差會舉辦的短宣隊，「差會」都看為這個差傳家庭的一
員，我們都是神差派到世界不同地方的僕人和使女。但願神繼續任用我們，為衪打美好的仗！
過往很多短宣隊員寫出他 / 她們的見證，看見前線宣教士的辛勞，看見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
看見這些幼苗，在信仰上，扎根成為委身基督徒，將來成為當地的傳福音者。種種收成都需要
撒種和收割的人，你願意擔當甚麼角色呢？但願神呼召你們成為長期宣教士或短期宣教士，將
最好的時間獻與主！

人生有甚麼才算有意義呢？生命有甚麼才算有價值呢？普天之下，很多人仍在迷惘中、過着無
望的日子，只有相信神，愛才會臨到他們當中！

南非事工 (鍾少溪宣教士 )
11 月份結餘 : $ 1,282,801.41
12-1 月收入 : $ 43,852.90
12-1 月支出 : $ 71,249.14
1 月份結餘 : $ 1,255,405.17

泰北事工 (郭瑞芝宣教士 )
11 月份結餘 : $ 443,162.73
12-1 月收入 : $ 97,397.70
12-1 月支出 : $ 348,783.35
1 月份結餘 : $ 191,777.08

差會
11 月份結餘 : $ 153,640.37
12-1 月收入 : $ 49,667.76
12-1 月支出 : $ 42,812.03
1 月份結餘 : $ 160,496.10

泰北建堂基金
11 月份結餘 : $ 466,605.98
12-1 月收入 : $ 42,110.00
12-1 月支出 : $ 0.00
1 月份結餘 : $ 508,715.98

盧愛蓮宣教士
11 月份結餘 : $ 133,653.97
12-1 月收入 : $ 29,200.00
12-1 月支出 : $ 110,726.75
1 月份結餘 : $ 52,127.22

恩典浸信會幼兒園事工
11 月份結餘 : $ 55,000.00
12-1 月收入 : $ 0.00
12-1 月支出 : $ 0.00
1 月份結餘 : $ 55,000.00

差會消息

1. 差會正在招收會員，如你對差傳宣教有負擔的弟兄姊妹，請與差會同工聯絡。
2. 2016 南非短宣 (6 月 22 日至 7月 5日 ) 將於 31/3 截止報名，弟兄姊妹如欲報名，請與差會同工

聯絡。
3.	 鼓勵弟兄姊妹報名參加泰語及文化之旅工作坊 (20/4，27/4，4/5，11/5) 和泰北異象分享會										

(4 月 23 日 )，請到差會網頁www.abwemhk.org 進行網上報名。



學基 張鳳萍姑娘

蒙上帝的恩典，被差派前往清萊恩典浸信會，為
要代表眾肢體見証神福音大能，並以恩典建立

在清萊的教會，同頌讚美歸榮耀予三一真神！

去年，學基詩班已想
望……主若許可，我們將出席
2015 清萊恩典浸信會獻堂
禮 ! 我們的準備仿如自己教
會獻堂的喜悅，十年前是我
們差派教會學基浸信會獻堂
禮的日子，十年後的今天，
我們所差派的宣教士郭瑞芝
宣教士，蒙神的感動和異象，為主的名興建禮拜堂，我們
詩班倍感興奮和感恩，願被差派前往踏進清萊恩典浸信
會，同頌願榮耀歸聖父！

獻堂禮當天，被恩典太美麗牽動著，歌唱著 "這天同
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心被恩感歌頌神的淚
水不禁淌下！

使徒行傳一章八節：『但聖靈降臨必得著能力……直
到地極，做 ( 主 ) 的見証。』我見証了神話語的真實，祂
兌現自己的應許；我們一行接近百人同証上帝福音的工作
遠及清萊這片地，一人被差派而去，百人同賀聖靈的大能
大力，藉宣教士將福音傳到別國，建立教會興旺福音，使
萬民作主的門徒！

葵盛 黃葵美姊妹

清萊恩典浸信會在泰北地方成功建築好了，神賜
福給泰北人民，感謝主耶穌！

當天獻堂禮有很多人是遠道而來參加開幕儀式，有
扶老攜幼的來見證「清萊恩典浸信會」教會的大事，柏大
衛牧師是西方人，翻譯員是泰國人，會眾很專心聆聽神的
話語，泰國是到處拜佛像的地方，但有這麼多人願意去教
會聽道，感謝主恩賜泰國人民！

獻堂禮完畢立
即要坐車去「沐恩之
家」，差會安排「葵
盛浸信會」弟兄姊妹
去探訪廖光柱傳道、
師母與住在「沐恩之
家」的小朋友，共有
9 個弟兄姊妹在這裡
住了三天兩夜。

廖傳道與師母很
有愛心去照顧 21 個
小朋友起居飲食的需
要，廖傳道夫婦不離不棄的服侍神和這些小朋友。這班小
朋友家境貧窮，沒有能力好好照顧兒女，他們年齡 11 至
16歲，他們各有喜愛，如打鼓、電腦、髮型設計、結他等，
亦很珍惜在「沐恩之家」的生活，廖傳道夫婦為他們安排

規律的生活，他們是很聽教導的小朋友。
我們在「沐恩之家」三天兩夜，與小朋友唱詩歌、

查考聖經、玩遊戲等，他們很開心。有一次他們問我明年
是否會再來探訪，我說：「你們禱告給主耶穌聽。」其實
我心裡亦很想再來探訪他們，無奈身體有障礙。

我們在「沐恩之家」度過了三天兩夜之後，星期日
早上立即要去「清萊恩典浸信會」敬拜神。12 月 13 日
是崇拜，有很多鄉民來「清萊恩典浸信會」敬拜神，他們
很開心敬拜神，崇拜完畢有頒獎禮，頒給讀聖經及返主日
學勤奮學生，很多是小朋友上臺領獎品，感謝主耶穌！

「清萊恩典浸信會」得到各國各地方弟兄姊妹奉獻
的愛心給神，我要學習他們對神有信心，雖然今次有些小
艱辛，好感謝神賜機會我去體驗很多東西。

元洲 溫惠玲姊妹

我這次參加泰北短宣，平安回港，感謝主的保守。
在這短短的 7天裏，上了一堂課，使我對教會

宣教的工作了解多些。

與不同的教
會，弟兄姊妹，當
地的傳道人和宣教
士分享當中，體會
到宣教工作很困
難，看到他們對神
的信心，那麼堅
定。把這福音的種
子播下，看到不同
教會的弟兄姊妹在事奉工作的態度認真，及對神的信心。
我也要好好向他們學習。在探訪當地的村民都知道他們有
很多方面要幫助。

在獻堂禮那天，弟兄姊妹從四面八方而來，有 500
多人來到教堂參與獻堂禮。有唱詩歌，跳舞，講見證，讚
頌主恩，讚美神的大能。場面非常感人。人怎可以做到的
呢？我相信只有神才有這樣的能力。

我們每位都可以去體會下這些工作。在當中也學習
到很多東西，在生命裏會有改變。在這幾天都非常喜樂，
得益不少。這一切的榮耀歸於天上的父。

上安靜仰望著長空和享受星空，親近主，告訴主 :	我在這
裡，可以為祢作甚麼 ?	等候！

後來，神讓我們可以服侍拉胡村，我可以主題分享，
雖然分享的預備短短不足 24 小時。感恩，當日出發前組
員負責了兒童主日學、福音默劇、遊戲和個人見證等等不
同的部分，靠主發揮 ;	我也靠主完成主題的分享。

Cut、 Cut、咳讓我靠主服侍和安靜在星空下，每
日享受平安、無奈和欣賞美麗的恩典，見證神的大能顯在
軟弱人的身上，還有大家的彼此互相的效力，叫愛神的人
得益處。

 葵盛 林漢明弟兄

泰北之行實在令人大開眼界，耳目一新。
得知一座宏偉的教堂已經在泰北落成，在神的感動

及奇妙帶領下，有機會親臨體驗，不禁高呼一句	「神啊，
你真偉大」。	在預備獻堂禮期間，認識了很多當地的傳
道人及同工們，雖然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國家，但每位
都各盡其職，互相配搭，為的就是在獻堂禮當天，在四百
多位來賓面前，共同見證神的恩典。

典禮過後，在差會麥弟兄帶領下，連同葵盛浸信會
八名短宣隊員，到達離教堂四十五分鐘車程的沐恩學生中
心，與學生們生活了四日三夜。	什麼是「學生中心」呢？	
在泰北當地的政府學校，主要以泰文教授不同的科目，
「學生中心」泛指一些自願團體，幫助國內的中、小學生
補習。	至於補習的內容，主要以中文、英文、數學為主，
而在泰北當地的基督教教會，也藉舉辦學生中心，除了為
學生補習中、英文以外，還教授他們聖經知識。

我們到訪的沐恩學生中心卻和一般的學生中心有所
不同。	該中心的負責人是一對很愛主的夫婦，先生是柬
埔寨籍，後來移居到泰北的傳道人，與台灣籍的師母配合
下，轉眼間，他們已在該中心事奉了九年多。	中心的對
象是住在山區中，孤苦無依的中、小學生，他們看見的異
象不單是供應孩子們起居飲食，以致他們可以在市區接受
良好的教育外，更希望他們感受到從神而來的愛，從而自
決是否願意一生跟隨主的腳蹤。	從小三到大學一年級，
中心現正接收了廿十一名學生。	雖然泰北還有很多、很
多被遺棄的孤兒，但在他們能力範圍之內，這個數目已經
是該中心的上限了。	

到訪的每天黃昏，便跟剛放學不久的學生們共進晚
餐，五、六個青少年共同分享少肉、多瓜和菜的兩餸一
湯晚餐。	對於時下香港人，這絕對是健康的食譜，但
對於正在發育的少年人，便略嫌營養有點不足夠。	但
在於中心的經濟狀況，只可以供給每名學生平均每月約
三百五十港元的開支來計算，還是不得不在吃的方面省
一點好了。	我們短宣隊為他們預備了三個晚會，大家
真的十分享受，藉著遊戲、唱詩、手工、讚美操和聖經
分享等等，彼此的感情在短短幾天內便不知不覺間建立
起來。	最後一日相聚時 ,	正要臨別依依之際，學生們向
我們發問：『你們還會再來嗎？』，	內心不禁被感動
得一點震動，只可以點頭作別作為回應他們這個發問…..

學基 鄭雯欣姊妹

很高興能夠參與這次的泰北短宣，還記得上一趟
去短宣，已是十多年前了，現在說起來也有點

慚愧呢！沒再去的原因是，覺得關係很難建立。每次只得
一兩週，期間又要去不同的教會及學生中心，加上言語不
通等，都令自己打消了念頭。如今泰北的建堂已完成，當
中又有我們熟悉的郭瑞芝宣教士在這裡服事，感覺特別親
切！加上學基詩班將在獻堂禮中獻詩，著實是一次很難得
及特別的機會去服事神，很難有別的原因不參與其中呢！

當中有很多值得感恩及難忘的片段，很難一一細數，

好像在曼谷新機場往舊機場的旅途中，有弟兄姊妹的車
「死火」，很擔心不能按時到達機場登機。結果是航班不
知何故取消了，大家被安排坐晚一點的航班往清萊，看似
有阻滯，最終神又帶領大家順利跨過。而在獻堂禮中，最
令我感動是大家站在禮堂前的空地為主呈上《恩典太美
麗》這詩歌。雖然當時陽光熾熱、當地人亦未必懂我們在
唱什麼，但因著神，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來到此地，
同心合意用歌聲讚美神，這畫面深深印在我腦海中。

之後，我組被安排到方舟之家作短暫的探訪服事，那
裏猶如
一個大
家 庭，
十多個
小孩寄
宿在這
裏， 雖
沒血緣
關 係，
但卻像
兄弟姊
妹。 他
們過著
簡樸的生活，要幫手做家務，而且更會主動幫我們提行
李、準備早餐晚餐等，令我們這些慣投訴、視被服侍是理
所當然的城市人，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有富裕的物質
當然好，但這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成長當中、生活裏有
愛。離開時小孩天真的跟我們說明年見，期許這願望可以
實現。

元洲 阮美梨姑娘

未開始行程，元浸短宣隊 cut 開成分派在兩組，
分開服侍 ;	其次元浸短宣隊抵達和回港都 cut 為

三組，因為大家參加的日數不同和機票購買的情況，作為
帶領的，交託主 :	願大家平安。

Cut	不能去山區探訪，有點可惜因為組員失去服侍
機會。事實上，我們沒有上山住一晚，第四組組

員協助恩典教會收拾、清理，星期六協助兒童團契。感謝
主，第四組主動和積極互相效力。最後，還可以服侍拉胡
村的晚會活動。

咳使我在獻堂禮那天完全的失聲，感恩因為我本
身 就 沒

有這個的恩賜，結
果我無聲地的唱，
欣賞身邊的弟兄姊
妹，他們感動地獻
唱，他們看著十字、
藍天和神建的教
會，大家深深被感
動 [ 恩典太美麗 ]。

咳身 體 不 適
因為出發前兩週 "生蛇 "，和最後一週感冒，旅

程中間斷地皮膚痛和咳嗽嚴重，無奈的情況下，我每個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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