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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5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主內平安！你知道清萊人最關心的是甚麼

嗎？就是緬甸的政局。一方面兩國有很長的疆界

線，另一方面，很多清萊人都有不少緬甸的親

友。緬甸多年來都有內戰，甚至常常入侵泰國，

泰國人不敵緬甸人。某日經過清邁的湄萍河時，

家寶告訴我一個歷史故事。很久以前，緬甸又入

侵泰國，泰國人自知敵不過他們，便想出一個方

法來比高下。方法是各方出一個勇士，同時跳入

河中，誰能多留在水裏誰就贏。那場比賽泰國的

勇士贏了，因為他把自己綁在石頭上，犧牲自己

而救了國家，大家都很懷念他。 

緬甸有很多我們認識的宣教士、牧者、弟兄

姊妹，想到他們生活在惶恐之中，生命受到威

脅，懇求主憐憫，又讓各方領袖能達成和議，彼此謙讓。 

另一個近來的新聞，就是疫苗已經去到不少國家，大家現在討論的話題是要不要打？如

果打，要打哪一隻疫苗？泰國亦有疫苗了，為泰國防疫控疫、經濟和社會復甦帶來了曙光。

剛在 3 月 8 日泰國衛生部长阿努廷表示，正計劃於四月起將隔離由 16 天縮至 10 天，十月爭

取免除隔離！另外，從新聞中得知香港的確診數字亦在下降中，感謝神的憐憫，盼望世界各

地的疫情都受到控制，大家都能放心往來。 

 

清萊工場 
感謝神！自從上年邀請村民參加「同

心同步為健康」的活動後，同工們更樂於

做運動，汪俊隆體育老師最堅持，而且常

提大家一起在村中跑步。村民因為看見老

師們愛做運動，都追問我們何時再搞步行

活動？可否每日黃昏來我校做運動等？求

主賜我們智慧，以及老師們有承擔的心，

一同來為學校在社區中建立健康的形象而

努力。 

    

教會方面，由於我們的人數不多，加上清萊的確診個案很少，所以，我們一直都如常地

舉行主日崇拜。但大型的活動或探訪，我們都減少了，因為清萊人對於疫情都很謹慎，就連

大家寄來的物資，當我分給同工們，他們都笑著問我：這包裹隔離十四天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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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聖誕節總要慶祝一下

的。12 月 18 日，青年歸主協會的古騰

飛傳道帶領同工和義工們來報佳音，雙

方同工彼此分享和代禱，很美！ 

12 月 20 日崇拜後，我們分成小組，在村中派

發聖誕禮物，然後又去蘇校長家舉行聖誕聯歡。 

 

 

12 月 21 日，全體同工和小一

的三個寶貝學生，一同去了恩典浸

信部落發展中心，為那裏寄宿的孩

子們帶來美食和歡樂，三個小一學

生更用泰中英文獻唱了普世歡騰

呢！ 

 

 

12 月 26 日，由萬國兒童佈道團清萊分

部的負責人：幹傳道，帶領同工來為村中

的孩子們舉辦聖誕慶祝活動，孩子們都問

何時再開中英文補習班？是的，很想重

開，但未有老師！你有感動來幫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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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學校慶祝聖誕節，我們一早

已請學生們帶禮物來，好讓小一的學生們代表

他們送去學生中心，感恩的是，我們不單收到

舊衣物，也收到新買的禮物，我們的家長真可

愛！ 

 

  學校方面，12 月 24 日的彩色

運動會，是我們最歡喜又最美好的

回憶！當日家長們看到孩子們排成

整齊的隊伍，還有儀仗隊在前面領

路，孩子們雖然年紀少少，學生人

數亦不過五十人，但士氣昂揚。有

蘇校長的伴奏曲作背景音樂，加上

各個隊伍的鮮艷隊衣，還有神給與

我們晴朗又清涼的天氣，使得當日

的各項活動都有聲有色，還伴隨著歡笑聲

呢！感謝親愛的天父，是祂賜下歡愉和平

安！ 

 

1 月 8 日學校慶祝兒童節，老師們各

出奇謀，讓孩子們好好享受了一天的活

動。 

 

2 月 11 日學校慶祝春節，各班都預先

練習了中文兒歌，還有扇舞，小女孩們的

舞姿和打扮贏得熱烈的鼓聲啊！ 

至今學校已知下年度有 42

個學生，包括 K1 十三個、K2

十六個、K3 五個、P1 有五個、

P2 有三個，相比於今年 31 個學

生是多了一點，求主繼續恩領

新生來報名，到五月新學年開

始時，希望得到更多的學生，

請為我們招生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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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方面，我們只保留了兩歲

班，至今共有 19 個孩子，是我們最多學

生的一班，因為家長們都對我們的幼兒

工作很有信心，亦是我們的「生源」。

我們已做了調查，明年這十九個孩子都

會留下，其中 13 個會升讀 K1，6 個留在

預備班，另外已收了 5 個新生的報名，

由於每滿兩歲都可以入學，深信下學年

會繼續有新生加入的。 

 

  財政方面，包括了本年的事工費 90

萬、我的薪津 26 萬、還有建校餘款和後

加小工程以及購買物資等

共 102 萬，我們需要籌募

218 萬，求主供應。辦學

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

工程，很需要大家長期的

支援，特別是起步的幾

年。如果貴教會或小組或

團契，甚或個人，為建校

奉獻十萬或以上者，將會

以

奉

獻

者

的

名

義

為

課室命名，以作留念；又或者奉獻一萬或以上者，將會把名字記錄

在感恩牆上。 

 

差會現誠邀大家參與「心繫泰北、奉獻同行」的活動，以每月定額奉獻來支持清萊工場

的發展，求神親自報答你們。 

 

我的近況 

蘇校長建議我去修讀師範，以取得教師的資格，一方面讓教署和家長們對學校更有信心

（因為有外國人來做老師），另一方面，在管理學校上亦更能掌握泰國的情況。現在仍在考

慮中，求主恩領。 

由於疫情的緣故，我這個身在泰國的人，同各位身在香港的都差不了多少，就是都可以

用網絡來聚會、分享。感謝神，香港教會習慣了網上的聚會，所以，今次回到清萊，返而多

了參與香港教會的聚會，更有教會邀請我講道，距離不再是宣教士的問題了。 

另外，得知香港有不少人計劃移民，我希望大家都抱著把愛傳開去的心，無論你走到哪

裏，那裏都是樂土，因為有你的愛澆灌在其中。不過，不要只想著離開，卻沒有想到所到之

地的實況。就以泰國為例，泰國政府自 2018 年 12 月批准藥用大麻可合法食用後，各行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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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開始利用大麻創造價值，越來越多人將注意

力都轉向了種植大麻。法律規定，種植大麻必

須是 7 人組成的社區企業，與醫院或相關政府

機構合作，並向食品與藥品管理委員會提交種

植申請，以獲得種植許可證。據 2021 年 3 月 5

日泰國世界日報的報導：大麻價格瘋漲，乾葉

每公斤賣 4 萬銖，即是大約 1 萬港元。某日趙

德威傳道告訴我，一位地區領袖向民模村的村

民說，大家可以放心種植大麻，於是家家戶戶

都種，不少人用來做餸或當茶飲，所以，趙傳

道都不敢在探訪時食用他們的飯菜，也不敢飲他們送上的茶水。民模村不少年青人因為食了

大麻做的飯餸而上癮，終日昏昏迷迷，求主憐憫。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彼得前書 4:7-8 

瑞芝 

 

1. 求主感動弟兄姊妹回應：「心繫泰北、

奉獻同行」，每月定額奉獻支持清萊工

場的需要。 

2. 本年度需要籌募 218 萬港元，作為清萊

工場的營運、學校購買物資，以及還款等，求主供

應。 

3. 記念新學年的招生，求主恩領學生來就讀。 

4. 下學年會設立電腦室，求主供應所需的電腦和各樣配件。 

5. 求主使用疫苗，使得疫情更快被控制，主若許可，十月起，出入泰國就真的不用隔離

了。 

 

1. 感謝主，有教會和肢體為我們收集中英文圖書、教具等物資，我們

仍需要繼續收集的，盼望圖書室早日「似模似樣」。 

2. 感謝主，疫情反而讓我可以同香港教會有更多的接觸，包括分享

會、祈禱會，甚至講道。 

3. 感謝神！小一的三個寶貝學生都努力學習，特別是中英文科所要唱的兒歌都朗朗上口，

家長開心，學生都很自信呢！ 

4. 感謝神，蘇校長的身體好了，我們在他的帶領下，各按各職，學校慢慢上軌道，準備迎

接五月的新學年。 

5. 感謝各位關心清萊

工場的弟兄姊妹

們，雖然你們不能

親身來探訪，卻送

來不少的圖書、小

禮品和衣物，還有

大米，衷心感謝你

們的關心和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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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備 注 ※ ※ ※ ※ 

1 我的泰國手機號碼：+66-8-4327-1563，可以用 Whatsapp 的，歡迎與我聯絡。 

2 網上瀏覽清萊恩典浸信會：

https://www.google.com.hk/maps/@19.8127755,99.9118193,3a,75y,261.7h,94.24t,357.73r/data=!3m7!1e

1!3m5!1sKPq9vADaQ2uIvAWgDAoA0Q!2e0!6s%2F%2Fgeo1.ggpht.com%2Fcbk%3Fpanoid%3DKPq9

vADaQ2uIvAWgDAoA0Q%26output%3Dthumbnail%26cb_client%3Dsearch.revgeo_and_fetch.gps%26

thumb%3D2%26w%3D96%26h%3D64%26yaw%3D312.46045%26pitch%3D0%26thumbfov%3D100!7i

16384!8i8192?hl=zh-TW 

3 如蒙奉獻支持： 

3.1 寫支票的，抬頭請寫︰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有限公司／Hong Kong ABWE Mission 

Limited； 

3.2 入數的，請入：中國銀行戶口號碼︰012-589-000-177-37；中銀轉數快號碼: 

161520218 或恒生銀行戶口：369-439-153-883 

然後把支票或收據寄回九龍深水埗汝州街 68 號興業大廈 2 字樓 B 室，請在支票或

收據的背面，寫上你的姓名，奉獻的項目以及回郵地址和聯絡電話。以便差會寄回

奉獻收據。亦可以把收據影成相片，寄到差會的電子郵箱：mission@abwemhk.org  

 

2020 年恩典浸信會學校首屆彩色運動會沙龍照片 

https://www.google.com.hk/maps/@19.8127755,99.9118193,3a,75y,261.7h,94.24t,357.73r/data=!3m7!1e1!3m5!1sKPq9vADaQ2uIvAWgDAoA0Q!2e0!6s%2F%2Fgeo1.ggpht.com%2Fcbk%3Fpanoid%3DKPq9vADaQ2uIvAWgDAoA0Q%26output%3Dthumbnail%26cb_client%3Dsearch.revgeo_and_fetch.gps%26thumb%3D2%26w%3D96%26h%3D64%26yaw%3D312.46045%26pitch%3D0%26thumbfov%3D100!7i16384!8i8192?hl=zh-TW
https://www.google.com.hk/maps/@19.8127755,99.9118193,3a,75y,261.7h,94.24t,357.73r/data=!3m7!1e1!3m5!1sKPq9vADaQ2uIvAWgDAoA0Q!2e0!6s%2F%2Fgeo1.ggpht.com%2Fcbk%3Fpanoid%3DKPq9vADaQ2uIvAWgDAoA0Q%26output%3Dthumbnail%26cb_client%3Dsearch.revgeo_and_fetch.gps%26thumb%3D2%26w%3D96%26h%3D64%26yaw%3D312.46045%26pitch%3D0%26thumbfov%3D100!7i16384!8i8192?hl=zh-TW
https://www.google.com.hk/maps/@19.8127755,99.9118193,3a,75y,261.7h,94.24t,357.73r/data=!3m7!1e1!3m5!1sKPq9vADaQ2uIvAWgDAoA0Q!2e0!6s%2F%2Fgeo1.ggpht.com%2Fcbk%3Fpanoid%3DKPq9vADaQ2uIvAWgDAoA0Q%26output%3Dthumbnail%26cb_client%3Dsearch.revgeo_and_fetch.gps%26thumb%3D2%26w%3D96%26h%3D64%26yaw%3D312.46045%26pitch%3D0%26thumbfov%3D100!7i16384!8i8192?hl=zh-TW
https://www.google.com.hk/maps/@19.8127755,99.9118193,3a,75y,261.7h,94.24t,357.73r/data=!3m7!1e1!3m5!1sKPq9vADaQ2uIvAWgDAoA0Q!2e0!6s%2F%2Fgeo1.ggpht.com%2Fcbk%3Fpanoid%3DKPq9vADaQ2uIvAWgDAoA0Q%26output%3Dthumbnail%26cb_client%3Dsearch.revgeo_and_fetch.gps%26thumb%3D2%26w%3D96%26h%3D64%26yaw%3D312.46045%26pitch%3D0%26thumbfov%3D100!7i16384!8i8192?hl=zh-TW
https://www.google.com.hk/maps/@19.8127755,99.9118193,3a,75y,261.7h,94.24t,357.73r/data=!3m7!1e1!3m5!1sKPq9vADaQ2uIvAWgDAoA0Q!2e0!6s%2F%2Fgeo1.ggpht.com%2Fcbk%3Fpanoid%3DKPq9vADaQ2uIvAWgDAoA0Q%26output%3Dthumbnail%26cb_client%3Dsearch.revgeo_and_fetch.gps%26thumb%3D2%26w%3D96%26h%3D64%26yaw%3D312.46045%26pitch%3D0%26thumbfov%3D100!7i16384!8i8192?hl=zh-TW
mailto:mission@abwem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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