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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5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主內平安！不經不覺新冠肺炎已經打擾我們的生活一年多了，清萊自今年四月起，經歷

疫情第三波，這次是斷斷續續的，雖然比起之前的確診數字為多，但大家都習慣了，沒有那

麼害怕。至於整個泰國的確診數字，單在七月份，就每日都有新高，到 7 月 10 日是 9,326

宗，所以，連曼谷在內十個府治自 7 月 12 日起封城及宵禁，為期兩個星期；但疫情不減反

增，又延長至 8 月 2 日，直至今日為止，是萬五宗確診個案，求主憐憫。 

早在 6 月 16 日聯合新聞網報導：「泰國 120 天後開放國門。泰國總理帕拉育表示，

為了恢復在過去一年受到影響的民生經濟與旅遊業，從今天算起 120 天內，泰國準備全

面開放國境，完整接種過疫苗的國際人士可以入境泰國免隔離。」到 7 月 23 日泰國頭條

新聞報導，「在安全的前提之下，跟隨政府 120 天開國目標繼續實行下去。」期望疫情

盡快受到控制，求主憐憫！ 

7 月 2 日泰國世界日報報導：「泰國旅遊局局長育塔薩透露，7 月 1 日是開放接種疫

苗遊客進入布吉的第一天，外交部向 300 遊客簽發了入境許可證明。」 

我們同在一個地球村，一同經歷這一場世紀大瘟疫，一同適應這個新常態，但其實大家

都開始受不了。泰國這個倚重旅遊業的國家，很多人因為疫情而失業，我們既希望能盡快打

開國門，但又擔心疫情更難受控。主啊！求祢叫瘟疫止住，

求祢大能的手救護每一個你所造的兒女！ 

 

清萊工場 
6 月 14 日端午節，正正是學校的開學日，老師們已事

先包好粽，送給學生們帶回家享用。學生們能回校上課，實

在是老

師、學生

和家長們

的心願。

只可惜一

個星期後，清萊忽然多了確診個案，最多

那天是 42 人，我們又要停課了。7 月 5

日，我們又再開課，7 月 9 日清晨，收到

一個家長的電話，原來他的上司確診了，

他要去做檢測，我們為了學生們的安全，

決定先停課，等結果後才作決定。主啊！

學生們都很年幼，求祢憐憫和保守，一個

都不能受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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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5 月 17 日起，原本是

開學的日子，卻因疫情未能

開學。我們就一於停課不停

學，雖然學生們年紀小小，

老師們都預備視頻和功課，

讓學生們在家繼續學習。看

到部份學生傳回在家學習的

視頻，特別是他們唱著兒歌

的可愛表情，老師們都忘記

了自己錄製視頻的苦惱了。哈，是的，幾

分鐘的短片，我們這些新手就做足兩、三

日，真的體會到事非經過不知難！ 

 

迎接新學年，學校開了電腦室，共購

置了 11 台電腦。幼稚園一年級的蘇美玉

（前排右二）能掌握老師所教的填色活

動，因為她的家人是用電腦來工作的。 

另外，音樂室亦開始啟用了，上年回港

述職收到四個小提琴，現在都派上用場了，

你看，孩子們多投入！ 

 

還有，我們亦開了體育室，雖然設施不

多，但在雨季時，孩子們總算有一個活動的

空間。你看，孩子們在老師的帶動下，多活

潑！ 

 

暑假期間，我們把幼兒園的兩個

班房打通了，一方面在場地使用上更

寬敞，另一方面，老師和學生的比例

亦可以多點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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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為新學年而啟用了嗎哪樓的大廚房，我們裝上了抽油煙機、大雪櫃等。新的飯堂

亦已啟用了，學校的學生就在這裏食飯，至於幼兒園的學生，就仍在幼兒園。 

 

由於停課的緣故，家長們要考慮的事情更多，例如學校與醫院近嗎？私校和政府學校都

一樣停課，有幾個學生便轉往政府學校，因為不必交學費。現在學校有 38 個學生，幼兒園

有 14 個學生，相比去年合共 50 個學生是多了 2 個，求主繼續恩領新生來報名。更求神叫瘟

疫停止！ 

 

鄰居的圍牆又再次堵塌！原因

是今年雨水充足。6 月 14 日小晶出

外購物時，看到鄰居延馬路的圍牆

倒塌了，我們的圍牆也受到影響。

我們衷心感謝神的憐憫，因為倒塌

的是馬路旁的（由於他是把自己的

地填高了，四邊都可以倒的），全

村人出入都看見，不由他不處理。

但在我們與他之間的圍牆舊患，我

們借著這次的機會，再次提醒他

們，但始終未見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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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把差會在清萊的地皮由三位牧者的名下，轉往基金會的申請遲遲未見回音，我們便

去地政署查詢，原來早在一月份，地政署已把文件發放到縣政府，而且有簽收的。當我們去

跟進時，縣政府的職員說沒有收到文件，又說負責官員已調職。但感恩的是，最終縣政府的

官員來視察場地，算是過了一關。現在等審批就會上呈至清萊府。求主保守，能盡快辦妥。 

教會的崇拜方面，因為就

在我們附近（約十公里外），

一間教會有傳道和會友確診，

我們雖然人數不多，也沒有超

過政府規定 50 人的上限，都只

好暫停，從 5 月 23 日起，預算

學校重新開課時重開崇拜。清

萊只有華僑真理堂堅持主日崇

拜，他們的理由是他們沒有超

過 50 人的上限，而且人人量體

溫和戴口罩；另外，不少教會

都有網上直播，而我們就有家

寶直播講道，蘇校長鼓勵我們

要每日聚集禱告，因為沒有人可以倚靠，唯有創天造地的主，永活的真神是我們的幫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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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特別的是瘟疫流行的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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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過去兩年

感恩牆上加入了 17

個家庭/個人的名單，

其中六個單位是奉獻

十萬或以上的，我們

便用他們的名字來為

課室命名。我們仍需

要更多弟兄姊妹的奉

獻，現在，差會誠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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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提及我在考慮讀泰

國大學的教育系，現在先擱

置，不竟年紀不少了，另一

方面，神恩領了林瑞盛夫婦

來短宣一年，已正式向教育

署申請中文老師簽證，他們

已訂了 7 月 28 日的機票，先

後要在曼谷和清萊隔離，九

月就可以正式投入事奉了，

感謝神！（右圖是上年回港

述職時拍攝的，瑞盛哥淑芬姐請食飯！） 

 我的簽證快到期了，曼谷要封城，飛機停航，非必要不許外省的人出入曼谷，而我的簽

證是在 8 月 5 日到期，並要親身到曼谷辦理，求主憐憫和開路。若能順利出曼谷，回到清萊

要隔離十四天，只盼望盡量不影響教學的工作。 

 疫情下少了人與人之間的往來，連教會聚會都少了，這讓我反省到，對神的信靠、事奉

神、作門徒……是甚麼意思呢？感恩收到一份大禮：https://reurl.cc/j8QYLZ ，就是「火焰傳

奇」，是一系列動畫影集，將神學家、宣教士的故事以動畫的方式活潑呈現，幫助我們對宣

教有更多了解。你有時間也登入觀看吧，願我們的生命一起昇華，我們的眼光更高更遠！ 

 

大衛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獻燔祭和平安祭。 

如此，耶和華垂聽國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撒下 24:25 

瑞芝 

 

https://reurl.cc/j8QY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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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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收

到 4 個回應，衷心感謝他們的支

持。主啊！可以再多一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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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學年因為疫情的緣故，開了兩次，又停了 3 次

課，老師和家長們每日都留意著新聞，孩子們都

好想返學，一個兩歲剛入學的小女孩問：「點解

有這麼多星期日？幾時先至係星期一？」 

4. 老師們已登記了打疫苗，在等通知，求主憐憫。 

 

1. 感謝主，現在已知有學基、頌

恩和沐恩都在推動會眾收集中

英文圖書、教具等物資，有的

已經在郵寄的途中。我們不單需要收集，更需要整理，盼望圖書室

早日「似模似樣」。 

2. 感謝神！教育署剛於 7 月 6

日來檢查我們所做的文

件，包括師生的資料、津

貼的記錄、財政的報告

等，雖然仍有錯漏，但總

算過了一關。 

3. 感謝神，蘇校長常提醒我

們，在疫情之下，不能靠

自己、醫生和政府，只能

靠創造天地的主，祂是我

們唯一的倚靠。 

4. 由於疫情仍未穩定，我們

堅持停課不停學，老師們

由最初戰戰兢兢地製作短

片，到現在無論是回校上

課或在家學習，老師們都

不再那麼緊張了。感謝蘇校長對老師們的鼓勵和肯定，也感謝神的恩典，我特別要感謝

姨甥仔給我技術上的支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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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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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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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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左至右，從上至下：N3 至 P2 各班 

mailto:mission@abwem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