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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引言
蒙香港浸信會差會邀請筆者撰寫一篇關於「堂會的

差傳組織及章則」的文章，筆者感到十分有意思。

這個題目讓筆者從行政的角度來思想差傳工作的發
展。究竟「章則」在一個事工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她」是必須的還是可有可無的呢？「她」扮演著硬繃
繃管轄的角色還是導向性的標示牌？借用此機會，願就
著過去少許的經驗與大家分享筆者對「差傳章則」在差
傳事工中擔當的位置。

正如所有公司、機構、慈善團體，甚至是政府，他
們也有屬於自己的運作守則。可以說，從一份「章則」
裏能瞥見他們的組織架構、政策、理念方向和運作形式。
同樣，差傳章則正扮演著這個重要的功能。

章則是必須的嗎？
某些人對行政工作具有不正確的想法，認為行政工

作屬於事務性質，遠不及對人的工作重要。筆者則認為
沒有既定守則規範，又涉及會動用大量奉獻金錢的差傳
事工，會容易陷於無方向及受人情感動作決定的運作方
向。因此，章則能使執行的人，不偏不倚，依章辦理。

「做差傳工作必須要有章則」，這不是一定能做到
的現實處境。筆者則會認為差傳委員當以『完成制定章
則為必須』作他們的目標。這是因為有些剛開始建立差
傳事工的堂會，或一些規模較小的堂會，不可能就擁有
完備的行政架構。在這個情況下，邊走邊建立也非不可
行的方式，總好過把推動差傳工作一拖再拖。但對於期
望能有更長遠及系統性發展差傳工作的堂會，章則確實
具有指引性的重要角色。因此，完成制定章則應該是差
傳委員們的重要工作之一。

章則導引運作的方向

 ( 一 ) 制定組織架構
要把差傳異象付諸行動，應當設立合適的組織，負

責推動會眾認識及重視普世差傳事工，包括信心認獻、
短宣行動、差傳教育、禱告等等；各方面需要同時並行，
使會眾更全面地參與差傳工作，而不單限於「差錢」的
行動。

本會的差傳架構由兩個組織組成，其一為主力構思
發展策略、制定或修訂行政章則及為每年經費預算作建
議的差傳發展小組（簡稱差發小組）；另一為主力於會
內推動及教育會眾差傳事工的差傳部。

差 傳 章 則

與

發 展 差 傳 事 工 的 關 係
 楊玉環牧師

( 彩坪浸信會主任牧師 )

2015 年差發小組成員

差傳部員與「KS」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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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組織的運作、功能和職責清楚說明於章則裏，
即或一個不認識本會差傳工作的人，也能透過章則了解
本會差傳工作的管理與執行方式。差發小組成員由顧問
牧師 ( 如有 )、堂主任、執事會主席或副主席、差傳部
教牧及差傳部部長組成；而差傳部則有差傳教牧及由會
眾推選的部員組成。彩坪浸信會推動差傳工作約有二十
年，兩個組織的章則內清楚的分工運作，各自能聚焦於
推動的範圍，使差傳事工在會內、外均能較理想地兼顧；
由於兩個似乎有別的組織有幾位相同的成員，令事工易
於銜接及在會內推動。

此雙軌架構為本會差傳組織的特色，優缺均存，乃
按本會需要制定，不一定適用於別的堂會。故此，各堂
會的章則著重點或有所不同，各具特色，重點為符合該
堂會的運作及執行需要，堂會宜於參考他會章則後，再
思量適合本身堂會的差傳組織架構。

( 二 ) 規範策略方向
差傳理念、教育發展與預算的制定均以差傳章則為

指引，故此完備的差傳章則是一個執行的良好工具。

本會開始差傳工作時，由於所認識的宣教士不多，
資金也微少。在當時，本會除支持一個宣教士家庭外，
不少差傳經費用以支持差傳機構及神學院。然而，在章
則確立了本會差傳工作的方向後，差發小組成員逐漸朝
章則所定目標修正方向，在眾多差傳需要中規範了參與
的重心，對正焦點。

由於本會差傳事工的理念是以跨文化的宣教工作為
重，故當本會考慮在經濟上支持某位宣教士，都會衡量
候選人服事之群體與本會宣教方向的配合性。現時本會
所支持的宣教士大部份是向跨文化的族群作福音工作；
近年，本會亦考慮開拓本地穆斯林宣教工作的機遇。此
等策略與大方向已於章則內清晰制定。

而關於本會對宣教士的甄選，彩坪浸信會的差傳
政策是以「不自設差會，盡力與差會合作」為方向。因
為本會深信差會於宣教士的甄選、訓練、差派、督導均
會優勝於本會。本會只會擔當屬於差遣教會（Sending 
church）或支持教會 (Supporting church) 的角色。故
此，任何宣教士候選人，即使本身為「彩坪」的會友，
必須得到差會的接納，才能成為本會支持的宣教士。這
政策是基於教會資源有限，特別是中、小型的堂會，要
兼顧宣教士的甄選、訓練、督導等工作會顯得吃力，但
差會在這些範疇都較堂會有經驗及專注；這安排也是以
宣教士的益處為考慮中心制定的，特別一些於敏感地區
事奉的宣教士，差會在處理關顧和督導的經驗都較堂會
豐富，保障了宣教士獲得更大的安全。故此，本會有不
少部份事工是與差會合作的。

本會對宣教士的責任重點會放在禱告、奉獻和教育
會眾關心宣教士，把宣教工場的督導和調配宣教士的權
責完全交予差會。

 

( 三 ) 設定經費運用
此外，章則中制定了經費分配的方向，這為差發會

成員釐定了考慮支持的方向，能向著本會差傳工作的目

標發展事工。而經費分配的理念是以支持宣教士為優先，
為此，差傳經費的分配約有七成用於支持宣教士。本會
自 1992 年開始差傳工作至今，由支持一對宣教夫婦至今
共支持有兩對宣教士夫婦、一支當地植堂隊及三位單身
宣教士。

現時彩坪浸信會的差傳經費預算是以鼓勵會友作信
心認獻方式籌措。百年前，宣信博士（宣道會創辦人）
為籌募經費以差遣宣教士到各地，倣效保羅在旅行佈道
為耶路撒冷信徒的需要籌集捐款的方式，在宣道會各堂
會中開始實行「信心認獻」。此方法後來逐漸成為現今
海外華人教會籌措差傳經費的做法。

差傳大部份的經費來源都依靠成年會眾，故此，差
傳異象的分享對成年會眾而言是很重要的一環。成年會
眾對差傳的心志與金錢奉獻都藉年會、短宣行動、差傳
教育及差傳專題講座等灌輸。為鼓勵會眾參與短宣體驗，
差傳章則內設有參與短宣的津助方式；對於經濟有欠缺
而又有心志參與的會眾，我們更設有特別的津助給予申
請，目的為讓人不因經濟緣故而失去短宣的體驗。

善用奉獻也是管家的職責。為差傳收得的奉獻，除
足夠用於該年差傳事工的支持，每年均有少量盈餘，滾
存成差傳基金，章則對這些滾存的儲備也清楚列明用途，
好讓我們成為好管家。滾存的基金主要用作資助每年固
定宣教事工外的特別需要。包括支持考慮開拓的宣教事
工、緊急一次性需要、宣教士述職、宣教工場建堂需要
等等。過去幾年，每年動用約十多二十萬支持特別性的
宣教事工。

結語：互獻與共建普世福音工作
章則制定後並不會成為一份「聖書」，「她」需要

與時並進，及按需要定時修章。例如，本會於 2012 年特
別修訂章則，加入了宣教士們退休的保障計劃，使章則
更能回應事工的需求與時代的轉變。

章則會因應各堂會的運作特色而有所不同，未必可
以照單全收，但如能有別堂會的章則作藍本參考，再制
定屬於自己堂會事工發展的重點，便不難成事。對於中、
小型堂會，於人力資源的欠缺下，需要有更大的信心去
開拓差傳事工。已建立差傳工作的友會堂會，可幫上忙
的，就是把經驗與章則分享。前人走過的一里路，讓更
多後人能少走一里路，不是在神國度裏美好的建樹嗎？
鼓勵各堂會慷慨與別的堂會分享自己默默耕耘的成果。

修訂章則目的應該只有一個方向，就是不斷優化差
傳工作，使普世福音事工能早日及於萬民，完成使命。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又對他
們說 :『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裏復
活，並且人要奉祂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
直傳到萬邦。』」(路廿四 45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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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聽聞「仔浸」的宣教祈禱小組也不少，那是怎樣設
立﹖或怎樣分組別的呢﹖

丘：其實最初為宣教祈禱的目標，主要是中國，這是因
為不少肢體關心祖國同胞福音的需要；隨後，我們
接觸海外宣教事工多了，弟兄姊妹亦有不同領受和
負擔。於 1996 年開始，我們相繼成立了不同的宣教
祈禱小組，其中包括：中國小組、泰北小組、蒙古
小組、日本小組、印度小組、西藏小組。可是，西
藏對弟兄姊妹來說較為陌生，感覺較難接觸到的群
體，尋覓宣教士的資料不易；雖曾藉著影片介紹當
地，甚至組隊往西藏探索，但回應的弟兄姊妹很少，
最後結束此小組。另一個小組是日本工場：最初小
組成員關注從香港出發到日本的一對夫婦及一位單
身女宣教士，小組成員亦為整個日本代禱，曾經持
續半年時間派發資料給十多位代禱者，只是缺乏回
應而停止派發資料。至於印度小組，在初階段有肢
體參與訪宣後，回來分享當地情況及需要，亦曾經
以代禱信函形式郵寄給各組員，這小組維持了一年
時間便結束。

引言
香港仔浸信會 ( 以下簡稱「仔浸」) 推動差傳事工超過 25 年的日子，該會的差傳事工可以說是多元化的；然而，

本文將聚焦於該會的祈禱小組之特色與大家分享；透過訪問該會的宣教部部長丘惠祥 ( 簡稱「丘」) 姊妹，嘗試瞭解
該會如何推動差傳祈禱會。盼能鼓勵各堂會更多推動弟兄姊妹參與差傳祈禱服侍，並更多實踐關懷宣教士。

問：請問「仔浸」是怎樣推動差傳祈禱的﹖
丘：差傳祈禱會很早之前就有的，數算一下，已經超過

20 多年。我們的教會於 1992 開始在傳道部轄下設
立「宣教事工組」，這一年，我們也成立了「宣教
儲備基金」，資助會內會外的宣教事工，亦舉辦了
「宣教學導論」課程，更不可少的就是每月舉行一
次宣教祈禱會。從一開始差傳事工，就與差傳祈禱
息息相關，可見差傳祈禱之重要。

問：那麼，差傳祈禱會怎樣發展下去呢﹖
丘：「仔浸」的差傳工作可以說是不斷的發展；就在

1993 年，教會正式成立「宣教部」，並在架構下設
有 4 個組別：包括教育組、推廣組、祈禱關懷組、
資料收集組；當年宣教部定期每月一次舉行宣教祈
禱會。後於 1995 年，為宣教事工祈禱已漸次安排在
教會的祈禱會中，定期於每月第三週的教會祈禱會
中舉行，參與差傳祈禱會的人次亦因此而廣泛了。

推 動 差 傳 祈 禱 的

經 驗 分 享
 受訪者：丘惠祥姊妹

( 香港仔浸信會宣教部部長、 

本會特邀組員 )

訪問：司徒寶媚傳道

( 本會教育及拓展幹事 )

宣教祈禱小組

中國 緬甸恩盈農莊



5

問：那麼目前有多少個組別﹖各組情況又怎樣呢﹖
丘：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主要有 7 個宣教祈禱組，其中

包括：中國、蒙古、泰緬邊境、宣教士、穆斯林 (前
稱回教 )、以色列、「小量丸子」。中國祈禱組自
1987 年開始至今，已有 28年，雖然小組成員時有更
替，但定期一起為中國守望代禱是不變的，目前每
月最後一個主日早上舉行祈禱會，每次有 3-5 人參
與。至於蒙古祈禱組自 1995 年開始至今，足有 20
個年頭，目前一對宣教士夫婦在當地也超過 12 年，
我們目前每月第三個主日早上舉行祈禱會，每次有
3-4 人參與。而泰緬邊境祈禱組則由 1997 年開始至
今，亦有 17 年的日子，這地方的民族是我們所認領
的群體，獻上禱告是理想當然的事，目前每月第二
個主日下午舉行祈禱會，每次有 3-5 人參與。在 7
個組別中最多人參與的，要算是宣教士祈禱組，或
許是因為這些宣教士是「仔浸人」或是我們十分熟
悉的宣教士，凝聚力也多一些；這組別是從 2000 年
開始的，至今已有 15 年，其中成員更踏上宣教路，
我們目前每月第一個主日早上舉行祈禱會，每次有
10 多人參與。還有是穆斯林祈禱組，這組別始於
2002年，也有13年的日子，雖然出席人數甚不穩定，
我們極需要更多生力軍參與，讓我們堅持為穆斯林
禱告；小組目前每月第一個主日下午舉行祈禱會，

每次有 3-5 人參與。另外還有以色列祈禱組，這祈
禱組成立於 2008 年，至今有 7 年時間；小組目前每
月第三個主日下午舉行祈禱會，每次有 3-5 人參與。
最後要介紹的是「小量丸子」祈禱組，這是 2013 年
才成立的，亦是他們夫婦二人前往宣教士職前訓練
時開始的；這祈禱組設於每月第一個週六下午舉行，
也有 3-5 人參與。

問：在您過去參與宣教祈禱中，有沒有一些深刻的經驗﹖
丘： 雖沒有很特別的經驗，但我記得自己很熟悉的宣教

士，她剛到工場數月而已，我和一對夫婦相約前往
探望她，原來在那段日子，她的情勢頗為低落；當
她見到我們時，心靈再次振作，又說我們仿似「及
時雨」滋潤心靈。此外，我也曾聽聞一位姊妹的分
享，令我留下深刻印象；話說這位姊妹在祈禱中，
神感動她去探訪宣教士，她就順服神的引導；探訪
宣教士後，就請宣教士把日後來訪者留下聯絡資料，
沒想到有另一位探訪者竟是同一家教會的姊妹；往
後關顧宣教士的事情，可有多個夥伴了。總的來說，
我的禱告經驗多在平凡中看見神處處看顧，偶爾會
收到宣教士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經歷神的保守，又說
感謝我們的代禱；我想這就是神垂聽了禱告！

( 答案請看頁 16 )

吉爾吉斯坦境內有 5 萬多 ________ 族人居住，他們是 19 世紀中葉由中國陝西、甘

肅一帶遷徙入的回民。最初只有三千多人，隨後的蘇聯時期已發展到十萬多人，主

要分布在中亞的吉爾吉斯、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的幾個主要聚居點。除了講地道的俄

語外，還操著濃厚西北口音的「清朝漢語」，例如稱領導為「頭領」、稱國家機構

為「衙門」、稱警察為「衙役」等等。他們不懂漢字，但有俄文字母拼音的 ______

文。

       A. 土庫曼

 B. 塔吉克

　 C. 東干

 D. 日爾曼   

差 傳 冷 知 識

緬甸恩盈農莊 非洲 Tukul 以色列 緬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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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差 傳 年 會

 詹馮惠儀姑娘

( 灣仔浸信會差傳同工 )

在教會的差傳活動中，除了舉辦每年的短宣隊以外，
一般來說都會舉辦差傳年會，也就是每年一次的差傳大
會。這是因為當教會在差傳路上走了一段日子，到達一
定程度以後，就要保持會眾對差傳的熱誠和認知，通常
會舉辦每年一次差傳年會，加深弟兄姊妹對差傳的認識
和印象，以致能動員更多人起來接續教會的差傳事工。
眾人聚集一起，為教會當年差傳的主題、方向和重點集
中注意力去思考，並一起去瞭解未來一年教會的差傳大
計，預備時間去參加和禱告。

在灣仔浸信會，我們的差傳年會就是每年的差傳主
日。通常早上崇拜宣講差傳信息，下午則舉辦與差傳有
關的講座，都是有獨特主題的，可能是邀請差傳機構來
介紹她們相關於差傳的工作、也可能是邀請宣教士來分
享他們的經歷、經驗或故事，用宣講或講座等方式來分
享他們的事工和需要，藉以激勵弟兄姊妹的心志。由於
差傳往往與異文化有關，所以差傳組的弟兄姊妹或有關
負責人會穿起有民族色彩的服裝，目的是吸引會眾的興
趣，並讓他們知道有關差傳的大日子今天來到了，要他
們都一同來參與。

除此以外，我們也試過舉辦差傳週和差傳月，就
是用一週或者一個月的時間來思考差傳的課題。當年的
籌備委員會就要為該年的差傳週或差傳月定下主題，思
想要帶出些什麼果效，然後制訂時間表，最重要是怎樣
動員參與。記得有一年主題是「去、去、記住去」，年
頭時候就把宣傳標語張貼各處，引起各人的好奇，思想
「去」哪裏、自己又如何的「去」，隨著宣傳攻勢按時
出現，讓人融入差傳氣氛，從而積極參與其中。

又有一次舉辦了差傳月，用整個月時間去思想差傳
的課題，每週都有不同的主題、活動和形式讓弟兄姊妹
們去花心思，而最後一週，有壓軸的大型活動作總結。 
其實那次目的是要弟兄姊妹去挑選並關心一個需要福音
的異國民族，用一整月的時間去瞭解這個民族群體的福
音需要、民族特色、地理、政治、經濟、性情、衣著、
風俗、習慣、氣候、飲食特色…等等，最後，要他們在
差傳月的最後一週，作重點匯報，把搜集而來的民族資
料，用各樣方式：如唱歌、跳舞、演講、角色扮演、烹
飪等等方法去表達出來。

還記得那天各團契一早就鬧哄哄的，各自佔據一方，
輪流把他們選擇的民族介紹出來，教牧、差傳委員會等
為評審，要看誰扮演的最逼真、最神似、也看誰烹煮的
最有民族特色、最好味道、最具代表性，好不容易經過
一番苦鬥和評審結束。當中作用就是要讓弟兄姊妹自己
親自參與在差傳裏，去認識一個異文化，不再只是聽牧
者、宣教士或其他人講一些差傳課題，頭腦上知道一些
差傳的人與事而已，因為這些都只是二手資料；而當每
個人都經歷去挑選、過濾、思想和分析等過程，其實就
是替每一位參加者上了一堂寶貴的差傳課。「親自參與」
讓他們印象來得更深刻，而參與差傳就變成最自然不過
的事情了，就有助於增加日後他們能參加短宣隊的機會、
也去思想他們在差傳範疇裏的事奉方向及可能性。

透過舉辦每年的差傳大會或差傳活動，教會就能把
差傳的異象傳遞出去，普及至每一位會眾，這樣，差傳
不再是幾個對差傳有負擔的人參與的玩意、熱心或熱誠，
而是全民的運動，推動教會一起齊心努力，承接耶穌給
於教會和每位信徒的使命，歇力把福音傳到萬民萬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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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體驗點滴

奕勝 & 少玲

( 本會支援宣教士夫婦 )

德國來鴻

我們的生活
有宣教士曾分享，如何知道你已經投入工場生活

呢？就是當你發夢時，在說當地的語言。根據這個徵狀，
少玲必定百分百投入德國哥廷根的生活了。因為她多次
在夢裡以不同的語言與夢中人對話：粵語、普通話、英
語或德語。最高記錄是在一個夢裡出現了 3 個頻道，難
怪夢醒後，要問自己現在身在何處？奕勝的普通話到了
豁出去的階段，感恩弟兄姊妹肯定他的進步，希望在語
言上更有效地服待我們的同胞。德語程度如何我們仍在
滴汗中。兒子思敬的德文學習進度理想，參加學校樂團
後，學校生活不亦樂乎。孩子性格外向，敢於接觸各班
級的同學，並在互動中受益良多。現在，不論在校或在
家，他懂得安排時間 ( 節目 ) 和獨立生活。玩耍時全程
玩耍，溫習時專心溫習。若問他在德國生活的滿意程度，
10 為滿分，他說有 8 分呢！他能順利過渡，絕對是天父
格外的恩典，使我倆更專注在福音事工上。

新春外展活動
2 月中旬的春節主日，哥廷根團契舉行了「百人餃

子宴」，吸引不少新舊的慕道者和學習漢語的德國朋友。
從預備佐料和麵、配餡料、包餃子、煮餃子，都是親手
炮製，大人小孩各按各職，全程投入，氣氛熱鬧。出席
人數超過 100 人，是平常聚會人數的 3 倍，顯示在哥廷
根這個大學城市，還有許多未得之民，等待我們將主耶
穌的愛與他們分享。

事奉人員裝備
第一季的事工重心，致力於培訓事奉人員。哥廷根

團契流動性大，新一年的核心同工和組長全是新班子，
他們缺乏教會觀念及服侍經驗，所以我們提供了 6 次的
基本訓練，包括：事奉者的態度、如何作司事或領詩、
預備查經、帶領小組技巧等。理論過後，便是「拉著他
們的手」一同實踐。督導、鼓勵、跟進和預備查經 (pre-
bible study) 便是我們的恆常工作。此外，初信者比率較
多，我們要爭取他們留在哥根廷的時間，並願意在信仰
上扎根的契機，我們培訓了 8 位栽培員，現在接受初信
栽培的有 6位信徒。

在德國短短十個多月，我們常與「時間」競賽。我
們深知道要信徒靈命成長和學習事奉，並非一連串密集
式的培訓就可以成事，更不能拔苗助長，信徒也要付出
時間與神建立個人關係。但另一方面，我們欣賞他們願
意接受裝備的心。當我們發出邀請，他們以行動來回應。
他們明白承擔服待之前，必須先有學習。有些弟兄姊妹
更追問我們將有甚麼新的培訓課程，以致他們可以先祈
禱預備，並騰出時間參與。看見弟兄姊妹的熱情和心志，
我們深受激勵！

其中一對夫妻，每次參加培訓，都不怕辛苦帶著 3
個孩子出席，最小的只有 1 歲。他們更立志主日崇拜前
15分鐘到達教會，不以孩子多或孩子年幼為遲到的藉口。
對於有慣性遲到的華人來說，他們的改變成了眾人的當
頭棒喝！

 

哥延根團契新春餃子宴 哥延根團契新春餃子宴 – 差不多 2千隻餃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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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丸子

( 香港仔浸信會會友、 

本會支援宣教士夫婦 )

迎新指導點滴

“You can’t wash the dust off your feet.” 這是一
句非洲諺語，意思是你沒有辦法洗去非洲的沙塵，因為
它已成為了你的一部份。當你身在非洲，看著這句話時，
那種身同感受，實無法用言語形容，你必須親自來體驗。
三週的迎新指導完滿結束。短短三個禮拜，除了一句非
洲諺語外，大會其實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小型圖書館，書
籍種類不少，當然包括差傳、文化，及很多與非洲息息
相關的類別，只可惜課程內容密集，沒有太多看書的時
間。

今次的迎新指導有 18 位大朋友，13 位小朋友、7 位
核心工作成員及多位講員。參加者中有六位單身姊妹、
兩對夫婦及四個家庭，分別來自南北美洲和澳洲。最大
的家庭來自加州，夫婦倆育有六個孩子，一名領養自加

州，三名領養自埃塞俄比亞。他們的故事深深見證著神
如何帶領他們一家來到非洲事奉，一點也不簡單，母親
即使信主，也不同意支持他們舉家遷徙到非洲。他們的
大女兒是一名愛滋病遺孤，長大後想當一名醫護宣教士，
服事自己的祖國；另外一女兒則希望將來能收養中國籍
孩子，建立國際化家庭。除了這夫婦二人外，每人也分
享了他們是怎樣來到非洲的，路直路彎，當中都有主的
心意。

往後的幾個大題目包括非洲人的世界觀、家庭及部
落觀念；世界一大宗教在非洲的狀況及他們的典籍；我
們的宗教在非洲的處境化發展（contextualization）；
危機及衝突處理；身心靈健康教育、愛滋病及虐疾簡
介；及機構於非洲各地區的事工等。其中還有女性割禮

家庭事工
我們物色有心志和長期居留在德國的夫婦，盼能裝

備他們成為委身的門徒，以回應團契長遠發展的需要。
婦女組每個月有 3次週間聚會 (信徒查經和外展小組 )。
我們亦開始了 13 堂的「婚姻成長班」，藉此教導聖經的
婚姻觀和鞏固夫婦關係。感謝主，出席崇拜的家庭明顯
穩定地增加；媽媽們的話題由生活交流提升到生命相交，
從學習第一次帶查經到穩定查考聖經，見證她們如何被
神改變，逐漸修補與丈夫和子女們的關係，我們經歷彼
此流淚祈禱、互相分擔重壓。

每次查經，媽媽們都會彼此笑問：這個週發了多少
次脾氣？用意是互相提醒，勉勵在主裡生命有成長。其
中一位母親感恩地說：「過去的兩週，我只發了一次脾
氣。後來我向女兒道歉，說，希望大家努力改善溝通。
想不到女兒說，媽，其實你改變了很多。」

兒童事工
兒童主日學極具挑戰性。孩童的年齡差距甚大，由

過往的一班，現分成兩班。小班 (4-8 歲 ) 以普通話教
授，高班 (9-13 歲 ) 則以德語講課。縱使主日學老師如
何缺乏，神的愛感動 2 位高班的孩子願意決志相信主耶
穌！其中一位孩子的媽媽是無神論慕道朋友，當她知道
女兒決志後，高興地說：「我帶著她一同返教會，就是
希望她能信耶穌。」

哥延根團契 – 2 位少年人決志信主

哥延根團契婚姻成長班 – 示範中



本會最新動態

1. 本會夏季差傳祈禱會於 2015年 4月 9日 (週四 )

晚上 7：30 假「浸聯會」順利舉行，當晚的禱告

重點為「中國」工場。

2. 本會將於 2015 年 9 月 19 日 ( 週六 ) 下午 3：00

假牛頭角浸信會舉行「差傳工展會」，鼓勵各堂

會團契、小組等結伴同行，一起參與是次差傳活

動，彼此交流，分享心得。

9

本會最新動態

（FGM）這課題，現在非洲多國仍有向女性施行這項為
她們帶來很多痛苦及後遺症的傳統習俗，透過這個儀式，
女性便能獲得在部族中崇高的地位。另外，就是用五分
鐘收拾一個緊急撤離包（go-bag），看看你會把甚麼帶
走。一個認真預備的 go-bag 一般重五公斤，有仔細的執
拾清單可以依從，符合不同情況的需要。

小孩子的課程時數跟大朋友的一樣，早上八時半至
下午五時半。有一次，走到他們的場地去參觀，看見到
處張貼著填色畫、圖畫、國旗、他們的日誌等，很有心
思。第三文化孩子（TCK）的國際徽章是一條小變色龍，
比喻他們能在不同文化中改變自己，作好生活的見證。
在這三週裡，我們有兩天假期，讓大小朋友可以一起共

度。頭一天到了附近的火山口（crater）去遠足，那兒
的景色很美麗。主日以家庭為單位分組到不同類形的教
會聚會，差不多每一位弟兄都有分於講道的服侍。一次
Swahili（東非共同語，我們的工場國家不在這之列）崇
拜通常是三四個小時，當聽不懂別人在說甚麼的時候，
就倍覺時間特別長。

整體來說，過去的迎新指導課程充實，是幫助我們
適應新工場很理想的橋樑。感謝大家在禱告中的記念，
工場國的簽証也順利取得了；而我們身處工場已有幾個
月，仍要繼續面對著攝氏四十多度的酷熱天氣和新的挑
戰。

3. 本會出版的《普傳恩光、直到萬邦 --- 宣教入

門 12 課》內容深入淺出，適合於主日學、研討

班、團契、細胞小組、培訓及各類型小組活動使

用。歡迎弟兄姊妹訂購：零售價每本港幣 $30；

如訂購 20 本或以上，優惠價每本港幣 $25；若

訂購 50 本或以上，特惠價每本港幣 $20。查詢

訂購請致電 3756-6400。

4. 本會每月第二個週二晚上 7：30 於本會辦公室設

有「亞伯蘭宣教團契」活動，歡迎有志考慮宣教

的弟兄姊妹參與。查詢參與請致電 3756-6403 司

徒傳道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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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曹宏睿弟兄

( 樂滿浸信會差傳部部長 )

訪問及整理：編輯部

引言
樂滿浸信會(以下簡稱「樂滿」)是旺角浸信會於1989年4月開始的基址，她其中有一特質，就是「開基」時段，

皆同宣教士一起開展的福音堂點，宣教士在「樂滿」留下了美好的足跡……。目前，該堂會有不少弟兄姊妹亦努力地
參與傳福音的工作。編輯部特地訪問了曹宏睿(簡稱「曹」)弟兄，嘗試認識一下「樂滿」的差傳工作，盼望能藉此讓
更多堂會彼此勉勵，一起積極地推動差傳工作。

問：請問「樂滿」是什麼時候開始﹖又是怎樣開展差傳
工作的﹖

曹：「樂滿」自 1989 年 4 月 23 日開基至今，已超過 25
個寒暑。從基址年代開始，「樂滿」已學習實踐將
福音傳到地極的宣教使命。首先，「樂滿」兄姊於
1990 年參與印度短宣，由當時義務襄助「樂滿」的
宣教士施高德牧師帶領，探訪剛成立的 Dayspring
兒童院，其後也有不同的兄姊參與了數次的印度短
宣。「樂滿」也組織了好幾次的國內訪宣活動，激
勵兄姊對宣教的認識和心志。曾經探訪的地方以廣
東省為主，包括廣州、台山、東莞、佛山和梅州等
地的教會，近數年則與浸信會聯會合作，定期組織
了多次國內探訪交流活動。

 此外，在過去的 25 年中，「樂滿」曾經在經濟上
支持印度 Dayspring 兒童院的經費與發展需要，與
及支持前「樂滿」執事李海倫姊妹於國內的工作，
也差派了一位女宣教士英格烈在中亞工場有十年之
久。

問：可否分享一下「樂滿」最近的差傳工作重點﹖
曹：「樂滿」最近一年的差傳重點是以國內華西區為服

侍主幹，但比較以前有所不同的，是關顧的程度較
為深了，範圍也較為廣闊了。除了透過「浸聯會」
一次探訪交流外，更有兩次「私訪」；與學生及老
師們的交往更深入，並且到訪他們的教會和住所，
體驗他們的生活方式；透過深情交流、互相瞭解、
彼此代禱、支持鼓勵，我們成為主內的同路人。雖
然我們一年只有三次的探訪，但大家透過互聯網，
可以毫不間斷的，與相隔千里的肢體互相交流，並
在群組中分享他們的需要，這種親和力，見證了耶
穌的愛在我們中間，並賦予信徒喜樂及力量。

問：您在「樂滿」宣教部事奉有甚麼深刻的感受﹖可否
分享一下﹖

曹：回顧過去 4 年多的日子，我們在華西區合共有 8 次
的探訪交流，共有 20 位兄姊參與其中，他們不止一
次的參與，而每次都付出不少的精神、時間和金錢，
這見證了神的祝福並帶領「樂滿」的差傳路。在此，
想與大家分享一下「樂滿」過去訪宣隊員的心聲，
雖然他們的經歷發出在不同的時空，但回憶起來，
仍覺甘甜：

樂 滿 浸 信 會
─差傳事工點滴 

互相輝映專欄

國內探訪交流

印度探訪有需要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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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大馬站訪宣分享                     
在樂滿浸信會不經不覺已20多年了，一直以來教會

對國內的事工都有感動，更在不同的地方探訪，看看國
內的教會能否與我們的教會有所交流。

在1993年一個夏天，我們一行9人來到廣州大馬站
教會探訪，更在那裡崇拜；那次崇拜是在夜間進行，因
為要方便弟兄姊妹工作完畢到來崇拜。教會的設施很簡
單，只有風扇及櫈上放箸葵扇。因地方有限，部份弟兄
姊妹有時間就會早些到，找到位置便坐下安靜地等待講
員証道，原來能在這裡崇拜並不容易。                 

弟兄姊妹還未到場時，我們能與堂會主持人交談，
知道教會時常被「干擾」，所有聖經、書本、桌子、椅
子等東西都被取去，他本人亦多次被監禁；但每次「干
擾」後，神都將更多的人加給教會，因為弟兄姊妹都很
珍惜與主親近的機會。當時，我很欣賞他們渴求的心：
縱使一天的疲勞，也不能影響他們對主愛的追求；提醒
我要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每一次跟教會訪宣都有
不同的得著，感謝神！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
這福音的好處。」（林前9：22）

王群娣姊妹

台山訪宣之旅分享                         
對於十多年前的台山訪宣之旅，我的印象已十分模

糊。回憶這次訪宣，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並不是事奉的目
標是否達到、內容有多精彩，而是回程時，為了趕及乘
搭回港的交通工具，我要坐電單車尾。

縱使駕電單車的是當地的姊妹，但我一點也不安
心。我一向不喜歡坐電單車尾，應該說極其討厭。我怕
自己從車尾掉下來、怕行駛途中電單車左搖右擺、怕被
其他車輛撞倒，縱使整段路程十分平坦，且也非常之
短，但我一點也不享受。我心裡有聲音叫我走路過去算
了，但時間緊迫，只好踏上人生第一次，也是到目前為
止，唯一一次的電單車之旅。

當然，神有恩典、憐憫，讓我平平安安的完成這次
旅程，你們或許認為這是很小的一件事，為何要放得這
麼大？但我們必須承認每個人有自己的盲點或安舒區，
每當我們參與訪宣的活動時，就要有心理準備去跨越這
些限制，以便更適切服侍當地的群體，深願我們為了天
國的緣故，放下自己的堅持，使我們更享受和體會上帝
在世界不同角落的愛。

何惠玲姊妹

佛山訪宣分享                             
我第一次參與訪宣是跟隨著以前的利昌牧師到訪佛

山三自教會，那是2012年的夏天季節。

我被邀請的原因，是要充當牧師的普通話翻譯，因
為我曾在國內工作近三年，他以為我這個會說「流利港
式普通話」之人可擔此重任，我亦只好「頂硬上」，心
裡其實向神禱告說；希望不要我「出醜」。

幸好，此行相對輕鬆，佛山教會亦因有香港大教會
支援，崇拜及唱詩相當有規模，而且有不少年輕人，氣
氛也很好。

我的感受是普遍內地信徒對神的倚靠更強烈，同時
亦看重禱告，對聖經的教導很重視，這都啟發了我反思
自己本身的信仰光景及信心程度。

此外，佛山之行打開我對國內基督福音傳播的注意
及支持，因為我深信有著主耶穌福音的中國，將來一定
更美好，我現在此想法及願景一直未變。

希望未曾嘗試訪宣的弟兄姊妹，可在未來踏出第一
步，我相信你得到的回饋必定多於被訪者，亦同時逼使
自己要多看聖經，國內弟兄姊妹對於凡來訪宣之人皆視
為老師，準備不足「真係會好失禮」，故我們在日常真
要有恆去讀聖經及禱告。

林悅聰弟兄

梅州訪宣見證分享                       
2013年7月，我去了人生的第一次訪宣，地點是內地

的梅州。起初，我是不想去的，因為我怕那地方骯髒，
又怕行程辛苦，但我說好了會陪「稅吏組」的青少年
去，就不能推搪。起初我曾有一刻的「黑心」，希望沒
有青少年報名，那我就不用去了。當然神有衪的安排，
最後有五位學生報了名參與，而我也「手震震」地在報
名表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這四日三夜的旅程，起居飲食已經比想像中好，房
間及廁所也乾淨，膳食簡直是極好。只是要睡硬板床，
每天早上腰骨痛，洗澡沒有花灑及只有水流很慢的凍
水。但我知道這已經比雲南訪宣的環境好很多了，這次
可謂訪宣中的豪華團。

這次的訪宣中，我有機會負責從未試過的事奉，
作出了若干項突破。其中一項印象最深刻的是於晚會中
帶敬拜。在香港，我只試過於小組中領詩，現在卻要於
過百人的晚會中，以普通話來領詩。雖然只是帶兩首詩
歌，以及輕鬆簡單氣氛便可，但已足以使我緊張了一個
月。每晚洗澡時不停練唱，閒時也會練習詩歌的動作，
幾乎每晚為著這個事奉祈禱交托。感謝神，整個領唱詩
歌過程非常順利，我內心很平安，沒有緊張，會眾非常
投入及享受。神的恩典超過了我的想像。

此外，於這次訪宣中，我看到了幾位青少年的成
長，看到了神這幾年在他們身上的作為。昔日頑皮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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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了很多的進步。在整個訪宣過程中，他們都很
守時，每個環節都很專心，飯後更主動幫忙執拾。一位
年長的訪宣隊員曾多次稱讚青少年們很樂於助人，很孝
順，曾多次幫他拿行李上落樓梯。其中一位青少年更在
訪宣的回程巴士上決志信耶穌。這幾年能有幸見證他們
的成長，真是我的福氣。

神真是有衪的美意及安排，這一次我原本不想去的
旅程，祂安排了我去。但衪沒有讓我白去的，衪賜下了
出人意外的恩典，讓我遇上了那「偶然遇上的驚喜」。

李淑怡姊妹

雲南訪宣分享                         
我參與過雲南訪宣兩次，但兩次所給我的感覺完全

不同，第一次去是因為在訪宣隊回來分享時有所感動，
所以我便回應這個感動去參與。但第一次去的我，上帝
已經給了我很大的挑戰，我還記得我們第一站行程是要
到山上教會，在去的途中，天氣開始不太理想，雨開始
愈下愈大，因為上山有段路是泥路，司機跟我們說「待
回上山可能會有困難」；當時的我還不懂擔心，直到車
子真的到達上山的泥路，才知道因地面太濕及車子太
重，所以我們車子的輪胎被卡在泥土中，這時我才懂得
害怕，結果我們全部人都要下車徒步的走上山，但最終
山上的傳道人用三輪電單車把我們載上山；但在電單車
裡的感覺也不好，因為山路崎嶇，我們有幾次都衝不上
去，我聽到有人不斷在禱告，而我卻在害怕，最終當然
我們是平安到達教會，但已花了幾小時的時間，到了山
上教會已是晚上十點了。在這件事上，我看到自己在有
困難時不能及時想起神，只困在害怕當中；另一方面，
我很欣賞當時在禱告的人，因為他們不會被害怕難倒，
及時想起上帝。第一次訪宣的我，什麼都不懂，所以便
擔當了攝影的角色；我發現這個角色也不易當，因為要
在拍照時也要令自己投入其中是很難的；所以，這一次
的訪宣我不太投入，在旅程的接近尾聲時，我也不太清
楚自己在做什麼，好像沒什麼經歷似的。回來香港後，
我反思為什麼會這樣；原來，是因為自己在出發前沒
有好好為自己預備心靈去禱告，所以經歷及得著也不會
多。

由於第一次經歷不多，看的東西不夠多，所以我
決定再去第二次；這次的行程，我在其中有份負責帶領
晚會及詩歌分享。很感謝神讓我這次所經歷的很豐富，
我看到山上教會的弟兄姊妹的靈命真的很強；我記得，
當我在為他們禱告的時候，他們都是跪著的，我自己還
猶豫是否也要跪；當然，我最後還是跪了，而且更有一
位弟兄在祈禱會中，他自己走出來說要向神認罪，我當
時真的很震憾，竟然有人會主動認罪！可見他們的那種
屬靈生命是多麼的直接簡單啊！在兩次的訪宣中，我們
都有到訪培訓中心，而這個地點是讓我最為感動的一個
地方，因為可能他們大部份都是年青人吧，在這個地方
每個學生都會叫我們做老師，其實我實在不敢當他們的
老師，因為我相信他們對於信仰的追求及聖經的知識一
定比我豐富很多。在跟他們相處下，我發現他們的家庭
情況都不太好；例如，家裡經濟不理想就會影響日後的
升學，又或是遭受家人反對來培訓中心讀神學等等。雖
然，他們有很多外在的限制，但他們仍然很努力地追求
神。相反，我自己在香港成長，也生長在一個經濟穩定
的家庭內，家人也沒有反對我的信仰；但卻因為自己的
懶惰而阻礙自己去親近神，實感慚愧呢！

綜合以上兩次的訪宣，我明白到那一種單單去為神
服侍的生活，就是要時常保持一顆像小孩子單純的心，
單一謙卑的對準神，就好像聖經所記載的「我實在告訴
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
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
最大的。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
我。」(馬太18:3-5)，只有這樣依靠神，我們才能事奉
得喜樂及有力。我還記得那七天裡，我每天起來為的就
是要單純地去服侍；那種喜樂及投入服侍的感覺，是我
在香港這個地方找不到的；因為在香港生活，總是太多
是是非非的事在我們身邊圍繞著；而且，香港太多科技
產品及生活節奏急促，這些都會令我們與神親近的時間
變得愈來愈少。但是，現在的我也抱著這份單一謙卑的
態度去服侍神，我發現只要依靠神，對準及清楚知道所
服侍的對象是神，而不是人，在遇到挫折或困難的時候
便會沒有那麼的難過，因為神必定會有祝福。最後，在
此鼓勵弟兄姊妹也嘗試去參加訪宣，特別是年青一代，
因為要經歷神就必須走出你認為安舒的地方，去冒險，
去經歷，才會有成長，踏出訪宣的路，你我生命不再一
樣！

李佩怡(Joey)姊妹

問：謝謝您將「樂滿」弟兄姊妹對訪宣的心聲與我們分享，可否分享一下您對「樂滿」差傳事工的願望﹖
曹：我從宣教課程中得悉訪宣是長宣的切入點，是成為宣教士的搖籃！因此，在我腦海中浮現了培育宣教士的計劃。

要作宣教士，首要認清召命，繼而釐定方向，接受裝備，尋求差會，認識工場等……。從蒙召到進入工場，可能
需要數年的時間；這段預備期，確實需要教會的同行與關顧，亦需要與弟兄姊妹分享異象及進程，讓教會一同學
習進入宣教計劃中。我期望有志成為宣教士，或在普世宣教中成為「先鋒」者，以懇切禱告的心，真誠地與教會
牧者領袖分享異象，與教會同行宣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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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探訪潮洲市基督教會

「主恩實在更多，主恩實在更多……」這是老一
輩觀塘潮語浸信會(簡稱「觀潮」)信徒歡喜唱的詩歌。
「觀潮」不但是多感恩的教會，也是肯宣教的教會，
二十多年來，大家堅守著馬太福音第廿八章的「大使
命」，成為差傳的教會。

成立差傳部
「觀潮」在1987年舉行第一次差傳培靈會。於1988

年4月就成立了差傳部，並且舉行了第二次差傳培靈會；
事實上，「觀潮」的差傳部是1987年由「傳道部」分拆
出來，專司同文化與跨文化（M1, M2, M3）的宣教工
作。傳道部在分拆後主要負責本地的傳福音與發展新教
會的任務，包括計劃每年的佈道會、推動順利村臨屋區
事工、發展「青年暑期佈道隊」(Y.E.T) 、開發沙田及
將軍澳佈道所等工作。差傳部自1987年開辦，由鄭翰龍
會佐兼任部長，後來有潘燕華、陳碧韻、馬燕芳等執事
接任。1988年差傳部即開始每年的「差傳年會」，至
2011年歷經二十三載。

自1988年開始，教會積極探勘與開發宣教機會。
適逢中國大陸社會開放，我們在1988年九月教會組團，
乘「南湖號」輪船到汕頭及潮陽一帶探訪教會，並隨即

開展了多年來的中國大陸短宣。我們首間接觸的教會是
潮陽司馬甫的兩英教會，在以後的十多年，我們在那裡
舉辦了音樂營、司琴班、義工訓練等項目，那裡的青年
人，現在已不少入讀神學院並且已去到不同的教會工場
事奉。

「觀潮」那時每年有短宣隊到達潮安、揭陽、揭
西、普寧、東盧山區等地短宣。當年因向大陸短宣尚在
開發階段，短宣在其他教會是新鮮事物，因此也引起友
會的注意，並參加我們的短宣體驗。這些友會，包括當
時的沙田和生命頌佈道所、筲箕灣潮語浸信會、博愛潮
語浸信會等，因此有的年份的短宣隊伍竟達三、四十
人。數年後，這些教會多已自力開發新的堂點，有的達
至英德、廣西等縣。在潮汕開發的宣教工作，我們不能
不提及已回天家的長者陳耀庭執事，很多地方的短宣工
作都是由他探勘和穿針引線，他可算是「觀潮」的「短
宣之父」。

 
在過去年間，「觀潮」不單作一些短期的宣教旅

程，也開發一些中長期的事工。1991年，我們看見教會
座落工廠區，便開發了「打工一族」事工，聘請了吳志
強先生開展服待工友的工作。1992年我們教會與美國浸

葉伯光傳道

( 觀塘潮語浸信會傳道 )

觀 塘 潮 語 浸 信 會 的

差 傳 歷 史 與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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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差會的石東偉(Wiburn P. Stone)和紐西蘭浸信會的
白牧師 (Murry Beck) 合力在澳門的下環浸信會設立了
「下環社會服務事工」。2000年起又定期的在深圳的葵
涌工廠，開展民工的宣教工作。

教會為了方便在中國大陸發展宣教、社區發展與
培訓工作，便以差傳部為基礎，成立了「國際仁愛基金
會」，第一位總幹事是陳碧韻執事。仁愛基金會獨立運
作，在「觀潮」的支持下，獨力開展了揭陽東山堂的數
百萬的籌募建堂督導工作；其後又到南京、上海等地接
觸內地的社區發展工作，在英德大灣鎮協助建設了「仁
愛診所」，又支持揭陽、潮南等地的神學培訓工作，其
中包括定期的支持傳道人的薪津。

「觀潮」差傳工作不單「差錢」也「差人」，滿
足神的心意。除了每年教會所開辦的短宣事工，很多會
友也自發的參加不同地點的宣教工作，包括菲律賓、沖
繩、日本等地。1990年差傳部支持「內地會」的鄧牧師
宣教士到非洲宣教，1993年又支持了本會的馬錦鏗醫生
到韓國服侍牧養當地的醫療群體。其後，約在1996年，
又支持香港工業福團契的周榮宣教士開發澳門工人福人
工作。大約在2000年，教會又支持了會友黃淋蔚到日本
仙台宣教，這都是值得喜悅和堅持的事。

 

東南亞事工的開拓
在2009年教會支持了龍羚與二小川（化名）在Y國

宣教。2011年起，「觀潮」有新的行政架構，差傳事工
隸屬「福音事工委員會」。而差傳事工多年來專注在潮
汕一帶，果效有目共睹，該地福音事工已能自行穩步發
展；由該年始，我們目標轉向東亞福音硬土未得之民。
是年八月，二小川夫婦成為「觀潮」差派出去的宣教
士；他們在澳門接受為期四週的跨文化進深訓練，讓神
模造我們所愛的同工，成為Ｙ國工場的祝福！在具體行
動方面，若那裏有甚麼有效的傳福音途徑，我們都會積
極回應；例如，我們計劃舉行健康牛骨刮沙班、插花示
範等活動，去協助我們的宣教士拓展當地的福音事工。
而在2011年初，鄭佑中傳道及余志文事工主任前往東南
亞Ｙ國進行視察；回港後，與弟兄姊妹們分享了該地的
福音需要，參加者約30多人。隨後，現任堂主任倪貢明
牧師製訂了未來的宣教策略。

又在是年8月4至10日，鄭佑中傳道帶領9位肢體到訪
該國；團隊除體驗當地教會情況外，並舉辦崇拜訓練。
除此以外，弟兄姊妹更了解二小川宣教士夫婦在彼邦的
艱苦工作；就是當地信仰有限制，加上牧者少，所以基
督徒也少；當地人很需要主，這是我們對他們的責任與
挑戰。

 

另外，該年的差傳事工亦分別每月資助在東北亞宣
教的馬牧師，及在內地的潘姑娘，馬牧師團隊已倍增到
20多人，服待包括醫療、教學、工廠等。潘姑娘在國內
牧養由香港及海外到內地工作之基督徒。

在差傳教育方面，包括舉辦差傳年會，透過講員信
息、見證、短片、壁報展覽等，可詳細介紹有關跨文化
的國家之現況和各種需要。該年還特別有倪貢明牧師及
余志文主任負責主日學的差傳課程，以進一步提升全教
會關心差傳的意識。

因著教會重建的事工，對內需要大大增加；故此，
教會於2013年沒有舉辦差傳短宣。直到2014年，教會透
過香港仔浸信會的穿針引線而與泰北美斯樂基督教浸信
會取得聯繫，所以在是年8月，由鄭佑中傳道與葉伯光傳
道帶領了12位弟兄姊妹往另一個東南亞國度（泰國）短
宣；而主要工作是為泰北美斯樂基督教浸信會所辦的一
所華文小學舉辦假期聖經班，還有接觸了當地的少數民
族(阿卡族)，完成了一次同文化與跨文化宣教之旅。

 
今年的差傳計劃是要三路進發，由三個大團小組承

辦三個短宣計劃，分別由親子大團，職青大團和少青大
團各辦一個，期望有兩個在東南亞與及一個在國內的差
傳。期望再一次去為主打那美好的仗，榮神益人！

2004 年到潮汕教會音樂培訓

2014 年泰北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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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記念「南島」工場的發展方向，剛開拓的 WK 島的 M 民事
工，求主賜智慧與當地華人教會之間的配搭，又求主差
派宣教士於當地作長遠的服事。

記念「北漠」愛德華及伊華宣教士，求主帶領他們未來
的事奉路向；又求主賜他們智慧處理工場各樣挑戰。

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小茹申請「千島」工場簽證面對頗
大困難，祈求主帶領她未來的服事；又記念支援宣教士
「Shinning Star」申請 K國簽證能早日取得一年期效。

記念於創啟地區的小虹宣教士，祈求主給她身體健壯，
帶領更多大學生認識主。

請記念香港本地跨文化事工，包印傭事工、泰人事工、
南亞裔事工等；祈求主賜智慧聰明，有效地接觸本地的
少數族裔人士，並帶領他們歸向主。

請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包括創啟工場的 C+ 姊妹、南
蘇丹的小量丸子夫婦，與及前往日本工場的 Moon 姊妹，
求主帶領他們每一步，願他們成為當地人的祝福。

請記念德國工場的宣教士 JOHN CHAN 牧師夫婦於漢諾
威的服事，願他們的生命成為更多中國留學生的祝福。
又記念宣教士林奕勝傳道夫婦學習德語的能耐，並他們
孩子思敬的成長，願他們一家三口於德國哥廷根生活與
學習蒙恩。

請記念本會支援宣教士「登山者」於「I」國開辦的「社
企」，協助貧民窟婦女製作的產品找到市場銷路，讓她
們可以自力更新。

請記念本會聘請中國事工主任、總幹事與及招募宣教士，
求主預備合適人選。

記念緬東工場的發展，求主賜福帶領差會與當地同工
的配搭，彼此成為對方的祝福。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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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信會差會

各 位 讀 者
1. 如欲收閱本會電子資訊，請將個人的電郵地址發

送至本會： 
info@hkbm.org 謝謝！

2. 本會歡迎各教會的團契、小組安排前來參觀及舉行
「差傳教育週會」，有意者請電：3756 6403 
司徒寶媚傳道洽。

3. 歡迎弟兄姊妹奉獻支持本會，支票抬頭請寫：
「BCHK 香港浸信會差會」，支票背面請註明支
持項目，然後寄回本會。

差傳冷知識 (頁 5)  C. 東干 
答案參考：須同凱主編，《新絲綢之路》，北京：中國物

資出版社，2001 年。頁 110。

會心微笑─

邊個想去天堂﹖ SaiReong

   

本年 1-2 月累積 本年 1-2 月累積 本年 1-2 月累積

收入 支出 盈餘 /( 不敷 )

差會經常費 308,204.60 427,880.14 (119,675.54)  

南島工場 44,000.00 20,323.00 23,677.00 
北漠工場 102,760.00 239,407.38 (136,647.38) *

緬東事工 217,500.00 3,315.00 214,185.00 
國內事工 117,870.41 72,773.14 45,097.27 
本地跨文化事工 129,134.74 86,288.00 42,846.74 
教育及拓展事工 2,500.00 7,300.00 (4,800.00)
德國工場 82,000.00 0.00 82,000.00 
迦納工場 62,500.00 0.00 62,500.00 
千島工場 74,225.00 31,800.38 42,424.62 

1,140,694.75 889,087.04 251,607.71 
   

備註：

* 2014 年以前累積不敷數    (192,058.07) 

  截至 2015 年 2 月累積不敷  (328,705.45)

2015 年 2 月差會收支報告

差會每年都

舉辦不同的探訪

交流團，其中有

一次要去「天堂」

這個地方；我就

在教會團契及小組中

宣傳及呼籲說：「你哋邊

個想去『天堂』呀﹖係就快 D

報名啦，額滿就無得去啦！」

一個不知「國情」的朋友聽得一頭霧水，心裡想著：

去天堂不是靠耶穌的嗎 ...... ﹖

過了一段招募日子，差會舉辦「天堂」預備會，參

加者「濟濟一堂」聽聽怎樣去

天堂 .......。

在我心裡，真希

望有更多更多人因為

信靠耶穌而得而進入

天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