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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雪芬傳道

...... 是次訪宣接觸的多是年青人，他們願意

敞開心靈接受耶穌，我看到主的權能運行在人的心

裡。兩天的活動，主帶領我們建立愛的關係，打開

他們的心決志信主，惟有聖靈幫助人才能有這樣的

生命改變！小組中有位男組員，是唯一的男孩子，

起初有點抽離，但透過小組活動，得到組員的接納

和導師的肯定，慢慢地改變了，越來越投入參與活

動。起初他眼神沒精打采，後來變得炯炯有神！他

的改變使他的媽媽也感受到。記得在活動最後一天，

男孩的媽媽從傾談兒子問題，慢慢與我們傾談信仰，

她感受到兒子的改變是有一位神幫助的。最終，她

也決志相信耶穌！這是一次很奇妙的經歷，主親自

帶領人認識祂，主也樂意與我們分享這份生命的喜

悅！

所以，讓我們繼續為恩典浸信會的兒童、青年、

家長的生命成長代禱。主啊！求祢差派屬靈導師引

導他們繼續學習成長 ......

朱恆偉傳道

每次訪宣均是一次見證主恩與成長的良機，這

次也不例外，感恩能見證上帝的手在本國與他鄉盡

皆有奇妙的作為 ......

...... 深信主必引導祂的教會，與祂同工。事

工往往有點與線，今年於北漠的這小小的一點，或

許他日會連成一條線，引導我們持續學習宣教的起

始。在主手中，一切皆有定時。同心禱之！

北漠訪宣點滴

新生命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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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鴻悅

...... 進入了北漠，服侍青少年的聖經班，我

負責照顧 4-6 歲的幼兒。他們缺乏專注能力，一些

乖巧順服，一些卻桀驁難馴，正如何聰和楚軒，他

們抗拒或害怕進入群體一同活動盡興。感恩神讓我

看見何聰缺愛，他的家庭也較傳統，導致他會壓抑

和孤單。主激起我用愛心去耐心陪伴。雖然我同時

要身兼組長，仍有 Tandy、Karen 及一對來自香港

的夫婦補位，協助領組，讓我有更大空間和彈性去

照顧他們。在聖經班第二天，他們已願意對我開放，

更會依賴我和聆聽我的說話，讓我看見那份來自上

帝的愛在互動，但想到這種關係要在兩天之後暫時

放下，讓我黯然！願神這份愛種在他們心中，溫暖

他們，這份感動也會長存在我心 ......

羅耀芸牧師

...... 作為隊長，在整個行程中，有很多需要

安排及作決定的事，當中特別體會天父的帶領。第

一天到達酒店，全隊 19 人，共需要 10 個房間，訂

房時已說明全部要兩張單人床的房間，沒有特別詢

問職員是否按我們的要求，很快已分配給隊員到房

間安頓。因為經過一天的旅途奔波，到房間休息是

一個優先的安排，兩天後，才偶然知道，分配給一

位隊員住的房間是一張大床的房間；當然，如果分

給了其他兩位隊員，可以調換，但卻在這十分一的

機會下，可以按入住情況分配，讓大家很快便可以

休息，實在深深感恩。這是天父的帶領和預備！

隊長另一個任務是安排膳食。雖然在平常的日

子常有機會承擔這個任務，但在外地，同時不是很

清楚隊員的愛好，並且要很快作決定 ( 因為時間緊

迫 )，還要考慮價錢 ( 因為七月的機票價格較高，

雖已增加了隊員的收費，差會同工提醒，支出仍比

較緊絀 ) 等等，唯一可以避免超支的方法，是在膳

食上節省，但也不能令隊員吃不飽 ......

...... 這些在工場的經歷，實在不是可以用文

字和言語詳細表達的，需要我們親身的參與，見證

天父奇妙的大能和作為。

徐銘樂

...... 從性格上看，我是一個愛計劃、愛溝通

和愛合作的人，礙於過往的經歷，以及對自己的信

心，凡事帶點猜疑和不順服，總覺得事情只要多想

幾步便可以掌控。

然而，事奉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表演舞台，反

倒需要一個謙卑聆聽的禱告內室。這種心態對我而

言，從來不是一件簡單和容易的事，因為屬靈高峰

或許只能逗留數天，不可能一直保持。我可以盡最

大努力做的，就只有預備一份擁抱挑戰的心態。

北角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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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馮惠儀姑娘

...... 這幾年喜見更多教會組隊前去北漠，每

次歸來，隊員們分享時都說有深刻的體會，但願更

多的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這個工場！隨著有肢體在

北漠開辦了咖啡廳，工場的發展變得更多元了，不

單有教會，還有語言中心、華僑學校、大學查經班、

宿舍、咖啡廳等等，安排半年至一年的短期宣教體

驗，或是一個使命假期（Mission Holiday），對個

人來說，也是個不錯的跨文化體會。

雖然，目前沒有一個長駐的宣教士在當地，但

工場事工仍然有很好的發展，神的眼目從來都看顧

這地。因著祂的愛和憐憫，我們看見祂奇妙的作為，

讓我們知道祂的恩典從來沒有離開過！

何錦全

...... 第一次的訪宣，是為當地教會的弟兄姊

妹舉辦營會，主題是「同心合意，建立教會」，以

工作坊的形式進行。出發前，看見隊員們那麼努力，

盡心盡意的搜集資料，已教我十分欣賞；在營會中，

更經歷神的恩典，體會到一切都是神在掌管。參加

營會的弟兄姊妹們玩遊戲時全然投入，反映了他們

對信仰的渴求，也對教會有所期望。同時，還有機

會造訪恩典教會和當地的華僑家庭，體會肢體忠心

的服事，全然的擺上，華僑家庭的熱情招待，使我

感受到福音在這個國家的迫切需要，只有神的話才

能鞏固他們屬靈的根基，也只有神的大愛臨到，人

的心靈才得著安慰 ......

...... 另一種的體會。還有清晨觀日出，晚上

看繁星，感受到神的創造何其偉大，宇宙窮蒼盡是

神所掌管，心境頓覺寧靜舒泰，滿載平安！相信只

有在訪宣的過程中，才能洗滌心靈，使屬靈生命進

一步的成長。

林蔡秀雲

...... 神透過訪宣，將我從終日營營役役的生

活中釋放，使我的人生再次回到神的話語中。因此，

毫不猶豫便決定再參加這次的北漠訪宣，並鼓勵丈

夫一同前往。

...... 由於自己並不擅長與年青人溝通，加上

安排的活動需要很大的體能，自己卻未能應付，加

上自己帶領一隊的學生並不積極參與，所以感覺很

沮喪，漸漸地不投入，甚至有不開心的感覺。

灣仔浸信會

回到香港後，自己不斷反思，原來以往自己「為

主作工」，是用自己的「強項」服侍神，服侍人；

但神卻透過這次訪宣讓我明白，我要學習謙卑，順

服神的計劃去「作主的工」。



13

吳蕭淑嫦

...... 旅程中

的服事，最使我深

刻感動的，要算是

「尋羊運動」。我

們分成小隊，跟隨

恩典教會堂委老姊妹們前去探訪少有露面的肢體。

從她們的交談當中，清楚教會一直緊貼肢體身心靈

的軟弱和需要，絕非偶爾噓寒問暖的表面關係。肢

體得悉我們遠道從香港而來，目的是要關心及堅固

他們的信心而被感動，當中更有未信者願意決志信

主。哈利路亞！

黃禮謙

...... 這次訪宣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其中最使

我感受深刻的是探訪一位住山區未信主的長者王先

生，他曾中風導致說話及行動也不太方便。過程中，

我負責帶領詩歌，跳跳唱唱的進入話題，之後由另

一位姊妹分享見證，司徒牧師傳講福音信息。由於

自己普通話不好，感到幫不上甚麼，就在此時，身

旁的姊妹提醒我為這位長者願意接受褔音禱告。我

即時想起要靠聖靈行事，便默默祈禱，只有神的靈

同在方能成事，因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求

主賜福這家！禱告後，見王先生點頭示意，決志相

信耶穌，心內確有難以形容的激動及喜悅，感謝主！

陳卓羚

...... 當地弟兄姊妹的團結齊心，讓人看見他

們的力量，並肩攜手迎接一關又一關、一浪又一浪

的困難，在購堂的事上遇上不同的問題，但他們的

同心和充滿盼望的信心，倚靠神的力量，使我明白

在逆境中成長更能鍛練出堅固的根基。他們無私的

相愛，值得我們去學習，這次以為自己到當地傳達

愛的訊息，原來得著的是自己。還有更多更好的學

習，回來後更推動自己努力仰望神，心靈充滿力量。

我相信恩典是夠用，切切實實的夠用。感謝神賜下

所有，榮耀頌讚歸主！

李璐恩

...... 我最想分享的是跟小朋友相處，一起開

組的經歷。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但感覺很窩心。偶

然也有語言難溝通的問題，但沒有阻礙他們聽信息；

導師發問時，他們也很快便舉手回答。最深刻印象

的是，小朋友突如其來送上他們親手做的手工，還

有在營地與她們一起上了一個小小山邱，被她們帶

到高處拍照，那一刻，我腳顫動，小朋友安慰我說：

「老師，沒事的，沒事的！」又把我扶到石頭上拍

照，那一刻心中真的很甜啊！

當然，我也很欣賞一起入營的弟兄姊妹，部份

是長者，也有一家大小同往。正如我所分享，言語

確實不是大問題，藉著分享見證或不同的活動，大

家都樂在其中，臉上永遠掛著甜甜的笑容，感謝主！

上水浸信會

整個旅程中，老姊妹那份信心丶忠心大大的激

勵我！面對教會資源缺乏丶信徒人數不多，她們沒

有埋怨，反倒鍥而不捨地對肢體更關顧，個人更委

身及竭力地作牧養工作，為教會的需要更依靠並仰

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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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金倡

...... 在三天兩夜的營會裡，很感恩能夠和北

漠教會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經

歷，神如何帶領他們教會前進。聽到北漠華人恩典

浸信會這二十幾年的經歷使我特別感動，從他們身

上看到他們對神單純、直接的信心，對自己也是一

種反省。在營會裡也有機會接觸很多在北漠出生長

大的華人下一代，不論玩遊戲、聽故事、唱詩歌或

作任何活動，他們都非常投入，與他們一起玩的時

候，感覺自己也回到孩童時代，哈哈！希望他們能

在教會裡健康快樂成長，成為愛主的門徒。

...... 能夠和本不認識的人、來自不同教會的

人、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說不同語言的人一起

同心事奉，一起服侍真的很開心！讓我真實地感受

到不論何時何地，神都是一樣的，從古到今永不改

變，直到永遠！

        

                                 劉舒姍

...... 踏進恩典教會，感受很深。非常欣賞他

們對神的忠心和信心，確實要有好大的勇氣和眾人

目標一致才可以下定決心購堂。再看他們舊堂址的

情形，更覺非常難得！他們在這樣缺乏和困難的環

境下，仍然每個禮拜天堅持聚會聽主道。我深深感

受到，除了福音，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有

這樣巨大的吸引力。這群弟兄姊妹的團結和對神的

忠心，實在要為他們感恩，同時也讓我反思，在如

此豐裕的環境裡，我怎樣可以像他們一樣倚靠神，

利用自己身邊的資源去傳揚福音，榮耀神呢？

此外，我也很感謝神讓我看到一群如此良善的

僕人，以尊主為大的心去服侍北漠的弟兄姊妹。在

訪宣期間聽到的故事，當中有血有淚。過程中，他

們作出很多犧牲，但收穫比付出更多。他們領人信

主，看到有人信主所顯露出那份單純的喜悅，實在

令人很感動！

澳洲中央華人浸信會

陳秀芳

...... 最深刻是探訪王伯伯的家，他多年前中

風，不能說話，但還有聽力。最初我們跟他傳福音，

他並不接受，感謝神的憐憫，當司徒牧師再向他傳

講，最終他也點頭願意接受主！探訪的隊員及他的

太太和家人都感到很高興，神真的很好，祂愛我們

每一個人，也很愛北漠的華人呢！

方美馨

...... 華人恩典浸信會安排家庭探訪，主要探

訪未信主的營友，我去了兩個家庭。其中一家是參

加營會小孩的媽媽，向他們傳福音，孩子和媽媽都

很留心聽，最後他們決志信主；另一家是位婆婆，

她很熱情款待我們，預備茶點，遺憾她未有決志信

主，求主繼續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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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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聯絡電話，然後寄回本會。

2020 年 1 月份收支
收入  支出 盈餘 /( 不敷 )

差會經常費 74,327.52 297,868.71 (223,541.19)

南島
工場 1,000.00 297.00 703.00 
宣教士 214,184.00 87,775.00 126,409.00 

北漠工場 3,800.00 47,590.00 (43,790.00)
緬東事工 14,250.00  -   14,250.00 

德國
宣教士 - S 35,006.00  -   35,006.00 
宣教士 - C 142,953.00  -   142,953.00 

國際事工 50,000.00 419.00 49,581.00 

中國
事工 6,000.00 28,457.38 (22,457.38)
同工 10,750.00 18,820.00 (8,070.00)

本地跨文化事工 70,000.00 16,000.00 54,000.00 

本地
宣教士 - A 1,200.00 32,980.50 (31,780.50)
宣教士 - C 12,655.00 13,682.75 (1,027.75)

教育及拓展事工  -   6,162.00 (6,16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