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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燦潤牧師

總幹事的話

本會蒙神恩典，由成立差傳中心 ( 現稱香

港浸信會差會 ) 至今已 20 年，本會定於 2018

年 1 月 13 日為慶祝 20 周年的「大日子」！見

證著前人走過的路，他們默默耕耘，不斷傳遞

異象，努力開展工場。本會不單要向主獻呈感

恩，更願凝聚眾浸信堂會的力量，「承使命、

建神國」彼此激勵，承擔主耶穌給我們的大使

命，建基於神的國度觀，配搭服侍，讓神的國

度臨到萬邦。為此我們舉辦座談會，感恩超過

20 間浸信堂會和伙伴機構的參與，浸差會願意

以聆聽的耳朵，多方吸納意見，釐定方針，砥

礪前行，將會更多學習對Ｍ民的服侍，從教育

裝備信徒和領袖開始，以至在工場實踐關懷，

以教授英語為切入點、探訪村民，改善村民生

活作為接觸點，見證主耶穌的信實、關愛。

我們願意與眾堂會合作，興起更多青年人

參與宣教；本會正計劃今年中與教會合作舉辦

青年動員聚會，亦會推動或鼓勵教會參與香港

差傳事工聯會舉辦的青年宣教營會；也安排機

會予教會的青年人實踐及體驗宣教，其中包括

督導和整合經驗，期盼更多青年人回應。

另外，我們期待也期望不同年齡

層的信徒多參與本會的訪宣活動，認

識不同的宣教工場及需要，為

當地人帶來祝福，歡迎與我們

的同工聯絡，同行宣教路！



引言
2018 年是香港浸信會差會（簡

稱「浸差會」）20 周年的日子，我

們於 1 月 13 日 ( 六 ) 下午 2 至 5 時

假觀潮浸信會舉辦了周年慶典活動，

包括有工場巡禮、感恩崇拜及座談

會，約 180 多人出席，場面溫馨及

歡愉，可以說是圓滿結束。為留住

當日的片段回憶，在此與讀者分享

一些活動的花絮，見證主恩深厚！

由差會決定於 2018 年 1 月 13

日為慶祝 20 周年活動起計，籌備時

間十分緊迫，差會同工都非常忙碌

地預備；最令我感動的是各組成員

的參與，大家都盡力去設計攤位內

容。

活動當天，差會同工早上九時

半已經到達會場預備，而各攤位負

責的義工們亦陸續到達，大家懷著

興奮的心情預備自己負責的攤位，

因時間充足，義工們都有機會先行

遊覽各攤位。

工場巡禮
我們原定下午二時正式開放工場巡禮，但有些參加者也提

早到達會場，他們到達時，第一時間是簽名留念；與此同時，

大會派發 20 周年紀念快勞，內附差會各項資料及簡介，以供

參加者閱讀及代禱。隨後，他們參觀各攤位及投入活動；攤位

包括有：差會 ( 歡迎及簽名留念區 )、教育及拓展事工、中國

事工、國際事工-北漠工場、南島工場、緬東工場、德國工場、

本地跨文化 - 南亞裔事工、印尼姐姐事工、泰人事工，其中有

好幾個攤位提供「美食」予參加者品嚐，亦有提供民族服裝予

參加者穿著及攝影，令人回味再回味。

大會為了獎勵參加者，曾到攤位一遊後，均獲得該攤位的

印花；按照印花的數量，大會送給參加者富有特色的禮物作為

留念。禮物分 1 至 4 個印花 - 細獎、5 至 8 個印花 - 中獎、9

至 12 個印花 -大獎；最後，我們大獎、中獎的禮物全部送出，

只餘下少量細獎的禮物。可以想像參加者盡量走遍所有攤位及

參與活動，大家都「盡興而回」！

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當天的 12個攤位，各顯特色，

令與會者樂此不疲。雖然工場巡禮活動只有在感恩崇拜前後各

一小時，但看見各人都積極投入，真是令人鼓舞！

司徒寶媚傳道

香港浸信會差會

20 周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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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崇拜
下午三時，工場巡禮暫停開放，與會者隨即前往禮堂參與

感恩崇拜。在崇拜禮儀中，除了差會董事們的參與外，有蘇悅

呈姊妹司琴、觀塘浸信會詩班小組獻唱、葉成芝先生指揮、魏

敏姊妹伴奏，我們實在要感謝他們的參與，令感恩崇拜樂韻悠

揚。崇拜中，令我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除了短片中的歷史回

顧、唐榮敏牧師的信息分享；還有是傳遞「火把」的環節，讓

歷屆中心主任、差會總幹事、董事會主席逐一傳遞「火把」，

表示宣教使命需要我們不斷傳承；隨後，與會者以詩歌【立約

禱文】作為回應。誠然，這次崇拜，是我們一起向神獻上感

恩的祭，數算神對「浸差會」過去 20 年的奇妙帶領：從海外

傳道部差傳中心差會！可說是一步一耕耘，充滿主的恩

典！

座談會 
感恩崇拜之後，約有 50 多位與會者參加座談會，他們有

的是在教會中積極參與及推動差傳 / 宣教的領袖，當中有教

牧、長執、機構代表、差傳部成員及弟兄姊妹，彼此分享交流，

其中談論的議題有穆宣、差傳教育、動員青年宣教、一帶一路

等，大家都積極參與討論。

結語
感恩崇拜後，有些弟兄姊妹前

往工場巡禮，繼續參觀及了解各工

場需要；看見參加者的積極投入，

實在令人鼓舞。在此，感謝各攤位

負責人、義工團隊、各堂會或機構

代表出席，更要感謝觀潮浸信會借

出一樓活動室、二樓大禮堂、各項

所需要的設施，使我們圓滿結束！

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神！

(作者為本會教育及拓展幹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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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讓「神州同路人團契」有份參與浸信

會差會（以下簡稱「浸差會」）20 周年巡禮的記念

活動，「浸差會」20 周年記念更見證着我們團契成

立踏入第 9 年，這實屬我們的福氣，也是主給我們

的恩典和榮耀，因為是主祢親自確認我們在「浸差

會」的身份和位置，讓我們能夠獨立自主和有份參

與「浸差會」在中國的福音事工。

神州同路人團契職員會早在三個月前，已開始

籌備和商討在「浸差會」20 周年所能夠參與的活動

事宜，並在 2017 年 10 月 7 日，聯同雲南組的組員

及「浸差會」兩位負責中國事工的傳道同工，開了

第一次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商討了在 20 周年巡禮中

如何佈置中國事工的攤位，讓到來參觀的弟兄姊妹

能夠明白「浸差會」、「神州同路人團契」在中國

過去曾參與過的探訪交流的工作。

巡禮當日，除「浸差會」同工總動員外，還有

「神州同路人團契」的團友和樂滿浸信會的弟兄姊

妹幫手做義工，而我們的義工團隊，可謂陣容鼎盛，

共有17人，我們主要負責佈置和介紹有關「浸差會」

在中國的交流探訪工作。早上十時許，我們已到達

會場，準備佈置預先安排給我們使用的位置和物資。

當開始佈置攤位的時候，各人都十分有默契，各自

處理自己需要負責的部份，大家都帶著興奮的心情，

預備迎接下午 2時巡禮的開始。

「
浸
差
會
」
20
周
年
活
動

巡
禮
回
憶

梁
啟
光
弟
兄



7

我們的攤位展品，包括有穿著代表不同少數民

族服飾的公仔，還有當年宣教士為小數民族翻譯成

他們自己文字的聖經；林艷芳牧師探訪時別人送贈

的珍貴木雕手杖。我們又利用了展板，貼上一張很

大的中國地圖，展示出「浸差會」在中國不同地方

的探訪。而我們團契的一位姊妹，更捐出她手所做

的一些小飾物，在攤位中作義賣，而所有收益都用

在中國的福音事工上。我們也預備了三個遊戲，讓

參觀的會眾一同分享，透過遊戲可讓他們更深刻認

識中國不同地名、省份、人口、文化和特產等，也

多謝曹弟兄的名貴普洱茶葉。最後我們還預備了少

數民族的服裝間，展示了不同少數民族的服裝，更

讓參觀者可以穿著和拍照，十分受會眾歡迎。

雖然攤位展品的展出、義賣及遊戲，頭尾祇有

短短的兩個多小時，但看見義工們都十分享受和喜

樂，專注著他們所負責的環節；也看見來參觀的弟

兄姊妹，也相當投入及參與各個攤位的遊戲和活動。

當日除了中國事工組的攤位外，另外還有 11 個攤

位，分別展示了「浸差會」到海外支持福音工作的

國家，也有差派宣教士到不同文化、地方去接續宣

教使命的攤位。

大會除安排攤位場地展示展品及遊戲外，也邀

請到訪來賓出席「浸差會」的20周年感恩崇拜聚會，

一同回顧及分享「浸差會」過去 20 年來，在各個不

同地方、國家所開展的工作，留下福音種子和佳美

的腳踪，為現在仍然繼續不斷的萌芽生長而感恩。

感恩崇拜中，包括有唐榮敏牧師的證道，歷任中心

主任、差會總幹事及歷屆主席將差傳火把傳遞的行

動，都讓大家更認識「浸差會」的宣教工作，激勵

了弟兄姊妹對宣教的熱心。會後還有大合照和牧者

的研討會，相信大家在立約的禱文中，都回應了上

帝的呼召，因為看見眾人都如同一人地同聲呼喊「阿

們」。願神祝福並悅納我們在「浸差會」的服待，

阿們！

(作者為彩坪浸信會會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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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紅

「北漠」家書

各位牧者、主內弟兄姊妹：

主內平安 ！ 

謝謝各位的關心及時常為我們代禱，實在是很

大的支持。願主祝福各位事奉得力 ！也祝願聖誕快

樂，新年蒙福！ 

知道您們一直關心我的身體狀況，也一直為我

禱告。很想與您們分享這次的經歷，也實在繼續需

要您們在主裡的代禱和靈裡的支持。 

大約 2017 年 10 月開始，我的胃時而不舒服，

偶爾還會有些頭暈。一直想去醫院做身體檢查；但

是，我一拖再拖；最後，於同年的 12 月初，學校上

最後一週課時，我去了醫院檢查身體。醫生建議先

為我驗血、照 X- 光及照胃鏡；除了照胃鏡以外，就

做了驗血及 X- 光，這兩樣的檢查，其中驗血顯示我

有嚴重貧血，其他都沒有問題。但我沒有照胃鏡，

原因是我之前曾做過這樣的檢查，知道非常難受。

有人建議我往另外一間醫院比較好，所以，我就再

去到另一間醫院檢查，那裡的醫生推斷我可能是胃

痛影響我嚴重貧血。醫生還是要求我去照胃鏡，並

且，也要做大腸鏡！無奈，我只好約了時間照腸胃

鏡，這樣需要使用全身麻醉進行。於 12 月 9 日早上

去到醫院，麻醉並做檢查總共用了 30-40 分鐘。本

來一般人麻醉藥過後 - 大約 30 分鐘左右，便可以

自行站立及回家等待報告。但不知是否我對麻醉藥

過敏或甚麼原因，我開始發抖並全身無力，不能下

床，而且開始發高燒，醫生也不知情況，就決定輸

液 ( 營養素 ) 並打了退燒針，一個小時過後，我的

燒慢慢退下來，輸液完畢後，正想離開醫院；卻發

現頭暈，無法行走，醫生建議住院觀察。我因為擔

心兩個小孩，決定不住院，但是在去洗手間的時候，

突然頭暈，全身不適並暈倒。最後還是住了院。腸

胃鏡的結果顯示沒有大問題，只是胃裡有些發炎。

兩天在醫院內做了不同的檢查，但查不出病因。血

液顯示有菌，並有低燒，血壓很低，在醫院持續 24

小時輸液。兩天後，我可以慢慢自己行走並決定出

院，在家吃藥休養。剛出院的三天，我的血壓非常

不穩，忽高忽低。曾返回醫院，但是還是沒有什麼

結果，最後決定回家看情況。很多人建議我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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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一般這裡華僑生病都是到中國 )。我實在不

知應如何決定，只有禱告靠主。非常感恩眾弟兄姊

妹的禱告，當天返回家中後，我心裏蠻有平安，並

於當晚，身體明顯開始好轉。但要繼續吃藥，並經

常會頭暈，血壓很低，脈搏很快的情況。不舒服時，

就考慮是否到其他地方檢查，但因掛慮孩子及舟車

勞頓，每次都會打消這念頭。請為我的身體健康禱

告！謝謝！ 

有關大學的服事，在我住院期間，剛好是期末

考試週，感恩我已經在之前一週預備好考試卷。考

試期間，學校請了其他老師幫忙監考。當我執筆時，

是學校最後的一週，剛剛完成分數報告，並已交給

了學校。心理也放鬆了很多。接著的一週為寒假的

開始，一直到農曆新年之後才開始新一學期。 

語言中心因為冬天期間一直沒有開課。農曆新

年之後，準備開始週六英語班。很多小孩的家長都

曾問過很多次有關這個課程。請為預備工作及有智

慧安排禱告，也請為我們不單單能幫到小孩子，也

能接觸到他們的父母並傳福音禱告。

請為我在恩典教會的服事禱告：講道、培訓等

各樣服事能有精神體力參與。教會在新的地方崇拜

已有兩個月的時間，弟兄姊妹也慢慢開始適應下午

崇拜的時間了。感恩教會聖誕節有很多新的朋友參

加。

執筆當天我作主席，剛好身體又有不適並有些

頭暈，擔心是否能夠做到，感謝神整個過程都有祂

的帶領，愛宴也能參與及與弟兄姊妹溝通交流。請

為新來的慕道者禱告，但願教會能安排跟進他們。

也請為教會新一屆的堂委們禱告，求主保守他們的

服事。 

執筆之際，我丈夫恩傑的身體也是不適，到了

晚上就會頭昏及有時反胃。北漠近年來因為煙霧的

惡化，很多人到了冬天就生病。最近很多孩子肺炎

及發高燒，醫院不夠床位。請特別為我們一家身、

心、靈健康禱告，求主保守看顧。 

謝謝您在禱告中記念！ 

( 作者為本會當地宣教同工 )

1. 請記念本會支援差派宣教士 Ivy & Timothy 夫

婦於西非加納的事奉，Ivy 服侍的婦女群體，

Timothy 在神學培訓上的事工，求主賜福。

2. 請記念本會支援差派往日本的宣教士 Moon 完

成語言訓練後，於大阪作開荒佈道，求主帶領

她能適應新地區的生活、與團隊建立默契。此

外，她近日舌頭生了一小肉粒，求主醫治！

3. 請記念本會支援差派宣教士登山者於 I 國的事

奉，求主賜她力量面對教會牧養、社關服務、

及照顧家庭需要！

4. 請記念本會支援差派宣教士思俊 & 穎智夫婦於

英國的事奉，求主為他們預備合適的隊工在店

舖內服侍，接觸 M民，努力為主作見證。

5. 請記念本會支援差派宣教士小量丸子夫婦於 S
國的事奉，求主給團隊能早日完成〔創世記〕

的翻譯，特別是當地的翻譯員不習慣坐下來的

工作模式，求主賜宣教士有智慧與當地人合作。

6. 請記念本會支援差派宣教士 C & D 夫婦於非洲

的事奉，求主興起當地信徒的心，能積極參與

事奉、傳福音及在不同的聚會或活動中學習真

理。

7. 請記念本會支援差派宣教士阿鋒，求主賜福他

在東南亞的事奉，能以環保及生態理念，出產

一些健康有益的農作物，並讓有心人向他訂購

這些產品。

差
會
代
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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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

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故此，我要打發你去……領出來。」

( 出 3:7-10 節錄 )

親愛的同路人：

新年快樂！領蜜祝願你在新的一年，生命更豐

盛、身體更健康、工作更得力、愛主更進深、事奉

更喜樂！

領蜜經過兩個月在港，被節奏急速的生活

「洗禮」過後，於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又回到緩慢的

南島了。因首兩周要先在旅館住宿，故有空間讓領

蜜漸漸從「高速」轉回「低速」，以配合本地人的

生活節奏。

感謝大老闆的預備，領蜜得本地人協助下，迅

速辦理好本地身份證、居住證及駕駛執照。因辦理

以上各項證件都必須要有居住地址證明，所以領蜜

於落地後第二天便四出找屋，並且要在當天決定租

住哪一間了。領蜜在沒有太多選擇下，最後決定租

住一所有兩間客房的屋，以便將來可以接待由老家

來探訪或實習的弟兄姊妹。然而，因這屋結構有些

問題，引致屋內多處地方有漏水情況，所以領蜜要

待業主完成簡單維修後才能入住。

本地的租住條例與老家有些不同，若租客入住

後，屋內、外所有設施包括牆身結構、水、電、電

器、傢俱等出現任何問題或損壞，並需要維修更換，

均一律由租客自行處理及支付，業主一概不會負責

的（除了因天然災害所造成的損毀）。對領蜜來說，

感困難的並非要支付維修費用（雖然有時也會感到

領蜜夫婦

蜜函

點點無奈），而是要找到一位好的維修師傅，並要

使用南島語跟對方溝通，說明自己的期望和需要。

在語言的限制下，難免會經常出現溝通上的誤會。

在文化差異中，領蜜要經常學習如何面對這些誤解

與落差，和好好處理自己的心情。但感謝大老闆給

予領蜜二人同心，一起經歷、一起面對、一起學習；

又彼此補足、支持、安慰、鼓勵及靠著恩典一同成

長。

領蜜在Ｐ城居住已踏入第四周，依然在努力適

應新環境中。因Ｐ城與Ｂ城（即領蜜以往學語言的

城巿）無論在天氣、地理、民族、文化、語言等等，

都有不少的差異。這就是本國家可愛之處，每個城

巿或區域都有其獨特的一面，所以領蜜要謙卑下來，

重新學習Ｐ城獨有的文化。

Ｐ城在南島眾多城巿中，是一個較多華僑聚居

之城巿，他們主要是潮州人及客家人。華人之間最

通用的語言便是潮州語，故此領蜜在Ｐ城經常聽到

的語言，繼南島語之後，可能便是潮州語了，可惜

領蜜並非「Ga-gi-lang」( 潮州語，意即自己人 )，

因此跟他們也只能用南島語或十分普通的普通話溝

通。

天氣方面，Ｐ城較Ｂ城真的炎熱多了，以往領

蜜都喜歡走路，但在Ｐ城實在無法運用這種「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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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而Ｐ城卻十分缺乏公共交通工具，所以領

蜜暫時的活動範圍，大多只能維持在距離住所幾百

米之內。事實上，汽車或電單車對本地人來說，確

實是生活的必須需品，每家每戶都總會有一部車作

代步之用。以領蜜為例，最接近領蜜住所的菜巿場，

也要步行四十分鐘才可到達，若沒汽車或電單車，

日常生活也成了問題。感謝大老闆的看顧，暫時有

一韓國家庭願意載領蜜去購買生活必須品及食糧，

他們主動的關心和幫助，真的叫領蜜感激不盡。

一點蜜

領蜜盼望往後在每期的「一點蜜」中，能與你

分享多一點關於Ｐ城甜心族的事情，讓你在禱告中

記念他們時，能更立體和深入。

甜心族人在Ｐ城並非主要族群，但在Ｐ城偶爾

也會發現他們的蹤影。領蜜在Ｐ城三周多，曾遇見

兩位甜心族人（其實可能有更多，只是領蜜未有逐

一查問）。其中一位是在咖啡店中當咖啡調配師的

亞扁。亞扁年約廿多歲，已婚，與家人同住在咖啡

店附近。相信領蜜與亞扁再見的機會很大，下期蜜

函，望能再告訴你更多關於他的故事。

恩典處處

1. 有當地牧者協助辦理証件和車牌、聯絡有關官

員、接載前往相關部門及尋找居所。

2. 新居沒有任何傢俱，只有小量電器。感恩有本

地肢體及同路人家庭幫忙購買。

3. 能接觸到甜心族人。

4. 領蜜太太的媽媽和大家姐的居住問題暫已解決。

懇請代求

1. 大老闆預備合適的交通工具。

2. 入甜心族村校作義工的安排，能與校長、老師

及學生能建立信任及友誼。

3. 適應當地文化及生活（當地至少有四個族群）。

4. 尋找適合的語言老師（最好是甜心族人）。

(作者為本會駐南島宣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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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在 2018 新一年之始，祝福弟兄姊妹，新年快

樂！祝願在新一年我們經歷主恩，與主同行！

在 2017 年的除夕夜，香港上空綻放煙花，迎

接 2018 年的來臨。在德國，煙花盛放，情況不遑多

讓，德國的民眾於零晨零時，各家各戶，都走到街

上，放煙花，絢麗燦爛，迎接 2018 年的來臨。回顧

2017 年，我們數算主恩，特別是在德國這段日子，

神恩典豐富的預備。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

油。』（詩 65：11）

蝸居難求

德國現時每一個大城市都出現租屋荒，無論是

本地人或是外來人士，都面對租屋難、租金貴的問

題。我們出發前，同工四處的奔波，為我們找租住

的房子，最後難得找到頂樓的一廳一房，也可以簽

短期租約，因此也讓我們安定下來。接著，我們繼

續尋找長期租住的居所，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了現

時的居所，交通便利，租金相宜。從香港船運來德

國的物資，也剛好配合我們搬家的日子，提早運到

新居。於搬家當日，有弟兄姊妹前來協助，弟兄們

負責搬運、安裝傢俱；姊妹們負責預備飯食。一天

之內，把所有的東西搬到新的居所裡。

德國的快樂聖誕

去年的 12 月，市中心的舊城區及火車站的聖誕

市場 (Weihnachtsmarkt) 開始營業了。聖誕市場設

有不同的攤位，這些攤位售賣不同的物品，有洋燭、

燈飾、衣帽、糖果、不同的地道食品等等；當然，

還有少不了的冬日暖酒。每個攤位佈置得五光十色，

美輪美奐，還有聖誕聖景及傳統的胡桃夾子木偶，

讓遊人拍照娛樂，場地也有兒童遊樂設施，大人為

小孩都樂於花費，年青人更樂而忘返。聖誕市場於

平安夜也結束。每年的12月25至26日是聖誕假期，

是德國人重要的家庭日，因此，很多家庭都會回到

自己的家鄉，與父母一起團聚，享受天倫之樂。而

這兩天，幾乎所有商店都關門，市面較為冷冷清清

的。

真正的快樂聖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

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那

就是記號了。』（路 2：10-12）

聖誕節是慶祝主耶穌的降生，當教會年曆踏入

將臨日，就是 12 月 25 日前四個主日開始，教會便

陸續舉辦聖誕節活動。德國教會以聖樂、音樂會等

作為主要慶祝活動，也盼望更多信徒記念主耶穌的

降生。

這對於在德國的華人查經班、團契或教會更為

重要，因為慶祝聖誕節的活動，是一個佈道的好機

會。因此，我們會廣發單張，邀請更多未接觸過福

音的華人參加聚會。慶祝內容：分別有兒童聖景表

宋景昌、宋黃東霞

德國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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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獻唱聖誕詩歌、話劇表演，最重要是宣講耶穌

基督降生的意義，讓他們有機會得聞福音。

去年12月9日，漢堡華人基督教會吳振忠牧師、

師母邀請我們教會前往比勒菲爾德的查經班，協助

他們的聖誕晚會。比勒菲爾德距離漢諾威約有 45 分

鐘的高鐵車程，是一座古老城市，規模與漢諾威相

若，但只有一個由信徒自發開展的華人查經班，是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福音據點，但缺乏牧者帶領，求

主記念這地方的福音需要。

而我們教會則在去年 12 月 17 日舉辦了聖誕崇

拜及慶祝會，感謝主，當晚出席慶祝會的，連會友

及慕道朋友約有 100 人！當天兒童聖景的演出、詩

班的獻唱、宋牧師的證道，闡述了聖誕真正的意義，

讓大家更知道聖誕真正的主角是耶穌基督。崇拜聚

會後，大家一起分享愛筵，我們有機會繼續與不同

的弟兄姊妹及慕道朋友分享，彼此認識交流，鼓勵

他們繼續參與教會的活動。

另外，去年 12 月 22 日青年組查經班也有一個

特別慶祝聚會，我們唱聖詩，遊戲、交換禮物，宋

師母分享福音信息；每一位學生也預備他們的美食，

與眾人分享，大家都過了一個特別而有意義的晚上。

後記 - 奇妙的飄雪

2017 年是我們在德國渡過的第一個聖誕節，聖

誕節當日沒有下雪，故此，我們沒有過一個白色的

聖誕。但是在 12 月中，我們經歷第一次的下雪，從

一個下午到黃昏的一場大雪，整個城市都被白雪覆

蓋，我們非常興奮，在屋外拍了不少照片留念。我

們經歷雪中踏步的浪漫，同時也體會了溶雪的驚險，

走在平滑的雪地上，很容易滑倒。然而，美麗的飄

雪，叫我們驚訝神創造的奇妙！

代禱需要 ：

1. 請記念我們學習德文，能夠明白課程內容。

2. 請記念我們身、心、靈，因要預備主日學及講

道，請為我們有智慧，有好的時間分配、事奉

得力代禱。2018 年開始，宋師母會教授經卷式

主日學，另外，宋牧師會教授慕道班，信徒造

就班及浸禮班。

3. 求主感動弟兄姊妹有一顆願意追求神話語的

心，願意上主日學，積極投入學習；又求神引

領更多慕道朋友願意學習認識神，更願意接受

主耶穌為救主。

4. 為青年組慕道同學及信徒同學代禱，求聖靈感

動他們能夠穩定出席查經，讓神的話語進入每

一個人的心。

5. 請記念 2018 年 1 月周年大會中選出的七位執

事，求主賜他們願意事奉的心。求聖靈帶領他

們在屬靈生命上長進，成為弟兄姊妹的榜樣；

又有從神而來的足夠恩賜，願意謙卑在各項事

工上與牧者配搭及合作，服事教會，帶領教會，

榮耀神。

(作者為本會駐德國宣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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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1-12 月累積 本年 1-12 月累積 本年 1-12 月累積

收入 支出 盈餘 /( 不敷 )

差會經常費 2,349,491.21 2,476,374.85 (126,883.64)
南島工場 854,664.80 758,977.68 95,687.12 
北漠工場 256,900.00 241,956.39 14,943.61 
緬東事工 1,043,808.00 1,324,525.98 (280,717.98)
國際事工 63,500.00 36,764.80 26,735.20 
國內事工 440,728.00 473,831.97 (33,103.97)
本地跨文化事工 749,977.59 628,816.10 121,161.49 
教育及拓展事工 25,383.70 84,752.10 (59,368.40)

5,784,453.30 6,025,999.87 (241,546.57)

2017 年 1-12 月差會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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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基礎訓練課程於 2018

年 1月 18 日至 3月 22日 (逢週四 )晚上 7：

30 至 10：00 及 3 月 24 日 ( 週六 ) 上午 9：

30 至下午 1：30 假博愛潮語浸信會舉行，共

有 22 位新學員。

2. 《普傳恩光 直到萬邦 – 宣教進階課程》，

定價每本港幣 $50，如購買 25-49 本，享有

八折優惠；如購買 50 本或以上，享有七折

優惠。購買一套：《宣教入門 12課》及《宣

教進階課程》合共 $85，如購買 25-49 套，

享有八折優惠；如購買 50 套或以上，享有

七折優惠。查詢及訂購，請致電 3756-6404

許姊妹洽。

3. 冬季差傳祈禱會於 2018 年 1 月 4 日 ( 週四 )

晚上 7：30 在本會辦公室順利舉行，禱告焦

點為「南島」& 香港本地印傭事工，共 14

人出席。下次差傳祈禱會於 2018 年 4 月 12

日 ( 週四 ) 晚上 7：30 在本會辦公室舉行，

禱告焦點為「北漠」& 中國事工，誠意邀請

弟兄姊妹出席，同心為未得之民禱告。

4. 二十周年慶典活動於 2018 年 1 月 13 日 ( 週

六)下午假觀潮浸信會順利舉行，圓滿結束，

約有 180 人出席。

5. 「亞伯蘭宣教團契」其中一位團友-雲彩(化

名 ) 於 2017 年 12 月 2 日下午舉行差遣禮，

隨後前往創啟地區事奉。團契聚會於 2018

年 3 月 5 日、4 月 9 日 ( 週一 ) 晚上 7 時 30

分在本會辦事處舉行，歡迎有志宣教的弟兄

姊妹參與。查詢請致電 3756-6403 司徒傳道

洽。

6. 「神州同路人團契」於每月第二個週一晚上

7 時 30 分在本會辦事處舉行，歡迎關心祖國

的教牧同工、長執及弟兄姊妹參與。查詢請

致電 3756-6404 許姊妹 (Grace) 洽。

7. 「浸傳網」電子版可於本會網頁收閱，讀

者如有意收取電子版的「浸傳網」，歡

迎通知本會 ( 電話：3756-6400、電郵：

pmszeto@hkbm.org)。

最
新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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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4月12日(四)
時間：7:30pm
地點：本會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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