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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南非事工
鍾少溪牧師
1. 為平安執事們代禱，三位執事中的兩位因為

生意人手患病等問題最近出席頻率減少，求
主保護他們。

2. 感謝主 ! 照明系統及廚房翻新工程大致已完
成了！

3. 錦婷每主日都有事奉，司琴更是一個月三次
了，每天要練習兩小時，求主加力！

4. 少溪最近很容易睏，腦筋不清醒，預備講章
很喫力，求主賜精神！

泰北事工
郭瑞芝姑娘
1. 感謝神，建校工程已經接近尾聲，求主賜下

建築費的餘款 154 萬港元。又求主賜通達的
路，使我們能順利申請建築物的用途為校
舍。另外，兩對夫婦已經搬入新的宿舍，即
是我們要開始購買各樣的電器、傢俱，這些
的需要，同樣需要神的供應，以及眾教會和
弟兄姊妹的奉獻支持。

2. 請記念我們申請成立基金會的進展，現在已
經過了三個月，未有回覆。

3. 有關向政府申請成立學校之前，除了上面兩
項申請要通過外，我們還要成立學校管理委
員會。最感恩的是，何馬小芸宣教士的侄仔：
何文澤弟兄，願意借用他的名字給我們，作

2019 年 7-8 月份財政狀況

　主席的話

這
三個月以來，香港在動盪中度過，我們只有不斷禱告，期望這生命增長之

地，可以讓居民得著慈愛的恩典，基督的救贖恩典！我們宣教工作中，最

重要是禱告！泰北學校的費用，更是急需的，請大家留意尚欠的 1,540,000，請

為這項費用禱告！

四處工場分別有不同的謝恩，大家可以和他們一樣，一同歌頌 神的救贖恩典！

一 . 南非工場

南非的鍾少溪牧師在 3 月南非短宣時與梁雯姊妹等 25 人參加福音營，營友多數

是年紀步入中年。他們大多數最感興趣是參加「滑索」一次，盡顯真我！

感謝主！十周年特刊終於完成，將盡快送至各教會。12-14/9 有馬來西亞短宣隊

到來體驗，並負責 13/9 的中秋晚會，懇求主耶穌基督賜福他們！

二 . 泰北工場

泰國北部清萊恩典浸信會郭瑞芝宣教士正忙於建築學校的工作，已經進入完成的

階段了，現在是最後的跟進工作，預算九月就要向政府申請這座建築物的用途為

學校。幼兒園方面，感謝神方面，至今有三十名學生！崇拜人數方面，今年以來

平均出席人數有廿四人。

至於學校，將於明年五月增設小一班，希望以後再逐步啟用！

三 . 泰國曼谷工場

泰國曼谷的盧愛蓮宣教士經一位弟兄的介紹，也於六月開始了探訪監獄的事工。

透過關懷及鼓勵將福音帶給被囚的女人，如有未相信者則可向對方傳講，有關基

督的福音。

感恩可以度過母會的四十周年，在此祝願和樂的弟兄姊妹「喜愛神的話，活出神

的道，按時結果子」。

四 . 台灣工場

台灣工場梁淑敏宣教士在 7 月初協助基督教峨眉教會的「兒童雙語夏令營」，當

中主要負責透過英語聖經故事，教授兒童英語。

8月中回香港作身體檢查及申請良民證以便辦理學生居留證，請記念一切順利！

     

以上按四位宣教士的需要祈禱祈求，敬請禱告、感恩！

  
  
  
  
  
  

泰北建校基金
6 月結餘  $    283,145.36 
7-8 月收入  $    244,200.00
7-8 月支出  $    282,460.00 
8 月結餘  $    244,885.36

南非事工 (鍾少溪宣教士 )
6 月結餘  $   863,818.15
7-8 月收入  $      45,741.00
7-8 月支出  $      69,089.00
8 月結餘  $    840,470.15

泰北事工 (郭瑞芝宣教士 )
6 月結餘  $    206,911.91 
7-8 月收入  $     82,662.00
7-8 月支出  $    224,333.52
8 月結餘  $     65,240.39

差會
6 月結餘  $   153,944.54
7-8 月收入  $      82,147.70
7-8 月支出  $      70,393.91
8 月結餘  $    161,635.80

泰國曼谷 (盧愛蓮宣教士 )
6 月結餘  $      67,839.14 
7-8 月收入  $      23,300.00
7-8 月支出  $      13,661.32
8 月結餘  $      77,477.82 

台灣 (梁淑敏宣教士 )
6 月結餘  $      47,739.68 
7-8 月收入  $      38,617.00
7-8 月支出  $      38,424.42
8 月結餘  $      47,932.26 

為校長、經理和持牌人。求主保守。
4. 12 月 10 日將舉行獻校禮，深信各位關心又支

持我們的眾教會都會有代表出席，我們亦滿
心的期望著這天的來臨。深願眾香港弟兄姊
妹的出席，能讓社區的人士看到，這是一所
由眾位愛神愛人的弟兄姊妹，同心奉獻支持
而成的，為的是要透過教育，祝福社區，傳
揚主愛。

曼谷事工
盧愛蓮姑娘
1. 教會 10 月 2 至 5 日將會到佛統府舉行牙科醫

療短宣，當中有探訪四百戶家庭、牙醫義診
服務及音樂晚會等活動，請記念各項籌備工
作及需要大量義工。

2. 教會 11 月 24 日將舉行一百週年堂慶，請記
念弟兄姊妹同心慶祝堂慶之餘，也願意帶著
感恩的心把身心獻給主使用。

台灣事工
梁淑敏姑娘
1. 9 月尾將會在台灣以神學碩士學生身份申請居

留證，請記念辦理手續一切順利 .
2. 10 月初，短宣中心在南部教會舉辦短宣週，

當中我負責一週的佈道訓練，請記念有關教
學內容的安排。

九龍中央郵政信箱 70834 號
P.O Box 70834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HK

電話 Tel: 3422 3350 傳真 Fax: 27864786
電郵 Email: mission@abwemhk.org

網頁 Website: http//wwe.abwemhk.org

奉獻方法：
1. 現金入數：中國銀行戶口：012-589-000-17737( 請將入數紙電郵至 mission@abwemhk.org)
2. 郵寄支票 :抬頭「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有限公司」或 "Hong Kong ABWE Mission Ltd" 郵寄

九龍中央郵箱 70834
3. 奉獻者請註明姓名、通訊方法及奉獻的用途 ;或於差會網頁下載及填寫奉獻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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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雯姊妹　

                     
              今

年 3 月我參加了南非短宣，這是我第一次

參加短宣。感謝主！祂為我預備了一個非

凡的團隊。由於短宣隊只有我和差會總幹事關大

男牧師二人，要負責短宣隊所有服事工作，因

此，我邀請了教會弟兄姊妹在旅程中以禱告和我

們同工，而且神在這個旅程中為我預備了三位很

親切、謙卑和真誠的牧者──鍾牧師、師母和關

牧師與我同工。我、牧者及弟兄姊妹成為了一個

團隊同工同行！

感謝主！短宣隊透過福音營、探訪、崇拜、派單

張等活動，接觸到南非宣教工場的對象，包括來

自內地、台灣、香港到南非做生意、求學的華人，

令我明白這些華人所面對的難處，例如當中有很

多華人家庭夫婦離鄉別井，遺下了子女在中

國。鍾牧師和師母透過推拿、打球等活動接觸他

們、關顧他們，協助他們處理生活上的難題。不

過，由於工時長、交通及治安問題，令這些華人

差
會在 7 月 22-29 日舉辦了第一次台灣短宣。短宣隊一行 20 人，在這次短宣中有很多

第一次：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弱勢社群，甚至成為他們的家人；第一次燒柴煲水；第一

次擔任美容師；第一次在夜市中唱詩 ..........

台灣短宣隊 8天的行程中，有 6天在位於高雄的匠愛家園服事。

匠愛家園是由來自香港的孔牧師創辦，專門收留吸毒、露宿者、

年老體弱、精神病患等基層及弱勢人士，為他們提供一個家，

讓他們有重生的機會。這些在家園生活的「家人」共有 90 位。

短宣隊甫入住匠愛家園，便獲派一項任務，就是關顧其中一名

同性別的「家人」，甚至嘗試成為他們的家人。由於有些家人

患有精神病，難以與人溝通，短宣隊與他們建立關係既花了不

少心思，也考驗耐心和愛心。其中一名長者的隊員所關顧的家

人，起初態度冷漠，但長者未有放棄繼續關懷她，為她抹汗、

給她喝水，最後家人也被融化，與長者成為好朋友。

90 位家人們在匠愛家園中一起過著樸素的生活，各人要分擔各

種家務和粗活，身體少不免受累，短宣隊的姊妹因此化身美容

師，為女性家人安排了美容班，教導她們用護膚品護手。家人的手經護理後變得白滑，感

到興奮莫名。短宣隊與家人同住在家園，也要分擔家務，不少隊員第一次燒柴煲水，第一

次幫忙種田、第一次煮桂圓紅棗茶 .........

短宣隊在離開匠愛家園後，到高雄市繼續

突破舒適圈──在高雄六合夜市進行街頭

佈道，及在夜市中唱詩和跳讚美操，吸引

遊客和市民駐足觀看。短宣隊在此行中有

種種突破，擴闊了他們眼界，也激勵了他

們傳福音的心志。

非凡團隊 恩典滿溢 -- 南非短宣分享 很多的第一次 -- 台灣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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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穩定參與教會聚會。

在這次旅程中，短宣隊也經歷了神的大能的作

為。在受難節崇拜前 45 分鐘，教會突然停電！

幸而假日仍有基督徒電力公司前來檢查，更幫忙

從鄰居駁電過來，令我們能在微弱的燈光下舉行

崇拜和愛筵！

這次南非短宣令我在多方面反思，已屆退休年齡

的鍾牧師、師母，在南非事奉遇上很多困難，但

他們不惜與家人分離，仍然忠心留守南非成就大

使命！已退休的我，又可以為主作甚麼？

                                                                                  泰北建校進度

感謝主！經過差不多兩年時間，蒙神恩領及在眾堂會和肢體的支持下，

本會在泰北清萊興建學校的建築工程已差不多完工。除了三層高的校舍

外，還建成了飯堂、廚房、校外廁所、加圍欄及圍魚塘等，現在還剩下

執漏和水電工程。感謝大家繼續支持，過去半年來我們籌得 76 萬元，但

我們仍然缺欠 154 萬元（詳見附表）以支付工程的尾數。

為了預備明年 5 月開學，我們正密鑼緊鼓，著手添置各種設備、

傢具及其他物資，需要你們繼續以祈禱和奉獻作出支持。稍後差

會將發出資訊讓大家了解如何參與支持。

差會將於 12 月 10 日於泰北清萊舉行獻校禮 , 如有興趣參

與的肢體請致電 3422 3350 與差會幹事賴姊妹聯絡。

金額 (港元 )

尚需支付工程費用 156 萬 ( 餘 下 3 期
工程費用 )
73 萬 ( 附加工程如
飯堂、廚房等 )
合共 230 萬

已收奉獻 (4-9 月 ) 76 萬

尚欠奉獻 154 萬

短宣隊為匠愛家園的家人護膚

    短宣隊在六合夜市跳讚美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