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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衪帶領「差會」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在學基浸信
會舉行為泰北宣教基地籌款的活動：「心繫泰北綜藝籌款聚會」，約有百多人出席聚會。是次出席的
肢體們不單享受教會的樂隊歌唱；舞蹈表演；藝人鍾舒漫姊妹的分享；福音粵曲的獻唱和郭瑞芝宣教
士的分享，更重要的是支持了「泰北宣教基地」的建築費用和身體力行支持宣教活動！願神祝福各支
持者，讓他們繼續與「差會」同行，興建泰北的宣教基地，推動未來的宣教工作！

 最近多次的地震令我們記掛受到傷害的人，更有很多人死亡，從他們家人的悲哀哭聲中，我們
明白喪失親人的苦痛！如果他們還未相信主耶穌，他們便陷入永遠的滅亡！這些場面令我們記起聖經
提醒我們拯救靈魂的重要性，我們要將福音傳到萬邦，為主作見證。所以，泰北的宣教事工，和大家
息息相關，我們理當繼續記掛及支持，並且在前面的日子，切切地為宣教士們禱告！

一 . 宣教基地的建築
 感謝神！宣教基地的圍牆已差不多完工，郭姑娘將作檢查，有需要時要求負責的員工作出改善。
完成圍牆後，「差會」與宣教士會商討其他建築工程的安排，例如宿舍，課室，禮拜堂等。每當「差
會」決定落實工程並考慮何時進行，都要基於奉獻的金額能否支付，所以懇切地請求大家，繼續支持
宣教基地的建築費用。餘下的建築費用，約港幣五百萬元，而一月及四月的兩次籌款，「差會」約籌
得二十多萬元，尚餘的數目只有憑信心等候神的安排。 
 郭姑娘最近回港，她將當地參加宣教士們課程的學生相片給我們看，這班天真可愛的學生，在
美好環境下得著教導，是何等的歡欣！如果建築費用漸漸足夠，更多兒童可以得著照顧，並且聽聞福
音，相信主耶穌基督！

二 . 新宣教士的加入
 神賜泰北基地有新長期宣教士及短期宣教士，盧愛蓮姑娘將加入泰北長期宣教工作，而區佩芝
姊妹將加入泰北短期宣教工作。求神祝福她們二人的事奉，並且和其他隊員彼此配搭，造福當地學生。
新的宣教士需要大家的支持和禱告，讓神加力給她們，並與她們同工。
 泰北清萊是一個美好的宣教基地，求神差遣更多有心宣教者前往，學習及體驗，好好預備聖靈
的差遣，成為宣教士！

三 . 同心合意的禱告
 宣教工作是充滿挑戰性的，前線的宣教士面對不同的壓力，我們要時刻記念他們，為他們禱告！
懇請大家為泰北及南非的宣教士禱告，並且記念明年在緬甸的短期醫療宣教事工，盼望能祝福更多有
需要的人，領他們歸主！

 「宣教基地」還需要大筆的建築費用和運作的經費，「差會」深信神知道我們的需要，在適當
時間衪會供給我們。詩篇第一二七篇 1 節「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
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敬請大家為泰北清萊的宣教基地同心合意的禱告，願神看顧！
另一方面，幾位女宣教士在清萊努力工作，我們盼望將來神差遣男宣教士前往，加入服事行列，成為
她們的幫助！

 「差會」是聽候神的指引，並仰望神的供應，推動宣教工作。求神幫助我們早日建成泰北宣教
基地，好讓當地的工作能順利進行！



2013 新春步行籌款分享 - 盧愛蓮姑娘

 2013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天朗氣清．心情愉快。

 眾堂會的弟兄姊妹好像一隊軍隊，浩浩蕩蕩的來到迪欣湖，參加差會所舉辦的步行籌款，
目的是為泰北建堂事工籌款，當日參加人數約170多人。經點算後，是活動共籌得款項約20萬元，
在此多謝參與步行及奉獻支持「步人」的弟兄姊妹。

 感謝神的保守，我們一眾弟兄姊妹先在迪士尼港鐵站對出的空地集合，我看見不少長者也
來參與，實在難得；當中也有小朋友及整個團契的參與，也十分之欣賞。早到步的弟兄姊妹經過
報到之後，也不忘拿起是次步行籌款的大型橫額一起來照張相片，熱熱鬧鬧地你一句、我一句，
不分彼此，為的是一起為泰北的事工努力。好了，差不多等齊人，楊牧師先作簡單的報告；之後，
大家一起影張大合照，將美好的一刻拍下來，成為美好的回憶。最後，楊牧師為是次活動祈禱，
並帶領大家起步開始進行步行籌款活動。

 起步了，我們經過了長長的街道，來到迪欣湖大門口。我看見行最前的多是長者，他們的
落力，實在不比朝氣蓬勃的青年人弱。沿途也看到不少參與的弟兄姊妹邊行邊照相，擺出不少婀
娜多姿的姿勢，拍下珍貴的一刻。有些還邊行邊欣賞上帝的創造是多麼的美麗；同時也深深感謝
神將創作力賜給世人，讓他們可以造出這麼美麗的建設。我們圍著迪欣湖走了一圈，輕輕鬆鬆不
需要一小時便到達終點，打個印仔表示完成了。有些弟兄姊妹看見這美好的天氣及優美的風景，
更樂而忘返，繼續留下來拍照及遊覽；也有教會的一位姊妹藉這個機會相約弟兄姊妹一齊參加步
行籌款，順道在迪欣湖拍畢業照，既有意義、也可以團契、又可以與弟兄姊妹拍下珍貴的戶外畢
業照，真是一舉三得，我也替他們感到喜悅。

 從這次的步行籌款中，我看見各堂會的鼎力支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您們對泰北的掛念，
實在對差會及在泰北前線正在事奉的郭姑娘來說，是一個莫大的激勵。這次步行籌款所得的款項
都用作起圍牆，餘下的就用作興建學生中心。感謝神，現在圍牆已建成，下一個目標便是興建學
生中心，想到這龐大的事工，實在需要各方繼續的支援，若有感動可以奉獻支持泰北事工；若有
人願意到泰北作短期協助也無任歡迎。然而，金錢、人力固然重要，但大家的代禱也不可忽略，
因為禱告方能成大事。

 代表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多謝大家的參與及
幫忙，使步行籌款得以順利完成，日後還需要您們的
支持。最後，不忘感謝神的保守，使眾人都順利地朝
著目標出發，也平安地到達終點。亦感謝神將美好的
天氣賜給我們，讓步行的弟兄姊妹行得特別愉快起
勁。

眾志成城為泰北！
在剛過去的二月及四月，差會分別舉辦了兩項為到泰北建堂事工籌款的活動，在二月二十三日
在迪欣湖舉行了新春步行籌款；又在四月二十一日在學基浸信會舉行「心繫泰北」綜藝籌款聚
會。活動能得以順利進行，除了感謝神的恩典外，亦要感謝弟兄姊妹的參與和合作，差會在此
向各參與在其中的弟兄姊妹致以衷心的謝意，深願弟兄姊妹繼續為到泰北的事工守望！是次差
會之聲，差會更特意邀請了泰北準宣教士盧愛蓮姑娘以及泰北小組主席吳淑華姑娘分享參與活
動後的感受。



「心繫泰北」綜藝籌款聚會分享 - 吳淑華姑娘

 為著 4 月 21 日的綜藝籌款聚會，我們實在感謝神，能
藉此機會為泰北宣教事工的經費籌募，又感恩神匯聚眾多肢
體同心侍奉，當中有和樂浸信會的Unix 樂隊及石蔭宣道浸信
會的 Cornerstone 樂隊落力的獻唱，亦有學基浸信會 PhD 舞
蹈組的表演及福音粵曲的福音信息，藝人鍾舒漫姊妹的見證
分享，看到不同肢體參與服侍，他們均是盡心、盡性、盡意、
盡力的侍奉，他們所擺上的深願成為馨香的祭獻呈給我們在
天上的父，願我們同心尊主名為聖，讓我們勤作主工並履行
主所賜的大使命，讓福音要傳到地極，直至主的國度降臨。

 透過郭姑娘親身分享泰國的需要，我們知道大多數泰
國人信奉小乘佛教，超過九成泰國人信奉塔娜娃達佛教，佛
教是泰國道德禮教的「準則」，維繫社會和諧及推動藝術的
原動力。佛教影響力深入民間的另一原因是大部份泰國佛教
家庭，必然有一位男丁入住寺廟修道，研習佛教道理。泰人
亦強調宗教自由，故其他宗教如回教、基督教、天主教、印
度教及錫克教等亦同時存在。華人泰化已成定局，當地村民
自幼受佛教思想影響，又在社群福利因素影響下，擔心信耶
穌後會被其他村民排擠，令福音不易得著他們。請以禱告記
念這充滿屬靈爭戰的地方。

 很多泰國人被毒品殘害，根據2010年國家調查，泰國大約80萬人吸毒，佔總人口百分之五。
毒品帶來嚴重的家庭問題，很多兒童被忽略照顧，甚至成為孤兒。華人福音工作多在泰北，該地
區的村民面對佛教、一貫道、回教等影響，對福音認識不多；加上盛產鴉片，不少人吸毒，青少
年人因缺乏教導，易入迷途。無論青少年事工，或向附近泰人村拓展福音工作，都需要很多工人。

 差會在泰北拓展福音工作已有數年，神的恩典臨到，於 2011 年尾賜給差會一幅 16,000 平
方米的地土，我們共同看見這地區福音的需要及差傳基地的使命，在 2012 年尾正式完成所有買賣
手續後，於 2013 年差會先在這片美地上建立居所，讓宣教士及當地同工入住，透過中、英文班的
教學，開展福音工作及團契聚會；又為著同工們的安全我們作出呼籲，分享興建圍牆的需要，聯
會各教會及眾肢體迅速的回應，我們一同見證若非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在當日的綜藝籌款聚會中最叫我感動的，是遇上 23 年前
第一隊泰北短宣隊員，記得 1990 年 12 月由聯會籌辦第一次的泰
北短宣，當時我與郭瑞芝宣教士還是神學生，與十多位來自聯會
各教會的肢體一起前往泰北短宣，當時我們主要服侍的地點是泰
北清萊府昌孔縣聯華新村，由馬小雲宣教士及何以蒿牧師接待我
們，從那時候開始，泰北這片地土已繫在我的心上；不單在我的
心上，看到數位隊友出席是次籌款聚會，我深信昔日所撒的種籽，
也在多位隊員的心中扎根成長，他們沒有忘記當地的需要，更以
行動實際支持及參與泰北事工的經費籌募。

 差會在泰北事工拓展的前期工程已差不多完成了，在往後的日子我們將繼續興建教會及學
生中心，不單需要在硬件工程上的籌劃，還有軟件福音需要的建立，願意神賜智慧讓同工們不單
能傳遞知識，更需要將福音與人分享，讓人得真智慧及真知識，幫助附近的村民能認識獨一的真
神，生命得著真正的更新及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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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衷心感謝各表演單位的用心預備及精彩演出！



財政報告 2013 年 1 - 3 月 財政報告 2013 年 1 - 3 月 

項目項目 收入收入 支出支出 盈餘 /( 不敷 )盈餘 /( 不敷 ) 結存結存

差會 96,516.36 191,868.35 (95,351.11) 333,208.22

南非 138,783.15 110,345.28  28,437.87 979,186.19

泰北 129,178.66 26,111.10 103,067.56 443,865.94 

子女教育 28,000.00 21,050.00 6,950.00 21,050.00

泰北建堂 * 519,223.10 6,291.60 512,931.50 656,291.29 

總數總數 911,701.27911,701.27 355,666.33355,666.33 226,035.82226,035.82 1,713,955.141,713,955.14

* 備註﹕現有THB 326,193.35 泰北建堂儲備存在當地戶口。*備註﹕現有THB 326,193.35 泰北建堂儲備存在當地戶口。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差會差會

1.

2.

為到 4 月 21 日泰北籌款綜藝聚會順利完成感恩，當日有約一百七十位弟兄姊妹參與在其中，深願有更多弟兄
姊妹明白到泰北事工的需要，又願神感動更多人願意為宣教事工出一分力。
為到國內短宣的籌備工作禱告。求主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參加短宣，藉此了解當地事工的需要。

鍾少溪宣教士鍾少溪宣教士

1.
2.
3.

4.
5.

6. 
7.

請繼續為 19/9-1/10 短宣隊的安排代禱。
為教會註冊成為合法的宗教團體之進行代禱。
為受難節及復活節聚會圓滿結束、讀經營延期舉行有更充足的籌備時間感恩 ! 接著就是 30/6 的五周年紀念，求
主賜少溪智慧安排一切。
為教會未來的宣教士接棒人代禱 , 求主預備 !
感謝主 ! 錦婷在香港重獲公屋分配之申已於五月初順利提交。盼能盡早獲得配屋。若獲配屋 , 少溪須要回港簽名
收屋 , 求主預備最適合的時間 !
為錦婷患了飛蚊症，視網膜有脫落傾向代禱，求主藉醫生的診治及葯物的幫助，讓她早日痊愈。
為敬裔準備入讀科大的預備，特別為其能專心預備五月 18 日 Ilets 考試代禱。

郭瑞芝宣教士郭瑞芝宣教士

1.

2.

3.
4.
5.

為學基短宣隊於四月廿七日至五月四日來清萊短宣感恩，特別是五月一日於小屋舉行醫護嘉年華，有不少中老
年的鄰居參加，同時賜下合宜的天氣（5 月 2 日小屋附近地區有狂風暴雨，我們卻走到金三角及美賽事奉了），
衷心感謝神。
五月四日是本年度第二季中英文班暨團契的開始，現在已有三十人報告，但我們希望有四十人，求主賜我們服
侍的對象。
已有兩間學校的校長請我去教中文，感謝主給我們外展的機會。
為建設小禮拜堂而要找則師，求主賜下合適的工程師協助設計。
為著我們找到實習神學生感恩：宋家寶弟兄，他會在五月起開始正式配搭事奉。

差會動向 差會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