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成立了十周年，這十年以來，「差會」領受神的恩典真是數算不盡！ ABWE
的宣教士於 1953 年成立第一間教會：宣道浸信會，到 2005 年，「差會」才由幾位香港 ABWE 教會的成員
建立起來。十多年前，幾位委員被邀前往 ABWE 美國的差會總部探訪與受訓，楊步雲牧師幫助我們在總
部中認識如何推動差會的工作，並鼓勵我們建立香港的 ABWE 差會。在這段成長期間，神的愛和看顧使
「差會」能建立起來！

    當「差會」未向政府註冊為合法的「慈善團體」時，我們曾以「差派中心」運作，差派了鍾少溪牧
師前往南非德班事奉。成為「差會」後，差派了二位全職宣教士：郭瑞芝姑娘和盧愛蓮姑娘前往泰北清
萊事奉。「差會」每年都會舉辦國內交流，亦有短期宣教工作前往南非和泰北。
十年的恩典是「差會」不能忘記的，天父幫助「差會」健康地成長。「差會」獲得不少教會支持「差會」
和宣教士，使差傳工作順利發展！「差會」仰望以後的日子，能與教會和肢體們更齊心努力，向更多未
得之民宣揚福音！

一、「差會」是執行神的大使命
     「差會」的使命是遵從主耶穌的吩咐，將福音傳至未得之民。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18-20 節「耶穌
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美國 ABWE 總部期間，世界不同地區的差會領袖，都要求華人宣教士到他們的國家。華人的福音
工作是需要更多的宣教士，離家別井踏上宣教士一點不容易，但有主耶穌的揀選、聖靈的差遣，神必成
就衪的工作！香港 32 間 ABWE 宣教士建立的教會，在宣教工作共同參與的不多，但願以後的日子，未有
參與的都按主耶穌吩咐的「大使命」，參與差傳工作。

二、忠心事主的宣教士蒙恩
   以下介紹「差會」的三位宣教士，他們離鄉別井，前往遠方，為要忠心事奉神！第一位差遣出去的
是鍾少溪牧師一家五口，他們前往南非德班事奉。最初，鍾牧師在南非 ABWE 的教會開展工作。後來，
有一間華人教會需要他牧養，於是他借用一間英語教會，開展教會的服事。南非的治安日趨惡劣，華人
成為搶略對象。鍾牧師有一次一家五口在車中被搶略，失去少許金錢。「差會」立刻派成員前往探望他
的家庭，加以關顧。最近，鍾牧師的差派教會亦有牧者及肢體前往探訪及短期宣教。最近，這華人教會
已確定使用一位宣教士的家居作以後的會址，鍾牧師今年九月，亦會分身作「宣教士」和「差會」的總
幹事。這個安排，盼以他的宣教士經驗，可以更促進未來「差會」的工作。

     第二位差出的宣教士是郭瑞芝姑娘，她前往泰國宣教。宣教期間，她建議在清萊購買一宣教基地，
「差會」派人示察後，禱告後得著是神的心意，故此這地便成為「差會」未來發展的基地。經過幾年的
籌款，初步的建築已完成，今年九月幼兒園可以開始招生。泰北的工作，短期的宣教士成為有力的幫助。
他們負責佈道，教書，中醫推拿、針灾等幫助宣教士推動當地的工作。

    第三位差出的宣教士是盧愛蓮姑娘，她完成在曼谷學習泰文後，現在開始泰北清萊的幼兒園服事。
這三位宣教士乃是大家的榜樣，盼將來神的呼聲臨到你們，大家在前灾或後援，協力同心、作主精兵！
 

   「差會」為過往神的祝福感恩，為未來的日子仰望，深信神會繼續使用「差會」，更多宣教士和短
期宣教士，可以在前灾盡忠；後援有更多支援的能力，支持前灾宣教士的工作，務使「差會」和教會，
能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楊偉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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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事工 ( 鍾少溪宣教士 )

3 月結餘   ：$1,299,868.59
4-5 月收入：$   71,085.33
4-5 月支出：$   87,923.03
5 月結餘   ：$1,283,030.89

差會
3月份結餘   ：$248,920.00
4-5 月份收入：$ 39,966.39
4-5月份支出：$ 51,374.82
5月份結餘   ：$237,511.57泰北建堂基金

3 月結餘   ：$341,745.88
4-5 月收入：$269,283.10
4-5 月支出：$350,000.00
5 月結餘   ：$261,028.98

泰北事工 ( 郭瑞芝宣教士 )

3 月結餘   ：$553,493.64
4-5 月收入：$111,322.24
4-5 月支出：$152,131.63
5 月結餘   ：$512,684.25

盧愛蓮宣教士
3 月結餘   ：$104,747.22
4-5 月收入：$   4,600.00
4-5 月支出：$   4,460.00
5 月結餘   ：$104,887.22

2015 年 5月份財政簡報

泰北事工 ( 郭瑞芝宣教士 )

1. 幼兒園因為收生情況未如理想，可能因為未有任何幼
兒園的裝飾和玩具等，故決定延至八月才開課，求主恩領
學生來學習，同時保守我們在這段時間做好各樣的籌備工
作。
2. 小禮堂已完成了九成的工程，另外，已開始購買傢俱，
求主賜我們所需的經費。
3. 自四月起，我們每個月舉行一次崇拜，今個月在三十一
日，求主叫我們無論人多人少，都存著敬虔的心來事奉主。
4. 六月份開始雨季，我們會買一些果樹的樹苗，以及向園
林署申請樹木，然後種植。一方面降低溫度，另一方面亦
為開辦幼兒園和獻堂禮作好準備。

感恩與代禱

南非事工 ( 鍾少溪宣教士 )

1. 請繼續為 ABWE 宣教士 Glenn 的簽証困擾代禱 , 一家六口
仍不能離境返美述職。SIM 台灣宣教士莊牧師一家因簽証困擾
已確定延後至十一月底才返台 , 求主開路 !
2. 錦婷的簽証被拒申訴至今未有結果 , 七月六日隨短宣隊返港
前若仍未完成而離境 , 日後將有可能被拒入境 , 求主引導前路 !
3. 請為七月五日舉行第五屆浸禮 , 因為到時天已黑 , 求主賜順
利 ; 也為四位受浸者 (Tommy, Lynn, 小伶和 Cheryl) 及另加入
本會者 (Don), 更有信心在眾人面前為主作見證 !
4. 張氏一家兩星期前的一個周五清晨約 3:30AM, 被入屋行劫
者洗劫 , 勢去家中現金數萬圓及貴重物件 , 全家被嚇遷至教會
暫居 , 再遇有人到教會查問 , 現又再遷至 Kenny 家才找到安息。
由此事件 , 本與張氏同住的姪兒一家三口已遷回紐卡素生活 , 
張氏一家四口也正籌備把生意變賣 , 盡快離境返國生活。他們
的相繼離去將大大影嚮教會的出席率 , 求主堅固仍在的肢體。
5. 香港短宣隊 ( 田裕浸信會 - 譚國雄傳道及鍾敬裔姊妹 , 並
學基浸信會黄達翔弟兄 ) 已於 22/6 前來作短宣體驗至 6/7, 他
們將負責帶領 26-28/6 的 " 俗世明燈 " 但以理書研讀讀經營 , 
28/6 中文班的 " 好玩 , 屬靈又刺激 " 園遊會 , 探訪佈道 , 講道 , 
見證 , 兒童主日學等等 , 求主賜美好的體驗。
6. 執事會期望在等候業主之同時 , 也觀看其他房子 , 求主賜智
慧。
7. 少溪正忙著德班的事奉之餘 , 也在籌備著返港兼任差會總幹
事的事奉 , 求主加力。
8. 求主興起香港宣教士前來承接我們的工作 !

泰北事工 ( 盧愛蓮宣教士 )

1. 四月回港休息了約一個月，感謝神讓我能與家人及朋友有美
好的相聚。
2. 感謝神保守我於 22/4 所做的手術順利，康復得也很理想。
3. 感謝神保守簽證文件準時寄到香港，所以才能按時候回泰
國。
4. 感謝神的供應，手術所需要的費用，保險可以取回九成 !
5. 請記念我回泰後要重新適應進度，求神加我智慧及悟性來繼
續學習 !
6. 回泰國後常常感覺後疲勞，請為我手術後的康復祈禱 !
7. 由六月開始至十月，會在泰國恩典浸信會教普通話，請記念
我的準備 !
8. 為申請簽証的事宜祈禱，希望按時候可以順利完成 !

差會
1. 為 6 月 22 日出發的南非短宣隊禱告，求主保守他們有
平安。
2. 為 7-8 月份舉辦多個中國短宣隊 ( 雲南 / 海南島 / 茂名 /
肇慶 / 多祝 / 大岭 ) 禱告，求主祝福參加者。

2015 緬甸醫療短宣
日期：16-19/11/2015

費用：HK$6,500

截止日期：15/8

2015 泰北短宣暨獻堂禮
日期：8-14/12/2015
費用：HK$5,500

截止日期：18/10



2014 年雲南短宣分享 玉珊姊妹

以下每一句都是帶著感恩和禱告寫成的，因為主愛雲南。雲南短宣出發之際，我有些擔心那
邊的天氣和山上泥石流的情況，水土不適應等。In the morning, Lord says to me:Peace be 
with you. Try your best. Enjoy yourself ! 這幾句話，清早來的鼓勵讓我感到很釋然。

山上教會的謳歌

    一位長老在自己的地方建立教堂，卻遭到政府禁止和恐嚇。政府不直接致電給她，卻是透過
三自教會委員會勸她，致使主內的人關係惡化，更加分崩離析。我們也看到家庭教會仍然在主的
心意中生長，可是步步維艱。同工長老不受薪水，服侍的弟兄姐妹過少，各種制度系统都還沒有
建立起來，教會的規模非常雛形。雖然我們在山村停留祇有四五天，可是也看到了同工當中的之
間的矛盾。山上的苗族教會和英國宣教士伯格理的淵源關係，想不到兩年後讓我自己親自去探索
了……

隨機應變的服侍

    連續數天我都負責兒童聚會， 和他們唱歌跳舞，分享聖經故事，安排角色讓他們表演戲劇等
等，幫助他們消耗體力，也給他們帶來了歡樂，更想不到自己原來更加喜歡小孩子。

    第二天的山區探訪讓我印象很深刻，我們一口氣探訪接近十戶，面孔好像走馬燈似的，當中
所聽所聞的故事全部不同，但全都需耍主的救拔和肢體緊密的守望，有的住在廟裏，飽受惡者攻擊；
有的受到異端全能神的迷惑，不再回來聚會了；有的接二連三遇上交通事故，這些經歷都大大考
驗著信徒的信心……

表面的逆境

    下山回到酒店，一連線就收到壞消息，今年內有兩位小組組員小產了…我在想，兩地的弟兄
姐妹的生活都不是順利的， 生命當中，一定會出現狂風暴雨，我在山區度過了五天服侍之後，身
上出現了很多被蟲咬的水疱，我也感到害怕和灰心，可自己知道以後想再去的，因有時候我們會
在逆境中成長。當中領受到經文是提摩太後書一章 7節：「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
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第二次參加雲南短宣，沒有猶豫，只為兌現去
年在神面前的立願，再次踏足雲南，去經歷
神、被神使用。

飛機起飛往雲南之際，心中滿是牽掛：許多的
個案（我是中學的輔導員）、剛搬進新住處的
家人、人際關係、教會的事奉等等。幸好男朋
友肯定地跟我說：「安心去短宣，香港的事，
交給我！」感恩有如此疼愛而了解我的男朋
友，讓我安心到雲南短宣。同時也感恩在飛往
雲南的飛機上，有空間清心地祈禱靈修，神說：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弗 5:20)，我與神立願，以「感恩」
的心，去領受上帝在雲南給我的經歷。

甫下機，一陣熟悉而舒服的清風輕輕掠過，感
恩再次感受到雲南怡人的氣息。在昆明短歇一
晚後，我們一行十五人便分道揚鑣，我與 6 名
弟兄姊妹跟隨歐牧師坐上貨車，前往山上的大
平地教會。後來我們每次外出，都是坐著或者
站在貨車車尾箱中，車子在崎嶇迂迴的山路中
行走，我們沉浸在上帝美好的創造中，或談
天，或拍照，或防曬，或唱詩歌，或為驚險的
場面驚呼，感恩上帝賜予這些難能可貴的片
段，當然也要感謝上帝讓我們車程平安。

太平地教會位處海拔 2000 多米的高山上，被
碧藍的天空，遼闊的田原，青綠的山巒懷抱
著，身在其中，「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
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埋在心中很久的鬱
結，在神的國度中，好像慢慢解開了。

本來在以勒聖經學校為學生提供培訓計劃，因
當地公安的檢查而不能立刻進行，我們首兩天
的工作變為日間到附近村莊佈道及兒童工作，
而晚上就留在大平地教會信從聚會。上帝的意
念真的高過人的意念，在這兩天中，我切切實
實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祂對人的愛是何等的
長闊高深。

「佈道」一直給予我一種既迷失又沉重的感
覺，不是流於關顧的層面，便是硬生生地把福
音塞進對方的腦袋中。感恩在神的引領中，能
夠在信祥弟兄這位良師身上，掌握到佈道的竅
門：一次性的佈道是要快而準，由對方的切身
的處境入手，以具創意的方法如魔術、引用史

例、比喻及開放自己的生命，拉近彼此距離，
將福音滲進對方的生命中，使對方相信有上
帝，願意認罪，與上帝關係復和，繼以教導他
們祈禱，最後囑咐當地教會為新信徒提供栽
培。上帝親自揀選了一位與兒女長期分離的弟
兄，一家五口，一位想戒掉煙酒的弟兄，漢族
村的兩位姊妹相信祂，盼望上帝時常與他們同
在，讓他們能夠在靈裡茁壯成長，感謝神讓我
有機會與祂同工。

雖然我們留在聖經學院的時間很短，但也是恩
典處處的。往聖經學院的車程中下雨，但我們
下車的時候，雨便停了，我們能夠站在廣闊的
山邊透過音樂敬拜，生命因著上帝而彼此連
結。看見學院負責人龍傳道一家委身事奉，將
福音薪火相傳；看見學生以年輕的生命為祭，
呈獻上帝……心中滿是感動，在讚美上帝的奇
妙大能之時，也開始思考困擾了我很久的問
題：「上帝在我生命中的計劃為何呢？」深願
聖靈在我心裡動善工，讓我對上帝更有信心，
願意為主擺上更多。

感恩能夠與隊員一同事奉，有美好的配搭。我
們的領隊歐牧師真的像雅各一樣，「量著在他
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體恤我
們的限制，雖然身體不適，但也不停為我們
「補底」；綺華充足的準備、程程對村民的體
恤、嘉敏樂天的性格，紫薇對上帝單純的倚
靠、家建對教育小孩子的熱忱、信祥對未得之
民的著緊一直激勵著我。

最後，感謝昆明短宣服務中心的同工，特別是
雲彩，記得最後一天的分享會上，溫柔敦厚的
他因著緊張上帝的國度，言辭迫切地呼籲我們
要好好裝備自己，讓短宣的果效不單單停留在
７天中，更應動員教會更多的人，以不同的方
式，關心上帝的禾場，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原來我的家很遼闊，因為神的國度，就是我的
家；原來我有很多的家人，因為屬神的人，都
是我的弟兄姊妹。

2014 年雲南短宣分享 月圓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