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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推動上帝的子民 ︱ 進入福音未得之地 ︱ 建立有植堂能力的教會

文化探索 實際服事 屬靈成長

與時並進，邁向2028
以往全球大部分的宣教士多從北美及歐洲差遣出發，然
而，自八十年代起，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褔音派基督
徒人數已成為大多數，宣教士差遣的重心也開始漸漸轉移
至亞、非、拉地區，這是神在歷史中的工作。

國際差傳協會於1945年在美國成立，目標是招募及差遣
宣教士到未得之民中建立有植堂能力的教會；最初我們只
有美國藉的宣教士，但發展至今天，我們已有來自美國、
加拿大、德國、冰島、瑞典、菲律賓、香港、台灣、危地
馬拉等多個地方的宣教士。我們深信透過與其他機構的夥
伴關係及建立國際化的隊工，招募不同國藉的宣教士參與
宣教，能更有效見證神的大能。

SEND 國際差傳協會是跨基督教宗派的國際信心差會，我們在亞洲、 
歐洲及北美超過20多個地區工作。我們邀請您透過在SEND的宣教實習，
加入這個在未得之民中建立門徒的普世運動。

若有意進一步認識，歡迎致電本會或聯絡本會拓展主任(mobilizer@sendhk.org)。
更多服事機會：可瀏覽 https://www.send.org/go/Internships

*參閱：http://www.leadershiplabinternational.org/

主編的話

短期宣教機會

日本
（兩至三個月）

Discipleship House(D House)

地點： 東北仙台或東京
特色： 與宣教士一同生活及
	 服事、認識日本文化、
	 門徒訓練
日期：2020年5月至8月(東京)
           2020年9月至12月(東京、仙台)

泰國北部
（11天）

Adventures in Thailand
地點：泰國北部傣族
特色： 具探險性的短宣、
	 建立全人關懷的教會
日期：2020年底
         （確實日期容後公報）

克羅地亞＊

（三個月）

Leadership Lab International(LLI)

地點： Gorski	Kotar,	Croatia營地
特色： 跨文化領袖訓練、群體生活、

戶外活動、查經訓練、
	 個人勉導
日期： 2020年6月至8月

北馬其頓共和國
（三個月）

ENGAGE Macedonia
地點： 斯科普里	

Skopje,	the	Republic	of	Northern	
Macedonia

特色： 獨立生活、參與宣教士的植堂佈道
工作、認識北馬其頓共和國文化

日期：2020年5月至7月
           2020年9月至11月

朝著這個發展方向，本會國際總幹事Warren Janzen定立
了十年計劃（2019-2028）：我們宣教士的國藉比例，在
2028年將會是一位北美的宣教士對稱一位非北美的宣教
士；這就是說在這十年間，我們期望整體能招募300位非
北美的宣教士加入。

東亞差委會現有20位宣教士，分別於東亞、台灣、日本及
本地參與宣教工作，我們差委會成員戰競地大膽向神求，
他若願意，請使用我們在未來十年差派多30位宣教士到未
得之民中服事，不論遠處的、近處的，把他寶貴的救恩傳
到地極。

你求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
事指示你。以賽亞書三十三3

── 謝曾詠儀（副總幹事）



兒童事工 
撰文：John	Edwards					翻譯：Eunice	Johnson

宣教心

在教會內，兒童樂園加插了敬拜時間，兒童樂園是對外的，
為要接觸兒童，讓他們學習聖經，背誦金句。學懂多個經節
的，我們派發獎品。有一些媽媽參加敬拜時間，然後協助準
備茶點或手工藝時間。我們也為小孩子慶祝生日。

此外，我們有兒童英語班，因口碑好而有所增長。每一節課
的最後，我們講“耶穌故事”作結，先是英語，然後由師母
用日語讀出來。

兒童事工的成績

我們送出新約聖經，有幾個小孩子在重點經節底下劃線，並
且回家溫習，有時他們的媽媽從旁輔導（這些母親和孩子都
不是信徒）。孩子們上學的時間，Susan和一些母親建立友
誼。最少有一個媽媽想要多些認識神和教會，無論一起禱
告，或者我們為她祈禱，都可見她流露欣喜之情。

孩子們喜歡流連在教會內和基督徒的家中，他們覺得這些地
方好玩、安全。他們的媽媽可以向師母訴說生活的難處。孩
子越來越認識聖經和它的教導，我們禱告，祈求他們得救。

為什麼我們致力兒童事工

1	 我和太太倆人都是童年信主的，故此我們很明白聖經故
事對小孩子的心靈啟導何等深遠。

2	 我太太是受過訓練的小學教師，她熱愛兒童工作，特別
是年幼的小童。

3	 在日本，幼童是最容易接觸的對象。他們的媽媽是家庭
主婦，常常把他們帶在身邊。

4	 越來越多小孩子承受從自然災害帶來的各種創傷，天災
如三一一海嘯；到人禍如被強者欺凌，被家人虐待。

5	 小孩子常常被忽略，但最重要的是耶穌愛小孩，他一再
指出，門徒應該要有小孩子的樣式。

我們如何開始兒童工作

有些教會本身已有兒童事工，我們參與他們的工作。在東
京，我們的伙伴教會主日學規模很大。每個星期，他們有學
前組別外展，還有茶座事工，接觸攜帶幼兒的母親。當我們
搬到仙台（Sendai）時，當地的伙伴教會正進行兒童外展，
事因牧師太太每天都見到一些小孩子步行上學經過教會，她
構思如何接觸他們。我們住的社區內的鄰舍，有些媽媽來問
我們可不可以為她們的孩子搞些英語活動。

基於這些聯繫，我們每星期都在家裏開設一個英語時間，讓
鄰近的孩子來參加。Susan和短期宣教士教小孩子，我則在
隔壁房間跟那些媽媽喝茶聊天。我們還有特別活動，包括做
意大利薄餅或曲奇餅慶祝聖誕，騎雪橇或只是
一起到街上玩耍。有些社區內的
日本信徒不時也來加入，我
們每個月舉行一次聖經
時間，提供遊戲、小
吃、聖經淺談和背誦
金句。



輔導事工 
撰文：Gisli	Jonsson				翻譯：Athena	Wong

宣教心

出埃及記	23:20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護你，領你到
我所預備的地方去。

主呼召我們並裝備我們往他要我們去的地方! 我們是分別來
自愛爾蘭的羅娜（Nora）和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的基士利
約翰遜（Gisli Jonsson）。我們在2009年結婚並在英國的
薩里（Surrey）完成「世界復興運動」（CWR-Crusade for 
World Revival）輔導課程的基督教輔導的訓練後，就一直在
保加利亞事奉神。主賜給我們一顆充滿熱忱的心去促進和裝
備人去更深地與神和與人連結，從而建立神的教會。

以多種方式為神作工

詩篇	32:8
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
戒你。

我們發現主是一位美好而滿有耐心的神。在保加利亞的整個
事奉歷程中，他一直教導並與我們同行。我們無時無刻見證
着聖靈如何吸引人們轉向他，在輔導室中親眼目睹那種不是
能以輔導原理和人的理解去解釋的醫治和轉化大能。我，基
士利（Gisli）輔導過不同的群體：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夫婦、
牧者、小孩、青少年、宣教士、難民、同性戀者、人口販賣
的受害者和性工作者。

保加利亞人民在生活中面臨着很多各樣的難題，失業率高企
和行業沒有保障。很明顯保加利亞有可愛和很好的人，但也
有貪污問題和黑幫的犯罪活動。據估計，在保加利亞每年有
大約八千至一萬被販賣的女性及小孩。這經歷使他們在往後
的生活中展示出：感覺不足、酗酒和濫用藥物等的問題、抑
鬱、不相信自己而使他們降低主動性的能力。基督徒，特別
是那些沒有受過好的基督教教導的信徒，當他們來尋求輔導
時，他們很難接受神無條件的愛和恩典、他的赦免和他的接
納。當他們不能感到滿足、有價值、被愛、得赦免、或者他
們是在我們天父恩典之下時，對我們的巨大挑戰就是看到這
些來訪者怎樣被驚慌和恐懼所抓住。

我們有幸能在促進他人成長中出一分力，幫助他們處理疏導
他們深層的感受如苦澀、恐懼、羞愧、罪咎和憤怒等的負面
情緒，幫助他們更好的面對抑鬱症、不同的恐懼症及其他不
同的失常狀態。我們最大的滿足來自幫助夫婦們處理婚姻的
各種問題如出軌、缺乏諒解、溝通不足、難以饒恕和以愛來

互動。我們有幸去輔導
被救回的人口販賣的受
害者，他們有些在社會
中掙扎求存，有些在孤
兒院長大，從出生以
來只能接受一點初等
教育，或根本沒機會
接受任何教育，更沒

有處理創傷的知識。他們缺乏自我認識，對自己很少
甚至沒有界線而很容易成為販賣目標。

對於我們這些剛得到高級文憑的畢業生而言，所有這些都是
我們的巨大挑戰。

約翰福音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我們的父使人生命得豐盛! 我們一直在學習如何與來自45個
不同國家的人相處。羅娜主要負責輔導女性，青少年及小
孩。由於她原先是接受教師的培訓，以及對兒童事工懷着的
滿腔熱誠，她經常舉辦不同的活動和互動小組，藉此引導小
孩發展正面的自尊。除此之外，羅娜亦一直在一個羅姆人
（又稱吉普賽人）的聚居地及一所孤兒院服事。通過一起煮
食，遊戲，做勞作和講聖經故事，讓他們認識主及了解自己
在人生中該如何作出更好的抉擇。

耶利米書	29: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
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自從基士利的父親在幾年前過世後，18個月前我們用他繼承
的遺產在保加利亞東南部的一條村莊買了一棟房子來發展我
們的輔導事工。那裏住着最大的羅姆族群，同時也是保加利
亞人口販賣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我們計劃以這裏作基地，培
訓更多保加利亞人和羅姆人參與到基督教輔導事工當中。羅
娜正在努力與村民建立關係，特別是小孩，和他們建立互信
關係並嘗試聯繫一間只有羅姆小孩的學校。她希望藉此機會
幫忙小孩培養和發展他們的興趣，提高他們的學習能力，讓
他們抱有對未來的盼望。我們亦已經與當地羅姆基督教領袖
聯繫上，他們希望與我們合作舉辦婚姻講座，還有關於教牧
關懷、健康關懷以及一些輔導技巧的各種課程。這是具挑戰
性的任務，我們祈求我們可以做到。

我們夫婦最初是以織帳棚（帶職事奉）作開始，將我們的
一些服務賣給國際社團。我們仍然需要一些支持，特別是
要實行在基督教輔導中訓練其他人，並且可以得到合資格
的老師來加入，去教導一些我們相信能幫助當地教會和社
群的技巧。

我們就是這樣一直在尋找方法成就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呼召。



導引更新
撰文：Warren	Janzen
翻譯：Eunice	Johnson

每 三 個 人 有 一 個 不 認 識 耶
穌 ， 停 下 來 想 一 想 ， 想 像
一 下 一 輛 巴 士 或 一 個 地 鐵
車 廂 內 的 乘 客 ， 約 書 亞 計 劃
（joshuaproject.net）作了一個全
球平均數統計，車內四成乘客完全沒
有或只有極輕微的機會接觸福音，他們的
本土教會接觸不到他們，這情況一定要改變。

如果車上的乘客不懂你的語言，他們的歷史背景和價值觀跟
你不一樣，你如何跟他們溝通？如何建立信任？你如何表達
主耶穌的愛？如何介紹他們認識耶穌的位格？

國際差傳協會(SEND International) 遵守耶穌的吩咐，訓練萬
國之民作他的門徒。我們差派工人進入的群體，原本是完全
沒有或只有極輕微機會接觸福音的群體。同工們學習語言，
思索如何作一個能被這群體接納的
外人；透過人種學研究他們的文
化，並了解其世界觀，和嘗試去明
白耶穌在那個環境會做甚麼。我們
用行動去表達神的愛和傳揚神的榮
耀；目的是訓練門徒，招聚他們成
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信仰群體。

這看來像甚麼？

就像在亞洲的一條農村，可以是資助
年輕的女孩上繼續接受高中教育，免
得落在妓女販子的手中；協助他們的
父母發展微商項目，例如種蘑菇或編
織圍巾來養活家人。又好像在另一個
農村環境，我們可以作社區評估，繼而提供持續性的健康診
所、識字班、功課輔導、新生嬰兒護理、德育班。我們有一
個農場教授本地人坡耕技術、養飼牲口、開發全年生產的菜
園，我們將之命名為「信心菜園」。（FAITH-Food Always In 
The Garden)(園中常存糧食）

在城市裏，我們的同工用各種方式接觸和栽培本地人，與他們
建立信任。對不同年齡，喜歡學習語言的，我提供語言學習
班。我們組織兒童會社、文化活動，提供學習輔導。在某東歐
城市，我們與地方政府合作，每年舉辦消防員訓練、急救人員
訓練。針對跨文化環境工作的人，我們舉辦商業研討會。

此等活動，都是與本地人建立信任的橋樑，需時不短，並且
要求創意。神的作為使人驚訝，他使用你的經驗和技能去接
觸文化背景迴異的人，關鍵的第二步是他們對耶穌產生好奇
心，當他們看見耶穌在我們的生命如何真切和活潑，並在研
讀聖經時遇見神，就必生出好奇心。我們禱告，祈求聖靈幫
助他們願意改變，當聖靈動工，他們的生命就得改變。我們
把他們引進委身愛神和遵守誡命的群體。

縱使信仰社群成立了，我們的工作
仍是未完成的。SEND認定的是，要
守望教會，待她長大成熟，能夠差
派自己的工人到福音未達之民那裏
去。今年秋季，一位同工在西伯利
亞參加崇拜時，俄國牧師問會眾，
為什麼SEND在他們的區域工作，
會眾立時沉默下來，我們的同工很
緊張，不知他們會怎樣回答。最後
Sasha牧師答：「SEND來開我們
的眼睛，放眼天下各族！」

非常正確。我們去，不但是傳福
音、訓練門徒、植堂，我們也堅固那些教會，好叫他們差派
使者出去，差派受過訓練的門徒到那些本土教會不能觸及的
地方。我們如此行，就是使萬民作耶穌基督的門徒。

記得文首提及巴士車廂滿載的人嗎？我要問的是：人未曾信
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
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
「報福音傳喜訊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
10:14-15）

宣教探索



感恩和代禱事項 梁戴甘				台灣｜植堂
1.	請為吳鳳大學天愛社的學生禱告，盼望他們透過團契
的聚會，能認識耶穌和生命成長。

2.	請為戴甘宣教士的身心靈禱告！因體力不足，容易疲倦，
需要適當休息和運動。缺乏同工，求主幫助和預備。

羅偉森、羅周惠玲				台灣｜植堂
1.	求主向香港伸出施恩的手，讓公義得以彰顯，人心得
著醫治，並能燃起不息的盼望和關愛。

2.	求主賜智慧與不同地區的牧者能有美好的配搭，並賜
我們有特別的恩寵能掌握客家話。

3.	請記念女兒獨自在港完成學業，求主的愛和平安充滿
她的心靈，又讓她更明白主的心意。

李世樂、李鄧淑屏、子心				日本｜植堂
1.	自去年6月日本全體同工離開後，作為宣教士的我們靠
賴主恩走到今天（超過半年），雖經艱難掙扎，但主
的恩典夠用，也印證大家為三陸希望基督教會的禱告
不是徒然的。

2.	2月至7月我們一同事奉的另一位宣教同工（劉美媛）
將回港述職，世樂和淑屏將會承擔三陸希望基督教會
日常運作，求主加力，我們在這半年裏經歷「五餅二
魚」的神蹟，藉主奇妙作為自身蒙恩，受眾蒙福，榮
神益人。

3.	2月底（28/2~1/3）差會東北小組將舉行退修會，基於
退修會包括主日在內，求主引導我們或是一人出席或
是兩人都缺席仍能安然接受，順服主的帶領。

蔡明康、蔡王淑賢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面對香港的局勢，在日本的香港宣教士同工的心情也
受牽動，求主賜我們有平安的心去面對，能夠專心在
日本事奉及學習。

2.	感恩順利完成12月份教會舉辦的各項聖誕聚會，亦有
對象願意參與。求主繼續使對象的心敞開，願意接受
救恩。

3.	求主賜合適的地方讓我們在述職期間（2020年9月至
2021年3月）居住。

劉美媛				日本｜植堂
1.	求主保守明年2月回港述職的各樣安排。加力給一同服
事的李牧師夫婦。

2.	為初信的花道老師禱告。求主加強她的信心及有聖靈
的提醒，除去家中偶像。

3.	祈求在區內有美好的見證，讓人從我們身上認識主。

邱美鳳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11月初回港兩週在宣教主日講道和不同聚會分享
了。11，12月幫手了岩石縣和東京（立川教會）的數
個聖誕聚會。請紀念跟進工作。

2.	在港父母的住處是示威活動點，之前多晚發生衝突。
求主保護。

3.	進深日語學習（預備可以講道）。

宣教士/同工消息
小蹤				東亞｜領袖培訓
1.	記念輔導室的工作，求主賜我智慧輔導每個個案，並
把有需要的人帶到我面前。

2.	新的任期有不少的改變，求主恩典隨時隨在，賜我在
當地有屬靈友伴同行。

馬龍家庭				東亞｜領袖培訓
1.	將於年底回鄉工作，求主保守及保護。
2.	馬龍爸爸全力學習語言，講、聽及寫都能繼續進步。
3.	奉獻未能達標已經幾個月，在社會動盪下，求主供應
足夠及感動弟兄姊妹繼續支持。

謝曾詠儀				本地｜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11	月初到美國總部開會過程順利，感恩；有機會與其
他差委會及工場領袖交流，求主讓我能夠好好整合學
以致用。

2.	同時參與宣教推動、統籌辦公室運作、對外聯絡及宣
教士關懷的事務，求主賜智慧及健康。

3.	幾位恆常支持者暫時未能繼續奉獻，求主恩待祝福他
們；也願主為我預備新的事工夥伴按時供應所需。

關韻笙				本地｜宣教推動
1.	為過去一年在差會的事奉感恩：主供應了我的經濟需
要，並讓我有機會認識差會不同的工場。

2.	感恩順利完成了2020年的工作計劃，求主在這充滿變
數的環境中，幫助我能按他的心意和時間完成計劃，
以推動更多弟兄姊妹參予宣教工作。

3.	上半年需要負責在自己教會及港澳信義會聖恩堂講
道。求聖靈賜下話語，讓聽眾明白主的心意。

林以諾				本地｜宣教推動
1.	感恩過去多個月在主的帶領下，我得到教會和差委會
的支持及信任，加入了SEND的大家庭。

2.	求主親自吸引弟兄姊妹參與宣教差傳的事工，能在禱
告和奉獻上支持我的事奉。

3.	求主繼續帶領我和太太的事奉心志，讓我們學習同心
和順服，跟隨他的腳蹤。

信恩				台灣｜植堂
1.	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二在看守所有福音分享，求主軟化
參與者的心，同工們能把福音傳達。

2.	求主幫助我在生命線的實習能有敏銳的聽力及同理心。
3.	在看守所認識了一位剛決志信主的弟兄，求主幫助他
出獄後能找到合適的教會，繼續渴慕神的話語。



辦公室及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國際差傳協會是跨基督教宗派的國際信心差會，歡迎您成為

我們的宣教伙伴，同心拓展天國使命。奉獻方法如下：

現金 / 轉帳
現金存款或銀行支票轉帳至本會之
東亞銀行戶口（銀行編號015）：150-25-00306-0	　或
恒生銀行戶口（銀行編號024）：774-407530-883

支票
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East	Asia	SEND	 International	
Limited」或「國際差傳協會(東亞)有限公司」。

請把存款收據/支票、您的姓名、聯絡地址、電話、電郵及註
明奉獻用途：經常費/宣教士(註明姓名)寄回本會，以便本會
寄上收據。奉獻港幣100元或以上，憑收據可獲稅務寬減。

2019年1月至11月

辦公室收支財政報告

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收入 金額 (HK$)

經常費奉獻 297,420.00

行政費及其他收入 197,349.29

進項共計 494,769.29

支出 金額 (HK$)

辦公室同工薪金 413,227.35

辦公室運作開支 151,897.10

事工開支 46,149.90

器材添置 21,098.00

支出共計 632,372.35

辦公室盈餘/(虧損) (137,603.06)

金額 (HK$)

宣教士奉獻收入 6,495,593.09

宣教士薪津，
行政及工場事工費用 6,465,121.93

宣教士盈餘/(虧損) 30,471.16

出版：國際差傳協會東亞差委會 
督印人：陳志強牧師 ︱ 美術及印務：GOD-Platform

國際差傳協會東亞差委會　　組織架構
顧問：余達心博士　曹偉彤院長　陳一華牧師
委員：陳志強牧師　李家粦先生（兼任署理總幹事） 吳炳榮醫生　　
　　　劉李麗玉傳道　岑禹勤牧師　陳愛樺女士
同工：謝曾詠儀（副總幹事）
 關韻笙（助理拓展主任）　林以諾傳道（助理拓展主任）  
 關愛甜（會計主任）　李嘉儀（行政主任/執行編輯）　
地址：九龍新蒲崗六合街23號萬昌中心6樓603室
電話：2715 3363 ︱ 電郵：admin@sendhk.org ︱ whatsapp：5605 2545 
傳真：3743 0301 ︱ 香港網址：www.sendhk.org ︱ 國際網址：www.send.org

奉獻

何婉媚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在日語學校有新的學習，也與年青同學們相處融洽。
求主賜記憶力、精神及體力去應付每天的「學生生活」。

2.	感恩能與教會姊妹及年青人漸漸建立關係，也有較深入
的傾談，願繼續有敏感的靈與合宜的話語彼此相交。

3.	求主醫治鼻敏感的徵狀，能健康地渡過日本寒冷又乾
燥的冬天。

李慧嵐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迎向第一個在日本東北的冬天，求主保守身體及心靈
的適應，每天來回學校的路程平安。

2.	盼望送給未信者的聖誕禮物，化成基督愛的種子，在
未信者心中慢慢成長。

3.	日語學習上因著香港這幾個月的事，身心受影響，求
主賜下良好的記性和好好運用的能力，也要學習多依
靠，減少壓力。	

談允中、談梁秀英   日本｜候任宣教士
1.	感謝主引領我們一步一步完成申請程序，正式成為差
會的候任宣教士。

2.	求主引領與母會協調作差遣教會的過程，賜教會智慧
制定配合教會發展的差傳章則，興起教會內的信徒關
懷日本宣教。

3.	求主為我們預備支持者包括教會、肢體、代禱者，使
我們有機會到不同教會分享異象，讓更多信徒願意同
心參與神的大使命及關心福音未及之民。

張嘉賢   日本｜短期宣教實習
1.	請為我的心和靈禱告：求主幫助我時常能夠保持儆
醒，能夠敏銳聖靈的聲音，無論行動或等候，都順服
聖靈的帶領。

2.	請為我的家庭禱告：求主保護我的家庭，特別在我離
開的期間保守爸爸媽媽的身體，賜下健康及平安。

3.	請為短宣的預備禱告：求主帶領餘下為短宣預備的過
程，亦求主預備及供應一切所需用的。

1.	求主顧念香港，願主賜下平安、寬恕、復和、醫治及出路。
2.	求主祝福每位差委會成員的身、心、靈壯健，並有屬天的
智慧參與差委會的任務。

3.	秋雨、春雨宣教士於	1	月正式退休，為他們過往的忠心服
事感恩。願主祝福他們的健康及生活上的適應。

4.	黎可欣姊妹已完成北馬其頓/保加利亞的宣教實習，求主
祝福她能整合經歷，認出主的聲音隨他意行。

5.	感謝主帶領林以諾傳道（本地宣教推動及支援）、談允中
及梁秀英傳道（日本宣教）正式加入差委會。另外，差委
會已接納張嘉賢姊妹成為短期宣教士，	求主祝福他們的
事奉及預備，又供應他們一切所需用的。

6.	感謝主讓辦公室團隊有美好的默契及分工，求主祝福我們
隊工的新組合，各人能夠有效發揮所長、以喜樂的心每天
為主獻上，成為未得之民的祝福。

7.	2020年差委會的預算為69萬，願主信實供應。

本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