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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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豈有難成的事
七十五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各地滿目蒼夷。然而，上帝
卻使用這「不好」的戰爭，讓世人知道東方世界，包括日本
這片土地的福音需要。1945年，戰爭正式完結，隨之而來的
是各宣教組織應運而生，國際差傳協會便是其中的一份子。
本會多年來植根日本關東地區，起初開展戰後民生的事工，
及後主力佈道、植堂及門訓的工作，現更涉足青年事工及營
地工作。在最黑暗的日子裏，祂定意要祂的子民作光。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大地震，引發海嘯及核
洩漏事故，無情地摧毀了沿海城鎮無數的家園；翌年，本會
定下「進入東北：十年 |三縣| 一使命」的十年計劃。感謝
神！我們先後差派了十六位宣教士，分別在岩手、宮城及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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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mobiliz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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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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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至3月
(東京、仙台)

	 2021年5月至7月
(東京)

泰國東北部
（一年）

Thailand University
Student Ministries

地點： 泰國東北部依善地
區	(Isaan)

特色： 以英語教學、運動
事工等接觸當地大
學生 

日期：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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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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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至8月
											2021年9月至12月

東南亞
（一至兩年）
Southeast Asia 
M Ministry

地點： 東南亞
特色： 透過營會、教學、

共公衛生服務等接
觸M民

日期： 彈性

島展開福音工作，以各種形式接觸當地的居民。日復日、年
復年始的關懷、上門探訪、愛心服事等，工場近日漸見福音
果子，為此獻上無比感恩。

在日本災區的宣教士主要服事長者，他們是極需福音的一
群。去年有機會到訪工場，親身體會宣教士背後的耕耘。舉
列而言，一場崇拜聚會得以成功舉行，要花的工夫何其多：
聚會前後的聯絡及打點，聚會當日的事務，上至講道，下至
用膳後的收拾及清潔等，皆由宣教士親力親為，而他們無不
倚靠主的恩典一一完成。深信這一切，上帝也看在眼中。

2020年3月11日，世衛宣佈把在全球多國蔓延的新冠病毒疫
情定性為「全球大流行」，意即疾病在全球多國同時出現人
傳人的狀況。面對突如其來的疫症，更感到人類極其渺小，
無常亦似乎變為「新常態」。但願我們抓緊主「願人人悔
改」的心意，一方面竭力多作主工，一方面等候祂在這世代
的奇妙作為。是的，在祂豈有難成的事。

── 謝曾詠儀



日本，福音硬土？不！         
  撰文：蔡明康 Larry、蔡王淑賢 Stella

宣教心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後，我倆領受神的呼召，
於2016年9月出發前往日本東北長宣。時光荏
苒，轉眼已將近四年。在這個基督徒人口不足
1％的國土，領人信主看似困難重重，但神讓我
們在這四年的學習及事奉中體會到，日本並不
是我們想像般的福音硬土。

長宣的首兩年，我們在宮城縣仙台市學習語言及在教會
實習。牧師着重聖經教導及信徒培訓，希望興起信徒承
擔事奉；師母則主力外展事工並與宣教士配合，透過
英文班、兒童聚會等發展婦女及兒童事工，又提供廉
價午餐吸引街坊到教會認識信仰。我倆
亦有分工合作：明康在主日崇拜中教兒
童主日學，在青少年聚會中擔任主席
及分享信息；淑賢則教授手工製作，
協助烹調午膳，也開始學琴，其後在
兒童聚會中當司琴。在一次聖誕節聚
會中，明康在分享信息後作呼召，竟
然有至少三位年青人舉手決志信主！
在這間教會服事的期間，有六位未
信者決志信主及受洗，另有三位信徒轉會加入教會。這一
切都讓我們體會日本福音禾場的機遇。

接着，神讓我們在山形市教會的事奉中，有些很特別的領
受。這間教會有日本、韓國、中國及其他國家的信徒參與
其中，而日本牧者有着很強烈的差傳使命，亦願意委身信
徒培訓的工作。在我們協助的中文查經班中，我們看到牧

者委身的榜樣，願意學習並以
普通話教導聖經。另外透過其
他宣教士的協助，教會定期舉
行普通話及英語崇拜吸引非日
籍信徒參與。在這裏，我們見

證了三個家庭共五位
未信者決志信主及受
洗。這讓我們認識到
仍有日本教會不是故
步自封，而是願意回
應普世禾場的需要。

在岩手縣大船渡教會的
實習中，神讓我們學習

社區外展是多麼重要。教會十分看重
外展事工，透過茶會及長者運動接觸
海嘯的災民，當中淑賢透過手工班接觸
年輕的媽媽。在一次茶會中，當明康弄
手沖咖啡給災民品嚐時，一位年過百歲
的婆婆突然跪下向我們致謝，說認識到
神的愛及感受到我們的付出。我們當然

受之有愧，但能夠讓人認識救恩，又可支援災民的需要，
這就是為主作工帶來的喜悅。

在實習期的尾聲，神帶領我們到岩手縣山田町支援三陸希
望教會。感恩在缺乏同工、疫情肆虐的情況下，我們仍能
接觸對象，透過購買日用品、送贈口罩及入屋探訪等與町

民建立關係，又邀請婆婆到家中查經，享用我們預備的
午膳，讓町民感受從神而來的愛與祝福。最近
一位婆婆願意決志信主，並考慮與另一位年
過九十歲的婆婆一同受洗，這對我們來說真
是莫大的鼓勵！

感恩在第一期宣教中，神引領我們在四間教
會事奉，這些經驗實在寶貴得很，也讓我
們感受到日本並不是福音硬土，只要盡力將
神的愛與祝福帶給身邊的人，他們是感受得
到，亦會回應神的愛！期望在今年8月回港
述職時，有機會與各位數算神在這裡賜下的
恩典與奇妙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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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菜﹒漬物﹒味噌湯•詩吟﹒民謠﹒好演歌
寧靜﹒有禮﹒好內歛•神棚﹒佛壇﹒禮拜堂 
「樂泉」【日本詩吟學院雅號】
撰文：李世樂牧師

宣教心

2008年，我家踏足日本國，開展宣教之旅。2011年的
「311」大地震後，蒙主引導，我們遂於2014年搬到東北
岩手縣，一邊參與災後支援工作，一邊委身山田鎮（包括
釜石巿等沿岸地區）的開荒植堂事工。從大都會遷到小漁
村，我們感受到東北岩手縣山田鎮的福音需要是多麼與別
不同！對於2015年3月建立的三陸希望基督教會而言，約
有十五萬人口的山田鎮是上帝交託的禾場吧！

「311」大地震後，基督教機構「一步一步」開始了支援事
工及開荒植堂的工作。去年「一步一步」功成身退，教會
則繼續前行，迎接在當地傳福音這項困難的挑戰，為住民
不易接受福音而仰望恩主！

（一）山菜 • 漬物 • 味噌湯

山菜、漬物和味噌湯可謂住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我
們經常收到的禮物，便是蔬菜、漬物等。能與住民一同享
用這些食物，是與他們建立關係的一張「入場券」吧！

（二）詩吟 • 民謠 • 好演歌

住民的喜好反映日本傳統文化在當地的位置。他們推崇詩
吟，樂唱民謠，愛好演歌。為了接
觸對象，我學習了書道、
民謠和詩吟。我為著學習
住民所喜好的文化，得以獲
他們欣賞而感恩！不過，原
來詩中歌裏隱含著不少民間
信仰或政治觀點，求聖靈引
導，叫我們不要誤踏異教的
陷阱，政治的偏頗。

（三）寧靜 • 有禮 • 好內歛

當地住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到處盡顯寧靜，而日
本人有禮內歛，讓我們更認識到日本獨特的民族性。另一
方面，與住民相處，慢慢感受到他們內心的忐忑與掙扎！
作為宣教士，若能就此進入信仰交流的領域是好得無比，
但另一面，恐怕後此的友誼會到此為止，只因對方或不願
意外人進入他們「私人的空間」。我們禱告，祈求聖靈引
導我們在合適的時候與對象談論信仰。

（四）神棚 • 佛壇 • 禮拜堂

東北被稱為「日本中的日本」。住民堅守傳統，抗拒新事
物。他們在家安放「神棚」和「佛壇」，每天清早求神拜
佛（住民相信祖先離世後會成佛！），望神佛護佑；晚上
則面向神佛傾心吐意，以解寂寞空虛。在這文化背景下，
住民踏入禮拜堂幾乎是「燒山滅祖」般嚴重的事，這可從
五位已決志的對象不願向人提及參與主日崇拜一事而得
知！日本國滿天神佛，「一神論」對住民來說是難以理解
的，這亦成了他們與其他人「和」的障礙。惟求聖靈釋放
他們的心！

我們深深體會到惟獨耶穌基督的福音方能釋放
他們心靈的重壓，傳統的捆綁。我們不能守
候，卻要主動出擊接觸對象，儘管從「山菜」
到「禮拜堂」是一條漫長的宣教路，但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是我們的信念！懇求上帝教我們
能在文化差異中取得平衡，在宗教領域上細心
辨識，在客觀歷史（中日關係）下不亢不卑，
凡事高舉基督，聽憑主旨按時成就！



日本總幹事專訪 
  撰文：Paul Suzuki
  翻譯：Beeatrice Tse、Fiona Lam   

宣教探索

差會規定宣教士滿四年便回國述職一次。與過往不同，我們
一家去年六月決定在夏威夷述職，這是因為年老的雙親在當
地退休，而就在述職期間，家母得了癌症，需立刻動手術。
能夠在日本宣教二十六年後回到父母親身邊，在他們最有需
要的時候陪伴他們，倍感珍惜，也體會上帝美好的心意。
	
述職期間，我們需走訪美國本土多間的支持教會。感謝主，
讓我們在新冠肺炎爆發前，完成所有匯報及講道服事。更意
想不到的是，即使在夏威夷也有機會接受當地基督教電台的
訪問，分享日本的福音需要。
	
面對疫情帶來的新局面，宣教士能否再次進入工場，往往充滿
問號。但感謝主，讓我們在數年取得日本居民資格，因此我們
仍能按計劃回日本履行宣教任務，這一切皆是祂的恩典。

由於我仍在夏威夷述職，故由署理總幹事Dave	Barkman為
大家帶來疫情下日本事工的情況：

問：	在新冠病毒疫情的陰霾下，SEND差會的宣教士如何在
日本的工場繼續服事？而當地居民普遍對宣教士的工作
持更開放的態度，抑或是多加防範？

答：	與亞洲各地的情況一樣，疫情為日本帶來不少問題，而
人民正經歷連串不一樣的生活。

	
	 對SEND差會的宣教士來說：
	 •	在基督教學校任教的宣教士壓力很大，工作繁重，

有些老師的工作量更比以往多了三倍。
	 •	Okutama	Bible	Chalet	 (OBC)	已取消所有的暑期活

動，而不少秋季的場地預約也取消了。現時職員（兩
位全職日本同工和幾位宣教士）正忙於場內設施的規
劃工作。然而，這個事工面臨資金短缺，前景未明。

	 •	有些宣教士感到孤單，覺得現時與原先的事工方向
「脫軌」了；有些宣教士則利用網上的通訊軟件來
調整事工的方式，例如透過Zoom進行委員會會議、
團隊會議、查經、祈禱會和崇拜等。有些網上活動
的出席人數更比以往多了!	

	 •	在岩手縣(即李世樂牧師一家、劉美媛姊妹以及宣教
士夫婦蔡明康及王淑賢服事的地方)，暫無新冠肺炎
的病例。雖然宣教士平時租用的社區會堂已關閉好
幾個星期，但他們改為在家中舉行崇拜和英文班，
並不時探訪居民。

	 對一般的日本人來說：
	 •	人們正經歷的景況及心情不一：失業、工作多了、

在家透過網絡工作、感到惶恐、無所事事等。有些
人願意打開心扉，談及自己的感受，例如對未來充
滿擔憂、害怕失去健康、感到前路變幻難測等。

	 •	其中一大問題是醫護人員及其家人遭受歧視，因為
不少人擔心醫護人員及其家人是帶菌者。

	
問：疫情對教會和宣教機構帶來什麼影響?	我們可以從這次

經歷中學到什麼?
答：•	由於全國實施入境禁令，已回國述職的宣教士不能

返回日本，候任宣教士亦無法如期前往工場。宣教
士也不能回國出席親友的婚禮、喪禮或其他重要活
動，因為一旦離開日本，便不准入境。

	 •	有些教會正面對財政困難，與此同時，有些教會分
享奉獻，幫助財困的教會渡過難關。

	 •	許多教會和宣教士已透過網絡舉行聚會，或以其他
創新的方式繼續事工。這是很好的機會，讓各人克
服恐懼，學習在慣常的做法行不通時發掘創新的模
式，並重新專注於關心人，而非事工。

	 •	有些教會把新冠病毒標籤為屬靈攻擊，因而繼續聚
會，相信上帝會保護他們。但大部分教會都採取防疫
措施，明白即使是耶穌的跟隨者也有機會染病，而教
會不能漠視社會責任，不採取合宜的防疫措施。

	 •	不少人表示待在家中的日子有助他們思考重大的屬
靈事情。

問：疫情當下，我們怎樣可以為日本人和日本教會祈禱?
答：•	祈禱日本人能看清世上一切都是暫時的，從而看到

聖經所揭示的永恆局面。
	 •	祈禱神的兒女能抓緊各自的召命，在變幻不定的世

界中作鹽作光。
	 •	祈禱神的兒女能多說鼓勵人的話，多行善事，更具

創意地分享主愛。

備註：	鈴木保羅牧師為本會的日本總幹事。1994年起與妻
子Carol於日本宣教，致力於中學生的福音工作，包
括帶領中學生查經班及舉辦營會等。2011年，鈴木
牧師獲委任為日本總幹事至今，現同為JEMA（日本
福音宣教師團）的副會長。他亦熱心參與日本國內
的基督教網絡，現為多個組織委員會的成員。鈴木
牧師一家現於夏威夷述職。



感恩和代禱事項
信恩    台灣｜植堂

1. 感謝主，在乘涼的地方有七位長者參加聚會。
2. 計劃在長者中心探索是否可以傳福音，請記念。
3. 感謝主有十多位弟兄姊妹門訓考試合格，求主保守堅

定他們的心，讓他們有好的學習，更親近神。

梁戴甘    台灣｜植堂

1. 請記念下學期在嘉義大學信望愛社團契當學生輔導。
感謝主為學生事工開了另一個福音之門，有機會接觸
更多學生，使他們能認識耶穌。

2. 9 月份將有一對新傳道夫婦來傳愛浸信教會服事，求
主使我們有美好的配搭，一起服事年青學生。10 月 
11 日在莒光教會講道禱告，求主使用祂的話語，來
激勵弟兄姊妹的生命更成長。

3. 求主帶領今年畢業的學生前面的道路，無論找工作及
教會的生活，求主使他們充滿信心和盼望。

羅偉森、羅周惠玲    台灣｜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疫情當下仍能繼續不同的事工。請記念完成這學
期培訓的同學，希望他們能在客庄有美好的服事。感
恩台灣的福音工作因著疫情受控能重新起步。新的學
年，求主繼續加力，特別在基層的培訓工作上，能有
更多的發展及與教會合作的機會。

2. 感恩現時參與的客家教會已聘請到新的牧者，求主大
大使用他們，並引領我們開始探索新的服事點，繼續
配搭新的堂會。

3. 感謝主的帶領及供應，讓安凝能找到合適的居所，並
於新學年開始在學校任教。求主賜福及使用她成為學
生的祝福；並讓她在各方面能有好的適應。

李世樂、李鄧淑屏、子心    日本｜植堂

1. 感謝主在疫情下使萬事互相效力，保守三陸希望基督
教會正常運作。

2. 岩手縣初現疫症個案，保守三陸希望基督教會的兩個
基督徒家庭、1 位信徒家住宮古巿、6 位山田住民，
求主親自安慰並全然仰望恩主。

3. 下半年國內外訪宣隊因受疫情影響已取消，求主加力
給宣教同工，將能付出的擺上；未能回應的交託。

蔡明康、蔡王淑賢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第一期在日本的宣教順利完成。因疫情關係，我
們提早於 7 月中回港，並開始與教會及弟兄姊妹分享
宣教的點滴。

2. 為三陸希望教會禱告。求主加力在當地事奉的同工，
興起信徒們能配合協助教會事工的發展。亦求主堅定
幾位已信主的婆婆，讓她們有堅定的信心跟隨主。

3. 求主供應述職期間及第二期宣教的經費所需。

劉美媛    日本｜植堂

1. 感恩日本已開關，8 月中將回去開始第二任期的服
事。求主帶領如何在疫情下服事當地人。

2. 有腦退化的媽媽及二姐需要適應我回到日本。求主保
守他們能早日信主。

宣教士/同工消息
小蹤    東亞｜領袖培訓

1. 記念新婚半年的 N 姊妹在婚姻上遇到的困難，丈夫因
工作面對很大壓力，姊妹常成為情緒發洩的對象，求
主賜智慧幫助他們。

2. 為大學任教的 R 老師禱告，因學校對老師個人信仰高
度監視，他希望校外有服事和屬靈群體，正在尋求轉
換學校，求主帶領。

馬龍家庭    東亞｜領袖培訓

1. 感謝主，經過 6、7 月的努力，我們順利取得未來幾
年的工作簽證，放心留在工場服事。

2. 通過領事館的認證、COVID-19 的測試，我們順利回
到工場並進行 16 天的隔離，身心靈一切良好。

3. 這次回工場用了一大筆款項來作防疫隔離檢測及保險
等開支，請為我們經濟上的需要禱告，求主供應我們
一家四口所需。

謝曾詠儀    本地｜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感恩能夠在暑期順利統籌及教授訓練工作，又可以個
別關心部分 SEND Me 團友，喜見各人雖遇挑戰，心
仍火熱，求主繼續恩領各人。

2. 感謝主過去幾個月能與多位宣教士的差遣教會交流，
並與差委討論宣教士的保障及退休議題。求主賜我們
恩典及智慧關懷宣教士及作相關決策。

3. 感謝主保守在澳洲居住的父母及家人平安，願未信主
的爸爸早日得救。

關韻笙    本地｜宣教推動

1. 7 月底，95 歲的父親在浴室滑倒，感恩只是皮外傷，
有見及此家人立即在浴室安置了防滑裝置。求主保守
父親的平安，也求主賜我和家人智慧去照顧他。

2. 請記念 9 月 8 日的網上分享祈禱會，今次會由台灣的
宣教士介紹嘉義的工場和當地的福音需要。求主使用
這個聚會讓更多弟兄姊妹認識、支持和參與台灣的福
音工作。

3. 感恩 8 月份的網上課程能順利舉行，求主賜我智慧和
心力跟進一些對宣教有心志的參加者，與他們同行宣
教尋索的道路。

林以諾    本地｜宣教推動

1. 7 月底開始舉行每月一次的《日本文化探討小組》，
感恩有 14 位參加者。求主裝備他們成為合用的工 
人，一步一步踏上宣教路。

2. 為我學英文能培養出興趣代禱，盼望能找到自己合適
的方法學習。

3. 自籌情況漸漸改善，感謝主的供應。求主繼續感動人
心作定期奉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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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心差會，歡迎您成

為我們的宣教伙伴，同心拓展大使命。奉獻方法如下：

 支票︰抬頭 "East Asia SEND International Ltd" 或     
「國際差傳協會（東亞）有限公司」，寄回差會「九龍
新蒲崗六合街23號萬昌中心6樓603室」。

 轉賬︰存入差會戶口（東亞銀行）150-25-00306-0 或
（恆生銀行）774-407530-883，並保留收據，請以郵寄/
電郵account@sendhk.org / WhatsApp(852)5605-2545

 轉數快：識別碼(FPS ID)：7788078，註明您的「英文
姓名」

* 以上方法請註明「支持事工項目或宣教同工姓名」，請透
過電郵或Whatsapp附上你的英文姓名、聯絡地址、電話、
電郵，以便寄上收據。

奉獻滿港幣100元或以上，憑奉獻收據可獲稅務寬

2020年1月至7月

辦公室收支財政報告

收入 金額 (HK$)

經常費奉獻 239,803.00 

行政費及其他收入 158,657.00

進項共計 398,460.00

支出 金額 (HK$)

辦公室同工薪津 269,188.00

辦公室運作開支及器材添置 57,219.00

事工開支 24,937.00

支出共計 351,344.00

辦公室盈餘/(虧損) 47,116.00

備註

2020年總預算支出 684,396.00

2019年度共虧損 (149,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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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金額 (HK$)

宣教士奉獻收入 4,160,948

其他收入(保就業資助) 269,121

宣教士薪津，
行政及工場事工費用 (4,306,849)

宣教士盈餘/(虧損) 123,220

3. 所服事的地區開始有疫情發生，當地的長者都很害
怕，而在縣外的家人都不敢回去。求主賜平安給他
們，並能早日相信衪得平安。

邱美鳳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6 月底到醫院覆診，感恩健康有改善，9 月中將再檢
查。求主保守我繼續維持健康飲食和運動。

2. 最近日本全國特別是東京感染人數激增，求主引導政
府有最好的對策。

3. 10 月將會協助領袖安排行程，帶領同工隊到長崎參觀從
前日本信徒殉道的遺跡。主若願意，讓我們 能夠成行。

何婉媚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雖然暑期外展活動因疫情而取消，但感恩多了時間休
息及看書來準備差會的口語評估試。

2. 現開始協助崇拜選曲、領詩及司琴事奉，求主賜日語
能力及靈巧的手，透過服事來見證主的大能並激勵信
徒一起事奉。

3. 求主賜智慧並引導在疫情中創新牧養日本年青人。

李慧嵐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現有兩位老師，每星期於網上個別教學。也開始
學車，繼續為日語學習及運用禱告。

2. 7 月開始協助同工婦女英文班的事奉；跟另一位姊妹
定期探訪石卷的對象;同時也多了跟教會弟兄姊妹相
處，求主使用這些接觸機會讓更多生命 被建立。

3. 疫情對教會接觸對象有一定影響，求主給教會智慧及
機會了解他們需要，分享主的愛與盼望。 

談允中、談梁秀英   日本｜候任宣教士

1. 感謝主引領進入開始申請工作簽證的階段。求主保守在
疫情下申請工作簽證順利及引領合適的時間出工場。

2. 允中早前報讀的日語基礎課因疫情要延期開班，求主
為他預備。

3. 求主為母會預備合適的傳道人接替秀英牧養的工作。

1. 求主憐憫世人不過是塵土，醫治這地。又求主賜各國元首得
屬天的智慧應對疫情。

2. 雖然 7 月開始辦公室同工未能如常一起工作，但感恩彼此仍
有美好的默契。求主額外保護同工每天出入平安！

3. 感謝主讓拓展同工隊在過去幾個月能有效地接觸及跟進宣教
有心人，求主繼續祝福各人的牧養及同行工作。

4. 求主使用本會在工場的宣教士，賜他們智慧、創意及耐性在
疫情下作見證，為主得著更多生命。

5. 幾位準長宣申請人因疫情未能如期到工場了解，求主為他們
預備最好的申請時間表。

6. 求主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繼續招募及裝備肢體加入成為宣
教士將福音傳揚。

7. 在經濟不景下，感謝各教會及個別人士仍慷慨支持本會的常
費。求主繼續供應我們本年餘下的經濟需要。

本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