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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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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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cgo@send.org)。
更多服事機會：可瀏覽 https://www.send.org/go/Internships        *因受疫情影響，申請簽証或入境可能有困難，敬請留意。

宣教機會

泰國
Online TESOL 課程

您正在尋找實用性的技能幫
助事工發展嗎？立即把握機
會參加泰國TESOL線上證書
課程！助您學以致用，服侍
全球基督教英文教育事工。

※查詢詳情請與我們聯絡。

泰國（2022年6-8月期間）

線上英語及文化之「旅」

縱使我們受著旅遊限制，仍可透
過網絡科技，以小組及一對一的
形式，與泰國大學生交流英語、
聖經及文化等！

招募人數：4-10人 (可團體報
名，先到先得)

內容：「旅程」一般為6-10個單
元（一個單元進行數小時）。

※查詢詳情請與我們聯絡。

烏克蘭（3-12個月）*

宣教實習

對象： 神學生或有心志用3-12個
月全時間探索和投入於跨
文化事工。

要求： 參加者須願意進行語言和
文化交流，並具團隊精神
及虛心受教的心。參加者
可選擇「國際學生事工」
或「當地教會社區服務事
工」其一。

烏克蘭（1年或以上）*

基輔基督教學院教師

基輔基督教學院(KCA)是一所為宣
教士子女開辨的PreK-12國際學校。
當中有來自超過20個國家的學童。
KCA也歡迎各國領使館職員的孩子
加入。

我們正在尋找熱心教育、愛孩子、
愛不同民族，並已接受神的呼召去
服侍這所國際學校的有心人。

申請人具相關教育學位、教學經驗
或教育文憑優先。

主編的話          大使命與大誡命
2020年為SEND成立的75週年，新冠疫情於年初爆發，使
各洲原定的會員慶祝活動未能舉行；然而，總部領袖們卻
把握事工停擺的空間，更深切尋求上帝給SEND的帶領：如
何在這個失去平安的世代，運用神給我們的資源實踐主給
我們的使命。 
 
本會一向注重在未得之民中的開荒、佈道、植堂的工作，因
為我們深信這是「使萬民作主門徒」（馬太福音28章18-20
節）大使命的核心元素；可是，我們也從沒有遺忘，耶穌在
馬太福音二十二章34至40節有關「大誡命」的教導：愛神
及愛人如己為「一切律法和先知書的總綱」，以行動表述福
音。 鮮為人知的是， 40年代本會在日本宣教的工作是由照
顧戰後孤兒寡婦、協助興建醫院開始；而在歐洲前鐵幕地區
的宣教工作也如是，90年代透過一班「基督徒農夫短宣隊」

協助當地改善農務技術而誕生，因此，「整全福音使命」
對SEND而言並不陌生；面對今天全球78億人口中仍有46億
未得之民，他們其中不少是身處「不歡迎宣教士進入的地
區」，因此，我們確定以「國度發展目標」為75週年後的重
要焦點之一，鼓勵在工場的宣教士交流及整合相關經驗，並
繼續探索進一步拓展，以愛心行動向未得之民展現福音，進
而讓他們認識福音，學習作主門徒。 
 
北美已接待了超過五千萬移民，其中不少移民是來自「不歡
迎宣教士進入的地區」，本會的北美散居事工團隊把握機會
以提供物資、陪伴及禱告同行服侍他們，讓他們經歷福音的
好處—無條件的愛；我們也有宣教士在日本東北地區繼續默
默地、耐心地關心被邊緣化的生命，深願他們的見證也成為
我們的鼓勵，激發我們在自身處境中作暗中之光。

── 謝曾詠儀（總幹事）



宣教心

Welcome the Nations!         
撰文者：科特先生（北美散居事工的宣教士）    翻譯：Fiona Lam

“Welcome the Nations!”（中譯︰歡迎各國人民！）
─ 這是國際差傳協會向北美的基督徒所分享的信息。神把
「各國」的難民家庭帶到我們的城市及社區，為此我們歡
迎並樂意服事他們。

聖經清楚顯明神憐愛世上的萬國萬民，至今如是。神的子
民要善待移居到他們城市的外地人，如同善待本地人一
樣，也要像愛自己一樣愛這些移民（利未記19：34）。 
耶穌亦讚揚那些歡迎外地人一起生活的當地人（馬太福音
25:35）。國際差傳協會北美散居事工歡迎新移民及被安
置到北美生活的難民家庭。我們的團隊現於西雅圖、亞特
蘭大、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和蘭開斯特等城市服事「各
國」人民，當中包括阿富汗人、日本人、敘利亞人、索馬
里人和伊拉克人。我們為初到社區的移民及難民家庭提供
不少協助，例如解決住屋問題，提供所需衣服及傢俱，幫
助孩子註冊入學，協助他們學習英語以助溝通及就業，以
及解決他們各式各樣的需要，好讓他們盡快安頓下來。

在蘭開斯特，我們主要服事來自敘利亞的家庭，他們飽經
戰亂及暴力而被迫流離失所。大多數家庭在等待到美國生
活的期間，曾在聯合國管理的難民營待了不少年日。當
我們探望這些家庭時，我們為他們仍活在水深火熱的家人
祈禱，也祈禱他們能適應美國的生活。我們亦透過聖經故
事及日常生活的見證與他們分享神的慈愛和好得無比的供
應。求神使用事工，藉我們對新鄰居的關愛，吸引他們認
識神的慈愛及恩典，從而選擇跟隨基督。我們期望看
到來自福音未得之地的第一代移民在這地敬拜
主耶穌基督，更因著祂的愛服事社區。

蘭開斯特的散居事工團隊正鼓勵當地的
信徒接待新移民。當信徒有感動參與
服事時，團隊會協助他們組成5至8人
的「歡迎小組」，服事剛抵達的難民

家庭。現時已有五個「歡迎小組」，由三個不同網路的教
會組成。其中一個小組接待了一個來自非洲的家庭，那是
一個三代同堂的九人家庭！另一個小組最近接待了一個來
自中東的六人家庭。由於數以千計的阿富汗人被迫離開家
園，因此各小組也準備接待來自阿富汗的家庭。小組成員
與這些飽受創傷及困苦的家庭建立友誼後，便與他們分享
神的良善和大能。當我們為這些新朋友得蒙救贖禱告時，
願神親自在他們心中動工。

神是信實的，祂回應了我們的禱告！蘭卡斯特的團隊正
與志同道合的團隊合作，一起服事移居到當地的阿拉伯
人。我們與他們建立友誼，並邀請他們參加聖經研習班
(Discovery Bible Studies)，結果神親自帶領數名來自穆
斯林背景的新朋友相信並跟隨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而近
年來，每年均有至少一名新朋友受洗。團隊於去年八月成
立了Hayat Fellowship，由來自穆斯林背景的信徒及參與
服事的同工組成。「Hayat 」是阿拉伯語，意思是 「生
命」。目前，有大約20人參與當中的主日崇拜，一同讚美
基督的拯救，為因信而領受屬神的新生命獻上感恩。

在蘭卡斯特，我們可見印度教和佛教的寺廟及敬拜場所。
就此，團隊有意擴展事工，服事當地信奉印度教和佛教的
朋友。求神預備合適的工人，願意接觸這些對象，與他們
建立友誼，引領他們認識福音。我們希望有一天，信奉印
度教和佛教的朋友能回轉跟隨基督，同心敬拜那除去世人

罪孽的上帝羔羊（約翰福音1:29）。

北美散居地事工正懇切求神感動對事工有
負擔的人加入團隊。我們歡迎在社工服
務、平面設計、教授英語或輔導方面有
相關訓練及經驗的弟兄姊妹加入事工，
這些恩賜對事工的發展有莫大幫助，
但最重要的是有一顆愛心，堅忍的心和

熱心，願意向需要福音的人分享我們在
耶穌裏所經歷的平安及喜樂。「我是陌生

人，你卻歡迎我」。你有想過如何奉耶穌的
名服事各國的人嗎？

若有意進一步認識，歡迎致電本會或聯絡本會拓展同工(eascgo@send.org)。
更多服事機會：可瀏覽 https://www.send.org/go/Internships        *因受疫情影響，申請簽証或入境可能有困難，敬請留意。



十年
撰文者：李慧嵐*

宣教心

2011年7月，我第一次到日本短宣，當時是探訪311海嘯
的受災家庭。時間悄然流逝，轉眼已過了十年多，現時的
我在日本東北參與宣教服事。

受災者不喜歡別人繼續稱呼他們為災民，但又很怕被人遺
忘。每月的11日，東北的電視台會播放有關311的訪問及
節目，而每年3月11日的前一個月，當地人幾乎每天都在
電視上看到有關311的節目。對這「每月一播」，心中滿
是疑惑，這些節目對他們有什麼益處，有何實質的幫助
呢？雖然對此毫無頭緒，也無從稽考，但這些訪問及節目
有助我更了解他們的經歷與及感受。求主引領及使用我，
將祂的愛帶給當地有需要的人。

311海嘯發生後，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團體及義工紛紛
前往東北災區支援及探訪災民，至今如是，因此東北人對
基督徒的印象尚算不錯，當中不少人曾接觸過教會，甚至
已決志信主，不過只要仍未受浸，他們都不會稱自己為基
督徒。曾有宣教士邀請當地人決志信主或受浸，對方卻因
而與宣教士斷絕來往，真的十分可惜及難過。求主保守宣
教士有剛強的心，得以面對不同的挑戰和挫敗。

來日本宣教前曾擔心一件事。日本人喜歡以甜點招呼客
人，而他們的甜點往往是甜上加甜，但我偏偏很怕吃甜
點，吃了更可能有想吐的噁心感覺。幸好東北人有自己一

套的待客文化，由於他們的生活不太富裕，因此他們通常
以醃菜而非甜點招呼客人。感恩天父體恤我的軟弱，探訪
當地人時不用勉強自己吃甜點(儘然有時也是在所難免)。
沒有吃甜點的擔憂，卻有收禮物的煩惱。當地人很怕接受
恩惠，當我探訪他們或送物資給他們時，他們會以自家種
的菜作為回禮。有一次他們送了五條「大根」(白蘿蔔)給
我，我實在無法獨自吃掉這麼多「大根」，因此只好努力
轉贈他人，借他人之物與其他人建立關係。

不經不覺已踏入第三年的宣教服事，接觸的人多了。當地
人經常好奇地問我來日本的原因。我通常不會立時表明自
己是宣教士，因為他們不太曉得什麼是宣教士，而且說了
或會產生距離感。剛認識時，我會對他們說我是來協助日
本教會的。他們表面上很歡迎我，把我看作朋友，但其
實他們對教會存有不少戒心。他們經常說：「你們基督
教……」或「我們佛教/神道教……」。他們對基督教有種
莫名的抗拒，這或許是受早年幕府年代的禁教令影響，或
是來自屬靈層面的爭戰。無論如何，我只好提醒自己，謙
卑地跟著主的腳步走。最後，與大家分享入神學院裝備前
上帝給我的一句話：「上帝不是要我拯救世界，而是要我
尊主為大」，共勉之。

* 作者於2019年3月出發到日本東北仙台服事，該區為3.11大
地震受災地之一



國度發展目標 
撰文者：吉士先生（前東南亞Team Hope團隊負責人）
翻譯：Tessie Yeung

宣教探索

耶穌的核心信息是神的國必帶著大能降臨。當耶穌在衪第
一篇記在聖經上的信息中宣講衪的使命時，衪在拿撒勒
的猶太會堂中宣讀以賽亞書：「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
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
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衪把福音傳
給人，使人得釋放與自由。」（路4:18）在此篇基要信息
中，耶穌清楚表明衪將要做的事。衪來是要使我們得釋
放。當被壓制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貧窮的能聽到耶
穌的好消息時，我們便能藉著耶穌看見聖靈的大能。耶穌
尋找軟弱的人，使他們變得完全。衪來傳道，使人得釋放
和自由。這一切都是我們禱告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
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時所祈求的。我們正
祈求著國度轉化。所謂國度轉化就是我們把生命中的各個
範疇以耶穌基督為主達致深切調和，包括靈命、社交、經
濟、身體和情緒健康，以讓衪的受造物能達致上帝完全的
平安。

我們都明白一個簡單的真理—福音是為所有人預備的，但
福音必須透過各個由信徒組成的健康家庭傳開。Hashim
愛耶穌並跟從衪，但他一直受貧困所迫。若他沒有一份可
讓他支付巴士車資的工作，他又怎能回鄉傳遞耶穌的信息
呢？若Hashim年幼的孩子因飲用被污染的食水而患病，他
所認識的真理又怎能被傳開呢？若他的妻子Saidz不識字，
又如何把耶穌的故事讀給她的姊妹們聽呢？耶穌創造了在
靈命上、社交上、經濟上、身體上和情緒上都穩定的家庭
來承載衪的信息，並藉著他們傳揚福音。耶穌把衪的靈與
教會留給我們，並藉著聖靈在教會的力量使我們為主耶穌
接觸那些從未聽聞衪名的人。這就是SEND的目的。SEND
旨在培育發展全面及健康的門徒在未得之民間建立具吸引

力和興旺的教會，並實踐能帶來健康門徒和具吸引力教會
的國度轉化。

我們都活在沒有上帝平安的景況，沒有上帝原本為衪的受
造物所設計的豐盛和整全。在我們身邊所見到的盡是破破
爛爛的，不但帶來肉體、情緒和關係的破裂，也隨之帶來
心靈的飢渴。由於這種平安匱乏，促成「國度發展目標」
（Kingdom Development Goals簡稱KDGs）回應了一些
具體需要。我們有否留意到身邊的弱勢群體？我們有否培
育信徒並建立健康、可擴展的教會？這些教會有否被耶穌
和衪的國度改變，並透過關懷身邊及遠方的弱勢群體來具
體地展示他們的信心，同時傳遞著耶穌的信息？

當我們談到國度轉化就是在談是否有平安。簡言之，平安
便該有平安的模樣。聖經的最後一頁便說明了上帝對衪的
受造物所設計的模樣，也是永恆的模樣。可是，平安並不
存在於包容罪惡的地方。以賽亞書48章18節告訴我們：
「甚願你素來聽從我的命令、你的平安（Shalom）就如河
水、你的公義就如海浪。」（賽48:18，和合本）當他人不
被看作是按著神的形象被造時，他們便會被視為沒那麼有
價值，繼而被限制獲得基本需要。

國度轉化認定所有人都是按著神的樣式被造。為了把上帝
平安的完滿帶給衪的創造，國度轉化會在生命所有範疇
（靈命、社交、經濟、身體與情緒健康）都以耶穌為主，
達至深切和諧。KDGs與國度轉化相連，成為我們實質可行
的方式來追求SEND的使命，以動員信徒並吸引未得之民，
以建立可擴展的教會。當耶穌的門徒能夠在基督裏得到完
滿和更新，他們的生命和人際關係中的各個範疇便會被改
變。門徒聚在一起成為健康和完整的可擴展教會，並在尋
求把上帝平安的完滿帶給衪的創造的同時，在主內肢體間
彼此關顧。我們在未得之民間建立長久的信心之家時，也
尋求能夠察覺生命中各個領域的需要，這樣我們便能夠把
這些需要導向靈魂得救與生命的徹底更新和改變。

國度發展目標能簡單而又實際地展現神的國並在我們宣告
耶穌的信息時讓人看見耶穌。我們將盡我們所能使教會變
得健康和興旺，讓教會能繁衍並改變社區。



感恩和代禱事項
信恩    華人事工｜植堂

1. 感謝主，看守所實體聚會已於上個月重開。求主賜同
工們智慧幫助需要福音的人；也求主軟化參加者的
心，使他們明白神的愛和救恩，讓主耶穌成為他們的
救主。

2. 感謝主，Mi來戒癮中心後，態度慢慢改變，也願意分
享。

3. Ha姐妹的丈夫已於兩年前受浸，但每星期要收取金錢
才願意參加主日崇拜，否則不願去教會也不讓女兒參
與。求主軟化他的心，使他渴望與神建立恆久與良好
的關係。

李世樂、李鄧淑屏、子心    日本｜植堂

1. 請為日本工場需要當地牧者與聚會場地禱告，另外亦
請為植堂異象祈禱。

2. 2022年將要面對兒子升學、回港述職等多種改變，求
主恩領。

蔡明康、蔡王淑賢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謝主的看顧及帶領，去年回到山田事奉及開拓新事
工，能接觸更多對象，而宣教犬Match更能成為我們
與接觸對象的橋樑。

2. 12月的聖誕崇拜及各項聖誕聚會已順行完成，願參與
的對象們明白聖誕的真正意義，能夠嚐主深恩、認識
救恩。 

3. 明康早前在例行身體檢查時，發現膽囊有瘜肉，需作
詳細檢查、進行手術及休養。求主的平安臨到。

劉美媛    日本｜植堂

1. 最近手工班加開班數，參加人數也有增加，同時中華
料理班亦已復辦。祈求在當中可以與參加者建立更深
入的關係。

2. 目前日本聯會方面對興建教會看似變得稍為積極。求
主帶領，讓他們明白有固定地方聚會的好處。

3. 日本由上月萬聖節當日發生了地鐵放火事件後，最近
數週也不斷發生殺人事件。求主憐憫日本這個地方。

邱美鳳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將於1月底回港述職大半年，求主保守回港和隔離過
程盡都順利。

2. 感恩和A子完成初信栽培，現交由日本牧師上洗禮
課。求主堅固她的信心，繼續成長。

3. 述職期間暫由另一位同工代替我的領袖位置，求主保
守團隊。也讓我在述職期間和眾人及家人有美好的分
享和相聚。

何婉媚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去年的經歷雖令我身心俱疲，但感恩恩典夠用。讓我
體會到宣教士的無助孤單，惟要學習專心仰望並在人
的軟弱上榮耀神的完全。

2. 求主賜我敏銳的靈與日本人相交，尋找切入點分享信
仰或價值觀。

宣教士/同工消息
謝曾詠儀    本地｜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完成了候任宣教士為期四個月的訓練統籌工作，感恩
能重溫訓練內容且收穫益良，又願主使用；正在統籌
幾個宣教士單位的述職安排，求主施恩幫助。

2. 求主賜下智慧及心力履行各項職務，包括統籌辦公
室、人事及宣教士事務、對內對外溝通及統籌SEND 
Me宣教團契（第一、二季將舉辦宣教小組）。

3. 求主讓我與外子能在密集的事奉中更加敏銳天父的引導。

林以諾    本地｜宣教推動

1.經專科醫生檢查後，發現鼻中隔彎曲，醫生建議要動
手術。因此，盼望保險公司能盡快回覆批核情況及能
夠全面涵蓋手術費用。

2. 感恩下半年能舉辦《日本歷史與宣教》讀書會，盼動
員更多宣教士進入工場。

3. 自籌經費出現危機，餘下經費不足一個月，願主親自
供應。

馬龍家庭    泰國｜語言學習、領袖培訓

1. 踏入最後一季與雲弟兄合作發展Shan工作，未來將會
定期出隊探訪，求主保守及祝福。

2. 學習泰語已經年半有餘，現以單對單學習，主要操練
聽和講的能力，感恩能夠跟老師練習分享簡單的見
證，盼望老師能從這練習中聽聞福音。

3. 感恩我們已預約於1月注射疫苗，求主看顧保守讓副
作用減到最少。

小蹤    華人事工｜領袖培訓

1. 記念論文的撰寫過程，求主賜我智慧及合適的文獻。
2. Y族的小美創傷治療後已回到山上與丈夫生活，請記

念她在線上能獲得屬靈的牧養及屬靈同伴。

梁戴甘    華人事工｜植堂

1. 請為嘉大信望愛社學生團契禱告，感謝主帶三位來自
香港的學生參加，求主保守及幫助他們透過團契生活
更加認識主。

2. 請為剛畢業的培訓學生尋找教職禱告，求主幫助他們
有能力和智慧去教學和關心學生。

3. 請為我在家中接待學生及社區媽媽福音事工禱告，求
主幫助我以智慧多加善用自己的房子進行實體門訓和
輔導工作。

羅偉森、羅周惠玲    華人事工｜植堂

1. 感謝主不斷看顧及保守我們所愛的家人，讓我們能無
後顧之憂地服事；也讓我們平安接種疫苗，身體得蒙
保守。

2. 新年度會將構思及安排長青的培訓工作，求主使用並
祝福更多客家長者能成為主的精兵。

3. 感恩居留簽証能順利延期，求主繼續引導我們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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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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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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數快：識別碼(FPS ID)：7788078，註明您的「英文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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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以便寄上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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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本會消息

辦公室及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2021年1月至11月

辦公室收⽀財政報告

辦公室更新工程
收⽀財政報告

收入 金額 (HK$)

經常費奉獻 334,970.00

行政費及其他收入 170,178.00

進項共計 505,148.00

 金額 (HK$)

奉獻收入 118,300.00

已⽀出費用 (94,424.00)

尚未⽀出預算費用 (9,000.00)

辦公室更新工程
盈餘 /（虧損）

14,876.00

支出 金額 (HK$)

辦公室同工薪津 426,592.00

辦公室運作開⽀及器材添置 123,946.00

事工開⽀ 37,116.00

支出共計 587,654.00

辦公室盈餘/(虧損) (82,506.00)

備註

2021年總預算⽀出 696,000.00

2020年度共盈餘
（包括保就業資助）

68,437.00

宣教士收⽀財政報告

金額 (HK$)

宣教士奉獻收入 6,063,562

宣教士薪津，
行政及工場事工費用 (5,480,713)

宣教士盈餘 /(虧損) 582,849

備註： 由於疫情關係，候任宣教士未能如期出發，實際
支出未能 真實反映在此報告內

3. 求主引領多文化背景團隊中有合一的異象，並賜下智
慧計劃新一年度(四月開始)的事工。

李慧嵐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正在探索未來事奉地點及方向，求主引導。
2. 第一次在雪地開車，求主保守平安。
3. 求聖靈賜智慧給我如何與幾位未信者建立關係，如何

在她們面前見證主的大能。

談允中、談梁秀英    日本｜候任宣教士

1. 因出現Omicron新型變種病毒，日本再次限制外國人
入境，求主限制新變種病毒的殺傷力及傳播力，保守
各地方的疫情能受控。

2. 求主在這再次延長等待的過程中繼續賜下恩典、信
心、忍耐及盼望。

3. 求主繼續保守家人身心靈健康狀況及能早日認識耶
穌。

霍羨研    日本｜侯任中期宣教士

1. 在尋找⽀持教會時，從弟兄姊妹的⽀持感到的全是神
的恩典。請繼續記念分享的過程。

2. 感恩重看「旭日再現」這本書時，再次提醒自己日本
是屬靈爭戰的工場，願靠主工作及得勝。

3. 這段時間可以慢下來，好好整理自己的生命，感謝天
父為我事奉的心和力量加油。

1. 願主祝福八位差委會成員及四位辦公室同工的身心靈壯健，
並有屬天的智慧參與差委會的任務。

2. 感謝主！去年9月28日晚的泰國工場祈禱會已順利完成，請
記念相關的跟進工作，又求主繼續賜我們恩典及通達的道
路，能進一步拓展在未得之民地區的福音工作。

3. 辦公室的更新工程最終於去年九月中旬開始，並於去年10月
8日天氣變得惡劣之前順利完成，感謝主的掌管及看顧。

4. 2022年計劃：感謝主，去年11月16及17日年度檢討計劃會
議及12月初的差委會會議順利完成，求主堅立所計劃的事
工，願一切計劃能按主心意成就。

5. 人事變動：行政主任李嘉儀姊妹已於去年12月31日完成在本
會的職務，我們衷心感謝她過去兩年多的竭誠工作，並祝福
她生活美滿及往後的方向；另外，黃嘉麗姊妹將於2022年1
月12日出任本會宣教事工助理主任，願主祝福姊妹能適應崗
位，在團隊中發揮恩賜。

6. 感謝主，過去一年有不少教會及肢體奉獻⽀持差委會的工
作，雖然全年的經費仍有不足(截至2021年11月底，總不敷
為82,506港元)，但感謝主額外供應辦公室更新工程的財務
需要。未來我們仍需仰望主的恩典，求主供應2022年的經
費，有關預算為792,860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