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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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得時不得時
香港本來是一個四通八達及有完善交通網絡的地方，簽證
旅遊非常方便，可前往世界各地。因此，香港人認為可以
到世界各地旅遊是理所當然的，而基督徒更加認為可以到
世界各地去宣教也是理所當然的，只不過缺乏有心人而
已，只要有人願意去，就一定去得到的。

今天，在疫情蔓延的影響下，我們才發現原來去一個地
方，不要說外地，就是本地也不是理所當然的。這個地方
可以封閉，不容許任何人進去；那裡的交通可以中斷，沒
有方法可以通往。除了疫情外，其他的天災人禍、政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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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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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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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至12月(東京、仙台)
           2021年1月至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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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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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至11月
           2021年5月至8月

況和社會文化的轉變，也會造成宣教的障礙。這時才明白
到原來機會不是永遠都有的。有時在等待中，門就關了，
機會也溜走了。有時機會到了，就必須趕緊把握，沒有時
間詳細計劃、沒有時間安排好一切、更沒有時間作長遠規
劃。現實世界很多時候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有時機會只
是一條小縫隙而已，我們只能把握瞬間鑽進去，時機過了
就沒有了。為神工作的機會是要我們謹慎地把握的，沒有
太多選擇，也沒有太多時間，做了之後就交託給神，讓祂
使用吧！

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知
道哪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兩樣
都好。傳11：6

── 陳志強牧師（委員）



「華人中最大的未得之民：客家人！」             
				撰文：羅偉森、羅周惠玲

宣教心

我們來台後，親身體會以上對
客家福音工作最貼切不過的描
述！在台灣，客家人屬於第二
大族群，但現時450多萬客家
人中，信主的人卻非常少，
只佔大約0.5%；而全球約
8000萬客家人當中，只有1%
的人信主。客家，實在是一
個很大的福音禾場。

在台灣，從第一位客家信徒鍾阿妹信主自今，客
家族群與基督信仰已有百多年的接觸，但今天要在客庄建立
教會，推動福音工作，仍然是困難重重，其中最大的阻力就
是祭祖。客家人非常重視拜祖先，祭祀的時候強調「先拜祖
先，後拜神」，「祖先坐正位，神佛供兩旁」，可想而知，
要傳統客家人信主不再拜祖先，可謂難如登天。我們就遇過
這樣一位老人家：願意禱告，願意信主，卻不願意接受洗
禮！因為她認為一旦受洗，就要離棄所有祖先。另一方面，
成年人和年輕一輩受城市化影響，紛紛遷往市區謀生、上
學。雖然多了生活在城市的客家人信主，但由於客庄多位處
偏鄉，而且留在客庄的大多是年老幼小的一羣，因此客家教
會的發展難免受挫。

台灣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桃竹苗（即桃園、新竹和苗栗）三
個地區，而最多客家人聚居在桃園區。早在很多年前差會已
有同工在中部苗栗客家庄參與拓植教會的事工，但北部一帶
卻遲遲未有同工。父神遂感動我們北上桃園區，並進而為我
們預備不同形式的服事機會。現時，我們一方面參與及協助

當地不同宗派的客家教會，一
方面參與「客家宣教神學院」
（簡稱「客神」）培訓信徒及
牧者的工作。前者包括探訪、
小 組 、 講 壇 牧 養 、 福 音 活 動
和短宣安排等，後者則透過教
導、關顧、輔導等工作培訓及推
動更多信徒參與客家事工。感恩
客神的學生大多來自客家教會，
我們因而有機會與他們同行，協
助他們面對牧養上的大小難題，

更可以一起參與不同的客家外展福音工作。來台只有短短一
年，我們已有機會認識及參與南投、台東、關西、桃園等地
區的客家事工，並感恩能在南投的短宣服事中，結下第一個
客家福音果子。

除了參與客神的培訓工作外，未來我們會更多參與並協助當
地同工植堂。我們亦開始了在關西玉山的福音工作，與當地
同工互相配搭服事，也邀請了短宣隊前來協助。此外我們正
在學習「四縣」客家話（台灣客家話有七種腔調，分別是四
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永定和長樂，合稱「四海永
樂大平安」，其中四縣腔最為普遍），希望能與道地的客家
人溝通，從而建立更深的關係。

雖然台灣和香港有很多地方看似很相近，但要適應的事情
着實不少；由日常生活到事奉模式，兩地都有很多「大不
同」！為此，我們只能繼續靠賴父神的恩典，一步一步憑信
而行。  

偉森    惠玲



泰北的點點滴滴 
撰文：馬龍家庭

宣教心

兩年間，各地風雲變色，我們的上司和工作團隊
也讓我們思考前面的路。自從去年他鄉開始實施新
的稅務法，我們只能因時制宜，學習有效地管理時
間和財務。小龍女和小馬女在雨林幼兒園正式畢業
（Finishing Well）。我們一直在探索她們未來的讀書和學
習安排，時移世易搬家是必然的。湄公河流域下游是較理想
的選擇，因為有我們的合作伙伴、關心的群體、工作和生意
的發展機會，更重要的是有穩定的學習生活。於是先從“學
校”入手，我們一直為着女兒能有理想的學習環境禱告和思
考，最後，我們有兩個選擇：（1）專為工人而設的基督教
學校；（2）哪裡有書讀便去哪裡。最理想的選擇是泰北清
萊基督教國際學校，但由於學校規模較小，每一級只能收到
15人，然而大女要入讀小一，剩下學額只有1位，但候選的
人卻多於十來人！這樣，我們只能單單依靠主，若是祂的心
意和計劃，祂必會開路和一步一步帶領和祝福。我們只能盡
力預備，經過面試、英語能力評估測試和學校管理人員的商
議，兩女正式收到學校的入學確認信（Offer）！上主為我們
開了一條奇妙和新的路：我們搬家到泰北清萊。

泰北新生活

這所國際學校的教職員全都是義工，是上主呼召來這裡服事
的，他們以基督教價值為教育理念、以服事工人（serve the 
servants）為召命、以建立生命為目標。很感恩小龍女和小
馬女能在這所學校就讀。小馬女入讀的幼兒班（K）只有11
位小朋友，卻有2位專業教師作為她們的班主任。小龍女在
三地讀了4年幼稚園，今年終於成為小學生（Gr.1）。她們
上學第一天就能享受校園生活和愛上了這裡的學習環境！由
於學校的教職員都是專業義工，作為義工可享有學費減免，
而馬龍媽媽的履歷和能力剛好適合任美術老師（Art），可
當上學校的義工！我們再次發現上主對我們的人生其實已一
早規劃好：祂會陶造、訓練我們。我們所走過的路都不是偶
然的，我們所學到的總有一天讓我們能讓祂大大使用。

來到清萊，孩子們忙於學習，馬龍媽媽則忙於開會、學習
教學、授課和做各樣行政工作。而最大的挑戰是簽證和語
言兩方面。孩子們用學生簽證，馬龍爸媽用監護人簽證，
但每人的銀行戶口需要存3個月50萬銖（即13萬港幣），這
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包袱。再者，剛搬到清萊，增添了很
多衣食住行必須品的開支，我們為了“撲水”都費了很多
氣力。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有一人能學懂泰文以應付日常
生活和工作所需，所以，我們只能以馬龍媽媽自己申請監
護人簽證，另一人申請學生簽證，但學生簽證需要每3個月

加簽一次，也有很多不方便
的地方，特別是出外工作的限制。所以，未來的

安排，馬龍媽媽下一年會申請（義務教學）工作簽證，家
庭其他成員可得附屬簽證，但需要全時間在學校教書。

來到清萊後，我們也看見很多工作上的需要和邀請，例
如，阿卡族群友好們的中心（每個地方都有兒童院或華語
學校和住宿中心或青年或戒毒培訓中心），也有華語大學
生或家庭工作的拓展。我們在學習泰語、教學以外的時間
裡，若時間配合到，我們也樂意參與和協助。我們本來計
劃趁著學校假期，會回去他鄉繼續我們的工作和生意，上
年聖誕假期回去時，雖然遇到很多挑戰，但感恩我們繼續
能發展我們的事業和生意，但回來泰北後，新冠肺炎蔓
延，打斷了我們一路一帶的發展機遇和他鄉工作。這使我
們重新思考前面工作的安排，我們本來工作的安排是學校
假期（4個月）在上游雨林工作，繼續做生意，上學的日
子，一個學泰文，一個教書，周末去探訪我們的阿卡朋友
和中心，在當中觀察、聆聽和等候。若未來完成泰文訓練
後，可多參與伙伴的培訓和邊界工作。現在，因着全球化
（Globalization）的瓦解，我們需要把重心調整，暑假前
會多些探索和參與清萊這裡伙伴們的工作，以便暑假回來
後重新上路。

工作小結感言

我們夫婦帶着呼召和異象接受前後7年全時間裝備、憑著
信望愛離開舒適區出發往外工作，其後一波三折、年年搬
遷、充滿未知數、經歷了困難和危機重重的4年：從北搬到
南，再往南遷。隨著上主的引領和計劃，我們又展開新的
一頁，仍是有很多未知數、很多新的挑戰和困難。但每次
都充滿盼望和恩典，如果困難裡看不到恩典和祝福，我相
信我們會走得很辛苦，甚至放棄，但因為我們在過程裡，
每時刻都讓我們經驗祂的信實和恩惠，我們得到祂的愛和
引領，我們得以繼續領受召命前行。

最後，我們深深感嘆自由敬拜的可貴，兩女對再次能在教
會裡敬拜上帝和參加兒童主日學也感到萬分興奮，她們的身
心靈在學校和教會生活裡日益強健，愛人與愛主的心與日俱
增！哈利路亞讚美主！請你們特別在禱告中紀念我們，求主
讓我們能兼顧學習和工作、引導我們前面工作的安排。今年
是我們的第一期回港述職，求主為我們預備同路人、長期支
持伙伴，讓我們有不同的機會分享工作和需要。



全球華人事工的異象
                   ——台灣
撰文：Missie	Liu
翻譯：Fiona	Lam

宣教探索

以賽亞書42：8
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我必不把我的榮耀歸給別
人，也不把我當受的稱讚歸給雕刻的偶像。

由2020年1月17日起，SEND全球華人事工正式展開，東亞
及台灣工場的服事自此成為同一地區的事工。

全球華人事工的異象是這樣的：把福音帶進未聞福音的散居
華人當中，同時邀請散居各地的華人信徒肩負普世的宣教使
命。

為踐行這個異象，我們一方面正建立SEND全球華人事工的
架構，一方面在台灣工場致力推動「異象119」、客家人、
校園以及散居者的事工。我們會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各
項事工。

在台中縣，我們開展了散居者事工。團隊藉教中文、社會服
務、傳福音和輔導等服事當地的越南勞工及其妻子。菲律賓
人亦是我們的對象，他們大多在台灣當工廠工人或照顧者。

客家事工則較多元化，包括擔任神學院老師、社區外展、兒
童事工和在校園教英文。我們亦透過傳福音和門徒訓練開展
植堂事工，一方面帶領客家人信主，一方面訓練和建立一班
當地同工，一同接觸在苗栗公館地區的社羣。今年秋季，我
們計劃開展一個名為Disciple House的英文事工，讓參與短
期宣教的個人或團隊有機會在客家事工的核心地苗栗居住，
從而更深入認識客家文化。我們亦有一個特別的事工，專門
服事在苗栗的台灣女囚犯。

我想與大家分享校園事工如何與「異象119」及客家事工涉
足的地方互繫互惠，相得益彰。 

所謂「異象119」，就是呼召119名禾
場工人沿台灣1號及19號公路一帶建
立60間教會。過去幾年，我們聯同當
地教會在桃園、苗栗、台中和嘉義一
同作工，希望在2029年前動員和召募
119位宣教士，並深信主必在「異象
119」地區賜下60間教會。

為實現「異象119」，參與的宣教
士在台中等大城市的校園開辦聖經

班，藉此接觸當地的學生。學生會在假期時回到自己所屬的
119個鄉鎮與家人相聚，這時他們在聖經班所學和領受的便
可影響住在鄉鎮的家人。年輕人離鄉別井後，往往希望在固
有的根和傳統以外尋索不一樣的生命火花。有見及此，越來
越多宣教士參與校園事工，藉此回應「異象119」，而奇妙
的是，他們接觸的學生很多都是客家人。

以下是一位宣教士在校園服事的分享：

「讓我分享一些關於A君的事。大約一年半前，我在台灣校
園首個任教的英語角(English Corner)中認識了A君。起初她
沉默寡言，靦腆內斂。我們每星期都出現在她的大學，日復
一日，我們看見她的生命慢慢綻放，讓我們眼前一亮。我
們一直希望今個秋天能花額外時間與這班學生相處，因此
我們邀請了他們參與Grace學校一年一度的嘉年華。那是多
麼愉快的一天！我們不但與學生品嚐了各種美食，也一起玩
遊戲，有的甚至挑戰了高空滑索。那天晚上，A君答應了一
位教會領袖，她會上教會的。在此之前，我們曾多次邀請A
君與我們一起上教會，但去年她只來了我們的社交聚會一兩
次，而且從未參加聖經班，更未曾踏足教會。然而，一個星
期過後，一位剛信主的學生把她帶到教會來。當日，她看到
有些人在教會接受洗禮，便問：「成為基督徒後，還能拜拜
（拜祭祖先）嗎？」當她看到身邊的人投入敬拜時，也渴想
經歷神的大愛。」

禱告：

來到台灣，你可隨時隨地看到「雕刻的偶像」和廟宇在台灣
人的生活中有着牢不可摧的地位。對許多年輕的慕道者和信
徒來說，掃墓節期時祭祖的一環給他們帶來重重挑戰。在這
些日子，他們大多會跟隨家人掃墓，也會到廟宇和拜拜（拜
偶像和祖先）。我們相信，耶穌的真光能照亮黑暗，也能照
進台灣邪惡的屬靈勢力以及年輕一輩的生命。您是否願意與

我們一起以約翰福音第一
章的經文來為台灣人祈
禱？「光照在黑暗中，
黑 暗 不 能 勝 過 光 。 」
「那光來到世界，是普
照世人的真光。」「凡接
受祂的，就是信祂名的
人，祂就賜給他們權利，
成為神的兒女。」



感恩和代禱事項 梁戴甘				台灣｜植堂
1.	感謝主藉着我在團契的分享，感動一位學生元震決志
信主，求主堅固他的信心，並為他的工作禱告。

2.	求主帶領我在一對一的門訓事工中成為能教導別人的
人，並藉查考聖經訓練信徒。另求主幫助我能陪伴一
位年青人（毖萲），使她渴慕神的話語，並盼望她的
屬靈生命得以成長和面對末世時更儆醒。

3.	大妹夫完成了腦癌手術，前面的生命雖然短暫，願主
賜他柔軟的心信靠主，並確信自己得着救恩。

羅偉森、羅周惠玲				台灣｜植堂
1.	在疫情蔓延的當下，感謝主仍保守和看顧我們的身心
靈，並賜下很多成長的機會。求主賜智慧，繼續協助
培訓及福音的工作。

2.	記念這個學期兩科的學習：客家話和客家歷史。
3.	安凝即將大學畢業，求主引導她前路及為她預備一切
所需，讓她的生命更深被主吸引。

李世樂、李鄧淑屏、子心				日本｜植堂
1.	感謝主，在疫情當下保守三陸希望基督教會繼續前行。
2.	雖受疫情影響，但教會自3月開始仍堅持福音工作（每
週兩次個人查經或栽培），求主繼續引導。

3.	求主赦免世人偏行己路，拒絕造物主的罪；又施憐憫
止息疫症，安慰死者或病者的家屬，讓他們在絕望中
得聞主聲。

4.	願主引導子心4月起踏入高中二的生活，並能早日信主。

蔡明康、蔡王淑賢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2月中搬到岩手縣山田町，並轉到三陸希望基督教
會繼續實習。雖受疫情影響，但仍有機會接觸對象，
及在崇拜中事奉。

2.	預計8月中開始回港述職，為期半年，求主引領返回日
本後第二期共四年的事奉地點。

3.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香港及全球的疫情禱告，求主
看顧及醫治。

劉美媛				日本｜植堂
1.	受疫情持續影響，述職期間未能作分享及與支持者見
面。求主讓我在此期間好好管理自己的時間，多看書
及溫習日文充實自己。

2.	感恩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仍能有充足的奉獻支持下
一任期的經費。

3.	為未信的家人能早日得救禱告。

邱美鳳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奧運延期一年，求主帶領我和其他機構調整相關的佈
道計劃。

2.	疫情令許多聚會和事工取消，（只剩下崇拜和祈禱	
會），而政府也呼籲民眾減少與人接觸。求主引領我
作可行的事。

3.	因體檢結果異常，被轉介到專科作詳細檢查，現階段
的報告結果尚可。求主保守我，叫我注意飲食和多運
動。

宣教士/同工消息
小蹤				東亞｜領袖培訓
1.	記念在	I	國的事工合作伙伴，受疫情影響，6月的事工
需要延期，及需辦理機票退款或改期等事宜。

2.	記念正在輔導的	N	族姊妹，面對婚姻及情緒挑戰，求
主賜她力量與智慧處理法律及日後照顧孩子的	事宜。

3.	記念因疫情未能出席鋼琴課的學生，期待見面後關係依舊。

馬龍家庭				東亞｜領袖培訓
1.	我們居住的地方暫有一宗確診個案（截至3月）。為女
兒在家中有合適的學習進度及僅有的社交機會祈禱。

2.	因女兒在家上課，馬龍爸學習語言的空間沒有了，求
主賜智慧重新安排時間。

3.	病毒讓世界停頓，但福音的機會處處，祈求在這景況
中作見證，讓人知道主十架的道路。

謝曾詠儀				本地｜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感恩過去兩個月能與差委會同工同心應變，SEND	Me	
團契、祈禱會、同工訓練及日常會議也能一一順利以
視像形式進行。5月及6月將會負責短宣領隊工作坊，
求主使用。

2.	抗疫期間，求主額外賜下健康、創意及心力作統籌辦
公室、宣教推動及關懷宣教士的工作，並能常常隨主
心意而行。

3.	求主保護在澳洲居住的父母及家人，讓未信的早日信主。

關韻笙				本地｜宣教推動
1.	感恩過去兩個月有機會在兩間教會講道，求主使用信
息激勵弟兄姊妹參與及關心宣教事工。

2.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因疫情順延至5月15日（星期
五）舉行。求主保守各負責人及參加者的心，並藉此
聚會鼓勵弟兄姊妹為穆民的福音事工禱告。

3.	今年初因耳水不平衡而暈眩和嘔吐，求主徹底醫治並
賜恆心做運動，以改善身體。

林以諾				本地｜宣教推動
1.	求主賜下所需用的智慧去面對服事的挑戰。
2.	盼望在疫情中依然保持服事的熱忱，將福音廣傳。
3.	盼望有更多弟兄姊妹願意作定期奉獻的支持者，一同
為宣教盡力。

信恩				台灣｜植堂
1.	受疫情影響，服事的地區也開始有確診個案，看守所
的佈道服事需要暫停。感謝主其他的服事可以繼續。
求主保守我有健康的身心靈，在路上平安。

2.	求主幫助我成為生命線案主的祝福，並讓他們明白真理。
3.	對有毒癮的人來說，戒毒與他們糾纏一生，過程中需
要屬靈的同伴與他們同行。求主賜給我們洞察力、願
意的心、愛心和耐心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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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至3月

辦公室收支財政報告

收入 金額 (HK$)

經常費奉獻 104,300.00

行政費及其他收入 48,055.00

進項共計 152,355.00

支出 金額 (HK$)

辦公室同工薪津 117,808.00

辦公室運作開支 23,174.00

事工開支 16,667.00

支出共計 157,649.00

辦公室盈餘/(虧損) (5,2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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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277.00

宣教士薪津，
行政及工場事工費用 1,611,382.00

宣教士盈餘/(虧損) 113,895.00

何婉媚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在日語課堂裡常有機會跟同學及老師討論價值觀甚至
藉演講分享見證。求主賜智慧及合適的說話與他們有更深
入的分享。

2.	教會其中一位司琴搬往外地，因此需協助部分司琴的服
事，求主賜能力。另高中三年生進入升讀大學考試的奮鬥
年，求主引導我怎樣與他們同行。

3.	求主醫治因天氣及防疫而引起的鼻及皮膚敏感。

李慧嵐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原計劃6月中回港，因疫情蔓延而取消。現在正計劃7
月參加日語考試，求主給智慧我好好安排時間，也求
主保守我的心進入第二年的學習及事	奉。

2.	末世的警號如此近，難免為遇到的日本人心裡焦急，
求聖靈引導我按照主的步伐，繼續在未信者中見證
祂，幫助信徒健康成長，作主忠心的門徒。	

談允中、談梁秀英   日本｜候任宣教士
1.	感謝主讓我們能成為宣道差會的聯屬宣教士！求主為我
們預備支持教會及肢體，一起回應日本福音的需要。

2.	為允中最後一個學期的神學裝備祈禱，求主保守他能
在網上找到合適的資料完成論文。

3.	秀英和其他教牧一樣要適應以zoom開組、查經這種新
的牧養方式。求主賜智慧及敏銳群羊需要	的心，忠心
宣講神的話和牧養主所託付的羊。

張嘉賢   日本｜短期宣教實習
1.	4月初已完成冬季的D	House回港，原定於5月中回東
京繼續夏季的D	House，但現在還未知能否順利入境。
求主堅固我，滿懷信心等候祂的帶領。

2.	疫情持續的當下，感謝主保護我的家人和朋友仍然健
康。雖然疫情令D	House部分計劃了的事工受影響，但
總結3個月的日子，能夠與不同的人相識、連繫，都是
充滿恩典。

1.	過去兩個月，疫情持續在世界各地蔓延，求主施恩憐憫，賜
智慧給各國領袖，使他們能作合宜的決定，	保護社會的老
弱幼小，也求主早日止息疫症。	

2.	求主保護在疫情下仍在工場的宣教士，其日常生活、事工模
式甚至孩子的校園生活也需要調整;求主賜宣教士創意及耐
性，並引導他們時刻敏銳主的聲音而行。

3.	求主祝福每位差委會成員及同工的身心靈壯健，並有屬天的
智慧參與差委會的任務。

4.	差委會未來主力推動泰國、台灣等亞洲地區的福音工作。求
主親自使用我們成為差遣的平台，把福音	傳給未得之民。

5.	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差會辦公室的經費累	積不敷港幣	
15萬5仟，願主按時供應。

本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