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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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加入我們的波蘭團隊，體驗波蘭文化，同時為宣教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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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蘭

建築工人

你有建築房屋的經驗，願意與團隊
合作及有作僕人的心嗎？我們需要
你協助我們在波蘭的建築工程！
年期： 兩星期至一年（可以調整）

英語教師

向波蘭青少年及成人教授英語，藉
此建立橋樑。申請者須具備母語水
平的英語及基礎的英語教學技巧，
具ESL和TESOL經驗更佳，但並非
必要條件。
年期： 兩星期至一年（可以調整）

植堂隊工實習

透過實習與經驗豐富的宣教士一起
參與植堂工作。申請者須在音樂、
傳福音及兒童或青少年福音工作方
面有恩賜，或具備相關經驗，而
且須靈活有彈性，具良好的社交技
巧，並能獨立工作。
年期： 三個月至一年（可以調整）

國際總幹事的話：東亞差委會20週年

謹代表國際差傳協會（SEND International）總部辦公室和全體成
員，祝賀東亞差委會成立二十周年，並為差委會過去廿載的忠心服事
感謝主！東亞差委會一直積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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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普世差傳上的參與，見證了上帝的子民
齊心協志，為福音四處奔走。此外，差委會各員熱心服事香港的教
會、學校、個人或群體，激勵了不少信徒到世界各地參與上帝的救贖
大計。在此衷心感謝差委會忠心不倦的服事，持志不懈地遵守主所託
付的大使命！

聖靈在香港的教會中運行不休，感動弟兄姊妹參與差傳，SEND則有
幸參與聖靈的工作。我們很榮幸能與熱心差傳的弟兄姊妹同心事奉
主，向很少甚至沒有接觸福音的群體傳揚耶穌的名，為主得人。東亞
差委會激勵弟兄姊妹參與跨文化的宣教，充分裝備他們，然後差遣他
們到世界各地，使更多人作主的門徒和建立教會。差委會的工作恰好
體現了SEND力求「持久影響力」（Lasting Impact）的目標。這一
目標反映我們熱切渴望與世界各地的教會攜手合作，同心依靠聖靈的
大能，致力進入福音未得之地，從而在未得之民中產生持久及跨文化
的影響力，使更多人跟隨耶穌，教會也得以增長。 
 

香港宣教士在工場的表現一向出色。他們具備專業技能，準備充足，
願意完全擺上自己，殷勤為主作工。你們同為差會的成員之一，應為
所差遣的優秀宣教士而深感自豪！ 

我曾到訪香港，與差委會的委員及同工會面，留下不少美好回憶。每
次的會面均饒富意義，差不多每次都伴隨著品嘗香港美食的窩心交流
時光！你們總是親切友善，熱情周到，能夠與你們見面，實在是一件
樂事。謝謝你們給我許多新的體驗，令我更讚嘆上帝在世界各地所創
造的各樣美事。

未來的世界變幻莫測，但我們深信上帝定必完成祂的旨意。讓我們常
存盼望，相信未來的日子可以繼續在世界各地為主作工，而且不住禱
告，祈求祂的國度降臨，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最後，再次祝賀東亞差委會成立二十周年！願耶和華賜福你們，保守
你們，繼續使用你們在世界各地服事祂的教會，承擔宣教的使命。

── Warren Janzen（國際差傳協會總部總幹事）



宣教心

一步一步踏上差委路  撰文者：陳高慧心傳道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外海發生大地震，並引發大規
模海嘯。我從新聞片段目睹災區的慘況，內心一直記掛着
痛失至親及家園的災民。同年9月，我在一個差傳聚會中
聽到一位姊妹分享她往災區服侍的經歷，提到災民承受着
無比的傷痛。聚會完結前，與會者一同為日本人的得救禱
告，當我開聲禱告時，眼淚奪眶而出，聖靈感動我要將這
個國家的失喪靈魂放在心上。

往後幾年，我如常在教會負責牧養的工作，生活方式和服
侍群體沒有轉變，一切仍在自己的日常規律中。但外在的
安穩卻平伏不了內心的不安，日本這片土地和人民的傷痛
仍縈繞於心。

終於在2015年10月，我踏出第一步，與幾位牧者前往差
會位於日本埼玉縣的總部，探訪差會同工及當地牧者，並
往東北災區探訪宣教士，了解當地教會如何服侍災民，也
親身接觸一些日本人。往後幾年，我透過差會的通訊了解
宣教士的代禱需要，也認識多了一些探索長期宣教或負責
差傳教育的弟兄姊妹及牧者，並常常將日本人的福音需要
放在心上。

2020年中，我多走一小步，成為差委會的一員，把一直放
在心上的禱告化為行動。沒料這一小步，卻讓我看見上帝
在眾多宣教士及同工身上大大的作為。願主繼續引領我走
更多的「一小步」，見證福音臨到更多的日本人。

同作天國精兵  撰文者：吳炳榮醫生

加入東亞差委會事奉快十年了！感謝神引領我參與推展海
外差傳事工及支援宣教士，現從兩方面略道個人感受、成
長和分享，盼彼此共勉。

（一） 跨越宗派，互補不足
差委會大致上有六至八位成員，來自不同宗派的教會，各
有不同的職業、成長背景及事奉經驗，但成員間十分和
諧。我深信聖靈在我們當中賜下合而為一的心，讓我們發
揮各自的恩賜，彼此配搭，互補不足。舉例來說，近年我
獲安排負責財政工作。我對理財本是一無所知，但是聖靈
常常提醒我，這個職份十分重要，穩健的財務狀況有助辦
公室正常運作，更令前線宣教士無後顧之憂。成員的鼓勵

和辦公室同工的協助，對我至為重要，現在我仍努力學習
中，求主繼續加力！

（二）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這些年來，差委會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例如設置新辦公
室、人事變遷、宣教士在工場遇到挑戰等，令我們體會到
傳福音實在是一場屬靈爭戰，而最重要的策略是靠着神的
大能（羅馬書一章16節）、耶穌基督拯救赦罪的恩典和聖
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差委會及辦公室同工定期舉辦退修
祈禱會，大家同心合意，仰望神帶領前面的事工。最近我
們推動各成員個別「認領」及關心海外宣教士，同作天國
精兵，繼續搶救失喪的靈魂，阿們！

萬國萬民的主  撰文者：梁美心博士

感謝神帶領我加入東亞區差委會，給我在普世差傳的工作
上有參與的機會。起初認識SEND，是因為一位神學生參
加SEND所舉辦的活動和短宣，以及我曾與現任東亞區總
幹事一起在福音機構全職事奉。約兩年前，我向學院申請
安息年假專心寫作，也祈禱求神擴闊我事奉的領域，在這
時代使用我來服侍祂。蒙神帶領，我更多了解SEND的目
標和方向，也認同要推動神的子民進入福音未得之地，建
立門徒和教會，因此我由2021年4月起擔任東亞區差委會
的委員。感恩的是，上述那位神學生畢業和牧會數年後，
不忘獻身宣教的初心，委身往日本作兩年的中期宣教士。
一切皆是主的恩典！

我對推動差傳的負擔，始於大學暑假時曾往菲律賓馬尼拉
的貧民區傳福音。在三星期的短宣中，我體會到廣大禾場
的福音需要，也在一個晚上聚會中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短宣
隊員一起唱詩讚美神。這幅如同「萬國萬民敬拜」的圖畫
在我心中留下烙印。後來我有機會到其他國家短宣、讀神
學及事奉，漸漸地看見神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工作。重要的
是，聖經的神觀大大推動我加入差委會。神是萬國萬民的
主，耶穌亦吩咐祂的跟隨者要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因此我
們應當關心未得之民的福音需要，使基督真光照亮這黑暗的
世界。我希望能影響未來的牧者關心和推動差傳，以及激勵
信徒把神給各人的恩賜和專長用於拓展祂的普世國度。



2021年 ︱ 同工退修營

2021年 ︱ 同工退修營

2021年 ︱ Japan X Mission 小組

2016年 ︱ 短宣領隊訓練工作坊

國際差傳協會總部總幹事 Warren Janzen

回憶錄

2019年 ︱ SEND Me宣教團契

2018年 ︱ 短期宣教士分享



履行廣傳福音大使命 
撰文者：李家粦先生

專題文章

感恩東亞差委會已經踏入第二十年，讓我們一同回顧與感
恩！

發展
回顧2002年我們差派第一位宣教士時，辦公室只是一個附
設在其他機構的小房間，差委會還未完全獨立，接納的候
任宣教士要得到總會的批核才能成為正式的宣教士。及後
我們制定約章，獲得接納宣教士的最
終 權 ， 正 式 成 為 物
色 和 差 派 宣 教 士 的
宣教機構，以及加入
差傳事工聯會。過去
二十年，差委會成員
有所增加，我們亦差
派了許多宣教士往不同
地方，購置了辦公室，
聘請職員等。差委會靠
著神的恩典及供應，一
步一步走到今天。

宣教士
我們於2002年差派第一位
宣教士，及後每年均差派 一至兩個單位（夫婦為一個單
位）往宣教工場，至今已差派超過三十位宣教士往不同地
方，包括創啟地區、日本、台灣、泰北、馬其頓等。宣教
士在當地傳福音，建教會，服侍有需要的人，例如地震災
民、在囚人士等。

人事
差委會成立之初，只有三位委員，筆者是其中之一，另外
兩位是牧師和來自德國的宣教士，兩人均已辭任。經過幾
次輪替，目前有七位委員，包括牧師、傳道、神學院教
授、退休宣教士和醫生。大家均以義務性質擔任委員，齊
心協力推動差傳。

職員方面，初期的差委會還稱不
上是組織，辦公室的工作由委員
及一名義工負責。及後宣教士
的人數逐漸增加，工作量亦多
了。感恩有教會及肢體願意以
奉獻支持差委會的工作，我們
得以聘請部分時間行政同工。
到今天，我們有兩位全職同
工，負責行政和會計工作。

此外，有些同工得到教會和
肢體的經濟支持，以宣教士
身份在辦公室擔任拓展主

任。至於總幹事一職，過往一直未有合
適人選而懸空良久，直至一年多前，一位拓展主任願意承
擔總幹事一職（在此之前，她曾擔任助理總幹事兩年）。

辦公室
如前所述，辦公室由一間附設在其他機構的小房間開始，
發展到今天位於差委會的自置物業，雖然地方還是不敷使
用，但已非常感謝天父的供應。回想當年籌備購置物業的
時候，資金是沒有的，感恩得到外國基督教基金會資助三
分之二的費用，差委會則成功籌得餘下的費用，在樓價還
未到達今天的高位前，及時買入物業，作辦公室之用。

感恩
感謝天父使用差委會！感謝天父感動和揀選宣教士！感謝
天父感動支持者和教會！感謝天父的供應！

前瞻
隨著環境轉變，差委會未來將更獨立地運作，履行大使
命，物色和差派更多的工人出去，廣傳福音，建立更多有
增長力的教會。

差委會成員

辦公室同工及候任宣教士



感恩和代禱事項
羅偉森、羅周惠玲    華人事工｜植堂

1. 竹南堂成立只有幾個月，感恩神親自帶領不同的新朋
友前來，又預備不同恩賜的弟兄姊妹前來協助我們。

2. 請記念7月4日至12日，一行13人的屏東內埔短宣，
在疫情中往返南北兩地滿有平安，並能祝福當地教
會。

3. 為年底回港述職的各樣安排禱告，求主為我們預備一
切所需。

馬龍家庭    泰國｜語言學習、領袖培訓

1. 因香港的種種變遷，過往支持我們的牧者也移居英國
牧會。感恩6至7月期間我們受邀到普林斯頓及曼徹斯
特的華人教會推廣宣教工作及分享Shan族事工，求感
動我們的靈也加倍的感動弟兄姊妹。 

2. 入職宣教7年，宣教士一般面對的困難就是漸漸被忽
略，而支持者因年月、家庭及社會變遷的緣故，未必
繼續支持我們，但仍要感恩多年來，各位支持者對我
們的恩惠及奉獻，求主祝福曾參與我們宣教工作的肢
體，也求主預備新的支持者，與我們一起參與宣教。

何婉媚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順利完成母親節崇拜的見證信息，收到不少信徒
及未信者的回應，並能與他們相談，讓我更了解日本
人的家庭文化與信仰的真實掙扎。

2. 在牧師回美述職的半年期間，求主保守教會的運作順
暢，也賜我足夠智慧及能力擔起責任及處理教會事
務。

3. 求主保守我的身心靈健康，不但能睡飽，也能被神的
話語餵飽，有精神、力量渡過日本的炎夏。

霍羨研    日本｜中期宣教士

1. 感謝主，差遣禮滿有恩典，能與出席者一起見證及相
聚，得著祝福。

2. 感恩已達100%認獻，確實見證神及時和充足的供
應。

3. 為執拾行李及學習日文禱告。另外，現正逐一與親朋
道別，學習進入新里程，請記念。

劉美媛    日本｜植堂

1. 感恩教會已有固定的地點作崇拜及活動之用，求主帶
領我們活用此地方作福音工作。

2. 因李牧師夫婦回港述職一年，求主賜我智慧暫代領隊
一職。

3. 為手工班的出席者禱告，求主賜我們智慧與他們建立
更深的關係。

李世樂、李鄧淑屏、子心    日本｜植堂

1. 感恩三陸希望基督教會已遷入新會址，教會進入新階
段，祈求父神恩領。

2. 7月中旬回港述職，祈求天父保守述職前的一切準備
及安排。

3. 兒子獨自在東京學習和生活，祈求父神保守。

李慧嵐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求主保守濕疹不會在夏天嚴重發作，有好的睡眠質
素，能更有力地事奉。

宣教士/同工消息
林以諾    本地｜宣教推動

1. 感恩求主賜各差會同工的身心靈健壯。
2. 願主親自帶領差會的前路，以及每一步的發展。

謝曾詠儀    本地｜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感謝主，讓我在過去三個月的安息假期中調較生活節
奏，細味與主相遇時刻，學習及整理生命。請記念7
月下旬重返崗位的適應。

2. SEND Me宣教團契已成立十年，有團友已在宣教工
場，也有正接受裝備作宣教士或學習作動員或支援宣
教的同工，求主帶領我與幾位核心團友策劃合適的團
契內容，繼續彼此燃點。

3. 記念我和外子未信主的家人，願主給他們得救的智
慧。

黃嘉麗    本地｜宣教事工

1. 盼早日不再受皮膚敏感困擾，生活盡快回復正軌。另
一方面，感恩治療期間，主供應一切所需及感動弟兄
姊妹為我代禱。

2. 感恩6月份的考試順利完成。
3. 求主加力，賜我智慧處理各式各樣的事奉工作。

小蹤    華人事工｜領袖培訓

1. 記念農村中少數民族信徒的靈命，因疫情的緣故，他
們兩年來無法聚會，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

2. 記念網絡關懷及禱告小組，求主透過網絡科技把生命
帶回父親跟前。

3. 記念Y族小美家庭，丈夫因工作應酬經常喝酒夜歸，
帶給小美很大的衝擊，求主在她丈夫的生命中動工。

信恩    華人事工｜植堂

1. 由於感染人數增加，因此一些機構開始網課，而同工
漸漸遇到不同的技術問題。求主賜我智慧幫助同工們
解決問題，好讓線上的聚會順利進行。另求主保守我
的身體健康。

2. 感謝主，Sa和Mi 已於5月底離開戒癮村，亦已找到工
作，其中一位在教會服事。記念他們倚靠主的大能作
工。

3. 感謝主，新到戒癮村的兩位弟兄逐漸適應村家的生
活。他們年輕時曾信主受洗，但只在遇到困難或感到
孤單的時候才看聖經，他們希望可以重整自己的生
命，求主幫助他們。

梁戴甘    華人事工｜植堂

1. 請為台灣的疫情禱告，求主保守感染率能進一步降低
及疫情盡快受控，更求主施恩、憐憫和醫治多位受確
診的學生。

2. 請為嘉義民雄各大學的畢業生禱告，求主帶領他們前
面的道路。另為其中三位學生傳恩、碧雪及詠忻預備
入讀神學院受裝備禱告，求主堅固三人的信心。

3. 請為戴甘參與今年的青宣服事禱告，求主感動更多年
青學生奉獻自己，回應主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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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cacc@se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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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國際差傳協會東亞差委會 

督印人：梁美心博士 ︱ 美術及印務：GOD-Platform ︱ 義務校對：Fiona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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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李家粦先生　吳炳榮醫生　劉李麗玉傳道 岑禹勤牧師　　　

　　　 陳愛樺女士　梁美心博士　陳高慧心傳道

同工： 謝曾詠儀（總幹事） 林以諾傳道（宣教拓展主任） 

 關愛甜（會計主任） 黃嘉麗（宣教事工助理主任 / 執行編輯 ） 　

地址： 九龍新蒲崗六合街23號萬昌中心6樓6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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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本會消息

辦公室及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2022年1月至5月

辦公室收支財政報告

收入 金額 (HK$)

經常費奉獻 183,739.00

行政費及其他收入 104,040.75

進項共計 287,779.75

支出 金額 (HK$)

辦公室同工薪津 209,007.90

辦公室運作開支及器材添置 31,164.95

事工開支 14,965.84

支出共計 255,138.69

辦公室盈餘/(虧損) 32,641.06

備註

2022年總預算支出 792,860.00

2021年度共盈餘/(虧損) (8,021.00)

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金額 (HK$)

宣教士奉獻收入 2,838,570

宣教士薪津，
行政及工場事工費用 (2,971,357)

宣教士盈餘 /(虧損) (13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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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已踏入第四年的事奉，現為下一期事奉方向尋求上帝
的指引，請記念。

3. 為現時所接觸的對象(包括菅原伯伯、萩原女士、
Rina 小姐、麗子小姐、石橋小姐，以及Yoshi先生及
沒有返教會的太太)禱告，求聖靈賜我智慧及合適的言
語在他們面前見證主。另外為已信主的對象禱告，願
他們成為宣教士的好配搭，一同經歷事奉主的美好。

蔡明康、蔡王淑賢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謝主，已於5月底完成山田町新會堂的教會開所式
及第一次崇拜。

2. 感恩只用了兩星期的時間，便順利把教會的所有物資
搬運至山田町新會堂。

3. 5至6月在忙碌的事奉中順利渡過，感謝主！

談允中、談梁秀英    日本｜候任宣教士

1. 感謝主的帶領，經過一年的等候，終於順利到達日
本，求主幫助我們適應日本的生活及事奉。

2. 感恩已租了房子，將於6月下旬遷入，求主幫助我們
與鄰舍建立良好的關係。

3. 感恩找到了合適的語言學校，將於7月中旬開學，求
主賜我們智慧學習日語。

邱美鳳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香港教會由5月起恢復實體聚會，感恩可以現場分享
日宣，並與弟兄姊妹交流。 

2. 感恩在日的團隊同工很努力為植堂作預備，盼望8月
底可以順利回日本繼續參與事奉，求主預備足夠的經
費和代禱者。 

3. 我所敬愛的第一期團隊領袖Harris夫婦將於7月退休後
返回美國，很遺憾不能在日本跟他們道別，求神祝福
他們之後的道路。

1. 世界各地天災人禍不斷頻生，願主施恩憐憫，使用祂的兒女
在幽暗之處成為祂的明燈。

2. 願主記念每位差委會成員及辦公室同工盡心擺上的一切，保
守各人身心靈常健壯，並堅立他們手所作的工。

3. 本會二十週年感恩會將於10月16日下午舉行，請記念籌委會
的工作，願主使用所分享的內容，藉此高舉主名。

4. 感恩5月份的宣教士分享會順利舉行。拓展團隊正計劃推動
波蘭的福音需要，以及於第三季舉行泰國工場分享會，求主
祝福各項策劃及聯絡跟進工作。

5. 數個單位正在積極考慮參與本會的宣教工作，求聖靈親自引
導本會與各單位的溝通、思考等過程。

6. 本會正在探索可否進行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求主帶領及開
路，並賜下所需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