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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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編的話

短期宣教機會

北馬其頓共和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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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至12月

俄羅斯
（3-12 個月）

Engage Russia Internship

地點：	俄羅斯不同的地區
特色： 文化及語言學習，以英語教	

學、營會事工、青年人事工
等平台接觸當地人

烏克蘭
（3-12個月）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nistry

地點： 基輔	（Kyiv）
特色：參與國際學生事工，文化及

語言學習，外展服事

面對社會轉變，信徒必須重新確定自己存在的使命：無論自己將來處於
何方、在何種社會中生活，我們都仍然是耶穌基督的門徒，並要為耶穌
基督作見證，使周圍的人認識祂，悔改歸向祂。因此，我們要開始預備
自己成為一個宣教士，被神差遣進入不同的人羣中，成為他們的祝福，
以及神恩典的通道。

由於我們不知道社會將何改變，或者我們將身處何地，我們便需要預備
自己成為一個跨文化的宣教士，學習適應不同文化及社會環境。始終，
我們在地上都是寄居的，世界不是我們的家，我們的家在天上，而早晚
我們都將回家。在這趟旅程中，我們要好好活出自己在基督裡的生命，
以致將來能夠坦然無懼地來到神面前，接受祂的稱讚。

── 陳志強牧師（委員）



宣教心

迎接新任命         
撰文者：關韻笙

轉眼在差會服事已經踏入第三年了！去年因疫情的關係，
未能安排任何海外的短宣體驗，但推動宣教的工作卻沒有
停下來。2020年，我負責了兩個網上的跨文化訓練課程，
差會的祈禱會也改在網上舉行，疫情下網上的聚會一下子
變得熱鬧起來，而且因不受地方和
交通的限制，反而讓我們能接
觸更多弟兄姊妹。危機中能有
新的機遇，實在是神的恩典！

今年我接受了新的任命，成
為差會的宣教教育主任，藉宣
教教育推動教會認識和參與差
傳。我們希望於上半年重點推動
弟兄姊妹認識SEND在東南亞一
個服事「木」民的工場：Team	
Hope。我們一般對「木」民的誤解 和先入為主的印象	
(stereotype)，成為我們接觸他們，與他們分享福音的障
礙。但當我親身接觸本地的「木」民後，就發現他們和我
們一樣，關心家人的生活、健康，子女的教育，在疫情中
擔心生計等，並盼望得到關懷和幫助。

我將在4至5月開辦一個認識伊斯蘭教的課程，Team	Hope	
的同工也會在網上與我們分享他們服事當地「木」民的事
工，期望能鼓勵更多弟兄姊妹回應這個龐大未得之民群體
的需要。除了更多認識和了解他們，我們更需要聖靈的工
作，攻破攔阻「木」民認識和接受真理的營壘。大家的禱
告和參與，將會是神在「木」民中得榮耀的關鍵。你願意
與我們一起同工嗎？

新的世代‧新的挑戰
撰文者：林以諾傳道

2020年，因着疫情的緣故，世界各地的人透過網絡交流的
趨勢急速攀升。根據Statista的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10
月，全球互聯網用戶已達46.6億，佔全球人口的59%；與

此同時，多個國際組織希望將網絡覆蓋到數十億個仍
未能使用互聯網的地點，以
便當地的人獲得疫情的最新
資訊。

在這個無法避免要使用網絡的
新世代，差會於過去一年亦適
時及靈活應變。從探討使用哪
一個視像平台較為安全，到正
確使用網上聚會的器材，我們
在運用資訊科技上更富心得。

記得我們第一次舉辦公開網上聚會「日本文化與基督徒的
關係」時，有接近八十人報名，然而我們視像帳戶有人數
限制，最終只能作出額滿的決定。疫情或許使我們無法面
對面交流，卻創造了「網上」機會讓更多人認識差會。
疫情期間，神感動我要在網絡世界作更多福音分享，祂讓
我讀到這段經文「……既然有很多人開始把我們中間成就
了的事整理成書，我想自己也不妨把這些事有條理地寫給
你……」(路一1-4，新漢語譯本)，讓我看見，不要因為有
人已在網絡做福音工作，我便不做，而是看見有人在做，
我更要嘗試去做。

今年我擔任差會的宣教拓展主任。為着世界上還有很多未
得之民，動員工作刻不容緩。新的一年，盼望我們能善用
各樣資源，接觸和動員更多有志宣教的門徒，願更多地方
的人得聞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您願意成為其中一員嗎？



屬天的財寶
撰文者：Naomi Kwan

轉眼在SEND已經服事兩年多。回顧當初的一個禱告，神
將我帶進差會服事，由信主到現在，我對宣教的認識都不
多，在信主的年日也只參加過一次越南短宣。

我在差會的服事是管理財務、照顧宣教士的財務需要，讓
他們無後顧之憂。雖然每天都只對著數字，但當收到弟兄
姊妹支持宣教士的奉獻，並看到奉獻不斷加增時，會不其
然地為他們感恩。宣教士離開熟悉的地方，前往文化、生
活及語言不同的地方去服事並不容易。在差會服事的這段
日子，有機會接觸回港述職的宣教士，並從他們的口中瞭
解海外宣教的困難、經歷及見證。在香港傳福音，也許在
街上隨時就可以帶人信主，但在一些被稱作「福音硬土」
的國家，從與當地人建立友誼到領他們信主，也許要花
上很多的時間和金錢，若從一個財務管理的思維去看，所
花時間及金錢未必得到成正比的回報，但福音的價值並不
是用金錢和時間去衡量，因為「主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
人人都悔改」。我所作的有限，只是盡忠地管好他們的財
務，為他們的需要禱告。盼望未來可以有機會親身到工場
去探望他們，給他們打打氣；大家在不同的崗位上繼續為
主發光。

鎖碎？鎖碎！
重要？重要！
撰文者：Cammy Lee 

宣教心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3）

從沒想過神的帶領如此不同，本身從事人的工作，不太擅
長文書處理，神卻於2016年呼召我走進母會擔任行政幹
事，之後更帶領我在國際差傳協會擔任行政主任。初入職
時對宣教機構的認識幾乎是零，也不曉得行政要做些什
麼，當時認為就是很「濕碎」的事情吧！但不經不覺在此
服事接近2年，發現原來看似微不足道的，其實很重要，也
要用心處理。因為預備得宜，才有好的工作環境；有好的
工作環境，同工們做事起來才事半功倍。

最近二年最主要處理的事情(太鎖碎的不多說了)包括：每季
的通訊、雙月感恩代禱事項、會議記錄、網頁定期更新等
充滿規律的工作。雖然如此，我每天也抱著感恩的心，在
小事上以忠心的態度服事。

當然，在規律中也有很多新的挑戰，好像辦公室洗手間滲
水、冷氣故障等需要找師傅來檢查、維修；最近差會的電郵
地址要轉移，本以為在電腦上按下「轉移」鍵便能夠完成，
誰知要透過微軟公司來解決這個問題，並要研究新的電郵工
具MailChimp；	辦公室開始老化，差會希望能夠進行小型裝
修工程，因此要找義務設計師；檢查光管等等鎖碎事項，這
些都讓我非常興奮及感恩能夠不斷地增長知識。

最後，感謝主給我一個好的團隊，他們包容及接納我，特
別是總幹事的肯定及細心的指導，讓我在挫敗中再次剛強
起來。



無悔地活 
撰文者：謝曾詠儀 (總幹事)

宣教探索

「就只有這次！」過去有機會與不同的屬靈長輩共事，這
句話就來自其中一位我十分敬重的牧者。當年這位牧者提
醒我們一班年青的機構同工，要把握每一個事奉的機會，
盡心盡力地獻上自己來回應上帝，因為我們永不知道這會
否是最後一次的機會。要無悔地為主而活！

本着這份精神，我於2012年4月接受任命，成為差委會第
一位拓展同工，重投宣教士般的信心生活。感謝主，過去
幾年我見證了十多位寶貴的宣教士「誕生」，他們無悔獻
上自己，為神所用。2019年，感謝差委會的信任及肯定，
我獲委任成為副總幹事，負責統籌宣教拓展工作，同時
在跌跌碰碰中學習與眾差委帶領辦公室團隊、策劃及參與
宣教士關懷事宜、人事及財務管理等工作，與同工一起打
理差會的「家務」。這一次，上帝徹底把我帶離「宣教拓
展」的安舒區，到今天我仍在學習如何把家務打理得井井
有條。	2021年，我再次接受差委會的任命，戰戰兢兢地出
任總幹事一職，深感任重道遠，尤其是香港於2019年經歷
了社會事件、及後新冠肺炎疫情驟然而至，到最近香港不
少制度或面臨改變，因此預計未來香港的環境，不論是教
會生態、經濟或政治將迎來巨大的轉變及挑戰。面對以上
種種，求主幫助整個團隊能敏銳主的心意同心同行，繼續
持守主所托付的使命，更求主憐憫幫助我，每天能在祂裡
面得息得力，先作祂喜悅的人，再作祂喜悅的決策。

雖然前路盡是未知之數，但感恩能夠與眾差委及同工無悔
地把握機會，繼續與不同教會支援及差遣宣教士到未得之
民中傳揚賜人盼望的福音。在推動宣教方面，關韻笙姊妹
及林以諾傳道於2019年先後加入拓展團隊，為事工帶來新
景象。在差遣宣教士方面，我們禱願上帝使用差會在未來
八年多的時間差派30位宣教士，以傳統或嶄新的方式參與
宣教工作。感謝主，我們已在日本宣教的事工上建立良好
的基礎，相信未來兩三年會有四至五個單位展開申請成為
宣教士的程序，而我們的候任日本宣教士談允中、談梁秀
英傳道夫婦於去年初開始籌募第一期經費，上帝的供應超
過我們所想所求，在疫情的陰霾下，他們仍能如期籌得所
需的認獻，讓我們再次看見上帝信實不變。展望2021年，
我們希望在參與宣教的地域上有所突破，故將重點推動東
南亞穆民、泰國依善族以及傣族的福音事工，請記念團隊
所策劃的新項目。

在支援宣教士方面，我們深信禱告是宣教士最強的後盾，
因此辦公室每週舉行祈禱會，同心一意為宣教士的需要禱
告。此外，過去兩年，我們嘗試逐步評估現有宣教士的福
利，希望作出適切的調整。感謝主讓我們遇上熱心人士，
他們樂意運用其專業知識，協助我們稍為改善給予宣教士
的福利。要知道宣教士總是為他人設想，不太為自己未雨
綢繆，因此盼望我們的工作能成為他們的祝福。

差會的辦公室於2013年遷入現址，隨著時間流
逝，各項設備因老化而需要更換。另一方面，
辦公室的面積不大，因此為更善用空間，我們
需要重新規劃地方。喜出望外的是，我們於今
年一月收到一筆奉獻，經了解後，得知這位奉
獻者看見我們去年11月曾呼籲為辦公室設備老
化的解決方案禱告，結果除了禱告，他更主動
以奉獻來回應差會的需要。我們深受鼓勵，
現正着手於未來數月進行各項辦公室改善工
程，求主繼續供應所需。

年初同工隊舉行了計劃日，其中談論到我們
仍需要一些義工協助文字編輯、平面設計、
媒體動畫、翻譯等工作。鼓勵您也抓緊或許
「就只有這次！」的機會，一同為差傳出一
分力。

▲照片攝於2019年12月退修活動中，左起第三位筆者。



感恩和代禱事項感恩和代禱事項 2. 感謝主，男生戒毒中心的Char受浸了，他積極參與服
事，並渴慕神的話語。求主幫助他靈命長進，帶領他
前面的路，讓他明白主在他生命中的旨意。

3. 求主繼續幫助我在準備一切聚會時，有從主而來的智
慧和信息。

梁戴甘    台灣｜植堂

1. 吳鳳天愛社有三位學生於3月24日願意打開心門，讓
主進入他們的生命，求主保守他們的心，並使用我每
週三分享的耶穌故事，賜我智慧帶領他們更多認識
主。

2. 感謝主，嘉義大學信望愛團契的學生熱心在校園傳福
音，帶領其他慕道學生參加教會聚會。求主幫助我能
跟進和關心他們，包括當中來自香港的學生。

3. 感謝主!取了報告得知手腫與腫瘤無關，只是脂肪瘤壓
到神經而已。求主繼續醫治！

羅偉森、羅周惠玲    台灣｜語言學習、植堂

1. 為我們即將辦理的居留證延期代禱，求主保守過程順
利，我們能再次獲批最少三年的居留期。

2. 為暑假本地短宣隊的籌備工作及參加的每位同學禱
告，並求主賜下屬靈智慧幫助我們帶領同學。

3. 為女兒順利取得教學資格禱告，願主親自為她開路。

李世樂、李鄧淑屏、子心    日本｜植堂

1. 感謝天父保守子心完成高二並升上高三。求主繼續保
守他的身心靈，又恩待他明年1月的大學入學試。

2. 感謝教會元首耶穌基督保守三陸希望基督教會踏入第
七年，求主堅立宣教士隊工，在沒有日本牧者下，對
象及信徒蒙大牧人牧養，靈命得以成長。

蔡明康、蔡王淑賢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謝主，返回日本後順利完成在關東地區兩星期以及
在岩手縣一星期的隔離，現在已可回到山田接觸居
民。求主看顧我們與同工配搭，將從神而來的愛及祝
福帶給町民。

2. 3月中在山田町出現第一宗新冠肺炎個案，町民都十分
擔心，求主看顧，亦讓町民能經歷上帝所賜的平安。

3. 我們返回日本後，同工在3月初偶爾找到合適我們租
住的房屋，經宣教士同工的協助、差會同工與地產公
司的跟進，竟然可以在一星期左右完成合約及取得鎖
匙，超級感謝主的供應！

劉美媛    日本｜植堂

1. 為建「中心」一事禱告。求主給我們開路，願衪的心
意得以成就。

2. 為將開展的派便當事工禱告。求主祝福事工，藉此將
神的愛及關懷帶給社區。

3. 剛完成一個區內義工課程，求主使用我幫助區內有需
要的人，同時藉義工身分擴闊接觸點。

宣教士/同工消息
小蹤    東亞｜領袖培訓

1. 因教鋼琴而接觸了一些幼童家長，希望為這些家長開
設教育工作坊，請記念他們的回應及時間上的安排。

2. 今年要完成一份有關族群青年獻身的困難與挑戰的研
究，求主賜智慧及能力完成。

3. 4月參加了特殊兒童音樂教師的培訓，求主幫助我學
以致用，祝福有需要的家庭。

馬龍家庭    泰國｜語言學習、領袖培訓

1. 現以華語服事當地的大學生，而學生小組已於4月開
始。

2. 求聖靈引導我們以合適的方式接觸山族人。
3. 隨著香港在各方面的持續變遷，昔日的支持者有些失

去工作，有些舉家離港，因而無法在經濟上支持我們
一家，求主供應我們每月所需。

謝曾詠儀    本地｜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感謝主，過去兩個月能個別與幾個宣教探索單位約
見，有些正積極預備，有些卻未找到突破，求主引領
他們，並給我在關顧及指導上有靈敏的心。

2. 主讓我滿有智慧履行統籌人事、財務、宣教士關懷、
對內對外溝通及協助宣教推動事工發展等。

3. 請記念我和外子的家人，求主保守他們在疫情下有健
康的身心靈，經歷主的保護。

關韻笙    本地｜宣教教育

1. 為5月繼續舉行的入「穆」三分網上課程禱告，求主
幫助參加者更多了解穆宣工作，並願意參與穆宣的事
工。

2. 為5月11日的宣教士網上分享會禱告，求主使用在東
南亞服事穆民的宣教士的分享，鼓勵更多人願意參與
和支持當地的福音事工。

3. 最近睡眠質素欠佳，常感到疲倦，求主幫助我改善精
神狀態。

林以諾    本地｜宣教推動

1. 感恩完成總部的網上宣教士訓練，盼能學以致用。
2. 求主感動教會和弟兄姊妹支持我的服事。
3. 記念差會下半年的動員發展，願主感動更多人回應宣

教呼召。

信恩    台灣｜植堂

1. 求主幫助女生戒毒中心的姊妹們能適應新的環境，也
讓她們和睦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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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強牧師 ︱ 美術及印務：GOD-Platform ︱ 義務校對：Fiona Lam及Tessie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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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炳榮醫生 劉李麗玉傳道　　

　　　 岑禹勤牧師　陳愛樺女士　陳高慧心傳道 梁美心博士

同工： 謝曾詠儀（總幹事）

 關韻笙（宣教教育主任）　林以諾傳道（宣教拓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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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hatsApp : 5605 2545 ︱ 傳真：3743 0301

電郵： eascadmin@send.org ︱ 香港網址：www.sendhk.org ︱ 國際網址：www.send.org

奉獻

本會消息

辦公室及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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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50.00

行政費及其他收入 47,728.00

進項共計 233,778.00

支出 金額 (HK$)

辦公室同工薪津 113,400.00

辦公室運作開支及器材添置 39,184.00

事工開支 14,895.00

支出共計 167,479.00

辦公室盈餘/(虧損) 66,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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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5,055

宣教士薪津，
行政及工場事工費用 (1,575,325)

宣教士盈餘 /(虧損) 639,730

邱美鳳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立川教會於3至4月舉辦了復活節為題的佈道聚會（實
體和網上），感恩有未信者出席。請記念跟進工作。

2. 已開始在崇拜中用日語帶領公禱，求主幫助我的日語
繼續進步。

3. 感恩最近一次的健康檢查結果正常，求主保守我繼續
有健康的身體。

何婉媚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能與年青人建立進一步的關係，聆聽他們對信仰
成長的渴求及迷思。

2. 感恩能於父親節崇拜中分享家庭見證及簡短信息，求
主帶領我與日語老師準備的過程。

3. 求聖靈引導我如何牧養信徒、建立日本教會並與多國
籍團隊一同服事。

李慧嵐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路試順利過關，現努力應付一百題筆試，求主賜
智慧。

2. 繼續為日語學習禱告，盼更能用在祝福及禱告上。
3. 現分別跟幾位未信者建立關係，求聖靈賜智慧及引導

我；另協助同工與慕道者一起參與福音課程，求主使
用。

談允中、談梁秀英    日本｜候任宣教士

1. 日本近日疫情反彈，令人憂慮第4波疫情再次逼近，求
主保守各地採取有效的防疫應變措施，防止疫情反彈。

2. 「緊急事態宣言」雖在3月21日解除，但因疫情仍未
受控，現仍暫停外國人入境簽證的申請。求主賜我們
耐性等候主的時間及引領。

3. 求主賜我們智慧好好分配時間陪伴家人、執拾行李、
與親友道別、參與網上差會入職培訓課程及到不同教
會分享異象。

1. 感謝主帶領梁美心博士正式成為差委會新成員，願主祝福八
位差委會成員及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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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單位於3月啟動宣教士申請程序，求主親自帶領每一個
步驟，叫差會、差遣教會及申請人能一同確認主的心意。

3. 穆宣訓練已於4月開始，盼望此課程能讓參與者認識及了解
伊斯蘭教，也求主祝福同工的跟進工作，能招聚有心人持續
關心及參與穆宣。

4. 辦公室計劃進行小型裝修工程，以處理辦公室老化情況及改
善空間用途。我們已物色承辦單位，暫時工程預算為十萬
元，求主供應我們所需，讓我們能早日開展工程。（若有
感動奉獻，可參閱 http://www.sendhk.org/give/give.html。       
奉獻請註明「辦公室更新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