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約人
第二十期 2017 年 1 月
差傳委員會
各位聖約人，你們好！
感謝 神！「聖約人 差傳心」現在已來到第二十期。多謝你們繼續為上帝的國獻上關心和
禱告！願主祝福你們！
（歡迎各位轉載給其他聖約人，一同記念。若希望更詳細閱讀分享內容，歡迎上載到聖約
教會網頁 www.mcc.org.hk 查閱）

宣教士消息
彩虹姊妹
感恩與記念：
1.

感恩！2016 年有眼淚，有歡笑。我能夠成為團隊的一員及結識了一些本地伙伴。

2.

2017 年初機構需按‘新法’作重新註冊登記並要作出調整，請禱告記念。

3.

已呈交 2017 年碩士課程申請表，約 6 月份公報結果，願他的旨意成就。

4.

春節期間會回港開會及休假。

5.

求主興起本土和海外的同工。

張蕾宣教士
感恩與代禱
1.

聖誕節期間在街上報佳音。

2.

十二月四日參加了日本語文能力試。

3.

請記念，正在尋求植堂隊工和方向，正籌備行區禱告，希望有日本弟兄姊妹參與。

小康之家
A.

B.

感恩事項
1.

佳節期間，主的故事傳達到幾十人的耳目中，有多人反應良好。

2.

幼女聖誕期間回家團聚，有美好相聚時間， 並已平安返抵鄰國開學。

3.

能夠與古麗鎮家主一家人建立較深厚的關係。

4.

同工天霖給予我們多方協助，大家有美好配搭。

5.

汽車各類文件已經全部順利辦妥。

代禱事項
1.

「跨文化體驗團」四成員將於本月中到訪兩週，到首都、沙市及古麗鎮三地，探
訪同、華人及宋族朋友，行程緊密。求主保守賜福有關行程，並向各人說話，看
見祂的異象；

2.

我們在忙碌和挑戰多多的生活中，求主加力賜智慧，靠主行事；

3.

求主差派更多工人到宋族人當中去工作；

4.

實驗菜園的挖井工作能順利完成，及後可以開始耕種；

5.

我們有智慧和機會跟進對主故事有興趣的朋友；

6.

本地姊妹們的信心堅定，靈命持續成長；

7.

我們未信主家人能早日信主，尤其是小康的二妹的一家。

特別事項：神的引領風沙國以社區中心的名義，終可以興建一座屬神的大樓，當中有
禮 堂 及 多 用 途 課 室 。 興 建 費 預 計 是 US$255,223 ， 餘 下 還 需 大 約 為
US$60,000。請禱告記念。

星仔
1.

感恩在生活和工作上，更懂得謙卑依靠主。

2.

感謝主，看顧父母親的身體和生活的改變。求主讓他們更認識和更懂得依靠。

3.

感恩培訓中心財政有改善的希望，求主供應。

4.

求保守山城團隊的心、身、靈，能夠更明白神的心意。

陳偉娟宣教士
感恩與代禱
1.

為 10-12 月有不同醫療團隊合作義診感恩。願主藉醫療打開福音的門，讓福音種子
在人心中發芽成長。

2.

願主賜給更多靈力能夠繼續服侍及雙腳的關節和韌帶可以康復。

葉靜儀宣教士
感恩與代禱
A.

福音館
1.

Fanny 和差會仍在考慮來年是否繼續以現在的方式與福音館合作及商議下年的安
排，在 11 月內須作出決定，求神親自帶領教會牧師，差會和 Fanny，讓他們有
同一個清晰的方向。

2.

福音館於整個 12 月有一連串的慶祝聖誕聚會，求神使用活動讓教會附近的居民
或未相信的親友得聞福音。

B.

FMZero
1.

感恩 10 月有英藉日本人 Sunny 和新加坡人 Elvira 加入 Fmzero 團隊作一年的短
宣。 Fanny 現需要負責督導這兩位年青人的事奉情況，求主給 Fanny 愛心和智
慧，並讓這 兩位新人盡快適應新環境，並讓團隊有美好的配搭 。

2.

感恩 11 月 19 日外展月會已順利結束，但人數明顯減少，為 12 月 10 日的聖誕
外展聚會有更多學生出席禱告，並求主讓團隊有智慧去籌備。

3.

感恩在 10 月尾開始分別為 3 所大學的學生展開查經班。


北海道大學︰Fanny 邀請了一對宣教士夫婦為學生舉辦查經班，感恩宣教士
夫婦能開放自已的家，並跟兩位女學生理花子及華子查經，兩位女學生已完
成一連四次的查經，感恩她們渴慕追求真理並主動提出延續查經，求主繼續
在她們心裡動工，讓他們接受福音。



札幌大學︰Fmzero 另外邀請了一位 OMF 同工在放學時間借用校內課室舉
辦聖經英文班， 但情況未如理想， 起初有 3 位男學生報名參加，但開課以
後一直有不同原因取消，只有一次有一位學生出席， 求主在學生心裡動工，
讓查經班順利進行。並求 主保守 FMZero 與英文學會能建立信任的關係。
求主引導團隊作下一步的計劃。



酪農大學︰英文學會接受 Fanny 邀請，由 11 月 2 日開始，隔周在學會活動
時間內以英文跟學生查經，求主讓學生透過此機會認識聖經，有興趣繼續認
識神。

C.

個人方面
1.

感恩 Fanny 已大半年沒有生過病，但今年日本非常寒冷，10 月中已下了第一場
雪，求主繼續保守 Fanny 身體健康，並醫治她的風癩。

2.

到明年 2 月 Fanny 在日本事奉已達 7 年，過去 7 年因團隊一直變動，在適應上
已很疲累，尤其過去大半年，除了隊工，Fanny 事奉教會也可能有改動，加上各
種不同原因，讓 Fanny 身體及心靈都十分疲倦，也有很大壓力，為 Fanny 未來
的事奉的方向告，求主給她方向、休息，並讓她能作最好的安排。

外地事工
沙口英德事工
下圖是現在在沙口的英德培訓計劃，授課同工的是恩臨堂
陳子坤傳道，禱告 神祂的說話、講者的經驗分享能造就當
地信徒和領袖。

短宣消息
柬埔寨短宣分享
短宣日期是 22-27/12，隊員共有 11 人，當中隨隊還有胡襯蓮姑娘，領隊是梁美儀姊妹。
是次我們行程相當豐富，包括一個兒童佈道會、三個鄉村佈道會、兩間工廠佈道會以及聖
誕主日佈道會，最開心的莫過於辦佈道會中有朋友舉手決志信主，這七場佈道會中，我們
很開心都有朋友決志，也有朋友之前曾決志，但不明白，而今次在明白之下再次決定相信
耶穌，心裡真的發出：哈利路亞！ 總括而言，今次的短宣全是恩典！

差傳基金財政報告
由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收入及支出
項目

收入

支出

$ 106,791.70

$ 38,500.00

$ 68,291.70

—A

柬埔寨福音事工專款

$ 8,976.00

$ 83,289.75

$(74,313.75)

—B

彩虹宣教士專款

$ 3,200.00

$ 75,200.00

$(72,000.00)

—C

中國福音事工基金

--

$ 18,087.61

$(18,087.61)

—D

張蕾宣教士專款

--

$(128,972.50)

$(128,972.50)

—E

一般差傳事工

總額：(A)+(B)+(C)+(D)+(E)

盈餘／（不敷）

$ (225,082.16)

仍然期待「聖約人」繼續努力奉獻支持差傳工作。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基督教聖約教會有限公司」或 “The Mission Covenant Church Ltd”
（支票背面請寫上姓名、手提電話號碼、所屬堂會、電郵地址和註明支持的事工專款）
可透過各堂轉交總會，或將支票直接寄往總會
（郵寄地址︰九龍牛頭角道 55 號利基大廈 B 座 2 樓，聖約教會會計部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