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約人

差傳心

第二十二期 2017 年 5 月
差傳委員會
各位聖約人你們好！
感謝 神！「聖約人 差傳心」現在已來到第二十二期。多謝你繼續為上帝的國獻上關心和
禱告！主祝福你！
時間總是不知不覺地流走…，到三月，又是計劃來年工作和寫財政預算的時候。看見 神交
付我們的工作越見增加，除了感恩外，也有幾分擔心。近數年我們發展沙口工作、派駐沙
口同工、發展柬埔寨工作和合一教會合作、和堂會合作差派和支持二位宣教士等，都有龐
大的開支。自 2012 年 4 月起至 2017 年 2 月這五年來，由總會「發展基金」撥款給差傳
委員會維持工作逹 $1,036,000(66.4%)，而弟兄姊妹奉獻大約為 $524,000(33.6%)。
這數字確實令人擔心！有宣教士的專款全年奉獻收入為零！是我們不關心宣教工作？宣教
士不是自己堂會自然有其他人關心？我們的差傳工作能維持多久？我們應不應維持下去？
我們怎樣回應神交付我們的大使命呢？這些答案不只是我們差傳委員會能提供；而是整體
聖約人的回應。
求主憐憫ˋ按著我們的信心加倍踢福我們，使我們和祂、並祂的工作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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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好，我是新入職的差傳幹事俞孟恩。很感恩，神的帶領讓我回到聖約教會
裡服侍，我本身是麗道堂的會友，後來蒙神差遺到英德三自會浛光堂事奉了一年半的時
間，回來後在堂會裡服侍，主要負責宣教事工，曾有機會加入差傳委員會作委員。在接受
神學裝備期間，宣教主修的同學們都領受到出去的呼召，而我卻是少數的領受支援的呼召,
我想這主要是神不斷把差傳委員會放在我心上，讓這負擔和異像繼續圍繞我。
今天我希望能夠把神傳承在差傳委員會的旨意建立起來，成為有自己差會的教會宗派, 有
我們自己的宣教士，並且能夠在柬埔寨及其他地方建立教會，願神繼續把異賜給我和一班
委員，成就神給聖約的大使命。
俞孟恩上

同工消息
麗道堂 ~ 彩虹姊妹 -東亞創啟地區
感恩與記念：
1. 感恩機構已獲得重新登記，請繼續記念後續的手續，團隊和事工的調整和適應。
2. 感恩已順利登記 9 月份開學的碩士課程，請記念能順利遠程安排入學事宜。
3. 感恩機構已同意資助部份碩士課程學費，請繼續記念。
4. 請記念 8 月初述職前的工作安排與交接。
5. 5 月至 7 月的出行，其中包括與一些本土伙伴短暫話別。祝願此行成為彼此的鼓勵。
6. 請記念母親的身體，有眼患及雙膝患，需要手術的治療。
恩臨堂 ~ 張蕾宣教士 -日本京都
感恩與記念：
1.

感恩一年學習過後，能夠從 4 月份開始到清和教會實習一年。教會裡主要負責青年會
事工，以及負責教會和學園傳道會合作的事工，及和高橋牧師教會舉辦每月的書法靈
修。

2.

請記念我在清和教會的適應和學習，在新的事工裡能夠建立關係。

3.

請記念我在作息時間的編排，能夠行路有力，作工得息。

盛恩堂 ~ 小康之家 - 風沙國
感恩事項
1.

能夠與多家鄰居朋友分享復活節意義。

2.

我們家的幼女在 5 月初受浸了。

3.

菜園的泥屋接近完工。

代禱事項
1.

今年的穆民齋戒月由 5 月底開始，求主開啟較多穆民心眼，讓他們知道救主、找到

2.

救恩。

3.

月中我們到 S 國去開宋族會議，求主保守旅途平安，並會議中有所學習，彼此激勵。

4.

求主保守我們的兒女，在忙碌生活中，以主為首，愛慕主話。

5.

次女五月中將前往非洲，逗留三個月，行程遍達四國，求主保守她的探訪、學習和服
務。

6.

我們安排各方事務預備六月中（至九月底）返港述職，求主加力賜智慧。

7.

求主讓更多人知道和回應風沙國的福音需要；願主差派更多僕人來。

8.

我們未信主家人能早日信主，尤其小美的大家姐和姐夫。

遠東堂 ~ 葉靜儀宣教士 - 日本北海道
東榮教會
1.

感恩教會中的年青人及牧者同工，十分接納我。求神讓我跟遠滕牧師夫婦及幹事能更
加認識彼此及互相信任。亦求神保守那 10 位大學生，讓他們心中那團火繼續興旺，
能與他們有同心合意的服侍。

2.

教會的中學至大專生每個月有一次外展活動，叫真光之子。由籌劃聚會、邀請朋友，
聚會中的遊戲、詩歌敬拜、訊息分享，都全由大學生自己一手包辦。求主加添得救人
數並以此激勵這班年青人。

3.

主要工作是跟進 5 位大學生姊妹，從下個月開始，會以一對一的查經方式來牧養她
們。加上這幾個月是 FM Zero 最忙的時間，求神讓我懂得平衡兩方面的服事。

FM Zero
1.

4 月是新學年的開始，所有英文學會和學生福音團契會都落力招攬新會員。FMZero
團隊須爭取時間認識新朋友，現正同時進入三間大學的英文學會及協助 4 間大學的福
音團契。過去兩三星期，都要早出晚歸。團隊中有姊妹已因為精神壓力而出現失眠的
情況，各人也有疲態，溝通上也常見漏洞。求神保守團隊的身、心、靈健康、有足夠
體力去應付每天的工作、求主保守團隊不致受到撒旦的攻擊，讓大家能彼此相愛及有
更好的溝通。

2.

Natch 的第四位孩子預期會在八月出世，而他一家會在 6 月份要回英國三個星期。在
六月尾有英國短宣隊來，在那段時間需要擔任隊長的角色，看見神給團隊有很多新的
門路接觸學生，感到很興奮的同時，也怕未能應付。求主讓團隊懂得安排優先次序，
有勇氣和智慧面對挑戰。

個人禱告事項
1.

一同來香港的理花子正在考慮決志相信，但還有掙扎，沒有足夠信心，請大家為她有
得救的信心禱告。

2.

一位四年級的大學生 Toshi, 兩個月前他主動去教會，他亦說自己是在前往相信主耶
穌的道路上，求神幫助他能尋見主。

3.

爸爸這兩三個星期會在醫院裡接受治療，希望戒掉對藥物的依賴。求主讓爸爸心靈
有平安，讓他能真實體會主的同在及幫助。不單為到爸爸在住院期間得到適當的治
療，更為到他出院後有正常健康的生活禱告。

4.

不知道是否因為繁忙，連發夢也夢見事工，而且胃痛頻密起來，風癩亦嚴重了。能夠
依靠神而不是自己，懂得調節，有足夠的時間處理述職的安排。

5.

感恩主，小狗阿童的病已逐漸康復，但牠的眼睛及耳朵已經老化，平衡力亦不夠。求
神讓阿童即使年老但仍有健康的身體，可以伴我多幾年。

6.

日本 OMF 工場主任 David，一年前發現患有血癌，在 4 月 25 日晚上在日本離世，
他希望藉着自己的喪禮能夠在日本人中見證神。求主安慰他的妻子並 4 位兒子。求神
堅固日本 OMF 的同工信心。

盛恩堂 ~ 星仔–東亞創啟地區
1.

禱告記念在新教會的一切適應與學習。

2.

請記念我在作息的時間上的編排，能夠行路有力，作工得息。

3.

請記念暑期中有足球和幼兒的事工，現呼籲聖約教會的弟兄姊妹，如有現役合資格的
足球練教練和對幼兒事工有經驗者，可以於 24/7-9/8 在到工場幫忙教導服侍工作，
請與聖約教會差傳幹事聯絡（Mandy 96488763）。也請大家禱告記念。謝謝各位！

遠東堂 ~ 陳偉娟宣教士–厄瓜多爾
1.

感恩可以順理拿取宣教士簽證。

2.

感恩主，能夠在等候續證期間與家人共聚。

3.

感恩回厄國後有不停的事奉，而驗血報告一切正常，主恩靠用。

4.

禱告記念家人的健康。

5.

禱告記念在厄瓜多爾教會中的第二代兒童信主的心。

遠東堂 ~ 天霖 (跟隨小康到風沙國體驗宣教)
感恩事項
1.

四月初，當中有一信徒順利誕下女兒，感謝神保守生產過程。

2.

另有一位信徒，每星期攜同兒孫一起讀神的話語，希望他們能漸漸地明白，並認識主
更多。

3.

感謝神，在首都辦理文件時，得到一些小天使的幫助，盼望這些好心人，能得着神無
價的禮物。

代禱事項
1.

請記念當地信徒的屬靈狀況，特別是同工離開當地的時候，信徒能夠持續與神建立關
係。

2.

希望能盡力去了解當地的稅務和僱傭條例，來協助隊長處理有關條例的要求。

3.

在面對當地的制度和人的工作態度時，能學習忍耐和接納。

4.

讓我更有倚靠神的心，去面對生活上的困難；並讓祂打開我的眼睛和心靈，看到祂要
我看的，感受到祂要我感受的。

5.

請記念在港家人的平安，未信的家人願意認識耶穌的心。

差傳基金財政報告
由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收入及支出
項目

收入

支出

$ 114,191.70

$ 47,836.87

$ 66,354.83

—A

柬埔寨福音事工專款

$ 9,376.00

$ 87,789.75

$(78,413.75)

—B

彩虹宣教士專款

$ 4,600.00

$ 107,538.00

$(102,938.00)

—C

$400.00

$ 138,420.41

$(138,020.41)

—D

$1,400.00

$165,990.50

$(164,590.50)

—E

一般差傳事工

中國福音事工基金
張蕾宣教士專款

總額：(A)+(B)+(C)+(D)+(E)

盈餘／（不敷）

$ (417,6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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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