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八期 2018 年 6 月  

差傳委員會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在我們的信仰生活裡，會有定期守主餐之時，為的是甚麼呢？相信，為要使我們記念主耶

穌在地上為我們所作的。以餅和杯來代替主的身和血所立的新約，叫我們不忘記主捨身和

流血的救贖，使我們這被揀選的一群，能與主合而為一，繼續將主的福音傳揚，一同走天

國的窄路。 

同樣，我們在宣教的路上，有甚麼可以成為提醒的「記號」，令我們勿忘要為主去得人

呢？ 

於筆者而言，因主的呼召是要向同胞傳福音，可是昔日未有清晰指引，要往哪裡去向同胞

傳揚，故筆者喜歡以地圖作「記號」，把它裱起放在自己的工作間和睡房裡，每當看到就

會為宣教士們禱告，又為自己當往哪裡去而禱告。 

今日，您會以甚麼作宣教的「記號」？又是否正為著某個族群？某個地域？還是某個宗

教？而心有所感動，原來他們早已與您連繫，使您常放不下，並以禱告作記念。願您在未

來的日子，靠著主的引導，在主所定的時候前去，為主得著他們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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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約人   差傳心 



 

 

  

 

同工消息  

 麗道堂 --  彩虹 – 東亞創啟地區 

感恩事項 

1. 感恩！已完成所有在「城大」的課堂學習與功課。我與幾位同學組成「老友小組」，

請紀念我們在畢業後的交往。 

 

代禱事項 

1. 服侍：正負責「整全使命培訓項目」：現已初步完成老人服務及特殊需要青少兒服務

課程設計。現招募至少 1 名本土同工、多位短期授課老師及督導，如：醫護，社工，

OT，PT 等。另請紀念招生和合作夥伴溝通事宜。  

2. 暫定八月份返回工場。未來服侍的安排，預備團隊成員。請紀念在老家的日子，又與

不同群體和教會的分享和連結。 

 

個人方面 

1. 六月中，母親接受白內障手術。 

 盛恩堂 -- 小康之家 – 風沙國 

感恩事項  

1. 我們得到很多家人、朋友及肢體的關愛和幫忙。 

 

 代禱事項  

1. 求主保守小康整個治療的過程，讓他得治癒，身體恢復健康。 

2. 求神指引，並給我們智慧作出各樣決定，包括治療、事工、經濟、崗位等安排； 

3. 新隊員天霖於五月尾出發到風沙國，求主保守她各樣的預備工作； 

4. 求主差派更多工人到風沙國去事奉祂；  

5. 願聖靈動工，於齋戒月期間在風沙國人中啟示救主。 



 

 

  

 遠東堂 --  天霖 - 風沙國 

感恩事項  

1. 「猜」遣禮順利完成，得到兄弟姊妹滿滿的祝福； 

2. 完成了一季學院的學習，除了知識的增長，也操練堅忍去完成每一個課程的要求。  

 

代禱事項  

1. 隊長小康的身體，願主賜下適當的治療，過程中經歷祂的恩典； 

2. 有智慧地分配時間：行前準備、與朋友分享、心靈的預備等； 

3. 記念家人，彼此享受共聚的時間，並有機會向他們分享好消息。 

 遠東堂 -- 葉靜儀 – 日本 

FM Zero 事工  

1. 感恩三月份有來自家鄉的一位姊妹(Claudia)加入 FM Zero，為期一年。求主帶領姊妹

的適應，使用她的生命，將福音帶給年青人，也為 FM Zero 的事工配搭及團員合作禱

告，求主讓他們有合一的心，彼此磨合； 

2. 日本大學在 4 月開始新一年度的課程，在首兩三個星期，將會是各學會招攬新人入會

的時間，Fm Zero 團隊也在這段時間接觸新入學的學生，求主帶領擴闊我們接觸新學

生的網絡； 

3. 因 Natch 決定了在下年 4 月回家鄉。而 Fanny 將回家鄉述職，所以今年的新學年將

會是 Natch 同 Fanny 最後一次合作。現在我們正為著這一年作事工計劃。當 Fanny 

來年述職回鄉後，Fm Zero 暫時未有其他同工加入, 請為未來 Fm Zero 事工方向禱

告。 

 

東榮教會 

1. 感恩近 3 個月有 4 位大學生信主。其中兩位受到家人的阻攔, 但他們仍然堅決

跟從神, 求主繼續堅固他們的心志, 叫撒旦的攻擊不能影響他們對神的信心。

另外兩位雖然也決志信主, 但他們對福音並不熱衷, 也開始不出席教會聚會, 求

主光照他們的心, 讓他們的信仰漸漸成長，並願意穩定出席教會聚會； 



 

 

  

 

 

2. Fanny 正在培訓 4 位青少年領袖協助帶領聚會，當中有領袖開始覺得疲 

倦，求主保守領袖們的生命，在事奉與聚會中重新得力，繼續為主火熱， 

也讓 Fanny 有智慧牧養他們； 

3. 遠藤牧師因知道 Fanny 將在本年回鄉述職，憂慮到時青少年人的事工無人協助，求主

賜遠藤牧師需要的智慧和能力，求主在教會中興起更多領袖和服侍者，牧養教會的弟

兄姊妹。 

 

個人方面 

1. Fanny 正在安排述職期間的分享和講道服侍，求主賜智慧給 Fanny 在事工和生活上作

出合適的安排。求主供應她一切所需； 

2. 感恩 Fanny 嫲嫲的健康穩定，求主帶領嫲嫲有精神外出活動，讓身體盡快康復。也為

阿童的健康感恩。 

 盛恩堂 -- 星仔 - 東亞創啟地區 

事工方面 

1. 準備初中畢業營會和暑期的活動。 

2. 紀念所有活動的審批過程及找到有關官員進行申請。 

3. 7 月 16-27 日，招募弟兄姊妹到工場幫忙教導英語。 

 

個人方面 

1. 住護老院的父母親，需要照顧。 

2. 處理教學及機構事工，現只有她一個在工場，準備收拾離場。 

3. 未來事奉方向。 

 恩臨堂 -- 張蕾 – 日本 

學業方面 

1. 4 月份正式開學，修讀 7 科，功課很繁忙，有點兒吃力，在語文上的另一種挑戰， 

感恩有教授幫助補習。 



 

 

  

2. 希望透過研究認識更多日本教會和信徒，可以幫助教會牧養職場信徒。 

3. 日本的獨特性推翻了之前許多的假設，需要不停地修正、調整，更加需 

要更闊的視野和理解。 

 

教會方面 

1. 開展校園外展工作和摸索長者運動事工，求主帶領更多弟兄姊妹一齊合作。 

2. 9 月份要帶領隊伍到蒙古交流。 

 

個人方面 

1. 記念媽媽和家姐的信心成長。 

 

差傳基金財政報告  

由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收入及支出  

項目  收入  支出  盈餘／（不敷）  

一般差傳事工  $ 160,846.20 $   50,048.64 $   110,797.56 —A  

柬埔寨福音事工專款  $ 105,200.00 $     6,820.54 $    98,379.46) —B  

彩虹專款  $        200.00 $   91,752.00 $   (91,552.00) —C  

中國福音事工基金  $        300.00 $ 128,351.98 $ (128,051.98) —D  

張蕾專款 $        700.00 $ 114,000.00 $ (113,300.00) —E 

 總額：(A)+(B)+(C)+(D)+(E) $ (123,7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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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