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約人 差傳心
第二十九期 2018 年 8 月

差傳委員會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每當談到宣教，筆者對「從心合一」這首詩歌印象甚深，亦被歌詞所感動。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副歌]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為大使命獻上自己，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這世界為主發光，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體貼神心意，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詩歌教我們明白，在神的國度裡，先要有合一的心，神才會在我們當中作工。這顆心很重
要，一切心思意念都由心而來。心所充滿的，就會說出和行出來。心若求神國和義，合一
則隨之而來，放下私心己意，以神心意為目標，使我們能在地上榮耀神的名，並在各地讓
主耶穌被高舉。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 23
深盼聖約教會差委會將邁向 2030 出發前，先讓我們同在主裡有這合一的心來作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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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消息


麗道堂 -- 彩虹 – 東亞創啟地區

感恩事項
1.

感恩！ 母親已完成雙眼白內障手術。重拾光明。當我返回工場後，母親恢復獨居生
活。請紀念母親的適應、健康與家居平安。

2.

感恩！ 8 月份返回工場。請紀念我的安頓，如：找房屋，重新連接當地朋友。還有建
立新團隊和服侍模式。返回工場後與家鄉人的溝通。

代禱事項
1.

近月我參與母會的小組活動，願我與家人的關係得以進深。另外,我在老家結識一些
“家庭”，感恩肢體們接納我。現正與個別家庭探索進一步的連接。記念我各方的需
要及支援。

2.

為期 3 年的「整全使命培訓項目」：感恩！ 9 月份將舉辦第 1 次老人服務培訓課。我
們已找到足夠的義工教師。請記念開課前大量的溝通和準備，尤其團隊與不同夥伴的
合作。此外請記念招募義工事宜，服侍形式：行政，教學與督導；專業如：醫護，社
工，OT，PT，特殊教育及心理輔導等。



盛恩堂-- 小康之家 – 風沙國

感恩事項
1. 有很多很多家人、朋友及肢體關愛我們，為我們祈禱。
2. 小康手術後康復得很理想。
3. 隊員天霖已抵達風沙國，適應得很好。
4. 在家鄉可以方便聯繫到風沙國的朋友。
代禱事項
1. 小康已於七月底開始接受輔助性化療，為期三個月。求主保守整個療程順利、安全，
減少副作用，讓他早日康復。
2. 求主保守隊友天霖的語言學習和跟同工朋友的團契。
3. 我們在港與風沙國朋友的聯絡能暢順，可以持續關心他們和處理平台工作。
4. 信徒的信心堅定，並有智慧跟其家人分享好消息。
5. 求主差派更多工人；聖靈感動更多人回應，出去，到宋民當中工作。
6. 出書方面，我們仍在慢步進行中。求主幫助。



遠東堂 -- 葉靜儀 – 日本

東榮教會

1. 感恩！ 幾乎每月都有一位大學生決志信主。
求主保守他們的靈命，信心的堅固，在教會扎根成長。因為教會青年人數在過去半年
間倍增，需要整理門訓系統，以便應付牧養需要。求主讓牧師和 Fanny 有牧養智慧，
求主保守初信者不致流失。
2. 感恩神透過約書亞記帶領牧師和 Fanny 更清楚教會的方向。7 月份牧師、同工執事們
和 Fanny 會一起探討教會 3 大方向：
i) 裝備課程。
ii) 是否需要增加一堂崇拜。
iii) 中學生，大學生，職青小組重整。
求主帶領牧師、同工執事們和 Fanny 能有智慧、同心一起探討教會的方向。
3. 分別在 8 月份北星大學福音團契及北海道全學生福音團契，在東榮教會舉行福音營
會。求主使用這兩個營會，使更多大學生信主，已信主的學生更加為主火熱。
4. 為遠藤牧師禱告，除了年青人牧區，牧師還要兼顧兒童、成人、長者牧區的事工，探
訪及每星期主日講道。求主保守牧師身心靈的健康，賜牧養，管理能力，勇氣和信
心，而面對繁重的服侍。
FM Zero 事工
1. 在 6 月份首次舉辦的「fmZero 崇拜」中，有 3 位初信主的學生分別擔任翻譯、見証
和讀經。透過是次崇拜不單可以訓練門徒，更在當晚有學生決志信主。實在感恩，求
主讓團隊知道何時才適合再次舉辦「fmZero 崇拜」。
2. 7 月份會舉辦上學期最後一次外展活動，已邀請了 5 間大學福音團契和 4 間大學英文
學會共 9 個單位出席燒烤，除了燒烤，當日還有福音信息，並邀請同學們參加當日的
才藝表演環節。求主透過是次活動，讓學生們對 fmZero 更有歸屬感。藉此讓更多人
認識福音，願意參與教會聚會。
3. 目前正籌備 8 月的英文福音營，但團隊各人事工繁重，還未有頭緒。求主保守團隊各
人的身心靈健康，不被撒旦攻擊。

個人方面
1. 嫲嫲住院差不多兩個月，感謝主，她在 7 月 3 日出院，回家後精神和活動上慢慢有進
步。現在由三伯父和三伯娘接回家中照料，然而她雙腿未能發力，容易跌倒，同時也
要定時服藥及使用尿袋。為三伯父三伯娘禱告，每晚要多次察看嫲嫲情況，以防她再
次跌倒，求主賜能力和體力給他們，也保守嫲嫲的健康。
2. 求主繼續保守 Fanny 爸爸的身心靈，叫他能有恆心每週出席教會崇拜，與神建立美好
的關係。
3. 近來 Fanny 因爲壓力，疲勞，而引至耳水不平衡，心肌痛，頭痛，四年來持續的風癩
也更發得多，求主保守 Fanny 的健康。
4. Fanny 將於 11 月回家述職。雖然已有一個家庭願意接待 Fanny,但由於述職期 4 個多
月，這會否打攪接待家庭太長時間，還是有其他更好的安排。求主幫助 Fanny 能妥善
地安排述職期的工作及住宿。



遠東堂 -- 天霖 - 風沙國

感恩事項
1. 首都天氣沒有想像中那麼熱，加上同事的幫忙，漸適應風沙國的生活。
2. 感恩已取得一個月的續簽證，期間得到一位懂英、法語的姊妹幫忙。
3. 陶桃姊妹從沙市到首都，感恩能與她見面和傾談，也感謝當中幫忙翻譯的姊妹。
4. 能夠認識在這裡的同事，漸漸建立聯系網絡。
5. 法語的學習，感恩找到一位很用心的老師，希望能持續每天花時間溫習。
6. 感恩與室友能開放地溝通，記念我們的相處，並能成為彼此的祝福。

代禱事項
1. 學習簡單的法語，以應付日常所需。
2. 記念隊長的治療過程，並一家人得着從上而來的平安。
3. 記念在港的家人，特別是媽媽，在生活上的適應調節。
4. 願主保護我的後援和家人，免受攻擊。



遠東堂 -- 陳偉娟 - 厄瓜多爾

感恩事項
1. 暑期兒童活動過後，於上月的「兒童活動重聚日」居然有九成參加者出席。
2. 一位已信主 12 嵗女孩，現正接受初信栽培，教人感到鼓舞。
3. 神藉一個偶然機會，讓我們與一群從未踏足教會的婦女有早餐時間，彼此相交，享受
美點，她們有一半未信主，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代禱事項
1. 求神帶領兒童在神的話語和教會裡成長。
2. 求神讓弟兄姊妹願意委身服侍這群孩童之需要。
3. 求神讓更多婦女參與祈禱會，得著靈裡飽足。
4. 求神施恩保守滿有能力在教會裡侍主愛人，賜力給她身心靈健壯作無愧的工人。
5. 願神堅定三位剛受浸的信徒，滿有信心跟隨主。

基督教聖約教會差傳委員會
為教育出發
聖誕節 - 兒童教育體驗團
截止報名：10 月 2 日
日期：12 月 21-26（6 日）
費用：$5500
短宣訓練：12 月 1, 8, 15 日
行程內容：


為教育出發



認識及體驗當地學校教育事工



關愛兒童工作的需要



參與鄉村探訪、主領教育講座、培訓班及佈道
聚會了解當地文化、歷史及宗教

麗道堂中秋節期間 (9 月 28 日 - 10 月 2 日) 舉辦短宣隊前往柬埔寨，如各堂會兄姊有
興趣，可與麗道堂傳道譚穎琛姑娘聯絡，電話：27198345，費用港幣 5000

差傳基金財政報告
由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收入及支出
項目

收入

支出

$ 16,862.80

$ 6.50

$ 16,856.30

—A

柬埔寨福音事工專款

$ 0.00

$ 0.00

$ 0.00

—B

彩虹專款

$ 0.00

$ 11,757.00

$(11,757.00)

—C

中國福音事工基金

$ 0.00

$ 0.00

$ 0.00

—D

一般差傳事工

總額：(A)+(B)+(C)+(D)

盈餘／（不敷）

$ 5,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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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分享會」
將於 9 月 12 日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於總會：頌恩中心舉行。
邀請了三位來自三間堂會的年青人，分享這個暑期的海外短宣經歷，
還會為柬埔寨及中國宣教事工發展禱告。
歡迎眾 弟兄姊妹 參加。
另外，暫定 11 月 7 日舉行下一次分享會，邀請了盛恩堂東亞創啟地區星仔姊妹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