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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事工委員會簡介》 

「基恩會」展開差傳服事至 2020 年已達 26 年，差傳事工委員會(下稱
「差委會」乃直屬「基恩會議會」的事工，並伙伴兩堂的差傳服事單位

一同實踐「全心、全意、傳福音」跨文化福音的使命。  

 

差委會架構圖(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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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差委會確定了成員將分別由議會成員（當然主席）、兩堂傳

道及兩堂會友（堂委會代表、專責事工代表及特定專責會友）所組成，
以便日後事工的承接。 

 

成員組合： 

1. 差傳事工委員會主席(由議會委派)； 

2. 各堂會派出傳道、差傳代表各一名； 

3. 各堂傳道部/福音事工派出代表一名； 

4. 各事工小組派出代表一名； 

5. 其他代表：資深差委、有差傳負擔的會友及特定職能會友。 

 

任期： 

• 第 1-4項按每年派出的代表出席擔任差委會成員； 

• 第 5項為 2年一任，以便事工延續。 

 

使徒行傳 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
 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差委會事工的願景及功能﹕ 

ª 讓基恩會弟兄姊妹能一同關心及參與跨文化福音事工，並一同全心

全意領受神給予我們的異象，使我們在傳福音到地極的大使命上一

同有份，並成就神所交咐的職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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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成為宣教工場（宣教機構及宣教士）的後勤部隊，藉禱告、金錢奉

獻及人力上作出支援，靠著神使前方宣教團隊無後顧之憂。 

ª 作差派宣教士的教會，設立專責的差宣同工團隊，以制定及執行長

遠差宣策略，並培育及支援被差派的宣教士。 
 

差委會屬下事工事奉範圍： 
 

宣教關顧小組 
本年度基恩會合共支持 4名宣教士。我們透過金錢奉獻、恆常關心及
推動弟兄姊妹們一同禱告，以支持他們服事上的需要。宣教關顧小組

負責物色合適的宣教士、差傳或福音機構。 
 

專責事工小組 
差委會現時專注的宣教工場分別為「泰北」（2009 開展）、「雲南」
（2011 開展）及柬埔寨（2016 開展）三個地區；並分別設立了泰北
小組、雲南小組及柬埔寨小組關顧所屬工場的需要（關顧範圍包括﹕

泰北及雲南的助學安排、訪宣籌備、關心當地受助學生、三個地區的

同工及訂定長遠支援策略等）。 
 

差傳教育小組 
差傳教育小組除了每年籌辦「差傳聯堂崇拜」外，亦會推動兩堂在主

日的講壇，定期邀請差宣機構或宣教士擔任講員，分享差宣訊息。另

一方面，亦透過每月的「基恩月報」發放差委會事工進展、差傳教育

資訊及差宣機構或宣教士的近況，讓弟兄姊妹們在差宣服事上能明白

神的教導，一同關心宣教士的需要及掌握教會差宣事工的推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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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事工委員會 2020年報告》 
楊少祺弟兄 

 

今年差傳事工跟以往不一樣，大部分事工因肺炎疫情暫停，近至

本地醫院探訪和派飯活動，遠至雲南，柬埔寨和泰北訪宣，雲南學生訪

港交流…….等。 

 

有關 2020-2021 助學計劃，雲南助學人數為 40 位大學/大專生和 5

位高中生，合共 45 位。泰北茶房則有 17 學生，及美撒拉 13 學生，合

共 30 位。柬埔寨認獻計劃共 35 單位，由 7 月開始為期 36 個月，感恩

已全數達標。 

 

至於 4 位長宣工場的宣教士，只有 B＋有零聲事工展開。凱豐因回

港覆診後未能再上工場，需在家以視頻工作。蔡姑娘一家亦因黃先生的

健康問題於三月回港，並在八月初重返工場。冰悔受肺炎疫情、治安和

天災等因素影響語言學習。今年的差傳聯堂崇拜亦改爲兩堂各自舉行差

傳崇拜。 

 

最後，我們亦在差傳手冊更新訪宣和短宣實習計劃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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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狀況 

感謝神，差傳奉獻情況未受肺炎影響！ 

 

2019-2020 年度差委會共撥款港幣 76 萬，54 萬支持宣教士、仁濟

院牧、泰北、雲南及柬埔寨工場、訪宣等，22 萬代支奉獻泰北事工、

瑪莉姐醫療費用及泰北雲南助學。 

 

預算 2020-2021 年度差委會總支出約為港幣 57 萬，包括支持三個

工場及三位宣教士約為港幣 36萬，其餘是各項代支(參附件一)。撇除代

支奉獻、信心認獻及 4 至 7 月恆常撥款，仍需要港幣 24萬。 

 

截至 7 月底差傳奉獻總收入約為港幣 30 萬，撇除柬埔寨事工、各

項代收奉獻，兩堂奉獻及兩堂基金撥差傳事工收入約為 9萬 5千元（參

差傳基金狀況）。現時差傳基金結餘約為港幣 11 萬（已撇除代收項目，

參 8月月報）。 

 

感謝神的恩典！求信實不變及全備的主供應所需。 

 

總結 

雖然受不同因素影響，由 2019 年下半年開始出現社會運動，新冠

肺炎或香港政治氣氛轉變。我們感受到神仍然保持帶領差傳工作，我們

支持的宣教士仍然有健康身體，助學地區未因疫情而受大規模影響。感 



 
 

 
 7 

 

謝神！當肺炎止息後，差傳火炬會再一次燃點發亮。回應香港或世界發

生重大事故，不論差委會或個人方面也是可以停下來思想，香港現今世

界位置跟內地或世界的連接已不一樣，差委會要重新定位，從新計劃用

我們有限資源下來承傳各地差傳工作。現屆差委會會用餘下時間去探討

未來方向。 

 

以賽亞書 30:15「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

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感謝天父的恩典，藉著主耶穌基督犧牲的愛，使我們成為大使命

中的一員，同負一軛、同心合意地推動差傳及宣教事工，感謝各位弟兄

姊妹對神福音國度的擴張，投入參與、忠心代禱和奉獻支持，願天父親

自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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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基金狀況》                                  
基恩會各項差傳收支 

 

 

項目  2020 年4-7 月  2019/20 年  2018/19 年  2017/18 年

兩堂奉献 20,850.00 81,189.50 108,157.60 140,225.00

兩堂基金撥差傳事工 74,795.06 212,960.88 224,490.25 213,579.00

總額 95,645.06 294,150.38 332,647.85 353,804.00

各專項奉獻

柬埔寨事工奉獻支持 117,800.00 118,670.00 119,260.00 120,900.00

訪宣報名費及籌募費 0.00 104,730.00 82,950.00 121,370.00

宣教實習報名費及籌募費 0.00 0.00 1,500.00 45,003.00

代收泰北事工 50,000.00 31,100.00 76,700.00 129,840.00

代收雲南事工 0.00 14,807.40 33,230.00 0.00

代收泰北瑪莉姐醫療基金 0.00 3,100.00 0.00 6,580.00

代收泰北/雲南助學 41,500.00 120,550.00 147,250.00 125,500.00

各項代收奉獻 0.00 0.00 8,788.40 5,490.00

總代收奉獻 91,500.00 169,557.40 265,968.40 267,410.00

總收入 304,945.06 687,107.78 802,326.25 908,487.00

柬埔寨事工(蔡嘉佩宣教士) 40,200.00 195,600.00 185,295.00 161,376.00

泰北事工 33,600.00 77,200.00 67,200.00 67,200.00

雲南事工 12,000.00 48,000.00 58,000.00 47,000.00

支持3位宣教士: 凱丰一家/B+ 家庭/冰梅 18,000.00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支持福音機構: 仁濟院牧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泰北/雲彩之旅訪宣費用 0.00 137,904.41 86,247.40 103,341.40

宣教實習 0.00 0.00 15,250.43 46,817.40

差委會什項(差傳年會、参觀、書刋等) 83.40 790.20 3,750.00 13,288.00

代支泰北事工 64,500.00 55,600.00 136,500.00 125,000.00

代支雲南事工 0.00 35,507.40 0.00 0.00

代支寄往泰北瑪莉姐醫療費用 580.00 2,520.00 1,000.00 6,080.00

代支奉獻宣教士/ 其他 0.00 0.00 0.00 1,000.00

代支泰北助學 45,000.00 52,500.00 35,000.00 50,000.00

代支雲南助學 0.00 77,300.00 104,350.00 82,000.00

總代支奉獻 110,080.00 223,427.40 276,850.00 264,080.00

總支出 221,963.40 762,922.01 772,592.83 783,102.80

盈/(赤字) 82,981.66 (75,814.23) 29,733.42 125,384.20

承上結餘 444,450.26 520,264.49 490,531.07 365,146.87

差傳基金結餘 527,431.92 444,450.26 520,264.49 490,5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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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0-21 年度差傳預算 2020-21 年度

總額

預算基恩會支持各單位總額 附註 1 360,000          

代支 ( 泰北雲南: 事工及助學) 212,000          

預算 2020-21 年度基恩會差傳總支出 572,000          

基恩會支持三個工場及三位宣教士分配 每月 每季 總額

柬埔寨事工( 差傳基金支持6成；柬埔寨事工支持4成 ) 13,400       40,200      160,800          

泰北事工 5,600         16,800      67,200            

雲南事工 附註 2 4,000         12,000      60,000            

支持三位宣教士: 凱丰一家/B+ 家庭/冰梅 每位 $2,000 6,000         18,000      72,000            

預算基恩會支持各單位總額 附註 1 29,000       87,000      360,000          

總額

雲彩會同工津貼 24,000            

雲彩會培訓及行政費 24,000            

雲彩會學生訪港行程津貼 12,000            

雲南事工 附註 2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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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福音差會簡介》 

 
 

 

以色列福音差會是一個國際性福音派差會，以教會為基礎、跨越

宗派、跨越國界、以聖經為本、重視問責，專向世界各地猶太人傳揚基

督的福音。教會實踐主耶穌的吩咐向普世的各民族傳福音時，不可忽略

向散居列國的猶太人傳福音 ，若我們所傳的福音不是猶太人的福音，

那麼這福音根本談不上是給普世的福音。無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耶穌

是唯一通往神的途徑，只有相信祂才能得救。我們務求以各種正當的手

法傳達“耶穌是彌賽亞”的信息給猶太人。 

 

香港分會 

香港分會於 1990 年初步成立，得到多位一直支持以色列福音差會

的弟兄姊妹聚集禱告，這些弟兄姊妹來自香港不同的教會，他們所屬的

教會都忠心於向猶太人傳福音的事工。香港分會主要的事奉是提供猶太

人宣教的資料，在華人教會中分享以色列福音差會宣教異象和挑戰，鼓

勵教會積極參與猶太人福音事工。1992 年分會正式註冊為慈善團體，

剛巧這年亦是差會成立 150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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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工場 

差會現於英國、法國、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家開展事工。 

 

你的參與 

• 禱告：訂閱宣教士代禱信 

• 參與差會祈禱會 

• 參與差會的公開聚會或課程 

• 金錢奉獻 

 

篇幅所限，未能盡錄機構資訊，歡迎經以下方式與差會聯絡：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長利商業大廈 1101 室 

電話：6390 9787 

電郵：info@cwi.org.hk 

網頁：http://cwi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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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分享：B+》 

Who will give it all for Jesus? 

For unreached to become reached. 

「誰願將一切獻與耶穌？好讓福音未及之民認識福音。」 

 

這是我們 Acts13 團隊今年的主題及方向，因為我們相信神不斷地

尋找一些願意為主獻上，成就福音工作的人。同時也是給我們自己的一

個挑戰，是否願意為著福音，將一切獻與耶穌。 

 

將一切獻與主，相信是每一個基督徒的責任。我們唱詩敬拜時都

會常唱到，「願將所有獻給主。」但又有多少信徒會把這個心志結連到

福音未及之民上？ 

 

要把這兩句話連在一起，不單需要對主的愛有所體會，更對祂的

大使命有其認識，更重要的是有顆回應的心。 

 

過去的一段日子，我們藉著出版代禱資料、多元媒體、查經及不

同主題的差傳訓練課程，來幫助迦納的弟兄姊妹明白主耶穌給我們的大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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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一次到一個牧師團契中帶領宣教聚會，當中有為福音未及

之民祈禱的環節，會後一位牧師告訴我他覺得該祈禱環節時間實在太短

了，他剛剛才知道原來還有這麼多民族是福音未及的，身為迦納人的他，

更從來沒有想像過單單在迦納，已有最少十多個福音未及之民，實在需

要更多人為他們祈禱。 

 

在非洲，還有差不多一千多個族群算是福音未及之民，意思是在

該族群中只有少於 2%的福音派基督徒。因為當中基督徒人數實在太少，

他們還未能自我增長，所以還需要外來宣教士幫助他們。 

 

Who － 在茫茫人海中這位「誰」究竟是誰呢？這是我們最想問的

問題？ 

 

感謝主，祂不斷把這些「誰」帶到我們的身邊，當中有學生、年

輕人、老師及大學教授等等。雖然他們各自都有其故事，但都願意

（give it all for Jesus！） 將一切獻與耶穌，在各自的崗位運用其恩賜，

好讓福音未及之民認識福音！ 

 

最感動我的是其中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他主動來找，分享神感

動他要到M 民當中服侍；還有另一位年輕人，之前他曾參與我們Wa的

事工，現在於北部一個村落裡作兩年短宣服侍。在這兩年短宣快將完結

前，他與我們分享現正祈禱等候，考慮委身作長期宣教。當我聽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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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心聲時，很感受到他們所面對的挑戰及家庭壓力都不會比我們少，

可是在他們的生命之中，已選擇了什麼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事。 

 

你們不是說『還有四個月才到收割的時候』嗎？看啊，我告訴你們，舉

目觀看那些田地！莊稼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經得到工錢，收

聚穀物到永生，使撒種的人和收割的人一同喜樂。( 約四：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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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分享：冰梅》 

我們在作什麼…… 
 

當所有語言考試完結後，我開始參與更多服事。透過外展、英語

班及難民工作接觸更多的人。在聖誕節前，天父使用不同平台，讓不少

朋友有機會認識基督降生，我心裡充滿喜樂。 

 

二零二零年一月收到內地新冠肺炎爆發的消息，我與同工分享有

關消息並禱告守望，盼望疫情得以控制。二月頭我收到香港來的信息，

盼望我從這裡寄口罩到香港，我走到不同藥房購買口罩，但藥房竟然沒

有口罩出售，無花果國沒有新冠肺炎個案，為何連一個口罩都找不到？

原來這裡的口罩早已經出口到中國及香港，我與同工談及有關需要時，

最後請朋友家人從美國寄口罩到香港。同時間，我心裡開始感到害怕，

二千萬人口的高密度城巿，連一個口罩都找不到，人們如何預防肺炎？

若爆發肺炎我們該怎麼辦？ 我心中不斷禱告，求神憐憫這個國家。 

 

三月時我為復活節前的聚會禱告，求神使用不同聚會，讓更多人

認識祂。突然間，周邊國家疫症嚴重爆發，在三月中無花果國有了第一

個新冠肺炎個案，政府立刻宣佈一連串防疫措施﹕停市、停課，飛機停

航，餐廳以外的餐飲場所一律停止營業至六月頭，餐廳亦只能提供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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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停巿，但肺炎感染人數並沒有停下來，反而一直上升至每日約有五

千個案，四月中，無花果國實施宵禁。 

 

教會自三月中開始停止了一切聚會，各項事工停止，外展探訪停止，

短宣隊也要取消，未來情況如何？沒有人知曉。六月初開始復巿，但這

裡每天仍有約一千個新症，直至八月中，新冠肺炎情況仍是反覆，每日

約有一千二百宗新個案。 

 

在香港也進入了第三波情況，一切聚會也停止了，未來情況如何？

沒有人知，我們也難以估計，在疫症中我們關心的是什麼？我們心裡記

掛的是什麼呢？我們有否忘記未得之民？ 

 

在疫情仍然是嚴重的情況下，神提醒我及身邊同工一件重要的事，

我們需要更多的禱告。以往我們常常想，我們要做這事、做那事，我們

要怎樣計劃、怎樣預備。疫症來的時候，我們完全停下來，我們需要忍

耐、等候、禱告，單單的仰望及信靠祂。 

 

這段日子不斷聽見疫情、雨災、蝗災、天災人禍等不同消息，彷

彿耶和華的日子快要臨到。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但，這天國的

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將來如何，沒有人

會知道，當人驚慌害怕的時候，仍然有工人被差往工場。勿忘記，將眼

光放在神身上，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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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分享：黃志明、蔡嘉佩伉儷》 

在全球疫情的憂慮下，柬埔寨不少農村家庭都紛紛製作稻草人

「丁蒙」。村民給它穿上衣服與帽子，放在門外。有的會將一盆染紅的

水，放在它旁邊；有的會直接倒在丁蒙的頭上。他們認為當惡靈經過家

門時，會以為屋內的人已經死了， 

 

毋須以疫症殺死他們，全家便可免於災難。可是有一個農村家庭，

清早起來，竟看見門外的丁蒙，已被弄得支離破碎。稻草沒有了，只剩

下衣服。仍在驚訝之際，附近村民對他們喊道：「丁蒙已被水牛吃掉

了！」這件真實事件，是在柬埔寨上丁省一條農村發生的。 

「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見了大光；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們。」 

(太 4:16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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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記述的事情，增加了我倆對柬埔寨人靈界觀念的了解。當我

們追溯到公元九世紀的吳哥王朝，原來印度教的泛靈思想從那時起，經

已影響著柬埔寨人。今天很多柬埔寨人仍然相信亡靈、神仙之類的靈體，

會依附在不同的物質之內，如大樹、田地、路旁等等。他們自小已聽過

很多民間傳說，疑幻疑真。對靈界事物，彷似認識，卻又陌生害怕。親

身經歷赤柬時期的柬埔寨人，有的收到失散親友的死訊，甚至目睹親人

被殺。當時每四個柬埔寨人，就有一個被無情地殺害。死亡是如此的接

近，這也致使柬埔寨人對亡靈的恐懼。 

 

 

 

 

 

在柬埔寨生活，我們很容易會看見人們的手腕上戴著紅繩，有人

會把紅繩綁在摩托車和私家車的倒後鏡上。他們相信這些從廟宇僧侶，

或是祭儀店舖得來的小繩子，可以保他們路上平安。此外還有每家每戶

設在門外的靈屋、唸過咒語的腰帶、符咒紋身、掛在屋內的黃布、街市

或路旁的占卜、邪術等等。不少柬埔寨人每逢遇上重病、車禍、工作上

不順利等事情，都會認為與得罪亡靈有關。遇上這些事情，有柬埔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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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到廟宇求靈符。較有經濟能力的，會請幾位僧侶到自己屋裡頌經。他

們在各種儀式中獻上牲畜祭品，目的無非是要討好所懼怕的靈體。 

 

 

 

 

 

 

 

在我們服事的地方上丁省，有一個偏遠的小島叫桑比亞島，島上

居民甚少與外來人接觸。村民都住在傳統的高腳屋內，以種植稻米與蔬

果為生。一次我們有機會來到他們的村莊，探訪一對基督徒夫婦，這對

中年夫婦面容流露著基督的喜樂。我們一面坐在木地板上，品嚐他們種

植的柚子；一面細聽他們訴說基督如何改變他們的生命。多年前，這位

丈夫患上重病，認定自己是得罪了惡靈，於是求巫醫為他治病。巫醫要

求他獻雞，接著又獻豬，最後連家中至貴重的一頭牛，都獻上了。家中

弄得一貧如洗，病情卻始終沒有好轉，令他十分絕望。後來他才知道，

他妻子早前在村裡遇到一個外國人，這人向她講述耶穌基督的福音，她

便存單純的心相信了主。當妻子告知他信了耶穌，他以為妻子瘋了，竟

去相信外國人的宗教，而且處處逼迫她。這婦人的內心十分單純，每當 



 
 

 
 21 

 

有困難或家中有人患病，她便會祈禱求神醫治。後來這丈夫看見妻子的

改變，硬心逐漸軟化，最後也決志相信耶穌。他向我們分享，從前自己

花光所有財產也沒有平安。現在他不用花錢，卻能經歷信主而得的喜樂

和平安。他初信主的時候，附近的村民對他們信主十分反感，後來也被

他們的見證所感動，一個一個信主。現在這對夫婦的家，更成為主日敬

拜的聚會點呢！ 

 

 

 

 

 

 

 

感謝神的憐憫，這對從前活在恐懼與不安中的農民夫婦，因著福

音真光的臨到，他們不但生命被改變，甚至他們的家庭、鄰舍也都被改

變。但願神的榮耀，在柬埔寨不同的角落裡彰顯出來，讓更多受著靈界

捆綁的柬埔寨人，能夠得著釋放，享受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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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及代禱》 

 

兩堂學生福音事工： 

w 記念學生福音事工的財務需要，求主供應。 
w 記念同工、各團契導師、組長的事奉，求主賜身心靈加力。 
w 為新學年的事工代禱，記念同學們能適應疫情下的學習模式。 
w 屯門堂中學生福音工作: 將有實習神學生加入青少年牧區，願她盡早熟
習新環境，並與教會青年融洽相處。 

w 屯門堂小學生福音工作: 記念仍未接獲教育局批出之新學年區本計劃文
件，求天父看顧郵遞可早日恢復正常的運作。 

  
 

兩堂醫院探訪．仁濟、屯門及博愛醫院： 

w 請繼續記念疫情，求主幫助港府防控措施有效，確診數字逐日減少，

病毒消失遠離我們。求主加力給我們，在疫症期間繼續禱告，為病者

和醫護人員禱告，求主憐憫醫治。 
w 求主帶領荃灣堂及屯門堂的定期醫院義工探訪服事，加力給參與的弟

兄姊妹，攜手把主的愛帶給病人。 
w 記念荃灣堂將參與 9月 19日周六下午仁濟院牧事工步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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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明、蔡嘉佩伉儷．柬埔寨： 

柬埔寨全國: 
w 記念現時有 15 個省份（包括上丁省）超過二千名患者感染由蚊子傳播
的"基孔肯雅熱"，記念村民能有效防治蚊蟲。 

w 不少柬埔寨人民仍長期活在靈界的恐懼與不安中，記念福音真光早日

臨到，讓他們經歷從神而來的真平安。 
三居村: 
w 素其家庭﹕求主使用福音書籍及錄音，讓素其女士、兩個女兒及附近

的小朋友認識主耶穌。 
w 素尼沙先生﹕他早前在家中不慎被機器切斷了數隻手指頭，感恩傷患

已康復，求主讓他願意打開心門尋求認識主。 
長池村: 
w 記念每主日在叔京家庭舉辦的兒童主日學，疫情緣故聚會未能進行。

求主藉宣教士的探訪及聖經故事分享，能讓兒童及其父母能明白真理。 
w 記念叔京夫婦能在生活中實踐信仰，在鄰舍中見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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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工場．茶房教會： 

• 感謝主，教會各項聚會都已回復正常。 
• 9月7-10日，瑪莉姐將會代表協會到曼谷出席「基督教全國大會」，請

記念路途及會議順利。 
• 泰北蚊患嚴重，恐怕會有人感染登格熱病，祈求主保佑各人免受蚊患

感染該病。 
• 泰北學校在9月份會有期中試，求神保守學生們有健康的身體，專心

溫習以面對考試。 
• 感恩Compassion 方面得美國教會繼續支持到明年6月，請代禱求主
帶領日後的路向。    
 

 
 
雲南工場．雲彩會： 

w 雲彩會完成了在 7月和 8月的 10 場網上培訓聚會，對象包含了已在社

會工作的前畢業生，今年大學畢業生、大學生和高中畢業生，平均每

場都有 10 多名學生出席，並樂意分享。 
w 因取消了雲彩之旅，雲南訪宣隊改在 8月 1日和 8日以網上培訓聚會和

一班我們支持的大學生見面，兩場共有 27 名學生出席，並樂意分享，

當中氣氛良好。 
w 內地高考成績已公佈，感恩雲彩學生們成績都理想，記念同學們報讀

大學和學科進程，也記念一些成績未如理想同學決定前面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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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因航班問題，Sam 回港行程計劃需再度更改至 9月。 

 

 
凱丰一家‧東亞‧顧問與教育行政： 

基恩會眾同工弟兄姊妹平安！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和代禱。

理想跨文化的工作長處於非常態、在不同的常態之間的動態徘徊是常態。

跟疫情無關長時間的靜止、因循、盲目地順應潮流可能是非常態。聽起

來有點變態。常態不會帶來變革。盼望自己和大家回應在神國度於神家

中的召命 – 風雨飄搖中的逆(“疫”)境中，能活出處變不驚的”神

“態 – 超常態。 
 

感恩代禱事項： 
凱丰先生： 
w 感恩我們對新常態的適應。蒙神保守我們健康。一家人有更多的時間

在一起。能夠在網上收看配靈研經會的和其他資源。 
請代禱： 
w 我能睜開眼睛，驚嘆神話語的奇妙。詩篇 119， 繼續學習祈禱並為屬

靈挑戰做好準備-弗 6。讓我們在靈裡不住更新成長。以西結書 37， 
神會引導我們走向希望和 shalom。耶 29:11 

w 求神清楚帶領。主領我何往必去，命我何言必言。尋找新的工場/項目。
已經有一單位發出邀請，在洽談中。 



 
 

 
 26 

 
w 在接下來的三個月中，三個主日中講道。學習和研究。 
w 在適當的時間回到舊居，並處理那邊的情況。 
凱丰太（Loretta）：未來幾年的新工作：在 WOHK 的當前工作以及在

國際學校的兼職工作。管理時間並平衡家庭需求。 
凱丰仔：今年充滿變數，求找到工作和未來的學習。回到神那裡。 
凱丰女：繼續在大學，網上學習。能夠適應。還有未來的道路。祈求上

帝的引導。 

 
B+．西非迦納： 

w 記念我們的隊工，求主讓我們運用各人的恩賜，彼此配合。 
w 記念有班有心差傳的年輕人（大專至初職），求主賜我們智慧，引導他

們走上宣教路。 
w 現正預備一些有心向 M民傳福音的教會或小組作傳福音訓練，求主使用

並賜下更多的負擔。 
w 記念禾皿今年是中學最後一年，記念他在考公開試及找大學的過程中，

經歷神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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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梅．創啟地區（中東）： 

w 感恩冰梅最近透過收看奮興會直播，從中得到很多提醒。 
w 感恩冰梅與朋友定期見面，彼此禱告及守望。 
w 感恩冰梅已定下回港述職之日期。 
w 八月長假期後疫情反覆上升，人民普遍防疫意識減退，記念政府找到控

制疫情之方法。 
w 冰梅盼望在禱告方面有更多學習與操練，放下掛慮，時刻依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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