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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禮明 

 

 

英國差傳统計學家 David Barret 發表之 2006 年全球各項

與差傳有關之數據： 

 

全球人口 6,529,426,000 

基督徒(廣義的包括天主教、

東正教等) 

2,156,350,000 

非基督徒 4,373,076,000 

福音未及之民 1,806,065,000 

全球基督教聚會地點 3,770,000 

基督徒佔全球人口比例 33% 

福音未及之民佔全球人口比

例 

27.7% 

海外差傳機構 4,410 

海外宣教士 448,000 

 

面對如此龐大的未得之民，當中近三成更是未曾聽過福

音的。What would Jesus do?差傳事工又如何配合神的心意：

「福音要傳到地極。」新界神召會差傳事工委員會所作的是否

祇是杯水車薪？ 

 

就過去五年而言，許多弟兄妹姊對差傳工作的支持，無

論是行動上或經濟上，那份忠心及委身，是有目共睹的，各人

為着那不能壞的冠冕，不斷地學習捨己，在耶穌眼中，這是一

幅多麼美麗的圖畫，在永恆的計劃中佔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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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事工委員會在這些年間，為我國廣東省同胞修橋補

路建教堂，足跡尚能到達山區偏遠之地；也主領近百次聚會、

晚會、佈道會，在期間決志信主的，最保守估計也超過 500

人。弟兄姊妹，或許你只付上禱告的代價 (深信亦是最重要

的)，這些種種都歸到你們的帳上。 

 

朱熹傳釋孔子之核心信念—忠恕：盡己為之忠，推己為

之恕。寬恕接納別人過往之自私錯繆，立志盡上沒保留之「本

份」，這亦是聖經的核心概念，保羅要求腓立比人作完全人，

其標準就是盡己(腓三 12-16)。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我們不願看見「未得之民卻永遠

長存」。未來五年，我們又能為主盡上多少本份？差傳事工委

員會又何去何從？跳出廣東省？支持宣教士到10/40 之窗？與

委身於宣教之團體合作？或許最優先考慮的，是求主興起一些

真心並能身體力行，為差傳宣教盡力之隊工。誰是此時此地有

耶穌基督普世宣教眼界之盡忠的好管家呢？求莊稼主打發祂的

工人罷！ 

 
 

 

編者按﹕10/40 之窗是指全世界最多未得之民的地區，它就是介乎地球緯

度 10至 40的地域，當中包括所有的東南亞、非洲大陸及南美洲

大陸的國家。 

 

 

 

 

 

 

 

 

 

 
 



 3 

禱告 中 記 念一 間磨 

鍊中的教會── 

樂樂昌昌市市基基督督教教福福音音堂堂   

 

張小明牧師  

 

正如大家所知道，今年 7 月 14 日以來，由於颱風碧

利斯的影響，廣東各地暴雨成災。據官方報導全省共有

13 個市 64 個縣（市、區）563 個鄉鎮受災，受災人口

746 萬，全省因災死亡 66 人，倒塌房屋 5 萬多間，轉移

遇險群眾 100 多萬人，全省直接經濟損失總計 93 億元。

特別是韶關樂昌市，更是發生了百年一遇的洪水。韶關

樂昌市是廣東當前災情最嚴重的地區，據報導在很短的

時間內市區就形成了一條條湍急的河流，整個市區的平

均水深達到了 4 米。樂昌街面全部被淹，外界通往市區

的交通也全部中斷，使樂昌市淪為「孤島」，全市有 50

多萬人，44 萬人受災。市民因遭遇斷水斷電，加上缺衣

少食，使日常生活難以為繼。在被洪水圍困了三日之

後，7 月 17 日洪水才漸漸退去，7 月 19 日洪水退去兩天

後，洪水所造成的破壞卻仍歷歷在目，沖毀的房屋到處

可見，連接市區南北兩岸的橋梁也被沖毀，連接這座城

市的鐵路大動脈仍處於癱瘓狀態。走進這座被洪水浸泡

了兩天的城市，街道上仍然有大量的泥水。而樂昌市基

督教福音堂水深達到三樓，破壞及損毀情況嚴重，信徒

受災人數超過 600 戶，仍有很多未能聯絡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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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接觸樂昌市基督教福音堂是在前年 2005 年

9 月 17 日，記得當時是參加教會差傳事工前往的。當日

9 月 17 日早上 7 :30 準時在上水火車站集合，我們一行

11 人，分別元朗堂 7 人、屏山堂 4 人。經過約 7 小時的

車程就到達了樂昌市基督教福音堂。福音堂位於廣東省

紹關縣樂昌市的市集，那裡有很多小型商舖及小販，非

常熱鬧。福音堂負責人是位個子細小，有點像潘大姑模

樣的段偉玲長老。福音堂樓高四層，外型美觀。我們受

到熱情的款待，記憶尤新，因有我的至愛──龍眼。  

 

教會內張貼了樂昌市基督教會規章制度，共有 7

章 38 條，分別有 1.總則、2.機構管理、3.工作管理、4.

財務管理、5.物資管理、6.教會事工管理及 7.勸慰。而

我就特別留意到第 34 條『維護三自原則，抵制來自國內

外的個人或團體的破壞和干擾，對不明真相的傳道人不

給予講道。』因我將要在 18/9 主日崇拜中講道，所以特

別留意這條，這亦都表示了他們對我們教會的信任。另

外，教會內亦張貼了宗教事務條例，共有 7 章 48 條，分

別有 1.總則、2.宗教團體、3.宗教活動場所、4.宗教教職

人員、5.宗教財產、 6.法律責任和 7.附則。而我亦特別

留意第 12 條『信教公民的集體宗教活動，一般應當在經

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內舉行 - - - - - - - -』，後來我亦知道教

會亦有很多點作家庭聚會呢。  

 

教會內亦清楚張貼了福音堂崇拜時間表：  

 

  禮拜一，上午 9 時，教務委員會成員查經。  

  禮拜三，上午 8 時，早禱會。晚上 7 時 30 分，查經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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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上午 8 時，探訪。晚上 7 時 30 分，見證

會。  

  禮拜六，晚上 7 時 30 分，青年團契、詩班練唱。  

  禮拜日，上午 9 時，主日崇拜。晚上 7 時 30 分，主

日崇拜。  

 

     並清楚張貼了樂昌市基督教福音堂近期的財務收支及

會務進展。當日 17/9 禮拜六，我們參加了一場晚會後，

便入住了一間二星級的酒店。  

 

    禮拜日，我們兵分兩路，一隊 6 時出發往大洞教會

〈福音堂的分堂〉，而另一隊就參加 9 時樂昌市基督教

福音堂主日崇拜。崇拜禮堂設在三樓，二樓及四樓觀看

直播電視，當日約有 600 人聚會，大部分是婦女、以年

長居多。我負責講道，講題是『1/10 奉獻的再思』〈是

教會要求講的題目〉。午飯後開始分組探訪，我小組再

分三組，連同當地教會執事、組長一同家訪。我小組探

訪了四個家庭，第一家是年青人 - - - -超過五年瘸腿、父親

中風，只得母親種田維持生計及要照顧他們的起居飲

食，他們的生活環境惡劣。第二家是三位愛主的姊妹及

父親，他們的家庭用作聚會點方便鄰居聚加聚會。第三

家是一位姊妹的丈夫中風後幾年臥床，因失禁整個房間

都臭氣沖天，家境亦相當貧窮。第四家是一位獨力照顧

家庭的婦女，其家境同樣貧窮。分組探訪完畢後與大洞

一隊會合，段長老帶同各執事請我們吃晚飯；之後我們

分享至 11:30 後回房休息。明天一早踏上歸途。  

 

    當時我寫下了幾點樂昌市基督教福音堂興旺的原因，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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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為他們祈 

禱好嗎﹖ 

1.  清晰的領導人 - - - -段偉玲長老。她有異象、有魄力、

有見證、有影響力。  

2 .  執事、弟兄姊妹順服的參與。他們一呼百應，積極的

參與事奉，並用「心」事奉。  

3 .  緊密的組織網絡。樂昌市基督教福音堂〈總跎〉，有

百多個福音點，每一點有一兩個負責人〈分跎跎

主〉，平日由福音點負責人做跟進關顧工作及開展福

音點聚會。有特別需要由分跎跎主聯絡總跎安排執事

探訪有特別需要的人。  

4 .  相信祈禱的能力。段長老、執事、弟兄姊妹都非常相

信祈禱的能力。  

5 .  會眾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很喜歡唱歌和學習新歌。  

 

    雖然樂昌市基督教福音堂現在正落在磨鍊的當中，但

我相信神聽我們的禱告，她很快就會康復過來，並能幫

助遠近有需要的人。根據所得資料，福音堂現已發放 60

戶全屋倒塌每戶 700 元人民幣；發放 460 戶被水淹沒家

庭每戶 300 元人民幣；另有 80 戶因交通受阻未能到達，

稍後會補發。福音堂現正主力處理教堂建築物維修及購

置迫切用品，請兄姊繼續為福音堂的善後工作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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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振威 

 

        九七回歸後，香港人開始體驗中國國家主權的落實。香港

是中國的一部份。 

 

       這樣的局面轉變，對中國宣教又有什麼的影響？ 

 

       中國現在不足 5%的人口信主，信主人口的比例與香港差

不多。現在往內地工作的香港人，超過 22 萬。而且輸往內地

工作的香港人，多是專業人士如：管理、廣告、保險等專業。

並且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十分快，到 2020 年，會有 60%的人

口，將會居住在城市。現在鄉村的年青人，都會渴望到城市打

工。這會使到鄉村的人口比例開始老化，同時，到城鎮打工的

年青人，因礙於學歷，只能從事體力勞動或工廠的僱員，收入

難以維持在城鎮中過舒適的生活，只能打工幾年，衣錦還鄉，

做些小生意。 

 

1. 廣東沿岸，有 1 千萬名工廠民工，是福音廣大的禾場，等

待有策略去收割。工廠福音晚會、小型創業機會、小型商

店前鋪後教會的模式等，也有待更多祈禱、努力策劃，才

能開發更多福音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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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裡的知識份子，對信仰採取開放的態度，極需要有神

學訓練，在真理上能與知識份子對談的人，來收割。北上

工作的香港知識份子，可以在工作的平台上，認識國內的

知識份子，以靈活的小組牧養查經及理性的反省信仰，會

提起別人信仰的胃口。 

 

3. 城市裡的貧窮人，只能活在繁榮的邊緣，為有錢人打工，

卻得不到繁榮所帶來的太多好處，也將會是要幫助的一群

人。助學、建校舍給民工子女、幼兒托管、給與簡單的醫

療衛生檢查，是直接，也是最快接觸到這一群體的方法。 

 

       至於小鄉鎮重建教堂，會吸引很多上了年紀、母親帶著年

幼的人士來到教會，他們的父親多到了城鎮打工。但這群人

士，牧養層面上，要花很多時間去探訪維繫。奉獻也不足以維

持一個傳道人的生活，所以，很多鄉村的傳道人，自己也是農

民，這樣才能過活。 

 

       中國的福音禾場是很大，工人真的不足。需要有更多弟兄

姊妹投入中國福音的廣傳，基督的教會，才能在中國每個角

落，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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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秀慈 

 

        若向讀者提問有關於“宣教”“短宣”“差傳”“宣教

士”等字眼問題，你會有何回應和聯想﹖可會想到他們所作

的好偉大，很了不起呢﹖又或他們所作的，真是與別不同，

其屬靈生命必定非常剛強堅定，而且對神的事工又極之委身

呢﹗ 

 

        曾經有位一宣教士分享，說他們所做的並不是甚麼偉大

工作，其實是很平凡和沒有什麼不起的，他們那只是和當地

人一同生活，做他們的鄰舍，日常生活的態度、行為才是他

們活著人前的見證，很平凡﹗當我聽到這樣的分享，心裡也

認同她那說法，因在我心態中也曾有如上文提到“他們所作

的好很偉大，了不起．．．”的想法。她開拓我對宣教士或

是對宣教的眼光，同時也令我不得不敬佩那宣教士的態度，

她生命裡的謙卑及對神的敬奉服事﹗ 

 

        對的，他們是普通人，只不過生活於跨文化，不同言語

的環境，工場非本地──香港，而是異地。看哪！他們為了

進駐異於本地文化社會，努力以赴去學習他們的生活、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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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習俗，以至衣著也有所不同。要調校和改變自己的文

化和生活習慣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所以宣教   

士所付出的又何止那少少呢？ 

 

       早前，從 CCMN 轉寄電郵中收到那宣教士的近況，因要

進入當地人的生活，她除了一方面要適應新環境外，在言語

的讀寫方面她也要從新學習。她所擺上不同大小耕辛、眼淚

及所面對的是非也不是我們能夠完全明白和了解的。或許當

心感乏力一刻來到時，她也和平常人一樣，需要弟兄姊妹的

支持和鼓勵。代禱更是少不免要做的指定動作﹗曾記得我答

應為那宣教士的生活事工代禱，以示對支持。直至最近收到

她的電郵，心中突然奇想，何不以電郵直接回應她的工作，

這也不是一件美事嗎？他們活於異地工場，若然收從海外朋

友寄來的支持和鼓勵，豈不是高興雀躍麼﹖一封少少的電郵

回應也不是一件苦差，何不行動呢？因此，我回應了，喜出

望外的是竟收到她的回覆﹗好感恩，得祝福的不只她，我也

因此得祝福和喜樂。 

 

        另外，曾一次參加 CCMN 的刺激會，當時為了支持海外

宣教士，即場致電其中一位宣教士，每人說一句支持鼓勵說

話，一人一句，共 30 多句﹗那刻，宣教士們十分感動，得

到那麼多人的祝福覺得非常意外。其實他們也只不過是平凡

人，事奉時也需要人的支持，希望你也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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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差傳傳行行程程有有感感                           陳瑞逑 

 
      

教會承繼李希望教士和潘慈惠牧師的差傳使命，所以差

傳部每年都安排幾次回國內探訪不同地點的教會。國內的教

會，主曰學的小朋友很多，青少年比較少，中年的也不多，但

長者就有很多，而姊妹所佔的比例亦相當大。她們很渴慕神，

很喜歡我們為她們祈禱；她們雖然很年長，但很會學唱詩歌，

亦很早便到教會去，我們在教堂外已聽見她們嘹亮的歌聲。每

逢教會有慶典時，長者詩班總會在台上歌唱讚美神。 

 

             有些教會，附近居住的一些年青婦女，她們很想返教

會但卻被家人反對和阻止，所以有些偷偷的返教會，給家人發

覺後就被責罵，要我們為她們祈禱。有些姊妹的丈夫不願返教

會，認為信耶穌是女人的事，她去教會已代表了家庭。每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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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去探訪當地信徒，教會便安排一些長執及義工帶領我們，他

們是很熱心並且有很多見證分享，成為堅定會友信心的鼓勵。 

         探訪不同地點的教會，有不同的感覺。有些教會聚會時

仍很嘈吵的、很亂的；有些教會則把會堂保持清潔，物品被好

好保護，聚會時亦很安靜，信徒很投入聽道，那地方的居民對

這些教會亦有好感，這是從傳道口中知道的。 

 

           國內的教會，會友多但傳道少，盼望神興起更多當地的

信徒接受神學訓練，牧養主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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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堂 Vicki 

     

 

  年初秀茵跟我說她有一個感動要去短宣，目的地是菲律賓

棉欄老島，而事奉對象是回教徒。當時我心裡祇有一個反應---

就是「好好的去祝福她去呢!」。因為自己從沒有打算去短

宣，想到要坐船及自己對回教徒又從來沒負擔時，真是不太願

意去﹗但主耶穌卻藉著“陝西羚蹤”一書，司務道宣教士的經

歷及她對神的順服，令到我要馬上回應主，知道傳福音是要把

握時機的！雖然截止日期過了，我和秀茵仍願意額外付出 300

大元來參加”短宣”﹗真酷！坦白說自己仍然擔心坐船，所以

禱告主說：「求主使用別的交通工具去棉欄老島!」。在第一

次集會時大會通知我們坐內陸機去棉欄老島。哈利路亞…感謝

主！^ ^!!  

 

 

  就這樣，今個夏天我們參加了 CCNM 的菲律賓短宣隊！

領隊時常提醒我們是軍隊要打杖，是神的勇士精兵。雖然說要

打杖，但一日未開戰一日都不知道自己已進入戰場呢? 在頭一

兩天，神透過事奉提醒我祂是主、祂要參與在其中及不可依靠

自己的聰明來作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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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有一晚上，我們來到一個偏遠的村落開佈道會，當時

一直下大雨，音響又出現問題，令到我們沒法繼續。同工們表

示若果天氣持續變壞，我們便要撤走。我們真不願意就這樣的

離開，因為不知道何時再來，所以我們便不住的禱告主，好讓

我們能將主耶穌的福音帶給他們！又求主憐憫他們及醫治那

地。不多時雨停了，我們興奮極了，因為主聽禱告﹗最後聚會

亦順利完成結束，其中有幾個家庭願意開放給我們於第二天來

他家做探訪。哈利路亞﹗回程時雨又大了！這晚上我們大大感

受到神的同在及祂的憐憫。若沒有人(基督徒)傳福音給他們，

他們自己是不能夠認識祂，尋求神的幫助。我們作為“基督

徒”至少可以為他們發出第一個禱告，求主賜下憐憫將救恩講

給他們知道。是的！我們要去使萬民作耶穌的門徒，去完成主

的大使命(馬太 28:19-20)。加油﹗弟兄姊妹們！  

 

 

  八日的密集式的事奉中，發現過去的事奉憑自己的經驗及

能力的事奉居多，非常缺乏禱告﹗經歷到多禱告多能力時更明

白什麼是完全的倚靠、順服和儆醒禱告。事實上，靠著主「真

的」可以得勝有餘的﹗哈！哈﹗沒想到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

事奉神是這麼奇妙和豐富！我們開始關心祂的國、祂的事及祂

的民，好想回應神及世界的呼喊聲，對傳福音好不火熱啊！ 

 

 

  我們 12 人雖然來自不同的教會及有不同的性格，但我們

有著共同的目標就是---做耶穌所做的去傳天國的福音。所以我

們都願意順服及謙卑自己，當中有笑有淚，好不容易呢！又透

過不同的事奉崗位，我們首先被造就起來，主讓我們分享個人

見証時被祂再一次醫治及建立，更叫我們要彼此同心，祂叫萬

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們經歷到什麼叫做“空

空而來﹗飽飽而回﹗”。感謝主! 讓我們成為祂的軍隊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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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就如詩歌中“遇到阻隔…主必堅固我…有毅力面對”

的心情，好興奮！  

 

 

  好感恩 ! 今年是我信主以來出隊傳福音次數(海內外)最多

的一年。無論本地、短宣、長宣、金錢或行動，怎樣也好我們

都要參與在其中---傳福音！God Bless！ 

 

 

  感謝主!讓秀茵和我一同去短宣，是的，兩個人總比一個

人好！ 

 

 

屯門堂—Vicki 2006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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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志祥 

 

      馬禮遜牧師來華傳福音距今已有 200 年， 時為 1807 年

大清嘉慶第十二年，大清康熙 ,雍正時代對外態度是門戶禁

閉，當時並不是來中國宣教的有利時機,大清王朝只允許開放

廣州一港口可以進行商業來往，但不容向中國人傳福音。遠在

馬禮遜牧師來華前，義大利耶穌會的范教士已在澳門居留十個

月了，他曾數度嘗試進入中國，但都失敗，他臨死前遙望中國

大陸，不住發出沈痛而絕望呼聲:「石頭啊！石頭啊！你幾時

為我主開放呢？」 

 

 

         馬禮遜生於 1782 年一月五日於英倫莫柏司的小鎮上， 

自幼聰敏,記憶力極強，十二歲時曾一夜間背下詩篇 119 篇而

毫無錯誤。他年青時期曾淪落在罪惡和失敗中，他自己形容那

時的經驗說:死亡的恐怖，四周包裹着我，我被引到上帝那裏,

向他哀求痛哭，罪孽變成了重擔。在這種痛苦的生活過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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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他醒覺了， 他知道罪惡的生活不會給他快樂。1802 年

當他 20 歲時，馬禮遜決志再進學校讀書，充實自己以便成為

海外宣教士，他渴望向未聽過福音的人，分享他生命中最寶貴

的經驗，他領受到前往中國傳道的呼聲與挑戰，也深知道向中

國佈道的困難，他對一位同學說 :「國人中間有很多非常文

雅，見識廣闊，不會不及我們，只會勝過我們，不管甚麼困

難，必先有決死之心，不信靠自己，只信靠永生的上帝。」是

以這種決死的心，馬禮遜排除萬難,走上前往中國的道路。25

歲生日後三天， 馬禮遜受封準備前往中國去傳福音。1807 年

一月， 馬禮遜先搭船到美國，沿途受暴風雨的侵襲, 在海上漂

蕩了 104天，年紀輕輕的馬禮遜懷憂抱愁，心頭非常沈重，他

承認自己在航程中他哭得極其悲切，因為他想也許今生今世，

再看不見他的故鄉親人了，經過一百多天的海上驚險後，一眼

不眨的凝視前方土地，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說道:「中國啊！

中國啊！」 

 

 

      1807 年九月四日他獨自一人踏上中國這塊陌生的土地， 

但迎接他的不是熱烈的雙手，而是東印度公司駐澳門代表，因

為天主教神父們的妒忌,在澳門居住也有困難，九月七日禮拜

日晚八點轉抵廣州，便決定入鄉隨俗穿著中國式服裝蓄着長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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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吃中國飯菜以求接近中國人，但求節省開支,租用一處貨

倉下層一間房間，地很潮濕,空氣惡濁，家徒四壁，馬禮遜便

開始了在中國傳揚福音，除了生活上的孤獨外，也常為可能被

驅逐出境而心感不安，東印度公司不願為一位傳教士而承擔中

斷貿易的風險，而澳門的葡萄牙籍神父希望把他趕離澳門，在

重重壓力下，終於 1809 接受東印度公司聘請，成為他們的譯

員，但這樣又受到祖國同胞對他的受聘極不諒解，認為他已放

棄了宣教使命,在一連串的打擊中，令他的心稍有安慰的是與

瑪麗莫頓結婚，而新婚妻子須留在澳門，因他們長期分離，使

她心情抑鬱寡歡，更不幸的是他們的長子，一生下來便告夭

折，馬夫人的健康越來越壞，1815 年馬夫人在不得巳情況下, 

帶着兒女返回英國, 直到 1821年返回澳門全家團聚, 然而他因

工務纏身, 又獨自返回廣州,不幸同年馬夫人終不勝過病魔折磨

死於澳門，馬禮遜悲傷難名，需為覓得一安葬之地奔走，他給

朋友信上清楚寫着:「我親愛的無母之兒女， 繞着我的膝邊哀

哭，我眞捨不得瑪麗先我而去，離開這風浪環生世界，何等失

望難過，我希望將來我也死在我工作地方。」這就是眞正馬禮

遜，他似乎是輭弱灰心，甚至略帶抱怨的，然而終其一生他沒

有退縮，廿五年在異鄉孤獨生活，當我們為那些光榮成就而讚

嘆之時，是否也看到灌溉這些成果而流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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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禮遜以決死的心來到中國，省吃儉用， 甚至克己節約導

致營養不良，健康情形日趨衰弱，他是一個非常用功的人，經

常伏案苦讀，1810 年九月，『使徒行傳』終於翻譯完成，

『路加福音』『眞道問答』先後以木版刻字印成，1818 年與

米憐牧師於麻六甲設立英華書院。他為了印刷聖經及這些書冊

而面臨清廷嚴厲威脅， 又因東印度公司因怕這些書刊違反禁

令，會影響中英貿易進行而將他撤職，心中所受打擊眞是無可

言喻，然而，最大的不幸是，他所刻成書版竟被白蟻蛀蝕了，

1817 年他得力助手梁發，也是第一位中國牧師，他因印刷了

『勸世良言』而被逮捕，慘遭毒打大板，馬禮遜極力奔走營

救，但仍需繳納巨款，並承諾永不再來廣州，始獲釋放。他在

這樣艱難環境中奮力工作，為完成這大任務，不單止長期工

作，謝絕社交，並以毅力、忍耐、戰戰兢兢及小心翼翼的心去

傳揚上帝的聖言，拼盡他全部的生命。1834 年八月一日，他

終於息下了世上的勞苦，他的遺體埋葬在澳門，誠如耶穌所說: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

許多子粒來。」馬禮遜在屢次失敗和絕望中努力奮鬥，他宣教

的故事不是寫在沙塵滾滾的戰場上，而是寫在中國這塊充滿敵

意、猜忌、孤獨與痛苦的土地上，以他生命的血淚播種，直至

今日開花及結果纍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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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參閱過往被神使用宣教士或傳道者事跡，得到相同結

論，就是為了傳福音緣故，首先不問有什麼酬勞，全然為主擺

上一切，犧牲了自己擁有在所不計。有一首古舊聖詩『我寧願

有耶穌』，葛培理在香港佈道時，由薛百利音樂家在台上唱出:

「我寧願有耶穌,不願做君王統治四海，卻被罪惡苦害，我寧

願有耶穌，犧牲世上財寶…。」在此誠懇呼籲各位兄姊為教會

差事工禱告，差傳工作背後需要強大的禱告支持並參與，趁你

年輕力壯之日子，全然為主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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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求 神揀選一位宣教士，由教會差派

往有需要地方，作主基督精兵。 

2. 請為廣東省廣寧教會禱告：現有年

青、中小學生及專業年青人參加祟

拜、詩班、祈禱會。 

3. 請為沙口張小敏傳道、翁源張文光傳

道及雲嶺藍金昌傳道禱告，求神加添

服事主的能力及祝福他們身體康健。 

4. 請為本會差傳事工各委員同工代禱，

求神祝福各人身體心靈健康，去完成

主所托付使命，繼續堅持傳主福音。 

5. 求 神感動更多兄姊參予差傳事奉，



 23 

讓差傳星星之火繼續燃亮。 

6. 為中國各地教會堂點代禱，讓教會成

為當地的燈台，拯救更多的人歸向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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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年度差傳事工財政預算 

 
收入：差傳奉獻 90,000.00 

   教會堂費 1%撥入 20,000.00 

合計： 110,000.00 

 

 

支出：中國福音事工 

   國內建堂,修堂事工 (樂昌,沙口,雲嶺福音堂)

 50,000.00 

   奉獻國內教會 6,000.00 

   資助國內傳道人生活費(廣寧,樂昌) 32,000.00  

   國內培訓  (雲嶺,沙口,白灣,樂昌,廣寧,浛洸)

 5,000.00  

   探訪中國教會路程津貼 10,000.00 

   交通保險費 2,000.00  

   差傳月支出 2,000.00 

   雜 項 3,000.00 

 

合  計 110,000.00 11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