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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ing Hungry Hearts 

 

Annie Bailie, South China 

 

 We are busy with the hospital work. It seems the inmates 

are really hungry for the gospel, so that makes it very easy to 

talk to them. 

 

 We thank God for hearts that have been touched and 

have called on Jesus to cleanse them from sin and heal their 

bodies. Pray for this work that God will give us many 

precious souls. 

 

 The same day we go to the hospital we also go to the 

Deaf and Dumb School and have a meeting. Pray much that 

these dear ones will accept Jesus as their Savior. 

 

 The most common expression in the Arabic vocabulary 

is “In shalla”-if God will. 

The Pentecostal Evangel no. 1780 

June 19, 1948. 

Reaching Hungry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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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ong Kong 

 

 Annie Bailie has written from Hong Kong under date of 

June 13: 

  

“We do want to thank God for the privilege of working 

here. Our Sunday School and church services are well 

attended. I am continuing to visit homes. A national worker 

accompanies me. Pray for us that God will help those who do 

not know Him to turn to Him. One woman, Mrs. Wong, has 

been very hungry for the Lord and has been telling others 

about Christ. Pray that God will open their eyes. A young 

man, who has helped us many times, is now coming to 

church. His heart is open to the gospel. He also needs your 

prayers.” 

 

“We have had letters from up country and our work is 

still going on there. The taxes they are having to pay are quite 

high and they are having to purchase bonds. Not much is left 

to buy food after the taxes are paid and the bonds purchased. 

Poor China has gone through many years of suffering and 

now to have the added hardship! There is not much hope for 

China outside of God.” 

The Pentecostal Evangel no. 1890 

July 29, 1950 

From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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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承傳傳她她  

傳傳承承祂祂  
－差傳委員會主席 劉禮明 

 

承傳她傳承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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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4 號晚，四川雅安石棉縣突然發生特大山洪泥石流，

災情極為嚴重，中共當局公布有十多個鄉鎮受災，9人死亡 10

人失蹤。但受災村民表示，因為房屋基本被衝垮，失蹤、死亡

人數遠不止這些。 

 

據大陸媒體報導，這次石棉泥石流是由於強降雨所引發，

其中回隆鄉石龍、黑林等村的降雨強度為百年未遇。石龍村村

民表示，泥石流從 7點 40 分開始，接連發生 3次，第三次泥石

流最兇猛，造成的損失最大。石棉縣回隆鄉石龍村村民：「那裏

泥石流沖的房屋….甚麼都沒有了，受災情況非常嚴重。好幾千

人…公路全斷了，現在是公路不通、水也不通、電也不通。」

據 7月 5號晚石棉縣當局公布，已經有 9人遇難，10 人下落不

明。但村民告訴記者，因為事先沒有任何準備，加上泥石流來

勢洶洶，大多數房屋都被沖毀，失蹤的人數很多。石棉縣迎政

鄉村民：「樓房全都摧毀了，沒了。農田都摧毀了。老百姓死了

十多人——找到遺體的十幾個。聽他們說還有很多。」 

 

7月 10日凌晨，連接四川都江堰到汶川的都汶高速，由於

泥石流和山體塌方中斷，造成數百人被困桃關隧道內，早上 10

點后已完全失去聯繫。213 國道 3號大橋已經被淹沒成了堰塞

湖。@一路茗沙在微博說：「曾在都江堰、汶川呆了半年，常走

此隧道。震后的岷江峽谷地質結構脆弱，實則尚不適合人居。

希望洞內的人們平安！」10點左右，都江堰市中興鎮三溪村一

組五顯崗發生座落式特大型高位山體滑坡，塌方體量大約 2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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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初步統計有 11戶房屋被毀，村民和遊客有 2 人遇難，

21人失蹤。也有媒體稱約 30餘人被埋。阿壩州茂縣 9日遭遇

特大暴雨，10 日降雨持續，茂縣大橋被沖毀，省道 302線等多

條道路中斷，全縣停電，部分鄉鎮通訊中斷。該縣成為孤島。

成都氣象台公佈，10日 8-18時成都市區出現暴雨天氣，其中

暴雨點 14個，大暴雨點 11個，暴雨中心位於人民公園，10 小

時降雨 201.4毫米。據四川省民政廳報告，強降雨致該省雅安、

德陽、綿陽、廣元、成都等 9市（自治州），40個縣（區、市）

90.7萬人受災，6.2 萬人緊急轉移安置；400 餘間房屋倒塌，

5.8萬間不同程度損壞；農作物受災面積 41.2 千公頃，其中絕

收 7.1 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 33.5億元…… 

 

當收到前線隊工從災區傳來的消息，心中莫名恩喜：平安

到步且能初步建立據點。要在災區前線生存，除了依靠上帝外，

一切技術與裝備，都被視為「不信實」。08年 512四川汶川大

地震中，開始跟他們跑災區，跟下跟下，想起了耶穌走遍各城

各鄉的經文。10年 414青海玉樹大地震，作為愛心行動第二梯

隊及第三梯隊，走遍玉樹州每個災區。結古鎮、隆寶鎮，幾乎

全部民屋倒塌，那種如戰後死城般的境況，愴然淚下。 

 

有身同感受的新界神召會人，送羽絨、造毛衣、織圍巾... 

我與西寧隊工最為合拍，他家庭成為貨物中轉站，把大量

的保暖衣服、約物等，送上玉樹州人大委員會，每次我都親身

把弟兄姊妹的愛心，送到災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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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地區七月份晚上零下兩三度，中午三十四、五度，一天

能經歷四季，幾乎每天都突然下冰雹，一小時後又烈日當空。 

 

有次帶著朱永輝一家從加拿大帶來一大袋羽絨及保暖衣，

李玲玲老師、屯門堂鄧太等等為主所織所安排頸巾、冷外套等

到深圳寄往西寧，那宣教士家庭把它送到玉樹人大委員會，待

小弟到步後，再安排送往重災區上拉秀三間中心學校。那些老

師收到一大批兒童保暖衣外，當看到那些手織的，校長老師們

熱淚盈眶的看著，或許他們看到了一九四幾年那美國小女子，

經歷聖靈的大力，遺愛中國。那 DNA，如今仍透過宣教的聖靈，

感染著屬靈兒女。 

 

她第一次在廣東省、南中國以普通話證道，不知何夕。謝

太的處女作，已於南中國、樂昌教會下水了。還記起多年前第

一次在同一教會以普通話於數百會眾的大堂證道，前一晚於床

邊祈禱說，除了讓聖靈充滿外，想不到甚麼能給我這見證主的

能力。 

 

願那充滿李希望教士的靈，充滿您們，以行動見證主，回

應普世宣教，承傳她的 DNA，傳承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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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良震災救助—讓我們同心建造 

彝彝良良震震災災救救助助  

────讓讓我我們們同同心心建建造造  
－華人愛與冒險 曹聖和 

 - 8 - 



- 9 - 

2013 年 7-9 月季度工作報告 

 

2013 年 9月 19日 

 

報告人:曹聖和 

這是一個酷熱的夏季，伴隨氣候改變的暴雨，雲貴高原邊

的烏蒙山區，道路變得常有攔阻；山體滑坡是常有的事，加上

幾次特大暴雨，許多路段的修復遙遙無期，總是需要一些變通

的方法，或繞路，或改道，或步行，或騎車，我們仍熱情的在

苗寨間穿梭遊走，似乎沒有影響到心情與進程。許多團隊的到

訪與服事，加添我們在此關懷的深度與廣度，心中真有說不出

的感恩與喜樂；辛苦是有的，難處也不少，但恩典更加顯多! 

2012年 9月 7日彝良發生地震迄今已一年了!我們逐步生

根、漸漸發芽、循序建造、向上成長，在以關懷為主軸的服事

上，看到許多美好的人事物在烏蒙山區悄然展現！ 

現況與執行陳述： 

1. 地震迄今，彝良地區的主要幹道多已通暢，許多連結到村

上的道路也開啟了新的「土路」，但我們這一年來，並沒有

感受到道路變得較好，反倒是因為大量建材的超載與少有

的維修，加上暴雨產生的滑坡，導致現在的路況更加窒礙

難行；主要幹道仍維持既有坑坑窪窪的殘破路面，山體滑

坡到處可見。許多房舍為配合政府要求已快速草草重建，

質量稍有提昇，但可確信不敵七級震度。一年已過，多數

居民房舍仍未重建，環境多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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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工持續與當地苗寨教會連結，目前已走訪 25間教會，了

解教會目前景況。對於每個教會與當地政府關係、長執狀

況、信徒靈命、青年同工、信徒學習等狀況，都有深入的

了解；我們仍持續與兩會主席以及當地長執保有和諧關係

與聯繫，儘力邀請教會成全有心青年，參與教會服事與弱

勢群關懷事工。 

3. 年初迄今，已有 25個團隊前來參訪與服事，其中 7-9 月份

有 10個團隊，讓我們暑假有豐富的服事，深深感受到華人

教會的支持與關心苗寨服事的熱切；透過個案探訪、學生

暑期營會、同工培訓、水資源探勘、弱勢群體資助、教會

設備更新等多方面的投入，讓當地苗寨教會深深感受到實

際的支持行動與榜樣；這樣的鼓舞也激勵許多山區的弟兄

姊妹，雖然在偏遠的山區，物資缺乏，資源有限，但仍是

可以一起努力，相互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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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十多位同工持續拜訪失親與特困家庭超過四百戶!確

認要提供資助的家庭約有 300個孩童，這是極大的服事

量；其中有些個案的特殊需要，更要我們付出多方的努力，

才能協處特殊醫療、學習障礙、家庭失功能等問題，我們

仍繼續邀請苗族青年同工加入服事的行列!同時也努力找

尋相關支持來幫助許多落入困境的個案與家庭。 

5. 時值中秋，山上已稍感涼意，我們正籌備於感恩節發送禮

物與禦寒衣物給山區的家庭；我們在交通上的需求越發顯

得迫切!近日，有一單位支持我們添購兩部四驅新車，使我

們在雲貴高原的爛路上能夠更為順暢地行進!我們真是充

滿感恩!每個合作教會的苗寨同工也陸續提供電腦與機

車，讓同工在執行的效率上有所提昇，真是有許多的恩典

在這樣的服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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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持續關心一位在仙馬村幾乎失明的個案，透過幾個團

隊持續的關注，近日將她帶到昭通就醫，但是雲南醫生無

法診治；我們再經過一番努力，轉診至成都進行細部的檢

查與全身健診，目前得知結膜充血，雙眼角膜白斑，尚須

等待進一步檢查與面對。然而這一路，是孩子兩歲迄今，

十年來第一次全身洗淨沒有頭蝨，臉上無灰，手腳沒有泥

垢的清爽日子!看到她靦腆的笑容與聽收音機專注的模

樣，讓人好不心疼；我們同工從把屎把尿的細微呵護中，

見到這位已十二歲的苗族姑娘，手腳漸漸有力，開始用叉

用筷，口中偶而回應幾句漢語，我們也和她一同欣喜，雖

然眼睛尚未看見，但是她的心眼已看到到一些美善，我們

要與她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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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暑期五場次約 400 人次的營會活動，帶來許多歡樂，也注

入許多活力!雖然經過相當的籌劃，同工仍是忙進忙出；繁亂的

彝良交通，增添事務準備的難度。然而看到孩子們被如此活潑、

相互尊重與友愛的課程深深吸引，以致五天活動沒有一個缺

席，我們也獲得很大的安慰與鼓勵! 

透過營會活動，也更多與苗寨牧長合作，這樣的歷程卻深

深感受到教會需要被恢復，人心需要回轉歸向神!我們必須在尊

重與忍耐的基礎上彼此建造! 

詩篇 78:72-- 

      按心中的純正牧養， 

      用手中的巧妙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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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裡是與許多人一同承接恩典，一同經歷神所賜的

美好，一起面對生命更新的種種議題；我們所面對的種種難處，

主是知道的!近日確認支持我們的車輛，我們原本期待只要是四

輪傳動的舊車就很好了；但是支持我們的單位在評估後，定意

給我們增添兩部新車，我們除了感恩，還是感恩!祂讓我們經歷

艱難，也讓我們學習懂得倚靠；祂讓我們團隊面對許多環境上

的壓力，也讓我們懂得支取從上頭來的恩慈與良善。面對惡，

我們要支取更多的善，使我們可以跨越心中的不平，可以學習

謙卑與尊重的品格來貼近需要一起領受恩典的弟兄姊妹! 

一樁樁大卡車互不相讓的戲碼，我們已是婆婆媽媽的協調

人員；百般請託，不斷規勸，磨的是我們內在隱隱未爆的憤怒；

在沒有謙讓的環境裡，我與一起同工的雷弟兄，不斷在窄路上

好言相勸對峙的車陣，有時覺得好笑，有時卻深覺無奈；也許

這些的點點滴滴就形成許多同工在此服事張力的「最後一根稻

草」。如果這些的面對不能細細的消化與處理，在許多文化衝擊

下的心靈，勢必枯乾而無力!這些看似無傷大雅的許多小事，卻

是我在這些年見到同工無法跨越的絆石；內在的對付與適時的

協導，使我們在面對許多的議題，開始跳脫過去依循的見解或

是擺脫負向情感的連結，而能以接近「凡事謝恩」的態度，歡

然面對許多「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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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為如此態度與心境的逐漸養成，我們團隊的關係邁向

和諧與喜樂；多能在高壓之下仍能彼此體恤與相互支應。我們

還有許多要學習的課題，還有許多待突破的「高牆」，然而我們

所經歷的，卻總是在慈繩愛索的牽引中向上成長。 

在中秋佳節裡，我們與參訪的團隊一同數算恩典，一同歡

樂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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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歷史史任任務務  
－元朗堂：謝玉玲 

 

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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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鼓勵我們在 2013的差傳年刊中投稿，他說：「這一期

的年刊將會是教會修章前最後一次出版，因教會修章後，『新界

神召會差傳委員會』將在新的體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了。」 

回想 

他的一句「最後…」，挑起我很多回想。記得第一次於差傳

年刊投稿是 2008年的事了，雖然加入差傳事工已近六年，但加

入時所持的目的仍然很清晰，就是跟隨創辦人的腳踪，踏足神

州大地，擴闊自己的視野眼界，學習討神喜悅的同時，也成為

同胞的祝福！ 

差不多六年行程與議會的體驗，不斷調教著我的視野焦

點，從內望向外，從自己望向神所創造的人與事物……，太精

彩了！其間與三堂不同的弟兄姊妹一起並肩，參與過約二十次

的差傳行程，有兩次更跨出廣東省，遠赴四川與青海的玉樹縣

呢！兩次在廣寧教會分享信息，一次在樂昌教會用普通話來分

享信息，也試過二次當領隊，在這種種的經歷中，嚐到了成敗

得失的滋味，同時為自己、為別人也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然而，期望中的理想結果今天仍未見到！ 

改變 

在這踏出去的過程中，我對自己、對別人、對神都有著不

同程度的改變。我學到更合乎中道的看自己，處不同環境也明

白自己的立足點，自己能夠找到位置站穩陣腳，才能騰出空間

為別人尋找立足之處，使大家一同都站得穩固吧！面向人與事

的態度也較輕鬆，容量也擴大了，不會因恐懼而為自己披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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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又一件厚厚的防禦盔甲，又或為自己尋找安全藏身之所呢！

對神的愛敏感了，對神的敬畏確實了！原來從具體行動中所學

到的，會是價值觀念與態度上的改變，這就是生命的成長吧！ 

始末 

創辦人開創的差傳事工，在教會修章後於形式上會有所改

變，但無論怎樣變，仍是以主的大使命為主軸吧！所謂的結束

只是另一階段的開始而已。人生路有多少個階段，就會帶來有

多少個始末的體驗，像日子、像季節的交替一般，日出與日落

都給予人不同的感覺，同樣，春夏秋冬，也會添上不同的景色，

這些始末更替的體驗，就成為神人共行的足跡了。人生的每路

段都賦予人不同的身份，同時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教會已有

近六十年的歷史，在時代不斷改變，人事不斷更替下，新界神

召會今天走到那一路段上？又扮演著那種角色？應該不再是六

十年前的模樣吧！神所立定的大自然規律無人能改變，但神仍

給人自由意志去選擇，順應規律享受在其中，或選擇角力在其

中！ 

更新 

「新界神召會差傳委員會」完成一個階段的歷史任務，將

在另一個歷史舞台上，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始終仍是演著這

套主題不變的戲劇──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在一個

新的歷史舞台上，必定又有一番新景象、新體驗。歷世歷代神

都會透過新環境來更新舊有的觀念，引領著屬祂的子民，踏上

一段又一段，既驚又喜的信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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