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差傳協會東亞差委會  

2022 年 11 至 12 月感恩與代禱  
 

 

推動上帝的子民  

進入福音未得之地  

建立有植堂能力的教會  

 

差 委 會 消 息  
 

 
1. 本會二十週年感恩會已於 10 月 16日舉行， 感謝主讓
我們一同見證上帝的作為。 
 

2. 願主保守每位差委會成員， 辦公室同工及宣教士的身
心靈健壯 並堅立他們手所作的工。 
 

3. 請記念拓展團隊正在預備 11 月的波蘭工場分享會 
求主使用聚會招聚相關的宣教探索者並能有效作跟
進。 
 

4. 數個單位正在積極考慮參與本會的宣教工作， 也有已
進入申請程序的 求聖靈親自引領。 
 

5. 本會正在招募本地跨文化事工同工， 求主帶領及賜下
合適的人選，。世界各地天災人禍不斷頻生， 願主施恩
憐憫 使用祂的兒女在幽暗之處成為祂的明燈。 

 

 本 地 同 工 消 息  
 

林以諾                             宣教推動 

 
1. 願主賜我身心靈健壯 用生命繼續為主作見證。 
2. 將會有宣講信息及帶領聚會的服侍， 願主預備會眾的心， 
也求主興起門徒願意走出去 為主作見證。 

 

謝曾詠儀                 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感謝主的恩典 完成了 9 月的講道服侍 又促成了事工
團隊新的配搭；請記念 11 月要領導同工隊作回顧及計
劃 願聖靈引導我們同心回應。 

2. 幾位 SEND，Me 團友正在尋求以， 非傳統方式」宣教， 求
主親自讓他們看見要踏上的路徑 又賜他們所需的資源
及人脈。 

3. 求主讓我和外子在急速的事工節奏中每天得見主恩。 

 

黃嘉麗                             宣教事工 

 
1. 感恩差會 20週年感恩會順利完成。 
2. 接近學期尾聲 求主加智慧讓我能夠順利完成功課。 

 

宣 教 士 消 息  

 

華人事工 | 小蹤                    領袖培訓 

 
1. 感恩完成論文， 藉訪談更了解少數民族學生的處境， 記念
他們的全職事奉路 以及對選召他們的主有信心。 

2. 記念明年一月述職的各方面安排。 
3. 記念正尋找 30位禱告伙伴在日後能與我同工。 

 

 

華人事工｜陳梁戴甘                        植堂 

 
1. 請為我在前方面對屬靈的爭戰禱告， 當為一些有祭祀背景的

年青人禱告時， 內心便會起爭戰， 因從撒旦手中搶救靈魂，。
願耶和華旌旗彰顯衪的能力 使我經歷神奇妙的作為。 

2. 請為我在大林接觸一位南華大學學生袁悅東禱告， 他是來自
馬來西亞的僑生， 求主透過主日崇拜和學生團契， 吸引他持
續來教會 藉此感動他對基督的信仰產生興趣。 

3. 請為我的家人信主禱告， 求主顧念他們在香港的生活， 因疫
情和政治壓抑和影響， 他們未能去教會， 求主用祂奇妙的方
法 使他們有渴慕的心和機會相信靠上帝。 

 

華人事工｜羅偉森、羅周惠玲                植堂 

 
1. 感謝父神的厚恩 讓我們能完成第一期在客家族群中的服

事，；求主保守我們述職期間的各樣安排， 能順利進行及能激
勵更多肢體。 

2. 求主看顧處於開拓期的劉傳道一家， 求主親自帥領他們得人
如得漁 並保守三個孩子的成長。 

3. 願主保守安凝的身心靈， 在教學和進修中能經歷更多父神的
作為及恩典。 

 

泰國 | 馬龍家庭              語言學習 、領袖培訓 

 
1. 我們正在籌備 12月的大型聖誕活動， 這個活動是自疫情以

後， 再次在邊境計劃中作佈道性的聚會，。是次聚會可能多達
300 人， 求主預備一切相關的人力， 物力， 讓我們能一同慶
祝及聽福音。 

2. 求主感動香港弟兄姊妹的心， 旅行雖好， 但宣教需要還在，。
求主感動弟兄姊妹讓福音走到泰邊緣的角落， 成為祝福別人
的一員。 

 

 

 

接收宣教士代禱信申請表 

 

每位宣教士均有發出個別的代禱信  

如欲接收可掃瞄右方二維碼 填寫表格 

留下資料讓宣教士與您聯絡。謝謝 

 

 
 

 



日本｜蔡明康、蔡王淑賢        語言學習、植堂 

 

1. 為日本有更多人能認識信仰 接受福音禱告。 
2. 感恩教會能成為 平安的避難所」 讓新來賓可一同參與崇
拜。 

3. 教會將在十一月起舉辦， 教會 Relax，Café」 ， 方型踏步運動」
（ふまねっと） 以及十二月將在教會舉行聖誕聚會 求主開
路。 

 

日本｜霍羨研                        中期宣教士 

 
1. 感恩能完成英語崇拜講道 也感恩能開始日文學習。 
2. 為在Hi-BA 事工的事奉交上， 能學習倚靠神更多， 明白自己， 
更明白神的心意。 

 

日本｜何婉媚                    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從忙碌疲倦的事奉中走出來 休息了兩星期 去一個小
旅行 轉換一下心情 再繼續向前行。 

2. 請為我所負責籌備 11月 26日的聖誕義賣市集祈禱， 賜智慧
及靈巧的日語帶領籌委會， 保守當日天氣(因在露天停車場舉
行)，  讓教友們有勇氣與街坊接觸見證主。 

 

日本｜劉美媛                             植堂 

 

1. 為 11 月的運動班禱告 求主將合適的對象帶來 藉運動與
對象建立關係。 

2. 9 月有位年輕人主動來教會 求主保守他可繼續參與崇拜及
一同研讀聖經。 

3. 求主使用手工班的聖經時段 賜參加者一顆聆聽的心 讓福
音種子種入他們心裡。 

 

日本｜李世樂、李鄧淑屏、子心            植堂 

 
1. 感謝主保守我們完成第一季回港的述職。無論在在支持教會
的宣講或分享上 以及在弟兄姊妹團契中的互動 一切安好
感恩。 

2. 求主保守在宣教工場的 4位宣教士的服事， 並與日本福音教
會聯會植堂小組配搭的順暢。 

3. 求教會元首引導三陸希望基督教會 2023 年的方向與計劃 
願主旨意成就在山田鎮。 

 日本｜李慧嵐                 語言學習、植堂 

 
1. 第一期事奉接近尾聲， 只有感恩，。求主引導及堅固與不同
人的關係，。為下一期事奉方向， 及回港述職一切安排， 求
主指引。 

2. 繼續為現時所接觸對象 菅原伯伯 萩原女士 Rina 小
姐， 麗子小姐， 石橋小姐， 大友太太， Yoshi 先生及他沒
有來教會的太太禱告， 求聖靈給智慧， 言語如何在他們面
前見證主， 及為一眾信徒禱告， 願他們成為宣教士的好配
搭 一同經歷事奉主的美好。 

 

日本｜談允中 、談梁秀英        語言學習 、植堂 

 
1. 感恩完成第一學期的日語學習。第二學期的教學進度將
會加快 求主賜能力及智慧進深學習。 

2. 感恩招待了兩位年輕未信者及一位長者到家中吃飯傾
談 求主保守與他們的關係及盼能有進深分享信仰的機
會。 

3. 所沢恩典教會將於 11 月 26 日舉行聖誕義賣市集 為東
所沢兒童食堂籌款，。求主感動街坊參與， 及使用我們成為
美好的見證。 

 

日本｜邱美鳳                 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雖不容易但終於找到新居， 十月中開始在日野市，（植
堂計劃地）居住。紀念新環境的適應。，  

2. 當了團隊領袖及因前領袖 Harris 夫婦退休 讓我的責任
增多了 而且人手不足（原因見 3） 求主加力和智慧。，  

3. 請記念隊員近況：Logan 家 9 月初已經回美國述職。，
Smith 家 9月中再添一女，（大女兒快兩歲）。求主祝福他
們，。也紀念新隊員Monika，（4 月剛到來）學習語言和服
侍。 

 
 
 
 
 
 
 
 
 
 

謝謝您的禱告  

 
 

 

 

 

 

 

 

 

 

 

 

 

 

 

 

 

 

 

 

 

 

奉獻方法 

 支票祈付 國際差傳協會(東亞)有限公司」。請註明奉獻用途 

附上您的姓名 聯絡地址 電話 電郵 並寄回本會。 

 轉數快識別碼(FPS，ID)：7788078，  

 銀行轉帳：東亞銀行戶口(編號 015)：150-25-00306-0，  

恒生銀行戶口(編號 024)：774-407530-883 

***請在備註欄註明或於入數紙上寫上奉獻用途  

並提供轉帳記錄 以電郵或Whatsapp至本會。*** 

 

                                             奉獻 

本會聯絡方法  

九龍新蒲崗六合街 23 號  

萬昌中心 6 樓 603 室  

電話 :  (852 )  2715 3363  

傳真 :  (852 )  3743 0301  

WhatsAp p:  (852 )  5605  25 45  

www.send .o rg (總部 )   ww w.sendhk .org (香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