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差傳協會東亞差委會  

2022 年 5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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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天災戰禍不斷， 願主的靈引導差委會有屬天智慧
及創意回應時代的挑戰 作主忠心的僕人。 
 

2. 記念本會的宣教推動工作， 包括招聚更多人為烏克蘭
危機禱告 5 月舉辦宣教士分享會等；另一方面 我
們正在招募本地跨文化的福音工作人員， 求主預備合
適的人選。 
 

3. 感謝主 日本政府已放寬入境限制 談允中、談梁秀
英傳道夫婦已於 4月順利前往日本 開展第一期的宣
教工作 求主保守他們的適應。霍羨研傳道亦將於 6
月下旬前往日本宣教 求主帶領她作最後的準備。 

 本 地 同 工 消 息  
 

林以諾                             宣教推動 

 
1. 感恩找到老師學習日文 求主賜我與太太語言學習的能
力。 

2. 求主親自帶領宣教探索者來到我們當中 讓我們繼續在
宣教動員上差派更多宣教士到福音未得之地。在這變幻
莫測的世代 求主加我智慧繼續拓展宣教事工。 

 

霍羨研         宣教事工、候任日本中期宣教士 

 
1. 現正等待簽證獲批 願能按主的時間到達工場。 
2. 珍惜出發前在香港與家人，、弟兄姊妹開心相聚的日子，；另
享受宣教訓練中的裝備 與宣教同路人互相激勵。 

3. 希望離港前能建立在校園傳福音的領袖。 
 

謝曾詠儀                 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請記念在餘下兩個多月的安息假期中能每天與主進深結
連 有美好的學習時間 經歷生命的更新。 

2. 幾位 SEND，Me 宣教團契團友在宣教路上遭遇難關 求
主帶領每一位 能在每個關口認出主的聲音。 

3. 記念我和外子未信主的家人 願主給他們得救的智慧。 

 

黃嘉麗                             宣教事工 

 
1. 正籌備網上泰國短宣活動 求主保守各單位之間的協調
合作和預備兩地的參加者， 也求主使用是次活動， 讓未信
的對象得以接觸福音 同時喚醒香港參加者的差傳心。 

2. 感恩找到合適的日文老師， 求主讓我能在學習的過程中， 
不但學會語言， 更學會當地文化， 讓說話及書寫技巧更顯
自然。 

3. 這學期的神學課程即將進入尾聲， 求主加我智慧， 幫助我
把知識融會貫通 並能輕鬆面對考試。 

 

 宣 教 士 消 息  
 

華人事工 | 小蹤                       領袖培訓 

 
1. 感謝主奇妙地預備一間超乎我所想所求的房子， 盼能好好使

用這個地方 在此盡快完成論文 求主加力。 
2. 感恩能分別與每位同工用餐， 彼此認識，。求主幫助我與同工

建立關係 看見神給我的事奉方向。 

 

華人事工｜信恩                           植堂 

 
1. 感謝主， 上個月在看守所為四個弟兄施洗， 求主幫助他們， 

讓他們出所後可以找到並參與適合他們的教會， 也求主賜他
們一顆渴慕神話語的心。 

2. Mi 下月初出看守所 求主堅定他的心 讓他再回到戒癮村
學習。 

3. Cha 弟兄的官司因控方缺席而沒有開庭審訊，。感謝主， 他懂
得把事情交託給主， 求主繼續堅定他的心， 讓他好好預備 6
月的門訓考試 

 

華人事工｜梁戴甘                          植堂 

 
1. 爸爸的安息禮拜已於 4月 24 日進行 我亦已於 4月 29 日

順利返回台灣 繼續為主作工 感謝大家記念。 
2. 求主安慰我和家人失去至親的難過之情， 願主的恩典和盼望

充滿我和我一家。 
3. 為我於 5月 15日在線上與華人諾福克浸信教會， 以及 5月

29 日在嘉義傳愛教會證道禱告 求主幫助我有充足的預備
和從神而來的智慧和言語傳達神的話， 願聽眾能領受和活出
真理。 

 

華人事工｜羅偉森、羅周惠玲                植堂 

 
1. 為竹南的開拓工作禱告， 求主引導眾同工安排合適的福音活

動 藉此接觸更多街坊。 
2. 為 7 月前往內埔短宣的各樣籌備工作禱告 求主幫助及使

用我們一行 18人 成為當地教會及社區的祝福。 
3. 為家人在港能深深經歷父神的同在禱告， 也求主保守女兒在

教學及進修兩忙中 有健康的身心靈應付。 
 



泰國 | 馬龍家庭              語言學習 、領袖培訓 

 
1. 為禪邦(Shan)的事工感恩 也感謝主為我們的團隊注入年輕
活力(暫時有兩對美加夫婦加入)，。求主幫助團隊未來 20年在
禪邦結出福音果子。 

2. 二手 iPad 借用計劃已經開始 馬龍爸爸每天以視訊方式教
授 45分鐘的華語， 期望到 2022 年底， 學生能用華語與大家
溝通。 

3. 為馬龍家庭的奉獻者及奉獻所需禱告。因種種情況 奉獻的
金額不太穩定。一方面感恩過去支持者的恆常奉獻 另一方
面祈求有新的奉獻者支持事工。 

 

日本｜何婉媚                    語言學習、植堂 

 
1. 為首次策劃母親節福音活動禱告。4 月舉辦的和諧粉彩體驗
會中有 6位參加者為未信者， 已邀請他們出席 5月的母親節
崇拜 聆聽我的家庭見證母親篇。求主引導準備過程並往後
的跟進工作。，  

2. 團隊領袖於 4 月底返回美國述職半年(師母將於 6 月中與女
兒返回美國)， 期間我將暫代教會崇拜負責人， 心裏頗感壓力，。
求主藉此契機興起會友 一起承擔教會事工。 

 

日本｜劉美媛                             植堂 

 

1. 有新的菲律賓同工加入 求主幫助她適應新環境 也求主保
守同工間能有效溝通 建立美好團隊。 

2. 為教會找到合適作長期租用的地方禱告。 
3. 為信徒的靈命禱告 求主感動他們受洗歸入主名下。 

 

日本｜李世樂、李鄧淑屏、子心            植堂 

 
1. 有菲律賓宣教士於 4月底前來工場服侍當地人， 初步為期兩
年 祈求天父保守彼此的適應和合作。 

2. 雖受花粉症困擾 但感恩能順利把所有物品搬入山田貨倉 
也能順利賣出現時所住的差會物業。，  

3. 為釜石辦公室屋頂的修理工程禱告 也求父神預備合適的聚
會地方和日本牧者。 

 日本｜李慧嵐                 語言學習、植堂 

 
1. 進入第四年的服待， 雖然有很多困難， 卻看見很多上帝的
恩典，。求主繼續帶領我未來一年的事奉， 有足夠的語言與
能力。 

2. 為東松島一個全新的小區開展福音工作禱告 同工們現
在每月一次聚在一起禱告尋求神的方向。 

3. 3 月派麵包及探訪時， 一位曾接觸教會的菅原伯伯， 願意
認罪悔改， 卻未接受耶穌成為救主， 求主引導我們跟進，。 

 

日本｜蔡明康 、蔡王淑賢        語言學習 、植堂 

 

1. 求主預備固定的聚會點 差遣日本牧者到教會作帶領工
作。 

2. 求主幫助我們在忙碌中仍有平安喜樂的心事奉及生活。 
3. 求主賜我們及在港家人的身、心、靈健康。 

 

日本｜談允中、談梁秀英             語言學習 

 
1. 感恩順利取得簽證 並已於 4 月 27 日出發 祈禱能盡
快適應新的生活環境。 

2. 已安排把行李船運到日本 求主保守行李能適時到達 
我們亦能盡快找到合適的居所。 

3. 感恩H姊妹已在東京找到合適的教會， 求主保守她在主
愛中成長。 

 

日本｜邱美鳳                 語言學習、植堂 

 

1. 受疫情影響 現時仍然以網上形式於不同聚會分享和講
道 求主使用 讓更多人關心並為日本守望。 

2. 求主透過肢體在奉獻和禱告的參與成為日本的祝福 也
保守我在 8月底前能有足夠的經費和支援代禱者。 

3. 為之前帶領信主並已受洗的 A 子能繼續靈命進深禱告
（姐妹本身有病患 難以定期參加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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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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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