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委會及本地同工消息  
 

差委會消息 

 
1. 數個單位正在積極考慮參與本會的宣教工作，求聖靈親
自引導每個溝通及思考細節。  

2. 本會正在探索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的可能，求主帶領及
開路，並賜下所需要的資源。 

 

謝曾詠儀                 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一月份順利完成了所有已安排的宣教探索者約見 ，感恩  
請記念這四個單位及 SEND Me 宣教團契內的十一個單
位，有些需要進深裝備，有些正在尋求創意方式出發宣
教，求主引導他們，又為他們預備一切所需。 

2. 正在統籌在第二季開辦給宣教探索者的裝備聚會  另外 ，
也在預備未來的講道服侍，求主賜下亮光及智慧。 

3. 本年的事奉焦點在宣教士關顧上 ，已有一些計劃 ，但願上
帝引領  也記念統籌宣教士申請人的事務 ，求主在各項溝
通及程序上賜下恩典。 

 

黃嘉麗                             宣教事工 

 
1. 感謝主的帶領 ，我將於 3月 21日出發到日本京都為期一
年的短宣 ，並離任現職工作崗位 。求主繼續供應我一切所
需的 ，無論是同路人  經濟需要  還是所接觸的對象 ，求
主預備。 

2. 求主賜我有屬靈的目光可以看得見遠象，並求主帶領我
遇見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 ，成為一個團隊 ，開展可持續性
的事工。 

3. 記念在港未信主的父母 ，他們年紀不輕 ，第一次與至親分
隔兩地一年之久 ，我們難免會互相擔憂 。求神保守他們的
健康 。並感謝神已安排弟兄姊妹幫忙關顧父母 ，相信藉此
能減輕我們的憂慮。 

 

 

 宣教士消息  

泰國 | 馬龍家庭              語言學習  領袖培訓 

1. 防疫措施鬆綁 ，教會及弟兄姊妹都開始籌劃訪宣 ，願大家看
見泰邊界的工作。 

2. 年輕的美加隊員將會完成語言學習 ，我們將會策略性了解北
部當中需要禪邦工人的地方。 

3. 宣教士國際學校 2023-2024 的學年需要聘請義務老師教授
華語，若有感動可向馬龍媽媽聯絡。 

 

日本｜蔡明康 蔡王淑賢           語言學習 植堂 

 
1. 早前同工因探望家人需回港一個月 ，現場只得我們兩人及另

一位宣教同工處理教會活動及事務，感恩可以順利完成。 
2. 感恩有一對年輕日本信徒夫婦願意到來 ，在附近區域工作 ，

並會協助教會活動 。求主供應合適房屋給他們居住 ，並能適
應這邊的生活。 

3. 4 月中有一位日本牧者到教會三個月，協助教會事務及事
奉。求主讓我們有美好的配搭，同心事奉。 

 

日本｜霍羨研                        中期宣教士 

 
1. 求主帶我慢慢實踐新一年目標。 
2. 求主幫助我能與 KCC及 Hi-BA 的學生建立關係 ，慢慢明白

他們更多。 
3. 1-2 月能有退修機會，感謝主帶領能享受與祂同在的時間。 
4. 日文語言課程進入更深的難度 ，有時感到很難掌握 ，求主看

顧帶領。 

 

日本 | 何婉媚                    語言學習  植堂 

 
1. 感恩在 1-2 月有個人及團體的靜修時間去整理自己，也能

跟久違的朋友及對象聯系相聚。  
2. 求主賜智慧處理 6 月初回港述職前的事宜。斷捨離收拾及

搬屋入倉  各樣申請手續處理都十分繁複 ，少點記性及耐性
也會有差錯。  

3. 為高中生 Rina 祈禱。因父母早年離異而與父居住，沒有能
傾心事的姐姐 ，故間中會找我傾談 ，求主教我怎樣去幫助她 。 
 

國際差傳協會 

東亞差委會 

2023 年 3 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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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劉美媛                              植堂 

 

1. 為一對將會移居山田町的信徒夫婦禱告，求主為他們預備合
適的居所。 

2. 為現有決志者禱告，求主帶領他們走向受浸的一步。 
3. 為在港的家人禱告，媽媽回天家後，二家姐需要適應一人在
家的生活，求主保守並讓她能早日信主。 

 

日本｜李世樂 李鄧淑屏                    植堂 

 

1. 感謝上帝保守述職期間多方的安排，縱然世樂健康需要進出
醫院有時，但一切順利。 

2. 3 月初至 4月中旬世樂一人返回岩手縣，跟進 7月中旬返回
工場後的住處，另外，參加日本詩吟的考試，願上帝保守引
導，一切能榮神益人。 

3. 感謝上帝感動一對日本人的弟兄夫婦將遷到山田鎮，協助教
會，求上帝引導保守一切的安排 

 

日本｜李慧嵐                    語言學習 植堂 

 
1. 雖然 2-3 月十分忙碌 ，宣教分享  講道 ，約見很久沒見的親
朋好友，不亦樂乎。求神使用每一次相聚，能彼此鼓勵，與
神相連。 

2. 3-4 月仍有不同分享，講道及學習，求神使用。 
3. 計劃復活節前夕，有幾天時間重整身心靈，仰賴主的帶領。 

 

日本｜談允中 談梁秀英          語言學習 植堂 

 
1. 為允中3月尾的英語見證分享及秀英以日語作崇拜主席的預
備禱告，求主賜下信息及言語能力。 

2. 為近來常帶兒女出席崇拜的 2位女仕及 3位小朋友禱告 ，求
主幫助他們能在主愛中成長。 

3. 秀英的媽媽近日腦退化的情況轉差，弟弟照顧的壓力也增
加，求主憐憫 

 

 

 日本｜邱美鳳                           植堂 

 

1. 團隊同工 Smith 一家四月回美述職，紀念他們需要處理
的事務。  

2. 四月後日野團隊只有我和德國同工Monika 。求主加力和
智慧給我處理變動 ，特別是英語崇拜的安排  同工 Logan
一家將於 9月重回團隊。）  

3. 感恩已定好一年事工計劃 。會加強禱告和更多福音預工 ，
求主帶領 。日本決定把新冠定爲與流感同等 ，放寬限制 ，
讓我們期待神大能作工。 

 

 

為土耳其及敘利亞地震禱告  

 

土耳其東南部於 2 月 6 日發生黎克特制 7.8 級大地震，重
創土耳其及鄰國敘利亞，罹難人數已超過五萬人，而土耳其南
部接壤敍利亞邊境當地 20日晚上再次發生地震。 
 
1. 求主保守所有救災 急救和醫務人員。 
2. 願各差會和當地教會能合一成為服侍當地及有系統地分
配資源幫助社區。 

3. 願主安慰所有受難並在困苦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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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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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