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加者按自己在神面前的領受，在期間開始禁食禱告，或只在 19-20/9 禁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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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差傳月 

神愛世人，他的旨意是福音傳遍地極，使萬民作主門徒。差傳不傳是信徒更是教

會的使命。 

 

 

 

 

 

 

 

主耶穌說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

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約翰福音 14:21。 

我們愛神便會遵守他的話，神給各人有不同的使命，我們可按自身的恩賜、特長

服事神，配合於衪的國度計劃。 

教會除了在家長福音工作的負擔，神也感動不同的信徒去回應差傳的需要。一方

面在本地的傳福音工作(街頭佈道、關愛鄰舍、職場見證等)，另方面參加海外的短

宣及創啟地區的探訪和交流，然而每一個信徒都能參與的是為差傳、宣教士及福

音工作者祈禱。 

今年差傳月，以禁食禱告專注跟神相交，讓聖靈帶領我們同心禱告。願弟兄姊妹

抓緊生命的年日去見證神恩典，願天國早日降臨! 

 

禁食祈禱 
目的：屬靈操練的一種，為神的國度和屬靈的事情，有目的地暫時不進食，學習

從倚靠肉身轉向倚靠上帝，把身體的需要放在一旁，謙卑自已，專心仰望尋求上

帝，為與主耶穌建立親密的關係，明白神旨意。(但以理書 9:3-5；約拿書 3:5-7；

馬太福音 4:1-11；使徒行傳 13:2-4) 

一．怎樣預備 

參加者必須明白禁食的意義及清楚參與的目的，計劃一家人參與，先要向家庭成

員解釋，禱告尋求神旨意，有共識才按可行的方式參與。若需長期服食某種药物，

請勿停止服用，並可資詢有關醫護人員的意見才進行合適的禁食。注意: 嬰幼童

及嚴重病患者不宜參與禁食。 

1.  禁食的方式：-完全的禁食，不吃食物，也不喝流質(出埃及記 34:27-28) 

                -部份禁食，例：禁吃固體食物，但喝流質(路加福音 4:2) 

                              禁食某類食物，如肉類、粉麵飯等。 

2.  身體的預備：-預備期 (2-4 星期，參與者按神的感動決定)，逐漸減少進食的飯

量及種類，盡量吃得簡單，讓身體適應。 

               -禁食期間，注意水份的補充，切記不可作劇烈運動。 

M0 本地同文化 差傳目標為土生土長港人 

M1 本地近文化 差傳目標為新來港人士 

M2 本地異文化 本港的外籍傭工、學生等 

M3 異地同文化 本港以外，例如: 澳門、中國、台灣 

M4 異國近文化 中華文化圈的國家，例如: 新加坡、韓國 

M5 異國異文化 較遠的地方，例如: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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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食期後恢復進食，由清淡易消化食物開始，逐漸增加食量，

勿進食油分高及剌激性食物。                

3. 心靈的預備： 開放心靈，祈求神幫助，省察自己，列一張自已犯錯的認罪清單。 

               不要低估屬靈上的攻擊，依靠神，作好預備(加拉太書 5:16-17)。 

渴慕神，安排充份的時間與神獨處。 

二．孩童參與禁食須知 

１. 六歲或以上孩童可以參與禁食，父母須按孩子的心性、健康和意志去決定參與

的形式。年紀愈細可參與的範圍愈小，若第一次嘗試，家人不要強迫。 

例：一名六歲性急又不喜吃蔬果的孩子，可以選擇部分禁食一餐，禁吃固體食

物或吃素麵/紫菜飯團。 

2．家人在禁食禱告的過程需要遷就年紀小及身體軟弱者，多鼓勵關心。各人合一

的參與是群體的屬靈操練，要謙卑彼此相助和代禱。 

3．父母考慮若孩子參與會影響自己的投入，或花太多心神預備食物，便失去禁食

的意義，要清晰目標才參與。 

食物建議： 

流質— 豆奶、鮮奶、蔬果汁、粥水、魚湯等，避免高湯或咖啡恩飲品 

   糊類— 忌廉湯、麥皮、白粥、雜豆粥、芝麻露、杏仁露、合桃露、薯蓉 

   各種水果，蔬菜以水煮為佳 — 水果拼盤、雜菜湯、沙律 

三．禁食禱告２１  

２１小時內，務必自潔，分別為聖，清心寡慾，靠主克勝，以心靈誠實親近神。 

１. 不論工作或休息，意識主的同在，留心聖靈的微聲和內裡的需要，為個人、

家庭、教會、差傳、普世的需要及神的國度，隨時作有聲無聲的禱告。 

２. 個人用餐時間以詩歌及經文為靈食，安靜自己，與神同步，身心合一，將自

己全然託付於神。家庭用餐時，體會及珍惜簡單的飲食，父母要帶領孩子一

同敬拜禱告，記下體會。 

３. 回應神的愛，於生活遵行衪的話，實踐使命和誡命。參與 19/９(SAT)晚上 8 時

至九時半的禁食 21 祈禱會及 20/9(SUN)午堂後至 3 時的分享會。 

個人禁食禱告：30mins- 1hr 

1. 安靜來到主前，求主的靈光照、自省，祈求主赦罪潔淨。 

2. 渴慕來到主前，求神的愛充滿，享受主恩深厚，經歷與主親密的時刻。唱詩。 

3. 默想經文，回應主大愛。 

4. 為自己的軟弱、性格、心志禱告。 

5. 按每週默想經文及祈禱事項，為個人、家庭、教會及差傳的需要禱告。 

家庭禁食禱告：20-30mins 

 1. 父/母帶領禱告祈求赦罪，強調主愛的赦免。 

 2. 同唱詩歌敬拜神，為大家的回應禱告，也獻上感恩。 

 3. 以故事形式告訴孩子主大愛。  

4. 說明宣教士去外地去傳揚主的愛，簡介宣教士家庭，代入他們孩子的角度，

一起為他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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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選擇按每週默想經文及祈禱事項，為個人、家庭、教會及差傳的需要禱告。 

 

宣教士及福音工作者服事地區及信仰簡介 

北非: 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土著為柏柏爾人。大部分國家信奉伊斯蘭教，語言

多為阿拉伯語，普遍上男尊女卑，醫療落後。自[茉莉花革命]後，政局不穩，當地

人民爭取民主和福利，期望能有宗教自由，某國家已開始有教會的建立。 

加拿大 :  宗教信仰自由，雖以基督教為主，但被異教及同性戀問題衝擊。多國移

民帶來不同的信仰，產生不同教派之間的宗教觀念和利益的磨擦與衝突。根據在

加拿大進行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伊斯蘭教是在該國發展速度最快的宗教。 

菲律賓 :  曾受不同國家統治，民族及語言眾多，天主教國家，常年饱受地

震与台风侵袭，由多個群島組成，倫布島位於菲律賓的正中心，居民約三

萬。基督徒約佔 3.5%。  

印度 :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國家，僅次於中國，有眾多種族，也是一個多

宗教的國家。大部分印度人信仰印度教，伊斯蘭教也有大量信徒，近年來，印度

的穆斯林人口排名上升至世界第三（前兩名分別為印尼與巴基斯坦）。  

柬埔寨 :  赤柬時代根除所有宗教，有 90%的佛教僧侶和大部分基督徒喪生。現小

乘佛教為主，佔人口 95%，寺廟不但是宗教中心，也是社福、政治及教育中心。 

泰國 :  佛教佔人口 95%以上，卻不是法定信仰，公民有信仰自由，國家

深受佛教影響，寺廟是社會及宗教生活中心。  

創啟地區 (Creative Access Nation): 是指那些禁止或限制基督徒，以宣教士身份入

境，做傳福音工作的國家。有些國家常有宗教的逼害、戰亂、貧富懸殊等。  

中國 :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與中國基督教協會(兩會)管理國內的教

會，到國內傳福音需符合宗教政策，不能向 18 歲以下人士傳福音。  

香港: 英國殖民地達 155 年，因本身港口及地理的條件，自由經濟等因素，一直是

華洋集處之地，宗教及種族多樣化，基督教新教徒佔全港人口約 4% 。按政府 2014

年的統計貧窮人口 131.2 萬，佔人口 19.6%。 

新紀元信仰 

現今人民注重身心健康，追求自我的實現。新元思想普及，是近年香港常見也是

信徒需要提防的，它主要的信念有： 

 萬物皆有靈，相信自我(資源/心靈能量)的提升，發展潛能，人可以成為神。 

 神以不同形式表現，一切宗教所信仰的神都是相同，只是在不同國家文化，以

不同形態出現。 

 相信靈、天使、能量、鬼魂、神秘力量等，能與人及萬物相通。 

這信仰運動在不同宗教信仰中存在，近年更被廣泛接受，強調身心靈整體全人的

操練，如飲食療法、正向思考、超心理學、自信治療、冥想、瑜珈、太極、氣功、

靈氣治療等，有助自我認識及發揮潛能。 

 

 

http://baike.baidu.com/view/85919.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9%9C%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9%9C%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B1%E9%A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D%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5%85%B0%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86%E6%96%AF%E6%9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0%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9F%BA%E6%96%AF%E5%9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9F%BA%E7%9D%A3%E6%95%99%E5%8D%8F%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A5%E6%83%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C%E7%8F%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6%A5%B5%E6%8B%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5%8A%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88%E6%B0%A3%E6%B2%BB%E7%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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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 
榮光夫婦  - -  創啟地區   

服事簡介 :推動信徒關心穆斯林的福音工作， 6 月開始額外負責推動中國內

地教會，參與非洲跨文化事工。 

代禱事項 :    

a. 最近差會 AIM 被邀請幫助中國內地的教會差派同工去非洲，幾位領導

和多位華人同工，為在中國內地推動華人信徒參與非洲跨文化事工這個

新的方向思索、商討及祈禱，也為其中的參與祈禱。 

b.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將要去中國探訪教會領袖，介紹非洲事工，提供誇

文化訓練。願阿爸父賜我們健康的身體和額外的資金，成就這個新事工。 

 

羅兆泉牧師、歐陽佩玲  --  菲律賓馬尼拉  

服事簡介 :  倫布語聖經翻譯及推廣。 

代禱事項 : 

a. 感恩倫布語新約聖經的覆核工作非常順利，盼望能如期於今年底完成。 

b. 

 

c. 

請繼續為佩玲師母的類風濕關節毛病禱告，在返港兩週針灸後情況好

轉。祈求主幫助師母返回菲律賓後，情況穩定，減輕身體的痛楚。 

為牧師一家開始物色在港之居所禱告，求主預備。 

 
 

陳秀枝、安牧師、恩信、恩望、恩至、恩琦 -- 印度德里開設獨立堂會盼

望堂(Church of Hope)，大學福音事工、牧會   

代禱事項 : 

a. 正值又濕又熱的雨季，人好容易倦，有好多蚊，求神保守我們不會因此得

傳染病。 

b. 教會有 30 多人聚會，8 月開學後會有更多，求神保守同學能從家鄉平安回

來。留在德里的就有 7 位剛完成啟發，緊接是啟發跟進，有 5 位同學加入。

他們以密集式每日上課，希望在大學開學前完成。求神保守同學及 Rocky，

聽的及講的！ 

c. 感謝神，感典滿滿 

- 得救恩堂支持教會每主日及禱告會，用以接載主內弟兄姊妹的巴士費用。 

- 5 月 28 日教會完成在印度註冊為合法社團。 

- 6 月 6 日的福音聚會有好天氣，籌到足夠金錢購置教會的音響及

隔音設備。  

 

 

張永祥、胡玉蓮、歷恩、奉心、奉穎—柬埔寨大學生事工 (雅比斯 )，以

門訓方式訓練信徒。 



6 
 

代禱事項 : 

a

. 

感謝主，大兒子到 University of Toronto (Mississauga) (UTM)升學，求神

引領 8 月 1 日至 8 月 30 日 的住宿安排。 

b 感恩，7 月 6 日差會祈禱會及 7 月 8 日筲崇分享會與弟兄姊妹加深認

識，彼此代禱，有美好的交流。 

c. KITTY 要照顧家庭和兼顧事工和中心，還要安排 8 月份救恩堂的醫

療短宣隊。至現在，三個地方的學生家鄉的村長都樂於接受我們的醫

療隊，求神鬆土和讓我們撒福音的種子，求神給我們有智慧作聯

絡和籌備。 

 

 

以斯帖 Hanah —中東 (常有戰亂，禁傳福音 ) 

過去跟同屋相處上面對很大壓力，於六月底搬家，尚算順利，仍有部分東

西需要在工作後添置。 

代禱事項 :    

a. 感恩上月跟當地教會合作探訪約 40 戶難民家庭，並送上食物包，祈求

主藉他們的手將主的愛和平安帶到這些家庭中。 

b. 因工場假期，將於 2015 年 8 月底返港，9 月 7 日至 10 月 2 日接受各堂

邀請， 9 月 10 日總會分享聚餐會，分享其近況及心國/耳國的福音

狀況，求主使用。 

 

蘇媛慈–泰國 (基督徒人口約 0.5%,是佛教國家 )  

   6 月初於馬尼拉的職前訓練取消，有假期去泰南探訪朋友。幫助韓國同工 Sunny

搬屋，兩星期忙於收拾和清潔。 

代禱事項 :     

a 記念 Sunny 在新屋的安全及與鄰舍建立好的關係。 

b 原想接觸工廠的工人，但天父仍未開啟門戶，請繼續禱告，讓我能

遇見新群體，去見證上帝的愛和大能。 

c 這短短的日子已有三個窮民過身，請記念我們隊的服事，能更加找

緊時機向在救恩門外的人分享福音。請記念 N74、 75、 100 等貧

民區內的小組和福音工作。  

 

福音工作者 

馬恩平牧師  -- 國內培訓  

代禱事項 :   

a. 8 月 24 日將與周老師出發去山東培訓， 8 月 30 日回程，共四天半的

課程，求主使用，保守有壯健的身體去事奉神，也保守學員有

渴慕的心，繼續追求成長，能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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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 月 16 日出任筲崇的福音主日的講員，求神使用，也預備人心。 

 

慕   靈  --  自由傳道慕靈  (客家群體 ) 

代禱事項 :      

 a. 願主的靈繼續重建、栽植，熱切禱告、激勵晝夜不住為同胞守望！ 

 

 

 

 

 

 

b. 求聖靈繼續帶領在國內的事奉(主要教牧関顧及代禱) 和香港的事奉。 

c. 記念 8 月 24~28 曰於台灣舉辦的全球客家福音大會。願謀略與大能的靈全

然引導、賜下智慧、異象，充滿每一位參加者，各地信徒同心協力，推

動全球約六千萬客家人的福音事工！  

d. 求天父憐憫醫治母親及我的風濕，關節退化毛病！感謝主，我已在政府

醫院排期，等待換人工髖關節手術。 

 

江順昌牧師、張圓梅、厚恩、以霖、恩琦     於加拿大牧會，服事華

人。請繼續記念他們的事奉及孩子們的工作和進修。  

 

單心 (內地及本地兒童導師培訓 ) 

  代禱事項 :      

 a. 記念主日學老師的教學理念不偏差、心思純正 、能按正意分解真理， 以

「無偽之信」牧養神家中的小羊。  

b. 願奉獻者能按月定期支持培訓同工的薪金（自籌薪金的目標與生活相

稱），好使我們能專心 教導，無須牽掛及分心 於籌謀生活所需！ 

c. 求主讓我有智慧以應變的教學方法，落實幫助 主日學老師。  

d. 求主讓我更能拿捏道地用語的普通話教學，使 教學更流暢，互動過程有

更大效益。 

 

李振雄  (城巿睦福團契: 將軍澳區基層人士) 

     代禱事項   

a. 工作忙碌，不忘異象 

工作量比以前多，難免有顧此失彼，求主賜智慧能爭取更多機會將街坊與

教會連結一起 

b. 籌辦教會合辦新的基層家長小組工作 

不少基層家庭在管教子女缺乏能力和支援網絡，有教會、輔導員、社工

等願意服侍他們，求主叫我們看見這群街坊的需要，同心服侍，並有教

會的牧養。 

c. 安排合適協辦教會 

預備開辦健康小組，已有私營醫療機構願意負責，期望能找到教會協辦，

藉以吸引街坊接觸教會。有基金可為基層家庭子女提供免費補習服務，預

計在九月或來年展開，期望有教會參與，並且在福音工作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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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真總會差傳部 

 

差傳幹事: 吳嘉兒姑娘       部長: 姚健偉牧師         副部長: 李習庸牧師 

職員:  葉昭榮     胡雅華    連潔芬     羅佩齡     劉錦昌     林東安    

簡介: 1. 教育本會各堂認識並實踐差傳事工 

2. 組織及推動各堂會友參與短宣事工; 平均每年約有三至四隊 

   短宣分別在東南亞各地及內地教會作宣教體驗。 

     3. 支持及關懷本會宣教士及內地義工傳道。 

代禱事項  

a. 沙巴短宣隊於 8 月 3 日至 10 日順利完成探訪及領會。短宣探訪了馬來西亞巴

色會、國文部 12 家教會、2 間學生中心、1 間聖經學院。請為行程中曾接觸超

過三百個兒童和青少年人，教會主席及弟兄姊妹禱告，願他們能夠透過短宣隊

微小的擺上，能體會主愛的真實，並鼓勵他們堅心跟隨主。 

b. 差傳聯禱會將於 9 月 11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 30 分假總會舉行。當晚將會分享

當地教會的情況、伊斯蘭教化的影響及挑戰、短宣隊員經歷分享等。 

c. 請為差傳部計劃來年事工禱告。 

 

本堂差傳部 

 

部長 :   胡雅華          副部長 :  李永健                                         

部委 :   劉顯誠   杜本文  李國華  黃錦泉  曾惠玲  黃惠芬  

文書 :   趙善富          財政 :  李少霞  

支援 (非部委 ):  許秀瓊    劉顯曜  

     代禱事項  

差傳月—薪火相傳 

1. 福音行動: 6/9/2015 (日)，午堂崇拜後至4時，於副堂及筲箕灣區。 

2. 禁食21:  預備期於16/8開始可使用本冊子，禁食21由19/9星期六下午四時至20/9

星期日下午一時，個人、家庭或小組可以選擇以不同的禁食祈禱方式進行。 

3. 禁食21祈禱會: 19/9/2015(六)，晚上8時至9時半，副堂。 

4. 禁食21分享會:  20/9/2015 (日)，午堂崇拜後至3時 

5. 差傳主日: 20/9早堂及午堂崇拜講員姚健偉牧師; 午堂差傳小組獻詩，特別奉獻

-- 安宏基.陳秀枝宣教士及張永祥.胡玉蓮宣教士。 

6. 探訪東莞大嶺山聚會點: 12-13/9，內容包括培訓、佈道、見證交流及代禱。  

7. 同心為宣教士及福音工作者祈禱: 9月的4個週日的崇拜，於家事分享時段進行。 

8. 差傳祈禱會: 30/9/2015(三)，講員:劉卓聰，晚上8時至9時15分，教會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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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禱告 

16/8 -22/8    默想經文   約翰福音 13：12- 17 

祈禱事項 

1. 為宣教士榮光夫婦及福音工作者馬恩平的服事地區、事工及個人需要祈

禱。  

2. 為本堂的家長福音工作  

 學校及教會的合作和默契，林海虹姑娘的配搭和適應禱告。 

 新學年的家長福音預工及探訪 

 家長及學生對崇真建立歸屬感 

3. 為差傳月的預備，弟兄姊妹的學習和實踐。 

 

領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8 -29/8    默想經文   路加福音 24:44-49 

祈禱事項 

1. 為宣教士羅兆泉夫婦，福音工作者江順昌的服事地區、事工及個人需

要祈禱。  

2. 差傳月的各項活動的籌備及推動，弟兄姊妹的參與禱告。  

3. 為總會差傳部來年事工計劃及推動禱告。有美好的合作，同心為崇真會的差傳

使命努力。 

領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8 -5/9    默想經文   路加福音 10:25-37 

祈禱事項 

1. 為宣教士安宏基夫婦及，福音工作者李振雄的服事地區、事工及個人

需要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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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8 的台中短宣分享會能見證主大能，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3. 為 6/9 福音行動及差傳月福音工作所接觸的慕道者、家庭及街坊，能

對教會、信仰有正面的回應禱告。  

領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9 – 12/9   默想經文   馬可福音 16:15 -18 

祈禱事項 

1. 為宣教士蘇媛慈及福音工作者慕靈的個人需要祈禱。  

2. 為初信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長，作主門徒的心志。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建立教會，

承擔主的使命。 

3. 為 12-13//9 探訪東莞教會的事奉，弟兄姊妹協助國內教會及同胞認識

神的心志。  

4. 2015 恩臨萬邦金宣大會 (20-22/10)，求神感動人心，學習差傳，回應

主愛。  

領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9 – 19/9  默想經文   雅各書 1:22-25; 希伯來書 6:1-2 

祈禱事項 

1. 為宣教士以斯帖及福音工作者單心的服事地區祈禱。  

2. 為禁食祈禱 21， 20/9 的差傳主日的講員、獻詩禱告。  

3. 為差傳之友，關懷及支持宣教士的各小組，以愛及禱告守望。  

4. 為弟兄姊妹在主差傳的心意中找到目標，同心事奉。  

領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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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 26/9   默想經文   啟示錄 21:1-5 

祈禱事項 

1. 為宣教張永祥夫婦一家、雅比斯事工及差傳部的部委祈禱。  

2. 世人的心靈需要，尋找信仰的渴望，求主差派更多工人。   

3. 加添弟兄姊妹的信心，於差傳工作、差傳基金及禱告上回應。 

4. 為普世的福音需要及基督教的復興，福音傳遍地極，人能認識真神，主早

日再來禱告。  

領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9-30/9    默想經文   啟示錄 7:9-12 

祈禱事項 

1. 30/9 差傳祈禱會為差傳月的結束，求主使用。為未來差傳的推動，求神觸動人

心。為弟兄姊妹的領受，對主差譴的回應及心志禱告。 

2. 為職場宣教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堅立使命，在每天生活中榮耀神。 

3. 為教會的拓展、50-70 的牧養，及家長福音工作的發展，在社區的見證，領受主

的差遣。 

4. 為香港的福音需要，基督教的傳播和發展，信徒尋得使命，活出見證。 

領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

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做他的神，他要

做我的兒子。啟示錄 2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