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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

        「但願賜平安的神⋯⋯
在各樣善事上裝備你們，
                    使你們遵行衪的旨意」
   （來十三 20-21，《和修版》）

會址：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 號匯達商業中心 9 樓 • 電話：(852) 2810 9933

傳真：(852) 2868 3212 • 電郵：admin@ccmhk.org.hk • 文字事工：lit@ccmhk.org.hk

差傳事工：mission@ccmhk.org.hk • 本土福音事工：lunchcu@ccmhk.org.hk  或  6128 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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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

《中信》月刊	 與讀者一起探問人生，省思生命。

《傳書》雙月刊	 「傳遞使命．建立生命」，是造就信徒屬靈生命成長的良伴。

新媒體及網絡	 與時並進，善用網絡及新媒體平台，把福音和造就生命的

信息，傳遞至世界每一角落。

出版事工	 出版中文書籍及佈道刊物，並代理各地中信和其他出版商

書籍；推動信徒閱讀，建立屬靈生命。

佈道資源及栽培	 提供繁體及簡體字福音刊物、單張等佈道工具，鼓勵信徒

廣傳福音；解答讀者的信仰疑問，為他們代禱，贈以信仰

資料及書籍等。

文 字事工

以福音午餐會為平台，既是職場宣教，傳揚基督；也是培育職場信徒，

成為使者，承擔使命。

本 土福音事工

宣教工場	 亞洲區有澳門、泰國、南韓、日本；中南美洲有厄瓜多爾；

大洋洲有南太平洋島嶼及澳洲城鄉；歐洲有法國；另有其

他地區工場。

其他事工	 培訓傳道人、宣教士和信徒領袖承接福音使命；開展其他

地區民工福音工作。

訪宣及短宣體驗	 藉實踐式的體驗，推動信徒參與宣教，認識並關心宣教士

及工場需要。

本地跨文化宣教	 向本地異文化群體播植福音種子，連結信徒群體一同關心

並肩負本地跨文化宣教使命。

差傳祈禱會	 凝聚有心人，一起記念工場上的宣教士及宣教事工。

宣教培育	 協助宣教有心人認清神的心意，提供機會往不同工場實習

及接受勉導。

差傳教育	 定期舉辦差傳講座和設立宣教小組等活動，推動信徒回應

大使命。	

差 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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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里程 steward@ccmhk.org.hk

感謝主！引領我們在過去一年有新的事奉機會 :

全新網頁登場：換了新裝的網頁，電腦及手

機兼容，讓你隨時隨地看到喜愛的文章，輕

鬆搜尋資料，了解宣教事工，並與人分享有

意思的內容。

真實故事聆聽版：從此可以聆聽《中信》月刊

的真實見證，適合駕駛中、病友、視障朋友或

任何不方便閱讀的場合，讓人隨時隨地得著激

勵，認識基督。

開展網購服務：新網頁增加了網購服務，可以

讓讀者瀏覽「中信」出版書籍，輕鬆安全地	

網購。

泰南工場購地辦學：經過兩年禱告後，決定在

泰國南部宣教工場 Surat	Thani 開辦基督教國

際中學，為少年人提供具基督價值觀的優質教

育，並預備他們的心田，認識基督，得著救恩。

開展歐洲工場：同樣經過長時間禱告尋求神心

意，並到法國探討當地中國留學生及華僑福音

需要後，決定在法國南部開展宣教工作。主若

願意，將於 2019 年尾差遣一宣教家庭到該地

開展事工。

居港日本人事工：主回應禱告，預備了一個關

心日本人福音需要的團隊、接觸居港日本人的

機會及樂意配搭的教會，讓我們開展了服侍居

住在香港的日本朋友，與他們分享主愛。

黃劉雅璧（香港中信總幹事）

能夠有以上的新發展，全是主的引領及恩典。我並不是在此與你報告

業績！而是分享主的恩典及代禱需要，求主使用，透過以上的新里程，

賜福更多近處遠處不同民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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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事工 lit@ccmhk.org.hk

耶和華啊，我呼求，祢不應允，要到幾時呢？	

我向祢呼喊「暴力！」，祢還不拯救？……	

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人，為何祢保持沉默呢？	

（哈一 2、13，《和修版》）

耶和華回答我，說：將這默示清楚地寫在看板上，使人容易朗讀。	

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論及終局，絕不落空。	

它雖然耽延，你要等候；因為它必臨到，不再遲延。	

看哪，惡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必因他的信得生。	

（哈二 2-4，《和修版》）

哈巴谷先知因迦勒底人的暴行質問耶和華上帝，上帝不單回應他困惑的

悲鳴，也命令哈巴谷將祂的話記錄在看板上，讓人人可以察看頌讀，得到勸

勉和安慰。

文字承載曙光

感謝掌管萬有、審判一切罪惡的上帝，因祂藉文字把生命的道存留下

來，又以聖靈指教人明白祂的說話，使歷世歷代被狂妄、奸詐、謊言、殘暴，

衊陷於罪惡漩渦裡的義人，在幽深黑暗中得見盼望的曙光。

「惟義人必因他的信得生」是恩慈又信實的上帝所賜下，帶著力量的應

許。因此，文字承載下來的，不僅僅這十個字，而是以話語創造天地萬有、

將生命之氣賜予受造的人、全知、聖潔、善美的創造主底大能力。

堅守善言善行

文字工作者從不忽視文字的力量，並以「文字」為上帝對受造世界的恩

賜。今夏，香港自六月「反修例事件」的一百、二百多萬人和平上街遊行，

演變成至今未了的多區暴力衝突，其赤烈熾熱比酷暑猶甚，人心鬱躁難安！

坊間就事件有不同聲音，也各有見解，惟審判權從來只在真正公義的上帝手

裡，上帝要求祂的子民在這歪曲悖謬的世代，要「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

當謹守，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不要消

滅聖靈的感動；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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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刊編輯

《中信》月刊

〈情緒急救員〉（第 679 期）、〈基督徒的信心和責任〉（第 680 期）、〈人生

之苦與福音〉（第681期）、〈甚麼是信〉（第682期）、〈山道天梯〉（第683期）、〈政

局下覓曙光〉（第684期）、〈我思我信〉（第685期）、〈盼望的力量〉（第686期）、〈從

聖經看饒恕〉（第687期）、〈雲柱火柱〉（第688期）、〈因為……所以〉（第689期）、	

〈恪守人格，以愛解恨〉（第 690 期）。以上十二篇文章來自過去一年《中信》

月刊裡不同的欄目及作者。

每期《中信》月刊又豈會只有一篇好文章，選取的這十二篇作品，只

為告訴讀者：一、每期均有優質文章祝福讀者生命。二、累積下來的福音文

章，正正反映了基督信仰所持守的精神價值面貌。

正在編輯中的《傳書》第 162 期內，「查經小品」專欄作者孫淑喜神學

院副院長，以詩篇三十九篇扼要有力地指出，人在亂世需要有四點對生命的

態度：認清人生有限、認清人皆有罪、認清唯一盼望，更要保守自己不在言

語上犯罪。似是耳熟能詳的言說，卻與現今人人面對的處境息息相關，為在

的惡事要禁戒不做。」（帖前五 8,19-22）勇敢、堅強地持守上帝賦予人的善美，

既是祂的吩咐，也是身處末世的信徒所要勉力踐行的信仰生命。「但願我們

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上

帝，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帖後二 16-17）

上帝藉著文字再次彰顯祂的大能大力、全知全能。筆者深願眾信徒都得

著聖靈的引導，被上帝的話激勵、安慰，因仰望祂而有著前行的盼望和力量。



4

《傳書》雙月刊

我城淌淚、恐懼彌漫、謊言充斥、黑暗猖獗。「時勢真惡」，這是聖經

說的（參摩五１），「這時代邪惡」、「這是險惡的時候」，也是聖經說的（參

新譯本及和修本）。《傳書》第156及 157期的封面故事以「頁頁滋養」、「道

譯有道」為題，盼與讀者一起藉廣泛閱讀及參考不同譯本的聖經，在神的真

理中進深，好在這時勢活出主託付我們各人的召命。

信徒不應只活在教會四堵牆內，特別是在信仰及各種逼迫臨近時，編

輯們嘗試與眾教會一起思考，如何警醒準備、應對嚴控風暴等，實在「軛不

容緩」（第 159 期）。

面對我城艱困，沒讓我們忽視同在天父世界裡其他角落備受壓迫的信

徒；因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一同受苦，「同負信仰的軛」（第 158 期）	

跟讀者一起為他方受逼迫的信徒禱告，思考跟隨基督的代價；又為「在泰南

點亮燈海」（第 160 期）這宣教異象呼喚有心人同行，盼得著更多靈魂。

時勢是惡，惟願與讀者同行共勉，彼此砥礪，因我們有著「十架上的

盼望」（第 161 期），是那使基督復活、又使復活的大能居於人心中的上帝

所應許賜下的盼望。

紛亂中又迷失又困擾的人，指陳了人生理念與價值的明亮方向—基督是唯

一盼望。而上述的十二篇《中信》文章，便展現了抱持信仰理念與價值的不

同作者，在他們生活裡的真實經歷、或生命經煉以後的省思。

人生不易，但有一眾有如雲彩的見證人，願意陪伴讀者探問人生，尋

覓真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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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動力．信望愛」帖子回顧，互相勉勵！

發佈日期 15/6/2019

Facebook 接觸人數：3,216

Instagram 接觸人數：134

發佈日期 22/7/2019

Facebook接觸人數：7,881

Instagram 接觸人數：145

發佈日期 26/7/2019

Facebook 接觸人數：3,045

Instagram 接觸人數：140

《中信》、《傳書》實體版及電子版是年度總發行量
刊物 全年總發行量 全年平均個人訂閱 全年平均團體訂閱

《中信》月刊（繁體版） 789,554 冊 15,737 人 1,712

《中信》月刊（簡體版） 100,091 冊 617 人 392

《傳書》雙月刊 99,328 冊 9,719 人 695

電子版《中信》月刊 62,051封
（經電郵發送）

﹣ ﹣

代禱：
•	 求主繼續賜恩予編輯同工有屬靈觸覺回應時代需要。

•	 求主感動更多有志文字服侍的讀者投稿予《中信》月刊及《傳書》雙月刊，

一起在這亟需真理的世代見證基督。

•	 求主繼續供應出版及發行的一切需用，也讓電子版的讀者支持編輯製作

經費。

網 絡及新媒體

網絡世界是另一個爭取人靈魂的戰場。透過社交媒

體，無論是分享《中信》月刊的真實見證，或《傳書》雙

月刊的信仰反思文章，我們都寄盼這些種子，能祝福讀者。

今年，香港迎來了一段艱難的歲月，社會一片亂象，

如處身死蔭幽谷！此時，神感動我們，祂的竿、祂的杖都

安慰這地。「同工動力．信望愛」的帖子由此而生，神的話

語與我們並廣大網絡讀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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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 1/9/2019

Facebook 接觸人數：2,908

Instagram 接觸人數：144

發佈日期 2/10/2019

Facebook 接觸人數：3,450

Instagram 接觸人數：141

發佈日期 17/8/2019

Facebook接觸人數：2,711

Instagram 接觸人數：155

各網絡媒體使用狀況
媒體種類及名稱 累計瀏覽人次／下載次數／粉絲人數

官方網頁 295,262 人次瀏覽

流動應用程式「中信 Light」 3,731 人次下載

「香港中信」臉書專頁 2,443 粉絲

「書•在起跑線」臉書專頁 138 粉絲

網誌「香港中信 Lifestory」（lifestory.hk） 8,875 人次瀏覽

網誌「傳書」（ccmproclaim.hk） 9,527 人次瀏覽

香港中信 Instagram（ccmhk.ig） 270 粉絲

本年度各社交媒體最受歡迎帖子

「香港中信」臉書
接觸人數：7,881

「書•在起跑線」臉書
接觸人數：987

香港中信 Instagram
接觸人數：224

感謝每一位讀者的參與及支持！這段日子，我們在 Facebook、

Instagram 上載的帖子，接觸人數皆大大超越過往；點擊、讚好、分享和讀

者互動也比過去的多！每一次看到有留言，讀者寫下禱文、抒發感受、提出

反思、互相回應等等，彼此的距離瞬間拉近。

以馬內利！網絡上還有一處空間、一份尊重，可以自由表達、彼此了解。

「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馬

太福音十八 20）願我們一起共渡時艱，同走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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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出版新書

代禱 :

•	 緊守使命作見證，成為網絡世界中的燈臺，照亮網海！

•	 願神使用每一個帖子，成為生命之糧，使讀者的生命更豐盛。

•	 求神帶領新媒體服侍的發展，能接觸更多新讀者和年輕讀者。

書 籍出版及代理

書名 出版機構 出版日期
2018 年《中信》月刊合訂本（繁體版） 香港中信 2019 年 1月

2018 年《中信》月刊合訂本（簡體版） 香港中信 2019 年 1月

2018 年《傳書》雙月刊合訂本 香港中信 2019 年 1月

《美滿人間》 美國中信 2019 年 9月

《科學家相信耶穌基督（二）》 美國中信 2019年10月

中信網站大革新的其中一個重點項目，就是增設書籍網購服務。讀者

現可足不出戶，就能透過電腦、平板或手機，在彈指之間購得心頭好書，好

不方便！當然，我們仍然歡迎讀者親到門巿選購、經其他書室代購或郵購本

社書籍。

新網頁更提供書籍的完整目錄，也設有試讀頁，更會推出不定期的限時

購書優惠，給讀者驚喜。請緊貼追踪本會網站的出版網頁，獲取第一手信息。

我們最新代理的兩本福音小冊：《美滿人間》及《科學家相信耶穌基督

（二）》，都適合作為感恩節、聖誕節、元旦的禮物，送給慕道者或初信者。

《美滿人間》內的短文，教人從日常生活中體會各樣善美，其中都有上

帝的美意，是造物者予人豐富的預備及供應。《科學家相信耶穌基督（二）》

是繼大受歡迎的《科學家相信耶穌基督》第一集而推出的。近代科學的奠基

人幾乎都是基督徒，由此反映科學並沒有使他們背離上帝，而是加深了對上

帝的敬畏。相信這兩本小冊子，定能幫助尋問「何處有平安？」的讀者。



同工與義工在書展中努力推介好書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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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暢銷書首三位

《神國面面觀》 《星空背后的真理》
（簡體版）

《轉捩點─
基督教會歷史里程碑》

1 2 3

代禱：

•	盼新的網購服務能祝福更多不同地區的讀者。	

•	這年香港處於動盪之中，很多人期望從書籍文字中尋得安慰與盼望，求

主賜恩予眾文字工作者、出版社、書室等，能緊守崗位，以文字服侍這

個世代，讓主的恩光照遍香江。

書展銷售
書展 天數 銷售數量 義工人次

2019 年 8月　 港九培靈研經會 10 352 冊 4

2019 年 10 月　基督教聯合書展 8 496 冊 3

教會聚會書攤 # 15 127 冊 -

# 不同教會邀請本會主領差傳聚會時同場設立的書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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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展義工李敬庸專訪

每年的港九培靈研經會及基督教聯合書展書攤，都會有義工李敬庸的

身影。他盡忠服侍，且敬畏神：「服侍次數多少，信主年日多久，都不是量

度基督徒是否敬虔的指標。而我們愛神有多少？有多深？只有神知道。我樂

意把握機會服侍，因為天家的門是窄的。」

敬庸沒在意自己當中信義工究竟已有多少年（編按：不少於十年呢），

不論是甚麼崗位，發行工作也好，書攤服侍也好，他都樂意參與。談到教會

事奉，他認為即使不在鎂光燈下的掃地倒茶，默默服侍也是美好的。

去年敬庸遇上危及性命的肺炎，「病患帶來警醒，縱使得病時一點心理

準備也沒有，卻無損心裡的平安。」他不認為每一位信徒都會經歷戲劇化的

救治，卻需要經歷、緊靠神，體會神同在的平安。

卧在醫院加護病房，讓他體會人的無力，末世彷彿不再是遙遠的未來，

而是當個人面對死亡的時刻。這一場肺炎幫助他更持定生命的焦點，抓住聖

經的應許。敬庸形容自己經歷了詩篇二十三篇3節所描述神使人的靈魂蘇醒；

不僅一次，也不僅每日，而是每秒！「蘇醒」讓他更關注永恆國度，「自我

的天地」隨之消逝，牽掛的事情也改變了，他渴慕「住在耶和華的殿中」（參

詩二十三 6）。除了詩篇，主禱文和愛篇（參林前十三 4-8）也是他在那段

日子的靈糧。

雖然敬庸是第三代基督徒，信仰傳承自父母及嫲嫲，但他常思考基督

徒的生命根基等信仰問題，並且堅定扎根在主耶穌基督裡。因此縱面臨危

難，他亦從容以信心和盼望面對。

敬庸的太太是本會文字部同工李曾美好姊妹。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無微

不至地陪伴、扶持、提醒、照顧著他。對此，敬庸內心既感激又心疼，惟求

主厚賜力量與恩典給她。

敬庸年前參與本會聚餐時與兩位董事合照

李氏一家三口主裡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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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頁滋養書聚

書籍是心靈的美食佳肴。本會舉辦的讀書會取名「頁頁滋養書聚」，就

是期盼每一位參與者，無論是分享的、聆聽的，都在交流閱讀心得時，生命

被滋養，有如栽在生命河邊的樹木，豐盈茁壯。

年初的書聚以閱讀尤金．畢德生（Eugene	Peterson）的著作為主

題，懷念這位在去年 10 月 22 日安息主懷的美國長老會牧師。畢牧師被譽

為「牧者中的牧者」，他最為人熟悉的著作是意譯本《信息版聖經》（The 

Message）。桌上展示了畢牧師十四冊著作，與會者彼此交流其著作與生平，

確是一場心靈盛筵，一起細味牧者離去而言猶在耳的遺世珍寶，且能按圖索

驥，擇珠玉之一而品嚐。

今年暑夏，香港「反修例運動」風波持續，社會氣氛沉重，人人冀盼

曙光。書聚遂以「滋養盼望」為題，與讀者同行。書聚當天早上掛起黃雨警

告，卻無阻弟兄姊妹攜帶心頭好書，在陰霾中燃起盼望之光。彼此分享的六

本好書，主題包括公義、靈修、詩歌及見證等；以溫暖的圖畫展現日常生活

點滴的插畫書、探索聖詩作者生命歷程的小傳，引起較多迴響。這反映了滋

養心田的「盼望」正在生活日常中，只要我們留心察看。

窗外，溫暖的太陽光照著地上的水窪，閃亮生輝；漫長路上，總有耀

眼「盼望」。

是年度書聚主題 日期 參與人數
畢德生牧師作品分享 2019 年 1月 5日 10 人

滋養盼望 2019 年 7月 20 日 		8	人

延伸閱讀：爾悅。〈與畢德生同行一載〉。《傳書》第 158 期（2019 年 4月），頁 18。

代禱：

•	世道昏迷，更需閱讀好書，明白真理，持守良善。盼有更多讀者來參與

書聚，互相砥礪。

屬靈盛宴

藉分享書籍互相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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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 道資源及栽培

同 工心聲

早期信徒因為有耶穌基督所賜活潑

的盼望，明白主對他們的愛，得到激勵

而超越眼前困境，並熱切與人分享福音。

門徒確信沒有任何事能勝過為主而活，

這信念使他們有勇氣與信心在黑暗中為

主發光。今天，我們也需要學效早期信

徒，忠心侍主，並且等候祂的再臨。

推動我們去佈道的，是對傳福音的

熱誠與負擔，而且當我們願意踏出一步，

類別 數量
福音書刊 139 冊

福音小冊子 148 冊

福音單張（繁體字） 24,350 張

福音單張（簡體字） 12,320 張

福音 DVD 56 片

代禱：

•	求主使用眾教會及弟兄姊妹傳福音的熱誠與負擔，讓未信者早日得著福音的盼望。

•	求主賜恩予編輯有時代的觸覺，製作適合當代福音需要的佈道資源。

立石為記

感恩加入中信文字部。半年來向中

信同工學習在忙碌事奉中保持生命交流

空間，縱迎挑戰依然充滿喜樂地同走事

奉路，又與城市裡的傷痛者一同呼求上

主。讓服侍的過程、成果甚至是等候，

於己於人都成為上主恩典的記號。呈獻

上主過往賜我的文字事奉經驗，並且祈

求祂繼續磨練我的心志、態度、文筆及

待人處事技巧。

•羅穎珊•

團隊成員：

吳陳妙如（文字事工主任）、梁百璇（編輯）、歐陽瑞萍（編輯，2019年 2月離任）、郭張婉盈［文

字幹事（社交媒體）］、羅穎珊（助理編輯．2019年 5月到任）、趙民忠（批發幹事）、許淑明（文

字幹事）、馬明儀（文字助理幹事．半職）、李曾美好（見證採訪．半職）

新網彰主恩

今年除了批發工作外，還要兼顧新

網站的推出。由於系統的改變及新舊網

頁間的協調問題，我們要以人手把數千

篇文章重新校訂、整理，才可上載到新

網頁。這是一項費時、費力、費心的工

作。感謝主讓眾同工齊心協力，不辭勞

苦，在有限的時間內，以無比的包容、

忍耐及付出，順利把舊網頁的資料過渡

到新網頁，讓新網站能如期於本年八月

推出。求主大大使用這新網站，叫更多

讀者因新網站得著祝福。

•趙民忠•

主必與我們同在，賜予傳福音的能力。

本會願意與眾教會及弟兄姊妹在福音的

事上同心，提供自由奉獻索取的佈道資

源，成為傳福音的助力，幫助大家向未

信主的家人、朋友，又或是在職場，都

把握機會與人分享信仰。

但願我們都被主的恩典和慈愛更

新，吸引更多渴慕追求真理的尋道者，

早日在主的光明國度中。

本年 10 月最新出版的

福音小冊《讓壓力變成

氫氣球》，願主的救恩

到臨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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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事工 mission@ccmhk.org.hk

「耶和華啊，沒有能比祢的！祢本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	

萬國的王啊，誰不敬畏你？敬畏祢本是合宜的；	

因為在列國的智慧人中，雖有政權的尊榮，也不能比祢。」	

（耶十 6-7）

南韓事工蒙主恩

三個大學區事工在宣教士們忠心和忍耐的耕

耘下日見成果，神帶領更多的留學生參與營會與

聚會；一個服侍點因人數加增不敷使用，主又奇

妙地供應地方；另一服侍點神開拓新領域讓宣教

士能接觸更多未信者。感恩有張善寧短期信徒宣

教士去年 11月底加入團隊學習服侍。

代禱：願主加力給宣教士們面對繁重的服侍，

記念小娜宣教士在神的時間平安順利完成頸椎	

手術。

澳門拓展揚主名

感謝神賜下異象，開拓服侍新領域，

擴展澳門中信會址的同時亦成立恩澤坊這新的福

音及宣教平台，求主使用讓眾教會與機構同心合

意廣傳福音。李妙如宣教士在宣教推動和福音工

作上盡心竭力，感謝神預備當地同工們同心配搭

一起服侍。

代禱：求主賜服侍團隊有健壯的身心靈，又預備

本地同工加入。

工 場報告

福音營

主日崇拜

恩澤坊

開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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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南辦學見苗頭

從領受辦學異象到今年進行購地

經費籌募，差不多要兩年多的禱告尋問，等候、

明白神的心意及預備心靈。既是出於神，深信祂

必成就這工。主若願意，祈盼明年能開始建校。

李偉良、韓昱夫婦是雙職服侍的宣教士，還要兼

顧辦學，實在需要主大大加恩。

代禱：為泰南辦學購地經費籌募在神的時間得以

完成；求主預備不同專才和有負擔的肢體加入建

校行列。

東瀛服侍新向度

關珮而信徒宣教士在日本教會忠心擺

上，除主力青年人事工，也祈盼能接觸更多未信

者建立關係，求主開路為她預備不同機會；願主

帶領合適工人加入服侍團隊。

代禱：求主賜宣教士恩典和智慧帶領青年團契，

也記念宣教士身心靈健壯。

厄國工人求主賜

欣見教會成員漸投入服侍，教會漸趨成熟；

兒童及少年人增加，西文班平台也接觸更多華

人。然而，因陳偉娟宣教士的簽證未能批出，需

要離開服侍了九年的工場，深信神有美好心意在

其中。求主差遣工人與梁健文、周慧嫦宣教士夫

婦配搭。

代禱：願肢體委身服侍及有以西文為母語的肢體

協助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大學生小組

兒童活動

青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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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城鄉新據點

感謝神橙縣華人信徒加入西人教會已一年

及持續成長，神又為教會預備一華人同工協助服

侍，而橙縣附近十多個城鄉已聽聞福音。鄧仲明、

梁淑蓮宣教士夫婦計劃前往較北的鄉鎮開展新事

工，求主開路。

代禱：記念宣教士在新據點能適應生活及開拓事

工，保守他們身體康泰。

海洋宣教士繼續藉輔導事工服侍有需要的心靈，生命回轉需要長時間

關懷；另神開了服侍長者的門，透過定期到院舍探訪關懷有需要的院友。

代禱：求主賜宣教士愛心和辨識、與心靈受捆綁的同行。

森弦宣教士在基層福音群體服侍，奇妙地工

廠管理層主動減少員工加班時間及重新規劃活動

空間，以致能增加不同的興趣小組接觸員工。將

成立義工隊並訓練他們，俾能更多關懷員工。

代禱：工場需要多，求主差派工人與宣教士彼此

配搭。

地區工場祈主引

客觀環境日見嚴峻，加上服侍空間縮

減，或許讓人灰心和後退。然而服侍從來都不是

風平浪靜，在驚濤駭浪、風急浪高時更顯事奉者

的勇毅和堅韌。神藉環境提昇事奉者生命質素，

以能面對前面更大的挑戰和考驗。感謝神呼召如

一夫婦願投身在其他地區的培訓服侍，雖因客觀

環境暫未能進入工場，求主讓他們的心志在等候

中更見堅定。

代禱：求主在不可能中開展服侍空間，保守培訓

團隊能敏銳神的聲音和工作，靈活創意地忠心完

成主所安排的服侍。

賀元宵

小組聚會

宣教特訓

員工興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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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訪宣體驗團（2019 年 7 月 12 至 19 日） 

    隊員心聲

•朱頌安•

屬靈爭戰在剛抵埗時已開始，飛機降落後我開始患上花粉症（當時並

未知道是花粉症）。之後一直不停咳嗽，但無阻我短宣的心志。雖然咳嗽聲

在旅程中伴隨各人，惟神聽禱告，使病情不致影響我的事奉。這次日本之旅，

最寶貴的是可與日本人接觸。

•黃樂民•

我們來到靖國神社光之祭典的第一天，看見人潮不斷向著神社湧進去。

人人都面帶笑容、很興奮的樣子，到各區間參與不同活動，重頭戲當然是致

敬參拜或許願祈福。人群欣賞各類表演或美術展示，預備迎接神轎出巡；祭

典將不見的化為可看見、感覺得到的，藉不同的禮儀，加上美學，將信仰結

合到生活文化中，叫人欣然接受參與。目睹這一切，我的心漸覺傷感……

•湯家如•

到訪靖國神社這「突擊任務」打破了我平時不入廟的習慣，認識日本文

化的同時，禱告中神讓我感受祂憂傷的心。我們在街頭做問卷，訪問日本人

對信仰和基督教的看法，還有探訪露宿者等，期望藉這些活動吸引日本人到

教會、送出福音單張、傳達主的愛和好信息。整個短宣之旅讓我感受到神實

在很愛日本。

與日本信徒同心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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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港日本人事工

自2018年 10月，神給予我們一個良好機遇開展「居港日本人事工」，

這本地跨文化的宣教充滿挑戰，若不是神的託付及恩手拖帶，肯定失敗。事

緣本會宣教士到某地區教會分享主日差傳信息，發現教會所在地聚居了許多

日本人，經查究細問後，禱告嘗試為居港的日本人開設廣東話班。縱然神預

備了很好的語言老師，報名期間卻無人問津，實在感受到開荒工作之難！在

截止報名一刻，竟收到一位日本太太電郵申請廣東話班，並表示因時間不便

之故，要求另覓時間讓她們參與，結果連同她的朋友，共邀得四位學員參加。

事工著重禱告先行，整個團隊分別由祈禱組及事工組結合而成，自此

展開一連串活動，包括甜品製作班、體驗香港飲茶文化、大館文化之旅及中

華料理烹飪班。每一次籌備興趣班活動，均看到神的供應，包括人手及各方

面需要，亦經歷到神的恩手讓活動成功。參加者人數平均是三至五人。神知

道我們的力量微薄，給予我們適當人數，彷彿是神叫我們不要迷信數字，神

看重得救的人一個也不要失落，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盡上能力事奉祂。若

不是神的恩典，事工隨時告終。這是神的事工，不是我們的事工，不是因為

人的努力。

現時廣東話班已是第四期，雖然接觸人數徘徊於八至十人左右，在短

短一年內已著實經歷很多神的恩典，神亦賜予我們整個團隊彼此守望，合一

地同心同行，為此感恩！

聚會／活動 參與人次

差傳祈禱會 111

日本祈禱會 136

「年輕長者」（Young	Old）

宣教路小組

35

差傳特別聚會 54

日本訪宣 3

日本訪宣分享會 18

差傳主日學 65

團隊成員：

洪楊秀英（差傳事工主任）、陳偉娟（差傳事工副主任•2019年10月到任）、洪少樂（差傳專員—

教育及動員）、阮少梅（差傳幹事）、劉家慧（差傳幹事）

代禱：

1.	與日本人建立深切關係，把握神

給予的時機，適切地分享信仰。

2.	與在港日本人教會結連合作，引

領居港日本人接觸教會。

香港中信傳send筒

粉絲人數：484人（累計截至2019年10月）

*	歡迎成為我們的粉絲，覽閱本會最新差傳

動向。

廣東話班



我是祢的人

功成身退？我將要退下來了

四十寒暑的中信生涯　在前人的信賴中　一步一腳印走到如今

全因主愛的呼召

當地在震動要分裂時　我安撫著宣教人

當神要中信連於差傳　我甘願作聯絡人

當我自知不能勝任時　祂預備了接班人

主啊　我安然退下　初心仍在

本著我是祢的人

•曹姿 （香港中信宣教士、國際中信事工專員）•

Finish Well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提後四７）雖非

如保羅般走到人生盡頭，卻可用「盡力擺上、Finish	Well」來回顧在厄國的

服侍。神教導我 Finish	Well 不以教會人數增長衡量，而是工人是否按主人

心意、步伐及方法盡力作，結果盡交神手裡。看到人的生命改變，是質勝於

量的價值。事奉路將有改變，神仍是我的元帥，我是衪的僕人。

•陳偉娟（厄瓜多爾／香港本土任務）•

耶穌伸手摸他

「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路五 13）長大痲瘋的得潔	

淨，從來都是我們的生命寫照；耶穌伸手的觸摸，更是訴說我們過去一年的

事奉被祂摸著。「伸手」這舉動從理性思考，主的大能並沒必要出手，然而

感性上經歷這被祂摸著的舉動，心繫我心是上帝恩情、恩典；若不是神的大

愛，實在想不透這是怎樣的一回事！

•洪少樂、楊秀英（香港本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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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會開道路

過去一年，因申請新的工作簽證、仲明需考英語試、回港奔喪、述職，我們需

離開工場達三個月。感謝神，藉著短宣隊和奧蘭治信徒的承擔，城鄉宣教和信

徒聚會維持正常。這讓我們認定，神的工作神負責，我們只管忠心盡責。我們

展開了新的宣教任期，預計於2020年遷往Dubbo居住，深信神必繼續開道路。

•鄧仲明、梁淑蓮（大洋洲）•

願主預備燈臺

感謝主的帶領及保守，我在澳門石排灣公屋群拓展的福音事工已四年了！當

中得著的喜樂與恩典乃屋苑的長者能得聞福音，其中十位已接受洗禮，歸入

基督名下。惋惜的是有些長者因患病，未及在世的年日信主！求主打發更多

工人，帶領屋苑內身體日趨衰弱的長者歸向主；又願主為這區預備一所堂會，

成為燈臺，讓居民能領受上帝恩福。

•郭麗思（澳門）•

充滿挑戰和恩典的一年

過去一年是我在澳門宣教十三年以來最具挑戰、也是經歷神恩最豐厚的一

年！機構會址擴展裝修工程、籌募經費、策劃兩項新事工發展，看似沒法承

擔、心裡膽怯時，神讓我經歷祂神跡的保護，叫我肯定祂的同在，無懼艱辛；

當我們以微小的信心踏上，神即感動擁有不同資源、恩賜、專業的肢體幫助

我們，叫我們處處見神恩，心被恩感歌頌神！

•李妙如（澳門）•

最感恩的事

過去一年，能申請到厄瓜多爾永久居留是最感恩的事，亦因此讓我倆可有足夠

時間暫離工場述職。另外，因有宣教同工離開，我倆需負責更多事工，教會人

手更為緊絀，如何在有限資源中牧養教會及擴展事工，是未來事奉日子最大	

挑戰。感謝美國及香港短宣隊到訪，期盼讓更多人認識厄瓜多爾工場的需要。

•梁健民、周慧嫦（厄瓜多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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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奇妙帶領

過去一年天父非常奇妙地帶領我們，認識了許多熱心參與或支持建校計劃的

肢體，經悉心籌備，購買土地籌款行動於今年正式啟動。深信主既已開始，

必要成就。感謝天父揀選並帶領華人弟兄姊妹成長，並學習牧養；泰國同工

也熱心傳福音；孩子和家人都健康平安。求主帶領我們在新一年全力投入建

校計劃，也求主憐憫家人和兒女，信靠和更深敬畏主。

•李偉良、韓昱（泰國）•

溫馨難忘之旅

2 月初團契一對留學生夫婦在家鄉舉行婚禮。團契十多名學生和我都過去

了，還有幾位多次來南韓短宣的香港肢體也去了。那種感覺很奇妙，一直在

工場聚會的，現在以另一形式在另一地方團契。我們除了一起參加婚禮、遊

玩、傳福音、靈修，還邀請新婚夫婦的朋友一起團契及參加主日崇拜。回想

起來，實在是溫馨和難忘。	
•小娜（南韓）•

心裡得釋放醫治

感謝神，在泰國服侍的最後三個月經歷到祂的奇妙作為。在一次女子監獄服

侍中，聖靈大大作工，八成學員願意接受主；兩週後，當再問誰願意接受救

主時，所有人都毫不猶豫舉手，榮耀歸主！回國後，主為我預備合適課程，

給我很大幫助。我又處理了與父親的關係，心裡得釋放醫治，我也首次為父

親患病的事向上帝感恩。
	 •子恩（泰國）•

扎根成長　學效基督

看見團契肢體渴慕追求，我們一直思想如何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學習。感恩我

們每週可多開一個小組，幫助門徒進深學習真理與生命結合。小組分弟兄組

與姊妹組，大家學習建立禱伴、關顧新朋友、籌備福音營、帶領團契等活動。

個別關顧新朋友的服侍是最大挑戰。感謝主，他們就在這些難處中不斷經歷

神，生命進入了新的階段。
	 •永泉、影婷（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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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滿滿的一年

今年經歷上帝的恩典滿滿。教會聚會的地方狹窄，最多只能容納十四人。	

9 月新學期開始前一週，上帝給我們安排了一個更美之地，可容納逾四十人

聚會。數天後新學期第一次聚會，共十九人出席。若不是上帝預備地方，根

本容納不了，耶和華以勒！今年的中秋營會由香港短宣隊負責，他們的美好

服侍，讓學生得幫助，願主繼續帶領他們的人生。

•梁志 、沈潔瑩（南韓）•

有主平靜風浪

這一年內，教會舉辦了多次歡送會，最不捨是負責少年團的傳道人夫婦和青

年團的領袖，對我和青少年都是個大挑戰。感恩我領的青年團內沒有人為此

而士氣低落，反激發了他們事奉的心，主動找我傾談。感恩看見 4月份剛升

團的團友們有成長，不再害怕在聚會中領禱。事奉上常有風浪，但不用怕，

因主是平靜風浪的主。
	 •關珮而（日本）•

首次離鄉背井

過去一年對我來說是非常特別的。能在海外全時間服侍是上帝恩典，也是我

首次長時間離家，稍稍體驗了宣教士離鄉背井的心情。感恩已能適應海外生

活、學校環境、團契群體、教會文化和同工配搭等。服侍留學生群體時，最

深刻是送別回國的學生，讓我體會到雖然服侍對象會不停轉變，惟有福音的

種子卻能因著神的愛一直成長。
	 •張善寧（南韓，短期信徒宣教士）•

我對神忠心，神必恩待我！

我持著無愧於差我的神和支持者的態度，努力、認真和小心的服侍，惟回應

非我所期望時，不知不覺心情和情緒交纏。關心親切細膩的神，及時的透過

申命記安慰了未知的我。「耶和華你的神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已賜福與

你。你走這大曠野，祂都知道了。耶和華你的神常與你同在，故此你一無所

缺。」（參申二 7）
	 •張紅光（南韓，短期信徒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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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的投資

從未想過我現在的工作會被視為高風險的投資。對於我這個對投資一竅不通

的人來說，深信那選召我的大老闆，無論在我遇到任何事，祂都會負全責的。

過去多年，每次出差總是帶著一點戰戰兢兢的心出發，卻總是帶著歡喜、感

恩的心回來，因為我的大老闆一直暗暗保守著我。

•驢子（其他地區）•

活學活教

我曾把執教的「異端辨別」課程的資料檔案給了學員，希望他們能教導別人。

一位姊妹有機會到北部一處偏遠地區，因察覺到當地的需要，便用我的課堂

材料授課。另外，曾在培訓班晚上安排差傳祈禱會，一位姊妹後來很高興地

告訴我，在教會祈禱會已增加了差傳內容。信徒們心胸眼界都拓闊了。感謝

主，學員能將所學的傳承下去。
	 •頌詩（其他地區）•

經歷主愛

感恩與主同行同工，接觸別人生命中的故事，更體會何謂傷痛與捨棄。每次與

受助者見面，都帶著關心與期盼。期望對象每次都有好轉的我，內心是戰戰

兢兢，常問自己的建議是否能夠幫助他們。最後明白實在需要神的引導和指	

示，重視他們都是神所愛的，將他們帶到主面前，一起經歷祂的醫治和改變。

•海洋（其他地區）•

主常引導

感恩主帶領我到偏遠地區探訪和禱告，參與對抗魔鬼牢籠人心的爭戰。雖然

時間很短但經歷頗深，求主繼續引導。主又保守培訓查經和釋經講道之門一

直開著，從近處到極北之地都看到主的帶領。主又賜我信心和感動，就是在

壓制的環境中，更需要餵養和裝備群羊。
	 •漁夫（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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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靠主

回顧這兩年的宣教事奉，神在身心健康上給我很大磨練，正如保羅所說：神

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提醒我要謙卑靠主。面對工場的「暴風」，

催逼我更要緊隨祂，支取從上而來的勇氣迎向挑戰。未來將主力做好員工關

懷服務，盼藉此擴闊接觸面，祈求主的愛打動每個心靈。

•森弦（其他地區）•

新的服侍模式

2019 年工場形勢更趨緊張，多次原本編定的行程都臨時叫停。這情形看來

還會加劇，並持續好一段時間。相信這是神藉此給屬祂兒女更多的考驗和預

備，也讓我們重新思考新的服侍模式。感恩的是，去年開始的網絡服侍穩定

和迅速發展，這似乎是未來的方向和重點，求主帶領。

•雅歌、詠詩（其他地區）•

教學新嘗試

宣教訓練一直是我們的負擔，並嘗試採用不同的新模式。如去年其中一個十

天訓練營，對象是教會領袖，為了幫助他們多角度認識差傳，除課堂外，也

安排探訪和體驗。另外又協助為期一個月宿舍式的訓練，參加者大都是準宣

教士家庭（包括小孩子），受訓時熱鬧如一個大家庭，加上有很多資深宣教

士授課，參加者得益匪淺。
	 •叮叮、噹噹（其他地區）•

生命五味架

生命迂迴崎嶇！常在始料未及時打翻五味架：

甜：偉大的創造主，天天從谷底救我；

酸：原以為補回天花剝落的兩塊水泥，不必搬動家具；怎料……

苦：住了數十年的舊樓，一鑿三爛；全屋灰塵！家具蒙難……

辣：重造傢俬，卻遇質素欠佳公司，呎吋量度錯誤，運送又出錯！

處境雖艱辛，忍耐倚靠大能的神，死蔭幽谷必跨過！

•連心橋（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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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福音事工   lunchcu@ccmhk.org.hk

把握職場的一小時午膳時間，為職場朋友預備不同的專題

（職場、生活、心靈等）和見證分享的午餐會，

讓他們在輕鬆的環境下認識基督信仰，祝福他們的生命。

週間的上下班時間，職場朋友從四方八面走入新蒲崗，然後，帶著疲

乏的身軀趕回家。每天擦身而過的，或是派餐會單張時遇上的，有熟悉的、

也有陌生的臉孔。

代禱：祈求神給他們機會思想信仰和生命的意義，讓他們有機會認識主；又

祈求神幫助已信主的能在信仰裡堅固、興起，看見領人歸主的異象，並在職

場中付諸實行。

每個季度的午餐會，職場朋友應邀參與，邊用餐、邊聽著講員的分享，

間有回應，但也樂見他們滿足的離去，實在感恩。

代禱：祈求每次分享都能豐富來賓的生命，又被啟發願意多認識主；又祈求

講員們能緊靠主恩，生命蒙保守，預備當中的分享，祝福別人；又祈求主帶

領更多新蒲崗友得知此午餐會，前來參與。

每季的籌備，喜與夥伴們（播道會迦南道真堂及基督教恩臨堂）數算

主恩、守望來賓需要，並籌劃季度內容、方向；為著夥伴教會的支持、配搭

感恩。

代禱：祈求神保守團隊敏銳來賓的需要好作回應，讓每次的午餐會成為各人

的祝福，廣傳福音。

最後，多謝每年細讀年報的讀者們，感謝你們的關心、代禱、支持。

信徒聚會 福音午餐會 派宣傳單張活動
場次 4 17 19

出席人次 51 1,074 60

新來賓（有留名） - 54 -

團隊成員：
黃劉雅璧（總幹事）、梁盧婉姮（事工幹事，部分時間）



接觸堂會

47間

接觸人數

3,341
人次

應邀到各堂會分享及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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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團隊 admin@ccmhk.org.hk

辦 公室

發 行

代禱：
•	 編輯歐陽瑞萍姊妹於今年 2月底離職，新同工羅穎珊姊妹於 5月初加入

編輯團隊；另有會計幹事陳淑儀姊妹及總幹事助理鄧伍潔貞姊妹於 10 月

加入團隊；請為三位姊妹事奉的適應禱告，能與各同工同心配搭服侍。

•	 同工們在事奉、家庭、生活上也有不少壓力，請為同工有健壯的身體、

活潑的靈命、得力服侍主禱告。

合作夥伴：感謝主帶領新生精神康復會（下稱「新生會」）竹園綜合培

訓中心，由 2018 年 11 月起承接《中信》及《傳書》兩本期刊的入封及包

裝工作。新生會人手充足、工作及存貨空間大、中心的出入口方便貨物搬運，

令貨量龐大的發行工作更順暢；又感謝新生會願意在多方面配合及協助。同

期，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葵青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下稱「青衣愛

群」）全面接手《中信》及《傳書》的大量刊物送件工作。感恩與青衣愛群

合作無間，持續每月運送大量刊物給各訂閱教會及機構。

義工：由於新生會需時適應數以萬計的刊物入封工作，故在首半年適

應期內，本會需要安排義工在中信辦公室處理由每封 2本至每封 50 本的刊

物入封及包裝。感謝主適時供應額外義工，而且他們都樂意繼續成為中信

義工！



會 計
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每天過得不容易，不單經濟環境不好，前景更不

明朗。弟兄姊妹卻仍然念掛著我們的需要，願意奉獻支持，實在感激弟兄姊

妹愛主及愛我們的心。

代禱：
•	 時勢艱難，求主幫助我們做好天父交付的工作，只管把我們的需要仰望

天父憐憫，專心倚靠祂。

•	 但願天父的保守及憐憫臨到我們所愛的香港！

團隊成員：
黃劉雅璧（總幹事）、鄧伍潔貞（總幹事助理．2019 年 10 月到任）、
梁周詠儀（行政主任）、黃敬賢（發行幹事）、羅鄧蓮好（行政幹事）、
何淑貞（會計副主任）、房霏珊（會計助理）、陳淑儀（會計助理．2019 年 10 月到任）

個人

501人次

團體

3單次

貼地址標籤、包紮刊物的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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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	 週而復始的日常運作，也極需要禱告承托。求主讓每月發行工作中的每

一環節，都在祂的恩典裡順利完成，寄出的每一本刊物都能祝福讀者。

發行義工一絲不苟地

入封及貼郵寄標籤。

感謝義工們的愛心支持同工與義工共享主內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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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義工謝海光專訪

逾三十多年中信義工年資的謝海光，比現任的中信同工還要資深！他

風雨無間地協助發行工作，不僅包紮工夫了得，更與同工義工成了老朋友。

這些年來，就算去旅行、短宣，甚至看病，他都堅持不與發行工作「撞期」。

「人是很軟弱的，沒有人稱讚，人會自卑；有人稱讚，卻會驕傲。故走

事奉路，要經常到神面前，自我反思。」此話由這位謙和忠心的弟兄道來，

更覺意味深長。

今年 6月，海光由僅為檢查視力，到確診右後腦長了雞蛋般大的膠質

腦瘤，至完成手術回家休養，只歷短短二十天！「我經歷了天父的大能保護，

既平安也平靜地渡過了。」對驟然而至的大病，他說來卻輕鬆歡快。「上帝

很愛我，安排了有愛心的基督徒顧問醫生替我動手術，術後幾天我已可回

家。在家休養時，有一天我忽然很想吃山竹，當晚中信同工來看望我，帶來

的水果正是山竹，真是喜出望外，讓我感到主愛的無微不至。」

他那賢慧的太太問他：「你平日強壯健康，這次患病，是否上帝要考驗

你？」「我咁榮幸被上帝選上接受考驗就好喇！」調皮的海光不減本色。「我

是個不配的人，做義工只是做應做的事。信主三十四年以來，每月包裝中信

刊物，有幾年曾當過陪診義工；只要有能力，就幫助有需要的人，因為這是

主喜悅的。」他又情深感謝說：「感恩上帝賜我一位好太太，智卿的細心照

顧、陪伴、聆聽、扶持，無論是手術前後、複診和電療、起居飲食，她都一

力承擔，實在很不容易。我病了她一定很難受，但她仍堅強面對。感恩她與

我同行，更感恩有主與我們同行。」

香港中信負責人已換了幾任，海光在這數十年仍堅守義工崗位，因為，

他清楚知道，他服侍的對象是神不是人。

左為謙
和忠心

的海

光弟兄
，與發

行同

工黃弟兄
合照。

海光、智卿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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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剪影   

1 及 2	 應社會需要，本會舉辦禁食祈禱會，守

望我城，並開放場地讓人安靜尋求主。

3	 	 到大自然退修，在祂的創造中親近上主，

重新得力。

4	 	 聖誕聯歡，董事及同工放下忙碌，感恩

救主基督降生。

5	 	 陳偉娟宣教士服侍十年獲頒長期服務記

念座。

6	 	 歡送文字部編輯歐陽瑞萍姊妹，願她前

路繼續蒙主帥領。

1

3

4

5
5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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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account@ccmhk.org.hk

核 數師報告書摘要
此摘要乃由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翻譯及節錄自本會的英文版之獨

立核數師報告書和已審核財務報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由吳孫

劉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完整的審核報告已上載至中國信徒佈道會有

限公司網頁www.ccmhk.org.hk。一切獨立核數師報告書和已審核財務報表

內容以網頁內的英文版作準。

「我們已完成審核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的財務報表，此財務報表包

括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財務狀況表、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全面收入賬表、

基金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們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

我們認為，上述的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反映　貴

公司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財務狀況及　貴公司截至該日止的年度不敷及

現金流量。」

28%	 常費及同工薪酬

12%	 文字事工

1%	 佈道資源及栽培

5%	 差傳及福音午餐會

51%	 宣教士及工場經費

3%	 宣教行政及銀行利息

總收入	 HK$17,524,532

25%	 行政及辦公室

23%	 文字事工

6%	 差傳及福音午餐會

43%	 宣教士及工場經費

3%	 樓宇及設備折舊

總支出	 HK$18,074,401

2 018年財政分析

2018 年共收奉獻 7,673 份（個人佔	6,004 份；機構 / 教會佔 1,669 份）

審計報告

收入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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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經核數師核實）

全面收支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以港幣為列報單位

收入 2018 年 2017 年
奉獻 1 16,397,890 15,572,975

特別遺產奉獻 - 806,933

指定項目奉獻 2 800,805 1,058,014

營會 / 研討會 46,696 52,126

短期宣教 82,394 74,680

批發及門市盈餘 - 26,708

行政費 429,888 375,480

兌換收益 1,472 668

銀行利息 44,558 20,320

雜項 2,500 1,803

17,806,203 17,989,707

支出
文字事工
《中信》、《傳書》期刊出版 4,113,427 3,836,918

批發及門市不敷 3 281,671 -

佈道資源及栽培 17,511 7,449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621 -

差傳事工
宣教士及工場 6,892,122 6,329,812

指定項目奉獻 800,805 1,058,014

差傳培育及拓展 176,892 25,290

營會 / 研討會 39,756 53,580

短宣 80,592 75,712

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14,999 -

本土福音事工
福音午餐會 13,517 12,443

行政支出
薪津 4,032,304 3,708,967

公積金及強積金供款 322,069 298,366

醫療費用 76,245 75,264

同工退修營 15,700 9,751

物業管理費 187,020 182,076

差餉及地租 89,420 94,640

電話費及電費 109,165 102,367

辦公室 98,997 93,124

清潔費 40,180 38,750

維修費 95,686 51,813

電腦軟件 1,220 15,354

保險費 32,866 32,406

律師費 - 600

出售固定資產捐失 1,840 -

年報及感恩禮物 78,009 73,605

核數師酬金 28,980 28,582

銀行服務費 6,810 5,976

會員費（差聯、基協、出版聯會） 3,200 3,200

義工費 1,050 505

同工及義工聖誕聚會 8,313 15,130

折舊 595,085 597,064

18,356,072 16,826,758

本年度結餘 /（不敷） （549,869） 1,162,949
附註：

1,	2.		奉獻細項請到本會網頁參閱	2018 年審計報告	第 23 頁附註 8及 9。

3.	 	 本年度因應會計準則，需將滯銷存貨評估為「不適用於銷售」，因此須撇減現淨值低於預期的存貨，

致出現不敷。詳見下頁「批發及門市收支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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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以港幣為列報單位

資產 2018 年 2017 年
非流動資產
物業、器材及設備 19,894,102 20,487,827

流動資產
存貨 1 84,665 353,771

貿易應收賬 4,134 7,984

其他應收款、	按金和預付款項 837,993 905,664

銀行存款及現金 10,740,629 10,250,695

流動資產總額 11,667,421 11,518,114

資產總額 31,561,523 32,005,941

儲備及負債
儲備
常費基金 3,162,357 4,699,042

醫療基金 136,696 129,647

香港中信宣教士基金 5,010,028 4,190,112

香港中信工場基金 1,466,810 1,235,519

神學生基金 608,320 501,236

宣教士緊急醫療基金 144,331 144,331

物業基金 2 19,801,388 20,351,427

王永信牧師跨文化宣教紀念基金 371,515 -

儲備總額 30,701,445 31,251,314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及應繳費用 860,078 754,627

流動負債總額 860,078 754,627

總儲備及負債總額 31,561,523 32,005,941

備註：

1.	 存貨估值：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按會計準則須撇減的存貨約為港幣 311,730 元，並已於收支表扣

除。故此，2018 年存貨之賬面值較 2017 年存貨總值大幅減少。

2.	 物業基金：負責支付樓宇折舊。

批發及門市收支簡報（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以港幣為列報單位

2018 年 2017 年
批發及門市營業額 86,612 125,895

銷售成本
期初存貨 353,771 381,402

購貨 53,135 16,075

期末存貨 （396,396） （353,771）

10,510 43,706

其他直接成本

一般費用 46,042 55,481

存貨減值虧損 311,731 -
368,283 99,187

營運結餘 /（不敷） （281,671） 2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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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總支出及 2020 年總支出預算
2019 年總支出： HK$17,432,971	（包括 1至 9月實數支出及 10 至 12 月預算支出）
2020 年預算總支出： HK$19,299,000
其中包括 : 文字事工 HK$4,221,000

差傳事工 HK$8,974,000

本土福音事工 HK$16,000

同工薪酬及福利 HK$4,646,000

辦公室開支 HK$1,442,000

專款報告
「王永信牧師跨文化宣教紀念基金」

成立「泰南辦學購地專款」

「基金」於 2018 年成立，用以支持差傳研究及發展，以延續中信創辦

人王永信牧師的宣教及創新精神。今年本會新開拓法國工場，便用上「基

金」支付考察法國之旅費用。截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基金」結餘為港

幣 384,174 元。

歡迎進行差傳研究、發展及開拓新宣教事工的神學生、宣教士及差傳

同道申請本「基金」撥款資助其項目。詳情請與本會聯絡。

本會董事會於 2019 年 4月正式批准泰南宣教工場購地、建校、興辦基

督教國際中學。感謝主已覓得合適土地，須籌募港幣 12,000,000 元購地經

費。董事會通過設立「泰南辦學購地專款」，籌募所需費用。截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專款結餘為港幣 1,148,977 元。

歡迎了解、為計劃禱告及奉獻支持。

奉獻表格建校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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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賜平安的神，在各樣善事上裝備你們，

使你們遵行祂的旨意；

又藉著耶穌基督在我們裡面行祂所喜悅的事。」

（來十三 20-21，《和修版》）「耶和華啊，沒有能比祢的！祢本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	

萬國的王啊，誰不敬畏你？敬畏祢本是合宜的；	

因為在列國的智慧人中，雖有政權的尊榮，也不能比祢。」	

（耶十 6-7）

管家心語 steward@ccmhk.org.hk

感謝主在過去一年，當我們學習辨識神的心意及行在其中時，經歷到

神裝備我們。面對未來，這更是我為自己和同工及宣教團隊的禱告；我也如

此為你祈求，好讓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紛亂的世代，靠著基督在生命中作工，

行在神的心意中。

述說主的裝備，願歸榮耀給神

神差派人來裝備我們，又預備一切好人、好物來幫助我們實踐祂的心

意。在居港日本人事工上，我們經歷神把各類恩賜的弟兄姊妹帶來，組成事

奉及禱告團隊，與居港日本朋友分享基督的愛。在泰南辦學計劃中，又經歷

神藉不同經驗的有心人教導宣教士和我，從學習中前行；目前仍然仰望主為

購地預備經費，又為建校辦學預備願意貢獻專業的有心人。在開拓法國工場

時，神又讓我們從法國教牧及弟兄姊妹中學習，祂亦預備宣教有心人及配搭

夥伴。

除了外在的預備，我們也經歷內心的裝備。面對香港現時的境況，我

們當有怎麼樣的角色？神先堅固我們內在的生命，並引領我們舉辦數次特別

祈禱會和利用刊物及社交媒體平台發出鼓勵和提醒的信息。

以上種種，只是眾多預備的部分，盼望在此述說，讓你與我們一同歸

榮耀給神。

祈求賜平安的主，引導前行

迎向前路，可以預料將有艱難和試煉。身處末世，祈求賜平安的主，

引導前行，藉著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中作祂喜悅的工，充充足足地裝備我

們，堅持求善，鍛鍊美善的品格、合神心意的態度、堅心倚靠主的心，好能

行在主的旨意中。

願我們如此彼此代求。

黃劉雅璧（總幹事）



中國信徒佈道會

乃一信心宣教機構

一切需要全賴弟兄姊妹奉獻支持

香港中信顧問

鄭以心牧師、翁競華牧師

香港中信董事

陳黔開牧師（主席）

彭永福醫生、呂君望牧師、陳希陸牧師、羅兆麟博士

義務法律顧問

陳家榮律師

凡有感動奉獻支持本會事工

支票抬頭請寫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
或

‘CCM	CHRISTIAN	MISSION	LTD.’

奉獻請寄來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號匯達商業中心 9樓	或

9/F,	WIN	PLAZA,	9	SHEUNG	HEI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或存入本會下列賬戶

滙豐銀行戶口		001-327600-001

恒生銀行戶口		286-374434-001

恒生銀行戶口		286-374434-280（人民幣）

恒生銀行戶口		286-374434-203（美元）

或以繳費靈PPS奉獻：

中信商戶編號為 6127

奉獻後，請將銀行存款單 / 網上捐款紀錄 / 繳費靈付款編號，

連同個人資料寄回本會，以便發出收據。



齊來參與

中信傳福音到地極之宣教計劃

參與方法

介紹親友訂閱《中信》月刊、《傳書》雙月刊
瀏覽中信網頁、文字及差傳的 Facebook 專頁、‘ccmhk.ig’ Instagram 專頁

下載手機應用程式（Apps）「中信 Light」
參與中信舉辦的福音及差傳聚會

恆常為中信事工禱告
為各地同胞代求

定期以金錢支持中信文字、差傳和本土福音事工

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 ‧事工簡報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0 月
編輯：香港中信文字部

會址：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 號匯達商業中心 9 樓 • 電話：(852) 2810 9933

傳真：(852) 2868 3212 • 電郵：admin@ccmhk.org.hk • 文字事工：lit@ccmhk.org.hk

差傳事工：mission@ccmhk.org.hk • 本土福音事工：lunchcu@ccmhk.org.hk  或  6128 7905

www.ccmhk.org.hk

「中信 Light」免費下載

香港中信 書•在起跑線 香港中信傳send筒

ccmhk.ig中信傳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