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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

求祢照求祢照祢的話祢的話使我堅立！使我堅立！

福 音 傳 華 民． 恩 澤 遍 萬 邦福 音 傳 華 民． 恩 澤 遍 萬 邦

（詩一一九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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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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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媒體
與時並進，善用網絡媒體平台，把福音和
造就生命的圖文、影音等信息，傳遞至世界每一角落。

出版事工
出版中文書籍及佈道刊物、禮品，並代理各地中信和其他出
版商書籍；推動信徒閱讀，舉辦書聚，滋養屬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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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工場
亞洲區有澳門、泰國、南韓、日本；歐洲有法國；
大洋洲有澳洲城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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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地異文化羣體播植福音種子，連結信徒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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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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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午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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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過去一年

過去一年過得不容易，但主恩夠用！

經歷神奇妙作為
● 泰南辦學有大進展——雖然世情紛亂，神仍感動弟兄姊妹投資天國事業！（詳

情請看第 24頁）

病患得神眷顧
● 斌、玲在法國感染新冠病毒，現已康復，女兒奇妙地未受感染。

● 小娜在南韓接受高風險手術，順利康復中。

疫下闖出新路
● 封城與解封成了新常態，

各地宣教士遊走線上線

下，機動應對；更有多國

組成的網上短宣隊支援，

服侍多個地域的朋友。

● 本土福音午餐會，沒有午餐也要有福音！變陣重新啟動，現場與線上同步進

行，衝出新蒲崗，接觸更廣泛的職場朋友。

筆耕緊守崗位
● 無論日子如何，筆耕傳盼望！運用各媒體為燈台，承載點亮的燈（回應時勢的

信息），照在人前，求主使用。

團隊創意退修
● 動動腦筋，同工退修大變身！整體敬拜，實體

或線上小組分享，個人安靜時刻⋯⋯感恩逆／

疫境中能安歇在主裏。

感謝主的作為和眷顧，亦讚歎團隊充滿創意，

靠主機動，堅持前行！

黃劉雅璧

管家心語 steward@ccmhk.org.hk
回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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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弟兄們， 你們要站立得穩， 凡所領受的教訓， 不拘是我
們口傳的， 是信上寫的， 都要堅守。」（帖後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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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天上的父

感謝祢賜下文字

文字

有重於泰山

或輕於鴻毛

文字

是為要傳揚主道的媒體

也可是身陷囹圄的地雷

文字

只應是呈奉給上主使用的獻物

絕不作虛謊向撒但諂媚的穢物

感恩祢使用文字工作

我們堅信得時不得時

眼目焦點從不在環境

而是定睛全能的上主

父神呀

祢看重我們使用的文字

但祢更看重我們的生命

在風雨如晦的今天

願祢賜我們察驗上主美善純全旨意的靈

剛強壯膽堅持藉文字見證基督福音的心

靈巧如蛇純良若鴿創意地書寫真理的手

好讓我們雖無摩西的杖

仍能靠主舉起手中的筆

跨越那羅織密佈的紅海

為城中懷憂負創的實踐信望愛

並

「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
受壓制的得自由」（參路四 18）。

奉主基督的名

阿們

文字事工 lit@ccmhk.org.hk



《中信》《傳書》
疫情肆虐，頑疫當前，惟聖經的話語、信

徒的生命見證，卻是幽暗中的閃閃亮光，彰顯盼

望，添加力量。同時，這也是亟需身體力行傳達

基督真理的時代。探問人生，省思生命的《中信》

月刊、傳遞使命，建立生命的《傳書》雙月刊，

時刻謹慎警醒，堅守崗位，傳主福音。

《中信》《傳書》電子版

無論你身在天涯海角或佇足香港，只要當地

有提供郵遞服務，我們都會免費贈閱《中信》和

《傳書》。這兩本用心製作的期刊除了實體版外，

讀者也可以選擇收閱電子版。

讀者只需在網上完成簡單的登記程序，我們

的訂閱系統便會按期送出通知，讓讀者隨時隨地

隨心藉電腦、手機、平板電腦等智能裝置，暢閱

每期精采內容。而且，讀者更可透過電子版的網

路分享功能，與親友良朋共享好文章，既快捷又

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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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261冊 14,643人 1,638單位
《中信》月刊（簡體版） 46,251冊 392人 268單位
《傳書》雙月刊 85,000冊 8,325人  642單位

電子版《中信》月刊
55,212封

（經電郵發送）
─ ─

註：是年度《傳書》雙月刊封面故事題目：168期「世界雖然乖謬，我們還是⋯⋯」、169期「有書同行」、
170期「黑夜靈程」、171期「當苦難免不了」、172期「基督徒的日與夜 @2021」、173期「逆境下的宣
教契機」。

歡迎掃瞄右邊二維碼

訂閱實體或電子版

《中信》及《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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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聆聽版

《中信》月刊「真實故事」聆聽版自 2018年開始製作以來，極受大眾歡迎；
更感恩是有社福機構向本會申請播放聆聽版作福音聚會用途，我們當然萬分樂

意，極之鼓勵，因這正是製作團隊不辭勞苦盼廣傳福音的服侍。

現時除「真實故事」專欄，「人間煦日」和「城市福音」兩個專欄也有聆聽

版了，與每期《中信》月刊文字版同步上載到本會官網，是《中信》月刊實體版

外，另一傳福音的好幫手。

我們衷心邀請教會、弟兄姊妹一起參與這個將文字化作聲音，讓由於種種原

因未能閱讀的人，可以「聽」到令人抹除心靈昏昧的見證，得着主基督的恩光。

歡迎掃瞄右邊二維碼

收聽「真實故事聆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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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媒體

中信官網 www.ccmhk.org.hk

中信官網在 2019年以全新面貌與大家見面後，仍不斷因應逆境疫情進行優
化，讓新網頁更適切時代需求，傳送社區關懷，且增加了相關項目的專頁，與這

世代同行。

● 網上書店方便網民在疫情影響下，足不出戶亦可購買書籍及禮品。

● 電子版《中信》月刊及《傳書》雙月刊，可供即時線上閱讀、或下載細讀，或

分享共讀。

● 「有愛同行逆境路」透過文章、聲音檔、禱文、祝福卡等與社會大眾一起抗逆，

同時鼓勵網民使用專頁內的分享功能，一起傳揚有愛同行的信息，傳遞關懷與

盼望。

● 「社關 Postcard Project」鼓勵弟兄姊妹使用本會製作的明信片，書寫安慰、

祝福、勉勵等說話，寄送予苦澀的心靈，能因主應許的福音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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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

這一年，社會上牽起了移民潮，就連網絡世界也曾發生過兩次「社交媒體大

遷徙」⋯⋯

主啊！求祢垂憐。

在這分崩離析的時局中，求祢保守社交媒體事工。

願我們能和每一位渴慕真理的網絡讀者相遇，跟他們分享信仰點滴；

特別是年輕人，因他們正深切渴求屬靈養分。

求聖靈同工，於帖子的構思、取材、剪裁及配圖上，

能適切適時，貼合讀者的真正需要。

網絡訊息百花齊放，求主保守

每一位讀者的心思意念，能慎思明辨，認識真道。

不論遠近，願我們彼此同行，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四 3）

阿們

人間慧思

各網絡媒體是年度網流量

媒體種類及名稱
累計瀏覽人次／

粉絲人數
最受歡迎帖子

接觸人次

官方網頁 瀏覽人次 191,414 ─

「香港中信」臉書專頁
粉絲人數 2,986 
接觸總人次 18,698 3,279

「書‧在起跑線」臉書專頁
粉絲人數 195 
接觸總人次 2,888 819

網誌「香港中信 Lifestory」（lifestory.hk） 瀏覽人次 12,042 ─

網誌「傳書」（ccmproclaim.hk） 瀏覽人次 23,587 ─

香港中信 Instagram（ccmhk.ig） 粉絲人數 590 
接觸總人次 2,765 456

「人間慧思」微信公眾號
訂閱人數 109 
接觸總人次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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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及代理

新書出版

末世時代，有不少假消息及論述以訛傳訛，在眾多思潮與迷思中，信徒務要

守住真理。

本會 2021年 4月出版的新翻譯書《基督教損害人類文明？──剖析影響現
代思潮的六大迷思》，以清晰論述，優秀自然流暢的譯筆，回應現代思維對基督

教的六個謬思。其中如流行傳播載體推舉達爾文的進化論為進步，將基督信仰置

於退化守舊的對立角色；又如譴責宣教士壓迫原住民的刻板指控。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
這道是與不是。」（徒十七 11）基督徒跟隨的是真神上帝，信徒必須明辨基督信
仰真理的討論及當中的發展，慎防落入簡單二分法的假象，或被既定價值觀的故

事矇騙。而一覽這本新書內的事例，實有舉一反三之效。

即時觀看
分享短片 

本書的電子版亦將於明年面世，供線上線下讀者，按着不同需要選讀實體或

電子版。求主使用這書，祝福所有追求及踐行基督真理的讀者。

有關本書分享短片已上載到 Youtube、臉書及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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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製作

感恩本年接觸到一家着重神學培訓並熱心出版電子書的機構，經過幾番洽

談，終落實合作出版香港中信書籍的電子版了，按序將於今年底陸續推出。期望

未來有更多機會探索電子書平台的渠道，讓天父藉作者傳達予人的信息能無遠弗

屆，祝福更多肢體。

其中將陸續製作成電子書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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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天父

面對種種似是而非的迷思，謊言充斥的世代，

感恩在祢恩領下出版了

《基督教損害人類文明？──剖析影響現代思潮的六大迷思》這本翻譯書，

勉勵信徒裝備自己，辨識迷思，拆解其連鎖關係及影響。

讚美主

去年推出「掛念香港」系列明信片，深受歡迎，

能與讀者一起記念我城，感謝主。

更感恩是縱然服侍非常忙碌，

竟蒙恩主感動文字部眾同工同心合意拼出時間精力，

協力出版第二輯「掛念香港」明信片，繼續與讀者同行。

主啊

求祢藉「宣教人生」桌遊，幫助更多肢體

明白教會、差會與宣教士三方如何在宣教上配搭，

並推動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差傳事奉，勇敢踏上宣教路。

主啊

願祢賜我們智慧懂得在彎曲悖謬的世代裏，忠心、勇敢地服侍。

奉主名求，阿們



本年度出版及代理的書籍和禮品

書名 / 禮品 出版地區 出版日期

2020年《中信》月刊合訂本（繁體版） 香港中信 2021年 1月
2020年《中信》月刊合訂本（簡體版） 香港中信 2021年 1月
2020年《傳書》雙月刊合訂本 香港中信 2021年 1月
《基督教損害人類文明？──剖析影響現代思
潮的六大迷思》

香港中信 2021年 4月

第二輯「掛念香港」系列畫卡、明信片：
「集體回憶」及「成長足跡」

香港中信 2021年 10月

《宣子兵法－差傳課程教材》（繁體） 中信國際差會 2021年 9月
《宣子兵法－差傳課程教材》（簡體） 中信國際差會 2021年 9月
宣教人生桌遊 中信國際差會 2021年 9月

書展銷售

書展 日數 書籍銷量（冊） 禮品銷量（件）

2021年 4月網上開倉 10 143 ─

2021年 7月香港書展（同期舉行網上書展） 8 44 265
2021年 8月 2021 香港中信網上培靈書展 10 8 ─

2021年 10月基督教聯合書展 7 558 511
教會聚會書攤 # 7 57 ─

#本會獲不同教會邀請主領差傳聚會時同場設立的書攤

第二輯「掛念香港」畫卡、明信片

宣教人生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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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盼望與力量

閱旅靈程讀書樂

閱讀其中的可貴之處，是能藉閱讀獲知事實，疏通條

理，辨明真相，引導人詰求真理，尋找真、善、美。

有很多人知道閱讀的重要，就是拿不出時間。《閱旅

靈程讀書樂》是幫助閱讀入門者步進閱讀殿堂，卸下對閱

讀不必要的包袱；令有經驗的閱讀常客倍增樂趣，透過七

個向度擴大閱讀的長闊高深的雜誌書。這本閱讀事工書及

「靈程讀書樂」閱讀工作坊，都希望凝聚讀者，一起在閱

讀旅程上尋得盼望與力量。

頁頁滋養書聚

每季一次的中信頁頁滋養書聚都有分享主題，

可讓參加者將讀過的心頭好向其他愛書人推介，交

流閱讀心得。書聚交流，觸發共鳴，說個不停：討

論主題相關的書種、喜愛的作者、好書被拍成的電

影或劇集、閱讀火花併發。

不論是網上相聚或現場交流，有書籍這共同語

言，信仰這真理基礎；或分享堅實的護教書，或非

信仰的溫情小品，或觸動人心的基督教人物傳記，

同樣能夠成為這世代的福音，並肩面對今日的挑

戰，也珍惜默默同行的書聚參與者。

是年度書聚主題 日期 與會人數

我選這本書來分享福音 2021年 3月 6日 8
照亮時代的人——最觸動你的基督教人物傳記 2021年 6月 5日 5
溫潤人心的書——在幽谷中帶來鼓舞 2021年 9月 4日 9

現場名副其實的「書」聚現場名副其實的「書」聚

因
疫
情
關
係
，
書
聚
於
網
上
進
行
。

因
疫
情
關
係
，
書
聚
於
網
上
進
行
。

# 歡迎加入「書．在起跑線」臉書專頁內的「頁
頁滋養書聚」羣組。我們現時有 20位成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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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資源及栽培

全能、全知、聖潔公義的父上帝，

感恩祢帶領我們走過這一年。

主啊

感謝祢賜下文字，又讓人能有閱讀的能力。

曾在媒體上看見年輕人書不離手的畫面，實在令人感動。

閱讀是奇妙的，優質的閱讀能塑造美麗、豐盈的心靈，

祢的恩典叫我們看見自己的貧乏，而要珍視閱讀，

豐富生命，又彼此分享美好的生命。

求主使用新出版的《閱旅靈程讀書樂》，

使讀者生命得滋養、更新，更懂得愛神愛人。

慈愛的恩主

又感謝祢帶領我們

認識對婚姻問題有觸覺有負擔的作者，讓彼此同感一靈，

盼藉 2021年底出版的婚姻見證書，
服侍已婚或準備步入婚姻的，都看見祢

對每個家庭的眷顧、每對夫婦的慈憐。

期盼祢使用此書賜福婚姻路上的信與未信者。

讚美主

在疫症橫行時，使祢的兒女活出平安的生命見證，

並讓這些見證製作成福音單張和動畫短片。

求主大大使用即將出版的三款單張，

推動教會和信徒在憂困的疫境下，

傳揚主賜人的真平安。

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們

歡迎讀者奉獻索取佈道及栽培資源
珍惜每個使人得福音的機會

掃瞄下載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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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 戰兢恐懼。 因為祂是永遠長存的活神，
祂的國永不敗壞 ； 祂的權柄永存無極！」（但六 26） 

南韓宣教士感言
宣教士與學生郊遊

疫情下的實體崇拜
亞洲地區

南韓疫下顯創意

新冠病毒變種讓疫情反覆不定，宣教士

們須不斷調整服侍模式。結合實體與網絡各

自的優勢，按限聚令維持各小組人與人實質

的接觸，又以網絡匯聚大羣進行各項活動，

感謝神在新常態中賜宣教士創意和靈巧。沈

潔瑩宣教士分別患上兩次耳石症，雖經治療

仍有暈眩情況；小娜宣教士多年受頸椎病變

困擾，終在今年 7月接受了手術治療，求主
保守兩位宣教士身體的康復及跟進治療。

代禱：	當地政府有智慧制定政策控制疫情，
求主預備願意尋道和能接觸的學生。

神的工從未被限制 小娜

疫情中，最感恩的莫過於仍有接觸和栽培學生的空間，

雖然有限，但很有質素。我們的聚會開始了線上線下同步

進行的嘗試，這模式要求事奉人員開放自己的家和生活給

學生，非常感恩的是，大家都願意擺上，並從中得着很多

不同的領受和成長，求神記念和堅固。雖實施限聚令，惟

神的工從未被限制，願神在疫情中繼續彰顯祂的能力和榮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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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栽培門徒生命 永泉、影婷

3月起工場恢復了實體崇拜，卻因疫情不斷反覆，外
展活動無法進行，團契聚會亦需於線上進行。趁這段時

間，我們盡力於經文研讀、關顧事工等方面栽培門徒，期

望他們的生命在真理裏更紮實，並訓練他們在生活中實踐

關顧人、帶領人到主面前。

不可知裏以信心行走 梁志韜、沈潔瑩

去年 11月，潔瑩患了耳石症。後雖康復，但暈眩狀
態卻持續，至今已差不多一年，期間對她來說實痛苦難

堪。苦難中我們求問上主，祂沒給答案，卻給我們格外加

添天上恩典。有多少痛楚，就有多少恩惠和力量。感謝主

讓我們沒有持久埋怨，卻有恆久的盼望和信心。答案不是

最重要，在不可知裏繼續以信心行走，才是信仰的人生。

為學生預備茶點

新工場、新模式、新宣機 月季

疫情持續，面授課遙遙無期，每次都在聯合國班，

每天 4小時網課，過着與世隔絕的宣教生活。見到沒有
果效的停留，心裏嘀咕：「怎麼回事？神呀，求祢賜慕

道者給我！」功夫不負禱告人，慕道

者出現的同時，更見網課價值，

邊上課邊煮飯，下課後和學

生一起午餐和讀聖經。「先

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太六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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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宣教士感言

濠江平穩蒙主佑

澳門在各地疫情不穩下卻特蒙主看顧，

事工進行如常。感恩透過恩澤坊這平台，定

期舉行「午間暢敘」福音午餐會，既鼓勵信

徒也祝福未信者。每年的「祝福雀仔園」福

音活動得到積極回應。「919城市走一走」的
少年宣教培育活動及籌劃製作少兒差傳教育

教材套，皆是培育新一代宣教人，讓宣教棒

能傳承下去。

代禱：	求主預備街坊們的心田領受福音；也
為繼續能服侍越南和其他國籍的外勞
求神開路。

祝福雀仔園

堅信祂在掌管 李妙如

在宣教工場過了十五個年頭，發現自己愈來愈從容，

或許神讓我經歷了很多信心的功課，叫我深信祂掌管一切。

今年人事變動多，本叫人煩惱，但又經歷了神適時適切的

預備，預計人事還會變動，惟內心因交託而安然。少年宣

教營因遇上疫症爆發而取消，變陣下卻引發了日後更多單

元性宣教培育活動。有主掌管，真好！

感恩與呼求 郭麗思

感謝主，澳門的疫情可說是較各地沒那麼嚴重，因此

同工於去年初至今年中，可如常每週前往石排灣公屋羣帶

領一班長者在屋苑的平台進行長者小組及聖經班。當我們

看到長者們渴慕認識主的心，我們服侍的心也得到激勵及

安慰。然而，同工們仍呼求主早日為這班長者信徒及慕道

的長者預備一個合適的堂址。

「午間暢敘」福音午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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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南難關重重過

去年 8月完成買地，其後進行填土等後
續工程，現階段進入投標建校，實見關關難

過關關靠主過（詳情另見第 24頁專文分享）。
感謝主哈海山、馮惠茵宣教士家庭在曼谷學

習語言約一年半後，南下與李偉良、韓昱夫

婦匯合共同努力參與建校、福音拓展及培育

信徒事工，求主使用宣教團隊連同本地同工

把眾多未得之民引到主前。

代禱：	求主引導哈海山家庭能尋得合適的福
音平台服侍；記念華人及學生福音事
工祝福更多未信者；求主預備合適的
承建商及賜福建校工程平安順利。

泰國宣教士感言 探訪孤兒院

聖誕聯歡會

上帝行事永遠世一 李偉良、韓昱

小兒蘅學習出現問題，眼看中六不能畢業，我倆甘

願隔離 35天，匆忙回港救急。唯主能夠起死回生，奮鬥
半年，小兒終能畢業。上帝藉我倆回港時機，預備了投資

者與借貸者，為建校計劃籌募了 4,000萬港元，學校得以
在 10月動土興建。

2021本非奧運年，卻成奧運年，且香港豐收滿滿。
無論奧運，或非奧運，上帝行事，更勝香港，永遠世一。

終身學習隨走隨傳 哈海山、馮惠茵

感恩神讓我們適應良好，能融入泰國文化，孩子亦

喜歡泰國。感恩有機會與其他宣教士及泰國信徒配搭，透

過 Parenting Course接觸家長，播下福音種子。

來到泰南，我們要協助籌辦但以理國際學校。建築、

採購、推廣、宣傳等工作成為我們的新挑戰。抱着終身學

習及隨走隨傳的心態，我們繼續盼望神國的降臨。

15

差
傳
事
工
及
宣
教
士
分
享



東瀛艱辛見成果

關珮而信徒宣教士過去七年在日本分別

學習語言及後在教會學習服侍，過程中面對各

樣困難，不論是文化衝擊、同工關係、艱辛

服侍等不同挑戰。然而，靠着主的恩典和力

量，宣教士忍耐、忠心堅持從主領受的異象，

以愛和真理面對事奉的困境，終感動和激勵

了信眾，看見羊羣靈命得復興更新，願意起

來參與服侍，這是天父給宣教士在辛勞後可

見到的成果！

代禱：	記念關珮而信徒宣教士今年 9 月進入
神學院接受三年神學裝備，求主保守
她有美好的適應及學習。

印尼宣教士感言

青少年在崇拜中帶領敬拜

教會舉行浸禮

日本宣教士感言

主的恩典夠用 關珮而

2020年末遇雙失。疫情下的雙職宣教身分，先是失
業，其後是不獲續發簽證。聖誕節媽媽病逝時我仍在酒店

隔離中，未能見她最後一面。雖是可惜及遺憾，但我知全

在上帝恩手裏。

2021年主加倍的祝福。離開工場後，弟兄姊妹仍忠心
侍主！我能趕上為媽媽舉行安息禮拜，她的生命激勵眾人！

感謝主使用我的述職分享鼓勵信徒！我在神學院遇上同路

人、彼此勉勵！主恩典夠用！

親友成傳福音對象 Kate

過去一年，主要是修科和做功課，希望明年能完成學

業。2021年起，家裏的事情接踵而至。1月曾接受手術，
還在康復中。爸爸 4月底曾接受了腦出血的手術，需要照
顧。媽媽 5月返回天家。7月姨嫲離世，感謝神，在她離
世前能向她傳講耶穌的信息。雖因疫情未能回工場服侍，

惟身旁的親友成為我傳福音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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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宣教士感言

澳洲新點拓神國

鄧仲明、梁淑蓮夫婦在達博（Dubbo）
新據點開展事工已一年多，他們成立博宣青

年小組，凝聚數位信主的青年人接觸年輕的背

包客。又藉着不同的節日製作福音單張及福

音聚會，務求接觸更多華人。雖因疫情限制

實體聚會，然而透過網絡反可連結分佈遼闊

的城鄉華人，讓他們能得聞耶穌的福音和接

受栽培牧養；短宣隊仍能透過網絡進行服侍，

宣教事工沒有因疫情而癱瘓，反透過網絡聯

繫了偏遠的華人。

禱告：	記念宣教士進行的宣教門徒訓練，期
望不論透過網絡或實地的體驗學習，
培育更多大使命信徒。

宣教士舉行佈道訓練

大洋洲地區

疫情中見福音契機 鄧仲明、梁淑蓮

疫情亦機！去年起啟動網絡宣教，推動網上短宣、福

音聚會、培訓及華語崇拜，同時接觸六個地區的華人，突

破城鄉華人少、分散和流動的困局。現正連結不同城鄉的

短宣隊，配搭互補，共建可持續有效發展的城鄉宣教網絡。

並在工場提供「城鄉宣教實戰訓練」，藉開荒佈道，裝備

信徒宣教心志，繼續往外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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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與學生郊遊

疫情下的實體聚會

歐洲地區

法國反覆蒙主領

封城、宵禁、解封、已成為工場的日常，

在法國前後四輪的疫情下，斌、玲宣教士夫婦

按着疫情要作出不同調整：解封時爭取時間

接觸和探訪福音對象和信徒，有實體的交流

及建立關係；封城時藉着網絡繼續保持接觸、

關心和牧養。並趁勢推出十次「平安之家」

線上講座，網絡無遠弗屆的威力，不單招聚

法國本土，甚至海外的華人參與。宣教士夫

婦在年中先後分別感染了新冠病毒，感恩女

兒神跡地不被感染，兩人病徵輕微及已完全

康復。

禱告：	求主賜斌、玲宣教士夫婦有健壯的身
心靈和靈活面對變動，並能接觸更多
服侍對象；女兒雅億享受校園生活及
能有更多朋友相伴。

法國宣教士感言

喜能實體接觸福音對象 斌、玲

過去一年，事奉中最深刻的是自從解封後，我們自行

駕駛新購車輛探訪鄰近地區的福音對象。由於此前很多時

不能實體聚會，只能倚賴網絡接觸，對象們確實難以投入。

因此，當解封後大家能實體接觸時，那種感恩和喜悅實在

難以用筆墨形容，這是很值得我們感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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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宣教士感言

伯利茲宣教士感言

交託上帝得主保守 梁健民、周慧嫦

疫情下，健民在 2021年 2月初心跳極不正常，被診
斷為心房顫動，中風的風險高，

經兩個月藥物治療後，沒

明顯改善，加上鼻敏感

困擾，正考慮離開工場

尋求醫治，醫生卻說不

宜搭飛機，那時焦急無

助，只能交託上帝！主

有祂的時間，經六個多

月主的保守和藥物治療，

感恩我倆在 8月底平安到達美
國尋求進一步檢查和治療！

每天為接觸的人祈禱 夏偉鵬、曾麗珍

挑戰：「明白自己的限制，惟將所有事工和弟兄姊妹

全然交給神。唯祂不受病毒影響，由祂作牧養和宣教。」

我們每天為接觸過的人祈禱，透過電子媒介分享聖經和關

懷。 

感恩：去年邀請了兩位當地年輕人帶領青少年事工，

他們本已準備與我們一起事奉。現在情況改變，他們都在

申請入讀北美神學院，將於 2022年入學，為他們快樂感
恩。

疫情下教會的實體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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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區宣教士感言

祈禱會舉行當中

地區工場變陣行

無論環境順逆，宣教的使命仍要努力踐

行。一年多的疫情雖癱瘓了日常運作，然而也

開展了新的服侍機會。因應現今科技提供了

網絡無遠弗屆的結連，故也開拓了另一片天

地。培訓老師們透過網絡進行各類課程教授、

關顧和牧養，感謝神過去一年的保守看顧，

事工進行順利平安。森弦宣教士因疫情未能

回歸工場，仍能透過網絡關心羣羊及在本土

傳揚主愛，及後在上主的時間重回工場了。

代禱：	感恩有如一夫婦加入服侍行列；在幻
變的時局中求主賜智慧及敏銳與同工
們順應環境作出不同的調整及部署。

生命澆灌　等候成長 驢子

在未能親赴工場的日子，除在網路上帶領不同小組：

初信栽培、查考聖經的培訓外，還有關顧不定時的求助者。

一句「老師，你在嗎」的留言，不得不立即放下手上工作，

預備自己的心靈來聆聽和回應尋求幫助者的需要。但願每

一次的聆聽和引導，使他們能作出明確決定，專心倚靠那

獨一的真光繼續持守所信，活出美好生命。

各展所長同心事奉 漁夫

感謝主保守可藉網絡進行培訓，繼續服侍來自不同地

區的教會。主又引領新的學員接受裝備。主建立同工團隊

彼此配搭各展所長，同心一起事奉。感恩過去一年蒙主保

護我的家人平安和母會

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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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經營生命工程 森弦

經過年半留港等候，終在 7月重回工場，環境看來沒
多大改變，不同的是自己事奉的焦點改變了。過去多是以

不同事工排滿日程表，今天卻記下很多人的名字，每天經

營不同的生命工程；更會特別撥出禱告時間向神支取力量。

在這短短數月，神提升了我的身心力量。因疫情關係不輕

易每月回港休假，將有更多機會與福音對象建立深交了。

因着主困窘亦變美麗 連心橋

生活與事奉偶遇困境，只要想到有極偉大的創造主

同行，困窘都變成美麗的路！記得一次被邀往一間新界鄉

村小教會證道；踏在一小段泥濘路上，發現久未穿着的鞋

底原來有裂痕插進小石，鞋頭亦開口向我打招呼，心中默

禱 :「不要下雨及不掉鞋底！」結果，只在講道時下大雨，
之後放晴，回到家腳沒濕，只斷了四分一鞋底，怎能不感

謝祂！

神在掌管 叮叮噹噹

疫情看似是打擊，神卻讓我們突破，如江河遇上大

石反生出新支流。全沒網上培訓經驗的我們，總覺實體

比網上好，卻原來足不出戶就可培訓各地的人，即使教授

「技巧」也不難，把它拍下讓學員重溫更好。神不斷給我

們機會成長，在課程的深、廣度亦有加強，例如在「事奉

人員生命成長」科，先是向信徒領袖，後是教牧，未來還

有宣教士呢！

拓寬事奉疆界 爾彥

過去一年有幾個變化。一是我搬回闊別三十多年的

家居住，適應新生活。感恩能結連當地肢體，並完成不同

項目的嘗試，又在家中有每週聚會。跌跌碰碰，但神恩同

在！二是久病的父親初夏離世，雖不捨、忙亂，但感恩追

思會及葬禮都圓滿，未信親友得聞福音。三是已起步作宣

教教育的服侍，拓寬事奉疆界，感謝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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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任務
（本地跨文化宣教、宣教培育及推動）

居港日本人事工，由 2018年開始，
一路走來，都是享受神恩典的幫助。兩年

多以來共六屆的成人廣東話班、今年首次

舉辦的兒童廣東話班及數次興趣活動，都

非常順利。參與人數雖不多，但已感滿足。

感恩今年更累積了一些失敗經驗，從

中有所學習。曾一連三次的興趣活動，報

名人數為零！明明覺得天時地利各方面都

很理想，就是沒有居港日本人參加，百思

不得其解，甚至動搖了辦活動的信心。這

無形的壓力不是為了滿足個人成功感，而

是怕虧欠了合作的有心人，在不知如何是

好的情況下，結論是惟有「接受現實」，

但再深思，這就是答案嗎？

導師教導居港日本人廣東話

兒童廣東話班

生命給神陶造和預備 麥子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膽

了。」（詩二十七 13）深感神把自己從神學院的理論學習帶

到荒漠中作實踐學習，每天都需靠神的恩典，經歷祂愛的考

核。雖不能公開事奉，深知生命在神所量給我的分中陶造和

預備，只盼能為恩主發光！雖無比軟弱，但神是我的力量和

盾牌，心裏倚靠祂就得幫助，所以我必用詩歌頌讚祂！

感恩結出新葡萄 如一夫婦

今年在工場遇到最大的挑戰是聚會被迫關閉，大家都

很難過。他們要四散到不同的臨時地點聚會。感恩的是，

有的願意提供私人地方供大家聚會。但由於空間有限，有

時候也坐不下那麼多人，求主為我們預備一個合適的地方。

但這期間，我們當中結出了一個新葡萄，並願意參與學習

小組，實在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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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差傳聚會 參與人次

宣教工場異象分享祈禱會 194

日本祈禱會 162

青年宣教同行小組 47

居港日本人事工 65

差傳主日學 105

香港本土宣教士感言

忠誠的禱告勇士 洪少樂、楊秀英

福音事工的發展最需要甚麼？去年舉辦了「居港日

本人事工異象分享會」，期望呼召天國的人才參與各式各

樣的實戰事奉崗位，脫穎而出的竟是「祈禱小組」，這六

位有心人，讓我們大開眼界，為之雀躍，這開荒事工很需

要忠誠的禱告勇士，為此感謝神！以禱告伴隨事工發展：

「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太九 38）

願光導引快跑跟隨 陳偉娟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

要得着生命的光。」（約八 12）

天愈黑，更需要光，天愈黑，光愈亮；

過去一年全球世情的突變，差傳事工也落在狹縫路

上，然而神卻另闢路徑，讓光繼續照耀，在黑暗中突顯人

心的需要，更確立差傳使命的重要。

願光繼續導引，讓我快跑跟隨回應召命！

在沒能解釋的結論面前接受現實，這與世人有何分別？「天使說：『你不
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
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創二十二 12）亞伯拉
罕在其處境，面對神的考驗卻沒得到任何解釋，惟從神話語引導下，明白到是

要學習順從，盼望如亞伯拉罕般「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實在要從敬

畏神再出發，求主賜信心和勇氣，一路學，一路做，一路敬畏！

c c m h k . m i s s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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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南辦學進展

去年 8月買地後，上帝繼續行事。

上帝組隊

1. Jane為當地的牧師、榴槤園主，投入 1,000萬泰銖成為投資者，完成青年時
的辦校夢想。辦學團體需泰國人為代表簽名，方能申請學校牌照。

2. Brian Van Tassel將成為第二任校長。他曾為香港的高校校長，能操普通話，
父母是開校的宣教士，三年後來參與領導層工作。

3. Thomas J. Penland成開校校長，Shirley S. Penland為課程總監。兩人曾創
立兩間國際學校，年屆七十，仍渾身靈火；為回應未得之民需要，再戰江湖。

4. Ivan Lam為建築總監。他曾任地產發展公司規劃項目總監，已提早退休侍主，
願定期過來監工。

5. Bang與 Boy夫婦為地盤監督工程師。兩人亦為泰國教會領袖。
6. 哈海山、馮惠茵宣教士夫婦亦來協助。

租約終被批准

基金會與辦學團體攜手建校（辦學團體向基金會租地，需土地廳批准 )，去年
10月遞交租約，土地廳耽擱多月。最後上帝派遣基督徒律師，循法律途徑爭取，
終於今年 8月獲批。

招標完成工程開展

校舍設計完成，建築許可證亦獲批。

經六間投標後，建築團隊選定了承建商，

10月開展近 5,000萬港元的首期建築工程。

右下方為即將興建
校舍的土地

建築團隊開會當中憑着異象，懷抱信心，我們從零開始；
奮勇開展，等待同行，上帝時刻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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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午餐的午餐會
疫情下，午餐會進入新常態，因會場內不可進食，成了沒有午餐的午餐會，

少了現場來賓，轉為網上來賓。以往現場見面，可送上問候、關心、分享生活點

滴，現只能隔着屏幕、透過文字或圖像關心一下。期盼疫情快消退，我們又可再

見面、共進午餐，參與福音午餐會，又求神保守各來賓尋求信仰的心。

精采的生命故事
雖沒有午餐，但仍有不同講員分享滿有甜酸苦辣的生命故事。分享都是真

實、真情，見證着信仰的豐盛與實在，際此逆境困難時傳遞盼望，正是鼓勵前行

的力量：無論日子如何，耶穌陪你走過。期盼這些美好的生命見證能啟迪心靈。

跨區參與午餐會
因應疫情及不可進食，造就了現場與網上同步進行午餐會的安排，聚會不再

受地域限制，增加其他地方人士參加的便利，求主使用網絡、通訊軟件、刊物等

宣傳渠道，讓更多人能跨區參加網上福音午餐會。

同工心聲 

十年的參與，總是經驗天父的

奇妙供應與保守，不論分享主題、

講員、來賓、教會夥伴、電腦影音

系統、單張設計師、餐盒供應商等

等，真是眼界大開！天父真係得！

盧婉姮

2020-2021 年度福音午餐會

福音午餐會 派宣傳單活動

場次 24 派發次數 2

出席總人次 441 派發人次 4

現場出席人次 133 - -

網上出席人次 348 - -

本土福音事工 lunchcu@ccmhk.org.hk



總幹事黃劉雅璧（左）致
送紀念品給馬明儀姊妹

眾同工在歡送會上
給退休的馬明儀姊
妹（枱後第一排中
白衣者）致以祝福

26

發行
今年疫情雖未止息，感謝主保守，《中信》月刊及《傳書》雙月刊的發行從

未中斷。我們的合作夥伴——「新生精神康復會」竹園北邨中心年初裝修，為使

中信刊物的發行不受影響，他們盡心盡力安排人手及場地處理。實在感謝新生會

的每一位！

此外，更要感謝主適時的供應。當年初我們對每月以郵寄包裹方式送出百多

個單位訂閱的大量刊物感到吃力時，主預備了一位細心、盡責的客貨車司機，每

月協助派送，大大減省了投寄包裹所花的時間及人力。

鑑於今年經平郵寄刊物往外地需時較長，以及有國家對入口刊物收取關稅，

我們誠意鼓勵讀者多瀏覽本會網頁（www.ccmhk.org.hk），它既刊登了各期刊
物，更有多個分享鍵，方便將文章經各社交平台與親友分享。

會計
過去一年香港社會有很大改變，不少弟兄姊妹離開香港，到不同地方開展新

生活。

有見及此，一些肢體很關心中信的經濟狀況，會否受到很大影響？惟深知道

天父是供應我們的主，故此並沒太擔憂，倒要懇請大家記念我們能在這時代做好

天父交付給我們的，這是更為重要。

義工人數 41 人次

辦公室
 文字助理幹事馬明儀姊妹於 2020年 11月底退休，本會衷心感謝她近二十
年忠心的事奉，願主賜福她退休後的生活。

 感謝主過去一年的保護看顧，請繼續為同工們代禱，求主保守各人身體健
康、靈命活潑、事奉得力。

行政團隊 admin@ccmhk.org.hk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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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摘要
此摘要乃由本會翻譯及節錄自本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獨立核數師
報告及經審核財務報表，由吳孫劉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完整的報告及財

務報表（英文版本）已上載至 www.ccmhk.org.hk網頁內。

2020 年財政分析
2020年迎來世紀疫症，本地教會曾停止實體聚會，宣教工場上各類型實體活動亦受
影響，本會因而調整了刊物出版量，宣教事工支出也減低了。感謝主，疫情下本會

仍得弟兄姊妹樂意關心支持，並獲政府「保就業」計劃補助。上主恩待，不致缺乏。

核數師意見

吾等認為，此財務報表真實及公平地反映　貴會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之財務狀況及　貴會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
量，並已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之披露規定適當編製。

吳孫劉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21年 7月 22日

文字事工
10%

常費及同工
薪酬
29%

佈道資源及栽培
1%

差傳及福音午餐會
3%

宣教士及工場經費
46%

宣教行政及銀行利息
2%

宣教士及
工場經費
44%

樓宇及設備折舊 
3%

行政及辦公室 
33%

政府「保就業」計劃補助 
9%

文字事工
19%

差傳及福音午餐會
1%

2020 年共收奉獻 8,011 份（個人佔 6,601 份；機構／教會佔 1,410 份） 

總收入

港元 19,740,942 
總支出 

港元 17,780,260

account@ccmhk.org.hk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
經審核財務報表
全面收支表（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

港元 港元

2020 年 2019 年

收入
奉獻 1  16,329,747  14,821,817 
指定項目奉獻 2  1,098,944  793,717 
營會／研討會  5,660  63,731 
短期宣教  -    36,781 
批發及門市盈餘  -    62,523 
行政費  440,801  404,371 
兌換收益  1,044  4,492 
銀行利息  21,641  68,752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沖回  -    621 
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沖回  -    114,999 
政府「保就業」計劃補助  1,839,460  -   
雜項  3,645  93,392 

 19,740,942  16,465,196 
支出
文字事工
《中信》、《傳書》期刊出版  3,395,726  4,099,614 
批發及門市不敷  32,004  -   
佈道資源及栽培  6,030  6,474 

差傳事工
宣教士及工場  6,662,479  7,143,347 
指定項目奉獻  1,098,944  793,717 
差傳培育及拓展  192,105  231,504 
營會／研討會  -    41,895 
短期宣教  630  28,925 

本土福音事工
福音午餐會  4,234  13,026 

行政支出
薪津  4,632,271  4,133,760 
公積金及強積金供款  360,351  356,148 
醫療費用  80,365  89,553 
同工退修營  -    10,021 
物業管理費  196,812  193,056 
差餉及地租  77,920  90,920 
電話費及電費  47,163  98,382 
辦公室  89,510  149,862 
清潔費  50,805  42,750 
維修費  115,653  83,461 
電腦軟件  6,900  14,988 
保險費  31,650  30,982 
年報及感恩禮物  70,127  84,824 
核數師酬金  25,950  24,050 
銀行服務費  8,672  7,380 
會員費（差聯、基協、出版聯會）  4,400  4,000 
義工費  1,471  450 
同工及義工聖誕聚會  1,406  8,335 
折舊  586,682  592,400 

 17,780,260  18,373,824 
本年度盈餘／（不敷）  1,960,682  (1,908,628)
備註 1、2：奉獻細項請參閱本會網頁 2020年審計報告第 17頁備註 7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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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及門市收支簡報（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港元 港元

2020 年 2019 年

批發及門市營業額  40,264  104,758 
批發及門市支出  72,268  42,235 
營運結餘／（不敷）  (32,004)  62,523 

財務狀況表（於 2020年 12月 31日）
港元 港元

2020 年 2019 年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器材及設備  18,751,117  19,319,302 

流動資產

存貨  70,319  75,952 
貿易應收賬  4,551  3,087 
其他應收款、 按金和預付款項 1  13,763,565  1,060,807 
銀行存款及現金  12,642,553  12,618,127 
流動資產總額  26,480,988  13,757,973 

資產總額  45,232,105  33,077,275 

儲備及負債

儲備

常費基金  1,864,412  1,681,541 
醫療基金  130,346  122,055 
香港中信宣教士基金  6,785,057  4,842,546 
香港中信工場基金  1,948,930  1,684,966 
長期服務基金  52,723  -   
神學生基金  671,929  649,529 
宣教士緊急醫療基金  144,331  144,331 
物業基金 2  18,701,312  19,251,350 
王永信牧師跨文化宣教紀念基金  454,459  416,499 
儲備總額  30,753,499  28,792,817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及應繳費用  962,391  1,262,636 
延緩的收入 3  13,516,215  3,021,822 
流動負債總額  14,478,606  4,284,458 

總儲備及負債總額  45,232,105  33,077,275 

備註：
1. 此為「泰南辦學購地專款」預付款項
2. 物業基金：用作支付樓宇折舊
3. 延緩的收入：泰南辦學購地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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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總支出及 2022 年預算總支出

「泰南辦學購地專款」籌募報告
自從泰南辦學計劃於 2019年開展以來，全球均陷在逆 /疫境中。現

在回望，是神親自感動弟兄姊妹禱告和奉獻。感謝每位同禱、參與的弟兄

姊妹，與我們一起經歷神跡！

去年 8月購地後，因還需平整土地及興建圍欄，董事會遂修訂經費至 
15,940,000港元。

總籌募目標港元 15,940,000
現有港元 15,630,000

尚欠港元 310,000

2021 年總支出： 港元 16,508,764
(包括 1-7月實數支出及 8-12月預算支出 )

2022 年預算總支出： 港元 17,600,000
其中包括： 文字事工 港元 3,374,000

差傳事工 港元 7,854,000
本土福音事工 港元 20,000
同工薪酬及福利 港元 4,962,000

修訂後的籌募經費目標 港元 15,940,000)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香港籌得 港元 (14,490,000)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泰國但以理基金會備有 港元 (1,140,000)
尚需籌募款項 港元 310,000)

感謝 442人次奉獻支持。

目前尚需籌募港元 310,000。懇請禱告，求主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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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總支出及 2022 年預算總支出
懷敬畏和順服　不負神的託付

大學讀書時已認識中信，一直對機構

在福音工場的忠心服侍心存敬意。在神的

帶領下，我在 2008年開始關心南韓工場
並中信差到當地的宣教士，更於 2011年
有機會參加中信安排的短宣探訪，讓我近

距離看見神如何帶領差會回應海外華人福

音的需要。多年來見證差會的牧者與同工

以謙卑和愛心與宣教士同行，並牧養一眾

關心差傳的弟兄姊妹。

當我在 8月初收到邀請出任中信董事
時，一方面心甚喜悅，可以有機會藉這新

崗位與多年同行的戰友更緊密事奉；但同

時也心感戰兢，面對時勢不好，自身能力不逮（屬靈和實務）又有不少軟弱和短

處，對差傳也沒有足夠認識，要在這崗位服侍一間神重用多年的福音機構，實在

自覺不配。

在尋求神引領的過程中，於一次唱詩中，感恩地回望神在我身上所施的恩典

是我不配有的，明白到事奉神是對其恩情最起碼的回應。另外，在崇拜講道中讀

到使徒行傳，使徒面對猶太公會的逼迫，心裏仍有喜樂，講員提醒不要在我們與

神之間只看到困難，要在我們與困難之間看到神。這是神對我的提醒！身處這大

時代，在看見許多的不足和挑戰中，我們更要看見神的同在。期盼神幫助我對祂

有足夠的敬畏和順服，並在中信同工們的包容和指導下，一同打拚，不負神交給

我們的託付。

新董事分享

（2021年 9月正式加入董事會）

鄧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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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緊隨、奔跑

「 求祢使我明白祢的訓詞， 我要默想祢的奇事。
 我因愁苦而流淚， 求祢照祢的話使我立起來！
 我緊跟着祢的法度 ； 耶和華啊， 求祢不要使我失望啊！
 因祢會給我一個願意的心， 我就往祢誡命的道路奔跑。」
 （詩一一九 27、 28、 31、 32，〔參和修版、 新譯本、 呂振中譯本、 NASB， AMP〕）

立起

過去一年，作「管家」不易。外在環境曾叫我憂愁流淚，是主的話使我立起

來，主的話滿有應許，使人振作、有盼望。我把主的激勵寫在《傳書》的「管家

心語」中，亦與身邊人分享，盼彼此鼓勵。

另一叫人得激勵的，是回想上主奇妙的作為，這本年報都記錄了。其一是神

回應禱告，帶來了新董事，而他的心路歷程中亦看到神的眷顧。願你與我們一同

感恩讚歎，同得激勵。

緊隨

逆 /疫境持續，未來的日子，仍然不容易。但回望上主所作的，就能肯定祂
仍會作奇事。請你為我、為同工、宣教士及眾董事禱告，叫我們敏銳主一切的指

示，緊緊跟隨。我相信主總叫我們看見盼望。

奔跑

主要引導我們奔跑的路，求主加添願意的心，並賜給我們智慧、力量，忠誠

地直奔。請你為我們禱告。

● 求主興起更多「福音信差」，送出更多實體和電子版的《中信》，讓真實故事

感動人心，在虛假充斥的世代，引領人與真理的主相遇。

● 求主興起更多喜歡閱讀的門徒。求主使用《閱旅靈程讀書樂》和「靈程讀書樂

工作坊」推動信徒從閱讀中扎穩根基。求主使用《傳書》內的文章，建立活出

真理的門徒。

● 求主使用線上線下同步進行的「福音午餐會」，讓職場朋友遇見祂。

● 求主興起更多進入社區為主作見證的教會。主若願意，我們盼以「市集」為平

台，與樂意傳福音的弟兄姊妹配搭（有興趣了解詳情的，請與我聯絡喔！）。

● 求主引領及保護每位宣教士，並興起更多跨文化使者，加入各工場，把握疫境

下的宣教契機。

感謝你的支持與代禱。

黃劉雅璧

管家心語 steward@ccm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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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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世安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陳家榮律師

* 奉獻憑據包括：銀行收據正本／網上捐款記錄／繳費靈付款編號／ PayMe「成功過
數頁面」截圖等。憑本會發出之正式收據，可在香港申請免稅。

查詢請聯絡本會會計部 
電話：(852) 2810-9933，電郵： account@ccmhk.org.hk 

銀行直接存款
滙豐銀行港幣戶口：001-327600-001（首選）
恒生銀行港幣戶口：286-374434-001

e-Banking 網上銀行
透過網上銀行服務，以信用卡或銀行賬戶，
選擇繳費或捐款方式奉獻。

繳費靈 PPS
中信商戶編號「6127」 
請以奉獻者聯絡電話登記為「賬戶號碼」

PayMe
直接掃描右邊二維碼進行奉獻

郵寄支票
抬頭：「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或  
　　　"CCM Christian Mission Ltd"

奉獻方式

奉獻後
請填寫線上奉獻表格，並上載你的奉獻

憑據 *截圖予本會；或下載及填妥 PDF
奉獻表格，連同你的奉獻憑據，電郵／

郵寄／傳真（請參閱本刊封底）予本會。

請掃描你選用的奉獻表格：

下載 PDF奉獻表格填寫線上奉獻表格



參與方法

介紹親友訂閱《中信》月刊、《傳書》雙月刊

送贈《中信》月刊、福音小冊、單張，以及親手寫社關 postcard等給親友鄰舍

瀏覽中信網頁、Facebook專頁、Instagram專頁、WeChat公眾號

參與中信舉辦的福音及差傳聚會

恆常為中信事工禱告

為各地宣教工場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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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1月至 2021年 10月

編輯：香港中信文字部

齊來參與中信傳福音到地極之宣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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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www.ccmhk.org.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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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8 7905

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

www.ccm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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