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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新希望．新祝福
筆者常說，作為中國人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過兩個新年：一個新曆、
一個農曆。其實人們都盼望，就算
過去一年未必做得好或過得好，但
新一年的來臨，就代表著有新的機
會、新的希望、新的轉機，人生可
以再次計劃和重整。而我們，似乎
有多一次機會呢！

在羅兆泉宣教士弟弟紹強的安排下，我們可以在2月26日跟他們一家見面。

羅媽媽非常健談，跟我們分享了許多昔日生活的點滴。羅媽媽在去年底不慎

跌倒，左腳腳掌外側及腳踝有輕微骨裂，需要打石膏，這對外向的她真不是

味兒。感恩當日見面，她扶著拐杖也行得不錯呢！羅兆泉牧師因工作繁忙，

翌日又要展開為期兩週的東非三國探訪宣教士之旅，差點兒忘記跟我們的約

會。幸好最後也趕及到來，讓我們有機會跟他補祝生日(15/2) 呢！ 最後他還

簡單分享了自己、太太、外母及兩個女兒的近況，而副部長洪開基牧師帶領

我們為羅牧師一家禱告。

廖鏡方(高怡堂)帶領大家為蘇媛慈父母禱告。

預祝蘇爸爸八十大壽晚餐合照。

前排(左起)：蘇爸爸、蘇姑娘、蘇媽媽及蘇姑
娘姐姐。後排(左起)：張家樂(馬鞍山堂)、廖鏡
方(高怡堂)、陳興就(崇謙堂)、連潔芬(新翠堂)
、梁詠文(救恩堂)及差傳幹事吳嘉兒傳道。

以斯帖人在香港，但我們可以見面的機會卻不多。一方面是因為她在學房

的學習繁重，另一方面是她的實習服事非常吃重。除了要學習接觸在香港

的遠親和建立會所，同時也要開展夫婦英語聯合國小組，及在會所的東南

亞聚會點服事。在2月27日我們感恩可以跟以斯帖和其丈夫樂米家共晉晚

餐。

雖然只是第二次見樂米家(第一次是在去年10月15日，他們的結婚典禮

上)，卻因為在以斯帖的代禱信及消息中，都有提到樂米家的一些消息。

過去一直在禱告中的連繫，使我們很快跳過「熱身」，像是老朋友般聊過

不亦樂乎。我們也提早為以斯帖慶生，特別選了一個彩虹蛋糕，因為在以

斯帖的分享中，常常提到彩虹，就是天父是守約的、是跟她立約的上帝。

我們深信，天父必親自祝福及引領他們夫婦二人前面的宣教道路。

三位宣教士面對的挑戰和
困難並不一樣，但他們懷
著謙遜與堅忍，與主同行
同工。感謝主！讓我們堂
會差傳代表在新年時，得
以親身聽到宣教士們的分
享和計劃，可以更具體的
代禱和守望，能在新年時
為他們送上新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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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時聽了一篇道，其中一點提醒我們作基督徒的，更需要在新的一年作明
智的選擇，要有轉變，在生活上讓人看到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向世人展現上
帝的信、望、愛。而那天的回應詩，至今仍在我心中縈繞：

《鹽與光》
求能滿載信望愛，求能拋開心裡哀，求能不惜犧牲奉獻將來。

我願發亮，這路縱長，照耀旅途，福音與你分享。

常懷勇氣與謙遜，常懷歡欣不歎息，常懷堅忍的心面對艱辛。
所有是主賜與，主愛常在我心裡，縱遇障礙基督與我共去。

求我可成為鹽與光，傳送愛念到達各地光照四方。
我願我能驅散黑暗，完全彰顯基督以愛解困。

而你可成為鹽與光，傳送愛念到達各地光照四方，
你若去尋世上最真，只需信賴基督照耀人群。

過年時，「甜與肥」悄悄地跟我們扯上了關係；然而，基督徒卻要刻意地追求成
為「鹽與光」。

非常感恩，因為在農曆新年前後，可以聯同關懷宣教士小組的成員(堂會差傳代
表)，探訪總會三位宣教士及其家人。我們不單有家人過年團聚的歡慶，亦有見
證上帝奇妙帶領和作為的時刻。原先跟蘇媛慈宣教士的姐姐約好，要探訪蘇爸爸
和中風後康復中的蘇媽媽。後來得知蘇爸爸快將80歲，於是趕及在2月12日跟他
們到酒樓晚飯，簡單預祝大壽。席間言談甚歡，更感恩的是，還可以跟剛下機的
蘇姑娘一同用餐，彼此分享 (蘇姑娘短暫回港數天爸爸賀壽及探望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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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兆泉宣教士弟弟紹強的安排下，我們可以在2月26日跟他們一家見面。

羅媽媽非常健談，跟我們分享了許多昔日生活的點滴。羅媽媽在去年底不慎

跌倒，左腳腳掌外側及腳踝有輕微骨裂，需要打石膏，這對外向的她真不是

味兒。感恩當日見面，她扶著拐杖也行得不錯呢！羅兆泉牧師因工作繁忙，

翌日又要展開為期兩週的東非三國探訪宣教士之旅，差點兒忘記跟我們的約

會。幸好最後也趕及到來，讓我們有機會跟他補祝生日(15/2) 呢！ 最後他還

簡單分享了自己、太太、外母及兩個女兒的近況，而副部長洪開基牧師帶領

我們為羅牧師一家禱告。

副部長洪開基牧師為羅兆泉牧師一家
祝福禱告。

當日才知道，原來以斯帖跟樂米家的生日只相差
12天呢！

(左起)：鄭玉容(粉嶺救恩堂)、連潔芬(新翠堂)
、梁詠文(救恩堂)、以斯帖、樂米家、差傳幹
事吳嘉兒及葉昭榮(旺角堂)。

前排(左起)：鄭玉容(粉嶺救恩堂)、差傳幹事
、羅兆泉牧師及羅媽媽。後排(左起)：葉昭
榮(旺角堂)、連潔芬(新翠堂)、梁詠文(救恩
堂)、洪開基牧師(富善堂)、廖鏡方(高怡堂)
及羅紹強(高怡堂)。

羅媽媽與大兒子(左)及小兒子(右)合照。羅兆泉牧師握著媽媽禱告的手。

新春探訪羅媽媽大合照。

以斯帖人在香港，但我們可以見面的機會卻不多。一方面是因為她在學房

的學習繁重，另一方面是她的實習服事非常吃重。除了要學習接觸在香港

的遠親和建立會所，同時也要開展夫婦英語聯合國小組，及在會所的東南

亞聚會點服事。在2月27日我們感恩可以跟以斯帖和其丈夫樂米家共晉晚

餐。

雖然只是第二次見樂米家(第一次是在去年10月15日，他們的結婚典禮

上)，卻因為在以斯帖的代禱信及消息中，都有提到樂米家的一些消息。

過去一直在禱告中的連繫，使我們很快跳過「熱身」，像是老朋友般聊過

不亦樂乎。我們也提早為以斯帖慶生，特別選了一個彩虹蛋糕，因為在以

斯帖的分享中，常常提到彩虹，就是天父是守約的、是跟她立約的上帝。

我們深信，天父必親自祝福及引領他們夫婦二人前面的宣教道路。

新春探訪以斯帖夫婦大合照。

三位宣教士面對的挑戰和
困難並不一樣，但他們懷
著謙遜與堅忍，與主同行
同工。感謝主！讓我們堂
會差傳代表在新年時，得
以親身聽到宣教士們的分
享和計劃，可以更具體的
代禱和守望，能在新年時
為他們送上新的祝福！

農曆新年時聽了一篇道，其中一點提醒我們作基督徒的，更需要在新的一年作明
智的選擇，要有轉變，在生活上讓人看到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向世人展現上
帝的信、望、愛。而那天的回應詩，至今仍在我心中縈繞：

《鹽與光》
求能滿載信望愛，求能拋開心裡哀，求能不惜犧牲奉獻將來。

我願發亮，這路縱長，照耀旅途，福音與你分享。

常懷勇氣與謙遜，常懷歡欣不歎息，常懷堅忍的心面對艱辛。
所有是主賜與，主愛常在我心裡，縱遇障礙基督與我共去。

求我可成為鹽與光，傳送愛念到達各地光照四方。
我願我能驅散黑暗，完全彰顯基督以愛解困。

而你可成為鹽與光，傳送愛念到達各地光照四方，
你若去尋世上最真，只需信賴基督照耀人群。

過年時，「甜與肥」悄悄地跟我們扯上了關係；然而，基督徒卻要刻意地追求成
為「鹽與光」。

非常感恩，因為在農曆新年前後，可以聯同關懷宣教士小組的成員(堂會差傳代
表)，探訪總會三位宣教士及其家人。我們不單有家人過年團聚的歡慶，亦有見
證上帝奇妙帶領和作為的時刻。原先跟蘇媛慈宣教士的姐姐約好，要探訪蘇爸爸
和中風後康復中的蘇媽媽。後來得知蘇爸爸快將80歲，於是趕及在2月12日跟他
們到酒樓晚飯，簡單預祝大壽。席間言談甚歡，更感恩的是，還可以跟剛下機的
蘇姑娘一同用餐，彼此分享 (蘇姑娘短暫回港數天爸爸賀壽及探望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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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馬鞍山堂的差傳代表張家樂，很開心可以
跟大家分享二月中與蘇媛慈姑娘一家新春聚餐，機會難
得。

回想起三年前，到泰國短宣探訪時才認識蘇姑娘。每次
她回到香港，若我們短宣隊有機會便一起吃飯相聚，都
有一種非常親切的感覺。我們會互相關心交流香港和泰
國的事情，例如：蘇姑娘當地服事的情況、居住環境生
活所需、政治環境文化等。

而今次更邀請到她的家人一起吃晚餐，可說是對長期身
在泰國作宣教服事的蘇姑娘的一種支持；不單是支持她
本人，更是支持和關心她的家人。對於一個宣教士，在
海外宣教，長時間都不能與家人見面，未能更切身關心
家人和父母的需要，這會使宣教士擔憂。雖然用餐時間
不多，但大家一起食飯、彼此關心的過程才是重要的。
關心宣教士，像是一件遙遠的事，然而對我來說，原來
是那麼近，簡單的一餐飯已經是一份祝福！

願蘇姑娘回到泰國服事時，能夠重新得力，在當地種下
的種子，會有纍纍收成！

在教會裡我與以斯帖的父母是同期團契肢體，也認識她
於孩童時；她自小已是聰慧乖巧，難得長大後更願奉獻
一生，被主使用。

還記得幾年前的差遣禮上，看到她的勇敢和認定，仍歷
歷在目，心被感動。每當收到她的家書，猶如親人的來
信，趕快閱讀知悉她的事奉近況。

今年二月，我們關懷小組有機會與以斯帖和米家共餐，
桌上有交通分享，實在感恩！

祝願你們一對異國情侶，彼此認識和愛慕，享受主賜家
庭的甜蜜。在前面的日子，能有共同的異象方向，盡發
揮你們不同的恩賜，加倍精彩的服侍神 。

或許前面仍有許多的未知，只要抱住熱誠和真摯的心，
靜候恩主的導引，差到更大更遠的禾場，叫你們雀躍和
振奮！每天領受夫婦同心服事的喜悅，還有將來天上冠
冕的賞賜。

張家樂馬鞍山堂 救恩堂粉嶺分堂

弟兄

鄭玉容
姊妹

早前，我上了一個差傳課程，主旨是教導基督徒如何在
差傳事工上大發熱心、澆旺心志。即如果因為時間上或
有其他原因，自己未能參與差傳隨訪宣隊出發，那麼退
回後方以禱告支援防宣隊也是重要。明白當中道理，在堂
會委派我成為總會差傳代表後，我就選擇參加了總會差
傳部的功能小組--關懷宣教士組的事奉。

今次與羅兆泉牧師飯宴共聚，真是滿有喜樂。因為中國
人的傳統是重視節日，特別是農曆新年。適逢今次飯宴
在農曆正月，席上有洪開基牧師、差傳總幹事吳嘉兒傳
道、關懷宣教士組長連潔芬姊妹和我們各組員，當然有
羅兆泉牧師、更窩心的有他家人--羅兆泉的媽媽八妹、
弟弟羅紹強。早前我們知道八妹跌親左腳骨裂，現在看
見她痊癒，真是主的恩典，感謝主保守她。

我們飯宴共坐一席，有更多時間傾談，得知更多羅牧師
的過去 (我們未聽聞過的生活點滴趣事和感恩事) 和分享
未來的事奉等。這正好讓我們的關懷宣教士小組，有更
豐富和具體的理解，好為他和家人禱告。

感謝天父賜下今次飯宴，讓我們也像一家人在農曆新年
過年共聚天倫般喜氣盈盈，這份是從主的愛而來福氣。
哈利路亞！一切榮耀全歸天父上帝，阿們。

高怡堂 廖鏡方
弟兄

以斯帖宣教士於2012年1月被差往耳國工場
服事，2016年受政治情況影響被迫撤離工
場。留港接受為期兩年的屬靈裝備，感恩
已完成一半！

以下為最新代禱消息：
在東南亞外展中求主釋放醫治啟示的恩
賜，帶領以斯帖找到祂已預備好的遠親
歸家。
聯合國小組的人數可以增長，有好的小
組動力，大家在夫妻營中關係更親密。
以斯帖和米家可以同感一靈，清晰領受、
順服主對於他們家庭計劃和下一步服侍
方向的心意。

以斯帖以斯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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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有此理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書五8

慶祝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回港一星期，主要是跟爸爸慶祝八十大壽。相
信爸爸也很開心我們替他慶生。人一生的年日不知有多
少，盼爸媽能早日信主。3月12日教會長者團契旅行，
請記念爸媽能投入，並日後能更多出席教會或差會的聚
會，讓他們早日認識主的大愛和救恩。

一星期匆匆過去，感恩有時間與弟兄姊妹一起拜年，很
久沒有這種聚會，再嚐農曆新年的慶祝聚會也別有風
味。感謝總會差傳部的關心，邀請家人一起團年。

愛回家
回曼谷後，很想再回香港，因為泰國已經是夏天了！雖在泰國生活五
年，但還是不太適應這種酷熱。有天服侍完，順道從附近的大型超巿
購買牛肉回家，可能搭車的時間太久，回到家牛肉已變了色。

金是去年接受救恩的公公也因為天氣的炎熱，呼吸不了，這星期返回
天家了，請記念他的家人也能早日信主。還有S13的貧民也因此認識
永生對他們的重要意義。

N100有三位小孩決志接受耶穌為救主，她們很愛主，每星期六早上也
來參加兒童聚會。她們的回家對我們很大的鼓勵，請記念我們每星期
日的栽培，求主保守她們單純的信心，不會被家人攔阻來接受栽培。

我們想花更多時間和Suli及其他在N100的婦女一起，記念我們跟她有這個特別的約會，求聖靈動工讓
我們明白她們的需要，並讓天父醫治她們。

星期二與同工一起去新的貧民區R78探訪，進入新貧民區平常要花很長時間才能與區內的人建立信
任，這個區有點不同。去年我們探路，今年只是探訪兩次，就像家人一樣，談及天南地北。感恩我們
也有機會分享信仰。這區除貧窮外，同樣有賭搏酗酒等問題，更有同性戀，請記念我們在這區的工
作。年輕的泰國男同工T被其中一位同性戀者捉摸，當下我們姊妹也不知道如何反應，因為平日我們
女性得小心那些不好意圖的男子，想不到弟兄也要小心保護自己。

上星期三男同工丁跟女同工Nat發生衝突，我當下也不知道如何處理。天父的安排真的奇妙，星期四的
同工會靈修經文是羅馬書二章「不要論斷人」，大家也放下自己聆聽對方的想法，也願意同心禱告求
寬恕，攜手一齊服侍。感謝大家一直的禱告支持，請繼續記念我們的隊工，不然這衝突可引起隊的分
裂。

「美女事工」再出隊兩次，我們四人一起服侍非常感恩，每次也感到天父的帶領和同在。其實，我出
隊前也懷著戰戰兢兢的心，不知道將遇上什麼事，但天父好愛我們和「美女」。請記念我們未來的計
劃，能否邀請在我家附近的「美女」來，在我家花時間一起煮食或學習，求主帥領。 

接待短隊
有機會認識一對巴西宣教士，他們正在曼谷設立安全屋給一些小
孩，請記念他們的服侍，不知道我們日後會否合作。

另一隊新加坡同工在大學中服侍，未來他們將會帶一些大學生來貧
民區實習和體驗，請記念這個合作，我們如何能推動泰國基督徒大
學生的傳福音和差傳工作。

3月12日至13日：北角神召會的泰國牧師Chet帶領十位少數族裔來曼
谷，協助作翻譯

3月31日至4月2日：接待浸信會一行11人的短宣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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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本部新一年度活動及事工陸續展開(請參活
動預告)，求主使用各事工來祝福、造就信
徒生命；帶領合適弟兄姊妹參與兩個暑期
短宣體驗。
總會新一年度2018至2020年選舉(其中包
括差傳部正、副部長) 將在3月30日在總議
會舉行，而各堂亦需重新委派堂會差傳代
表。求主揀選及帶領，讓總會差傳部可以
貼近天父的心意而行。
本部訂於6月15日至21日，邀請馬來西亞基
督教巴色會國文部(原住民教會)的15位牧者、
領袖及青年來港交流，及舉辦兩場「沙巴
之夜」事工分享晚會，讓弟兄姊妹更多認
識本部關注的這個福音事工。首場「沙巴
之夜」在沙田堂舉行(15/6)，第二場在筲箕
灣堂舉行(16/6)。請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又
求主保守本部跟國文部及接待義工有美好
的溝通及安排。

差傳消息及代禱
1.

2.

3.

宣教士生日

以斯帖宣教士﹕3月5日
以斯帖丈夫樂米家﹕3月17日
蘇媛慈宣教士﹕5月14日

祝 生日快樂！主恩滿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