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 告 及 代 禱 事 項
國宣、各區短宣中心、各區佈道團
國際短宣使團
1.
國宣與與港宣合辦「2020 宣教導賞行」籌款活動：為國宣及滕張佳音
博士宣教基金籌募經費，目標合共 HK$150 萬，6 月 20 日 134 位參加
者分隊完成 7 條路線。截至 9 月 20 日，贊助及奉獻人次 3,119，籌得
款項$1,113,758.51。記念 10 月 24 日前完成領取或速遞「2020 宣教導
賞行」奉獻收據及贈品。12 月 3 日「國宣異象分享會」頒發獎項。
2.
國宣合辦第三屆「同心守望猶太人──回轉歸主」聯合網上視像祈禱
會於 9 月 18 日（五）順利舉行，平均有 80 多人。期待此聯合祈禱運
動，激起更多的教會和信徒，領受「猶太人迫切需要福音」的異象，
一同奮力！
今年「十天至聖日祈禱手冊」電子版介紹各組猶太群體，認識其獨特狀
況，歡迎下載，鼓勵教會團契／小組分發代禱！
http://www.ifstms.org/documents/20200918.pdf
3.
國宣異象分享會於 12 月 3 日（四）晚上 7:30 假九龍灣平安福音堂舉
行，場地待定。主題：「愛」與「承」--本地跨文化宣教的關愛與承
擔，由滕張佳音博士主講及印尼教會牧者領詩。另有宣教士分享、「一
厘米」短宣隊見證、國宣跨文化宣教課程介紹等，及頒發「2020 宣教
導賞行」獎項。誠邀出席！
4.
拓台事工
a. 海倫宣教士暫時獲得 12 月 21 日回工場的簽證，請記念一切安排。
b. 請記念 2021 兒主導師訓練轉型教學錄影，求主賜下合適的短宣校
友團隊，共同完成。
5.
普通話佈道領袖文憑課程（普宣）：記念第 7、8 屆學員的事奉和有持
久的毅力完成課程。
6.
歡迎教會邀請
a. 國宣傳道同工（牧職神學院校友楊婉華傳道）負責主日差傳信息、
主日學訓練（本地多元文化宣教、主辦外地短宣隊等）
b. 本地短期跨文化宣教士（SaNam 姊妹）到青年團契分享本地穆宣見
證。
香港短宣中心
1.
「第 2 屆天國特工隊」於 2020 年 12 月 25 至 26 日（五、六）09:00
至 17:00 於沐恩浸信會舉行，記念同工協助推介及宣傳及籌委們的預
備工作。

2.

3.

4.

5.

11 月 5 日職場宣教年會，主題「職場宣教新觀」：感恩主！職場宣教
年會的短片拍攝已經順利完成，求主帶領後期的剪接製作，希望各個
受訪單位的見證能夠榮耀主的名。
會計及 IT 天職組、基督徒秘書團契及歡欣團隊：於 9 月 25 日至 10 月
30 日（連續 6 個週五晚）一同開辦網上「生命多麼好」課程，求主預
備合適組長和邀約朋友，嘗試在疫情中找出傳福音新契機。
10 月 21 日（三）福音午餐會（YouTube & Facebook 直播），主題：
點解揀中我？講員：游桑傳道，為實體及直播安排，更多在職人士收
看！
中心正招聘「實習部助理主任、實習部助理、資源部倉務助理、資源
部行政助理、行政部行政助理」各一名，請記念。

多倫多短宣中心
1. Zoom 視像電話佈道訓練：9 月 12 日至 11 月 28 日（六），以不同技巧
訓練與未信者分享福音，分別以國語和粵語進行。
2. 秋季日間課程──佈道應對學：上課 9 月 3 日至 12 月 8 日（二）／電
話佈道實習（四），分別以國語和粵語進行。不但要信徒們堅守福音
真理要義，並解決在佈道應對上所面對的困難和困擾。我們以不同的
方法測試和課堂上的練習，期望學生能操練一套個人佈道應對的技巧
和方法，讓信徒們更有信心地與不同對象分享福音，成為佈道人有佈
道熱！
3. 短宣中心第三十週年慶典暨短宣異象分享視像晚會於 10 月 18 日
（日，
廣東話）或 19 日（一，普通話）晚上 8:00 舉行，晚宴主題「另一個
十年奮進」。
溫哥華短宣中心
1. 短宣中心繼七月開辦了職場神學課程單元一 : 「工作間 • 建祭壇」─
工作神學與職場召命後，有很積極的迴響，故我們將於 11 月及 2021
年初推出單元二及三。
2. 11 月份單元二課程「工作間 • 作祭司」│─生命與生活─我的職埸祭
司曰記，內容包括职場祭司知多少、职場祭司的誠信、和平使者、關
係建立。
紐約短宣中心
1. 27 週年網絡感恩晚會於 11 月 7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主題「屬靈
盛宴」，特邀七位講員：滕張佳音博士、伍國石牧師、范文堅傳道、
溫清華牧師、吳光謀牧師、楊恩光牧師及麥鳳佩傳道（排名不分前後）
分享超越疫情、突破限制的屬靈盛宴！

悉尼短宣中心
1. 「愛仁勇者」佈道訓練網上證書課程第三期訓練：「福音性查經」領人
歸主進深訓練—福音查經佈道於 9 月 12 日至 10 月 31 日（六）舉行。
芝加哥短宣中心
1. 十四週年感恩分享會（網上）於 11 月 15 日（日）下午 3:00 舉行，主
題「挑戰．時代」，講員：王志強牧師。
三藩市灣區短宣中心
1. 9 月 2 日（三）及 11 月 4 日（三）「COVID-19 防疫知多少？」的中
醫講座，讓你邀請未信主的朋友來參加。
2. 新一期「豐盛生命組長訓練課程」在 10 月 4 日開始。
3. 美國總統選舉將在 11 月 3 日（二）舉行。短宣中心在 10 月 31 日（六）
下午 3:00 至 4:30 舉行聯合祈禱會，為美國總統大選禱告。

創辦人、正副總幹事、國宣宣教士、國宣同工、董事、顧問及區代表
滕張佳音博士（國宣創辦人）
1. 原答允年底赴洛杉磯主講使者協會美西區宣教大會，因疫情改為 CMC
Global 2020 Online Conference，我選擇了主講一個 45 分鐘專題：「從
本地職場宣教到跨國雙職宣教」。大會不接受手提電腦 zoom 預錄，
須周章於 10 月內安排專業預錄，以便大會能做後期工作，求主幫助！
2. 原沒有答允 12 月底同期進行的芝加哥《生命季刊》
「中國福音大會」，
亦改了用網絡進行，因跟他們相熟被〝臨時拉夫〞，也須在 12 月初給
他們用【普通話 1 小時】預錄一個宣教信息，我也會分享類似的題目，
求主使用！
3. 11 月下旬將講授建道一科普通話密集課程（四天每天 6 小時），全程
有 I.T.技術同工協助用實時在線互動，可以即時回應各地同學們的簡
報及討論，這些教學模式對我都是新的學習，求主加力！
4. 在香港每週均被邀到不同的教會主講主日信息，隨著疫情，有時須預錄
即可、有時須親到該堂會在沒有會眾中直播、有時在限制人數下可實
體崇拜.……這 8 個月戴著口罩講 30 至 45 分鐘已成常態，偶爾也有教
會肢體個人因感染，教會須關閉大清潔兩週，求主保守眾教會、每位
事奉人員及每位信徒，每天靠主平安有力！
麥鳳佩傳道（國宣義務副總幹事）

1.
2.
3.

為中心教學及領會，靠主得力。
正跟進一位參加極端靈恩教派的女生，她的父母未信主，甚為擔心。
參加 CATS 中文字母教學系統 10 月 21 或 28 日考試，能順利通過。

范文堅、梁惠玲傳道夫婦（國宣駐美宣教士）
1. 11 月份課程：實踐 5A 的愛，對象是小學生家長，教導如何預防小朋友
染上網癮。
2. 為灣宣經濟禱告，10 月份的奉獻減少了很多！
3. 福音預工：11 月 4 日中醫講座，12 月 13 日「講美食、話人生！」
4. 請記念范梁計劃 2021 年 1 月初回香港探望兩位年老的母親，希望到時
疫情和緩，不需要隔離 14 天。
SaNam 姊妹（本地跨文化短期宣教士）
1. 已完成到「南國」作短期學習及體驗的首輪面試，現進入第二階段預備
申請文件，求主繼續帶領。感恩過程中認識到一班同路人。
2. 感恩成功為有需要的學生申請到平板及手提電腦，求神使用這些愛心奉
獻的電子產品成為學生們在學習上的祝福，讓他們每次使用都能想起
主的恩典。
3. 記念 10 尾工場的各項活動會漸漸轉回實體，需要考慮人手、社交距離
及清潔等的安排，求主賜智慧及靈活去處理。
4. 記念個別跟進的家庭，能建立更深的友誼去分享信仰，願他們能在禱告
中經歷耶穌。
5. 我們學生住的大廈及社區，近日增加了肺炎確診個案，記念他們能提高
防疫意識，出入不會受任何病毒感染。
馬國棟牧師（國宣佈道訓練講師）
1. 感謝主完成 9 月 16 至 19 日耶穌愛芝城短宣佈道及訓練。有家庭可以開
放做探訪，給我一個撒種的機會。
2. 這數天單是伊利諾州每天都在 3000 宗病毒感染個案，因此教會仍未能
開放，反而更多使用網上的培訓關懷。我們仍送湯水送溫暖及祝福給
長者。求主保守我們的健康！
萬得康牧師（國宣佈道訓練講師）
1. 教會剛落實了尋找多時的異象與使命宣言，因此牧養的方向和架構都會
重新調整，工作會更忙碌，我雖只 Part-time，但工作和全職無異，求
主憐憫賜恩完成託付。
柴樹良牧師（佈道訓練講師、電子資料庫主任）

1.
2.
3.

為睡眠情況開始反覆，背脊痛，右腳痛。
為未信的親友祈禱，求主賜智慧，把握機會向他們傳福音。
為個人身心靈的操練。

李綺雯姑娘（國宣執行主任）
1. 盼望盡早完成領取或速遞「2020 宣教導賞行」奉獻收據及贈品。
2. 跟進 2019 核數報告、2020 國宣年刊、2021 國宣大會。
3. 記念 CATS 導師培訓課程的學習及練習，預備 10 月 28 日（三）考試。
楊婉華傳道（國宣企劃執行主任）
1. 9 月開始教學：常青“跟進與栽培”及短宣“佈道宣講”（助教），感
恩主加力備課，切望能成為學員的祝福。
2. 求主帶領拓台的校友團隊，能完成 2021 中國主日學協會舉辦的網上教
學錄影 Project（對象是兒主導師及家長）。
3. 求主憐憫未信主的家人：媽媽和阿嫂一家；也引領遠離主的哥哥歸回。
唐志堅牧師（國宣董事）
1. 教會 10 月 25 日首次用活動浸池舉行浸禮，受浸者包括女兒靈心。
2. 教會的福音工作的安排：福音班（生命歷奇）
、10 月 24 日恢復補習班、
10 月 6 日已恢復派送食物。
3. 10 月 18 日宣道會「逆轉人生」佈道會：記念跟進工作。
李志成、黃嬋英伉儷（大華府區代表）
1. 志成同嬋英能早日更熟練的在缐上事奉，如領母會成人主日學、團契、
區域性小組等。
2. 女兒天樂在醫院工作，求神藉她給需要的人提供幫助，並保守她和家人
能夠勝過風險。
3. 祈求志成在工人神學院的工餘進修有定力、信心。
4. 為教會於年末舉辦缐上福音會禱告。又為福音對象廖女士、李子健及林
秀琳夫婦禱告。
陳瑞平、賴碧珊伉儷（國宣英國區代表）
1. 我們的普通話查經小組：最近來的夫婦，大學講師和他的太太，上星期
確診了新冠肺炎，求主醫治！求主帶領新學年能有新的學生加入查經
小組！
2. 新冠肺炎在英國的疫情：全英國和我們所處的蘇格蘭，確診人數持續上
升，過去的 24 小時，全英國一萬七千多人、對比上周一是接近一萬四

千人，蘇格蘭 300 多人；死亡的比率比以前為低，全英國在過去 24 小
時為 67 人，而蘇格蘭在過去一週為 25 人。
黃麗明傳道（悉尼短宣中心）
1. 在悉尼短宣中心的事奉適應代禱，求神賜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