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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要多祈禱... 
義人呼求，耶和華聽見了，便救他們脫離一切患難. – 詩篇 34:17 

 

 2020 年初，差傳委員會選擇將工作首要以祈禱為基礎，故

此我們定下今年的主題為“藉禱告傳承使命”。因為若不先尋求神，

我們又怎能明白神希望我們如何將福音帶到世界呢？我們開始了每

週一次的禱告時段，為我們所支持的宣教士以及我們即將籌劃的短

期宣教和培訓計劃進行祈禱。 

 

然後新冠狀病毒肺炎的大流行，徹底顛覆了我們所有的計劃; 除了

二月底的短宣外, 今年其餘所有的短宣行程都相繼被取消了。儘管

一切都不確定，但是我們委員會每週的祈禱時間，至今仍在熱列進

行中。 

 

即使國際旅行已經停頓，美浸所支持的宣教士卻沒有停止在世界各

地的服務, 對於他們而言，這不是容易的一年。面對各樣的限制, 今

年比以往任何時候，我們須要更多祈禱 - 祈禱成為了參與上帝激動

人心的國度工作之最佳方式。 

 

如何使用本指南 
 

 與家人、朋友或團契小組一起閱讀我們所支持的宣教士之最新

動向時, 與我們定期為他們祈禱。 

 請查閱易於使用的網上宣教禱告應用程式和網站, 以祈禱參與神

的普世宣教事工。 

 請致函  mission@mcbccanada.com 聯絡差傳部, 與我們一起

參與差傳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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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之最新動向和祈禱需求 
 

 

王玉梅傳道 
(Carol Vuong) 

 

在台灣事奉 

with SEND International 

 

 

我的事工：  

在宣教工場，疫情中轉為傳福音的美好的機會。上帝使用幾個固定

聚會，激勵早退休的信徒來到鄉村藉關懷探訪與村民傳福音，讓福

音大能擊退黑暗的勢力，使村民能降服歸信獨一真神。 

 

代禱： 

 請為 9 月受洗的 6 位弟兄姊妹禱告，祈求主給智慧力量來做

門訓，好叫他們像樹苗健壯成長，愛慕參加禮拜日的崇拜，

有聖徒相通的生活。 

 請為在福星社區關懷中心傳福音門打開了，獻上感恩。求恩

主的靈運行善工在這服事中，無論是鬆土、撒種、除雜草，

祈求主拯救失喪的靈魂。 

 請為館福慕義堂教會五年購地建堂計劃代禱。第一階段：

2020-2021 完成購地；第二階段：2022-2024 設計、開工

至完工及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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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定牧師師母 
(Rev. Conrad 

& Fiona Kwok) 

 

 在泰北事奉 

with Canadian Baptist 

Ministries (CBM) 

 

 

 

我們的事工： 

我們在泰國北部的事工包括: 

 在聖經學院和門徒訓練中心任教、裝備和培訓天國的工人 

 與“晨曦會” 同工，幫助吸毒者重獲新生  

 在緬甸山區偏遠的拉胡村參與社區發展工作 

 為 CBM 華人事工組組長，負責監督德國，香港和東亞的事

工 

 

代禱： 

 請為我們有健康的身體及美好的靈命禱告，能以討神喜悅的

方式侍奉主 

 請為 CBM 華人事工組成員禱告，求主賜我們智慧去作服事 

 

請參與： 歡迎任何短宣團隊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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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r Ho 
 

在大多市事奉 

with 加拿大海外基督使團 

(OMF Canada) 

 

 

我的事工： 

今年 1 月 12 至 21 日在 COVID-19 做成的封國鎖城和旅遊限制前, 

我有機會參與一個關顧海外同工的行程, 為一些同工提供關懷與支

持。 

加拿大的辦公大樓自 3 月 24 日起停止對外開放, 我們大部分工作轉

移到虛擬或在線上; 我通過電子郵件或 SKYPE 與人們保持聯繫，並

每周至少去辦公室一兩次，幫助財務部的工作。由於不允許自願者

進入大樓作協助的工作, 我接管了處理中國每月祈禱信（約 500 份

郵件）中的工作。邊界的關閉導致一些同事延遲回返工場。在大流

行消除之前，我們將會繼續在此模式下工作。 

感謝您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祈禱。 

 

代禱：  

 求神幫助我們面對事奉的契機時，有豐富的創意、靈活而開

放的態度 

 請為遭受 COVID-19 影響的人禱告。願他們能體驗神的醫

治和安慰，並以信心和希望將未來交託神 

 為那些正在經歷過渡時期、需要改變事奉崗位和/或事工計

劃的同工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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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dys Mok 
 

在大多市事奉 

with Fight4Fredom 

 

 

我的事工： 

隨著 Fight4Freedom 員工數量的增加，和所支援在性拐賣中之倖

存者數量的增加，我們繼續加深對那些受性拐賣及色情行業所衝擊

的男士的外展工作, 並取得進展。 

 

代禱： 

 請為可能在 New Brunswick 和 British Columbia 省 要成立

的外展團隊禱告。 

 為與尼亞加拉和 Simcoe 地區的牧師建立聯繫而祈禱，藉以

商討發展當地的監獄事工之潛力。 

 為在各方面的保護祈禱，因為 2020 年在身體，情感，靈性

和經濟上都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請參與： 

Walk4Freedom: 每年秋天(9 月/10 月), 我們聚集人們一起步行和為

世界各城市的性拐賣活動的終結祈禱。籌募到的所有收益將用於資

助我們外展、性拐賣中之倖存者的護理和本機構的運作開支。 

https://www.fight4freedom.ca/walk4freedom.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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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駿醫生 
(Dr. Jesse and Priscilla, 

Ethan and Oliver Wong) 

 

在盧旺達事奉 

Commission To Every 

Nation (CTEN) 

 

我們的事工： 

COVID-19 不會阻止牙齒疼痛！ 在這裡，我們的診所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更加忙碌，見證了對住在首都盧旺達的人的愛心關懷。 最近，

我們有幾個牙科學生來觀察，同時透過見證和生活榜樣與他們分享

了基督。 感謝我們所享有的讚譽和祝福，為我們開啟更多的門，能

向更多的盧旺達患者和牙醫提供更多見證機會！ 

 

代禱： 

  另一位韓裔美籍退休宣教士牙醫已移居盧旺達，我們正攜

手合作為牙醫提供培訓。 請為我們能有擴大共同目標的機

會祈禱。 

 祈求我們被聖靈充滿，使我們有忍耐的心並有效作見證。 

 請為因疫情遭受飢餓和失業的盧旺達同胞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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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韻嫻傳道 (Joanna Yee) 
在大多市事奉 

with Rahab Ministries 

 

我的事工： 

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改變了我們事工的方式，許多受助於我們喇

合事工的婦女失去了她們的工作。在正常情況下，我們會個別約見

婦女並提供具體的支持和援助，但因限聚令和社交距離的限制，我

們改而將日用品送到她們家門前；我們亦暫時停止了探訪按摩女郎

的事工，但仍透過電話去接觸她們。未來，我們會透過社交媒體拓

展我們的外展事工。 

 

代禱：  

 為近日一位在性拐賣時被拯救出的年輕婦女的康復過程禱

告。 

 為我們新啟動的社交媒體外展事工禱告。 

 為我們的財務需要禱告，因受助婦女的需要大幅急增，需要

更多經費援助她們 

 

請參與： 

受疫情影響，我們今年不會為按摩女郎舉辦實體的聖誕節報佳音，

取而代之，我們邀請義工們錄製一些報佳音的短片，在派送聖誕禮

物給她們時讓她們觀看。 

 

你和貴教會仍可以透過安全的方式將聖誕節的喜訊帶給這些婦女。

欲知詳細資料可登入 http://rahab.yugt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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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懿牧師師母 
(Rev. John and 

Ruth Chan) 

 

在大多市事奉 

with Canadian Baptist 

Ministries (CBM) 

 

我們的事工： 

2020 年是關於新冠病毒的一年。陳牧師的事工由前往各地探望宣

教士，改為在家中以 Zoom 視像與他們聯絡。當某些宣教事工因疫

情引致的全球性封鎖大受影響之際，有關疫情的救援事工卻十分興

旺。CBM 在此期間為分佈於 14 個不同國家的宣教伙伴提供了六十

萬元的救援，幫助了上千的家庭，為他們提供個人防護設施、梘

液、糧食和消毒用品。 

 

陳師母的事工亦轉移到「在線」，她一共主持了 22 個空中神學課程

(SOTA)，接觸到來自巴西、德國、馬來西亞、香港、台灣、新加

坡、西班牙和加拿大全國的學生。 

 

代禱：  

 為疫情期間事工的靈活性祈禱。 

 為 CBM 和 TWR Canada 在這經濟衰退時期的財務需要。 

 為陳師母左腳骨折之康復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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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恩琳牧師師母 
(Rev. John and 

Karen Loh) 

 

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事奉 

with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GOI) 

 

我們的事工： 

在 COVID-19 疫情下，我們真感覺不知所措。六個多月的時間，新

的常態已帶我們進入新的“習惯”性。更是帶來嘗試不同新事工，和

在新空間建立“現在預備將來”的長短線服侍。 

 

哥倫比亞 

為配合哥倫比亞 波哥大華人教會崇拜講道的需要，8 位同工組成証

道團隊，以 Zoom 直播分擔講臺。波哥大教會兄姊負責敬拜讚美及

其他程序。 

 

波利維亞 

從今年 5 月開始的聖十架城 (波利维亞) 華人教會 網上廣東語查

經，我們已完成查考腓立比書，8 月初再進到哥林多前書，感謝神 

峰弟兄也一同配合，帶領查經. 這一陣子又進入另一階段，說普通

話的兄姊也加入來。 

 

墨西哥 

因疫情的原故，已貧乏的成為更貧乏的一群，服侍社群就更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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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會事工。Chimalhuacan 教會的救援項目，感谢神藉着 2 间教

會和個別單位的支持，奉献已經超過 US$3000.00 的预算。目的是

支持 Chimalhuacan 教會援助 160 位兒童與家庭，他們都因為疫情

的原故，父母失去工作。 再次謝謝你們的献奉和代祷。 

 

 

感谢神暑期在多倫多的時期，雖因疫情的原故，不能如往年和各教

會牧者實體聯繫，但 6 次證道和 3 个宣教聚會藉着 Zoom 的分

享，果效也蒙神保守。感謝神藉各教會對我們服侍的肯定和宣教項

目的支持。11 月在 2 間教會差傳年會將有分享， 主題焦點都是宣

教新世界，無境又有無界，網上的世界，是近或是遠; 當然是網上

舉行，直播和錄像，雙翼齊飛。 

 

代禱：  

 

 為敏銳和等候聖靈打開的門，打開的路禱告。 

 求主恩待波哥大教會各同工的獻上，建立生命。 

 請代禱，求主引導波利维亞教會下一步的方向和人力資源。 

 11 月在 2 間教會差傳年會將有分享，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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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 and Elaine 

Winter 
 

在泰國和亞洲事奉 

with SEND International 

 

我們的事工：  

雖然新冠病毒疫情使我們要延遲前往亞洲，但神仍讓我們可以服事

在亞洲並其他環球的 SEND 的眾同工。 

 

穿插於每星期與亞洲及其他國家宣教士的頻繁視像接觸，並我們自

己的進修(Jon 的臨床輔導學位課程已快完成，Elaine 在天道神學院

修讀教練及屬靈導引課程)讓我們十分忙碌。而大部分與亞洲地區約

會的時間都安排於清晨或深夜，不過我們很高興在這充滿壓力的時

期仍可以幫助到別人。 

 

代禱：  

 為我們身處安省，需於非一般工作時間服事、同時在等侯泰

國邊境開放(我們計劃在聖誕節後前往泰國)所需要的精力和

耐力祈禱。 

 為我們在尋求如何給予亞洲工場宣教士最好的關顧，以致他

們在傳福音時更有能力和果效祈禱。 

 為我們的孩子和孫子祈禱(Aaron/Eli/Levi， Jacob/Tess 和

Ben)，讓他們與主建立深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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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磐牧師師母 
(Rev. Joseph & Melanie 

Wong) 

 

在大多市和東歐事奉 

with SEND International 

 

 

我們的事工：  

在這疫情期間，自四月第一週開始，我便以 Zoom 這平台為俄羅斯

中國僑民事工主持主日崇拜及門徒訓練；我亦在網路上進行勉導事

工並為意大利的信徒領袖教授神學課程。 

  

代禱：  

 為事工能儘快重新啟動祈禱。 

 為我們有健康的身心靈服事主。 

 求神使用這中國僑民事工去接觸未得之民並有效提供門徒訓

練。 

  

請參與： 

2022 年 7/8 月會有宣教事奉機會，2021 年會先有培訓和預備，美

浸可考慮組織國語短宣隊伍參與這普世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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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leen and 

Colin Wassenaar 
 

在柬埔寨事奉 

with Engineering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EMI) 

 

我們的事工：  

Kathleen 繼續以她的工程專業在 EMI 帶領設計項目，Colin 則經營

修理汽車店舖，並在店內訓練當地機械技工並為他們作門徒訓練。 

 

目前，有關 2021 年的計劃，大致上與今年相同。我們期盼旅遊限

制可放寬，讓我們可以接收來自其他國家的實習生和義工。 

 

代禱：  

 為柬埔寨教會能扎根於神的話語並勇敢的傳揚福音。 

 為我們兩人所承擔的許多責任和不同角色(包括管理和帶領

門徒訓練)而經常感到疲乏禱告。 

 為神繼續是我們的磐石，我們的生命沐浴於祂的話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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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傳頌牧師師母 

(Rev. Keith &  

Mei-Yee Lee) 

在大多市事奉 

      with GO International 

我們的事工：  

鑒於自三月開始今年大部份訪宣隊都延期或取消，改以網上與宣教

士一起禱告，有些宣教士將他們在宣教工場上的實況拍成短片報導

，放在華傳的網站內，供各位瀏覽 http://gointl.ca/。我們又聯絡

弟兄姊妹組織有網上短宣服侍，與宣教士合作在八月至十月透過網

上舉辦主日學和慕道班。 9 月 26 日華傳在網上舉辦二十五週年感

恩慶典，主題是「宣教新世代」，與會者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同

工、宣教士、董事、顧問及支持者參加。    

 

代禱：  

 現在疫情嚴峻期間，華傳的經常費和宣教士及宣教工場的奉

獻都面對前所未有的考驗，華傳加拿大區委決定華傳同工及

宣教士未來凍薪一年，來回應目前經濟上面對的考驗，懇請

您在禱告中記念華傳的經濟需要。 

 回應疫後的處境, 我們正開展在線服侍, 配合工場上的實體工

作。 

 

請參與： 

您可以在 2021 年參加的一些在線會議： 

 1 月 28 日：跨文化宣教網絡研討會（廣東話） 

 2 月 5 日至 7 日：加拿大華人基督徒冬令會（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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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潔明 
(Kit Ming Koo) 

 

在大多市事奉 

泉源輔導中心 (LWCC) 

 

 

我的事工: 

為著 COVID-19 的疫情，並且隨著病毒繼續在社區中傳播，「泉

源」提供了電話和在線輔導、網上研討會和新的「短播」節目，以

將我們的服務擴展到更多受疫情影響的人群。 

我們從政府獲得了緊急資助，提供一節免費輔導服務，以幫助在這

疫情期間患有情緒困擾，心理健康和家庭關係面臨挑戰的人，仍積

極有效地面對。我們還獲得了資助，用於提供老人護理方面的培訓

和舉辦一些活動，以幫助他們減少被隔離和孤獨感。 

 

代禱：  

 在 COVID-19 疫情的特殊挑戰中我們讚美神的同在、信

實、保守和指引。祈求我們繼續順服主對我們的要求：“行

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求神供應「泉源」一些具有相同異象和使命及經濟資助的合

作夥伴和支持者，使我們能夠繼續祂的醫治，和那些關懷人

的事工，幫助人復原關係和改變生命。 

 祈求神繼續帶領「泉源」，使用我們作為祂醫治的器皿，透

過我們的心理健康及家庭生活教育、全人輔導、同輩與專業

輔導訓練及靈命塑造服務，幫助那些接受服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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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勝傳道師母 
(Lewis and Felain Lam) 

 

在德國事奉 

with Canadian Baptist 

Ministries (CBM) 

 

 

我們的事工： 

德國事工最新情況: 在哥廷根，我們已經恢復實體查經和崇拜，同

時間，和卡塞爾，馬爾堡和海德堡有聯合一起在線上崇拜；至於計

劃好了的迎新外展和聖誕慶祝聚會都會在網上進行. 

 

代禱： 

 請為德國及歐洲的疫情禱告，在最近一個月，疫情急劇上

升，德國單日新冠個案已經破了四月份的數字，創了新高 

(10 月 17 日，單日 7,830 病例)，請特別為我們每次與不同

的人接觸來禱告. 

 請為我們兒子林思敬禱告，今年是他高中最後一年，求神指

引他前面入大學的路程. 

 明年，如果疫情放緩，我們計劃在暑假期間回多倫多，盼能

與貴教會有面對面或者在網上有分享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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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and Anita Cassidy 
 

在加拿大和亞洲事奉 

with CrossWorld 

 

我們的事工：  

我們感謝貴教會，多年來給予我們在台灣，加拿大，亞洲，以及最

近外展國際學生的服侍的真誠支持和祈禱。現在由於 COVID 規

則，我們受到嚴格限制。多倫多大學士嘉堡校區的大多數實體課程

都沒有舉行，我們也不能舉辦親切的面談活動。取而代之，神讓我

們自願的在 Fellowship Church Rouge 公園附近為這些學生服

務。 

 

我們的神是那位只要我們努力，而祂會讓祂的國度成長的那一位。

這是我們與神在一起的信心。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

叫他生長。。” （林前 3：6） 

 

直到我們成為志願者的過程中，感謝您們一直默默的真誠地支持。

我們知道您們將繼續努力將福音傳到世界各地。 

 

代禱： 

  請為阿爾伯特（Albert）的國際學生 Simon 和 Camille 禱

告，使他們成長為門徒並能夠訓練另一個門徒。 

 為 Mark 的腳患得醫治而祈禱。最近四個月傷勢已顯示出少

許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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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劍廉傳道 

簡銀馨師母 
(Pius and Eliza Hau) 

 

在巴拿馬事奉 

with GO International 

 

我們的事工： 

無論每週的崇拜、主日學、團契，以及每天的祈禱、讚美和靈修，

我們仍繼續在線聚會。讚美神有一些新人加入了我們的微信群組！ 

 

代禱：  

 請繼續祈禱，求神保守弟兄姊妹及其家人。 

 

 請祈禱弟兄姊妹繼續仰望神，尋求神的旨意，見證永恆的盼

望，並分享福音。 

 

 我們最近重新開始每週一次使用 Zoom 進行學生外展活

動。 請祈禱一切順利，以便將更多的學生帶到基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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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惠民傳道
(Randall Mah) 

 

在大多市事奉 

with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我的事工：  

由於無法與潛在的宣教士和教會領袖會面，過去的一年限制了我在

動員和招募宣教士方面的作用。 

 

我們將繼續審視和評估何時重新開始。對於 Kairos 課程和名為

“The Unfinished Story” 與“Empowered To Influence by Simply 

Mobilizing” 的其他課程，已在線提供並進行了培訓，並將持續到

2021 年。 

 

代禱：  

 為我的妻子 Rita 祈禱，她是一所長期護理院的前線護士，

並且繼續教導學護。 

 為我們的兩個孩子 Tabitha 和 Jairus 禱告，Tabitha 現在是

約克大學 Glendon 校區學習語言學的 4 年級學生，也為在

Centennial College 學習烹飪管理的 2 年級的 Jairus 祈

禱。 

 為我的角色祈禱，因為我可以通過在線版的 Kairos 課程與

更多偏遠地區的人們接觸，並在課程完成後鼓勵和支持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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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少舫牧師師母 
(Rev. Stephen and 

Nightingale Liu) 

 

在大多市和東歐事奉 

with SEND International 

 

 

 

我們的事工： 

由於 COVID-19，SEND Canada 停止了所有短期宣教活動。 我們

通過微信或 Zoom 與各教會的宣教部保持聯繫。 Kiev 有 2 個神學

院課程，一個在 4 月，另一個在 10 月，約有 19 名學生參加。 

 

感謝您的祈禱和支持。 

 

代禱： 

 如果 COVID-19 被控制，則於 2021 年 4 月在 Kiev 神學院

進行畢業禮和教學。 

 通過微信和 Zoom 繼續支持各教會的宣教事工。 

 

請參與： 

如果 COVID-19 受控制，我們需要一支 4-6 人的短宣隊前往俄羅斯

的 2 間教會，在 2021 年 9 至 11 月期間於學生退修會中進行傳福

音，帶領遊戲和聖經教導。 

 



22 

 

 

何頌恩 
(Timothy Ho) 

 

在滑鐵盧地區事奉 

with Power to 

Change 

 

我的事工：  

「Power to Change Students」一直在修訂在線平台來吸引學

生。目前，在滑鐵盧地區，我們已經開始每週召開在線會議、小組

討論和社交活動，平均約有 20 至 30 名 Wilfrid Laurier 大學的學生

（大約有 6 個新生），和 50 至 60 名 Waterloo 大學的學生（大約

有 15 個新生）。我的角色主要集中在與 6 個人進行一對一的門徒

訓練、滑鐵盧地區的年度預算、聯繫當地教會、技術管理以及與

Guelph 大學，Waterloo 大學和 Wilfrid Laurier 大學合作的在線

Alpha 計劃。 

 

代禱： 

 為學生禱告，因為其中一些人發現很難平衡學校和家庭生

活，讓他們的日常生活漸漸融為一體。 

 為更多的第一年新生禱告，讓我們能伸出援手。 

 祈禱有更多的外展機會，因為我們目前正在與滑鐵盧的當地

教會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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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武豪 
(Dr. William Tsui) 

 

在大多市事奉 

加拿大環球廣播(TWR) 

我的事工： 

加拿大環球廣播 - 中國部的事工基本上已轉移到了在線進行，並且

自 3 月以來，我們所有的門徒訓練，講道和聖經學習培訓都已經轉

移到了網上。 COVID-19 並不影響 “空中神學院”（SOTA）的學生

的學習，我們總共有 53 名學生畢業，1734 名在學學生。 

 

從 2021 年 1 月起，我將卸任中國事工部總監的職務，我們已經建

立了一組 3 人的領導團隊（見圖）來承擔我在 TWR 的職責。從

2021 年 1 月開始，我將擔任 TWR 中國事工部的事工策略和培訓導

師，並將在未來幾年繼續協助領導團隊工作。 

 

代禱：  

 由於 COVID19，加拿大的三名宣教士無法返回中國，因此

請祈禱中國盡快開放邊境，以便這些宣教士能夠返回中國。 

 在線培訓更加困難，求神賜予耐心和智慧，以便導師可以有

效地提供所需的培訓。 

 祈求神保守我們在充滿挑戰的亞洲工作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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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創地區宣教士更新資料 
由於工場極具敏感，我們使用假名保護他們。 

請在禱告中紀念他們！ 

 

Greg and Debbie 
在大多市事奉 

 

 

我們的事工： 

Debbie 繼續全職擔任駐多倫多的 TEAM 宣教士，Greg 帶職事奉

支持她的事工。 她繼續統籌 CGCS ESL 事工的 ESL 褔音外展項目，

籌劃 GLL 的事工，以及代表 TEAM 用多倫多過去的體驗項目作導

師。 

 

代禱： 

 Greg：有智慧編寫可以幫助教會在 COVID-19 期間更有效

地運作的電腦程式。他指導一些年輕人學習 Word, 求神叫

他們有成長。 

 Debbie：她長時間在網上服務，求神加力，有時多倫多堂

課有 70 名 ESL 學生，還在 GLL 帶領由 13 名老師組成的小

組在線上接觸東南亞的學生。 

 我們的兒子：求神保守在 COVID-19 期間上學時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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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tel and Jill 
在亞洲事奉 

 

我們的事工： 

時間飛逝， 我們回到多倫多已經超過 6 個月了， 由於 COVID-

19，我們無法按計劃返回工場。 但是，我們感謝上帝這段寶貴的時

間，自 2001 年以來，可以整個夏季都高興地留在這裡。 

 

上帝把人看為不好的事變成美事！ 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在這段時

間裡，我們從美國網絡研討會接受了有關學前班和神學培訓。 整個

夏天，我們還有機會親自做學前班事工。 目前，我們正在等待工場

的門再次打開。 

 

代禱： 

 請為進入工場的新簽證祈禱。 

 為學前教育的需要禱告，祈求上帝為我們打開工場的門。 

 請為 Gretel 的腰傷和 Jill 的肩膊痛祈禱，縱然有所改善，但

我們仍然需要祂的憐憫。 

 

請參與： 

我們需要組成一個團隊，將我們機構的文獻從英文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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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 (Luke) 
在歐洲事奉 

 

我的事工：  

我將繼續領導一團隊，該團隊負責監督一家設有 30 個國家辦事處

的大型機構，負責招募、裝備和差遣工人到全球 50 多個未得之民

的國家，同時在基督教大學/學院教授伊斯蘭研究。 我們也非常積

極參與當地教會的教導，敬拜和領袖事工。 

 

代禱： 

 我有兩個女兒在上大學，另一個在最後一年的高中。 祈求

她們在新的經歷和挑戰中認識並相信上帝。 

 祈求智慧，以幫助許多非西方人在一個主要由西方人員，文

化和歷史組成的國際機構中更加投入，被塑造和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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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 (Paul) 

在大多市事奉 

 

我的事工：  

教導和指導更多的神學生和潛在的宣教士。 

 

代禱： 

 作為跨文化使命的推動者和老師，請為我禱告，求更新我的

視野，熱誠，毅力和愛。 

 為我籌備和撰寫有關跨文化使命的論文祈禱，該論文將在天

道神學院的 CCST（加拿大中國神學院）上發表。 （截止日

期：2021 年 6 月底） 

 

 

 

 

大衛(David) 
在亞洲事奉 

 

我們今年沒有收到 David 的最新消息，但請繼續為他的事工祈禱，

為他服事困苦的人和裝備亞洲教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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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禱告資源 
 

即使在疫情期間我們呆在家裡，您也可以參與世界各

地的宣教工作。請來檢視一下這些應用程式和網站！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香港的出名差傳機構 

https://hkacm.net 

 

敝開的門 

國際性，多是關心被逼迫的弟兄姊妹 

https://www.opendoors.org.hk/zh-hant/ 

 

楊慶球博士“淺談伊斯蘭信仰的起承轉合”五講之一 

愛傳揚 FEBCanada 

https://youtu.be/LsaEdmE_U3Y 

 

“愛傳揚”（LoveToTell）事工是加拿大遠東廣播（FEBCanada）的

多媒體福音平台，旨在藉助各種媒體來傳揚主的話語——網站：

LoveToTell.ca；愛奇藝頻道（國內可看）：愛傳揚 LoveToTell；

YouTube 頻道：愛傳揚 FEBCana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