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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大使命伙伴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獻上。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祂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和修版 歌羅西書一 28-29）

「金禧」是回顧與前瞻的重要時機。香港亞協的定
位是「一所全人關愛的動員機構」，定意以「你的
大使命伙伴」為主軸，致力成為教會、信徒、政府
及社區、差會及機構、亞協的同工及分會的大使命
伙伴。但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都要成為神的大使命
伙伴，一起同心合力「完成」大使命。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每逢為你們
眾人祈求的時候，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因為從
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腓一 3-5）

大使命教會進度表  

深度參與

進階參與

初步參與

+3 長期總動員：受差、接待、差派、動員
+2 改變教會的體制預備全情投入
+1 根據呼召和會眾的恩賜發現差傳的機會

-1 決定參與差傳
-2 對參與差傳抱積極的態度
-3 抓緊堂會的責任：參與普世差傳

-4 明白聖經對教會的使命：祝福萬民
-5 意識到神對萬民的愛
-6 對神為萬邦的計劃全無認識

腓立比教會一直是保羅宣教團隊的伙伴，支持保羅
的事奉。亞協也感謝眾多教會在過去的支持，我們
亦要成為教會的伙伴，協助教會成為「大使命教
會」，總動員參與和完成神對萬族的心意。

香港亞協願意成為教會的大使命伙伴：

啟發「初步參與」大使命的教會領袖，擁有合乎聖經
的世界觀、宣教觀 
     提供： 
    〈貓狗 ‧ 神學 ‧ 您〉、〈宣教新 LOOK〉、 
    〈短宣前哨站〉等課程及講座

培訓「進階參與」大使命的教會，總體成為胸懷普世
的信徒 
     提供： 
    〈把握時機〉、〈市井召命與宣教〉等課程

與「深度參與」大使命的教會，共同制訂完成大使命
的策略，並夥伴同行，實踐使命 
     提供： 
    〈宣教心視野〉、〈認領群體策略〉、 
    〈S.H.A.P.E.〉、〈口傳天下〉、 
    〈營商宣教訓練〉等課程 

請來電 2929 4009 與梁雅樂姊妹（Michelle）約談。

「聖經從舊約到新約都清楚顯明一個信息：上帝的心意乃是要萬國萬民作祂
的子民，追隨祂、敬拜祂、事奉祂、傳揚並榮耀祂… …

《起步！完成大使命》應時而生… …挑戰讀者以正確的態度在日常生活
中落實耶穌的大使命，走進不同的福音未及群體，活出基督的生命。」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總幹事
陳世欽牧師

 
亞協金禧年首個呈獻：《起步！完成大使命》。這理論與實用兼備的工具書，
讓讀者從認識到認定，具策略性地參與鮮聞福音群體的跨文化工作。

本會及各大書室有售。

改編自〈把握時機〉課程統籌訓練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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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
翟浩泉牧師
james@aohk.org



營商宣教路
華爾街對比宣教營商路         

       生意要賺錢不容易！既有盈利又能帶出經濟、
社會、環境和屬靈轉化的
生意，就更具挑戰。然而
在最窮困及鮮聞福音的群
體中，這樣的宣教模式已
接近是必須。

一月八至九日舉行
的第二屆香港營商宣教高
峰 會， 以 Wall Street vs 
BAM Street 為 主 題， 研
討 會、 晚 餐 會 及 工 作 坊
共吸引了約二百五十人
次出席。香港亞協負責帶領「營商宣教路線圖」工
作坊，將踏上營商宣教路的進程概括的作介紹。 

�
宣教發展主任
程淑貞
linda@aohk.org

營商宣教路

營商宣教路的起點，是不可或缺的宣教訓練，
如〈把握時機〉、〈宣教心視野〉等課程，建立聖
經、文化、歷史和策略的基礎知識，幫助學員胸懷
普世，踏上宣教旅途。

營商宣教的策略與傳統宣教有所不同，因此
對營商宣教有興趣者，必須進一步探索營商宣教的
理念，如：營商宣教的意義、工作 / 營商 / 整全事
工的聖經根據、營商的倫理操守、成功的準繩、中
國文化對參與營商宣教者的影響、營商宣教的種種
資本及財務需求等。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實地考察營商宣教
項目，了解經營者的甜酸苦辣，營運的挑戰和福音
的果效等等。一次探訪營商宣教事工的「訪宣」，
不但是重要的訓練一環，參加者更可在考察的過程
中尋找商機。

探索、考察、禱告、深思熟慮過後，定意營
商宣教者，特別是缺乏營商經驗的人，必須接受一
些進深的營商訓練，包括如何釐定營商及福音事工
計劃與目標，制訂財政預算，管理、市場營銷的做
法等等。更理想的是有人可以作督導，幫助深入理
解。

訓練過後，就要整裝待發。這是一個複雜的
過程，亦不能操之過急。這包括幫助教會認識何謂
營商宣教，以致能作出認可和支持；開始組織支援
網絡、籌募資金、奉獻或貸款等，接受聖經培訓及
與計劃中的生意有關的技能訓練，落實編寫營商及
福音事工計劃書，尋找營商宣教合作夥伴，組織問
責的董事會、顧問團，學習當地語言等。在真正投
身之前，若能有六個月至一年的實地實習就更好。
不單是以學徒身份實戰營商宣教事工，亦對跨文化
適應有所學習。

當準備就緒後，便要正式踏入工場，開始營
商宣教的運作。開始時，最好是有督導或營商教練
緊密同工。運作初期，仍有很多的籌備功夫，包括
尋找營商地點、合適的生意伙伴，和對當地情況認
識的顧問，聘請當地員工，作行銷研究及調查等
等。每個步驟都很繁複，亦需要審慎處理。督導的
指引提點，不時的評核、檢討和調教，和後方的禱
告支援都十分重要。

營商宣教事工是否成功起碼要兩三年才能定
案；這路漫長且艱難，但卻是廿一世紀最被看重、
能帶出轉化的宣教途徑。香港亞協願意與有心人同
行，請與本人聯絡。

本刊所引用的經文，皆為和合本修訂版，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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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貞與緬甸婦女一起弄餡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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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轉化

「維港灣絲竹琴韻中樂團」是一個「年青」
而充滿朝氣的樂團。數年前，幾位於長者中心音
樂興趣班認識的退休人士，自發組織的合奏切磋活
動。初期主要在白田社區會堂定期練習，後得到幾
位資深樂師義務指導，各成員的水平日益提升，參
加者日眾，漸漸變成樂團的雛型。

及後，樂團在維港灣長者會所練習，招聚了
更多中樂發燒友，並獲「老有所為」計劃贊助，以
傳承中樂文化及服務社區為目標，正式成立「維港
灣絲竹琴韻中樂團」。目前樂團成員達五十多人，
除大合奏外，亦組織小組活動如葫蘆絲小隊、女子
樂坊等。

樂團的宗旨是與眾同樂。凡對中國音樂有興
趣的人士，無論其造詣水平如何，皆歡迎加入，在
輕鬆活潑的團隊氣氛下，共同獲得心靈滿足；透過
切磋學習，精益求精，進而回饋社區，獲邀到安老
院、學校等地義務表演，帶給社會歡樂。

生命傳承

「維港灣絲竹琴韻中樂團」於二零一四至
一六年度，推行「絲竹樂韻 耆幼相傳」跨代共融
活動，讓長者們展現才華，並在長幼互動的過程
中，互相學習、傳承傳統文化！二零一五年暑期，
樂團的團友向小朋友傳授「中樂體驗」課程，分別
教授古箏和二胡，締造長幼共同演出的機會。

絲竹樂韻  耆幼相傳
團員心聲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正是我加入樂團的動力。 

 
樂友：梁淑貞 

「老有所為」這個平台，讓我

們搖身—變，成為活力十足的

音樂隊伍，讓長者與時並進，

永不言退！感謝天父！  

 
樂友：楊燕燕

 
這是一個大家都感覺舒朗、開

心和享受的一個音樂團隊。 
 

樂友：何偉亮

「維港灣絲竹琴韻中樂團」過去兩年可說是
大豐收：樂團成員倍增、加入多項有特色的樂器、
有固定的練習場地、添置華麗高雅的舞台服、成
立多個特定表演小組、參加社區活動表演等不計
其數，身為樂團團長的我不禁喜上眉梢。雖然樂
團日常事務頗為繁瑣，可是眼見樂團一路成長，
就好像親手培植一棵幼苗，慢慢開花結果，其中
的滿足感，難以筆墨形容。借此機會讓我向各位
樂團成員、導師、義工及維港灣長者會所工作人
員致以萬二分謝意，並盼望大家繼續為樂團的未
來服務，尋找發展空間，以音樂娛人娛己，享受
退休生活，享受快樂人生。 
維港絲竹樂繽紛、 
古箏琵琶大提琴； 
二胡洞簫葫蘆伴、 
金曲雅座匯知音。 
 
團長：梁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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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乎日本

 

日本宣教？？

現今華人教會的宣教觀念，很大程度上仍然
被上一代殖民地時期的思想所主導：要向貧窮人、
弱勢社群傳福音。因此，宣教工作的切入點，經常
是以慈惠、救災的形式出現。誠然，這觀念十分可
取，但卻不全面。

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1 生活消費高昂，
大部份人自覺屬於中產階層，與「貧窮人」或「弱
勢社群」扯不上任何關係。再加上「福音硬土」、
「宣教士墳墓」的標籤，很多基督徒對向日本人傳
福音都望而生畏，或漠不關心。 
 

日本人需要福音！

但我們知道「神愛世人」（約三 16），祂認
識每一個人，亦不偏待人。神並沒有忘記日本人，
也非常在乎他們。據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的統計，從
香港差出的宣教士中，差往日本的是高踞第二位 ; 2

而且在二零一一年 311 大地震後更多。近年更接
連看見不少屬靈的突破： 
 
◇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在東京舉辦的葛福臨佈道大 
　　會，最後一場就有一千四百人決志。 
 
◇　二零一四年中，福音船「望道號」見證日本人
　　心軟化，熱切聽福音，甚至決志。光是金澤港
　　就有八千人上船，是廿一次訪日的新記錄。 
 
◇　「約書亞計劃」網站的最新資料顯示，日本的 
       基督徒比率（將廣義基督徒減去天主教徒）跳 
       升到 1.36%，而不是傳統所說的「少於 1%」。 3 

 
◇　日本是少數還接納以「宣教士」身份申請入境 
　　證的國家。

居港日本人需要福音！！

香港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顯示，在港日本人
共有 12,580 人。4  有估計，在 311 大地震後，這
數字差不多倍增了。香港教會和信徒是否有留意到
這群體？是否看見他們心靈的貧窮和需要？

「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
負他。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
樣，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
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十九 33-34）
這也豈不是耶穌吩咐「要愛鄰如己」的「大誡命」
（太廿二 39）嗎？

香港的五個鮮聞福音群體中，無論是廣義基
督徒或福音信仰者，日本人均是比例最低的族群。5 
他們也是最少本地教會或機構關注的一個族群。香
港亞協誠心禱告上主：我們樂意看見居港日本人被
主得著，建立具再生力的信仰群體，更讓香港走向
一個「沒有鮮聞福音群體之地」。

�
事工及拓展主任
梁雅樂
michelle@aohk.org

三百名參加者，同心為日本人歸主切切祈禱。



�
事工及拓展主任
梁雅樂
michelle@ao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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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獅子山遇上富士山
一月初，香港亞協遇上了「東亞洲基督教青

年大會」──由中國、日本及韓國三個國家的教會
領袖合力舉辦，招聚三地的年青信徒一起敬拜、聆
聽神話語及彼此團契，藉此彰顯神的國。首兩屆大
會於日本東京舉行，接著三屆於韓國濟州島舉行，
而今年第六屆則選址香港。

最後一晚的活動，交由香港眾差會及機構主
理。香港亞協連同眾差會及機構，組成了「日本宣
教網絡」，合辦「當獅子山遇上富士山」公開聚會，
凝聚關注宣教的中日韓信徒，集合全港支持日本宣
教士之堂會，帶出關心居港日本人的需要。

當晚，三百位年輕信徒聚集於基督教豐盛生
命堂，同心敬拜、見證、禱告。其中振奮人心的一
個環節，就是內田弟兄的分享：他是一位定居香
港的日本男士，曾經因為驚恐症入院三次。他在
香港得到了基督徒的接待和關心，歸信、受洗，經
歷主的醫治和帶領。他真誠的見證，激勵著在座每
一位，提醒我們要把握時機，向居港日本人傳講
福音。內田弟兄正申請以宣教士的身份加入香港亞
協，攜手得著居港日本人。請為他所需籌募的生活
費禱告。

更令人欣喜的是，內田弟兄渴望走上全時 間
事奉的路，服侍居港日本人此群體。與會者一起
為弟兄的心志、經濟需要和事奉前路禱告。我們
看見，許多上主的兒女在乎日本，在乎祂的國度！
您，願意參與其中嗎？ 
 
（文章整理自翟浩泉牧師在「當獅子山遇上富士山」
的主題信息：〈為何要關心居港日本人〉講章）  
 
 
1 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日本市場概況。http://developed-
markets-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6
%97%A5%E6%9C%AC/%E6%97%A5%E6%9C%AC%E
5%B8%82%E5%A0%B4%E6%A6%82%E6%B3%81/mp/
tc/1/1X000000/1X00109R.htm  
2 中國內地及創啟地區不計算在內。〈2014 香港教會差遣宣教
士統計簡報〉，《差聯 Link》，2015 年 5-7 月號，頁 3。 
3 http://joshuaproject.net/countries/JA.   
4 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  
5  http://joshuaproject.net/countries/HK.

內田弟兄分享信主經歷。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印度有不少地區以

迫害基督徒聞名，幾年
前曾有英國宣教士和他
的兒子在車內被活活燒
死；極端印度教徒更以
吃牛肉的罪名迫害非印
度教徒，導致馬哈拉施
特拉邦（Maharashtra）
全面禁止售賣牛肉。年
輕的施禾聲（Swalsing）
傳道和他的妻子，被差派
到這裏來。他會否被這些
迫害而嚇倒逃跑嗎？

施禾聲傳道並沒有著眼這些負面的想法，他
將要去的 Nagpur 村並沒有傳道人，他覺得這是神
給他向該村村民傳福音的好機會。於是，靠着神所
賜的智慧和勇氣，施禾聲傳道在當地傳福音，並帶
領了三十人歸主。假若當天施禾聲傳道被懼怕嚇倒
而抹殺了神的呼召，今天那三十位村民的靈魂仍未
得蒙拯救。

�
馬來西亞亞洲歸主協會
總幹事
馮郁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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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簡珊（Kanshan Umadai）來說，施禾聲
傳道來到她居住的 Nagpur 村事奉實在是神的恩
典。她是個聰明好學的高中生，可惜她的癲癎症每
天都會發作，令她痛苦萬分，她的父母為她遍尋名
醫，又到寺廟求神問卜，卻沒有果效；每次看見女
兒全身抽搐、口吐白沫的情景使他們心痛不已。一
天，施傳道來到簡珊的家，派發福音單張，分享福
音；簡珊立時感到神的同在，相信神會醫治她的病，
主動請施傳道為她祈禱。自此以後，她的癲癎症再
也沒有發作。簡珊和她父母正是那三十位信徒中的
典型故事。

我祝願您在二零一六年成為被神使用的管子，
讓祂的愛通過您流向其他人的生命。神的旨意是要
我們盡用祂給予我們的恩賜，而不是把它藏起來，
坐著等候主再來。我們每天都要捉緊機會建立他
人，關心、施予和服侍別人。主耶穌就是施予的典
範，為我們的罪獻上自己的性命。

在新的一年，讓我們不再游手好閒，只管坦然
無懼的踏出實踐大使命和大誡命的一步；無論到宣教
工場去、或在後方以禱告或經濟支持，我們都不要容
許恐懼奪取事奉神的喜樂。求主讓我們結成伙伴，把
福音傳給每個國家、每個城市、每條村莊、每個人；
讓我們攜手合作，凝聚力量，在禱告上、經濟上支持
那些蒙召被差到工場去事奉神的福音使者。 

一位女信徒公開宣認主。 

施傳道與他的妻子同心事奉主。

請記念施傳道的宣講能大有果效。

日期 

2 月 6 日 

2 月 18 日 - 4 月 28 日 

2 月 21 日 - 5 月 11 日

3 月 3 日 

4 月 1 日

活動

愛心賣旗日

第 88 屆《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第 89 屆《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印尼家傭關愛組」教牧研討會

「粵曲滿知音」長者與大老倌獻唱粵曲

地點

九龍區

大埔神召會

元朗浸信會

宣道會印尼信心堂

油麻地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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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短宣隊員
陳懷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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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小在拜偶像的家庭長大，父親是位廟祝，
但我卻自認是無神論者；直至十年前耶穌進入我的
心，使我成為家中第一位基督徒。那時受到家人的
誤解和排擠是自然的事，但神的話語讓我對祂堅定
不移、站立得穩。現在，我和丈夫、三位兒女得蒙
神的祝福，一齊事奉。

對於一個年過五十，只懂說華語的家庭主婦
來說，宣教看是一個遙遠的事情。有一天我問神︰
「神啊！我能為祢做甚麼？」不久，有人邀請我去
參加訪宣。自那次起，我們一家五口到過泰國最
北部的清萊、東南亞其中一個最窮的國家緬甸、
位於喜瑪拉亞山脈的尼泊爾，和位於有「風下之

地 」 美 譽 的 沙 巴 的 亞 庇（Kota 
Kinabalu）。現在我們已準備就
緒，期待今年三月出發的第五次
短宣之旅 : 中國。

總括而言，我們會繼續參加短宣，盡我們所能
去服侍人，我們能做的事包括︰ 
 
◇  以一個微笑、一個溫暖的擁抱、真誠的握手，或一起 
       用餐去與人分享主的愛。 
 
◇  教授一些謀生技能，如糕餅烘 
       焙、編織地蓆，以助改善生活。 
 
◇  冬天送暖，向貧窮和有需要的 
       人派發毛毯。 
 
◇  分享見證去觸動和激勵生命。

我會以「降服」一詞來總括過去短宣的體驗。  
我經常想起這兩個字，由預備信息和見證的時候開
始，我完全信靠神，相信祂會在旅程中賜下健康和
平安、合宜的天氣、更便宜的機票和住宿等。學習
「向神降服」是我每次在旅程前、旅程中、和旅程
後的寶貴經驗。我與丈夫和兒女從未試過在人前分
享信息或見證，神卻巧妙地、滿有能力地使用我們，
讓我們隨時成為流通的管子。

最後，我感謝神讓我們一家人有機會在宣教
事奉上有份，在我們所到之處，都看見莊稼已熟，
但作工的人少；有很多饑渴的靈魂在等待基督的救
恩，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我常常禱告主說︰「我
們的燈需要油求主常賜下，使我們的燈永遠發亮
光。」倘若您的心靈被激勵，聽到神向您發出短宣
的呼召，或許這正是您回應神的時候。我們回應了，

所得著的比付出的更多。

 
「在列國中述說他的榮耀！ 
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 
（代上十六 24）

金齡宣教

施與受同樣有福。

懷貞與緬甸婦女一起弄餡餅。 懷貞的女兒也向
兒童示範製作毯
子的技巧。

全家喜樂參與事奉。

事工中心
香港
觀塘巧明街 114 號 2A 室
電話 : (852) 2929-4009
傳真 : (852) 2607-1609
電郵 : cadm@aohk.org
網頁 : www.aohk.org

泰國（The Centre 英語會話中心）
PO Box 177 – CMU
Chiang Mai 50202
電話 : (66) 88-258-1015
電郵 : thecentrecm@gmail.com
網頁 : www.thecentrethailand.org

柬埔寨
P.O. Box 484, Phnom Penh
電話：(855) (23) 217-706
電郵：admin@aocam.org
網頁：aocam.org

亞協網絡
蒙古 (Asian Outreach – Genesis)
G.P.O. Box 688
Ulaan Baatar 13
電話 : (976) 7015 0576
電郵 : info@genesis-aom.org.mn
網頁 : www.genesis-aom.org.mn

其它：�
中國內地、澳門、越南、緬甸、 
印度、巴基斯坦

動員中心
馬來西亞
P.O. Box 8303,
Kelana Jaya 46786,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電話 : (60) (3) 7876-6789
電郵 : asianoutreachpj@gmail.com

澳洲
P.O. Box 198,
Endeavour Hills,
Victoria 3802
電話 : (03) 9700 2314
電郵 : contact@asianoutreach.org.au
網頁 : www.asianoutreach.org.au

日本
7 Koyama Minamimizocho,Yamashina-ku,
Kyoto, 607-8111
電話 : (81) (75) 595-0299
電郵 : aojapan@zeus.eonet.ne.jp

美國
7330 N Palm Ave,
Suite 106,
Fresno CA 93711
電話 : (1) (559) 436-4685
電郵 : info@aousa.org
網頁 : www.aousa.org

新西蘭
P.O. Box 97222,
Manukau City 2241
電話 : (64) (9) 928 0809
電郵 : aonz@clear.net.nz

加拿大
P.O. Box 42052,
Vancouver BC,
V6P 6S6
電話 : (1) (604) 272 1789
電郵 : info@asianoutreach.ca
網頁 : www.asianoutreach.ca

 ©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版權所有 ‧ 查詢或轉載，請聯絡 cadm@ao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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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l，會計幹事，基督教宣道會朗屏堂

「亞協這個大家庭，見證著我拍拖、結婚及
生子。當初還害怕加入機構事奉，生活會有
所缺乏，但這七年卻是祝福滿滿。」

請以禱告、奉獻，作 Opel 的大使命伙伴。

 
 

簡介：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簡稱
印度尼西亞或印尼，位處
東南亞；約由 17,508 個島
嶼組成，是全世界最大的
群島國家，橫跨亞洲及大
洋洲，別稱「千島之國」。 
 
人口： 
超過 2.5 億，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國家。 

 
經濟： 
印尼為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創立國之一，且為二十國集團之成員國，為
世界第十六大經濟體，擁有豐富天然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錫、銅及黃金。 
 
散佈海外工作的人口約為國家人口的一成，其中傭工超過六百萬人，以在馬來
西亞及沙地阿拉伯最多，分別有二百二十萬及一百五十萬人，於二零一零年匯
款約七十億美元回國。 
 
社會： 
由於島嶼遍佈，印尼有數百個不同民族及語言，最大的族群為爪哇族，並在政
治上居主導地位。其國家格言 Bhinneka Tunggal Ika（存異求同）闡明了國家
語言和種族的多樣性形態。 
 
宗教： 
在憲法上，印尼是個信仰自由的國家，人民可在五個宗教內自由選擇：伊斯蘭
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穆斯林人口居全球首位，有超過二億人，
較中東各國、印度等國都高。印尼的穆斯林多屬遜尼派及民間伊斯蘭。 

 
亞協事工： 
二零零八年開始，神開了香港亞協的眼，讓
我們留意到印尼女傭湧現香港的趨勢。她們
由穆斯林主導的國家遷移到宗教自由的香港，
正是神所預備的屋簷契機。透過：裝備教會、
公共教育、屬靈爭戰與前線接觸四方面，香
港亞協推動教會不單關注港人歸主、海外差
傳，更要啟動本地跨文化宣教，把握時機，
榮神益人，關愛印傭姐姐。 
 
 

1.  在勢不可擋的全民伊斯蘭化運動中，祈求印尼基督徒 
      蒙保守得平安，並靠主勇敢無畏地宣揚恩典與救贖。 
 
2.  為「印尼家傭關愛組」在香港所推動之「關愛印傭 
     10/10行動」禱告，目標：在五年內動員10% 本港堂會， 
     引領 10% 在港工作的印傭認識並跟從耶穌。 
  
3.  求主帶領更多基督徒僱主，以愛心和忍耐對待所聘請 
     的家傭，作美好的見證。 

資料來源： 
1. 大使命中心（2015 年 10 月號） 
http://www.gcciusa.org/Youth%20
Magazine/Issue%202.pdf 
2. 約書亞計劃  
http://joshuaproject.net/countries/ID  
3. 為萬國禱告 Prayercast   
http://prayercast.com/indonesia.html　 
4.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D%
B0%E5%BA%A6%E5%B0%BC%E8%A5
%BF%E4%BA%9A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贊助會員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香港觀塘巧明街 114 號 2A 室     
網址：www.aohk.org      電話：2929-4009           傳真：2607-1609          
電郵：cadm@aohk.org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贊助會員

奉獻請用支票，抬頭：「香港亞洲歸主協會有限公司」或直接存入匯豐銀行往來戶口：018-414326-001 

徵求大使命伙伴

亞洲國家
工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