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工場 
勞啟明、林翠霞宣教士代禱信 40（2016 年 4 月） 

 

親愛的主內弟兄姊妹平安： 

 

願您們平安！ 最近看到各地新聞頭條時真叫人慨嘆平安難求。 平民百姓努力工作維持一個起

碼的安居樂業， 但災難不請自來， 不是天災便是人禍。 求主教我們們持守著信、愛、望， 不被

邪惡苦毒荼毒我們的心， 變成負面灰暗一族。 又求主差派我們在這沒平安的世代活出主所賜的真

平安。  

 

布蘭豆丁學中文 — 感謝神的開路， 我們終於在 2 月份開始朗利村的中文班。 中文班是村

委員兼家長會主席邀請我們試辦， 本來去年 10 月便開班， 但村長及部份委員出爾反爾不肯通過

申辦一直拖延。 我們也不急不燥， 因清楚知道神的心意要透過義教叫村人更接納我們。期間雖多

次與村長碰面， 我們卻隻字不提申辦的事， 他大概也奇怪罷。 因我們深信神自己會開路， 不需

要我們自費唇舌。 最後在 2 月 8 日的村民大會中， 主席再提出辦中文班的議程， 竟然 100 多人

出席的議會沒有 1 人提出反對， 全票通過我們辦中文班。 感謝神！ 神有祂的時間。 現在每週

六早上， 50 多個孩子來參加中文班。 經過幾星期班後與孩子熟悉了， 當孩子遇到我們在他家附

近探訪時， 他們也會來湊熱鬧， 我們便趁機給他們講聖經故事。 求神帶領這事工， 讓福音能更

深更廣地打進村子裏。 感謝神讓新宣教士陳麗華老師能協助布蘭開荒佈道工作， 她本來是教師專

業， 現全時間委身作宣教工作， 並以教授中文和英文來支援宣教事工， 請為她正在學習泰語禱

告。  

 

復活節大滙合 — 3 月 27 日復活節清晨 6 時， 我們隊工兵分兩路去接載兩個佈道所的弟兄姊

妹， 一同到國家温泉公園有復活節戶外崇拜。 一行人男女老幼約 80 人駛進温泉公園， 當分隔

兩村的弟兄姊妹相見時， 各人臉上的喜樂難以形容。 雖素未謀面，卻常常互相提名禱告； 雖有

在泰國已數十年， 有些來泰只幾星期， 但卻互執雙手如遇故知， 這天終能見面。 最重要是當我

們一同敬拜時， 一同感受到天父何等的慈愛， 差獨生愛子拯救我們。 小如微塵的我們就算住在

雲深不知處， 天父都能把我們找出來， 將救恩福氣賜給我們。 啟明家庭有幸被神使用成為福音

使者， 去幫助他們接受救恩， 又靠主的恩典繼續牧養帶領他們， 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惠密廉建堂 — 惠密廉佈道所建堂工作已開始進行， 雖然尚在等候建築費， 但因為希望趕

在 8 月回港工作匯報前完成重要的建築部份， 所以我們已開始建造地基及填土部份。 截至現時

一切非常順利， 但因為缺乏建築費只有停工， 等候下一工序開始。 其實打從我們購得這片土地

後， 就愈來愈看到神的計劃， 祂奇妙的鋪排。 最初想地皮是接近新村，但對舊村來說則遠了一

點， 心想大概神是要我們重點向新村住戶佈道而已。 誰知今年村委卻將我們旁邊的一間空置房子

重新修葺， 要成為舊村的教育及會議中心， 所以我們相信日後的福音禾場很大。 另一點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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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鄰國遷來的布蘭信徒， 他們可以在村子裡立足， 更有兩戶信徒家庭住在佈道所隔壁，成為鄰居。 

我們跟隨主的帶領一步一步前進， 在村裡的開荒佈道雖有如在急流中摸著石頭緩步過， 但每一步

都看到主的精心安排和保守。  

 

請代禱： 

1. 請為惠密廉佈道所建堂代禱。 我們需要籌募地價加工程預算共 261 萬 9 千銖。（約港幣

58 萬元 / 美金 7 萬 5 千元）。 請代禱記念， 若有負擔加入奉獻行列， 請參閱中福團網

頁。 

2. 請為盤文明傳道家庭代禱。 他們夫婦已預備好入住惠密廉村作駐堂傳道， 求神保守他們

一家。 

3. 請為朗利村中文班代禱。 為陳麗華宣教士的教學和她個人需要學習泰語， 求神加力。 為

50 多個小一至中一學生， 求神讓他們有興趣和聰明學習中文。  

4. 請為啟明家庭 8 月份回港工作匯報的一切安排， 並求神帶領工作匯報期間可以順利安排

人手協助兩個佈道所工作， 讓盤傳道有能力負責。  

5. 請為我們的身心靈安康禱告。 

 

    謝謝您們的代禱和奉獻支持。 求神親自多多加力給您們一家。  

 

 

                    您的同工 啟明、翠霞 

 

 

 

 

 

 

 

 

 

 

 

中文班 復活節布蘭聯合崇拜 

惠密廉佈道所建築 



 

【布蘭族惠密廉佈道所購地建堂──回應表】 

 

○每周最少一次為布蘭族惠密廉佈道所購地建堂禱告 

○一次過奉獻＿＿＿＿＿ 港元 / 美元 / 加元支持布蘭族惠密廉佈道所購地建堂的經常費 

○每月奉獻＿＿＿＿＿ 港元 / 美元 / 加元支持布蘭族惠密廉佈道所購地建堂的經常費， 

 由 2016 年＿＿＿月至＿＿＿＿年＿＿＿月 
 

奉獻請用劃線支票，支票背面註明奉獻用途為「布蘭族惠密廉佈道所購地建堂的經常費」，然後擲回中福團各地區辦

事處，台灣支持者可請機構代轉。憑收據可向政府申請慈善免稅額。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牧師/傳道/先生/小姐） 

教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中華福音使命團」或”China Evangelistic Mission Ltd.” 
      銀行存款賬號：香港匯豐銀行戶口 014-014625-001 
            自動轉賬：請填妥轉賬表格，表格可於網頁下載 
 
辦事處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12 樓 A 室 
傳真：27358290   電話：31510400   電郵：info@cemhk.org.hk   whatsapp：98058843 
 

加拿大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 “China Evangelistic Mission (Canada)” 
 
通訊處地址：c/o Bethel Chinese Christian MB Church, 3215 School Avenue, 

Vancouver BC, V5R 5N2, Canada 
諮詢聯絡：加拿大董事會主席潘士宏牧師 
電話 / 傳真：（604）263–0131          電郵：escpoon@hotmail.com 
 

美國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 “China Evangelistic Mission Inc.” 
 
辦事處地址：2400 Old Crow Canyon Road, Suite A6, San Ramon, CA 94583-1214 
傳真：（925）552-8087         電話：（925）552–8088         電郵：info@cemusaonline.org 
 
台灣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銀行存款賬號：台灣華南商業銀行中壢分行 241-20—095929-1 
 
寄：台灣 32085 桃園縣中壢市六和路 60 號  六和崇真堂  周成牧師 
電話：（886）3–280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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