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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幫助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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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Gr ace姊妹

經文：「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
呢？』（來13:6）」
不經不覺，我回港已經半年，今次留港的時間是自出工場以來最長的一次，原因有
兩個，其一是自2019年開始已經預備2020年回港作述職及休假安排，其二是因為
我的簽證於5月底到期，所以取了兩個月假期回港，為要完成一個兩年的英國網上
課程和呈交功課。這次進修給予我很好的機會，將工場與宣教的新知識整合。
我回港時正值疫情肆虐，工場已經封城兩個多月，能夠買到機票回港已經是天父對
我格外的關愛。當日三架返港包機中只有三個華人的名字，而我是其中一個。在安
Wilson在門口守護
排機票的過程中，天父透過讀經給我鼓勵：「......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來13:6），祂適時的餵養和鼓勵成為我成行的力量。回港時要遵守禁制令，留在駿洋 檢
疫十四天，是個非常特別的體驗，每天都有穿著全副保護衣的工作人員按時送上三餐，每一次門鈴響起，只見食物
已經放在門外灰色的膠椅上，那個人已經不見縱影了。我給那張灰色膠椅起了一個名字，叫Wilson，這名字有保護
的意思＊。天父透過它守護我在檢疫期間的食物及生活，何其美好。又得到差會的朋友送上愛心生果和我需要的文
件影印支持，實在感恩！
完成檢疫後去了酒店暫住和休息一下，之後得到教會的恩待，可以在教會宿舍暫住和休息。因為今次回港的過度期
特別長，身心靈皆覺疲倦，實在需要地方休息和給予心靈空間安靜下來。因為家中正值需要修葺，實在不宜作休息
之用。感謝天父透過教會的恩待讓我有安歇之處。
回港之前，在工場與當地教會及同工作了一點食物救援，因疫情的緣故，很多人失業，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香港的兄姊知道我買食物給當地朋友，就立刻有所回應，加入食物救援行列，當時一共資助了二百個家庭，有住在
山區的人，也有住在首都的人。其中首都有一個家庭剛住在教會隔鄰，送他們食物時，他們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了，
感謝天父適時供應他們的需要。也幫助了一間兒童院的食物及物資，他們正值要添置食物及必需品。
祈禱 思想：
1.在全球疫症大流行下，你如何經驗神的幫助和保護？
2.你如何經驗神的供應，同時與人分享神的愛和恩典？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son_(name)

（此文章寫於去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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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牆

「. . . . . . 從聽到你們的消息那天起，
我們便不斷地為你們禱告。」
（歌羅西書1章9節 ，當代聖經）

1.香港辦事處
本會事工主任梁淑芬傳道
因私人理由請辭，她最後
上班日期為3月24日。本
會感謝她一直以來盡心盡
力推廣譯經異象和策劃不
同事工，願主帶領她離職
後的新里程和事奉的方向。
也請記念本會物色合適的
人手擔當這崗位。

2.羅兆泉牧師、
歐陽佩玲師母
（香港◎辦公處主管

4.飯糰一家
（亞太地區◎手語聖經翻譯）

村島夫婦透過舉辦線上聚
會與日本的教會和信徒建
立聯繫。求主賜智慧和創
意給他們計劃和預備這些
活動，期盼參加者藉著這
些活動得著激勵，以各種
方式支持或參與聖經翻譯
運動。

有幾個翻譯項目要草擬三
年的計劃書去申請發展的
資金，飯糰先生正在訓練
一些聾人合作伙伴草擬計
劃書，求主賜耐性和智慧。
飯糰一家的大兒子已交表
申請兩間心儀的中學，求
主帶領他入讀合適的學校。

退休）

羅牧師擔任本會總幹事的
年期將於今年7月底屆滿，
他計劃開展述職，之後再
回來出任總幹事，請記念
他的安排。羅師母繼續接
受針灸治療，請記念她身
體的療養和健康。

5.譯思聆姊妹（Easyling） 6.徐氏家庭
（亞洲大陸◎行政
（亞太地區◎傳訊主任）

3.村島家
（日本◎宣教動員）

支援）

7.王先生夫婦（亞洲大陸◎ 8.Grace姊妹（南亞◎
地區主管 南亞◎ 識字教育）聖經運用）

疫情之下，各地語言發展
和相關事工的團隊都面對
新挑戰，求神幫助徐先生
和眾領袖作帶領的工作。
徐氏夫婦尋索未來的事奉
安排，並且計劃整個家庭
搬遷至另一地區作事奉的
基地，請記念他們。

王先生夫婦計劃3月初返
回工場，請記念他們的行
程和返回工場所要進行的
病毒檢測、自我隔離等安
排。他們也要處理簽證方
面的事情，請記念一切順
利，並且重新投入在工場
的生活和事奉。

9.足印姊妹
（南亞◎電腦支援）

10.凱丰一家（亞洲◎
顧問 支援）

11.比目魚一家
（亞洲◎聖經翻譯
支援）

姊妹的短期事奉年期已於
上月底完結，但她仍會以
義工身份支援工場的軟件
發展工作。此外，她繼續
修讀神學院的課程，也計
劃申請成為本會終生會員
（career member），
請記念她的申請。

凱丰先生已開展新的事奉
安排，擔當譯經顧問。他
計劃今年到以色列接受培
訓，但未能成功申請簽證，
現暫以遙距方式上課，進
修希伯來文，請記念他的
計劃。凱丰太太在港一所
國際學校裏事奉，請記念。

姊妹協助籌辦３月中舉行
跨國的籌款聚會，這是虛
擬和實體的聚會，請記念
姊妹和團隊的籌備工作。
姊妹與家人合力照顧身體
軟弱的父親，需要許多心
力和體力，請記念他的狀
況和姊妹與家人的照顧。

社區

比目魚太太因兒子的需要，
早前離港前往與兒子團聚；
比目魚先生則與女兒留港，
以遙距方式工作和進修。
夫婦二人正在為兒子安排
回港讀書，請記念。

姊妹今年開展新的工作安
排，部分時間參與本會的
會員關顧工作，另一方面
繼續參與工場的事奉，逐
漸減少留在工場的時間，
慢慢過渡至回歸香港的工
作和生活，請記念她的事
奉和安排。

12.輕舟姊妹
（亞洲◎聖經翻譯）
姊妹於2月開始新工作
年度。新年度的首兩個
月，姊妹會繼續完成整
理語言材料的工作，至
4月會有新安排，請記念
姊妹在這兩個月內可以
順利完成工作，並且開
展新的工作安排。

13.郭氏夫婦（亞洲◎
宣子教育支援）──述職
郭先生完成一些訓練教
材譯稿的審閱工作，感
恩能夠參與事奉，求神
使用他的服侍。郭氏夫
婦於2月中開展述職期
至3月底，請記念，也
求神帶領他們未來新一
期的服侍方向和安排。

「請你們一同用禱告支持我們，好使
許多人為著我們所蒙的恩獻上感謝。
這恩是藉著許多人的代求而得到的。
（林後1:11，新譯本）」

圖片來源：vecteez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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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K Family
（亞洲◎語言學習）

15.劉太太
（東南亞◎識字教育）

AK Family努力適應工場
生活，學習與新團隊相處，
彼此了解，互相尊重；也
幫助兩個孩子適應新環境。
夫婦二人在學習當地的語
言，求主賜智慧給他們掌
握新語言和新文化。

劉太太3月會跟Ne族製作
識字讀本，請記念同工與
族群能達成共識。因疫情
的緣故，劉太太暫時不適
合前往工場事奉，現繼續
以遙距方式參與工場的工
作，請記念她的事奉。

18.Lillian姊妹（東南亞
◎語言發展）

19.一心姊妹（東南亞◎
民族藝術）

21.手物夫婦
20.箭袋家庭
（東南亞◎宣子教育及舍監） （東南亞◎語言學習）

求神賜智慧和亮光給姊妹
和語言助手在村編纂字典
的工作，並且幫助她和包
奧族姊妹在鎮裏作修訂的
工作。求神保守姊妹往返
村與鎮的路程平安，以及
在鎮裏有好的新鄰居搬來。

姊妹計劃今年的工作安排
和考慮會否回港，求主帶
領她的決定和計劃。姊妹
原計劃於1月參與一個密
集課程，但未能成功申請
入讀，請記念她再申請的
安排。

因工場疫情緩和，箭袋夫
婦可恢復部分面授課堂，
希望情況可持續好轉。他
們大多時間仍透過互聯網
教學，請記念他們的事奉。
箭袋太太將轉變申請簽證
的平台，請記念過程順利。

手物夫婦計劃回港，但未
決定何時回來，求主帶領
他們作決定和安排。工場
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手
物夫婦的呼吸系統大受影
響，晚上難以入睡，求主
保守他們的健康，空氣污
染情況得以改善。

22.冒號家庭
（東南亞◎聖經翻譯）

23.雅圖姊妹
（東南亞◎聖經翻譯）

24.ST一家
（東非◎聖經翻譯）

25.莫先生夫婦
（東非◎聖經翻譯）

冒號先生第一階段的語言
考試合格，第二階段暫安
排於4月份進行。冒號太
太則預備第一階段的語言
考試，請記念他們的學習。
他們也要申請新的工作簽
證，求主保守過程順利。

姊妹計劃今年進深學習國
家語言，也開始學習另一
種語言，為未來參與奧羅
語工作預備。她感恩早前
有機會與奧羅語的工作人
員會面，請記念她的學習
和未來的事奉計劃。

布龍語母語譯經員早前到
ST的國家一起工作，感恩
出入境順利，並且平安把
物資帶回他們自己的國家。
另外，請記念S的身份證
能儘快批出，以便申請車
牌續期。

一位摩利語譯經員突然於
1月離職，影響工作計劃。
莫先生要處理其中的人事
問題。一位前同工願意回
來工作，請記念隊工的重
新適應和翻譯工作的銜接。
米圖語有兩位譯經員於3月
回國，求主保護他們。

26.馬利亞姊妹（東非◎
聖經翻譯）

27.小量丸子
（東非◎聖經翻譯）

28.施先生夫婦
（非洲◎聖經翻譯）

29.小方瓦姊妹
（非洲◎聖經翻譯）

感恩姊妹這次回港放假可
與家人團聚，並且在家裏
分擔照顧母親的需要。姊
妹也完成了述職期的工作，
與各支持教會和伙伴分享
工作和需要。姊妹計劃本
月初返回工場，請記念她
的行程。

小量參與摩利語譯經工作，
現時母語譯經員正在進行
回譯工作，以預備4月份的
顧問審核。丸子參與米圖
語項目，預計今年會完成
工作，另也有可能長期參
與另一譯經項目，求主帶
領她的事奉。

施先生夫婦感恩已完成七
卷書卷的翻譯工作，請記
念這些書卷的出版和分發
工作。他們的女兒因膝蓋
受傷，原定的手術突然遭
取消，而她的膝蓋持續疼
痛，請記念她能儘快獲得
治療和康復。

感恩姊妹有機會跟隨譯經
顧問學習審核譯稿的工作，
請記念她將來有機會應用
所學。姊妹的工場團隊有
兩位同工確診新型冠狀病
毒，求主醫治他們，並且
保守他們的家人和同工不
被感染。

30.雞蛋花姊妹
（香港◎語言學習）

31.沈老師夫婦
（香港◎譯經顧問與支援）

32.憬連姊妹
（香港◎譯經顧問訓練）

33.乾糧姊妹
（香港◎接受手語訓練）

姊妹努力學習未來事奉
工場的國家語言，求主
賜智慧和良好記憶力給
她。因全球疫情仍未受
控，姊妹未能出發到新
的工場開展工作，求主
幫助姊妹存忍耐的心，
等候祂的帶領。

沈老師透過線上視訊會議
平台進行培訓和經文審核
等工作，早前與一個備受
逼迫的團隊合作，請記念
他的事奉和各團隊的安全。
沈太太的父母年邁，對主
的心剛硬，祈求他們的心
靈甦醒，早日歸主。

姊妹現為譯經顧問學徒，
在新崗位上有許多方面的
學習，求主賜下所需恩賜，
包括溝通、討論譯經問題
的即時領悟力和應變能力、
團隊合作、領導技巧、謙
卑的心態。

姊妹感恩已差不多完成所
有入職訓練，如疫情過去
和各種情況許可，可能會
到亞洲的國家作跨文化體
驗。請為姊妹未來事奉方
向祈禱，求神清楚引導她，
賜她順服的心，願意明白
和接受神的帶領。

16.羊先生一家
（東南亞◎聖經翻譯
行政支援）
工作大多倚靠電腦，所花
的預備時間與精神更多，
生活壓力也不請自來，求
神幫助羊先生夫婦繼續學
習平衡，凡事交托。工場
的空氣污染嚴重，求神保
守各人健康。

17.米露家庭（東南亞◎
圖書館管理 支援）
米露家庭返回工場的安排
有進展，阿米未來在工場
的工作也有新變化，請記
念他預備適應新工作角色
和安排，求神保守他們返
回工場的路線圖順暢，引
領他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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