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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四重福音」：耶穌是我們的救贖主、成聖者、醫治者和再來的君王 

ב  יֵׁשּוע    לְֶּך המשָּ מֶּ רֹוֵפא ּוה  ֵדׁש ּוה  ק  מְּ ּגֹוֵאל ּוה  יח  הּוא ה  ׁשִׁ מָּ נוה  לָּ  
1 

2018 年 8 月份代禱信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們好，主內平安！ 

在酷熱的天氣下生活雖然常會汗流浹背，但若生命充滿意

義，有主耶穌相伴同行，那怕艷陽高照，如在烈火圍困下生存

呢！生活上總有磨練，生命在主裏也會受祂的雕琢，但若順服

神的心意而行，前路必定是充滿盼望，因我們思念的是永恆的

國度，屬靈生命也必靠主恩典而愈來愈像主耶穌，過著在地若

天，反映上帝榮光的人生！ 

過去與未來 

有些弟兄姊妹問及我們是否捨不得英國，因我們畢竟在英

國事奉主超過 30 年，我們的答案是：為過去而感恩，為未來而雀躍！感謝主過去在英國從倫敦至

亞巴甸的生活及事奉，隨著主的帶領，我們做了一對「開荒牛」，在資源及人手極度缺乏下，建

立服侍社區的教會，造就主的羊群成為忠心的門徒，還擁有一些終身不忘的主內情誼，更得到我

們心中摯愛的曼宣教會支持我們的宣教經費，這一切都是微僕不配得的，但感恩神的祝福 及揀選！

回港後雖然要重新適應新的生活形態，但因靠主而生活充滿姿采，擴濶了視野及異像，也進深了

個人靈性的追求，感謝主拖帶我們年屆六十，仍然願意繼續奮鬥不懈，向前邁進，在宣教路上努

力奔馳。 

志雄仍不斷作學術研究，盼望更多發掘聖經內的寶藏，約見有心參與宣教的主僕，分享歐洲

及德國的屬靈需要，教授差傳課程，書寫學術文章，參加會議等等，他為主充滿熱忱，忙而不亂，

抓緊服侍主的契機，永不言倦。秀卿在港的生活真充實：在差會工作得到同工們的支持及鼓勵，

可以參加不同形式的聚會及課程，不但增廣見聞，更深認識香港的教會，又可與老友聚舊聊天，

與年青肢體談宣教心志，經常探訪年事已高的母親，與敬旨出外品嚐美食，如此悅心的生活，好

像遺失了很久很久，現在重新拾回了，真是何等珍惜呢！ 

六、七月的感恩 

感激你們在主內的愛心及代禱，神已垂聽及祝福！ 

 秀卿在宣道會盈豐堂順利教完了「差傳全面睇」4 課課程，重溫世界宣教歷史，使她為自己是

一位專職宣教士而充滿感恩。 

 感謝神我們參加了 6 月 9 號的宣道差會週年大會，看到神率領差會前方後方眾同工及宣教士努

力承擔大使命，服侍各族各民，為祂奇妙的作為真讚嘆不已！ 

 感恩 20/6 號與差會教牧同工參加「三宗(宣道會、浸信會、播道會) 聯合聚會」，以探討教會

本質的大前提下，彼此交流代禱及鼓勵，了解多些神在不同宗派內的奇妙作為，擴濶了視野又

學習祈求合一的見証。 

 7 月 11 至 15 日我們在泰國曼谷參加「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大會，赴會者是來自世界各地的

代表，濟濟一堂共同敬拜，心靈得以提升仰慕主。 

 感恩差會 7 月的董事會已通過全力發展德國的宣教事奉，榮幸我們可參與這拓荒聖工，求主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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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5 至 20 日是我們家庭相聚週，感謝神敬旨為全家安

排了在曼谷的酒店住宿，敬心安排行程，與爸爸補慶祝

60 歲生日，遊玩了幾天(騎大象、參觀水上市場、逛公司、

吃海鮮餐等) ，實開心至極，感謝主兒女長大成人，成為

我們的好朋友！ 

代禱事項 

懇請繼續為我們的宣教事奉代禱： 

1. 求天父繼續賜健康及智慧給志雄的學術研究，可以早日

完成全篇論文。近日跟導師會議討論，經過細思和爭議後，決定把研究內容領域進深，過後主

要集中耶穌生平直接論神國的言論（這部份已經有 8 萬字和超越哲學碩士的程度），現在轉為

以神國比喻為主，直接言論作背景，在研究上可能需要更多時間，但在研究果效和貢獻上會比

較理想——人生學無止境，只有繼續加油！ （註：本人已寫了為何需要研究神國信念的引言

（Summary），若閣下有興趣，可聯絡本人索取。） 

2. 我們將代表差會約見幾位有心志到德國宣教的主內同工，求主祝福他們能靠主衝破一切障礙，

踏上宣教征途。 

3. 志雄將於八月，每週三晚上在母會觀宣教授神學課程，求主使用他的教學，讓參加者靈性得益，

更愛慕遵行主的話。 

4. 求主幫助秀卿左膝痛早日完全康復，可以有健康事奉：預備講章、約見有心宣教的青年人，參

與聚會、寫文章、書寫完成宣教士手冊的資料等等。 

5. 敬心正尋找一間在家附近又合適她的教會，求主預備。 

收筆了，願賜平安的主常與你們同在，使用你們為衪作美好的見証！ 

  

 主僕 

 志雄、秀卿 

  敬上 

 

「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秘！」西 4：3 

「凡結果子的，祂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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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hy should we research on the Kingdom of God? 

As a mission practitioner, I have been motivated to explore the conception of the KG, which affects the 

advancement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orld. From a miss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mission has been shaped significantly by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the KG. 

…On the one hand, the concept of futuristic KG, combining with a literal interpretation, leads many 

missiologists to interpret it exclusively as a forthcoming physical realm on earth at the End Day. …The mission 

purpose primarily but not exclusively seeks to advance global evangelism and discipleship. 

…On the contrary, the more liberal Christians tend to undermine the future dimension of the KG and 

understand it primarily as a present realisation… The purpose of mission would endeavour primarily to 

implement 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ountries…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one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 towards this polarisation arises from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the KG, which has exerted much influence on the practices of mission. 

 

＝＝＝＝＝＝＝＝＝＝＝＝＝＝＝＝＝＝＝ 

後記： 

因著我們未來事奉涉及前往多處地方，所以，2018 年開始在經濟預算也增加。請你們為我們的服

事和經濟所需代禱。 

若閣下願意成為我們的宣教伙伴，請把奉獻寄給予香港宣道差會。支票抬頭為「香港宣道差會」，

並在支票後面或電郵或字條備註：「梁志雄牧師伉儷宣教經費」。謝謝。 

若閣下需要收據，請提供回郵地址。若閣下指定收取電子收據，請提供電郵地址。 

 

香港宣道差會 電郵: hkam@hkam.org 電話: (852)-2780 8386 

地址: 508 Austin Tower,  22-26A  Austin Avenue,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網頁: www.hkam.org  臉書(Face Book)專頁：www.facebook.com/hkallianc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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