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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們好，主內平安！ 

執筆時我們夫婦仍在德國多蒙城宣道會恩典堂

服侍，但心中卻極度掛念香港，每天都追看最新報導，

瞭解香港情況，知道如何為香港禱告！過去六個月真

使人憂心忡忡，不知暴力事件會何時完結，受傷的人

愈來愈多，社會一片混亂，是非顛倒，仇視及對敵充

斥整個社會，天天都有使人心痛的場景、無奈的吶喊、

無言的哭聲，求主幫助憐憫香港，施恩再賜平安與和

睦，使更多港人因經歷患難而洞悉人生無常，心靈轉

向永恆的上帝！ 

2019 年快將過去，回望所走過的路徑，處處都看見神的恩典，從歲首到年終，神都看

顧保守，施恩憐憫，恩待祂所愛的兒女。「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

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詩 50：23) 

衷心感謝神在 2019 年的祝福： 

1. 感謝神賜健康和服侍的機會，雖然我們已年過

60，仍教導我們保持宣教初心，關心歐洲華人

教會，帶領短宣及在德國事奉，擴闊了我們的

屬靈視野，取得更多的事奉經驗，尤其更多明

白歐洲華人切身的需要，貧窮的中國僑胞及學

子移居異鄉的困苦和代價，學習用普通話溝通

和牧養他們，加強我們在跨文化下的服侍。 

2. 感謝神 10-12 月在多蒙有兩個月的服事，每週

負責帶領兩次查經聚會、作個人門徒訓練、星期五晚學生福音聚會和主日講道，也有機

會探望當地信徒和關心他們未信主的家人。 

3. 今年年中，我們要籌募的全年宣教經費尚欠 18 萬港元，後因愛我們的教會及主內肢體們

代禱和支持，九月底已籌足了宣教支持費，感謝神的供應，免我們加添宣道差會的經濟

壓力。 

 

多蒙宣道會恩典堂 

 

多蒙學生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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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恩小兒敬旨今年順利在香港轉換工作，加入了理想的國際公司工作，繼續他的執業律

師生涯。小女敬心於過去 3 年在倫敦努力申請「見習律師」職位，因英國即將脫歐，政

治及經濟氣候都不穩定，很多律師行紛紛撤離英國，搬去其他國家，敬心依靠神，本著

屢敗屢戰的精神，繼續持守信念，終於蒙神施恩，於 8 月考入了一所美國國際律師行，

成為見習律師，她向神充滿感恩，使她夢境成真！ 

5. 感謝神可在香港與家人相聚，與友好談心，到不同的教會分享講道，開辦聖經講學課程，

與新宣教同工分享經驗等等，生命充滿姿采，全是主的恩典，使微僕可以服侍祂。 

請繼續用禱告托著我們，在祈禱裏守望主的國度： 

1. 求主憐憫香港，幫助這城市早日回復和平，暴亂平息，清除敵視。 

2. 我們於年底要安排 2020 年 1 至 7 月 3 次去德國的服侍和協助當地華人教會，也要帶領訪

宣的旅程，求主賜智慧及力量，在行政上安排順暢，包括：訂購機票和火車票、安排住

宿、聯絡德國牧者及教會領袖，服侍方向，聚會內容等。願可建立宣教異像，造就信徒，

推動傳福音事工。 

3. 我們在德國所服侍的宣道會多蒙恩典堂是一所小型華人教會，群羊因無牧者需要很多培

訓、屬靈造就及鼓勵，求主祝福及復興他們。 

4. 志雄將於 1 月中返英國兩星期，到伯明翰大學作研究及見督導老師，求主保守他，賜他

智慧繼續努力學術研究。 

5. 求主幫助敬旨及敬心有美好的靈性，可積極參與事奉神。 

6. 求主使我們未信主的家人早日歸主！ 

 

祝各位聖誕平安，天天多蒙主恩，進入生命更豐盛的一年！ 

 主僕 

  志雄、秀卿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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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聖誕讓我們想起耶穌降世的意義，並且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

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

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

事。」（賽 9:6-7） 

ל ּגִׁ  לֶּא יֹוֵע֙ץ ֵאֶ֣ ֜מֹו פֶֶּּ֠ א ׁשְּ רָָּ֨ ֑מֹו ַויִׁקְּ כְּ ה ַעל־ׁשִׁ ָ֖ רָּ שְּ י ַהמִׁ ִ֥ הִׁ נּו ַותְּ ן נִַׁתן־לָָּ֔ נּו ֵבֵּ֚ ד יַֻלד־לָָּ֗ ֶ֣לֶּ י־יֶּ ד ַשר־ׁשָּ כִׁ יַעָ֖ ֹור ִאבִׁ ֽלֹום׃בָ֔   5 

ה בְּ  ַסִעדָָּ֔ ֙ה ּֽולְּ ין אֹתָּ ֵּ֤ כִׁ הָּ ֹו לְּ תָ֔ ַלכְּ וִׁ֙ד וְַּעל־ַממְּ א דָּ ֵסֵּ֤ ץ ַעל־כִׁ ֹום ֵאֽין־ֵקָ֗ לֶ֣ ה ּולְּׁשָּ רָּ֜ שְּ ה ַהמִׁ ֵבָ֨ ַמרְּ ם לְּ ֙ה וְַּעד־עֹולָָּ֔ ה ֵמַעתָּ ֑ קָּ דָּ צְּ ט ּובִׁ ָ֖ פָּ ׁשְּ מִׁ

ה־זֹֽאת׃ ס ֹות ַתִעשֶּ אָ֖ בָּ ִ֥ה צְּ ת יְּהוָּ נְַּאַ֛  קִׁ

6 

（賽 9:5-6；希伯來文版本） 

 

 

 

 

 

 

 

 

 

 

 

 

 

 

 

 

 

若有肢體受神感動支持我們，請寫支票抬頭：香港宣道差會，支票背後寫上：支持梁

志雄伉儷宣教經費，郵寄香港宣道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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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hkam@hkam.org 電話： (852)-2780 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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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聖誕快樂，新年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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