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יִֵתן ֲאדֹנָי הּוא ָלֶכם אֹות ִהנֵה ָהַעְלָמה ָהָרה ְויֶֹלֶדת ֵבן ְוָקָראת ְשמֹו ִעָמנּו ֵאל׃ ָלֵכן  

Διὰ τοῦτο δώσει κύριος αὐτὸς ὑμῖν σημεῖον· ἰδοὺ ἡ παρθένος ἐν γαστρὶ ἕξει καὶ τέξεται 

υἱόν, καὶ καλέσεις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Εμμανουηλ 

因 此 ， 主 自 己 要 給 你 們 一 個 兆 頭 ， 必 有 童 女 懷 孕 生 子 ， 給 他 起 名 叫 以 馬 內 

利（賽七：14） 

 

2018 年 12 月代禱信 

各位親愛的主內弟兄姊妹： 

聖誕平安！新年快樂！ 

年終臨近，每當看到四處懸掛著耀眼奪目，彩色繽紛的聖

誕裝飾時，除了歡欣雀躍外，心中總是向神充滿感恩；感謝祂

賜獨生愛子，降世為人，為拯救罪人而被釘十架，使我們因信

祂而得著永生，在世得享神所賜的平安，也得著豐盛的生命！ 

11 月內，我們參加了觀宣母會及各分堂的聯合洗禮聚會，

我們喜樂地衷心恭賀從曼宣回港的陳弟兄，認識他的一家已接

近 20 年了，神竟然安排我們親自在香港見證他的洗禮，歸入

基督教會，真使我們深得安慰，求主祝福他及家人在港生活多

多經歷主愛，處處蒙主眷佑！ 

在 11 至 12 月期間，感謝神的帶領，除了有機會主講一些專題外，志雄也在一間堂會主領一

個重要課題：「宣教神學與歷代策略」（共八課）。透過這些服事，盼望可以推動堂會更多關注

和參與宣教事工。 

2018 年是充滿恩典的一年，在此與你們共算主恩： 

1. 感謝神賜我們一家平安健康，各人能有力量承擔每天繁重的責任，尤其賜志雄智慧及忍耐繼續

他的學術研究。我們也有機會在年中於泰國及香港相

聚，雖然各人生活中常遇風浪，但都因禱告依靠主逐

一平安渡過了。感恩秀卿的表弟經 32 年的反思及考

慮，終於洗禮歸主。最近，我們又帶領了家庭好友 V

小姐決志，感謝主垂聽禱告。 

2. 感謝神得差會的信任，給我們機會到不同的宣教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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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及教學，包括：黃金閣、德國、澳門、泰國及香港等，不單擴闊我們的視野，同時可以聽

到世界各地不同種族的肢體寶貴的分享，為上帝奇妙的作為而讚嘆不已！ 

3. 今年我們如常要為籌募宣教經費而努力禱告及分享，感恩主的工作，蒙各支持教會及肢體們的

關懷，現已籌足今年(2018) 的需要，一切榮耀歸主，也求祂報答眾教會及弟兄姊妹的愛心。 

4. 今年內也得蒙主的引導，我們曾到建道神學院，多間教會分享宣教異象、講道及教授差傳課

程；又能與多位肢體及神學生，分享宣教心志，鼓勵他們回應神的呼召，憑信心踏上宣教路，

把福音帶給各民各族，為主賜的服侍機會獻上無限感恩！ 

 

請為我們以下的事情代禱： 

1. 感謝神秀卿的左膝痛已有好轉，可以不用拐杖走路，但仍是被舊患影響，左腳不夠力上落梯級

及斜路，她必須每天做腿部運動，訓練大腿肌肉，才可應付日常的生活，求主醫治，使她可以

早日完全康復，更可以攀登斜坡，再去建道神學院見學生。 

2. 求主使志雄能在研究上順暢，2019 年內可完成全本論文及呈交給研究院。他將於 3 月中返英

國牛津見老師，住至 4 月下旬，求主保守他旅途平安。 

3. 我們正接觸幾位有負擔去德國宣教的肢體，求主保守他們的心志，引導他們申請成為宣教士的

過程順利，能與各教會分享心志，幫助他們早日可踏足宣教工場服侍當地群體。 

4. 我們正計劃於 2019 年內帶領 2 隊短宣隊到德國作宣教體驗，求主帶領一切的策劃，讓我們在

安排旅程，聯絡當地同工及教會，提供合適的活動上，能配合工場的事工發展，使參加者能擴

闊視野，深切關心當地的福音需要，更能把宣教異像帶回香港。 

5. 求主幫助敬旨及敬心能更多投入教會生活，靈性復興，加添愛主的心及服侍神的機會。 

6. 求主史我們未信主的家人早日歸主！ 

 

祝各位天天充滿主的平安及喜樂，踏入豐盛的 2019 年！ 

 主僕 

 志雄、秀卿 

 敬上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就是父獨

生子的榮光。」約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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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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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