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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頌 讚 歸 與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父 神，就 是 發 慈 悲 的 父，賜 各 樣 安 慰 的 神。( 哥 林 多 後 書 � : � )

香港

今年是生命樹宣教網絡��週年，感謝父神這些年的帶領及保守，讓小小生命樹成長，在不同的工場與當
地信徒同工，推動福音。讓我們回顧��年來的恩典之路：

● ���� - ����年成立首三年，生命樹在金邊及各個
省份，包括甘丹省、實居省和磅清揚省等成立��所教
會，有的位於金邊市垃圾山，特別服侍以拾荒維生，
極度貧困的家庭；有的在新發展工廠區服侍工廠女
工；有些在偏遠農村服侍當地農民。
● ����年，我們與中國江門的教會聯繫，同工經常前
往與當地傳道牧者和肢體見面聚會。

● ����年，成立僕人學院，專注栽培柬埔寨傳道人，
同時於香港開設課程。
● ����年，開展印度工場，支持當地��位傳道人，
他們的主要福音對象為當地穆斯林和印度教群體。
● ����年，差派緬甸華僑宣教士前往緬甸東枝進
行宣教及培訓工作。

● ����年，差派越南華僑宣教士劉榮牧師前往越南宣教，除牧養和關顧當地
華人信徒外，更積極開展越南人的福音事工，同時深入山區探訪佈道。

● ����年，生命樹於澳洲取得獨立註冊，為澳洲非牟利機構：
Tree of Life Missionary Network Australia Inc.

● ����年，與緬甸基督福音宣教總會合作，開展緬甸工場工作，共有�所教會，
��位傳道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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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打開福音之門 以愛傳揚上主真道

在十多年的時間，我們除了感恩還是感恩，亦請繼續記念生命
樹的工作，特別為各個工場的傳道同工禱告，他們部份受宗教
或家庭逼迫，部份身處戰區，部份受經濟壓力，在困難的處境
常存對上帝的信心及堅守牧羊人的崗位，引領更多小羊到主
面前。

疫境中繼續信靠主的看顧

踏入����年，全球仍在疫情的陰霾下，抗疫一年，或許已有灰心疲累，然而，不要忘記當年平定風浪的主
不會變，神仍在天上坐著為王，靠著祂，我們必有足夠恩典渡過任何境況。疫境中，神的保守從沒停止，
與大家分享我們在各地區事工的感恩及代禱事項，願弟兄姊妹也與我們一同經歷神，願頌讚歸與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存到永遠。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詩篇 ���:�

柬埔寨

教會事工

● �至��月時疫情放緩，柬埔寨各教會逐漸開始恢復聚會，但疫情於��月緊張起來，再次收緊了聚會限制，
求主繼續帶領我們在疫情中做祂的工作。各教會的事工點滴：

甘丹省(Kandal)
磅清揚省(Kampong Chhnang)
Holy Church 弟兄姊妹定期為貧民村孩子 Grace Church 傳道同工探訪貧困家庭，為他們禱告及送上食物。很多會友是農民，
清理頭蝨。
探訪時同工們幫忙他們收割。

實居省(Kanpong Speu)
磅清揚省(Kampong Chhnang)
Evangelized Church 傳道與弟兄姊妹 Selang Church 主日聚會。
小組團契。

小生活．大見證

磅清揚省(Kampong Chhnang)
Boribo Church 傳道同工家訪會友，一起
同心禱告。

Kampong Chhnang Church 教會姊妹 Un Pov 的分享：
Un Pov 是一位寡婦，靠每天清晨在市場賣魚粥維生。某星期日早上，主日崇拜的時間快到了，但她
仍有很多粥未賣出，Un Pov 心裡焦急地向神呼求，一方面她很渴望到教會聚會，另一方面她也要
把已煮的粥賣出，才能得到生活的金錢。於是她逼切地向神呼求，沒多久，一個接
一個的村民前來，餘下的粥很快便全部賣掉！姊妹感謝讚美主！主的應許是何等
真實，尋求祂的人一個都不會落空。 神曾說：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撒上�:��)。
神是信實的，當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人所需要的天父必知道，祂自有供應。

體育及音樂事工

● 上一期代禱信分享到，感謝弟兄姊妹
們的記念及愛心奉獻，我們已籌得足夠添
置樂器的費用，最近，同工們已為音樂班
購置新樂器，不過疫情反覆，去年��月時
也曾一度停課，直至�月初開始復課。
感恩孩子們都很享受學習的過程，亦已掌
握基本技巧，導師們讓他們組隊，嘗試給
他們以音樂侍奉的機會，大家可以掃瞄旁
邊二維碼，看看孩子們練習的片段。
感謝上主興起柬埔寨青少年信徒，讓他們
有裝備自己的心，亦樂於肩負教會的事
奉。請記念孩子們不單音樂技巧進步，更
重要是他們愛慕神的心亦同時更進深。

Hosanna to the LORD

● 柬埔寨生命樹 Raise Up Band 一年多來創作了不少詩歌，縱然我們
現在不能前往柬埔寨，感謝主讓我們透過網絡科技與大家分享，一起
敬拜讚美神！

Hosanna

You Are the Frist

His Path

● ��月份時，政府限制聚會，足球練習亦
停止，�月份開始恢復聚會，足球隊員很高
興可以再一起練習、分享和祈禱，請記念
我們能繼續與一班年青人同行，透過體育
及音樂事工，與他們建立緊密關係，幫助
他們認識神，建立他們的生命。

教會發展委員會

● 今年不單是香港生命樹��週年，亦是柬埔寨生命樹��週年！感謝主��年來的
保守，讓生命樹在當地成立了��間教會，服侍超過�,���人。為求加快柬埔寨生命
樹發展步伐，今年再度恢復了「教會發展委員會」
，由當地執行幹事聯合五個省市
代表的傳道人組成，包括金邊市、暹粒市、甘丹省、實居省和磅清揚省，期望集結
眾人的力量，在佈道和植堂上有更好的規劃和發展。求主繼續帶領，加添智慧、能
力，並保守眾人有合一的心，同心讓教會成為不同城市鄉村的燈臺，將福音傳向
所有未得之民。
柬埔寨教會發展委員會和總幹事黃克勤牧師及香港同工進行視象會議，第一次
會議探討了教會如何栽培並配合年青人從鄉村到城市發展。感謝主讓會議順利
進行，大家都暢所欲言，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有很美好的交流和啟發。

緬甸

● 疫情期間多數教會未能聚會，緬甸傳道人主要以微信或臉書牧養弟兄姊妹，但當地網絡不太穩定，而且
不是每個弟兄姊妹有這些通訊軟件，所以傳道人也會以電話 / 家訪形式關心他們。

各教會弟兄姊妹多以家庭形式進行聚會。

● 我們支持的教會主要位於緬甸比較貧困偏遠的地區，通訊網絡不便，我們也不是經常能收到他們的消
息，所以未必每次代禱信中能更新緬甸事工的消息，大家可能對我們在當地支持的事工比較陌生，今次嘗
試與大家分享多一點，介紹我們其中一間支持的教會 ---- 萊抗基督更新堂 (簡稱：更新堂)。
更新堂主要服侍對象是吸毒人士家庭，現正服侍�個貧困家庭。更新堂會友不少仍沉迷
在毒品中，不能自拔，有些會友其實心裡不相信靠主耶穌能戒毒，更沒有親近神的心，
傳道人只能靠著基督的愛不斷默默為他們禱告、盡心關愛他們、與他們分享福音。傳道
人坦誠地分享，當看到服侍對象看似死性不改時，也曾灰心失望，想過放棄，只是每次
想起神的話：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心裡又會再次有力量，神的話總是帶有能力的！ 花雲煥傳導

疫情期間，更新堂沒有設備進行網絡聚會，由於會友人數不算多，教會仍維持實體聚會，願主保守聚
會中，同工與會友平安健康。求主在更新堂會友心中動工，願福音的種子在他們心中扎根成長，能真
正認識基督，並有靠主的信心擺脫毒品的綑綁，在主裡得著真正的自由與救恩。亦求主施恩加力給祂
的使女花雲煥傳道，保守她對會友能持續地有為母的愛心與耐性，求主記念她身心靈的需要。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轉，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
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

雅各書 �:��-��

越南
● 由於疫情反覆，劉榮牧師原定在����年第四季回越南服侍的計劃亦需再度延期，繼續求主記念劉牧師回
越南的時間，安排最合適時刻。劉牧師暫時以網絡通訊與越南的弟兄姊妹保持聯絡，最近收到夷陵山區聚會
所消息，今年他們將會向當地政權申請為正式教會，並將會籌錢興建教會，當地少有工業，村民以種咖啡豆
為生，收入微薄，請代禱記念。

山區聚會所現時位置有限，有些會眾需要在禮堂外參加聚會，但即使環境未如理想，也沒有攔阻他們敬拜神的心。

印度

印度貧困家庭慈惠計劃

●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雖然香港仍面臨疫情影響，但不少弟兄姊妹們都慷慨奉獻幫助印度貧困家
庭，見證主的慈愛，如同保羅在使徒行傳��：��：
「我凡事給你們做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
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
『施比受更為有福。』」自����年��月開始籌款，截至去年��月底，生命樹
已收到HK$��,���的印度慈惠計劃奉獻，並悉數於��月初匯款至印度，加上當地善心人士的捐助，我們在
當地的傳道同工即時購買食物分發給貧困家庭，支持了約��個家庭�-�個月的糧食費用。

本來各地疫情嚴重，在經濟下滑的環境下，我們都擔心沒有額外的奉獻繼續支持陷入困境的印度家庭，但
上主的安排實在高於我們所想，早已為祂所寶貴的人預備。在第一期滙款後，我們仍然陸續收到教會和弟
兄姊妹的奉獻，由去年��月累積至今已有HK$��,���，所以，我們�月初會將第二期慈惠金匯到印度。感謝
讚美主！讓我們再一次經歷祂的慈愛與信實！請為逆境中信徒的信心祈禱，亦繼續同心記念疫情在各地的
控制！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
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馬太福音 �:��

南印度聖誕兒童福音營

● 與合作夥伴 Esther Foundation (以斯帖基金)於南印度貧民區舉辦的聖誕兒童福音營，已於��月��-��
日順利完成，共��多名孩子與��多名成人參與。感謝主的供應，弟兄姊妹的愛心奉獻已超過是次福音營的
費用！餘下的奉獻會撥入支持其他印度貧民工作。
第一天活動主要是競賽遊戲，參加的孩子心情固然緊張，在旁打氣的大人也十分投入。疫情困境下，大家
可暫時忘卻環境困難，一起渡過滿是歡樂笑聲的一天。

第二天是慕道聚會，與參加的孩子分享福音訊息，讓他們認識福音。遊戲給人的歡樂是暫時的，唯有神能
讓人得著真正的平安與喜樂。

合作夥伴工作

● 向穆斯林群體傳福音的合作夥伴All India Masihi Jamat (AIMJ) 在印度各邦縣繼續維持不同聚會。

避免大型集體聚會，去年��月，AIMJ的傳道人分散在各地區舉行了接近���場聖誕佈道聚會，與人分享救
恩訊息，感謝主保守每場聚會平安順利地完成。在現今末世中，更需逼切傳福音，求主繼續帶領保守我們
盡忠完成祂的工作。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
人、勸勉人。

提摩太後書 �:�

● 印度貧民在疫情影響下，生活比以往更艱難，��月時， AIMJ 屬下的社福機構 The Muneer Social
Welfare Society ，在西孟加拉邦 (West Bengal) 舉辦了兩次大型救濟活動，派發糧食及日常用品給貧
困家庭，盼望幫助他們的燃眉之急，兩次活動共約���個家庭受惠。求主繼續帶領我們怎與當地機構配
搭，能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最適切的幫助。

澳洲
● 感謝主的恩典，這兩年來有不同的牧者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澳洲生命樹
的發展，雖然去年遇上疫情，總幹事黃克勤牧師澳洲之行取消，但透過當地
委員和視像會議，生命樹亦正式得到批准加入澳洲華人基督教聯會。感謝上
帝的帶領，在人看似不能成之事，祂一直在主導。

澳洲生命樹網址：
www.tolaus.org.au

● 繼續為澳洲生命樹的發展祈禱，澳洲生命樹的其中一個願景是服侍當地
華人教會，讓移居海外的華人也能透過機構參與宣教工作。現時弟兄姊妹雖
未能親身前往宣教工場，但澳洲生命樹亦開始了一些網上神學課程及接受
教會的邀請，希望在不同的聚會分享生命樹的宣教工作及工場現況，求天父
繼續帶領。

www.tol.hk

info@to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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