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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到底的，

「惟有

必然得救。」
（太二十四：１３）

董事：鄔小鶴牧師、陳卓麗牧師、包德寧牧師、黃廣忠先生、楊國偉牧師、羅樹榮醫師、古愛立牧師
顧問：葉湛溪先生、劉樹家先生、蔡春梅女士、梁志祥議員、丘志強律師、黃偉基先生、
林浩梵醫師、劉千石先生、江仲有律師、梁永安會計師、羅志華博士、莊陳有先生。

堅持到底

鄔小鶴

「唯有堅持到底的人，必然得救！」（太二十四：１３）

23年的事奉中，我和妻子仍然堅持在中國福音的

無數次的失落和眼淚。但看到中國的改變，令到眼

事工上，這是我們在神的呼召下，委身在一個異象中。

淚可以成為喜樂的收獲，「耶穌愛中國」有一日，

二十三年的宣教工作上，經歷了神的恩典和祂的神蹟奇

令中國完全成為新的改變。
雖然有眼淚和失落，中國福音仍未完成神所託

事。
記得我們在中國動盪中受神的召命，八九年六月

附的使命，我們仍然會堅持，因為福音必須在中國

四日的經歷，正是神給我們一個啟示，在這洪流中的時

裡面扎根，並且神要差中國教會的使徒，接受宣教

刻，神在七月十四日在強光中呼召我，差我去「改變中

最後的一棒，將福音傳回耶路撒。未來的日子，我

國」，並且用福音來改變中國。這是二十三年前的一個

們目標要為中國教會培養工人，讓中國訓練更多傳

深刻經歷和神的呼召，我們帶著「耶穌愛中國」的主

道人和牧者，訓練更多門徒，來牧養神的羊，讓中

題，走進中國這個禾場，推動中國福音的使命。

國教會的信徒和牧者間的比例數字可以縮小。

23年來，我們經歷一個人生中宣教路程，走遍一個

我們也會在未來的日子裡，建立一間門徒訓練

又一個在中國的城市和農村，推動著中國福音的使命，

中心，培訓門徒及牧者。這個計劃，我們希望在未

經歷著神給我們的神蹟奇事，行走在一條信心的道路

來十年來，在深圳建立，現在我們已經開始作小組

上。中國宣教的道路，有哭過、有笑過、有喜樂、有傷

短期培訓。在我們建成後，每年可以訓練五百名學

心的日子，亦經歷失落與收獲都有。而這條宣教的道路

生，投入中國的禾場。

中，就是一條說不出的見證。

十四億人民，信主的人大約佔全國11%，還有

儘管在過去23年來，我們能夠達成的並不多，失 許多人未信主，有些小數民族，連耶穌的名字也沒
落的事也常落在我們眼前，但中國教會的增長卻是一直 有聽過。中國福音的禾場大，莊稼多，但作工的人
神蹟地增長，從23年前的三千萬信眾增長至現在已超過 少，因此要培訓更多工人去投入中國福音的禾場。
一億六千萬信眾，這個數字是可觀的。但傳道人的數字 我們成立「中國福音及宣教基金」，就是為了要培
仍然只是有限度地增加，信徒從農村走向城市，從文盲 訓能夠為中國福音獻身的弟兄姊妹，投入中國福音
的走向大學畢業程度，年青及職場上的信徒不斷增加， 的禾場。
年青的信徒也增長得很快，今日中國教會再不是老人家
及農村人的信仰，這是二十三年來的中國教會的變化。

未來，我們在中國福音的事奉上，會遇到什
麼困難和意外，我們完全不知道，然而，我們靠著

耶穌愛中國，正是改變今日中國的一個動力，有許 神，走信心的路，令中國和中國教會得著更好的改
多民企的老闆，成為職場上的基督徒，同時，基督教令 變。推動中國福音的異象和使命，或會遭遇意想不
中國走向更現代化，社會和政治也在近二十年來，起了 到的危機，但我深信神會繼續帶領我們，祂會讓我
新的改變。另一方面，傳道人和牧者的不足，令到中國 們繼續推動，走信心的路，繼續在中國宣教的道路
教會在質量上仍然深陷危機中。過去23年中，中國教會 上，忠心事奉！
持守神給我的呼召，堅持走入中國的禾場，
的異端不斷助大及增加，缺乏牧養的信徒很容易成為異
端的獵物，23年前只有二十多個異端，現在異端更多， 為中國教會獻上一生的路，讓耶穌愛中國，可以令
甚至超過一百個，而且不斷壯大，單單是「東方閃電」 中國得著重生。在未來十多年，中國可能會出現新
在中國已有一百多萬名信徒，其他還有一些如「門徒 的局面，讓我們可以順利去建立一個獨立的培訓中
會」「被立王」「主神教」等，也增長迅速。這是大家 心，可以為中國培訓信徒，成為牧者，令中國教會
不斷要為中國教會禱告的事，因為信徒沒有牧人，信徒 得以健康的成長和發展。
我們需要弟兄姊妹們代禱，讓我們在中國宣
很快便會成為異端的獵物。
直至現在為止，中國教會的牧者平均每二萬人可以 教的路上，可以堅持到底。我們希望這個宣教的路
分配一位牧者，而且很多牧者的神學教育和聖經根基，
都是比較淺薄的，他們沒有受過很好的神學教育，也沒
有受過良好的一般教育，但他們受過一些簡單的神學和
聖經培訓，但他們卻要擔起約二萬信徒的牧養
我和妻子及一些同工，經歷了中國宣教的路程，看
到神在中國所行的大能，也經歷了很多神蹟奇事。有受
傷的日子；有行過死蔭的日子；有被扣留的日子，還有

社區關懷
我們天糧社區中心開展了以關懷兒童青少年
及家庭為本的綜合社區服務，其中包括Smart
Kids 成長系列下的功課輔導服務和週五
「童」樂園，以及Smart Parents系列下的家
長育兒互助小組。
功課輔導服務 (Smart Kids 成長系列 - 活動
No.1)
為了減低小朋友和家長在功課上的壓力，我們
中心繼續提供功課輔導服務，現正為3個家庭
中的3位初小學生，提供1周3次，每次1小時半
的功課輔導服務。喜出望外的是，我們中心除
了在功課上幫助到小朋友，更在一定程度上了
解到小朋友的行為情緒，並具針對性的協助小
朋友在心智上成長。
週五「童」樂園 (Smart Kids 成長系列 - 活
動No.2)
為了提供6-10歲小朋友一個既輕鬆又能有所得
著的快樂時光，讓小朋友認識不同的有趣遊
戲，並希望籍著每次一個到兩個的遊戲提高小
朋友的團隊意識、責任感及學習興趣。我們中
心於每週五5:00pm – 6:00pm、開辦了週五
「童」樂園。
家長育兒互助小組 (Smart Parents系列 - 活
動No.1)
有見家長不時會在教育子女上遭遇疑難、問
題，亦會經歷喜悅，我們中心開辦家長育兒互
助小組，希望提供一個可以讓家長在育兒上互
相分享、互相鼓勵的平台。我們中心亦希望家
長育兒互助小組，可以為家長提供一個以家庭
為單元、以家庭整個系統思考及探索家庭成
員、親子關係和溝通模式的平台，並作為本中
心與家長對話的重要橋樑。本中心已於3月初
成功舉辦第一次的家長育兒互助小組。

戒賭熱線：
97633121

郭富明

消息與代禱
111 國際天糧事工在四月一日舉行會員大會，並選出新董事，新董事名單有陳小鶴牧師、陳卓麗牧師、包
德寧牧師、楊國偉牧師、黃廣忠先生、羅檥榮醫師、古愛立牧師。
222 國際天糧事工基督教中福教會和國際天糧事工聯合發起成立「中國福音宣教基金」，目的是建立中國
福音發展及推動中國信徒培訓工作。鄔牧師計劃從交通賠償所得的款項撥出三分之一作為基金的

開辦首筆基金，其餘將由各教會、弟兄姊妹及由公開向各界人仕籌募。
333 國際天糧事工定於今年七月一日舉行第二屆助養國內殘疾孤兒單車籌款，由元朗出發經天水圍、洪水
橋、屯門至元朗，需要來回二小時三十分。報名請與本機構聯絡。
444 國際天糧事工定於七月底舉行中國短宣體驗團，地點是雲南昆明、大理、麗江，內容有探訪教會及聖
經學校，農村教會及社會服務工作，探訪村民，探訪古城教會等，歡迎教會及弟兄姊妹參加，詳情請
與本機構聯絡，電話：31566291。
555 國際天糧事工經在深圳設立聯絡工作及後勤工作點，同時我們在深圳設有社區關懷及查經班。
666 基督教中福教會與國際天糧事工合辦第二次中國信徒培訓課程，將會在四月二十六至三十日在香港與
澳門舉行，主要參加者來自國內教會的信徒。
777 國際天糧事工逢星期二上午有免費剪髮服務，需要這項服務人仕，請先以電話預約，31566291聯絡。
888 每日七元助養國內殘疾孤兒，我們改為月捐方法，並於每月210元，可用信用卡分期，每年2520元，
分十二期付款，相等於每日七元的一年付款。
999 鄔 小 鶴 牧 師 接 受 各 教 會 邀 請 分 享 中 國 主 日 及 福 音 異 象 ， 如 蒙 撥 允 ， 請 與 本 機 構 聯 絡 ， 電 話 ：
31566291。
1111國際天糧事工急需聘請一名同工負責行政、財務，我們需要女性，勤力，中學程度，有意或有介紹，
請聯絡91097008陳牧師。
1111基督教中福教會經已開始主日崇拜、小組聚會及查經班，分別在星期日下午三時及星期六下午三時。
歡迎各界人仕參加。
1111國際天糧事工戒賭熱線現已改為97633121。每日由專人接聽電話。過去我們平均每月有十五宗求援電
話。

報答主恩

陳錦榮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詩
116：12-13)
正如詩人說我可以拿什麼來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厚恩呢？就是要盡心竭力，忠心事
主。回看過去30年在基層群體服侍貧窮人，至今我仍沒有遺背從天上而來的異象，正如路加
福音四章十八節「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人，差遣我報告被
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感謝神帶領我進入「國際天糧事工」事奉，以耶穌基督的愛去關心因受天災，人禍貧
窮，受屈，遭欺壓的人作出支援、特別機構對國內殘疾孤兒助養，扶持在特殊學校成長的那
些盲、聾啞的孤兒，關懷探訪施予援助，讓這些無依無靠的兒童感受人間有情，見證上帝的
慈愛恩及他們。並且我要接聽熱線電話求助，是24小時免費諮詢服務，解答來電諮詢問題，
例如：人際關係，失業，婚姻，濫藥、睹博、吸毒、情緒輔導等問題，都為他們奔跑轉介及
跟進。耶穌說：作在一個小子身上如同作在主的身上，願神堅立我手所作的工，透過落實關
懷需要的人，榮耀歸神！
感謝國際天糧給予我事奉崗位的機會，讓我在退休之年仍有機會事奉報答主恩。感謝
神。未來天糧事工將會在深圳建立據點培訓信徒，向未聞福音同胞傳講天國真理、耶穌基督
的救恩，並繼續助養殘疾孤兒事工，及建立本地「中福」教會和深圳「福民」教會，願神祝
福帶領機構未來發展，願意繼續忠心事主報答主恩。

國際天糧事工
2012 年 9月01日至2012 年 12月31日(四個月)
財務收支表
收入		

    港幣 HK$		

支出		

   港幣 HK$

街頭募捐		  112,258.40 		
國內事工		  52,650.10 	
					
商界贊助		   22,000.00 		
社區服務費		  36,373.10 	
					
團體捐款		  178,724.00 		
街籌成本費		
6,399.30 	
					
個人捐款		
  1,874.00 		
辦公室運作費	  11,803.20 	
					
				
       同工薪金
	  157,880.00 	
					
不敷		
28,697.30 	      租金及管理費	   78,448.00 	
					
   343,553.70 				               

中港兩地的牧養
基 督教中福教會和國際天糧事工都是有一個

很重要的異象而建立，帶著中國福音的異象和使
命，同時建立中國信徒的培訓及牧養信徒的責
任，帶給中福教會和國際天糧事工一個很深刻的
挑戰，是跨越兩地牧養的前線工作。
香港有許多人遷入內地生活，尤其是深圳、
廣州及東莞更是香港人遷入內地生活的選擇地
區，在深圳有些地方兩著廣東話和普通話的兩語
交叉地帶，這些地區在內地信徒很難去牧養及傳
福音的地方，這是中福教會首選的開拓教會牧養
的地方。
基督教中福教會曾提出跨越兩地的牧養，我
們除了在九龍開始建立福音工作及教會外，我們
也開始在深圳去推動建立福音工作，而針對的對
象是來自香港居住在深圳的居民。也包括了他們
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這是目前與深圳其他教會不
同。在深圳某些地方，居住了許多來自香港的居
民，他們在這個地方成立另一個家庭，成為一個
深港兩地共螎的社區，這些社區多是近口岸的社
區，包括皇崗、福田、羅湖及南山等區，而且社
區多是近口岸一帶，那些地區缺乏社會資源和社
區活動，而一些社區比較複雜，有許多香港人在
這個地區包二奶，也是社會的黑暗面地帶，如水
圍、皇崗等社區，可算是三不管的地方。
我們經常在這些社區探訪及經過，看到這
些社區的需要，並且計劃在這個社區中建立一個
福音工作及外展工作，我們成立了深圳事務工
作，並且得到深圳的教會和弟兄姊妹的協助，為
住在深圳地區香港居民和他們家庭，展開福音的
工作。這個事奉包括牧養和社區關懷，成為香港
人和內地人的建立和諧的緩衝點，我們帶著中國
福音的使命，去推動這個福音工作，一方面，我
們在深圳地區能夠從探討香港人在內地的生活情

鄔小鶴
況，另一方面我們可以關懷香港人在內地的另
一個家庭的情況，並且帶領這些人去面對內地
生活的挑戰，和以耶穌的愛，將主的福音進入
社區的關懷和牧養。
跨越兩地的關顧和牧養，是我們長期在
中國福音的方向，包括有培訓和關顧，整個關
顧，包含了福音和社會服務。為此，我們計劃
在深圳成立「天糧社會服務中心」，除了服務
在內地居住的香港居民外，同時也提供內地
人，尤其是一群生活在香港家庭的內地人。我
們在今年中開始小組福音分享，和社區關顧，
讓福音和社區服務同時建立。
牧養和社會關顧，在香港是非常普遍，而
我們推動的兩地牧養和社區關顧，在香港我們
經已實行了。在國內，我們還是開始，而初期
的目標我們仍然是圍繞在香港居民為主的，而
內地居民我們也會歡迎他們加入，這是我們開
設深圳的事工的目的。
我們也需要大家的支持及代禱，讓這個事
工可以更造福在內地香港人和他們的家庭，同
時對我們發展中國福音事工更進一步。我們歡
迎大家提供意見，讓這項服務更能進一步為香
港居民在內地提供更好的社區關顧和服務。而
令到香港居民在深圳可以享受到主的福音和賜
福。

總幹事的話

鄔小鶴

國際天糧事工已經四歲了，第一屆董事會即將完滿結束，我們在今年四月一日舉行第三次會員大
會，今次會員大會將會舉行董事選舉，我們將會選出第二屆董事會，根據章程，任期四年，目前已有五
名候選人擔任新的董事，我們希望還需要選出多兩名董事，合共七人。
同工方面，我們將會培訓年青人，新舊換替，同時我們也計劃訓練接班人，期望在未來有人將神的
託附我可以繼續有人繼承。將中國福音的異象，會繼續在正確的方向進行，並且按著神的旨意向行。
我們為中國教會培訓工人，這是我們的異象和使命。當我們看到中國教會的信徒和牧人的比例差距
繼續擴大，我們更需要加快培訓信徒，去牧養在這廣大禾場的羊。按著目前，中國教會平均二萬信徒才
有一位牧師去牧養，一方面教牧人員壓力大；另外一方面，信徒得到到牧師的照顧和餵養。這種情況再
惡化的話，中國教會受到異端的的侵略更太，目前一百多個異端，己經吸收了約二千萬的信徒。所以我
們向大家發出呼召，為中國教會培訓工人的需要，請大家為中國教會禱告，同時為中國門徒訓練及培訓
傳道人奉獻，更請你們加入中國門徒訓練的團隊。基督教中福教會及國際天糧事工計劃未來十年，可以
建立「中國門徒訓練學院」，每年可以為中國教會培訓數百名工人。令中國教會的牧者及傳道人可以得
到舒緩。這筆經費需要大家來支持。現在我們經己開始預備工作，未來我們先設立短期訓練課程及籌委
會去去籌劃這項聖工。
國際天糧事工在深圳福田區設立聯絡辦，經作為一個事工的後勸工作，並拓展國內事工和支援港人
在內地居住的社會支援的工作站，也是為助養國內殘疾孤兒的後勤點。請代禱！另外，我們也結朿在安
徽安慶的辦公室地點，主要是兩地距離太遠，難於管理，並且安慶的工作任務也完成了。
國際天糧事工的助養殘疾孤兒的服務，伸展至東南亞地區，每日七元去幫助殘疾孤兒一日最低的需
要，請支持及代禱！
久別多時的由或短宣體驗團，將會今年七月最後一星期舉行，第一團舉辦雲南麗江短宣團，請大家
留意日期及行程和費用的信息，我們將會在網上公佈。請大家為這這次短宣團禱告。

回應表
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Tin Lang Ministry Ltd.
本人／公司／教會＿＿＿＿＿＿＿＿＿＿＿＿＿＿＿＿＿＿得知 貴會的異象及事工後，願意
口 為 貴會代禱，並請寄上代禱資料及通訊
口 成為 貴會會員及義工
口 每月／隔月／每季／每半年／一年／一次奉獻及捐助港幣＿＿＿＿元，用作：
口宣教事工
口緊急賑災
口中國福音宣教基金
口扶貧基金
口助養國內殘疾孤兒
口同工薪金
口蒙福之家
口戒賭脫貧
口國內辦公室
口經常費
口社區服務
口直接捐款
捐款戶口：匯豐銀行 112-158449-001
東亞銀行 136-40-400109-8
24小時直接接捐款：O.K便利店／華潤VingGO便利店
憑電腦條碼可以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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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天糧事工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Tin Lang Ministry Ltd.

香港九龍佐敦道51號D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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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info@heavenlyfoo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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