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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福音普傳會有限公司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HK) Ltd. 

地 址：新界屯門新合里 2 號永善工業大廈 14 樓 A 室 

電 話：(852) 2436 3144        傳真：(852) 3743 6519 

電 郵 : goihongkong@gmail.com   網址：www.gointl.org/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奔向骨肉之親‧走遍人居之地         Reaching Our Kinsmen‧Touching All Nations 

林慧清宣教士                    代禱信 2020 年 5 月 

親愛的伙伴： 

主內平安! 您好嗎? 願您在疫情中, 常常經歷從神而來的平安與喜樂!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着為王；耶和華坐着為王，直到永遠。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

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詩 29:10-11 

2010 年 4 月 29 日是我踏入工場的第一天, 現已在工場事奉滿 10 年, 為此感恩! 過程雖有艱

難, 但是能安然走來; 雖遇危難, 但能平安渡過。回頭再看, 上帝一直以來都在, 都是祂在引領

著﹑保守著, 內心滿有平安與喜樂。過去所經歷的, 是為今天的我所預備的。感恩能經歷這些, 讓

上帝塑造成今天的我。願前面的路, 仍然跟從主腳踨, 讓祂使用, 成為祂合用的器皿, 阿門! 

2020 年增添了新的事奉崗位, 負責工場隊長的角色。工場先後有本地同工及宣教同工離開事

奉崗位, 事奉的難度及挑戰相繼地增加, 故需要更多從神而來的力量﹑智慧及能力, 去面對這些

新來的事奉及挑戰, 亦請您切切記念! 

2020 年要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 COVID-19 疫情, 這次疫情讓我聯想起當年面對 SARS 的情況, 

當年我仍在醫院裡事奉, 雖然不是在最前線, 但是面對突然而來的病毒, 醫護界對此病毒的認知

有限, 再加上物資及裝備上的不足, 仍然會帶來不安或恐懼, 然而, 上帝讓我們安然地渡過那次

的挑戰, 深信在今天的疫情裡, 神有足夠的恩典, 並與我們一起渡過。請記念各地的醫護人員及

前線的工作人員。 

因著疫情, 泰國政府先後推出相應政策, 如 14 天隔離﹑緊急狀態令, 非必要的服務及店舖需

要暫停, 航空公司取消航班, 外籍人士入境限制等; 而銀行、葯房、醫院、超巿等維持基本服務。

之後再推出宵禁令, 由晚上十時至零晨四時為宵禁, 這些政策會持續至 5 月 31 日, 並且延遲開學

至 7 月。故「泰國宣教中心」的服務需要暫停, 包括成人及兒童的英語班﹑與本地同工在村內的

探訪﹑每月一次的崇拜等。此外, 所有已經安排的服侍和行程

均需取消, 如: 短宣隊﹑訪客﹑訓練等。 

雖然中心的服務暫停 , 但在村裡的生活與服侍依然繼

續。因著疫情, 1 月及 2 月分別在「長者學苑」及穆民區作相關

的健康講座, 感謝主! 村民及穆民有良好的反應, 並且主動把

講義與他們的家人分享。2 月底與村民到泰國東部旅行, 旅途

中與村民相處愉快, 增進感情, 認識她們多了些, 見面時話題

亦多了, 互動多了。3 月參加房東兒子的婚禮, 疫情下房東承受

很大的壓力, 感謝主! 婚禮順利完成, 亦是我第一次參與迎親

行列, 更多了解泰國婚宴文化。4 月的泰國新年, 雖然政府禁止
與村民往東部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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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水活動, 但每家每戶均可以在家舉行新年的祝福活動, 今年是我第一次參與房東家族的新年

祝福聚會, 為此, 我預備了餃子及糖水與他們分享, 如同家人一般, 心裡滿是感恩.  

←與房東家族過新年. 房東兒子婚禮. 

 

以下代禱事項, 分為三方面, 請您記念及禱告： 

(一) 華傳事工： 

1. 「泰國宣教中心」: 為英語班的學生禱告, 希望開學後, 學生不會流失。 

2. 第六村： 

(i) 與村民分享口罩: 感謝主！所需口罩已經全數運到, 請記念後期的預備及派發過程, 求

主使用。 

(ii) 求主保守村民, 在疫情裡能經歷從神而來的平安.  

(二) Suan Dok 醫院： 

1. 團隊的領導意外跌斷右手, 剛做完手術, 記念她的康復。 

2. 感謝主！團隊在醫院增設了新的服務, 故各隊員需要多承擔教學的工作, 求主施恩加力並

賜智慧, 與學員有美好溝通及授課。 

(三) 個人方面： 

1. 求主賜智慧﹑辨識力﹑敏銳﹑記憶力及表達能力去面對不同的人與事 。 

2. 為父母家人禱告：在疫情下, 求主保護他們, 賜下平安給他們面對疫情, 願他們經驗這份平

安, 願意打開心門接受耶穌成為他們命的主。 

3. 為這一期事奉的費用禱告, 求主供應所需。 

 謝謝您! 亦記念您！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的是要领受憐憫，得到恩惠，作為及

時的帮助。」希 4: 16 新譯本 

您的伙伴,  

林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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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與我聯絡的方法 (以下是我在清邁的手機號碼及通信地址)： 

* 聯絡電話：+66878018169  * 電郵：lanilwclam@gmail.com 

* 新通訊地址：  

นางสาวรานีเลม         

450 หมู้ 6 ต. ป่าไผ่ อ.สันทราย 

จ. เชียงใหม่ 50210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Miss Lani Lam  

450 Mu.6, T. PaPai, A. SanSai, 

Chiang Mai Province, 50210 

Thailand 

2. 支持奉獻： 

倘若神感動您以奉獻支持 ,  可直接將款項存入香港匯豐銀行帳戶：109-2-026747 或用劃

線 支 票 ,  抬 頭 請 寫 「 香 港 華 人 福 音 普 傳 會 有 限 公 司 」 或 「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HK) LTD.」 ,  請在銀行存款收據或支票

背面寫上姓名、聯絡電話、地址 ,  並註明「支持林慧清宣教士」；寄回  新界屯門新合里

2 號永善工業大廈 14 樓 A 室, 或傳真至：(852) 3743 6519。 

奉獻 100 元或以上可申請免稅收據 , 本會發出之收據是以香港政府財政年度結束一個  

月內寄給個人奉獻者 , 如需要特別提早安排 , 歡迎致電 :(852) 2436-3144 與我們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