ʼΙησοῦς Χριστός ἔστιν ὁ σωτήρ, ὁ ἁγιαστής, ὁ θεραπευτής καὶ ὁ βασιλεύς ὑμῶν ὁ ἐρχόμενος
宣道會「四重福音」：耶穌是我們的救贖主、成聖者、醫治者和再來的君王

2021 年 12 月份聖誕信件
祂曾經降生為人，使萬民得著平安；祂也將要降臨，使萬國降服於祂！
ὅτι παιδίον ἐγενήθη ἡμῖν, υἱὸς καὶ ἐδόθη
ἡμῖν, οὗ ἡ ἀρχὴ ἐγενήθη ἐπὶ τοῦ ὤμου
αὐτοῦ, καὶ καλεῖται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μεγάλης βουλῆς ἄγγελός, θαυμαστὸς
σύμβουλος, Θεὸς ἰσχυρός, ἐξουσιαστής,
ἄρχων εἰρήνης, πατὴρ τοῦ μέλλοντος
αἰῶνος· ἐγὼ γὰρ ἄξω εἰρήνην ἐπὶ τοὺς
ἄρχοντας, εἰρήνην καὶ ὑγίειαν αὐτῷ. μεγάλη
ἡ ἀρχὴ αὐτοῦ, καὶ τῆς εἰρήνης αὐτοῦ οὐκ
ἔστιν ὅριον ἐπὶ τὸν θρόνον Δαυὶδ καὶ τὴν
βασιλείαν αὐτοῦ κατορθῶσαι αὐτὴν καὶ
ἀντιλαβέσθαι αὐτῆς ἐν κρίματι καὶ ἐν
δικαιοσύνῃ ἀπὸ τοῦ νῦν καὶ εἰς τὸν αἰῶνα· ὁ
ζῆλος Κυρίου σαβαὼθ ποιήσει ταῦτα.1

「因有一嬰孩給我們誕生，有一兒子
給予我們，屬他的政權落在他的肩
膀，他的名字被稱為偉大策略的使
者、奇妙的策士、強大的神、大權能
者、和平的領袖、臨近永恆的父。我
將平安給予眾領袖，把平安和安康歸
於他。他的政權是偉大，他的平安在
大衛寶座上是無限的，他以法令和公
義來堅固和協助他的王權，從今直到
永恆。萬軍耶和華的熱忱必會成就此
事」（七十士希臘文版以賽亞九 67）。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聖誕平安！
世界性的新冠病毒瘟疫已肆虐兩年多了，現時全球已有超過五百萬人因感染這病毒而死
亡，雖各民各族都竭盡全力抗疫，但仍不免擔憂及恐慌，怕被感染而健康受嚴重虧損，甚至
性命也難保呢！感謝神賜不同國家的醫療藥物研究人員埋頭苦幹他努力研發出合適疫苗，使
我們可以因接種了疫苗而減輕恐懼和憂慮。但願這疫情能早日全面受控，我們再不需要配戴
口罩及被強制隔離，生活重歸正軌，可以自由自在的選擇心儀旅程，向世界飛奔雀躍！
11 月中的香港天氣仍然和暖，到處已張掛了耀眼奪目五光十色的聖誕裝飾，展視彩色
繽紛，無限歡樂的景象。感謝主耶穌兩千多年前道成肉身，降世為人，為救贖我們，死於十
架，成就了神為人類所預備的救恩！
2021 年是學習安靜等侯的一年，因西歐各國疫情嚴峻，我們 (一群宣教同工) 被逼滯留
在香港，雖活在平凡又單調的生活中，卻經歷神無盡恩典，預備重新得力，為主再次出發，
承擔福音使命！
我們向神感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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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有一年多未能踏足德國宣教工場，但從 20 年

主後第五世紀亞歷山大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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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起，我們為繼續鼓勵多蒙恩典堂的弟兄姊妹，開設了線上主日敬拜聚會及週日查經
班，牧養他們是神的祝福，為此服侍，我們的普通話也進步了。同時，志雄也透過視像
科技，關心在法蘭克福南部的差會同工吳鐘音牧師家庭，為他們的事奉工作代禱，感謝
主的安排及保守，他一家都在主內安好！


秀卿媽媽(89 歲) ，曾於 9 月 26 日因肺炎昏迷，在家跌倒，家人立即送她去醫院，幾天
後，感謝神她精神回復正常狀態，可以返家生活。她現時仍在家中休養，主保守她平安，
可以照顧自己，願意操練禱告，學習倚靠神，放下憂慮，情緒比前穩定，感謝主恩典。



敬旨找到一份心儀的新工作，又租到一所較寬敞的新房子與太太居住。他感謝神供應，
願意繼續努力工作，更多參與教會生活。



住在倫敦的敬心已順利搬屋，取得執業律師牌照，在公司新部門工作，深得上司們欣賞，
為她舉辦了一個慶祝派對，得到同事們滿滿的祝福！她又掏腰包買了一座新的電子琴，
可以重新練習彈奏，希望將來可以用音樂恩賜服侍神！



我們夫婦感謝神賜健康和服侍祂的機會，每星期幾天在差會辦公室工作，寫講章及文章、
約見宣教同路人、輔導有心志宣教的肢體，舉辦訓練及講座、關心德國工場的同工及弟
兄姊妹，參與差會的信徒宣教同工訓練等，主祝福我們每天可完成各項聖工，生活為主
而努力。



感謝神，志雄已完成了四分之三的博士論文研究，他得到 2 位大學老師的指導、提示及
鼓勵，盼明年三月可完成論文的初稿，六月前完成修訂，安排遞交論文，徹底完成此項
使他勞心勞力的學習。



感謝神賜各堂會及個別弟兄姊妹多年來不離不棄的愛心和信任，支持我們的宣教服侍，
常為我們禱告，參與艱難的屬靈爭戰：包括母會宣道會觀塘堂、宣道會牛頭角堂、宣道
會將軍澳堂、宣道會富山堂、宣道會東涌堂、英國曼徹斯特宣道會教會和永生磐石教會
等，願主復興他們，成為主發大光的燈台！

懇請繼續為我們禱告
1.

求主幫助德國政府有智慧處理惡化的疫情，在十一月底每
日平均感染新冠病毒人數上升至五萬人。

2.

又求主預備明年與 L 傳道夫婦去德國兩個月的宣教體驗
旅程，在安排時間及流程上順暢，靈性得造就，確立宣教
異象。

3.

求神賜健康、力量及屬靈的智慧給我們夫婦，可以繼續向
前為祂作工：順利完成建道神學院的教學錄影、每月講道
及訓練材料等。

4.

求神供應我們足夠的宣教經費，免成為差會的擔子。

5.

敬心已安排明年 1 月 8 日回港探親，求主帶領她的旅程，在行程上順利，可以平安回到
香港及接受隔離，與家人和朋友們共度愉快的農曆新年。

6.

求主幫助志雄可於明年準時呈交研究論文的初稿給督導老師，在修改上順利，早日可安
排面試。

7.

求主幫助未信主家人早日歸主，秀卿媽媽有健康照顧自己，懂得常常祈禱倚靠神。

8.

求主祝福各支持我們的堂會及弟兄姊妺，報答他的愛心，繼續努力向前服侍，可領更多
2

יֵשׁוּﬠַ הַ מָּ ִשׁיחַ הוּא הַ גּוֹאֵ ל וּהַ ְמּקַ דֵּ שׁ וּהַ רוֹפֵא וּהַ מֶּ ֶל הַ שָּׁ ב לָנ

ʼΙησοῦς Χριστός ἔστιν ὁ σωτήρ, ὁ ἁγιαστής, ὁ θεραπευτής καὶ ὁ βασιλεύς ὑμῶν ὁ ἐρχόμενος
宣道會「四重福音」：耶穌是我們的救贖主、成聖者、醫治者和再來的君王

人歸主。又求主保守祝福香港，全球疫情早日完結！
在此恭祝各位聖誕快樂，蒙主祝福進入豐盛的新一年，每天從上得力為主而活！

主僕
志雄、秀卿
敬上

「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申 11：12 下)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
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 14：27)

聯絡：
電話/WhatsApp：(+852) 68510192

電郵：Lydiashleung31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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