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 印度東北宣教士補助計劃報告, （2012 年五月）
親愛的弟兄姐妹平安:
從印度東北向您問安!
謝謝您對 SIM 印度東北宣教士補助計劃的奉獻及代禱, 使得許多印度東北蒙神呼召的宣教士能夠
到神所差他們的地方去使萬人做主的門徒。他們在印度的母會竭力的支持他們，包括每月的薪
資，退休金，述職期的醫療保險及機票，及我們辦公室的行政費等。而印度東北宣教士補助計劃
則補助他們在工場的房租，簽證費，語言學習費，醫療保險，工場辦公室及國際辦公室等的宣教
士關顧費，事工費及子女教育費補助等。感謝神，因著您的代禱及神的恩典，目前已有 21 位宣教
士由 SIM 印度東北差出，另外, 還有 2 準宣教士, 及一些宣教士候選人。 以下是這些宣教士的近
況：
Lalrinmawia 及 Larempuii Renthlei (在泰國服事): 他們預計在五月 12 日
抵達泰國 , 他們將在語言學校學泰文一年, 之後到泰國中部/北部的村子, 一
邊繼續學語言, 一邊開始建立友誼, 佈道植堂。Lalrempuii 懷孕中, 預產其
在八月, 求神保守懷孕及生產都能平安順利。也求神保守他們的簽證的延
簽不會有任何問題。 他們的一些文件必須被在印度的泰國大使館認證, 以
用以續簽家屬的簽證, 求神幫助手續一切順利。
Mary Hnamte (在肯亞服事): 她在三月初抵達肯亞, 將在
索民(回徒)中事奉。經過幾星期的工場職前訓練後, 在四月初開始語言學習, 索語
很不容易學, 對她是一項挑戰。但蒙神的恩典, 她已逐漸適應當地的生活, 也在語
言學習上不斷進步。求神賜她智慧及毅力來學語言, 也有智慧來買家俱。求神也
賜機會和索民建立友誼。
Zhanuo Nagi (在菲律賓服事): Zhanuo 繼續在馬尼拉的 Payatas 兒童
學習中心教導回民的孩子課業輔導, 她將在六月參加一個為回民青

年辦的營會, 求神使用她幫助回民的青少年及兒童歸向主 。菲律
賓的夏天比印度東北炎熱許多, 求神幫助她有夠用的恩典來度過炎
夏。求神也賜智慧及體力, 恩待她學好語言, 並服事那些青少年及孩
子。
Hiakie and Ranteigong Hegui (在南蘇丹服事): Rangteigong 在四月初動耳
朵手術, 感謝主, 手術平安順利。南蘇丹的情況仍很不穩定, 南北蘇丹仍時
有戰事。Hiakie 前陣子忙著把在 Yabus 中學及宣教基地的一些物質運到
Doro, 他們面對許多困難及危險, 有一次北蘇丹的炮彈差點擊中運輸物資
的卡車, 感謝主的保守。因著北蘇丹在邊界區的轟炸, 有許多難民逃到
Doro, Hegui 夫婦每週都去探訪那些難民, 也和他們分享所有的一點物資。
透過他們在神的話語及物資的分享, 那些受苦的難民及當地的教會都很得

激勵。四月中旬, SIM 蘇丹團隊舉行退修會, 使眾宣教士在身心靈都得著復甦, 他們也參加一個門徒
訓練研討會, 使他們有更好的裝備來事奉神。請為南蘇丹的平安代禱, 也求神賜他們智慧, 體力, 健
康及保護, 使他們能繼續在這個困難的國家事奉。
Van Lal Buatsaiha (Buata) (在肯亞服事): 在四月初他和他的同工搬到坦尚尼亞邊
界的索民聚居區, 以便更有效的向他們傳福音。他和當地教會討論, 希望透過讀書
中心, 英文教室等作為福音的橋樑。索民一向排斥福音, 求神親自吸引他們, 也賜
Buata 及教會領袖智慧及所需資源, 來開始這些福音事工。
Khochopeny Odyuo (Peny) (在肯亞服事): 她之前在 Merciful Redeemer 孤
兒院事奉了二個月, 她和院童住一起, 幫忙煮飯, 幫院童洗澡, 帶領晨更
等。當院童願意敞開心, 和她享他們的成長及家庭背景時, 使她很受感
動。當她看到他們為她禱告時, 她的心真是蒙福。從四月起, 她將參與”
拯救受迫害兒童”的事工。去年底, 她的大姨媽過世, 今年三月底, 她的弟
弟又過世, 求神賜下屬天的安慰給她及她的家人。
Tengwath A. Sangma (在贊比亞事奉): 他在 Mukingge 女中教導, 他教授不同的
科目, 也幫助程度較差的學生課後輔導, 帶領一個班級的晨更, 另一個班級的查經,
還有一個班級的主日禱告會等。他的教學及事工的行程非常緊, 求神賜他智慧,
體力及健康, 也求神幫助學生們有智慧學習, 也真認識神, 並在主的恩典及真理上
成長。感謝主, 他已拿到工作簽證。
Remlalliana Fanai (Remlal) (在迦納事奉): 他和他的團隊在過去幾個月經
歷許多病痛及困難, 但神的恩典夠用。”成功神學” 對迦納的教會有很大
的影響, Remlal 寫道: “迦納北部是最貧窮的一區, 當我們提及生活的困難
或苦難時, 人們總能從自己或家人的經歷深深回應。一些教會的年青人問
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對一些人而言: 神似乎很偏愛某些人, 他們渴望找
到他們受苦的原因及答案。但教會所教導的卻是另一類的福音, 不是耶穌
基督的福音, 他們傳的是成功神學 (神要我們成功, 除去貧窮, 讓我們享受
富足等)。”求神幫助迦納的教會領袖教導神的真理 (而非成功神學), 也幫助信徒在神的真理中扎
根。Remlal 也繼續用體育及音樂來向回民傳福音, 並幫助基督徒青年門訓, 求神賜他智慧及機會。
也求神鼓勵當地教會有負擔向回民傳福音。
Khrieko and Nitho Peseyie (在泰國服事): 他們將在五月中完成第一個三年的任期, 感謝主幫助他們,
也使用他們。他們透過分發老花眼鏡而有機會開佈道會, 並建立友誼,
有一些人對福音有興趣, 也開始參加查經班, 所以, 每主日我們定期有
查經團契。Rose 是其中一員, 經過 3 個月的查考聖經, 她願意信靠主並
受洗, 但她的家人卻反對她受洗, 請為她及其他有類似經歷的信徒代禱,
求神堅固他們的信心,幫助他們繼續在主的恩典及真理中成長,也幫助
反對他們的家人也能認識並信靠主。Peseyie 一家將在五月中回印度
東北述職, 求神恩待他們有好的休息, 能重新適應家鄉的生活, 也能有

機會在各教會報告, 並推動普世宣教。求神也幫助他們在泰國的同工有智慧繼續他們所開始的事
工。
Lal 及 Jenny Guite (在孟國事奉, 目前述職中): 他們述職的行程排的滿滿的, 神祝福他們的事工報
告及講道, 有一些人被激勵願意獻身宣教。他們看見貧窮的農村的信徒願意藉著金錢的奉獻來參與
神的普世宣教, 使他們很受激勵。求神繼續使用他們的述職行程, 來推動宣教事工。Jenny 完成急
救的訓練, Lal 也參加宣教領袖訓練課程, 都很受益。他們的二個孩子也很享受交新朋友, 求神幫助
他們在主的愛中成長。Jenny右邊的背, 肩及手臂疼痛, 求主醫治。

FC 及 Seihnai (在不國事奉): 他們繼續學語言,也不斷在進步, 四月份, 他們到不國的中部及
東部旅行, 以更多了解當地情形, 文化, 並練習語言。他們繼續定期和KM姐妹及PM的一家
查考聖經, 做門訓,求神幫助他們不斷在神的真理及恩典中長進。家庭團契聚會人數也在成
長, 求神幫助會友們有負擔向自己的國人傳福音。FC 繼續在電腦中心上課,求神賜智慧學
習。他們的兒子在四月底就三歲了, 但還在爭扎著學習三個語言(母語,英語, 及不國語), 求
神幫助他, 也恩待他能敬畏神, 並在神的愛中成長。
CD 及 Noe Noe (在不國事奉, 目前述職中): CD 在三月底到秘魯參加 SIM 國際領袖會議, 很蒙恩。
四月初到五月他們回緬國述職, 探望 Noe Noe 的家人, 並有一些休息。求神恩待他們有一個蒙恩的
述職。他們在不國的事工繼續進行中, 求神幫助家庭團契會友不斷在神的真理及恩典中長進。
Canberra N. Marak (在南蘇丹服事, 目前述職中): 感謝主幫助她完成第
一年神學院的聖經課程, 她已回到印度東北的家鄉。在神學院期間, 因
著實習課程她接觸到許多回民, 貧窮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孩子, 也拜訪在
印度南部的一個非洲族群。她對這些人很有負擔, 求神打發工人到他們
當中分享神的愛及福音。從去年五月的手術至今,她的傷口仍疼痛, 經過
徹底檢查後仍找不出原因, 求神醫治。也求神賜她體力及健康來在各教
會做事工報告。
Pungosule Angami (在南蘇丹服事, 目前述職中): 經過去年勞累的事工報告及
講道行程, 從今年初起她開始有”耗盡” (burnt out) 的症狀。她到 Shillong 來做
身體檢查, 休息且和諮商師協談。過程很不容易, 但卻帶來神的醫治。她寫道:
“經過這段黑暗的時期, 我開始更多經歷神的恩典及愛, 學習更深的信靠神, 定
睛在祂身上。透過破碎的過程, 我開始容許神在我身上做屬靈的手術, 我逐漸
看見我的不信實, 驕傲, 論斷的態度, 及許多我緊握著卻該放手的事/態度。允
許神在我身上做任何祂認為對我好的修剪¸(即便透過苦難), 需要極大的謙
卑。感謝神, 每一天我靠著神走一小步, 學習抓住祂的應許, 也經歷一點主的
得勝。”求神繼續幫助她在主裡不斷的更新及恢復, 也求神恩待南蘇丹能有和平。
Neiwete Chirhah (在 SIM 印度東北辦事處事奉): 在主任一家述職及之後主
任參與許多會議期間, 他擔任代理主任直到四月初。他也在 Naga 基督徒團
契的退修會中帶領晨更, 感謝主, 激勵年青人願意委身讀神的話語, 在主裡
成長。他在四月中參加 Nagaland 浸信會聯會 75 週年慶, 有機會來會見許多

教會領袖, 之後拜會一些教會推動宣教¸也拜訪一些宣教士的家人。他帶著 Khasi 族的宣教士候選人
Biulanty 到 Garo 山區拜訪教會, 看見 Garo 族的浸信會教會願意支持另一族長老會的宣教士候選人,
實在受激勵。求神賜更多機會在眾教會中推動宣教¸ 也賜他智慧編輯 SIM 印度東北辦事處的雜
誌。
準宣教士: 我們目前有 2 位準宣教士, Vanlalfela 及 Bonga, Vanlalfela 將前往迦納從事佈道植堂事工
正在申請迦納簽證. 求神恩待他能順利前往工場。Bonga 希望前往不國做宣教士教師, 她必需再修
一年教育學分, 預計 2013 年前往工場。
宣教士候選人: 目前有 3 位宣教士候選人還有待完成其他的手續，包括 Jangseng, Biulanty 及
Caroline。求神賜他們智慧及時間來完成一切的要求。 求神在各方面預備他們成為合神心意的工
人, 也引導每一位合適的工場及事工。還有一些候選人面對一些困難, 求神為他們開路。
再次感謝您，透過您的代禱及奉獻，與我們一起差派這些印度東北的宣教士，去從事神呼召他們
去做的普世宣教工作。願神施恩祝福您及您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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