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宣 2021 指引                                                     1 

青宣計劃 2021 指引  

一、 青宣的理念 

目的： 提供機會讓青年人認識及體會向福音未及群體傳福音的迫切性，期盼為華人教會及

宣教工場增添年輕的生力軍 

 

1. 四個重要元素： 

1.1 語言及文化學習 

1.2 專題研習及團隊活動 

1.3 參與當地人交流與互動、服務、當地民居住宿體驗 

1.4 整合生命、綜合反省及學習評估 

 

2. 參加者角色： 

2.1 必須出席行前培訓所有內容，方能出發 

2.2 行程內必須出席一切指定活動、不許單獨行動 

2.3 必須有主動學習、自律、肯服從及有受教的心 

2.4 必須出席旅程後的檢討跟進，並願意在完成青宣後一年內，積極參與和協助教會

推動差傳事工 

 

3. 參加者教會角色： 

3.1 甄選及推薦合適參加者申請參與青宣 

3.2 批准或協助參加者於教會內籌募最多 2/3 團費 

3.3 核准及推薦有需要的參加者申請青年宣教基金 

3.4 於完成青宣後一年內，給予參加者機會積極參與和協助教會推動差傳事工 

3.5 派出代表出席行程前之誓師大會(6 月 19 日上午 11:30-1:00)及行程後之「差會月

禱會——青宣分享」（日期暫定 8 月 16 日晚上 7:30），支持參加者 

 

4. 差會及差會同工角色： 

4.1 面見甄選及取錄合資格的參加者 

4.2 工場同工(宣教士)：策劃及安排當地訓練與活動 

4.3 隨團導師(香港差會同工或宣教士)：協調、聯絡、緊急支援、屬靈導引等 

 

二、 參加者資格： 

1. 18 至 35 歲信徒 

2. 信主兩年或以上，並有傳福音心志 

3. 操流利普通話 

4. 得到教會牧者推薦及通過差會面試 

5. 主動學習，自律、肯服從及有受教的心 

6. 願意謙卑學習跨文化體驗、具團隊合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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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團費籌募指引 

1. 參加者必須自行承擔 1/3 團費 

2. 教會必須批准參加者於教會內籌募團費  

2.1 教會可自行決定資助參加者與否 ，惟建議教會直接資助的金額上限為 1/3 團費，

讓參加者學習與更多支持者分享異象 

2.2 如教會資助團費，請教會在財政預算中預留資助金額 

3. 其餘團費，參加者可以向任何人士(包括其他教會人士)籌募  

3.1 以上第 2 及第 3 項之團費合共上限為總團費 2/3 

3.2 差會期望參加者能體驗宣教士籌募經費的信心歷程，故參加者須要向教會內外人

士籌募其餘團費，不單學習籌募團費和操練信心，更可向別人分享青宣的意義 

參加者自付 參加者籌募 

(教會資助、向教會內外人士籌募) 

1/3 團費* 2/3 團費 

*如有經濟困難者，可申請本會的青年宣教基金 (詳見「青年宣教基金申請指引」)  

 

四、 「青年宣教基金」申請指引 

1. 申請資格 

1.1 年齡必須為 30 歲或以下（以 2021 年 7 月份計）及 

1.2 經濟有困難而未能負擔團費 及 

1.3 得到教會推薦申請資助 

2. 申請程序 

2.1 合資格申請者可向差會索取申請表，並必須得到教會牧者/負責人推薦、同意及簽

署 

2.2 截止申請日期﹕2021 年 5 月 1 日 

2.3 差會於接獲申請一星期內通知批核結果及批核金額，最高資助金額為 1/6 團費，

並納入「參加者自付」部分 

例子：以團費為港幣 17,700 元計，因經濟出現困難向差會申請青宣基金資助，其支

付團費詳情如下： 

參加者自付 青宣基金資助 參加者籌募 

(教會資助、向肢體籌募等) 

1/6 團費 (港幣 2,950 元) 1/6 團費 (港幣 2,950 元) 2/3 團費 (港幣 11,800 元) 

3. 審批原則 

3.1 差會會公平審閱每份申請，及認真了解申請者的經濟需要，並參閱牧者的意見以

作出決定，惟差會可能視情況批核少於 1/6 的資助。 

五、 其他 

1. 差會期望每位學員邀請最少五位代禱者，守望是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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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加者須填寫「免除意外／傷亡賠償意願書」，表示明白差會會盡力照顧參加者及其

安全，但若遇財產損失、疾病、任何意外或人身傷亡、綁架及勒索等事件，其一切責

任乃屬自負。 

青年領袖跨文化宣教體驗計劃(青宣)——常見問題 (FAQ) 

1 團費包括甚麼？ 

1.1 團費包括： 

➢ 行前培訓費（四次共約廿二小時之培訓） 

➢ 機票(包括燃油附加費及機場稅) 

➢ 簽證費（香港參加者） 

東亞：回鄉卡／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 

如持有其他護照進入以上區域，費用及申請手續可能不同，請即時通知差會，

參加者或須補回差額 

➢ 往返深圳機場之巴士費 (如適用) 

➢ 膳食 

➢ 住宿 

➢ 工場當地交通費 

➢ 語言學習費 

➢ 大會安排之活動參觀費 

➢ 導師費 

➢ 工場及差會行政費 

 

1.2 團費不包括： 

 旅遊保險 (必須自行購買) 

 疫苗注射費 

 非大會安排之活動參觀費 

 香港交通費 

 香港膳食費用 

 個人零用 

 

團費大致收費如下*：  

工場 東亞 

團費 (HK$) 17,700 

*最後可能因機票或其他費用與預算出現落差而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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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前培訓何時舉行？  

培訓 日期 時間 地點 

行前培訓(一) 1/5 (六) 0900-1600 差會辦公室 

行前培訓(二)兼退修會 22/5 (六) 0900-1800 待定 

行前培訓(三) 5/6 (六) 0900-1300 差會辦公室 

行前培訓(四)及誓師大會 19/6 (六) 0900-1300 差會辦公室 

 

3 行前培訓內容 

3.1 培訓主題包括： 

範疇 主題 

引言及導論 認識青宣、穆斯林宣教的迫切性、 

如何與支持者分享異象 

伊斯蘭信仰 正統及民間信仰、伊斯蘭與基督教之異同 

福音策略與進路 福音與文化、如何與穆斯林分享基督、 

屬靈爭戰禱告 

工場實務 團隊建立與衝突處理、工場介紹、 

封閉地區之溝通技巧（3D 安全溝通） 

  

4 何時繳付團費？ 

到期日 繳交團費比例  東亞 

  團費總計 $17,700 

報名時 港幣 100 元 $100 

1/5 行前培訓(一) 繳交參加者自付部分 

(佔總團費 1/3*，上述 100 元計算在內) 

$5,800 

5/6 行前培訓(三) 繳交 1/3 團費 $5,900 

19/6  繳交 1/3 團費^ $5,900 

* 申請青宣基金資助者，仍須先繳交 1/3 團費，以便差會安排訂購機票等事宜。獲資助之

團費將於稍後發放 

^ 全部團費必須於 6 月 19 日或以前遞交。如學員未能籌募足夠經費，請參閱本文件第 8

項的處理辦法 

 

5 教會如何協助參加者籌募團費？ 

5.1 教會可自行決定是否： 

➢ 資助團費（建議最多直接資助 1/3，以鼓勵學員分享異象，並經歷信心功課） 

➢ 負責管理籌募之團費 

➢ 簽發免稅收據予奉獻者 

5.2 教會可提供的協助方法（僅供參考）： 

➢ 在聚會或崇拜程序表中向教會弟兄姊妹發出籌募邀請 

➢ 准予參加者於教會內向弟兄姊妹籌款 

➢ 安排時間讓參加者分享 

➢ 代收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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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若教會代收團費，請將已收集團費以劃線支票形式（抬頭祈付「前線差會有限公司」）

寄給差會，差會將簽發免稅收據予教會，差會將不會簽發任何收據或免稅收據給個

別奉獻者 

5.4 參加者須主動聯絡及跟進教會有關此部分的進度 

 

6 參加者應如何籌募、管理並遞交團費？  

6.1 管理經費是每一個宣教士必須學習的功課，故請以誠實和謹慎的態度來處理每項奉

獻 

6.2 籌募方法： 

➢ 參加者可以自行以各種方式（撰寫及派發代禱信、安排分享會或祈禱會、相約

面談等）向人介紹此計劃的目的及需要 

➢ 因差會服事穆斯林群體，參加者須學習和使用代號撰寫代禱信，請參加者於第

一堂培訓、學習如何撰寫這類代禱信後，才正式開始籌款 

➢ 參加者應主動與教會牧者商議籌募方法之可行性，並須先得到教會批准方可進

行 

➢ 參加者必須利用差會的「團費籌募表格」收集團費 

6.3 奉獻處理步驟： 

➢ 參加者利用「團費籌募表格」收集個別奉獻者的捐獻，必須記錄奉獻者資料及

妥善保管獻金 

➢ 於行前培訓（參第 4 項）當日親身遞交： 

a. 該筆團費的劃線支票（抬頭祈付「前線差會有限公司」，並於支票背後寫上

參加者的名字）或 

入數紙（匯豐銀行戶口：548-115153-001 中國銀行戶口：012-352-0-006820-6，

於存根背後寫上參加者名字）或 

轉數快（名稱：FRONTIERS LIMITED 轉數快編號 (FPS ID)：0609388）及 

b. 該筆團費之團費籌募表格 

6.4 注意事項： 

➢ 差會只會按團費籌募表格的資料發放個別奉獻的正式收據 

➢ 差會只接收支票或入數紙，現金恕不接受 

 

7 假如籌款超過團費所需，該怎麼辦？ 

7.1 如籌款超過目標團費，請參加者盡快向奉獻者說明籌得的款項已超額，奉獻者可選

擇繼續奉獻給差會的青年宣教基金(簡稱：青宣基金)或停止奉獻 

7.2 一切已付予差會的團費概不退回，超出目標的團費會自動撥入本會青宣基金，或以

補貼同屆未能成功籌募足夠經費的學員 

7.3 如籌款是經由教會處理，教會可自行決定撥入教會的差傳經費或支持本會青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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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假如籌款不達目標，該怎麼辦？ 

8.1 若學員預計未能籌募足夠經費，須於 6 月 19 日或以前知會差會。差會將記錄在案，

並於收集所有團友的籌款表時，了解有沒有其他參加者籌款超過 2/3，並用以補貼

籌款不足的學員 

8.2 若最終仍不足以補貼團費，學員須負責餘額費用，並於 6 月 19 日或以前繳交。但該

參加者可利用另一份籌款表格，繼續籌款，截止籌款日期為 8 月 16 日，差會將按籌

款數目發還款項予有關肢體 

 

9 假如取錄後因事退出，可以退回團費嗎？ 

9.1 所有已付予差會的團費概不退回 

9.2 如差會預先代參加者支付部分費用，例如機票或簽證費等，退出者仍須支付該費用

予差會，差會亦會退還已代購之機票等予退出者 

 

10 假如團費不敷應用或有盈餘，差會會怎麼處理？ 

10.1 青宣基金將支付一切不敷 

10.2 所有盈餘則撥歸本會青宣基金，作為支持日後青宣事工，或支持當地宣教工場之用 

 

11 我可以找家人代付團費而不向外籌募嗎？  

11.1 我們不建議你這樣做，因為所有宣教士都必須經歷籌募經費這一步 

11.2 籌募的目的，是要讓其他人也有份參與宣教工作，得著祝福。在過程中，你能與人

分享你宣教的異象、工場的需要以及代禱的事項，一來可使其他人明白你的情況，

二來可加強自己宣教的決心，三來可操練對神的信心 

 

12 撰寫代禱信有甚麼技巧？（詳情將於第一次培訓講解） 

12.1 3I: 

➢ Inform 分享 

1. 青宣是什麼/工場是怎樣/參與青宣的期望 

2. 您對宣教或穆宣的異象/您預期的困難和代禱需要 

➢ Inspire 激發 

1. 引起別人的關注和宣教熱情，鼓勵透過金錢奉獻和代禱來支持你的旅程 

➢ Involve 參與 

1. 告訴他們可以怎樣參與，例如如何奉獻、如何收取代禱信等 

12.2 代禱信撰寫小貼士： 

➢ 不要將宣教士的真實姓名及工場地點寫出來，宜以代號、隱晦字眼代替 

➢ 不張貼宣教士、福音對象及差會同工樣貌的相片在信中，如必須刊登，則請把

樣貌遮蓋 

➢ 不可將信件轉發、放上網站或社交媒體如 Facebook、Whatsapp 等，可在信中加

入提示句子：「只供個人閱讀，請勿轉寄他人、公開張貼或上載於網頁，謝謝！」 

➢ 不透露敏感字眼，以免帶來危險：「宣教士」、「傳福音」、「耶穌」、「教會」等，

詳細安排將於培訓時講解 

➢ 避免批評當地人民或政府，多分享正面訊息或轉化為代禱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