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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於2019年1月30日
正式註冊成立，並在同年10月4日獲香港稅務局認可為慈
善團體，而銀行戶口亦於2020年12月中旬開通。從成功註
冊到2021年底的這三年，也是 SAT-7 International (SAT-7)
面對新冠肺炎引發的各樣限制和多處封城而產生不少困難
的時刻。然而，大能的主仍在中東及北非地區不斷使用
SAT-7 衛星電視和數碼媒體，支持當地的族群教會肢體，
陪伴他們走過動盪和艱辛的歲月。
SAT-7 Hong Kong Limited (SAT-7 HK)

Making God's Love Visible

事工匯報
祈禱會

事工推廣

祈禱是我們服侍的基礎，也是
領受上帝恩典的管道。除了內
部的禱告會外，過往三年我們
籌辦了多次的網上祈禱會，邀
請了來自埃及、伊朗、和黎巴
嫩的 SAT-7 同工，帶領我們認
識他們的服事，如何透過相關
的媒體事工，接觸當地的觀
眾，大家都有機會為他們代
求。

因著疫情的阻礙，過去一年的
實體分享機會不多，但主仍然
讓我們在不同宗派的堂會的崇
拜中、差傳祈禱會中、團契中
分享上帝在中東和北非的奇妙
作為。

我們在去年有機會向一些差傳
機構及在工場服侍的同路人分
享，願天父使用媒體機構與工
場服侍的同工彼此配搭，在禾
SAT-7 總部的同工每週亦與各
場裡幫助有需要的肢體，讓他
地的同事和事工夥伴一起禱
們得到造就和支援，又能幫助
告，歡迎關心 SAT-7 事工的肢 更多的人得聞耶穌基督的福
體一起為上帝的事工舉手祈
音。
禱。
去年九月，我們配搭教會及差
會一起分享在塔利班第二次控
制阿富汗後當地信徒的情況，
資源翻譯
以及 SAT-7 PARS (波斯語頻
道)如何通過多個Phone-in及其
SAT-7 總部及其他地域的事工
夥伴多以英語發佈事工消息、 他節目來鼓勵和支援當地的信
生命見證、代禱需要等資源。 徒。
我們暫時未有全職同工協助翻
譯，但感恩去年有不同的義工 中文媒體
協助，把文章、Facebook 信
息、讀者留言、代禱需要、影 SAT-7 HK 為了配合異象分
音視頻翻成中文或配以中文字 享，亦逐步建立了相關的中文
幕，讓更多的華人肢體可以了 資源和社交媒體，包括網站、
解到中東及北非的一些事工近 Facebook、Instagram 和
況。
YouTube，讓更多年青的朋友
可以認識到 SAT-7 事工的需
要。

其他事項
成立之後、租用了一個小小的辦公室，感恩神在
2021年下半年、帶領兩位部分時間同工來協助我們的會計及行
政事項。與此同時，上帝亦添加了幾位義工協助翻譯、編輯等
服侍。
SAT-7 HK

年第4季神帶領兩位董事離任、亦同時帶領了兩位新董事
加入。我們歡迎兩位牧者加入團隊，亦非常感激兩位剛離任的
董事，他們從起初就盡心竭力，幫忙建立 SAT-7 HK。
2021

財政報告
2021年是我們首年有銀行戶口收集教會、團契、機構和弟兄姊
妹的支持奉獻。
全年奉獻收入: 港幣2,479,215元
利息收入: 港幣115元

備註
*因2021年尚未聘請到全職同工，薪金及強積金的開支比預算少10萬元
#有愛心肢體為機構直接支付辦公室租金至11月，故營運費全年節省近5萬元

年計劃

2022
推廣異象

翻譯資源

縱然疫情的盡頭看不清，我們仍計劃
在2022年接觸更多的教會、團契和
弟兄姊妹。或許未能舉辦大型聚會，
但我們將以小組形式來向弟兄姊妹介
紹 SAT-7 的異象、事工及上帝的奇
異恩典，歡迎大家聯絡我們。

本地肢體對中東及北非的認知比較陌生，我們會翻譯
更多的資源，讓大家對這一帶地域的信徒境況、福音
禾場、生命見證、屬靈爭戰以及神蹟奇事有更多的了
解。
建立團隊

本地事工
有鑑於本地有教會及機構關心來自
中東及北非滯留在港人士(包括成年
人及小朋友)，我們計劃接觸這些教
會和機構，了解他們的事工後，尋
找合作的機會，並推介 SAT-7 的節
目予他們服侍的對象，讓這些人都
可以在港觀賞到用阿拉伯語、土耳
其語和波斯語播放的福音電視和教
育節目。
Partner@sat7hk.org

為了節省更多的財政資源以便可以投放在事工上，我
們需要尋覓和建立更多的義工團隊。另方面，我們亦
感受到需要有全職同工來統籌和發展事工，所以需要
聘請受薪全職同工。歡迎有心志服侍基督的肢體，無
論是想擔任同工或義工，直接聯絡我們。
呼喚勇士
我們著手籌辦恆常的祈禱會，為 SAT-7 (總部及本地)
的事工、同工、服侍對象等恆常代禱，若您有負擔於
禱告服侍，歡迎聯絡我們。
SAT-7

義工招募 sat7hk.org/get-involved

隨著中東地區情況的發展，信
徒經歷出人意外的平安、兒童
知道神是愛他們的天父、尋道
者上下求索。這一切都鼓勵著
我們繼續努力，在不同的平台
傳揚祂的故事。
首席執行官文麗雅

SAT-7
The Partnership Gathering 2022

今年預算
在中東及北非二十多個國家播放衛星電視，又
在互聯網上建立串流式平台和智能電話應用程式，讓
觀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收看到節目。我們將會接觸更
多教會、團契、機構及個人，見證SAT-7的事工在中
東及北非地區的影響，並鼓勵大家恆常地奉獻支持，
讓 SAT-7 繼續將神的愛讓人看見。
SAT-7

我們計劃在2022年籌募160多萬港元的經費，用以
支持 SAT-7 製作及廣播節目、支援本地事工以及
SAT-7 HK 的日常運作，各項預算列於下表。若您有
感動支持上帝的國度事工，請聯絡我們。
年預算表

2022

結語
仍在起步，但我們事奉的
主，是一位豐盛賜予的神。歡迎您
邀請我們分享、聯絡我們、探訪我
們、與我們同行、成為我們的同工
或義工，大家彼此攜手、建立
SAT-7 HK 主內一家。
SAT-7 HK

今日，在主耶穌出生的地方、早期
教會使徒足跡遍及的地域，教會仍
受逼迫、人們仍受煎熬。願我們銘
記，救主捨身的愛，是為您、是為
我、是為眾多在中東和北非地區還
未認識主名的人。在紀念基督為我
們犧牲並復活的季節，讓我們一起
領受上帝的差遣，為祂的國度努力!
董事會
2022年4月1日
SAT-7 HK

董事:

的支援均來自個人、教會和慈善團體。
全賴大家的慷慨和愛心捐獻，SAT-7 的事工才
得以持續，改變更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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