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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設立七十個人，差他們兩個兩個到各城各鄉

時，說：「你們去吧！我差你們出去⋯⋯」路十1。那

時，主只派他們往猶太人當中。主耶穌升天前，對門

徒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門徒服侍的對象已由猶太

人擴展到萬民；因為主耶穌要離開門徒，所以宣告天

國信息的責任就落在跟隨主的人身上。

「出去」實行大使命的人必須抱持以下的心態：

一．胸懷普世的心

作為神的兒女，不容忽視普世福音需要。無論是個

人或是教會，都要存著寬大的胸襟，和遠大的眼光，

不只限於服侍華人群體，也參與普世差傳事工。

根據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11香港教會差遣宣

教士統計簡報】，在494位香港宣教士中，以華人為

服侍對象的有195位（39 .5%），以非華人的有175

位（35.4%），以多元群體的有107位（21.7%）。

那麼，香港的宣教士服侍非華人群體的比例也不低，

這是值得高興的事。盼望華人教會成為胸懷普世的教

會，重點不是建立華人和宗派的教會，而是合乎聖經

的本色化教會。宣教士不怕花兩三年的時間，學習另

一種語言，深入了解當地人的文化和心態，與他們談

心底話。

二．謙卑忍耐的心

香港人普遍效率高，人脈廣，遊歷多，見識博。宣

教士到達工場後，有時會步伐過快，語言文化基礎還

未穩固，便已經想飛，沒有聆聽領袖或資深同工的指

引、循序漸進地工作。謙卑受教、細心觀察，忍耐等

候的態度，均對新宣教士尤其重要，缺一不可。

三．順服跟從的心

順 服 跟 從 主 的 帶 領 ， 非 常 重 要 。 韋 彼 得 博 士

（Pe t e r  Wagne r）曾提出，要選擇莊稼發白或福音

好土的地方去，不要讓哪兒的莊稼爛掉。這是一個很

好的差傳策略，但是如果神帶領我們，去一個福音硬

土，哪怕是花上一生的青春，別人看是極不值得，我

們還是要遵從聖靈的帶領。

順服和跟從主所委派的領袖，應是受差者應有的態

度，在工場上才能有好見證，發揮合一的團隊精神。

無論我們是前往宣教工場，參與短期或長期的事

奉；在跨文化或近文化的地區以專職、帶職或是作支

援宣教的服侍，同樣都有其貢獻；願「出去」的人都

能帶給當地人美麗的祝福！

杜郭慕薇

普世宣教六法（四）出 去

（筆者於1992年加入使團於泰國宣教，2008年起在港參與差傳動員及關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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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聚會（2012年9至11月）
日期 聚會一覽 地點 備註

10/9（週一）晚上7:30 - 9:15 關懷日本小組 使團辦公室 分享：葉靜儀宣教士

27/9（週四）晚上7:30 - 9:15 巴拿巴團契 使團辦公室 另類宣教(二)

22/10（週一）晚上7:30 - 9:15 關懷北韓小組 使團辦公室 須報名參加

3/11（週六）早上10:00 -下午4:00 關懷日本小組退修日營 西貢浸會神學院 須報名參加

10/11（週六）下午2:30-5:30 中國少數民族祈禱大會 九龍城潮人生命堂

23-25/11（週五至週日） 宣教新步伐 播道會迦南道真堂 詳情請參閱封底

服侍性質：教育支援統籌員(亞洲)

支援在亞洲宣教的使團宣教士的
子女

教育服務，須有教育及行政經驗
，樂

於與孩子相處。

東 亞
服侍性質：基層佈道植堂，如探訪由越南及泰國嫁至台灣基層的婦女及家人，與男士喫夜茶及說聖經故事，公園佈道等，需學習台語。

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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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請登入https://www.heart4asia.net/

（筆者於2012年7月加入使團，在東亞創啟地區參與前線支援工作）

上帝的邀請 芥菜子

自2005年神學畢業後，我便加入一所基督教機

構，在香港總部擔任行政工作。機構是在東亞創啟國

家透過專業提供服務，與當地政府有長期合作的關

係。2011年，機構調派我到工場辦公室支援行政工

作。

這段時間我尋求神的呼召和引導，看祂是否要我

長期在工場事奉。

我願意嗎?
開始的時候，我很難適應工場的環境和生活。但

我感受到天父在對我說：「我呼召你來，你願意順服

嗎？」

善用恩賜
在工場，我有機會看《烈火戰車》這齣電影。主

角李愛銳說：「我跑的時候可以感受到神的喜悅。」

於是我想：「我可怎樣善用神給我的恩賜來榮耀祂，

讓祂喜悅？」

祂的回應
前往工場以前，我如此禱告：「神哪，如果你要我

成為長期同工，請讓我遇見由母會差派到這工場服侍

的一對夫婦。」結果，我雖然沒有遇上所認識的那對夫

婦，卻遇見了另一個由母會差派來的家庭。

五餅二魚
在工場事奉了數個月以後，我發現工作的挑戰大得

我無法面對，當想到要長期面對這些壓力時，我的心情

非常沉重！有一天，我靈修時讀到約翰福音第六章關於

五餅二魚的神蹟，神用祂的話安慰我，使我確信，祂是

那位無所不能，獨行奇事的主，不是我有多大能力，我

能夠做的就像那小男孩，獻上神賞賜我的行政恩賜。所

以我向神禱告：「主啊，當我面對困境時，請點燃我的

希望，幫助我信靠你，並且更新我對你的信心。」

記得有一句話說：「往你所差，安你所處，獻你所

有！」願祂的名得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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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77,888.75

海外基督使團 2012年1-7月財政報告
購置現辦公室財務報告

（至2012年7月）
收入(港幣) 支出(港幣)

宣教士支持費 6,221,780.61 6,221,780.61

特別事工 236,400.00 236,400.00

異象推廣 108,946.07 97,801.04

本地支援事工 652,440.32 585,696.60

7,219,567.00 7,141,678.25

報告尚待核數師審核

工人
剪影

財政
報告

海外基督使團

宣教士支持費

（至2012年7月）

禱告目標
港幣172萬

已收奉獻
7,507,370.57

離開語言學校，懷著滿腔熱誠，打算全情投入

大麻教會及學生福音工作的服侍，誰知一開始，神

就讓我遇上不少困難和挫折。

第一個月，在偶然的情況下我遇上幾間教會

的大學生，他們有意舉辦聯合教會的學生聚會，

邀請我一同參與商討，不料卻引起他們教會的牧

者懷疑我別有企圖，藉此想帶走他們的學生。

最後，不單大麻教會牧師、差會領袖都接到投

訴。幸好牧師和上司都知道是一場誤會，並鼓

勵我說：「在日本教會圈中遭受誤會是常有的，沒有需

要解釋，只需要默默忍受，這就是妳在這未來兩年，在

日本教會必須接受的培訓了！」

另外，大麻教會中並沒有大學生，而唯一的兩個高

中生，自4月開始，也很少出席教會崇拜，甚至當我聯

絡他們，他們的反應也很冷淡。我禱告：「主啊！教會

中沒有青少年，學生工作又如何延續？如果不想守株待

兔，在教會等待未信的人的出現，我要往哪裡才能接觸

未聽聞福音的人？」

在日本，為免日本人誤以為我們是耶和華見證人或

摩門教教徒，很少教會會逐家逐戶叩門傳道，而大麻教

會本年的計劃中，並沒有任何佈道性質的聚會。我愈想

心裡就愈是焦急，但是愈主動接觸日本人，他們就愈有

戒心。嘗試了各種方法後，我感到沮喪、迷失，但神對

我說話：「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

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林後一9）

我在不自覺地倚靠自己的經驗、能力，想為主做些

甚麼的時候，神卻叫我看見沒有主，我作甚麼都是徒勞

無功，不能帶給人有永恆意義的祝福。

非勢力、非勢力、
非才能 葉靜儀

主在我的心教導我，叫我不可倚靠自己去計劃，也

不可以倚靠自己以往的事奉經驗，要每天按主給我的機

會行事。當我在主面前哭訴自己的孤單沮喪時，祈禱主

幫助我放下香港人工作狂的節奏，配合日本的步伐，慢

下來留意主給我的時間和機會。

我願意等候主的時間，每天真誠地與每一個遇見的

日本人交往，一有機會就見證主，我只管好好等待，默

默地愛他們，讓他們知道我是基督徒，活著是有人生意

義的。總有一天他們會開放自己，接受我的關心，願意

認識我所相信的神。既撒了種，就耐心等候收割的日

子。

（筆者乃豐盛生命堂會友，2010年加入使團日本工場作佈道植堂事奉）

主在我的心教導我，叫我不可倚靠自己去計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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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李昌盛伉儷（左一、二）

菲律賓
服侍性質：醫療服務
協助使團宣教士為貧民提供醫療服務，
如醫護工作、言語治療、職業治療及物
理治療等。

泰國北部山族

服侍性質：植堂事工

探訪泰北地區，了解山族事工及關懷

愛滋病患者或尋求作長期服侍。

服侍
亞洲

短宣
機會

我倆在中學時代信主，《小婦人艾偉德》、《戴德

生傳》、《戴德生與瑪莉亞》等宣教士傳記伴隨我們

成長。宣教士全然事奉神的生命，令我們嚮往「傳福

音到遠方，使萬國萬民作主耶穌的門徒」的生活。

人生下半場，我們蒙主呼召，一同接受神學裝

備。第一年暑期實習原意是申請跨文化

體驗，但家人發生事故，有需要留港善

後，在使團同工的體恤及接納下，我們便

在香港的辦公室實習。

禱告是使團的核心價值，每天早會我們

為各工場的事工禱告，又彼此代求。我們也

敞開自己，請同工代求，經歷到出人意外的平

安。

工作上，我們協助整理文件、

快訊文章、更新使團網頁；在輯錄

宣教士信函的過程中，我們感受至深！

因著禱告、感恩，我們也和這些忠心愛主

的宣教士同工，靠著那從上頭來的力量，令

世界不再一樣；甚至也激勵我們要建立這個「以神為

首，不住禱告」的習慣。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在實習期間，我

倆一起同工，被分派合力製作使團差傳營營冊時，發

現合作的盲點─自我中心令我倆找不到共識。若不

懂得好好合作，事情不單辦不好，更談不上彼此相愛

相顧。最後，我們實踐「看別人比自己強」，慢慢表

達，耐心聆聽，彼此欣賞，按才分

工，不輕易發怒的行為將二人的關係拉近─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

的果效。」

我們也藉著使團出版的《惟獨基督》、《長江杏

林》、《隱藏基督裏》、《我不再懼怕》等書籍，更深

入了解不同時代的宣教實況，我們懇切向天父祈求：

「主啊！我們也可以這樣服侍祢嗎？若這也是祢的心

意，求祢堅定我們的心，忠心服侍祢！或左或右，或

前或後，或走或停，都樂於順服。阿門。」

（筆者乃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一年級學生）

李昌盛、蘇慎儀伉儷

支援事工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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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美川
東亞創啟地區

資深外科醫療人員服務隊一行十三人，在五天

內共協助了三十一項手術及三個門診病人，所有手

術都很成功。院長說：「從未見過如此高學歷的醫

療人員！」服務隊長途跋涉，跑到偏遠地區，耐心

為病人解釋病情，給年青醫生及護士，教導手術技

巧。他們熱愛生命，不喝酒，不吸煙，充滿愛心的

專業服務，吸引他人去尋找生命和愛的源頭。讚

美主！在繁忙中生活，我們願意停下片刻，檢視

生命的優次，釐定生命的方向，投身有永恆價值

的「生命工程」嗎？

伍國華、顧詩屏牧師伉儷
湄公河流域

感謝神！清邁神學院教授們同心合

一，學生質素提升，努力學習。近年除

了繼續湄公河流域的神學教育培訓，亦看

見地方教會領受差傳異象，探討差派跨文

化宣教事宜。求聖靈在更多教會領袖心中動

工，領導會眾往下札根，向上結果。

蘇媛慈宣教士
泰國

泰語課程四的最後一週，換了新老師，她

一點英文也不說，我不明白她教什麼，還有幾天

就考核了，可以怎麼樣呢？！我與其他宣教士分

享，竟然有另一位宣教士明白我，更分享她曾在

那老師面前哭起來！有人明白我的感受，真好！後

來覺得應該順服，而且要向那位非基督徒老師作好

見證。若天父要這樣安排，我也得好好接受。現在上

課已比前輕鬆！

七 月 的 文 化 學 習

是有關泰國人的禮

儀，包括和尚禮、

婚禮、新居入伙及喪

禮。禮儀背後除了曉

得佛教對泰國人的影

響外，也看到泰國人與

華人一樣，都是很注重

面子的！

夏天
湄公河流域

這幾個月我在國際教會的聚會中認識了

一些來自中國的信徒，聚會之後我們一起

吃飯，分享交通，感到很親切。他們大多

是來學習語言的交換生，並在這裡信主；

也有些是有心志的信徒，希望到這裡服

侍本地人。後來經過一些信徒的安排，

與一些本地的家庭教會配搭，每天上午

到不同的大學接觸新朋友，然後交託

本地教會繼續跟進。我想，當中國教

會也已經起來參與跨文化使命時，

在各方面都豐富的香港教會，更當

奮勇呀！

影子
東亞創啟地區

每年暑假是最忙碌的季節，今年更提早至六月初。這幾個月中心

共接待了四十多隊服務隊！所以今年是最熱閙的，提供服務與接受服

務的人次都創下歷史新高。這段日子，無論在中心校園或在街道上，

隨處可見許多展露著可愛笑臉的人（包括成人與小孩），看見神的賜

福，我們付出辛勞的都是值得的。願榮耀頌讚都歸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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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新步伐
2012年11月23-25日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9am - 5:30pm （午膳12:30 - 1:30pm)      星期六及公假休息

海外基督使團 你的差傳夥伴
香港委員會委員：

盧炳照牧師 ( 主席 )、文子方長老、李日堂博士、

吳𦏵醫生、何志滌牧師、施熙禮長老、

陳大衛先生、梁蘇嘉儀醫生、劉懷鏡律師、

譚毓璋傳道

顧問：陳喜謙牧師、盧家馼牧師

執行主任：杜其彪牧師

同工：徐偉傑、林幗慧、李寶顏、

　　　杜郭慕薇、屈陳素娥、

　　　葉燕群、余吳麗清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欲

□ 索取【24/11差傳工作坊】報名表

□ 訂閱【萬族萬民】（郵寄）

□ 訂閱【使團快訊】（郵寄）

□ 訂閱【東亞呼聲】代禱月刊（電子版）

□ 訂閱【普世華人福音事工代禱信】（電子版）

□ 訂閱【北韓代禱通訊】（電子版）

□ 查詢【服侍亞洲短宣體驗計劃】

□ 擔任使團義工，請與我聯絡

請傳真 2398-2405 或電郵 hk.support@omfmai l .com

回條

聚會
宣傳

宣教新步伐
2012年11月23-25日

講員：馮浩鎏醫生－海外基督使團國際總主任

差傳奮興聚會
23/11（五）晚上7:30-9:30
從萬邦到萬族─宣教趨勢及挑戰

25/11（日）下午3:00-5:30
宣教新一代─青年基督徒與宣教

伍嘉琪

主辦：海外基督使團
協辦：香港差傳事工聯會、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5樓及8樓

差傳工作坊（須報名參加）
24/11（六）下午2:30-5:30

時段一 (2:45-3:45) 
A. 從愛出發－宣教士關懷 馮鄭珍妮宣教士
B. 我適合作宣教士嗎? 杜郭慕薇宣教士

時段二 (4:15-5:15)
C. 專業服侍面面觀 謙謙宣教士
D. 短宣前後多面睇 余吳麗清女士

差傳事工展覽
24/11（六）下午2:30-5:30

2012年
    使團差

傳營花絮

營友心聲
在營會中有很多「硬料」，

但亦有很多宣教士的分享！很享受整

個營會，鼓勵更多人參與短宣體驗！

感謝主讓我認識一班志同道合，有

宣教心志的年輕人！

蘇銘達

感謝神讓我們參加這個營會，

透過和牧者交談，能夠知道若要到海外

宣教的準備。另外，帶敬拜的弟兄姊妹能

帶領我們投入，專心敬拜神。

劉劭鋒

兩位「宣教學徒」的分享，讓

我切實了解宣教工場的情況，擴闊宣

教視野。與宣教士約談，讓我得到有經驗及

資深的同工意見及代禱支持。感謝適切的屬

靈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