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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你同意與否，今天全球七十億人口中，超過三

份之二的人是未曾敬拜這位獨一的神。神容許海外基

督使團仍然存在至今近一百五十年，相信是宣教使命

還未完成吧！

自1865年戴德生創立中國內地會，福音透過宣教

士的生命進到中國內陸，有許多感人的事蹟激勵著我

們，不論是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或1950年所有宣

教士撤離中國，都不能叫內地會/使團放棄東亞福音未

及群體。過去十年，神把宣教士人數加添給使團，由

不足一千人增加至一千四百多人；一方面我們相信神

垂聽了禱告，另一方面神實在從教會中興起了祂的工

人，願意為神的國度，越洋過海的前往東亞各地工場

學習語言和文化，為叫東亞萬民從他們生命中看見這

位救贖主耶穌基督。

2015年，使團便踏進一百五十週年，神給我們的

使命依舊，卻有新的挑戰：就是使團的架構重整，務

使這大家庭成員在事奉中有更多支持，更靈活地面對

這世代福音的需要。當更多傳統的宣教工場限制續發

宣教士簽證時，同工要轉換身分或工作的平台，去迎

合工場的需要，例如透過營商、專業服務，甚至社區

發展等，務要發揮作鹽作光的見證。

今天我們所禱告的，就是求神帶領更多願意回應神

呼召的人和教會，一起承擔這未完成的使命。使團香

港區定下三年禱告目標，就是從香港增派二十位新宣

教士。今年我們面對有人願意出去，但卻缺乏願意承

擔的差遣教會。祈禱更多教會願意從兒童開始推動差

傳教育，栽培更多胸懷普世的基督徒。

親愛的教牧長執，神學院講師，基督教機構同道，

當我們在神面前領受了不同的恩賜，能否讓我們一起

同工，彼此扶持，成就美好的見證？我看見在台灣的

教會，因著不同宗派的教會牧者一起禱告，以至神的

工作快速發展；求神感動香港的教會，為了在各地都

看見人敬拜那獨一真神，讓我們從一起禱告開始，活

出合一的見證	，完成使命！

 (筆者乃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

杜其彪

迎向150週年

新的

「正是在沒有敬拜的地方，

宣教事工才存在」約翰派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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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宣
機會

其他需要？

「有一天我要回到我的家鄉，那裏清山常在，

綠水長流……」

在日本東北某臨時安置區，宣教士與一班311

海嘯餘生者一起唱著這首日本名曲〈我的故鄉〉。

可惜的是，對於這些被迫離開家鄉的日本人，即使

有機會回去，也不可能重遇昔日的青山綠水。

日本東北受災地區目前有903個臨時安置區，

有52,305個家庭，約150,000人以此為家。由於

災區面積廣泛，加上核幅射威脅，政府仍未落實重

建規模，十年八載之內遷離「臨時」安置之所，對

災民來說可能都是奢望。

日本東北地區，向來是福音未及之地，教會數

目屈指可數。311災難，各區基督教會難以獨力回

應，反促成教會之間的合作，同心携手賑災關懷。

災後第二年，當世人的關注漸漸轉向時，基督徒不

離不棄的支援、陪伴與聆聽，使災民得著安慰。

麥邁克

（筆者乃美國人，於1984年加入使團日本工場宣教）

請登入 https://www.heart4asia.net/ 或聯絡 hk.serveasia@omfmail.com

你有長期宣教的心志嗎?

一步又一步
311災後回顧與展望

因著各地肢體對311事件的禱告與奉獻，使團在2011

年夏天調派我倆駐岩手縣帶領及推展這個為期兩年的項

目。在2012年2月，我們進駐山田市，在那裏建立了「每

一步中心」，盼望與災民同心一步步前行，將目前的困境

應付過去再算。同月，神帶領高橋牧師夫婦加入團隊，被

分派到附近的釜石市統籌另一個同名的中心。過去一年

多，單在山田市已接待了500多位義工，他們參與各類

短期服侍，包括接觸來到中心吃茶、閒聊、參加活動的

災民；又為災民舉辦活動、送上日常消耗品，聆聽他們

的故事等。

使團盼望兩所中心能逐步轉型為教會，成為日本福音教

會聯會會員。高橋牧師將肩擔釜石市的事工，我倆將於今

年九月返國述職，正等候宣教士及日本信徒接捧。由一個救

災中心，有序地蛻變為一個長期的植堂事工，當中有很多細

節，需要敏銳的觸覺和智慧去決定。

過去一年，為神恩領使團與災民同行感恩。面對如此重

大的災難，我們驚訝災民的靭力，也明白我們能付出的是何

等有限；但每一天我們深信神會悅納這微小的擺上，並以此

去祝福那些我們所遇到的人。請大家繼續為日本這福音硬土

禱告！

服務機會 地區 概覽 資歷

教育服務／	

關懷事工

東亞創啟地區 參與宣教士子女宿舍的支援及教育工作，建

立和維持溫馨的宿舍環境，提供膳食，保持

宿舍清潔等。另外擔當父母的角色，負責關

顧及教導青少年正確的價值觀

青少年教育工作者或相關教學經驗	 (初

中/高中)，已婚夫婦可考慮舍監一職，

負責關顧工作

圖書館館長培訓／	

佈道植堂

柬埔寨農村 透過社區項目如興辦圖書館，讓其成為農村

的學習中心；培訓農村圖書館館長，並藉此

推展佈道植堂事工

熟悉圖書館運作和管理（具備專業資格

／兩年以上相關經驗），須學習語言，

具備神學或跨文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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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332,498.17

海外基督使團	2012年1-12月財政報告

購置現辦公室財務報告
（至2012年12月）

收入(港幣) 支出(港幣)

宣教士支持費 10,635,969.72 10,635,969.72

特別事工 1,162,521.50 1,162,521.50

異象推廣 181,298.60 141,186.16

本地支援事工 1,321,513.23 1.029,127.50

13,301,303.05 12,968,804.88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禱告目標

港幣153萬

已收奉獻
7,698,570.57

感謝神，在ＳＢ一鄉鎮小學服務已有三個

學年。

今年學校的義工培訓和情緒管理小組中，

有兩位男孩River和Cloud。

R i ve r是由學校老師介紹參加義工培訓的，原

因是老師感到River是「壞孩子」，沒有愛心，希望

透過培訓讓這個「壞孩子」有改變。不過，在培訓的

第一課，我邀請參加者寫下他們的期望時，卻看到另一

個畫面。

River說：「老師覺得我是壞孩子，我想證明我是有

愛心和可以做好的」。結果，Rive r在培訓中表現投入

及認真地完成實習活動。其實，做義工不是品學兼優的

孩子的專利。透過這個機會，讓我們看見「壞孩子」心

底的一份愛心和能力。

蘇愛民

（筆者於2010年加入使團，在東亞創啟地區服侍）

另外，情緒管理小組中的Cloud十分乖巧，樣子

純良，誰知道其他孩子卻十分討厭他，為此我作出了

解，原來Cloud在小組以外的表現很不一樣，常與同

學打架、向同學吐口水及與老師爭吵。當我知道這些

事情，我嘗試在小組中特別留意他。他曾經提過家

中的哥哥常欺負他，恐嚇他，他心中常常有害怕的感

覺.. . . . .

經過五堂情緒管理小組，Cloud在小組以外的表

現仍是不理想。但是，我嘗試在小組中引導其他孩

子，學習「將心比己」，對Cloud的性格多作了解，

總比互相對打的好。誠然，孩子領會了多少，我真的

不知道；只是，從小學開始認識自己的情緒及對他人

的心情多作諒解，希望在他們的成長路上可以有幫

忙。

雖然神未賜下長期同工，卻從不同地區感動短期

輔導員／社工加入配搭服侍，叫更多學生得到祝福。

特別在暑假及十二月底都有營會和活動。假如你有負

擔服侍鄉鎮的小孩，歡迎你參與我們的短期服務，一

起為主作美好的見證！也請為神早日賜下長期同工禱

告！

「壞孩子」



短宣
機會

服侍
亞洲

2012年四月初有機會和教會的

幾位弟兄姊妹，一行十人往泰國探

訪使團在當地服侍的團隊。和宣教

士相處幾天，了解他們的異象、服

侍對象的情況、融入社群的方法、

提供的服務以及傳福音的機會。回

顧這幾天，感謝神給我機會參與他

們的服侍，讓我這個要看短期效果

和高效率的人，開始明白向不同族

群宣教的重要性，我需要神幫助我

把目光放遠一點，可以真正參與需

要長期支持的宣教工作。

透過探訪各個社區提供的服

務，包括小朋友、少年人英語班、

足球訓練、比賽等活動，我體會到

宣教士那道成肉身的生命──盡全

力與當地人建立關係。有一對瑞典

夫婦剛到工場不久，女宣教士藉著

我們的活動，第一次進入社區服務

居民。起初是戰戰兢兢的，後來不

但獲得社區接納，還打開了服侍社

區之門。另一對瑞典夫婦，早前在

俄羅斯作宣教士。他們到新工場

時，單是學習語言就要一、兩年，

等待社群接納又需一至兩年，而找

到對福音有興趣的人，小心謹慎的

和他們分享又是幾年的時間，長路

漫漫，真箇不易。

回來之後，我繼續思考宣教士

全然奉上、道成肉身的生命，我

想：耶穌不是已作了最好的榜樣？

祂是神的兒子，卻成為人，住在我

們中間，教我們背起十架跟隨衪。

我禱告：我能在神的國度中擔當甚

麼服侍？不久，神就為我打開差傳

事奉的門。九月底的時候，蒙神的

恩典，我加入使團香港委員會作後

勤支援，負責「服侍亞洲短宣體驗

計劃」(ServeAsia)，有機會了解宣

教士的情況及他們所面對的挑戰，

更明白短宣對工場的意義及短宣隊

的角色。短宣不只是一個體驗或單

次的服侍，而是一個門徒訓練的過

程。從申請、預備心志、了解工

場、禱告、服侍中的學習及完成服

侍後的整合等，都讓參加者看見神

在普世宣教中的心意。 （筆者乃使團短宣事工主任）

程依敏

宣教士及同工都期盼繼續與短

宣者在宣教路上同行，如宣教六法

所提及的出去、學習、禱告、動

員、差派及接待不同範疇。

2004年起，使團各地每年平

均合共安排500至800名宣教學徒

到東南亞不同國家服侍，為期由一

星期至十一個月。我們看到學徒的

成長，有些推動本地信徒為宣教禱

告，有些參與差會定期聚會，並繼

續尋求宣教路，更有不少已加入成

為長期宣教同工。無論如何，神的

大使命已經託付給祂的兒女了。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

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

行各樣善事。可以多多施捨，就藉

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感謝神，因

他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九8、

11、15)

感謝神，
因他有說不盡
的恩賜！

你願意參加短期宣教事工嗎？你願意參加短期宣教事工嗎？

服務機會 地區 概覽 資歷

兒童及青少年教育 蒙古 於五月和六月的兩次工場營會中協助宣教

士照顧子女，例如策劃活動，演說聖經故

事等

有愛心及熱誠，樂於與第三文化

孩子建立關係，有青少年工作或

教導主日學經驗

農場工作及英語教學 泰國北部

少數民族

於泰北山區村莊參與苗族村有機茶園，或

山區之農場工作，有機會在當地小學教英

語。透過耕種及教學，與當地少數民族建

立關係

願意身體力行，對農場工作有認

識及興趣



工場
來鴻

力、欣

（東亞創啟
地區）

參與教會服侍快
一年了。疲憊的

感覺仍時有出現
；惟

較往昔調適更佳
、壓力也更懂得

舒緩；當然也實
在感謝你

們禱告中的記念
！更感父神的宏

恩叫教會有持續
的增長：

崇拜人數時達八
十人之多：主日

學班也繼續增加
，參與人

數則時有升降，
但較以往進步。

詩班快滿半周歲
，仍在

掙扎中成長，司
琴和合格的音樂

指揮仍待上頭賜
予。家

中之婦女查經班
，已遷回教會舉

行，週三早上的
姊妹團

契，人數也在增
加，願主保守她

們在質與量的增
長。青

年人的聚會，有
來自大學及大專

院校生參與；求
神保守

這些學子的心志
及不被攔阻，也

將得救人數添加
，讓更

多鄰近大學、大
專學子認識神的

道。請記念力及
帶領的

同工。也幫助欣
在輔導、姊妹和

兒童、成人主日
學的事

工上，更能成就
衪的心意！

小草
（東亞創啟地區）上帝讓我在服侍的過程中看到衪如
何透過災難引領這國家的教會走出教會
的牆壁，進到受苦的人群中服務和見
證。雖然大部分教會沒有改變，但神讓
我們遇到一些長遠委身的信徒，在災區
中成立合法的民間組織，透過醫療、教
育和畜牧，默默在基層當中見證。我們
也有幸可以陪同其中一些團隊，在資源
或培訓方面支援他們。讓他們在政府鼓
勵宗教界開辦社會服務項目的時候，抓
緊時機把神的愛和整全的福音帶到基層
當中，這是去年我最感恩的事情……在
新的一年中，我盼望可以更多造就這國
家的弟兄姊妹走宣教路，更多教會可以
開拓宣教事工，更多基督徒團隊成立民
間服務機構，進入社群宣講福音、也活
出福音。

李美兒
（日本）

兩年多前，我在「窗」(留學生交流中心)認

識日語義工老師後藤女士，她自聽過我分享一點

見證和福音後，就對基督教信仰產生興趣，自行

到書店買聖經看。當我在港期間，只以書信聯絡

數次，但每次一段小小的經文及簡短個人生活分

享，卻被神所使用：上月某主日，我趁到她家附

近作教會考察時，又再帶她上教會，自此，她就

開始自行上那教會和與那教會的一位姊妹查經。

一般來說，日本人都不會獨自上教會，但神卻感

動她；而且也感動那位姊妹主動跟她查經！有

時，傳福音其實一點都不難，一點都不做作，只

是我們是否願意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地表現出

來而已。願她能恆常上教會，早日接受基督！最

近與義工老師們變得越來越熟落，願我能介紹基

督徒或宣教士給他們認識，讓他們認識我們的信

仰，又願有人可跟進兩位男性義工老師。請繼續

為植野女士、岡田女士、岸田先生和森先生及新

相識的裕子小姐禱告！

爾晴
（東北亞創啟地區）

今天是第一個階段八星期言語學習的最後一天，可以鬆一口氣了。回想由拼音、書寫詞語、句語，至基本的溝通對話……掌握一種新的言語，絕不可以苟且怠慢，溫習比上課時間多六倍以上的時間，加上每星期的測驗，我想起我的學生、我的少年小組──我也要返回你們的學習生涯了!更甚的是在夢境裡都出現那些言語對話，這是壓力的徵狀。

今天，所有評核收到了，雖然合格，我卻大致了解到自己的聽覺和口語較視覺和書寫理解為差，請記念我的聽讀能力。在此，我要勉勵我家庭中的少年人和我的學生，學習需要苦幹，不要馬虎，更不要放棄，沒一件工程不需要花氣力地完成，在過程中，我的確不滿意自己的表現，但我卻明白到天父喜歡我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我學懂了謙卑的功課─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天父的幫助。期望三月份，我能找到言語實習的本地朋友，多實踐對話，更正發音的問題。

美兒與英籍烏干達宣教士合照



差傳聚會（2013年3月至5月）
日期 聚會一覽 地點 備註

11/3(一) 晚上7:30-9:15 關懷日本小組 使團辦公室 悼念311兩週年

28/3(四) 晚上7:30-9:15 巴拿巴團契 使團辦公室 你還等什麼？

15/4(一) 晚上7:30-9:15 關懷北韓小組 使團辦公室 須報名參加

13/5(一) 晚上7:30-9:30 關懷日本小組 JCF/銅鑼灣 愛筵（須報名參加）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9am - 5:30pm （午膳12:30 - 1:30pm)      星期六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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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依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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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參加「關懷日本小組」

□	索取【2013使團差傳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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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Next?
宣教旅程下一站

日期：	12-13/6/2013		
	 周三 (端午節)上午9:30至	
	 周四下午1:00

地點：	烏溪沙青年新村	
	 （馬鞍山鞍駿街2號，港鐵馬鞍山站A出口）

營費：	$380	
	 	(4月16日或之前優惠：$350)

大會講員：	盧炳照牧師	
	 何志滌牧師

截止報名：16/5或額滿即止（名額30人）

詳情密切留意使團網頁

2013使團差傳營 「弱勢永遠是宣

教事奉的起點」─

馮浩鎏醫生，使團國

際總主任，引用不同

的宣教數據及司徒德

的話，鼓勵同工關心

全球17億處於極度貧

窮的人。那一晚，講

員從愛丁堡會議、洛

桑運動、華福運動分

解宣教現況及趨勢，

讓與會者對普世宣教

運 動 有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宣教新一代」中，兩位青年基督徒

分享短宣的體驗和領受，不論是泰國或巴

基斯坦、不論一個月或半年，宣教是一

個生命的見證。願他們以生命影響

生命，讓宣教的體驗延續下去。

願神興起更多青

年基督徒，加入

普 世 宣 教 行 列

中。

花絮

差傳奮興會

差傳工作坊吸引了60

多位參加者，四個工作坊

從不同角度探討宣教士的

素質、宣教士的關懷、專

業服務、短期宣教等，都

是從愛出發，求聖靈使

用這些信息，讓參加

者以行動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