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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苗圃—

巴拿巴團契
如果你正在宣教路上尋索，要明辨神在你身上
的計劃，究竟是要往前線，或是留在後方推動差
傳，歡迎你加入海外基督使團的巴拿巴團契！這
個團契的目的，是要匯聚一群有宣教心志的弟兄姊
妹，幫助他們反思、明辨、裝備和建立有效的支持
系統，以致出去，踏上宣教工場。神呼召某些人成
為宣教士，也留下一些對宣教充滿熱誠，願意在教
會推動和教導差傳的肢體。巴拿巴團契就是一個宣
教苗圃，為要培育這兩類差傳之友，其中有幼嫩剛
發芽生長，也有比較茁壯的植株；主要是讓參加者
繼續認識差傳的意義、工場的需要、和宣教的形式
等；並作出生命方向的調整，回應神的呼召。
巴拿巴團契除了以上兩類的團友外，還有少數
處於尋索的階段，未曾確定方向。我們希望他們參
加了一連串聚會以後，會更清楚前面的路向。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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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郭慕薇

切合不同需要和階段的參加者，我們在每次聚會主
題分享和活動以後，都有小組交通和彼此代禱的時
間，按照出席者的情況如：準備出工場、在教會推
動差傳，和未定方向來組別；並由數位委身的團友
擔任組長，這些組長也有份參與聚會內容設計。
過去一年的主題包括【另類宣教】，介紹宣教
不同形式和實況見證；【感受東南亞風情】，淺嚐
美食和文化，又為當地的福音需要和信徒禱告。還
有反思難於做決定的原因和障礙，和恩賜配搭的課
題。使團嘗試每年按著一個循環，招募團友和確定
聚會內容，務求造就新舊團友，讓他們彼此激勵和
用禱告互相代求。七月將會是新一年度的開始，盼
望弟兄姊妹報名參加，也歡迎教牧和導師鼓勵有差
傳心志的會友出席，幫助他們回應主的大使命。
（筆者乃使團香港區宣教士關顧主任）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１號勤達中心七樓707-7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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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挑戰

緬甸有五千多萬人，由150個大小不同的民族組
成。在湄公河流域多國中，面積僅次於中國。

歷史
緬甸有逾千年歷史，1886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大
戰後在1948年獨立，由七個少數民族組成聯邦；1962
年緬甸軍政府掌權，至2010年10月21日，把國號由緬
甸聯邦改為緬甸聯邦共和國。

種族
緬甸的主流民族是緬人（班麻），有三千多萬；其
他有傣人、孟人、華人、少數民族如克倫、欽、若開、
克欽等。

宗教
緬甸人篤信佛教，獨立以後，憲法予人民有宗教自
由，但其他宗教備受歧視，尤其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1813年，耶德遜與妻安妮到達仰光宣教，無視逼
迫與苦難，最終把全本聖經譯成緬甸文，並帶領多個
少數民族接受福音，如克欽族、克倫族和欽族。1950
年，耶德遜逝世百週年，緬甸有二十萬基督徒；至今全
國有四百萬基督徒，約佔8%。
英治時期，穆斯林從毗鄰的印度湧入，至今約佔人
口4%，單在仰光也有一百萬。與其他少數民族一樣，
他們受到歧視，甚至沒有公民身分。最近若開邦亦發生
大規模武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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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吳麗清

契機
2008年緬甸經歷巨大風災，超過十萬人死傷，當
地基督教會參與救援及災後重建，上帝的愛觸動了許多
心靈。漸漸地，一家一家的佛教徒歸主！求主讓新一代
信徒積極見證主，活出信仰。
緬甸的經濟發展幾乎陷入停頓或倒退，百廢待興。
無論在醫療、教育、通訊、基本設施和就業各方面，都
有龐大的需要。最近政府推行開放政策，容許基督教團
體在偏遠地區開辦補助學校，祈禱更多海外基督徒起來
回應莊稼主的呼召。
數以千計緬甸裔的基督徒專業人士定居海外，包括
醫生、工程師和教師。祈禱他們願意回流家鄉參與建
設，並以基督教的價值觀，在其專業上發揮影響力。
現時約有二百
萬緬甸外勞在泰國
工作，他們在惡劣
的環境下長時間工
作，賺取微薄的
薪水，只有少部
分人有合法的居
留權，大都是靠
雇主或泰國當權者幫助才能非法居留。求主打發工人在
他們當中服侍，讓更多人認識主。
(筆者乃使團香港區辦公室主任)

你有長期宣教的心志嗎?

服務機會

地區

概覽

資歷

山區佈道植堂

泰國北部

於泰國北部其中25個鄉村參與佈道植堂
工作，完成為期一年的語言培訓後，到
鄉村與當地佈道植堂隊工配合，接觸少
數民族，造就信徒，推動本土化教會運
動。

具備神學訓練，須學習語言，能
接受鄉村生活的環境。

言語治療師

緬甸

提供言語治療培訓，讓教會和社區能更
能有效地接觸被邊緣化的言語障礙者。
透過治療建立互信的關係，為基督的福
音作見證。

具備言語治療師的專業資格及培
訓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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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黃建成、劉玉鳳
的恩手同在，開始了臨床醫學培訓課程；也奇妙地打
開政府醫學院的門，幫助專科醫生培訓課程作腎科培
訓。最近更有機會帶領幾位四年級的基督徒醫學生成
立了一個醫療查經班，透過一起查考聖經、學習醫
學，建立他們的生命質素和醫學知識，盼望他們日後
能夠成為醫德醫術兼備的基督徒醫生。另一方面，天
父也預備了一位有同樣異象的同工──一位年青宣教
士醫生，加入團隊，彼此同心協力，幫助這些醫學畢
業生成為主的門徒。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
魚一樣。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祂。他們立刻捨
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太四19–22)
2009年，我們一家離開工作多年的醫院和醫務
所，離鄉背井、別過親人，來到柬埔寨，就像彼得、
安德烈、雅各和約翰一樣，捨了網、捨了船，別了父
親，跟從了耶穌。這三年多，離開了熟悉的生活，
來到陌生的生活環境，不同文化的社會中生活。但
天父教導我們要每天倚靠祂，向祂禱告，求祂保守和
引導，像小孩子一樣，從說話開始學習，從生活中的
小事情開始學習，慢慢的成長，更學習緊緊的與主同
行。這是主同在的祝福。
2010年我們在金邊市的慈愛診所和教學醫院照顧
病人，教導醫學生。開始實際地體驗柬埔寨的醫療制
度和情況，並看到這裡醫學畢業生的無助和困境。因
資源缺乏，政府醫院每年只能聘請十分之一的醫科畢
業生作專科培訓，另外聘請部分畢業生到外省偏遠的
健康中心駐診；其餘的畢業生只能私人執業。因為沒
有在職培訓、進修的制度和機會，私人執業醫生的水
準一般都很參差，病人求醫後弄至病情轉壞的情況更
多不勝數。

感謝神差遣了不同差會的宣教士醫生同心在十月開
辦了臨床醫學培訓課程，盼望能夠有系統地造就這些
年青醫科畢業生。這是主同在的差遣和力量。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
的人。 (路加福音2章14節)
(筆者於2009年加入使團，在柬埔寨工場服侍)

當我們願意遵行大使命，嘗試去服侍這些年青的
醫學生和醫生，幫助他們作主的門徒時，我們看見主
耶穌應許的實現──主的同在。在過去這幾個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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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醫學培訓課程臨床工作坊

告
海外基督使團 2013年1-4月財政報告
收入(港幣)
宣教士支持費

4,066,487.65

特別事工

350,263.00

350,263.00

異象推廣

58,030.33

39,069.27

458,990.10

309,017.83

4,933,771.08

4,764,837.75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購置現辦公室財務報告
（截至2013年4月）

支出(港幣)

4,066,487.65

本地支援事工

臨床醫學培訓課程授課情況

盈餘： 168,933.33

禱告目標

港幣152萬
已籌款額
7,698,5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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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奇妙！
帝
上
今次的旅程主要往東邊一個省份做探訪工作。出
發前我禱告上帝：「這是不是祢要我將來工作的地方
呢？」結果上帝給了我兩個印證。首先，以往我打
算以普通話老師的身分在當地工作，但今次旅程中
發現，原來很多普通話學校／語言中心的學生都是
當地華人，這並非我想服侍的群體。當地隊工領袖
問：「你會考慮以其他身分來工作嗎？」這時我想起
去年一個經歷，並回顧過去幾年的扶貧／社區發展工
作，都是上帝為我安排及預備，我突然明白上帝已預
備和開放我的心。於是告訴領袖，我願意以社區發展
工作者身分在當地工作。領袖回答我：「其實我一直
祈禱，希望有新同工加入社區發展工作！」上帝真奇
妙！我相信上帝會繼續帶領！
此外我又探訪了當地鄰舍，與他們相處，了解他
們的文化、歷史和信仰背景。我開始向上帝求第二個
印證，有一天，同工談及幾位當地朋友的故事，其中
兩人對信仰很有興趣，我卻不知道從那裡來的信心和
勇氣，我問上帝：「祢會否讓我在探訪期間見到有人
信主？那我就清楚知道祢呼召我來服侍這個族群！」
離開前兩天，我想起一些令我擔憂的事情，就祈求上
帝幫助我撇下所有來跟從祂、願祂的名得著榮耀。第
二天為當地人禱告，我再次想起自己的軟弱，我的眼
淚又再湧流，那時聽到一把微小的聲音，說：「你再
來這裡吧，你會看見的。」無論上帝讓我看見有人信
主，或是看見祂的名得著榮耀，我都會很感動，渴望
回到這個地方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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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旅程有不少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例如所探
訪的兩個地區都在到達前嚴重水浸，我的行程也需要
作出改動，另外，剛到達的首兩天也出現一些壓力，
可能是出發前太忙和身體不適所致。但是這一切都讓
我看見上帝的預備和恩典，讓我真實地感受到祈禱的
力量。我有機會接觸各位同工，他們的謙卑、堅持與
信心都叫我深深感動，有些與我年齡相若，他們的創
意、靈活變通和活力都成為我很大的鼓勵。這一切一
切都讓我迫不及待要開展這邊的工作和生活！我相信
上帝有祂的時間和美意，我期待在教會全時間服侍當
中有更多的學習和裝備，還想學會製作家鄉美食，以
致將來在工場想家時可以慰藉自己。上帝的呼召真奇
妙，我不知道為何祂給我這樣的呼召，但我相信祂必
有最好的安排。
(筆者於2013年１月到東南亞創啟地區參與服侍亞洲計劃，探索前路）

你願意參加短期宣教事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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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資歷

佈道植堂學徒

緬甸

參加幾個星期至數月不等的語言和文化學習，然後參與植堂不
同階段的事工，如英語教學，友誼佈道，家訪，舉辦郊遊活動
等。目的是支持宣教士並向他們學習佈道植堂的工作和挑戰。

願意學習緬甸的語言和文化；
學習並接受挑戰，走出傳統的
服侍模式。

支援事工

東亞創啟地區

支援當地事工及協助社區工作，主要對象是穆斯林背景的新移
民。支援工作包括英語/普通話老師，管理員，體育部部長，
圖書館主管，編輯/作家，學生生活輔導員，電腦技術人員，
社區服務。

有意幫助穆斯林背景的新移
民， 願意協助服侍的工作。

來
工場

鴻

慕蓉
東亞創啟地區
春天又來了，我抓
著機會上山探望受助的
學生。這裡的房屋大至
上安頓了，看起來真不
像要受幫助的地方。天
父開的門沒有人能關，
且愈開愈大，問題還是
我們的「信心」。
回來第一件事是要找房子，誰知原來真是
爸爸給我的禮物，他給我智慧去解決了一些難
題，真感到房子是超過我所想所求的。搬家期
間也感到自己在世上只是個客旅而已。
過去半年有兩班朋友前來服侍，帶來不少
的物資，有的是活動中要派發的，有的是送給
有需要的人的，還有我喜歡的食物，實在很感
到天父及很多人的痛愛。他們離開時，皮箱都
是空空的，但天父親自用服侍來滿足了他們的
心。過程中我則要學習把自己的需要告訴別
人，與人分享。原來不少人就是希望見到我們
真實的一面。

普通羊
東亞創啟地區
剛過去的一個星期，再次有香港的治療師來
醫院協助舉辦康復培訓班。在開幕儀式上，衛
生局和醫院的領導都有出席。我有機會代表公
司發言，在末段致詞中，說明香港的老師是帶
著祂的愛來服務『水城』醫院的同事；最後我
們唱出公司的主題歌（林前十三4－8）。
培訓班最後一個晚上講課完畢，香港的老師
分享這次工作的體驗和喜樂，之後一起唱公司
主題歌，看到有學員感動落
淚。培訓班完結後，最近
有機會跟副院長吃飯，他
說公司的主題歌很好聽、
歌詞也有意思。於是隊長
立即拿出這首歌，即時大家
再次唱「愛的真諦」。盼
望祂愛的種子可播在本
地同事的心田裡，在適
當的時候發芽生長！

鄺漢明、李慧儀醫生伉儷
柬埔寨
在斯民村的教
會，每主日早上六時
半，有男士小組的聚
會，分別在各組員的
家庭舉行。約大半
年前，教會裡的姊妹們對信仰認真，積極追求，
但她們的另一半卻成為她們長進的絆腳石；有見
及此，同工便開始召聚部分男士們出席。平常在
村裡，男士們圍在一起一定有啤酒或啤牌，更
多時候是兩者皆有。而我們的男士小組有的只是
咖啡和聖經，並且坦誠分享和鼓勵。在小組成立
之初，漢明被邀參與在其中，難度在於言語的溝
通，與在牙醫學院的教學及查經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在學院主要用英語，學生的知識水平亦高，
相對男士小組成員全是來自草根階層，而柬語是
他們唯一的溝通語言。
約在一個月之前，男士小組聚會結束前，
分享各人代禱事項時，漢明提出為他柬語學習代
禱。隨後兩星期，分別有兩位組員，將家中僅有
的柬語書籍借給漢明學習，他們不單代禱代求，
還用行動來支持。當漢明接過書本時，內心充滿
溫暖和感恩。他們在缺乏中顯出的愛心及接納，
更見寶貴。

何陳佩英姊妺
創啟地區同工子女教育顧問
過去幾個月一直忙於編輯一本亞洲宣子成長
及宣子事工發展的見證集。過程中，看到神的恩
手在每一步幫助和預備。因為此書是以英語出
版，當我正急於找一位「英文人」來幫忙編輯及
校對的工作，主就預備一位在港的宣子來幫忙。
智言剛在香港大學英語及語言系畢業，又是宣教
士子女，當我發出邀請，她便一口答應，她真是
主派來的天使！出版過程另一個傷腦筋的問題是
在那地方及由甚麼機構出版和發行此書。此書是
有關亞洲各國的宣子關顧事工，又以英語出版，
本地市場不大，因此在香港出版不是最理想。沒
想到神預備了新加坡的宣子關顧團契出版此書；
團契是由新加坡數個差會及教會組織而成，代表
了眾差會和教會攜手服事宣子的合一見證！印刷
則由馬來西亞負責；而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
及印度將會一同協助宣傳及發行的工作。主若許
可，盼望此書能在今年五月面世！

差傳聚會（2013年5至6月）
日期
13/5（週一）晚上7:30 - 9:15
20/5（週一）晚上7:30 - 9:15
21-22/5（週二／三）
30/5（週四）晚上7:30 - 9:15
5/6（週三）
12-13/6 上午9:30 - 周四下午1:00
21/6（週五）晚上7:30 - 9:15

海外基督使團主辦

聚會一覽
關懷日本小組
使團差傳祈禱會
使團退修日
巴拿巴團契
使團禱告日
2013使團差傳營
關懷北韓小組

地點
備註
香港日本基督者會 愛宴（須報名參加）
使團辦公室
重燃盼望：緬甸的屬靈爭戰
辦公室暫停服務
使團辦公室
恩賜配搭
辦公室暫停服務
烏溪沙青年新村
須報名參加
使團辦公室
須報名參加

亞洲前線宣教大會

7th Asians Frontiers Missions Conference
Extraordinary – Living God’s Purpose with Passion
對象：亞洲基督徒
講員

內容：研經、工作坊、宣教士分享見證、小組研討、國際交流

Dr. Ajith Fernado 費蘭度博士

Dr. Patrick Fung 馮浩鎏醫生

Herman Moldez 莫浩文牧師

National Director of Youth for Christ in Sri Lanka
斯里蘭卡青年歸主協會的總幹事

OMF International Director
海外基督使國際總主任

Senior Pastor of Faith Baptist Churchl
菲律賓教會資深牧者

另有十多位資深宣教士及牧者帶領研討會

2013年10月31至11月3日（週四至主日）
菲律賓
費用$185美金 (包住宿，膳食及研討會)，自備旅費及保險費

香港區報名詳情：
截止日期：8 August 2013
費
用：港幣1,436元
查詢及報名：hk.mob@omfmail.com
歡迎瀏覽網頁
http://www.omf.org/philippines/7thafmc，
聯絡使團各地辦公室，
或致電郵至afmc2013@gmail.com

2013 使 團 差 傳 營

20/5 差傳祈禱會

回條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敬請報名
電郵至 hk.mob@omfmail.com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欲
□ 訂閱【萬族萬民】（郵寄）
□ 訂閱【使團快訊】（郵寄／電子版）
□ 訂閱【東亞呼聲】代禱月刊（電子版）

海外基督使團 你的差傳夥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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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委員會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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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fmail.com

顧問： 陳 喜 謙 牧 師 、盧家馼牧師

盧炳照牧師 ( 主席 )、文子方長老、李日堂博士、 執行主任： 杜 其 彪 牧 師
吳𦏵醫生、何志滌牧師、施熙禮長老、
同工： 程依敏、陳學文、林幗慧、
陳大衛先生、梁蘇嘉儀醫生、劉懷鏡律師、
李寶顏、杜郭慕薇、
譚毓璋姑娘
屈陳素娥、葉燕群、余吳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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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使團差傳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