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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以勒
伍國華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
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這是主明確的吩咐，我們也因此齊心懇求，神就
樂意垂聽禱告。2013年，已有十位申請人通過了香
港委員會的甄選，預備明年踏上工場；還有些在甄選
過程中的，祈禱能清楚神的呼召與帶領，早日踏上工
場。我們為此感恩，請為他們得著足夠的支持及克服
各樣困難障礙，如期成行禱告；又願香港教會繼續差
派更多既良善又忠心的好僕人，收祂的莊稼。
截至2013年底，使團香港區差派宣教士共四十七
人，其中謙謙、容容已屆退休之齡，明年退下火線；
不少資深宣教士正邁向不惑甚至耳順之年。感謝主，
2013年有九十七位信徒參與使團服事亞洲短宣計畫，
我們成立了「服事亞洲之友會」，有二十位參加重
聚日。此外，「關懷日本小組」、「巴拿巴團契」及
「關懷北韓小組」也繼續增長，求主興起更多新一代
信徒為主大發熱心，接起這宣教的棒。

2015年是內地會／使團成立一百五十週年紀念，
為了更有效運用神所賜的資源，使團內部將作重組，對
外將會籌備感恩聚會，期望與夥伴教會及神學院有更緊
密的聯繫，請為我們能繼續走在神的心意中禱告。
「耶和華以拉、以便以設耳」是海外基督使團（前
中國內地會）的重要信念。上帝再次顯明祂的信實，事
工常費及宣教士支持費總的是一無所缺；而購置現辦公
室的禱告目標尚餘一百萬，請與我們一起仰望神全然的
供應。
（筆者乃使團香港區署理執行主任。感謝神，杜其彪牧師師母完成半 年的
述職，從泰國回港，並於2014年1月復職）

使團剛在「臉書」開設專頁，至今有二百
多位加入群組；歡迎在臉書中搜尋「OMF
Hong Kong」並加入，與我們有更多交
流。我們與福音證主協會合作，挑選了
十本使團華文書籍，製作電子版，為
讀者提供一個方便的閱讀平台。《牧
杖權杖》、《隱藏基督裏》、《任差
何往》、《殺戮中的再生導航本》及
《我不再懼怕》電子版已在網上特價
發售，請搜尋「得力閱讀」或到以下
連結試讀或購買。（http://ereading.
org/2013/10/04/s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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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驚魂

本地最近發生了一次4.3級地震。城內雖然沒有什
麼破損，但當局為安全計，全城學校放假一週。我們
聽說附近鄉村有一千多所房子受損，更有些坍塌，也
有人受傷。我們機構及時與領導溝通，捐贈五百張棉
被給災民。我們也為全城祈求平安，感受到人在災難
面前是那麽渺小、無助！深信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
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四十六
1）。我們為自己能享平安而感恩！。

助學工作
2012－13年度，我們助學項目包括支持九十位
學生，其中四十位是大學生，我們又透過每月月會關
顧中學生，雖然大學生分布在各大城市，但感恩能找
到不同的弟兄姊妹協助支援。盼望他們在大學期間能
完全委身給主。請記念新年後將有一隊弟兄姊妹到訪
舉辦大學生營會，讓大學生在寒假中得到牧養。

開花結果
助學工作至今已踏入第十二個年頭。其中有兩對
大學畢業生結婚，他們都有一顆愛主的心，盼望他們
婚後繼續成長，被主大大使用，成為族人的祝福！

縫紉工廠
縫紉工廠去年生意極好，今年卻進入了低谷，沒
有什麼訂單，寄賣點生意也不佳。今年請了一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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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白雲

主管，祈盼為公司帶來新的發展！由於地震，廠房也
出現裂縫，請為公司的未來禱告，因員工害怕回去工
作，可能要另找地方搬遷，如果找不到，可能要無限
期停產。

中心轉變
領導已把鄉村的五百名初中生，年底前轉到本中
心來上學。並調配三十多名初中老師來授課。我們的
中心，慢慢由一個單位，多加一個職業中學，又多加
一個初中部，三合一在同一校園運作。請記念這些轉
變，讓我們能夠適應下來，有更多機會接觸人群，生
命影響生命。

助學工作
過去一直奉獻支持我們助學工作的一間工廠，暑
期期間也願意接納我們的學員和助學學生去實習，學
生除了可以賺些學費，也有機會參加每週的聚會，生
命得以成長！最近有機會遇見兩位做暑期工回來的學
生，其中一位說將來想做慈善家，像機構一樣去幫助
有需要的人。另一位想成為老師，幫助學生成長。我
們為此感恩！
（筆者二人 於2000年加入使團，在 東 亞 創啟 地區少數 民 族中參 與社區
發展服工作）

你有長期宣教的心志嗎?
服務機會

地區

要求

資歷

門徒訓練／
佈道植堂

菲律賓

菲律賓尚有二萬多個城鄉未聞福音。
宣教士要以創意的方式進入社群，與
居民建立關係，傳揚福音，培訓信
徒，與他們同心建立教會。

具備神學訓練與跨文化訓練。
有門徒訓練及教學經驗更佳。

營商宣教

蒙古

透過經營奶酪企業，接觸蒙古人，傳
揚福音。

有五年以上的商務經驗，教會
服侍經驗及基本神學訓練。須
學習蒙古語。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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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是

基督徒的責任!?

2004年當我讀大學三年級時，我第一次出席差
傳聚會，講員說：「宣教是基督徒的責任，當你決定
跟隨基督，宣教就是你的責任，不得推搪。」我祈禱
神：「既然是我的責任，那麼你給我的心意是甚麼
呢？」從此我決心更多了解差傳的事情。想不到神竟
然感動我在大學畢業後去一年短宣！起初家人也很
反對，但過程中讓我學習等候神和堅守對神的信心，
最終我的家人也支持我的決定。我更肯定上帝在我身
上的計劃，叫我在往後的日子遇到困難仍然堅持不
退縮。
2006年我前往柬埔寨作一年短宣，在當地一所
聖經學校教英語。這一年裡有很多學習，包括面對異
文化衝擊、獨處等，讓我看清楚真實的宣教生活一點
也不容易；同時也經歷神許多的恩典，讓我明白「你
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這個教導。於是我繼續尋問神，我是否應該長期參與
宣教。回港後，我一邊工作，一邊就讀部份時間神學
課程，裝備自己。同時我也參與一些本地的跨文化事
工，接觸在港的奇恩國（創啟地區國家代號）國民，
對他們的福音需要愈來愈有負擔。

報
財政

2010年我探訪工場，祈求神讓我看清祂的呼召。
在旅程中神多次透過經文或一些與當地人相處的機會
讓我明白祂給我的呼召，然而信心不足的我卻每次都
感到不確定，仍是不願意放開手完全交託。在短宣的
最後一天，上帝讓我如幻燈片一般想起過去祂與我同
行的片段，再次提醒我祂怎樣帶領我走過一個又一個
困難，一步一步明白祂的旨意，祂的恩典和愛都是超
過我所想所求的！終於我決定降服在上帝面前，並許
下承諾，將來到奇恩國長期服侍。2014年是上帝將這
顆宣教夢的種籽放在我心裡的第十年，我將會在二月
出發。前路雖是充
滿未知數，卻可以
肯定上帝的恩典必
定夠用。
（筆 者 乃 宣 道 會 會 友，
將 於二月出 席 在 新加 坡
舉辦的宣教士職前訓
練，並 於 三 月出 發 前 往
東南亞創啟地區學習
語言。）

告
海外基督使團 1月-12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港幣)

支出(港幣)

宣教士支持費

9,035,301.29

9,035,301.29

特別事工

1,127,668.00

1,127,668.00

異象推廣

115,503.65

102,081.98

1,294,300.18

11,439,00.82

11,572,773.12

11,408,952.09

本地支援事工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購置現辦公室財務報告
（2013年1月-12月份收支報告）

盈餘：163,821.03

禱告目標

港幣103萬

已籌款額
8,195,6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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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短宣

林艶秋

今秋與教會十五位信徒及傳道人花了一個星期

工作，就好像一個大家庭似的，總是互相合作，不分

時間到泰國曼谷穆斯林地區作短宣體驗，是我人生

彼此。深深體會神要我們有一顆合一的心，一個充滿

的第一個短宣。出發前，有着很多的期待，亦有不少

愛，喜樂，平安的地方，無分你我。 原本各不認識的

憂慮。

弟兄姊妹，到了當地的第一日，就像認識了很久。奇

這個短宣，我們探訪了穆斯林的社區，教當地的
小朋友做小手工，教他們唱歌，教他們跳舞。雖然
言語不通，但他們也會跟着做。由起初害羞，慢慢
地 主 動 跟 你“ H i - F i v e ”， 到 最 後 一 天 ， 更 跟 你 說 一 聲

妙的是，我明白了，常常求神加力給我們的意思了。
在這幾天，我們很多的時候都夜睡早起，實在沒有
足夠的睡眠時間。但每天起床的感覺，就是充滿了力
量。十分神奇。

“I Love you!” 。現在想起也是一樂。言語不通是一

另外，各宣教士所作的一切是我最感動的！他們

個憂慮，從沒有教導過小朋友的我，更是無奈。漸漸

全然的付出，先不用說放下自己的專業，家人及朋

地，見到他們的單純，反見自已的複雜，真的要好好

友，還有更重要的是他們孩子的教育及將來；為的是

學習他們的單純呢！還有的是宣教士們的愛，將自已

一群還沒有認識主的朋友們，一群沒有我們那麼幸運

完全的獻給神，做神的工。這可不容易。雖然有很多

的朋友。我們能夠自由去認識神，有著祂的愛，確實

的不明白，有很多的為甚麼，但內心的平安，喜樂，

幸褔。

是沒有人可以拿走的。這也值得我去好好反思。
回想起來，一班有共同目標的同伴在一起做事，

機
短宣

會

(筆者乃中國基 督教 播 道會 港福堂會 友，於2013年9月到泰國曼谷參 與
服侍亞洲短宣體驗）

你願意參加短期宣教事工嗎？

服務機會

地區

要求

資歷

跨文化學習

湄公河
流域

個人或團隊。參加為期八週的跨文化學
習和宣教體驗，參與植堂事工，與北
部的泰國佛教徒生活，藉此向他們傳福
音。

願意學習當地文化，道成肉身，與
泰國佛教徒生活，適應他們的日常
習慣。

後勤支援

東南亞
穆斯林
地區

協助神學院圖書館整理書籍，亦有機會
支援使團辦公室後勤工作

具備或需要接受圖書管理員培訓，
有理想的英語水平。有彈性及謙卑
學習的心。

來
工場

鴻

徐 貴 春 ／泰國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與農村的
佈道事工，教會已在這農村發展福
音工作約十多年時間，基於聚會地
方狹小而地點安排在二樓，樓下是
士多，造成行動不便的長者較難出
席聚會，加上小朋友到處在馬路上奔跑，很容易造成意外，
導致家長們未能安心聚會。有見及此，我大膽地向傳道同工
提出找新聚會地方的可能性。兩星期後，有一位弟兄剛剛完
成在教會對面的新居興建工程，樂意開放家中樓下作為聚會
地方，因地方十分接近，往後將會在原教會安排一些兒童活
動，讓家長們能安心聚會，又能有效地使用地方。感謝神，
讓我們暫時解決燃眉之急;但同時要面對新的問題，就是人數
增加以致地方再度出現不足，但我仍要感謝神將五倍人數加
添給我們，神的恩典實在奇妙，真的叫我無法停止讚美祂的
作為。請為跟進工作代禱。

依 華 ／東亞創啟地區
經過兩個月的努力和協調，醫院願意提供的場地仍是密
不透風和光線不足的停車庫的一部分，兩邊是傳染科和結核
科，為了減少改造的費用，規劃需要簡化，還有，因為這是
難得擴展康復服務的機會，負責精神科康復的領導也會利用
部分空間開展其他的服務。所以，日間服務的場地就越來越
小了，我感到非常困惑，新場地如此不理想，我們為何不等
到更佳的地方才搬過去，本地的教授跟我解釋說：「儘管我
們在社區中心辦得多熱鬧，醫院不會覺得這是它的一部分，
我們必須搬回醫院的地方，才可以有機會持續發展。如果我
們不把握現在的機會，以後就更困難了。」我知道醫院要看
服務的績效包括：經濟效益，才會給與支持，所以，這是發
展精神康復在系統上的困難！對於這些文化的差異，我還是
在摸索、聆聽、學習和適應，請繼續
記念，求父親給我智慧去明白和
處事！請亦記念我的語言和文
化學習，求父幫助調整工作
的時間表及身、心、靈的
健壯。

山 城 美 川 ／東亞創啟地區
我倆已於十月初回到工場，仍是上
一期所服侍的地區。我們學習安靜在神
的面前，用祈禱開始。第三天開始找住
處，隔天便找着了！傢俬電器齊全，不
需再添置任何東西，而且租金非常合
理。祂的預備是超出我們所想所求的！
耶和華以勒的神是值得稱頌的！
我們在這地區接觸到一些來自外省
的信徒在這裏宣教，我們不宜與他們有
太多接觸，但又需要了解他們的信仰是
否純正，求神給我們智慧！另外，我們
也遇上了異端的信徒，求神幫助我們有
智慧地面對他們！請為我倆第三期之事
奉祈禱，讓我倆更能擴展神的國和更知
道如何與該國之教會同走差傳路。

小 鴿 子 ／中亞創啟地區
K國成立至今，已被列入世上的
高中等收入國家。這都拜出產石油、
天然氣及重金屬所致。國家亦因此深
受外圍經濟發展的影響。一般老百姓
的生活則比五年前更艱苦。 中心在協
助年輕人過一個更有意義的人生的同
時，也盼望能鼓勵他們創立自己的事
業。十月底和十一月底得到外力的幫
助，安排了一個營商訓練及教導姊妹
們按摩及化妝的機會，正是理論加實
踐的時候了。請記念明年事工所需的
一切得到足夠的供應。 願中心的員
工、同工、義工們有聖潔的生活，活
潑的靈命，敢於誠實地面對個人的問
題，並能衝破世俗的誘惑洪流。

差傳聚會（2014年1至3月）
日期

聚會一覽

地點

備註

23/1 (四)
晚上 7:30-9:15

巴拿巴團契

使團
辦公室

與教會
同行

10/2 (一)
東亞創啟地區
晚上 7:30-9:15 異象分享會

使團
辦公室

詳情請
參閱海報

17/2 (一)
關懷北韓小組
晚上 7:30-9:15

使團
辦公室

須報名
參加

11/3 (二)
關懷日本小組 香港日本
晚上 7:30-9:30 3.11祈禱會 基督者教會

須報名
參加

巴 拿 巴 團 契

回條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題：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教會同行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4年1月23日（四）
晚上7:30 - 9:15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團辦公室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欲
□ 訂閱【萬族萬民】（郵寄）
□ 訂閱【使團快訊】（郵寄／電子版）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一號707室
（鑽石山港鐵站A2出口）
報名：hk.mob@omf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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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fmail.com

海外基督使團 你的差傳夥伴
香港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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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麗卿
陳大衛先生、梁蘇嘉儀醫生、劉懷鏡律師、
李寶顏、杜郭慕薇、屈陳素娥、
譚毓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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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