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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述職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
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二3)去年取
得半年的述職期，經歷了神大大的祝福及供應。2007
年回港述職，離開侍奉15個年頭的泰國，重投香港生
活及文化並不容易，但神按應許為我們一家預備，無
論在居所，女兒在大學中的適應，都經歷祂豐盛和奇
妙的帶領。今天，女兒已大學畢業，我們有半年的述
職期，我與太太再回到工場作服侍體驗。
按計畫先到加拿大兩個月，目的是探親及寧靜的
退修，以及到教會推動宣教工作。感謝主的預備，我
們能夠全心去親近神，又可陪伴年邁的父母；特別在
母親身體抱恙時能從旁照料，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
們到加拿大的安省和緬省的５間教會推動宣教異象，
並探望從泰國退休的宣教同工，這一切都何等寶貴，
神的作為實在奇妙偉大！
回港後出席新加坡國際會議，神帶領使團重整已
有1,400多位宣教士的架構，讓大家經歷各同工不同
恩賜的配搭，在不同意見下仍高舉基督為首，眾領袖
也同心邁向新里程。2015年是差會的150週年，我們
用信心繼續仰望神的供應與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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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其彪

十月初與太太帶着期待的心情回到泰國，探望宣
教同工並探訪曾侍奉11年的泰南教會，鼓勵其中的
信徒。感恩在探望宣教士的過程中，看到同工在語言
學習，文化適應，與同工關係各方面都很理想。長期
宣教要付上不少努力和嘗試，盼望後方的代禱者以不
住的禱告來支持前方的宣教人員。南部教會３年來都
沒有傳道同工作帶領與牧養，但感謝主仍保守他們對
神渴慕的心，有３位弟兄帶領教會繼續向前，求主施
恩憐憫。7年前離開時把教會交託在我們大牧者的手
中，今天以同一信心把信徒交託給主，相信祂必保守
引領祂的羊。
回顧這６個月的時間，主賜福了我們安息的日
子，非常滿足及帶有挑戰，但看見神恩手在我們這軟
弱的器皿上，成就了祂的作為，不單自己蒙福，也使
許多接觸過的人和教會得到鼓勵和祝福！面對廣大禾
場的需要，願莊稼的主打發更多合祂心意的工人作收
割的職事。
（筆者乃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１號勤達中心七樓707-708室
電郵：hk.support@omfmail.com
網頁：www.omf.org.hk

電話：(852)2398-1823
 版權所有

傳真：(852)2398-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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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篇

鄺漢明、李慧儀伉儷

轉眼回港已一段時間，然而斯民村教會弟兄姊妹的面孔仍常
常浮現在心中，有歡笑，有流淚的。回望這四年的事奉，使我的
生命豐富了很多，神的恩典與大能叫我們得著盼望和力量，從生
命的改變中又看見神的作為。

婦女組： 在貧窮的家中要當家是十分困難的，這四年看著她
們的家庭由破碎到重建，由離異至持守。日子雖然艱苦，但內心
仍是默默地跟隨神，常常回到教會敬拜讚美，與神肩並肩地渡過
艱難的時刻。

青少年組：暑假期間安排一個技能訓練班，事
前已聯絡了一些朋友教授手工藝，小手繩，布藝毯，
十字繡等。經過一番努力，大家同向一個目標奔跑。
與這班青少年相處亦帶來啟示：我個人的能力有限，
只可與他們行一小段路程， 但最重要是帶領他們在
生命中找到目標，叫他們跟隨神向目標進發。

戒毒組： 參與關顧青少年戒毒工作的日子很短， 因
負責的同工回國述職所以有機會參與。其中一位青年接
近離開中心的日子時，重回舊路。我呼求神給我耐性，
鼓勵他依靠主得勝，心裡默默為他禱告，求神開路。終
於機會來到， 從漢明口中得知有位牧師開設一間烹飪寄
宿學校， 提供為期一年的課程， 還安排實習的機會。我
們陪著他一同面試，結果學校取錄了他。 在等待入學的
半年裡， 他竟然主動申請返回戒毒中心，希望做好準備
來迎接人生新的一頁。
最後感恩的是慧儀的媽媽決志信主，而睿祈睿行也很享受寄宿的生活。請
繼續記念斯民村教會，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求神差派收莊稼的人。我的恩典
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十二9)
（筆者夫婦於2009年加入使團，在柬埔寨參與社區發展服務工作，現於香港述職至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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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長期宣教的心志嗎?
服務機會

地區

要求

資歷

學生事工及門
訓

湄公河流域

透過英語教學，與當地人建立關係，
藉此向他們傳福音。此外，尋求與教
會合作事奉的機會，激勵個別信徒和
新領導者。

願意學習當地文化，敏感於福
音的需要，靈活地面對跨文化
的環境所帶來的挑戰。三年或
以上的服侍。

帶職宣教

穆斯林地區

透過你的專業如講師，會計師，教
師，社會工作者，工程師，電腦編
程，語文教師，獸醫，牙醫，或醫務
人員等與當地人工作，生活和學習文
化，並藉此讓生命影響生命。

擁有特定的專業資格，獨立及
願意學習當地語言及文化，道
成肉身。三年或以上的服侍。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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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啟航

小航
「我到城市打工已一段日子，每天長時間重複的
工作使我孤單難過，究竟人生是為了甚麼？」這年輕
女工的吶喊，自學生年代那次聚會起，廿多年來在我
心頭盪漾，久久不能忘懷。
八十年代初，正值香港回歸事宜鬧得熱烘烘。神
在我心中埋下宣教的種子，並在培靈研經大會中，呼
召我全時間事奉，雖自覺不配，卻學習擺上自己。
畢業後，我如一般的年青人追求工作上的成就，
但呼召仍存。1998年主領我參與的扶貧事工，打開
我的眼界，了解農民艱苦的生活。掙扎多年後，神給
我勇氣到前線駐守，最享受能與當地同事一起查經聚
會。翌年發展新項目不久，遇上大災難，感恩神保守
自己及眾同事，卻留下許多不能磨滅的印象— 與同
事們死裡逃生，守望相助；天災下死傷者眾，生還者
痛不欲生；絡繹不絕的義工團，與災民同笑同哭，彼
此依依不捨的情景；攀山越嶺驗收工程，探訪純樸的
受災家庭⋯⋯但因着社區資源湧入，人心變化，關係
愈加複雜；臨別之際與本地同事因利益而關係破裂，

報
財政

含屈卻百辭莫辯！
那些年間生活太多起伏，未及消化；回港時，身
心靈跌至低谷，當時困惑不解，甚至懷疑神是否同
在？我還能回到那地，愛他們嗎？
以為神學院是療養的地方，怎料一年後發現患
癌！神給我徹底休息的機會，不單肉體得到治療，心
結也慢慢解開，對自己及上帝有更深的認識，接納自
己及別人的限制，更體察神及人的愛！
「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十一：
29)。神的話堅定了我。當我依然為著那地的人而扎
心；當我想起A電話中訴說她親父母要與她相認時整
個人崩潰；又當我想起過去兩年與B同行，她為了給
兒子更好的生活而當產子代母⋯⋯我深知我雖不能為
她們作什麼，但在神凡事都能！我願學習與神同工，
與人同行！
(筆者在２０１４年２月加入使團在東亞創啟地區服侍)

告
海外基督使團 1月-2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港幣)
宣教士支持費

支出(港幣)

1,702,674.61

1,702,674.61

特別事工

161,447.00

161,447.00

異象推廣

9,904.77

9,194.30

261,627.27

242,860.68

2,135,653.65

2,116,1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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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2月份收支報告）

盈餘：19,477.06

禱告目標

港幣103萬

已籌款額
8,196,3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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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關愛服侍

施燕燕 – 感謝主有機會參加台中關愛服侍禱告
隊，體驗人生第一次「短宣」，前往彰化縣埔心鄉
與宣教士陳偉國一家會面。偉國、少梅讓我們了解台
灣的宣教需要，透過行區祈禱、準備聖誕福音聚會和
探訪護老院等，體驗到耶穌所說「要收的莊稼多，作
工的人少」。當地廟宇甚多，並有很多未得之民，但
當中只有一所基督教教會。我們接觸
一些鄉民和他們聊天。由於父母是福
建人，我聽得懂台語但不大懂說，若
果能用台語溝通，他們會倍感親切
呢！離開埔心鄉前，在偉國、少梅
家和弟兄姐妹分享：自己希望繼續
尋求上帝的帶領，將來可以服侍說
台語或閩南語的同胞，聖靈透過
約拿的故事再次提醒我─ 主若
願意，希望有機會還這個福音的
債。
麗文 – 從前經過廟宇門
口，看見人在偶像前燒香，便
覺得這等人愚昧無知，敬拜人手所造的
偶像，而不信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行程的尾聲到日月潭的文武
廟，牧師叮囑我們要用眼去看，用心去為所見的祈禱。但我們卻忘記，
竟邊行邊興奮地唱起福音粵曲來，好像要炫耀我們是神兒女的身份。我
學習到好像「浪子比喻」中的大兒子，常住在神家中，神恩待我，叫我
從小認識主。我是否就可以對神說：「我服事祢這多年，從來沒有違
背過祢的命。」然後就不去關心在遠方流浪的弟兄呢?!神要我明白我只
不過是先蒙主恩，無甚麼可誇。當神要我去領弟兄歸家時，我能否說：
「主啊！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筆者乃播道會窩福堂會友，於2013年12月參與服侍亞洲短宣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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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參加短期宣教事工嗎？
服務機會

地區

要求

資歷

湄公河宣教體驗
MMI program
(Mekong Missions
Intensive)

湄公河流域

個人或6-10人的團隊，參加為期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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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飾建築物、外展
工作及大學生事工

日本

個人或2-8人的團隊，參加為期2-6星期
的事工，透過粉飾大學的牆壁認識大學
生，並與他們建立關係。

有彈性及服侍的心。

照顧宣教士子女

柬 埔 寨 ， 泰
國，新加坡，
東亞創啟地區

照顧宣教士子女，讓宣教士父母能專心
參與使團於不同地區舉行的工場年會。
為期約一星期，安排活動或有趣教學。

有照顧兒童及青少年
的經驗，有活力及彈
性。。

來
工場

鴻

嘉 蘭 / 東亞創啟地區

普通羊 /東亞創啟地區
水城在 2014 及 2015 年期間，雖沒有長期同
工，但仍繼續定期在醫院有培訓班，禱告培訓
班能繼續提升醫院的醫療水平並更能幫助病
人。月初，本約好『老師』一起探訪三個家
庭，但最後因老師工作繁多，我的時間表也愈
來愈緊密，只能與她一同探望其一家庭。病患
者是家中的太太，照顧者是多年前也曾患輕度
中風的丈夫，夫婦倆相處常出現問題。老師用
本地語言與這個家庭溝通，彼此能暢所欲言，
盼望老師能持續探訪這個家庭，讓他們得著從
祂而來的真平安。感恩在安排各項離開水城的
事宜都能順利並看到祂恩手一步步的引領，盼
望牧者能持續跟進並與這個家庭建立更深的關
係，願水城的三自家庭成員都起來傳好消息，
讓更多人得到這福氣。

2013 年有兩個病人使我最震撼：10 歲的 CY 因家中失火全身
92% 燒傷，經過 3 個月的治療，奇蹟地活下來。每次手術及
換藥都像酷刑，但她勇敢熬過來。治療路漫漫，醫療費已超過
70 萬元，父母傾盡所有，若沒經費進行植皮、康復，手腳功能
便不能復原。38 歲的 SC 因汽油爆炸 70% 燒傷，雙手手指及
關節全壞死，出事後妻子狠心丟下 3 子女。走投無路時 SC 曾
想放棄生命，他曾形容自己徒留軀殼，是個活死人。求老爸給
他勇氣毅力鍛鍊，以後可以活得有尊嚴。又請記念我和會所一
姊妹定期的探望，能鼓勵他學習真理，經歷老爸出人意外的平
安。

泰慈 /泰國
聖誕前一個星期我們
有 5 個外展佈道，所
以非常忙碌，但感恩
5 個聖誕活動中我們
共派了 190 份禮物給小孩，在兩個區報佳音，我們也在
另外三個貧民區舉辦聚會，其中更可以分享福音。請繼
續記念我能準確發音，皆因明年 2 月將會接受 Level 2
第七課程的考核，語言中心也會評估我的能力，若能如
期完成，明年年中將需應付 Level 2 的考試。於星期二
小組聚會中，有幾位男士第一次參加，與我們一同唱詩
歌和聽信息見證，看到聖靈在他們的心中動工，請記念
他們。其中一位男士因意外不便於行，我們從別的地方
得到免費的輪椅送了給他，他起初對基督教很反感，但
現在已逐漸開放。

誠欣、橄欖、號角 /東亞創啟地區
感謝主，剛剛過去的一年滿載着祂的恩典，看見神在大
城興起教會，願頌讚榮耀歸給祂！我們給阿旭阿麗這對
年青夫妻做婚姻輔導，與他們同行幾個月，過程中，天
父讓我們發現不是理論能改善他們的關係，乃是神奇妙
的恩典，讓我們在每次面談時，及時察覺到他們相處的
隱憂，給予提醒和指正。當然，他們願意順服於基督，
以基督為家庭的主。請記念他們二人的溝通和衝突處
理，也求主使用我們每週的見面禱告，盼能成為他們的
幫助。請繼續記念我們家的研經小組，求主賜給各人有
渴慕主的心。請為我們每週預備查經材料、輔導材料和
探訪工作禱告，求主賜造就人的話語。求神在大城興起
更多合祂心意的教會，成為弟兄姊妹屬靈的家。

使團已推出中文電子書，
圖
文並茂，繁簡互換，
圖文並茂，繁簡互換，
歡迎瀏覽購閱，
並推薦國內外親友！

團書籍
2014使

價 敬請
特
大
節
活
復
留意

1/4 - 30/4

http://ereading.org/category/
合作伙伴/海外基督使團/

起

差傳聚會（2014年3至5月）

異象分享會

奇異恩典
在柬埔寨
23/5/2014（五）
宣教士分享——

黃建成、劉玉鳳伉儷
鄺漢明、李慧儀伉儷
新蒲崗大有街1號勤達中心7/F
(鑽石山港鐵站A2出口)
報名及查詢：2398-1823/hk.mob@omfmail.com

我要訂閱
或瀏覽
http://www.omf.org/omf/hong_kong__1/node_14622

日期

聚會一覽

地點

備註

11/3 (二)
晚上 7:15-9:30

關懷日本小組
3.11 祈禱會

香港日本
基督者教會

須報名參加

27/3 (四)
晚上 7:30-9:15

巴拿巴團契
知難而進

使團辦公室

須報名參加

14/4 (一)
晚上 7:30-9:15

關懷北韓小組
最新消息

使團辦公室

須報名參加

13/5 (二)
晚上 7:30-9:15

關懷日本小組

使團辦公室

須報名參加

23/5 (五)
異象分享會
使團辦公室
晚上 7:30-9:30 奇異恩典在柬埔寨
29/5 (四) 晚上
7:30-9:15

巴拿巴團契
隊工關係

使團辦公室

不需報名
須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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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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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毓璋姑娘

執行主任： 杜 其 彪 牧師
同工： 程依敏、陳學文、林幗慧、劉麗卿

李寶顏、杜郭慕薇、屈陳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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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