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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150週年紀念
使團香港區歷史點滴（一）
余吳麗清
2015年是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150週年紀
念，藉此難得的機遇，使團香港委員會提早慶祝50週
年誌慶（1966-2016）。
翻查檔案，內地會為了國內信徒的安全，在1950
年決定撤離中國，以香港為中轉站，並於1952年將總
部遷往新加坡。並在往後十年間，陸續開展在馬來西
亞、泰國、湄公河流域及日本等地的宣教事工。另一
方面，使團繼續以香港為服侍基地，印發福音刊物供
應已分散東南亞各地的華裔移民，並在聖靈引導下，
於1965年正式易名為海外基督使團，歡迎亞裔信徒
加入成為宣教士，與西教士配搭服侍。並在亞洲多個
地區成立使團委員會，推動差傳異象，招募及甄選宣
教士。
使團香港委員會就在西教士的努力下，於1966
年成立，首次會議於同年9月8日在界限街使團辦公室
舉行，選任使團宣教士羅柏士(Ronald B. Roberts)
為主席，委員除了鄧茂登(Ｍarvin Dunn)、衛理生
(George.Williamson)、李亞農(Arnold Lea)及使團
首位亞裔團員彭子材等宣教士外，還有當年已熱心差
傳的領袖鮑會園牧師、膝近輝牧師和胡恩德牧師。往
後，神帶領薛孔奇弟兄擔任義務秘書(1970-81)，宣
教士始功成身退。歷任主席包括盧家馼牧師(19711995)、何志滌牧師(1995-2004)及盧炳照牧師
(2004-現在)，都是熱心推動華人教會差傳異象的佼
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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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方面，六十年代，香港教會尚未廣泛認識
宣教事工，但聖靈感動黃慧芳姊妹於1969加入使團，
前往寮國參與佈道植堂，成為使團香港區首位宣教
士，也可能是香港首位華人女宣教士。七十年代，何
瑩基宣教士前往印尼、譚毓璋宣教士前往泰國、蘇恩
覺宣教士受差日本等。四十多年來，香港使團共差派
79人踏上工場，現役52人。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差派的何瑩基
宣教士。她在港大畢業，有穩定的教學工作，但1967
年全港性的暴動發生之後，促使姊妹回應神的呼召，
最終在1970年加入使團，前往印尼宣教。1974年，
當姊妹即將完成第一期服侍，準備回港述職時，在一
內陸墜機意外中被主接去，成為香港首位殉道的宣教
士……
為與關心使團的夥伴一起數算神的大恩，我們將
於2015年2月7至8日舉行感恩聚會，由使團宣教士戴
繼宗牧師及國際總主任馮浩鎏醫生分享信息，並附設
筵席。我們又計劃出版書刊、籌辦訪宣隊探訪香港宣
教士等，請記念各個聚會及事工的籌備與宣傳，詳情
容後公布。
請與我們一起舉起禱告的手，祈禱藉著感恩聚
會，述說神的作為；又求主帶領更多認同使團異象使
命的生力軍加入宣教工場服侍。
（筆者於1979年加入使團香港區辦公室作後勤支援，現任辦公室兼人
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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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工？挑戰！
普通羊
2011年6月份出發，2013年底懷著不捨的心情完
成第一期的事奉。
我原本是護士，到工場時要學做基本物理和職業
治療師的工作，後期還要推動病房護士積極做康復工
作，盼望她們可以自立，這是團隊事奉的目標。
「轉行」之後，就是全力學習新事物，除了治療
師的工作外，還有準備短期隊、教學、社區探訪、訪
宣團領隊，都給我全新的體驗，運用了大部分的時間
去計劃、準備和實行。
與此同時，文化衝擊是必然的。我們每一項工作
都需要跟衛生局合作，工作進度是否能按計劃進行，
全看他們的工作態度，很多時候都因他們投閒置散拖

慢進度。本地人很喜歡飲酒和敬酒，特別在飯桌上更
為普遍，這些應酬也是我們少不了的活動；對於我這
個不善交際，不習慣飲酒和敬酒的人來說，實在是一
大考驗；但神讓我調整自己的心態，於是慢慢適應
了，並更投入當地的生活和文化。另外，跟外國同工
共事，也遇到文化衝擊，不論做事的方式、觀念、生
活習慣等都有所不同，這些也成為我的挑戰。
回顧第一期事奉，主要培訓當地的醫護人員，提
高他們的醫療水平；雖然沒有見到福音果子出現，但
提醒了我生命就是要見證神。第二期的事奉，會到不
同的地方，跟新的同工合作；過去的學習和經驗，將
成為我很有用的工具，面對不同的挑戰。願藉著信心
和愛心的生命去見證神！

（筆者於2011年加入使團，在東亞創啟地區服侍，現於香港述職至本年6月底）

機
長宣

會

你有長期宣教的心志嗎?
服務機會

地區

要求

資歷

佈道植堂

越南

透過英語教學，協助宣教士的工作。
提高當地同工的英語水平，學習神學
辭彙；用英語講聖經故事等。透過教
學與本地信徒建立關係，擔任門徒訓
練的角色。

要求：TESOL證書或英語教學
經驗。需要學習語言及當地的
文化，並神學訓練。

輔導服務

台灣

參與本地的輔導事工，與台灣的基督
教輔導中心合作。使用輔導經驗接觸
台灣的基層。需學習語言。

要求：2-3年的輔導經驗，有
神學訓練，跨文化經驗或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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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見證

彩虹

命名：數年前初次駐守工場，上任不足兩週事

雲彩見證：回顧過去，發現不是我去服侍孤殘

工突然遭到腰斬。回程路上，悲痛莫名。在機倉內，
淚水不斷湧流，傷痛、失望和疑問更在心中不斷吼
叫。突然一道光從𥦬外射向我臉，不禁往𥦬外觀看，
見半空中出現一道彩虹，想起上帝在洪水泛濫之時主
動與人立約並以虹為記號，從此洪水不再淹沒世界。
想到這裡我的淚水立刻止住了，因我明白天父告訴
我：「祂是憐憫人的神，祂是信實的。」於是我以彩
虹命名。

孩子，乃是他們啟發了我對生命的寶貴和奇妙。一位
腦癱孩子雖不能開口讚美神，但他用自己的心跳和呼
吸來頌讚賜生命的主。有一身障少女分享她如何排除
萬難從農村的家回到教會聚會，並在教會中享受愛與
被愛的快樂，她提醒我信徒群體的重要。還有那些從
死裡逃生的殘障孩子，見證上帝創造的奇妙。我目睹
天父如何看顧、尋找和引導孤殘孩子，使他們的生命
從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來。對我而言，孤殘孩子猶如
雲彩見證人，他們的生命教我為上帝的創造和信實讚
歎感恩，所以我願意將身體獻上作活祭事奉神。

使命：彩虹出現在雨後陽光之中，而且七彩繽
紛使人喜悅;這些特質正如我的使命。我所服侍的群
體是孤殘孩子，他們不是被親人丟棄，便是因殘障生
活無望。他們的人生猶如灰濛濛的雨天，心中缺乏愛
也沒有盼望。然而天父愛每一位孩子。我因著神的愛
成為一道彩虹。如今我帶著這份愛服侍孤殘孩子，引
領他們來到主跟前，讓主愛光照他們成為另一道彩
虹。就這樣，我們成為眾多道雨後彩虹，在悲喜交集
的人生中見證天父給世人立約的愛。

報
財政

此刻我再次收拾行裝準備出發。心裡明白在新
工場遇見孤殘孩子時，金和銀我都沒有，但我願意把
最珍貴的給他們，那就是天父上帝對世人立約的愛。
(筆者在2014年4月加入使團，在東亞創啟地區服侍)

告
海外基督使團 1月-4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港幣)
宣教士支持費

支出(港幣)

4,100,566.59

4,100,566.59

特別事工

240,707.43

240,707.43

異象推廣

37,226.05

36,846.81

476,419.05

471,565.48

4,854,919.12

4,849,6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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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收支報告）

盈餘：5,232.81

禱告目標

港幣91萬

已籌款額
8,311,3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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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陳燕芬

今次到訪的泰東北，是一個民風樸實，未被污染之
地。原來泰國是一個福音開放的國家，政策上支持我們
去傳福音的。「走出去，看一看」，是我一直想做的，
但基於時間配合不來，一直沒有機會。今次是我第一次
的短宣，對於整個旅程充滿著期盼，因為「宣教」、
「短宣」、「宣教士」這些詞彙，在我未走出去以前，
只是他人的詮釋、書本上和歷史上的記錄而已。
今次讓我們認識的兩對荷蘭宣教士夫婦，各自有著
神的產業、有著不同的背景、身處於不同服侍的環境和
對象，但我們都看到他們專注於神、忠於神。他們擁有
一顆愛主的心，願意履行愛神愛人的使命，當然他們是
透過有組織的團隊作服侍，既不是單獨上路，也不是孤
立無援，各自認真地忠心地為神國度作工。
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做福音默劇、魔術、講福音剪
十字架、串五色珠、包禮物給學校的小朋友和村落的民
眾。露天的聖誕聚會及走入未得之民的村落作探訪，都
是我們從未經歷過。「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同樣
「不要單單聽道還要行道」是我今次短宣的體會。
在最後一晚的分享，被問到自己有沒有被感動想成
為宣教士﹖自己覺得首先將是次的體驗、心得和認知，
告訴別人或在團契中分享，並以禱告支援宣教事工，現
在參與差會所舉辦的禱告會作起步，深信神定會引導我
當行的路。
(筆者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會友， 於2013年12月到泰東北參與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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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佈道植堂

台灣

與台灣基層人士接觸，以創意方法建立
關係，如探訪、戶外卡拉OK、晨運，兒
童及青年的英語教學等，藉以協助長期
宣教士的佈道植堂工作。

願意以開放及謙卑服侍
的心與人接觸，能以普
通話溝通更佳。適合個
人，四人以下團隊或神
學生的實習課。

英語教學

越南

透過開辦英語班與不同年齡的學生接
觸，以協助北越的本地教會聯繫社區，
讓福音透過關係建立得以傳揚。

適應當地文化，安排英
語課程及有耐心地作教
導工作，以生命影響生
命。

來
工場

鴻

郭 熹 瑜 、 林 倩 雯 伉 儷 / 日本
不經不覺，我們來新加坡受訓的日子已接近尾
聲了，感恩在宣教士適應課程裡有十分實用的
學習，而且能夠與不同的宣教士團契交通、認
識他們的生命故事。天父藉此堅定了我們的心
志，也讓我們見證祂是那位信實的主，也是那
位差遣的主！在這段日子中，我們與一班來自
世界各地參與東亞宣教行列的弟兄姊妹一同受
訓。有些是一家六口走到創啟地區宣教；有的
是帶著未滿一歲的嬰孩出發；有的是已在宣教
工場十多年，後來因照顧家人而回國，他們沒
有放下那份負擔，在十多年後，繼續未完的使
命。我們現在被安排參與「札幌國際教會」的
聚會，稍作適應，投入以日語敬拜的環境；在
兩至三個月後，將
會往另外一間日本
人的教會開始「實
習」，嘗試以學到
的日文參與事奉。
請大家為我們禱
告，求神為我們預
備一所合適的「實
習」教會。我們也
期待能逐漸參與教
會的事奉，也為我
們之後更長期的事
奉打好基礎。

夏 天 / 湄 公 河 流域地區
三、四月是繁忙的日子，三月尾上一個為期十
天的課程，以預備年底回港。雖然兩地相距不
遠，但是沒有飛機直達，要先坐火車再轉長途
汽車，兩天時間才可到達，加上來回時間便是
兩個星期。回來後便隨即開始一連三天半的培
訓，這次是兩位香港工人過來作特別培訓，她
們也是風塵僕僕的。落機當天便坐夜車，教學
完畢隨即又是夜車加飛機的離開，沒甚麼休息
時間，請記念兩位老師的辛勞。香港來的L姊
妹仍在適應，她一星期上五天語文課，經過個
多月已經學了幾百個單字和一些簡單對話。本
來計劃在這市內開始一個培訓課程，最後決定
改在另一個鄰近的省份開展，對象仍是以大學
畢業生為主。我們計劃四月份開始，星期天傍
晚的時候培訓，每
次三小時。這模式
與以前很不同，培
訓時間也比較短，
請記念我們能夠適
切的作出調整。

慕 蓉 / 東 亞創啟地區
爾 晴 / 東 北亞創啟地區
四月的南地，漸漸大地回春，光禿的樹枝開始
長了綠芽。在兩星期前，就是中期考試的期
間，連續數天坐在房間溫習的時候，在窗前看
見鳥兒不停地撿起樹枝築巢。這時想起父親的
話：在你祭壇那裡，麻雀為自己找著房屋，燕
子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麻雀和燕子只不過是
平凡不過的小鳥，父親仍給牠們至聖的居所，
讓牠們建築安歇的巢窩。我反思— 這個拙口
笨舌的我，必須要學像麻雀和燕子般努力以
赴；我亦深信，父親是樹枝和築巢的供應者，
我不必懼怕。在南地，除了言語學習之外，今
年有計劃以K 語讀父親的書，現在，已經開始
眼閱讀和口誦讀，下一步是與本地人一起讀，
盼望父親能給我安排一位未認識他的婦女一起
讀。請記念將來服侍的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的拓
展工作和2014 年招收社區的初級醫生作三個
月的學習。

每年春節後，在冬春換季之間天氣是最冷的，
也下著毛毛雨。今年竟有幾天的氣溫晚上跌至
零下三度，真是反常了，在鄉下村民都說最冷
的那一夜下了滿地白雪，很美麗。同一時間，
這個月也是油菜花開花的季節，看見綠油油的
田野，一夜之間變成黃色海洋，配著蔚藍色的
天空，真是一幅最美麗的油畫，是天與地真情
的接觸，非筆墨所能形容，真要讚歎造物者的
大能。還有三個月就會回老家述職九個月，面
對重新適應老家的生活，也有點戰兢。但願能
安排好，以致不浪費這段時間，暫定計劃：退
修重整自己、進修增廣知識、休息、與家人
及朋友交流，也願天父幫我安排下一里要走的
路，供應我未來所需，相信他就是「以勒爸
爸」。

差傳聚會（2014年3至5月）
日期

20/6 (五) 晚上 7:30-9:15

聚會一覽
關懷日本小組
柬埔寨異象分享會
同工退修日
巴拿巴團契
恩臨萬邦
青年宣教大會－3D宣教
關懷北韓小組

27/6（五）晚上7:30-9:00
4/7（五）晚上7:30-9:00

2014齊來關心穆斯林
祈禱會

13/5 (二) 晚上 7:30-9:15

23/5 (五) 晚上 7:30-9:15
27-28/5 （二至三）
29/5 (四) 晚上 7:30-9:15
13-16/6 (五至一)

地點
使團辦公室
使團辦公室

備註
須報名參加
不需報名參加

辦公室休息兩天
使團辦公室

隊工關係

烏溪沙青年新村

報名: http://GTANymc.hkacm.net

使團辦公室

須報名參加

港島東，尖沙咀
兩次聚會祈禱重點不同

報名：p4mp4m@gmail.com
截止報名：20/6
費用全免，必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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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基督使團 你的差傳夥伴

我要訂閱
或瀏覽
http://www.om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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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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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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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