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上兩期與讀者分享了使團在 150 週年後所

要面對的挑戰，我們定下了三個 P，Pioneering，
Perservance，Partnership。頭兩個 P，代表著我

們的承擔：繼續竭力向那些福音未及的東亞群體傳

福音，同時也不忘已開發的工場群體，努力把福

音的道種撒遍每個鄉鎮。因此，我們需要大量招募

宣教工人，從 2016 年起，每年為招募 150 位宣教

士而禱告，以至在七年裡能增加 1,000 位生力軍，

差到禾場作收割的工作。今期，我盼望與讀者分

享第三個 P，Partnership。

宣教從來不能單打獨鬥，我們需要同工，也

需要夥伴。在約翰福音四章 34 節提到，「耶穌說：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祂的

工。」在 38 節記載，主耶穌不單自己去做，同時

把門徒也差出去，一同作撒種和收割的工作。不

單要去做，並且要去完成這工作，主耶穌已經在

十字架上完成了父神差衪來世上的工作。可是我

們的使命，使萬族萬民能來到神的施恩座前，與

我們一樣得憐恤、蒙恩惠、得隨時的幫助，這項叫

世人信服真道並蒙恩得救的工作，至今還未完成。

使團國際總主任馮浩鎏牧師，獲邀在第 88 屆

港九培靈研經會擔任研經會講員，主題為「疾風勁 

草 --- 劃時代的工人」這乃是使團與眾多教會、機

構、神學院及差會合作為夥伴的其中一項。盼望

藉著我們的參與、禱告並聆聽神的話語，使生命

成長，如迦勒的信心回應神的應許，得那山上之

地為業 ( 書十四 12)。

杜其彪

承擔未竟的使命(五 )

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宣教士，現

任海外基督使團國際總主任。馮牧師在香港出生，

在澳洲接受醫學訓練，在大學時期信主，蒙神呼

召，參與宣教事奉。1982 年畢業後回香港行醫，

並在英國獲取醫科內科專業資格，曾在香港中國

神學研究院及美國福樂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在

1989 年與太太鄭珍妮醫生，接受教會差派，加入

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往南亞洲一回

教國家事奉。

馮牧師在 2005 年 12 月初接任為海外基督使

團國際總主任，成為自戴德生牧師創辦中國內地會

以來首位華籍總主任，帶領使團，負責牧養及督

導 1,400 多位宣教士在亞洲 14 個地區服事，致力

杜其彪牧師 (左 )與 

馮浩鎏牧師攝於 

使團 150 週年聚會

第88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早堂研經會講員介紹

馮浩鎏牧師

把福音傳給東亞萬

民，並建立教會，

推動本色化的植堂

運動。

馮牧師曾任 2010 年開普頓第三次洛桑福音

會議大會講員，2011 年及 2015 年英國 Keswick 
Bible Convention 培靈會講員及美國 Urbana 2015
年青年宣教大會釋經主題講員。

馮牧師在新加坡基督教懷恩

堂被按立，師母鄭珍妮醫生參與

宣教士醫療關顧及宣教書籍出版

事奉，他們育有一女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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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乃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 )



按現今香港的教育制度，四年是一個大學生

的學習時間。我的第一期四年宣教生活真是一個

恩典之旅，不單影響了我的思考、學習或待人處

事方式，更影響了我的生命。

我的隊長 Stefan Keller 說，我們在曼谷貧民

區中服侍至少有五個身份，我覺得正是這樣：

一、學生

到了泰國像是嬰孩一樣，得放下自己的所有

從頭學起。如何在貧民區中生活，在來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國際團隊中服侍，都是重要的學習，感恩同

工們都是很謙卑的學生。語言和文化是最不容易的

終身學習，起初我不能辦別泰文五個聲調和相似

的發音，聽老師說「你是學不會泰文的」，我就

像跌進深淵，回家流淚禱告。學不會怎能傳福音？

要回家嗎？於是切切的請弟兄姊妹代禱。就這樣，

我完成了一年的語言和文化學習，接著一邊服侍，

一邊繼續學習。當我最終完成二十七個語文測驗

和五個考試時，那位老師很驚訝，我就是靠上帝

的恩典和幫助呢！

二、朋友

大多泰國人喜歡玩樂開心，也很重視關係，

因此關係佈道較有效。住在他們當中建立關係最

自然，他們很好奇我們怎樣生活，跟他們交朋友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一齊吃飯和遊玩。為了服侍和

接觸新朋友，我由負責洗碗到現在能煮出幾個菜，

也是經歷了另一件新事。

三、僕人

雖然我們都過著簡樸的生活，但比起貧民仍

是富足。在貧民區有許多問題，有時事情就與電

影橋段一樣，常常要像僕人一般服侍他們。例如，

地主突然來收地，為了他們能在鏟泥車動工之前搬

走，我們曾用電單車幫忙搬家。因為他們只用渾名

向我們介紹自己，當去醫院探病或接他們出院時，

我們常常要先問清楚他們真正的名字呢。

四、「講故佬」

泰國人一般不閱讀，但愛聽故事。我們跟他

們分享聖經中許多故事，例如洪水的故事也切合他

們水浸的處境，讓他們明白上帝的愛和人的罪惡，

更有鼓勵和提醒。泰文聖經的語言是皇室用語，

不是日常用語，我們得花點時間用簡單的話幫助

他們明白。不過，一齊閱讀聖經故事也是很好的

學習機會，一位婆婆原本不識字，但跟我們一起

讀聖經後已能慢慢看，有時比我們讀得更流暢。

五、禱告者

在貧民區服侍有很多屬靈爭戰。不少慕道的

人會因家庭、地主收地或債務問題而突然失踪，更

有初信者很快回天家，甚至一位泰國同工剛開始全

時間服侍，太太就患病，四個月後便離世。因此，

我們進入每個區服侍都得靠禱告，祈禱是我們最

大的武器。我多次經歷禱告的大能，無論是租房

子所需，還是好的屋主，和鄰居，上帝都聽禱告。

感恩上帝的保守，走宣教路不容易，但祂深

愛著我，一切就變得精彩。

五種身份 蘇媛慈

服侍機會

基層服事 

 

 

 

英語教育

顧問 

地區

台灣 

 

 

 

東南亞穆斯林

性質

認識當地的群體，建立關係及服侍社

區，如教學、輔導、探訪鄰居，接觸不

同家庭。參與門徒訓練，透過查經及聖

經故事的講述助人認識真理，讓信仰融

入生活。

培訓當地的高中英語教師，透過教學及

生命見證來活出基督的愛。亦會到農村

探訪、教學和英語訓練，接觸當地的信

徒，鼓勵他們及參與門徒訓練。

要求

三年或以上。有神學訓練

及牧會經驗。能與團隊配

搭及以有創意的方式服侍

基層群體。 

三年或以上。有 TESOL 及

相關的教學經驗及跨文化

的訓練，能與國際團隊及

本地同工溝通，有彈性，

願意調整生活方式，以更

明白當地人的需要。

長宣

工人剪影工人剪影

( 筆者是崇真會深水埗堂會友，2010 年加入使團，

 於泰國服侍。)



我們在身邊的人中並不出眾，亦無顯著的特

長，但這樣兩個平凡的人竟如此蒙福，成長路上也

有奇妙的相似之處。我們都是在小學六年級聽聞

福音，決志信主；一路上各自都曾經歷許多困難、

軟弱以及信心的起跌，全賴主一路保守，又賜下

一顆單純地跟隨祂的心；在中學時代，我們都分

別領受主的呼召，獻上自己的一生。

志明大專畢業那年，首次參與海外訪宣，在

泰北一條偏遠的小數民族村子裡，聽到一個關於

福音大能怎樣拯救一對因迷信風俗差點被殺害的

雙胞胎的見證，看到福音如何藉主差遣的僕人為

偏遠的地區帶來拯救和盼望。在當地，他首次與

不同種族的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上帝，驚覺神的國

度原來如此廣闊，值得將一生都投身在宣教事工。

工作幾年之後，主在一個營會中呼召他。起初，

他認為自己能力不足，還有家庭的擔子等等理由，

未能全時間事奉；後來主幫助他明白自己思想上的

偏差，原來他一直太注重自己的欠缺，太少仰望

主；主既然選召，必定賜下足夠的智慧和能力讓蒙

召之人完成任務。於是，志明結束工程界的工作，

接受神學裝備。畢業後於東南亞短宣接近一年，

返港後開始牧會並探索長宣方向。

嘉佩自小便十分膽小，怕骯髒，也怕貓、狗、

老鼠等等。讀大專時某年暑假，她在考慮是否要報

名參加柬埔寨訪宣，但一想到當地衞生環境欠佳、

很多流浪貓狗等，便很想退縮，內心十分掙扎。

誰知，聖靈在一次崇拜中動工，她領受到﹕若人

人都說怕這怕那，等別的人去，那還有誰去呢？那

一刻，嘉佩感到很扎心，於是求神赦免她的自私，

也求神賜她一顆愛柬埔寨人的心。訪宣期間，嘉佩

在赤柬過去的集中營看見地板上滿佈遺留已久的

血漬，驚覺罪的可怕：這些罪用甚麼也不能洗淨，

惟有耶穌基督的寶血才能洗淨，惟獨耶穌基督的

愛才能醫治這地的傷痕。翌年暑假，嘉佩再次踏

足柬埔寨進行兩個月的短宣體驗。大學畢業工作

之後不久，神清晰帶領嘉佩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

並繼續將宣教的負擔放在她心裡。

志明與嘉佩婚後一同踏足柬埔寨，了解當地

的情況及需要，在當中得著共同的領受：金邊以

外許多省份及村落仍沒有教會，應當趁著福音的

門仍然開啟，把握時機傳道，讓更多柬埔寨人得

見真光。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

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

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一 78-79) 

平凡人

   

宣教士支持費  7,899,754.34   7,899,754.34

特別事工   961,175.00   961,175.00

異象推廣  68,612.47   77,812.40

本地支援事工   599,080.96  679,408.96

 9,528,622.77   9,618,150.70

  

*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海外基督使團 2016 年 1-5 月份收支報告

禱告目標

167,406.84
已收奉獻

9,058,384.16

黃志明、蔡嘉佩

購置現辦公室報告

(2009 -2016 年）

新丁心聲新丁心聲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不敷 (89,527.93)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 筆者乃平安福音堂(富區 )會友，2015 年 11 月 

 加入使團，於柬埔寨服侍。)



在這裏，我所參與服侍的本地教會已成立一

年半了；今年五月開設一間新堂，在那兒可以接

觸到很多學生。神所預備的地方，是大學城區裡

頭的一間餐廳，教會的一位商人願意代付租金。

願神使用學生們的參與，願祂給我們智慧去幫助

這兩間教會生根壯大，健康地成長。

四月初，我有幸參與聯合宣教工場會，當中

有講道、團契、互相切磋及彼此學習，令我有機

會暫時放下日常事務，與其他同工相聚，既可重

新得力，更得以認真思量作主僕人的意義，並從

一個更廣闊的視野看待我們工場的需要。

會議期間我再一次體會到，自己所在的工場

以及世上一些被忽略的邊陲地區都有深切的需要，

而目前最缺乏的是甘願前赴這些地區的宣教士。城

市裡都有信仰群體，又開設了好些家庭教會，但

是本地和外來的信徒每每忘卻一個事實：還有極

多人未曾聽聞福音，工場向神呼求，在未來七年

帶領八十四位宣教士加入。深願那些蒙主呼召的，

都忠心地回應。

大會講員論到以利沙的性格，以及作主僕人

應有的品格，令我印象深刻。他提醒我們最首要

的呼召就是追求聖潔，與神保持親密的關係，沒

有聖潔的生命，事奉便難有果效。他說：「人家

在我們身上若是見不到基督，我們倒不如離開（工

場）算了」。我因而受到激勵，回到工場與友人、

尤其是那些初信的分享，一起在信仰上進深，有

紀律地花時間多認識神，以致我們的生命與所傳

講的信息相符，「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弗

四 1）。

邀請您齊來為我們禱告，求神賜下更多蒙祂

呼召、甘心擺上、愛祂子民的宣教士。感謝神讓

我服侍的這間本地教會不斷增長，又供應另一個

地方開辦新堂，求主叫更多的人得以認識基督，

並栽培門徒；這教會開辦的宿舍更舉辦學生團契，

其中一間房曾發生火警，幸而沒有人受傷，請記

念他們的安全。我有份幫忙另一間本地教會的英

文班事工已經復課，並穩定地增長，求主保守並使

用我們在班上建立的關係。我現在駕駛一輛借來

的電單車往來各處，故此請為我路上的安全禱告，

也求主賜下智慧，讓我曉得活用在基本輔導課程

所學到的，向友人及鄰舍分享從神而來的平安與

醫治。

服侍機會

行政支援 

 

 

宣教士子女

關顧

地區

越南 

 

 

新加坡

性質

參與支援服侍，如行政、財

務管理、人力資源及協助短

期隊探訪等。 

於每年的新宣教士適應課程

或宣教工場年會中協助團隊

照顧宣教士子女，安排活動，

讓宣子們明白大使命的意義。 

要求

十一個月。有彈性，擅長行政及管理工作，有

相關工作及服事經驗，對電腦的運作有基本認

識，願意學習及配合團隊的需要。除了後方的

支援，你亦有機會與當地人接觸及建立關係。

能操流利英語、喜愛小孩子，有照顧孩子的經

驗更佳；有彈性及適應不同文化的隊友，身心

靈健壯。

短宣

與蒙召的恩相稱 Janice

短宣迴響短宣迴響

（筆者乃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會友，2015 年 9月起在

 越南參與 11 個月的服侍亞洲短宣體驗）



誠欣、橄欖 ( 創啟地區 )

願神幫助大城的信徒，依靠主建立教會，

也在婚姻家庭中努力見證神的慈愛。

求主繼續帶領研經小組的增長，施恩給

組員，賜給實習傳道有牧養靈魂的愛心和智

慧陪伴各組員成長。研經小組在最近舉辦了

退修營，參加者當中有幾位未信的朋友，感

謝主給我們美好的信息，叫各人對福音認識

更多。

誠欣 4 月中趁學校的家長週去探望在遠

方寄宿的兒子，沒有見面約兩個月，身量更

接近爸爸的高度。在男生宿舍裏看見他的同

學們，大多數都是從小六同窗同住到現在，

差不多五年了，大家都變成高個子的年青人，

談吐不再像小孩。在他們集體成長的歲月裏，

看得出父母們親身的教養、許多代禱勇士的

禱告、加上學校的基督徒老師身教言教等等，

這些都是他們健康成長的重要元素，感謝主

的保守看顧。

彩虹 ( 創啟地區 )

在綠城朋友中有好朋友一直渴望成長。

當友人願意每天閱讀神的話語，這帶有能力

的話就漸漸改變他的心；他願意早起看書與

神親近，他以祝福代替昔日對上司和同事的

批評和埋怨，他甚至願意花時間用舊台曆製

作小卡片來記住神的話語 ; 過去他為自己的

前途憂愁，現在他甘願獻上手裡的五餅二魚。

友人出乎意料的成長令我驚訝，原來澆水和

施肥的算不得甚麼，唯有那使人成長的才是

真正的主人。每當我想起友人的改變，我的

心就被激勵，願意作見證和培育更多人，讓

他們在神的恩助中成長。 

我感恩能站在神的團隊中，因祂的作

為時常超乎我的想像，使我讚歎，祂的信

實更讓我放心、放手跟隨衪的旨意行。

李美兒 ( 日本 )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日本東部地震、海

嘯和幅射泄漏事件已經過去五年了，在東北

三縣約有三分之一住臨時房屋的居民已遷出，

搬到公屋、市內其他地方或其他城縣去。請

繼續記念災區的復興和災民的身心康復，請

為事奉者的身心靈健康和團契生活代禱。

感恩“一步一步岩手”災區支援事工於去

年正式成立教會，在山田町和釜石市都有主

日崇拜，並發展主日兒童聚會。我主領的山

田咖啡店將於五月遷離海邊，搬到小學的附

近，盼望能吸引多些兒童來玩耍和參加聚會。

透過在小學球場觀看兒童活動、派發小禮包

及邀請他們來聚會，陸續有兒童前來出席，

一起製作朱古力。 

4 月發生的熊本縣地震，雖然沒有 311
大地震那麼嚴重，但傷亡和地方損毀仍需處

理，特別是人心內的恐懼。願主賜下平安，

願主繼續使用在災區中的牧者和基督徒榮耀

祂的名 !

夏天 ( 越南 )

回想我最初到工場的日子，發現乘搭巴

士的時候不單可以認識這城市，還可以透過

觀察乘客的互動情況，了解當地文化。此外，

我不時能夠在巴士上結識當地的年青人。

復活節期間，接待了今年第一個探訪隊，

我安排給他們的其中一個重要活動便是「跨

文化巴士之旅」。這樣，隊員可以看到這個

城市的不同面貌，也可以在巴士上與乘客聊

天，直接接觸這裡的年輕人。下車之後，讓

隊員深入觀察街上的情況，從而更貼身的為

這個工場禱告。不過，我發覺隊員不約而同

的將目標放在結識當地人，因而較少注意其

他方面，這也反映了兩地文化差異。當地人

較重視人際的關係，也較著重事情的過程，

香港人則目標性較強，這些差異也影響我們

在分享福音時所採用的方式及其效果。

工場來鴻工場來鴻



香港委員會委員： 

盧炳照牧師(主席 )、陳大衛長老、何志滌牧師、 

劉翠珍小姐、梁蘇嘉儀醫生、文子方長老、 

吳𦏵醫生、施熙禮長老、譚毓璋姑娘、袁皚盈律師

顧問：陳喜謙牧師、盧家馼牧師

執行主任：杜其彪牧師

同工： 

陳學文、鄭慧玲、程依敏、 

趙家珮、黃艾青、杜郭慕薇、 

屈陳素娥、葉燕群、余吳麗清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1 號勤達中心七樓 707-708 室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9:00-17:30( 午膳 12:30-13:30，星期六及公假休息 ) 

電話：(852) 2398 -1823  傳真：(852) 2398 - 2405 
電郵：hk@omfmail.com  網址：www.omf.org/hk 

日期  聚會 地點 備註

27/6 ( 周一 )晚上 7:30-9:15 異象分享會 :來自高原的呼聲 使團辦公室 無須報名

5/7  ( 周二 )晚上 7:30-9:15 關懷日本小組 :Japan Café –清談日本心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28/7 ( 周四 )晚上 7:30-9:15 巴拿巴團契 :宣教同路人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12/8 ( 周五 )晚上 7:30-9:15 關懷東北亞小組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13/9 ( 周二 )晚上 7:30-9:15 關懷日本小組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使團聚會消息    報名或查詢 :hk@omfmail.com

第88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2016 年 8 月 1-10 日 

地點 : 九龍城浸信會 (九龍城亞皆老街 206 號 ) 

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

使團書攤 :一連十日設於九龍城浸信會，售賣使團出版的各類書籍， 

歡迎登入 www.omf.org/hk/books/瀏覽書籍簡介和訂購

馮浩鎏牧師(研經會講員)著作 

《長江杏林–來華八醫師》  

《隱藏基督裏–何斯德小傳》

陳方牧師(奮興會講員)著作 

《與君對話–南北王興衰的探討》 

《任差何往–差傳事工策略手冊 》

訂閱

早堂 : 研經會 ( 上午 09:45-10:50) 
講員 : 馮浩鎏 牧師 ( 海外基督使團國際總主任 ) 

午堂 : 講道會 ( 上午 11:15-12:20) 
講員 : 麥漢勳牧師 (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主任牧師 ) 

晚堂 : 奮興會 ( 晚上 07:00-09:00) 
講員 : 陳方牧師 ( 新加坡神學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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