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的 ! 今天我們在教會中成長，或在一個安

定的社會中生活，總覺得安全至上，要冒險的工作

要少做為妙，甚至要冒上生命危險的事情，更是少

談也罷 ! 這樣的思想，必定影響我們去作主的工

作，也盡量避免觸及危險地帶的事奉。主耶穌說 :

「來跟從我」，是要我們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從

衪。這並非對牧師、宣教士或全職傳道人的要求，

乃是對你和我作祂門徒的人的要求。

既是這樣，我們就不能只選擇去對福音開放

的國家傳福音，而不去理那些對福音拒絕的創啟

地區。當使團以「承擔未竟的使命」為呼召向宣

教禾場進發時，已定下計劃把新招募的宣教士差派

到福音邊陲之地。在此我希望給讀者一個「老撾」

的挑戰，這東南亞國家在地理位置上被鄰國包圍，

是現存五個共產主義政權國家之一，但其宗教還

是以佛教為主。當地基督徒人口少於 1.5%，他們

需要禱告記念，並繼續在福音工作、建立教會及

訓練門徒方面得到支援與幫助。

老撾人非常友善，樂意接待遠人。希望他們

這美好的文化，讓他們能如亞伯拉罕般的接待到天

使，使他們不再活在靈界的黑暗中，能從捆綁中釋

放出來，在耶穌基督的真光裡認識永恆生命的救

主。請你今天為老撾的人民禱告，也為當地的教會

和信徒禱告，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去收衪的莊稼。

也願你能與使團一同承擔未竟的使命，為使團的香

港委員會能每年推動並招募十位宣教士同心禱告。

承擔未竟的使命(六 )

2016年第四期 

總第61期

關於老撾

老撾一直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進入

21 世紀後經濟有顯著增長。人口約 689 萬，有超

過 100 個講不同語言的族群，34％的人口居住在

城鎮，75％的就業人口仍然從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

濟。國內缺乏共同語言，雖然官方語言是老撾語，

第二語言是英文，但各族群有自己的語言和地方口

音。當地 15 歲以上的人口 33％是文盲，其中女性

更是男性的兩倍。只有一些書籍和閱讀材料在首都

萬象出版，大部分都是英語或法語而不是老撾語。

當地主要宗教是小乘佛教，但其實只是外面

用佛教和印度教裝飾的混合式精靈崇拜，老撾人

在生活和文化上大受影響。雖然老撾族的村莊有

「我們為神擺上的若完全談不上冒險，我們也就不需要信心了。」

         ─── 戴德生

(筆者乃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 )

杜其彪

許多寺廟，但大部份非老撾族人的村落並無佛教

的痕跡。

基於宗教政

策，教會信徒不

能公開作洗禮，

但信徒仍堅守所

信的道，我們怎

能不為他們禱告 !



我們所處的宣教工

場是一個很大的城市，我

們稱之「大城」。在「大

城」服侍十二年了，看

見社會建設、民生等的

水平提升不少，但這並

不能提高個人的生命素

質，家庭婚姻破裂個案有

增無減，信徒與教會仍有

很大的成長空間，人們需

要聽福音和得到主耶穌的

救恩。如何傳福音？我們不斷求神賜下智慧。

蒙神帶領，我們完成幾年的大學校園工作之

後，開始服侍不同教會，當中的事奉包括與一些

教會領袖建立友誼，陪伴他們同行，介紹他們接

受神學裝備。我們也建立研經小組，給一些人提

供家庭婚姻上的輔導。

藉着這些接觸，我們看到「大城」內教會的

一鱗半爪，也越發覺得人們需要福音和認識神的話

語。例如有一間知識分子型教會在醞釀分裂，原因

背後，隱藏着肢體對神話語的認識有偏差，甚至極

端化，實踐起來出現分歧。此外，異端在多間教

會攪擾，曲解聖經，迷惑人心。人難以辨別真理，

怎能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呢！另有一類教會，帶領者

的「一言堂」作風並不能建立與弟兄姊妹之間的正

常關係，反之是僵硬對立，一下子教會人數下降，

一片荒涼。以上的情況令人痛心！我們要常常為

「大城」祈禱，求神興起更多合乎祂心意的教會，

成為弟兄姊妹屬靈的家。

在約翰福音十五章 5 節，主耶穌說：「我是

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

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

作甚麼。」葡萄樹與枝子比喻祂與門徒緊密關係的

重要性，樹幹持續供給枝子所需營養，枝子纔能

結果累累，否則枝子枯乾，生命就難以茂盛精彩。

兩者連結，就好像是主耶穌與門徒的生命結連和

完整體現，關鍵在於對主話語的認識。主說：「我

講給你們的道」( 十五 3)，又說：「你們若常在我

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 十五 7)，信

徒在主裡面，主也在信徒裡面。我們認識主的話，

與祂有美好的團契，這也包含遵行主的命令吩咐

( 約十五 10、14、20、27) 的意思。這樣，我們就

常在主愛裡，「多結果子」，愛神愛人。信徒不

但彼此相愛 ( 十五 12-13、17)，面對世人的憎恨

逼迫 ( 十五 18-25)，亦能依靠「真理的聖靈」爲

主作見證(十五 26-27)，叫父神得榮耀(十五 8)。

求神幫助我們，也幫助「大城」的弟兄姊妹，

連於基督，常在主裡，好比葡萄樹與枝子的關係，

認識遵行主道，多結愛神愛人的果子，彼此相愛，

向世人作美好生命的見證。

(筆者於 2004 年加入使團，在東亞創啟地區服侍 )

「葡萄樹與枝子」 誠欣、橄欖

工人剪影工人剪影

服侍機會

教育事工 

 

 

 

職業治療師 

地區

老撾 

 

 

 

緬甸

性質

招募英語、普通話、越南語或

電腦技術老師，透過教學及社

區探訪接觸學生及社群，建立

關係，見證基督。

為當地教會和社區提供職業治

療的培訓，讓教會更有效地關

顧及幫助殘疾人士，亦透過這

些的接觸，加強當地教會與邊

緣化群體的關係。

要求

需要具備相關學科之教學資格及經驗，首

一至兩年需學習語言及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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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或以上。有職業治療的專業資格及

跨文化的訓練，需要學習當地的語言。

長宣



神的恩典	

我是一個自小體弱多病的人，亦有風濕性心

臟病。但感謝主！ 祂竟然讓我年過半百才得知有

此病，因此，我沒有被標籤，竟然可以由小學一、

二年級被禁止上體育課，變成中學運動會獲獎的

人。

我在中一蒙恩，決志信主。但由於自高自大，

讀創世記後，列出幾十條問題，未得滿意的答案而

離開了教會。主卻沒有放棄我：在黃山及雲南車禍

中、在澳洲的大海裡拯救我；在內蒙古嚴重的燒

傷 (13% 二級燒傷 )，主都一一保守。在工作歷程

中，祂賜我智慧、能力，並引領我走正路，不被金

錢及權力所誘惑；在我患癌後，引領我退下火線，

離開壓力煲一般的工作環境。

神對我及我的家人的恩典實在多不勝數！所

以，我一直思考如何回報主的恩、主的愛。

宣教之路

經歷了不少的恩典和拯救後，我深知我的生

命是屬神的 ; 但卻又一再推塘，以為先安頓好自

己才回應神的呼召，免得變成別人的負累。結果

神用了一個奇特的手法讓我離開了自以為對世界，

對人有貢獻的工作崗位。起初我感到不開心，於是

就只以義工的心態回應，開始以每次一、兩個月的

時間到不同工場幫忙。我沾沾自喜，自以為回應了

神的呼召，只奉上一雙手及時間，卻沒有心，更沒

有裝備。「事奉神是一份光榮、尊貴的職事，我

們要常常把握機會回應神的愛，並以活潑及最好的

靈命獻給神。」這是我重新決志的那一天知道的，

但我也清楚知道，我的靈命不足，更談不上裝備。

反正，我就是不配！我沒有把最好的時光獻給主，

現在拖著殘缺不全的身軀，我還能為主作什麼呢？

感謝主！透過一位中學老師，神一步一步的

帶領，讓我認識 OMF( 海外基督使團 )，又讓我接

受神學裝備，使我對神的話語有重新及更深的認

識。兩年前開始申請長宣工作，本以為可以一年後

出發，但當中卻遇到很多的波折。我的心曾經動

搖，是否神不喜歡我去？現在踏上工場，回想過去

一年的經歷，更感主對我的恩典何等深厚！祂讓我

有足夠的時間與家人相處，對差會有更多的了解，

及有時間去與主靜處。感謝主！衪深明我的需要。

面對未來

雖然我仍有很多不足，但我深知我的無能，

正好彰顯神的大能。我將會在創啟地區參與社區

發展工作。我希望大家都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我

的宣教服侍，也希望大家努力求問神，衪在你的

生命藍圖中的心意

(筆者於 2016 年加入使團，在東亞創啟地區服侍 )

生命的塑造

   

宣教士支持費  11,961,856.42   11,961,856.42

特別事工   1,061,911.00   1,061,911.00

異象推廣  134,359.29   131,308.62

本地支援事工   1,098,504.14  1,073,562.28

 14,256,630.85   14,228,638.32

  
註：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海外基督使團 2016 年 1-8 月份收支報告

加比

新丁心聲新丁心聲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盈餘 27,992.53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購置
現辦
公室
感恩
報告

自使團辦公室在

2009
年4月

從旺角搬至現址，

神藉教會、

信徒及夥伴機構的奉獻，

使一切購置款項支出於

今年7月已達標。

正值今年為香港使團

五十週年之慶典，

讓我們為神信實的供應

並眾信徒教會的

愛心支持，

同心獻上感恩的祭。

購置現辦公室感恩報告

自使團辦公室在2009年4月從

旺角搬至現址，神藉教會、

信徒及夥伴機構的奉獻，

使一切購置款項支出於

今年7月已達標。今年正值

  香港使團五十週年，

 讓我們為神信實的供應

  並眾信徒教會的愛心支持，

     同心獻上感恩的祭。



這次短宣在未出發之先，已經歷神的真實。

年初的安排是 8月參加鋼琴考試，所以沒有計劃參

與短宣，及在丈夫和一位姊妹的鼓勵和支持下報名

參加，神垂聽禱告，保守我的考琴時間沒有和短宣

撞期。出發前，我還要負責預備聚會詩歌的鋼琴伴

奏，在預備詩歌和考琴練習的過程中，雖有掙扎，

神却藉此再次堅固我司琴的心志。

到泰國的第一晚，女兒開始發燒，第二天繼

續參與活動，女兒要服用退燒藥才能退燒。我聽了

部份團友勸告，第三天打算和女兒留在酒店休息，

但早上集體靈修時，讀到耶穌五餅二魚的神蹟，門

徒說：「我們不過有五個餅、兩條魚‥‥」，我

也如門徒一樣只看到不足，只看到自己的有限──

只帶了三天的退燒藥‥‥再看耶穌叫他們一排一

排的坐下，每排大約五十個人，祂沒有向門徒許下

承諾，門徒也沒有追問，只管跟從主的吩咐，但最

後餵飽五千人後，剩下的零碎有十二籃子之多。我

得著很大的鼓勵，原來只要單單跟從，主必保守看

顧。最終，我決定帶女兒繼續參與第三天教學的活

動。哈利路亞！感謝神！我們沒有錯過任何環節，

同時神也醫治我女兒，她整天不用再服退燒藥。

和宣教夫婦一家相處雖然只有短短幾天，但

從他們的分享和身體力行見證中，我看到宣教工

作雖然艱辛，但他們對神的信心也因此不斷提升，

我自己對宣教也有更深一步認識。透過他們，我們

先後接觸了學校的小孩、村民、泰國的肢體；每

一個環節，同工們都給予我很深刻的體會和啟發，

真實地體會到快樂不一定需要建立在豐裕的物質

上；每一張笑臉和每一個珍惜的眼神，都讓我深

深地感受到他們工作的意義，更了解到我們可以

藉不同的方式參與宣教，成為他們的同行者。

在這次旅程中，我很享受與隊友建立的屬靈

友誼，早上集體靈修，活動中一同服侍，我們一

起生活、一起行動、一起事奉、一起逛超市、一

起吃宵夜‥‥主內相交實在美好。我們隨行有四位

小朋友，加上宣教士的三位子女，他們雖然有言

語上、年齡上的差異，却能開開心心地相處玩耍。

出發前還擔心未滿六歲的女兒是否適應異地文化，

結果她在小朋友們的影響下竟自己穿衣服、自己

吃飯，偶然還會關心一下別人。由於她沒有整天

依附著，我甚至可以與其他肢體有較深入的交談，

得到有關宣教、家人信主的提醒和鼓勵，這些點

滴是神給予的額外獎賞，也見證著神的信實。

(筆者乃下環浸信教會會友，於 2016 年 8 月與教會短宣

隊到泰東北地區參加七天的服侍亞洲體驗計畫 )

泰東北奇妙之旅 方淑華

短宣迴響短宣迴響

服侍機會

英語教學

探訪社區

協助植堂 

 

宣教士子女

服侍

地區

泰東北 

 

 

 

 

台灣

泰國

中國

新加坡

性質

規劃英語課程，透過英語教學與

當地的學生及家庭建立關係，協

助植堂工作及探訪村莊傳福音；

幫助當地兒童俱樂部，例如安排

遊戲、故事、工藝活動、戲劇、

音樂、體育、烹飪。

於每年的不同訓練營會中協助團

隊照顧宣教士子女，安排活動，

與宣子分享生命，聆聽他們的心

聲。 

要求

三星期至十一個月。能用流利的英語溝通

及教導當地的兒童和青少年。獨立，能主

動的嘗試不同方式接觸當地的群體，願意

學習泰語，適應比較簡樸的生活方式，融

入泰東北的文化。 

操流利英語及喜愛小孩子，有照顧孩子的

經驗更佳；有彈性及適應不同文化的隊友，

身體強健。

台灣 : 2016 年 10 月 31 日－ 11 月 11 日 

泰國 : 2017 年 1 月 15 日－ 1月 26 日 

泰國 : 2017 年 1 月 29 日－ 2月 8日 

中國 : 2017 年 2 月 1 日－ 2月 15 日 

新加坡 : 2017 年 2 月 4 日－ 3月 4日

短宣



慕蓉 ( 創啟地區 )

暑假有一行業特別興盛，就是整容，商

家舉辦師生專場、大學生特場等。有一天早

上，我坐車出 C 城，在到達總站前五分鐘左

右，坐前面的一位二十多歲女士轉身來問我：

「我的額頭平不平」。她把正面、側面都給

我看一遍， 因來得太突然，不知她的動機是

什麼，我就小心翼翼地說：是，有點平。她

說近日有人批評她額頭太平，不能聚財，我

回應說：其實整體面型及五官都配搭得很好，

只是有兩個眼袋，看似沒精神。原來她是在

公司做管理階層的，近日面對很多壓力，所

以對人的點評，失去自信。加上她成長在父

親的高要求中，是個追求完美的人。她原打

算下車後去整容，但家人都反對，心中的矛

盾令她下車前問一個陌生人的意見。請記念

世上這一類的人很多呢 !  心靈虛空，用什

麼才能滿足呢？

郭熹瑜、林倩雯 ( 日本 )在日本工場年會中 , 神再一次提醒我們
禱告的重要性，傳福音的工作必須以禱告開
始。在籌備短宣隊的時候，我們一直提醒隊
員要多禱告，因為惟有禱告能使人的心轉向
神。在 7 月初計劃下半年的事工安排時，深
刻感受「到底什麼時候會看見收割的日子？」
過去我們接觸到一些人，向未信者分享一些
聖經，但這一切彷如一顆小石塊落入大海中，
沒有留下半點痕跡。面對這個「大海」，人
的力量實在微小。然而，神能改變人的大能
卻是我們真正的盼望。我們相信禱告會帶來
改變，我們更相信，沒有您們的禱告，我們
連現在那微小的影響也沒法實現。請繼續為
我們，為我們正在接觸的未信者，為日本福
音工作，為日本的教會祈禱。

愛大貓 ( 創啟地區 )大貓立志，因著一位女大學生的陪伴，
使大貓甘心情願又鬥志昂揚的每天早上作走
路運動鍛煉身體。 這幾年暑假，她都在行政
和預備活動教材上協助大貓 , 是一位得力助
手。因此同工開玩笑 : 大貓真好命，有私人
助理。今年暑假，她從城市回來，我們相約
每天運動，從不同方向沿著山城走一圈；聊
天的內容，從大自然的奇妙到生活趣事，甚
至大貓的生命故事 , 都加深了她對生命的追
求。去年她已成為我們的「妹妹」， 但大貓
仍是無法有更深的陪伴， 這次每天的一個小
時走路，意料之外成為彼此最大的祝福，她
懂得彼此記念，開始看聖經……一切都是恩
典！深願她九月回到校園時，靈裡仍能繼續
進步，也找到同路人。大貓也希望，在沒有
她陪伴的日子仍能繼續運動，保持身心靈健
康！

工場來鴻工場來鴻

Little J ( 創啟地區 )

最近家訪住在山上的腦癱孩子，最開心的是

看到孩子們對比上一次見面又進步了！我希望能

做定期的家訪，但可惜這裏不太可能。 因為不單

孩子人數多，住得分散，不容易去，且每次家訪都

需要人帶路。我非常欣賞帶路的人能夠輕易辨認

不同的山丘和小路，在我眼中它們都差不多；每

座山都種滿玉米，四面都是山，非常難分辨，如

果自己前去肯定會迷路。我們會用比較人性化的

方式家訪，會選用病人家裡擁有的物資來做治療，

在卡車的後面練習走路，讓不愛用右腳的小孩喜

歡上玩「右腳足球」，為了練習指尖抓握而創造

的「蒜頭爭奪賽」成為了村裡孩子的流行遊戲。



香港委員會委員： 

盧炳照牧師(主席 )、歐醒華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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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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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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 周四 )晚上 7:30-9:15 巴拿巴團契 :靈命加油站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3/10 ( 周一 )晚上 7:30-9:15 關懷東北亞小組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14/10 ( 周五 )晚上 7:30-9:15 泰東北異象分享會 使團辦公室 無須報名

1/11 ( 周二 )晚上 7:30-9:15 關懷日本小組－橫濱音樂短宣分享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24/11 ( 周四 )晚上 7:30-9:15 巴拿巴團契 :人際關係 (一 )－從家庭開始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2/12 ( 周五 )晚上 7:30-9:15 關懷東北亞小組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5/12 ( 周一 )晚上 7:30-9:15 老撾異象分享會 使團辦公室 無須報名

使團聚會消息    報名或查詢 :hk@omfmail.com

訂閱

2017 年「宣教六法」課程

目的 : 幫助教會訓練和推動弟兄姊妹， 

 在神救贖計劃中的角色，燃起對宣教 

 的熱情，並且切實地參與。

內容 : 教導如何透過「宣教六法」，學習、 

 禱告、差派、接待、動員和出去 ， 

 讓每位信徒了解在神的普世的計劃中， 

 參與宣教事工的不同崗位。

對象 : 教牧、主日學導師、信徒

課程 : 全期 6 課 (2 月 9 日至 3 月 16 日 )

開課日期 : 2 月 9 日 ( 逢星期四 )

上課時間 : 晚上 7:30 – 9:15

上課地點 : 使團辦公室

名額 : 40 人、額滿即止

報名或查詢 :  

鄭小姐 

23981823 或 

hk@omfmail.com 

老撾異象分享會 

日期 : 2016 年 12 月 5 日

時間 : 晚上 7:30 – 9:15

講員 : 工場資深宣教士 Tony( 設粵語傳譯 )

地點 : 使團辦公室

老撾禱告手冊(英語 ) 

HK$3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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