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復始，萬象更新！我們在新年中祈盼著

什麼？在2016年的回顧中，有檢視到生命的進步，

或成長中需要更加努力，還是對前路或身邊的景

況都失去信心呢？無論如何，今天我們仍可以到

神的施恩寶座前，抓緊衪的應許來面對明天，因

祂確實是雲上的太陽，我們生命的至寶。

使團進入 2017 年的開始，要繼續承擔未竟之

工，所需要的並非許多鴻圖大計。當然，計劃是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在神面前等候，禱告衪的同在和

指引。既要作主的工，我們首先要明白衪的旨意如

何，好讓我們能專注在神國度的事工中。所以若非

依靠從上而來的供應和力量，必然會容易灰心乏

力。因此，我們要明白神的旨意，就必須持守聖潔

的生活。過去的日子，使團花了不少時間與資源，

去處理並調查在工場上因道德操守出問題的同工、

夥伴及受害者的事情。我們要以預防勝於治療為原

則去幫助每位同工，不論是前線或後方作招募的，

都需要謹慎留意。

追求聖潔是我們使團的核心價值，聖經說： 

 「人非聖潔，就不能討神的喜悅！」我們要作福音

使者，把福音傳到萬邦，若我們的生命出了問題是

行不通的！特別在科技先進的今天，信徒、牧者

甚至宣教士，所有人都能在家中的電腦和手機瀏覽

色情網頁，引致個人、婚姻及對孩童的侵犯等罪，

成為那惡者的工具，破壞甚至粉碎神的教會。這

等事也潛藏在教會和宣教工場的圈子裡，求主憐

憫我們，潔淨我們，所以更要為自己和同工謹守

警醒，免得落在陷阱試探中。聖潔自守，也包括

不濫用權力和對上司慢性抗拒，即是不服從權柄。

今日社會在高舉人權自由的同時，也挑戰神所安排

在我們以上的權威，當我們在地上沒有服從之時，

也反映出連神的權柄也不能管轄我們了。特別當

我們在調查一些同工在操守上出問題時，往往他

們會反之控訴我們侵犯其私隱，這變成完全沒有

問責的權利和義務。所以，在招募甄選的過程中，

我們求神賜智慧與屬靈的敏銳去把關，神是鑒察人

內心的。一方面我們求神預備能幹的僕人來參與

宣教行列，可是至為重要的，是求神差派那謹守

警醒、立志每天過聖潔生活的兒女去作收割之工！

當我們要承擔這未竟的使命，就要在認識神

心意中追求聖潔的生命。我們必須彼此守望，有

勇氣與愛心互相提醒 ( Remind )，不要讓我們的弟

兄、姊妹落在試探、引誘之中；另一方面就是時

刻檢視自己 ( Review ) 有沒有給魔鬼留地步，總要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最後，我們更可以彼此讚

賞 ( Reward )，為我們能過聖潔的生活，在言語、

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互

相鼓勵和稱頌，這樣，我們在生命中所作的必能

歸榮耀給神。

戴德生曾說過：「使團眾同工若是敬虔明哲

( Godly and wise )，常常在愛和合一中行事，在重

要的關鍵時刻，就必能洞察主的指引；反之，若

偏離此道，則變得毫無作為，了無價值。內地會

必須滿有主的生命，與主活潑契合，否則，不能

為主所用，也不值得存在。」

承擔未竟的使命(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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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小市

我在日本服侍已近五年了！先在北海道札幌

市，後在岩手縣花卷市，發現兩地都有其社會和

家庭問題。雖說小城市的人較純樸，但仍有婚姻

問題如婚外情、離婚和再婚，其他問題也包括單

親家庭、酗酒、家暴、校園欺凌、自殺、自我隱蔽、

大地震倖存者活在陰影和困苦中……很多人的內

心滿是傷痕或經歷大衝擊仍未能站起來。願更多

日本人接受賜人豐盛生命的主和祂的醫治！

隨時候命

在宣教工場單身服侍，跟在香港能與眾信徒

一起服侍很不一樣，有其挑戰，也有其好處。由

於工場的單身基督徒或宣教士極少，故此無論是

工作或假期，都常會跟未信主的日本人在一起；

有時更是 24 小時候命，這確實讓我有很多分享信

仰的機會。

開放我家是主要事工之一，單身的女性朋友

偶然會來我家一起用餐和留宿過夜；與家姑相處

困難的朋友，突然來借宿一宵；跟丈夫吵架的舊

鄰居，突然來電，帶著孩子一起借宿一宵；鄰居

突然來訪聊天，或者為其孩子在我家慶祝生日！

深願他們能認識天父是他們的避難所，能尋求時

刻都願意幫助他們的父神！

另類事工

我跟日本人同樣是亞洲人，教授英語不是我

的強項，日本人也未必因我的外表認出我是外國

人。我認為香港人在日本的長處主要是思想方式、

家庭觀念和工作態度等跟他們的相似，容易產生

共鳴。一旦成為朋友，就有說不盡的話，或不用

多說也有心靈相通的感覺；當中不少日本人對生

長在非基督教家庭的基督徒頗有興趣。

花卷市沒有因 3.11 大地震受重創，在那裡服

侍時，我不能像在災區一般為本地人提供支援。

起初，在自己的生日主動製作曲奇餅送給鄰居；

最近，邀請與自己生日接近的日本朋友一起慶祝，

並分享賜人生命的主。另外，有很多日本朋友知

道我每月到災區作義工，又沒有親友在身邊，都主

動幫助我和介紹朋友給我認識；我視他們為朋友，

會主動向他們分享我的喜與悲以及信仰生活，也

關心他們。願這些日本朋友都能得享福音的好處！

在日本，不是太多人希望學習英文而走進教

會，特別是在東北部，有很多人甚至抗拒或禁止自

己的親人走進教會。故此，需要開發另類宣教模

式去接觸日本人。教會事工和友誼事工是重要的，

但畢竟有其不足之處。最近，想到住在小城市的

日本人雖不太重視物質生活，但偶爾有新店舖開

業多會走去看看，這讓我夢想基督徒可集資在小

城市開店接觸那些不願踏進教會的日本人，慢慢

地跟他們分享福音。願更多基督徒願意為主夢想！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路十九10)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願天父賜福給你！

(筆者為基信會基立堂會友，於 2012 年加入使團， 

在日本服侍。)

日本東北的宣教挑戰 李美兒

工人剪影工人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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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民區事工 

地區

越南 

 

 

 

緬甸

性質

以英語、韓語或日語教師的身份，

透過語言學校的教學接觸年輕人

及建立關係。與當地同工合作，

透過聖經建立本地信徒及加强英

語能力。

貧民區植堂事工，協助宣教士，

學習當地語言，透過聖經的故事

培訓當地信徒。協助宣教士在城

市貧民中開展醫療服務、社區健

康計劃，到貧民區教導兒童。

要求

三年或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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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更明白

當地人的需要。

三年或以上。有相關專業資格如老師、

醫生、護士、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

或物理治療師，接受跨文化的訓練，需

要學習當地語言。

長宣



事奉的心

信主後便熱心參與教會活動及事奉，覺得事

奉主是信徒應盡的本份。神既然裝備自己有恩賜、

有能力，就理當服侍祂。回想很多事奉和短宣的

邀請，我都存開放的心，總單純地對主說：「我願

意服侍祢」	

十一奉獻

一直都履行金錢上十一奉獻，也經歷過萬軍

之耶和華的傾福。其實時間比金錢更寶貴，我想自

己可能會工作三十多年，那麼也應該用三至四年時

間全職事奉主吧。一位宣教士的舊同學，多次呼籲

我們幾位姊妹去山區服侍，於是我便為此事禱告。

2006 年我申請去服務，過程順利，終於去了山區

教書。

內心掙扎

2010 年返港後，主漸漸賜福我有舒適美好居

所，工作前途光明，待遇優厚，有很大的滿足感；

有時間進修、娛樂、參加查經班和事奉。2013 年

某次講道中，反思人生是否完成很多不重要的事

情，而沒有做重要的事 ?	那時內心有很大掙扎，

考慮是否應該把餘生完全奉獻給主。

為自我享受還是為天國努力 ?

2015 年 10 月教會牧師約見我，因為我在差傳

年會回應表填上願意做宣教士。她鼓勵我思考，但

我不敢太積極祈禱，因為曾體會過宣教士面對的

難處。接著，神透過拉撒路與財主的比喻提醒我。

財主行事只為今生，心中動機不是為神做任何事。

反思我現在的事奉和工作，其實也是為了自我實

踐和滿足，不稱心的事奉和工作我會逃避，生活

作息都是為自我感覺良好，那麼我真實地為天國

付出了甚麼代價﹖	

要藉著上帝賜的恩賜為永恆鋪路，到了身體錢財無

用時，為主所作的工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帳幕裏去。	

	( 路十六 9反思 )

快作選擇

隨後神又提醒懶於行動的我不要像法利賽人

假冒為善，知道要為主工作便快去做，結出果子，

勿白佔地土。我們要忠心、有見識地運用恩賜，

而不是自己享受恩賜。於是我選擇放下自己計劃

的人生藍圖，讓主帶領和使用；決定加入差會，

參與擴展天國的工作。

凡要有成就、多賺錢、多享樂、追求完美的，必喪

掉屬靈警覺和天國獎賞，凡為主捨去個人成就、個

人舒適、個人滿足的，必救了靈命。	

	( 路九 24 反思 )

(筆者於2017年1月加入使團，前往東亞創啟國家服侍)

再次蒙召 小明燈

新丁心聲新丁心聲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宣教士支持費		 15,845,633.97			 15,845,633.97

特別事工			 1,244,354.10			 1,244,354.10

異象推廣		 186,127.05			 173,074.69

本地支援事工			 1,598,499.89		 1,486,403.38

合計	 18,874,615.01			 18,749,466.14

	

					註：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海外基督使團 2016年 1-11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盈餘  125,148.87



短宣

這次體驗的目的地為高原地區，一個傳統宗

教根深蒂固的地方，到處都是偌大的金色偶像和

精靈崇拜的白塔，四處懸掛著向偶像祈求的彩布。

在香港常聽到的屬靈爭戰、敬拜假神，只不過是

我認知上的概念，現在就是這麼真實地呈現眼前。

在滿城偶像的壓力下，我起初亦擔心會被靈體騷

擾而睡得不好。感謝主，透過宣教士的分享和個

人的靈修，我再次記起我們的上帝是權能的主，

祂統管萬有，每時每刻都在保護我們，其後我的

睡眠質素也改善了。以下的經文幫助了我：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

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 

 （約壹五 18）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

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 

 （詩九十一 5-6）

這次行程大大擴闊了我的服侍觀，因為在旅

程中，我看到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肢體，不惜離開

家鄉，遠道前來學習當地語言、探望病人、開展

生意，為的是能接觸當地人民，讓他們認識耶穌。

他們服侍主的熱心實在值得敬佩，他們的事奉不

只是頭腦上的概念，而是真的離開家人來到異地，

四出奔波與人接觸，為的是領人歸主。在香港，

我很少想到異地人民的需要，只常想著如何在本

地作工，然而這些主內肢體卻讓我明白到，跟人

分享福音，有時候要走出個人及文化上的安舒區。

神給我們每人都有自己的長處，感謝主給我

在英語方面較有恩賜，所以我在這次體驗中參與英

語教學，對象是一些當地的餐飲員工。我跟他們分

享一些日常服務業的英語會話，透過教學上的接

觸和生活上的相處，我們彼此在短時間建立了穩

定及信任的關係，我還分享了自己的見證及信仰。

雖然員工們愛玩手機，有時亦愛宴樂，沒多少時間

停下來休息，但感謝主讓我看到一些適當的時機，

能與他們坐下來分享福音。

在這旅程中不是每天都平順，有內心軟弱與

掙扎，有從那惡者而來的控訴，然而靠著不斷的祈

禱和神的憐憫，我都過度了那些難關。期間上帝還

有不少保護，例如有一次，我走在路上，一輛電單

車從後駛至卻沒有響喇叭，我閃避不及，但電單車

擦身而過，我只是給輕微碰了一下，並沒有受傷，

感恩。

感謝神給我這服侍及擴闊屬靈眼界的機會，

全是恩典。

（筆者乃於 2016 年 5 月到高原地區參與 1個月的 

服侍亞洲體驗計畫）

高原之旅 蔡弟兄

短宣迴響短宣迴響

服侍機會

宣教士子女

服侍 

 

 

佈道與 

植堂、 

跨文化學習

地區

泰國 

 

 

泰國

性質

於訓練營會中協助團隊照顧

宣教士子女，安排活動，聆

聽他們的心聲。

 

與當地教會合作，接觸佛教

社區。於政府學校教英語，

助當地教會建立關係。 晚

上與教會合作，為基層工人

舉辦英語課程。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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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健壯。

可選擇參與以下 2017 年營會（二選一或全選）：

- 服侍訓練 : 7 月 20 日－ 24 日

- 服侍宣子 : 7 月 26 日－ 31 日

湄公河實習計畫：自 2017 年 6 月 15 日起， 

為期６至８星期。

能主動嘗試不同方式接觸當地群體，願意學習泰

語，適應簡樸的生活方式，融入當地文化。



工場來鴻工場來鴻

藍天白雲
(創啟地

區 )

經過兩年多的施工，下山的路終於修好

了，為我們出入帶來極大的方便，現在上下

山只需兩個多小時。因為道路改善了，我們

每月下山工作也方便多了，當天來回也不是

問題。

中心現時有約一千多位初中學生，提供

圖書館的服務、成長小組活動、英語學習小

組、文化交流活動等，在幫助青年人成長上

盡一分力量。由於這幾年的人事變動，使中

心的經濟壓力不斷增加！盼望新的地方官員

上任後能更多支持中心的工作，讓我們可以

有足够的資源服務更多青年人。

爾晴 (創啟地區 )

自十月尾天氣提早轉冷，每周都有一

至兩場大雪，本地朋友說：天氣極度反常，

河的另一面，生活更加艱苦；今年秋收因經

歷颱風災害，已經沒有農作物儲存過冬。我

們這兒開始籌募糧食和炭，幫助他們渡過寒

冬。

在一個黃昏，我與一位同事教完一天

的課，帶著疲倦的身體下山；下大雪，路甚

難行且滑，我扶著她，一路跌跌碰碰的。第

二天，我終於跌倒了，她扶起我。我想起：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和美。在家鄉大

家庭，我們務必彼此扶持，高舉天父的工作。

去年，一位忠心的姊妹在北地患病，

最終死於異鄉。她的姊姊為了繼承妹妹的遺

願，將加入做飲食事工。我想起，一粒麥子

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北面的呼聲愈來愈大

了，這兒我遇到來自祖國的人，他們都領受

同一異象而來。至於我們：你有什麼回應？

星仔 (創啟地區 )在本地過新年，除了看見每家每戶在同
一天一起「殺年豬」的慘烈情景，還有探訪
學生時很多的感受。他們大部分居住在偏遠
的鄉村，且不說車費的負擔，來回就需要四、
五個小時顛簸的車程，有些還要走一至兩小
時的山路才回到家，能與家人相聚已經很不
容易了。可是，離家讀書卻是他們脫貧的途
徑；感概的是每次談到未來，中學生都是一
臉茫然。而大學生則夢想 考公務員、做老
板 ! ! !  

在聖誕活動中，和鄰居小朋友分享這
特別的日子；雖然天氣很冷，但小朋友的笑
聲，已經溫暖了我的心。因著通訊和交通的
改善，年青的一代也漸漸認識這節日，學生
們還仿效其他城市送“蘋果”（平安的果子）
的習俗。可是，到底有多少人明白“真正的
平安”是從祂而來呢！

黃志明、蔡嘉佩 (柬埔寨 )

我們現時參與服侍的教會，是由一位泰藉宣

教士夫婦建立的。他們經過十三年的服侍，大概八

年前將教會交由一位柬人牧師帶領，便返回泰國

擔當推動差傳的工作。在宣教月的一個主日崇拜，

外來講員操得一口流利柬語，原來就是那位泰籍

宣教士。我們有幸與他見面，傾聽前輩分享寶貴

的經驗。

教會從建立初期，便開始教導弟兄姊妹實踐

宣教。除了為宣教工作禱告、奉獻，還組織訪宣

隊到外省，將買來的二手衣物分送給貧窮的村民，

向他們分享福音。教會的弟兄姊妹大多來自基層

家庭，仍會想到外省比他們更貧窮的同胞，這叫

我們十分感動。其中一位膝頭經常痛楚的長者，

也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參與訪宣，並在聚會中呼

籲年青人起來參與。願神興起更多柬埔寨弟兄姊

妹關心差傳，不但將福音傳予本國的同胞，甚至

傳給鄰近國家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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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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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時間	 地點	 備註

19/1	 ( 周四 )	 19:30-21:15	 巴拿巴團契 :人際關係 (二 )－－鐵磨鐵的考驗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24/1	 ( 周二 )	 19:30-21:15	 關懷日本小組 :橫濱之情－－服侍亞洲短宣分享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6/2	 ( 周五 )	 19:30-21:15	 關懷東北亞小組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9/2-	 ( 全期六課，逢周四 )	 	「宣教六法」課程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16/3	 							 	 19:30-21:15	 	 	 ( 費用：$480)

25/3	 ( 周六 )	 10:00-17:00	 巴拿巴團契退修日營	 香港浸信會	 必須報名 

	 	 	 	 神學院	 ( 費用待定 )

3/4	 ( 周一 )	 19:30-21:15	 異象分享會 :繁榮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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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書推介：《小夢想 大盼望》
這是發生在現代的一個平凡女孩子身上的真實

故事，從孩提時代萌發的純真夢想開始，排除

萬難離開祖國，終於來到遙遠而陌生的異國他

鄉。在那個臭名昭著的部落村莊裡，年輕的她

究竟能做甚麼呢？

她逐一遇上各種各樣的人，你會讀到毫不掩飾

的困惑與沮喪，難關與挑戰一個又一個，精彩

的故事一個接一個，有眼淚，有歡笑，也有令

人目瞪口呆的奇妙經歷。

對象：適合小五至高中或以上青少年課餘閱讀

和反思。每一章的後面還附有「心靈 GPS」、	
	「宣教小百科」或「人物小檔案」，既方便個人

使用，也非常適合學校、主日學、團契用作讀

書、討論活動或屬靈栽培的工具。

使團異象分享會 

繁榮背後
－－－大

城市的創
啟服侍 

日期：2
017 年 4

月 3 日（
周一） 

時間：晚
上 7:30

-9:15 

地點：OMF海外基督
使團 

	 九龍新蒲
崗大有街

1號勤達
中心七樓

 

	 707-708
室 ( 鑽石

山站 A2
出口 ) 

講員：資
深宣教士

(普通話
分享 )

教牧異象行
———老撾

訪宣目的：

讓教會領袖了解使團

工場實況，與宣教士

及工場團隊溝通交流，

親身明白當地的屬靈

需要及差會的宣教策

略，體驗當地社區福音需要，以能更有效推動

教會差傳事工並為工場守望禱告。

日期：2017 年 4 月 3 日至 4 月 10 日 

	( 周一至周一，共 8天 )	 

名額：4至 7 人 

預算：約港幣 $4,500( 連機票 )	 

暫訂行程：首都萬象、北部、山區村莊

作者：施麗雅

譯者：黃偉恩

出版：海外基督使團

版次：2016 年12月初版

呎吋：180mm	x	110mm

頁數：132

售價：HK$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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