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惟獨你、是耶和華。你造了天和天上

的天、並天上的萬象……」( 尼九 6 上 ) 正因為我

們這位創天造地的神，仍在呼喚著我們去把衪的名

傳揚到地極，所以我們更要努力，忘記背後我們成

就了多少工作，倒要努力面前。全球七十五億人

口中仍在救恩門外的群體，正等待著福音使者被差

到他們當中。之前曾提過仍容許全職宣教士進去

傳福音的國家越來越少，創啟的地方取得簽証留下

作工也越見艱難，深信這都是黑夜已深、白晝將

近的提示，所以使團正全力招募前線的福音使者，

同時亦不忽略後方支援隊工的建立。

當使團為招募一千位宣教士禱告時，我們更

需要為各工場及差派辦公室的領袖更替而禱告。

我們分佈在東亞北地區的六個辦公室中，有五位

領袖會在這兩年內更替；每次尋找接班人需時一

至兩年，我們深信神的供應，因這是神的工作，

祂必信實看顧。與此同時，使團也要訓練、裝備

年青的領袖作接班人，我們需要敏銳地分辨出同

工的恩賜和其屬靈生命的成長，以致能預備好敬

虔的僕人領袖帶領隊工的事奉與方向。

感恩今年使團將有新的香港區執行主任履新，

於 7 月 30 日舉行就職禮。本人從工場回來，轉眼

已在辦公室事奉了十個年頭，正是交棒之時，神

也信實地預備祂的僕人憑信心接受這挑戰，請記

念使團更經歷神的恩典和帶領。

在後方支援隊工中，動員者是使團非常看重

的一員，缺乏動員者會限制我們向眾教會推動宣

教的力度。因此，使團不單要在宣教工場努力，

同時在後方作鼓勵，招募、教導並培育宣教工人的

工作上也不能懈怠，甚至是兼職或作義工的肢體，

都能幫助推動異象。使團現在開辦的「宣教六法」

訓練，有十七間教會的牧者和長執參與，祈盼這

課程能成為眾教會在宣教推動上的祝福。

支援事工不可或缺的，也包括第三文化孩子

( 宣教士子女 ) 的關顧。無論在身心靈的成長與教

育方面，都是使團所關注的，更重要是這些孩子的

安全，在工場、寄宿之地都要守護他們免受傷害。

還有醫療顧問的支援，我們在前線安排了醫生和

護士定期為宣教士體檢，宣教士回來述職或出發前

也得到妥善檢查和提示，保持身心健康是作宣教

士的最大資源。另外，會計主任也為宣教士安排

好財務及經費的預算，並定期把經費送到工場中，

這些都大大減少宣教士的操心勞累。而人事部主

任，更提供許多行政及管理資源上的安排。

支援同工，是差會中一個也不

能少的。所以，教會不是單單支持

前線在工場的宣教士，也請禱告支

持差會在後方的支援同工，因為他

們的勞苦，正是為宣教士提供幫助

與支持。願我們前線、後方的同工

一起承擔未竟的使命，在神的寶座

前一同得獎賞。

承擔未竟的使命(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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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乃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 )

杜其彪



樂家

不知不覺間，我們全家來到英國工場已逾一

年半。按宣教士前輩的經驗，我們全家仍然處於

適應階段。雖然我和太太不用像其他宣教士重新

學習語言，但由於事工的獨特性，我們要同時適

應兩種文化：一是英國文化（日常生活），二是

服侍群體文化。在家溝通說廣東話，在外說英語，

服侍時則說普通話，還記得初來時談話常常用錯

方言（笑稱「轉錯台」）！

但最大的適應

和挑戰，是帶著三

個 年 紀 尚 小（5-9

歲）的孩子一起宣

教。以前在香港時，

家務上有工人和家

人分擔，事工上有

同工團隊和弟兄姊

妹協助；到了這裡，

在支援團隊還未建

立前，無論家庭和

事工上都缺少過去的支持（我戲稱為「百無」）。

我們能夠放在服侍群體的時間變得十分有限，只

可以在孩子上學後，把握那短短幾小時來做約見、

培訓、計畫等工作。事實上，這段時間也不能全

用於事工，因為還要兼顧家務。每天當孩子上床

睡覺後，我們已經筋疲力盡，但仍有家務未完成。

對我們而言，家庭和事工的需要所帶來的張

力並不是新鮮的事。這張力不斷挑戰我在這方面

作神學反省：作為一個宣教士，做家務是否一項

不務正業的事情？兒女究竟是阻力還是助力？

一直以來，我和太太從聖經所領受的是：既

然神將婚姻、家庭託付予我們，配偶和孩子是我們

首要服侍的對象；大使命中「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的萬民，也包括配偶和子女；我們不想孩子有一天

會告訴我們，他們情願成為我們服侍的對象多於

作我們的兒女。在過往的服侍路上，我特別留意一

群沒有承繼父母成為全職事奉人員的兒女，我曾

訪問他們如何看全職事奉，包括宣教：他們大部份

表示願意服侍主，但絕對不會考慮成為宣教士或全

職事奉者，因為他們不能接受自己成長時像無父無

母的孩子，原因是父母為了事奉主而常不在家裡，

忽略了他們。

我感謝自己的差遣教會和差會十分重視宣教

士及其家庭關係的狀況，特別是與兒女的關係。

還記得剛到工場第二天，工場主任夫婦二人第一

時間就開車帶我們一家到附近的公園，讓孩子們

玩過痛快，他們說：「最重要是你們的孩子對這

裡有美好的印象，感覺開心，這樣你們在宣教工

場上才能長久。」

是的，我們的孩子雖然偶有因跨文化衝擊帶

來的情緒，但是總體而言，他們都享受這裡的生

活和學習。我們都認定，家務和事工都是家庭每

一位成員的份內事，因此我們按著孩子的能力，無

論在家務和事工上都讓他們參與；小女兒幫忙摺

衫，兒子幫忙吸塵，大女兒則在事工上協助我們。

還記得去年在教會作異象分享時，我們招募的第

一個志願者就是由大女兒接待的！看來，兒女在

宣教路上會成為助力而非阻力，其關鍵是按聖經

教導的優先次序來處理。

(筆者於 2015 年加入使團，於英國參與僑民事工 )

工人剪影工人剪影

服侍機會

宣教士關顧 

英語教學 

地區

柬埔寨 

蒙古

性質

負責關顧宣教士團隊，定

期為宣教士禱告、關顧及

鼓勵。

願意透過教學提升當地學

生的英語水平，藉此與當

地人建立關係，讓日常生

活成為見證，分享信仰。

要求

一對夫婦。需要具備跨文化服侍經驗、神學

訓練及相關的關顧經驗，如牧養或輔導。

願意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國際團隊及本地同

工；有彈性，願意調整生活方式。

需要具備神學訓練、相關教學資格及經驗。

需要接受語言及文化訓練，明白當地學生的

需要，預備適合的教材及英語對話的平台。

長宣

阻力還是助力？



雖然我不是在富有的家庭中成長，但感謝神

我並不是在饑荒、戰亂和貧窮的環境下長大，父

母都是盡責愛護照顧兒女的好爸媽，讓我從小可

以無憂無慮、健康快樂地成長！我喜歡小孩子，

畢業後便當了幼兒工作員，這份工作帶給我很大

的成功感，假期多，收入穩定且有醫療保障。就

是要滿足這份安全感，我便安於職份地留在幼兒

教育界工作 ( 安舒區 )。

1997 年後，因香港政府對學前教育專業化的

重視，我有機會被學校推薦繼續進修，幼稚園老

師慢慢得到家長們的認同及尊重，從而提升了我

在這份幼師專業工作上得到的滿足，包括對成就

或自我價值的個人感覺，也包括別人對自己的認

可與尊重！我希望別人按照我的實際形象來接受

我，並認為我有能力、能勝任工作。當時，我只

會關心未來的成就和晉升機會，而我真的得到時，

不僅贏得了家人、朋友的尊重，同時內心因自我

價值的滿足而充滿自信！

人生上半場，我只知道要滿足肉體上的需求，

人生為金錢、學問、愛情、物質、事業、娛樂而

勞苦。人生下半場，我的生命不應再被這些東西

轄制，叫我失去自由，將神放在一邊。甚麼時候，

我們只花時間讀書、工作、事奉、照顧家庭、娛樂，

而沒有好好地安靜親近神，或者那已是拜偶像了；

因為這些東西已取代了神的地位，而且，它們不

能給我心靈上最需要的富足！

今天，我認為人生最光輝燦爛的階段，就是

能夠做到自己使命的工作，而我的使命便是去貧

窮落後的地方，效法基督憐憫心靈疲乏無助的人， 

把主耶穌的愛帶給他們，搶救他們的靈魂。我的

名字「喜陽陽」的意思，是盼望能帶著一顆喜樂

且熱誠的心、如陽光般溫暖的愛進入每個孩子的

生命中。今年二月正式成為使團新丁的我，相信

若能完成神給的這個召命，便可以滿足了。達到

自我實現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能接受他人， 

因祂已應許賜予我一個豐盛的生命。請大家也和

我一同為福音夢想，一同為神國守望，一同見證

主耶穌的奇妙作為！

(筆者 2017 年加入使團，在東亞創啟地區服侍 )

一生的追求 喜陽陽

新丁心聲新丁心聲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宣教士支持費  16,898,180.56   16,898,180.56

特別事工   1,380,184.10   1,380,184.10

異象推廣  163,747.26   146,859.94

本地支援事工   1,820,244.36  1,632,521.88

合計 20,262,356.28   20,057,746.48

 

     註：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海外基督使團 2016年 1-12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盈餘  204,609.80



FAN-Tastic之旅 家欣

短宣迴響短宣迴響

Jambo! 主內平安！當初我沒有指定工場，只

願到貧窮落後的地方服侍，神就一步步打開非洲

短宣的大門。感激差會同工迅速地與工場宣教士

溝通，接下來我申請簽證、買機票、通知家人、

朋友和小組、接種疫苗並辭去工作。

我的任務主要在肯尼亞的首都內羅畢進行，

到達後見了許多新朋友，有同工，也有未信主的，

一切像回到當年留學的情景，感覺很奇妙。

我們探訪過當地的兩大貧民窟，離市區不到

半小時車程。走在裡面，有點像當年的九龍寨城，

很破的鐵皮屋，房與房靠得很密；路旁的水渠扔

滿垃圾，陣陣怪味；路上不時要彎下腰，因為他

們都把衣服掛在空中。這裡似乎是另一個世界，

有自己店舖、學校、醫院，甚至印自己的貨幣，

但同時也離外面的世界很遠，似是被遺棄的地方，

當中的生活質素以及社會問題絕非常人能想像。

那裡面的兩所小學，是由當地唯一做這類服

務的華人非牟利組織所辦。校舍內部相當簡陋，其

中一所 188 個學生和 10 個老師擠在不到十間課室

裡，而只有一間課室有電燈。孩子們見我們來了，

都極為興奮，要和我們一起拍照。對於貧民窟的

三十萬孩子來說，教育相當奢侈，政府只能提供

三千個免費學位，另外約有兩萬個在低收費社區

學校讀書。其他呢？很多孩子根本不能上學。

或許天父讓世界某些人相對富裕不是沒有意

思，或許生活不只是各自奔波忙碌。對於眼前短

期無法改變的事情，對於比自己有需要的人，我

們要如何去關心和回應呢？

六個月很快過去了，天父開拓了我的眼界，

體驗宣教士工作之餘，更看見祂在這片土地上做甚

麼新事！我禱告上帝的恩典、憐憫、醫治臨到這裡

每一間房子、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小孩，讓他們

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願主成為他們人生的盼望，

亦興起更多人去服

侍、去愛這群

被 遺 忘、 遺

棄的人。

（筆者於2016

年 10 月到非

洲參與半年的

服侍亞洲短宣

體驗計劃）

短宣
服侍機會

海外日本 

僑民

 

 

 

 

跨文化訓練

計劃

地區

愛爾蘭

都柏林 

 

 

 

 

菲律賓

性質

每年到都柏林留學或進修英語的日本

年青人有數百位，你將會透過不同形

式的活動、聚會建立關係，讓他們認

識福音；帶領慕道或查經小組，作門

徒訓練。

 

為期 11 個月，名額 6-12 人，歡迎不

同國籍的弟兄姊妹申請。計畫包括學

習當地語言及跨文化宣教，明白在不

同文化環境下的適應，接觸當地教

會，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及建立關係。

要求

2017 年 6 月 1 日－ 2018 年 1 月 31 日 

( 為期 8個月 )

了解日本文化，教會的現況，能以日語

與留學生對話，建立關係。有彈性、獨

立、有開放的心，能主動地與當地不同

宗派的教會合作；英語為日常生活的主

要語言。

2017 年 8 月 17 日－ 2018 年 7 月 17 日  

( 截止報名：4月 30 日 )

願意學習不同文化，適應簡樸的生活方

式，融入當地的社區。能以英語溝通。



工場來鴻工場來鴻

杜其彪牧師、郭慕薇師母 (香港 )

四 月 上

旬，我們會到

創 啟 地 區 探

訪 七 個 單 位

的宣教士，其

中 兩 位 姊 妹

住 在 偏 遠 的

地方，除了坐

內陸飛機外，

還 要 坐 四 至

五 個 小 時 的

公車往返山路。她們這樣委身事奉神，縱使路途

遙遠，我們也應當去看望。

八月份我們將開始述職，其彪會先代表國際

差會在北美與一位領袖會合，然後前往南美推動差

傳，之後會有休息和進修。期待神開我們的眼界，

讓我們有新的學習和接受新的挑戰，也開拓我們

新的事奉領域。

大女兒恩言在六月將會完成在清邁宣教士子

女宿舍的事奉，她有志服侍宣教士的家庭，所以

她希望修讀「婚姻與家庭治療」，求主帶領她的

升學。小女兒智言除了繼續修讀語言學外，本學

期也修讀希臘文和釋經學以及上密集課程，求主

賜智慧，繼續帶領她探討宣教前路。

Danny and Sally( 東南亞鄰舍 )
我們的住所，在過去大半年不斷有各種

各樣的毛病。天花板不時漏水，下大雨時，

睡房和書房都要動用大毛巾吸水。我們請人

把屋頂修理好之後，又輪到書房的牆壁滲漏

得好像長了大麻瘋一樣，雨天之後，那彷彿

長滿雞皮疙瘩的牆身還會脫出泥粉，散落一

地。等修好書房的牆壁，另一邊的屋簷又破

漏，以致外牆生出青苔，睡房和廚房的牆身

發霉，一片片灰黑的霉菌就生在床頭的位

置……迎接著房子引起的潮水式衝擊，不期

然湧出了一股沮喪、灰心和疲乏的感覺。

感恩藉著聖靈溫柔的提點，我反思：

自己的生命豈不像這個住所嗎？天父豈不知

道我的生命千瘡百孔嗎？我的生命何時沒有

破漏？我的品格又何嘗不需要修理呢？我若

是一所房子為主所居住，自問可有一天是完

整無缺的嗎？豈不斷然沒有？為什麼天父仍

然選擇居住在我裡面？對天父藉主耶穌道成

肉身成就救贖的慈愛和忍耐，我明白了多一 

點點！

梁穎階、容小敏 (日本 )

記得一位未信主的語言學校老師曾在

課堂中分享為何基督教在日本難以被接受，

她提出的其中一點是「教會的門讓人感到

難以進入」。當地

寺廟或作觀光用的

教會，門是常常打

開讓人自由進入，

相反，一般教會的

門卻常關著。在日

本的教會，除了某

些教會因牧師住在

裡面或有事務助理

辦公外，平日大多

都關著門。加上很

多教會都是民居改

建，窗戶不多，那

重門深鎖的感覺，實在讓人卻步。

我們帶著這反思進入三笠教會和美唄教會服

事，希望能幫助教會進入社群。感謝主！我們跟隊

工領袖及三笠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相同的心思意

念，希望讓街坊自由進入教會，安靜也好，傾訴也

好，請教牧為他們禱告也好，目的是讓教會能成為

令人舒服、可親近的聚腳點。四月開始，將於週四

上午開放教會，這事工暫命名為 Open Church，未

來有很多預備和挑戰，願神帥領！

普通羊 (創啟地區 )我們正在培訓的腦癱孩子家庭有一位懷
疑是唐氏綜合症的孩子，最近他的父母終於
同意讓兒子接受遺傳因子測試。他的哥哥是
腦癱孩子，三個月前不幸被酒醉的親人壓在
他的右腳患肢上導致骨折。我們會以朋友的
身份，一併安排他們兄弟到醫院接受檢查。願祂醫治的手臨到這兩位小孩的身體和
心靈，也安慰他們父母的心，給他們積極的
態度和力量面對照顧兩個兒子的種種困難，
願祂的愛和恩充滿這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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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袁皚盈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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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家珮、李瑞科、 

黃艾青、岑程依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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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聚會	 地點	 備註

07/04( 周五 )晚上 7:30-9:15 關懷東北亞小組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23/05( 周五 )晚上 7:30-9:15 關懷日本小組－－東北的故事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25/05( 周四 )晚上 7:30-9:15 巴拿巴團契－－宣教有「情」人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30/7 出席使團異象分享會 )

05/06( 周一 )晚上  7:30-9:15 關懷東北亞小組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18/07( 周二 )晚上 7:30-9:15 關懷日本小組 使團辦公室 必須報名

30/07( 主日 )下午 2:30-5:30 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就職典禮暨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請閱宣傳單張   

 異象分享會

使團聚會消息    報名或查詢 :hk@omfmail.com

訂閱

攜手使命行

海外基督使團

香港區執行主任就職典禮暨
異象分享會

2017年7月30日（主日）

工 作 坊－－下午2:30 ~ 3:45

就職典禮－－下午4:00 ~ 5:3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香港灣仔春園街77號竹居台

費用全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查詢及報名：23981823/hk@omfmail.com

梁松英醫生、蘇嘉儀醫生伉儷
在過去二十多年，分別以其專業參與
推動創啟地區的專業服務及擔任使團董事職務。

攜
手
使
命
行

工作坊（資深宣教士主理）

截止報名：2017年7月24日

1.僑民事工

2.宣教生命藍圖

3.東北亞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