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接任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一職時，我深深

明白宣教從來不能單打獨鬥，我們需要同工，也需

要夥伴。行將退任的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杜其彪

牧師曾就「承擔未竟的使命」撰寫過一系列文章，

提到使團在 150 週年後所要面對的挑戰，當中包

括夥伴關係 (Partnership)。是的，差會不能憑空招

募宣教士，一個人不能單憑夢想，以為坐飛機遠

渡重洋就能變成宣教士。事實上，一個基督徒能

成為宣教士，需要教會牧者多年的牧養、弟兄姊

妹的同行及辨識從神而來的呼召，更需要神學院

老師的教導與啟迪。正因如此，我們需要：教會、

神學院、家庭、差會──攜手使命行

腓立比教會的榜樣
宣教士保羅很愛腓立比教會，教會也顯出對

保羅格外的關懷。「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

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腓一 5）腓立比的

信徒領受救恩的第一天，便立刻參與在傳福音的

行列中，以自己為保羅的福音伙伴，一起興旺福

音。腓立比教會不單是同工，且常常為保羅祈禱。

除了在物質上供應投身宣教工作的保羅，更差遣

忠心的工人以巴弗提去協助保羅，彼此配搭。一

個有宣教使命並積極參與宣教的教會，正好是孕

育宣教士的搖籃。

神學院的貢獻
2017 建道宣教會議上，有講者指出：因宣教

工場人手短缺，與長遠的宣教人才培育之間有一定

的張力。差會、教會與神學院應考慮加強合作，設

計宣教士進修課程，推薦並支持宣教士進入學制。

若情況許可，或安排宣教士在不抽離工場情況下修

讀部分課程。事實上，除了基本神學及職前訓練，

在累積工場經驗之後，我們也需要進行神學反思

和整合。

家庭的培育
信二代需要面對將來，作為信一代的父母肩

負著莫大的責任。青年人普遍認為自己太年輕，

沒有足夠的經驗和屬靈素質參與宣教服侍。培育

兒女的宣教心，是從小孩時期開始的。布路易博士

(Dr. Luis Bush) 近年來提出「4 － 14 之窗」，呼籲

教會和宣教機構關心年齡由 4 歲至 14 歲之間的兒

童和少年，教導他們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因為他

們是未來社會的決策者。在這時期，父母可以帶

同孩子往宣教工場探望宣教士，認識他們，體驗

不同文化。當宣教士過境有需要時，讓孩子學習

接待客人，聆聽他們的故事。孩子心靈的眼睛是

雪亮的，從父母的行徑和抉擇，他們會曉得每個

家庭的核心價值。惟願孩子從我們所行過的腳蹤，

發現忠心跟隨主的榜樣。

宣教機構
宣教機構（差會）乃是地方教會的僕人和夥

伴，彼此配合，促成宣教事工的開展。使團十分

看重宣教士的培訓和關顧，希望每位宣教士都能

安心地長期在工場事奉。職前／入職初期，語言

和跨文化的適應，有資深同工在工場負責指導；

子女教育計劃方面，亦有同工給予意見。在職期

間的關顧和培訓，是一個宣教士持續成長的過程。

在宣教士述職時，使團與教會配合安排一系列的

分享聚會，一起檢討其宣教事奉的歷程，協助他

們安排述職彙報，訂定事工下一步的策略和方向，

以及安排進修或專業輔導。

宣教事工乃是一場屬靈的爭戰，從來沒有人

可以孤軍作戰，教會、神學院、家庭、差會實在

需要遵主所託，各司其職，攜手同行。來，讓我

們在主的帥領下互為宣教好夥伴，一起承擔那困

難重重而又迫切的使命！

攜手使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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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與妻乃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會友，過去二十多年以其專業參與

差傳服侍，於 2017 年7月30日正式接任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一職。)

梁松英



長宣

小航

不經意出航三年半了！每每回想，就感到不

配！當別人覺得我放棄不少時，我總覺得自己賺

了滿滿的！

2014 年來工場時，神開了學校服侍的大門。

對我這個當了半輩子會計、項目管理的中年人，

當老師真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早以為過了與兒童、

青少年打交道的年齡，與他們中間有無數代溝，

能教他們什麼呢？很感恩，當年暑假一家專門服

侍青少年的機構提供了培訓，還讓我們每週觀課，

並推薦資深老師來當志願者。萬事俱備，豈能不

作？！

幾年來，我們跌跌碰碰地邊做邊學。遇上受

教的班，上課是享受，也是啟發；也遇上調皮搗

蛋班，下課時心力交瘁！課堂外，我們有機會開

小組，為個別學生輔導。每次生命的相遇、交流，

總教我驚訝無比！

進入第三年，有志願者退出，但不久有更多

人加入，一下子三人組變成了十人團隊！除了小

學成長課以外，我們嘗試辦初中的職業規劃課。

上月志願者亞林寫了項目申請書，希望能以本地

NGO 的身份申請資金，以便未來在其他學校開展

類似的課程。這是三年前完全沒想到的成果！

這群志願者不單是我的服侍夥伴，更是良師

益友！她們介紹我認識本地不同類型的活動、網

絡、時事、文化、社會資源，開拓了我的視野。

每逢假日，更邀請我去她們的老家參與家族朋友

的慶祝，讓我這異鄉人有回家的感覺。

我們確實沒有多少跟孩子分享好消息的機會，

有時也納悶，所做的是否有價值意義？！ 神卻讓

我想起自己的小學，若不是昔日的神僕甘心離鄉

背井，本著基督精神來辦學、辦教會，哪有今天

的我？神教導我確信「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

惟有　神叫他生長。」（林前三 6）

是的，在與人同行中，我一再見證祂恩典處

處！有一次，小瑪說：「小航老師，我想暫停當

主日學老師了？」她的丈夫最近發現腎上腫瘤，

我明白她壓力不少，但過兩天就要上課，臨時如何

找人頂替？再三鼓勵下，小瑪願意教「憐憫的心」

一課。課後她說：「神很奇妙，過去我總覺得要

靠自己的努力來取悅神，但這次備課中，神借法

利賽人與稅吏的禱告（路十八 9-14）提醒我一切

都是神的憐憫！今天，讀小六的恩兒主動作結束

禱告說：『我們的天父，實在感謝你這樣愛我們，

我們本是不配的，甚至連求主憐憫的資格也沒有，

但你卻主動來尋找我們，愛我們這群罪人，讓我

們成為你的兒女 .....』」那天我當場感動落淚！

我常以為孩子調皮、難教，沒想到神卻教他們和

小瑪明白祂的心意！

這三年多來，我見證在主裡「似乎憂愁、

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 

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 

( 林後六 10)

( 筆者於 2014 年加入使團，於東亞創啟地區服侍。)

工人剪影工人剪影

服侍機會

神學教育、 

植堂事工培訓、

門徒訓練

 

社區發展 

地區

東帝汶 

 

 

柬埔寨

性質

培訓當地教會領袖及植堂事工

的牧者，指導他們如何面對不

同的困難。幫助學生更切實了

解聖經，讓他們能更有效及有

信心地把福音傳給當地群體。

透過不同的平台如教學、專業

服侍，以健康和教育項目與當

地鄰舍建立關係。

要求

2019 年７月 30 日開始，三年或以上。

具備至少三年神學及跨文化訓練，有建立

關係和門徒訓練的經驗，如有植堂經驗更

佳。願意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國際團隊及本

地同工合作，有彈性，願意調整生活方式。

三年或以上，首兩年學習高棉語及當地少

數民族的語言。

具備至少一年神學及跨文化訓練，有發展

社區相關資格及經驗。願意認識東南亞鄰

舍，有愛他們的心。

卻叫許多人富足



立志事奉

2005 年港大畢業後，我先後在銀行及公營機

構工作七年，從事商業貸款、市場拓展及項目管

理等。2009 年的一次西非之旅，我深入偏遠部落，

過一種沒水、電、通訊的簡樸生活。在一望無際

的星空下，我被神國之偉大所吸引，立志跟隨神，

祂領我何往必去。三年後，時機成熟，我決定全

時間唸神學，認認真真了解自己的信仰。

我雖然對東南亞情有獨鍾，卻從沒想過去菲

律賓唸書。不過在一位宣教士弟兄介紹下，卻到了

當地考察。我發現市內商店設有重重保安，環境凌

亂複雜，政治、經濟、治安都不如香港甚至其他

落後的國家。在舉目無親友的情況下，我竟決定

接受挑戰，學習了解別的生活模式。2012年10月，

我再次飛往馬尼拉，在亞洲神學院接受神學裝備。

那時，我是該校唯一的香港學生。

神再呼召

在菲國生活體會良多，抵達不夠兩個月，得

了登革熱病，發燒頭痛好幾天，血小板下降；在諸

多未知數的情形下進了醫院，我特別害怕：我會否

書未讀完就客死異鄉？住院三天，有些同學全時間

輪流守候，未認識的朋友都過來探望，使我十分

感動。從病倒到康復，我好像死而復活，這次經

歷帶給我新朋友、新洞見與新展望：生命由主賜，

要把握現在，努力服侍。後來，我在暑假期間住在

貧民區，學習服侍那裡的小孩與年輕人。因為這

次的服侍，我轉讀輔導科，其後更被派到災區事

奉，幫助災民重拾希望。如此我知道神又再呼召，

裝備我於社區建立基督化的社群，抗衡經濟結構、

社會生態和自然災害對貧窮、邊緣群體造成的沉

重壓力。

回港之前，我再三思索，並到鄰國實地考察，

確認自己服侍該國未得之民的決心。是的，我願

作和平之子，在這個國與國、民與民充滿著文化、

種族、宗教矛盾的世代修築橋樑，讓人認識道路、

真理、生命。 

獲得支持

神彷彿把跨文化的經歷一直放在我生命裡。

學生時期我曾到歐美等地作交換生，工作後我常

到新興市場出差公幹，進修時我在發展中地區學

習服侍。去年 9 月，我加入教會的傳道團隊，建立

英語事工，肩負起牧養工作。除此以外，我亦參

與普通話事工，協助內地朋友融入香港。在這短

短一年，我與舊友新朋分享將來計劃到這國家協

助推動識字、就業、身心靈健康的整全福音事奉，

得到很大的肯定和支持。雖然不捨，但他們都鼓勵

我不要浪費神的裝備，回應祂的呼召，更希望我

能代表他們到這國家作延伸祝福的使者。回想起

來，我有過與許多人很不一樣的經歷；從今以後，

我還是會繼續過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宣教人生。

(筆者乃浸信會的會友，於 2017 年 6 月加入使團，在東

南亞鄰舍服侍。)

不一樣的人生
新丁心聲新丁心聲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宣教士支持費  10,033,663.35   10,033,663.35

特別事工   585,435.00   585,435.00

異象推廣  61,727.37   68,898.39

本地支援事工   806,644.95  900,354.86

合計 11,487,470.67   11,588,351.60

不敷  (100,880.93) 

註：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海外基督使團 2017年 1- 6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Kevin



短宣迴響短宣迴響

短宣
服侍機會

禱告及 

異象行 

 

 

支援宣教士

家庭及 

文化體驗

地區

緬甸 

 

 

 

泰國

性質

參與使團澳洲團隊到緬甸探訪不同區域的

宣教士，了解福音需要、本地文化、當地

群體的世界觀和信仰，以便為所見所聞禱

告。這次禱告及異象行的體驗，尤其希望

讓有心志的兄姊探索長宣的可能性。

支援來自香港的一個宣教士家庭，協助其

兒子學習在家教育課程 (初小級 )。

餘暇可了解當地事工，學習語言，認識社

區，協助其他宣教活動等。

要求

2017 年 12 月 1 日－ 14 日

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有開放、謙卑的

心與團隊一同禱告；願意學習和嘗試新

事物；有健壯的身體，能適應炎熱潮濕

的環境。

2018 年 1 月開始，為期半年。

能以英語溝通及書寫。有愛心，願意

配搭宣教士照顧孩子；獨立，有組織，

有靈活性，耐心和平易近人；願意學習

文化，適應簡樸生活方式，融入當地社

區，有跨文化和教學經驗更佳。

我在橫濱的體驗

廖寶儀

2012 年夏天，我去了 OMF 在日本岩手縣的

「一步一步」山田及釜石短宣，協助宣教士接觸海

潚後的災民。在這次旅程中認識了在「一步一步」

釜石服侍的高橋牧師，記得他對我說，日本的基

督徒大多是年長的，很少年青人願意信主，但若

能傳福音給他們，就能讓主帶領他們一生並把福

音傳給後代。這提醒了我傳福音給年青人很重要，

也激勵我關心日本年青人的宣教需要。

去年，我在一向參加的 OMF 關懷日本小組得

知橫濱短宣的機會，了解到是年青人事工，覺得

這正是我在 2012 年短宣後所希望作的事。經過祈

禱等候，便決定報名參加。

這次是與來自澳洲的 Hope Collective 及在橫

濱的 New Hope Yokohama 教會合作，舉辦一個福

音音樂會。香港有我和另一位姊妹一起去，負責協

助音樂會及之前的外展事工，再次讓我學習宣教

的功課 ── Ready for anything! 剛到達橫濱與澳

洲的 Hope Collective 首次會面後，便一連兩天負

責在街頭表演時派發音樂會傳單；在音樂會當天，

我們參與招待的工作。

派傳單這工作令我感受到，如宣教士所說日

本真是一個屬靈硬土。在橫濱街頭，大部分途人都

不願接傳單，願意接的只因禮貌而已。我曾遇見

一些聯群結隊的學生並送上傳單，第一個不願接，

所有人都不願接，可見群體文化從小已在日本人

心中，這或許成了基督徒傳福音及作見證的攔阻。

雖然派傳單及街頭表演時偶有警察來驅趕，最後

我們仍能派出約三千多張傳單，很感恩。接到傳

單而來音樂會的只有一個人，也有幾位未信主朋

友被教會邀請而來，看來我們真要恆切為日本人

信主禱告。

透過與澳洲的弟兄姊妹、橫濱教會的傳道同

工以及宣教士合作，我在他們身上學到如何為主擺

上的功課。澳洲的團隊有好幾個家庭，其中有一位

姊妹已懷孕四個月，帶著一歲多的兒子隨丈夫來短

宣，同心為主擺上，家庭、兒女沒有成為他們一

家事奉的網羅。在橫濱教會中，與宣教士傾談讓我

了解在此地牧會的挑戰；又認識一位年青的日本

傳道人，原來他是義務作全職的傳道，家人在生活

上的支持讓他可以全心全意地事奉，這在日本是

很難得的。由此可見，神也在這個屬靈硬土激勵

弟兄姊妹來為祂作見證、傳福音，神依然愛日本！

身在香港的我們，能否為這屬靈硬土恆切禱告及

擺上更多？

(筆者乃迦密大元村福音堂會友，於 2016 年 9 月到日本

橫濱參與七天的服侍亞洲短宣體驗計劃。)



工場來鴻工場來鴻
彩虹 (創啟地區 )

生日那天朋友為我預備一個有五種味
道的芝士蛋糕，寓意是讓我好好品嚐人生五
味。是的， 我們的人生喜樂有時，憂愁有時；
其實萬物都在祂掌管之中。

項目的活動隨著機構逐步完成再登記而
漸漸啟動；與此同時，辦公室經歷一場人事
風暴。我們感恩在這次風暴中經歷天父的慈
愛與大能，衪不但創造天地，更掌管萬有；
衪不僅平息外在的風暴，更讓我們深刻體會
愛和祈禱的力量。因著愛，大家更坦誠相處，
彼此照顧。 

感謝天父不單與我同行，更時常在前頭
等著、吸引我們靠近祂。感謝我的家人、朋
友和同工不斷的陪伴前行，縱然人生不是天
色常藍，但因著天父的笑臉和你們的支持，
我相信雨後彩虹的承諾。

葉靜儀 (日本 )

靜儀自 4 月起在東榮教會服侍。東榮教

會是一家有 40-50 人的教會，大部分會友是

長者，另有 10 位大學生。崇拜形式比較傳

統，唱傳統詩歌，有鋼片琴和鋼琴伴奏，沒

有敬拜隊。遠藤牧師是主任牧師，而 70 多

歲的阿部牧師是前主任牧師，退休後仍出席

教會崇拜，有時也協助講道。

最令靜儀感動的是，在每星期的祈禱

會中，他們每次會提名為每一位會友及新朋

友、慕道者禱告。每星期的同工會中，更預

備一段時間為每位大學生祈禱。求神保守這

10 位大學生，讓他們心中那團火繼續興旺，

讓靜儀與他們有同心合意的服侍。

徐貴春 (泰國 )

教會附近發生了一場大火災，有 65 戶

居民的家園完全燒毀。感謝神讓教會有機會

參與賑災工作，向災民表達關心和實際的支

援，更取得災民的聯絡資料，可作個人跟進

探訪。另外，在救援工作期間，同工 P 因

工作過勞而出現疑似小產情況，感謝神的保

守，她能及時趕到醫院接受治療並已康復，

現在家中休息待產。求主繼續保護 P 和胎兒

的健康。

幸子 (東南亞鄰舍
)

齋戒月開始，不少朋友整個月每天從日

出到日落都不可以飲食，且有額外的宗教禮

儀要遵守。女士每月的生理期都不能齋戒，

因為穆斯林相信在這些日子她們是不潔淨

的，不管她做多少好事，真主都不會接受。

所以她們需要在齋戒月以外的日子補回不能

齋戒的天數，大部份女士都會在第二年齋戒

月開始前的一個月內隨意選日子補回齋戒。

哈莉有好幾天來不及在日出前起床進食

和飲水，只能取消當天齋戒的計劃或勉強支

撐到日落才進食。後來，她索性在晚上 12

時煮飯、吃飯，再飲一杯飽肚的飲品，省卻

第二天掙扎著 4 點起床吃飯的煩惱。我嘗試

多與她講關於信仰的話題，但是她沒有回

應，或是很快轉換話題。願她心靈的硬土能

夠被挖鬆並得到滋潤成為肥沃的土壤，預備

培育好消息的種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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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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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松英醫生

同工： 

陳學文、鄭慧玲、趙家珮、李瑞科、 

梁蘇嘉儀、黃艾青、岑程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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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簡介	

28/09/2017 神真的呼召我？ 如何確定神的呼召？宣教士及短宣見證

30/11/2017 宣教動力─靈命培育 宣教與靈命是相輔相承，宣教士如何培育自已的靈命

25/01/2018 人際關係你、我、他 在宣教工場上與同工及本地人磨合

29/03/2018 宣教士的生命素質 宣教士的事奉是全人的事奉，個人生命素質如何培養

31/05/2018 宣教士的自我照顧 宣教士如何照顧自己身心健康

26/07/2018 漫漫宣教路 如何準備從蒙召到正式踏上宣教工場這漫漫長路

訂閱

第 89屆
港九培靈研經會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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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虛幻到真實
早堂：研經會 (上午 09：45-10:50)

講員：曹偉彤牧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午堂：講道會 (上午 11:15-12:20)

講員：戴繼宗牧師 海外基督使團華人培育動員事工主任

晚堂：奮興會 (晚上 07:00-09:00)

講員：曾金發牧師 新加坡聖約播道會門訓領袖導師

使團書攤： 一連十日設於九龍城浸信會地庫，

 售賣使團出版書籍。

歡迎登入： www.omf.org/hk/books/ 
 瀏覽書介，填寫訂購表格。

目的： 培育有心志成為宣教士及

 尋找宣教路向的弟兄姊妹

導師： 陳學文牧師、梁蘇嘉儀醫生

穆民異象分享會

日期：2017 年 9 月 11 日 ( 周一 )

時間：晚上 7：30-9：15

地點：海外基督使團辦公室

講員：道地宣教士

報名：hk@omfmail.com

日期： 逢單月最後的星期四，晚上 7:30 - 9:15 

地點： 使團辦公室 

報名： hk.mob@omfmail.com

巴拿巴團契

再版推介

屬靈的秘訣—— 

戴德生信心之旅

戴存義醫生夫婦著

盧逸斯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