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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 9,360 萬人口中，只有 45 萬基督徒，

其中篤信聖經的基督徒有 75% 屬於幾個少數族

群，例如苗族 (Hmong)。在北越，福音派信徒

少於 0.05％。儂族 (Nung)、岱依族 (Tay)、芒

族 (Muong)等人口多的少數民族中，信徒更少。

 我們期盼不單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所有

人，更願看見完備的好消息轉化這些人的生命

和社區。為要看見越南因著神的榮耀而轉化，

第一步就是禱告﹗

 願許多越南人能尋求上帝，並在基督 

 裡找到真正的生命和永遠的平安。

 祈求有更多創意開發新的口頭傳講方 

 式，幫助越南不同的族群更深入了解 

 福音的意義，明白真道。

 誠願越南眾基督徒定意把福音的見證 

 帶到生活和社會的各個層面。

越
南



湄公河流域
少數民族事工

以湄公河命名，該河發源於中國，

依次流經老撾、

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越南，

於胡志明市流入南海。

急欲
看見聖經被翻譯成他們的

母語，建立切合其文化

的教會，並有宣教士在該

地區服侍。

      五千萬人　

散居於五個國家，族群人口由數十萬到

二千萬人不等。

傣語系 Tai（30 個族群）

苗瑤語系 Hmong-Mienic（16 個族群）

藏緬語系 Tibetan-Burmese(15 個族群 )　

孟高棉語系 Mon-Khmer(6 個族群 )

事工
佈道植堂；友誼佈道；

營商宣教；醫療；社區發展；

教學；門訓輔導；領袖培訓；

學生工作；翻譯； 

後勤支援及跨文化教育事工

宗教
佛教

泛靈信仰

先祖敬拜

召募
120 位短期或長期新同工，

參與服侍宣教士子女、教學、

人力資源、財務、保養維修、

資訊科技、佈道植堂。

      異象
是要看見福音在七十個散居 

湄公河流域城鄉最少受關注的 

未得之民群體中被傳揚。

@mekongminorities omf.org/Mekong



阿飯自年少時在海外接受教育、工作，一直跟

隨宣教士牧者成長。

阿團在短期服侍期間學習為世界祈禱，從而了解到東北

亞的需要。

飯和團在神學院相遇，隨後有機會參與使團東北亞祈禱

會和工場訪宣，被神的作為和宣教士的生命故事大大激勵。

2018 年 4 月，二人出發接受職前訓練，如今進入文化

及語言學習期。放下牧職，在言語不通的陌生環境下，重返

校園，牙牙學語，其實也是學習謙卑的生命功課。極其感恩

的是，在團隊中、鄰舍間、甚至在街上都能夠遇到好人好事，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開始建立了。甚願福音在這互相祝福的

關係中愈發興旺！

（筆者夫婦二人

於 2018 年 4 月

加入使團，在東

北亞創啟地區服

侍。）

從零開始

去年 12 月初，葛福臨佈道大會在

越南北部舉行，據報兩晚聚會共有

三千多人決志；信徒都十分興奮，盼望著這裡

的福音工作有長足發展。可是，今年 4 月份，

政府突然在報紙、電台、電視台以及網上鋪天

蓋地的宣傳，警惕國民小心一個基督教的異

端。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無心之失，他們在

宣傳中只說這信仰叫「上帝的教會」，又說

這信仰叫人不拜祖先。由於大部分人都不認

識基督教，大家便把基督教當作他們說的

這個異端，因而對一切的信仰都產生了懷

疑、甚至仇視的心態，一些初信的人也因

此不敢再到教會聚會。這次的影響是全國

性的，對福音發展造成了極大的阻礙。請

大家以禱告繼續托著這裡的福音工作，

願這影響早日消散。

（筆者夏天於 2011 年加入使團，在越

南服侍。）

OUR STORY

異端！？



家寶、潔生

感謝主，來了四位學生！宣教士興奮地說：「這
兩間學校第一次有學生來參與教會的活動！感
謝你們到學校去派發單張啊！」離別在即，我們捨不得一起事奉的團隊及教會肢
體。宣教士鼓勵我倆：「沒有了我們，一切也會
繼續運作。不過，彼此祝福卻是送別中最美好的
事情，彼此的關係不知不覺地昇華了！」我們的
心得到了安慰，並可養力再走往人生的下一個驛
站。

( 九龍城浸信會會友，於 2017 年 8 月到日本
服侍十個月。)

Eunice
我參與一個新的營商項目已經逾半年了，工作主
要有兒童英語和個人成長兩個範疇，現正在預備
暑假的活動。我看見不同的服侍機會，也看到各
人都有自己的限制。此時此刻，祂想要我學甚
麼、做甚麼？我會繼續禱告，尋找短宣後的方
向。箴言三章常帶給我鼓勵和提醒，就是凡事都
需要認定祂！
（中華基督教合ㄧ堂香港堂會友， 於 2017
年 11 月到創啟地區服侍一年。）

其他機會：https://opportunities.omf.org

地區 : 日本
長宣： 發展基督教
 媒體事工

地區 : 菲律賓中部
 異象行
短宣： 10 月 4 日 -
 14 日

地區： 台灣
短宣： 2-6 星期，
 服侍兒童、
 青少年以及於
 社區建立關係

Come &  Join us

鄺小燕

感謝主，帶領我參加使團「宣子特區」服侍，

協助參加使團職前訓練的新宣教士照顧其子女。

服侍團隊來自四個國家，操四種語言，需要很多

觀察、磨合。這服侍加深我對使團事工的認識，

擴展了我在普世差傳的視野，明白日後可以在哪

些方面更好支援宣教士。

（九龍城浸信會會友，於 2018 年 1 月到新加

坡服侍宣子。）



海外基督使團 2018 年 1- 5 月份收支

     

宣教士支持費  8,895,169.61   8,895,169.61

特別事工   1,123,842.00   1,123,842.00

異象推廣  72,527.71   84,341.68

本地支援事工   619,039.55  719,874.33

合計 10,710,578.87   10,823,227.62

不敷  (112,648.75) 

*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財務報告

講員：	馬醫生 (使團東亞北國際主任)

主題： United in God’s Story ---- 探索・預備・前行

日期： 16-17/10/2018
時間： 周二下午 4 時至周三(重陽節)晚上 6 時

地點： 烏溪沙青年新村

營費： HK$450 (8月20日或之前報名優惠：HK$400)

截止報名日期：17/9/2018(周一)

查詢：鄭小姐 (23981823 或 hk@omfmail.com)

omf.org

最新出版！
越南禱告日誌
售價：HK$20/本

祈禱手冊 2018差傳營

售價：HK$20/本



關懷日本小組 －－ 郭熹瑜 .林倩雯宣教士伉儷分享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

巴拿巴團契：漫漫宣教路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

關懷東北亞小組 －－ 文化體驗活動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

關懷日本小組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

巴拿巴團契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27/9
（周四）

26/7
（周四）

13/8
（周一）

10/7
（周二）

 18/9
（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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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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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lowship
報名或查詢 :hk@omfmail.com

第90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2018 年 8 月 1-10 日
地點：	 九龍城浸信會 ( 九龍城亞皆老街 206 號 )
使團書攤：	一連十日設於九龍城浸信會，售賣使團 

 出版的祈禱日誌、傳記及各類差傳書籍。

歡迎登入 www.omf.org/hk/books/ 瀏覽書籍簡介

和訂購 柬埔寨異象分享會柬埔寨異象分享會
講員：鄺漢明、李慧儀宣教士伉儷

日期：2018 年 10 月 4 日 ( 周四 )

時間：晚上 7:30-9:15
地址：新蒲崗大有街 1 號勤達中心七樓 

 707-708 室 ( 鑽石山站 A2 出口 )

報名：請將姓名、所屬教會、電話 

 電郵至 hk@omf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