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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紅色高棉的大屠殺及二十多年的內戰，柬

埔寨從一個魚米之鄉變成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之

一。除了歷史的不幸因素，其普遍貧窮的成因

也與財富分配不均有關。近十多年來，隨着外

國投資及援助增加，市面上也看到有高檔消費

品，如名貴汽車、大型商場中的外國名牌店鋪。

但據樂施會報導，在柬埔寨 1,500 萬人口中，

有四成仍活於赤貧之中，即是每天生活費少於

1.25 美元 ( 約 10 港元 )。

 為掌權者在定立政策時能有顧及人民需要 

 的心禱告。

 為廣大貧窮人仍可保持對明天有盼望的心 

 禱告。

 求神呼召更多宣教士加入，讓更多在外省 

 的人們得聞福音。

柬埔寨





呼召的故事
中五時第一次短宣，我們到醫院探訪，有一

位婆婆插了喉管，身體很瘦弱，連呼吸都要用上

全身力氣，道別之際她突然對我說：「妹妹，可

以代我去傳福音嗎？我要去傳福音給別人的份，

你可以代勞嗎？」我覺得不可思議並很感動，婆

婆這麼困難還關心傳福音的事！我流著淚說：「好

的，請放心，我會努力傳福音！」我立下一生事

奉神的心志。

2004 年在一個青年營會中聽到回港述職的

宣教士分享日本的需要，我領受神的呼召――

將神的愛傳遞給日本人。2008 年，我受教會

差派到日本宣教四年多，繼而回港進修。及

後透過教會、與差會印證、協作、商討，

我於 2018 年開始日本長宣。

(筆者陳秀秀，於2018年6月加入使團，

在日本服侍。)

( 筆者鄺漢明、李慧儀伉儷，於 2009 年 11 月加入使團，

在柬埔寨服侍。)

OUR STORY

忠僕的後人
「細蝦」是我們在柬埔寨的好朋友，

他的成長可用「坎坷」兩字形容。他的父親

是外省的鄉村傳道人，後因信仰的緣故被村

民謀殺，為主殉道。母親因極度驚恐，撇下

五名未成年的兒女逃走了。雖然五兄弟姊妹

各散東西，但慈愛的主仍然看顧祂忠僕的後

人。「細蝦」排行第四，他輾轉來到金邊投

靠仍在學的表哥，得到教會的幫助，加上個

人的勤奮，終於完成大學課程。

去年一家人藉着「細蝦」的婚禮得以

重聚；在感恩會中，三十多位至親好友同聚

於我家，並特別邀請他們的母親出席，並由

繼承亡父遺志、已成為傳道人的大哥以主的

話勸勉家人，見證主的愛沒有離開過他們的

家，埸面充滿淚水及歡笑，非常感人！



Victoria
你可曾想過？在這片土地上人視牛為神聖，每周以牲畜獻祭。我想向你們分享神賜下的一個極具挑戰的事工機會，這個暑假，我終於可以參與異象行踏足這地，藉著英文教學接觸和認識這些寶貴的生命，藉著禱告將他們的需要帶到神的面前。
( 播道會窩福堂會友，於2018年7月參與為期1個月的絲綢之路體驗 )

歐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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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機會：https://opportunities.omf.org

地區：	日本

					（東京總部）

長宣：	1-3 年，

東京總部短宣主任

Come &  Join us

Reggae Lam
這些年間，我重拾孩童時半途而廢的事——

學日文，到某階段時，我覺得甚難，那時我

問上帝，所學的將來應會「有用」吧！現在

回想那一刻覺得「有用」的念頭，頗有趣。

這次去的地方是青森縣弘前市，10 年前旅行

時到過。很多「偶然」，但在神那會有偶然？

到出發前一刻，我仍未想到我有何「期待」，

那就「等待」吧！

( 宣道會北角堂會友，於 2018 年 7 月到日本

青森縣作 3星期的體驗。)

地區 :	柬埔寨

短宣：	6-11 個月，

接觸青少年，參與

學生工作，門徒

訓練

地區 :	越南

短宣：	6 星期-6 個

月，與宣教士配搭，

參與動員工作

地區 :	柬埔寨

長宣：	金邊基督教

小學老師



海外基督使團 2018年 1- 7月份收支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宣教士支持費  12,155,725.58   12,155,725.58

特別事工   1,339,101.80   1,339,101.80

異象推廣  96,921.33   106,757.71

本地支援事工   953,494.98  1,050,263.52

合計 14,545,243.69   14,651,848.61

不敷  (106,604.92) 

*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財務報告

最新出版！
永不言棄	─	

內地會宣教士

服事穆斯林行傳

作者：黃錫培

售價：HK$60/本

使團出版
《小夢想，大盼望》、《鷹架任務》

分別入圍本年度第八屆基督教金書獎

「新晉作者」、「我最喜愛封面設計獎」（非學術獎項）

得獎結果將於 9 月 21 日「頒獎典禮」公佈

感恩各位參與投票！

歡迎瀏覽 www.omf.org.hk/books訂購宣教系列書籍

一輩子在路途上來回奔走：在荒僻之

地，在崇山峻嶺，在人口稠密的城鎮，

在分散的穆民之地，我們找到他們的蹤

跡。他們鞠躬盡瘁，甘願一生如此度

過。惟一的心願就是人們能得到福音

的真理。他們沒有違背從天上來的異

象，多次經歷失敗 (failure)，卻沒有放

棄，堅持以信心行事 (faith)，至死忠心

(faithfulness)。

如同耶穌基督愛世人到底，愛穆民“到

底”是這些宣教士們的動機，也是他們

的終極心願。但惟有源於基督的愛、付

出的愛、在十字架上的愛，才能繼續的

愛到底，不只是在一百年前這樣，在每

一世代都是這樣。

馮浩鎏

海外基督使團國際總主任



柬埔寨異象分享會 – 鄺漢明、李慧儀宣教士分享

晚上 7:30-9:15 ＠
使團辦公室

關懷東北亞小組 – 電影分享

晚上 7:30-9:15 ＠
使團辦公室

差傳營

@烏溪沙青年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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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東北亞小組 – 宣教士分享

晚上 7:30-9:15 ＠
使團辦公室

20/11
（周二）

8/10
（周一）

4/10
（周四）

29/11
（周四） 10/12

（周一）

16-17/10
（周二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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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彥君、梁蘇嘉儀、杜郭慕薇、

 黃艾青、屈陳素娥、葉燕群、余吳麗清

海外基督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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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2018 主啊！祢叫我嗎？  怎樣清楚宣教的呼召 ?

29/11/2018 跨越鴻溝  跨越文化工作者應具備 

  哪些生命素質 ?

31/1/2019 肩並肩，手牽手  如何與宣教團隊及 

  本地同工建立關係 ?

30/3/2019 退修日  彼此團契，深入認識， 

  安靜主前重整生命。

30/5/2019 知難而進  如何跨越宣教路上的 

  高山幽谷、奮勇前進 ?

Fellowship
報名或查詢 :hk@omfmail.com

巴拿巴團契巴拿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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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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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f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