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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第70期日本宣教挑戰
日本福音事工面對傳統文化及多神與泛宗教的挑戰，而且，當地

經濟長期衰退、少子化	( 註 1)、下流老人(註 2)、在職貧窮、自殺

率高等等。以往被視為「成功」之宣教策略，如英文班、兒童活

動等，已不一定奏效。日本教會更是內憂外患，挑戰重重。

但感謝神，祂繼續在世界各地攪動人心，讓人回應呼召前往日本

宣教。求主賜福新一代的宣教士與資深宣教士彼此配搭，成為一

股新的動力，讓日本福音事工有突破性的發展。

註：
1.	指生育率降低，高齡化社會造成	
	 幼年人口比例逐漸減少，未來勞	
	 動人口逐漸變少。

2.	指大量過著中下階層生活的老人	
	 以及潛藏在其背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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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道 : 

44 位宣教士 (9 位來自香港 )

D	鼓勵和支援本地教會推展佈道植堂事工；

D	支援札幌和周邊地區作佈道植堂；

D	支援北海道聖經學院發展普世差傳課程。

 東北 : 

28 位宣教士

D	由於當地教會正在老化並且社區連繫	

	 薄弱，使團協助其進行外展佈道；

D	在沒有教會或少教會的地區建立教會。

 關東 : 

46 位宣教士

D	因應橄欖球世界盃（2019）和奧運會（2020）	

	 在日本舉行，體育事工將有發展機會；

D	與有異象接觸日本人的華人和菲律賓教會合	

	 作，一起服侍海外日僑；

D	協助教會培育下一代的領袖。

海外基督使團在1953 年

開始在日本宣教，

 目前在以下三個區域服侍：



宣教的心
 

在我接受護士培訓時，神拯救了我，並翻

轉了我的生命。神當時用彼得後書 3:9 提醒我

把握每個機會向親友、病人甚至陌生人傳福音。		

宣教種子的萌芽

兩年後，神在一個宣教營呼召了我，其後，

暫停護士工作，完成了兩年的短宣課程，然後

仍返回我的護士專業……	

神的異象

2011年 6月，我前往日本參加會議。會後，

獨個兒參觀清水寺，悠然在寧謐的院內漫步。

我看見一群活潑開朗的中學生，本來說說笑笑，

但頃刻間安靜下來，圍着一方石盤，搯水作潔

淨禮儀。我心裏非常難受，因為他們不知道這

條路最終只會通向滅亡。我即時淚如雨下，聖

靈臨到我，我不停地、火熱地為他們失喪的靈

魂禱告。

OUR STORY
意想不到的成果    

在日本，由於兒子就讀於當地小學，我們有機會

以家長義工身份參與學校的不同活動。回想上主為我

們預備這奇妙的途徑，幫助我們融入社區，更賜我們

不同機會接觸小朋友、老師及家長。其中每個月兩個

早上的「讀書小組」，每次我都在課前早會中朗讀一

本書給學生聽。

雖然我們已修畢高級日語課程，並取得日語能力

資格，在生活與事工上尚算可以，然而要流利地在限

時內生動地讀出一本故事書，實在極不容易。所以，

每次我都得花上最少一星期去練習和準備。

你在呼召我嗎？

2013 年 2 月，當

我正為一些宣教士禱告

時，清水寺的那一幕重

現眼前。神微聲地跟我

說：「我在回應你的禱

告！」，我追問：「主，

你在呼召我嗎？如果你真的呼召我，我願

意。但最重要是，你一定要給我更明確的

印證，好使我知道是你在帶領。」	

主總是信實的

神不單藉著祂的話語及宣教營帶領

我，更加透過不同的機遇，溫柔的提醒我。

蒙應允的禱告、牧者的帶領、打開

的門，最重要是神永不改變的愛…… 

我終於踏上宣教的路。	

( 筆者何倩雯，於 2018 年 9 月 

加入使團，在日本服侍。)

上主的計劃實在奇妙，因著這身分，在其中兩年

的聖誕節，我有機會向兒子的全班同學及班主任，讀

出有關耶穌基督降生的故事，向他們講述聖誕節的真

正意義。在回國述職前，兒子當年的班主任對我說，

她對我那次講述耶穌降生的故事印象十分深刻，那是

她第一次聽到這故事，也是人生第一次知道聖誕節的

真正意義。

(筆者郭熹瑜家庭，於 2014 年 2 月加入使團，在日本

北海道服侍。)



Ronnie Kwan

有一位外國女士帶着兩個孩子到海邊嬉戲，

看見我們走過便主動上前攀談。得悉我們是

基督徒後，她立時上前擁抱，眼淚簌簌而下。

她跟隨日裔丈夫搬來日本不足一年，不太會

講日語，難以融入這裏的生活。三個月前，

她開始向神祈求讓她遇見基督徒，今天就遇

看見我們，上帝真的垂聽了禱告！往後一星

期裏，教會的肢體多次巧遇她！

( 溫城華人宣道會會友，於 2018 年 7 月參與

為期兩星期的日本禱告行。)

Daisy and Joe

最深刻的是，探訪期間當地事工遇到突發情

況，我們的行程也受影響。及後，與宣教士

真情對話，他們都表示他們的身分留在當地

愈來愈困難，按目前形勢發展，希望有更多

像我們的香港人能夠「接棒」。我們也為當

地的隊工切切祈禱，求主保護他們，免受一

切的傷害。

( 宣道會北角堂會友，於 2018 年 9 月參與兩

星期的湄公河流域異象行。)

地區 : 菲律賓

短宣： 2 星期至 11

個月，校園事工

Tina Chiu
宣教士的分享讓我看到神如何預備一個工人，

透過他們的專長、經歷或困難去裝備他們。

更深刻的是，在他們身上我看見他們對神滿

滿的信心，尤其是那些帶著三、四個小孩舉

家出發的宣教士。
( 宣道會康怡堂會友，於 2018 年 6 月參與為

期一個月的宣子服侍。)

地區： 蒙古

長宣： 英語教學，

與社區建立關係

地區 : 日本異象行

短宣： 5 月 30 日至

6 月 7 日

地區 : 泰國東北部

長宣： 語言學習，

佈道植堂

Come &  Join us

其他機會：https://opportunities.omf.org



海外基督使團 2018 年 1- 10 月份收支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宣教士支持費		 16,564,879.53   16,564,879.53

特別事工			 1,607,541.80   1,607,541.80

異象推廣		 122,318.97   125,995.76

本地支援事工			 1,421,427.16  1,464,153.95

合計	 19,716,167.46   19,762,571.04

不敷  (46,403.58) 

*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財務報告

2019年「宣教六法」課程
目的：	幫助教會訓練和推動弟兄姊妹，透過「宣教六法」	

	 ( 學習、禱告、差派、接待、動員和出去 )，

	 燃起對宣教的熱情並切實參與。

對象： 教牧、差委、主日學導師、信徒領袖及

	 履行大使命的信徒

日期： 全期六課，4月 10 日至 5 月 22 日，逢星期三

時間： 晚上 7:30–9:00

地點：使團辦公室	

費用： HK$500( 包括課程材料 )

截止報名：2019 年 2 月 28 日 ( 座位有限，額滿即止 )

報名 / 查詢：23981823 或 hk@omfmail.com 鄭小姐

更新版！

作者：楊宓貴靈

售價：HK$80

《綠葉常青》

書中所述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這對今天的我們又有什麼意義呢？

宣教士一家為著信仰的緣故，忍受戲弄、捆鎖、監

禁等磨煉。相對今日的信徒，我們可有作此準備，

果真面對強權，也能站立得住嗎？	

一百五十多年來，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

歷經幾許風雨，但那委身於東亞族群中，推動合乎

聖經的本土化教會運動的心志，卻從未減退。

   梁松英醫生

	 海外基督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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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31/1
（周四）

10/3
（主日） 30/3

（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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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lowship
報名或查詢 :hk@omfmail.com

菲律賓異象分享會

講員：麥鄧肖蓮宣教士

日期：2019 年 1月 24 日

      ( 周四 )

時間：晚上 7:30 - 9:15 

地點：使團辦公室 

報名：hk@omf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