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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的華人
全球移民和移民社群將成為 21 世紀的主要議題之一， 

尤其是散居各國的數千萬華人！

移動中的東亞人正在尋找答案並跟隨耶穌，許多人返回家鄉，成為 

全球機動部隊的一部分，無論神把他們放在哪裡都富有成果。

無論您住在哪裡，都可以參與其中！

近百萬華人留學生
散居海外



向散居華人宣教的良機  
—— 對福音會更開放

他們沒有太多同伴壓力或來自家庭的壓力

他們有自由探索新事物，新地方和新文化

他們渴望結識新朋友，建立新的社群關係

他們有更多的時間與別人建立關係

他們完全自由地分享！

散居的華人勞工
除了有許多學生在海外，因著中國在各國投資和幫助當地政府建設，

有許多勞工輸出國外打工。在非洲，已有兩百萬的中國勞工。

非洲的教會希望向在當地工作的中國勞工傳福音，便向使團求助。

使團已經差派了有經驗的宣教士與當地的弟兄姊妹一同配搭，向中國勞工傳福音。

更難得的是，非洲的弟兄姊妹為了與這些中國勞工溝通而學習普通話呢！

 散居海歸事工之目標
該事工不單是帶領散居的華人信主，更要栽培他們成為跟隨基督的門徒，

給他們充分的訓練成為福音使者；當他們讀完書或工作合約結束，回歸祖國時，

便要成為宣教的新力軍。然而，面對散居海歸的福音需要，願意委身服事的人在哪裡呢？

你是否已準備加入這個行列呢？

因此，在訓練東亞海歸中，我們致力於為亞洲教會提供服務，以促進其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 

並幫助推動本土教會和宣教運動。



小飛象蒙召記                                            
2011 年參加印尼短宣，探訪過當地的孤兒院、

神學院、難民村、貧民區等，我發現很多人需要神的

愛，宣教士正是將這份愛傳給他們，不單是口傳福

音，更加是謙卑地服侍他們。我看見耶穌到世上為了

使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自此我開始對宣教事

工有負擔，一面裝備佈道技能，一面在教會的印尼中

心服侍，擔任英文興趣班導師。在事奉中感覺生命更

有意義，開始想全職服侍。

2014 年 11 月，我參加了團契的讀經營，當中一

篇信息「永恆的冠冕」提醒我：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

來得的獎賞 ( 腓 3:13-14)。那一刻，聽到神呼召我

放下今生的榮華富貴，追求天上屬靈的獎賞，我就接

受差遣。

2015年爸爸患上腦退化症，在病情惡化前受洗，

得著永生的禮物。同年 9 月，我離開了二十多年的教

學工作，進入神學院。自 2016 年起每年參加使團的

Serve Asia Program 探索東南亞工場，對當地學生工

OUR STORY

數月前與香港來的姊妹一起去探訪貧民窟，沿路

孩子都用本地方言叫我們「白人」，因為在他們眼中

不是黑的就都是白人。參觀的學校是簡陋狹窄的鐵皮

屋，幾個學生的家附近就是製造劣質酒的地方。有的

父母染了愛滋病，父親酗酒，不時虐打家人。不少女

孩在家裡被性侵，成為單親媽媽。

作深感負擔。2017 年爸爸返天家，我深信是神在全職

服侍之前先拯救我的家人。2018 年我完成神學課程之

後，就按神的心意申請參加兩年宣教服侍。願我一生

被神使用！

（筆者小飛象，2019年加入使團，於東南亞地區服侍穆民）

該國的保姆工資遠低於法定水準，工時長，鮮有

醫保、社保。雖然我們的事工重點是向華人傳福音，

但面對社會的需要不能獨善其身，因此希望動員當地

華人一起回應。其實，我們自始就有這理念――將兩

下合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弗 2:14）。我們

萌生了培訓保姆服務華人家庭的想法，希望開拓福音

平台，同時關懷社會，逐步改善保姆的待遇，稱為「乃

縵事工」。

今年七月開始與一家有近似異象的本地社企洽談

合作：對方負責保姆實務培訓，我方在信仰上栽培，

鼓勵保姆活出美好見證，並向本地華人教會介紹事

工，鼓勵華人肢體參與。待本地教會推薦十位肢體之

後，將會試行第一階段的宣教及文化培訓，並開始設

計第二階段的技能培訓。求主開通福音之門！

        

（筆者小航，2014 年加入使團，於非洲參與僑民事工）

關懷非洲的福音平台



地區 : 新加坡
短宣：6星期至
	 	6 個月，
	 	IT 支援

其他機會：https://opportunities.omf.org

何岸凌 Karen

一位又一位不
同背景的熟客

進入札幌的 Cafe 

COEN咖啡室，直接坐
到中間的大枱

與身邊

的人、甚至初
次見面的人用

英語交談起來
，

這已令我感到
驚喜。此外，

更令人難以置
信

的是，他們談
話的內容竟能

深入至內心情
感

的話題，這跟
日本人含蓄的

性格背景截然
不

同。我明白到
「在人這是不

能的，在神凡
事

都能」( 太 19
:26)，這的確

是神大大使用
的

事工！

(香港靈糧堂
，於 2019 年

5 月參與為期
10 天

的日本異象行
。)

王芷琳 Ivy

在台灣傳福音，每次一提到「罪」，就連小朋友也很抗拒「認罪＝被關監獄」。這次宣教士努力與學校協調，在雙語營中每天分享兩個聖經故事，之後有小組的時間，確保每一個小孩都聽得懂，或去釐清心中的疑問。從創世記到耶穌的拯救，分享到第三天小朋友會主動問「耶穌為什麼要釘十字架？」；而且當聽到自己是「罪人」時，小朋友開始能從舊約的故事中理解「罪」就是沒有聽從耶和華的話，並認真禱告悔改！可惜很多長輩不許孩子去教會，我們只能期盼種籽在小朋友心中有發芽的一天！
( 播道會恩福堂，於 2019 年 7 月參與為期 5星期的台灣宣教實習。)

Come &  Join us
地區 : 英國
長宣：華人僑民		
	 	事工
  

地區 : 泰國
長宣：宣教士
	 	旅館經理

謝佳呈 Kelbie 
這是我第一次走到柬埔寨這個地方，遇上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本是專業人士的宣教士，有醫生、教師。他們即使算不上富有，但生活條件定必比柬埔寨人好，卻捨棄自己本有的來這地服侍貧窮人，居於沒有冰箱和冷氣的村子。放下了身分和財富，來到這裡行出基督的樣式，關懷困苦的人，這份謙卑實在令我尊敬。

( 基督教銘恩堂粉嶺堂，於 2019 年 6 月參與為期 11 天的宣教士子女服侍。)



海外基督使團 2019年 1- 10月份收支

歡迎使用	 	 	作港元奉獻或付款

查詢：hk@omfmail.com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宣教士支持費  12,744,490.27   12,744,490.27

特別事工   2,391,677.10   2,391,677.10

異象推廣  125,859.02   134,391.08

本地支援事工   1,613,884.18  1,623,482.40

合計 16,875,910.57   16,894,040.85

不敷  (18,130.28) 

*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財務報告

英國僑民事工
「你是從香港來，很好。我非常喜歡香港。廣東

話很好聽！不如你開廣東話班。」我全家在英國工場

上接觸的中國僑民，特別是多達三千人的留學生，他

們會留在這裡兩年之久，遇見我們都會說類似的話，

使我們有點受竉若驚。

我們發覺香港獨特的歷史背景是神用來祝福中國

同胞和本地的教會：在中西文化下成長的背景，使我

們很快就能取得本地人教會和中國僑民的信任。中國

僑民多想與本地人建立友誼，但礙於言語和不瞭解英

國文化。神就使用我們成為一道橋樑，幫助他們接觸

當地教會、融入本地文化、與當地不同民族的信徒建

立關係。盼望他們能從信徒生命的見證，體會聖經所

講的上帝是

一個愛世人

的神。

「嘩，我等了廿年，終於有人與我坐下來閱讀聖

經！謝謝你們的介紹。」一位留學生在本地人教會查

經後回應。

實在很難想像，我們同是中國人，但他們大部份

在成長期從來沒有機會接觸聖經、教會，甚至連一個

基督徒朋友也沒有！在香港到處都能夠看見與基督教

有關的東西，如學校、醫院、教堂等等，真是神祝福

的地方。由於這個新的認知，我們修訂外展的目標和

策略。目標：用兩年的時間，彌補他們廿年沒有接觸

信仰的缺口。策略：1. 透過針對性的查經活動，讓他

們在聖經基礎知識上扎根。2. 透過與本地不同民族信

徒的生命交流，從一開始就建立門徒的生活方式和普

世國度觀。3. 參與教會的活動，身體力行經歷信仰與

生活的連結。

如宣教士李提摩太說：「這是一項稻種（福音的

種子）的行動。將來會有百倍的回報。」你是否願意

參與在其中呢？

(筆者 John，2015 年加入使團，於英國參與僑民事工 )



異象分享會 – 泰國都市窮困人士的呼聲：蘇媛慈宣教士分享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

關懷日本小組 – 朱家寶、周潔生候任宣教士伉儷分享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

巴拿巴團契 – 宣教三菱鏡：宣教士與教會的關係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

關懷東北亞小組 – 新年新氣象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

關懷日本小組 – 日宣動員大會

下午 2:30-5:15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異象分享會 – 非洲華人僑民的呼聲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 – 以華冠代替灰塵

晚上 7:30-9:00 ＠港島東區

巴拿巴團契退修日

全天，地點待定

7/1
（周二）

30/1
（周四）

1/3
（周日）

26/3
（周四）

9/1
（周四）

10/2
（周一）

3/3
（周二）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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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0 年 1 月 7 日 ( 星期二 )

時間：晚上 7:30-9:15

地點：使團辦公室

查詢 /報名：2398 1823/hk@omfmail.com

異象分享會 –– 
非洲華人僑民的呼聲
小航宣教士分享

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時間：晚上 7:30-9:15

地點：使團辦公室

報名：hk@omf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