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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十四章 13-15 節記載以色列人被

吩咐「只管站住」和「往前走」，兩個同樣重要，

卻完全相反的命令！有些「只管站住」並不能

帶來「往前走」的結果；以色列人的懼怕、恐

慌和負面情緒只會帶來停滯、退縮和失卻信心。

面 對 全

球疫情，上

主讓使團面

對「只管站住」和「往前走」的吩咐。事實上，

使團走過的歷史，也曾經歷過不少「只管站住」

的時候。當中包括 1900 年庚子義和團之亂，

1927 年的非基督教運動，使團經歷了五十年

代那不情願的撤離。然而，每一次的「只管站

住」，看似是停頓、負面的現實；卻帶來新的

宣教契機，讓使團能以「往前走」，進入全新

的領域。

今年一月底，當一眾在創啟地區服侍的宣

教士離開工場參加退修年會後，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開始擴散，同工按指示暫緩返回工場，留

港禱告等候。不久，疫情席捲全球，各地政府

紛紛實施各項嚴厲抗疫措施，有些城市甚至已

處於「停擺」狀態，何時「重啟」仍是未知之數。

求主加智慧和能力給各地官員，又讓市民忍耐

配合。

在這時段，使團國際中心定期發放防疫資

訊予各地同工，同心為疫情早日受控禱告。公

開聚會都取消了，多個工場年會、諮詢會議、

工場探訪也延期，甚至原定四月底在使團國際

中心舉行的新宣教士入職培訓也取消了。

過去這幾個月，我們有新同工踏上工場，

也有鑑於服侍性質的考量，縱然面對極大挑戰，

憑信心重返工場。我們感恩上主供應一些醫療

物資，用以支援工場的需要。求主保護他們，

也藉著他們給在恐慌之中的人們送上平安。

縱然面對種種不確定的因素，看似「只管

站住」，但我們不忘記上主是信實的，要憑著

信心辨識上主的帶領，當神的時候臨到，我們

便「往前走」。

今天世上不同民族的人，遊走於世界各地，

景象前所未見，這一切，在在是神默默的作為。

懇請您為散居各地的東亞僑民禱告，縱然身處

瘟疫的威脅中，讓我們仍然忠心服事，為全地

在上主面前守望。

（筆者梁松英醫生乃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

「只管站住」vs「往前走」



流散大軍 - 風塵僕僕的東亞人民
今天，世上不同民族的人，都到處游走，景象前所未見，這一切，在在都是神默默的作為；當中，去國的東亞

人民在尋求生命真諦時，認識了耶穌並矢志跟隨，而那許多打算回國的，便會成為普世宣教的新力軍，任神差

派，不論何往，都奮力開花結果。  

不論你身在何方，你都可以參與加盟 !

開放你的家

給外國留學生

蒐集資源/日用品

給你城市中的難民 

參與教會中的

國際事工 

探訪你周圍的

國際生活區 

提供機會給外籍人士在你

公司實習

主動與外國留學生

練習華語

如何把握人口移動的契機傳揚福音 ? 

50%



Mei參加了當地一間教會，在那裏

她感到神呼召她支援對難民

和尋求政治庇護者的服侍。

Mei能夠有效地與他們建立關係及提供

支援，因為她了解作為異鄉人的感受。

Mei得到本地某家庭接待，

在與他們共處期間成為基督徒。

Mei鼓勵他們參加教會

一個歡迎外地人的聚會。

這家庭得到友善的接待，

令他們很好奇要了解

更多這些新朋友所相信

的耶穌。

一位本地同事透過Mei的見證成為

基督徒；後來更轉駐一個大部份人

都沒聽過福音的國家。

Mei家鄉朋友的表妹和家人正要移居

香港，朋友希望Mei可以接待他們。

Mei是一位從亞洲某地來到

香港工作的專業人士。

Mei在她工作的跨國公司裏，

開始了一個午間查經小組。

您可如何參與宣教？

#EastAsianDiaspora・omf.org/TheTaskUnfinished

OUR STORY
過去我忙於教學，在幼兒園並社區群體中教授課

程；我也為難民做心理輔導，並跟進有關文書工作。

最近一位我輔導的中年難民流著淚跟我說再見，

我隨即致電難民公署的聯絡人，要求馬上將這位嚴重

抑鬱的朋友送到醫院，免得他作出不理智的決定。我

所見的難民，身心創傷不斷、孩子成為家暴的對象、

沒有合法身份亦叫他們無法自食其力，陷入焦慮、無

助與絕望中。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幫到很

多人。但我可以貢獻的是知識、勇氣和網絡。我會理

性地幫助人，我相信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努力讓他們

明白自己與生俱來的價值。我又為他們發聲，最近因

著安排一位加拿大朋友與難民朋友面談，得悉加拿大

政府推出一個難民援助計劃：只要加國有任何慈善團

體，甚至只需要 5 名國民表示有興趣支持，那些有才

幹、只是一時陷入困境的難民便有機會移居當地，發

揮所長。我計劃邀請一些難民朋友以錄像或文字方式

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讓有興趣支持的人了解更多。

（Kevin 於 2015 年加入使團，在東南亞穆斯林地區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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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煒權 Michael

對於從香港前來探訪的我們，當地人表現得

十分熱情；雖然我們的語言不同，但藉著宣

教士幫忙翻譯，我們仍然能夠彼此坦誠分享

大家面對的困難和需要。透過禱告，神開闊

了我們的屬靈視野；縱然禱告的語言不同，

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彼此之間的連結。透過

這次旅程，讓我們更認識北海道不同教會及

地區的處境和需要，並在日本傳福音的困難

和挑戰。這些都是難得的體驗，不是一般旅

遊能經歷到的。

（九龍城浸信會，於 2019 年 12 月參與為期 

1 週的日本探訪禱告之旅）

Mei參加了當地一間教會，在那裏

她感到神呼召她支援對難民

和尋求政治庇護者的服侍。

Mei能夠有效地與他們建立關係及提供

支援，因為她了解作為異鄉人的感受。

Mei得到本地某家庭接待，

在與他們共處期間成為基督徒。

Mei鼓勵他們參加教會

一個歡迎外地人的聚會。

這家庭得到友善的接待，

令他們很好奇要了解

更多這些新朋友所相信

的耶穌。

一位本地同事透過Mei的見證成為

基督徒；後來更轉駐一個大部份人

都沒聽過福音的國家。

Mei家鄉朋友的表妹和家人正要移居

香港，朋友希望Mei可以接待他們。

Mei是一位從亞洲某地來到

香港工作的專業人士。

Mei在她工作的跨國公司裏，

開始了一個午間查經小組。

您可如何參與宣教？

#EastAsianDiaspora・omf.org/TheTaskUnfinished

地區 : 緬甸
短宣：2星期內，
  禱告行

其他機會：https://opportunities.omf.org

沈明儀 Suki

在短宣中，欣喜能跟宣教士同住、同吃、同煮、同行，更能一起分享禱告，使我能稍稍明白宣教士的生活、事奉方式和秘訣。宣教士是姊妹，四年前願意隻身離開首都來到這個資源比較缺乏的地區開荒。她主動融入社區建立友誼，至今已有數位信徒受浸。她事奉的秘訣就是對準神，以神同在為滿足，凡事禱告倚靠主。她常常帶著陽光般的笑容，現出火熱殷勤，經常分享神的話，把身邊的人帶到神面前。她的確活現了生命就是宣教，宣教就是生活；她的生命見證成為我的激勵。（宣道會宣恩堂，於 2019 年 12 月參與為期 5 天的柬埔寨異象之旅）

Come &  Join us
地區 : 非洲西部
長宣：宣教動員
  

地區 : 馬來西亞
長宣：語言老師

伍翠霞 Christine
當我出發前，神給我的話是「我的恩典夠你

用的，因為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林後 12:9）。」我就像那個獻上五餅二魚

的小孩，沒有特別專長，只有一顆願為神使

用的心，祂便給我與祂同工的寶貴體驗。當

中我學習禱告和順服的功課，並要克服理性

上不可能的思想及以己為先的掙扎，最終能

體會神給人出人意外的喜樂和能力，這真是

寶貴的一課。

( 啓德平安福音堂，於 2019 年 9 月參與為期

1.5 月的越南服侍 )



海外基督使團 2020 年 1- 3 月份收支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宣教士支持費  4,395,257.16   4,395,257.16

特別事工   1,932,694.00   1,932,694.00

異象推廣  4,688.75   3,979.00

本地支援事工   607,640.25  515,660.36

合計 6,940,280.16   6,847,590.52

盈餘  92,689.64 

*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海外基督使團 2019 年 1- 12 月份收支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宣教士支持費  14,799,594.29   14,799,594.29

特別事工   3,342,527.10   3,342,527.10

異象推廣  155,876.42   153,728.38

本地支援事工   1,966,298.59  1,939,202.15

合計 20,264,296.40   20,235,051.92

盈餘  29,244.48 

財務報告 歡迎使用      作港元奉獻或付款

查詢：hk@omfmail.com

因為上一代的影響，我們向來不喜歡日本人。但

是當我們第一次前往日本旅遊，遇到不少和善可親的

日本人，也經歷了神蹟奇事，叫我們看見這民族的美

善。我倆分別在心中為日本作了第一個禱告：願他們

承受神的救恩！

婚後，我們多次前往日本短宣，在 311 日本海嘯

後，更前往災區協助重建。2016 年，我們跟隨教會

到北海道探訪郭熹瑜宣教士家庭。他知道我們對日本

人的負擔，便勉勵我們：紅海已經為我們分開，若然

不踏上去，就不會經歷神

蹟。於是我們在 2017 年 8

月踏上了 8 個月

的短宣服侍，尋

求神的呼召。在

11 月，我們

備 受 文 化

衝 擊， 對

日本人產

生種種不

滿，甚至懷疑我倆是

否太衝動了。

感謝神，藉著研

讀祂的話語及與宣教

士交流，我倆明白到

我們的「愛」是何等

有限：因著日本人可

愛，我們便愛他們；

反之，當我們看見他

們不可愛的一面，我

們就不想愛他們，這就是血氣。我們應該「以基督的

心為心」，學習用主的愛來愛他們。

聖靈提醒我們要甘心順服，以及願意付上代價。

於是，我倆便在神面前認罪悔改，求主教導我們學習

用衪的愛來愛日本人。回港後，我們決定全時間進修

神學，並申請加入海外基督使團，參與佈道植堂事

工。

（筆者朱家寶、周潔生伉儷乃九龍城浸信會會友，於 2020

年初加入使團，在日本宣教）

因祢領路，我們跨前一步



關懷東北亞小組 – 朝鮮文化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

1/6
（周一）

巴拿巴團契 – 主啊 ! 袮叫我嗎？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

23/7
（周四）

關懷日本小組

晚上 7:30-9:15 ＠使團辦公室7/7
（周二）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 – 以華冠代替灰麈

晚上 7:30-9:15 ＠油尖旺區（報名：http://bit.ly/20jHdjq）
15/5
（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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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穹之地
28天禱告日誌 
介紹中國、蒙古和

不丹受藏傳佛教影響的族群

售價：HK$20/本

緬甸的故事
禱告手冊

售價：HK$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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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主題

23/07/2020 主啊！袮叫我嗎？

24/09/2020 宣教士與教會的關係

26/11/2020 相見好，同工難！團隊衝突

28/01/2021 宣教士的自我照顧

27/05/2021 付代價同奔宣教路

28 天禱
告日誌

介紹中國
、蒙古和

不丹

受藏傳佛
教影響的

族群

海外基督
使團禱告

手冊系列

禱告手冊緬甸的故事

海外基督
使團禱告

手冊系列

祈禱手冊

聚會日期

請留意

本團網頁

最新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