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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停擺的世界 

我們正活在一個史無前例的大時

代！當今，香港身處三個漩渦之中：

中美貿易戰、社會動盪、還有席捲全

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各地政府紛紛

實施各項嚴厲抗疫措施 ; 曙光未現，

香港又陷入疫情第三波！不少城市處於「停擺」

狀態，經濟急速下滑，何時「重啟」，仍是未

知之數。

一個需要學習等待的世界

透過馬太福音 28 章、馬可福音 16 章、約

翰福音 20-21 章，以及使徒行傳 1-2 章，我們

看見主耶穌復活在地上四十天，多次向門徒顯

現，又約定他們在加利利的山上見面。門徒回

想昔日主耶穌行神蹟帶給他們的興奮；主耶穌

的受刑、釘身十架帶來的絕望；還有主復活帶

來的驚喜……心情就像翻倒的五味架。

「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 徒一 6) 訴盡門徒心中的想望：主耶穌是否就

在此時此地設立祂的國度，幫助他們解決來自

羅馬官府和猶太宗教領袖的逼迫？會否邀請他

們參與這宏大的計劃，讓他們得著榮耀的職份？ 

就在眾人充滿期待的一刻，主耶穌頒布了

大使命，又吩咐他們在耶路撒冷等候，然後便

在眾人眼前被取上升！等什麼呢？等多久呢？

學習等待的確不容易，但眾門徒願意順服，

確信主的應許：「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

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一 8）並在等待中持守主耶穌的吩咐－－「門徒

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跡

隨著，證實所傳的道。」（可十六 20）

在世界停擺的狀態下，我們堅信上主仍然

和我們同工；願我們敏銳聖靈的帶領，努力為

主作見證！

（筆者梁松英醫生乃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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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冠病毒肆虐，讓這個世界停

擺的時候，宣教士每天如何面對

挑戰，與所服侍的人一同對抗疫

情，怎樣經歷神豐足的恩典？

這裏節錄了數位宣教士的分享，

展示了面對疫情的不同面貌。

請和我們一起為著前線的宣教士

禱告。

如同很多國家一樣，菲律賓確診新冠病毒的數字仍不

斷上升，至七月中已有57,000多宗，逾1,600人死亡。

當政府頒令市民完全禁足時，我們教會的崇拜、主日

學、栽培小組，查經班、籃球活動、快樂兒童會等都

要停止。由於我們一家去年十月搬來教會與其他同工

一起居住，當疫情開始嚴重，隔離政策開始，所有人

都不能離家時，我們仍可以每天一起讀經禱告，做運

動。

不知大家是否同意，在疫情下基督徒有更多機會安靜

下來，默想或研讀神的話語。從前，我們或可藉工作、

消費、健康等等找到安全感及快樂，現在可能會變得

憂愁、低落、失去信心，甚至迷失方向。神清楚告訴

我們「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祂的話語，這

人便為有福。」（詩一 2）求主引領世人認識祂，幫

助他們明白及遵行衪的話語。

這一個多月來 3 Ｍ（三個孩子）在線上課，我們便給

他們安排了其他學習機會，例如自行預備午餐，學做

蛋糕、麵包、曲奇等等；課後到公園踏單車；嘗試在

家種薯仔及蕃茄。還有學習很多生活技能，如遇到地

震危難時，如果沒有交通工具，怎樣從學校回家。

最近，孩子們在用餐時用日語背誦主禱文，逐字逐句

的記下來。願神親自帶領他們的身量與智慧，愛神、

愛人的心，一同成長。

（Samuel & Ada 一家五口於 2017 年加入使團，在日本北

海道服侍）

在我們服侍的社區中，遇見了許多受疫情影響卻不符

合政府救助金條件的失業人士。他們本來拮据的生活

因著疫情而惡化，急需即時的支援。我們的團隊乃推

行一連串的支援行動。我們確認了 300 個家庭，從五

月起送上救濟物品。至六月已展開第二輪行動，我們

到過兩個社區和⼀個大學生的聚腳點派發食物和防疫

用品。最近又透過學生在兩個城市派發食物給孤兒和

單親家庭。感謝天父豐富的供應，讓窮人得溫飽，在

黑暗中見光明。

願這地疫情不再蔓延，社區逐步恢復繁榮，經濟好

轉。又願行動祝福有需要的家庭，藉這事工，接觸穆

民，與他們抗疫同行。

（小飛象於 2019 年加入使團，在東南亞穆斯林中服侍）

此外我們每星期製作五條短片，以輕鬆生動的方式教

導聖經真理，放在臉書作牧養事工，有一短片有逾

一千人觀看。

求神控制疫情，醫治患病的人，和親自安慰喪失親友

的人。 我們一位菲律賓朋友在這次疫情中喪失了六位

親友，願神安慰加力。也為菲政府有智慧去處理疫情

禱告。 

（麥鄧肖蓮與丈夫道為於 1995 年加入使團，一家三口在菲

律賓服侍貧民）



Daniel 蔡恩奇

完成了一個月的 Serve Asia Launch 訓練後，我按計劃到湄公河工場參與影片製作事工。然而，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我未有機會製作影片，卻跟著宣教士參觀不同的事工。其中一個是到教會教小朋友如何用英文聖經故事傳福音，我在一旁聽著聽著，也把故事記錄下來。由於我在這裡也參加華人學生的查經班，一次他們問我可不可以教他們英文，當刻是想拒絕的，因為我沒有任何教學經驗，也沒有教材；但突然想起那些英文聖經故事，於是便答應了。結果我們不單能一起學習英文，也能一起查考聖經，而那些學生也對聖經故事很感興趣，天父的安排真是奇妙，而我也學習到在神裏面萬事互相效力。（牛頭角浸信會會友，2020 年 2-4 月在湄公河工場服侍）

地區 : 湄公河
 流域

短宣：1 年
 家教老師

地區 : 日本

短宣：6-11 個月  
 咖啡館
 事工

地區 : 柬埔寨

短宣：6-11 個月
 醫療顧問

其他機會：https://opportunities.omf.org

Come &  Join us

Bo Bo 廖頌欣

我們每星期開會思考決策，例如何時恢復實

體祟拜，如何解決技術的問題，這些事務已

經讓我頭痛。我們在白板寫下一個又一個的

人名，每一個都很有份量。我們看著這二、

三十個人名，輪流開聲為這些人早日得救或

更信靠主祈禱。這是我在香港不曾做過的事，

並不是因為沒有時間去禱告，只是習慣優先

應付排山倒海要處理的事情。感恩能學懂以

祈禱開始牧養和傳福音，然後再行動，便會

慢慢發現上帝的工作很奇妙，祂親自感動人

開放心靈，走進教會，查考聖經。

（宣道會元基堂會友，2020 年 2 月加入服侍

亞洲短宣計劃，在日本服侍一年）



海外基督使團 2020 年 1- 6 月份收支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宣教士支持費  7,116,488.10   7,116,488.10

特別事工   2,188,930.00   2,188,930.00

異象推廣  20,771.65   20,292.75

本地支援事工   1,054,989.67  1,030,666.44

合計 10,381,179.42   10,356,377.29

盈餘  24,802.13 

*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財務報告 歡迎使用      作港元奉獻或付款

查詢：hk@omfmail.com

從 2007 年起，神帶領我在創啟地區某個城市

服侍，我認定神呼召我在這個地方牧養祂的小羊。

這十二年來，主不斷給我及時的幫助，供應我

的需用，而且也保守我十分平安。在過去，我主

要作牧養，無論透過助學或家庭小組，我都盡心

關懷、輔導和教導神帶給我的小羊。看見小羊的

成長與更新突破，我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沒有白費，

得益最多的還是我自己，感謝主給我機會服侍祂

和祂的小羊。

由於工場的挑戰愈見加增，經過一年多的心

靈重整，並禱告等候，我在 2020 年加入使團。

當我準備返回工場時，主讓我看見一個異象，

就是服侍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庭。由於這些孩

子們的情緒及行為難以掌握，父母在養育他們的

過程中，需要付出極大心力，也面對極大的煎熬。

社會上一般人難以理解，他們也是備受忽略的群

體。

求主幫助我更多了解他們的處境，學習如何

關心他們的情況和需要，因為主憐憫他們！

（筆者百合花，於 2020 年 5 月加入使團，在東亞創啟

地區服侍）

主要用牠



關懷東北亞小組

晚上 7:30-9:15 ＠地點待定7/12
（周一）

關懷日本小組

晚上 7:30-9:15 ＠地點待定10/11
（周二）

關懷日本小組 – 我們的 TCKs

晚上 7:30-9:15 ＠地點待定

8/9
（周二）

關懷東北亞小組

晚上 7:30-9:15 ＠地點待定

5/10
（周一）

巴拿巴團契 – 宣教士與教會的關係

晚上 7:30-9:15 ＠地點待定24/9
（周四）

關懷東北亞小組 – 候任宣教士分享

晚上 7:30-9:15 ＠地點待定21/8
（周五）

巴拿巴團契 – 相見好，同工難！ – 團隊衝突

晚上 7:30-9:15 ＠地點待定

26/11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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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

日期、地點

請留意

本團網頁

最新通告

生鏽的鉸鏈

你曾經嘗試打開一扇封閉多年的舊穀

倉門嗎？你用力打開時，生鏽的鉸鏈

會發出刺耳的嘎吱聲，就好像要開啟

長期對福音封閉的西藏之門一樣。

本書寫於連福川在中國服事了 22 年之

後。展開書卷，他帶著讀者，從西寧

起行，進入神秘的西藏大地，接著介

紹我們認識藏族人，以及他們的宗教、文化、節期，並分享他如

何帶著呼召、異象和創意，不懈地撒種、耕耘的見證。

深願透過這本書，把在地理上遙遠的西藏帶到你的心靈，也願更

多人關心、為藏族人禱告，蒙神呼召繼續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

他們。

回首百年

殉道血

120 年 前

( 即 1900

年 ) 的 庚

子年夏天，

在 中 國 爆

發 了 義 和

團之亂，有189名宣教士及其家眷殉難。《回

首百年殉道血》這本書記錄了這些宣教士歷

歷在目的生平事蹟：189 篇生命的故事，由

蒙召上路、傳道服侍以至蒙難。他們生命的

見證，鼓勵我們為神的國度勇敢前行！

適逢今年同樣是庚子年，為了讓更多人認識這些殉道者，使團在 Facebook 

及 Instagram 上分享其中一些宣教士和他們留給世界的最後一段話。 

( 詳情請參閱使團 Facebook 或 Instagram)

Fellowship
報名或查詢 :hk@omf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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