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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禱告行

疫情每況愈下，工

場禱告行變得無法

成行。使團在網上有不同禱告平台，亦計劃透過網

絡舉辦網上禱告行，讓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地區的情

況和為著他們的需要禱告。

線上輔導

疫情導致一些國家封關，首當其衝

的是一些宣教士無法返回工場。 

但神帶領他們透過網上，給情緒有

需要的人進行輔導，亦有給留守的

本土工人給予支援培訓。看到本

土工人從各自為

政，缺乏委身，

到 逐 步 成 長， 

並開始有正確的

服侍觀念，全是

主恩。

Virtual Youth Mission Camp
專為 18 至 35 歲的弟兄姊妹設計的網上青年差傳營，在 10 月

23-24 順利舉行，內容有個案討論、跨文化挑戰活動、禱告行、

宣教歷程探索、信息等……以下節錄一些營友的回應。

最觸動我

＊	經歷逼切傳福音的心和能力，感受到某群體的孤單和需要 ｡

＊	在「跨文化挑戰」環節明白到只要我們盡力，神能成就祂的	

	 旨意 ｡

＊	認識到同行者和代禱者，彼此真誠分享，互相禱告守望 ｡

最幫助我

＊	清楚自己宣教的呼召，找到清晰的異象 ｡

＊	對東亞的狀況和差傳事工有更多認識 ｡

會後，使團透過網上小組和巴拿巴團契，與願意繼續尋索宣教

路的年青人同行，祈禱能幫助他們找到神所豫備叫他們行的

（弗 2:10 下）

鑑於短宣者無法成行，服侍亞洲國際團隊預

備了網上英語查經小組，歡迎短宣申請者

報名參加。十月份，宣教士，帶領來自各國

的參加者，鳥瞰聖經中「宣教的上帝」

的心意，我們都大開眼界。經文

提醒我們，神是掌控歷史進程

的神！祂深愛和憐憫世人，由

始祖犯罪開始，上帝已舖排祂

的救贖計劃。舊約所記載的 

人物，不是一個個獨立的故事，

實在是環環相扣，顯明神的救贖計

劃如何一代接一代地承傳下去。當我們

回望這已承傳數千年的救贖計劃時，心中不

禁驚歎神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現在的我不

也是這救贖計劃的一個承傳者嗎？願我們都

勇敢在這非常態的時代，成為基督福音的 

見證人。

網上聚會

實體聚會在疫情

下被迫停止，使

團的祈禱小組、巴拿巴團契及異象分享會只好轉為在

網上進行。網上聚會減少了面對面的互動，但突破了

聚會地方參加人數的上限，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不

論住在港九新界，或者要照顧子女的，甚至海外的弟

兄姐妹也能透過網路參加。我們邀請在工場服侍的宣

教士分享，看見他們的代禱者一家大小越洋出席，在

網上互道祝福，何等溫馨。這一切都是始料不及的，

我們看到神使咒詛變為祝福。

星期二：泰國

1	 記念在泰國中部的足球事工，願主大大

使用他們。

2	 記念更多曼谷城市中的貧民群體歸主。

星期一：柬埔寨

1	 記念當地因為疫情而失去工作的人，祈禱

他們能認識掌管生命的主。

2	 記念新的領袖們，求主保守團隊的合作，

並在主裡一起成長。

星期三：越南

1	 求主保守越南的疫情能早日受控。

2	 記念一所教學醫院的外展事工， 

求主帶領更多醫療人員信主。

星期四：菲律賓

1	 記念教會有智慧地向當地不同群體

傳福音禱告。

2	 感恩透過網路能有效地進行領袖培

訓及神學教育，求主繼續使用。

星期五 ：日本

1	 當地牧者的平均年齡

是 70 多歲，求主感動

更多年輕信徒回應神的 

呼召。

2	 感謝主帶領一些當地信

徒受浸，請繼續為門訓

及慕道者的尋求禱告。

星期六：香港

1	 為那些因疫情感到絕望的人禱告，求主使

他們能看到主的不變和信實。

2	 香港正面對另一個移民潮，在教會領袖流

失的的情況下，求主興起新一代的領袖。

星期日：個人

1	 求主教導我如何回應祢

的使命，在前方或後方

不同的崗位上服侍。

2	 主若願意，賜我勇氣去

回應主的呼召。

其他機會：https://opportunities.omf.org

地區 : 東南亞

短宣：2-6 星期，
 社交媒體

地區 : 泰國

短宣：2 星期至  
 11 個月，
 藝術宣教

地區 : 新加坡

短宣：6-11個月，
 差會宿舍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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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巴團契	–
退修日

時間，地點待
定27/3

（周六）

日宣動員大會

晚上 8:30-10
:00 ＠網上5/3

（周五）

關懷日本小組

晚上 8:00-9:
30 ＠ Zoom

27/1
（周三）

關懷東北亞小
組	–	年終感

恩

晚上 7:30-9:
15 ＠使團辦公

室

8/2
（周一）

巴拿巴團契	–
	宣教士的自我

照顧

晚上 8:00-9:
30 ＠ Zoom28/1

（周四）

齊來關心穆斯
林祈禱會

晚上 7:30( 報
名及查詢:239

28223 香港差
傳事工聯會 )

25/3、9/4
（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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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歇你的手，

因為你不知哪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

撒的，或是兩樣都好。」傳道書十一章 6節

在全球疫情影響下，宣教士前往工場變得

困難，甚至不可能。許多國家關閉邊境，有些

國家不准某些地區的人入境，甚至禁止任何人

入境。也有一些宣教士因著種種原因，在疫情

之下被逼離開工場，處於滯留狀態，進退不得。

傳道書十一章 1 － 6 節正好描繪了我們面

對的處境。當中四處提到「你不知道」或「你

不得知道」。是的，前面日子如何，的確是我

們所不知道的。我們不能預測將來有甚麼災禍

臨到地上，正如我們不能預測新冠疫情可以影

響全球到如斯地步。同樣，大自然的變化以致

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如何長成，人尚且不知

道，更何況創造大地穹蒼的上帝之作為，卑微

的人更不得而知。

面對那不可知的將來，是否甘於

停留於急凍狀態？經文有三個動詞的

指令，有「撒」（cast,	v.1）、「分」

（give,	v.2）、「撒」（sow,	v.6）。

我們就是要採取主動，將資源分散投放，慷慨

助人，常存盼望努力工作。

既然我們沒有能力知曉事情的結局，所以

最應當做的，就是盡力去做好當前的責任。今

期讓我們分享在全球疫情下，使團如何繼續動

員與異象分享活動；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辦公

室團隊，無論網上網下，仍維持每天的早禱會，

在禱告中洞察上主在這些年間的作為。

事實上，傳道書十一章 1 － 6 節正在發出

一個召喚：在這裡沒有猶豫不決或缺乏創業精

神的份兒。作者舉出農夫和商人的例子，催逼

我們學效他們的榜樣，既有冒險精神，亦常存

信心和盼望。深信日期滿足，就有收成。我們

需要樂觀地按時候撒種，無需等候最完美的時

刻才動工。十一章 1 節的信息很清楚，只要我

們願意耐心等候，並且是「日久」的等候，當

時候滿足，我們作工的果效至終必會顯現。

（筆者梁松英醫生乃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

與其看風、望雲，
不如努力作工

海外基督使團 2020 年 1- 11 月份收支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宣教士支持費		 12,434,612.99   12,434,612.99

特別事工			 2,995,098.84   2,995,098.84

異象推廣		 29,931.46   31,315.22

本地支援事工			 1,993,398.88  2,085,555.76

合計	 17,453,042.17   17,546,582.81

不竅  (93,54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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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份，我突然收到電話，

問我準備好撤離沒有！這位領事朋友

說，當地的呼吸機已經全部被徵用了，

很多外國人都已訂機票離開。我好像突

然從夢中驚醒，經過幾天時間徵詢與 

求問，終於決定離開了。

回到香港，生活秩序頓然改變，

不知如何是好。我以前用實 

體模式跟一些難民提

供心理輔導，

現 在

是不

是要放棄

呢？結果，我

嘗試通過視像與

他們跟進。起初，我

十分懷疑網上跟進的成效，

不知能否克服訊號緩慢或網絡

故障等問題。當開展這服務後，大

家很快便適應了。其實，訊號問題必然

存在，但總比停止一切服事好。難民朋友們

其實都不敢出門，加上因為他們不是當地人，未

能得到當地政府幫助，使他們倍感絕望。我們這種有

限度的網上跟進，為他們提供一個分享的平台。　

我也在母會有所參與。我以前都是在會眾面前

講道的，現在卻要對著鏡頭說話。開始之時，我有

對著空氣說話的感覺，但剛分享

完畢，便收到短訊來的鼓勵，使我心

感欣喜。這種模式也把我的講道信息帶往

不同地方，我在美國、新加坡及菲律賓的朋友

也突然可以聆聽我的信息；連在工場的朋友，那些

平時不去教會的，也對我的分享感興趣，讓我感到驚

喜。

在使團參與差傳動員活動時，我也彷彿發現新

大陸一樣。原來兩日一夜的青年營會，也可以搬到網

上。我起初半信半疑，跟著同工的邀請，一起構想概

念。開了幾次會，定了題目、破冰遊戲、多媒體禱告

活動、各地食譜試煮體驗、多元文化體操示範、真實

個案研究及小組討論等節目後，大家都興奮起來。最

後，年輕人參加了，好像意猶未盡似的，還想參加一

系列的跟進活動，令人鼓舞。

對我來說，於網上進行的輔導、分享、營會、教

學、小組都是新的，都是我以前從沒想過的。我不是

說這方式要代替以前所做的，但我們在面對客觀條件

驟變及限制重重的時候，原來可以用創意找到新的生

存空間。這創造力不是神賦予的嗎？

(Kevin於 2017年加入使團，在東南亞穆斯林地區服侍 )

"A Taste
   of Asia"

透過閱讀聖經，小活動和禱告， 

讓家庭在神使全地認識耶穌基督 

的計劃中參與和代禱，是一本適 

合兒童及家庭的讀物。

語文：英文

特價：HK$100

使團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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