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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十七章記載以色列軍隊面對

非利士人並那看似立於不敗之地的巨人哥利

亞。掃羅嘗試將自己的盔甲給大衛穿上，但

不消片刻大衛便要摘脫下來。這故事突顯兩

件事：

_  掃羅那重裝盔甲，雖然堅固並久經戰

績，對大衛這小子卻大而不當。最終大

衛輕裝上陣，用那甩石的機弦和細少的

石子就成功殺敵。

_  掃羅願意放下自己久經考驗的傳統爭戰

經驗，並冒險將這場戰爭的勝敗押在這

位年輕、毫無經驗的牧羊小子身上。

大衛對神的信靠是他得勝的原因；他終

極的關注是神的榮耀。在這件事，我們有甚

麼功課學習呢？

_  使團有一套久經考驗的盔甲——那組織

架構多年都行之有效。但面對當今世界

的機遇，能否揮灑自如地遊走於各種挑

戰之間？在這盔甲以外，我們還需要拿

起那甩石的機弦和石子。換句話說，在

傳統的方法之上，我們也需要採取新的

進路來迎接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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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為了拓展神國，我們持守從神所領受的

異象和使命。但也歡迎新思維，願意學

習與不同群體夥伴同行。

宣教的領域正在面對不少轉變，讓我與

你分享幾個例子：

◇ 某東亞國家正在興起宣教運動，他們的

異象是在本國動員至少一千位基督徒企

業家參與普世宣教。當中的領袖問：「使

團能與我們同行嗎？」

◇ 近年冒起的宣教運動，是由新一代年輕

人發起，並鼓勵年輕人以不同專業服侍

城市邊緣群體，甚至住在他們中間。我

們預備好迎接這新挑戰嗎？

◇ 一位在德國留學的亞洲學生在當地信

主，如今接觸並服侍在德國的敘利亞難

民。使團可如何與來自東亞的信徒同

行，並接觸不同群體？

使團需要常作準備，擁抱新思維，新的

工作方法，甚至甘願冒一些風險，去探索和

發掘宣教創意空間。你願意與我們同行，一

起闖出宣教新領域嗎？

（筆者梁松英醫生乃使團香港區執行主任）



#3- 準備和出發前的培訓

#1- 招募宣教士
#4- 踏出工場

#5- 抵達工場

#8- 持續支援

教會的角色

在宣教士的差派及關顧上，教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例如 :

➢	推薦申請人作跨文化服侍

➢	與宣教士一起確認神的呼召

➢	成立核心支援小組，推動會眾忠心代禱及奉獻支持

➢	主辦差遣禮

➢	組織牧者及會友探訪

➢	宣教士述職時的支援

如何減少宣教士流失？

從裝備等候、確認呼召，到被差派，以致在工場服侍和最終完成任務，回歸家鄉，

宣教士會面對不同挑戰或疑惑；為了減少流失，差會需要建立專業的關顧宣教士

團隊。為了讓宣教士在神所帶領的崗位上持續健康地服侍，有以下幾個重要前提：

呼召清晰：	幫助宣教士候選人確認神的宣教呼召，面對挫折而不輕言放棄。

全人健康：	職前身、心評估，入職後定期體檢、培訓和禱告守望，鼓勵宣教士	

	 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同心同行：	宣教士認同差會的異象和使命，建立合一的團隊，同心迎向挑戰。

上圖扼要指出宣教士在宣教路上面對的挑戰及差會如何夥同教會，提供各式支援

及關顧。來吧，讓我們在大使命上找到自己的角色，同心為主的國度努力！

述職前工作坊

宣教服侍解說

述職宣教士團契

對轉變和

未來的恐懼

候任宣教士課程

宣教士集訓

亞洲跨文化培訓學院

*RAFT巴拿巴團契

關懷小組

異象分享會

建立

核心支援小組

一起確認神的心意

身心靈健康評核

  我
該如何

建立宣教伙伴？

督導

探訪宣教士

文化及語言學習課程

鼓勵和協助他們

在不同崗位上參與

（如推動、代禱）

宣教士退休後的適應

因健康、

家庭或其他

需要離開工場

  回歸後的適應

  身份認同

我如何尋回

歸屬感？
我準備好

了嗎？

這真的是神

的心意嗎？

*RAFT是 Reconciliation, Affirmation, Farewell 和
Think Destination的簡稱，幫助準宣教士透過檢視生命，
在過渡轉變時反思和準備。(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我什麼都不明白？

文化衝擊

語文學習

孤單

什麼也做不了？

我做了錯誤的決定嗎？

由招募到退休–宣教士的支援系統

#6- 工場的生活

#7- 述職
#2- 甄選

核心支援小組的角色

➢	聯絡宣教士及差會

➢	收發代禱信

➢	關顧宣教士父母及子女

➢	在教會推動代禱小組

➢	組織訪宣或短宣

➢	宣教士述職時作支援

➢	其他



培訓支援

家庭支援

醫療支援

財務管理支援

專業支援團隊

專責同工關懷宣子 (TCK care)
    定期關心在港家人

異象分享

財務同工協助製定宣教預算

醫護同工

提供專業意見

個人的健康

神學、專業進修，

   得以面對更多挑戰

支援宣教士在靈命、

  個人和團隊關係上的成長

保險及稅務安排

我要照顧子女、

 子女教育問題 我啲屋企人

開始年紀大



海外基督使團 2021 年 1- 3 月份收支

 收入 ( 港幣 ) 支出 ( 港幣 )   

宣教士支持費		 4,702,456.29   4,702,456.29

特別事工			 735,430.00   735,430.00

異象推廣		 7,356.43   9,054.96

本地支援事工			 445,184.92  547,973.59

合計	 5,890,427.64   5,994,914.84

不敷  (104,48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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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疫情下很多人也經歷了事情沒法實行，沒

法計劃的無力感。

我曾經期待我的一年短宣是充滿日式浪漫：櫻花

樹下的復活節佈道、浸溫泉談心事、夏天一起看煙花

⋯⋯很遺憾疫情下幻滅了。對一個宣教初哥加外向的

我來說，最難受莫過於禁足兩個月。望著空空的行事

曆，不禁問：「上帝，你差我來做什麼呢？」不過轉

個角度看，這段在家思考的日子卻成為我宣教旅程最

實在的預備。

上帝教懂了我如何處理失望，處理孤獨，接受

計劃趕不上變通。不再只看「我想」，卻要看「祂

想」。因為「祂想」，我把香港帶來的口罩送給了日

本教會——正值日本口罩供不應求。復活節開始封城

之際，很多日本人也不適應這新生活。沒有了聚會，

復活節禮物卻直接送遞家中，彷彿鼓勵他們有上帝同

在並不孤獨。我也從旁學習宣教士的籌備計劃和應變

能力，這些經驗幫助我在接下來的宣教日子，更有力

服侍祂。

(Bo Bo廖頌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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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帝，你差我來
    做什麼呢？

其他機會：https://opportunities.omf.org

地區 : 台灣

短宣：6 星期至
 11 個月，
 大學生事工

地區 : 泰國

短宣：6 個月
 以上，
 企業家

地區 : 菲律賓

短宣：1 年以上， 
 農場市場
 推廣

Come &  Join us



關懷東北亞小
組

晚上 7:30-9:
30 ＠使團辦公

室

11/6
（周五）

異象分享會	－
－	疫下宣教：

全球事工翻天
覆地

晚上 8:00-9:
30 ＠ Zoom27/4

（周二）

關懷東北亞小
組

晚上 7:30-9:
30 ＠使團辦公

室

9/8
（周一）

關懷日本小組
	－－	一家五口

宣教路 (講員
：Samuel & Ada & 3M)

晚上 7:30-9:
30 ＠使團辦公

室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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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lowship
報名或查詢 :hk@omfmail.com

聚會

日期、地點

請留意

本團網頁

最新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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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逄單月最後的星期四，

	 晚上 7:30-9:30

地點：	使團辦公室	/	Zoom
報名：https://bit.ly/3dYLBBD 

日期 年度主題：邁向宣教路

29/7/2021		 認清個人的宣教呼召

30/9/2021	 宣教士的人際關係

25/11/2021	 健康的自我形象

27/1/2022	 工作與事奉

26/3/2022	 退修－－作天父的兒女

26/5/2022	 幫助與服助

戴德生影片

戴德生影片的劇本終於定稿了，隨著劇本的完

成，不可能已成了可能，我們進入了困難重重的階

段。是時候誠邀您參與了。

影片將展現一個青年從上帝對世人的愛中找到人

生目標的真實故事。

我們相信，這部影片能在全球觀眾的心中激起對

神和祂旨意的渴慕，為著祂的緣故放下一切，將祝福

帶給更多的人，讓祂得著榮耀。

假若聖靈感動你參與這個專案，請與使團聯絡，

取得更詳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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