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使團宣教士團契 
（每月兩次） 

• 執行主任陪同約見
教會領袖

• 述職報告，肢體相
交宣子營會

• 述職解說—包括家庭 
每一個成員（debriefing）

• 跨文化適應評估（Cerny-
Smith Assessment）

• 專業輔導（如需要）• 充分休息—抒緩長期
跨文化服侍的壓力

• 體格檢查—醫療顧問
安排，按需要作跟進

述職工作坊：為將會述職的
新宣教士提供相關訓練

述職前

述職中

述職計劃：工場督導協助
宣教士檢視在工場的服
侍，並為述職預早作計劃

     「大誡命和大使命是密不可
分的。大使命是大誡命的實現；
沒有大誡命，大使命也不可能實
現。 」*

       作為一個彼此相愛的基督徒
群體，使團切實關顧我們的宣教同
工，香港與工場團隊組成宣教士
關顧網絡，包括醫療顧問、關顧主
任、宣子關顧主任等，同心配搭，
關心在工場或述職的宣教士。

      宣教士在回應呼召的路上，身
處屬靈爭戰前方，難免會遭遇沮
喪、哀傷、甚至心靈受創；回國述
職，讓身心靈得著修復、調適是不
容置疑的。因應宣教任期的長短，
述職期由兩個月至一年不等。支援
團隊在不同範疇關懷宣教士，好讓
他們能充分利用述職的時間，休養
生息，增強抗逆力，為主走更遠
的路。

      「宣教士關顧不是一種偶發的
活動，也不是自然產生的；相反
的，它是貫穿宣教士生涯中每一個
階段，一套有意識、有計劃、不間
斷的流程。 」*

• 個人靜修
• 神學進修

述職
宣教宣教

加油站加油站
住宿：為宣教士回港後
的居所安排禱告

*《陪你同行、與你同工》，頁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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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分享即將述職時，竟然有

肢體主動問我住宿的需要

在酒店隔離期間，弟兄姊妹輪

流送上香港的美食，又為孩子預

備小玩意

教會主動提供防疫用品

教會額外津貼因疫情遣生的旅費

肢體來機場接送機

我的孩子們一次過收到4年的利是

我收到肢體送的營養補充品

有單身姊妹和我一同租住一單位

弟兄姊妹主動帶我遊覽一些很難自己 

去的景點

有肢體關心聆聽我在工場的經歷

香港變得很快，很多以前去過的地方

都面目全非

相對工場，香港地窄人多，有效防

疫真是很大挑戰

原本回港述職計劃一拖再拖，失

了預算

香港的屋太細，與家人同住要重

新適應

父母年老體弱，身體大不如前

了

       差會與教會明白關顧宣教士是非常重要的，但怎樣關顧卻好像一

道謎題，這是因為「一百個宣教士有一百種需要」，關顧是沒有既定

公式的。要關顧到位，其中一個方法是直接問問宣教士有什麼需要。

我們訪問了多位回港述職的宣教士，分享他們述職的苦與甘，有甚麼

是「不為你我所留意」的需要呢? 盼望大家更主動關心宣教士，使他們

不再「有苦自己知」，關顧者也不會徒勞無功！

關顧宣教士: 
述職的苦與甘

挑

心窩

戰



      宣教士子女，也被稱為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 Kids），就是在跨

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孩子。他們兒時便需要經歷多次來自環境、人際關係及文化

等轉變，甚至加起來比普通人一生要面對的轉變更多。這無疑對宣教士子女來

說是複雜多變的挑戰。

      在使團同工眼中，他們是珍貴的成員，幫助他們如何調適和同行成長是使

團的使命，所以我們招募短宣及長宣同工專責關顧他們。

      你有一顆服侍孩子的心嗎？你有教學或關顧孩子的資歷嗎？或許神預備你

去藉著關顧宣教士子女來服侍教會。

      以下是各式宣子關顧服侍機會，歡迎有志參與者查詢： 

hk.serveasia@omfmail.com

      資歷：十八歲以上愛主基督徒，能以英語溝通，有相關專業或經

驗。有彈性、親和及有活力。

你有一顆服侍

孩子的心嗎？

協助照顧

在家教學

的宣子

（不同工場，不同時段）

關顧宣教士

子女服侍

（每年3次，

每次3個月）

宣子宿舍

助理舍監

尋人



（筆者乃宣恩浸信會會友，於2018年7月加入使團，在日本工場服侍。）

       過去兩年，神帶領我去一個創啟地區，服侍穆斯林群體。至去年底，我回港述職。
我的初心沒有改變，我確定神的召命後，便開始申請長宣。感恩申請過程很
順利，雖然等待了半年，現在因簽證問題還未出發，但神的恩典夠用。

       在等候期間，我盡量把握時間和機會，學習語言和駕駛技術，裝備自
己，準備在工場服侍。感謝神，祂讓我在差會的辦公室工作，每天和同
工一起為不同的地區和群體祈禱，認識很多工人，了解他們的需要。此
外，我和同工帶領一個本地短宣隊，三天的活動非常充實， 讓我有機會
接觸年輕人，推動跨文化的工作。我相信這些經驗能幫助我將來在工場
的服侍！

       神有祂的時間表，我的心情由焦急變成平常心，我不再為
出發而擔憂。無論何時，我都整裝待發。我珍惜每天與親友相
聚，與神相交。感謝我身邊的所有人，陪伴我同行這恩典之
路。願神繼續帶領我，無論是曠野，或是應許地，祂都與我
同在！

（筆者於2019年加入使團，在東南亞穆斯林地區服侍兩年，確認
神的呼召，在2022年正式加入使團，並在9月重返工場服侍。）

等待出發的心路歷程 小飛象

       第一期的日本宣教旅程，蒙神保守和大家的支持，算是劃上了一個
分號吧。

       接著下來， 是為期約為一年的述職。而這一則通訊，正是我身處香
港隔離酒店期間所寫的呢。

       是的，第一期的日本之旅完結了。不過，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的…因為…述職的期間，
也算為第一期的服事範圍之內。

這一年會做些甚麼？
       這一年除了會到訪不同教會作一些分享，再一次物色支持教會及個別支持伙伴以外，
也盼望能學習一些關於與社區連結的技巧，一些與咖啡有關的小知識，並嘗試找機會繼續體
驗咖啡店的運作。因此，請為未來幾個月的尋索祈禱，求主開路，能讓我從中體會一些「心
得」，得以帶回日本，成為下一期宣教旅程的養分和資源。

述職以後會有怎樣的打算？
       正如上一段所提及的，述職期間，會試著為下一段旅程作多一點裝備。所以，主若許
可，述職後盼能繼續回到日本再作服事。

已經身在香港啦 陳秀秀



陪你同行陪你同行
與你同工與你同工
華人宣教士關顧指南

這是一本根據華人處境而寫的宣教
士關顧參考書，由多位長期在此領
域耕耘的專業人士共同完成。透過
作者群純正的信仰，札實的專業訓
練，以及豐富的實務經驗，期待能
協助華人差派教會與宣教機構打造
一個健康的宣教士關顧生態。

出版：宇宙光
售價：HK$138

海外基督使團2022年1–9月份收支報告

財務報告
作港元奉獻或付款

查詢：hk@omfmail.com

宣教士支持費

特別事工

異象推廣

本地支援事工

合計

歡迎使用

盈餘

收入（港幣) 支出（港幣)

*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9,505,832.63

1,537,891.00

38,035.57

1,666,655.23

12,748,414.43                        

9,505,832.63

1,537,891.00

31,660.87

1,387,326.59

12,462,711.09

285,7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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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周二）

A Missional Legacy: Hudson Taylor’s Life 
Story Told Through Film
7:30 - 9:30 PM 
@ St. Andrew’s Church, Old Church Building

11／11
（周五）

「知難而進」戴德生生命傳承
異象分享會: 從電影企劃到宣教門徒浪潮 
下午 2:30－4:30（粵語聚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27／10
（周四）

中亞探索輕之旅
晚上 7:30－9:00 ＠ 實體
晚上 8:00－9:00 ＠ Zoom

12／11
（周六）

日本 Shalom Share House 月禱會  
晚上 8:00－9:00 ＠ Zoom

13／11
（主日）

關懷日本小組 
晚上 8:00－9:30 @ Zoom

24／11
（周四）

巴拿巴團契 :  上帝給你的恩賜
晚上 8:00－9:30 ＠ Zoom

12／12
（周一）

關懷東北亞小組
晚上 7:30－9:15 @ Zoom

13／12
（周二）

日本 Shalom Share House 月禱會  
晚上 8:00－9:00 ＠ Zoom



立即報名立即報名

粵語聚會粵語聚會

英語聚會英語聚會

英語聚會將於11月12日
晚上7時30分於

St Andrew’s Church 舉行。
詳情請留意本團網站。 

追蹤我們

@omf_hk

OMF Hong Kong

omf/org/HK+852-2398 2405

+852-2398 1823

hk@omfmail.com

聯絡我們海外基督使團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1號
勤達中心七樓707-708室

海外基督使團

印刷品

郵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