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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15及展望2016
　　感謝神回應我們去年的禱告，今年較去年有更多弟兄姊妹起來投身差傳服侍。在2015年我們與教會攜手差派了10個單位的肢體到外作長期服侍、

11位弟兄姊妹參與為期五個月或以上的「差傳門徒訓練」、37位弟兄姊妹參與OM的短期差傳體驗，以及五位神學生前往工場作短期海外實習。全年

合共差派了65人前往各國作長期或短期的學習，事奉工場分佈於亞洲、歐洲、中東及非洲等17個國家及海上書展。來年，我們希望能招募更多單位前

往工場作長期服侍，回應上帝給我們的大使命，以愛活出見證，拓展上帝的國度。此外，我們也盼望能更多關懷和支援差傳同工，特別是已經重歸回

港或退休同工的需要。來年，我們盼望可招募有心志的弟兄姊妹加入團隊，專責支援招募及後勤工作，推動香港教會與信徒參與差傳。

在2015年共37位肢體參與香港OM短期差傳體

驗，在亞洲、歐洲、中東及望道號作不同類型

的服侍，經歷神的帶領，並積極籌募事工經費。

活水工作坊
麥家鏘 | 捷克藝術佈道短期差傳體驗參加者

(培正道浸信會會友)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翰福音四14)

　　在捷克布拉格第一天的藝術佈道中，當我還未知道做甚麼的時候，天父已經

準備好一切。

　　一位長者來到說：「你是中國人嗎？我很喜歡中國！可以寫一些中文字給我

嗎？」我還是頭一次被人索取「墨寶」，所以有點不知所措。最後我用中文寫了

約翰福音三章16節，解釋給他聽，他拿着經文開開心心的走了。接着，有另一

位女士也有相同的邀請，我也寫了經文給她，她也是開開心心的走了。

　　我心裏想：為甚麼？天父必定是給我指示。於是我揉合中文字、符號與耶穌

的故事，創作出「活水」工作坊，來到的參與者可以親手設計屬於自己的符號，

期間也會聽到耶穌和撒馬利亞婦人那活水的故事，認識生命活水的意義。有好些

人表示想認識耶穌更多！

　　主啊！感謝祢為我準

備一切，願我們更謙卑放

手，順服依靠祢，願榮耀

都歸於祢！阿們。

為鼓勵更多青年信徒踏出信心一步，本會繼續推動為期五至六個月、理論與實踐

並重的「差傳門徒訓練」(Mission Discipleship Scheme, MDS)

鄭旭彤 | 2015年9月參與南非差傳門徒訓練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你願意留下來跟她傾談，分享信仰

給她嗎？」一隊員問道。

　　我看一看同行的隊員，再看一看腕錶。

距離集合時間，只剩餘五分鐘有多。

　　「當然好！」回應之後，我想，回到營

地後，可能會聽到有人投訴我不守時或不依

約定……我選擇依循心靈裏的感動，邀請隊伍也一起留下傾談。

　　傾談後，我們有幸見證她接受耶穌基督為主及救主！

　　但我仍感使命未完結，我要認

真、詳細一點向她解釋救恩。於是

，我就與隊友去跟她分享。感謝神

，若非聖靈親自的吸引，相信那女

子不會願意花時間聆聽，而且她不

止被動的聆聽，也願意提問。我體

會到，神在信徒內心有催逼，我要

去聆聽聖靈在心內的微聲。再一次

印證，聆聽而又順服神帶領，都為

我帶來靈裏更大更大的滿足！

培訓

姓名 所屬教會

Leanne Pounder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李澤存 香港葡萄園

鄺偉德 利群浸信會

周皚雪 銘恩浸信會

何樂詩 小瀝源平安福音堂

唐緻靈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陳瑋琪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

雷煒文 鑽石山浸信會

鄭旭彤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莊舜尉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鄭潔清 中華宣道會竹園堂

人數 工場

 4 日本

 10 台灣

 4 尼泊爾

 2 法國

 1 比利時

人數 工場

 3 英國

 2 亞拉伯

 3 望道號

 4 近東

 1 科索沃

人數 工場

 1 菲律賓

 1 以色列

 1 捷克

2015年短宣統計

招募



動員及培訓招募

推動有心人更認識世界

　　今年暑期，望道號在結束亞洲之旅最後一次訪港。期

間，招募了近一百名本地信徒參與港口義工、導賞及翻

譯的服侍。在船上亦舉辦了不同活動，其中「一份心意」

是用兩條問題、四個圖案，去與人分享福音。在這訓

練中，教會領袖和肢體皆可以經驗到，用簡單的方法去

接觸未認識主的親友，實在是一大動力！

　此外，本會亦舉辦了「跨文化大作戰」，讓參加者體驗

文化上的不同，使他們明白差傳工作上的文化挑戰。同

時間，本會也舉辦了兩次「紙袋為生」活動，每位參加

者也體驗了貧窮者的掙扎，從中反思整全使命的重要。

　　本會亦於2015年與教會及學校合作，合辦不同的差

傳學習團，前往不同的地區，體驗佈道與差傳。

　　2016年，我們的目標是透過不同的動員活動，去使

更多年青人願意認識這個世界多一點。此外，希望深化

差傳學習團的跟進工作，在差傳的路上培育更多有心志

的年青人。

萬事互相效力
劉佩儀 | 2015年參與望道號服侍一年

(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曉麗堂)

　　在望道號事奉，生活有時充滿姿采；有時卻很平實，但足夠讓人

回味。感恩多年的「夢想」終於成真……我就在這裏！

　　我被分派到廚房，負責為船員預備餐點及做清潔的工作。每星期工作

六天，分早、午兩更，有時會安排特別或全日更工作，其中一天是事工

日，工作一點也不輕省，仍然記得在第二天經歷了全日更的苦況。由於當

天人手不足，工作量大增，我只想到「勞役」兩個字，不禁讓我想起昔日

以色列人在埃及當「奴隸」的境況。在一次靈修中，這節經文（申命記

10章12-13節「…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叫你得福。」）

深深的打動了我及安慰着我。神就是要藉着不同的困難，磨練我們的心志及對祂的倚靠，學習委身事奉

的功課，為的是要給我們更多的福。願我也能帶着謙卑柔和的心去事奉，蒙神所喜悅。

　　感謝神再一次提醒，因着祂的慈愛及恩典，我才能有份在船上服侍。由開始時的「忍受」，慢慢地

我學會了「接受」，最終我能夠「享受」工作中的點滴。廚房工作雖然辛勞，但過程中能親身體驗國際團

隊不分彼此，互相合作朝着共同目標去完成一件事情，當中的快樂及滿足感是難以形容的！

　　望道號的使命，是把「知識、幫助及希望」帶給世界不同的地方。船員透過自己的專業、能力和熱情

等各種方式努力地去實踐。感恩在短短的六個月時間我能夠參與不同的事奉：在船上協助大型活動、出外

於教會協助兒童主日學、到牢獄分享見證、探訪志願團體、幫助特殊中心設置「感官角」；並且有機會

接觸街童，送食物給貧民等，種種寶貴的經驗讓我看見真實的世界，更讓我明瞭神寬廣的愛，我是如此

被祝福的。

　　幸運地，我能夠在七月尾隨船返港，有機會與親

友及教會弟兄姊妹見面相聚，帶他們上望道號參觀，

認識我們在船的生活及特別的事工，一起共度了美好

的時光。在此特別感謝各人對我的厚愛及關懷，同時

在經濟或精神上的支持，令我可以放心在差傳路上前

行，以及圓自己小時候的夢想及獻出微小的力量做

有意義的事情。這一切都是祂，亦因為有愛我的人

在背後一直默默的禱告及守候，真切地感受到「萬

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 

的美善，阿們！

差傳學習團合辦單位 人數 工場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10 台灣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8 緬甸

南亞路德會沐恩堂 6 菲律賓

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9 台灣

 7 土耳其

 



陌生的國度、文化適應，他們在經歷居港少數

族裔的生活外，而在所屬族羣中信仰的不同，

加添在異鄉中的孤單。他們的積極樂觀、委身

服侍，讓我們受到莫大的鼓勵。

　　不同的服侍平台亦在調整，逐步加入新元

素，盼望能更適切家庭、教會的需要。新編排

的「同鄉同您」在探訪前加插訓練，透過巴基

斯坦同工和回流宣教士的經驗與知識，與教

會、弟兄姊妹將盼望帶到不同的家庭中。「加

油站」計劃進一步拓展時間，藉更多弟兄姊妹

的參與，為學童的成長不停加油。

　　感恩在本年度與不同的教會夥伴合作，包

括與播道會恩福堂媽媽團契小組，配合來自不

同堂會的姊妹們，開辦滿載笑聲的「婦女中文

班」。暑假期間，與基督中心堂舉辦的少年營

會「愛您的鄰舍」，及和載恩社區健康顧問有

限公司合作，針對學習中文語言能力的言語治

療暑期班，都帶來很多新的發現和學習。

少數族裔事工  深水埗中心

　　「我是第一個參加深水埗中心活動的巴基

斯坦家庭，基本上所有的中心職員我都認識。

我們一起慶祝生日、您們來幫助我的孩子溫

習、剛搬屋時送上煮食爐解決我家的困難，還

有很多開心的事…」娜芝就這樣向蘇菲和小恩

興奮地分享。過去一年，新組合的團隊就是這

樣一步一步認識深水埗中心的家庭、工作。

　　團隊的多元性是有趣但又複雜，走在一起

服侍、生活，殊不簡單，謙卑受教、擁抱彼

此，不單是在服侍巴基斯坦家庭的學習，亦是

團隊成長不能或缺的一課，感恩我們繼續肩並

肩前行。

　　2015是我們成長的標記，兩位學徒同工分

別前往英國倫敦及巴基斯坦，作三個月的海外

實習，分別參與當地的穆宣工作，當中在跨文

化團隊的生活、合作，不同事工的參與，認識

當地穆斯林羣體的面貌、生活點滴，甚至穆斯

林在全球的發展都有涉獵，拓闊了視野。

　　巴基斯坦同工一家亦已在港生活差不多一

年，在他們身上看見神的祝福與呼召，每天在

少數族裔事工  八鄉

　　八鄉事工是2014年開始與元朗八鄉一間小學的合作，以鄰舍

身分走入社區，並動員教會一起服侍本地的少數族裔，以基督的

愛連結生命，彼此建立，把最好的禮物送到人羣中。

　　回望2015年，感謝天父賜給我們不同的機會既「去」祝福八

鄉社區，又增潤和天父的關係。最令我們(包括同學和義工)難忘的

就是度過了一個密集而豐富的暑假

--「Walkie-Talkie社區小記者訓練

計劃」。訓練計劃極具挑戰性，因

為我們要配合學校的需要、認識少

數族裔在社區的現況、邀請教會的

支持並面對同學家長的反應等等。 

　　我們以「憐憫心」作為整個訓

練計劃的核心。不過，要使同學明

白及應用這抽象的價值是一大難題，我們於是嘗試以不同的元

素，如愛、勇氣、尊重、友誼、禮貌等，拼湊成整個「憐憫

心」，也營造不同的真實場景(訓練及社區採訪)，強化同學建立由

《聖經》為基礎的價值觀，鼓勵他們無論是面對同學間相處、對

社區上不同膚色的朋友、不同信仰及語言的羣體、不論長幼，都

要以「憐憫心」在社區中作一位小小的小記者。

　　另外，感恩又新浸信會有十多名義工參與，以小組形式協助

同學突破面對陌生本地朋友說廣東話的障礙。在訓練中，義工、

同學齊齊走進社區，進行街頭訪問。同學在過程中，提昇自信

心，對人也有更大包容。對同工來說，最感動是他們在暑假過

後，主動再提起「憐憫心」，也很願意參與事工另一個計劃-

「Study Angels」。感謝天父，使每個生命在主愛中有成長。

社區發展



　　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

始於1989年，蒙神的恩待和

帶領，香港OM的事工已超過

26年。2015年是香港OM的里

程碑，而踏進2016年，香港

OM將繼往開來，一方面繼續

培育新一代成為天國工人，在

近處和遠處傳揚耶穌的聖名，

另一方面推動教會在禱告中記

念最少聽聞福音的羣體，以及

因信仰而面對逼迫的基督徒羣體。香港OM盼望更多的堂會響應，一起以禱告來關心基督身子的需要。

　　未來我們盼能更有效地服侍本港的教會，並以適切的策略回應現今世界各地的需要。

香港OM2015年領會服侍

主日崇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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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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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 差傳專題：

祈禱會：

差傳主日/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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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其他聚會分享：

動員活動：

創意佈道法：

差遣禮：

我要真‧服侍

　　參與外展服侍，一般都想看到對方決

志信主的一刻；但探訪鳳姐，我卻學習看

見服侍的價值 ─ 不單是靈魂得救，而是

學效耶穌道成肉身走進黑暗的生命。

走上鳳樓狹窄陰暗的樓梯，叩門關心這羣

被遺忘的，房門不一定會打開，即使開

了，心門也許仍是緊閉，猜測你來訪的意

圖。有時心門也打開了，吐盡為錢、為還

債、為養家、走投無路而入行的經歷。我

能做得不多，但看到長期在狹小房間裏的

她們，感受到被愛和被關心而露出真誠的

微笑，我看到服侍的價值。

阿泥｜同行者義工

阿芝｜同行者同工同行者事工

　　2015年天父一直擴張「同行者」的版圖，讓我們驚嘆於祂美好的作為。除了繼續關注深水埗區內的邊緣婦女，在天

父的帶領下更開拓了有關反人口販賣的事工，期望天父繼續拖帶我們的步伐，以成就祂的時間和心意。

　　過去一年我們出隊近50次，送出近400份附福音單張的禮物、在100多名鳳姐的房間內傾談，當中一半是新認識

的。我們亦有機會與31位鳳姐禱告或分享福音。

　　「同行者」五月份舉辦了一次柬埔寨訪宣旅程，與五個於當地前線打擊人口販賣的機構聯繫。感恩於2015年有20

多次外出分享的機會，接觸超過1400人──除了在教會向肢體分享，更有機會進入校園接觸非基督徒學生；分享本地事

工、本港色情行業和世界各地及本地人口販賣的現況。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除了

繼續努力在前線探訪、跟進婦

女外，亦會繼續尋求向不同羣

體分享的機會，期望透過分享

推動與會者擁抱、建立聖潔的

生命，更鼓勵主內肢體參與有

關事工。



　　作為國際差會，本會與世界各地的OM緊密聯繫，不單在

禱告上記念各地需要，並且透過金錢上的籌募，支援不同的

事工。由2007年開始，我們每年均藉「送暖行動」，在經濟

上支持各地慈惠事工，幫助當地弱勢社羣。自2013年，此事

工改名為「惠澤萬民」。

　　去年本會繼續藉「惠澤萬民」，為各國不同的慈惠事

工，建立穩定的支持，好讓前線同工們，能為弱勢社羣及災

民提供適時的幫助。2015年印刷的「擁抱萬民2016」月

曆，為前方十二個工場共籌得港幣20,800元。

對於所認領的差傳工場，我們將在奉獻和禱告上繼續給予穩定支援，讓事

工有資源作持續發展。來年，本會除了為OM的工場需要代求，還會推動信

徒和教會為各地的難民禱告。

給宣教士一個方便及舒適

的居所

　　按着主的差派，宣教士住天下各地方

去。作工有時，述職有時，休息有時。

　　或是探訪，或是辦理證件，路經香港

的時候，總要尋找容身的地方。主藉肢體

的愛心奉獻，讓我們管理八個不同的單

位，可供應短期留港的同工使用。

　　過去的一年，我們接待了300多人

次，讓他們在港時，可得到一個可作休息

並預備上路的空間。期間我們聽到他們的

心聲：方便，整潔和舒適。

　　他們有些預先申請，也有些是臨時安

排，時間比較比匆忙。無論如何，我們樂

意為他們預備這短期的居所，讓眾位宣教

士重新得力。

慈惠服侍 宣教士宿舍

共籌捐獻(港幣元)

亞洲．巴基斯坦「絕處『縫』生」、「門徒訓練計劃」 23,196

亞洲．尼泊爾「地震救援計劃」、「門徒外展訓練計劃」、「約書亞門徒訓練」 217,685

亞洲．塔吉克斯坦「災後救援計劃」 600

亞洲．緬甸「社區事工」、「兒童事工」、「水災救援」 22,100

亞洲．泰緬邊境學校、柬埔寨學校教育 17,332

歐洲．波斯尼亞「給孩子書包」、「冬暖木材計劃」 14,073

歐洲．科索沃「給她一個安身之所」 46,260

歐洲．歐洲OM難民事工 11,232

歐洲．土耳其「支持BCC重印書籍」 65,560

歐洲．阿爾巴尼亞「Roma/Gypsy社區事工」 5,000

歐洲．波蘭「Kutno教會事工」 16,400

美洲．哥斯達黎加「明珠事工」、「蛻變．塔拉曼卡計劃」 16,560

非洲．馬達加斯加「NAMANA 計劃」、「安德羅伊社區發計劃」、「災後救援計劃」 25,440

非洲．南非「AIDSLink HIV及AIDS裝備課程」、贊比亞「兒童日間中心」 10,400

近東‧敘利亞難民 「關愛寄居者」 45,625

近東‧敘利亞的呼聲 35,767

近東‧約旦「圍巾傳情—祝福敘利亞難民」 247,375

福音船．「望道號」發電機、濾水工程及燃料費用 120,888

2015年支持項目：

展望



　　2015年出版了兩期《晴》，介紹OM事工：包括土耳其和福音船的事工，以及宣

教士的代禱需要。每個月的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以電郵發出《電子通訊》，報導世

界各地 OM所在的國家背景及有關事工，並報導香港OM的本地事工。

　　望道號於2015年夏天，連續第四度訪港，我們透過臉書，介紹有關活動及最新

消息。歐洲難民問題逐漸令人關注，我們亦派出同工，於希臘參予援助工作，並於

當地以文字圖片報導最新情況。今天的電子媒體非常普及，文字卻依然是傳播不變

福音的重要工具。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免費訂閱　自由奉獻

顧 問   陳喜謙   麥希真   張慕皚   劉少康   盧家馼   羅曼華   黃克勤   盧炳照   許朝英   龍維耐    董 事   廖金雲   曾林崇綏   鄭子修   羅永強   梁容昌   陳關韻韶   楊其輝

總幹事   劉卓聰    督 印   劉卓聰    編 輯   周碧珊   周婕群    設 計 Artel Design    出 版   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

世界福音動員會有限公司
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份財政報告

 收入(港幣元) 支出(港幣元)

支持差傳工人 5,130,228 5,130,228 

後勤支援事工 3,997,505 3,465,801 

差傳動員 693,746 703,397 

傳訊事工 8,183 95,007 

慈惠事工 2,917,687 2,894,955 

社區發展 1,822,267 2,126,279 

總金額 14,569,616 14,415,667 

盈餘   153,949 

**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財政 傳訊

代禱

　　請在禱告經濟上記念事工發展，特別為本會能招聘到合適的財務部同工禱告。

　　若您有意成為我們的禱告或經濟伙伴，一起實踐跨文化差傳的大使命，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2016年財政預算

 (港幣元)
招募‧長期 713 萬

招募‧短期 143 萬

後勤支援事工 238 萬

差傳動員 174 萬

傳訊事工 43 萬

慈惠事工 225 萬

社區發展 192 萬

總金額 1,728 萬元

13% 慈惠事工

3% 傳訊事工

10% 差傳動員

14% 後勤支援事工

11% 社區發展

41% 招募‧長期

8% 招募‧短期

訂閱本會

每週電子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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