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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信望堂

基督教迦密村潮人生命堂

基督教信義會永恩堂

基督教宣道會華貴堂

基督教崇真會救恩堂

短期學員

蘇正諾

霍翠珊

余承羲

陳麗香

蕭鈞揚

所屬教會

基督教崇真會荃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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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基督教會恩光堂

基督教銘恩堂葵涌堂

人數 

13

18

8

工場

緬甸

緬甸

緬甸

　　為鼓勵更多青年信徒踏出信心一步，本會繼續推動為期四個半至六個月、理論與實

踐並重的「差傳門徒訓練」(Missions Discipleship Scheme，MDS)，讓信徒前赴厄瓜多

爾、英國和南非接受差傳裝備，建立有使命感的人生。去年，共10位肢體參加南非MDS

課程，接受裝備，踏上差傳路。

　　2013年共41位肢體參與OM短期差傳體驗，在亞洲、歐洲、地

中海、中亞洲及望道號作不同類型的服侍，並積極籌募事工經費。

此外，我們亦首次與中學合作，合辦差傳學習團，前往緬甸，體驗

佈道與差傳。

　　在2013年，我們與教會攜手差派了6位弟兄姊妹前往海外

服侍。本年度差傳同工團隊合共有35人（包括2013年完成任

期的同工），事奉工場分佈於亞洲、歐洲、中東及非洲16個

不同國家及海上書展。雖然在支援上，我們與堂會也因而面對

許多新挑戰，但我們願繼續推動香港教會與信徒，為主前往更

遠、更需要福音的工場。2013年訓練學員名單

新增差傳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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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安夫婦

黃美茵

黃溢施

區世弦

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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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澳門

望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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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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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

日本

望道號

望道號

中東

泰國

英國
Life Hope

所屬教會

基督教信義會永恩堂

基督教迦密村潮人生命堂

觀塘潮語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東涌堂

生命頌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與教會合辦差傳學習團

神與日本順逆同行

　　近年日本所面對的，無論是經濟持續衰弱、

311那類天災還是核電事故等人禍，神從沒有離開

過日本，祂仍然愛每一個日本人。

　　在我們短宣隊有來自世界各地各民各族的弟兄

姊妹，我們的母語不盡相同，對日本的認識也不一

樣，當中懂日語的更是少之又少。有些弟兄姊妹可

能會問，只有十天時間你們能在日本這硬土做些甚

你這樣發怒合乎理麼？

　　一天，我們接受了船上的保安訓練。課程過於緊密，我甚至連溫習的時間都

沒有，便要接受考試。所以我一直在抱怨整個課程。直至當晚神兩次提醒我說：

「你這樣發怒合乎理麼？」這時我才想起在上船面試時，我選擇了甲板部為我最

想參與的部門。所以若我不能通過保安考試，我便不能在甲板部工作。

　　神向我揭示了我的怒氣的確不合乎

理，因為我發怒是為了自己，我其實是

擔心自己不能參與甲板部。我醒悟過來

便禱告神說：「既然一切在祢手中，我

完全降服，祢要我去哪，我就去哪。哪

怕是我最不想去的部門！」然而，神有

恩惠有慈愛，祂的恩典遠超乎了我所想

所求，我最後竟然被派往甲板部。在其

中最寶貴的並不是我到了甲板部，而是

神親自教了我寶貴的一課。

差傳同工調動

山人

英格烈

張姑娘

鄒婉儀

過往服侍工場

尼泊爾

中西亞

北非、中東

英國

近況

於香港OM服侍

留港進修

已退休，
於香港OM服侍

安息年

青年動員

　　「作一天福音船員」現已成為定期活動，同時歡迎教會及團體與我們合辦。去

年約72人從中認識跨文化團隊，學習僕人式的服侍態度。另外，我們亦舉辦了九次

「創意佈道法」，旨在鼓勵青年人以創意開啟福音的話題。另外兩個差傳活動「紙

袋為生」及「跨文化大作戰」去年分別有107人及80人參與。前者以活動去體驗貧

窮人的掙扎；後者則經歷差傳當中的文化衝擊。來年，我們將繼續大力推動信徒，

以不同方式，參與跨文化差傳服侍。

　　神在這次深水埗短宣中讓我經

歷祂超乎想像的計劃。佈道時，我

們 遇 上 一 名 女 士 。 她 說 自 己 曾 吸

毒，但耶穌基督拯救了她。現在她

的丈夫卻是穆斯林，令她不能到教

會。然而神藉我們與她相遇，親自安慰她。這位女士明白到這次我們相遇並非偶

然，是神安排我們像天使般關心她。

　　這也令我明白不要小看自己的事奉，因神正悅納這樣的奉獻；又令我知道神在

我們當中有奇妙的計劃，教我謙虛順服。感謝神藉這次短宣大大開了我屬天的眼

睛，預備以後更多的服侍。

戚樂怡｜2013年創意佈道法參加者
 (就讀於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動員 培訓 招募

2013年短宣參加者名單

台灣 瑞典 匈牙利

柬埔寨 意大利 日本 其他

望道號

英國

土耳其

麼呢﹖的確，我們能做的很有限，只能包裝單張、

派單張、送上燦爛笑容和一句「Merry Christmas」。

　　然而我們卻同樣萬分願意日本人能享受這份只

有神在我們中間才有的親切關係，衷心希望他們能

明白耶穌降生所帶來的那份莫大的喜悅，因為我們

中間就是有這麼一位無論順逆也會和我們同行的

神，祂也願意和日本人同行。

李敏慧｜宣道浸信會會友，2013年12月「日本聖誕佈道」參加者

羅憲章｜2013年完成南非差傳門徒訓

練後，開始於望道號上服侍



與鄰舍多走幾里路？
少數族裔事工統籌｜大寶

　　作為少數族群的巴基斯坦家庭，要在

香港的洪流中融入在內，實在不是三言兩

語間的鼓勵，乃是細水長流的結伴同行。

　　所以當我們向神求問怎樣作好鄰舍，

祂親自帶領25間不同的教會、機構、羣體

和超過450名弟兄姊妹，成為我們的配

搭、夥伴，作更多的新嘗試。去年年初，

藉着本地教會和弟兄姊妹的熱烈回應，送

贈書券予數間本地中小學的南亞裔學生及

深水埗的巴基斯坦家庭，讓他們能到望道

號的圖書館，選購心儀的書籍與精品，他

們不但可跟家人、朋友分享，更希望書籍

內的點點知識豐富他們的學習。

　　而與香港童軍總會合辦的「童南梓旅

Fun Fun 營」，給予巴裔港童體驗童軍

「盡所能．助他人」精神的機會，加上在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體育及康樂管理科

　　同行者事工於2013年4月正式成立，每週一至兩次在平

日的下午時段，外展探訪深水埗區內的一樓一鳳。事工成

立至今，共出隊45次，送出354份內附福音單張的小禮物

包。有超過90名鳳姐願意讓外展隊進房內傾談，當中有50

多位願意留下聯絡電話，並約有20位能保持電話或短訊聯

絡、及再次探訪跟進。

　　義工方面，共有15位曾參於外展探訪，當中4位為恆常

參與探訪的核心義工。由2013年11月開始，事工每月舉行

一次禱告會，目的是守望香港、以至各國自願或因人口販

賣而被迫從事性行業的婦女。祈禱會亦是有心關注妓女事

工的姊妹團契，

平均有7至8位義

工出席，藉彼此

分享、支持、代

禱，為前線義工

探訪所耗掉的靈

力重新加油。

的同學舉行了「港南球」籃球同樂

日中，看見巴裔及華裔的香港年青

人同場競技，彼此欣賞，都在我們

腦海中印下深刻的景象。

　　神更藉巴基斯坦OM兩位姊妹到

訪 香 港 的 兩 個 月 ， 成 為 我 們 的 祝

福。她們在了解事工的過程時，在

語言相通的關係下，與婦女們有很

多深入的分享，明白她們在香港的

生活、家庭關係、夫婦相處及自我

形象的心聲，從而使我們能更貼心的理

解，給予更適切的關心。所以我們在下半

年開展了「上門式」婦女中文班，與義工

在教授中文的同時，分享婦女們日常生活

的片段，在笑聲中建立友誼。

　　以「一對一」形式協助學童溫習的

「考試加油站」，得到弟兄姊妹的支持及

教會的配合，讓學童經歷窩心的鼓勵；還

有與牧鄰教會合作的籃球隊，不單繼續延

伸「港南球」的跨文化友誼，且在訓練中

彼此建立生命。

　　以上種種，都是我們憑芥菜種的信心

踏出一步，神以豐盛的恩典成就的奇妙

事。來年，我們寄望與教會有更密切的合

作，開拓不同範疇的服侍交流機會，為要

讓基督的生命與福音，藉弟兄姊妹的見

證，烙印於每個家庭中。又見於文化語言

相通對事工的幫助，現正商議申請巴基    

斯坦OM同工加入服侍團隊，協助長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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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工今年邁進第25年。我們相信要「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

遠處的人，也要給那近處的人。」(弗二17) 故此，我們面向世界，

積極推動信徒與堂會參與跨文化差傳；另一邊廂，我們在本地實踐

基督的愛，自2006年起開拓少數族裔事工，跨越種族、宗教與文

化，關懷我們的鄰舍。2013年，「同行者事工」更正式成立，服侍

本地的邊緣婦女，懷着基督的愛與她們同行。

　　未來我們盼能更有效地服侍港澳兩地，並以適切的策略回應現

今世界各地的需要。

香港OM
2013年領會服侍

主日崇拜：15
團契／小組／

工作坊／

差傳專題：

15

祈禱會：4

差遣禮：4

動員活動：9

創意佈道法：9

其他聚會分享：6
展版展覽／攤位：

5

差傳主日/年會：21

主日學：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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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
少數族裔事工 同行者事工

主所珍愛的婦女

　　妓女最怕被人識破身份。然而每次外展探訪，只要鳳

姐一開門就變相向我們揭露身份。當底牌都被揭穿了，還

有什麼不可對人言？大概就是這原因讓我這年內聽到無數

生命故事，當中圍繞着人的罪性、社會的黑暗、價值觀的

扭曲。這一切在人看來無法扭轉，惟願與這些同是主所     

珍愛的婦女同行，引導她們仰望那位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

的主。

同行者事工統籌｜阿比



Christina Blaxton

      It is really a blessing to us. 

It allows our family to stay in 

Hong Kong comfortably and 

affordably.
Suet Fun, Gratia Foundation Limited

     The procedures were well-written out and     

detail-oriented.  I appreciated the notes on the door 

for unlocking. It is a well-furnished flat with a cheerful 

and clean surrounding.

給宣教士一個家

　　感謝主的供應和肢體的奉獻，讓我們現正管

理的宣教士宿舍單位共8個，為短期留港之差傳同

工提供舒適的地方暫住，讓他們好好休息、重新

得力。過去一年，有41間機構的差傳同工，共

248人次使用了本會的宿舍服務。使用人次更較

2012年多出兩倍！

　　2013年我們繼續藉「惠澤萬民」，為各國不同的慈惠事工，建立穩定的支持，好讓前線的同工們

能為弱勢社羣及災民提供適時的幫助。此外，我們亦於2013年年底印製「擁抱萬民」月曆，一方面鼓

勵弟兄姊妹進一步將關懷列國的心，置於每天的禱告之中，另一方面為12個不同事工籌募經費。

　　另外，我們去年

亦為菲律賓受地震和

風災影響的教牧同工

籌募雙頻手提電話，

共 籌 得 4 6 只 手 提 電

話。部分電話已交給

菲律賓OM同工，其餘

將捐贈給其他有需要

的工場。

展望

　　我們期望能繼續以宿舍服侍宣教同工，讓

宣教士們回港述職期間不用擔心高昂的租金，

可以安心地住在香港OM的宿舍中。我們亦期盼

未來與弟兄姊妹合作，給那些經費不足的宣教

同工提供免費住宿。

代禱

　　請在禱告和經濟上記念事工發展，若您有

意成為義工，或與我們結成夥伴，一起實踐跨

文化差傳的大使命，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住客留言

宣教士宿舍慈惠服侍 傳訊

2014年財政預算

Siew Fong Bong

　　交通方便，附近

又有很多東西吃。設

備齊全，擺設整齊，

地方乾淨。

世界福音動員會有限公司
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份財政報告

 收入(HKD) 支出(HKD)

支持差傳工人 5,731,708 5,731,708

後勤支援事工 3,193,836 2,470,018

培訓事工 389,418 437,990

差傳動員 740,446 892,300

傳訊事工 26,605 147,921

慈惠事工 2,369,312 2,321,838

社區發展 559,919 692,261

總金額 13,011,244 12,694,036

盈餘  317,208

**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1 支持差傳工人 713 萬 (54%)

2 後勤支援事工 246 萬 (19%)

3 差傳動員 74 萬 (6%)

4 傳訊事工 25 萬 (2%)

5 慈惠事工 171萬 (13%)

6 社區發展 80 萬 (6%)

2014年支持項目：
 亞洲‧巴基斯坦「可喜可樂之城」

 亞洲‧巴基斯坦「絕處縫生」

 歐洲‧波斯尼亞「給孩子書包」

 歐洲‧波斯尼亞「冬暖木材計劃」

 歐洲‧科索沃「給她一個安身之所」

 美洲‧哥斯達黎加「明珠事工」

 亞洲‧尼泊爾「約書亞門徒訓練」

 非洲‧馬達加斯加「家庭為本社區發展計劃」

展望

　　對於所認領的一些差傳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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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每月月禱會

中分享這12個工場的近況和需要，讓弟兄

姊妹能一同持續地為工場獻上禱告和經濟

支持。

　　除了季刊《晴》及網頁，我們還

有每週出版的電子通訊，務求於這網

絡普及的時代中，更緊密地與弟兄姊

妹聯繫，推動教會與信徒認識世界工

場的需要和挑戰。同時，我們亦善用

網絡平台，更頻密地透過Facebook發佈

資訊，尤其於望道號去年訪港期間，

我們以電子媒介發放消息，務求更緊

密地與肢體及公眾人士聯繫。

展望

　　來年，為了

配合事工發展以

及善用資源，我

們 將 重 整 刊 物

《晴》的出版次

數，由一年四次

轉為一年兩次，同時配合不同形式的

印刷刊物和電子通訊，希望弟兄姊妹

能更有效地接收普世差傳資訊。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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