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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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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德國、羅馬尼亞、瑞

典、瑞士、南非、智利和紐

西蘭等地接受差傳裝備，建

立有使命感的人生。去年，

共12位肢體參加南非及英國

MDS課程，接受裝備，踏上

差傳路。

信靠禱告

　　在倫敦我看見神的工作，看見祂如何應允我們每一個微小的禱告！

　　有天傍晚，我看見外面正在下雨，不期然有點擔心我們的戶外活動會

因此受阻，於是叫隊員一同為此禱告。在我們預備回去時，我抬頭一看，

竟然有一道彩虹懸掛天邊！似是神在提醒小信的我，祂是那位曾與挪亞、

以色列人立約的主，是守約施慈愛的神，叫我們要全然信靠祂。

　　翌日早上，雖然還是有些厚雲，但活動期間，卻是陽光普照！更令人

開心的是，除了本地人，更有部分中國遊客和學生來到我們的攤位，能夠和他們交談，分享所信，實在是

神奇妙的工作！

　　在2014年，我們與教會攜手差派了4個單位的弟兄姊妹前往海外服侍。本

年度差傳同工團隊合共27人，事奉工場分佈於亞洲、歐洲、中東及非洲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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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差傳同工

黃健信

何曉彤

劉佩儀

譚慶光、
陳素英伉儷

離職差傳同工

英格烈

小太陽

翎羽

工場

中西亞

中西亞

中東

所屬教會

樂滿浸信會

平安福音堂差會

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工場

西班牙

南非

望道號

英國

所屬教會

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

基督教深井靈光堂

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曉麗堂

大埔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佈道中心念恩堂

完成任務

佘雪婷

余承羲

蘇菲

因悅

芥菜子

工場

英國Life Hope

望道號

中東

中西亞

東南亞

所屬教會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觀塘潮語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東涌堂

香港堅道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深水埗堂 

2014年訓練學員名單

 短期學員 所屬教會

 陳家強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范沅璣 中國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羅明慧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曾紉庭 觀塘潮語浸信會

 石佩勳 救世軍卜維廉隊

 郭瀅蕙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大埔堂

 黃月貞 金巴崙長老會沙田堂

 劉佩儀 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曉麗堂

 王凱儀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鄺芷妍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楊皓昕 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

 柯嘉雯 紅磡基督徒會堂

 何曉彤 基督教深井靈光堂

曾紉庭｜2014年參與英國Lifehope差傳門徒訓練 

(觀塘潮語浸信會會友)

培訓 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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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2014年是香港OM的里程碑，而踏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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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2014年領會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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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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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印刷的「擁抱萬民2015」月

曆，為前方十二個工場共籌得港幣31,020元。

　　另外，本會今年與約

旦OM合作，義賣由敘利

亞難民製作的圍巾，名為

「圍巾傳情」。至2014年

年底，義賣活動已籌得港

幣279,664元，成為了敘

利亞難民的祝福。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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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受逼迫的基

督徒羣體禱告。

給宣教士一個家

　　在寸金尺土的香港，要覓一蝸居

已不容易，何況是差傳工人返港述

職，來去匆匆，想要尋找一個「價廉

物美」的容身之所，更不簡單。

　　感謝主的供應和肢體的奉獻，

讓我們現正管理的差傳同工宿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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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單位更讓

一位病患差傳同工居住，讓她有舒

適的環境養病。

　　過去一年，有40間機構的差傳同

工，超過200人次使用了本會的宿舍

服務。未來，本會將不斷改善宿舍環

境和設施，以舒適安靜的居住地方款

待更多的差傳同工。

2014年支持項目：

  亞洲．巴基斯坦「建設可喜可樂之城」、「絕處縫生」

  歐洲．波斯尼亞「給孩子書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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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塔拉曼卡」

  亞洲．尼泊爾「約書亞門徒訓練」、「引水入村」

  非洲．馬達加斯加「家庭為本社區發展計劃」、「NAMANA 計劃」

  中亞洲．伊朗「婦女自強計劃」

  中亞洲．塔吉克斯坦「冬衣贈學子」

  中亞洲．約旦「敘利亞難民救援」

  非洲．南非「愛之盼」

  福音船．「望道號」

  亞洲．菲律賓「兒童教育」

  歐洲．阿爾巴尼亞「以馬內利中心」

 80,425

 28,535

 35,435

 17,860

 53,010

 25,885

 8,285

 5,050

 51,585

 2,585

 155,764

 2,785

 3,340

慈惠服侍 宣教士宿舍

共籌捐獻(港幣元)



　　2014年是傳訊部成果豐碩的一年。在神的帶領以及義工的協作下，本會廿五周

年特刊《呼召》順利完成印刷和派發。此刊物一方面記錄了OM廿五年來的歷史，另

一方面再次提醒本會神一直以來的恩典和帶領。

　　更重要的是，神更加添了傳訊部的同工，使我們能更有效地協助華人基督徒羣

體認識差傳，並為普世的差傳需要代求、奉獻，甚至獻身成為前線差傳同工。

　　來年，我們盼望本會的出版、電子通訊等能協助信徒和教會認識普世差傳需

要，並為此獻上禱告。今年的祈禱焦點是世界上受逼迫的信徒羣體以及邊緣羣體，

如北韓、巴基斯坦等地的信徒。

1 支持差傳工人 651 萬 (47%)

2 後勤支援事工 286 萬 (21%)

3 差傳動員 94 萬 (7%)

4 傳訊事工 33 萬 (2%)

5 慈惠事工 164 萬 (12%)

6 社區發展 156 萬 (11%)

總金額 1384 萬

世界福音動員會有限公司
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份財政報告

 收入(港幣元) 支出(港幣元)

支持差傳工人 5,464,830  5,464,830 

後勤支援事工 3,492,841  3,179,845 

差傳動員 631,836  814,938 

傳訊事工 19,274  128,388 

慈惠事工 1,619,929  1,680,611 

社區發展 1,054,567  1,031,087 

總金額 12,283,277  12,299,699 

不敷  (16,422)

**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訂閱本會

每週電子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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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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