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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去與留的兩難
過去一年多，多國實施出入境限制，宣教士有需要回港，例如
述職、探望患病的家人，往往經歷多番「去與留」的掙扎。

過山車上的同行之旅
總幹事的話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歷盡變化的年代，我們學會「見招拆招」，當
不能進行實體聚會，我們由線下轉移至線上；當
要分流上班，部份員工可安排在家工作。不過，
即使有應變的準備，我們總不能預計變化在何時
出現，以及所帶來的影響。
我在8月不幸受傷令腳掌骨斷裂，導致行動不
便，兩個多月不能回辦公室工作。雖然我累積了

回港、出工場也要隔離，除了要提早計劃行程，也牽涉額外支
出。另外，航班減少，可供選擇的路線有限，機票價格亦隨時
飆升。去與留，驟然多了很多的計算。
OM雖已暫停短宣，但我們仍接受差傳門徒訓練+（MDT+）及
長期宣教的申請。由2021年1月至8月，已有10個宣教單位出
發。完成申請程序的候任宣教士要面對的是：能否出發？可以
出發的話，何時出發？不能出發的話，應否先留在香港事奉？

動盪中的宣教士支援
疫情、政局變化、天災等影響全球，各國的
情況曾一度失控。支援宣教士的香港OM後
勤團隊經歷重重考驗，曾有宣教士受病毒感
染，更有些需要緊急撤離工場，我們的心情
上上落落，猶如坐過山車。面對去與留的兩
難，慣常的做法不可行，意外成為理所當
然，我們如何與宣教士同行？

一切抉擇的背後，我們學習以等候的心、聆聽的耳朵，尋求神
的心意。無論去與留，也順服神的帶領。

慣常的做法不可行
香港OM團隊一直擔當支援宣教士的角色，例如財務部處理奉
獻，傳訊部分享宣教故事，人事部則除了關懷宣教士的心靈需
要，也配合行政部同工，為他們打點一切。

不少「在家工作」的經驗，但有些計劃仍不免受
阻，部份工作需要重新分配。

宣教士身在海外，很多事務都需要代為處理，不過在變化莫測
的環境中，慣常的做法未必可行。以買保險為例，過往保險計
劃的保障已不足夠，疫情初期，要找一份保障新冠病毒的保
險，確實是有難度。

在香港，我們面對不容易應付的突變。在海外工
場，同樣經歷大大小小的危機。天災、疫情、簽
證問題、滯留、政局等影響事工運作，更甚的是
有宣教士因疫情而離世，也有因政局而要緊急撤

宣教士物資的「補給」也受影響，例如有些宣教士需要長期服
藥，疫情前是由香港朋友帶給他們，但航班取消後，要改用郵
寄方式。當疫情或政局變化，郵遞服務會隨時中斷，我們都擔
心藥物是否能順利寄出。若不幸被扣關，不但宣教士沒有藥
吃，也會浪費了買藥的錢。

離。即使轉變已成為「習慣」，去與留、離與
合，還有許多進退兩難的抉擇，都會牽動我們的
情緒，我們又怎可能處之泰然呢？
過去兩年，香港OM團隊的心情就如坐過山車一
樣，經歷多次起起落落。在過山車上，我們或許
能看見前面的軌道，卻無法估計會產生多大的離

意外成為理所當然

心力，而驚險之處就在於此！在支援宣教士的同

我們經歷過「話變就變」的日子，見證意料之外是理所當然，
未到最後一刻，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例如：
宣教士本已買了機票，簽證也批出，入境時竟在機場被扣留。

行之旅上，縱然一步一驚心，但神就在動盪的時
刻彰顯大能，帶領我們一一跨過！
最後我衷心感謝同工、伙伴及奉獻者，你們的支

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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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by Incygneia from Pixabay

持及代禱，讓我們能在宣教路上勇敢前行！

試過成功買了機票，後來被退票，因為航空公司說當日要改為
團體包機。
宣教士完成任期本應回港，但因出入境管制收緊，決定延遲回
港。由於沒有預算延期的額外支出，要緊急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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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經過兩年
過山車式事奉……
香港OM團隊未變得處變不驚，但學會按神的心意
見招拆招，磨練成「善變」的團隊。

人事部
「今年年初，宣教士因政局劇變要緊急撤離工場，由
於夫婦不同國籍，買機票時要確定是否有不同的出入
境限制。我們幾個人不斷在網上搜尋機票，找了很久
才找到不太轉折的路線，且價格又合理的機票。成功
買了機票也不一定可以回來，因為各地防疫政策不時
更改，我們試過因為種種轉變而要多次更改機票，每
次變更可能拖延回港日期十數天，大家都很著急，每
天都要靠祈禱交託。」
「在這段期間，宣教士面對的抉擇特別多，有些等候
出工場，有些則滯留工場。教會、工場、家人、朋友
的意見都不同，他們有時會難以取捨。我們只能告訴
他們各個方案的可行性，不能為他們作決定。宣教士
的事奉忙碌，又要盡快處理去與留的事務，作決定並
不容易。我們會嘗試疏理他們的情緒，與他們一起禱
告，讓他們經歷神的帶領。感謝神，最終都是關關難
過關關過！」

擔心她不能順利回來。她感受到我們的關心，確是很
大的鼓勵。」

行政部
「宣教士一家回港，在酒店隔離期間，如需要物資，
我們會幫忙運送。辦公室有一個小小的電熱鍋，我們
也帶了給他們。對他們來說很有用，可以煮麵吃。」

傳訊部
「兩年來全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每個國家的狀
況不同，衍生出很多宣教故事。宣教士既擔心中招，
但又看見人的需要，例如有很多人失業或情緒出現問
題。透過文字及影像，我們與弟兄姊妹分享他們的心
路歷程，以及神如何藉他們祝福萬民。」

財務部
「記得南非疫情嚴重實施出入境限制，我們為南非差
傳門徒訓練的學員安排回港的行程，花了不少時間找
合適的轉機地點，機票也改了多次才能成行。當她回
來香港辦公室那天，我不禁說：『你真的返來了！』
事後她說對這句說話印象很深，因沒想過原來我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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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疫情及政局變化，宣教士往返工場的日期有改
動，酒店隔離也會牽涉額外支出。對於沒預計的開
支，我們要與宣教士溝通，一方面要彈性處理，同時
也要衡量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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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事工及財政預算

面對充滿變數的一年，香港OM深信宣教
使命不會因此而停下來。我們聆聽主的聲
音，按祂的心意調整事工方向，在轉變中
隨時應變，繼續為普世的需要勇敢前行。
盼望眾教會及信徒與我們同作準備，在危
難中堅守宣教使命！

本地事工 | 少數族裔事工
少數族裔事工踏入十週年，最初同工們膽戰心驚地接觸深
水埗的巴基斯坦穆民，由從不認識到成為朋友，經歷了一
段同行、陪伴、禱告的旅程。

海外差傳工人

海外慈惠事工

疫情打亂了海外差傳同工的生活和計劃，不論事工、回
港述職、前往工場日期都無法確定。面對種種危機，例
如差傳同工在工場受病毒感染、工場政局不穩需要緊急
撤離，以及地震等天災，香港支援同工差不多全天候守
望，如多次更改機票等，為海外同工打點一切。

疫情沒完沒了，使我們意識到各地仍有很多人未走出
困境。封城、戒嚴等措施影響人民的生計，醫療系統
不勝負荷，很多病人根本未「確診」已離開。在政局
不穩的國家，更飽受疫情及政局的雙重打擊，令許多
人處於無望、無助的境況。

雖然挑戰重重，宣教使命並沒有停下來。除了原有在海
外服侍的30多個宣教單位，2021年1月至8月已有10個單
位開展第一期事奉，分別前往南亞、中西亞、中東，以
及參與南非和中西亞的差傳門徒訓練。現約有4人正籌備
今年年底及明年出發。

明年度少數族裔事工及同工薪金的預算是港幣6萬元。

本地事工 | 藝術事工
各地同工願意走進社區，回應徬徨無助者的需
要。OM在2021年除了透過「新型肺炎支援基金」支
援各地事工，也為局勢緊張的國家如阿富汗，成立了
救援基金。
來年海外事工預算為港幣 9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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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效法基督，把福音展現在身、心、社、靈上，與少數
族裔經歷生活的大小事情，如陪診、懷孕、新生命的誕
生、搬屋、清潔、找律師、陪上庭、出外郊遊、生日等。
經過十年的同行，有些婦女願意與我們一同查經，有些家
庭主動邀請我們為他們禱告，有些年青人對我們的信仰感
到好奇，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事工於明年將由夥伴教會及友好機構接棒，盼望與巴基斯
坦家庭的關係能得以延續。我們將於明年2月舉行事工歡
送會，與家庭回顧十年的恩典。

展望新的一年，我們將優化招募及關顧的工作，務求建
立充滿愛和活力的團隊。
明年度海外差傳工人及差傳支援的開支預算為港幣
1,360萬元。

Image by Joshua Woroniecki from Pixabay

香港OM 2022年
事工及財政 預 算

神賜我們豐富的想像力、創意及情感，使我們可透過多元
化的藝術形式，如視覺藝術、音樂、舞蹈、戲劇、多媒體
等，讓不同背景和種族的人理解和經歷神豐富的愛。
藝術事工今年接觸了世界各地的「民族敬拜 / 藝術宣教」
同路人，一起尋求協作方法。2021年，建道神學院舉辦
全港首個民族敬拜暨藝術宣教研討會，OM以協辦形式參
與，見證學生們發揮創意，以不同民族和藝術形式敬拜，
並在網上互相交流。此外，我們也鼓勵藝術人前往海外體

驗宣教及實
習，一位姊
妹將於2022
年參加OM藝
術門徒差傳
訓練課程。
來年，我們計劃舉辦藝術事工祈禱會，嘗試以不同
的藝術形式敬拜、祈禱。
明年度藝術事工及同工薪金的預算是港幣 33萬元。

本地事工 | 醫療事工
2021年香港經歷前所未有的改變，香港人的健康受
極大的威脅。作為基督徒醫療人員，我們認為「要
醫人，先要醫自己」，重視人的身體、心情、關係
及靈性。
我們期望透過團契及小組，向醫科生傳遞全人醫治
的理念；透過心靈關顧課程，更多人準備好分享神
的祝福；透過不同的服侍，了解更多本地和海外的
需要；透過關心同行，讓受傷的人得到身體和心靈
上的照顧和康復。
醫療事工願意支援不同單位的事工，以助成就神國
更大的藍圖。
明年度醫療事工及同工薪金的預算是港幣3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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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拓展 | 動員
我們在新常態下繼續差傳動員的工作，2021年獲邀在
教會及機構領會共70次，如主日崇拜、主日學及體驗
活動工作坊等。當中有22次為難民桌遊工作坊，參加
者對難民的困境都有新體驗。
因疫情關係，所有兩個月或以下的短宣繼續停辦，另
有三位申請參與明年的福音船事奉和OM藝術門徒差傳
訓練課程。
我們與OM Global Experience Team構思人口販賣體驗
活動，香港於2021年8月舉辦了三場實驗版，義工和
參加者也有很正面的回應。10月會在紐約和休斯頓進
行第二輪實驗，目標是改良體驗活動的內容，然後在
全世界推廣。

動員・拓展 | 傳訊
全球疫情未受控，加上
部份地區政局不穩，海
外差傳同工面對不少
挑戰，例如簽證延遲
批出、事奉及防疫之間的平衡、往返工場的掙扎、隔
離的心情等。弟兄姊妹不能往海外短宣，工場的實況
除了由宣教士親自傳達，傳訊部也透過線上、線下媒
體，以及出版刊物發放資訊。我們以文字及影像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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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事工及財政預算

「被疫轉」的宣教故事，見
證神在危難中帶領信徒實踐
使命，鼓勵信徒記念工場及
同工的需要。
2022年，我們將繼續透過事
工刊物《晴》、電子通訊、
網頁及社交媒體傳遞資訊，
動員信徒參與宣教使命。

後勤支援

澳門事工

由於辦事處大廈樓齡已超過40年，多項設施需要維修或
更換，大大增加維護成本及影響日常運作，故香港OM計
劃尋覓新辦事處。

為讓澳門信徒認識宣教，澳門OM自重啟事工以來，每
月均舉行月禱會，2021年在聚會前加插查經，了解聖
經的教導。同工亦透過主日講道、主日學，與澳門信
徒探討宣教使命；透過社區服侍，與教會及機構關懷
有需要的人，例如在2021年8月澳門第一次全民檢測
時，向排隊等候的民眾派樽裝水。

來年我們除了尋找新辦事處及作出相關支援，也會優化
辦公室的運作，並進行電子化管理。我們亦關注網絡安
全，逐步更換過時的電腦以提高安全度，並配合在家工
作的需要。
明 年 度 辦 公 室 費 用 及 同 工 薪 金 開 支 預 算 約 為 港 幣 216
萬元。

同工在2021年開始介紹海外宣教機會，現正招募信徒
參與福音船事工，喚起不少人對福音船的回憶。盼望
明年有澳門信徒參與船上事奉，逐步獻身宣教。
明年度澳門事工的預算是港幣47萬元。

動員・拓展 | 拓展
疫情在2021年尚未緩和，但仍能與教會或奉獻者恢復有
限度的會面，讓香港教會看到世界的需要。另外，我們
舉行了「收納與宣教使命」工作坊，鼓勵弟兄姊妹在落
實社區服侍前，反思其行動本身與信仰及宣教的關係，
協助信徒成為城市宣教使者。

海外差傳工人

海外差傳工人		

1,360萬

海外慈惠事工*			

91萬

本地事工				

75萬

海外慈惠事工*
本地事工		
動員．拓展		
後勤支援		

來年我們希望繼續探訪教會，與他們分享OM事工發展。
我們亦會聯繫多年來支持及關心OM的奉獻者，答謝他們
的支持，並匯報事工進展。另外，我們將深化「收納」
與「宣教」的關係，藉此讓教會體會宣教的多元性，推
動教會發展本地城市宣教的工作。
明年度動員、傳訊及拓展事工開支及同工薪金預算為港
幣178萬元。

動員．拓展		

178萬

後勤支援			

216萬

澳門事工			

47萬

總金額			

1,967萬

澳門事工

*包括慈惠事工及工場事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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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訪 -「 疫 」 轉 宣 教

「疫」轉宣教
年輕躍動的心是否經得起考驗？
Judy（黃綺婷）讀大學時回應神的呼召，
立志前往海外宣教一年。她畢業後工作兩
年，計劃2020年初出發，豈料疫情爆發，
一年的旅程延長了四個多月，由出發、受
訓、事奉到歸家，都遇上重重考驗。

出發前的考驗
2019年，Judy決定實行向神許下的承諾，申請參加南非
OM差傳門徒訓練＋（Missions Discipleship Training+,
MDT+），準備一年後起行。出發前，她要通過的第一個
考驗是父母。她說：「我一個女仔去南非，起初父母反
對，他們叫婆婆勸我不要去。」她祈求主為她開路，最後
父母都答應讓她出去。
Judy計劃於2020年2月出發，沒料到過了父母的一關後，
迎來的是更多的考驗。她說：「申請簽證的過程有點繁
複，來來回回去了幾次領事館，最初只給我半年簽證，當
時我真的很失望。不過神就在這難關中施展大能，我最後
獲批一年簽證。雖然這延誤了出發，機票改了又改，但總
算趕得及參加訓練。出發當日，疫情嚴峻，心情是戰戰兢
兢，穿上全身保護裝備上機。」

「疫」轉宣教
在受訓的地點隔離後，Judy正式開始差傳訓練。Judy說：
「培訓內容因疫情要調整，外展也改以線上模式進行。南
非人多社交聚會，見面時會擁抱，我們與人接觸時都盡量
小心。」
在外地面對疫情，與香港的狀況很不一樣。Judy說：「當
時的心情有點矛盾，想把握機會做前線工作，卻又害怕染
病。我真的不想自己或其他同工受感染，除了因為檢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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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昂貴，也擔心醫療設備不足。疫情的確令人有點
擔心，轉季時有點咳嗽及頭痛，都會懷疑自己是否
已中招。」
在香港，疫情下教會聚會可改為網上舉行，但南非
上網費用貴，基層根本無法負擔。Judy看見疫情對
南非教會的影響，牧養上面對不少挑戰。
她蒙神保守完成五個月的訓練，隨後留在南非事奉
七個月。即將要離開時，南非疫情依然嚴峻，當時
香港禁止曾逗留南非的人入境，她決定繼續留在南
非事奉兩個月。她分享道：「延期返港需要額外支
出，我向弟兄姊妹作出緊急呼籲，盼望他們奉獻支
持。當時我的提款卡已到期，感恩神的供應充足，
最後我也沒有缺欠。」

回家的糾結
在差不多完成事奉時，Judy要決定
何時回港及回港的路線。Judy說：
「身邊的人有不同的意見，有人
說既然回港要隔離，不如申請簽
證延期，留在南非繼續事奉；又
有人說若不盡快回港，不知日後
會否有更多限制，到時可能回不
了家。其實臨走前仍忙於事奉，
但又不想馬虎作出去留的決定。
若要離開，我也有點不捨，所以
當時我的心情是非常複雜。」

南非OM差傳門徒訓練＋
（Missions Discipleship Training+, MDT+）
年青人想在非洲大地上學習跨文化差傳？
南非OM差傳門徒訓練+（MDT+）專為有意投身宣教
的年青人而設，讓他們更深認識神、了解自己。學
員一方面在課堂上汲取知識，學習差傳理念；另一
方面參與佈道實習，走進異地社區，親身體驗跨文
化差傳。

最後，Judy決定在泰國轉機，先在泰國隔離，然後回港
再隔離。雖然兜兜轉轉，但最終能平平安安地歸家！

感受後方支援
宣教路上挑戰重重，但神仍然在難關中掌管一切。Judy
體會到宣教士除了需要奉獻支持，也很需要後方支
援。Judy說：「整個旅程有很多事情需要代禱，例如我
和團隊的健康、事奉方向、簽證續期、回港安排等，有
時會感到疲累及無力。」

受訓地點：南非OM差傳培訓中心
開課時間：每年2月及9月（為期11個月，包括培訓及
實習，截止報名日期為開課日期前一年）

這次旅程讓Judy學習放手、禱告交託，對神有更多的信
靠，而她亦親身體會宣教士在疫情下面對的挑戰。她明
白在後方支援宣教的重要性，更樂意參與關懷宣教士的
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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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 體驗式宣教

式宣教
用創意代入他人的處境
逃亡、無家可歸、身無分文、被賣豬仔、
被迫賣身……
以上經歷，相信誰也不想試。可是，偏偏
很多人都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默默承受
這些慘痛經歷。
主耶穌在世的日子，願意走近困苦流離的
人，關切人的需要。當我們看見世界各地
有很多群體活在困境中，我們又是否願意
走近一步，嘗試了解他們的處境？

體驗 1 － 桌遊

體驗 2 － 親入險境

香港OM同工Alpha在英國讀神學時，正是敘利亞難
民危機最嚴重的時期。2016年暑假，他前往希臘
OM實習，有機會在雅典難民營服侍，使他真切體會
到難民的處境。

Alpha希望用創意帶人進入受苦者的處境，反思世界的需
要。兩年前他加入OM Global Experience Team，與國際同工
一起構思體驗活動。他說：「人口販賣是世界性的議題，受
害者多數是無辜、無助的一群。我們在8月舉行了人口販賣
體驗活動（實驗版），參加者模擬受僱於珠寶公司，被分配
採石、生產及銷售等工作，實際上是一個賣豬仔的騙局。」

Alpha說：「我把自己聽過的難民經歷放在
Borderlines敘利亞難民桌上遊戲，讓人在遊戲中感受
一下難民面對的困境。桌遊在2019年開始發售，同
時我也帶領了超過70次桌遊工作坊，收過不少令人
鼓舞的回應。例如有參加者回家後上網了解敘利亞
的歷史，有導師在夏令營中帶領年青人玩，各人享
受參與其中。另有一位葡萄牙弟兄主動聯絡我，說
遊戲令他更認真思考難民危機，以及基督徒應怎樣
回應。」

Borderlines 敘利亞難民桌上遊戲

參加者在活動中親身經歷做苦
工，甚至被迫賣身，更明白到人
口販賣受害者的處境，聽聽他們
的感想：
零售價：港幣$250
「開始時有點迷惘，不知下一步
會如何，相信現實也是如此！」

團購價：港幣$220(五套或以上)
訂購                Borderlines桌遊介紹短片

玩家感想：

「礦坑的環境漆黑一片，很真實！」

「對敘利亞難民的認知都是從不同途徑聽到，不清
楚地理位置，玩的時候雖然見到有幾條路，但多數
想走也無法走。」

「我感受到被奴役是多麼無助！」

「這是一個令人情緒激動的遊戲，特別是邊境關閉
的時候，我什麼也不能作。」
「同一世界中，有人花天酒地，有人危在旦夕。但
願將這份憂傷化為禱告，為敘利亞人民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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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販賣是比較難處理的一環，
雖然只是點到即止，已令我有壓
迫感。」
活動的首輪實驗已完成，第二輪
實驗在紐約和休斯頓進行，目標
是改良體驗活動的內容，然後在
全世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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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書展－望道號

望道 航程
弗里敦(塞拉利昂)
2021年11月14日至12月16日
航程或有變動，詳細資料請瀏覽
http://www.omships.org

巴哈馬
望道號於9至10月在巴哈馬停留，船員們進行了不同的社區服侍：

·協助當地教會的電力工程

·修葺民居

·視力測試

·外展佈道

預告！
來自香港的船員Timothy（劉灝賢）完成了船上的事奉，經歷疫情下
的重重波折，已於10月回港！
Timothy帶着火熱的宣教心上船，準備為神付上代價，豈料心中的火
不如想像般燒得熾熱，反而是慢慢熬煉出一顆順服的心。三年的船上
生活，他自言體驗了三種生命，滿腔熱誠卻不懂愛的宣教初哥，學會
以父親的心愛別人。
Timothy將在OM月禱會（11月29日）分享他的海上旅程，下期《晴》
也會刊出他的故事，邀請你一同見證神如何陶造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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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

新書推介

He is Able
香港OM第一任總幹事陳平明姑娘(Stella)一生獻身宣教，平凡
的一生，因著信靠及順服，變得不平凡。
她早年出版的自傳《在神凡事都能》，記述了她的故事，由
護士、宣教士、牧者至總幹事，其後在病患中、退休後，仍
然緊緊跟隨主的步伐。
自傳的英文版 He is Able 已經出版，世界各地的讀者都可看到
這位忠心僕人的故事！
訂購表格
原著：陳平明                           
翻譯：Jeanie S.C.Yu
售價：港幣$150

香港 OM月禱會

Operation Mobilisation (HK) Ltd.
世界福音動員會有限公司

日期：2021年11月29日、12月20日、2022年1月24日、
      2月28日 及 3月28日(每月最後周一)

2021年1-6月財務報告

時間：晚上7:30–9:00
地點：由於疫情關係，聚會或改為網上舉行

收入

支出

6,358,003.35

6,358,003.35

94,000.00

266,791.75

1,970,216.49

1,137,220.28

161,879.03

617,024.81

#海外事工

726,494.34

726,494.34

本地事工		

338,543.00

300,423.83

9,649,136.21

9,405,958.36

海外差傳工人

請留意本會網站 www.omhk.org
海外差傳工人支援
*後勤支援

個人私隱條例
為了與你保持聯繫，本會可能會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以便提供有

動員．拓展

關本會的活動、消息、產品和籌款呼籲等資訊。你可以隨時以郵
寄方式或電郵至info.hk@om.org，通知我們停止接收有關資訊。有
關「收集個人資料聲明」，請參閱 https://www.omhk.org/PICS/。

顧問

總營運金額

盧炳照 龍維耐 陳平明 曾林崇綏

營運盈餘                               243,177.85
董事
廖金雲 梁容昌 陳關韻韶 楊其輝 伍敏尊 馬適適 吳劭藍

總幹事

副總幹事

督印

編輯

葉陳小娟

王翠旋

葉陳小娟

招淑蘭

#海外事工（包括慈惠事工及工場事工費）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出版
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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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免費訂閱 自由奉獻

17

晴．半年刊 ｜2021年7月至12月

海外同工代禱消息

海外同工代 禱 消息
歐洲˙英國 | 張氏家庭

歐洲˙愛爾蘭 | Cody

北非、中東

• 求神幫助我們在疫情中服侍癌

• 透過巴士事工，教會

• 求主賜智慧牧養生命樹的成長，讓更

友 ，引領未信者歸主。
• 慈善商店正尋找合作伙伴，待

成功申請為慈善機構便會重新
開業，求主恩領。

多了幾個家庭恒常聚
會。我們亦正在另覓
新的聚會地點。
• 求主讓我好好預備駕駛執照考
試，並安排適當考試日子。

歐洲˙英國 | 段勇、樂祈

| 鍾思林家庭

• 為兒童及青少年主日學老師

北非、中東

的重新招募及安排禱告，求
主預備。
• 最近有20位土耳其人受洗，願
主帶領他們的靈命成長。

• 請記念診所事工能接觸更多本地

歐洲˙波蘭 | 戴毅樂夫婦
• 求主差派更多工

人參與邊緣群體
事工，包括露宿
者、酗酒者和東
歐民工事工。

歐洲˙比利時 | 陳少平夫婦
• 求主賜智慧組

織新學年的迎
新活動，接觸
新朋友。
• 求主幫助Anna母
親適應老人院的
生 活和得到適切的照顧。

人，經濟上能自負盈虧。
• 兩女兒在同一學校讀書，鍾三少在

家學習，記念新學年的適應，鍾師
奶開車接送平安。

北非、中東

| 星閃

• 祈求醫院常有美好的屬靈氣氛，

使全院的人/事 / 物 都 蒙 恩 。
• 願病人的身心靈得醫治，他們及

其家族都接受救恩。

北非、中東

| 亞居拉 / 百基拉

我們學習如何用媒體去接觸更多本
地人。
• 請記念每週的外展，讓我們能與更
多本地人分享好消息。

北非、中東

| 籽樂

• 下半年回港述職，求主感動更多人

• 求主在疫情中供應所需，讓我

關心中東北非的屬靈需要。
• 求主賜下新的異象，預備進入下一
任期。

們 定期與難民分享食物包。
主使用這地方，為受苦難和壓
迫的群體帶來神的復和與平安。

多當地人能接觸福音。

北非、中東

| 亞米嘉

• 在新醫院院舍的設計項目和活動籌

劃中，有宣揚基督文化和價值觀的
機會。

中西亞

| 樂樂子

北非、中東

| 徒華、雅琼

• 求主賜語言恩賜，繼續有進深的學習

及進步。
• 與本地人建立更深入的關係。

北非、中東

| 星月

• 感恩已完成在中東十多年的事奉任
期，姊妹因身體需要，現於香港接受
治療，請繼續記念。

非洲˙贊比亞

| Ochieng 奧晴家庭

• 感謝神的供應，使我

們更深更廣地祝福病
患弱小，把主的希望
帶到他們家中。
• 求主供應有心服侍鄉
村的本地人，協助兒
童及青年事工的發展。

南非MDT+ | Chloe
• 因疫情及簽證問題，幾經轉折下抵達

福音船德國總部，求主帶領年底在福
音船事奉。

南非MDT+ | Jasper
• 求主指引完成訓練後，接續7個月的

事奉方向。

中西亞

| 朝思

• 母親因三叉神經痛而要服藥，求主醫

治，讓她完全康復。
• 現留守香港參與中西亞的動員事
工，並回母會協助宣教工作，求主
賜智慧及能力。

| 潘潘

亞洲˙日本

| 黃頌平夫婦

• 記念我和兩位同工（國際登山隊領

• 感 恩 Mandy父 母 身 體

教導我完成功課，並運用在事工上。

袖）有智慧、愛心和健康培育新成
員，體貼隊員身心靈的需要。

狀況穩定，求主繼續
保守。

難民的事工。

亞洲˙東南亞
中西亞

| 太陽家庭

| 高氏家庭

• 因疫情及政局緊張，每天也有傷

• 為我們的語言學習代禱，求主帶我們

亡，求主在苦難中引導人尋見祂。

接觸合適的群體。
• 求主保守星星和新月天天喜樂，身體
健康；我們將會在年內搬到另一個城
市，願主保守。

• 現留守香港，心仍記掛當地人，求

中西亞

| 朝埤

• 在集中學習語言的同時，盼能捉緊神

和與祂更親密，與聖靈同工。

中西亞

| 朝子

• 盼更掌握當地語言，能跟當地人有更

深入的溝通。

中西亞

| 朝冰

• 為本地疫情受控、病得醫治禱告。
• 將有第4、5位隊友加入，求主保守行

程順利，也為我們學習語言和文化適
應祈禱。

主開路讓我們繼續服侍他們。

亞洲˙柬埔寨

中西亞MDT

| 木棉

• 外展時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因車上有

人被檢測陽性，我們被迫在住所隔離
14天，但仍感謝主的看顧。
• 求主保守餘下受訓的日子平安順利，
尤其第三次外展需轉折不同交通。

亞洲˙南亞

| 安氏家庭

• 感恩疫情好轉，崇拜、團契及查經班

也以實體進行，求主保守各人健康！
• 最近有6位年青人受洗，求神保守他

| 趙美娟

• 除了成年人，大部

分12歲以上學生已
打疫苗，學校恢復
面授課，求主保守
他們不被感染。
• 求主保守家舍的年青人上班、上
學、回鄉探親「出入平安」，在艱
難中靠主得力。

亞洲˙泰國

| 雷煒文

• 求聖靈幫助我們聆

聽主的聲音，在新
常態下為主作工。

亞洲˙日本

| 萬嘉健夫婦

• 藝術團隊已開設藝術

工作室，透過舉辦不
同的工作坊，求主引
領日本人經歷神。
• Kinya媽媽因病離世，一家將回澳
門處理母親身後事，但因疫情致困
難重重，請記念。

亞洲˙日本

| 古映虹

• 9月底已開始為期一

年的進修，有點擔心
跟不上，求能分配時
間和專心學習。
• 我 承 擔 了 OM日 本 的
宣教士關懷工作，願
我和團隊能幫助在日
宣教士。

亞洲˙澳門

| 官氏家庭

• 現招募澳門信徒參加

亞洲˙泰國

們在主裏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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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南亞

• 現參加牧養異文化婦女的課程，求主
• 求主興起本地教會，承擔服侍阿富汗

• 我們負責書攤的社交媒體，請記念

歐洲˙希臘 | 小鹿

• 新開設的中心更接近民居，求

| Sophia

| 鄭美紅

• 記念疫情及國內局勢，求主為泰人

賜下盼望與平安。
• 求主引領新一期的服侍方向，讓孩

子能發揮恩賜。

亞洲˙泰國

| 葉青華夫婦

• 除了疫情，由疫情引發的示威浪潮

也不斷出現，情況令人憂心。
• 與本地教會合作的訓練中心於明

年初開始運作，除了有泰國教會參
與，也有鄰國的泰語教會，現加緊
編寫教材，求主加力。

2022年為期10星期
的福音船事奉，求主
感動人心。
• 請為建立澳門團隊禱
告，求主賜同工及
永久辦事處。

望道號

| 劉灝賢

• 已完成福音船的事

奉，求主指引未來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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