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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澤萬民2017

施比受更為有福
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
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徒廿34-35)

givethegifts
changetheworld

在這個聖誕，當我們籌備佳節的各樣活動與禮物時，別忘了我們親愛的
差傳同工與各地有需要的人。若您有感動把愛與資源跟他人分享，歡迎您考
慮以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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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金錢或禮物給

前線差傳同工及其子女

索取

「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不要輕看您
小小的心意與關心，這些都足以溫暖前方差
傳同工的心房，具體地感受到後方的支援。

每週電子通訊

世界福音動員會有限公司

參與

Operation Mobilisation (HK) Ltd.

數星期短宣

簡便回郵66號
九龍深水埗郵箱88544號
Freepost No.66
P.O.Box 88544,
Sham Shui Po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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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香港OM辦公室
同工的年終禮金

後方的辦公室同工在支援差傳的職
事上盡忠職守，您的奉獻將肯定了
他們的服事，並讓人看見神賜福予
祂的僕人。

投入
數月門徒訓練

givethegifts changetheworld

九龍深水埗北河街165-167號大利樓12樓

12/F, Tai Lee Mansion, 165-167 Pei Ho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852) 23126110

info.hk@om.org

www.omhk.org

OM Hong Kong

惠澤萬民
波斯尼亞 Bosnia（歐洲）
給孩子書本和文具

惠澤萬民
人口：3,759,633
主要宗教：伊斯蘭教 (54.16%)

阿富汗 Afghanistan（亞洲）

今年波斯尼亞OM繼續與地
區教會合作，集中支援貧困地區
的學生，提供他們學習上的需
要，除書包外，亦給予書本及文
具(鉛筆、筆記簿、剪刀及畫具
顏料等)，希望透過這些實質幫助，以及禱告、關懷，讓他們認識愛的源
頭，明白基督的愛。波斯尼亞OM與教會盡一切努力，希望受惠的小學及中
學生數目能遍及更多地區，為經濟拮据的家庭帶來點點溫暖。

在阿富汗公開承認信靠基督，會被家人、社會排斥
及孤立，被拘捕入獄，甚至招來殺身之禍。鄰近的蒙
古，當地教會一直有一個願景：將福音傳至成吉思汗曾
經到達的地方，阿富汗便是其中之一。自2008年開
始，阿富汗OM一直協助來自蒙古的工人，這些蒙古人
與當地成吉思汗的後裔哈扎拉人(Hazara)的樣貌及生活
方式極之相似，很積極投入當地生活及文化。這批蒙古
人很多是第一代基督徒，有着第一手的植堂經驗。他們
當中有不少投身阿富汗的教育及商業活動當中。

資助購買中學書本

科索沃 Kosovo（歐洲）

孟加拉 Bangladesh（亞洲）

上學用品

港幣$400元
資助購買一份食物包

港幣$800元

以藝術觸動人心

人口：33,874,721
主要宗教：伊斯蘭教(99.6%)

贊比亞 Zambia（非洲）
阿富汗 Afghanistan（亞洲）

向哈扎拉人傳福音

「向哈扎拉人傳福音」行動，阿富汗OM召集這批
蒙古人，與他們合作，為他們提供財政上及精神上的
支持，並透過不同方式如商業活動，向首都城市為數
約一百萬的哈扎拉人分享神愛世人的真理，讓他們真
正認識耶穌，並接受祂成為救主和生命的主。阿富汗
OM會在首都及其他哈扎拉人聚居的城市協助蒙古植堂
團隊。

資助一個學生購買基本的

我樂意關愛遠方的朋友！
○ 每月定期奉獻，支持事工：
請聯絡本會財務部：2312 6110(電話) / finance.hk@om.org(電郵)，索取自動轉帳授權書，亦可於本會網頁

戰爭令波斯尼亞的經濟一蹶不振，疲弱的經濟加上失業的
困擾令人民的生活百上加斤，他們需要各種物質的援助。當
中，大部分人最憂心的是子女能否接受教育及供應一切所需的
用品。波斯尼亞OM自2010年開始已為東北地區的一所大型學
校提供協助，為其供應基本設備、傢俬及文具等，其後的「給
孩子書包」計劃更蒙神大大祝福，收到的書包遠遠超過所需要
的數量，全國的孩子都受惠。

港幣$200元

惠澤萬民

人口：1,861,473
主要宗教：伊斯蘭教 (85%)

科索沃的主要人口為穆斯林，為向他們分享基督信仰，使其真正認識福音，科索沃OM希望透過音
樂、舞蹈、表演藝術等形式，表達基督的愛，把信仰注入生命力及動力，期望人們的心靈被觸動。他們尤
其鼓勵有藝術恩賜的肢體站出來參與其中，把這份美好信息帶給穆斯林等非信徒，為主作見證。
過去的日子，因着戰亂和政治動盪不安，藝術家沒有
自由表達的空間，往往未能發揮所長。科索沃OM深信有
藝術天分的人士為數不少，假如能被鼓勵、受裝備、集合
各藝術界人士，相信能把信仰和藝術連結起來。科索沃
OM團隊竭力與地區教會合作，積極發掘及推動這股藝術
力量，並在首都普里斯提納(Prishtina)場地策劃多項活動，
包括藝術展覽、音樂
會、音樂課程等多元藝
術媒介，把創意和福音
港幣$400元
結合，務求把信徒及非
資助購買音樂及藝術表演裝備
信徒也引領到其中，使
港幣$1,000元
他們認識愛的源頭及這
資助興建藝術表演場地、購買
位生命的主。
燈光及音樂系統等大型裝備

港幣480元
資助一位小學學生一年的教育經費

港幣640元
資助一位婦女參加識字班的費用

港幣2,650元
資助一所小學一間課室的興建費用

人口：16,849,289

自行下載表格，填妥後寄回本會。

一次過奉獻

主要宗教：原始宗教+基督教(65%)

運動導師計劃
運動能打破文化、語言、種族及信仰的隔膜，
更有助建立關係，為一個地方注入正能量。贊比亞
是一個年輕卻展現不出希望的國家。贊比亞OM期望
透過運動，招募及培育有熱誠有活力的運動導師
(mentor)，服侍教會，培養年輕人的運動及生活技
能，讓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對生活及前景抱有
積極樂觀的態度。贊比亞OM鼓勵有運動恩賜及有心
志的肢體參與其中，成為一股巨大的影響力。

港幣$200元
資助購買兩本《聖經》的費用

港幣$240元
資助購買10張智能電話卡(內附《聖經》及
基督教資訊)的費用

港幣$720元
資助購買30張智能電話卡(內附《聖經》及
基督教資訊)的費用

人口：163,522,262
主要宗教：伊斯蘭教(89.1%)

贊比亞OM運動事工旨在為一羣無助、悲觀的年輕人帶
來希望，幫助他們打破體能上、精神上及情緒上的困境。
OM同工已開展全面體育計劃，包括進行全人訓練、籌辦社
區活動、成立各類體育協會及2014世界盃外展活動等，祈
盼透過一連串的運動項目及計劃，培訓信徒及進行植堂，
為贊比亞帶來正面及長遠的影響。

歐洲‧波斯尼亞

亞洲‧孟加拉

○ 港幣$200：資助一個學生購買基本的上學用品
○ 港幣$400：資助購買一份食物包
○ 港幣$800：資助購買中學書本

○ 港幣$480：資助一位小學學生一年的教育經費
○ 港幣$640：資助一位婦女參加識字班的費用
○ 港幣$2,650：資助一所小學一間課室的興建費用

歐洲‧ 科索沃

非洲‧贊比亞

○ 港幣$400：資助購買音樂及藝術表演裝備
○ 港幣$1,000：資助興建藝術表演場地、購買燈光

○ 港幣$800：資助培訓五位地區領袖的費用
○ 港幣$6,400：資助成立 “ONE Ball Project＂的費用

亞洲‧阿富汗

美洲‧ 哥斯達黎加

○ 港幣$200：資助購買兩本《聖經》的費用
○ 港幣$240：資助購買10張智能電話卡(內附《聖

○ 港幣$200：資助一次動員行動的交通經費
○ 港幣$4,000：資助全年探訪教會的費用

及音樂系統等大型裝備

經》及基督教資訊)的費用
○ 港幣$720：資助購買30張智能電話卡(內附《聖
經》及基督教資訊)的費用

港幣800元

○ 奉獻金錢或禮物給前方差傳同工及其子女

資助培訓五位地區領袖的費用

(港幣

○ 奉獻香港OM辦公室同工的年終禮金

元)

(港幣

資助成立 "ONE Ball Project" 的費用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以下資料
姓名：（中）

牧師 / 傳道 / 先生 / 小姐 / 女士

（英）Rev / Pastor / Mr / Ms
Sumane 姓

人口：4,639,827

主要宗教：基督宗教 (93.94%)

差傳動員行動

孟加拉的文盲率接近百分之五十，在鄉郊地區，
情況更為嚴重，尤以婦女的識字率偏低，小童亦往往
由於未能適齡入學或未能入學，沒有接觸文字的機
會。孟加拉OM致力協助偏遠地區的孩子及婦女，提升
他們讀寫能力。

多年來，無數的差傳同工到哥斯達黎加服侍，現在哥
斯達黎加OM的差傳同工也遍佈波斯尼亞、印度、危地馬
拉、阿爾巴尼亞及望道號等。哥斯達黎加OM動員當地教
會，使其成為培訓門徒的地方，並差遣差傳同工往未得之
地，服侍未聽聞福音的羣體。「差傳動員行動」旨在動員
不同地方的基督徒，召集耶穌基督最忠心的追隨者，回應
主的呼召，往主差遣的地方去傳揚福音。
「差傳動員行動」透過與教會連結及義工們的參與，
把握每個宣揚使命的機會，讓人進深認識差傳，她成為一
個平台，給予當地教會差遣差傳人員到世界各地服侍有需
要的人，關顧他們的身心靈需要。哥斯達黎加OM致力培訓
差傳同工，每年均會前往塔拉曼卡(Talamanca)進行短期的外展訓練，
另外亦會參與中美洲地區每年一次的外展活動以及組織為期六個月的
短期差傳體驗。

元)

港幣6,400元

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美洲）

提升鄉郊識字率

孟加拉OM現於三個地區開辦15所成人識字班，其
中12班為婦女而設，其餘3班為男士識字班。2016年1月
再增開15班，對象是小學生；小學生識字班課程為期
三年，期望他們建立良好的基礎後，能正式入學接受
免費教育，享受應有的權利。當然，老師的訓練是相
當重要，孟加拉OM提供予教師們現代化課程內容，多
元化及互動的教學訓練，期盼他們能更有效地傳授知
識。另一方面，我們較着重婦女的訓練，是希望她們
在學習知識後，不但能增加自信心，回到家庭中，亦
能肩負教育孩子的責任，積極投入孩子的教育當中。

* 註：切勿一次過郵寄多個月份的支票。

Given Name 名

英文地址：

電話：

電郵：

所屬教會：
所有資料只供本會內部使用。
奉獻方法：
1. 支票

抬頭請寫「世界福音動員會有限公司」或 "Operation Mobilisation (HK) Ltd"

2. 現金

存入匯豐銀行帳戶號碼 082-5-026461

3. 繳費靈PPS

請致電18013登記及致電18033捐款，「世界福音動員會」商戶編號為「6272」，請以個人電話
號碼登記為帳單號碼，並填寫付款編號、金額及付款日期等資料寄回本會。

4. 網上奉獻

登入本會網站 (http://omhk.org/online_giving.php)，進行奉獻

5. 每月自動轉帳

填妥表格，向本會索取直接付款授權書，奉獻將定期轉帳

6. 便利店捐款

憑右方條碼到任何一間OK便利店/VanGO便利店/華潤萬家
超級市場作現金奉獻，並請將收條寄回本會。

999963100231261104

港幣$200元

請註明閣下姓名、地址、電話等聯絡資料，連同支票/銀行收據/自動轉帳表格寄回本會。

資助一次動員行動的交通經費

* 港幣100元或以上奉獻，可憑收據申請免稅。

港幣$4,000元
資助全年探訪教會的費用

電話 (852) 2312 6110

傳真 (852) 2366 2097

電郵 info.hk@om.org

網址 www.om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