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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為有福

惠澤萬民2016

保羅曾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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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分
享，歡迎您考慮以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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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金錢或禮物給

索取

前線差傳同工及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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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子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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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福音動員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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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便回郵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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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Box 88544,
Sham Shui Po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奉獻香港OM辦公室

數星期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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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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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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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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Hong Kong

惠澤萬民
波斯尼亞 BOSNIA（歐洲）
冬天柴火項目

惠澤萬民
人口：3,759,633
主要宗教：伊斯蘭教 (54.16%)

OM團隊相信上帝漸漸軟化人的心，透過柴火項目，使耶穌的希望和
愛，臨到他們的生活中。願主透過這個項目，祝福更多當地有需要的人，
讓主的愛臨到他們的生命。當這些穆斯林閱讀神的話語時，求主的靈親自
光照他們。

尼泊爾 NEPAL（亞洲）
心靈重塑計劃

人口：29,852,682
主要宗教：印度教 (75.01%)

除了定期入村逐戶探訪和舉辦婦女聚會外，更會
陪她們聊天，與她們祈禱，鼓勵她們組織祈禱會和敬
拜小組。婦女們因團隊長途跋涉來分享主愛而深受感
動，連在當地服侍的男牧師也不禁佩服團隊的勇氣和
熱誠。當中的一個印度教社區更因此增添了八位基督
徒！求主繼續使用女士團隊，去接觸及感動更多巴基
斯坦女性；並為村落裡的婦女祈禱，讓她們有智慧和
勇氣面對信仰上的阻撓。

南非 SOUTH AFRICA（非洲）

尼泊爾在地震中受重創，災後重建刻不容緩，然而縱然房屋、食物有了，生活如常了，失去摯親的疼
痛、經歷災難過後的惶恐，仍需要時間去減輕痛苦的烙印。
在尼泊爾一個受到地震嚴重破壞的地區，OM為
二百位學生舉行了一個兒童營會，為的是與他們建立
互信關係，從而處理他們在地震所經歷的創傷。
營會中，一名小男孩憶述地震發生時，他與哥哥
姊姊正看電視。「地震前，我一家七口的。」親眼看
着哥哥和姊姊被壓至身亡，為保性命他只好從窗口跳
出逃生。而爸爸亦因看見孩子因地震失去性命而心臟
病發身亡，現在一家人只剩下四口子。
離地震當天已一段日子，男孩的恐懼隨時間消
退，這次營會亦幫助他不少，他學到最深刻的是「應
當剛強壯膽」。

港幣1,040元
資助一位參加者一天的訓練課程

港幣$400元

港幣6,400元

資助一個家庭購買一個食物包

資助一位參加者參與整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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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非洲）
人口：20,146,442

自行下載表格，填妥後寄回本會。

馬達加斯加的小額貸款計劃(Namana)目的是協助當地
貧困的婦女，使她們能獨立地生活，並能提供家庭的基本
需要，為生活帶來希望。
諾奧瑪米一家不只受着愛兒罹癌離世、丈夫失業的雙
重打擊，生活更捉襟見肘。早前他們為兒子的醫藥費散盡
錢財，剛開設的家具生意也周轉不靈，導致三餐不繼，甚
至無法支付另外兩個兒子的學費。他們參加了馬達加斯加
OM的小額貸款計劃(Namana)後，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不但
能負擔學費，得三餐溫飽，家具生意也蒸蒸日上，不用顧客再預付木材費。他們一家四口經歷上
帝的供應後，對信仰更認真，會恆常參與當地教會的查經
小組，渴慕在主裏成長。
港幣$400元

港幣$640元
資助一名信徒參與差傳學校一年制
課程之一個月學費

求主大大使用OM的小額貸款計劃(Namana)幫助有需要
人士，讓他們生活得着改善。求主讓他們經歷上帝的供
應，渴慕在主裏成長。

非洲‧南非

○ 港幣400元：資助一個家庭的食物需要
○ 港幣2,400元：資助一個家庭約五米長的木材
及食物需要

○ 港幣1,040元：資助一位參加者一天的訓練課程
○ 港幣6,400元：資助一位參加者參與整個課程

亞洲‧尼泊爾

○ 港幣400元：資助一個家庭購買一個食物包

○ 港幣400元：資助一個家庭開展小額生意的一半貸款額
○ 港幣800元：資助一個家庭開展小額生意的全數貸款額

亞洲‧巴基斯坦

近東‧敘利亞

○ 港幣640元：資助一名信徒參與差傳學校一年制

○ 港幣500元：資助一個敘利亞/伊拉克家庭的一個月食

課程之一個月學費

非洲‧馬達加斯加

物需要

聖誕奉獻
○ 奉獻金錢或禮物給前線差傳同工及其子女
(港幣

元)

○ 奉獻香港OM辦公室同工的年終禮金
(港幣

港幣$800元
資助一個家庭開展小額生意的全數貸款額

姓名：（中）

牧師 / 傳道 / 先生 / 小姐 / 女士

（英）Rev / Pastor / Mr / Ms

主要宗教：伊斯蘭教 (90%)

食物援助計劃

HIV帶菌者在世界各地受盡歧視和制肘，輕則不得與他
人同飲一壺水，同坐一席，重則婚姻破裂，家園被毀。為
此，「愛支援」舉辦「希望之道」課程以裝備人才，破除大
眾對HIV傳染途徑的迷思，推廣正確的價值觀。課程內容包
括：認識HIV及AIDS、防止感染方法、HIV帶菌者的心理需
要、討論HIV病毒所引起的道理及社會議題等。該機構推
斷，於2014年已約有九萬人因這課程直接及間接受惠。受
訓學員將學到的知識帶回社會羣體，有教會因此摒除對帶菌
者的批判，態度變得更開放接納，為HIV帶菌者帶來真正的
自由和希望的曙光。

敘利亞四年前爆發內戰，成千上萬的敘利亞人，持續地
逃往鄰國。OM支援數以萬計的家庭，供應他們生活和精神
上的需要，提供實質的幫助如食物的補給。

*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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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拉克，其中一個敘利亞人逃往的國家，有許多基督
徒羣體因恐襲而離開，單單去年，Nabi*所牧養的教會中，就
有七成半信徒離開家園。
但其中一家教會的牧者Nabi卻選上一條不一樣的道路。
他選擇留守在伊拉克，向境內難民提供援助。在教會門外，
有一條長長的人龍排隊等待索取食物援助券。單一天，他們
就派發了一千張食物援助券。每個家庭可以收到約25美元的
食物，每周派出的有超過1萬美元的援助。現在有6400個家
庭已經登記，相信未來日子有更多人來。

元)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以下資料

Sumane 姓

人口：22,505,091

Aids Link 愛支援「希望之道」課程

求主使用「希望之道」課程裝備更多人才，讓更多人對
HIV病毒有正確的認識。求主憐憫遭歧視受欺壓的HIV帶菌
者，為他們施行公義。

歐洲‧波斯尼亞

資助一個家庭開展小額生意的一半貸款額

敘利亞 SYRIA（近東）

人口：50,492,408
主要宗教：基督宗教(75.24%)

* 註：切勿一次過郵寄多個月份的支票。

一次過奉獻

主要宗教：基督宗教 (53.53%)

小額貸款計劃(Namana)

巴基斯坦的女性被迫留在家中，彷彿與世隔絕。
家務纏身、丈夫反對及群眾壓力，往往成為她們信主
的阻撓，年輕一代的女生更飽受濫藥和失業問題煎
熬。為此，OM的女士團隊致力在農村裏向婦女廣傳福
音。

資助一個家庭的食物需要

木材及食物需要

人口：184,753,300
主要宗教：伊斯蘭教 (95.8%)

在巴基斯坦，伊斯蘭教影響巨大。因此，招攬、
訓練和裝備年青的基督教信徒，變得相當重要。

一個周末晚上，OM邀請了許多家庭參加特別聚會。他們享受
詩歌，咖啡和食物，也聽到穆斯林背景的法魯克分享信息。法魯
克熟悉《古蘭經》和《聖經》，眾
人驚訝地聽到《古蘭經》很多提及
耶穌的地方，他也鼓勵穆斯林閱讀
港幣$400元
《聖經》。

資助一個家庭約五米長的

巴基斯坦 PAKISTAN（亞洲）
裝備信徒行動

波斯尼亞Bihać大部分人口有穆斯林背景，城內也只有一間
教會。不斷惡化的經濟，令許多人覺得絕望和沮喪。OM「冬天柴
火項目」符合當地人的實際生活需要，透過家訪贈送食物包及木
材，與他們分享福音，為他們的需要祈禱，盡量提供協助。

港幣$2,400元

惠澤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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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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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500元
資助一個敘利亞/伊拉克家庭的
一個月食物需要

* 港幣100元或以上奉獻，可憑收據申請免稅。
電話 (852) 2312 6110

傳真 (852) 2366 2097

電郵 info.hk@om.org

網址 www.om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