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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平凡人—有掙扎、

會犯錯、又軟弱；然而，我越來越確信，

神會充滿及使用𣎴不同類型的人……」

韋華（國際OM創辦人）	

顧問 董事會成員國際 OM 使命
OM 在全球超過 110 個國

家裏工作，推動和裝備信徒，

讓他們與世人分享神的愛。OM

也協助建立和堅固教會，特別

是在較少聽聞基督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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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信念
認識及榮耀神

活出順服神話語的生命

作恩慈正直的人

捨己服侍	

愛人、重視人的價值

將福音傳給萬民

展現基督肢體的多元面向

普世性代禱

尊重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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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關韻韶	 楊其輝

紅加藍變紫。

凡是彼此之間無法替代的顏色都被稱為

「原色」，例如紅色和藍色。原色混合時，便

會拼湊出新顏色—不同的比例，就有不同的效

果。奇妙的是，新顏色誕生的同時，原色並不

會消失，它們的基因仍存留在新顏色之中。正

如紅色混合藍色時，它們不但不會消失，還交

織出另一種顏色—紫色。

這兩種顏色的融合就像國際 OM 與香港 OM

的連結一樣，國際 OM 與香港 OM 一直彼此同

導 言

行、相互激勵，交織出香港 OM 廿五年來的歷

史。廿五年來，國際OM與香港 OM一脈相承，

鼓勵創意思維和青年人參與差傳。懷着這樣的

差傳基因，香港 OM 在本土開展了一波又一波

的差傳事工，傳福音給遠處和近處的人。

同樣地，香港 OM 廿五周年特刊也承接了

這種顏色變化的概念，以紅色代表國際 OM，以

藍色代表香港 OM，以紫色代表香港 OM 廿五年

來的歷史，與一眾與香港 OM 同行多年的弟兄

姊妹分享主的恩典。

世界福音動員會始於一位美國女士的禱告。

1950 年，柯拉普夫人 (Mrs.	Dorothea	Clapp) 開始

為她任教的高中學生代禱，求神使用這些青年人

的生命去觸動世界；而神應允了她的禱告！

她送了一本《約翰福音》給學生韋華 (George	

Verwer)。韋華後來在葛培理佈道會上信主，往後

更成立了世界福音動員會 (Operation	Mobilisation)。

在學時期，韋華與兩位朋友定期一起禱告。

他們逐漸感覺到對墨西哥屬靈需要的負擔。1957

年，他們三人為籌募經費而賣掉部分個人財物，

利用暑假到墨西哥派發福音單行本和基督教刊

物，反應極佳。其後兩年暑假，他們繼續返回墨

西哥佈道，基督教書室和廣播電台因此成立！	

他們在 1960 年畢業，就越洋到歐洲的西班

牙分享福音，派發基督教刊物，又渴望將福音

傳遍歐洲。

韋華和其友伴理解到，神的計劃就是要動

員教會去接觸萬國萬民。於是，他們開始分享

異象，數以百計基督徒回應呼召，世界福音動

員會就此成立。

1963 年，2,000 位基督徒參與歐洲的暑期差

傳佈道。與此同時，開始有基督徒前往印度和穆

斯林地區作一年以上的差傳服侍，為要接觸從未

曾聽聞福音的羣體。

OM 就是這樣開始五十多年的服侍。時至今

日，OM 有 3,100 多位同工，來自超過來自 100

多個國家，分佈全球 110 多個工場，每年與過百

萬人分享神的不變真理。

OM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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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沒有接受完整的神學訓練，也可以藉着

在職培訓	(on	the	 job	 training) 學習差傳—以

短期性的參與，建立長期委身的人生。就是

這樣，OM 在香港走過一條不太傳統、有別

一般的差傳路。一些信徒因未能適應國際團

隊的張力、文化衝擊、差傳生涯的孤單感和

重歸的適應等，以致未能在差傳路上繼續持

守使命。只有一些能抵禦這「壓力鍋」的	

信徒，才能迎難而上，繼續走那窄路。

這段日子，香港 OM 更經常被人家質疑，

一班入世未深、缺乏經驗的小伙子竟然「大攪

差傳」，將一些所謂「短宣」包裝成為孕育宣

教士的搖籃，「玩泥沙」的差傳怎能登大雅之

堂呢？

新一代的約書亞 蚱蜢畏巨人，懼高牆

教會對差傳的嚴謹和認真，反倒成為高得

頂天的牆，叫青年人望而生畏。面對一眾偉大

的宣教先賢，一班土生土長的差傳新丁就如蚱

蜢看巨人一樣，自覺渺小。

筆者就在這段日子，在同事的介紹下認識

香港 OM，並且以年假參與「主愛台灣」的短

宣。這次經歷不但叫我獲益良多，並體會多國

民族同心敬拜的震撼和佈道的喜樂。短宣過

後，神叫我認真地思考，應否全時間投身差

傳服侍。然而自覺平庸，信仰生命仍然幼嫩，

更沒有驚天地的呼召，試問又怎能成為宣教

士？	最終，筆者就如一眾同路人般，只敢離

遠觀望這高得頂天的城牆，卻繼續在這路上

徘徊，直至遇上了生命中第一位約書亞。

約書亞領我進應許之地

前任總幹事對神的信心與堅持、樂天的性

情和對青年人的信任，叫一眾小子不再灰心，

相信凡事都能的神必能引導他們跨越城牆，踏

上神所命定的事奉路。與此同時，差會也汲取

經驗，調整跟進和職前訓練的方式，叫差傳新

丁能更有效地在跨文化中事奉神。

就是這份信任和支持，叫筆者能以信心來

回應神，走過這十八年的差傳路。由單身到已

婚，再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差傳已成為我家

的一切。昔日的總幹事已從戰𣎴場上退下來，繼

續以禱告和關懷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不知不覺

間，筆者就成為新一代的約書亞，繼續帶領眾

同工奔這差傳路，並以「過來人」的經歷去勉

勵青年人跨越城牆，在跨文化差傳中繼續為主

發光，成就祂在萬民中的美意。

誰是下位「約書亞」？

接過棒，跑過一段路後，筆者也思考應怎

樣交棒，讓新一代的約書亞繼續推動差傳，完

成神賜予華人教會的託付。這就是香港 OM 的

使命，也是對華人教會的承擔。

「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應許

摩西的話賜給你們了。」( 書一 3)

耶和華神呼召約書亞，要他接續摩西作以色

列人的領袖，領他們過約但河進迦南地，並按

照神的應許得流奶與蜜之地。面對高得頂天的

城牆和如巨人般的迦南人，約書亞並沒有懼怕。

他依靠的並不是甚麼武器和策略，只是單單信

靠萬軍的耶和華，完成祂所吩咐的，最終帶領

神的百姓承受這應許給亞伯拉罕子孫的土地。

豈能登大雅之堂？

廿五年前，OM帶着普世差傳的使命，進	

到華人聚居的香港，推動教會踏進廣大禾場，與	

普世教會齊收主的莊稼。早年真道號 (MV	Logos)

和忠僕號 (MV	Doulos) 到訪，讓信徒有機會

認識福音船和其獨有培育工人的方法，信徒

忠僕號 (MV	Doulos)	到訪香港。 劉卓聰傳道與家人 劉卓聰傳道於 2007 年獲任命為香港 OM 第二任總幹事。

4 5

引 言
劉卓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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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詩人約翰．多恩有句名句：「沒有人

是孤島，沒有人能自全；每人都是大陸的一片，

要為本土應卯。」沒有任何人的人生可以完全

自主。人生活在社會之中，唯有彼此合作才能

同舟共濟，互惠共存。這描述充分體現於差傳

世界中，因為神的心意是叫一個互愛互助的羣

體向世界見證祂的兒子 1。

可惜，個人主義在各地興起，神的呼召也

隨之個人化，宣揚的是個人的見解、理論和神

學。這甚至成為個人向自己教會和支持者籌措

支持的基礎。然而，對差傳或教會來說，這種

個人主義和自我中心的方式都是彌天大錯。神

揀選教會來彰顯祂的百般智慧 2，而個人是教會

的一部分，但如今個人的呼召與教會的呼召卻

無法連合起來。

神固然是向個人發出呼召，但在裝備、差

遣與支援上就不只是個人的事情。差傳的成果

或挫折亦非宣教士個人的事情。要向神順服、

向世界作主見證，差傳只能夠是「我們」(we)

的事情，斷非自己的事 (me)。成功的差傳從每

一種主動建立的關係中得到支持。教會和差會

全面支援宣教士時，有着獨特且互補的角色。

聰慧的宣教士在工場作客之時，不會忽視他們

身處的社羣—一班很可能與他們建立「施」與

「受」關係的伙伴。

所有基督的工人都需要別人協助以完成個

人召命。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類自然孤掌難鳴。	

宣教士不是獨行俠，個人呼召關乎個人與神的

有你有我的差傳

董任明先生與太太合照。
2013 年 3 月 7 日，董任明先生獲任命為新一任國際 OM	
總幹事，帶領 OM 全球的差傳事工。

關係。人受聖靈感動，蒙召參與差傳，他們便

展開一段畢生與主同行、團契、交托和信靠的

旅程。

在體制方面，教會差遣工人，差會接納工

人，雙方各展所長，通力合作。教會藉禱告、

奉獻並探訪，守望工人的靈性；差會則提供適

當的培訓，如語言學習和事工知識，幫助工人

有效地投入工場運作。差會另提供靈性操練、

文化體驗、工作支援、持續的聖經教導及門徒

訓練。教會與差會建立伙伴關係，確保差傳工

人得到完備支援，愈趨成功。

約翰 ‧ 多恩的觀察揭示出我們的社會需要

大陸的每一片土地。你或許正隻身在宣教工場

勞勞碌碌，不過請謹記：你不曾孤身一人—你

是我們的一份子，而我們也是你的一份子。在

你背後，一羣人正支持你、為你打氣、給予你

肯定、期待你成功。最重要的是，我們所事奉

的住在我們裏面，我們也住在祂裏面 3。孤島？

無跡可尋。

1. 約十七 21-23	 2.	弗三 10	 3.	約十五4-5

John Donne’s quote—“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is well-known in English 
literature. No one is truly autonomous in life. As a 
social being, man can only survive the challenges of 
life and profit from them when working together in 
society.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mission world, 
where a loving and supportive community is God’s 
strategy for testifying to the world about His Son.1

Yet in many places, a growing individualism 
understands God’s calling as personal, informing 
my perspective, my reasoning and my theology. On 
this basis, I raise my support and I relate to my home 
church and supporters. But this individualistic and 
ultimately self-centred approach to both mission 
and church is seriously flawed, because it fails to 
integrate personal call into that of the larger church 
body which is God’s chosen means for displaying 
His wisdom.2

A call  f rom God to ser ve Him is indeed 
personal, but from that point onward, the process 
of equipping, sending and supporting workers is 
not. Nor are the victories and setbacks inevitable 
in mission a purely personal matter for a worker. In 
obedience to God and as a testimony to the world, 
mission can only be ‘we’, never ‘me’. Successful 

Mission can only be “we”, never “me”

mission tenure capitalizes on every form of available 
suppor t in non-passive relationships .  Home 
churches and mission agencies have unique yet 
complementary roles in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their people. Wise workers also realize 
that their surrounding community in the field is also 
a crucial arena to give and receive support in as they 
share in the life of the host society.

Any Christian worker needs others to help him 
succeed in his calling. Made in God’s image, humans 
do not thrive when isolated. There is no place for 
a ‘Rambo missionary’. The personal call to mission 
concentrates on a person’s relationship with God. 
Having sensed the Holy Spirit’s prompting to serve 
in mission, the person begins a lifelong journey 
of walking, trusting, fellowship, dependency and 
journeying with God. 

On the organisation level, the church as the 
sending agency and the mission organisation as the 
receiving agency join their strengths. The church 
provides spiritual support through prayer, home 
care and finances; the receiving agency provides 
necessary training such as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ministry skills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on the field. The 
mission agency also provides spiritual accountability, 
work structures, cultural training and ongoing 
Bible and discipleship mentoring.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home church and the mission field 
ensures that the missionary is well-supported and 
far more likely to succeed. 

Donne’s observation reveals how our society 
requires each ‘piece of the continent’. You may be in 
a strange land, toiling alone in the mission field. But 
remember: you are never alone–you are a part of 
us and we are a part of you. Behind you is a host of 
people supporting you, cheering you on, affirming 
you and wanting you to succeed. Above all else, the 
One we serve is a part of us and we are a part of 
Him3—islands no more.

1. John 17:21–23                 2. Ephesians 3:10                 3. John 15: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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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們平安」。耶穌已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聖

工，如今我們可以奉耶穌的名，向面對窘迫和

痛苦的人宣告同樣的美妙信息，就是耶穌帶給

門徒的「平安」！正如天父差遣主耶穌，主耶

穌也差遣我們。我時常思考天父怎樣差遣主耶

穌—祂差遣祂的兒子為這個破碎失喪的世界傾

倒生命。如今主耶穌同樣說「我差遣你們」，

那就是我們的呼召—為破碎失喪的世界傾倒生

命。感謝主，我們並不是憑自己的力量去行，	

22 節提到，主賜下聖靈給我們，成為我們的力

量，引導我們，又賜給我們權柄。這信息何等

美妙！這信息就是平安。正如 23 節所說，我們

的罪得赦了。若我們誤解了這一節經文，我們

或會以為人有權柄赦免或拒絕赦免另一個人的

罪，但我相信這是給整個教會的應許，當我們

領受聖靈的權柄、主耶穌的差遣去到不同國家，

傳講基督已成就救贖工作的福音時，必然會有

人作出回應。對那些回應的人

來說，我們可以奉主耶穌的

名，肯定他們的罪已得赦免；

而有些人卻會拒絕回應，他們

將面臨嚴重的後果，因為耶穌

說他們的罪不會得赦免。

在此祝願世界各地的 OM

和香港 OM 繼續回應這幾節經

文中主耶穌的偉大呼召。願主

祝福你們的下一個廿五年。

Presence of Jesus brings Real Change

恭喜香港 OM	廿五周年快樂！感謝你們一

直忠誠地向香港各教會宣揚差傳的大使命，又

將基督的愛帶給身處香港和來自中國大陸的人

們。

當我回想自己的呼召，腦海裏浮現約翰福

音廿章 19-23 節。這幾節經文讓我們看見耶穌

的同在所帶來的改變。門徒本來因為恐懼而躲

起來，但耶穌的同在卻改變了一切：愁苦變為

喜樂，恐懼變為剛強，門徒即使面對逼害也坦

然無懼。這正是我們—作為基督的手和腳—務

要向世上每個國家的人、每個身陷破碎處境的

人，分享耶穌同在的原因。

我們走出去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宣告耶穌

的同在。正如耶穌向手足無措的門徒說「願你

們平安」，我們也向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宣告

耶穌的同在改變一切

第一任與第二任國際 OM 總幹事合照，左為韋華先生，
右為麥比德先生。 麥比德先生與太太於 2004 年 11 月留影。

I want to congratulate OM Hong Kong on 
its 25th Anniversary.  Thank you for faithfully 
proclaiming the message of missions to the 
churches of Hong Kong and for reaching out with 
the love of Christ to those in Hong Kong and those 
who have come from mainland China.   

When I reflect on our calling, my mind goes 
to John 20:19-23.  Here we see the difference the 
presence of Jesus makes.  The disciples are locked 
away in fear, but the presence of Jesus changes 
everything.  Their sadness is turned to joy.  Their 
fear is turned to a boldness that no persecution can 
destroy.  This is why we must take the presence of 
Jesus (and we are His hands and feet) into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and into the broken situations 
and lives in those nations.   

As we go, we can proclaim His peace.  Just 
as Jesus said, “Peace”, to these troubled disciples, 
we can proclaim, “Peace”, to a troubled world.  
He finished the work on the cross and now that 
wonderful, “Shalom”, which Jesus issued to those 
disciples, we can proclaim in His 
name to those who are troubled 
and distressed.  Just as the Father 
sent the Lord Jesus, so He now 
sends us.  I often think of how the 
Father sent the Lord Jesus.  He sent 
His Son to pour out his life for a 
broken, lost world.  Now the Lord 
Jesus says, in that same way, “I am 
sending you”.  That is our calling:  
to pour out our lives for a lost and 
broken world.  Thank God we are 
not to do that in our own strength, 
but we are given, as we see, in verse 

22, the Holy Spirit to energise us and to lead us and 
empower us in this task.  What a message we have.  
That message is peace, because sins can be forgiven 
as we see in verse 23.  This verse should not be 
misunderstood so that we conclude that one person 
has the authority to forgive or to refuse to forgive 
the sins of another person.  I believe this is a promise 
to the whole church, as we go into all nations, 
empowered by the Spirit, sent by the Lord Jesus, 
preaching the Good News of the finished work of 
Christ, some will respond.  To those, in Jesus Name, 
we can assure them that sins are forgiven.  Some, 
tragically, will refuse to respond an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alling is seen in the fact that Jesus says their 
sins will not be forgiven.

May OM,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may OM 
Hong Kong, continue to respond to this great call 
of the Lord Jesus that we see in these verses.  God 
bless you for the next 2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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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袖 訓 勉
麥比德（Peter	Maiden）

	 前任國際OM總幹事	



夏邁克與太太合照

幫助教會裝備信徒承擔本地及普世差傳使命。

在慶祝過去廿五年來神何等信實的同時，我們

預計有一批新人會蒙召作神的門徒，並在香港

以及鄰近國家推動差傳工作。我甚願看見來自

香港的信徒前往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羣體，與他

們同住，以愛服侍他們。	

在東亞太區 OM，我們非常強調以基督和祂

的使命為中心。我們看到有需要預備應變能力

強的信徒，迎接普世差傳使命。從那些加入了

我們的香港人身上，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應變

能力。我們也看到有需要超越傳統的框架，用

創新的辦法傳福音，用各樣的方法轉化生命和

社區，福音船就是創新差傳方式的典範。跟隨

耶穌的門徒，結果成為人們的領袖。要得人如

得魚，就要影響眾人；要影響眾人，就要帶領

他們。耶穌裝備門徒成為領袖，為要完成普世

差傳使命。我覺得，在不久的將來耶穌將會呼

召香港人跟隨祂，成為差傳領袖，為主影響世

界。我的祈禱和心願，是希望亞洲教會可以培

養出新一代有創意的門徒，在普世差傳事工上

佔領導地位。

An Innovative Fisher of Men

我很感恩，因為香港眾教會對普世差傳的

貢獻越來越大。正當我們慶祝香港 OM 廿五年

來碩果纍纍的事工，我想起耶穌在馬可福音一

章 17 節所說的話。祂邀請安得烈和西門加入傳

道事工，說 :「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

魚一樣。」陳平明姑娘（編註：香港 OM 第一

任總幹事）專注差派香港信徒前往外國參與差

傳工作，作得人的漁夫。劉卓聰弟兄（編註：

香港 OM 現任總幹事）蒙召接續這項任務，協

助差派基督的門徒往世界各國。在過去幾年裏，

他與他的團隊亦開展了門徒訓練事工，培訓身

處香港的海外同工。

我在 1993 年和 1998 年間擔任忠僕號的總

幹事，後來在 2004 年至 2009 年再次擔任忠僕

號和望道號的總幹事。看到來自香港的朋友在

船上服侍的質素，實在是一件樂事。他們加入

我們團隊一段時間，作耶穌的門徒，又往世界

各國使更多人作門徒。每年有大約一百萬人次

登上 OM 的福音船，顯而易見，OM 船隻已經

在世界各地的港口成為福音和差傳事工的催化

劑，其中也包括香港。我相信，香港眾教會有

莫大的能力差遣人成為「得人的漁夫」，向未

得之民傳揚基督的福音。卓聰和他的團隊活出

神的呼召，他們跟隨耶穌，使香港人作耶穌的

門徒。他們與耶穌同行，在香港、中國及世界

各國尋找迷失的人。

當我回顧耶穌對安得烈和西門這個簡單的

邀請，我看到兩件重要的事：要在香港呼召人

跟隨耶穌作門徒，並叫他們前往世界各地使更

多人跟隨耶穌作門徒。香港 OM 處於有利位置，

有創意的「得人的漁夫」

I am thankful for the growing contribution 
of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to world mission. As 
we celebrate these 25 years of fruitful ministry for 
OM in Hong Kong I am reminded of Jesus’ words 
in Mark 1:17when he invited Andrew and Simon to 
join him in his mission, “Follow me, and I will make 
you become fishers of men.” Stella Chan  focused 
on sending disciples from Hong Kong into overseas 
mission to be fishers of men. Cheuk-chung  has 
been called to continue this mandate to help send 
disciples of Christ to the nations and in these last 
few years with his team, he has also developed a 
discipleship ministry among the overseas workers in 
Hong Kong.

When I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Doulos 
between 1993 and 1998, and later as director on 
Doulos again and then Logos from 2004 to 2009, it 
was a joy to see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 serving on 
board from Hong Kong. They joined us for a season 
as disciples of Jesus, fishing for more disciples in the 
nations. With around one million visitors each year 
the OM ships have been a significant catalyst for 
the gospel and mission in port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Hong Kong. I believe that the churches of 
Hong Kong have a great capacity to send people as 
“fishers of men” among those least touched by the 
good news of Christ. Cheuk-chung and his team live 

out a calling from God to follow Jesus and fish for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will grow as disciples of 
Jesus and go with Jesus on His mission among the 
lost in Hong Kong, China and to the nations.

As I reflect on this simple invitation of Jesus 
to Andrew and Simon, I see the priority of calling 
people to follow Jesus as his disciples in the market 
places of Hong Kong and to following him as his 
disciple makers to the global market places. OM 
Hong Kong is strategically placed to help the church 
equip people for local and global mission. As we 
celebrate these last 25 years of God’s faithfulness 
we anticipate a fresh wave of people called of 
God in discipleship and mission in Hong Kong, to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nd my passion is to see 
disciples of Christ from Hong Kong living among, 
loving and serving  muslim peoples of the world.

In OM in East Asia Pacific we have a strong 
emphasis on being centred in Christ and His mission. 
We see the need to prepare resilient people for 
global mission. We have seen the resilience of those 
who have joined us from Hong Kong. We also see 
the need for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mission that 
take us beyond traditional frameworks to embrace 
multifaceted approaches to help transform lives and 
communities with good news. The ship ministry is a 
prime example of innovative mission. The disciples 
who followed Jesus became leaders of people. To 
fish for people is to influence people. To influence 
people is to lead them. Jesus prepared leaders for 
world mission. I sense in this next season Jesus is 
calling people from Hong Kong to follow him and 
become leaders on mission with a global influence 
for him.

My prayer and passion is for the church in Asia 
to release a new generation of innovative disciples 
who will be on the cutting edge of leadership in 
global mission.

在新加坡，夏邁克為 OM 的一個新辦事處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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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袖 訓 勉
夏邁克（Mike	Hey）

	 東亞太區OM總幹事



賓 OM 進行註冊，這距離香港 OM 的註冊只是

一星期之隔。

自此以後，我們看見香港 OM 與國際 OM

緊密合作，積極參與普世差傳，數以百計的香

港弟兄姊妹成為我們的一份子，在短期體驗及

長期服侍團隊中服侍，足跡遍佈全世界。今天，

香港弟兄姊妹在世界不同角落，委身地參與事

奉，事工既出色又滿有果效。他們也有些在教

會及機構服侍，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這不過是舉手之勞，但還真不錯呢！	

我們知道神滿有慈愛和配得稱頌，將榮耀

頌讚歸給祂！

The Registration of OM Hong Kong

這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卻滿有永恆的意義。

林崇綏姊妹—首批成為 OM 成員的香港人

之一，於	1970 年以護士身份在真道號的處女

航行上服侍	( 編註：林姊妹已任香港 OM 董事

25 年之久）。在 70 年代中期，Steven	Wong 和

Caleb	Hsu 仿傚她加入服侍的行列。接着在 70

年代末，陳平明姑娘（編註：香港 OM 第一任

總幹事）和 Janson	Chan 參與真道號和忠僕號的

服侍。在那個年代，他們是少數在船服侍的香

港人。

陳平明姑娘完成船上的任期後回港，在她

的母會服侍。平明姑娘同時在她的空餘時間，

與幾位弟兄姊妹一同成為 OM 香港區的代表。

而這名義上的「OM 香港分會」竟然是義工們利

用他們的工餘時間來協助運作。由此，更多人

加入 OM。

1988 年，平明姑娘和我分享，當時已經時

機成熟，可以為 OM 香港分會辦理註冊手續。

當時我是東亞太區總幹事，辦事處在新加坡。

於是我在七、八月來港與平明姑娘見面。同一

時間，忠僕號從台灣來港的途中遇上大颱風，

但平安抵港，停泊在九龍。

我和平明姑娘一同前往尖沙咀的律師行簽

署註冊文件。平明姑娘已經和律師預備了一切

所需文件，只待正式的簽署手續。過了沒多久，

香港 OM 完成註冊，整裝待發「開張」了。香

港的法律、條例都對 OM 這類機構有利。註冊

完成後，我們迅速獲得「慈善機構」的資格。

這資格代表奉獻者和支持者可以捐款給 OM，並

享有稅務豁免優惠。這無疑是對支持者一種實

質的獎勵，我們相信這正是神的供應。

之後我就隨忠僕號前往馬尼拉。當時船又

遇上另一個颱風，不過我平安到達，並為菲律

香港OM的註冊過程

It was really a simple act, but one filled with 

eternal significance.

One of our first Hong Kong OMer, Susie Lum 

had served on the maiden voyage of the MV Logos 

as a nurse in 1970.  She was followed by Steven 

Wong and Caleb Hsu in the mid-70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70s, Stella Chan and Janson Chan, 

amongst a handful of Hong Kongers in that era, 

joined the MV Logos and MV Doulos.

Stella Chan returned to Hong Kong af ter 

her stint on board to work with her homechurch.  

Together with a small group of individuals, she 

began representing OM during her spare time.  The 

so called “office” was run by volunteers, also in their 

spare time!  As a result, several more joined.

In 1988, Stella shared with me that it was now 

the right time to register OM Hong Kong.  I was 

then the Regional Director of OM in South East Asia 

based in Singapore.  I flew to Hong Kong in July/

August to meet Stella. At the same time the MV 

Doulos was in Kowloon.  The ship had just ridden on 

a huge typhoon coming from Taiwan.  

Together, Stella and I went to the Lawyer’s 

office in Tsim Sha Tsui to sign the registration papers.  

Stella had already prepared the papers with the 

lawyer and it was a matter of formality to sign it.  

Shor t ly,  af ter  that ,  OM Hong Kong was 

properly registered and ready for “business”.  Hong 

Kong had such favour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organisations like OM.  We received “charitable 

status” as promptly as the registration was approved.  

This status meant donors and supporters were able 

to give to OM and still enjoy tax deductibility. This 

proved to be a real incentive for supporters, and we 

know it was a provision of the Lord.

I left on the MV Doulos to sail Manila amidst 

another typhoon.  I was in Manila to register OM 

Philippines, one week after registering OM Hong 

Kong!

Since then, we have seen OM Hong Kong fully 

participating in world mission with OM International.  

Hundreds have joined us to serve in both short and 

long term work, all over the world.  Today, we have 

Hong Kongers in outstanding, long-term and fruitful 

ministry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hile others 

have moved on to serve in other organisations and 

churches.

Not bad for a simple act of registration!

But we know that God has been gracious and 

favourable and to Him we give the praise and the 

glory.

許弟兄與太太王福音姊妹	(Irene	Hui)。

全家幅，左至右：兒子	Justin、女兒	Marianne、太太及許
弟兄。

許弟兄在 1988 至 1994 年為 OM 東亞太區總幹事，在
1990-1994 年搬至香港協助香港 OM 的開荒工作和負責
辦事處的大小事務。現為望道號領袖團隊之一，並是其
伙伴事工的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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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袖 訓 勉
許南忠（Rodney	Hui）

	 望道號伙伴事工總監



蒙主眷佑，我擔任OMHK董事已超過十年，

主要是參與培育和關顧差傳同工、團隊工場互

動等方面。

記得早期我們夫婦邀約學生和同路人行

山，在中環集合，結果只來了一人，就是陳平

明姑娘 (Stella)，我們改為去飲早茶，因此更加

認識 Stella，欣賞她的生命和事奉。

有一次聽講一位 OM 同工在船上待不下去，

想提早回港，我便隨手拿起餐紙巾寫了幾行勉

勵的話，託人轉交給他，沒想到他大受激勵，

決定做滿一期。

又有一次我勸一位 OM 人要和他父親和好，

他真的鼓起勇氣去做，結果他父親原諒他並且

信了主。

十年點滴
	龍維耐

很欣賞 OM 著重培育青年人成為「小領

袖」。我曾與 OM 大大小小領袖個別談話，我

樂意聆聽他們的意見、心聲、願望、樂意助他

們成功，或重新站起來，在團隊中發揮功能，

互相建立。

每次都有不同的難題與挑戰，但每次都看

到天父做新事，做奇妙的事！

龍維耐醫生與太太合照。

龍維耐醫生伉儷 ( 右一、右二 ) 與蒙召團契合照。

從虛空說起⋯⋯
	廖金雲

董事會主席

1986 年相對 2014 年—世界福音動員會香

港分會（以下簡稱香港 OM）廿五周年，應該算

是虛空的年代，因為香港 OM 還沒有正式成立。

在香港 OM 醞釀成立之前，已經有一羣不記名

的英雄悉力以赴，向港人推介她的事工。取得

OM 的相關資料後，為了多認識她及其中的服

侍，我就投身每月的禱告行動。直至她註冊後

兩年，我通過重重關卡，登上夢寐以求的忠僕

號，展開兩年的宣教旅程。

回港後，承蒙第一任總幹事陳平明姑娘不

棄，經常向我招手，力邀我加入董事會。1998

底，終於不敵她的誠意，進入董事會學習事奉。

2004 年底，陳姑娘生病，2005 年，曾一

度病入膏肓，為了香港 OM 的前途，她催促我

們早點找接班人，並屬意當時還在英國進修，

快將畢業的劉卓聰弟兄接任。她嚴嚴地囑咐我，

切勿失人。經過多番接觸，一方面去信邀請，

另一方面委託當時的東亞太平洋區的主任許南

忠弟兄，趁着到英國開會，與卓聰當面洽談，

力陳世界 OM 的需要，請他務必回港，與我們

同工。

2006 年中，卓聰弟兄在眾人的見證及祝福

聲中，順利接任，成為香港 OM 的第二任總幹

事，負責一切行政上的事務，而陳平明姑娘則

成為資深顧問，協助關顧宣教同工及支援總幹

事，雙劍合璧，相得益彰！

2012 年 5 月，陳姑娘因着香港的退休法

例，完全從戰線退下，卓聰緊靠神的恩典，一

力承擔總幹事之職，成績斐然，董事會成員為

此感恩！											

廖金雲牧師於望道號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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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篇
「大水缸」是 OM 財務部籌募同工經費的制度，不論是海外宣

教士或是本地同工，他們所籌到的事工經費均會存入同一個戶口，

由工場各人共同分享。這個攤分資金的制度是非常好的，但也可

以引起一連串的討論。

外籍宣教士說：「怎麼財務部說不夠錢，就不發錢給我們買

紙尿片？我們是有足夠經濟支持的，我們定意要在非洲生第一個

孩子！」

掌管財務的宣教士	( 財政部長 ) 說：「我們一定要把『本地同

工基金』從水缸中分出來，因為本地同工⋯⋯	唉！感謝神⋯⋯	愈

生愈多了！」

有四個子女的本地同工隊長則說：「這分明是偏見，我不同

意！」

財政部長回答：「如不分成兩個基金，恐怕再沒有宣教士來

這工場了！」

團隊篇

OM 的領袖來探訪時，總是沒有架子的。

宣教士和本地同工的關係更可以說是

「同撈同煲」，大家無分彼此。

差會特色篇
‧ 女宣教士 A 對女宣教士 B 說：「聽

說 D	( 宣教士 )	喜歡 R 啊！」

	 B答：「不是吧！R可是OM人呀！

他們用空罐頭喝茶的！」

‧ 某男宣教士同工說：「哈哈！我們

的『地位』升級了。這是頭一次有

其他差會的宣教士想租住我們的男

宿舍房呢！」

文化篇

有同工問：「我們給

你們買一隻羊，好叫你們

天天有羊奶給孩子們喝。

現在羊在哪裏呢？」

對方回答說：「啊！

我們很久都沒吃過羊肉，

所以把牠屠宰了！」

和許多信徒一樣，我對香港 OM 的認識始

於福音船，直至有機會閱讀她的刊物，才知道

她的事工不只在船上，還在許多福音未達的羣

體中服侍。

我在 2002 年的一次內地教會探訪團中，

神的靈再感動我回應大使命的呼召。那時候開

始，我關注福音未達之民的需要。香港 OM	的

名字很快被我認識，開始時只有金錢奉獻上的

支持。

後來，神讓我認識剛上任不久的總幹事劉

卓聰先生，雖然卓聰年紀比我輕，但已經有領

導的才能，以及對香港 OM 的事工瞭如指掌。

2009 年，因香港 OM 有一個「營商宣教」的項

目，需要組織一個智囊團來幫助在前線的宣教

一步一步地認識OM
	楊其輝

同工，故此，他找到我並邀請我協助，我隨即

答應。

在服侍當中，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香港 OM。

在一次的工場探訪中，卓聰邀請我擔任董事會

成員，我因工作忙碌和已經擔任幾個福音機構

董事而推卻他的邀請，他隨後在幾次機會中再

邀請，我禱告後，最後答應他的邀請，我的任

命經董事會批准，便在 2010	年 12 月上任，在

大概三年的董事服侍，

感謝神，我更深地了解

香港 OM 的工作，亦可

以藉我的網絡幫助前線

的宣教同工，透過出差

的機會或其他探訪工作

去關心他們的需要。

感動篇
‧	每年都有很多年輕小伙子

報名參加外展，但只有少

數能通過教會的嚴謹篩選。

通過篩選後，他們就結隊連

羣高高興興的出去，不怕

警察或坐牢，總要傳福音。

‧	有本地姊妹說：「只要看見

外展隊，就算切洋蔥皮也

好，我已很高興。因為你

們從老遠來此地傳福音。」

男女關係篇

有次，有人批評 OM 的男女社交政策	(Social	

Policy，簡稱 SP) 落伍，不容人有自由戀愛的機

會。一位卅多歲男宣教士回應說：「SP 是好的，

起碼很多人為你禱告，減少錯的機會！」

香港 OM 退休宣教士張旋穗回顧自己廿六年

來的事奉生涯，和我們分享一些在工場的點滴。

楊其輝弟兄及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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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心 聲 香港OM董事 前 輩 感 言
張旋穗

香港OM退休宣教士



平明姑娘、香港 OM 董事及辦事處的奉獻者合照。

現今世代，一個人如果「有車有樓」，他

都可算是小富翁	。一間差會如果有樓又有船，

還要是郵輪，您又怎麼看呢？香港 OM 就有了。

我們不是炫富，但這實在是從神而來恩典的印

記。為甚麼會有郵輪呢？因為 OM 有異象藉福

音船到世界各地傳福音；為甚麼有樓呢？因為

我們就可以有落腳點服務社區。在香港而言，

差會擁有自己物業的不多，而香港 OM 就是其

中一間。

首個100萬從天而降

1994年，香港OM擁有第一間辦事處單位，

全是恩典。香港 OM 第一任總幹事 (1983-2007)

陳平明姑娘回想過去多年在香港 OM 事奉，憶

起一段深刻的經歷：當她在思想香港 OM 的發

神叫到  無SAY NO

展，就萌起置業的念頭，但錢從何來呢？祈禱

過後，錢彷彿從天而降，香港 OM 竟然收到一張

港幣 150 萬的支票予購置辦事處用，扣除什一

奉獻 15 萬元後，但兩年來一直未找到合適地方

就存放在銀行。然而該名捐獻者知道我們一直

未有置業就開始擔憂該筆款項會越來越貶值，

而平明姑娘也驀然發現自己沒有善用這筆奉獻，

並非好管家。當她不知所措，就跪下來禱告向

神呼求。聖靈微小的聲音對她說：「找地產經

紀。」這原本是她最不想的方法，因為不想經紀

扣佣，但她也順着聖靈的帶領去找經紀了。

講心不講金 

經紀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單位，業主也是基

督徒，出價 210 萬港幣。平明姑娘和業主商討

時，她沒有「講價」，不過就和他「講心事」，

「這兒真的非常適合我們，但我們只有 150

萬。」平明姑娘請業主開一個最低的價錢。業

主也坦誠說他要換樓自住，惟有找到合適的單

位才有辦法調低價錢。最後，業主真的找到了

便宜的自住單位，願意以 160 萬賣給我們。我

們除了那筆奉獻，再補一些錢和肢體的奉獻，

就有第一間物業了。

恩典滾滾來

「看見神的恩典真的很興奮。收樓後，我

們一班曾在月禱會祈禱香港 OM 有自己辦事處

的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單位裏獻上感恩！」

平明姑娘興奮地表示，她每每遇到困難就跪下

來求問神，祈禱後很開心興奮能見證一次又一

神聽禱告，一直的與神同行，「一件事情過去，

又有另一件；恩典經歷了一次，又再經歷。我

們真的不斷經歷恩典夠用。」

150 萬支票「從天而降」，有人說平明姑

娘很懂得籌錢，她卻說「我從來都不懂得籌錢，

一切都是恩典。」平明姑娘在香港 OM 未註冊

成立以前已任 OM 香港區代表，堪稱是香港 OM

的「開國功臣」，她在退休前廿四年來為 OM

勞心勞力，但她卻憶述上任時，有一位重要人

物說她不適合做，當董事再度問她的意向，她

就說「我做！神叫我做，不會不做！」多堅定

的心志，然而她之前卻一次又一次推卻全職擔

任香港 OM 總幹事的意向，到底為甚麼當中會

有這麼大的轉變呢？

平明姑娘未正式成為總幹事前，全職在母

會牧會，七年來兼任香港 OM 義務總幹事。兩

個崗位的工作量毫不輕鬆，她一直忠心事奉，

但到了「壓力爆煲」時，驚覺需要放棄其中一

邊來讓另一邊發展更好。當時她選擇了放棄

OM，她不介意教會事務繁多，但香港 OM 要自

籌薪金，更要籌其他人的，這實在是很實際的

考慮。尋覓合適人選兩年多也不果後，她有一

天再次跪下祈禱了。

「神問我『為甚麼不是你？』可能我會怕

全職要肩起的責任更多，這和義務不同，義務

的時候盡我所能，做錯事別人都會多些體諒。

神繼續和我說不同的原因，我曾經去過宣教，

在船上四年多，又試過一個人、一班人的生活，

有牧會經驗，又學過宣教學，得了道學碩士學

位。當神開聲，我就任主差遣，不敢 say	no，

只有say	yes。」那麼之前所擔心的困難呢？「這

是神呼召我去做的，當清楚神的呼召，即使可

能有攔阻，並不是一帆風順，這有甚麼不可以

做呢？」就是這樣，即使有人反對，她仍堅守

神的呼召，事實上，她上任一年後，那人都改

口說她很適合了。

1978 三位香港人 ( 左起：蔡嘉峰、
吳慧珠、陳平明 ) 登上真道號。 1994年，香港OM擁有第一間辦事處單位，舉行啟用禮暨感恩會。

1988 年 香 港 OM
成立，平明姑娘為
義務總幹事。當時
香港 OM 的辦事處
是一張書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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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輩 感 言
陳平明

香港OM第一任總幹事心聲



在手未能觸及的事工上，我們藉禱告與奉獻

提供支援。我們募集奉獻，支援世界各地慈惠事

工，又支持海上書展燃料費，更換發電機費用等，

讓事工祝福萬族萬民。

一直以來，香港 OM 也在經濟上幫助有需要

的工場和肢體，信徒的奉獻支持了他們參與 OM

事工或接受神學裝備。2007 年起，我們學習更

有計劃地認領工場或項目，盼能以較長期的方法

支持他們。每年的「送暖行動」更為各國不同的

慈惠事建立穩定的經濟支持，好讓前線的同工能

為弱勢社羣及災民給予適時的幫助。

遇上天災（如 08 年緬甸風災、10 年巴基斯

坦水災、11年日本地震、13年菲律賓風災等），

我們亦會作緊急募捐，在經濟上支持當地同工，

為災民解決燃眉之急，並協助社區重建。2010

年我們更招募了義工身體力行參與日本災後支

援，與日本 OM、世界各地的義工和當地教會、

機構配搭，關懷和服侍災區居民。

此外，我們更一步一步地學習作更大程度的

承擔，製作月曆，藉身邊的日用品與禱告和差傳

結連，讓更多信徒能支持差傳！只需數十元便能

祝福萬民。由 2012 年起，我們印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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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為不同事工

籌募經費。

2012 年，我們亦嘗試開拓關懷服侍隊，探

訪日本和巴基斯坦的災區，認識當地實況和需

要，並盼望帶上點點心意，成為彼邦的祝福與鼓

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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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香港 OM 所支持的工場送給我們的祝

賀：

擁抱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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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兩邊事奉的日子，平明姑娘毫無

私人時間，所有的假期都奉獻了給香港 OM；

差不多五十歲之齡還要辭職重新來過，帶領香

港 OM 作開荒的工作。這多年日子，薪金少了，

又沒有加班費，更沒有假期，現在的青年人看

來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平明姑娘淡然說「這

是事奉，能事奉神是榮幸。」

事奉廿多年的時間，平明姑娘表示忙碌不

是問題，人事問題才最為複雜。很多的片段不

便透露，但她強調「我們不可能討好每一個人，

只要討好神。如果有誤會的，就由它吧，最重

要依靠主、順服神，知道神才是老闆。」平明

姑娘每星期都會抽一天時間見見「老闆」，將

香港 OM 的事工擺上求問神的引領，有困難、

難過的地方，就和神傾心吐意。

忠心事主	 與主同行

「得力源頭來自和神甜蜜的關係」，平明

姑娘勉勵香港 OM 每一位同工都要與神親密同

行，按神心意行事，常常禱告，凡事謝恩。「現

在能繼續關心差傳路上的同行者，實在是很大

的恩典。感謝主願意讓我們一起玩。讓我們忠

心事主，一切交給神。」

（本文由陳平明姑娘口述，黃芷曦筆錄及整理）

已退休的平明姑娘
2007年平明姑娘獲委任為香港OM資深顧問；2012年，平明姑娘退休，
本會為她舉行榮休晚宴。

能事奉神是榮幸

陳平明
香港OM第一任總幹事心聲



香港 OM 富有遠見的領袖，對我和阿拉伯

事工而言，一直是極大的鼓舞。他們的合作精

神貫穿管理層的每一部份，並藉很多實際方法，

一直祝福阿拉伯世界的事工。誠然，香港 OM

有着 OM 的創立特色，同樣能動員信徒和教會

參與神的工作。

您們做得好！祝賀您們銀禧紀念！我與您

們一同禱告，盼望香港 OM 獲神大大使用，擔

起推動的角色，堅固和幫助中國教會踏出安舒

區，將福音帶到世界的盡頭，使神的榮耀臨到

所有國家。

「感恩我在這裏學會珍惜自己，因為過往我

並不太重視自己。我性格倔強，主重塑我的個性。

我們學會彼此相愛，學習面對任何境況也不再自

我貶抑。這羣體容讓我們分享、團契，得着滿滿

的祝福。我們更有機會結識本來不相識的人。感

謝主在這羣體所造的工作。」其中一位「明珠事

工」學員分享她的得着。

香港 OM 一直效法基督，以愛關懷在哥斯達

黎加的困苦婦女。雖然這班婦女大多聽過福音，

成為基督徒，但尚未得着從基督而來的真正自由。

「明珠事工」讓一班長久身處飢餓、恐慌、被虐

和暴力的婦女，她們藉主的名得着釋放，並更深

體會主耶穌對她們的愛與重視。感謝香港 OM 的

愛、代禱和奉獻，讓我們彼此同行。

「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	( 林前

十二 20)	這是聖經的教導，亦是神對自己子民

的心意。

香港 OM 同工信靠神的話語，對祂的呼召

深信不疑，就是這個環環相扣的齒輪系統，驅

使香港 OM 一直跟我們聯手，在擴展天國的事

工上有份。一直以來，香港 OM 跟我們合作推

行「Namana 計劃」。我們非常感謝香港 OM 及

香港教會向我們表達的愛，計劃為不少馬達加

斯加人帶來意味深長的影響。

親愛的香港 OM 的弟兄姊妹：

「我每逢想念您們，就感謝我的神！」（腓一3）

您們的奉獻、禱告和與我們同行，不僅祝

福和更新了眾聖徒的心，也在推進波斯尼亞西

北部未得地區的福音事工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您們的奉獻是我們「冬暖木材計劃」和「給

孩子書包計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計劃

可解決未得之民的真實需要，讓我們與他們建

立關係，是讓他們接觸基督的福音的好方法。

我們相信在您們的幫助下，福音已傳到數百個

從未聽過福音的男女老幼耳中。我們為您們感

謝神！

阿拉伯半島OM 哥斯達黎加OM

馬達加斯加OM 波斯尼亞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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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偏遠的小村裏，一小組基督徒正全

神貫注凝聽創世記到使徒行傳的聖經故事。許

多飢渴的心靈讚歎道：「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

次真正明白成為耶穌門徒的真義。」

衷心感謝香港 OM 和香港的弟兄姊妹給我

們尼泊爾 OM 的支持，讓我們可以裝備尼泊爾

信徒，使他們能夠在生活中力行神的呼召。我

們撒下信仰種子，曉得神的大能將會改變這裏

信徒的生命，令他們更新而變化。

最後，衷心感謝您們，祝賀您們廿五周年

慶典，主恩常在！

可以與香港 OM 一同參與南非 OM 的	「愛

之盼」事工（Aids	Hope），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香港 OM 在很多範疇上都祝福了我們，不單在

財政上支持我們，又差遣熱心、立志活出神呼

召的差傳工人，	到我們中間服侍。

無論是香港 OM的同工，還是到我們這裏來

的差傳同工，他們的信心都啟發和鼓舞了我們。

我們清楚看到，緊隨主呼召的熱忱充滿他們內

心。他們全心全力的服侍鼓勵着我們。他們忠心

跟從神在他們生命中的召命，更成為我們差傳團

隊和事工的祝福。為此，我們要說「謝謝您」！

祝願香港 OM 的差傳事工，特別在廿五周

年紀念，大得恩典。我們祈求也相信，因着您

們遵行主的話語和呼召，神將繼續恩佑您們，

把您們的差傳事奉拓展到列國。我們期盼能見

證這個禱告成真。

祝賀香港OM	廿五年來忠心不移地事奉神！

過去多年來您們無懼和忠心事奉主我們神

的榜樣，祝福了遠在巴基斯坦的我們。很高興

可以與您們同工，拓展天國疆土。我們常常樂

得與您們隊員聚首，為您們勇於積極承擔主呼

召而感謝神。求神帶領您們的事工往後繼續討

神喜悅，多結果子。

讓我們一起肩並肩，加緊合作，同心達到

目標。

藉南非的差傳門徒訓練計劃（MDS），我們

有幸與香港 OM 合作。多年來香港 OM 差派年青

宣教士參與 MDS，裝備他們，回應主的呼召。

這是一處讓學員接受挑戰和成長的地方，

更讓大部份學員發現並確立主放於他們心裏的

使命。一名香港學員說：「在 MDS 訓練期間，

主讓我對亞洲未得之民有負擔。即使至今我仍

未清楚出去的時間和方式，但我會去。主已明

確指示我的未來方向。」另一學員曾服侍被社

會邊緣化的普利托里亞人，促使她回港後回應

他人需要，而她現在正持續探訪妓女（編註：

此學員現為本會同行者事工統籌）。

特意在香港 OM 周年紀念的日子送上真誠

祝賀，求主大大賜福您們的事工，期待日後繼

續伙伴同行。

尼泊爾OM 南非OM

巴基斯坦OM 南非差傳門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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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香港 OM 友好：

我們從歐洲巴爾幹地區向您們摯誠的問安！

衷心感謝您們的慷慨奉獻，使科索沃的教

育中心和貧民家庭救濟工作得到支持。藉着您

們的禱告和捐贈，這地區的人從您們的愛心和

關懷中見到基督的真光，初信的弟兄姊妹也得

到很大的鼓勵。這地區的教會雖然小，但信徒

們好像一點微小卻明亮的燭光，燃燒着對主的

愛和盼望。請為他們禱告，使他們繼續在信仰

上站穩。

願我們成為一所向受苦難的人伸出援手的

教會；一所向尋求神國的人給予指引的教會；

一所使渴望屬靈成長和得勝生活的人得到建立

的教會。我們非常重視香港教會為歐洲所獻上

的人力物力和禱告，我相信這奉獻會為您們帶

來很大的祝福。為您們和您們在耶穌裏的信靠

感謝神！

福音船恭祝香港 OM 廿五周年紀念快樂。

我們在此向曾經在財政上支持望道號的香港朋

友獻上懇切的謝意。

我們為過往多年在福音事工上與您們同工

而感恩。由真道號的第一次航行直至今日，我

們到達您們的城市時，招募到出色的伙伴，得

到出色的幫助，讓我們備受鼓勵和祝福。

願神祝福您們未來的路。

巴爾幹地區OM

福音船望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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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主愛運動」激發弟兄姊妹
對參與差傳事工的熱誠及對世界的需
要多了一點負擔。然而，宣教的心志
還需靠教會持續的鼓勵、支持、信徒
的擺上和差會的訓練等，同時香港OM
也因人手和經驗的緣故，未能一一培
育他們成長，以致日後成為宣教士的

人寥寥可數。但無疑，「主愛運動」幫助信徒放眼
世界，體會不同地方福音的需要，讓他們在禱告中
關心普世需要。

簡史及里程碑（1971-1994）

1971 1975 1978 1983 1987 1988

> 香港首位參加OM事奉的林崇綏姊妹

（後為香港OM廿五年來的董事），投身

真道號（MV Logos）的跨文化服侍。

　　1971年，林崇綏登
上福音船真道號，由科
威特出發，到印度，泰
國、菲律賓等地救援，
剛巧遇上印度與巴基斯
坦戰爭。

　　「戰爭一結束，立
即到孟加拉首都達卡提
供醫療救援，沿途看到
很多殘骸，當地不少婦

女 被 士 兵 強 姦 ， 身 心 受 創 ， 一 碰 她
們，她們就哭。」林崇綏唯一可做的，
就是給這班婦女精神支持，「言語不
通，只能拖着她們的手，她們已很感
激，經常找我作伴，因為從來沒有人
安慰過她們。」

　　相比自小生活無憂，她轉往戰地
做義工，生活截然不同，「只得幾件
衣 服 更 換 ， 有 時 更 吃 不 飽 ， 船 艙 很
小，但要睡三個人，沒有私人空間；
上岸時就帶着睡袋，在學校和禮堂裏
睡。」住不好、吃得差，有時也捱不
了，「除了醫護工作，也要分擔飯堂家
務，洗碗、執枱等，大家吃飽才到我
們吃。」1

> 真道號首次訪港，並在香港成立祈

禱小組。可是，由於沒有信徒委身

參與，後來就取消了小組。

　　促使香港OM成立的前董事夏仲
賢（Anthony Harrop）隨真道號首次到
訪香港，「我第一次看見香港島和
九龍那使我嘆為觀止的景致，我就
思想：神招聚這城市的人登船當義
工，祂的計劃是甚麼呢？香港是否
只是OM福音船到達的一個港口而
已？或是香港本身就成為招募參與
OM的人進到世界各國的基地？」2

> 陳平明姑娘（右一）展開兩艘福音

船真道號和忠僕號（MV Doulos）

五 年 的 事

奉。

> 重開OM月禱會。

　　年初，夏仲賢得國際OM創
辦人韋華的介紹，與曾在真道號
及忠僕號事奉了五年的陳平明姑
娘會面，討論如何鼓勵香港青年
人有興趣參與OM，投身普世差
傳事工。

　　七十至八十年代，任何香港
信徒想參與OM事奉，都必須經
由 新 加 坡 O M 辦 事 處 審 批 其 申
請。因此，為了更有效在香港推
動OM差傳事工，鼓勵香港信徒
投身OM普世差傳服侍，實在需
要在香港開設OM辦事處。

　　同年夏天，陳姑娘搜集了一
張曾與OM有聯繫的名單，再按
着名單邀請弟兄姊妹一起禱告。
蒙神帶領，如此就凝聚了曾參加
OM事奉的香港肢體，再次在港
設立祈禱會，為世界各地的OM
事工代禱。2

> 7月，五女二男的執行小組成立。

> 10月，亞太區OM總幹事顏艾倫（Allan 

Adams）親臨香港視察。

> 11月，香港OM月禱會中，提出需要購

置辦事處。

1989-2000年 

主愛運動（Love Campaign）短期差傳體驗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香港教會普遍也不太
了解短期差傳體驗在普世差傳的角色，不太像今天教
會自行籌辦短宣。因此，OM的「主愛運動」（Love 
Campaign）成為信徒經驗跨文化宣教的踏腳石，到訪
世界各地，於奮興培靈聚會、差傳訓練及外展佈道中
實踐與人分享基督的愛。

　　當時，香港弟兄姊妹足跡遍佈歐洲、亞洲，OM
讓他們領受宣教異象，鼓勵整體教會投放在跨文化
差傳。1993至1997年，香港舉辦「主愛運動」，激
勵香港及海外信徒關心本土及澳門的福音需要，特
別是對本港新移民的關愛，弟兄姊妹在當中也流露
對華人的愛，並與他們分享神的愛。

> 借用興學證基協會舉行OM月禱會。

> 9至10月，忠僕號首次訪港，六位香港肢

體參加船上兩年服侍。

> 11月，OM總部回覆同意成立香港分

會，陳平明姑娘獲委任為義務總幹事；

一位姊妹借出住所內的一張桌和一張椅

給香港分會作辦事處，為期一年。

1985

> 1月，租用香港青年歸主協

會作辦事處，為期兩年。

> 10月，東南亞地區OM總幹

事許南忠（Rodney Hui）弟

兄一家來港協助香港OM，

亞太區OM與香港OM共用同

一辦事處。

> 收到「郭一葦慈善基金」150萬港元

奉獻，作為購置辦事處用。

> 4至5月，忠僕號第二次訪港。

> 8月，忠僕號在菲律賓三寶顏舉行國

際之夜時，遭兩個手榴彈襲擊，三十

二位船員受傷，兩位女船員身亡。

> 5月，租用油麻地

金寶大廈單位作

辦事處。

> 6月神恩賜香港

OM位於尖沙咀

的辦事處，面積

近900呎。

> 9 月 ， 亞 太 區

O M 搬 離 香 港

OM辦事處，分

開發展。

> 12月，遷入尖沙

咀新辦事處。

韋華先生（前排左二）到訪香港。

由一張書枱開始

　　「我們由一張書枱開始，如一粒種
子慢慢萌芽。」香港OM第一任總幹事陳
平明姑娘自傳提及，當OM總部正式回
覆，同意可以在香港成立分會，他們就
開始為OM香港分會尋找辦事處及同工的
需要禱告。神真是垂聽他們禱告。當
時，香港浸信教會的黃淑兒姊妹在十一
月願意開放她位於半山列堤頓道的住
所，借給香港OM一張桌及一張椅作為辦
事處，為期一年；並免費提供電腦、列
印機及傳真機等一切文儀用具。後來也

帶領林慧齡姊妹完成忠僕號的服侍
後，加入香港OM成為首名員工。
神在一個月以內，為香港OM預備
了地方和同工，香港OM就這樣由
一張桌、一張椅開始正式運作！2

> 真道號首次訪港，並在香港成立

祈禱小組。可是，由於沒有信徒

委身參與，後來就取消了小組。

> 7至8月，五位肢體參加忠僕號短

期差傳體驗。

> 與亞太區OM商討成立香港分會。

> 3月13日，

尖沙咀辦

事處啓用

禮。

> 11月9日，亞太區OM總幹事

顏艾倫退休，委任許南忠弟兄

為 新 總

幹事。

> 1 2 月 ，

許 南 忠

弟 兄 一

家 和 同

工們遷回新加坡，接任亞太

區OM總幹事一職。

1992 19941991 19931990

1月，張旋穗入職
9月，戴鍾俏媚入職、
清清姑娘（現已離職）入職

10月，
馬慕蓮入職

9月，高師母入職

9月，安師母入職

1989



陳氏夫婦入職（現已離職）

余氏夫婦入職
（現已離職）

山人入職；1月，羅氏夫婦入職（現已離職）；8月，官志達家庭入職

2000

1995-2000

> 1月1日，神感動陳平明姑娘全時間投入香港OM的工作，接受總幹事的職份。 

> 開展外展事工，服侍新來港人士。

> 開展「澳門工場」。> 7月，協辦「主愛亞洲」

短期差傳體驗，約有300

位 本 港 及 外 國 信 徒 參

與。當時參加者在烏溪

沙參加奮興會後，分別

在本港及澳門作外展。

> 4月3日，購入高街恆星

樓單位作宿舍。

 　　香港OM在1993年購

得首個物業作辦事處後，

尚未開始裝修，便適逢有

兩位蒙古弟兄來港準備登

上忠僕號服侍，同工於是

用這個將要裝修的地方款

待他們。從那時起，同工

就意識到需要宿舍，方便

宣教士或到訪客人留宿，

特別有助海外人士加入香

港OM這平台作服侍。現

時我們已有八所宿舍。2

> 「主愛亞洲」、「主愛歐

洲」、「主愛印度」及其

他短期差傳體驗項目，

共有57位肢體參加。

> 1996年9月，有姊妹免費

給香港OM使用半山衛城

道地鋪，開設心連心中

心，服侍新移民。中心

翌年9月落成啓用。

1996 1998 199919971995

1995-2008年新來港人士事工

　　1995年開始本地差傳工
作，對象是新移民。自7月1日
起，政府批准內地同胞以單程
證 入 境 香 港 ， 每 天 1 5 0 個 名
額，即每年有54,750人來港。
當時教會有一股「中國熱」，
很多教會會到內地短宣，但卻
忽略這班本土新移民，OM看見
移居香港的同胞不斷增加，目
睹這羣新鄰居的身心靈都有極
大 的 需 要 ， 如 兩 地 文 化 的 差
異、生活節奏的不同、並其他
種種諸如價值觀念的兩樣等。
然而，他們卻如同羊沒有牧人
一般，於是OM向神求信心和承
擔力去服侍他們。神帶領OM選
擇了中西區，因為當時該區並
無教會或機構作有組織的新來
港人士事工；我們不斷禱告，
求神開路。

　　1996年，中西區的教會回
應，OM遂成立「新來港人士外
展隊」，與宣道會西環堂合作
服侍，之後是西區浸信會、香
港潮人生命堂等。目的是向新
來港人士傳遞福音信息、關心
他們的身心靈、提供支援和資

源、推動及協助教會開展有
關服侍。不久，中西區新移
民關注小組成立，外展隊成
為小組的召集人，繼續積極
作推動。

　　1997年回歸後，事工易
名為「新來港人士事工」，
並計劃在中區拓展，而心連
心中心在9月舉行了奉獻禮。
中心的宗旨是與教會及機構
合作，藉着各類型的活動和
服務，幫助新來港人士適應
本港生活，並且向他們見證
神的愛、分享福音。而OM的
目標是西區的教會可以獨立
跟進該區的新移民事工。

　　1998年，事工開始進入
軌道，中西區教會的承擔力
也增強了，OM於是在2000年
淡出，離開中西區，我們在
灣仔區、荃葵區、深水埗區
等協助教會開展新來港人士
事工的目標，至2001年，已
有九間教會參與服侍。多年
來，OM一直致力推動教會回
應內地新來港家庭的福音需
要，伙拍在前線服侍的機構

及牧者，與不同教會分享新
來港人士事工的異象，OM也
提供了一些實用的資源，協
助教會開展新移民事工。OM
亦曾主動與多間教會合作，
培訓新接觸這事奉的兄姊，
好讓他們更有效的服侍新來
港家庭。

　　在服侍新來港人士的過
程中，OM曾親眼看見神施行
大奇事，也看見神的憐憫和
恩惠降臨，不少服侍對象被
神改變，悔改歸主。一位新
來港的太太回鄉探親時帶領
了全家歸主，她在鄉間的爸
爸甚至很努力地向其他親友
傳福音。復活節和清明節期
間，很多新來港的家庭成為
福音的使者，回到各族各鄉
傳揚好消息。

　 　 2 0 0 6 年 ， 外 展 隊 同 感
一靈的感受到神要擴張事奉
的範圍，服侍少數族裔。至

2008年，香港大部
分 教 會 對 服 侍 新 來
港 人 士 羣 體 已 不 再
陌 生 ， 新 來 港 家 庭
也 不 難 在 住 所 附 近
找到合適的教會。

> 1月，心連心中心完成使命。

> 9月，在澳門OM開辦第一屆普世差

傳課程。

2000-2013年 差傳職前培訓
　　OM致力鼓勵年青弟兄姊妹參與
宣教工作，但離開家鄉，前往陌生
之地作事奉，與一羣來自五湖四海
的肢體配搭事奉又談何容易？有見
及此，OM就開始探索可否自行提供
職前訓練，讓弟兄姊妹有更好的裝
備才出發工場。

　　2000年，澳門OM設立培訓中
心，9月開辦為期一年的普世差傳
課程，後來改為為期六個月的差傳
訓練。

　　課程以學徒制及隊工方式培訓
學員，為信徒提供全備的佈道實踐
訓練，他們會體驗跨越文化的佈道
和事奉工作，在身心靈各方面有更
佳的預備。而且藉着與不同背景的
學員一起在宿舍生活、學習及事
奉，學員對神、對自己、對他人都
能有更深入的認識及欣賞，生命也
得以更新。

　　負責導
師余大安宣
教 士 曾 分
享：「當我
想起訓練課
程，腦海中
呈現了一幅
圖畫：我看
到有個人站
在海邊打水
漂，而石子
在海面上從

近至遠不斷向外飛去。這石頭象徵
每一位學員 ― 他們將會從近至遠把
福音傳開；而課程的目的，就是要
為主預備合用的石頭。」

　　這個跨文化的職前訓練，過去
十年都成為台灣弟兄姊妹參與OM工
作的踏腳石，香港OM發展較快，可
以幫助台灣弟兄姊妹在訓練中認識
OM跨文化的處境，單由台灣到澳
門，已有由國語到粵語環境的跨文
化學習，往後再出發到世界各地或
福音船作不同的福音工作，他們可
以循序漸進的適應。

　　後來，我們發現很多工場上也
已提供訓練，特別是香港弟兄姊妹
較多想參與跨文化宣教工作，我們
除了自行舉辦訓練，也將有關訓練
擴大，更貼切弟兄姊妹的需要。而
且香港整個宣教體驗的文化有所轉
變，現在較多年輕人願意花上少於
一年的時間作短期差傳體驗，與過
往接受半年職前訓練，再出發至工
場事奉兩年的形式截然不同。我們
希望鼓勵年青人不用放棄太多都可
以體驗差傳，花上兩年半的時間對
現今的年青人來說可能太多，所以
我們順應改為推動參與海外半年制
的差傳門徒計劃（MDS）。

> 香港OM搬至上環免租辦事處。

「恩典牌」家具

　　辦事處進行裝修的同時，
OM正需大量家具，神奇妙地供
應他所需。OM接到來電，一位
宣教士的姊姊工作的公司剛剛
要處理一批辦事處的家具，問
我們要不要那些家具。同工立
即前往察看，發現那批家具非
常簇新，極之配合香港OM新辦
事處的裝修，完全切合我們的
需要。這都是神的恩典，我們
就稱那些家具為「恩典牌」家
具。感謝讚美主！2

> 主辦「主愛港澳」短期差傳體

驗。讓本地及海外肢體，有機

會 認 識 香 港 和 澳 門 的 福 音 需

要，與國內移民港澳的同胞分

享神的愛。

新來港人士見證

　　OM協助教會開展新來港人
士的福音工作，服侍羣體之一
是青少年。他們從內地來港，
不單有學業上的困難，還有種
種因成長而帶來的衝擊。2000
年底，OM和某教會合辦了一個
成長小組，協助他們建立正確
的學習態度，提高處理困難的
能力，共有十多位新來港青少
年參加。

　　組員阿芳一直聽不懂老師
的英語教授，遂伏在書桌上睡
覺，作為解決的方法。小組導
師鼓勵她要積極，只要努力、
用 心 、 不 放 棄 ， 便 會 有 新 發
現。不久，阿芳興高采烈地告
訴導師，已能猜度老師的講授
內容，雖然仍有不懂的地方，
但能勇敢向老師發問。她的學
習 態 度 改 變 了 ， 除 了 為 她 感
恩，同工繼續為她禱告，求神
讓她早日克服學習英文的心理
障礙，享受運用英文的樂趣。

　　令人雀躍的，是兩位組員
表示已決志成為基督徒，那是
校 內 基 督 徒 老 師 實 踐 愛 的 結
果。雖然他們已經有主同行，
得到人生最大的保障，但對於
栽培他們，同工仍不敢怠慢。3

9月，張氏
家庭入職 小太陽入職（現已離職）

> 9月17日，一位姊妹免費借出旺

角洗衣街兩個單位給香港OM作

宿舍之用。



3月，鄒婉儀入職（現已離職）
8月，翎羽入職

4月，萬嘉健及梁雅麗入職
（兩人於2011年結婚，現正進修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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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展外展事工，探討服侍少數族裔，開展印尼事

工。

> 4月21日 OM舫（OM Point）開幕禮。

　 　 香 港 O M
不斷學習事奉
所處的社區，
藉書店服侍中
環白領，讓他
們在忙碌的工
作裏有一處綠
洲 。 O M 舫 於

2003年開業，同年11月中開放茶座。同時設置
一個閱覽閣，為上班一族提供一個安靜的閱讀角
落。採用開放形式，設有咖啡茶座、上網設施和
書報借閱，希望能為中上環的白領階層服務，並
讓他們有機會接觸福音。

　　書室是香港OM是2002年為神而做的一個
夢—希望為中西區的朋友提供一個休憩的空間。
最初發夢的時候，同工們向神說：「我們沒有
錢、地方、人」，不過神按祂的次序一一供應，
先是人，然後是地方，最後是錢。在2002年中受
911事件影響，經濟下滑。雖然聖靈賜下這份異
象，求神賜下金錢、人力和地方，更積極行事，
可是沒有帶來太大的進展。同工們軟
弱了，失去了信心，那時唯一可以作
的，便是禱告，他們更設定了每月為
書室禱告。神有回應了！祂感動兩位
姊妹參與書室的服侍，一位有志向成
年人傳福音，另一位願意在中西區開
辦書室，即使虧蝕也在
所不惜；同工們因此深
受激勵！

　 　 在 籌 備 開 設 書 室
的 初 期 ， 同 工 們 以 為
只 會 有 一 個 面 積 細 小
的 地 方 。 可 是 ， 神 卻
為OM預備了更大的地
方 。 書 室 現 址 的 租 客

印尼事工見證
　　前一段日子，神容讓我在服侍印尼姐姐的
事奉中有新的突破，以一位「同行者」的身份
去陪伴她們面對困難，讓她們經驗我們所相信
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祂如何謙卑的
服侍？祂如何憐憫世人？為受屈者伸冤！

　　一位被控偷竊的印尼姐姐，在人贓俱獲
下，她仍堅稱自己「無罪」。開審的日子臨近，
她要求我們多方多次地禱告，她甚至以禁食來
呼求上主的拯救。誠然，在整個審訊的過程，
她始終如一地堅持自己的清白，並沒有犯下偷
竊一罪。經過兩日的審訊，法官宣判她無罪釋
放，那一刻我們相抱而泣，她不斷感謝主，也
感謝為她辯護的律師。及後，她的僱主亦願意
將所有未支付的薪金及福利一次過清還。

　　似乎是她個人真實地經驗公平公義的上
主，其實，我也作了她的見證人！原來信實公
義的上主今天仍在工作，盼望弟兄姊妹在面對
困難，甚至受屈的時候，仍能專心等待上主，
因為祂必顧念你們的一切。3

> 同年10月，劉卓聰弟兄上任為候任總幹事。

遷出後，熱心愛主的業主便決定讓OM免費用這
單位作書室，以服侍中西區社羣，向他們見證神
的愛。神的供應，實在超過同工們所想所求的。
隨之而來的驚喜，就是神在適當的時候，感動一
位肢體奉獻支持書室的裝修費用。此外，神也藉
國際流動建設(香港)協會幫助OM裝修，減輕了
書室的裝修成本。

　　這一連串的經歷，讓OM學習了一個重要的功
課—凡事求問神的心意，事就這樣成了，為的是
榮耀主的名！

　　2005年，OM舫已凝聚了一些常客，更有一
些訪客在這裏信主。他們在OM舫彼此分享生命和
代禱，又在工餘時間為彼此「叉電」、祝福。OM
舫第一顆果子很特別，有一天同工將電話意外留
在別的地方，反而因此可以安靜與那位姊妹分享
見證和神的福音。後來當尋回電話，發現短短45
分鐘內已有六個未接來電。感恩神保守他們在這
段時間能不受騷擾地分享，以致姊妹能有時間認
識福音，更得着救恩。

　　至2006年9月中，OM舫完成歷史任務，當時
負責的同工離職，業主又收回
物業，OM也就先暫停書室的事
工，後來繼續學習事奉辦事處
所處的社區。但在這三年多以
來，不少朋友在OM舫內因認識
主耶穌而得着救恩的福樂，也
有不少朋友的生命得着造就和

激勵。

> 3月，香港OM舉辦M21。

> 4月28日，辦事處遷往上環，在四樓新辦事處

感恩會暨開放日。

第二次「恩典牌」家具

　　當香港OM須再
度 搬 遷 ， 供 應 充 足
的 主 再 次 讓 他 們 經
歷 祂 的 豐 富 。 人 雖
小 信 ， 但 祂 卻 依 然
可 信 、 依 然 看 顧 。
當OM還躊躇於神的

供應還沒到來，並計劃購買一些二手家具時
（同工猜想神或會以廉價家具來祝福他們），
神的意念真的高過他們的意念，他們再次經
歷神的豐盛，又再獲得大批「恩典牌」家
具。雖然同工在搬運和鑲嵌過程中十分辛
勞，但卻再次經歷神的供應。所有家具都是
那麼完備、實用和華美，而且出來的效果，
竟是如此配合。看過的人，都難以相信是東
拼西湊的二手家具呢！2

> 5月6日，新總幹事劉卓聰傳道就職，繼續帶領

香港OM團隊，陳平明姑娘獲委任為資深顧問。

劉卓聰弟兄上任總幹事時，分享對香港OM事工
展望，提出在以下三方面提升動員策略：

1 讓更多年青人踏上征途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06年數據顯示，300多
位差傳同工中只有兩位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
信徒，明顯出現了斷層現象。面對這種不平
均的現象，香港OM未來的異象是要鼓勵更多青年，投身成為差傳生力軍，致
力在這崗位上事奉。

2 讓更多弟兄勇於承擔使命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06年數據顯示，全港差傳同工中只
有2.4%是單身弟兄，而26.6%是單身姊妹。願神興起更多
弟兄積極回應主的呼召。

3 讓更多資源投放在未及之民中

 絕大部份的差傳資源均使用在已聞福音之地；全球的差傳
同工只有約8%分配於未及之民中。資源分配如此失衡，
致令許多人未能得着適當關懷、許多事工未能得着關注。
香港OM會繼續支持一些較少被注意卻又是極之重要的事
工。求主復興全球基督徒的關注，好讓香港OM能有更多
資源配搭，為主多得人。

> 9 月 ， 忠 僕 號 訪

港 ， 前 律 政 司 司

長 黃 仁 龍 到 場 開

幕。

> 4月8日，購置上環啓煌商業大廈四

樓單位，建築面積約1,600平方呎。

10月，英格烈入職
（現正進修神學）

8月，小珠姑娘入職

* 資料來源：

1. 第一位香港人參與OM事奉的情況，內容節錄於《現代南丁格爾 — 林崇綏》（東週刊〈人物傳奇〉，

25/9/2013）。

2.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作者陳平明姑娘及浸信會出版社許可允許，部份內容

輯錄自陳姑娘自傳：《在神凡事都能》（陳平明著，浸信會出版社，2012年）。

3. 由過往香港OM季刊《風雨同路》、《晴》、歷年事工簡介重新整理。

1月，樂
樂子入職



1月，亞米嘉入職
9月，陳維涓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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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遷至深水埗新辦事處，面積近3000呎。

道成肉身之地
　　2009年，香港OM把辦事處遷
往深水埗，以致能更有策略地開
拓少數族裔事工。深水埗不但為
一個貧窮社區，同時更居住了一
羣土生土長、與我們一同生活奮
鬥的少數族裔。

　　搬往深水埗辦事處前兩年，
在神的引領下，香港OM外展隊由服侍新來港人
士，轉型服侍少數族裔。本港有十三萬印傭，提
供良好契機，讓OM接觸關心穆斯林羣體。神又進
一步叫我們見到本港超過三十四萬少數族裔中，
許多都是土生土長，與我們在這城市中共同生活
奮鬥。身處華人社會，他們在生活上面對不少適
應上的困難和挑戰，偏偏，這些族羣卻被社會一
步步邊緣化。近幾年，神引導OM看見社會上人口

結構的改變，教導我們關心寄
居者（出廿二21、廿三9）。

　　深水埗就成了我們道成肉
身之地。OM使用從前與教會
一起服侍新來港人士的經驗，
在此與基督的身體並肩實踐主

的愛，貼近少數族裔的生活脈膊。同時，OM盼望新
辦事處成為一個獨特的平台，讓弟兄姊妹認識到少
數族裔的信仰和生活需要，幫助他們融入社區，達
至全人生命轉化。

2014

> 12月至翌年1月，望道號（MV Logos Hope）首次訪港，香港

OM在港共招募了約550人在船上當義工，參與船上不同部門

的服侍，另與訪客傾談信仰。

> 3月，望道號再訪香江，停泊於堅尼地城招商

局碼頭。

　　船上舉辦各類型聚會，其中一個更特別
為印尼女傭而設，印尼籍船員分享生命見
證，有十二位女傭接受耶穌為生命的主。

> 4月，開展「同行者事工」，希望將基督的愛

與關懷帶到黑暗角落裏，與這些被社會忽略

的妓女共行。藉上門探訪，與她們建立友

誼，了解其心靈及生活需要，讓她們看到生

命的盼望及出路。

「同行者」事工

　　2011年，一位參與
南非差傳門徒訓練的姊
妹，在當中一次外展中
接觸當地邊緣羣體，包
括妓女，姊妹很感動，
神提醒她香港同樣有一
羣妓女需要有基督徒主
動了解和關心。2012年，姊妹回港後探索香
港服侍妓女羣體的可行性，她後來輾轉加入
了香港OM外展團隊，神讓她看見辦事處所在
社區內有很多的性服務行業，單是辦事處相
鄰廿分鐘的路程已經有多於三十幢的「鳳
樓」，超過200位「鳳姐」（香港人一般對妓
女的「尊稱」），可見深水埗區的性行業十分
蓬勃。

　　姊妹的訓練和看見與香港OM一拍即合，
在2013年4月，透過一次向機構分享「同行
者事工」的異象，神感動其中一位姊妹，及
後神又興起另外數位姊妹，成為「同行者」
每星期外展探訪的伙伴。「同行者」現時每

> 香港OM成立廿五週年

承先啓後，繼往開來

> 成立少數族裔事工中心，繼續發展及開拓各項事工。

發展少數族裔事工 
　　居港的巴基斯坦家庭，大部分是殖民地年代來
港工作的巴基斯坦人的子孫。男性主要在外工作，
大部分能以半鹹不淡的廣東話溝通；婦女多從巴基
斯坦因婚嫁隨夫而來，小部分能以簡單英語對話，
其他則面對語言不通的困難。加上超過95%的巴基
斯坦家庭信奉伊斯蘭教，他們的飲食及生活文化都

與香港主流華人社會不同，他們
和子女雖然在香港成長，甚至出
生，但從不被視為「香港人」。當
耶穌基督語重心長地談到「愛鄰
舍」、「愛人如己」，基督徒願意
擁抱這羣近鄰嗎？

　　過去兩年多，OM在深水埗
「由零開始」，耶穌基督一步一
步帶領OM，與巴基斯坦的鄰舍

建立跨文化的友誼。他們在族羣及親友中分享與OM
的認識，吸引他們轉介、自行查詢，甚至登門造訪
了解OM，進而成為我們的「好朋友」。而OM每週相
見的家庭由零增至廿個，且尚有更多的家庭在等候
安排！

　　其實他們的正面回應，是基於一眾弟兄姊妹的
盡心擺上，他們來自不同區域的教會，在這兩年多
的參與及體驗，OM感恩能與超過三十間教會配搭服
侍，與約千位弟兄姊妹、朋友一同分享此異象，每
星期約有四至五十位的「鄉里」，參與週五晚的

「同鄉同您」，在社區中外展、祈禱、家訪，默默地
建立橋樑。特別在彼此的節慶佳期，以不同的方法
相互認識。回望當中的點滴，已察看到一些家庭與
「鄉里」的更緊密的連結，感謝神在當中親自引領
與保守。

　　雖活在同一天空下，鄰舍的關係已建立，不過
進入分享信仰的道路，是充滿挑戰的。因為大家的
生命都要開敞，以愛彼此接納，讓聖靈動工更新，
需要勇氣、智慧及信靠，而且代價是超過OM所想。
願意OM能在這個尋道的旅程中，成為他們的忠誠伙
伴，朝十字架邁步奔跑。

> 推動半年制差傳門徒訓練

 (Missions Discipleship Scheme, MDS)

MDS—半年制機會（至今）
　　差會在甄選、培訓及裝備上扮演重要
的角色。而近來，遊學團、交流十分流
行，越來越多的青年計劃前往外地參與「工作假期
計劃」。有見及此，香港OM推動半年制差傳門徒訓
練（MDS），讓信徒前赴南非、英國及南美等地接

受差傳裝備，這幾年OM喜見此訓練成為
青年信徒踏上差傳路的信心一步，也成
為教會甄選和培育差傳同工的平台。

　　學員參加為期4至9個月的國際團
隊，體驗跨文化差傳培訓；藉有系統的

聖經課堂認識神、認識自己、普世差傳、跨文化佈
道和事奉技巧等；又探訪不同教會、參與不同類型
事工，探索服侍方向。整個訓練以模擬工場和緊密

「同行者」事工見證

　　我們接觸的一位鳳姐阿   
麗*，經歷兩次離婚，前夫並
無給她贍養費，但她需要供養
家鄉父母，養育四個孩子，經
濟壓力的沉重讓她踏上性工作
的行列。我們認識她的時候，
她剛試工幾天，而她已是有穩
定教會生活的基督徒，但她每
次回到教會只是坐最後一行，
又覺得自己所做的事是神所不
喜悅，以致她覺得羞愧而不敢
向神禱告，在教會內又不知道
可以向誰傾訴，只是知道自己
不可以放開神的手，我們也繼
續關心她，為她祈禱。

　　三個月後，她再不能忍受
這種分裂的生活，她決定找一
份兼職工作，離開那個行業，
好好照顧孩子。她分享到能堅
持不重踏性行業，其中與她教
會小組弟兄姊妹的支持很有關
係，他們雖然不知道她的真正
身份，仍很關心她，又很疼愛
她的孩子，常買東西給他。她
和我們分享，她在當中感受到
這份從基督而來的愛。教會即
使未能處理到「鳳姐」的生命
傷痕，但也可成為她們某程度
的支援。

星期有一至兩次外展，於平日下午出隊，在
這段嫖客較少的時間，能更容易接觸她們，
對外展隊來說也較為安全。「同行者」會上
門探訪妓女，送上一份小禮物，內有一張
「同行者」的卡片，與她們建立友誼，事工
開展以來半年已經接觸七十多位妓女。

　　「同行者」希望與一班妓女同行，雖然
未能幫助到她們扭轉生活的困境，但盼望在
這艱難時間，傾聽她們心靈需要，也提供實
際的援助，協助她們認識所應得香港的福
利，如申請公屋等。她們大部份都心靈破
碎、空洞。因經濟壓力的需要，她們會覺得
金錢最可靠，她們也不想放棄這賺錢的機
會，也沒有決心另覓解決辦法。「同行者」
未能單叫她信耶穌來解決問題，因為「同行
者」知道她們未有這決心跟隨基督，但「同
行者」可先分享信仰和基督的愛。如遇到她
們情緒低落，「同行者」會和她們祈禱。

　　妓女雖然是罪人，但神從不撇下罪人，
主耶穌更與罪人同席。我們要關心這一羣面
對各種壓力的妓女，是一條漫長的路，看似
一切毫不可能，但在神必沒有難成的事。現
時事工仍在起步階段，感謝神當中很多的祝

福，一步一步的拖帶，但
面對這個龐大、未被發掘
又很需要關心的羣體，事
工的發展空間很大，但其
實只需要一羣願意關心她
們的羣體，一個正常健康
的社交羣體，已是很大的
支援，香港教會看得到這
個異象嗎？

少數族裔事工見證

　　今晚參加探訪的義工多達90
人，所以我們小組組員也十分足
夠。探訪時，有人伴着小孩子，
姊妹們則與家庭的媽媽進房間裏聊天，聽說這是非常
難得的機會。媽媽說：「一直以來華人總是很討厭我
們，但只有你們卻是非常愛我們、關心我們。」這句話
令我揮之不去，神吩咐我們做的不正是如此嗎？

　　隨着過去一年固定探訪娜達一
家，真的感受到我們就像一家人。
我若無法參與服侍，心裏總會掛念
他們，由以前只能跟姐姐聊天，以
為自己只會跟青少年接觸，到後來
也跟媽媽聊得很開心，我們之間的
這份情誼真是神所賜的禮物。

的團隊方式進行。

　　OM盼望，在未
來日子裏有更多青年
信徒參與計劃，不單
學習與實踐，建立有
使命感的人生，接受
裝備，並且向長期差
傳服侍的路邁進。

1月，朝思入職1月，鍾思林家庭入職
8月，因悅、星月及關寶芝入職

（因悅現已回港、關寶芝現正進修神學）

* 化名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

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

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

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

十 14-15)

在神的恩領及同工齊心協力下，香港 OM 展

開了不同事工。我們現時有 33 位差傳同工，服

侍分佈於十六個不同工場，當中有些是宣教新

丁，有些是老將，也有從前線退下火線的同工。

他們謹守傳道的責任，在前方以生命為主作見

證，領人歸主，培訓門徒，建立富差傳使命的教

會羣體。

香港 OM 除了一班前方的宣教士同工，還有

後方的支援同工，擔起差者的責任，協助差遣教

會在屬靈、後勤、經濟、禱告、通訊，甚至重歸

各方面，支援前方的宣教士同工；同時推動本地

教會參與差傳，回應普世福音需要。

此外，慈惠及社區發展部的同工更是本地宣

教士，積極回應香港社區邊緣羣體的需要，以行

動讓人見證耶穌基督的大愛。

伴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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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毅樂夫婦合照 古勞市教會肢體

出了工場後，我詫異自己沒感到很大的文

化衝擊，生活上也不難適應，與國際團隊合作，

讓我有更開放的視野，慶幸在此地服侍的方式

十分多元化：派單張、街頭訪問、書攤、探訪、

禱告敬拜、社區關懷、帶領短宣隊、栽培信徒

等。雖然在此地所撒的種籽不易見到收成，有

時作工更須步步為營，但主的應許一直是我的

盼望，得時不得時，我選擇相信祂。

前一兩年，婆婆和爸爸相繼在港離世，他

們都安息主懷。我並沒有遺憾，因祂的救恩讓

他們得着永遠的生命。	祂是生命的源頭和主

宰，我不得不選擇相信祂。

蒙主愛護，見證主恩

種族的差異讓我很容易與當地人打開話題，

述說主在我、家人朋友，以及在當地的奇妙作

為。	最叫我鼓舞的，莫過於看到主在福音對象

或接受栽培者身上的奇妙帶領—將不可能的變

為可能，以及屬靈生命的成長。另外，我亦有

機會繼續進修學習。每想到此種種，我都感恩，

並漸漸明白這原來是蒙應許之愛的呼召。

我感到欣慰，因我選擇了相信祂。

蒙應許之愛的呼召
亞米嘉

中東

恩手拖帶，軟弱變剛強
 戴鍾俏媚 ( 戴毅樂夫婦 )

歐洲波蘭

在我仍不懂甚麼是「宣教」的時候，收到

了從神而來的呼召。

呼召之地—中東

六、七年前，在兩個不同的聚會中，牧者

呼召人宣教時，聖靈深深觸動我。我感受到神

將祂那深厚的愛傾注在我裏面，滿溢至無法盛

載。然而，當我想到要前往呼召之地—中東，

卻不由得惆悵起來。

我求主鼓勵自己，同時亦報讀了宣教課程

作裝備。期間，主多番感召及勸戒我：「我另

外有羊在那裏。」、「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

見的，才是永恆的。」、「一個人不能服侍兩

個主。」、「女子啊，你要聽，要想，要側耳

而聽！不要記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雖然

我不明白為甚麼我會收到中東宣教的呼召，但

我知道主的道路和意念遠比我的高，我願意選

擇相信祂。

2011 年，我辭去了醫院的工作，依依不捨

的告別了並肩多年的同事們，加入了 OM，成為

中東地區的差傳同工。

主的應許不落空

我知道主給我的應許不會落空：「雨雪從

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我口所出

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

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

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

（賽五十五 10-13）。感恩在預備出工場的整

個過程中，有牧者幹事、弟兄姊妹及香港 OM

同工的培訓及同行—他們協助、教導、體諒、

在經濟上和禱告上支持；而家人也尊重我的選

擇。

神領我從醫院走進工場

廿五年前的我不知天高地厚，走出香港，

為要搜索神在我生命中的計劃。1988 年，我完

成護士課程後，隨即參加 OM「忠僕號」福音船

的宣教事奉，原只為尋找真我、學習事奉，最

後竟然成為終生的承諾，這是不可回轉的決定，

亦成為生命裏一個新的開始。九十年代的香港，

基督徒對跨文化宣教還是很陌生。身邊很多人，

甚至基督徒朋友都覺得我有點傻，想不通我為

何要離鄉別井作宣教士。然而我清楚知道，這

並不是一時衝動，神預備我已有一段時間了。

在醫院工作時，我體驗過生與死，明白倘若生

命沒有主基督，是完全失落的。神隨後讓我看

到更廣大的禾場，世上還有數以千百萬人仍未

找到這生命的盼望呢！

從廿五年前踏出宣教的第一步至今；從香

港到福音船；從服侍穆斯林轉為服侍天主教徒；

由酷熱的埃及轉到漫長冬天的波蘭；由單身一

人轉為夫婦二人同心事奉，在這一切的轉變中，

神奇妙的手一直拖帶着，實在令我和丈夫毅樂

驚嘆感恩。這些年間我也學習到，神就是耶和

華以勒—我們的供應者。差傳不能單靠一個人

的力量來完成。感謝神！神給我們一間願意投

入差傳的教會和許多差傳伙伴，在禱告、經濟

上支持我們，讓我們能夠專心在工場上事奉。

神領他從反叛到服侍

屈指一數，我們在波蘭的事奉已步入第

十五個年頭。從前毅樂相當反叛，逃避神，在

世界浪蕩了好些歲月。然而神沒有放棄他，這

讓毅樂重拾信心，決心委身服侍祂，到一直無

人問津的古勞市作開荒植堂工作。當時的事奉

十分艱辛，事奉由零開始。當時，這個五萬

四千人的城鎮中，基督徒人數寥寥可數，只有

不足廿人。受到天主教的強烈傳統影響，傳福

音更困難重重。在最初的四、五年，我們嘗試

過以不同的方式傳福音，然而很難見到收穫。	

後來，我們發現最有效的方法是開展英語班及

服侍社區中被遺忘的一羣，如關顧酗酒者、貧

窮和有需要幫助的人士。我們非常感謝神一直

信實地供應和引導我們這事工。若沒有神的介

入，我們就一事難成。今天教會堅立，願榮耀

歸與這創始成終的神。

從人的角度，宣教士的人生充滿疑慮和挑

戰，但我們卻經歷了充滿喜樂和祝福的信心生

活，真實體驗「我是軟弱，在祂裏面卻是剛強，

雖貧窮但在主裏卻是富足」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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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太 ( 後排、右一 ) 與佈道隊隊員合照。 2000 年，澳門 OM 辦事處啓用。安太（右一）與當地朋友合照。 官志達牧師與太太。

春事奉神的我，在兩年間得着的比付出還多。

期間，我鍛練了個人的屬靈操練、認識自我、

團隊事奉、在異文化生活及事奉、認識宣教路

上的同路人、認識其他宗教，從中一步一步確

認神給我的宣教呼召、從短宣漸變為長宣。這

段時間香港 OM 給予我渠道去尋索及認定神對

我的呼召。沒有香港 OM，也沒有今天在海外事

奉的我。

OM是同路人的平台
感謝 OM 接納有心宣教的青年人，不論他們

的學歷（不一定要有神學訓練）、事奉經驗，給

予青年人實際的宣教體驗機會。在工場實地工

作，這一、兩年的經驗使青年人畢生受用，甚

至改變他們的生命！我最感恩的，是在 OM 找到

了很多對宣教有心志的戰友，或許我們不全是

宣教士，但有許多是多年一直在背後支持的同

路人。香港 OM 給我們一班宣教同路人一個平

台，彼此支持，共同成長，並完成神的大使命！

撰寫這文，回首細數，也驚覺自己加入了

香港 OM 廿年。回想香港 OM 曾轉換過的人事、

辦事處地址、月禱會地點等，也驚覺神不斷看

顧香港 OM，使她壯大，宣教士的人數也由當年

的幾人到今天的數十人，主的恩典實在奇妙！

願神繼續使用香港 OM，讓更多有心宣教的青年

人蒙福！

回應呼召，服侍英國華人

1998 年，我和太太回應主的呼召，計劃到

英國事奉華人，儘管當時英國 OM 沒有華人事

工。我們經歷到神的感動，尋找到 OM 事奉的

可能。那時已是香港 OM 總幹事的陳平明姑娘，

向英國伯明翰的工場主任分享我們的異象，工

場回應積極，並願意進一步與我們探討如何開

展事工。期間，陳平明姑娘卻向我們發出新挑

戰，希望我們先到澳門開設辦事處及舉行第一

屆的短宣培訓。2000 年，我們接受了這任命，

成為走更長遠宣教路的前奏。

2002 年，我們終於到了英國工場，得到工

場主任的意見及提醒，正式開展華人事工。過

往十多年，不管是工場或在後方支援的差會，

都是同樣重要。不知道將來有沒有機會，在香

港 OM 五十周年的特刊中再分享，但有一事是

肯定的，就是只要我們願意，神必繼續帶領。

香港 OM 在我的宣教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我今天能在工場長期工作，除了母會的教

導及支持，香港 OM 給予機會、訓練、栽培、協

助，讓當日年輕的我在宣教路上成長並認定神

給予的呼召。

OM是宣教路的起點
回想廿多年前，自己開始在母會關心宣教

事工，盼望多認識宣教工作，奈何在九十年代

初，香港教會沒有太多讓教友認識宣教的途徑，

也沒有現在五花百門的宣教體驗團。所以，有

宣教心志的弟兄姊妹們須外出參與差會舉辦的

短宣隊。在神帶領下，我開始在 1992 年定期參

加香港 OM 的月禱會，也因此展開了宣教路上的

尋索。1993 年，我大學畢業，盼望未開始工作

前參加短宣體驗。在神的帶領下，參加了那年

香港 OM 的暑期短宣，跑到創啟地區作友誼佈道

體驗！那些年，我在香港 OM 認識了宣教路上的

前輩，如與我亦師亦友的前任總幹事陳平明姑

娘，又有同路人，如當年與我同為短宣隊友的

現任總幹事劉卓聰先生。我們多年來一直在這

宣教路上彼此勵勉！

神沒有在異象或夢中呼召我。祂循序漸進

地、平淡自然地呼召我作全職宣教工作。1994

年 9 月，我參加了 OM 的亞洲佈道隊，到南亞

不同的地方作友誼佈道體驗。本着奉獻兩年青

在學時期，探索差傳

1986 年，我在唸神學時，認識到 OM 的福

音船，便貿然聯絡當時香港 OM 的聯絡人陳平

明姑娘，希望暑期能到船上學習。然而，當時

福音船並沒有短期事奉的安排，結果陳姑娘聯

絡了另外四位兄姊，成立香港 OM 首支短宣隊，

參加忠僕號，讓我體會到在船上跨文化事奉的

挑戰。

1990 年，神學院畢業後，我參加了「主愛

歐洲」的短宣，在荷蘭街頭佈道，與穆斯林辯

論信仰，亦遇到漂泊海外的華人，體會到「許

多困苦流離的人，如同羊沒有牧人」的境況。回

港後，與同期參加「主愛台灣」和「主愛歐洲」

的弟兄姊妹，將從OM所學的佈道技巧本地化，

定期在香港出隊去傳福音。那時候香港 OM 只

有一位同工，後來我太太分別作董事和參與行

政會，讓我們有幸見證香港 OM 的初期發展。

沒有香港OM，哪有差傳的我?
 安師母 ( 安氏家庭 )

南亞

香港OM的廣闊胸懷
	官志達

英國 Life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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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慕蓮宣教士（前排，粉紅衣者）與法國同工合照。

從頭一天直到如今……
 鍾思林家庭

北非中東

廿五年來的服侍
 馬慕蓮

歐洲法國

之後，我們一直為前往的工場禱告。期間，

香港 OM 又穿針引線，在中東和北非的穆斯林

羣體中作了幾次「度身訂做」的短宣。最後，

在神的帶領下，加拿大	OM 的同工介紹我們找

到現在的工場。事就這樣成了！

我們很欣賞香港 OM 的國際網絡和視野，

而且多年來一直努力不懈的服侍青年人，鼓勵

蒙召的信徒落實使命，又擔當蒙召者與差派教

會的橋樑。

願主祝福和大大使用香港 OM，無論在本土

或海外，繼續服侍這一代！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

喜的祈求。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

合意的興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

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	

一 4-6）

認識香港 OM 差不多廿年了，還記得首次

「邂逅」是在佐敦一座唐樓中只有一張書檯的

辦事處，當時只有一名全職同工。那時我們夫

婦二人還是「學生哥」，知道香港 OM 在暑假

期間舉辦一個名叫「主愛亞洲」的運動，希望

認識更多宣教，就「大發熱心」報名去了。

就在「主愛亞洲」活動期間，我們二人分

別領受了作宣教士的呼召。不過，我們那時還

不知道要作甚麼，往哪裏去。兩年後，鍾思林

又參加了「主愛歐洲」運動，神明確要他帶職

事奉，到穆斯林羣體去服侍。異象既清晰了，

我們就在香港好好裝備自己和跟教會分享這異

象。

正當香港 OM 慶祝成立廿五周年之際，我

也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在法國服侍祂廿五年。

呼召人的主

完成大學課程後，我決定到夢寐以求的法

國去學習法語。在巴黎期間，我在旅館裏遇到

了一些年輕的基督徒。我留意到，他們的喜樂

與平安是我沒有的。我意識到，即使我來自一

個基督教家庭，我仍要作出個人的決定，親自

與耶穌相遇。我來法國是要見識法國文化的榮

耀，但相反，我在這個「光明之城」中發現了

「真光」！	後來我更明白到神要我在法國為祂

工作，這個國家正是我所愛的。

供應人的主

1994 年，我的母親突然心臟病離世，我陷

入生命中最黑暗的時期。當我身在遠方，又經

歷失去至親帶來的沉痛，問題就來了 :「主啊，

你為什麼把我的母親取去，留下我父親獨自一

人 ?	誰可以去照顧他呢 ?」我的姐姐全職工作，

這個負擔不能落在她身上。我們唯一的解決辦

法是聘請菲傭。蘭茜就這樣來了，她是一位

三十出頭的菲傭。蘭茜忠心服侍我們，在長達

十六年間照顧好我的父親，直到他 94 歲離世。

在那些日子，我每年都能夠回家和他相聚。神

的確關心我們，供應我們所需。

替人開門的主

當我在 1989 年加入法國 OM，他們急需尋

找一名辦事處管理人員。雖然這不完全是我的

恩賜和能力，但我知道這個職位是從主來的，

所以就欣然接受了。

在辦事處作差傳事工，不只是文書工作。

我參與了各種活動，例如協助短期差傳工作，

機場接送，替團體做飯，以及教導差傳團隊。

當我們忠於我們的呼召，主就會開傳道的門。

後來，我有機會成為國際培訓導師，在不同國

家做跨文化和領袖訓練工作。在過去九年裏，

我也成為歐洲的地區人事部幹事，負責關懷肢

體，支援超過十五個國家的人事部同工。

改變人的主

差傳工作者的生活並不容易。你將會體驗

思鄉之情、孤獨無援、團隊衝突、文化衝突以

及無數誤解。但在這一切之上，神一直想改變

我，使我成為祂兒子的模樣。我天生是個含蓄

和安靜的人，而我的西方同事則比較外向和溢

於言表。多年來，我已學習變得更加開放、更

樂意表達自己，嘗試打破自身文化的阻隔，使

我可以與不同背景和國籍的人合作。主同時把

「屬靈的父母」放在我人生的路上，給我提供

寶貴的意見和指導，也給我家庭溫暖。

神把夢想放在我們心中，使我們可以按祂

的旨意達成這些夢

想。認識到我們活

在祂旨意的中心，

有甚麼能比這個更

珍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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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家庭的宣教工場的孩童。 年少的男孩出家修行。 英國街頭

我在忠僕號與神同行
 高師母 ( 高氏家庭 )

東南亞

回望十五載：分享生命的至寶
  張氏家庭

歐洲英國轉捩點

道自己有多適合宣教，有多大的決心去跟從祂。

忠僕號—生命的塑造

1992 年，我加入了忠僕號。我覺得自己

已準備好擔起世界，要向整個世界傳福音，我

以為自己已為神的所有事準備就緒。那裏有許

多來自世界各方的青年，大家都渴望服侍主；

我們將要在愛和融和中生活，體驗天國的滋

味……

唉，結果與我想像的頗不一樣。與大伙兒

過集體生活，有甜蜜的時候，也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經歷了文化衝突、性格碰撞、期望迥異等

等。然而，我學會的比所爭取的更多：儘管我

們都不相同，甚至有時是醜陋的，但神愛我們

所有人，祂接納我們，甚至為我們死。神愛我，

同時也愛旁邊那個與我不和的人，雖然我難於

理解這事，但這是真確的。

忠僕號成了神呼召我的重要一步。它把我

鑄造成神所要的器皿。三年後，我和丈夫奔向

了祂自「忠僕號」那段日子便植在我們心中的

工場，去開拓一個多年來禁止宣教工作的地方。

時至今日，我們仍在服侍和學習。但我永不會忘

記早些年在忠僕號與神同行、向祂學習的歲月。

眨眼間，香港 OM 已慶祝廿五周年紀念。

而我和丈夫已在工場十五個年頭，而我已與香

港 OM 同工廿一個年頭了。

忠僕號—宣教第一步

呼召我的是神自己，但我的靈性成長，特

別生命方向這方面而言，香港 OM 扮演了很重

要的角色。打從年輕的時候，我已感到神有天

或會需要我去宣教。於是在中學時代，我張開

耳朵聽，對宣教祈禱會、宣教講座之類特別留

神。當時香港總幹事陳平明姑娘是我教會其中

一位牧者，我們經常一起為中國和世界各地未

得之民祈禱，又常在周末到中國內地去，看到

神如何在需要祂的人中間作工。我們更在教會

成立了一個宣教團契，對宣教感興趣的弟兄姊

妹，不論是為此禱告或走出去的人，每月一次

聚集一起，為神指引我們的生命而彼此代禱。

後來，我聽到忠僕號來港，且需要義工人

員，我們幾個宣教團契的成員便去了幫忙。那

是次很特別的經驗，我見到那麼多青年人來到

一起，雖然來自不同國家，但有同一個目標，

就是把神的福音帶給世界各地的人。那時我已

相當肯定神呼召我去宣教，加上我對忠僕號留

下深刻印象，便在心底祈求主指引我，忠僕號

會是我宣教的

第一步嗎？即

使前路或許艱

辛，但我會藉

此看到各地人

民的需要，神

會引導我去到

祂要我服侍的

羣體或國家，

我也能藉此知

神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

婚後張太患腎炎，往Ｐ國翻譯聖經的申請

遭拒絕，唯有放下到落後國家的受苦心志，按

牧者建議一家三口前往當時位於尖沙咀的 OM

辦事處。會見劉卓聰弟兄後，再與當時總幹事

陳平明姑娘詳談，決定舉家前往英國伯明翰做

兩年穆宣。九七陰影下，卻有人質疑我們：「是

移民還是宣教？」。張太小產後祈求多一名健

康孩子，但神所賜的小兒子對奶類敏感及會厭

軟骨塌陷，往Ｐ國的申請再次遭拒。911 事件

後的 10 月，我們舉家到英國倫敦重投穆宣，到

埗翌日小兒子哮喘發作，半年後患腎炎。兒子

的消化、呼吸和泌尿三個身體系統都病了，照

顧兩歲的他，佔據父母每天所有時間。2005 年

7 月 7 日，「倫敦爆炸」近在咫尺！

張生十四歲蒙召，在「將你最好的獻與

主」的歌聲中奉獻一生。他從沒想過當英文老

師，如今每周教四班穆民學生。為了生活，他

們熱衷上課；為了福音，張生積極教導。神的

道路非同我們的道路！身為母親，張太從零開

展親子組。未知何時才得見果子，但深知聖經

故事和兒童聖詩已深植在幼兒及家長心靈中，

等待聖靈叫種子發芽生長。她在六歲入讀幼稚

園前蒙召，單純地從心底唱「我願作個小小的

傳道人」，但十二歲時才清楚決志！身為癌症

病人，張太從零開展癌症事工。翻譯健康報

《Supplement》時，感慨那刻結合了她上半生的

護士專業和下半生的病人身份。後來，張太獲

邀以病人身份參與釐定家庭醫生的守則，才發

現自己原來站在英國醫療改革的歷史中。

靠主恩，渡低谷，闖高峰

每次回港述職，入住差會宿舍都有家的感

覺：洗衣街、高街、金馬倫道、長發街。每早

四出尋訪公園的晨運客，搜購舊區街市的平價

餸菜和日常用品，滿載而歸地帶着懷舊與回憶

開門入屋，叫醒兒子們吃港式早餐。相比香港

事奉，穆宣實在缺乏果效，更常有「被放飛機」

的感受。倫敦冬天下午四時便天黑，容易令人

意志消沉甚至抑鬱。望着倫敦街頭，總是在尋

索香港街景，期待回港述職。

我家所結的福音初果並非穆民，宣教對象

由神安排！宣教時機與地點更在神手中！「想

改變我的信仰嗎？」穆民曾如此問。非也，無

此本領，「只是分享生命的至寶！」不覺來英

已十五載，事工漸上軌道，願靠主再闖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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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揚帆，後方打氣

曾有一次在湖邊，看見一位風帆運動員。

只見獨航者憑一己的體力、意志、智慧，以及

各式各樣揚帆掌舵的技術，在湖泊中使出渾身

解數。然而，獨航者並非孤軍作戰，他所鍛鍊

的身手有着前輩教練悉心培訓和指導，同儕間

的切磋鼓勵，有家人、好友鼓舞，就連湖邊陌

生的遊人也樂意為他打氣。這是人類社羣不可

或缺的，也是永恆創造主的旨意，叫人在愛裏

互相守望、扶持、啟導、互助，編織美麗的生

命交流。

從風帆獨航者的圖像，引申到信仰羣體的

宣教士身上，我們也認定宣教士的呼召，有賴

後方差派的支援和守望，一切資源、決策、禱

告以及身心靈的關顧，均影響在前方宣教士的

生活和事奉。前線的宣教士也非單打獨鬥，筆

者相信差派的主早為祂的工人放置和預備工場

上的同伴、信仰的羣體，及一些樂於施予援手

幫助、不同國籍的陌路人，這是筆者過往七年

在工場上親身經驗寶貴的寫照。呼召是出於差

派的主，祂由始至終，鍥而不捨地，以愛看顧

和承擔宣教士所面對生活上任何的挑戰，一切

的保障都在於祂。

呼召非英雄主義

事奉只佔生活的一部份。然而，「祂的眼

睛觀看，祂的目光察驗世人」，呼召的主喜悅

我們生活的整體，遵照祂的命令，純正真誠，

以愛待人，甚或是作在一個小子身上。當筆者

在工場患病期間，神就差派醫生、護士、一個

又一個關愛的肢體、朋友與及家人來幫助我。

「施與受」構成了一幅在神旨意下，人間有情，

美麗互動的圖畫。這圖像告訴我，呼召並非個

人英雄主義，乃讓更多人願意付出與承擔。

上帝的呼召：最終的指標
 樂樂子

北非中東

從風帆獨航者看差傳
 鄒婉儀

歐洲英國

及後我知道「Turning	Point」（轉捩點）原來

是一個「在工作中受裝備」的工場—藉實戰讓

信徒學習如何向穆斯林傳福音，這正符合牧者

和我的要求—既可傳福音，又可滿足我有額外

裝備的想法。

去？留？忠於神的呼召！
當我完成兩年語言學習，我逐步探索神指

示我去的工場。神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祂最

後叫我去一個我不曾考慮的地方看一看，並為

那地祈禱。當我一去到這國家，我肉身感到非

常反感，因為那裏很骯髒。然而我的靈不知何

解有一種莫名的雀躍，我就知道「出事」了，

因為靈裏的感受才是最真實的。這時我掙扎了，

我的靈已認定這地方，而神也清晰告訴我是這

地方了，但我是否願意順服呢？面對我一切以

「我」為標準的掙扎，神很溫柔對回應我：「我

的國度不在乎你的安舒。」雖是溫柔的回應，

我卻視之為最嚴厲的警告	。

工場上動盪不斷。在工場六年，我已經歷

四位同工殉道、潛在的內戰、眾多同工遭綁架、

恐怖襲擊、大爆炸等事件。工場隊長最終決定

團隊要撤離工場，而我則要選擇去留—忠於神

的呼召，還是順服隊長、差遣教會和差會領袖。

此刻我就等候神給我的指示，人的聲音很多，

因為他們都愛我，但最終我都要聽到神要我去

留的聲音，我仍然要忠於神給我的呼召。

編註：筆者寫此文章時身處工場，面對動盪的局勢，
必須決定去留。筆者現已回港。

呼召對我來說是核心價值。因為我是一個

膽小、怕死的人，我知道我原先從神而來的呼

召，就成為我的錨，可以面對危險、動盪、困

難，我就不會輕易逃避。

「我要服侍穆斯林。」
我曾聽過一名宣教士的分享，令我感到非

常震撼：九十年代的宣教士和穆斯林比例是一

比一百萬，即是一名宣教士即使窮一生不睡覺，

廿四小時去服侍穆斯林都不夠。而穆斯林人口

又不斷倍增，參與穆斯林宣教的宣教士卻沒有

按這比例增長。所以，我當時就立定，若我回

應神的呼召，我必要服侍穆斯林。

後來在一次差傳年會上，我舉手回應呼召，

心想：「我也不知自己可以做甚麼，但若主用

得着我，我願意奉獻，為祢所用。」當時許下

這承諾，並不知道今天會如斯光景。否則以我

這麼怕死的性格，讓我知道將來要去中東，要

面對這些事情，我就會卻步。然而在神完備、

全知的智慧裏，我當時並不知這些事。

日後我在港接受神學裝備。這為我將來參

與穆斯林的外展佈道立下了重要的基石，幫助

我信仰不會動搖。完成兩年的神學裝備後，自

覺尚未有充足的預備	。雖然頭腦上已有知識，

但仍欠缺向穆斯林傳福音的實質裝備。後來

神在異象中，讓我看見「Operation	Mobilisation	

Turning	Point	」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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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教會浸禮

尼泊爾的壯觀山景。街頭演出

預備寄給慕道者的郵包

神領我前行
 因悅

中西亞

原汁原味
 山人

亞洲尼泊爾

OM 仍是信任和敬重。感謝神，有他們為我禱

告，又送小禮物鼓勵，此外我多次向他們尋求

意見，他們都給我很好的提醒和建議。

不同的嘗試

2010 年 1 月，我踏進工場。首兩年，我參

與表演藝術外展事工，同時一邊學習語言，一

邊找尋我的工作崗位。兩年來，我曾在演出和

行政方面服侍。同時，我個人開始了周六教琴，

並周日華人教會服侍。第二年結束時，隊長和

我都同意，我離開這隊工是適切的決定。

新的團隊讓我繼續在語言學習、教琴和華

人教會方面發展。當時我亦獲工場委任擔任祈

禱統籌。我轉隊一年多後，小隊開始以聖經函

授課程作共同事工，我便每周一次，幫忙預備

寄給慕道者的郵包。

神已引領我在 2014 年 7 月離開工場，重

返香港。這會是我和香港 OM 合作的一個結束

點，還是新一頁的開始？深信神必會像從前那

樣，在合適時帶領，我感謝祂！

2008 年 2 月，身在美國的我在安靜獨處中

問神：「我該留在美國還是回香港﹖」神一句：

「你不是一直都想參與宣教嗎？」後者，我從

不願意。然而我一旦順從，便經歷神的供應。

同年 8 月我回港，一個月內找到工作，亦第一

次踏足香港 OM 的辦事處。

OM的同行

這一年在香港的日子，香港 OM 的同工們

在各方面幫助和教導我。參與月禱會和各種特

別聚會，並在出工場前的藍彼得訓練課程，使

我對 OM 架構、跨文化服侍以及天父的心等方

面，都理解更多。

後來在工場時，在文化衝擊和地域差異下，

在溝通上有困難的日子，我的內心深處對香港

原汁原味敬拜主

十多年間，曾五度前往尼泊爾，直至在英

國讀神學時被「民族敬拜學」(Ethnodoxology)

感動不已，好想去到尼國鼓勵信徒，藉本土原

創音樂，本地原汁原味的樂器去敬拜神，用當

地的「音樂語言」將福音更地道的傳開去。

不過，有段日子卻失去信心，覺得心志是

偉大的，但真能實行嗎？不是螳臂擋車嗎？當

時我的教會也不明白這種事奉，令我舉步維艱。

幸好天父藉一次默想，將我帶回一個小渡

頭上，耶穌站在小帆船裏向我招手，要領我去

尼國，我還「懶醒」地質疑祂：「尼國四面是山，

小船豈能前往？」耶穌以一貫的從容擊敗我：

「在我凡事都能，你信不過我嗎？」那一下把

我折服了。

尼國曲風教與學

去到尼國發現年輕信徒都一味追求西方樂

器，大家一窩蜂渴慕結他電子琴等，鮮有使用

本地手鼓或小弦琴﹑大鼓﹑竹笛等樂器，作曲

也偏好西方旋律，或用翻譯詩歌。偶有數首本

地旋律風格的詩歌奏起時，會眾就忍不住熱烈

地唱，歡然起舞！

鄉間教會例子更鮮明，傳統民族曲風的歌

都能令民眾起舞，但以西方旋律配上尼文的

翻譯歌就不能以舞助興，唱起來也格格不入。

我試過舉辦青年工作坊，講解箇中道理，然後

分組作曲，有的以傳統尼國曲風伴以本地手

鼓作曲，作品雖還稚嫩，但參加者都很興奮，

對我說以後也會以尼國曲風繼續創作！真老

懷安慰呀！

期後在鄉間辦音樂坊，教導敬拜和民族敬

拜學。教授電子琴和結他之餘，也同時教授竹

笛和印度手鼓 Tabla，希望擴闊他們的眼界，可

惜我們欠缺經驗的傳統樂器老師來襄助。

回港後希望繼續推動這種工作，首先感謝

香港 OM 允許，翻譯一本見證集，介紹四十個

民族敬拜學的真實故事，讓人明白。

盼望有天有更多音樂人委身差傳，以本土

音樂影響生命。

尼泊爾弟兄們彈奏尼泊爾傳統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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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寶芝姊妹與本會總幹事劉卓聰先生於馬其頓聚餐，為
當時初出工場的她「打打氣」。 關寶芝姊妹前往阿爾巴尼亞的差遣禮。

我心尊主為大
關寶芝

歐洲阿爾巴尼亞

十載人事幾翻新
 翎羽

北非中東

此一步步地在我、在祂所連繫上的人當中展開

了。2011年 1月 16日我正式前往阿爾巴尼亞，

在當地的以馬內利中心服侍羅姆人。

盡力愛神愛人

對於事奉範疇，從加入 OM，神把我置身於

羅姆人當中，在兩年多的服侍裏，感謝神讓我

學習，並經歷撒種、栽培、收割，同時也繼續

一步步的帶領着我走向下一步，與不同的人聯

繫、分享生命。我不能誇口神將要如何使用我

或放我於哪個事奉範疇，但我可看見的就是我

的生命，是神用祂滿有恩典、憐憫及不輕易發

怒的大愛，牽領着我去體會並活出祂的差傳道

路。深信今天及明天祂也是如此的帶領着，我

所要行的就如馬利亞所說：「我心尊主為大！」

跟從並且祈求神的恩典讓我一生能夠盡心盡性

盡意，愛祂及愛人如己！

藉此寶貴機會，我衷心感謝陳平明姑娘、

劉卓聰先生、訓練我的導師余大安先生夫婦及

澳門 OM 的同工，還有香港 OM 的同工，因着

您們常常以禱告及實質的愛心鼓勵，勸勉着我

走在神的道路上！在往後的日子，無論神帶領

我往哪裏，也有一班同路人，彼此在主裏守望

相助，叫萬國得知神的恩惠和拯救！

我與香港 OM 的連上，就從 2008 年的一個

平凡晚上說起⋯⋯

小單張改變了我的人生

當晚在睡房內跟神談心感恩，訴說着祂何

等大的恩典，我願意讓由祂來完全掌權規劃我

的生命，憑祂意行。禱告完畢，我看見身旁有

一張關於慈惠服侍的小單張，便隨意地跟着資

料上網瀏覽，沒料到一進入網址在螢光幕正中

央寫着「阿爾巴尼亞需要社工」。由於我是一

位社工，加上在一分鐘前跟神的對話，這個看

見實在使我不能就此乍看不見，同時心裏開始

戰兢：「神這是你給我剛才禱告的回應嗎？」

那一刻我心中已開始退縮了，但口裏仍告訴神：

「好吧，給我資料看看。」就這樣我便在網上

留言：「欲索取資料」。事件就此放下，我繼

續工作，繼續生活。

沒料到兩日後的午飯時間在返回辦公室的

途中，香港 OM 人事部致電給我說收到我查詢

阿爾巴尼亞的服侍。當時我實在一頭霧水，甚

麼香港 OM ？我對差傳見識極淺薄，香港 OM

也不明何解會收到我的查詢，一切實在猜不透。

總的來說，就從那時起，神和差傳的故事，就

服侍駱駝半島的丫國

2000 年未到，大家仍在談論電腦千年蟲的

威脅時，我正思索要回應神的感動，在神的話

語上學習助人自助的功課。翌年神學院收錄我

入讀一年的全時間基督教研究文憑課程，期間

發生了轟動全球的 911 事件，我亦回應了神的

呼召，踏上了服侍穆民的宣教路。

畢業後，得到教會傳道人的介紹，認識了

一位在北非的 OM 宣教士，首次去到講駱駝語

的穆民中，初探穆民的語言和文化。回港後，

得到一所服侍穆民的基督教機構聘用成為同

工，開始與香港 OM 及其他機構合作，一同服

侍和關注本地穆民的需要。2005 年冬，感恩得

到所屬教會的支持，	由香港 OM 聯繫，首次去

到駱駝半島的丫國短宣，預備兩年後再到丫國

長期服侍。

OM 點滴皆見情

給我印象尤深的是 2006 年中，正式成為

OM宣教士的面試。給我面試的是前任總幹事陳

平明姑娘。她雖在醫院接受檢查，仍然以同行

者的身份鼓勵和提醒我如何成為合神心意的用

人。她所撰寫的《雨中彩虹》，	不單成為我喜

愛閱讀的季刊，亦是在我媽媽走完人生旅途前，

幫助媽媽明白主的祝福和保守的見證。到現在

每次回港述職，我都會親臨神藉她為同行者所

預備的「同行坊」分享和禱告。

	今年六月底 ,	我與 OM 已有八個年頭。期

間因政治宗教動盪，先後在貧窮的丫國和鄰近

富裕的 U 國工作、支援和關懷服侍。我欣賞國

際 OM 和香港 OM 在事工上的協調和靈活，縱

使有時在行政溝通上有偏差，但同工們不乏愛

心包容和彼此勉勵，在主裏就是一家人。每次

在不同的時期，翻閱一些舊相片和咭片，都能

看到 OM 人不屈不撓的團隊精神。我亦感謝香

港辦工室同工們，無論在搬離港島到進駐九龍，

都不乏在後方對宣教士的支援，總幹事亦會遠

赴工場探訪和關顧宣教士及其事工。若主願意，

盼望能與 OM 和教會繼續走在服侍駱駝語的穆

民路上，同心領受主的恩典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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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動員及傳訊部

一次又一次的新嘗試

回望在香港OM服侍已年半了。經歷不少第一次：

．福音船到訪兩次，當時剛入職三個月，便介紹和講解

望道號一些歷史和事工，我當時連香港 OM的事工都

未熟悉，真有點考驗！	

．舉辦國際財務訓練，過程既挑戰又感恩；

．安排宿舍裝修事情	，以往從未處理過；

．親身安排打點一間全新、甚麼都沒有的宿舍。

以上經歷充滿感恩，讓我感受到神的愛，聖靈的

同在，耶穌的幫助和安慰。多謝香港 OM 給我有機會

去學習去磨練，

感 謝 神 的

帶 領， 引

導 我 一 步

一 步 行 這

恩典之路 !		

行李箱．不易拖

每次到教會領會，我們都要用一個大大的行李箱把我們需用的物資帶到會場。有

一次，我擔起了這個任務，我才發現這任務一點也不容易﹗首先，要穿越人多擠逼的

深水埗街頭，走到地鐵站，再跟街坊們擁擠着進入地鐵的升降機和車廂裏，最後在地

鐵車箱內，以為一切都安好的時候，少不免還要承受旁人「為什麼霸佔這麼

多空間」的白眼。

承受了這一切，我對負責送遞工作的同工們油然

生敬，因為他們每一次的傳遞都默默地為主背十架。

同時，這也提醒了我到底可以為主付出多少 ?是不是擠

擁、白眼、汗水就叫我停止事奉祂 ?是不是默默無聞的

事奉就叫我卻步 ?願主憐憫我這脆弱、驕傲的生命。

行政部

搬家無升降機？

日子溜得很快，在 OM 工作已經五年多。在這裏，神

每天都給我很多學習和挑戰。最深刻的一次，是從上環辦

事處搬到深水埗的時候，突然收到升降機要停止運作的消

息，真是令人驚訝！沒有升降機，物件如何從地面搬運到

十二樓？不過，最後發現虛驚一場，因升降機只停一小時

作例行檢查，沒有很大影響。但

為了解真相，那次我竟用了超凡

的速度，於地面和十二樓樓梯之

間跑了兩趟。神給我的學習是：

在事奉裏有很多看似很難的東西，

其實並不真的如此，無論如何，

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我的呼召—支援前方

一位老師曾說過：「如果沒有工場的福

音需要，就不用差派宣教士前往宣教工場；

如果沒有宣教士獻身事奉，就無人可以受差

遣服侍宣教工場；如果沒有差會及教會配合，

就無法培育新力軍投身宣教工場。」

對我來說，如果沒有差會和宣教士，就

不會讓我有參與後勤支援的服侍機會。

呼召成為差會後勤支援的人實在不多，

同工默默耕耘工作也常被忽略。然而，我相

信如果傳者沒有後方支援，就如孤身作戰，

當乏力的時候就不堪一擊。各盡其職、互為

肢體同心事奉，是神

的教導，更是神給我

的召命。感謝神讓我

成為差會的後勤者，

支援工場同工的需

要，一同拓展神的國

度。

出於神的美？

記得那時我們日以繼夜，夜以

繼日地將辦事處的東西裝箱，同時

一起到深水埗行區祈禱、分享，讓

我們一起尋求神的心意。搬來深水

埗由當初總幹事個人的領受，到我

們每位同工

也共同擁抱

異象，體會

到「一切也

是出於神」

的美。

雨中佈道

在一次街頭佈道

前，壞消息接踵而

來。先是隊員的腳受

傷了，後是天氣不理

想。加上，身體的疲累，心裹不禁有點期盼晚上

的街頭佈道能取消。

最後，街頭佈道沒有如我所願取消，天氣亦

沒有突然好轉。道具和音響全都濕透了，但天父

卻叫我看見能在香港這

個地方，自由地敬拜神

和傳福音是很大的福氣。

而在傳福音的過程中，

不是在於我們預備了多

少，而是祂親自去成就

一切。

神「撐住」我！

2013 年多位來自不同工場的同工

來港出席訓練。每天早上七時，我須回

到辦事處，為十七位弟兄姊妹預備早

餐。這五天我都生病了，喉嚨痛致未

能發聲，但為免影響同工沒早餐吃，我

也硬着頭皮回到辦事處。工作的時候無

恙，但甫回家就開始發燒，身體無力，

晚上六、七時就要睡覺了，翌日早上七

時就回到辦事處，日日如是。身體這樣

的情況都能完成任務，這完全是神的能

力， 我 經 歷 了

神的恩典夠用。

同工都說：「真

是 難 為 了 你，

生病也要預備

早餐」，但感恩

神「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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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英 Jenice

·入職年份·

2012 年

·職位·

合約同工

余彩明 Angie

·入職年份·

2013 年

·職位·

傳訊幹事

鄺偉德 Ronald

·入職年份·

2009 年

·職位·

財務助理

黃溢允 Janet

·入職年份·

2013 年

·職位·

動員幹事

吳素蘭 Keely

·入職年份·

2013 年

·職位·

清潔同工

翟慧明 Vivian

·入職年份·

2008 年

·職位·

行政及財務主任

老基莉

Katherine

·入職年份·

2010 年

·職位·

人事部主任



齊齊發夢
在這裏可以很自由地去發夢，不論大型

或小規模的，領袖與同工們都很樂意參與其

中，享受一起祈禱、一同構思、一齊拼搏的

過程。

感恩見證神由零開始，藉着賜下一個想

法，鼓勵我們尋求，感動超乎想像的回應，去

成就很多很美的畫面。不論「同鄉同您」探訪、

2011 年的聖誕派

對、2012 年的望

道號探訪與書 劵計

劃、巴基斯坦服

侍團等等，讓我

們知道祂是那位

奇妙的帶領者。

環境雖不變 心靈卻滿足
感謝主，祂帶領我在 OM 事奉超過了十六年。

由服侍內地新來港家庭到印尼傭工及至今的巴基

斯坦家庭，我都在他們身上看見一個事實，就是「神

愛世人」。我曾看過不少新來港人士悔改歸主，他們

信主後雖生活仍處貧窮，但心靈的滿足卻使他們整個

家庭喜樂起來。我也曾看過不下數十位印尼姐姐放棄

作穆斯林，成為基督徒後

生命奇妙的改變。

因此，我深信神也必

在巴基斯坦的家庭中行大

事。願你繼續支持我們的

事工，也願主繼續使用香

港 OM 成為更多少數族裔

走向神的橋樑。

慈惠及社區發展部

床邊摺衫的恩典
在七月短宣中，禁食為穆斯林禱告的

時候，神問我是否願意服侍他，而我也答

應了。短宣完結後，我便一直為自己的下

一步禱告。

祂是信實的神，亦是指引我們的神。

因祂的帶領，2013 年我正式加入香港 OM 成為見習同工，在服侍期間學

習並裝備。我感受到祂的安排是多麼的美。

記得在一次探訪期間，我和一位媽媽坐在床邊，我和她一邊聊天，

一邊和她摺衣服。我之前已當了一年長期義工，雖然和媽媽們都有聊天

的時間，但這是我每一次和她們可以有這樣

親密的接觸。每一樣這些看似「小事」的事，

都會令我感恩非常，因着神的愛，我和她們

的關係又可以再接近多一點點。

在未來的日子，我深願神繼續帶領我，

讓我在祂給我的召命上繼續努力成長。把祂

的愛繼續帶到祂所愛的羣體中。

永無分毫落差
耶穌應許跟隨祂的

人必有豐盛的生命。從南

非差傳門徒訓練領受到服

侍本地邊緣羣體的呼召、

回港後加入香港 OM 外展

隊參與少數族裔服侍、到

最近成立了同行者事工接

觸邊緣婦女，都看見神的

應許在我身上並 劵有分毫落

空。能走在主的召命中，

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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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OM同工

林穎敏 Carmen

·入職年份·

2013 年

·職位·

慈惠及社區發展部

見習同工

劉愛芬 Grace

·入職年份·

1997 年

·職位·

慈惠及社區

發展部同工

王翠旋 Debbie

·入職年份·

2012 年

·職位·

同行者事工統籌

葉泰康 Lincoln

·入職年份·

2011 年

·職位·

慈惠及社區

發展部統籌

友好賀辭



傳揚主愛   榮神益人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差會

敬賀

傳揚福音廿五載    為主動員志不改

香港華人福音普傳會

敬賀

香港 OM、或遠或近、為主作工

恩光使團

敬賀

佳美腳蹤    榮神益人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敬賀

傳揚主愛   榮神益人

遠東廣播公司

敬賀

OM 銀禧、持守使命、推動差傳

香港宣道差會

敬賀

香港世界福音動員會（OMHK）成立廿五周年誌慶

主內一家、共事差傳

Unity in Christ,  Serving In Mission

國際事工差會 ( 香港 )

敬賀

世界福音動員會 ( 香港 ) 廿五周年感恩誌慶

福音傳遠近腳蹤佳美

動員播恩澤主名彰顯

大使命中心

敬賀

香港 OM 銀禧誌慶

傳揚主愛、榮神益人

以色列福音差會 ( 香港分會 )

敬賀

同行廿五載

心繫 劵主國來

合力證主道

意向未變改

恭賀香港 OM 銀禧記念

香港學園傳道會

敬賀

賀香港 OM 成立廿五年

世界福音動員會

動員香港廿五載

志向遠赴千萬里

福音傳到億萬家

香港環球福音會

敬賀

OM 銀禧，代代精英。

推動差傳，捷捷上昇。

創啟事工有限公司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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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

位信徒，不單認同 OM 的目標，更願意成為我們

的全球伙伴，以金錢奉獻的方式，支持服侍未

得之民的項目或背後的支援同工。這些支援同

工是不見經傳的無名英雄，默默地以專業和青

春，叫未得之民得着福音的好處。

行動

投身差傳除了熱心，還要認清神的呼召和

接受差傳門徒訓練，以致蒙召者的心 (heart)、

頭 (head) 和手 (hand) 能協調得宜，有效地在國

際團隊中發揮恩賜，在萬民中建立基督的門徒。

過去的日子，香港 OM 在推動青年人投身大使命

上有一點成果，但陰盛陽衰仍是差傳界的普遍

現象。差傳同工的男女比例極度失衡，差傳事

工聯會的報告更指出單身宣教士的男女比例多

年來均高企，維持於一比十五的水平 ( 編註：

2013 稍回落至一比九 )，情況令人擔心。

未來五年，香港 OM 期望不單有八十位兄姊

參與「差傳門徒訓練計劃」(Missions	Discipleship	

Scheme,	MDS)，更求主加給我們十六位單身弟

兄，叫 OM 新增差傳同工男女比例降至一比五，

讓未來香港差傳運動不單有接棒者，並能更健

康地發展。

若您認同我們未來的五年目標，請與我們

聯絡，一起以禱告、奉獻和行動來回應近處和

遠處的需要。

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

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

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 約四 35-36)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	

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

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着

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

羊。」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

圍，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拜神，說：「阿們。

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柄、大力都歸

與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𣎴 (啓七 9-12)		

普世差傳的目標就是讓萬族萬民敬拜那救

贖的主、榮耀的基督，這正是每個差傳機構共

同奮鬥的目標。香港 OM 將繼續不偏不離地推動

華人教會、聯繫不同的組織，一起建立門徒，

實踐整全使命，向近處和遠處的萬民分享福音，

直等主來！因此，在未來五年 (2015-2020)	我

們將加強發展以下三方面：

禱告

禱告和差傳不能分割，沒有禱告的差傳並

不是合乎神心意的差傳事工。我們期望華人教

會能在差傳禱告上進深，將萬民帶到神的施恩

寶座前。我們期望與三十間教會結為「全球伙

伴」(global	partner)	，以社交媒體、電郵和禱告

手冊等，交流世界各地的消息和需要，並傳送

到教會及信徒的智能電話或電腦上，以禱告記

念近處和遠處的挑戰。

奉獻

定期的奉獻不單叫宣教士能無後顧之憂地

專心事奉，也能支持各樣的項目，如印製聖經、

建立教會或協助人道救援等。我們期盼有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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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劉卓聰
香港OM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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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爾 OM 差傳學校的學員聯合短期義工及當地一間
教會的信徒，為當地的原住民教會修葺屋頂。

在屋頂上開懷大笑
的阿富汗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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