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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道號首度 訪港

親愛的兄姊：
新年蒙恩！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
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4:6-7)
雖古語有云：「人生在世，幻變無常。」但身處
轉變和未知裏，仍會有擔憂和掛慮。保羅提醒我們在
「不知」和「不能」的掌握中，仍能緊靠那永不改變的

原定於11月26日來港的海上書展望道
號，最終於12月15日晚順利抵港。行程雖
然一改再改，縱有不便之處，但感恩仍有
足夠人手協助。

神，祂必保守我們的心，並賜那從上而來的平安。這段

望道號離港後因機件問題，需折返香港。期間，海上

還是在旺角的街頭佈道、在文化中心獻唱聖詩，或於晚上

書展再次開放給巿民大眾登船參觀，並在農曆新年前向本

在尖沙咀街頭表演，船員均藉此分享主耶穌降生的故事。

地、內地新移民、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派發每人

我們亦有邀請不同羣體登船參觀，共接待了超過200個家

港幣100元的望道號書劵券，好讓他們能登船參觀，選購自

庭，分享信仰，其中有居港的非洲、菲律賓、印尼及巴基

己心儀的書籍。

斯坦家庭等等。

最終，望道號經維修後，已於1月底離港，出發到下

s)
船上義工 (Volunteer

經文正好表達我們接待望道號的經歷。
因着機件故障，望道號行程一改再改，最終在12月
15日晚上抵達香港，展開兩周服侍，超過7萬多人次上船
參觀。訪客不單選購不同種類的優質書籍，並了解望道
號如何將知識、幫助和盼望帶到世界不同角落。
透過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統籌招募「望道

望道號今次訪港正值聖誕佳節，不論在海上書展，

望道號在首輪抵港期間，共有7萬2千人登上海上書展

號大使」，我們與千多名訪客作深入談道，共133位決

參觀，平均每天達5-6千人次，其中有一個周末更有接近

志信主。福音的成果叫我們忘記先前的勞苦！當望道號

1萬人參觀呢！我們在港共招募了約100人參與港口義工、

離港赴台之際，船上引擎出現問題，需緊急折返作3周維

翻譯員及導賞員工作，加上「作一天福音船員」活動的參

修。雖然台灣基隆港行程被迫取消，但卻為我們打開服

加者，一同參與船上不同部門的服侍。是次我們亦招募了

侍香港低收入家庭學童的機會。透過信徒奉獻書券，我

共450位「望道號大使」，於船上的訪客體驗層與訪客傾

們接待了超過300位學童，讓他們也能得着知識、幫助和

談信仰。我們感恩，在深入談道的一千多名訪客中，其中

盼望。在沒有計劃和臨時安排裏，我們仍看見耶和華施

133人決志信主！

一站柬埔寨。請大家繼續為海上書展的工作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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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的手在其中。
在離港前赴柬埔寨前三天，望道號鐵定於3月下旬
再度訪港數天，並於4月起在船塢作為期6星期的定期檢
查。請在禱告中記念我們各樣的需要。
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
總幹事
筆者家庭、董事會主席和
資深顧問攝於望道號上。

作一天福音船員 (C

rew for a Day)

過往，我們在香港
OM 辦 事 處 舉 辦 「 作
一天福音船
員」，讓有志於海上
書展服侍的肢體，能
加深認識海上
書展的工作。今次，
當望道號訪港，信徒
與非信徒能在
真正的海上書展環境
，參與一天在船上的
服侍，有真實
的體驗。
詳見P5

萬里足跡
香港
柬埔寨(西哈努克)
泰國(曼谷)
香港
香港 船塢維修

12月15日至1月29日
2月3日至19日
2月20日至3月13日
3月20日至4月2日
4月2日至5月13日

航程或有變動，
最新資料請瀏覽http://www.omshi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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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生命交流
於2012年12月16日至30日望道號訪港期間，超過60間堂會、450名義工，經過3次培
訓，參與為期兩周的服侍。除了休息日外，「望道號大使」每天早午晚3節，平均每節約有
20位大使、兩人一組分成10隊，在望道號的訪客體驗層接觸訪客，與他們傾談信仰。
訪客體驗層是今次望道號開放給訪客的主要區域，每天有2千至1萬人次到
訪—當中約一半為非基督徒。大使們把握機會，在書展透過問卷訪問，與訪客談
論及分享信仰。
在根據聖經「浪子故事」作藍本設計的「生命旅程」展板作導賞；或於國際
咖啡閣中，望道號大使與船員互相配搭，以親切的問候與訪客攀談；並藉着分發
見證書刊小冊、影音資源等—各人運用佈道訓練時所學習的技巧，與訪客在輕鬆
的環境下傾談人生和信仰，讓未信者對基督徒留下親切的印象。

望道號大使＠復活節
談道
決志
澄清
慕道
歸回
問卷訪問

1,151人
133人
54人
378人
17人
607人

一顆服侍的心

復活節期間，我們與短宣中心將再度招募「望道號大使」，盼望與香港市民在望
道號上分享復活節真義。

岸上．祝福社區
除了開放書展供市民登船參觀，讓弟兄姊妹在船上服侍，望道號船
員和本地義工也走進大街小巷，接觸不同羣體，服侍各類型的對象。在
聖誕佳節裏，船員、義工、市民不分國籍，一同慶賀救主為我們降生的
盼望！

16/12(日)
國際OM創意佈道資深導師Mickey Walker教授「創意佈道工作坊」，並與望道
號船員、望道號大使在旺角行人專用區一起表演及佈道。

18/12(二)
望道號船員與望道號大使，聯同服侍精
神病康復者機構愛協團契，進行「愛盼望．
愛鄰舍」佈道會，與會者約280人中，有10多
位願意即時接受耶穌為救主。

服侍日期：2013年3月23日- 31日(堅尼地城招商局碼頭)
佈道時段：下午3時-6時（參加者自選1-2段時間參與）
訓練日期(二選一)：(i) 3月12日（二）晚上7時-9時半   香港OM訓練中心(深水埗)
(ii) 3月16日（六）下午3時-5時半   西區浸信會綜合服務中心
名額有限，滿額即止，詳情請參閱本會網頁

22/12(六)、23/12(日)
香港短宣中心舉辦的聖誕短宣體驗日營，安排日營參
加者登船作佈道服侍、與望道號船員在尖沙咀一邊報佳
音、一邊與遊客佈道，實踐跨文化服侍。

撰文：唐英傑弟兄

在數年前忠僕號還可以航行服侍時，我有機會登船遊覽。我一直心想，究竟
為甚麼船員會希望留在這福音船上呢？直至12月29日，我有機會登上望道號當一
天的福音船員，即能體驗箇中因由。
早上，我們一起敬拜和查經，接着是佈道工作坊。中午後，我們像其他船
員一樣，被分派到不同部門工作，如書室、甲板和廚房等。我被分派到廚房中
工作，負責切雞肉。起初，我十分懷疑，並且事情非我所期望的。不過，在這
工作期間，隊員一起分享一起笑，充滿歡樂！這是我有史以來最棒的「切雞」
體驗。

今次再度來港，勾起過往許多美好回憶！如1980年到訪真道號、1981年
與忠僕號在港舉辦的「主愛香港」短宣體驗等。每次我都參與海上書展、差
傳大會及教會的佈道、訓練工作。
這次來港服侍，也是主要給望道號義工、港澳教會作培訓工作。最令我
鼓舞的是，在訓練中再遇上過往曾於「主愛台灣」、「主愛歐洲」短宣培訓
時的肢體。當我到訪澳門時，余大安夫婦為我安排緊密的培訓工作，包括
學校周會、神學院培訓及教會講座；與他們一起同工，實在喜樂非常！

後來，神讓我反省到，無論把我分派到任何服侍崗位 —切雞也好、洗刷
甲板也好，只要我們心裏對準服侍的對象是神，我們就會得着喜樂！這也提
醒了我，無論日後在甚麼景況，或作甚麼，只要是擁有一顆服侍的心，便是
獻上給主作活祭！

是次令我最深刻的經歷，是與一間教會合辦的佈道訓練。我們中午舉行講座，黃昏就於旺角作街頭佈道。隊員不單渴
慕學習，並熱切在街頭與人分享福音。望道號船員負責演出默劇，教會肢體準備音樂、主唱和伴唱，我就以畫板、繩索分
享信息。在人羣中，給路過停下來的途人派發單張、傾談。當晚，我們重覆3次節目後，隨即一起禱告和檢討。而最感恩的
是，這教會是首次作街頭佈道，是次經驗讓他們獲益良多！

唐弟兄(後排左二)為宣道會希伯崙堂會友，
他與香港學園傳道會門徒一起參加2012年12月29日的「作一天福音船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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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Mickey Walker

Mickey Walker為國際OM創意佈道資深導師，
於去年12月特意因望道號訪港而應邀遠道而來，給望道號義工及港澳教會作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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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空服侍．豐富體驗

離港？回港！

望道號訪港期間，我們招募了約100位本地義工上船幫忙。看見在學的弟兄姊妹善用寒假，或
在職的肢體特意申請假期，為的是抽空前來服侍，我們實在感恩他們的付出。我們喜見神在服侍
中叫各人經歷成長，又讓各國船員和本地義工分享交流，述說祂在彼此生命的奇妙恩典！

我這個「巴西人」
故事要由一年半前參加「作一天福音船員」活動說
起，沒有那天(可參閱2011年10-12月季刊)就不會有這次難
忘的登船經歷。還記得那天我獲分配扮演在書展部工作的
巴西人，往後我卻因種種原因，真的學起葡萄牙文來。
首天登船，就在義工歡迎活動中認識到幾位巴西籍船
員，他們一聽到我用「半桶水」的葡文介紹自己時，就興
高采烈地用葡文和我傾談，之後幾日還把我介紹給另外幾
位巴西船員認識。可是他們高估了我的水平，我聽得一頭
霧水，只得尷尬地一邊苦笑一邊點頭，結果幾天後他們大
都在跟我打招呼後就轉用英文和我交談……
雖然如此，他們確實待我很好，船首次離開前，全船
的巴西人一起簽了一張卡送給我；船折返後，雖然傾談的
時間少了，但關係仍然十分要好。同時神又讓我認識到更
多來自其他地方的船員，能在船上聽到各人講述神如何在

撰文：黃健信
世界各地呼召他們上船和改變他們的生命，實在令人興奮
和讚歎神的能力。願榮耀歸於神！
黃弟兄為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會友，
現正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修西班牙文

望道號首度訪港行程在1月3日圓滿結束過後，於翌
日正午12時左右從香港啟航前往台灣。然而，船隻航行
約8小時後，輪機長發現引擎的燃油系統及冷卻系統出現
問題，經過工程師們嘗試修復後仍無法解決。基於安全考
慮，必須決定停止繼續航行到台灣，並立即回航到香港，
以停泊作修復工程。

將近之時，這份小小心意作為小孩子的新春禮物，也為他
們帶來一個真正充滿「知識、幫助和盼望」的新年！
望道號留在香港維修的同時，原本到訪台灣的行程縱
然要取消，但台灣籌備隊和義工卻沒有停止服侍。他們照
原定計劃去探訪基隆監獄，向囚友分享福音。在30多名囚
友中，有8人舉手表示願意接受耶穌為救主！

原本要到訪台灣的行程亦被迫被消，望道號再次開放
予公眾參觀，展期至1月27日。船上亦因而再舉辦了「作
一天望道號船員」活動，船員亦到醫院、教會及學校作分
享交流。

神使用我的「冒犯」

撰文：李海鈴

如船員一樣，我每周有一次的事工日。我興致勃勃地作親善大使，跟訪客攀談，開展
福音話題。
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婆婆在國際咖啡閣吃雪糕，便跟她聊天，向她介紹望道號，並
打算邀她參加導賞團；我一心以為她已滿歲數可免費參加，豈知原來還沒有。婆婆嘆氣
說：「我看上去的確比較年老衰殘。」我的心涼了一截，慌亂非常，默默禱告，希望神
幫我安慰婆婆，並扭轉話題。
可是，神的作為真是奇妙，祂竟使用我唐突、粗心的冒犯來展開我們的話題。婆婆
沒有介意，反而跟我分享她生命裏經歷了3個大手術，都順利完成；不過，因此亦
令外貌比較蒼老。她說她很「好彩」，我告訴她：「這不是運氣啊！是神的保守、
祝福讓妳平安度過！」她認為人生無常，我回應她，這是愛我們的神在掌管我們的
未來，着她不用怕。
跟婆婆談了一會，我邀請她讓我為她禱告，她願意伸出手讓我握着，我就為她
的健康、子女和認識神更多去禱告。之後，她離開前在出口附近拿了福音單張，而
碰巧有個跟婆婆年紀相若的義工婆婆，鼓勵她說：「認識耶穌很好！」神的安排真
奇妙美好！
李姊妹為研經會九龍堂會友，
現正於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攻讀法律專業證書課程

望道號義工@復活節
你也希望像他們一樣經歷神，體驗望道號上的國際團隊服侍？望道號將於復活節期間
再度訪港！我們現急需招募多位港口義工、翻譯員及導賞員，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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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道號離港駛往台灣的航程上，由於主要引擎
出現問題，領導層考慮到全體船員的安全，所以在
不得已的情況下，決定駛回香港作緊急維修。

額外的祝福
望道號海上書展在12月的登船參觀人次超過7萬之
多，特別感動的是看見小孩子坐在舺板上翻書時的專注，
抱着心愛書本滿足歸去的笑容。香港有不少低收入家庭兒
童，父母忙於工作，沒空帶他們登船參觀，生活捉襟見
肘，甚或購買圖書的閒錢也沒有。

望 道號台灣籌

備隊與義工探

訪基隆監獄

我們得到熱心人士的捐助，給300位本地、內地新移
民、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派發每人港幣100元的

反思 — 委身的人少

望道號書券劵，讓他們能選購自己心儀的書籍。在農曆新年
對於望道號因為機件故障而被迫取消台灣之行，
上選 購圖 書
少數 族裔 學童 在望 道號

我們相信背後有神的心意，但又遺憾地發現望道號因缺
乏長期工程師，以致許多時候遇上問題時，只能「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的回應，欠缺整體長遠規劃。
細心一想，今天普世差傳的現況亦有相近之處。
肢體或有回應呼召的踏上差傳路，但缺乏委身的心志，
以致差傳工場經常出現同工轉換、工作交替；長遠而
言，令事工發展遲緩，窒礙了事工穩步成長的空間。
讓我們一同禱告，願神帶領更多弟兄姊妹不單參

訪港日期：2013年3月22日- 4月1日
停泊地點：堅尼地城招商局碼頭

與事工、體驗差傳，更是投入委身於神的大使命！
7

聖誕老人派「禮物」

OM代禱室

MTI＊為聖誕添上歡笑
去年 聖誕 ，東 南亞 幾千
歡樂的聖誕節。

成聖 誕老 人及 精靈 ，
聖誕 節前 夕， 日本 OM 同工 打扮
畫。 「在 日本 ，很 多人 認
在輕 井澤 向遊 客派 單張 和漫
我們利用聖誕老人派單
為聖誕老人與基督教有關；所以
同工基司說道。
張，解釋聖誕節的由來。」OM
迎。 其中 一位 參加
隊員 沒想 到聖 誕老 人會 這樣 受歡
們的 單張 ，有 些人 起初
者孫 立說 道︰ 「很 多人 都有 拿我
拒絕，但之後都折返拿單張。」
度假和購物天堂。在
輕井澤是日本一個熱門的
但很少人知道聖誕節的由
日本，聖誕節是購物旺季，
位年 輕女 士解 釋福 音漫 畫
來。 OM 同工 基司 講述 自己 向一
息能 讓這 位年 輕女 士對 基督
內容 的經 歷， 他祈 禱希 望信
基督。
教有更多認識，引領她一生歸向

哥斯達黎加
哥 斯 達 黎 加 OM 隊 員

上和心靈上貧乏的小

在聖誕前夕，與中美

朋友一起慶祝聖誕節

洲經濟
。 當 地 OM 幫

助了受政府忽視和受
巫術影響的原居民，
又幫助了當
地 的 山 區 教 會 。 OM
隊員除了向兩地小朋
友派發聖誕禮
物，又向他們的家人
傳福音。
另外，在鄰近的危地

馬 拉 ， OM 亦 有 福 音
外展，也
，向露宿者派發食物
。
請
為 OM 在
中美洲不同地方的事
工讚美主！願耶穌的
真
光和愛為中
美洲的人帶來希望，
請為此代禱！
曾在以往的聖誕前夕

走近主的第一步

新加坡

個貧 困兒 童能 夠過 一個

識神，參與為期兩周
景，亦沒有認識許多

更

在東南亞的慈惠隊工

的青少年差傳營會。

輕人希望更多認
他倆既沒有基督教背

朗勞看見那青年躺在
自己的床上，原來之
前的一個小
時，他躺在自己的床
上讀聖經。
「我感到非常驚訝！
這兩個小子在這星期
裏開始認識
神，他們踏上靠近主
的第一步。」朗勞說
。
請代禱，求主使這兩
個青年永遠不忘記在
青少年差傳
體驗營的經驗。

安慰人的主

中東

娜*的 丈夫 因癌 症去 世。 當莎 莉去
難過哀傷。

，得 知她 好朋 友阿 美

探望 她時 ，阿 美娜 非常

當莎 莉回 家後 ，好 有感 動要 向阿
美娜 分享 聖經 ，於 是
便致 電給 阿美 娜， 邀請 她來 ，向
她分 享聖 經、 鼓勵 她。 阿
美娜一口答允。
莎莉 向阿 美娜 分享 詩篇 23， 又向

復活 的故 事。 當莎 莉講 到拉 撒路
氣。 她承 認當 她丈 夫病 重時 ，她

* 化名

荷蘭

勞定期接觸的兩位年

基督徒，但他們仍然
很享受營會活動。
一天晚上，朗勞找
不到他們其中一個
，擔心他可能迷
路。朗勞四出尋找，
直 到 大 約 11 時 許 返 回
宿舍，所有荷蘭青
年都在睡覺。

莎莉 *出國 了幾 個月 ，回 來的 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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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中美洲的聖誕禮物

在 20 12 年 夏 天 ， 朗

標
「禮物盒計劃」主要目
國際慈惠隊(MTI)舉辦的
有無 數
在這 數個 月來 的籌 備，
是救 助貧 困兒 童， 感恩
達成 。
的支 持， 這個 目標 終能
義工 的參 與， 並捐 助者
寨、 泰
具和 其他 物品 送往 柬埔
一箱 箱家 庭日 用品 、玩
汶的孩子手裏。
國、緬甸、印尼和東帝
MT I能
應一年比一年熱烈，
新加坡對這計畫的反
TI計 畫在
一年 多。 5個 月前 ，M
夠祝 福的 兒童 亦一 年比
他們 有大
00 個禮 物箱 ；結 果，
20 12 年包 裝和 分發 3,5
愛的兒童手裏！
約5,000個禮物箱送到可
* 國際慈惠隊(MTI)是OM

日本

她講 耶穌 讓拉 撒路

復活 時， 阿美 娜喘 了口
盡全 力去 做一 個好 的穆 斯

林。 最近 ，她 對天 父感 到失 望，
更因 此停 止禱 告。 莎莉 告
訴阿 美娜 ，上 帝與 人同 哀， 又向
她講 述耶 穌怎 樣為 拉撒 路
哀哭 。莎 莉鼓 勵她 不要 怕， 繼續
尋求 上帝 。請 為阿 美娜 祈
禱，讓天父在她的心中作工，彰
顯祂自已的榮耀。

敘利亞信徒提供食

物給同胞

近東

德信徒受託關
利亞，當地的庫爾
敘
在
工
同
有
沒
時
到一
由 於 OM 現
食援助包，期間遇
們組成隊伍派發糧
他
。
人
的
要
需
有
祖
心當地
，只有與 母相
已沒有錢購買食物
們
孩
女
，
庭
家
的
訴她
個剛喪父不久
地政黨，隊員就告
問隊員是否來自當
地
惑
疑
們
孩
女
。
」
人。
依為命
相信耶穌的庫爾德
來的幫助，我們是
們：「這是從神而
爾德人怎可
並好奇地想知道庫
，
啡
咖
喝
去
進
員
一
她們便邀請隊
寬恕和救贖，其中
到神的愛、基督的
談
們
她
跟
員
隊
。
能信耶穌
，隊員就送給
想要一本新約聖經
示
表
並
，
着
聽
地
個女孩深感興趣
了。
她，她高興地收下
姐妹仍然渴望分
蹂躪的時候，弟兄
怕
可
到
遭
地
當
在
讚美神，
拯救。
帶領他們進入神的
續開啟人的心靈，
繼
神
求
祈
。
愛
的
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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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來鴻

2013年
1月~3月

主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第

亞洲．南亞 ｜ 安氏家庭

亞洲．東南亞 ｜ 山人

亞洲．東南亞 ｜ 高氏家庭

亞洲．東南亞 ｜ Omega

亞洲．東南亞｜ 芥菜籽

亞洲．澳門 ｜ 余大安夫婦

亞洲．澳門 ｜ 吳素梅

一

現正休假至4月，盼望休假時能善用
時間，在主裏安靜、更新。在人手安
排方面，請記念UEF學生領袖可以協
助打點一切，好讓我們安心休息。繼
續為當地政府禱告，當地常有大或小
型示威，要求政府修例，改善警察運
作系統及訓練。求好公義、施憐憫的
主，能保護當地婦女，免受欺凌。

我已於1月底緊急回港治病。請

3月將會回港述職，與家人有相

我已完成任期，請記念我回港重

新年期間將會休假回家鄉述職；

聚的時刻。請記念述職期間在工

歸的適應。回顧服侍經歷之外，

訓，求主引領學員參加。求主讓

請記念她祖母的健康。

癒我的癌症，減低化療的不適。

場的安排及回港後有好的休息；

我亦正探索未來的方向，願天父

並記念在港時與眾弟兄姊妹的分

為我預備合適的崗位，繼續為祂

享及聚會的安排。

作見證。

幼稚園有1位老師離開，2位新的加
入，求主能讓校長有智慧安排資源。
由於本年學校盼望可調配更多老師
到D城工作，但當地年初交通費增加
了1倍，擔心可能會影響事工，請記
念。同時，為英文中心學生和老師禱
告，願藉教學能祝福當地人民。

本年9至12月重開澳門差傳門

記念我的健康，願醫治的主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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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台灣 ｜ 蕭鈞揚

中西亞 ｜ 英格烈

中西亞 ｜ 小珠

中西亞 ｜ 小太陽

中西亞 ｜ 因悅

中西亞 ｜ 朝思

海上書展‧望道號 ｜ 黃溢施

二

願主帶領我尋找在事工中心的角

年初已回港述職，求主保守她有

已前往北美進修，請記念她在遠

周

充分的休息和安靜，計劃未來的

方的學習及休息。

教授生態教育，並發掘更多方

事奉方向。

感恩天父為工場的需要，預備了
好司機及寬敞的車子，讓我們入
村服侍時不用擔心交通安排。請
為我們在學校辦的新計劃—健康
課程代禱，求主讓我們有足夠的
預備。又求主記念當地同工在屬
靈生命上的更新進步。

請記念我的身體慢慢康復。願我

色。求主賜智慧予我們在小學裏

芽成長。

感恩在當地遇到好的語文老師，
老師已在當地教學超過10年，求
主開老師的心眼，讓他們更認識
福音。為學習方面禱告，求主賜
智慧明白，更多溝通的機會運用
語言。在個人方面，願父給我有
悟性明白祂的心意。

感謝主讓我在香港與家人朋友歡
聚。感恩船隻能完成緊急維修，
前往柬埔寨及泰國服侍，願主保
守航程平安。我於2月底完結在
船上服侍的任期，為這兩年的事
奉感恩，請記念我的重歸適應及
未來方向。

周

式，願中心能祝福當地社區。

也能有智慧安排時間，學習好的
習慣和做練習。感恩一位當地華
人決志信主，求主憐憫每位曾聽
過好消息的人，盼福音種子能發

7位聖經學院進修的學員的心能
抓緊差傳，成為得人的漁夫，造
就澳門教會。願3位門訓中的肢
體在主裏更新成長，作主門徒。

第

海上書展‧望道號 ｜ 黃美茵

歐洲．英國轉捩點 ｜ 張氏家庭

歐洲‧英國轉捩點 ｜ 多啦希

歐 洲．英 國 L i f e h o p e ｜

歐洲．英國Lifehope ｜ 鄒婉儀

歐洲．波蘭 ｜ 戴毅樂夫婦

歐洲．法國 ｜ 馬慕蓮

三

感謝神，船訪港期間，家人朋友
上船參觀，有美好相聚的時候。
我將於2月上旬完成兩年任期，
請記念回港適應及未來方向。請
為我持續有穩定的靈修生活代
禱，願每天與天父建立親密關
係。

年初張先生父親離世，全家回港
奔喪。求主為一切事情預備及安
排。請記念張太身體的小毛病可
以經手術治癒。她的甲狀腺功能
未能透過自然食療提升，需再度
服用甲狀腺藥物，求主保守手術
前身體狀況正常。

感恩在沙國3個月的學習及體

官志達牧師家庭

在港述職後，返回工場已近兩個

感恩回港休假1個月，可與教

驗。我已於1月份轉往英國受訓

現每月定期到路程偏遠的教會講
道，協辦新學生查經班，請記念
及支援這新事工，求主預備人
心。官師母的皮膚敏感情況受
控，卻一直未能痊癒，請懇切守
望。

月，正重拾一些查經組的事奉。

2月會回港述職，願是次之行可
加強與香港及個別支持者的關
係，向支持我們新堂建築工程的
捐獻者及教會作匯報，分享歐洲
的挑戰，特別是波蘭的龐大屬靈
需要；又願休息期間能與家人相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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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阿爾巴尼亞 ｜ 關寶芝

北非、中東 ｜ 清清姑娘

北非、中東 ｜ 張姑娘

北非、中東 ｜ 樂樂子

北非、中東 ｜ 翎羽

北非、中東 ｜ 鍾思林家庭

北非、中東 ｜ 星月(Leigh)

四

１月中已回港述職，請記念回港

12月中旬已完成手術，請記念身

請記念大姐姐癌病仍需接受治

已由曠野小鎮搬家到城市，求主

感恩過去一年有很多操練信心的

周

體的康復及回工場後的適應。在

懇切記念她在工場的安全，有主

療，願二姐姐一家信主。剛搬進

幫助對新環境的適應。鍾先生的

機會。挑戰多，恩典更多。盼新

享，以及未來服侍的安排。

工作方面，為前面服侍的路向守

感恩仍有體力、健康服侍，在生
活上能認識新鄰居還跟她建立友
誼。今年需負責督導學習小隊，
求主賜智慧計劃及籌備，讓各學
員有好的學習。求主引領新同工
加入中東工場服侍，並記念敍鄰近
國家不再濫殺無辜人民。

休假後，年底已回工場服侍。請

的適應，與教會弟兄姊妹的分

的平安。祝福姊妹在當地教學的

新辦事處，跟其他隊員關係更緊

工作上有新的機遇，求主幫助鍾

的一年開始，事工發展順利，可

服侍，願望更多朋友認識主。

密。請記念我們能彼此服侍。記

先生能作出正確的選擇。

與當地婦女有好交流。

差傳門徒訓練(MDS)‧英國｜

周

望，求主指引。

和服侍，請記念我於新工場的身
心靈適應，以及新的學習階段。

願主加添智慧和靈力，讓教授與
雙方均給神的真道更新，在生活
上實踐真道。

北非、中東 ｜ 亞米嘉

南非‧訓練中心 ｜ 陳維涓

差傳門徒訓練(MDS)‧智利｜

感謝主在跨宗教外展的引領，願

南非‧愛之盼 AidsHope｜
蕭明道

南美‧厄瓜多爾｜唐婉珍

新年度開始，工場人手變動，請

請記念姊妹的語言學習、團工相

林天欣

記念工場的需要。剛開始在鄰近

主繼續在人心中動工。請記念畢

從「安全」的基督徒訓練學員圈

處，願主供應她的籌募經費上的

姊妹已順利前往工場展開新一期

差傳門徒訓練(MDS)‧南非｜
陳菀琪、羅憲章、蘇景昇、鍾卓
盈、黃文倩、蘇正諾、霍翠珊、

的兒童中心開辦藝術治療課程，

業學員在返家後能順利適應，到

子，轉換到生存在「真正」的非

需要。

的學習，記念她經濟的需要和適

余承羲

協助有需要的小朋友，請懇切記

工場服侍的學員能盡快適應新環

洲地區，請記念我的適應。求

念此事，盼望藉着服侍與他們分

境。祝福爸爸陳景新能早日信主

主給我忍耐和智慧去教導當地小

享天父的愛。

和身體健康。

孩，並指引我5月以後的方向。

吳素梅

蕭鈞揚
余大安夫婦

黃溢施

黃美茵

馬慕蓮

鄒婉儀

關寶芝

肢體。請記念回工場後的服侍，
願主加力。

語言與M 民家庭溝通。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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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道號訪港，可探望船上服侍的

念能繼續外展服侍，並使用當地

第
周

會、朋友相聚，彼此服侍。適逢

應新的學習。

戴毅樂夫婦

庭

官志達牧師家

陳維涓

蕭明道

潘應霖、陳麗香

應霖感恩在聖誕出隊中經歷神，
他現已完成訓練，1月底開始參
新一屆參加者已於1月底出發，請記
與華人事工，請記念他的適應。
念眾人的適應及學習。張雪玉及梁瑋
麗香參與1月底至5月中的訓練，
恩已完成訓練回港，求主帶領，讓她
請記念她在語言及新環境的學
們在各自崗位上繼續服侍神。
習。
鍾卓盈
蘇景昇 余承羲 霍翠珊

唐婉珍

潘應霖
林天欣

陳菀琪

羅憲章

蘇正諾

黃文倩 11

如蒙感動支持尼泊爾「農耕
發展計劃」/ 中東難民救援物
資/中東「婦女自強計劃」，
誠邀您填妥第18頁的奉獻
封，願主加倍賜福予您！

Mercy

查詢請聯絡陳小娟姊妹
電話：2312 6110
電郵：mercy.hk@om.org

社區發展
Community

黑暗中的

身不由己

尼泊爾

農耕發展
5年前OM購買了一塊土地，用以建立一個訓
練中心，在那裏教導和訓練偏遠山區村民聖經和農
耕技術，之後讓他們把所學的帶回自己的村落，教
導其他人。引入的「魚菜共生」技術，將魚的排泄
物和沒吃完的飼料，送到蔬菜水耕池，轉化成植物
的養分；同時又淨化水質，供給魚類健康的生長環
境，達到兩種生物互惠生長的方式。此外，他們也
會教授減少環境污染的豬隻畜牧法，改善他們的農
耕技術，增加生產和收成。他們盼望這些計劃也可
以為訓練帶來一些運作的資金。

你可以捐獻支持「農耕發展計劃」：
港幣250元：購買一棵果樹；
港幣350元：購買一隻豬；
港幣2,700元：建造一個豬棚。

中東難民需要您的援助！
阿拉伯半島持續暴亂未停！自2012年1月起，
慈惠動員會在當地分發救援物資給當地難民。有國
家在過去數月關閉邊境，人民在逃難到鄰國時身無
一物。慈惠動員會與當地機構合作，向初來報到的
難民家庭提供食物、煮食用具、毛氈、墊褥及衣物
等，您也可以伸出援手！

總有

天使

在我們的城市裏，有一羣體，理論上我們是完
全沒機會碰到，亦相信無人打算主動去接觸；但卻
是極需要福音的未得之民，她們是—性工作者。

中東

女髮型師
慈惠動員會從2009年5月起，已
在中東Q國展開工作，幫助來自鄰國
的婦孺難民；為她們提供教育和輔導
等服務，包括現有的識字班、理髮班
及縫紉班；為女孩提供電腦、英語
及排球課；為男孩提供英語和足球
課。自2010年起，已為超過1100位
曾參加服務的人士，提供個別或小
組的心理、精神輔導。
瑪利的父親有2位妻子及11名
兒女，他們擠住在一個60平方米的地下室，缺乏通風系統。瑪
利因父親的經濟負擔不起，未能完成高中課程。這兩年以來，
她參與慈惠動員會的英語班及電腦班。後來，她學習增加收
入技巧課、理髮班，經過9個月以來的學習，她準備開始小生
意。她用電腦製作宣傳單張派發給鄰居，租下了1間小房子及
裝置了從捐贈而來的儀器，開門營業。瑪利和3位姊妹一起當
上理髮師，她更準備用賺來的錢繼續進修！
瑪利是這個「婦女自強計劃」的成功例子。想幫助她們改
變現在及未來，您也可以在禱告和經濟上支持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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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黛比

在身邊

撰文：阿奇

卡瑪 ＊ 來港已1年多，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身處於不

每星期，我都有機會到俗稱「一樓一」的地方
探訪性工作者，令我對這羣體有多一份了解。她們
並非居住在工作場所，所以我們必須在她們工作時
間到訪。她們接待我們進入房間內傾談，即表示該
段時間她們就不能接客，某程度上是打擾她們工作
的。這些婦女對我們卻很友善，就算不願傾談也會
禮貌地回絕，而成功入屋傾談的比率比我過往在街
頭出擊佈道還要高呢！

同的族羣中，縱然語言不通，樂觀的她好像沒有問題是解決

都是凡人

生活上的轉變與未知而苦惱，

其實，她們都是凡人，同樣渴望被關心、能與
人傾訴心事。每次聆聽她們的生命經歷，我都看到
一套公式像惡夢一樣不斷重現。內地婦人嫁來香港
並生兒育女，本想在港建立家庭落地生根，卻因種
種原因與丈夫離婚。「嫁出去如同潑出去的水」—
失婚為老家帶來羞辱，回鄉已是不可能。在內地的
資歷及工作經驗通通不被香港認可，居港未夠七年
沒有資格獲取任何社會援助，獨自帶着兒女在香港
進退失據，最後惟有隱瞞親人、兒女靠賣身過活。

除了教導她使用社區內的設施

「有頭髮誰想當癩痢？」許多時候，當她們訴
說身世時哽咽，悲從中來說不下去。她們的一字一
句，都是活生生的故
事、真實的處境。我
們活在同一個城市，
她們卻處於另一個世
界。求主憐憫，讓他
們看到生命有出路，
能早日脫離這個黑
暗的環境。

黛比為本會社區發展部同工。
電郵：outreach.hk@om.org

不了的。可是隨着她的家庭出現種種問題，卡瑪的笑容開始
少了出現。感恩的是，每當她感到痛苦無助時，她身邊都會
出現一些基督徒一同分憂。

如雲彩的見證人
我們在2011年初與她相遇，
那時她剛懷孕數月，為着很多

應付日常所需，陪伴她往覆診
及翻譯外，我們也一起分享生
活裏的喜與憂，並切切為她禱
告。我們感恩看見今天的她抱着孩子充滿喜悅，同時仍為她
能得着耶穌帶來的真盼望祈求。
因望道號海上書展訪港，我們向她介紹這艘到處幫助人
的船，住着許多國家的人，卡瑪非常感興趣，一直期待能上
船看看。我們邀請了她參加聚會，可惜那天她的小孩哭鬧，
她無法享受在船上的時間。我們改天再次特別帶她逛逛望道
號，船員臉上的笑容讓她感受到喜悅，好像為她困難的生活
帶來了一點色彩。
望道號的再次留港期間，有位德國船員到卡瑪的家探訪，
她十分興奮與感動，更主動向船員分享巴基斯坦的食物，且
有美好的分享。我們看到耶穌藉着不同的人的見證，出現在
卡瑪的生命中，我們繼續禱告，願卡瑪能打開心門迎接耶
穌。
＊

阿奇為本會社區發展部同工。
電郵：outreach.hk@om.org

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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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動員
Mobilisation

2013夏季差傳服侍

從沮喪
到感恩
撰文：倪嘉豪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 4:6-7)

一次小意外
在出發到台灣短宣前，我們都需要出席於馬來西亞一
連5天的短宣營前會。當中有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反思自
己與神關係、自己在普世差傳的位置、神在不同人身上的
工作、其他不同國家的文化特色等。
為了建立團隊精神，我們需要完成一些歷奇遊戲，其
中一個是設有障礙的「二人三足」。我與一位組員嘗試完
成時，因一時失平衡而令自己的右手受傷，暫時不能拿取
重物，我感到十分沮喪。營會中，一位弟兄曾是醫生，他
告訴我要兩星期才可痊癒，我便帶着受傷的手出發到台灣
短宣；期間，我不能協助大家做一些勞動工作，也不能盡
情服侍。

平安就足夠
在一次探訪中，我認識
了一對老夫婦。那位老太太
因一次交通意外令她從此行
動不便，每一天只留在家
中，靠老先生一人依賴耕種
為生。雖然老太太很多時都
足不出戶，但每逢主日，他倆一定會到教會去敬拜神，並
忠心服侍。我們要離開時，問他們有甚麼代禱，當時我心
想那位老太太必定希望天父能讓她有合適的藥物或金錢上
的支持，但她卻說只需要求從神而來的平安就足夠了。
在那一刻，我看見自己的渺小，當我身體出現毛病
時，我只顧放大自己的軟弱，但卻忘了自己所擁有富足的
一切。與他們一同祈禱後，那位老太太送我們離開，她帶
着行動不便的身驅，以及緩慢的步伐，陪我們行了一段
路，直至我們離開她才回去。
究竟在生命的路上，肉體或是心
靈上的滿足才最為重要呢？感謝主讓
我看見一位對主忠心、對主擁有一份
純真的愛、為主活出生命色彩的忠心
僕人。天父，感謝您讓我看見自己的
不足，以及從老夫婦生命上看見您
的作為。求您祝福這對老夫婦，讓
他們每天活在您的愛中，並讓我能時常記念他們，求主帶
領祝福保守。阿們。
14

倪弟兄為彩坪浸信會會友，於2012年7月14日
至28日參加「出去學飛2012—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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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支援
Vital Support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4︰6-7)

同工分享

為神作甚麼？
我可以為神作甚麼？

本會消息
3月3日至 9日，國 際OM領 袖會議於 泰國舉行 。本會
福
總幹事劉 卓聰傳道 和楊啟泰 傳道(中 國基督教 播道會恩
將
堂)將出 席會議， 求主保守 他們行程 平安。及 後劉傳道
回港。
3月11日
兩天，於
清邁探訪
轉往泰國

同工鍾卓盈姊妹於1月底至7月中參與南非OM差傳門
徒訓練，願主帶領她在當地有美好學習。

撰文：潘建英

剛過去的2012年，滿是恩典及考驗的一年！感謝神，祂是又真又
活、聽禱告的神。在信主4年裏，大大小小的祈求，神都遂一應允我！
祂的恩典夠我用，並且超過我所想所求。
感謝神，從兩年前已把差傳的心放在我的心裏。一年前，我已想在

潘建英姊妹(宣道會大埔堂)於去年10月底加入本會行
政部，負責差傳同工宿舍事務。願主帶領姊妹在新事奉崗
位上的學習與成長。

差傳機構工作，這樣可以多了解差傳同工在前方的事工。神一步步的帶

協助籌備 望道號訪 港的黃溢 允姊妹於 1月中正 式離
任，感謝姊妹過往數月來忠心參與籌備工作。

個人，可以為神做甚麼？不論是微小的事，或是偉大的事，我都願以此

領我、磨練我。我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經常思想我這低微的一
去回應神豐盛恩典之情。

英格烈(中西亞)已回港述職至3月底。
場。

小珠(中西 亞)於1月至 3月在北美 進修，至 4月返回工

戴毅樂夫婦(波蘭)於2月下旬返港述職，毅樂於3月返
國，而俏媚將在港逗留至4月份。

服侍差傳同工
2012年6月，我參加教會韓國祈禱學習團時，神給我再清晰的啟
示，決心報讀課程去裝備自己，並開始尋找自己的前路。當時得知香港
OM聘請同工，就嘗試申請及面試，很感恩的就這樣便成為OM家的一份

高氏家庭(東南亞)於3月至5月返港述職。
首兩年
關寶芝 (阿爾巴 尼亞)於 1月中返 港述職 ，完成
任期，求主繼續引導她的下一步。

子。

黃美茵(望道號)及黃溢施(望道號)於2月完成事奉任
期。求主幫助她們適應重歸生活，並引領前路。

解，知道是服侍差傳同工回港的住宿，負責管理宿舍事務。雖然我要不

野橄欖(中 西亞)於2月 份中旬正 式離任， 願主祝福 姊
妹前路。
新差傳同 工多啦希 (英國轉捩 點)於9至1 2月參與北 非
服侍後返港，1月下旬轉往英國轉捩點參與服侍。願主帶
領她適應新工場生活，榮耀主名。

1月中，張雪玉姊妹(樂滿浸信會)、梁瑋恩姊妹(宣道
會元基堂)、蕭明道弟兄已完成南非OM差傳門訓，其中蕭
弟兄會繼續在南非參與5個月愛之盼(AIDSHOPE)事工；參
加英國OM Lifehope ELCO差傳訓練的潘應霖弟兄(靈頌基
督教會)亦已完成訓練，現於英國伯明瀚參與華人事工至
3月中旬返港。願主幫助各人學以致用，繼續熱心事主。
1月底，陳菀琪姊妹(循道衛理信望愛堂)、羅憲章弟兄
(基督教迦密村潮人生命堂)、蘇景昇弟兄(基督教信義會永
恩堂)、鍾 卓盈姊妹 (基督教宣 道會華貴 堂)、黃文 倩姊妹
(基督教崇真會救恩堂)、蘇正諾弟兄(基督教崇真會荃葵堂)
、霍翠珊姊妹(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及余承羲弟兄(觀塘潮
語浸信會 )參與南非 OM差傳門 徒訓練； 陳麗香姊 妹(基督
徒信望愛堂石硤尾堂)參加英國 OM Lifehope ELCO差傳訓
練；蕭鈞 揚弟兄(基 督教宣道 會北角堂 )參加台灣 服侍；願
主帶領他們經歷生命成長。

2012年9月至2012年11月份
財政報告
		

收入(HKD)

支出(HKD)

支持差傳工人
後勤支援事工
培訓事工
差傳動員
傳訊事工
慈惠事工
社區發展

1,609,720
745,985
69,667
127,743
4,153
598,384
119,844

1,609,720
711,285
69,667
138,545
23,290
587,588
144,627

總金額

3,275,495

3,284,721

不敷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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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6)

起初雖然不知道工作性質，只想事奉神和參與差傳事工。後經了
時來回辦公室和宿舍、
安排宿舍的清潔，與自
己以往的工作性質完全
不同，但仍然帶着謙卑
喜樂服侍的心，跟隨神
的帶領，繼續學習並了
解差傳事工。

潘姊妹於去年10月底
加入香港OM行政
部服侍，負責差傳
同工宿舍事務。

OM月禱會
日期：1月21日、2月25日、
3月25日、4月29日
(每月最後周一)
時間：晚上7:30至9:00
地點：九龍深水埗北河街
165-167號大利樓11樓

免貼郵票
如貼上郵票可助
我們節省郵費
Freepost
But using a stamp
will keep our
costs down

為差傳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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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於本會網頁自行下載表格，填妥後寄回本會。
* 註：請勿一次過郵寄多個月份的支票。

港澳事工
海外事工
少數族裔事工		 尼泊爾「農耕發展計劃」
新辦公室經費		 中東難民救援物資
2013年事工經費		 中東「婦女自強計劃」
同工薪金 同工姓名：		 望道號發電機費用
其他

會
談
座
牧
教

日期：2013 年3月28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半

目前，本港有超過27萬來自海外家
庭傭工，其中超過13萬來自印尼。她們
在家鄉鮮有機會接觸福音，這是一個龐
大的福音羣體。作為香港教會的我們，
應如何接觸她們？如何展開適當的事
工？

地點：香港OM
九龍深水埗北河街165-167號大利樓12樓
(深水埗地鐵站B2出口)

3月28日(四)上午，我們將舉辦一個專為教會
牧者而設的座談會，邀請「印尼家傭關愛組」主
席翟浩泉牧師分享印傭在港的需要，並探討堂會
可以如何起步，開展印傭事工。座談會中，有個
案分享、服侍印傭的機會等等內容，歡迎關心本
地印傭姐姐的教牧同工及肢體報名參與。

費用：HK$50
(凡報名者可獲贈《起步！印傭事工》乙本
(原價：$60) )

內容：i.
ii.
iii.
iv.
v.

印尼詩歌敬拜
專題：堂會如何起步印傭事工
個案分享
服侍印傭之機會
回應 / 討論 / 茶點

對象：關心本地印傭姐姐之教牧同工及弟兄姊妹
報名及查詢：2929-4013 王純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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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自動轉帳 ─ 填妥表格，向本會索取直接付款授權書，奉獻將定期過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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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或以上奉獻，可憑收據申請免稅。
顧 問 陳喜謙 麥希真 張慕皚 劉少康 盧家 羅曼華 黃克勤 盧炳照 許朝英 董 事 廖金雲 曾林崇綏 鄭子修 羅永強 龍維耐 梁容昌 陳關韻韶 楊其輝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免費訂閱 自由奉獻
總幹事 劉卓聰 督 印 劉卓聰 編 輯 陳苑莎 周碧珊 設 計 Artel Design 出 版 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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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是一個超宗派的國際差會，現有6,100多位同工，來自超過100個國家，分佈全球110多個工場，關注未得之民。
香港OM 成立於1989年，現有38位差傳同工，服侍分佈於18個不同工場。我們需要您的記念和支持！

www.om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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