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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差傳體驗 — 差傳的種子

親愛的兄姊：
主內平安！

耶穌差這12個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
你們不要走；撒馬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

昔日的參與者

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

若說短期差傳體驗(下文簡稱為短宣)是差

的人，你們離開那家，或是那城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

傳使命的種子，一點也不為過。雖然不是每

回想昔日尋索事奉工場，尤其在我未正式成為OM差

一位短宣的參與者最終都踏上差傳路，然而

傳同工前，天父藉着OM的GC，讓我踏足中亞洲的K國。

馬太福音9章末段記載耶穌作傳道的工作，祂以身教

卻有不少人對差傳的心志與委身，都是從短

在K國的一個月裏，我接受了一連串的全天候跨文化差

去感染門徒；及後祂更給予他們權柄和能力，差遣他們

宣中孕育出來。下文的兩位主人翁，雖然一

傳學習，既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肢體一同敬拜丶 合 作，又跟

土跺下去。」(太10：5-14)

以小隊的方式作「本地短宣」，廣傳天國福音。與此同
時，耶穌更運用「本地短宣」的處境作為鍛鍊門徒的特
訓場，提升他們的品格和塑造他們的靈命。這可謂一石
二鳥的好方法！
塑造門徒的生命，不能只着重「開組」和課堂學
習，必須與福音宣講和社區服侍緊扣。福音的廣傳更不
應只着重出隊次數、佈道人次和決志人數等，更要佈道
者操練信心、學習彈性、放下自我和依靠聖靈等，這才
能培養出富使命感的門徒。

位是差傳的初哥，另一位是差傳的前輩，但
兩位都不約而同地指出，短宣在他們的生命
中，埋下了差傳的種子。

沿途有祢 感激不已

撰文：英格烈

界。GC給予我在差傳上的體驗，是我跟隨神的路上，一
份積極、正面的鼓勵。同時，這也是一份肯定，因為藉着
GC，天父向我展示了祂為我預備的地方，就是往後數年

丶當中有多少挑戰，天父都會使用，又會珍惜，這實在叫我

我所服侍的穆民禾場，呼召我走上差傳路。

感動。

今天的同行者

由簡介會丶 、 訓練丶 、 差遣丶 、 送機至丶 代 禱，OM能陪伴這

在今年的4至6月，我在OM辦公室面試一眾GC的申請
今年我很榮幸在差會中負責大大小小的事工，其中
一項是OM傳統的「重頭戲」— 短期差傳體驗（Global

教會界近年多探討如何實踐「有意向門徒塑造」

隨當地差傳同工學習和服侍，這些都叫當時的我大開眼

Challenge，下簡稱為 GC）。

(intentional discipleship)，讓教會目標不再只着重人數

者。面試前，我閱讀申請者的見證及參加GC的原因，每

羣肢體走過短宣這一段短短的路程，實在是我們的榮幸，
感謝天父！

一位申請者的分享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當中有長期病患

英格烈是香港OM的海外差傳同工，

的丶、有經歷過危疾的、丶有曾經離開神的，亦有苦心尋求神

在海外參與差傳超過10年，

旨意的。他們願意為神踏出，讓我看見無論生命多軟弱、

本年參加了「出去學飛——緬甸」短期差傳體驗。

上的倍增，更是建立有深度成長的門徒。而差傳機構也
應探討如何在各項短宣或培訓中，實踐「有意向門徒塑
造」，操練信徒的信心，提升他們的品格，讓每一位肢
體不單得着深度成長，更成為建立門徒的好門徒！

七天差傳課

撰文：黎鑑鋒

感謝天父讓我參與差傳。在英國這七天的事

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

奉中，我們要上佈道課、出隊佈道、敬拜靈修、

總幹事

祈禱分享、負責膳食和執拾。然而時間所限，實
筆者接待一羣留學外地的
青年人，幫助他們認識社區
佈道和少數族裔的需要。

際做到的事情並不多，但天父讓我在短暫的時光
中，看見祂的恩典和作為，在此讓我分享一些體
會。

基督徒要將福音傳遍地極
在佈道課中，差傳同工提到我們傳福音，是因
着神的愛。基督為我們的罪釘身受死，使我們罪得
赦免，我們因此被釋放，得自由。這勉勵我們要一
生一世為主作見證。另外，一位弟兄的熱誠也感動了
我。他空閒時會在公園看書，身上總帶備一兩張福音
單張，預備向人傳福音。這些都提醒我要時刻預備分
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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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要進入受眾者的心
我服侍的羣體是穆斯
林羣體，我跟他們的文化相當不
同，所以我要先明白他們的信仰

最後，神讓我看到事奉團隊的重要。在團隊當中，彼
此的文化、恩賜各有不同，擔當的角色也不同，但祂讓我
看到在主內合一事奉的美好。這些都是短宣在我生命中寶
貴的一課。

觀才能對話。在佈道時，一位穆

黎弟兄是恩潮浸信會會友，

斯林質疑聖經的真確性，因為可

本年參加了「蛻變生命 —— 英國」短期差傳體驗。

蘭經說基督徒歪曲了聖經。有
弟兄巧妙地回答說：「請你指
出可蘭經在哪兒這樣說，我讀
過很多遍也沒看出這點。」那
人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原來這只是他對可蘭
經的誤解﹗在穆斯林羣體中，根本沒有人敢質疑信仰。所
以，雖然這人離開時心有不服，但這對他的信仰提出了重
要的質疑，讓他反省甚麼才值得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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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生命始於捨己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
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9:23-24)

學習與實踐基督的愛
半個月的旅
程完結了。我從
未離家多於一星
期，所以這「第
一次」是我的
突破、挑戰與
一生難忘的經
歷。生活在城市的我，在短宣中真正活出上帝
的愛，去愛那不可愛和貧窮的，確有難度，但神叫我放下
自己，學習不計較、不保留的愛。

「佳美」腳蹤

最原始的佈道方式
隨走隨傳

撰文：何樂思

「耶穌差這12個人去，吩咐他們說：隨走隨傳，說天
國近了！」 (太10:5上、7)

腳感到很滿足和光榮，因為我是被神揀選的精兵，能成為
教會和弟兄姊妹的雙腳，走到世界傳揚神的美善和福音。
這一切看為不潔的，都是當天最珍貴的戰績和紀念品。  

耶穌教導門徒「隨走隨傳」地佈道。他們甚麼都不需
帶備，行程又隨時改變，可說是「行到邊、傳到邊」。 然
而，對於生活在城市中的我，每天都是根據日程表，按着
所安排的，去完成當天的工作，我很難想像耶穌時代那種
隨走隨傳的佈道方法。然而神卻藉經文吩咐我要離開安舒
區，遠赴尼泊爾，重歸簡樸的生活，體驗最「原始」的佈
道方式。

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
我曾在旅程中感到迷失和沮喪。然而藉着禱告，神
讓我明白，不要只想着自己能從別人或旅程中獲得什麼；
反倒應為神的國度着想，如何為當地人付出，如何使人能
從我身上感受到神的愛，這才是我該作該想的。雖然在柬
埔寨我只是與小孩子玩樂，教他們簡單英語，講述聖經故
事，幫他們洗頭和剪指甲。這些看似微小簡單的事情，我
確信必成為福音的種子，種植在每位孩子的心中。

在柬埔寨的日子，因當地文化，無論是進屋
內，甚至到洗手間和廚房都要先脫鞋
子。為了方便，我大部分時間都穿
著拖鞋。每逢洗澡時，我都看到
雙腳滿是蚊叮的痕跡，泥沙藏在
腳趾之間，腳甲又綑了黑邊。雖
然我有少許潔癖，但郤為我的雙

用眼看，以心領 — 我愛柬埔寨

旅程裏的其中四天，我們二至三人一組被派往不同村
落，兜售尼泊爾語福音書。目的地是一個連組長都沒有去
過的地方，我們只靠着一幅簡單的地圖開始旅程。

短宣的完結並不代表整個旅程的結束，
現在才是真正的開始。願我所見、所踏
遍、所經歷的，都成為主的見證，在
教會及親友面前作鹽作光，使更多
人知道柬埔寨的需要，祝福這地。

坐了六小
時的公車，司
機說我們的目
的地到了，我
們便滿心歡喜
地下車。誰
知，我們下錯
車了!這裏並
不是我們的目的地，而且我們也找不
到旅館。不過，神為我們預備更好的，就在十公里外，有
一所教會願意讓我們住宿。

祂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
翌日，由於我們下錯車，原本的行程須要改變。組
長根據教會的所在地，重新計劃路程。就在準備出發之
際，不單組長身體不適，另一位南非隊友亦因早前遺失了
護照而在哭泣。我們只好禱告問神，到底要折返還是繼續
旅程。最後我們憑信心繼續旅程，我們決定行半小時的路
程，與另一組會合。這已是我們第三次改變行程。我們邊
走邊賣福音書，並為買書的人祈禱。當我們與另一組相遇
時，她們表示所有福音書已經售罄。這時，我才明白原來
神要我們帶着書本到山上支援她們，神的計劃是何等奇
妙！

撰文：康羨華

化厭惡為動力

愛始於認識與了解

柬埔寨之旅叫我體會最深，又叫我最能跳出自己安舒區的經歷，就是當我們住進
鄉村的日子。起初，我們住在金邊的酒店。金邊是首都，城市已慢慢發展起來，所
以我以為在柬埔寨的日子不會很艱辛。可是當我們搬進鄉村時，我的想法大大地改
變了。那鄉村十分貧窮，我們住在教會的上層：打地舖、搭蚊帳。吃飯時，昆蟲、
蒼蠅都圍繞在身旁，又停留在人身上。這些小動物令我第二天便有了離開的念頭。

我們遊覽了當地的S21博物館和殺戮戰場 (Killing
Fields)。這兩個地方都加深了我對柬埔寨歷史的認識—
一段血腥的歷史，柬埔寨人自相殘殺。我從中看見這國家
多麼缺乏愛。我相信唯有神的愛才能治癒這國家的傷痛。
這令我更了解如何去愛當地人，亦激勵我更深去愛他們。
我很想擁抱他們，並跟他們說：「不用怕，神愛你們，祂
能醫治你們！」

我禱告求神加我力量面對這些小動物，求主讓我能順服祂所安排、所給予的。
我也與其他隊友分享了我的感受，她們也為我禱告。禱告後，我不再怕這些小動
物，我甚至「化厭惡為動力」去拍打牠們。而那份離開的渴求也變成依依不捨，幾
天後我們要離開的時候，我只想多留幾天。這經歷讓我體會到差傳不是我想像中的
容易，但靠着禱告，我們可以洞悉魔鬼的詭計，神又讓我有意想不到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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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葉翠貞

神讓我在短宣中增加了對這地方的愛。我會繼續為這
地方禱告，願神的愛滲透柬埔寨整個國家。我亦很希望和
樂意，如有機會，再次到這地方服侍神、服侍人，傳揚神
大愛！

何姊妹和康姊姊都是小瀝源平安福音堂會友，葉姊妹
是基督教宣道會希伯崙堂會友，她們三人本年都參與了
「出去學飛」短期差傳體驗，分別到訪柬埔寨和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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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動員
Mobilisation

回應—我雖軟弱主剛強
「請差遣我……前面的那位。」這是不少人聽到「短宣」兩個字時的反應，原因可能是「我不
足……」、「我不能……」、「我不可以……」。然而，以下兩位姊妹的分享，正正用她們的軟
弱，去見證神的大能。

奇妙計劃

撰文：張明茵

從前學習跟人分
享福音，總習慣對人
說：「神對每個人的
生命都有一個奇妙的
計劃！」這耳熟能詳
的話是我不可少的
傳福音對白，但我
從來沒有花太多心思去明白。

數年間，神讓我平安健康地帶着「它」參與了三次短宣，甚
至在剛過去20天的「蛻變生命」短宣中，神也藉不同的生
命見證，再次提醒我要信靠、順服。

直至大學時期，神藉着「它」，讓我再細想祂對我生命
的計劃。大學二年級那年，經醫生一連串的診斷，我證實
患上腦癇症，就是俗稱的「癲癇」。從那時直到今天，我每
天都要吃藥控制病情，每天學習與「它」生活。

或許今天我仍有軟弱與疑問，但我深信神對我的生命
也有一個奇妙的計劃，並且當我願意踏前一步走進世界的
時候，祂必有豐盛的預備與帶領。

這病雖伴隨我，我的天父也同時與我一起。在這短短

以生命回應呼召
我行過死蔭幽谷……
四年前我被確診患上胃癌。縱然治療引起的副作用令
我非常痛苦，但感恩的是，我知道這些終必會成為過去！
這個病令我回想過往我所重視的外貌以及追求的工作
表現，那刻一切都變得毫無意義、不再重要。神不單拯救
了我的生命，還在整個治療過程中，讓我經歷祂無比的慈
愛、豐富的恩典和平安，祂甚至照顧我每個微小的需要。

立志跟隨，靠主成全
這些經歷叫我立志在餘下的日子事奉和榮耀神。因
此，我決定進入神學院裝備，作祂的工人。能在今年的暑
假參與柬埔寨短宣，也是出於神的恩典和帶領，叫我能夠

以下是我很喜歡的靈修默想文章：「祂(神)不會白白創
造我。若我在病患中，我的病患可以服侍祂；若我在困惑
中，我的困惑可以服侍祂；若我在哀痛中，即使是我的哀
痛也可以服侍祂。沒有事情是貿然發生的。神對我的生命
有一個計劃。」

短期差傳體驗

項目

參加了「蛻變生命 — 意大利」短期差傳體驗。

撰文：周瑞瑛
處身世界的另一角落，認
識祂所愛的人，有份於祂
的事工。縱然人付出的是
何等微小，但福音卻滿有
神的大能，能滿足人心靈
的需要，這並不在於物質
的豐厚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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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6)
周姊妹為順安浸信會會友，
參加了「出去學飛 — 柬埔寨」短期差傳體驗。

人的成長從來都不爭朝夕。生命的造就與成長如栽種植物一樣，需長時間的栽培與引導，才能開花結果，且果子纍纍。這也是信徒
成長的不二之門。
在聖靈的引導下，短宣的確能在人心泛起一波又一波的漣漪，甚至是驚濤駭浪，為我們的生命帶來改變。然而，我們不可忘記的
是，短宣並不是速成法使信徒極速成長，成為門徒，投身差傳。若缺乏持續的栽培和引導，短宣為人帶來的改變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的激
情，而不是能經風浪的差傳心志。
讓我們不忘「圈外有羊」，同心栽種澆灌弟兄姊妹的差傳心志，叫莊稼已熟之處有主的工人作工！

日期

日數

截止日期

烏克蘭
(兒童事工)

1月3日至1月17日

15

約$7,200

U-Turn
阿拉伯

1月4日至1月25日

22

約$10,100

烏克蘭
(英語事工)

1月18日至2月1日

15

英國伯明瀚

1月25日至5月16日

112

約$24,600

南非

1月27日至4月21日

85

約$22,000

10月15日

約$6,100

2014年2月
英國伯明瀚

2月1日至7月31日

181

西班牙

2月4日至4月29日

85

意大利
(音樂事工)

2月11日至5月3日

82

意大利
(戲劇事工)

2月11日至5月3日

82

意大利
(藝術事工)

2月11日至5月3日

82

約$44,000

意大利
(舞蹈事工)

2月11日至5月3日

82

約$44,000

烏克蘭
(英語事工)

2月15日至3月1日

15

10月15日

撰文：潘永婷

費用 (HK$)

2014年1月

張姊妹為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上水堂會友，

誠邀您一起栽種澆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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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OM

約$57,200
約$17,700
約$44,000
約$44,000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
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10:2）
到埗後的第二天，我們要在工場附近探索及認識一
下，其中一個要到的地方就是稻米田。當我看見那片廣
大的稻米田只有一位農夫努力地耕種時，心中突然泛起
耶穌在路加福音10:2的教導。當我行近農夫，希望與他
合照時，農夫甚至對我說：「沒有人做，只有我一個人
做。」這句話觸動了我的心，也令我思想「廣大禾場，
誰來收割？」
親愛的主，雖然我們知道外地的莊稼好多，但做工
的人很少。求主興起更多的子民，願意回應主的需要。
讓不只是少數人回應莊稼的需要，而是有更多有感動的
弟兄姊妹，也行出第一步回應主的呼召。感謝主﹗奉主
耶穌得勝的名禱告，阿門！

9月15日

10月15日

約$6,100

因版面有限，
詳情瀏覽本會網頁http://www.omhk.org。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為鼓勵青年人參與差傳，全日制學生獲豁免港幣$500行政費。
·適合18歲或以上心智成熟基督徒參加。
·上述費用只包括：訓練及行政費、當地食宿及交通費；
·上述費用不包括：來回機票、機場稅、簽證費、保險費和其他費
用。參加者並須自行辦理機票及簽證等事宜。
·上述費用可能因匯率變動而有所調整，敬請留意。

查詢請聯絡黃溢允姊妹
電話：2312 6110               電郵：mobilisation.hk@om.org
備註：1) 上述日期可能因應當地工場需要而略為更改。
2) 因着各地時差及長途機程的緣故，如需申請大假，請於出發前後多預兩天假期。

潘姊妹為學基浸信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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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年參加了台灣(藝術佈道)短期差傳體驗。

培訓事工
Training

從前

風聞有祢

撰文：霍翠珊姊妹
「MDT改變了我的生命！」回來後我跟誰都說着同
樣的話；因為我親身經歷神改變人生命的愛與大能，親眼
目睹祂在不同地區領人出黑暗入光明的恩手，也面對面跟
仍在各種捆綁中掙扎的人有生命交流。

被愛激勵，以愛回應
參與南非訓練的弟兄姊妹有兩個共通點：（一）頭腦
上認識耶穌，基本上願意跟隨祂；（二）有不同程度的破
碎、叛逆或迷失的過去，並經歷過天父的拯救，但卻未必
跟神建立既穩固又緊密的關係。在第一個月的訓練中，學
員除了認識更多天父的心和屬性外，更藉禱告及屬靈師傅
的引導，學習將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給神，就像讓神揭開及
檢視表面上已癒合的傷口，讓祂溫柔地剔出藏於深處的沙
礫與污垢，以愛撫平痛楚及重新令傷口癒合。在一個月後
的見證分享中，我驚嘆天父在一個月之間治好大家纏繞半
生的問題；嚐過主的恩典、愛與大能，弟兄姊妹更能凡事
交託，貼近神的心意，與祂建立緊密的關係。

侍主蒙福，藉我賜福
四次的外展，神讓我們遇上背景與文化很不一樣的
人，拓闊了我們的屬靈視野，用我們將福音帶到黑暗中。

在賴索托（Lesotho）的鄉郊，我第一次面對被鬼附的
人，我們為那婦人祈禱、向天父獻詩，半句鐘後邪靈離開
了她，她醒來時微笑說：「感謝耶穌！」我體會到屬靈爭
戰的真實。在普雷托瑞亞（Pretoria）的內城區，主帶領
我們到囚犯、無家者、妓女、拉皮條、街童中間服侍；見
到眼前一個個破碎不堪、被罪捆綁的生命，聖靈教我們滿
有耶穌的愛和憐憫，不少弟兄姊妹用自己的生命故事述說
主奇妙的作為，讓他們明白十架上的愛與寬恕、重生與永
生的盼望。聖靈觸動人心，我見證了很多人生命的改變與
更新。

海上書展
Ships
萬里足跡
布吉（泰國）
可倫坡（斯里蘭卡）
馬斯哈特（阿曼）
多哈（卡塔爾）
曼納馬（巴林）
阿布達比（阿聯酋）

8月14日至8月23日
8月28日至9月23日
10月1日至10月8日
10月10日至10月21日
10月22日至11月4日
11月5日至11月25日

航程或有變動，詳細資料請瀏覽http://www.omships.org。

「童」為世界代禱

古晉 (馬來西 亞)

超過150位古晉教會的小朋友，興奮地登上望道號，聚集在
動
船上的希望劇場，參與一個名為《天國建築師》的活動。這活
旨在教導5至10歲的基督徒小朋友，認識世界的不同需要，同時
行
讓他們了解，即使是小朋友也有能力回應這些需要。活動強調
她
，又為
的貧窮
動、施與和禱告，小朋友既認識到菲律賓和非洲
們祈禱。他們還經歷了以敘利亞為主題的模擬戰爭 。

半年前以為自己放下工作服侍主，原來是主要賜福給
我，叫別人得福（創12：2）；也以為我願意走到人羣中
見證主，原來是主要我經歷祂尋羊、牧羊的喜樂。從
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見祢（伯42：5），我感恩不
已。

活動負責人說：「小朋友玩得很開心，也認識了不同文化以
相
及許多世界實況。」她還說：「他們喜歡玩遊戲和答問題。我
經
信神利用這個機會來祝福小朋友和他們的父母，我希望種子已
落在他們心裏了。」

霍姊妹為基督教宣道會北
角堂會友，於今年2月前
往南非接受為期六個月
的差傳門徒訓練，其後
將往英國進修神學。

青年人想在非洲大地上學習跨文化差傳？

南非 OM
差傳門徒訓練

乃為期 6 個月的差傳培訓，不單讓學員體會非
洲的多元文化，並且有系統地認識聖經、普世差傳、
跨文化佈道和事奉技巧等。整個訓練以模擬工場和
緊密的團隊方式進行。
受訓地點：南非 OM 差傳培訓中心
開課時間：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
費用預算：每月約港幣 6,000 元
( 包括當地食宿、交通及訓練費等 )
* 參加者須自行預備來回機票、機場稅、簽證費、保險
費及其他費用
** 本會鼓勵參加者以籌募經費形式來體驗差傳事工

截止報名日期：2014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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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聯絡香港OM人事部
電郵：personnel.hk@om.org

望道號的第三百萬位訪客
公主 港 (菲律 賓)
望道 號歡 迎它 的第 三百 萬位 訪客 踏上 跳板
！隨
着20 歲的 西里 爾． 費蘭 度小 姐與 她的 親友
於20 13年
7月3 日在 菲律 賓踏 上望 道號 ，望 道號 便邁
進這 個里
程碑。
西里 爾是 一位 修讀 環境 科學 的大 學生 ，並
從朋
友口 中得 悉望 道號 。第 一次 到船 上， 她感
到既 緊張
又興 奮。 望道 號的 主管 及船 長歡 迎西 里爾
成為 第三
百萬位訪客，向她致送望道號的紀念品，
以示感謝。

再續前「情」

蘇 碧 灣 (菲 律 賓 )

間，派了三隊
律賓蘇碧灣滯留期
去年，望道號在菲
道號重返蘇碧灣，
會服侍。最近，望
船員到附近一間教
都前往教會，參與
「情」。船員每天
再續跟這教會的前
遠山區，向青少年
童事工，並走訪偏
教會的青少年及兒
講故事、教小朋
介紹望道號，還會
單
不
員
船
。
仰
信
分享
證。
友唱歌以及分享見
，說：「他們
感激望道號的船員
當地教會同工十分
誼，大大地祝
，建立了深厚的友
徒
信
和
年
少
青
的
跟教會
福了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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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來鴻
主日

2013年
7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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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趙美娟

亞洲．東南亞 ｜ 高氏家庭

亞洲．東南亞｜ 芥菜籽

亞洲．澳門 ｜ 余大安夫婦

亞洲．澳門 ｜ 吳素梅

亞洲‧日本 ｜ 蘇景昇

一

8月已在德里北面寶華里(Burari)開
荒植堂，求神讓他們能與更多未信
或慕道的人分享。啟發課程亦已開
始，有12人參與，也有週日崇拜。
求神為我們建立團隊，同心服侍，
又叫我倆能跟隨祂的心意。今年12
月須搬遷，請為尋找新居禱告！

請記念在新工場的適應，可找到

9月是新人交接期，請記念各方

為着上帝的恩典和憐憫而感恩。

感恩日本工作簽證已辦妥，並於

面的學習及適應。10月，高先生

祈禱，記念6位新學員的適應及

請為我的健康、力量而禱告，又

9月初前往工場展開新一期的服

與隊工有好的合作，共證主恩。

將會前往北部分享，請記念他的

感恩早前教會姊妹到訪，我們有
美好的相交。在服侍中認識了不
同的學生，雖然她們只是來學
英文，但盼望能進深認識她們，
向她們表達愛。由於工作有新變
動，願天父給我能力應付，求主
給我有好的休息時間。

為着9月份新一期的藍彼得訓練

合適的地方居住。服侍方面，能

學習。為着未來的進修事宜以及

請記念我能有愛心、智慧，以及

侍。請記念學習語言的能力及新

未來的方向祈禱，求天父讓我倆

對上帝的提醒和話語常保持敏銳

生活的適應。因在當地要自行駕

能清心地尋求，並明白衪的帶

的心。

車前往工作，求主保守駕駛安

第

亞洲‧香港 ｜ 山人

亞洲‧香港（進修）｜ 英格烈

中西亞 ｜ 小珠

中西亞 ｜ 因悅

中西亞 ｜ 朝思

歐洲．英國Lifehope ｜ 鄒婉儀

二

感恩化療療程已順利完成，盼望

感恩9月開始將在港進修神學，

剛開始擔任為期一年的團隊隊長

感謝主的帶領，我已完成七年在

周

請記念我的學習。因為在工場服

智慧計劃前路和參與合適的事

一職，求主賜智慧及能力去完

英國工場的服侍。9月初，我將

撫摸醫治，祝福姊妹的身體能重

侍已有一段長時間，需要更多恩

工。

成。又為搬屋禱告，求主讓過程

重歸香港，先有4個月的安息年

新得力，見證主恩。

典重拾讀書的模式。另外，為着

搬屋後，要適應交通。現時需坐
10至15分鐘公車前往工作的地
方，如要前往市中心，也需5分
鐘車程，請記念姊妹適應當地的
交通情況及道路安全。另外，新
居浴室滲漏問題影響下層鄰居，
求主保守她住的地方不再漏水。

求主讓我能更明白神的心意，有

9月中覆診有好消息。求主繼續

中西亞 ｜ 小太陽
願我服侍的羣體能早日認識真
神。求主預備同工的心參與9月
份第二期的訓練。過去14個月
隊長回國述職，感恩神的恩典豐
富，讓我們的事工順利進行。隊
長現已回來，求主讓我們有更多
恩典及智慧去作外展服侍。

順利，並與新的室友相處融洽。

進修假期， 期間我會接受跟進治

周

行程順利以及教學的預備。

我的右膝痛楚祈禱，求主撫摸醫
治。

領。

全。

療手術。休養生息後，再等候下
一個主賜予的使命。

第

歐洲．英國轉捩點 ｜ 張氏家庭

歐 洲．英 國 L i f e h o p e ｜

歐 洲．英 國 L i f e h o p e ｜

歐洲‧英國（進修）｜ 萬嘉健伉儷

歐洲‧波蘭 ｜ 戴毅樂夫婦

歐洲．法國 ｜ 馬慕蓮

歐洲‧阿爾巴尼亞 ｜ 關寶芝

三

麗娟已完成9個月的自然療程，

官志達牧師家庭

佘雪婷

感恩已平安到達英國。請記念我

9月中至10月初，我將參與一個領袖

周

求主引導矯正手術的日期，以及

感恩述職期間與家人相聚，共渡

們在生活及學習上的適應，求主

病假期間的人手安排。

美好時光。記念：回工場後，能

記念服侍中的朋友少曼和許華，

更投入思督華人教會的服侍。存

求主叫她們對福音開放，引領她

謙升讀中六，轉新學校，為面對

們和她們的女兒接受救恩。

新同學及適應新環境禱告。

請記念香港的親友適應自己不在他
們身旁的日子，願天父的平安和幫
助常與他們同在，同時讓未信的家
人經歷上帝的實在。記念在工場的
適應，與眾位不同文化的同工有美
好的相交和配搭，叫神得榮耀。

感謝神讓我們在短短兩年內完成
大部分的建堂工程，並籌集到
70%所需的資金。求主供應餘下
的工序和財政上的需要。教會新
堂址增加了很多事奉的可能性。
請為新的青少年事工「咖啡茶
座」、邊青事工和英語角祈禱！

禱告，並為工埸的發展作好部署。

感恩8月平安地回到工場！我會
在此居留數星期，願主保守身
心，引領並使用我作美好的見
證。記念當地政局轉變，遏抑貪
污，保守教會合一。在本月底前
將會回港作腦血管顯影檢查，求
主保守健康。

第

北非、中東 ｜ 張姑娘

北非、中東 ｜翎羽

北非、中東 ｜鍾思林家庭

北非、中東 ｜ 星月(Leigh)

北非、中東 ｜ 亞米嘉

北非、中東 ｜ 蘇菲

南非‧訓練中心 ｜ 陳維涓

四

感謝主給我健康的身體服侍，

當地天氣非常炎熱，感恩天父讓

鍾先生工作的機構進行管理重

願神擴大工作範圍，提供人脈網

9月將回港述職。記念與家人、

感謝天父常常讓我經歷祂的愛與

請記念9月份新一屆學員的適應

周

7月在英國的述職期間有美好的

我能忍耐。清晨習慣出外走走享

組，求主幫助管理層有智慧，在

絡，讓我有更多機會，藉生意的

朋友有美好的相處及休息。為着

恩典！為當地服侍的羣體祈禱，

和學習，又為新同工的適應、團

交通。請記念9月2至9日前往南

受太陽及吸收維他命D，並與鄰

開源節流的同時，繼續發揮基督

平台，接觸當地的朋友和拓展事

新一期學習祈禱，求主賜智慧及

願主開她們的眼睛，更多明白父

隊的合一祈禱。

蘇丹的探訪及培訓，求主讓給我

居打交道，結識新朋友。請記念

精神，服務當地有需要的人。鍾

工。記念搬家的過程及新居的適

能力，讓我得力服侍。

的心意，信靠祂。求父讓我能與

有平安的腳步，訓練能祝福當地

大姊的身體，她身體仍然有癌細

二小姐於9月入學，求主幫助她

應，求主繼續保守身體的健康，

牧者。

胞，求主完全醫治。

適應。

得力服侍。

第

望道號 ｜ 羅憲章

望道號 ｜ 余承羲

差傳門徒訓練(MDS)‧南非｜

差傳門徒訓練(MDS)‧南非｜

五

記念在船上的學習及身體上的適

新一期的學習開始，願主保守自

蘇正諾

黃文倩

周

應：學習與船員彼此配搭服侍。

己的心懷意念，能虛心學習，與

求主給我有加倍的愛心和耐心，

又盼望身體可盡快適應暈船，及

同工一同合一服侍。求主讓我有

去與中心的孩子相處；求主給我

懂得照顧自己。

健康的身體服侍。

有足夠的語言能力，應付日常教

新一期的服侍已開始，求主祝福我在
愛之盼(Aids Hope)的服侍，求主賜
力及讓我有謙卑的心服待當地小孩。
為着隊工祈禱，讓我們團隊合一。請
同時也記念在港的家人，願家人的心
也開放給福音

學需要；為下一年事奉方向安排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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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素梅

余大安夫婦

鄒婉儀

趙美娟

馬慕蓮

給我們有智慧、能力面對學習上
的事宜。

佘雪婷

關寶芝

戴毅樂夫婦

訓練課程，負責講解傳訊部分。請
為講員和參與者祈禱，並記念各人
行程的平安。10月中，我們團隊將
會退修，請為我們能有美好的相交

她們同行，將福音帶給她們。

庭

官志達牧師家

陳維涓

羅憲章

蘇正諾

黃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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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代禱室

身心靈更健壯
在尼泊爾加德滿都，

尼泊爾

有一間教會的青年領

袖叫拉

茲 。他熱心服侍青
少年和兒童，但事工
卻沒大進展，
原因是青少年活動的
模式與教會崇拜十分
相 似 。 經 OM
體育事工同工講解如
何藉運動接觸青少年
後，拉兹茲在教
會 成 立 足 球 隊 ， 有 25
名青少年參加，其中
一半為非信
徒。
＊

經過兩個月的訓練和
友 誼 建 立 ， 有 5人 穩
定出席
教 會 聚 會 ， 其 中 3人
決 志 信 主 ， 更 有 1人
將於今年受
浸。
拉茲體會到體育事工
不單令青少年身心靈
更健
壯，更令教會主動走
進社區，接觸青少年
。
願神親
自帶領這事工，並居
於每位青少年的內心
﹗
* 化名

全民使命

法國

俯首稱「神」

﹖
神可否改變一個地方的屬靈氣氛
販賣受害者的安德烈*
「可以﹗」在法國服侍人口
們的 官員 和城 市代 求， 改變
說， 「只 要信 徒和 教會 為他
就會出現﹗」

會議上表示，雖然看
法國政府官員在商討人口販賣的
充滿 恐懼 ，又 受制 於她 們向
見那 些被 販賣 的婦 女對 神明
如何 幫助 她們 。安 德烈 就藉
神明 作出 的誓 言， 卻不 知道
對解除誓言非常重要。
此機會向他們解釋，聖經和禱告
，感到無能為力，真
「聽到官員承認自己在靈界面前
這樣 我們 才會 為這 些婦 女代
令人 振奮 。」 安德 烈說 ，「
量的是神。」
求，並緊記那位超越世界任何力
帶領 更多 政府 官員 尋求
讚美 神改 變官 員的 心。 願神
* 化名
祂，並承認祂是主！

這 個 夏 天 ， 歐 亞 OM

巴布亞新畿內亞

奧地利

支援隊整裝待發，準
備展開一年
。支援隊會與波斯尼
亞
OM 攜 手 合
作，到波斯尼亞的西
北地區，將書包和開
學 用 品 送 到 32 5
位有需要的穆斯林學
童手上。
當地家庭要向孩子供
書教學，一點也不容
易。他們
經常連最基本的作業
簿和文具也負擔不了
，
孩
子
亦要千
里迢迢步行上學。此
外，他們需要耐用的
書包，因為OM
同工發現，當地出售
的新書包的品質還比
不上外來的舊
書包。
一度的「書包計畫」

巴布亞 新畿內 亞在過 去一百 多年都 是差傳
同工的 目的地 ，而今 天當地 9成人口 都是基 督
徒。「 可惜至 今只有 少數教 會對差 傳抱開 放的
態度。」巴布亞新畿內亞OM負責人基普 (Kepo)
說。
要推動 巴布亞 新畿內 亞人參 與差傳 的最大
挑戰是， 他們認為 差傳同工 都是白皮 膚的。基 普
說，「我 們要致力 讓巴布亞 新畿內亞 人認識到 差

除了滿足當地的物質

需 要 外 ， OM 藉 向 孩
子的父母
應他們的屬靈需要。
請
為
這些父
母禱告，讓他們從書
中認識彌賽亞耶穌，
亦把這消息
傳給他們的孩子。

傳不是白 人的專利 ，而是全 民的使命 。若這看 法

致送基督教書籍，回

能改變， 我們將看 到很多巴 布亞新畿 內亞人出 發
到工場﹗ 」願主幫 助當地教 會和信徒 更明白差 傳的
意義，並熱切回應神差傳的呼召。

「書包計畫」

救人出死入生

近東地區

雅各*領導着OM幾個近東國家的事工，包括黎巴

嫩、敘 利亞、 約旦和 伊拉克 。他負 責確保 各團隊 運作正
常，並 得到一 切需要 的資源 。他認 為事工 的成敗 取決於
領導， 所以他 着重裝 備和訓 練信徒 領袖， 發掘和 培育合
適的工人。

莎達之讚歌
掌聲和歡呼聲響

徹房間。莎達結

北非
束獻唱，放下吉

他。

領袖得 到培訓 後，事 工便有 顯著的 發展。 最近， 不

單有團 隊帶領 了一些 人信主 ，當地 信徒亦 大大成 長，更
有些教會藉着服事，帶領了不少人歸主。
儘管如 此，當 地仍有 很多需 要：既 需要更 多信徒 興
起成為 領袖， 去開荒 植堂； 又需要 有心與 穆斯林 同工，
願意學習阿拉伯語的人加入團隊；又需要各方面的人材
參與後 勤支援 。讓我 們為這 地區禱 告，求 神賜他 們足
夠的資 源去培 訓信徒 領袖， 更求神 的靈運 行在人 的心
中，叫人歸向祂。

尋覓的歌。她
關於愛情、生活和
莎達獻唱的是一首
並為她的歌賦予意
化成文字和詩歌，
轉
思
心
把
求
渴
直
一
場的女士們
他，奏起樂聲。在
吉
的
她
起
拿
次
再
義。莎達
達的歌。
便輪流唱出這首莎
的大衛王也自
工說：「就是當年
一 位 北 非 OM 的 同
場的人說：「好
開始朗讀詩篇。在
編自唱。」接着他
他的心情。」
美的詩，我能感受
的心靈而讚
動我們每一顆獨特
我們為着主如何觸
人顯現。
樂和藝術向北非的
* 化名
美祂。祈求神藉音

* 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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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蒙感動幫助中東的敘利亞
難民/波斯尼亞的「冬暖木材計
劃」，誠邀您填妥第18頁的奉
獻封，願主加倍賜福予您！

Mercy

–波斯尼亞

查詢聯絡OM慈惠及社區發展部
電話：2312 6110
電郵：mercy.hk@om.org

社區發展
Community

霓虹燈下的
曙光

與

同行
撰文：拉撒

一切從中文開始
阿里是香港中學文憑試(DSE)的應屆考生，他的夢
想是成為警察。
剛認識他時，他很擔心DSE的成績不夠好，令他不
能投考警察；他又對自己的中文能力沒有信心，認為自
己不能通過警察考試。有見及此，我便開始了每星期兩
天，單對單地和他練習中文。

波斯尼亞人口約有3千7百萬，超過一半人信奉
伊斯蘭教。
去年的「冬暖木材計劃」原定為75戶貧困家
庭，提供5立方米的木材。因為捐款反應熱烈，其中
包括來自香港的奉獻，最後有106家庭受惠。
OM同工在送出木材後，會再次逐戶探訪這些
穆斯林家庭，並送上食物包。80歲的瑪利亞收到食
物包時喜極而泣，食物包裏有咖啡、糖、米、豆、
油、罐頭，此外還有一盒巧克力！瑪利亞說：「你
一定是神差來的天使！昨天我已經用完僅有的油和
糖。現在你給我的足夠用好幾個月了，甚至直到我
死為止。」

您可奉獻支持這個社區發展計劃，讓寒冷的
日子充滿溫暖：
港幣500元：提供一個家庭約5立方米的木材。

—中東敘敍利亞
某個晚上，有位約旦OM的同工聽見敲門聲。原來有位鄰
居知道他一家一直接觸敘利亞難民，所以當這位鄰居偶然遇
到一個敍敘利亞家庭後，便直接把這家人帶到他家中。
三個月前，這個家庭逃離祖國，長途跋涉越過約旦邊
境。在每個檢查站。他們都訛稱要到下一個城鎮探望朋友，好
不容易才抵達難民營。然而，經過兩個月的艱苦日子，他們決
定帶着僅有的財物搬到首都，希望在市集裏找工作餬口。
他們抵達首都時，身無長物，只能用僅有的金錢租住細
小的單位。OM同工探望他們的時候，這家人只有基本的廚
具和毛氈。房租很貴，但他們沒有工作，事實上他們連工作
的權利也沒有，所以他們要在這城市生存，實在艱難。要生
存，唯一的辦法是把兩個兒子送到市集跟父親一起工作。加
上當地人對敘利亞難民的偏見越來越強烈，他們因為擔心兩
個女兒的安全，不肯把她們送到學校。此外，他們根本不懂
得如何登記成為難民，未能享用人道機構為他們提供的資源。
這家庭正是約旦境內五十萬敘利亞難民的寫照。聯合國
難民署估計當中有八成人住在市區和難民營以外的地方。他
們全部都沒有工作權利，承受着極大的生活壓力。現時
他們已遍佈約旦全國，但為他們提供的醫療
和教育設施都十分缺乏。
讓我們不單在禱告中記念敘利亞
難民，還以金錢去回應他們的需要。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
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
身上了。」（太25：40）

撰文：阿斯達
在香港，我們不難發現某些大廈，窗外掛着霓虹
燈。還記得我年幼時，父母說那些是經營色情事業的
地方，很危險。除此之外，我對一班鳳姐的生活一無
所知。直至後來有機會接觸同行者事工，我才首次探
訪她們。

鳳姐的眼淚
第一次上去那些地方，我感到不安。每間房門都
貼了性感照片與露骨字眼。大部分鳳姐都是30至50歲
的內地人，她們多因為中港婚姻破裂，又面對龐大的
經濟壓力，所以不得不從事鳳姐這行業。
試過接觸一些剛「開業」的鳳姐，因為未能適應
這種生活而流淚。即使入行時間較長的鳳姐，也因為
壓力太大而失眠。每次看到她們因為生活的無奈而苦
笑，我雖感到扎心，但也無能為力。

補習以外的生命交流
每次練習後，我們都有很多時間交流。很感恩在這
些時間裏，我們彼此都有了更深的認識。我們互相分享
將來的計劃，又會一起討論社會上發生的事情；他也會
告訴我對DSE放榜的憂慮，又會把他在學校裏如何搗蛋
的事和我分享，他甚至會談及他曾做錯的事。看着他為
了達成夢想，很努力和投入地練習中文，亦看見他的中
文能力慢慢進步時，我也很開心。我們又一同練習面試
技巧，預備他找暑期工作和投考警察。及後他DSE成績
合格和找到工作時，他也會和我分享他的喜悅。
雖然我還未和他談及福音，但我很感恩可以有這樣
的機會和他一路同行，陪伴他一同面對不同的選擇和
事情﹐成為他的支持和朋友。所以感謝神，在我關心穆
斯林羣體的路上，讓我先學習愛他們，成為他們的同行
者，分享他們的生命。

你的同行，她的曙光
雖然如此，我仍看見曙光。那就是我們與她們同
行，一起面對喜與悲。鳳姐其實很孤單，她們既要隱
藏自己的職業，不讓子女知道；又沒有可傾訴的朋友
家人。「同行者」正回應了她們心靈的需要，不僅傾
聽她們的心事，又向她們伸出援手。
我感恩神讓我接觸鳳姐，讓我更了解社會上被忽
視的一羣。她們破碎的生命使我看到人對福音的需要!
沒有神的愛及盼望，鳳姐只可以長期活在陰霾中。盼
望藉「同行者」，我們能作基督的使者，將信望愛帶
給她們，改變她們的一生!
如欲了解更多，可向同工阿比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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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達為本會社區發展部義工。
電郵：outreach.hk@om.org

拉撒為本會社區發展部義工。
電郵：outreach.hk@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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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支援
Vital Support

同工分享

我和 OM 相遇上

本會消息
8月19日至9月3日，「穆宣推廣團」(下稱「MMP
Team」Muslim Ministry Presentation Team) 來港，與本
港教會、基督教機構分享服侍穆民的經驗。本會亦為此舉
辦了兩次「穆宣萬花筒」分享會。願神使用MMP Team的
分享，讓本港教會更有熱誠和智慧回應穆民的需要。
8月中至9月初，巴基斯坦OM兩位同工來港交流。願
神祝福她們回到巴基斯坦後的適應和分享。

同工鍾卓盈姊妹已完成南非OM差傳門徒訓練，回歸
團隊。願主幫助她學以致用，繼續熱心事主。

余彩明姊妹 (基督教宣道 會尊主堂)於 今年7月加 入本
會動員及傳訊部。願主帶領姊妹在新事奉崗位上的學習與
成長。
別
前動員 及傳訊 部同工 萬嘉健 弟兄及 陳苑莎 姊妹分
於7月正式離
於7月及8月正式離任；前外展部同工梁雅麗
任。感謝他們過往於本會的忠心服侍。
官志達牧師已於8月20日完成述職，返回工場(英國
Lifehope)。
初將返
鄒婉儀 姊妹完 成7年在 英國工 場的服 侍，9月
息。
香港，進修及休息。求主賜姊妹身心靈都得到休

兩位新差傳同工已於8月出發，前往工場：趙美娟姊
妹(生命頌浸信會)前往泰國清邁，佘雪婷姊妹(基督教宣道
會北角堂)參與英國Lifehope服侍。願主帶領她們適應新
工場生活，榮耀主名。
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生何姊妹已完成 8星期差傳實
習，從中東返港。請記念她回港後的適應與學習。求主帶
領她前行的方向，繼續熱心事主、榮神益人。

8月中，羅憲章弟兄(基督教迦密村潮人生命堂)和余承
羲(觀塘潮語浸信會)前往荷蘭參加國際OM迎新營，隨後即
登上望道號參與事奉。求主幫助他們適應新環境，以及有
健康的身體。
黃文倩姊妹(基督教崇真會救恩堂)和蘇正諾弟兄(基督
教崇真會荃葵堂)現於南非參與愛之盼(AidsHope)服侍。正
人
諾將服侍三個半月，文倩會多留半年。願主幫助他們二
以基督的心為心，謙卑侍主侍人。

9月初，蘇景昇弟兄(基督教信義會永恩堂)前往日本工
場展開新一期的服侍。請記念學習語言的能力及新生活的
適應。
妹完成英
7月中旬，陳麗香(基督徒信望愛石硤尾堂)姊
堂)和霍翠珊姊
國Lifehope服侍；陳苑琪姊妹(循道衛理信望
7月下旬，
妹(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完成南非OM差傳訓練；
1日，黃
蕭鈞揚(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完成台灣服侍；8月2
服侍。求
芷曦姊妹(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完成英國轉捩點的
向。
主保守他們回港後的適應，並帶領他們前面的方

2013年3月至2013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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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030
868,289
77,167
223,717
10,116
821,185
144,642

1,535,030
589,583
95,243
251,944
30,853
806,027
168,437

總金額

3,680,146

3,477,117

盈餘			
**本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

16

203,029

撰文：余彩明

關門，是為了開門
踏進神學進修的最後階段，我向神求問將來的事奉方向。禱告及請
教別人的意見後，我對將來的事奉崗位訂了三個期望。我希望：一、從
中更了解將來差傳事奉的方向；二、在團隊中學
習同工；三、能夠服侍或接觸穆斯林。自此，我
就循這三個方向尋求、等候。
在這段時間，我曾自薦或投求職信到兩間
我比較熟悉的差傳機構，不過神都把門關上
了。前者婉拒了我的申請，後者在我求職信抵
達的那天，他們就剛聘請了人。那時，我的心
情不禁有點忐忑。然而神的意念高過我的意
念，原來祂為我預備的卻是我最沒有預期的，
那就是香港OM。

開門，是為了祝福
跟OM同工們傾談是一個平安、愉快和
興奮的經驗。雖然我之前從未參與過OM的活
動，對OM亦不太熟悉，但同工們對我的鼓勵和機會，卻讓我看到OM差
傳觀的廣闊，以及他們對差傳的熱誠。因着這份對差傳的「情投意合」，
以及禱告裏的平安，還有教會的支持，7月起我便加入了OM。
傳訊的工作不但讓我看到差傳禾埸的需要、差傳事工類型的廣闊；
更有一班可以一起事奉、一起飯聚的同工；還有機會認識更多穆斯林事
工。這些正正回應了我起初訂下的期望，我真是始料不及。若神沒有關
上以上的門，今天我便不會與OM相遇了。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是神在我加入OM時給我的提醒。願神
祝福我能全心實踐祂的提醒，忠心於事奉，輕看自己的得失。願祂的旨
意行在地上，又行在我的生命
余彩明姊妹為基督教宣道會尊主堂會友，
由 2013年7月開始，加入本會動員及傳訊部門。

OM月禱會
日期：9月30日、10月28日、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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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私隱條例
由於私隱條例作出了修訂，以提高對個人資料私隱的保障。本會過往儲存閣下
的個人資料，以作寄發刊物、推介課程/活動等用途，本會日後仍繼續使用閣
下的資料作上述用途，但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及轉讓，特此通知。如不
同意本會繼續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請電郵（info.hk@om.org）或書面通知本
會；如同意，則毋須通知。

耶穌差這12個人去，吩咐他們說：「隨
走隨傳，說天國近了。」
(太10:5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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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萬民(Bless the Nations)2014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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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波斯尼亞)：

月曆封面

願基督徒以寬恕的能力，主
動與穆斯林和好。

港澳事工
海外事工
少數族裔事工		 中東敘利亞難民
新辦公室經費		 波斯尼亞「冬暖木材計劃」
2013年事工經費		 望道號發電機費用
同工薪金 同工姓名：		
其他

ations

Embrace the N

此精美座枱月曆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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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月4曆

用

1

月曆設計簡潔清晰、美觀實用，每月附以各地
的精美相片 ─ 無論送禮自用、點綴家居或辦
公室，均為合適。

2

讓您認識10個差傳工場(巴基斯坦、波斯尼亞、
科索沃、尼泊爾、馬達加斯加、哥斯達黎加、
菲律賓、香港、南非、望道號)，每月在禱告中
記念她們的需要。

3

直接奉獻支持事工，回應世界需要 ─ 售出每
個月曆所得款項，扣除港幣5元行政費用，將
全數支持頁內所載的各地事工。

為迎接新一年的來臨，
我們特意設計了「祝福萬民月曆2014」，
希望鼓勵信徒在新一年計劃個人日程、立
志每天為主而活以外，更胸懷普世─認識
世界各地需要，並奉獻支持不同地區的慈
惠事工。

5月(馬達加斯加)：
求主使基督徒明白
如何幫助貧病交迫
的人，給他們關
懷，並將主的愛告
訴他們。

6月(哥斯達黎加)：
求主幫助婦女們藉
「明珠事工」，重
拾自信和開展新生
活。

9月(南非)：

座枱月曆將於年底推出，每個月曆售價為港幣40元。
如欲購買，屆時請親臨香港OM辦事處或月禱會，同
心祝福這10個工場的萬千生命！如訂購數量達20個或
以上，可安排送遞服務，詳情歡迎聯絡本會行政部，
電話：2312 6110；電郵：info.hk@om.org。

求主使用基督徒幫
助青少年，讓南非
的新一代有新的盼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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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彩明 設 計 Artel Design 出 版 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

1

POSTAGE
PERMIT
PAID
NO.
HONG KONG
4036
PORT PAYE

PRINTED MATTER

www.om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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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位差傳同工，服侍分佈於20個不同工場。我們需要您的記念和支持！
《晴》已上載至網站 w w w.omhk.org
如需更改地址，或不欲收取印刷版本，請電郵至info.hk@om.org，並註明郵寄標籤右下角的編號。
九龍深水埗北河街 165-167 號大利樓 12 樓

Tel: (852) 2312 6110

Fax: (852) 2366 2097

E-mail: info.hk@om.org

Website: www.om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