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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
旅客，你們接待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衣服穿；我病
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馬太福音25:36
我們相信，神的愛轉化我們整個生命，包括屬靈、
情感、身體與人際關係。我們慈惠及社區發展同工於世
界各地，以行動向有需要的人表達基督的愛，與他們一起
建設社區，帶給他們永恆的盼望。

巴基斯坦 Pakistan

3

波斯尼亞 Bosnia

4

科索沃 Kosovo

9

尼泊爾 Nepal

10

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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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位差傳同工，服侍分佈於18個不同國家。我們需要您的記念和支持！

巴基斯坦 Pakistan （亞洲）
人口: 184,753,300

3

主要宗教: 伊斯蘭教 (95.8%)

送出一包米

學費資助計劃

米是巴基斯坦人其中一種主要食糧，
巴基斯坦更是全世界五大稻米輸出國
之一。然而，過去幾年水災不斷，嚴
重打擊巴基斯坦的農業。

在巴基斯坦，基督徒屬弱勢社羣，往
往飽受歧視和壓迫。許多基督徒孩子
本有很好的潛質，能考進不錯的中學
或大學，卻因為經濟問題而被迫輟學，
您願意給這些孩子帶來一個希望嗎？
我們盼望可以資助150位中學生和50
位大學生，使他們能在自己國家裏作
鹽作光。

自2010年7月起，連場大雨侵襲巴基
斯坦，造成81年來最嚴重水災。自水
災發生後，巴基斯坦OM同工一直在災
區運送物資、重建房屋，支援災民。
至今這些災民每年仍遭受嚴重水災蹂
躪，而他們又是最貧困和最被忽視的
人。OM隊伍在北部興建了355間房屋
後，隊伍轉往南部，至2011年8月已
在當地建成了30所房子，計劃會多建
115所。在當地有一些被視為「不潔」
的貧困部落，他們沒有土地，OM同工
將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社區，開墾土
地耕種，並協助他們經營小生意，使
他們能自力更新。同時，OM同工希望
能購買食物，支援這些沒有經濟能力

的人，目標是一共支持500個六人家
庭，每家庭可得到約2-3星期的食物。

250

元：
港幣
支持一個六人家庭2-3星期的食物。

1 00

港幣
元：
支持一個中學生一個月的學費 ;

1 80

港幣
元：
支持一個大學生
一個月的學費。

波斯尼亞 Bosnia （歐洲）
人口: 3,759,633

冬暖木材計劃

給孩子書包
OM每年都會在波斯尼亞北部揀選一所
不同的學校，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
供一個書包、文具和學費。
這位小鎮學校總監，負責兩所小規模
的小學，一共約有700名學生。她說大
多數學生都比較貧窮，他們每天需要
走路約一小時到學校。學生的需要很
大，教師以至清潔女工很多時都會自
掏腰包來資助學校。孩子沒有錢吃午
飯，在冬天他們連襪子都沒有，只有
穿著膠靴在雪地上走路回校，而他們
的毛衣和外套都是又薄又破。然而，
他們回到學校都總是非常雀躍快樂。
當他們收到簇新的書包、筆記簿、墨
水筆或小玩具，喜悅都在他們的笑臉
上表露無遺。
娜迪亞是班裏的頂尖學生，她的夢想
是可以進當地一所私立中學。可是她
因為家貧，沒有錢交學費，只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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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宗教: 伊斯蘭教(54.16%)

一 所程度
較低的學
校。娜迪亞
家境非常貧窮，很多時都買不起學習
所需要的課本，只能以影印本代替，
美術勞作用的材料都是向人乞求或借
回來，更遑論參加學校的旅行。您願
意支持這些貧困學生嗎？

300

元：
港幣
一個小學生半個學期的需要，包括提供
一個書包、文具和學費；

6 00

港幣
元：
一個中學生半
個學期的需要，
包括課本、
文具和學費等。

我們已是第八年推行這計劃 — 在冬季為貧
困家庭提供5立方米的木材。每年寒冬，
當地家庭都要面對一個難題：每個家庭平
均都要花大約港幣4,100元，購買超過10
立方米的木材，生火取暖，但大部分人都
沒有能力去負擔這樣沉重的開支。這個冬
季，我們盼望能為100個家庭送上溫暖，
每戶提供5立方米的木材和一個食物包。
艾瑪被父親遺棄，她的身體狀況很差，
每月只靠約港幣160元的福利金過活。
當我們同工為她送上木材，她激動得哭
起來！同工送上木材，不但
滿足她生活需要，更帶
給她心靈安慰。

5 00

港幣
元：
提供一個家庭約
1立方米的木材。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箴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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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樂意關愛遠方的朋友！

歐洲‧科索沃

每月定期奉獻，支持事工：

給他們一個安身之所 (港幣
元 )
港幣400元： 提供一個家庭約一星期的食物、衣服、嬰兒用品
和學校文具；
港幣800元： 幫助一位婦女學習經營小本生意和語言學習，以
及支援她們離開臨時庇護所後尋找工作和安置新
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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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一次過郵寄多個月份的支票。
一次過奉獻

佩奇遠景教育中心 (港幣
元 )
港幣80元： 支持一個月10個孩子參加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

亞洲‧巴基斯坦
送出一包米 (港幣
元 )
港幣250元︰支持一個六人家庭2-3星期的食物。

亞洲‧尼泊爾

學費資助計劃 (港幣
元 )
港幣100元：支持一個中學生一個月的學費;
港幣180元：支持一個大學生一個月的學費。

識字教育 (港幣
元 )
港幣40元： 購買一套為期三個月的識字教育課程；
港幣350元： 支持一個隊伍，到一個村落教導為期三
個月的識字教育課程；
港幣200元： 支持一個學生成為聖經教導者，購買一
年所需的書本和材料。

歐洲‧波斯尼亞
給孩子書包 (港幣
元 )
港幣300元： 一個小學生半個學期的需要，
包括提供一個書包、文具和學費；
港幣600元：一個中學生半個學期的需要，
包括課本、文具和學費等。

非洲‧馬達加斯加
社區為本支援計劃 (港幣
元 )
港幣40元：支持一位孩子一個月的學費；
港幣200元：為一個家庭和小孩提供一個星期的營養食物；
港幣160元：幫助一個婦女改善農耕技術和學習經營小生意。

冬暖木材計劃 (港幣
元)
港幣500元：提供一個家庭約1立方米的木材。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以下資料
姓名： （中）

牧師 / 傳道 / 先生 / 小姐 / 女士

（英）Rev / Pastor / Mr / Ms
Sumane 姓

Given Name 名

英文地址：

電話：

電郵：

所屬教會：
所有資料只供本會內部使用。

奉獻方法：
1. 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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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現金

存入匯豐銀行帳戶號碼 082-5-02646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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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852) 2312 6110

傳真 (852) 2366 2097

電郵 info.hk@om.org

網址 www.omhk.org

科索沃 Kosovo （歐洲）
人口: 2,084,224

佩奇遠景教育中心

科索沃長年飽經戰禍和種族清洗，08年
正式獨立，但國家前途仍然未明朗，
人民流離失所，全國失業率為70%。
OM致力幫助那些在戰爭裏喪失家園的
難民。

給他們一個安身之所
在這個房屋區的人都是在戰爭裏喪失
家園的貧困戶，更有不少婦女的丈夫
都是戰死沙場。我們希望教導婦女經
營小本生意和學習語言，幫助她們能
自力更新。因着世界各地的有心人捐
獻，這些家庭的孩子現在都能夠上學。
同時，我們也在每星期的下午為兒童
舉辦手工藝活動，為他們的生活增添
歡樂。

400

港幣
元：提供一個家庭約一星期
的食物、衣服、嬰兒用品和學校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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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宗教: 伊斯蘭教

800

元：
港幣
幫助一位婦女學習經營小本生意和語
言學習，以及支援她們離開臨時庇護
所後尋找工作和安置新居所。

佩奇(Peja)是一個位於科索沃西北部的
城市，在戰爭裏遭受嚴重破壞。OM在
佩奇鄰近地區有一個「遠景教育中心」
(Vision Centre)，為超過200位兒童
提供閱讀室、藝術、音樂、英語班、
少年俱樂部和體育活動。在這地區，
沒有任何圖書館和可提供課餘活動的
地方，所以這中心舉辦的活動都很受
當地孩子歡迎。
港幣

80 元：

支持一個月10個孩子參加這些有益身
心的活動。

尼泊爾 Nepal （亞洲）
人口: 29,852,682

尼泊爾的人口識字率雖然有上升，男
性識字率為48.6%，女性為34.9%，但
口述文化仍是佔絕大多數，在偏遠地
區尤甚。

識字教育
OM同工到偏遠地區進行健康衛生教
育，特別是有關愛滋病的教育。在
2010年尼泊爾就有100萬個愛滋病病
患者，這是因為許多男性都會離開家
鄉到印度工作，在當地因為與妓女接
觸而染病，回到家鄉後傳染給家人，
這成為尼泊爾刻不容緩要面對的問題。
同時，OM同工會教授婦女女性生理、
懷孕和照顧嬰兒常識，又會送彩色的
手鏈給婦女，教導自然計劃生育。
以往，同工會着力用電影、話劇等方
法與不懂文字的村民分享，但我們現
在也致力去教育文盲和訓練當地學生

主要宗教:印度教(75%)

成為教導者。在其中一個小鎮，兩位
同工在晚上九時起，由一個一個字母
開始，教導散居不同村落的人。村民
會在那裏留宿一晚，然後第二天清早
趕去工作。同時，同工也會教授聖經，
幫助他們明白聖經之餘，也可以到其
他地方教導別人。

40

元：
港幣
購買一套為期三個月的識字教育課程；

350

港幣
元：
支持一個隊伍，到一個村落教導為期三
個月的識字教育課程；

200

港幣
元：
支持一個學生成為聖經教導者，購買一
年所需的書本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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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非洲）
人口: 20,146,442

在馬達加斯加東南岸的馬納卡拉
(Manakara)地區，OM於一個偏遠村落馬
路 拉 ( M a r o a l a ) 發 展 以 社 區 為 本 的 「經
濟支援計劃」。

馬路拉(Maroala)的概況
人口：
500
(300個兒童，其中100個在學)
家庭數目：
50個；平均家庭人數：6-8人
主要職業：
小型農耕；平均家庭收入：港幣3.9一天
迫切需要：
教育、營養不良、沒有清潔食水及足夠
電力

主要宗教: 傳統宗教(50%) 基督教和天主教(45%)

社區為本支援計劃
營養不良是這個村落居民的普遍情況。
雖然小孩學費每月只需港幣40元(另加
開學需付課本等材料費約港幣15元)，
可是他們許多人都沒有能力負擔。
您願意與我們一起改變這個社區嗎?
港幣

40元：

支持一位孩子一個月的學費；

200

港幣
元：
為一個家庭和小孩提供一個星期的營養
食物；

160

元：
港幣
幫助一個婦女改善農耕技術和學習經營
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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