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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曾說：「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
是你們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
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
比受更為有福。」(徒廿34-35)

givethegifts
changetheworld
在這個聖誕，當我們籌備佳節的各樣活動與禮物時，別忘了我們
親愛的差傳同工與各地有需要的人。若您有感動把愛與資源與人分
享，歡迎您考慮以下的方向：

奉獻金錢或禮物給

免貼郵票
如貼上郵票可助
我們節省郵費

如在本港投寄
毋須貼上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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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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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福音動員會有限公司

索取

前線差傳同工及其子女

每週電子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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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

Operation Mobilisation (HK) Ltd.

數星期短宣

簡便回郵66號
九龍深水埗郵箱88544號
Freepost No.66
P.O.Box 88544,
Sham Shui Po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奉獻香港OM辦公室
同工的年終禮金
後方的辦公室同工在支援

投入

差傳的職事上盡忠職守，
您的奉獻將肯定了他們的
服事，並讓人看見神賜福
予祂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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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月門徒訓練

givethegifts changetheworld

九龍深水埗北河街165-167號大利樓12樓

12/F, Tai Lee Mansion, 165-167 Pei Ho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852) 23126110

info.hk@om.org

www.omhk.org

OM Hong Kong

惠澤萬民
波斯尼亞 BOSNIA（歐洲）
給孩子書包

惠澤萬民
人口：3,759,633
主要宗教：伊斯蘭教 (54.2%)

波斯尼亞OM的「給孩子書包」計劃在2014年蒙神大大祝福。
他們收到了歷年來最多的書包，遠超過了比哈奇市(Bihać)所需要
的數量。因此，OM決定把祝福與全國的教會和孩子分享。他們把
部分書包送到一個受洪水影響的城市，又在另一個城市與當地教
會合作，把書包派發給一間小學所有一年級學生。

巴基斯坦 PAKISTAN（亞洲）
絕處「縫」生

校長的態度慢慢變得開放。八月時，他終於願意接收OM這批書包。派發
的過程很順利，除了孩子、家長和老師很滿足外，連校長自己也很高興，甚
至歡迎OM隨時再來。另外，雖長校長早已表明自己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到
最後，他自己也承認這次捐獻是神的祝福。

人口：2,084,224
主要宗教：伊斯蘭教

給她一個安身之所

米蓮決定把兩個女兒嫁給人，想不到，六個月後，其中一個女兒的夫家竟然
失踪，從此失去聯絡，因此米蓮還要照顧初生的外孫。另外，米蓮自己也陷入債
務危機，拖欠多月的租金。有天晚上，她那信奉伊斯蘭教的業主告訴她，只要她
改信伊斯蘭教，他就會收養她為女兒，照顧她一家。業主容許她去找幾位牧師和
神父詢問意見，但他們都沒有幫助她，有一位神父甚至勸她改信伊斯蘭教。
最後，有位來自縫紉中心的女士把她介紹給OM。她說：「我不需要你們借錢
給我還債，我懂得縫紉，我只需要一台縫紉機來維持生計。」在為她禱
告和核實她的故事後，OM就給了她一台縫紉機和一個月份量的食物。
港幣2,000元
現在，她可以一點一點地清還欠款，不必擔心被強逼改教了。
巴基斯坦OM在基督徒社羣中設立縫紉中心，教導婦女縫紉的技
巧，這是個為期一年的課程，讓婦女能夠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同
時，這些婦女掌握到這些技巧後，不但能夠省下買衣服的錢，還能
藉製衣賺錢。

尼泊爾 NEPAL（亞洲）

多年以來，科索沃OM的同工一直在杜卡吉尼(Dukagjini)地區內一幢大樓服侍，市內的貧窮家庭大都
住在這大樓裏。但最近這裏的情況越來越壞，烏煙瘴氣，毒品和人口販賣猖獗。因此，當地政府決定拆卸
大樓，並勒令所有居民馬上遷走。

入伙後，同工去探望科迪莎。她拿出一本同工給她的新約聖經，
說：「我一直跟孩子一起讀這本聖經。」幾天後，她更對同工說：
「我已經讀完新約了，你們可以把
整本聖經給我嗎？」同工十分驚
港幣400元
喜，再三追問下，科迪莎告訢他
資助一個家庭的食物需要；
們，她相信耶穌是她的救主。

這棟房子便是科迪莎和孩子們的新居。

港幣400元

購買一座縫紉機，供學員接受訓練；

港幣160元
支持一名婦女一個月的生活費，使她

人口：29,852,682
主要宗教：印度教 (75.0%)

約書亞課程是尼泊爾OM為期一年的訓練，目標是培訓
當地年輕的信徒，讓他們學習與人分享見證，靈命進深，並
裝備他們日後在教會或宣教工場事奉。

港幣800元
支持一名約書亞門徒訓練學員一個月的訓練費；

港幣1,300元
支持一隊外展隊一星期的經費；

保障弱勢女童，避免她們遭人

港幣800元

口販賣。

支持一名本地長期同工半個月的生活費。

其中一位學員阿俊以前在家裏時，總是又煙又酒，常常
跟人打架，又沒有照顧妻子和女兒。然而經過一年的訓練，
他完全改變了。在課堂中，他學習了聖經對家庭的教導，明
白自己過往沒有用憐憫和愛對待家人。阿俊說：「那節課
後，我致電太太，對她說：『我愛你』，這是我第一次公開
地說這些話。」
尼泊爾文化受印度教種姓制度影響，不認為所有人都是
平等的。因此尼泊爾人一般不懂得向家人表達愛和尊重。尼
泊爾的教會正在增長，但信徒培訓的資源仍然十分缺乏。
OM希望藉着開辦訓練課程，幫助信徒學習過屬神的生活，
並期望他們學成後能與親友和社區分享所學的新思維。

我樂意關愛遠方的朋友！
○ 每月定期奉獻，支持事工：
請聯絡本會財務部：2312 6110(電話) / finance.hk@om.org(電郵)，索取自動轉帳授權書，亦可於本會網頁自行下載
* 註：切勿一次過郵寄多個月份的支票。
表格，填妥後寄回本會。

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美洲）
人口：4,639,827

一次過奉獻

主要宗教：基督宗教，福音派佔14.8%

明珠事工
過去，蒙香港和世界各地信徒踴躍支持，哥斯達黎加
OM的事工得以大大發展。當中，「明珠事工」祝福了當地
不少弱勢婦女。OM訓練她們學習一技之長，並以基督的愛
關心她們，讓這些婦女破碎的人生得到重建。
為了長遠的發展，OM決定善用神所賜的資源，在首都
聖荷西開設差傳中心。這中心除了用作培訓未來宣教士和
接待短宣隊，「明珠事工」的馬賽克工作坊也會遷入，讓
學員在這個工作坊裏製作獨一無二的馬賽克工藝品。藉着
售賣工藝品和開展另外兩個項目，OM期望中心能夠自給
自足地營運，讓全國的事工能夠拓展。
靠着穩定的收入，OM期望能幫助這些婦女離開貧民
區，並讓她們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將來能夠為社區
帶來更長久的轉變。不過，更重要的是，OM希望這羣婦
女能夠經歷神的愛，在神裏面找回失去的價值。

可以學習縫紉，賺取更多金錢養家。

約書亞門徒訓練

過去幾個月接受OM幫助的科迪莎和她五個孩子也要離開。她是寡
婦，而且無處容身。結果OM當天就找到了一個已經空置十五年的地
方，業主是信徒，還願意以OM開出的低廉價錢租出單位。有很多當地
信徒和宣教士則前來幫忙翻新地方，而當地政府知道科迪莎的情況
後，更願意替她支付首年的租金。

在短短幾天裏，神不但為科迪
莎一家提供了新的居所，還讓她重
獲新生。

人口：184,753,300
主要宗教：伊斯蘭教 (95.8%)

米蓮年約四十歲，育有四個女兒。幾年前，她的丈夫去世了，養家的責任一
下子都落在她身上。因為家境貧困，兩個較年長的女兒都輟學了，而小女兒甚至
沒有機會上學。

為了預備這次行動，同工在五月的時候跟校長見面。起初，
校長的態度十分不友善，很懷疑OM
的動機，也擔心接受教會的援助會令
港幣350元
家長反感。於是，同工就跟他分享這
供應一個學生的需要，包
個計劃過去的成果，提到神如何預備這些書包，並確保他們的行動並不帶有
括書包、文具和學費。
任何條件或政治目的。

科索沃 KOSOVO（歐洲）

惠澤萬民

亞洲‧尼泊爾

給孩子書包 (港幣
元)
○ 港幣350元：供應一個學生的需要，包括一個書
包、文具和學費。

約書亞門徒訓練 (港幣
元)
○ 港幣800元：支持一名約書亞門徒訓練學員一個月的訓
練費；
○ 港幣1,300元：支持一隊外展隊一星期的經費；
○ 港幣800元：支持一名本地長期同工半個月的生活費。

歐洲‧科索沃
給她一個安身之所 (港幣
元)
○ 港幣400元：資助一個家庭的食物需要；
○ 港幣400元：保障弱勢女童，避免她們遭人口販賣。

美洲‧哥斯達黎加
明珠事工 (港幣
元)
○ 港幣400元：支持「明珠事工」的營運開支；
○ 港幣800元：支持宣教中心的裝潢費用。

亞洲‧巴基斯坦
絕處「縫」生(港幣
元)
○ 港幣2,000元：購買一座縫紉機，供學員接受訓練；
○ 港幣160元：支持一名婦女一個月的生活費，使她
可以學習縫紉，賺取更多金錢養家。

非洲‧馬達加斯加
安德羅伊社區發展計劃 (港幣
元)
○ 港幣200元：資助一名婦女進修一門手藝；
○ 港幣800元：支付購置發電機和影碟播放器10%的開
支，讓同工進入偏遠村落播放《耶穌傳》影片。

聖誕奉獻

港幣400元

○ 奉獻金錢或禮物給前線差傳同工及其子女
(港幣
元)

支持「明珠事工」的營運開支；

○ 奉獻香港OM辦公室同工的年終禮金
(港幣
元)

港幣800元
支持宣教中心的裝潢費用。

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非洲）
人口：20,146,442

歐洲‧波斯尼亞

主要宗教：基督宗教，福音派佔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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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羅伊社區發展計劃
電話：

在馬達加斯加最南面的安德羅伊區(Androy)，是原住民的聚居之
處。OM希望可以接觸當地的原居民，給他們提供幫助，更重要的是
把耶穌基督的信息帶給他們。

電郵：

所屬教會：
所有資料只供本會內部使用。

在安德羅伊的文化觀念裏，女性的責任是照顧家庭，因此，很多
女性在少年時就被逼輟學，放棄升學的夢想。

奉獻方法：

OM同工希望藉縫紉幫助這些無助的婦女，好讓她們能幫補家計。
於是，他們就開展了為期六個月的縫紉課程，同時又會每星期和她們
一起查經，幫助她們的靈命成長。
祖羅是其中一位學生。她是個中年寡婦，有十個子女。有一天放學回家
後，祖羅發現家裏遭人爆竊了。第二天，她把這事告訴了給同工和同學。大家
一起為她禱告，求主介入。同一天，祖羅回到家裏，發現賊人竟然把所有偷去
的東西歸還了。她為耶穌聽她禱告而十分感恩。

港幣200元

縫紉班為這些婦女找回自身的價值。她們現在對未來充滿理想和信心，有
些甚至打算把這門手藝變成收入來源。

10%的開支，讓同工進入偏遠

資助一名婦女進修一門手藝；

港幣800元
支付購置發電機和影碟播放器
村落播放《耶穌傳》影片。

1. 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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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現金

存入匯豐銀行帳戶號碼 082-5-026461

3. 繳費靈PPS

請致電18013登記及致電18033捐款，「世界福音動員會」商戶編號為「6272」，請以個人電話
號碼登記為帳單號碼，並填寫付款編號、金額及付款日期等資料寄回本會。

4. 網上奉獻

登入本會網站 (http://omhk.org/online_giving.php)，進行奉獻

5. 每月自動轉帳

填妥表格，向本會索取直接付款授權書，奉獻將定期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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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