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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ond – 香港

香港人口漸趨老化，很多人已經
退休或提早退休，所以有較多的
中年人士加入MSI的短期服務。
同時，由於一些長期同工曾到大
學的康復小組分享，現在見到了
一股“青年潮”，約有8位大學
生先後與我們聯繫。在2018至 
2019年間，我們嘗試以“師徒形
式”安排中年人成為這幾位青年
人的導師，效果非常理想。

此外，短期團隊的服務方式漸趨
於多樣化，例如製作手工藝品、
烹飪、講故事和讚美操。

展望未來，我們期盼與弟兄姊妹
同行，有以下三個方向 :

• 瞭解專業基督徒服務的重要
性

• 促進和裝備不同年齡、技能
和專長的弟兄姐妹參與服事

• 舉辦工作坊，鼓勵基督徒以
生命見證回應神的呼召

Eric – 加拿大

我們的異象是建立一個由基督徒
專業人士和職場領袖組成的群
體，他們致力於運用專業經驗和
資源，祝福中國及其他地區的人
們。

我們將鼓勵和支持弟兄姊妹，向
服事的群體分享生命見證及神的
愛。在接下來的3年中，我們的目
標是動員30位短期隊員和1位長
期同工。  
 
我們將繼續與教會和基督教公益
組織建立伙伴關係，以創新的方
式與他們合作，以促進神國度的
發展。我們的目標是每年增加2 
個合作教會／基督教公益組織。   

我們將激勵和裝備新一代的國度
門徒，幫助他們結合信仰和專
業，參與神在中國及其他地區的
工作。 

Amy – 新加坡

在天父的恩典和聖靈的幫助下，
我們期望在新加坡和東亞地區見
到充滿活力的信徒群體，每個人
以不同的才能祝福當地社區來榮
耀神。

我們希望與志同道合的團契和機
構加強伙伴關係，以便向更廣大
的基督徒群體推廣我們的工作和
事奉機會。 

我們希望每年招募10名短期專
業人士，支持並加強長期同工的
影響力，達成培植本地人才的目
標。我們將會定期與這些短期隊
員聯繫，並與那些預備參與跨文
化工作的人一起同行。 

在3年內我們希望陪伴並差派3位
長期專業人士前往工場，效法恩
主為僕的心，積極運用他們的技
能和價值觀，去影響並培植當地
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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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長期參與這種工作

嗎？”“主啊，祢一定是
在開玩笑吧！”1994年在巴基
斯坦的農村，在40多度高溫壟罩
下，我因中暑而嘔吐。那時的我
是一名應屆畢業生，渴望在職場上
賺到我的第一桶金；當時報名參加短
期服務只是出於義務，因為我擔任學生
團契跨文化服務部的秘書。面對著文化衝
擊，我的內心強烈地抗拒上帝的呼召。

“我願意去，但請給我五年的時間。”我覺
得主欣然接受了這個請求。我總共花了七
年的時間才前往中國，然而主真的沒有讓
那七年的時光白費，在最初五年，我參
與策略規劃、組織改革、人力資源和
項目管理等工作，這些經歷對於日
後我在MSI的工作非常重要。經過
一年的神學培訓和教會實習後，
我整裝待發，但不知道要做什
麼和加入哪個機構。最後在
一位前任工作主管的介紹
下，我開始接觸MSI。

打算去中國多久？”“我以為神給人
的呼召是一輩子的！”我如此回答，

負責面試的 MSI 人員聽到之後非常震驚，尤
其是當他們發現我從未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們
迅速安排我跟隨一位經驗豐富的同工前往四川
省。那是我在中國經歷的第一個冬天，在雪地

裡我努力地跟上她的腳步，雖然寒冷而淒涼
的天氣令人沮喪，但 MSI 成員的熱情款
待卻溫暖了我的心。更讓我印象深刻的

是，他們非常努力地通過生活和工作
來見證福音。全人使命是上帝一直
預備我服事的方向，我在機構的表

格中簽下自己的名字……。

在MSI服事了多久？”19 
年來，我在四川、雲南兩

省擔任過英語教師、聯絡主任、
辦公室經理、副首席代表和首席
代表。我在北京大學獲得公共政
策管理碩士學位，並在新加坡聖

經學院獲得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在
事奉期間我經歷過不少高低起伏 — 
當我見證別人的成長和發展時滿心

喜樂；當我面對失望和衝突時垂頭喪
氣。然而，在這有如搭過山車般曲折

的冒險旅程中，神從來沒有讓我失望或
讓我放棄。我經歷到祂奇妙的恩典、充
足的供應和持續的同在，特別是在混亂
和動盪的時刻。我一點也不後悔。我很

感謝神的呼召，我深信在未來的日子裡，
祂將繼續帶領 MSI 和我。我們期待有你

們的禱告支持並且一起同工！

Joyce Lau
MSI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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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賜我們智慧以
有益和有效的方

式，與更多的基督
教公益組織和慈善

團體合作。

願更多的千禧世代
領受我們的異象，
為團隊帶來新的想

法和活力。

請代禱能與各國基
督徒醫療團契會議
的參加者作有益的

互動。

有智慧進行動員工
作，與詢問者和短

期隊員同行。

國際動員團隊已制
定其異象和使命宣
言，求神帶領團隊
朝著這個方向同心

服事。

同心記念

這裡的民工和難民現正經

歷著極為艱難的時期，

我想到天父憐憫他們的

心，我為他們禱告，很

感恩我有機會在一些小

事上幫助他們。

我感謝上帝容許世人經歷這個疫情。看到

非信徒被死亡和未知的恐懼所籠罩，神一

直在提醒我，不要聚焦在好的甚至偉大的

事情上，而應該去關注什麼是國度事工中

不可缺少的。

不斷地禱告，持續和伙伴們參與國

度事工，直到見主再來的那一天。

動員工作在許多方面就像是做牧養工

作，對於那些有可能參與的隊員／志

願者，我們提供屬靈諮詢、鼓勵和

指導，幫助他們分辨神的帶領和

呼召。  

請分享最近時常浮現在你腦
請分享最近時常浮現在你腦

海中的一個想法。
海中的一個想法。

自 2018 年 10 
月起，我已正式成

為一名動員同工。
作為一名動員者，

我就像一隻
“袋鼠”，到處

跳來跳去與人
會面。

Sally – 澳大利亞

Debbie – 馬來西亞

3 年以上。
我們就像是鳥 — 

分享參與事奉的機
會，鼓勵其他的鳥在
不同的地方一起飛

（服事），支持同伴。
正如候鳥一般，我們也
有棲息的時間，安靜反
思和等候 — 當氣候或
地理環境改變時，
我們便停下來計

劃下一步。

我擔任動員
代表約6年，在此之
前我以非正式的方式參

與動員工作約有4年。   
動員者就像一隻狼！狼用嚎叫
與他們的成員交流，我認為這是

我作為動員代表的角色之一 
— 向其他人分享將好消息帶給

萬民的任務。在參與動員工作
前，我以為在教會服事，與我周
圍的人分享好消息就足夠了；直到

有人向我“呼喊”，我才明白這個大
使命。

Imelda – 菲律賓

Anna – 加拿大

我尚未正
式接任動員

工作，目前正處
於“實習”階段。
動員者就像成年的
狼：牠們是狼群中的
一員，經常輪流幫助
母狼撫養年幼的狼，
並訓練小狼承擔未來

的責任。同樣的，動
員者與其他信徒一

起，特別與那些
尋求宣教呼召

的人同行，
引導他們，
並幫助他
們為將來
工場的事
奉裝備
自己。 

從某方面來說我們每個人都應
該是動員者，但我作為正式動員

者的角色是從今年3月1日開始。 
我想我們應該像是導盲犬：帶領
人，保護人，為他們指示方向，

以及關心人。  

David – 英國

大約 7-8年。
我們就像是“導

盲犬”，因為動員
者的工作是引導人
走在一條安全穩妥

的道路上。

Wichai – 加拿大

自 2018 年
11 月起，約 

17 個月。
我想到的是

老鷹，牠們飛
得很高，眼光
銳利，大部分
時間是獨自飛
翔，但通常成
對出現。牠們將

雛鷹留在巢中
（養育和陪伴），

直到小鷹學會獨
立飛翔。

Seng Hock – 澳大利亞

1. 1. 你擔任動員代表有多長時間了？你擔任動員代表有多長時間了？
2. 2. 請你用一種動物來描述動員者的角色，並提供請你用一種動物來描述動員者的角色，並提供

一個簡單的說明。一個簡單的說明。

David Leung
國際動員總幹事

過去 25 年當中，在中國西南地區
事奉的 MSI 長期和短期同工，結
合專業、技能、及信仰，以服事當
地全人的需求來讚美、敬拜神。我擔
任國際動員總幹事最大的樂趣之一就
是聆聽這些故事，有位同事最近說：
“主使用我們生命中的一切 — 我們的專
業、技能、甚至家庭中的困難，為了祂的
工作，為了見證祂。”

你可能已通過這個特別的MSI動員團隊，聽說
過這些故事。這些忠心耿耿的同工身處於不同的
地區，他們激勵眾人參與MSI，為神的工作投入
時間、禱告和資源。

今年1月份，約有 20 名動員代表聚集在一起敬拜，分
享故事，策劃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鼓勵眾人參與這個工
作。當彼此分享時，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需要年輕的
一代加入動員的陣容。以下是會議的綱要：

• 異象 — 我們期望見到有技能的國度門徒
跨越世代和國界，鼓舞當地合作伙伴，以
全人事奉祝福中國及其他地區。

• 使命 — 激勵國度門徒結合他們的信仰、
專業和技能，來參與中國及其他地區的事
奉。

你對 MSI 的事工好奇嗎？有興趣了解嗎？你對於我們
的異象和使命有感動嗎？請聯繫你所在地區的動員代
表，他們很樂意向你說明！

耶和華本為大，
該受大讚美，
其大無法測

度。這一代要對那一代
頌讚你的作為，他們要

傳揚你的大能。
（詩篇 145：3-4）

國
際
動
員

團案來源：“Noun Project”

圖案來源：“Designed by Freepik”

像許多人一樣，我不知道當前的種種

限制會持續多久，以及神想要教導我

們什麼功課。另外一點是，我們如何

充分利用科技來繼續進行動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