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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藤世美
大家好，我們是在2021年9月份新加入COCM的宣教士安

大及其多元性。在英國數年的事奉中，我們發現神把不

藤世美。我們不是日本人而是一對在港出生與成長的

同族裔的穆斯林帶到英國居住，透過不同事奉平台，我

夫婦：丈夫是安藤，太太是世美，因為我們服侍的群

們接觸到在英國落地紮根了三四代的南亞裔穆斯林；也

體比較敏感，所以我們以代號來代替我們的名字。

有來自中東、北非、東非、西非、南亞等國家背景的穆

我倆各自在青年的時候信主，我們的屬靈成長環境不
同，但在我們信主的早期，神已讓我們認識不同的宣
教士，想不到原來神在那時已把到海外宣教、傳福音
給未聞福音之人的使命及負擔放在我們心中。當我們
各自回應神的呼召，並到神學院接受裝備時認識了對
方，我們同屬跨文化研究系，結果蒙神結合，我倆不
單成為同學，更在神學院畢業後成為了人生及宣教路
上的同伴。
神學畢業後，我們一邊牧會一邊尋求神帶領的海外工
場，神讓我們同心認定穆斯林為我們宣教服侍的群
體。2016-2019年期間我們屬於WEC差會的宣教士，被
差到英國工場向穆斯林群體宣教。雖然安藤在大學時
期曾在英國留學，我們也曾在英國接受為期三個月的
宣教士訓練，但初到工場，我們對英國的屬靈狀況了
解不深。透過日復日的事奉，讓我們深深體會到歐洲
的伊斯蘭化正在急速增長。與此同時，我們看見英國
基督教的衰落，令人感慨的是我們目睹著教會因人數
萎縮，最終要出售教會物業，而在伊斯蘭化社區所出
售的教會建築物，最終都變成了清真寺。每次看見教
會的老化與凋零，對作為主僕的我們來說內心極期難
過。
隨著在英國事奉年日漸長，我們越看見英國禾場的廣

斯林；亦有近年因各種原因前來的難民及尋求庇護的群
體。這些群體都是在宣教士難以進入的國家，而他們的
遷移正是他們接觸基督徒與福音的機會。正因他們來到
英國，一方面我們能以英語作共通語言與他們溝通，另
一方面我們能有更多機會與他們作宗教對話，帶領他們
認識耶穌。
過去幾年在英國的事奉，我們盼望他們不單找到屬世的

安穩，而是更重要的在人生
的路程中能夠認識真理，投
靠主，得著人所不能奪去的
平安與喜樂，一生一世行在
正路中。
感謝神不單讓我們看見英國
工場的需要，也讓我們有機
會分享我們在英國宣教的異
象，去年了解到COCM正開展
跨文化事工並期望能鼓勵、
動員英國華人教會一同回應
大使命：「向英國、歐洲大
陸甚至更多地區的近文化和
跨文化群體傳遞救恩。」這
也是我們期盼英國的華人教
會能在英國及歐洲的各城鎮
中為主作明亮的燈臺，為主
得著萬民。我們於2021年9月

鄧朱榮珍師母

份加入成為COCM當中的一份

曾經認識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來自台灣的C婆婆，她年輕的時候是助產

子，負責跨文化事奉——向

士，她有很多醫學常識，但從不會驕傲。早年跟著丈夫移居至荷蘭，他們雖然

非華人傳福音，盼望我們在

是大户人家，但知書識禮，待人溫和，對待工人或下屬都不會大聲講話。C婆

不久的將來能夠與大家分享

婆除了有眼疾之外，也有其他毛病；所以要聘請近身家傭照顧她的起居飲食、

更多英國工場的情況與代禱

準時服藥等。C婆婆有時候到要到醫院看專科醫生，喜歡請我為她作翻譯；通

事項，謝謝大家。

常她會叫我早些到她家中探望她，然後由我開車陪她到醫院裏看醫生。

（本會誇文化宣教事工部
同工，駐諾定咸）

C婆婆和丈夫都是虔誠基督徒，所以他們很希望兒孫們和家傭們都有機會聽聞
福音而信主。每逢婆婆舉辦大型生日會的時候，兒孫們都會從美國和台灣飛來
荷蘭參加婆婆的壽宴！那些年來都是教會的盛事，婆婆會邀請弟兄姊妹獻詩並
邀請牧者講福音信息。多年來有好幾位婆婆的遠房親戚和家傭都決志信了主。
婆婆的兒女們都是成功的生意人，也是僑領。他們雖然有聽福音，很可惜卻是
婉拒接受主，但是非常尊重父母親的信仰。
早期荷蘭南部尚未有華人教會或團契的時候，已經有COCM的宣教士張堯勳牧師
從阿姆斯特丹來到南部一位基督徒弟兄的餐館裏一個月一次帶領查經，C婆婆
在家傭陪伴下從她住的小市鎮乘搭15分鐘火車來參加查經班，風雨不改，那種
對主的專一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婆婆很關心每一位弟兄姊妹，她會為他們分
憂，介紹工作，開放她自己的家，一些住在附近的姊妹也常常願意到婆婆家串
門，婆婆和她們一起禱告或讀聖經。
婆婆的兒女和兒孫們都深愛著婆婆，老人家也會考慮到孫兒女們的婚姻對象，
常常都在思考誰家的孩子是一個合適做她的孫兒女配偶呢？但似乎孫兒女們也
有他們自己的選擇和決定。在他們這個大家庭裏也沒有看見長輩和晚輩的任何
紛爭！長幼有序，同輩之間也是以禮相待。看見他們每一位家庭中的成員互相
尊重和關愛！這兩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在自己的大家庭和教會中，以及餐館裏
的工人當中都樹立了好的榜樣。
神的愛就是從婆婆和他丈夫的日常生活中流露出來。基督徒的喜樂和對神的專
一就是一種生活見證！隨時隨地為主作見證！
婆婆和她的丈夫兩位分別是95歲和97歲高齡才被主接回天家。
感謝神！當年的查經班後來也成為團契，最後成為荷蘭南部第一間華人教會的
開始。

地圖：同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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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消息
1. 19/3英語青少年事工研討會在COCM
宣教中心舉行。
2. 8-11/4粵語中英倫春令會MEC在COCM
宣教中心舉行。
3. 14-17/4復活節國語門徒營在COCM
宣教中心舉行，主題是「與神共
舞」，對像是基督徒學生及在職青
年。
4. 5-18/4粵語南英倫春令會SEEC。

2022年開始本應大家都祈願疫情早點告退，快快脫下口罩回

香港辦公室

復一切正常生活，但隨著2021年年底爆出有機組人員違規聚

1. 感謝董事何永昌博士夫婦自2004-

會，沒有遵守防疫措施後，這個祈願好像又要重新等候過了。

2021年期間提供住宅單位予本會同

Omicron似乎來勢洶洶，加上受感染者都不知自己是帶菌者，

工使用，為何博士夫婦的愛心接待

就這樣香港在今個年頭再度爆發第五波疫情了。大家都擔心確

感謝主，願主親自報答。

診者的蹤跡已遍佈全港，每一個群組都分別有確診者，每天都
不知有多少名確診者在同一群組感染，又或出現不知來源確診
個案；在這人心惶惶的日子裏，願上帝都賜我們各人平安！也

2. 主任鄧志明牧師原定於5/2-27/3回
港服侍，但因受疫情影響未能回
港。

是提醒我們要時刻儆醒自己生活和信仰態度的時候，我們也應
當行在主的道裏，跟隨主的提醒和指引走面前的踏！
2021年對差會來說也是非常特別，因為有好幾位新同工加入，
他們之前都曾經在香港服侍，並加入了其他差會前往英國宣
教，及後也因為不同的原因選擇留在英國及加入COCM，疫情影
響下未能讓他們回港舉辦分享會，但香港的支持教會仍是體諒
及明白，選擇繼續在各方面支持這些宣教單位，我們為此感
恩，同工有著教會、肢體的同行及支持是他們在工場上最大的
動力！今期我們先介紹負責誇文化事工的安藤世美，特別的名
字走進特別的社群服侍，也是我們差會的新嘗試及挑戰，願主
使用這事工給這群體帶來更大的衝擊！
同工們近年來都有不少的更新，有退休的、有離任
的、有新加入的，這些轉變都是我們所關注，希望
透過今次的一幅簡單地圖，顯示出同工的分佈表和
狀況，一起看看有沒有大家所熟悉的同工吧！同

本會同工領會一覽表

樣因為多了港人移居英國，這也是大家所關注的問

基督教信生會信恩堂（主日證道） 27/2 李日堂牧師

題：「請問我所前往的地方有你們COCM的同工或華

香港華人基督會煜明堂（差傳主日證道） 6/3 陶華棟長老

人教會嗎？」
相信無論是從哪裏移居到歐洲的華人，我們都盼望
有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或邀請他們到教會聚會，荷
蘭也不例外，同樣有不同的華人聚居；但願身處
在不同地方的華人都有機會接觸福音並在教會中
成長！

香港華人基督會煜明堂（差傳主日證道） 13/3 李日堂牧師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週六宣教主日證道） 19/3 李日堂牧師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宣教主日證道） 20/3 李日堂牧師
中華傳道會活水堂（主日證道） 27/3 李日堂牧師
中華傳道會活門堂（主日證道） 27/3 李日堂牧師

備註： 1. 未包括核數師樓費用。
2. 2021年全年不敷約HK$23,422.05，
請大家繼續禱告記念及支持。

郵寄支票：請寫「香港基督教華僑佈道會有限公司」或「COCM (HK) Ltd.」
直接存款：請存入匯豐銀行戶口002-4-393639（務請連同入數紙及此表格寄回本會）
支票或存款收據請寄：香港九龍九龍灣臨興街21號美羅中心二期731室
中文姓名（教會或機構中文名稱）：
□ 牧師  □ 傳道人  □ 先生  □ 女士  □ 太太
英文姓名（教會或機構英文名稱）：
所屬教會名稱：
地址（英文）：
住家電話：
手提電話或傳呼：
辦公室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 住家  □ 辦公室
□ 我更改地址，舊地址為：
□ 請停止寄刊物給我（請列刊物名稱）：
□ 我曾在英國 / 歐洲讀書或居住，參加教會 / 團契 / 查經班名稱：                           回港年份：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 香港通訊 □ 未得之地 / COCM Link
□ COCM事工簡介
□ 我願意為宣教士祈禱，請寄宣教士通訊（請列宣教士姓名
）
□ 我願意奉獻金錢，金額：HK$
（收據可獲豁免入息稅）
奉獻方式： □ 一次過奉獻  □ 每月奉獻 □ 每季奉獻
支持事工： □ 宣教士生活津貼 （姓名：
）
□ 常費：總部 / 香港辦公室（請選擇）
□ 文字事工：未得之地 / COCM Link / 活水 （請選擇）
□ 學生事工
□ 其他：
（請註明）         

電話 +44-(0)1908-234-100   

請寄下列資料給我：

傳真 2549-5155   

香港差遣或支持宣教士 何錦洪~張美婷．林堅~蕭咏梅．羅慶偉~羅林君芝．李華．李鳳如．
義務同工 湛張佩玲師母．蔡碧雯姊妹．盧慧霞姊妹   

（HK$ 23,422.05）

電郵地址 cocmhk@cocm.org.hk   

網址 http://www.cocm.org.uk

720,000.00

辦公室同工 主任：鄧志明牧師．助理辦公室主任：曾王美瑜女士．行政同工：鄧朱榮珍師母   

合共

總幹事 呂子峰牧師   

656,811.23

鄧志明~朱榮珍．丁婉儀．冼偉強~楊瓊鳳．安藤世美

盈餘（不敷）

299,336.31
42,773.35
80,248.90
6,252.59

董事會 主席：陶華棟長老．成員：陳達年醫生．陳啟芳牧師．朱偉剛先生．何永昌博士．黎志雄先生．彭啟康傳道．邵德英博士．黃嘉樂牧師

合計支出

HK$
775.00
345.50
8,265.00
0.00
10,863.03
5,886.00
22,177.00
28,218.55
13,070.00
135,600.00

傳真 +44-(0)1908-234-200   

銀行費用、利息
公司註冊處文件費、釐印費
添置
同工訓練費、宣教費用
保險
電費、水費
電話費、互聯網
印刷、郵費、文具
推介費
租金、差餉、管理費
維修保養3,000.00
薪金、津貼、強積金
舟車費（本地及海外）
款待
雜項

網址 http://www.cocm.org.uk

支出

電郵地址 cocm@cocm.org.uk   

633,389.18

HK$
5,000.00
4,000.00
10,000.00
1,000.00
7,000.00
5,000.00
22,000.00
8,000.00
35,000.00
15,000.00
140,000.00
3,000.00
332,500.00
500.00
4,000.00
25,000.00
8,000.00
30,000.00
38,000.00
27,000.00

地址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K.   

合計收入

核數
銀行費用、利息
添置
同工訓練費
保險
差傳費
公積金
電費
印刷、郵費、文具
推介費
租金、差餉、管理
維修保養
薪金及津貼
公司註冊處文件費
雜項
電話費、互聯網
舟車費（本地）
機票（海外）
款待
租住酒店

總部 Headquarter  

392,685.20
3.98
240,000.00
700.00

法律顧問 麥希捷律師．鄧偉棕律師   

支出

HK$

常費奉獻
銀行利息
總部津貼
講員費

顧問 盧家駇牧師．盧炳照牧師．龍維耐醫生．蕭壽華牧師．曾立華牧師   

收入

電話 2549-5288   

香港辦公室2022年財政預算

香港委員會 Hong Kong Board    地址 香港九龍九龍灣臨興街21號美羅中心二期731室 Unit 731, Metro Centre II, 21 Lam Hing Street,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辦公室2021年財政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