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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們震驚和悲傷的消息 

踏入 2023 年，竟然收到讓我們震驚的消息，與我相識多年，又屬同差

會，去年 3 月來到日本宮城縣利府町宣教，一直是我們一家的緊密宣教戰

友 Vincent Wong，除夕晚上於毫無先兆下突然在家腦出血猝逝。他之前

雖在宮城縣宣教，但一有機會落東京，總會抽空來探望我們一家，其中一

次更幫我們搬家，還和我一起把入不到電梯的大床架抬上 11 樓（右

圖）。他又很有暄暄（Jolie）心，周時夾公仔給她，上次來探我們時便送

上布甸狗公仔給她，暄暄也愛不釋手，常常攬著，見到公仔就會叫

Vincent，知道是這位愛她的叔叔送的。   
 

我們對此突如其來的消息都感到悲傷和不捨，也需要時間消化事件，但我

們都深信生命在上帝手中，祂在這刻接走 Vincent 必有祂的美意。請為他

在世的媽媽和妹妹，及其所服事的日本教會等禱告，求主安慰。   
 

2022 年感恩回顧 

2022年實在是滿有恩典的一年，由去年決定到日本長宣，到今年年頭取得在留資格許可，3月日本開

關時雖然因一些岔子出現而差點去不到，但信實的神卻奇妙地帶領我們一家到了橫濱展開服事。到了

橫濱後，很快而順利地搬進現址安頓好，跟著藉本鄉台教會牧者及其他牧者的引介，在 8 個月間我已

成功連繫了近 20 間日本教會，並與他們建立了不錯的信賴關係。當打開日本這邊的網絡後，日本和

香港便宣佈全面開關，香港弟兄姊妹便可前來訪宣，足見神的時間是安排得如此精準。 
 

Jamie 和暄暄方面，感恩她們也適應得很好，Jamie 日語水平正

慢慢提升中，開始明白多了日本人的說話，另外她在廚藝和料理

家務上也變得更擅長；而暄暄來到日本後，雖然也有小病，但整

體總算健康，她也很習慣跟我們去不同教會或地方服事。而因有

著暄暄的緣故，我們與鄰舍亦較容易建立起關係來，雖然未能即

時帶領他們信主，但我們也能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及送上基

督教月曆等傳揚主愛。願主喜悅我們的擺上，並賜福我們 2023

年的服事，讓更多日本教會被祝福，香港信徒被興起，並更多日

本人能歸向基督。 

Joe 一家的宣教異象： 

1. 支援日本教會的事工 

2. 推動香港信徒關心日本福音需要 

3. 藉接待和帶領訪宣激勵香港和日本信徒參與宣教 

4. 向日本未信者傳福音及建立當地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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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探訪教會及宣教士之旅 

26/11-3/12 我們一家遠道前往關西，探訪了從前去過多次服事的相熟教會(守山基督福音教會和

Jesus House)及一些新教會，及與多位香港宣教士見面，感恩神賜下了相當美好的相聚時間。這段期

間大部份日子都住在守山教會中，與教會的主任牧師 Yuya 一家之間進一步増進了感情，尤其有一晚

我們與牧師和師母有團契的時間，彼此深入和坦誠地分享，最後更熱切地互相代禱，場面溫馨；又

Yuya 牧師的四名兒女都很喜歡可愛的暄暄，暄暄成為了他們的玩伴呢！另外，我們很感恩能再與

Jesus House 的山本牧師和師母重聚，之前我們之間雖曾有一些誤會，以致我們最後去不成關西長宣，

但藉著今次探訪，我向山本牧師分享神如何奇妙地帶領我到橫濱開展事工，他也驚嘆是神的作為，我

最後亦向教會送上禮物和奉獻，大家的誤會彷彿完全釋除了，實在感謝主的帶領。 

 

我們也與很多香港宣教士見面，並到訪了他們服事的教會，其中兩晚更住在某宣教士家庭中。我們都

暢所欲言地分享宣教的點滴和掙扎，大家都被鼓勵。另外從宣教士的分享中，感到關西工場事奉的不

容易，對比關東地區，關西教會的整體狀況似乎再荒涼一些，實在需要更多工人和禱告支持。 

 

 

 

 

 

 

 

 

 
 

接待個人工場探訪 

Ryan 傳道 23/11 前來日本探訪工場，我先帶了他到橫濱、川崎和東京多間教會觀摩事工和探訪牧者，

也帶了他到新宿歌舞伎町行區祈禱等；26/11 他亦隨我們一起到關西探訪。Ryan 到訪雖短短８天，

但我們有很坦誠的分享，彼此情誼亦增進不少，從相交中我也感到被祝福，他臨走的一天我也感到有

點不捨呢。另外他對我表示，相對關東，他對關西工場的荒涼狀況更感到扎心，期望他回港後能把工

場所見向事奉教會傳遞，而我於 1 月 15 日也會到他的教會實體分享，盼望神感動教會更多關心日本

的福音需要，甚至願意來日本參與訪宣。 

 

 

 

 

 

 

 

 

 

Ryan 與同為 Youth Pastor
的川崎教會古波津牧師 

見面，彼此勉勵 

感恩我們一家與 Ryan 有美好的相交和分享 

與守山教會 Yuya 牧師一家
吃中華料理 

探訪 Jesus House 與在彥根服事的香港宣教士 
家庭同住 



2023 年 3 月東京訪宣成行 

３月 14-20 日的東京訪宣，感恩最後有 3 人（１男２女）參與，順利成團。3 位肢體均有不同恩賜，

我亦因應他們的才能，向日本教會提議協辦相應的活動，希望能幫助他們接觸未信者及傳福音，教會

都反應正面，並表示期待合作，現正與他們磋商具體細節。1 月我回港時會與隊員實體見面一次，盼

能互相深入認識。請為訪宣隊稍後的行前訓練、事工籌備及彼此能有合一的心禱告。 

 

家中舉辦聖誕派對款待未信家庭 

12 月 17 日，我們在家舉辦了一小型聖誕派對，接待兩個未信主的家庭（Shiori 太太一家及柬埔寨太

太 Kim一家 ），這是我們的首次嘗試。Jamie預備了手製的紅豆糕（之前已試整過很多次）及不同食

物，也佈置了很多聖誕裝飾；另外我們亦送上基督教月曆，及由 Joe 寫了印有聖經金句的書簽給各人。

派對中大家也有愉快的交談，盼望能與他們及其小朋友繼續建立關係，日後可與他們分享主愛。派對

中有一小插曲，話說我們預備了不少聖誕禮物給兩個家庭，而 Shiori太太也有預備，唯獨 Kim太太沒

有預備，Kim 太太的日籍丈夫見狀即很尷尬，慌忙叫 Kim 問我們下次何時開派對，急著要回禮似的。

我們的原意只想他們開心接受禮物，並沒要求他們付出甚麼，但日本人卻常覺得非要回報不可，這 

根深柢固的「禮尚往來」觀念其實也很影響他們接受基督，因他們總是認為沒有「免費午餐」的，故

不理解耶穌賜下的救恩是白白的，因而拒絕接受。願主開日本人的心明白福音真義。 

 

 

 

 

 

 

 

 

 

 

回港短暫述職及探望家人 

我們會於 4/1-26/1 回港，除了探望家人和親烕，也會與不同群體見面及分享宣教（暫時已約實了十

幾個教會或群體），期望每次見面都能彼此鼓勵和祝福，並推動更多弟兄姊妹關心日本宣教。感恩回

港前夕政府進一步放寬檢測要求，讓我們省卻不少工夫，唯最近香港感染人數持續處於高位，求主保

守我們一家及各人免受病毒侵害，以致能順利與各群體見面。另外我們一家最近幾天均出現腸胃炎徵

狀，感恩在年末日本各診所都關門的時期，又急症室不是間間都收症的情況下，神仍為我們預備醫生，

我們吃了藥，正慢慢康復中。請為我們有健康的身體返港，及回港後的日程安排禱告。 

 

 

 

 

預備豐富的食物及自製紅豆糕款待兩個日本家庭，並送上基督教月曆、聖經金句書簽等聖誕禮物。 
 



 

 

 

 

 

 

 

 

 

 

 

Yuya 牧師的第 5 名兒子道真 Yuya 牧師及
Sawa 師母 

 

守山基督福音教會 (守山キリスト福音教会) 

主任牧師：上田勇矢(Yuya)牧師（育有 4 名子女） 

簡介：教會恆常約有 50 人聚會，當中包括不少年青人，是頗有朝氣的教會。Yuya 牧師熱心牧

養新一代，他和師母Sawa更會為年青夫婦做婚姻輔導，這是較少日本教會會做的。教會亦積極

在日本其他沒有教會的地域開荒，過往十多年所植的堂會遍及東京、鹿兒島、青森、長崎。另

外 Sawa 師母亦計劃參選守山市議員，希望能以基督徒身份從政，為社區帶來改變。 

 

註：Yuya 牧師原本是有第 5 名兒子的，但 2021 年 2 月，只有 5 個月大的兒子道真在毫無徵兆

下突然離世，Yuya 牧師一家當然很傷心，但仍深信上帝是信實的。他跟我分享了很多在過程中

神奇妙的帶領，去年更把兒子安息禮的片段放上網，至今已有超過 34 萬人瀏覽，牧師形容兒子

是最大的佈道家，他們一家的見證實在令人感動。 

 

安息禮足本片段：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5o96vFg-Z4   

安息禮剪輯版本（附中文字幕）：https://youtu.be/kWuLec0ZG8I  

 

 

 

 

 

 

 

 

 

 

 

關於對日本教會的奉獻： 

我其中一個異象是支援日本教會的事工，所以過往一直有從弟兄姊妹對我們的 

奉獻中撥出一部份奉獻給不同的日本教會。若肢體有感動對個別教會作出奉獻 

支持，歡迎隨時與我聯絡。 

 

 

守山教會外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5o96vFg-Z4
https://youtu.be/kWuLec0ZG8I


 

 

【親身體會的「瀛風速遞」】 
 

同一件事，每個人或有著不同的看法與觀點。正如一杯綠茶，有「綠茶控」會感覺甘味，另有人

卻認為寒涼不宜多喝。上次楊桃弟兄帶著小提琴來訪，今次有傳道人Ryan隻身一人與我們一家走

進日本這片地土探索，究竟他所看所聞又有何不同？ 
 

J：Jamie   R：Ryan    
 

J：聽你說，上兩次來日本也是普通的「跟團」旅行，那麽對日本宣教是何時有興趣的？ 

R：這要倒數說回疫情，2019 年的母親節前夕，我和家人第一次去大阪旅行，在此之前我只到國

內旅行。那次去的地方有和歌山、奈良等地，景色實在很美，這種感覺促成了我同年十月再去

日本多一次，漸漸地我感到自己已愛上這個地方。這幾年除了不時會留意有關日本的新聞或資

訊，也會透過 Joe 的分享對日本的基督教發展有所了解：這個地方雖然表面很發達，但卻是塊

屬靈硬土，當地人對基督教也不太接受，覺得日本有很大的福音需要。 

 

J：既是如此，開啓你「一人訪宣」的契機又是？ 

R：（自去年十月）日本開關後，當 Joe問我工作的教會有沒有興趣參與訪宣時，同時間也喚醒了

我心底的一個計劃 —— 原先計劃 2023 年 4 月到橫濱探望 Joe 一家，沒想到神的心意讓我提

早了五至六個月。新工作剛好有假期，而當我向直屬上司查問會否有興趣籌組日本訪宣團時，

他也持開放態度，並支持我先到日本開一開眼界，堂主任牧師也表示贊成，到之後預訂機票和

酒店等都很順利，看到神在整個過程中有動工和開門。 

 

J：神的計劃有時就是如此奇妙，當一切準備就緒的同時，你對這次訪宣又有沒有甚麽期望？ 

R：看了 Joe的片段，我心裡對日本這個工場也有基本認識，確是帶著不少期望來日本。關東地區

之前沒來過，期望看看日本教會的屬靈氣氛，也想了解本鄕台教會，它除了接待了不同國家的

宣教士，也有特別的體育事工，全球好像沒有太多教會會做到如本鄕台教會的足球學校般。此

外我也想看看其他教會，如橫濱迦南教會的派飯事工，希望親身到現場一看。聖經說，「各人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比書 2:4）透過我的親身到訪，再將狀況向香

港的弟兄姊妹分享，期望大家也能關注這邊的事。 

 

J：今次除了關東，我們還去了關西地方，兩地在文化上也有不同，單是語言已有標準語及「關西

腔」之分。在教會文化方面，你對兩邊有甚麽發現？ 

R：關西是第三次來。大阪是大城市，那裡有不少教會，我本以為每間教會應會有四五十人，但

實際上跟我的想像有差距，關東教會不論人數和屬靈氣氛等也比關西的為佳。然而兩邊的牧者

都很歡迎我們，也主動關心香港的情況，為我們擺上禱告，感覺我們香港的弟兄姊妹是並不孤

單的。 



 

 
 

J：沒錯，當知道有日本教會成立了為香港的祈禱會時，那一刻我也很感動，完全感到「主內一

家」的那份力量；不過另一方面，我也對關西教會的荒涼，尤其是對當地「無牧」（無牧者）

的情況感到扎心。 

R：其實香港教會現正陸續面臨找接班人的問題，日本教會也同樣面對這狀況。話雖如此，很多

年老的日本牧者心裡仍然火熱，持續地承擔神給予他們的使命。有些牧者亦付出很多，就算教

會的薪金未能支撐生活，甚至要以義務性質去做主工亦不計較；尤其是關西的牧者前輩，不管

遇到多大困難仍舊保持那團火。這教我回到香港後，縱使有困難，也會想起這邊牧者的故事，

成為激勵自己的動力。 
 

J：我想就是生命影響生命的微妙火花吧！在整個旅程中，除了日本牧者的表現，還有哪些觸動你

的難忘場景？ 

R：第一個是在 11 月 25 日那天，橫濱迦南教會的同工於橫濱關內的大球場外圍派發物資給露宿

者。原來那兒的露宿者是為數不少的，我也有參與派南瓜包。我們奉上的不多，但對露宿者而

言已是很大的祝福。另一個難忘的，就是到新宿歌舞伎町行區祈禱。走進第一個街口已覺得那

裡有所多瑪、蛾摩拉的感覺，一些衣著性感的十多歲少女學生站在店門口向路人招手，又有不

少外籍或本地人紛紛走過來問我們是否需要性服務，其中一個竟是位上了年紀的老婆婆！在東

京的繁華背後，其實也有其邪惡的一面。 
 

J：聽你所說，對日本的印象比來之前更立體，多了不同面向。旅程完結後，有沒有想定下一步的

目標？ 

R：我下一個目標，就是將自己所看到的跟弟兄姊妹分享。仰望神的帶領，看看能否激勵大家對

日本宣教有負擔。若神許可，我也希望今年或之後，於我工作的教會推動一次日本訪宣。其實

在疫情開始不久，曾有牧者問我有否想過除了繼續服事年青人以外，還有沒有其他事工想做？

在一直思想和尋索的過程中，發現對推動宣教有熱心，今次之後，更確切地相信這是我的另一

個負擔。 

 

Jamie’s感恩及代禱事項： 

1. 感恩能跟久未見面的 Risa 女士見面，並之後的訊息有稍微談到信仰話題，初步知道她是信奉

佛教，而她也因自己是佛教徒而不入教會。求主賜智慧和更多的語言能力，讓我可以跟她繼

續建立情誼，成為朋友之餘，也盼望她能認識耶穌這位救主。 

2. 感恩跟 Shori 太太和柬埔寨太太 Kim 關係變得友好，更組成了三人 Line 群組。求主保守帶

領，進深建立關係並分享主愛。 

3. 感恩主藉送月曆給鄰舍良子太太、88 歲獨居婆婆 Matsunoi 婆婆等時，可以打開更多話題，

了解她們更多。 

4. 求主帶領神學課程的完成，和日語學習的進程。也求主教我學習鍛鍊好體魄，做個健康的宣

教士。 

5. 求主保守暄暄的品格成長與語文學習。 



  

 

 

 

 

 

 

 

 

 

 

 

 

 

 

 

 

 

 

 

 

 

 

麥俊安(Joe)宣教家庭決定到日本長駐，會先與橫濱「本鄉台基督教會」合作推展事工，再擴展當地教會網絡，期望將來

能接待香港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前來服事，從而促進香港和日本教會的連繫，彼此祝福。 

 

如有感動奉獻支持 Joe 一家的事奉，可透過以下方式： 

1.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跨越使團有限公司」或「One Challenge (Hong Kong) Limited」，寄回九龍荃灣郵政信箱 

1458 號，「跨越使團」收。 

2. 存入跨越使團東亞銀行戶口：015-21368-00491-2，並將收據電郵至 info@onechallengehk.org 或郵寄上述地址。 

3. 電子支付（支付寶／轉數快）：  

東亞銀行戶口號碼：015-21368-00491-2／轉數快 ID：6027676 

完成轉帳後請將轉帳記錄截圖後電郵至 info@onechallengehk.org 

*請同時註明「支持麥俊安同工」以及閣下全名、電話、電郵或住址、奉獻收據抬頭，方便日後發放收據。 

凡奉獻$100或以上者，將獲奉獻收據作為申請扣稅用途。 

回應表：https://forms.gle/CKhfoAbH2g4rjFLB8      

聯絡Joe：joemakjapan@gmail.com  

 

 

代禱事項（Jamie 的部份見上文） 

1. 為差會同僚 Vincent 宣教士的媽媽、妹妹，及其所服事的日本教會等禱告，求主賜下安

慰，並保守後事能順利處理。 

2. 為 14/3-20/3 東京訪宣的行前訓練、事工籌備及隊員間能有合一的心禱告；亦記念今年

各教會訪宣活動的籌備，求主賜 Joe 智慧策劃及與日本／香港教會溝通。 

3. 求主賜福我們一家能與鄰舍建立良好關係，並傳揚主愛，特別求主使用基督教月曆讓未信

者認識福音。 

4. 為 Joe 一家於 4/1-26/1 回港日程禱告，求主賜福我們與家人、親戚及朋友有美好的相聚

時間，並能結連更多香港教會，推動他們關心日本宣教，甚至參與訪宣。亦求主保守我們

一家從腸胃炎中完全康復，並我們及眾人都免受新冠病毒侵害，能順利與各群體見面。 

5. 記念 Joe 和 Jamie 在港未信主的家人能認識福音，得著拯救 (大部份均未認識主) 。 

 

https://forms.gle/CKhfoAbH2g4rjFL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