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
（增頁）

感恩與代禱
徐葳葳與史偉家夫婦

曉陽（創啟區）

1. 請繼續為Snoul的38個村莊代禱，盼望他們可

1. 團隊中有新的同事加入，求神賜下合一的

敞開心門接受耶穌 並有更多信主的基督徒出

心，讓彼此能儘快適應與營造新的大家庭，

現。

成為合一的見證，也可以發揮事工的果效。

2. 求主安慰並堅固史偉家弟兄的家人，並請記
念西門弟兄的化療成效及身心的調整與復
原！

黃禾（創啟區）
1. 請記念新學期開始，每週與學生的聚會。求
主賜恩使用我和團隊，引導這群年輕的朋友

南希（創啟區）
1. 為母親的身體可以經歷神的保守與醫治感
恩，請持續為家人身心靈代禱。
2. 接下來的幾個月都有短期隊陸續進入見證，
請為行程與人員平安代禱。

能認識真理，確立人生的方向。
2. 請為我與團隊能有充足的智慧、體力與恩膏
來面對一切挑戰與服事。

李衍煬與李陳金素夫婦（德國）
1. 請為學生及青少年福音事工有好的開展代
禱，可以藉此吸引更多家庭來認識主。

沙崙（創啟區）
1. 請為家人的身心靈代禱；特別請為母親的身

2. 也請為三個孩子在學校課業、家庭及人際關
係的發展代禱。

體禱告，願神的救恩早早臨到他們。
2. 盼望在教會與年輕人中的課程分享中，蒙神
引導與祝福，求主興起台灣眾教會在支持宣
教事工上，有更深的智慧；在服事上不氣餒,
不喪志。
3. 五月沙崙將回職場, 求主安排與裝備一切所

陳耀皇與周應鳳夫婦（德國）
1. 感謝神，一到德國，從接機、住宿、到工作
簽證的辦理，都進行的非常順利。
2. 請為我們前半年要學習德語代禱，未來，主
要帶領留學生團契與查經班。求神賜下恩典

需；將來想用更多的時間協助發展教會事

能力，讓我們在聖經話語的教導上，能幫助

工。隨著年歲增長，求主保守個人身、心、

與訓練弟兄姊妹。

靈的健康，時時經歷神的喜樂與同在。

許梅馨宣教士（菲律賓）
1. 今年二月我得重感冒及嚴重咳嗽引起肺炎，
感謝神！生病期間，神親自差派來自馬尼拉
的傳道蘇淑蓮與我同住兩週，且天天煮飯給
我吃，使我再次深深體會神的愛。
2. 請為復活節受洗的九位弟兄姊妹代禱，個個
都能在神的恩典和知識上長大成熟。
3. 我在Sariaya的事奉到6/15將暫告一段落；搬到
新的事奉工場前，計畫先回台探親及休息一
個月 (6/21～7/21)，七月底將預備搬家，加入
Candelaria佈道所與Julie師母和Rudy &Jona傳道
夫婦，一起配搭事奉，請為新的事奉工作代
禱。也請繼續為Eric & Erica 傳道夫婦留在
Sariaya教會的牧養事奉及兄姐們的屬靈生命
成長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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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 心語
人教會或差會應建構一種合作夥伴的宣教方

穆民宣教在未來宣教事工上卻最迫切。我們不

式，共同開創宣教的新視野。

要忘記，在世界宗教信徒中，伊斯蘭教是僅次
於基督教的第二大宗教，佔全球人口約20%，

關注被忽略的群體

增長速度更是所有宗教之冠。
穆民分布已從中東、北非、南亞、東亞擴

向
教
動
宣 新

全球福音未及的群體多在落後、偏遠的地

展至全球。今天有太陽的地方，不但有華人，

區，二十年前西方教會就提出，抗拒福音之環

更有穆民的足跡。伊斯蘭教的擴展和影響已達

帶（The Resistant Belt）大部份落在「10/40之

到普世性，其崛起已成為基督教宣教事工最大

窗」，這是宣教事工最艱難的地區，卻也是常

的挑戰與抗衡。

被忽略群體的所在；它是世界三大宗教陣營最

今日在穆民中間從事宣教工作的宣教士人

集中的地方，是伊斯蘭教的心臟地帶，也是窮

數最少，每百萬穆民中只有不到三位基督教宣

人所處之地。

教士，比印度教徒中有六位、佛教徒中有五位

華人教會要把眼光投入在這最迫切需要福
音的地帶，西方宣教士在此地工作很不容易，

■

林應安牧師

明顯少得多，這提醒我們不能再忽視穆民的福
音需要。

由於他們的膚色和背景，使他們面對許多不利

多次與在穆民中事奉的西國同工交通，幾

的因素。華人卻不一樣，我們沒有歷史包袱，

乎都會聽到他們發出同樣要求：「你們華人同

也沒有民族不利的因素，故比西方人佔了更有

工比我們更合適進入穆民群體事奉。華人同工

利的條件，問題是我們願意關注和投入嗎？

的身分、膚色和民族性都比我們優勝，加上華
人勤奮和用功，這都比我們更有利。伊斯蘭教

穆宣的新契機

社會不會仇視華人，他們對華人比較沒有戒
心。」

十世紀後期是宣教歷史中挑戰最多的

二

時代，但也是宣教契機最多的時代，

華人教會的人數和堂會的成長及發

展，亦創下基督教傳入中國後的最高峰，這是
二百年宣教史上的重大成就。雖然華人教會和
信徒人數持續增長，但與全中華歸主的目標，

全球穆斯林已達十三億之多，而且還在快
速增長。華人教會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認識
和關心一向有限，且有許多誤解和排斥，然而

要關心穆民需要，教會可使用每年伊斯蘭
教齋戒月前出版的「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的祈禱手冊，教導信徒從禱告學習關心穆民的

仍有很大的距離，何況普世萬民的福音工作，
亦有待華人教會更積極地投入和參與。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普世宣教事工，身為普
世教會一份子的華人教會，確實有許多需要加
強和努力的地方。事實上，我們在普世宣教事
工上，佔極具優勢的地位和資源，需要探索和
認識現今的宣教新趨勢。

更宏觀的宣教新視野
普世教會面對時代日新月異的挑戰，宣教
視野必須更廣、更深、更遠，從更有戰略性的
角度，制定未來的宣教策略。
華人教會喜歡單打獨鬥、各自為政，不太
喜歡談合作和建立伙伴關係（partnership）。在
宣教事工上，我們起步較晚，宣教人力也不
多，落後於西方差會和教會。我們的目標也只
看見有華人的工場，要突破這點，便須將眼光
放得更遠，把人力投入那些被忽略的地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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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也可與全球基督徒一同以禱告震撼伊斯

拜訪客戶，而他是穆斯林的傳道者，會在洽談

蘭教世界。網址：http：//30-days.net/muslims/

生意後邀請客戶一起吃飯，前往的餐廳一定是

the-booklet/chinese/。

清真館，其策略就可想而知了。
許多國家不歡迎基督徒宣教士入境，卻敞
開貿易大門，商貿機會就大得多，尤其可克服

商貿宣教時代

許多不利因素。貿易和經商是很多華人的謀生
談到商貿宣教，很多教會牧者或許會皺

行業，我們每天活在商貿活動中，藉此從不同

眉，這是什麼玩意呢？華人很會經商和作買

層面接觸各類人士，透過商貿關係，促進彼此

賣，但把經商和宣教混為一談似乎有點奇怪。

的認識是很自然的事，漸漸能成為分享見證的

我們認識很多宣教策略，但誰聽過商貿宣教

好方法。貿易宣教事 近年才推動的事工，在未

呢？

來會帶來很多果效，擴大宣教範圍的同時，亦
有一次，從台北搭乘飛往新加坡的班機

可建立許多事工型態，包羅萬象在其中。

上，旁邊坐了一位印度（India）乘客，談話時

華人教會對這種以營利為主的宣教方式，

他提到自己從印度帶珠寶到亞洲各地找商家，

有頗多顧慮和疑問。審慎考慮確實是需要的，
在實際的操作和執行上也會有些難度。萬事起
頭難，從摸索到實行，我們仍要學習許多功
課。

宣教的路是有盼望的
宣教的路不易走，當中充滿血和淚。百年
來，先賢走過的路徑不但留下痕跡，也像落在
地裡的麥子，死了，卻結出許多代代相傳的子
粒。宣教的漫漫長路值得我們靠著神給我們聖
靈的引導和智慧，一代一代的走下去。
華人教會、差會和信徒需同心禱告，齊心
努力，完成主的大使命。

財務報告2010年1月至3月 收支表
宣教事工奉獻

收

1,218,784

                支 出
人事費用（含宣教士退職金）

758,807

宣教士支持奉獻

2,502,814

行政推廣

265,414

國際事工奉獻

325,763

海外事工

中國事工奉獻

0

-

愛心基金

0

-

其他收入

15,448

-

利息收入

48,201

匯兌損益

-1279

指定奉獻

500,000

收入合計 :
累計餘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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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4,609,731
1,026,062

費用合計 :

宣教士生活費

2,559,448

3,583,669

中華基督教內地會
心懷東亞福音邊陲之地
策動合乎聖經的本土化教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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