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 大 會

尋求神對我生命的旨意

─亞洲前線宣教大會
1995年，使團的幾位亞洲領袖聚集探討如合動員基督徒專業人才，回應宣
教的挑戰，神悅納同工的異象，亞洲前線宣教大會（A F M C）應運而生。

第六屆
時間：2010/8/26-29
主題：可見與未見的福音邊陲地
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
與會者：沈佩明

我

不是一個遇事冷靜、思慮周密的人，
回想自神學院畢業後一路跌跌撞撞走

到如今，神透過母親（她不是基督

徒）送我的一本書《放棄你的小野心》1 ，讓
我在如何尋求神的心意上有些概念。這次收到
OMF的亞洲前線宣教會議通知，我直覺地想要
報名參加，而且我也想看看馬來西亞這個國
家。報名後，我借了旅遊的書，抽空聽《大家
說英語》，也把暑假的工作時間做了安排，再

結機場、長途巴士站、電聯車，非常方便。

來就是為這次會議禱告了。值得一提的事，因

我利用一天去了麻六甲，看到當地華人努

機票是大會報名費的兩倍左右價錢，所以我決

力經營的街市，參觀救世軍所設的日托中心

定提前幾天到馬來西亞自助旅遊，事後也看到

（專為心 智障礙者），也感受這個海港城市的

我的決定是對的。

悠閒（見上圖）。

抵達吉隆坡的第一天，神就讓我心裡的兩

馬來西亞華人信主的比例是較高的，在大

大石頭落地：首先是住宿，我借住OMF的

會所安排的工作坊中，聽到教會對馬來人（穆

Transit Home（見下圖），不論在環境和價錢

斯林）的工作，見證了神的榮耀。
期間我在當地華文報紙上看到一則報導，
關於某學校校長被調職的事，起因是不當處理
華人學生在齋戒月進食。令我深深體會社會各
族群和諧相處，實不容輕忽懈怠，也提醒教會
在未得之民的鄰舍中所要努力的。
我從這次馬來西亞之行所得到的收獲是什
麼，是所去到的亞洲國家又多一個，是對「前
線」的挑戰更清楚，還是在尋求宣教的道路更
專注在祂身上？我希望自己能以謙卑、信靠和

上，都超過我所求所想的舒適與低廉。其次是

溫柔的心說：是。

交通，吉隆坡也有像台灣一樣的捷運系統，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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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動員辦公室誕生！

青宣點滴…
▲

學員們步入宣教博覽會之內地會展覽室。

於

2010年7月11至17日舉行的第十一屆青

架大能前進，

終於看到

宣大會，主題是「無界國度，跨界人

曙光初露，福音真光開始 灑進黑暗山谷。

生」，與會者除了台灣本地1460位學

繼影片挑旺學員的「宣教心」之後，接著

員外，另有118位學員來自香港、中國、澳門、

上場的是專程由德國漢諾威返台參與青宣的李

誕生日：2010年7月27日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加拿大、澳洲、吉

衍煬牧師，介紹深具策略意義的德國僑民事

誕生地：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12號四樓之四

爾吉斯、法國等地。並有76個福音機構參展，

工。

名稱：內地會推廣動員辦公室
▲內地會推廣辦公室搬新家了！

因為所有財務系統都仍留在中和辦公室的緣

於內地會的事工方向、動態與申請宣

故，所以並未搬遷。

「如何成為內地會宣教士？」、「我想參與內

我

們時常接到許多弟兄姐妹的詢問，關

教士等等問題。但長期以來的困擾

安頓好以後，各項事工也一一就緒，首先

宣教學院（All Nations Seminary）的創校者及

地會的短宣」、「我對內地宣教的負擔該如何

是，由於中和辦公室的位置交通不便，妨礙了

是籌劃許久的「內地會宣教月禱會」，訂於明

教師，他馬丁深入淺出、風趣幽默的分享，不

落實？」、「我可以使用自己的專業來事奉上

不少推廣的可能性。當我們愈來愈體會「動

年一月重新上路，屆時我們將以此辦公室為舉

僅令學員再思神話語的時代意義，也省思自己

帝嗎？」幾位宣教士輪番上陣，協助學員們釐

員」的重要與急切性，就逐漸萌發一個想法和

辦禱告會的地點，時間預定每月最後一個週五

的呼召並尋求印證。

清自己的問題。自菲律賓返台的許梅馨宣教

希望：能不能有一個交通更便利的地方，讓主

晚上六點。歡迎您明年與我們一起守望代禱。

最後兩天的「宣教博覽會」中，內地會以

士，更是沒有喘息地與青年們說明並幫助他們

內弟兄姊妹到訪的需求輕鬆獲得滿足；讓更多

七月起，辦公室陸續有三位新同工加入：

影片「曙光初露」呈現富能仁（James Ostram

面對宣教的挑戰。在場的同工無不盡最大的努

人不但容易找到辦公室，也容易接觸更廣的宣

財務同工、網站同工、及一位神學生在此實

Fraser, 1886-1938）宣教士的一生，讓學員看到

力來幫助這群有宣教心的學員，深知在神國藍

教資源，而且我們可以舉行宣教禱告會，與弟

習。感謝神帶領這些同工加入，盼望能為內地

他如何在險惡的環境中不屈不撓，向未曾聽聞

圖中，他們都將扮演重要的角色；為此向上帝

兄姊妹建立更多連結，搭起與教會之間的橋

會過去在行政與推廣上的不足之處做補強。感

福音的傈僳族傳揚主名，但一連串的挫折打

獻上深深的感謝。

樑，發揮更大的果效，讓內地會宣教的異象與

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與禱告，也懇求您繼續為

使命更加推廣出去。

「內地會推廣動員辦公室」的行政團隊代禱，

內地會也是其中之一，使參與此次青宣人數達

來到內地會展覽室的學員們，大都已經聽

1900人，堪稱盛況空前。大會的主要講員之一

過內地會，他們想進一步了解的問題包括：

馬丁•哥德史密斯（Martin Goldsmith），是萬國

擊、加上長久看不到成果，險些令他放棄，但
他終因禱告與代禱的力量再次站起來，倚靠十

「我是耶和華，是凡有血氣者的神，豈有
我難成的事嗎？」（耶利米書32:27）

經過無數的禱告與尋求，神帶領我們找到
這間辦公室，我們真是充滿驚喜與感恩，因為
它就位於台北捷運板南線的「國父紀念館站」

使我們保守神所賜的合一，同心服事神，迫切
將福音傳遍東亞。
▼會議室，可作為宣教月禱會場地。

旁，無論是地點的便利性或空間的大小和租金
都合乎我們的需求，我們也為此向神深深獻上
感恩。
搬家的那一天，天氣十分炎熱，我們總共
打包了四十多個紙箱，所有同工都像經歷婦人
生產一樣之苦，一整天打開箱子並且規劃整理
物品，但當 一切都定位完成時，我們真實的見
▲李衍煬宣教士（面對鏡頭者）回答青年的個別詢問。

▲學員們在展覽室觀賞宣教影片，聆聽宣教士的見證。

▼許梅馨宣教士（面對鏡頭者）回答青年的個別詢問。

▼同工們會後合影，左起總幹事林應安牧師、李衍煬牧師、
左四為林何菲菲師母、右一與右二為許梅馨、謝妙蘭宣教士。

到神所賞賜的迦南地，就坐落在那美好之處，
頓時，一切汗水都化為甘甜。
台灣區辦公室（Home Council）大部份同
工均自中和辦公室搬遷至此，惟有財務同工，

內地會推廣動員辦公室（Office of Mobilization, OMF Taiwan Home Council）
電話：(02)8789-1921 傳真：(02)8789-1927 地址如上
（原中和辦公室的電話與地址依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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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曉陽（創啟區）

代禱，特別為我們在婚姻議題上的研究，盼

1. 最近外出頻繁，請為出入平安及身心健康禱

能帶來更多渴慕福音真道的人。

告。

陳耀皇與周應鳳夫婦（德國）
1. 求主賜福我們在德語學校裡傳的福音，能結

南希（創啟區）
1. 為南希的家人探訪行程代禱，求神賜合宜的
天氣，行程順利平安。也請繼續為南希母親

出果子來。對於德文的聽力與字彙，都能更
加敏銳。
2. 請為應鳳的母親的健康代禱，七月十二日已

的健康代禱

作完放射線治療。
3. 求主保守兩個兒子的前面道路，願神的旨意

沙崙（創啟區）
1. 請為台灣的家人，尤其年邁的父母有健壯的
身心靈代禱。
2. 為與當地人士配搭事奉禱告，求神賜下智慧
與恩典，並能充份管理時間。
3. 因年紀的變化，求主保守個人身心靈健康，
時時經歷神的喜樂與同在。

顯明。

許梅馨（菲律賓）
1. 已搬到新的事奉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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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禾（創啟區）

游雪莉（柬埔寨）

1. 已於八月回到台灣為期半年的述職，請記念

1. 結束一個月的總部行前訓練，已經進入工場

近期在各地差傳聚會中的分享新竹勝利堂、
美國洛杉磯生命泉教會、費城三一教會、台
北信友堂等，願神使用這些分享與見證，帶

學習語言，目前睡眠品質不是很好，求神保
守我的身心靈。
2. 請為與當地團隊的同心配搭事奉代禱。

領更多的弟兄姐妹認識宣教。

王蒙恩與傅為樂夫婦（泰國）
1. 願神帶領更多的泰國傳道人及宣教士，參與

李衍煬與李陳金素夫婦（德國）
1. 為衍煬此次暑假台灣青宣行程感恩，不但參
與宣教營會，也從中學到許多功課， 求主記
念所接觸的教會或主內兄姐，一同為台灣的

泰中事奉及信心足球的福音事工， 領人信
主、開拓教會。
2. 求神保守我們一家身心靈的健康。願我們全
家尊主為聖，見證主名，無論生活、事奉與

宣教工作努力。
2. 為同工訓練營的順利圓滿結束感謝主，求主
帶領願意尋求全職事奉的同工們。
3. 為衍煬和金素為開展漢諾威地區的家庭事工

經歷皆順服神對我們最初的呼召。
3. 為明年年初回台述職代禱，使我們在各地的
生活和工作都滿得神恩典眷顧。

財務報告2010年4月至6月 收支表
收

入 宣教事工奉獻
宣教士支持奉獻
國際事工奉獻

170,120

中國事工奉獻

0

其他收入

81,295

利息收入

25,622

匯兌損益

17,604

收入合計 :
累計餘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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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861 支
2,563,101

4,000,603
-159,148

出 人事費用（含宣教士退職金）1,229,937
行政推廣
380,296
海外事工

費用合計 :

宣教士生活費

2,549,518

4,159,7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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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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