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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依靠、

      進入安息
          耀皇與應鳳在德國華人事工

時間不夠用
一位德國同工搬到南部去了，工作多了一

些；加上中級德語課開學，一星期五天，每天

四小時，時間開始不夠用了。現在的工作量，

比以前上班的時候還多。一星期七天，每天都

有事，而每個工作與學習，都要花時間預備，

再加上門訓與輔導，時間真的不夠用。

不但是工作的量增多，質的要求也增加。

他們不但要對的答案，他們還要好的答案，而

好的答案，往往是要花時間去了解，花代價去

禱告，才有可能得來的。我們遇到的問題，基

本上都是當下無解，只能求神憐憫，開路，然

後等待。比方說，陪伴剛來德國就有憂鬱症，

甚至不曉得為什麼要活下去的學生，找心理輔

導；陪伴未婚懷孕的女孩，怎樣靠神走下去，

能夠面對男友，保住孩子，與忍受家裡親人的

責難；輔導博士班的學生，面對

被教授拒絕繼續攻讀博士的事

實；以及一些找不到事，不敢畢

業的學生，等等，不一而足。

中國人來這裡讀書，當感受

到孤單與壓力的時候，男女關係就

成了他們躲避問題的出路，可是這

往往製造出更多的問題。我們現在

在這裡盡力活出一個神的家應有的

功能，願神幫助我們。感謝神，我

們每次的等候，最後都能重新得

力，而不是也得了憂鬱症。

現在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在

宣教工場，或是做神的工作， 時

間一定不夠用，所有的問題都又

大又難，靠自己絕對無法解決。有了這樣的認

識，才知道要靠神，也才知道要教人拼命去依

靠祂。在竭力依靠的過程中，我們進入祂的安

息。

抓住神的時機
當我們在籌備迎新活動的時候，發現在杜

伊斯堡市要連絡新生有一些先天的限制。首

先，學校或者中國同學會不會把新生的連絡方

式告訴我們。其次，對外國學生，第一年的學

生基本上住不進學校宿舍，直到第二年才有機

會分配到宿舍，所以去宿舍也碰不到新生。然

後，這城市的外管局，對外國學生非常嚴苛，

銀行有多少存款就給多長的簽證，不像鄰近的

城市，有半年的生活費，就可以給一兩年的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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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所以許多新生都住到外面的城市去了。

所以我們想要邀請新生，就只能靠海報，

以及在校園裡發傳單。可是校園這麼大，進出

的街道那麼多，去哪裡找他們呢？有一天早

晨，終於鼓起了勇氣，決定去校園碰碰運氣；出

門前，應鳳想先洗個頭，等到真的出了門，已經

快中午了。哪裡知道，才出門不久，在往校園的

路上，就遇見一群一群的中國學生，而且都是新

生，我們預備的五十份傳單，還沒走到校園，十

多分鐘內，幾乎就發完了。早十分鐘，晚十分

鐘，就碰不到他們了。我們到現在還是不曉得發

生了甚麼事，為什麼會有一群一群的中國學生，

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應鳳一直說是神安排她去洗

頭，因為到目前為止，除了那一次，我們在校園

一、祂造了我們（摘要）

你會說：「且慢！真的有神嗎？這世界不是

自然進化來的嗎？你怎麼說有一位創造萬有的神

呢？如果有，你把祂變出來，變出來我就相信

你！」

我二十九年前拿到博士學位，進入美國加州

Intel公司研發單位，研究發展個人電腦裡的中央

處理器晶片。如果你問我：電腦是進化來的 還

是創造出來的？我會告訴你 每一代的電腦都是

成千上萬個工程師設計、創造出來的。可是看起

來卻好像是進化出來的，不是嗎？

所以，如果進化一直進行，那為什麼沒有新

人類、或者新新人類跑出來，然後把我們都關到

動物園、送進博物館裡去？因為新人類或者新新

人類一定比我們優秀！但沒有發生這樣的事，告

訴我們兩個事實：第一、只有一位創造主；第

二、我們是神的最終的創造。

二、  祂造人是為了賜福與我們（摘要）

那為什麼會有痛苦？會有死亡？「死亡是生

命中最棒的發明，是生命變化的媒介。」這是賈

伯斯對死亡的看法。賈伯斯不是基督徒，對死亡

有他另類的看法。

那聖經的看法是甚麼？

阿摩司書4章12節：「⋯你當預備迎見你的

神。」

希伯來書9章27節：「按著定命，人人都有

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死亡是你迎見你的神的時候，死亡是神給人

的一個期末考。我們每個人都只有一個一生，每

個人都得對他的一生交帳。當我們那一天終於見

到了神，唯一會被他問的題目就是：你認識我

嗎？你看，連題目都給我們了！這是一個大好的

機會，我們可以有一生的時間來準備這個考試。

我們作為人有這麼一個考試的機會，天使羨慕我

佈道信息─神愛世人（大綱）

旅歐雜感
一轉眼，來德國已滿

一年半，衣食住行和語言

各方面漸漸適應，有的人

很羨慕來歐洲工作，在

這裡住久了，發現德國

人反而很羨慕去美國、

去亞洲，因為他們的

生活太單調了。我們

很少遇到美國人喜歡住在

這裡，大家都比較喜歡美國與亞洲，因為比

較有活力。連帶的，德國人不愛上他們的教

會，一間能容納上千人的教堂，往往只有幾十

人聚會，而且大部分是老人，這是很平常的

事。他們反而欣賞外國教會，覺得我們活潑，

有生命力，希望我們能影響他們，這是好多位

德國教牧同工告訴我們的。

數月前為參加海外基督使團的東亞散居之民

（Diaspora）事工會議，去了一趟英國，結果一

個星期都待在營地，連倫敦長的甚麼樣子都沒看

見，只看見了秋天的候鳥和滿地的落葉。這次也

認識了許多長年在亞洲的歐美宣教士，如今他們

「落葉歸根」，在自己的家鄉做華人的福音事

工，而心中念念不忘的，依舊是亞洲的 一切。

他們的愛心、事奉的果效、對我們的鼓勵，以及

在基督裡的安息，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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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難得碰到一兩個中國人。

迎新當天，新生來了大約十個左右，連慕

名而來的舊生也算，新人共二十個左右。我們

覺得人數多寡並不頂重要。他們知道我們的存

在，以及知道我們在哪裡，也是很重要。因為

在他們留學的生涯中，總會有那麼一兩次，他

們會想要認識神，當那個關鍵時刻來到，我們

希望他們會記得我們。秋季的福音佈道，是我

第一次佈道，所以中規中矩的將講章先寫下

來；會後，有一兩個新生跟我說，他們因此而

信了，這實在

是神的恩典。

們羨慕的要命，因為他們看得見神，知道答案，

所以他們不能參加考試，只有我們看不見的才能

憑著信心作答，這個叫做因信稱義。

當我們做出這一個選擇，選擇福音，我們就

成為神的兒女─神的兒女！這是何等尊貴的身

分，這是天使所羨慕的！

三、祂用福音救贖我們

十字架的意義

四、祂重生了我們

重生就是發現神在那裏

五、祂以永遠的愛愛我們

究竟甚麼是永遠的愛？

愛的力量

六、你要預備迎接你的神

幾年前有一位年輕的留學生，他在德國讀博

士期間接觸聖經和教會，後來信耶穌受洗。現在

他在國內的一所大學當教授，他和牧師還保持聯

繫。他說，在德國留學幾年，最大的收穫不是博

士學位，也不

是出國的經歷

和風光，也不

是為將來出人

頭地打下的基

礎；他出國留

學最大的收穫就是能夠認識耶穌基督。因為在耶

穌基督裡面他得到生命的答案，永恆問題的答

案，在耶穌基督裡面他認識了他生命真正的尊

嚴、價值和意義，在耶穌基督裡面他也知道往後

的日子無論遇到什麼境況他該怎樣頂天立地地活

下去。

親愛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願這位弟兄的

經歷能成為在座每一位的經歷。願我們都能在這

裡認識主耶穌，更深地認識主，因為祂是我們生

命的至寶。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3節說：「認

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

督；這就是永生。」

★《萬族萬民》是由內地會台灣區寄發。如果你不希望再收到此刊物，請致電 02-8789-

1921轉104或電郵至tw-mob@omf.net通知內地會同工，謝謝您。
通 

知

台灣OMF宣教月禱會

地點：台北市11071忠孝東路四段512號4樓之4（明園大廈）

交通：捷運板南線市府站2號出口 / 公車：聯合報站

電話：02-8789-1921  傳真：02-8789-1927（每兩個月的最後一個週一晚上) 

2012年3月26日（週一）晚上7:00∼9:00 主題：朝鮮的何去何從 分享：林應安牧師

2012年5月28日（週一）晚上7:00∼9:00 主題：台灣本土事工「珍珠家園」

 主講： 趙歆怡（Teo, Sin Ee）、林怡君（Lin Audrey）宣

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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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財務報告2011年7月至11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宣教事工奉獻 2,115,122 人事費用 1,295,183

宣教士支持奉獻 4,173,540 其他以及行政推廣 675,436

國際事工奉獻 32,110 海外事工費/宣教士生活費 4,801,173

收入合計 : 6,320,772 費用合計 : 6,771,792

累計餘絀 : -451,020

Jessica（創啟區短期隊）
1. 求主保守我們的學生，在誘惑甚多的環境

中，願意過單純的校園生活，遠離賭博、菸

酒和毒品，順利畢業。

2. 老師們能更專注在關心學生和教學，私人生

活也能單純一點。

3. 我和老師們的關係求主施恩祝福。

沙崙（創啟區）
1. 求主帶領我們進入校區幫助年輕人，建立全

人健康發展；也讓校方領導者可以有遠見，

看見學子的社會道德、品格操練的重要。

2. 求主保守我們在專業服務上的果效；並能有

智慧地參與教會服事，信仰與生活有見證。

3. 繼續求主保守恩待我父母，使家人能早日回

應耶穌的愛與救贖。

喬英（創啟區）
1. 自2012年2月起至2013年8月，每月有課程訓

練，請為連繫短期隊員與課程安排代禱。

2. 期望日本同工能夠盡早取得簽證。

徐葳葳與史偉家（柬埔寨）
1. 請記念認領「仕倫三十八」的弟兄姐妹們，

能在這一年忠心地以禱告服事在仕倫的未得

之民。

2. 求神揀選的恩典臨到金大媽，開她心眼，得

以離棄偶像，歸向真神；也記念她的弟弟妹

妹姪兒姪女們，願主的慈愛吸引他們，使他

們都能在基督裡，被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

3. 求神憐憫並開路，能有機會在今年底前，分

別向九位圖書館員傳講全備的福音，而且是

由他們主動提起為宜。

李衍煬與陳金素（德國） 
1. 為孩子們能盡心盡力預備功課預備各樣考試

代禱。

2. 為我們遠方的父母家人身體健康平安代禱。

3. 為衍煬一月份出入平安，在台灣華神的進

修、與留德基督徒音樂家的聚會盡都順利。

袁樂國與陳香如（泰國）
1. 一月份樂國和香如要去探訪越南的事工並辦

理泰簽，求主一路同行；也為袁晨與袁亭留

在清邁由適當的人照顧他們禱告。

2. 孩子們的第一學期已經結束，他們的適應與

學習很蒙上帝祝福，接著新學期開始將有更

多獨立學習和小組合作的機會，為他們的英

語能更進步，在課堂上能更勇敢地表達代

禱。

王蒙恩與傅為樂（泰國）
1. 目前的事奉經費支持不足，暫緩回泰國工

場，請為此代禱

2. 為孩子愛群的教育問題代禱，求主保守她的

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