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高興內地會這份新的刊物能在農曆春節後跟大

家見面。文字刊物一直是我們很重要的溝通工具，內地

會台灣辦公室過去透過「內地會之友」、「東亞呼聲」

及「萬族萬民台灣夾頁」來傳遞不同面向的宣教訊息。

今年我們決定整合這三個刊物內容，成為一個新的雙

月刊─OMF Express內地會快報，定期提供內地會的

訊息。

在雙月刊的籌備過程中，我們與劉如菁姐妹(萬族

萬民雜誌台灣區主編)期待這份刊物除了有整合的功

能，也能在設計與內容上做一些改變，使這份刊物更適

合年輕人來閱讀。感謝神！這段時間神預備兩位對文

字事奉有熱情的年輕人─饒以德、朱蕊─願意參與

在這份刊物的編輯，他們的創意想法，讓這份新刊物

開始有了不一樣的風貌。

這份刊物主要分為六個部分：

◆Focus宣教焦點：以專題方式介紹一些宣教的觀念，

下期開始將以參與宣教的六個方法(6 Ways)作為系列主題。

◆Field禾場報導：介紹東亞不同的族群、宣教地，還有許多福音未得之民需要你我的關心。

◆Story宣教心語：長短宣的故事及見證，讓我們一起走進宣教的心路歷程。

◆Letters千里家書：透過台灣差派到海外事奉的宣教士來鴻，邀請大家成為他們代禱的夥伴，用禱

告參與前線宣教。

◆Tinder在地故事：這是內地會在台灣的宣教士所寫的故事，透過他們跨文化的眼光來看見本地福

音的需要，一起關心我們的身邊需要福音的手足同胞。

◆Books宣教書窗：為你介紹內地會的精采好書，還有近期的宣教聚會、課程、財務報表等辦公室最

新訊息。

我們期待這份刊物可以傳遞宣教的觀念、需要與訊息，鼓勵大家一同來關心神國的事，相信我

們的神也將藉由其中美好的生命故事，吸引讀者來跟隨祂，獻上自己榮耀神。

這份刊物將會推出紙本與電子版兩種，若您有興趣收到此刊物可以利用最後一頁的「我要訂

閱」QR code或是直接上內地會網頁訂閱，亦可於上班時間打電話到辦公室與我們聯繫。

整裝出發
袁樂國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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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從搬家、找房子，到找學校，非常

忙碌充實。數算主的恩典，我們懷著感謝的心踏入一月，靠著主

的大能大力來到阿育塔亞（Ayutthaya，又譯作大城），繼續在泰

國中部的事奉。

阿育塔亞在曼谷北方約100公里，位於湄南河、洛汶里河、

巴洒河三條河流交會處的一座小平原上。來到這座古城的人，

不難發現許多的寺廟建築與輝煌的歷史遺跡。這裡曾經是東

南亞最大的城市，也是泰國立國後第二個首都，長達四百多年

的繁華與興盛，留給這個古都豐富的歷史文化，同時也體現出

泰國佛教文化的精髓。我們目前的事奉分為兩大部份：

洛察納（Rojana）

位於大城府的洛察納是泰國著名的工業區。近年來許多企

業公司紛紛進駐本城，帶進了人潮及商機，許多大型工業區及

住屋不斷興建，使其成為泰國人口成長率最高的地區之一。我

們的福音對象，主要是工業區附近一個叫Sintiwaat的社區，初

步計算大約有10至20萬的居民。兩年前一場大水患，全城都淹

沒在水裡，損失慘重，導致一些公司遷出，但似乎沒有影響工業

區的成長。每到上下班時間，通往工業區的大馬路常擠得水泄

不通。面對這些人潮，我們的心情既興奮又沈重──每一個數

字都代表著一個靈魂。為福音的緣故，我們內心充滿迫切感，催

促著我們趕緊置身宣教。求主預備人心，並在其中安排和平之

子，使我們能進入他們當中，並將耶穌基督的救恩帶給在這裡

的泰國人，使他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

帊柒（Phachi）

我們身在阿育塔亞的工業區，但心卻不忘叫做「帊柒」的

鄰近小鎮。帊柒目前沒有教會，但有兩個基督徒家庭不定期的

聚會，希望在我們一家加入事奉之後，能開始有固定的敬拜時

間及小組培訓。請為「摩斯」弟兄代禱，他雖然身為農夫，但對

傳福音建立教會很有負擔，我們將會在他農地所建的房子開始

聚會，求主保守我們所有的預備工作，都有主的引導與眷顧。

傳福音到阿育塔亞
禾場報

導

Field

王蒙恩宣教士 

與夫婿和女兒在泰國中部服事

代禱事項

1. 教會開拓：洛察納及帊柒的

教會正在開拓，願在神的時

間得見屬靈的大豐收。

2. 泰國政治安定：政治長年動

盪不安，使得人心惶惶，希

望泰國人民能在危機中得

著賜平安的主。

圖1. 王蒙恩、傅為樂與愛群一家

圖2-3. 在泰國兒童節舉辦福音活動

圖4. 與當地基督徒小組聚會

圖1

圖3

圖2

圖4



向「老外」敞開心扉

我們在紐倫堡住的帳篷附

近有籃球場，一天晚上，有一東

方臉孔的亞洲人獨自在投籃，

我上前問能不能跟他一起丟幾

球。他很親切地說可以，投沒幾

球，我們就聊了起來。他說出在

德國求學的一些挫折和困難，

敞開的程度頗出乎我意外。最

後我問是否能為他禱告？他說

好。禱告結束後，我說我們這兩

天都會在這裡，歡迎他再過來

一起打球或聊天。他果然再次

來到球場，由於是短宣隊在此

地的最後一晚，我們聊到凌晨

一點才離開。離別前，我再次鼓

勵他去教會聽聽詩歌及牧師講

道，有助於轉換心情和想法。他

告訴我：雖然他身邊也有基督

放在我心上的人。這次跟當地

的同工們談，更具體地了解到，

以一對年輕台灣傳道人之身

份，要在這多半是大陸背景的

人當中事奉有多麼不易。我原

以為事奉海外華人可以單純地

以中文牧養，然而此行讓我明

白──感謝內地會同工與當地

牧者們的引導──認識當地文

化、融入當地教會、及建立跨文

化福音夥伴關係的重要性。原

來學習當地語言（即使不是牧

養用的語言），並去欣賞文化、

體驗生活方式，也是必要的宣

教工作，絕非浪費時間！（曾話

晴）

他得安慰、我得激勵

在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世

界，福音工作似乎和台灣的挑戰

有些相似，但又多了些歷史和文

化的包袱。德廷根（Dettingen）

一群年輕的弟兄姊妹渴望回應

神的呼召，選擇建立一堂方式

較為現代的崇拜，堅持傳揚福

音，他們的心志深深感動我。我

們的拜訪、見證與信息分享，或

許帶給他們一些安慰與幫助，

但他們的款待與委身也給我無

比的激勵與提醒。神所揀選的

人在世界各個看似困難的角落

忠心地事奉，祂的工作從不曾

停歇。當每一片拼圖連結在一

起，我們看見的，不再是自己，

而是上帝的作品與祂榮耀的計

畫。（陳慕天）

生活在一起的宣教體驗

宣教心
語

Story 融入文化活動、建立跨文化友誼

參與德國華人同工訓練營

短宣隊神學生和德國內地會同工合影

華神學生德國短宣實習分享（2013.07.05～08.17）

徒，但他們從未邀他去教會。

這次經歷讓我發現要向

一個外國人傳福音並不難，事

實上許多年輕人的心是很敞

開的，而他們正需要我們這樣

的「外國人」來跟他們傳福音。

（陳威延）

並不是浪費！

短 宣 行 程後半，我們回

到華人群體中，有一晚在埃森

（Essen）的查經班，聽四十多

位中國大陸來的學生輪流自我

介紹，幾乎都是到這裡沒多久

就信主或受洗，聽著我感動得

全身起雞皮疙瘩，他們對神話

語的渴慕與認真叫我自慚形

穢。但是，我曉得若哪天神開

路了、允許了，這樣的人正是神



感謝讚美神，為我預備語言中心有史以來租到最溫暖的

公寓！因為建材特別防寒，加上是二樓，樓上樓下均有鄰居，

室內溫度甚至有19度，到年底為止還沒開過一次暖氣，與我

同住三個月的美國室友初來我家時完全不敢置信，其他宣教

士同學幾乎10月底11月初就開始開暖氣，我只能說：「上帝，

祢對從台灣來的我真好！」另外要感謝主的是：沒想到我真

的能逐漸適應札幌的雪冬生活，前幾天看氣象預報最高溫2

度時，我居然心想：「哇！有2度，ok沒問題^ 」̂，相較於11月氣

溫逐漸下降到個位數時的慌張，現在已能安然地走在滿是白

雪的馬路，雖然氣溫還會繼續下降到零下6到8度，但我深知

神會帶領我度過。

兩個月前的代禱信曾提到肩膀疼痛和膝蓋無力，情

況似無好轉，因此12/24平安夜的早上，OMF工場醫生帶

我去醫院照X光檢查，結果骨頭、關節、肌肉均無問題，

之前右肩關節的發炎部分也已消失。但問題來了：「我

為什麼仍會感到無力或疼痛？」醫生也不知道原因。

回家之後在神面前安靜，發現答案只有一個：若不是

屬靈爭戰，就是神給我的操練！

喬英 在東亞創啟地區服事

這個冬天特別冷！把自己裹在厚厚

的冬衣裡，有時還是覺得寒風刺骨，甚

至半夜被「凍醒」過！蓋在身上的被子

竟然一點溫度也沒有！所以一聽到為農

村募冬衣時，趕緊挑了幾件送去，因為

我了解那種受寒涷的痛苦！在特殊學校

裡，孩子穿得單薄，好幾個經常掛著兩

行鼻涕，擤了又流、流了又擤。他們都是從農村來的弱智孩子，八到十四歲的年紀，由於家住得遠，週

間都住在學校宿舍。為了幫助沒有特教背景的新老師，我們安排了示範教學及課後討論。看著我們的

示範老師維持課堂秩序，同時還能讓課程順利進行，老師們了解為什麼一個班需要兩位老師，但是

大環境和制度仍需要時間來改變。討論時，有位男老師提到：「其實態度才是最重要的！」敬業的態

度會讓人願意用心尋找適合的教材和教具，至於教學技巧，這些老師並不缺乏！我很感佩他的坦率，

也知道這些老師會來這裡任教多半是因為生計，而不是對殘疾的孩子有負擔。

開學三個月後，有一個孩子仍不習慣學校生活，每天緊抱著他的袋子，裡面放的是從家裡帶來

的衣物，走到哪都不肯放。放學時，只見他站在校門口那道深鎖的鐵欄杆前，等爸爸來接他……

千里家
書

Letters

張雅琍 在日本服事



一些本地人一週內總有幾晚會聚在我們的

巷子裡。這些人包括老阿嬤、年輕夫妻、坐在摩

托車上的年輕女孩、駕著豪華汽車的生意人。我

多希望他們是聚集來參加聚會啊，可惜不是！坐

在擺在路旁的塑膠椅上，他們不是在聽聖經的信

息，而是在等候進入巷內的二間小廟，向靈媒尋

求解惑。

賴先生開了一間「正一公」廟，那是一個店

面式、朝著街道的小廟，裡面供奉「張天師」。張

天師是道教的一名隱士，本名張道陵，西元一百

年人士。他是道教另一分派的創立者。但那些在

「正一公」廟拜拜的人並不那麼瞭解張天師的教

義，以及他禁止以供品敬拜神明。張天師的追隨

者只知道傳說中的張天師以魔劍擊敗妖魔，廟

裡把張天師雕刻成舉著

劍，樣子威猛的偶像，每

天以食物供品敬拜他。

為什麼我的鄰居要

到廟裡求助？賴先生是

個乩童。當他被神明附

身時，他就能代表神明

發言，替人指點迷津，寫

符咒來解決祈願者的問

題。至於「收驚」將受驚嚇

而破散的魂魄恢復正常，是台灣很

多大小廟宇神壇提供的服務。50年

前台灣鄉下的收驚還包括治療及趕

鬼，現在在台灣，民眾可以很便利

地取得醫療服務，也許你認為大家

乩童─台灣人的心理諮商師?
林大衛(David Eastwood)宣教士 在台灣台中太平服事

在地故
事

Tinder

對乩童的需求已不如往昔，但事實並非如此，現

今的乩童覺察到民眾因為生活中的焦慮而需要

他們的諮詢。現代人擔心的事很多，例如婚姻、

教育、養育、就業、及財務…，他們面對種種與壓

力有關的問題，還包括睡眠障礙。

濟公是一位西元1150年的佛教和尚，他不

在意遵循佛教戒律，飲酒吃肉，是民間知名的神

明，許多乩童都宣稱被他附身。當賴先生被濟公

附身時就會進入恍惚狀態，聲音變了，也能夠大

量飲烈酒而無礙。他聽每個人的問題，給祈願者

建議或鼓勵，當他向祈願者揮動扇子喃喃唸著咒

語時，一些人就安安靜靜地坐著。大部分人會領

到護身符，這護身符寫在特別的紙上，折疊後可

隨身攜帶來祈福辟邪，或燒成灰和水攪拌，成為

符水來喝下治病。賴先生提供

收驚服務時，他扮演諮商者或

心理師的角色，對祈願者來說

有個額外的好處，他們除了覺

得是向一個超自然者諮詢，另

外還可以得到看得見的有形行

動，例如提供建議或是燒符咒

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這樣的聚集將

不會停歇，每一天持

續在全台各地上演，

一直到台灣的民眾認

識那位愛他們、給他

們真正平安的真神上

帝為止。



出生於加拿大的楊宓貴靈和夫婿楊志

英的英文姓氏是Kuhn，為什麼會翻譯成「楊」呢？原來「楊」是

雲南的少數民族中最常見的姓氏，正所謂「向姓楊的人，就做

姓楊的人」，然而這只是福音工作的第一步，高山深谷中更多

的宣教挑戰，待她親自細說分明。

(本書為簡體中文版，詳情請洽02-87891921 轉104，

tw.hpa@omfmail.com）

湄公河跨文化宣教訓練營-MMI (Mekong Missions 

Intensive Program)，由內地會主辦，邀請各國有心預備長宣的

弟兄姊妹一起學習，透過親身實做、學習當地語言、體驗當地

宗教與文化，幫助弟兄姊妹更認識宣教呼召以

及跨文化團隊的配搭事奉。

跨宣體驗機會：MMI (Mekong Missions Intensive Program)

日期  時間

2月12、26日(三) 16:00-17:00

2月24日(一) 19:00-20:30

3月12、26日(三)  16:00-17:00

3月31日(一)   19:00-20:30

地點

請來電報名

內地會忠孝辦公室

請來電報名

內地會忠孝辦公室

聚會內容

P4M(為穆斯林禱告小組)：伊斯蘭教的擴展

日本禱告小組

P4M(為穆斯林禱告小組)：伊斯蘭信仰

內地會月禱會：二位在東亞成長的宣教士子女

宣教聚會 (2014年2-3月)

我要訂閱

宣教書
窗

Books

內容：認識跨文化宣教、宣教工場實務內容，

以及體驗少數民族生活

時間：2014 年7-8月，為期8週

地點：泰國清萊少數民族地區

語言：訓練期間全程以英文授課、討論

訓練費用：USD 900  (不含機票與簽證費用)

報名截止：2014年3月，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2013年09～12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9-12月 年度累計 項目 9-12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2,318,364 6,309,786 人事費用 778,289 3,009,353

 宣教士支持奉獻 4,162,192 11,514,035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1,484,642 3,049,735

 國際事工奉獻 2,089,000 3,731,205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6,622,816 15,481,788

 收入合計 : 8,569,556 21,555,026 支出合計 : 8,885,747 21,540,876

 9～12月餘絀︰  －316,191 年度累計餘絀︰  14,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