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身宣教」=「成為宣教士」？！

當基督徒領受宣教大使命後，想到的

是被呼召成為宣教士—若不走出去，如何

委身在大使命中？其實委身宣教並非遙遠

或特殊，既然「萬國因我們蒙福」是神給每

位基督徒的呼召，那麼人人都可以「就近」

參與。本期開始陸續介紹六個參與宣教的

方式(6 Ways)：禱告(Pray)、差派(Send)、學習

(Learn)、前往(Go)、接待(Welcome)，以及推

動(Mobilize)，讓我們一起認識宣教工作中不同的角色，期待您也可以從中看見上帝對您的呼召。

高雄有一個宣教禱告會，參與的成員從老到小，聚集於一對年長的基督徒夫婦家中。在敬拜後，

他們分享固定關心宣教士的近況以及海內外宣教的需要，並為此守望，溫馨的氣氛有別於其他聚會。

「這個月禱會至今已經十五年」，帶領的年長姊妹感恩地說，「早年看到來台宣教士的禱告榜樣，就

想要開放家庭為宣教禱告，但還是太晚開始了。」

帶我們前往參加禱告會的是一位姊妹，他們全家十五年前赴海外宣教時，這些弟兄姊妹的關心

與代禱成為他們很大的安慰與激勵。雖然如今姊妹全家已經返國，這群代禱者仍持續關心與禱告。

我們離開時，深深地感到被關心守望的宣教士是何等蒙福，這群默默在禱告上長期委身的忠心勇

士，更是蒙神喜悅，深願每位宣教士都有這樣的家人。

禱告是重要的，但不要變成一個工作事項，而是先清楚神的帶領，找到自己的負擔，願意委身其

中。以下有幾個方式幫助您思考如何參與禱告：

◆每天為不同國家或為國際新聞中的人與事禱告。

◆詢問神該為什麼對象禱告？是哪位宣教士？哪些國家、族

群或群體？

◆成為宣教士的禱告勇士，閱讀他們的禱告

信，並且長期委身代禱。

◆使用一些宣教禱告的指引或手冊來禱告。

◆發起或是加入宣教禱告小組。

期待各地有更多弟兄姊妹委身在宣教禱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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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參與宣教的六個方式(6 Ways)之一：



「仕倫三十八」異象：柬埔寨王國桔井省仕

倫縣的三十八個村子，每個村民都能聽到福音，

每個村子都有家教會。

2008年初結束述職回到柬埔寨，團隊指派我

們到仕倫縣開拓教會。首輪實地踏察，領教到仕

倫的族群多樣性及社區封閉性，更驚覺仕倫的福

音未及。當年仕倫縣五個鄉三十八個村子總計四

萬多村民，2013年已經飆增至七萬多村民。「仕倫

三十八」是我們在神面前所領受的異象，是我們

向神的禱告與呼求，是我們竭力奔向的標竿。

鑑於仕倫地方政府大權在握，我們選擇和

縣政府教育局合作，在偏遠村落開辦成人和兒童

識字班、在中學設立圖書室、與鄉公所聯手建立

社區圖書館，以及提供流動圖書館服務。我們希

望透過識字教育和圖書館，讓仕倫人可以讀寫母

語，培養閱讀的習慣，當神揀選的恩惠臨到，聖經

就不再只是沉甸甸的一塊磚。有公部門背書，我

們終於能夠自由出入福音未及的村子，和村民直

接互動。一回生二回熟，年長日久的見面三分情，有關係就沒關係。

福音的土壤在仕倫不一而足，有石頭地，有荊棘地，也有飛鳥盤旋伺機掠

食，因此還在全面整地階段。眼下得先鑿開石頭地，也得拔除荊棘，把土弄鬆，還得設法讓飛鳥知難

而退。待仕倫人心成了一坏好土，再來撒種、澆灌、耕耘，教人生長的神定然使之結實纍纍，百倍收

成。「仕倫三十八」從零出發流淚撒種，按祂時刻歡呼收割；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仕倫三十八

禾場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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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葳葳 宣教士 

與夫婿在柬埔寨服事

透過識字教育和圖書館，除了讓仕倫人可以讀寫母語，

也能藉此接觸村民。

仕倫的居民

仕倫的市集



工作結束了，回顧過去一

年的服事，心中有很多的感恩。

在開心小組的最後一堂

課，家長們為我辦歡送會。有位

家長送我一張「以馬內利」的

撕紙和一幅「不要怕，只要信」

的書法做為送別禮。這二份禮

物都出於我們一個中度自閉症

的孩子。家長聽說「以馬內利」

對我們特別有意義，便讓他兒

子撕了這個詞，而孩子恰巧在

那幾天突然對撕紙有強烈的

興趣，興頭過了，隔幾天要他再

力量。希望這個家庭及孩子有

天能明白他們所送出禮物的意

義。

過去這段時間，我帶領孩

子們進行不同類型的小組活

動，未來一整年的內容也都已

經排定了，希望接下來可以很

順利地繼續運作下去。之前我

和同工參與一個縣的特教學校

訓練，從回饋表看來，全體老師

很肯定這些培訓，校長也和我

們的團隊簽訂了合作協定，希

望以後能繼續幫助他們。接下

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禱告，盼

望有更多人能用禱告扶持這裡

的事工。

結束服事後，除了安頓、分

享以外，我也繼續讀書、工作，

並加強英文，為未來作準備。過

去這段日子，有許多人關心我、

為我禱告，陪伴我走過十個月

的服事，衷心地感謝大家！

特教教學短宣分享
宣教心

語

Story

撕，他就不願意了。書法字則是

那個孩子另一項專長，他沒學

過書法，卻對篆字特別感興趣。

家長想找一句黑皮書的話送

我，上網時看見「不要怕，只要

信」這句話，便叫孩子下筆。除

了驚嘆孩子的不可思議外，我

的心也充滿感動。

那段時間，我正為將來如

果要長期服事必須的進修與裝

備感到煩躁，結果這二份送別

禮物適時出現。當我反覆思想

這兩句話時，彷彿被重新灌注

珍敏 在創啟地區參與十個月服事

訓練自閉症的孩子做糕點一位母親陪伴重度自閉症孩子作畫

孩子送給筆者的「以馬內利」撕紙



時光飛逝，回台述職這一年半，已近尾聲。感謝

神說不盡的恩賜，也非常感謝大家對我及家人的愛。

在述職期間家人雖遇到諸多的困境與考驗，但透過

大家的支援、陪伴與代禱，真實地帶給他們極大的

激勵與安慰，家人的內心實在充滿感激。

感謝神的厚恩，我們有許多數不盡的感恩事

項！我大姊在去年12月底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二

哥的靈命狀況愈來愈好，回顧一年前的他，曾

經歷死蔭的幽谷，但我們親身體驗到神無限的恩

典，如今他在主裡脫胎換骨，是新造的人。家母在農曆年前

又另裝了一支心導管支架（目前共有三支），心臟的狀況大

有改善。神也為我的雙膝預備一位有愛心的好醫生，如今疼

痛減緩許多。請繼續為我的家人代禱，求神繼續使我的家人

在主裡有堅定的信仰，每日靠主喜樂又得勝。

我在二月底返回菲律賓宣教工場，在Mauban和新團隊展

開新的開荒佈道所，非常需要您繼續為我們的團隊守望代禱，

求神開未得之地的福音之門，好讓更多的百姓，能聽見福音的

好消息，得著救恩。

沙崙 在創啟地區服事

年初因為要到外地開年會，

得以順道回家鄉探望父母，為了避開農曆年的

人潮與昂貴機票費，毅然決定在過年前返回工

場。當父親一直問為何不等過年後才走，沙崙內

心雖有說不出的不捨，但依然感恩有幾天時間

與父母相聚。他們身體都好，只是母親可能因冬

天衣服穿太多，行動緩慢，自我照顧上也需要一

些協助。雖然母親有時會忘了她親愛家人的名字，但每次我問她：「耶穌在哪裡？」她都回答：「耶

穌住在我心裏。」還加上動作呢！這對沙崙是何等的安慰啊！

代禱：求神繼續在父母與家人中成就祂完全的救恩。

過年時，我收到了一條短信：「L老師，新年好，很想您。我是罪人F」，接著他又來資訊：「L老

師，我九月份回來，只是覺得無顏見你。主在救我，可是我連手都不伸。我真的無救啊！」四年前F

向我們尋求幫助，他非常認真的寫作業，後來因為到遠方打拼而離開。這些日子，我儘量用神的話

鼓勵F弟兄，並邀他來參觀社區的志願者聯誼。他來了，深感「做個正常人真好」。

代禱：求神憐憫這些願意跟隨，卻無能力自守的人，也求神為F弟兄開路，讓他能找到一份乾淨、

穩定的工作，過「正常人」的生活。

千里家
書

Letters

許梅馨宣教士 在菲律賓服事



【2011年2月˙台北】

內地會台灣區工場主任問我：「阿真，妳有

沒有想過在別的地方成立類似「珍珠家園」的事

工？」

我馬上的反應是：「不要！」然而，這個問題

一直在我腦裡盤旋，上帝並且透過友人提到基隆

有類似的區域，一些婦女只能藉出賣肉體營生，

但是教會不知道如何開始關心她們。

【2012年1月˙基隆】

我動身前往基隆，有人為我介紹一位牧者，

他的教會位於紅燈區旁。我就像《約書亞記》

裡提到的探子，一看到那區，我心中開始有了負

擔，求主差派兩個當地志工，可以一起探訪這群

邊緣婦女並建立信任關係。

上帝不僅給我們兩個同工，還

給了我們兩所教會！每所教會都有

一個志工小組，一年下來，這些志

工更有異象及熱情，婦女們對我

們的友誼也有正面回應。這些婦

女心中有扇門敞開著，可以向她

們傳福音！

【2013年1月˙荷蘭】

我接到一個消息，一位荷蘭的禱告夥伴過

世，為珍珠家園事工留下一筆豐厚的捐贈。我們

應該將這筆捐贈用在基隆嗎？上帝要我踏出基隆

婦女中心的第一步嗎？我們怎樣才能幫助這事工

成為本土的、獨立的，且不分教派？回到荷蘭述

職期間，諸多的問題在我腦裡縈繞。

迦美地：新事工的誕生在地故
事

Tinder

【2013年7月˙基隆】

回台灣後我得知基隆市長

計畫在基隆紅燈區設立「性專

區」，讓專區裡的性交易合法

化。他希望這個計畫帶來更多的

觀光和商機，刺激基隆的經濟。

這樣的消息震驚了基隆的教會，眾教會聚集

一起禱告和禁食，挺身而出抗議市長的計劃。一

位當地同工分享到：

「教會在紅燈區旁邊已超過四十年，我們多

次禱告他們能遷走，但我們卻從未為她們失喪

的靈魂祈禱。阿真帶我們到那區傳福音時，我很

害怕，但看到那些婦女的回應，我瞭解到最令人

害怕的，不是她們是誰，也不是她們所做之事，

而是我們的態度。」

那天晚上，我們低調的事工被公開了，且受

到當地教會衷心的支持。這給我們勇氣以建立

新的事工。我們稱這新事工為「迦美地」。

【2013年12月˙基隆】

由兩個基隆教會組成的團隊為紅燈區舉辦

聖誕報佳音活動和聚餐，那天有300人接受小禮

物，16位婦女參加我們的聚餐，其中有四位前

來教會慶祝聖誕。請

為跟進時所需的

智慧代禱，也願更

多的教會都能動起

來，幫助各地社會

邊緣婦女實際上和

靈命上的需要。

 林迪真 宣教士（Tera Van Twillert，荷蘭籍，1988年起來台服事）

註：「珍珠家園婦女中心」成立於2008年，是

一個提供安全、溫暖的地方，每週的福音聚會、查

經班帶領社會邊緣婦女認識救恩，也藉由手工藝

品…各類課程幫助她們與社會及教會接軌。

:迦美地同工團隊

要去報佳音了!

出發報佳
音前全體

總動員，

準備三百
份禮物



殺戮中的再生－柬埔寨教會剪影  

我看見一片大好河山，轉瞬間淪為龐大的集中營。柬埔寨在

赤棉統治下，足有一百五十萬人遭處決，男女老幼都有，餓死和病

死的更是不計其數。粗略統計，全國有三成人口橫死。至於幼嫩

的柬埔寨教會，每十名信徒就有九人遭殃。然而在那血淚交織

的歲月裏，神和祂的百姓同渡苦難，祂的工作未曾停止，依然呼

召祂的百姓，要安慰他們，並伸手拯救他們。當人命如星火沒

入水中，又如種子散落地上，神的恩手仍不住施行拯救。

（詳情請洽02 8789 1921 轉104，tw.hpa@omfmail.com）

感謝神！內地會台灣區

委員會與工場部門預計

於6月份一起搬到新北市

中和景安站附近的新辦

公室，詳細的搬遷時間、

新地址與電話預計於5月

下旬在網站中公告。

搬遷預告

日期  時間

4月9、23日(三) 16:00-17:00

4月28日(一) 19:00-20:30

5月14、28日(三)  16:00-17:00

5月26日(一)   19:00-20:30

6月11、25日(三)  16:00-17:00

6月30日(一)   19:00-20:30

地點

請來電報名

內地會辦公室

請來電報名

內地會辦公室

請來電報名

內地會辦公室

聚會內容

P4M(為穆斯林禱告小組)：當代穆斯林

日本禱告小組 (雙月)

P4M(為穆斯林禱告小組)：穆斯林的日常生活

內地會月禱會(單月)：認識服務業的福音需要

P4M(為穆斯林禱告小組)：穆斯林的靈性世界

日本禱告小組 (雙月)

宣教聚會 (2014年4-6月)

我
要
訂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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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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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宣教書
窗

Books

2014年1～2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1-2月 2014年累計 項目 1-2月 2014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906,796 906,796 人事費用 472,622 472,622

 宣教士支持奉獻 5,137,552 5,137,552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499,912 499,912

 國際事工奉獻 299,500 299,50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5,238,675 5,238,675

 收入合計 : 6,343,848 6,343,848 支出合計 : 6,211,209 6,211,209

 1～2月餘絀︰  132,638 年度累計餘絀︰  132,638 

你也可以用專業服事神

需要專業：特教老師、社工

師、心理諮商師，教學經驗至

少2年以上，具學生或家庭輔

導經驗至少2-3年以上

服事方式：特教學校老師培

訓、自閉症家長團體輔導、中

學生心理輔導

服事地區：創啟地區

服事時間：一週或數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