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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異-你怎麼看？
桌上的視力測驗寫滿不同的 E 字母。第一個是正常的「E」，「 」我猜是W，可是這「 」要怎麼

唸？我只好用手畫出字母。「你怎麼這麼笨！還算不算台灣人啊？別再浪費我時間！」醫院的護士氣得

對我發飆。 

「可是⋯⋯我不是台灣人啊⋯⋯」我眼角開始泛淚了。護士瞄一下我填好的表，才發現我的「國

籍」是「美國」，雖然我長得跟台灣人沒什麼兩樣。美國的視力測驗是用不同的英文字母，只要把它

們一個一個唸出來就好，所以第一次看到全是同一個字母的測驗，腦袋根本不會猜到只要講出「E」

不同方向就好了！我用我的文化看視力測驗，而護士用她的文化來看我。 

國家、環境、教會都有自己的文化，全部加起來就會讓我們人人不同。我們的言語、舉動、思想、

判斷、信仰都受文化的影響，當我們去短宣的時候，如何才能用上帝的想法來了解不同文化呢？ 

短宣往往是為了分享福音，所以樂意去服事，但常常不知道怎麼在

別的文化裡服事。老實說，我們只想用自己的文化習慣來服事，卻忘了花

時間先去了解當地的文化。 

預備去短宣的人可以思考兩件事：

第一，我們都難免受到自己的國家文化影響，但更重要的是「基督

文化」，意思是帶著上帝的眼光和愛心，去學習了解和愛不同文化的人、

族群、國家，因為他們也是神所愛的人。無論是面對福音對象，或是接待

我們的宣教士，都要深深知道，也許在世界的眼中，我們的文化強於別

人，但在神的眼中卻不是這樣。世界教我們去批評不一樣的文化，但是

耶穌教我們如何愛他們。去工場的時候，要降下自己國家的國旗，因為

你升的旗子屬於天國。 

第二，就如奧古斯丁所說；「你若問我基督之道，我會回答：第一、第

二和第三都是謙卑」。沒有謙卑，就沒有福音；沒有謙卑，就沒有信心、

愛，和順服。聖經腓立比書也告訴我們：「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

自己強。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你們當以基督耶

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

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

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文化需要花心思慢慢了解，了解後才知道如何用適合的方法分享福

音。求上帝開我們心中的眼，讓我們看見每一個文化的獨特，並一起活

出基督文化的愛和盼望。

唐德怡 宣教士

（Katherine Tang，美國籍）

在台北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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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六年的夏天，威廉布萊史東（William E. Blackstone）對

他的聽眾說道：「神似乎在保留這一塊小地（藏族地區）作為祂歸

來之前最後的豐收之地。」

從那時起，數以百計的工人便在藏人當中服事，許多人還為了

福音付出生命的代價。因目前只有少數的藏人聲稱信仰基督，人們

或許會懷疑這些早期中心的工人是否徒然勞碌，但我們知道神的

話語必不徒然返回，神的旨意終必成就。

一位四十幾歲才接受基督的女士。她不但不識字，而且五十

年來一直沒有基督徒與她交往。她拿出了一塊寫著聖經經文的布，

這塊布她留了五十年，在逼迫患難時她曾拿這塊布圍著身軀，她到

現在還篤信著主。

一位藏族信徒說，她的祖父多年前曾聽說耶穌的事蹟，在孫

女再次向他介紹神的恩典之後，祖父平靜地過世了。

藏傳佛教世界是最後的營壘嗎？

「我們正在學語言，也交了很多朋友。」這是一位新來工人的

報告嗎？不是，它出自年輕的漢族信徒之口。他們搬到藏區學習藏

語，並與人們建立友誼。他們從事小生意，接觸藏人。

藏區不是沒有基督徒，只是信徒們分散著。此刻，基督徒們正

同心協力，希望能見到神的國土穩固地建立在世界這一角。請以代

禱加入他們的行列，求神讓他們多年來以及目前所散播的種子都

能開花結果，並能豐收十倍、百倍、千倍！

禾場報
導

Field

最後的營壘？
摘自《為藏族30天禱告手冊》

禱告重點：

---為主已成就的一切讚美主。

---為很久以前聽過福音的人禱告。

---為傳福音的工人禱告，求主賜下

安全、進取心、身心靈的堅強與

力量、合一、洞察力，以及生活

上的供應。

編輯室



會。或許聖經沒有明確提到

「差會」，但隨著宣教歷史走向

跨文化、複雜化、全球化，差會

的角色應運而生。無論是出發

之前的評估、宣教現場的需求，

或是返國後的生活，宣教士必

須處理經費、語言學習、子女教

育、事工規劃等各項棘手、甚至

是想都沒想過的課題。對於這

些課題，一般教會未必使得上

力，然而這正是差會長期關注、

處理的項目。差會與教會、宣教

士應當是一個「全備的夥伴關

係」，戴繼宗期待教會能更瞭

解差會的工作，並且善加利用。

內地會成立150年了！當

初，戴德生披荊斬棘要將救恩

傳給未曾聽過福音的中國人，經

過眾宣教士、信徒們一百多年

的前仆後繼，基督信仰在亞洲

已略有果實。如今，戴繼宗是亞

洲教會的夥伴，陪伴、鼓勵教會

繼續走上宣教之路。「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這是主耶穌的

吩咐，時代雖然改變，但祂的使

命與應許仍一脈相承。你是否

願意回應這世代的屬靈需要？

陪伴亞洲教會走向宣教之路
宣教心

語

Story

——戴繼宗牧師專訪

會的不足。第三就是推動宣教，

這也是戴繼宗服事的重心，不

管是「家門口的福音」，或是跨

文化宣教，他盼望：「教會可以

跨出國門，走向亞洲。喔，不只

是亞洲，要一直到地極！」

然而，走上宣教之路並非

易事，需要好幾個層面的配合。

第一個層面是教會。教會必須

先要有宣教的異象，並且在禱

告、奉獻、人才培育各方面去促

使異象成熟。當教會好不容易

走上宣教之路，質疑的聲音往

往隨之出現：「宣教士怎麼花那

麼多時間學語言？」、「宣教工

作為何不見果效？」、「這項事

工簡直浪費錢？」。這時候，教

會需要一些陪伴，好學習用上

帝的眼光來走這一條路。

第二個層面是個人。在特

會中領受負擔、勇敢舉手只是

第一步，要成為「出得去、留得

下」的宣教士才是真正的挑戰。

面對異文化的衝擊和工作的挫

折，宣教士需要足夠的裝備，也

需要穩定而全方位的支援。

這帶出了第三個層面：差

無論是英文或中文名字，

戴繼宗牧師（James Hudson 

Taylor IV）身上都顯示出戴家對

於上帝使命一脈相承的忠心，

以及這個家族對於亞洲靈魂

的誠摯大愛。儘管是戴家來華

的第五代，戴繼宗還是充滿開

創性，瞧瞧他身旁美麗的台灣

「牽手」戴柯悅敏，他可是第一

位討華人媳婦的戴家人。然而，

相較於高祖父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的服事，面對截

然不同的時代，戴繼宗在宣教

工作上的角色也有些變化。

戴繼宗的角色恰好反映了

內地會近年工作的部分面貌。

首先，傳福音的使命不曾改變。

雖然部分的亞洲教會已經成

長、成熟，但是放眼整個亞洲，

這個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地

區，當中仍有許多未得之民。無

論是封閉的國家、各國當中的

少數民族，或是

難以接觸的穆斯

林群體，都還需

要福音的工人前

往。其次，許多教

會雖然建立，但仍

有茁壯的空間。自

從撤出中國以後，

內地會原則上不再

建立自己的教會，

而是與各地的教會

成為夥伴，幫補教

初加入內地會的戴繼宗、戴柯悅敏夫婦。

戴氏夫婦與演員葉大衛、葉莉琪（David & Sigrun Jansen）合影。

2015年三月，「落在土裡的麥子」

戲劇首演，戴繼宗鼓勵教會參與宣

教，盼望「感動戴德生的靈加倍感

動今日的教會」。

本刊編輯 饒以德／採訪撰寫 



感謝大家的禱告記念，六月跨文化的服事，有你們的強大支持，才能平安

度過。國三營會有滿滿的恩典，雖然短期隊的老師們帶活動的方式很平和，學

生卻自己玩到很瘋狂，尤其我原本帶領的學生，都非常投入，帶動了整個營會。學校一位老師的親弟

弟也參加了活動，她說平時她弟弟不怎麼與她交談，可是營會進行到最後一晚，他竟然跑去和姊姊

說了很多話，讓她很感動，所以來謝謝我們。生命的改變真的很奇妙，國三活動結束之後，有些孩子

就正式離校了，以後也很難再見面，祝福他們未來的道路，能有豐富的生命體驗。 

原本以為會在忙碌的行政中度過營會，可是慈愛的上帝還是給我

時間與孩子們一同用餐、閒聊，讓我看見他們的另一面，還有他們在

團體中的表現。因為參加的孩子很多從來沒有與我們接觸過，所以整

梯營隊幾乎不能提到一點點關於好消息的部份。令人意外的發展是，

透過短期隊臨別時的祝福，孩子們終於明白這份愛從哪裡來，真是神

奇妙的安排！ 

唐慕華在《國度的生命》中提到，忙碌與否是可以自己決定的，

但是我還沒有抓到訣竅，工作上的「責任」不可逃避，剩餘的時間我又

希望和本地人「相處」，一起爬山、回老家、吃飯等等，最後每天都被

塞的滿滿。書中提到衛斯理的名言：「我總是很迅速，但從來不匆忙，

因為我從不去承擔超過平靜心靈能應付的工作。」我還不知道自己應

該在什麼情況什麼狀態下喊停，用什麼方式喊停。大部分都是上帝主

動讓我停止工作，這是要好好學習的功課吧！

千里家
書

Letters 小綠  在創啟地區服事

時間過得很快，一年述職的日子已過了一半，期間除了驚訝大環

境的改變，更為過去一起打拼的弟兄姊妹在各自崗位與教會都忠心

服事感恩。神的帶領與作為真是奇妙，祂的意念與道路何其美好！ 

述職期間看書仍是我的享受。巴恩斯（M. Craig Barnes）的書

《上帝的混沌理論》（When God Interrupts）有一段提到復活的耶

穌在提比哩亞海邊與彼得的對話。彼得努力事奉耶穌三年，耶穌

受難時他竟三次否認主，但再相見時耶穌沒有質問彼得，也沒有

問他這段期間做了什麼？學到什麼？而是三問彼得：「你愛我嗎？」 

這半年中我重新省思過去六年在工場的服事，當我更多沉澱

下來，聽到的是耶穌問：「你愛我嗎？」，而非問我在酒城、蓉城做

了什麼。是的，如果過去的服事不是為了回應神的愛，讓我更愛

祂，一切都徒然。我無法像彼得有把握地說：「主啊！是的，你知道

我愛你！」我只能說：「主啊！你知道我愛你，但我愛你不夠。」我想

這是未來需要您那拉風箏的手更多記念的。 

述職期間我期待更多了解台灣在宣教與專業上的現況與發

展。感謝神，我已參加了「宣教，把握時機」與靈性關懷師等多項培

訓。每個課程都叫我有所學習與感動，讓我看見很多人在角落裡默

默關心人、愛神，也看見許多年輕人的參與投入。雖然在媒體的報

導下，整個世界與社會似乎沒有出路，但這些課程帶來的興奮叫我

知道以便以謝的神對我們的愛從未改變，只是看祂的兒女如何回應

「你愛我嗎？」

為述職中的宣教士代禱事項：

◆母親的身體、心情與信心，家

人的身心靈堅固與母親的照

顧安排。

◆自己述職生活、進修的計畫

行在神心意中。

◆月底短期隊行程的預備與出

入行在愛中。 

南希  在創啟地區服事



在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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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der

在地故
事

Tinder

「我知道我是罪人。我要

接受耶穌進入我心，我要跟

隨祂。」、「我希望我的罪被洗

淨。」在學生的學習單上常看到

這樣的話。每月第二、四個週六

都有一群台灣基督徒和二、三位

宣教士進入輔育院，帶領兩個

班級的活動，一班有大約65個

年齡13至20歲之間的少年犯。

這些孩子來自不同區域，從北

台灣到苗栗，還包含花蓮。如何

利用僅兩週一次的探訪來幫助

和鼓勵這些孩子，對志工團隊

來說是個挑戰。但團隊以實際

的方式分享福音，讓孩子們知

道我們在乎他們。

有一次我們要學生填 寫

「新年新希望」問卷，內容包括

他們的新希望為何、想要做什

麼樣的改變、想改進的地方、想

和誰改善關係等等。他們也被

要求寫下實際的步驟以達到目

標。我們每年都做問卷調查，但

今年院生填寫的熱烈程度讓我

們訝異。許多院生想要與家人

建立更好的關係，一些甚至寫

下願與「上帝」、「耶穌」有好的

關係。

一位以往覺得不需要耶穌

的二十歲年輕人，最近態度慢

慢改變，也開始提問題。他覺得

家人越拜越沒有平安與和諧，

現在他聽到非常不同的見證。

「耶穌真的會改變人嗎？會改

變家人嗎？」他踏出第一步並且

經歷了心中的平安。

另一個男孩搖頭說道：「我

不懂，我真的不懂。」問他對

哪個問題不懂，他答道：「每個

人都輕視我們，視我們如社會

殘渣，你們卻犧牲週六早晨來

陪我們。」他有許多被排斥的

經驗，很難相信有人真正在意

他。

和這些孩子相處最寶貴的

時間是下午「一對一談話」的時

候。一些大男

孩和志工獨處

的 時 候 會 說

出 平 時 不 願

提到的傷心事。這個「一對一」

時間也往往是院生認罪，開始

與主同行的時刻。

他們認罪、信主是很棒的

事情對吧？讓人難過的是許多

孩子獲釋後又跌倒。他們急著

補足錯過的一切，朋友的支持

多於家人，但朋友不一定是益

友，他們也不可能自己進入教

會。我們要如何幫助他們準備

面對「外面的世界」？ 一旦他們

離院，我們如何鼓勵他們？和

這些孩子互動的時候，團隊需

要屬靈的智慧和聖靈的力量。

團隊需要更多的男士、弟

兄。他們可成為這些孩子學習

的典範。如果這些孩子沒有父

兄在身旁，他們如何學習相信

父神上帝？

請為我們這些志工、院生、

及「大哥哥」幫手代禱。

徹底更新 秦瑞雪 宣教士 

（Margaret Zingg，瑞士籍）

 在台北服事

除了輔育院的服事，秦瑞雪也是「萬望團

隊」的一份子，服事萬華的社區居民。

秦瑞雪長年關懷青年人的屬靈需要。



「什麼樣的人會甘願成為鷹架？」

當人們駐足欣賞美麗的建築時，沒有太多人會紀念那些功成身退的鷹架，甚

至人們會慶幸那些有礙觀瞻的鷹架已經撤除，一切不便已過去，大功終於告成。

然而，戴德生卻將外國宣教士比喻為鷹架：

「我們外國宣教士，就如建屋時所搭的鷹架，房子建好，鷹架愈早拆掉愈

好，或者愈早遷移愈好；這樣就可以在別處再作同樣的工作。我們工作到足以遷

移，甚至不再需要我們，對福音未到之地愈有好處。」

適逢內地會創設150週年、長老會在台設教150週年，在如此特別的時刻，何

不讓我們從鷹架的角度來觀看上帝在台灣的奇妙作為？這些鷹架如何陪著台灣

走過風雨飄搖？台灣如何開始「出口」鷹架？現在的台灣是否仍需要鷹架？

因著上帝的呼召，許許多多宣教士來到台灣、走出台灣，甘願成為鷹架。這本

書不僅是紀念這些低調的鷹架，更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拓展我們的宣教視野，

好預備我們每一個人加入上帝壯闊的鷹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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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5年5～6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5-6月   2015年累計  項目   5-6月   2015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932,561   3,079,271   人事費用   577,766   1,577,996 

 宣教士支持奉獻  2,075,570   6,336,178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673,974   1,447,632 

 國際事工費  -12,600   884,74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1,955,056   6,900,002 

 收入合計	 	2,995,531			10,300,189 支出合計		 	3,206,796		 	9,925,630	

	 5-6月餘絀	 	 	211,264		 2015年累計餘絀		 		 374,559	

走過150年，
從中國內地到

服事東亞萬民

日期		 時間

 8月25日(二)  19:00-20:30

 8月31日(一) 19:00-20:30

 9月21日(一) 19:00-20:30

 9月29日(二) 19:00-20:30

10月26日(二)  19:00-20:30

10月27日(一) 19:00-20:30

聚會內容

P4M(為穆斯林禱告)

日本禱告小組

內地會月禱會/專業與宣教三部曲之三：挑戰篇（喬英）

P4M(為穆斯林禱告)

日本禱告小組

P4M(為穆斯林禱告)

宣教聚會 (2015年8月～10月)

地點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鷹架任務—內地會在台灣

※原4月份一筆支持國際事工奉獻款，改為支持宣教士並於5月調整，故本期國際事工奉獻為負數。

內地會150週年感恩禮拜暨宣教講座

高雄場  9/3(四)  9:00-16:00 高雄武昌教會

台北場  9/4(五)  9:00-16:00 台北真理堂

台中場  9/7(一)  9:00-16:00 台中思恩堂

150週年感恩聚會：

台北場  南京東路禮拜堂

9/5(六) 上午10:00-11:30

台中場 新平長老教會

9/6(日) 下午14:30-16:00 

「一麥相承」宣教講座：
◆從愛丁堡到開普敦/馮浩鎏牧師

◆帶著專業叩門/馬牧師 

◆打造天國尖兵/戴繼宗牧師

◆前進台灣「內地」/台灣工場團隊

歡迎透過內地會網頁、電話、傳真報名

新書

預告



柏萊頓海灘的省思

六月的英國，平均溫度在攝氏十到廿度，

像台灣的冬天。在這平時常下雨且刮大風季節，

神卻賜下令當地人都驚訝的艷陽晴空，風平浪靜

的湛藍海水。海灘上遍布淺褐色石礫，而非我們

所想像的細沙，上頭躺著無法抗拒美好陽光的日

光浴愛好者，海水雖然冰冷依舊，還是吸引了愛

泳者點綴其中，岸上遊客車水馬龍，露天餐桌擺

滿了令人垂涎的美食與一臉滿足的饕客⋯⋯.這

是2015年6月25日的柏萊頓海邊。

一連串活動與聚會穿插的戴家尋根之旅，

繼宗邀請擔任台灣內地會董事超過30年、台北

信友堂前主任牧師、也是戴家兩代摯友的沈正

牧師陪同，領著一家五口、85歲老母親、姑姑

與大姊，在6月25日下午踏足英國南邊的柏萊

頓海灘。150 年前的今天，先祖戴德生在此地

做了影響億萬華人生命、百多年來激勵了無數

熱血青年獻身投入宣教、創立中國內地會的重

要決定。是的，就在這裡，就在150年前的今

日，在這關鍵的柏萊頓海灘。

在英國內地會同工的籌備下，下午兩點聚

會在讚美詩歌中開始，繼宗帶著大家緬懷先祖

戴德生在創立差會前的心境。戴德生在1865年

6月25日來到柏萊頓海灘，這是戴德生自1854

年去中國後，第一次帶著妻小回到英國，因身

體太過虛弱來到伯萊頓靜養。星期日早上主日

崇拜時，聽到教會牧師講道深受感動，之後，

據他自己說：

「看見一千多基督徒在那裏喜樂聚會，千

萬人卻因為不知道福音而失喪，我不能再忍受

了。我在沙灘上漫步，心靈極其痛苦，這時救

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完全降服在祂面前，獻

上自己，為祂所用。我將一切困難和後果交託

給祂，我和我的同工只能做祂的僕人，服從

祂，跟隨祂──由祂引導，由祂看顧，由祂帶

領。」

戴柯悅敏 宣教士 

(Mimi Taylor)與夫婿戴繼宗在香港服事

柏萊頓海灘是英國著名的度假勝地。

特別的時刻、特別的地點，眾人一起記念150年前戴德生的感動與順服！



「不用說，平安立刻湧進我

煩惱的心裡。在此時此處，我祈

求祂差遣廿四位同工到中國去，

十一省每省兩人，另加上兩人往

蒙古。我滿心喜悅和平安，是數月來未曾嘗過

的，同時還有主的應許：祂會賜福祂的工作，

我也必分享祂的賜福。我以前曾經禱告，也懇

求別人代禱，求主興起工人到那十一個福音未

傳到的省分去，求主使他們奮勇向前，仰賴祂

的供應，卻從不肯屈服，叫自己成為他們的領

袖。』

戴德生在他的聖經頁邊寫下的一行字：

「為廿四位靈巧且樂意幫助的工人祈禱——柏

萊頓，1865年6月25日」。兩天後戴德生在倫

敦郡立銀行用「十英鎊及神所有的應許」，以

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名義，

開了一個戶頭，中國內地會就此成立，神開始

透過戴德生與這個差會，在中華大地行奇妙且

無人可言喻的工作。

內地會的歷史至今寫了150年，這是150

年宣教的血淚史，不僅是內地會，從1807年

沈正牧師致詞，一旁翻譯的正是戴家第

六代-戴承約。

珍貴的大合照！

馬禮遜到中國至今兩百多年，西方教會與差會

在他們國家最強盛時，秉著效法基督犧牲奉獻

的心，把最愛主的年輕菁英分子，成千上萬的

差派到政治動盪、戰亂不斷的中華大地。這兩

百多年，多少宣教士及他們的稚子失去性命；

多少家庭為著中國人能得

聽福音，忍受長期分離之

苦，為的就是不要上億中

國人奔向那沒有基督的永

恆。

這次在柏萊頓的聚會

中，特別花了一段時間為

英國的復興代求。英國，

過去三個世紀是全球政

治、經濟、軍事的強權，

更是宣教史上的老大哥，如今教會的光景與整

個歐洲教會一樣冷清得可憐。少數真心跟隨基

督腳蹤的信徒，翹首期盼復興的火重燃，回到

十八、九世紀的復興。

戴德生獻上生命與所有來愛中國人，為要

回應基督的愛，學習基督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他的順服讓原本極軟弱的他，成為神合用的器

皿，成為堅毅勇敢的屬靈巨人，更是現代宣教

策略上的先鋒。基督福音是極大的奧秘，因相

信便可稱為義、因承認有罪而得赦免、因承認

軟弱成為剛強、因進入死而得到神所賜的永

生、因放下自我可披戴基督，因生命改變而無

所畏懼。我的心被聖靈催逼撼動——我們何時

看見需要，肩負起這福音的債，放下生活中無

關永生價值的瑣事，看見靈魂的需要，尋求神

在我們生命中的旨意，被永生神使用，投入神

永恆計畫的藍圖？

戴繼宗牧師分享信息，他緊握在手中的，

正是當年戴德生使用的聖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