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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我要爆發了！

在一個暑假短宣隊的檢討會中，大家談到自己面對的挑戰

時，A隊員激動的對來自另一國的B隊員說：「你這個月一直講的

那句流行語，真的煩―死―我―了！」全場突然安靜，10雙眼睛互

相看來看去，一片尷尬。後來A隊員又補上一句：「哦……，但是

還好神教導了我耐心。」可惜這話一點說服力也沒有，顯然過去

一個月，他積滿了未解決的衝突，心裡還有疙瘩。後來，B隊員問

A為何不早點提出來，這樣他就可以多注意一點，不再說那句流

行語了。

當我們在短宣中碰到衝突時，該如何處理？我們是不是因為

顧慮到文化、個性、年齡、身份…的不同，認為很難解決，就放棄

溝通？特別在華人文化裡，我們會不好意思提、不敢提，但心裡

卻又忍不住一直記住別人的帳，累積到最後反而爆發出來。在短

宣中，我們常認為「反正一兩個禮拜很快就過了」；或是認為「在

基督裡一起服事應該要忍耐，這也許是上帝給我們的考驗和磨

練」。這兩個「認為」其實有可能會造成很嚴重的問題，懸而未

決的衝突不只影響一個人的短宣經驗，也可能影響整個團隊的

服事，或是當地的事工。

有人，就會有衝突，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宣教工場也是這樣，

畢竟我們都是罪人，我們也都有自己的文化、個性、人生經歷，只

要當中有一點不同，共同服事時就很容易會有摩擦或衝突發生。

身為基督徒，特別是在短宣隊伍中，要如何面對呢？

第一，謙卑：（腓2:1-11)基督徒不可忘記，耶穌當初的謙卑，

帶來福音的好消息，祂也讓我們認識真正的謙卑是什麼。在摩擦

或不愉快中，無論誰對誰錯，用謙卑溫柔的態度，對解決問題會

有很大的幫助。如果在跨文化團隊裡，我們華人還會有另一個問

題：面子。在乎自己的面子就很難謙卑承認自己的錯誤，有時我們也會因為顧慮他人的面子而不敢

提出問題，這都讓我們損失一個共同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第二，溝通：短宣中有時會覺得，反正只有兩個禮拜，放在心裡就好，也許這是上帝在磨練我。

但不講出來，就不會知道別人是否也有同樣想法。記得某次短宣的會後檢討，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沒

想到隊上竟然有好幾位有同樣感覺，可惜之前沒人敢分享，整個月四個人都獨自在掙扎，心裡一直

很不舒服。若早一點跟隊員分享禱告，大家就可以彼此瞭解，注意這個問題，盡量不讓它再發生。

基督徒發生衝突時，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效法基督，用謙卑的態度溝通，彼此就可以經歷上帝

的平安。即使以後不能一起服事，也不會留下負面的影響或後悔的話。短宣期間其實很容易產生摩

擦，但我們如何處理、願不願意去面對，都透露出我們對上帝的了解與屬靈的成熟度。當我們願意用

謙卑來溝通時，也是見證上帝的機會。

唐德怡 宣教士（Katherine Tang，美國籍）在台北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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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中國天津的812大爆炸震驚了泰國及其他亞洲國家，但幾天之後，打破金氏世界紀錄的

喜悅轉移了泰國上下的注意力――為了慶祝詩麗吉皇后83歲生日，15萬人一同在曼谷騎自行車。然而

這項盛事佔據報紙頭條僅短短一天，因為曼谷的觀光勝地四面佛壇在8月17日發生了可怕的爆炸，造

成20人死亡（其中包含外國觀光客），125人受傷。宣教士們對於四面佛壇並不陌生，因為接近這交

叉路口時，計程車司機都會放開方向盤，雙手合十向神靈行禮。這個印度教神壇的影響力如此強大，

有些人甚至將其稱為「曼谷之壇」。

爆炸案新聞播出時，我立刻想起自己2011年在泰國南部惹

拉省的遭遇。那時我剛結束一個地區營會的講台事奉，正與另

外六位當地傳道人在一間餐廳裡享受輕鬆的時光，突然來自街

上的一聲巨響打斷了我們用餐。我還記得人們是如何一邊尖叫、

一邊恐慌地奔向飯店大廳。當騷動平息，就像一個典型的美國

觀光客，我抓起相機，要出門捕捉畫面。同行的一位傳道人對我

說：「牧師，如果我是你，我不會那麼做。在惹拉，第一顆炸彈只

是為了吸引更多人到街上，好對聚集的人潮啟動更大的爆炸。」

當年那個晚上一共放置了16顆炸彈，整個城市陷入一片黑

暗，許多人喪命，更多人受傷。隔天早晨，我在外出吃早餐的路

上看到一些殘跡，其中包含一間卡拉OK餐廳，它的停車場裡滿

是燒焦的機車。當我杵在那裡時，一位泰國婦女也來到現場，她

張大嘴巴、蒼白著臉，盯著面目全非的機車。她前一晚都待在那

間餐廳，幾乎就在爆炸前一分鐘，才決定前往朋友家，將機車直

接留在餐廳。她這才驚覺自己當時離死亡僅一步之隔。

我們常用提摩太前書二章的經文為泰國禱告：「要為萬人

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

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

事地度日。」然而，當平靜

的生活被天災或人禍攪亂

時，我常想到上帝可能會

藉著這些意外，讓泰國人

（當然我們外國人也是）知

道――不管他們依賴的是

神壇，還是物質財富，都不

足以找到生命中的平安。

期盼他們透過與和平之子

耶穌建立關係，得到生命真

正的平安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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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大震撼！
狄立禮 宣教士（Larry Dinkins，美國籍）在泰國從事神學教育工作

走在泰國街頭，幾乎隨處可以看到類似

的佛壇，偶像崇拜的風氣相當盛行。

曼谷的四面佛壇不只是觀光勝地，附近也是重要的商業區，百貨商場林立，反映泰

國近年經濟的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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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賽前練習的時候，我

接到很多傳球，但都沒有把球

踢進球門，我聽到隊友說：「你

一直得到空檔，卻沒有任何建

樹！」當時我心裡很沮喪，但是

並沒有跟他起衝突。我期待自

己有好表現，卻事與願違，其實

有點失望，尤其我身為前鋒，但

完全沒有得分。然而，當我轉換

心情，把重心放在福音上，就覺

得OK了。在這次的旅程中，我真

實地經歷到與主同工，也感受

到整個團隊一心一意的服事態

度。在我們積極傳福音的時候，

祂會看見我們的需要，透過一

些人事物來激勵我們。雖然團

隊裡每個人都不一樣，但是祂

會透過不同方式使用我們每一

個人，也使我們看見福音迫切的

需要。經過這次短宣，我發現這

裡的人很友善、樂天派，但是知

道福音的卻不多，希望未來能

有更多機會服事泰國人。

劉亞鑫 蔣勤

神透過其中一間學校讓我

收穫良多。這間學校很特別，我

們進去的時候就遇見一些在金

寺中的和尚，看來佛教頗盛行。

學校本來是不對福音開放的，

所以不能發福音單張，也不能

公開分享。後來我們去上廁所

時，我就在想：「如果我們不能

傳福音，那我們不就白來了嗎？

我們是不是該想些適當的方法

偷偷傳？」但我們其中有個夥伴

不這麼想，他就直接禱告，請神

祝福學校中的人，打開這條路，

讓他們有機會聽見福音……。

我和另外幾個人也默默禱告，

雖然不抱持太大的希望，但神

就大大的動工！只是經過短短

的10多分鐘，學校卻忽然大轉

彎，從一開始禁止我們分享福

音，到後來我們不僅可以傳福

音，而且還可以盡量的傳，要說

什麼就說什麼，完全OK！

場上拚足球，場邊傳福音。

多國聯軍：泰中足球隊的成員來自不同國家，藉著世界共通的運動競技，傳揚唯一的真神。

泰中足球三人組：蔣勤(左)、林

以樂(中)、劉亞鑫(右)

最奇妙的是，這天成為我

們傳講福音最多，也最深入的

一天。我們圍成一圈為一位南

非來的基督徒英文老師禱告，

也有機會跟中國來的老師好好

聊天，並帶出福音信息。當我們

行走禱告時，遇到一些像是學

校中的流氓，我們也去跟他們

傳福音，分享自己的見證，而他

們不但聽，還聽得非常認真，最

後我們圍成一圈、手牽手為他

們禱告。雖然不知道他們有沒

有接受，但我覺得神已經把種

子埋在一些人的心底，祂會使

種子發芽成長，我們也會繼續

為他們禱告。

我知道不是我們能做什麼，

乃是神早已預備好，等著我們憑

單純的信心禱告，開啟這扇充

滿祝福的大門。神讓我看到祂

話語、禱告的力量與聖靈的大

能，活生生與我們同在；祂也讓

我知道，絕對不要小看神能做

到的事，只管禱告、只管去做，

事情必按著神的美意成就。
比賽重點不在於勝負，而是藉著運動

拉近彼此距離、分享福音。台灣女婿傅為樂(Will Brooks)
是泰中足球短宣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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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為樂、王蒙恩和愛群  在泰國阿育塔亞服事

約瑟：與家人進入一個新的旅程，非常感謝各位弟兄姊妹一路的

同行陪伴！

目前我白天仍在做醫院的事，晚上學習機構事務，並且常常

需要台灣、工場兩地來回，這樣的情況大約會持續到年底。雖然

有點累，但是很感謝醫院與機構雙方主管們能接受我們目前的模

式，希望這段過渡期能夠順利。

這段期間，心情有點複雜。一方面希望過去努力的成果能延

續，一方面也了解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領導，才能讓團隊繼續前

進；另外，一方面希望能和多年戰友維持很好的關係，但又知道要

留意維持適當的關係，以免讓將來接棒的同工為難。求主賜下更

多的智慧。

蘿莉：八月八日父親節，我們在同工的歡迎與陪伴中到了新家，

我開心地說：「歡迎來我們家！」照片中的一景一物都成真了，這

個傢具家電俱全的房子，是同工們辛勤奔走的結果、是滿有恩典

的神所賞賜，我們在這裡有一個家了！

這應該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城市居住，最典型的情景就是超高樓層的屋宇、地鐵站從未止息的

人流。還好住在市郊區，常常練習「深呼吸」，了解自己還在漸漸適應中，一家人常常彼此鼓勵！

代禱事項：

◆為約瑟這幾年所服事的醫院禱告，願神興起更多有使命和熱誠的弟兄姊妹共同參與，讓醫院繼續

成為宣教的醫院。保守約瑟工作的交接，能讓這些工作繼續成為眾人的祝福。

◆蘿莉正在適應新的角色與工作，懇求主帶領引導，並賜下智慧、能力與體力！

◆請為哥哥與妹妹在知識、智慧、靈命的均衡成長禱告

約瑟、蘿莉、哥哥、妹妹  在創啟地區服事

三個禮拜前，房東來敲門說：「你們租的這間房子已經賣了，月底就得交屋。」有如當頭棒喝，顧

不得是非情由，一家老小只得找房子去。咱們在泰國宣教的日子從不按劇本來演，明明跟房東說好

一住四年，可他老硬耍帥，要我們搬就得馬上搬。本著台灣人的美德，慎謀能斷、處變不驚。山不轉，

路轉，相信神會為我們開道路。

找房子的期間，我們無意中發現坐落市郊附近的一個大社區，超過五百間住戶大多是中低收入

戶，福音的需要很大。隔週我們帶著泰中區青少年在此逐戶分發單張書籍，祈求神恩待村民，使他們

有機會聽到福音。

經過兩週馬不停蹄地找房子，身心焦急之下準備要做決定，突然感傷地想跟一位同社區的大嬸

道別。這位大嬸一見到我，二話不說放下手邊工作，一把拉我到村長的舊房子。這個房子要租，但只

租給信任的人。就這樣，幾個小時之內，我們找到要租的房子，付了訂金，準備十月初搬進。村長人很

好，在搬進之前，要幫我們整修裝冷氣。

這次搬家雖然不遠，卻不簡單。但我們感謝神的預備，願這次的移動，能將福音帶到更多地方。

妹妹上學的背影：儘管只是大都市裡的小

小背影，上帝也仔細注視、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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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堂很容易！」一位參與

植堂的基督徒這樣說。「只要你

心門敞開，家門打開，連同冰箱

門大開！」這位基督徒現在是恆

春聖經教會主要的領袖，這教

會的前身是2002年成立的家庭

教會。

目前內地會宣教士努力不

懈地參與台灣九個地區的植

堂工作。每個人都有上帝親自

帶領，遇到呂底亞（使徒行傳

16:14）或稱為「平安的人」的神

奇故事（路加福音10:6）。這些

台灣朋友對福音有開放的心，

也變成配搭夥伴，致力於植堂，

帶領家人和朋友歸向主，甚至

成為新教會的關鍵人物。

這是另一個新的聖經教會

呂底亞的故事。2012年8月，這

教會開始於洪仁德、柯貞妮宣

教士夫婦的家中。

2009年，洪仁德宣教士在

醫院擔任醫師時認識了同事阿

真。那陣子阿真斷斷續續的參

加教會，並未受洗。她參加了洪

宣教士在醫院的午間查經班，

同時洪宣教士夫婦也開始和

附近國宅社區的一小群居民聚

會，一起唱詩歌、為他們講聖

經故事。巧的是阿真的家很靠

近這個社區，而且她也想參加

小組。那年底她在社區的樹下

受洗成為基督徒。隨著阿真靈

命的成長，她開始關心非基督

徒朋友，並求神賜下向他們傳

揚基督的機會。2011年洪宣教

士夫婦在家中成立了英文查經

班，希望藉此成立一個家庭教

會。阿真邀了她的朋友小梅參

加。一開始有10人出席查經班，

但之後人數越來越少，最後只

剩下阿真和小梅。

這是個令人沮喪的日子。

阿真無法出席，洪宣教士幾乎

要打電話給小梅取消查經，但

他們最後還是沒有拿起話筒。

然而，小梅不僅出現了，還帶了

個朋友――小娟。當時小娟和

先生正經歷困難，小組特別為

他們禱告。

有一天，小娟的先生阿力

也跟著來，他想瞭解小娟究竟

在做什麼。大家遊說他一同歡

唱台語歌曲，結果阿力那天一

直待到下午兩點。之後他每週

來參加聚會，不到四個月，他和

小娟決定除去家中的偶像，並

且受洗！

這個聖經教會過去三年緩

慢而穩定的成長。小梅，阿力夫

妻和二個孩子，及一位社區主

委都在教會受洗。現在週日有

8至15人聚會，會後大家圍著圓

桌用餐，每個聚會都以禱告開

始。聖經課則由受過洗的信徒

輪流帶領，提出一系列的問題，

最後以互相代禱作為結束。

在各地的植堂團隊需要

更多禱告，訓練初信信徒及同

工成為教會領袖需要智慧。求

主帶領，預備「呂底亞」和基督

徒，一起配搭、領人歸主，並協

助建立教會。

求主預備「呂底亞」

洪仁德、柯貞妮 宣教士 

（Randy & Janet Adams，美國籍），於今年八月結束

在台28年的服事，退休返美。



1951年，內地會無奈地撤離中國，不久，眾領袖領受神的挑戰，進入東亞

地區未得之民當中，並於1965年將機構易名為「海外基督使團」。使團秉承戴

德生一貫的心志，在各處所開展的事工，都涵蓋建立教會，栽培、鼓勵和推動本

土同工一同參與。感謝神，祂悅納我們擺上的五餅二魚，開啟了東亞的宣教運

動。為述說神的大工，我們特別選了十個東亞地區，邀請三代的同工，分享他們

在這些事工上的參與。當中有歡呼，也有眼淚；有成功，也有徬徨；有立時的果

效，也有多年的等待。這些同工可能互不認識，也可能曾拍檔事奉，無論如何，

他們的故事環環緊扣，互相呼應，拼湊出一幅美麗動人的卷軸，反映出神在意

想不到的時空，巧妙無比的安排。但願這些雲彩般的見證，挑旺你我的心志，

更加堅心仰賴神，欣然回應祂的召命，義無反顧。

我
要
訂
閱

內
地
會
網
頁

宣教書
窗

Books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5年7～8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7-8月   2015年累計  項目   7-8月   2015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888,188   3,967,459  人事費用   363,408   1,941,404 

 宣教士支持奉獻  2,907,225   9,243,403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600,460   2,048,092 

 國際事工奉獻 1,444,170 2,328,91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3,896,197   10,796,199 

 收入合計	 	5,239,583			15,539,772 支出合計		 	4,860,065			14,785,695	

	 7-8月餘絀	 	 379,518		 2015年累計餘絀		 		 754,077	

走過150年，
從中國內地到

服事東亞萬民

日期		 時間

10月26日(一)  19:00-20:30

10月27日(二) 19:00-20:30

11月24日(二) 19:00-20:30

11月30日(一) 19:00-20:30

12月28日(一)  19:00-20:30

12月29日(二) 19:00-20:3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

P4M(為穆斯林禱告)

P4M(為穆斯林禱告)

內地會月禱會

日本禱告小組

P4M(為穆斯林禱告)

宣教聚會 (2015年10月～12月)

地點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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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海外基督使團150周年紀念文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教會若要將宣教之路走得更長、更遠，絕對不能輕

忽過去的歷史軌跡。內地會走過150年，數十位來自海內外的專家學者齊聚

一堂，領您一同窺探隱藏在前人足跡中的屬靈寶藏！

內地會來華１５０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線
上
報
名

會議時間：2015年11月20日（五）上午8：30～下午6：30、

 11月21日（六），上午8：30～下午3：30 

會議地點：台灣中原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00號)



跨文化宣教	站起來

「主啊，求祢給我24位

靈巧且樂意幫助的人。」這是

1865年六月25日，戴德生因中

國近三億人口未有機會聽聞福

音，帶著沉重的心情在英國南

邊的柏萊頓海灘，對上帝做出

的禱告；隔天，他用10英鎊成

立了中國內地會。

150年後的六月25日，戴

德生的第五代孫戴繼宗牧師，

同樣踏足在柏萊頓海灘，身為

內地會華人跨宣訓練事工部主

任，他以三句話做為一個宣教

人對上帝恩典的回應：「感謝

主恩」、「領受主命」、「全

獻主用」，而這三句話，也為

內地會成立150週年感恩禮拜

揭開宣教傳承的序幕。

1866年五月，內地會第一

批同工，連同戴德生的太太及4

個小孩，總共有22個人，從英

國坐船到中國去，開展了向中

國內地傳福音的第一頁。「從

1866年的工人寥寥可數，到如

今已經有1400位同工，神真的

非常恩待內地會！」內地會國

際總主任馮浩鎏牧師帶著興奮

的語氣，在九月5日於台北南京

東路禮拜堂舉行的內地會150

週年感恩禮拜中，與全場每一

位參與在上帝宣教大使命中的

與會來賓們，一起見證150年

來上帝恩典的記號！

神打開福音的門

馮浩鎏牧師指出，內地會

剛開始主要服事的地區只有在

中國，現在神打開福音的門，

讓服事地區前進至東亞群體，

甚至是最近在非洲的華人。他

說：「以前的重點放在內地

Inland，現在的重點放在『福音

邊陲之地』，經過150年，雖

然我們策略有改變、方法有改

變，但是使命沒有改變，就是

要把耶穌基督全備完整的福音

傳給東亞的萬民。」

內地會成立時有三句座

右銘：「耶和華以勒」（耶和

華必供應）、「以便以謝」

（直到如今耶和華是我們的幫

助）、「耶和華尼西」（耶和

華是我們的旌旗）。內地會領

內地會150

把整全的福音傳到全世界

任務尚未完成：馮浩鎏總主任勉勵大家繼續向亞洲的福音內地前進。



受上帝在這個世代中的宣教目

標，前往包括兩個創啟地區、

非洲華人、東南亞的回教徒與

越南這五個「福音邊陲之地」

傳揚福音。除了這五個「福音

邊陲之地」之外，內地會還在

泰國、柬埔寨、菲律賓、創啟

地區的少數民族及城市中的邊

緣群體之中默默耕耘，等待福

音在這五個地區萌芽生長。

齊心邁步宣揚主名

馮浩鎏牧師語氣肯定的

說：「從內地會150年的歷史

來看，不只看到福音的突破，

也看見在許許多多的苦難中，

祂應許永遠與我們同在！」

除了邀請台灣眾教會與內

地會一起領受「將福音傳開」

的使命，禱告有更多像亞伯拉

罕一樣願意順服的工人，在這

個世代願意被主差派之外，馮

牧師更引用洛桑會議的一句

話：「全教會把整全的福音傳

到全世界」（The whole church 

bringing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盼望台灣眾教

會一起把整全的福音傳到全世

界。

「對台灣來說，現在不但

是感恩的時刻，還應該是站起

來的時刻！」曾經擔任OMF台

灣區委會第一任主席的周神助

牧師表示，未來的150年，相

信神必帶領台灣眾教會在跨文

化宣教上面站起來！

感恩禮拜在令人動容的韓

婆婆生命故事「未經琢磨的鑽

石」，以及內地會同工們獻上

「頌讚我們的神」詩歌中進入

高潮。這尚未完成的宣教使命

仍在等候那願意被神使用的人

們，齊心邁步宣揚主名。

落在土裡的麥子―韓婆婆篇：發生在台灣的真實故事，由宣教士與本地信徒一

同演繹，特別激勵人心。

內地會董事長沈正牧師、總主任馮浩鎏醫師、台灣委員會郭英調主席(由左至

右)一同切蛋糕，祝內地會生日快樂，繼續為主作工。

於台中新平長老教會舉行的感恩禮拜場次，會後全體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