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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後
從前，我總是很羨慕有些人花花綠綠的護照，一頁頁各式各樣的記錄，標示著豐富的遊歷與見

聞，真希望自己也能有一本蓋滿不同國家戳章的護照！沒想到多年前的一趟短宣，改變了我的簽證

章蒐集計劃。那次的領隊是一位來自新加坡的開業醫師，每年他一定排出兩週的假期，鼓勵醫療人

員一起到偏遠的少數民族中服務，平時也邀人為那個地方禱告。他不僅是當地人口中的好醫生，也

是他們的老朋友，因為他已經連續四年回到這個貧瘠的山區提供醫療服務。宣教士告訴我，初來乍

到的短宣隊讓當地留下「好心外地客」的好印象，但是當有人願意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當地人中間，記

得他們的名字，就會從一位外地客成為真心的好朋友，這時「耶穌愛你」不需要說出口，早已深入人

心。

短宣服事後，我們帶著滿滿的收獲和感動回來，但是當我們清空行李箱、洗完髒衣服，回到原來

的生活常軌後，心中的悸動很可能被日常的忙碌與思慮漸漸覆蓋，腦海的景象也慢慢變得模糊。完

成短宣報告和分享，看似任務已經結束，但其實這才是宣教的開始。在短宣時所接觸的人、所參與的

工作，都是上帝特別的安排與託付；那些深留在我們心裡的感

動，很可能是上帝要藉我們帶回來的馬其頓呼聲，為要成就祂

的計畫。

您可以藉著下面幾個委身行動，繼續服事觸動您心的群體：

◆  繼續為該群體禱告，求主鬆土，讓福音在此生根茁壯。

◆ 持續為接待您的宣教士禱告，主動索取他的代禱信、為

他奉獻、關心他的需要。

◆ 多去瞭解該群體的文化、歷史、語言，留意當地的新聞

和消息。

◆ 與人分享該群體的需要，鼓勵人參與。

◆ 關懷來自該群體的留學生、移工或外僑，協助他們適應

台灣的生活。

◆ 禱告尋求再次前往的機會，再去服事那地，探訪認識的

朋友們。

也許透過這些參與，上帝會將更深的感動放在您心裡，呼

召您進入這個群體成為跨文化宣教士，展開另一段精采的人

生旅程！

陳香如  內地會同工

Express
內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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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太太住在越南中部的一個小村莊，家裡有三個子女。透過賣稀

飯和麵條之類的小吃，梅太太的收入剛好可以餵飽全家人，並且買藥

給高齡的老母親。兩個女兒靠著在工地販售飲料來支應學費，但梅先

生每個月還得幫兒子籌100萬越南盾（約台幣1450元）的大學學費，雖

然半數金額可以申請貸款，但梅先生仍須藉著賣藝打工補足開支。

雖然梅先生不便於行，但他依然推著推車走遍越南中部的各個市

場。一週的巡迴表演可以讓他掙得20至30萬越南盾，「我做的一切全

是為了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們的人生像我一樣辛苦。」

許多越南人依然以農業為生，而這些農業社區逐漸被飛速衝刺的

經濟變遷遠遠拋在腦後。在這裡只要有十年的差距便足以形成代溝，

一種新的階級結構正在取代往日共產主義的齊頭社會。甚至就在教會

裡，年齡和經濟的隔閡都清晰可見。

越南大部分的福音派基督徒處於社會較貧窮的階層，政府甚至認

為基督新教是屬於窮人的信仰。求主賜下智慧，讓越南教會能曉得如

何有效接觸這逐漸分歧的社會。

禾場報
導

Field

辛勤打拚的梅氏夫婦
編輯室

代禱事項：

1. 求主看顧農村地區為生計而掙扎的家庭，以及那些在經濟、教育和

競爭機會上處於劣勢的越南民眾。

2. 為那些無力負擔教育經費的年輕人禱告。

3. 求主興起有智慧、公義的政府領袖，制訂政

策改善一般越南民眾的處境，特別是那些農

村居民。



宣教心
語

Story

王翔

契機

自從高中學了越語後，它翻

轉了我對越南的想像，也打破了

我原本的刻板印象。18歲生日，

我聽了主耶穌的福音而信主，而

大學三年中，祂給我機會更多

認識這個國家，並且調整我的

眼光。如今我不再是當年的小

憤青，卻對遠方陌生的土地多了

一份情誼，彷彿那是我未曾到

過的家。我愛上了越南，並且希

望自己能為她做些什麼。

今年寒假，還在尋求呼召

和異象的我很開心有異象之旅

的機會，暑假實地走訪越南。這

趟探索之旅在出發前，上帝就讓

我經歷許多「實質」的恩典，使

我不必為金錢的事煩惱，也使

我知道：這趟旅程有祂同行。

宣教與「我」

在越南，我們看見並學習

宣教士們的福音策略、植堂核

心理念，以及他們的合一。和

他們談話常使我反省自己的態

度：國籍很重要嗎？語言的障

礙很重要嗎？對福音工作者而

言，這些反倒顯得渺小。有句話

最令我印象深刻：「幾十年後，

或許自己的名字已經被遺忘了，

但只要耶穌的名永遠被人記

得，就值得了。」這讓我看見「捨

己」的重要。雖然很痛，卻是宣

教必須付上的代價。

我們有六位團員，兩位亞

洲人、四位歐洲人，我常在和他

們相處間看見自己需要調整的

地方。和組員朝夕相處就是個

跨文化經驗，因此常常不知不

覺就用自己習慣的方式去看別

人。在跨文化經驗中，我們也開

始學習「捨己」：試著放下自己

的想法，就算不喜歡，但仍包容

接納。縱使有摩擦，但靠著在

基督的愛裡互相激勵、寬恕彼

和一位北越少數民族的青年合照，據說他是全村唯一的基督徒，希望他能成為村子的祝福！
▲  

OMF短宣隊集結了不同國家的

成員，本身就是個跨文化挑戰，

右邊數來第三個即是筆者。

在胡志明市的公園，遇到一群孩

子，他們不但教我們越語單字，

還帶我們唱當地的數字兒歌呢！

此，實在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最大的攔阻

這次出發前，神先讓我在

大學學習越南語言和文化，讓

我有裝備地出發，這是我很感

謝神的一件事。然而，知識除了

是力量，也是一種攔阻。

事先認識自己不習慣的環

境，是劑預防針，可以提前做些

心理建設。但面對不熟悉的環

境，我同時也築起心牆，以適度

保護自己。例如越南的殺價文

化讓我很不適應，每次消費為

了不吃虧，就會板著一張臉、心

存防備。不過並不是所有越南

人都如我所想，後來我發現，與

人互動時若提著盾牌，其實會

讓自己很不舒服，因為那不是

真正的我。因此我試著把心牆

拆毀，做回真正的自己。這並不

是一件簡單的工程，需要花好

一段時間才能真正放下重擔，

然而當我對話時能「做自己」，

才發現談價錢也可以是有熱度

的，不侷限在冷冰冰的數字上。

利益使人失焦，唯有像主

看入人的靈魂深處，才知道靈

魂的寶貴呢！

越走近，越認識
――越南短宣心得



千里家
書

Letters

李全凱、陳芝華和李天歌一家  於德國服事

年齡漸增的徵兆之一就是不記得的事愈來愈多。同

一條路走久了，很容易忘記第一步的起因。

最近無意間讀到魯益師的話：「惟只要去愛，你就

會心痛，甚至心碎……。一個不成熟的人選擇安全而不去愛；一個成熟的人選擇愛，然後坦然

面對痛苦。」企業要賺錢就努力的講行銷，傳福音宣教為了要多結果子，可能要努力禱告想方

法、學方法與定策略。這好像沒有不對，是吧？我也常想著讓福音在穆民中傳揚開來的策略，

就連保羅在歌羅西書中也說：「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

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只是，我仍不免想到人性裡的惡，它是否躲在宣教大使命

的招牌裡，無意間驅使自己邁向行銷福音的軌跡？

「我是為了什麼繼續走在這條路上？」魯益師的那段話激發我的省思：「我去那裡，我在

那裡過活，是不是因為我真實地愛神，真實地愛穆民？」我能否不為別的，只因神就是愛？並且

祂召我去愛，所以我就出於愛而前往？然後如有痛

苦就坦然面對吧。

每次提到穆宣，不需多說，很多人會自動幫我

回應「挫折」。是的，很挫折，但希望我不要在挫折

中麻痺了，讓「難」成為我不盡心竭力的藉口。深願

神幫助我是因為愛、為了愛，也活出愛，繼續走在

這條路上。

代禱事項：

◆這半年多的述職期間，在各地的分享

能喚起眾人對穆宣的關心。

◆述職期間，身心靈都有好的調適。

◆年底前能完成一項研究文稿，盼望能

有助於人了解穆民背景的基督徒。

晨曦  在創啟地區服事

1. 從8月13日開始，天歌正式上小學了。感謝主對我們全家的帶領和保

守！請為天歌禱告，求主賜給他敬畏神的心。天歌小學的體育館裡

住進許多從敘利亞來的難民，求神賜給我們耐心和智慧，教導天歌

從小有憐憫人的心，以耶穌基督的心對

待這些尋求庇護的人。

2. 教會開始預備今年的聖誕福音晚會，

請為教會各項預備工作禱告，求主吸

引我們單單仰望和信靠祂，求主的榮

耀能在預備過程中被彰顯。

3. 求主藉著今年的聖誕福音晚會將得救

的人數加給教會。十月初有不少亞洲

來的學生在德國各大學註冊，請在禱告

中記念他們，求主保守他們儘快適應德

國的生活和學習，並能進入查經班和教

會，認識耶穌基督！
華人教會退修會

全凱、芝華和天歌一家



在地故
事

Tinder

這天，台北的中午很悶熱。

一間小小的便當店裡，文婷在

櫃台忙著為客人點餐。這間便

當店是由台北服務業福音教會

所經營，目的是提供單親媽媽

工作的機會，今天這群單親媽

媽們一如往常準備各樣菜色等

待客人上門。

「如薏要一份雞腿便當！」

文婷將訂單傳到廚房。雖然廚

房裡的人微笑說好，然而文婷

卻想著：「這位百貨公司小姐雖

然一天訂兩次便當，但每次都

只叫一份，她為什麼不順便問

問同事要不要一起訂呢？大熱

天送外賣，送一份和送十份差

很多呢！」文婷突然想起，便當

店名字叫做「愛心便當」，就是

要透過愛心便當的服務讓人知

道有一種愛是從上帝來的。過

了一會兒，廚房將便當準備好，

文婷就發動她的機車，將便當

送去台北101附近的百貨商圈。

文婷趕到如薏的專櫃時，

已滿身大汗。當如薏收到便當

時，突然向文婷透露了她的困

擾：「我的同事和這層樓的其

他櫃姐說了很多我的壞話，現

在沒有人想和我一起共事。」

接著，如薏又更小聲地說：「現

在，我不確定自己還能不能在

這裡繼續工作。而且，我也不清

楚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這時有客人走到如薏的櫃位，

文婷知道如薏的狀況後，對她

說：「等妳十點下班後，歡迎來

參加我們的小組聚會，我們可

以多聊一聊！」到了晚上，如薏

真的來了。從那次之後，如薏不

僅固定參加小組聚會，也漸漸

開始參加星期日的晚崇拜，進

而加 入一對

一的聖經研

讀。

如薏來自嚴謹的佛教徒家

庭，所以對我們而言，她能接

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並且決定受

洗，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在洗禮

當天，文婷給了如薏一個大大

的擁抱：「妳讓我了解到，在大

熱天裡送便當，即便只送一個，

也是件非常值得為耶穌基督做

的事！」

榮耀頌讚歸與主！

一個便當也很值得
魏莉萍 （Elisabeth Weinmann，

德國籍）在台北服事



「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同行二里。」（太五41）

在這人人爭取自我權益的世代，主耶穌的教訓是否已不合時宜呢？時移勢易，

楊宓貴靈這本寫於三十年代末期的書，對我們是否還適切？

第一里路往往是難以迴避的，第二里路卻是救主以慈愛發出的邀請。但我們

如何能甘願走上第二里路呢？楊宓貴靈回想起那些曾經伴她多走一里路的身影，

這些榜樣活出了主耶穌的教訓，深深影響她的宣教路。透過她生動且深刻的筆

觸，願我們被這些雲彩的見證人所激勵，用愛心回應主的呼喚，以第二里路作馨香之祭，獻在主前。

我
要
訂
閱

內
地
會
網
頁

宣教書
窗

Books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5年9～10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9-10月   2015年累計  項目   9-10月   2015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1,358,714   5,326,173  人事費用   487,079   2,428,483 

 宣教士支持奉獻  2,863,106   12,106,509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589,589   2,637,681 

 國際事工奉獻 1,354,800 3,683,71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4,178,517   14,974,716 

 收入合計	 	5,576,620			21,116,392 支出合計		 	5,255,185			20,040,880	

	 9-10月餘絀	 	 321,434		 2015年累計餘絀		 		 1,075,512

走過150年，
從中國內地到

服事東亞萬民

日期		 時間

12月28日(一)  19:00-20:30

12月29日(二) 19:00-20:30

1月25日(二) 19:00-20:30

1月26日(一) 19:00-20:30

2月23日(一)  19:00-20:3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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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會月禱會

P4M(為穆斯林禱告)

P4M(為穆斯林禱告)

日本禱告小組

宣教聚會 (2015年12月～2016年2月)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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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同行二里路

參與宣教團隊服事，透過基礎

的英語教學搭建福音橋樑，體驗語言

與文化學習的歷程，學習過簡樸的生

活，幫助有心長宣者探索宣教呼召。

服事內容：

1. 認識跨文化宣教、配搭宣教團隊，

體驗少數民族生活。

2. 擔任當地兒童英文及成人會話教學

時間：2016年7-8月期間，約6週

地點：泰國清萊少數民族地區

報名截止：

2016年3月底，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泰北跨宣訓練
Intensive	Missions	Learning	
Opportunity	in	Northern	Thailand

◆ OMF臉書粉絲頁 ◆

內地會台灣辦公室的

臉書粉絲頁開張囉！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跨文化新知、宣教小語、

宣教相關訊息，

請立刻上臉書幫忙按

「讚」～



惟獨基督國際學術研討會
「基督信仰是抽象的，因

此它總要進到一個符號體系

裡，才能將信仰的理念實踐出

來。」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總幹

事林治平以理念和符號的關係

切入，指出信仰與在地歷史文

化系統調和的重要性，也為這

次的研討會揭開序幕。在中原

大學舉辦的「惟獨基督：內地會

來華15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把

眾人的眼光再次拉回歷史與文

化的課題，數算上帝過往的作

為，好讓我們繼續前進。

文字事工雖然容易被人忽

略，卻是進入文化符號系統的

最前線。早在滿清政府開放中

國門戶之前，戴德生的岳父台

約爾便已在麻六甲學習語文、

製作印刷用的活字。台約爾雖

然壯志未酬便早逝，但透過張

陳一萍師母的研究，他的堅忍、

忠心躍然紙上；黃錫培先生則

是介紹內地會機關報《億萬華

民》的史料價值，以甲午戰爭、

對日抗戰為例，說明內地會宣

教士對許多史事的報導不僅提

供了另一種觀點，也反映了他們

對服事工場的關懷。

經過長年的服事，內地會

的宣教工作也逐漸結出果子。

邢福增教授、李金強教授分別

提出關於楊紹唐、蘇佐揚牧師

的研究，探討內地會對這兩位

華人名牧的影響；饒以德則是

將焦點轉至80、90年代的台

灣，探討內地會如何在本土教

會逐漸成熟的情況下找到自己

的事工定位。

也有學者以大時代的視角

來分析內地會自身的變化。內

地會總主任馮浩鎏便針對醫

療事工進行研究，並指出內地

會的醫療工作有其理念，乃是

以協助建立本土教會為宗旨；

來自紐西蘭的袁瑒則是探討內

地會宣教士國籍族裔的變化，

隨著歐美裔同工比例的逐漸降

低，可見內地會的組成逐漸走

向國際化、多元化，也反映了整

體宣教風潮的變化。

教育工作也吸引不同學者

的目光。藉著對於貴州葛布教

會聖經學校的實地考察，胡其

瑞重新檢視內地會在西南苗族

地區的教育工作，同時呈現了這

個事工在今日的延續與影響。

不只是前線的教育事工，張勤瑩

關注內地會位於山東的芝罘學

校。透過學校師長、家長和子女

的不同視角，她呈現了這個宣

教士子女學校在對日抗戰時期

遭遇的挑戰，並藉著口述訪問，

讓許多不為人知的戰時童年記

憶得以發聲。

透過宣教士個人的故事，

我們更具體而微地看到內地會

的精神。查時傑教授藉著對於

來華宣教士漢名的整理、分析，

饒以德  內地會同工

難得的盛會，許多關心教會歷史與發展的弟兄姊妹一同共襄盛舉。

（照片由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提供）



發現這些中文名字有逐漸「本

色化」的趨勢，而其中也很多音

義交融、自我期勉的巧思；吳昶

興教授則是將焦點集中於在山

西宣教的葉永青身上。這位宣

教士遠從挪威來華，立志將自

己的一生獻與上帝，最後在日

軍的轟炸中殉難。葉永青是極

少數被中國共產黨稱作義士的

內地會宣教士，他的犧牲和被

表揚或許是個特例，但他對基

督的愛卻是內地會宣教士共同

的信念。

「如果只是停留在學術，

我會覺得很遺憾。」在研討會

的閉幕典禮上，同為歷史人的

戴繼宗語重心長地說：「如何把

我們看到和觀察到的東西，提

供給神學院、宣教士做參考，是

接下來最重要的任務。」從戴

德生早年在中國宣教的經驗，

研討會現場氣氛熱絡，胡其瑞先生正對研討主題進行回應。

（照片由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提供）

150年來第一場以內地會為主題的歷史研討會，眾人留下具有「歷史」意義的大合照。（照片由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提供）

我們可以看到內地會是一個植

根於歷史文化、敏銳於時代現

場，並從福音使命的角度加以

回應的差會。許多學者貢獻他

們的心力與智慧，發表許多精

采絕倫的研究，然而，教會應該

如何汲取這些資源？如何站在

巨人的肩上進一步建造教會？

150年過去了，研討會落幕

了，眾人走出會場的同時，更多

挑戰才要開始——把看不見、

摸不著的福音帶入文化的處

境，把歷史的教訓導入正在進

行的宣教大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