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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未竟的使命
內地會於1865年設立之時，

戴德生便清楚指出中國內地屬靈

的需要是「未竟的使命」。他一開

始向神祈求24位靈巧且樂意幫助

的同工，之後又陸續向神求70位、

100位、1000位……。

1929年，在政治、經濟環境

一片不安中，總主任何斯德(D. E. 

Hoste)清楚指出中國西北是有待

完成的使命。他發起禱告希望有

200位新同工加入。

1951年，當內地會撤出中

國，時任總主任的華福蘭(Frank 

Houghton)向整個團隊發出一個

呼籲：「重點不是內地會本身，上

帝的目的和工作才是我們應該關

注的。」三年之內，超過500位同

工被差派到新的前線，繼續未完

的任務。

2006年，神激勵我們為900

位新同工的加入禱告。在接下來

的五年內，祂賜給我們超過700

位同工。

如今，我們繼續持守這未竟

的使命，為要看到東亞萬民來榮

耀祂的名。

未竟的使命

當內地會邁入第150個年

頭，我們再次尋求神，幫助我們

覺察到今日仍未竟的使命。經過

調查、評估和禱告，我們深盼下

列群體能經歷屬靈新突破：

◆大陸高原之地

◆海外東亞僑民回歸事工

◆東亞穆斯林

◆東北亞高度封閉國家

◆越南與緬甸　　

我們亦期盼在以下地區，使

團繼續努力，協助教會持續增長：

◆泰國（超過5000個社區沒有教

會）與柬埔寨（85%的村莊沒

有教會）

◆菲律賓低地鄉鎮

◆湄公河流域未聽聞福音的族群

◆中華大地的少數民族

◆東亞的都市邊緣群體

期盼承擔使命的工人

在全球化的處境下，內地會

如何與日漸成熟的亞洲教會以及

正在蓬勃發展的宣教運動同工，

將是愈來愈重要的課題。我們的

異象不僅是在東亞地區植堂，更

要透過神的恩典，一起與東亞教

會開創更具多元特色的宣教運

動。為了神國度的益處，面對未完

成的任務，我們再次向神求「靈

巧且樂意幫助」的工人。我們也

求神讓內地會和眾教會建立以基

督為中心的夥伴關係，共同彰顯

祂的榮耀。

1929年，為了鼓勵更多人為

所需的新同工禱告，華福蘭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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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浩鎏  國際總主任

〈未竟的使命〉這首優美的聖

詩： 

昔信徒辛勞工作，

至死忠心不渝。

傳耶穌生死復活，

高舉福音火炬。

主，我們負擔一樣：

一佳訊、一使命。

同一的心願志向，

敬獻身心力量。

今日，我們在禱告中與這

首聖詩相應和。確實，我們肩

負同樣的使命──宣揚耶穌基

督的降生、受死與復活。我們

有同一的心願志向，渴望看到

東亞萬民都聽聞祂的名。我們

尋求神賜下屬靈突破，好讓黑

暗中的眾民都能得著真光。我

們滿懷盼望等待神的作為，祂

將在我們當中施行奇妙大事。



薇薇是一個來自中國鄉村的年輕病患。她躺

在醫院病床上，前額因為發燒而滾燙，呼吸急促

而窘迫。醫生檢視著她的胸部X光片，她的心臟

擴大，那是衰竭的跡象。雖然已採取各樣醫療措

施，病情卻不見任何舒緩。醫生進一步嘗試其他

方式，她的狀況只是更加惡化。

當醫生更認識薇薇的背景，才發現原來那顆

脆弱心臟背負了多麼重的擔子。薇薇沉溺毒癮的

丈夫染上愛滋病，並且傳染給她，之後又拋棄了

她。兩個年幼的孩子因愛滋病過世更是讓她悲

傷不已。

在每個飽受折磨的病體背後，都有一個受傷

的靈魂。當耶穌行走各城各鄉，看到人類困境的

各個面向，祂在醫治痲瘋病人和瞎子的同時，也

宣講天國的福音。值此醫療專業、科技和處方日

新月異之時，主愛帶來的醫治力量卻不曾改變。

內地會從創立之初便投入醫療事工。戴德

生定意效法基督傳揚救人靈魂與身體的整全福

音，他利用醫療技術作為接觸中國大眾的管道。

「很多地方並不缺醫生，但是他們並未看

到病患生而為人的價值。」一位宣教士醫生如此

說，他觀察到當地人通常被基督徒醫生的良善深

深吸引。醫療業可以賺取豐厚費用，特別是那些

私人診所，有些醫生將他們的醫療行為視作賺

錢的投資，而非展現憐憫的機會。

基督徒醫療人員希望他們的病患能感覺到

被愛，不僅是親切的問候和溫暖的微笑，他們知

道愛比任何身體上的醫治帶來更大的影響。愛

是讓人們認識耶穌，領受從祂而來的愛與永恆生

命。

薇薇確在愛滋病中心經歷了身體的醫治，並

且帶著喜樂離開。但是她的歡呼其實是來自另外

一種醫治。

當她躺在醫院病床上日漸衰弱，一位基督徒

同工和她一起禱告，跟她分享福音，強調耶穌的

愛能滿足靈性的貧窮和身體的病弱。當她知道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薇薇震驚而難過。但耶穌的

故事並未在此結束，祂光榮復活的結局，給薇薇

臉上帶來了燦爛的笑容。當被問到是否願意相信

耶穌，並且永遠與祂同在時，她用了全身的力氣

大聲說：「願意！」。

耶穌的救恩依舊是人心渴盼的好消息，是

醫治我們苦痛的良方。你是一位醫療專業人士

嗎？你會為薇薇這樣身心皆背負重擔的病患心

碎嗎？更重要的是，當上帝打開通往未得之民的

門，你是否願意放下手邊的工作？若是如此，東

亞萬民正等著聽聞你帶去的好消息。

禾場報
導

Field

編輯室

最專業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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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牧師  內地會東北亞區國際主任

楊文徵  記錄整理

「耶和華尼西的神，是我

們的旌旗，是開創新道路讓我

們繼續往前走的神。』馬牧師引

用出埃及記17章摩西打勝仗築

壇的經文，回顧過去200年的歷

史，看見神在不同的世代、不同

的地方用不同的方法，將福音

傳到世界的角落。1935年之後，

神透過專業的基督徒成為在創

啟地區傳揚福音的管道。馬牧

師更根據啟示錄及哈巴谷書，

強調上帝是一個開門者，他說：

「神是一個打開門的神，祂打

開的門沒有人可以關。』

5年內需要360位專業人士

目前東亞有20億的人口，

其中有超過8成的人住在創啟

地區，這些國家也是最貧窮的

地區，就其醫療系統及教育水

平而言，也是最有需要的國家。

「他們很希望有專業人士願意

幫助他們，即便知道是基督徒

也非常歡迎。』馬牧師強調，這

是神為我們開的門，如果不透

過基督徒進去跟他們一起生

活，這些人就沒有機會聽到福

音，也沒有機會看到基督徒的

生命是什麼樣子。

內地會目前有超過1400位

同工，有超過40%以上的同工

在不同的創啟地區工作。面對

未完成的任務，馬牧師呼籲，將

來5年內，在創啟國家需要至少

360位專業人士前往，並且這樣

的需要會繼續增加，因此也需

要新的同工繼續參與其中。

專業與宣教並重

馬牧師認為專業事奉並不

是一個新的觀念，他分別從舊

約（約瑟、但以理、尼希米）、

新約（保羅、亞居拉與百基拉、

路加）舉出專業事奉的例子，可

以成為我們榜樣。 

進入創啟地區不只是提供

技術上的服務，更重要的是透

過這些專業可以用基督徒的生

命影響他們，這也是專業事奉

很重要的精神。專業事奉不只

是作專業的工作，而是參與宣

教的服事。我是一個「以專業

作為平台的宣教士」？還是一個

「有宣教心的專業人士」？這是

以專業服事的基督徒需要深入

思考身分的定位。有時候一個

以專業作為平台的宣教士，若

只把工作當成是一個身份上的

掩護，會給人缺乏誠信的觀感；

但是一個有宣教心的專業人

士，如果過分專注於做好專業

工作，沒有找機會關心人的需

要，失去把福音傳給當地的人

的機會，這樣也很可惜。

生命見證是福音關鍵

很多人覺得專業事奉不必

特別準備什麼。殊不知，除了職

業上的要求外，還需要在宣教

事工上作好裝備，才能成為有

果效的工人。馬牧師指出，神會

使用不同的職業在不同的情況

下去幫助創啟地區的需要，除

了在專業上追求卓越之外，最

重要的目的，是透過成熟有見

證的生命，讓人可以看到他們

所信仰的基督。就如哥林多後

書2-4章，保羅活出有基督馨香

之氣的生命，讓人可以看見主

的榮光，顯明瓦器中寶貝莫大

的能力。

帶著專業叩門
――創啟地區的宣教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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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琍  於日本服事

適逢這裡少數民族的新年，家家戶戶都要殺豬來慶祝。我們也趁著過年的機會，去鄉

下幾個朋友家拜訪。老友相聚總是非常開心，特別是看到平常在外地打工的朋友回來過

年，更是非常高興。曉陽也用帶回來的豬肉，包了餃子和湯圓，這也是我們在這邊難得嘗到

的家鄉美食。

過完年後，有名農場員工為女兒舉辦成年禮。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這種禮俗，場面非

常熱鬧。除了傳統的聚餐外，也有現在比較少見的舞蹈和對歌。我們親身體驗到本地家族

的緊密連結，也感受他們的歡樂。小昭和許多本地孩子在一起，比我們玩得更高興。

代禱事項：

◆求神繼續保守小山和曉陽的身體健

康，也讓小昭平安成長。

◆請為一家人在語言和文化的學習上有智

慧代禱。

◆求神保守新團隊成員之間有好的配搭，

對於即將開展的事工也有好的規劃。

◆在台灣的家人可以早日認識主

小山、曉陽與小昭一家  在創啟地區服事

新年假期結束後，ICU大學的英文查經班決定挑戰

舊約的士師記，為此我很替她們開心。士師記不長，又

具戲劇性，想必這些多半來自基督教家庭的學生們，在

兒童主日學時已對部分人物熟悉，現在選擇這卷書應

該會有不錯的收穫。

然而第一次介紹士師記背景時，其中一個第四代

基督徒的學生居然問道：「所以十二個支派他們互相是敵人

嗎？哪個支派是以色列人？」讓我意外又吃驚。但我馬上領悟到這些學生雖然從小去教會，

卻可能從未親自從聖經認識神的話，只常聽牧師、周圍的大人、父母「說」聖經而已。對這

些學生而言，這位上帝是他們爺爺、爸爸媽媽的神，但還不是自己的神，等於還沒有真正經

歷、認識上帝。但感謝主，她們心很

柔軟，也很渴慕神話語；雖然跟非基

督家庭長大的學生比起來，她們有

時太過天真耿直，但陪伴這些學生

與現實世界接軌，並引導她們活出

「分別為聖的生活」，就是我們這些

屬靈前輩的責任。

代禱事項：

◆感恩有機會協助準備回國述職的同工，給我「見習

觀摩」的好機會。

◆請為我在寒冷的冬天仍有規律的作息、靈修代禱。

◆請為ICU學生查士師記有更多靈命成長代禱。

◆也請為我爸爸願意留心天上事物代禱。



在地故
事

Tinder

去年八月，我們加入太平

團隊，開始與本地教會配搭。

在一個主日崇拜時，教會將青

年工作正式交付我們，然而同

一時間，我們也和幾位因為工

作或升學必需離開的年輕人道

別。我們得到一個沒有小羊可

以關懷的職分，心中的氣餒無

法訴諸筆墨……，但是，上帝已

經開始工作。

六月的某個夜晚，在回家

的路上，德維第一次遇到阿杰。

外國人獨自搭公車引起一群在

地大學生的好奇，他們因而前

來搭訕。阿杰面露難色，很顯然

他是被朋友推出來和德維說話

的。他們聊了一陣子，這群大學

生在下車前已經知道德維在本

地的教會工作，尤其是做針對

大學生年齡層的青年事工。這

些信息似乎引起阿杰的興趣，

因此和德維交換了聯絡方式。

隔週，德維和幾個大學生碰面

打籃球，並告訴他們教會的地

點。出乎意料，他們竟然還一起

去參觀教會。下一次籃球之約

時雖然只有阿杰出現，但這給

德維一個更認識阿杰的機會，

同時獲知阿杰的父親也是基督

徒。之後，阿杰為我們介紹二位

朋友──阿夏和阿嘉，於是我

們固定與他們碰面。

教會在九月舉辦中秋烤肉

活動，我們邀請了阿杰，但不確

定他是否會來。所以當阿杰、阿

夏和阿嘉一起出現時，心中感

到驚喜，但更高興看到他們快

樂地融入烤肉和牧師安排的餐

後活動。我們不知道那天晚上

可以期望些什麼，擔心大家的

互動，也害怕沒有太多時間陪

阿杰和他的朋友。但我們多慮

了，阿杰幫助他朋友更瞭解牧

師分享的故事，也提供一些遊

戲的點子，所以那晚大家都很

盡興。

那晚之後，阿杰和阿夏參

加了教會的青年小組，所以我

們可以一起吃飯、相處，並分享

聖經故事。我們真的看到上帝

在此地做工，祂帶來像阿杰這

樣的朋友，我們滿懷感恩。關於

青年事工，我們常覺得能力不

足，裝備不夠，特別在一個喜歡

有趣和遊戲的文化中，更感覺

這些都不是我們的長項！然而，

阿杰很擅於邀請，也有許多有

趣的點子。讓上帝帶領是一個

很棒的功課，相信祂會幫助我

們，並在祂呼召我們委身的事

工上供應我們。

讓上帝帶領
何德維、何惠卿

（Paul & Abbie Brooks，英國籍）

在台中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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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5年11～12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11-12月   2015年累計  項目   11-12月   2015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2,336,075   7,662,248  人事費用   373,291   2,801,774 

 宣教士支持奉獻  1,985,262   14,091,771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623,607   3,261,288 

 國際事工奉獻 378,673 4,062,383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2,788,164   17,762,880 

 收入合計	 	4,700,010			25,816,402 支出合計		 	3,785,062			23,825,942	

	 11-12月餘絀	 	 914,948		 2015年累計餘絀		 		 1,990,460

日期		 時間

2月22日(一)  19:00-20:30

2月23日(二) 19:00-20:30

3月28日(一) 19:00-20:30

3月29日(二) 19:00-20:30

4月25日(一)  19:00-20:30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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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禱告小組

P4M(為穆斯林禱告)

宣教聚會 (2016年2月～2016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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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禱告是宣教的穩固基礎，

OMF台灣辦公室邀請您加

入代禱勇士的行列。如果

您願意收到電子版的代禱

通訊，請洽辦公室。

越南異象之旅
2016年8月1-28日

提供有心尋求越南長宣異象者，參

與行走禱告，學習語言，認識文化，

與長期宣教士有更多深入的對

話，為跨文化事奉做預備。

在穆斯林地區以牙醫師身分在

當地醫院成為職場見證，歡迎

單身或家庭前往。

◇認識穆斯林群體

◇配搭當地跨文化

   宣教士團隊

2016年7-12月(或更長期)

帶著牙醫專業去事奉

徵召熱愛足球，樂意在團隊

事奉，能適應酷暑氣候的

熱血Soccer player！

◇以球會友，在佛教群體中

   見證分享神

◇友誼賽後參與泰國

   中小學的英語教學

   活動

2016年7月5-26日

泰中國際足球隊

代禱勇士募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