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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宣教 傅筱茹 內地會同工

宣教焦
點

Focus

在宣教課程中認識一位姐妹，她下班後從桃園坐火車來擔任

課程小組長，下課回到家往往已11、12點。問她為何每個禮拜

如此辛苦，她回答因為她年紀大了，又要照顧孩子，目前不太可

能到前線去宣教，所以只要有關宣教的服事，她都很樂意參與。

她常鼓勵同組的年輕人當趁著年輕，多做主工。透過她對宣教火

熱的心志和分享，許多年輕人被激勵，勇敢參與宣教的服事。

還有一位教會的弟兄，他學生時期的輔導被教會差派成為宣

教士，所以當他自己也成為學生輔導，便帶著學生一起關心這位

宣教士，例如轉寄代禱信、寫卡片關懷、在宣教士回國時邀請他

到團契分享，或是邀請學生前往宣教士所在的工場，協助籌辦暑

期營會。學生們都很興奮能體驗跨文化服事。

一位姐妹預備了10年，終於要前往宣教工場。這10年來，

她一方面在聖經、專業上裝備自己，一方面藉著禱告確認神的呼

召。在還沒出發之前，她邀請許多朋友一同為她即將服事的工場

禱告，漸漸的，一些對同樣地區有負擔，或是正尋求是否前往服

事的人加入他們，於是，一個為該地禱告的小組成立了。他們定

期聚會，為這個國家的需要，以及這位在前方服事的姐妹禱告，

成為一個能傳遞異象、負擔的禱告小組。

向周遭朋友介紹神在宣教工場的工作和所需資源，成為宣教

士的好朋友，並邀請人一同關心宣教……「推動宣教」不是只有

教會或差會機構才能做。這麼簡單，你就是一位動員者！

您可以…

◆邀請朋友關心特定國家或族群

◆邀請朋友參加跨文化宣教的課程與活動

◆組成關心宣教的小組

◆在教會中發起關懷活動或課程

◆邀請宣教士到教會或團契小組分享

◆邀請人一起支持宣教士

◆成為教會或差會宣教的志工



汶萊的元首蘇丹哈桑．博爾吉亞今年4月30日宣布，從5月1日起全國將以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為新刑法法典，成為東亞第一個在全國施行伊斯蘭教法的國家。

汶萊的宗教事務部和總理辦公室的法律專家，向三百多位私立教育機構代表表明，向穆斯

林或無神論者宣揚非伊斯蘭宗教，將被視為犯罪行為，根據刑法第209條，違例者可被處以最高

二萬美元罰款，並入獄五年。該法同時禁止任何人向穆斯林兒童，或父母為無神論者的兒童灌

輸非伊斯蘭宗教的信仰和習俗。根據該刑法第212條，向此等兒童「勸導、宣講、引導、利誘、

影響、激勵、挑唆或容讓」其接受非伊斯蘭宗教信仰和習俗，都構成犯罪行為。

此外，若讓此等孩子接觸任何非伊斯蘭宗教的儀式、祭祀行為、活動，或有利於宣揚其他

宗教的活動，也被視作犯罪行為。在汶萊達魯薩蘭國的伊斯蘭教刑法典中，也有關於印製、發

行、宣傳和藏有非伊斯蘭宗教之刊物的處罰。此法有的只適用於穆斯林，也有適用於穆斯林和

非穆斯林身上，輕微的罪行

或一般的違法行為都要罰款

或遭受監禁。

目前在東南亞還沒有國

家實施伊斯蘭刑法。印尼和

馬來西亞雖嘗試實施伊斯蘭

教法，但是目前為止僅限於

民法上的提案，未擴及刑

法。

汶萊位於婆羅洲島西北

角，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

之一，君主立憲，由世襲蘇

丹統治，人口約四十一萬，

其中三分之二為穆斯林及

馬來人，官方語言是馬來

語，伊斯蘭教為國教。另外

佛教占12-13%，基督徒占

9-10%，基督徒中七成五是

華人。

汶萊和平之國
編輯室

禾場報
導

Field

圖片版權http://www.shutterstock.com/gallery-1278619p1.html?cr=00&pl=edit-00">Sophie James</a> /

請代禱：

◆ 請為汶萊的基督徒祈禱，求神賜他們智慧、敏銳、勇氣及創

意，並以堅定的信心實踐與神同行的生活。

◆ 汶萊在馬來語是「和平之邦」的意思，讓我們為這個國家祈

禱，祈求更多人能認識真正平安的源頭。



巴培禮牧師和聶梅珍師母

於1980年來到台灣，經過34年

的辛勤服事，兩位宣教士終於

在今年解甲返鄉，展開人生另

一階段。

需要在哪裡？

1960年代的美國充斥著反

越戰和嬉皮風潮，青年們試圖

用行動尋索更好的社會。在人

心思變的時代裡，巴牧師和聶

師母相遇了。他們一同在史丹

佛大學團契事奉，見證了美國

教會這段期間的復興：當他們

畢業時，團契已由50人成長至

200多人。巴牧師當時對於美國

的都會、種族問題很有負擔，畢

業後也在底特律協助一些弱勢

學生，在工作的過程中，他逐漸

意識到信仰是人生命的基礎。

於是，巴牧師進了神學院，聶師

母進了醫學院，兩人開始尋求

神進一步的帶領。

台灣，最合適的選擇？

尋求過程中，許多決定都

是上帝、牧師、師母相互配合的

結果，他們對於服事工場的尋

求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巴牧

師神學院畢業後在加州的校園

團契擔任同工，對於教導、栽培

工作相當有負擔；而

師母的專長是醫學，

程中，他們看到台灣基督徒身

處相對弱勢的信仰環境，卻依

然堅持信仰、努力傳福音，這樣

的勇敢反而值得西方人好好學

習。既然如此，台灣是否還需要

宣教士呢？「當然需要」，巴牧

師接著補充，「每一個國家都需

要宣教士來看見當地教會未曾

注意到的角落。」雖然一對內地

會宣教士退休了，但在美國洛

杉磯的教會裡，又多了一對傳遞

宣教負擔的夫婦，鼓勵更多人

投入神的大使命。

平凡的工人，不凡的神宣教心
語

Story

希望藉此服事宣教工場。攤開

內地會的各個工場資料，需要

醫療宣教士的地方，往往沒有

穩定、需要栽培的教會；教會已

略有規模的地方，又不需要宣

教士投入醫療工作……等一下，

有個地方剛好符合條件！於是

夫妻倆鼓足勇氣，前往一個叫

做台灣的島國。

然而最合適的選擇，一開

始未必舒適。語言學習和文化

衝擊是師母的兩大噩夢。學習

中文已經很不容易，東西方觀

念的差異更為宣教生活增添挑

戰。縱使有這麼多的不習慣，但

是在「信而順服」的操練與調

適下，兩個人一待就是三十多

個年頭。巴牧師擔任過工場主

任、財務經理，還在門徒訓練中

心開課；聶師母則在馬偕醫院

訓練醫學生，向醫生傳福音，同

時也擔任內地會的醫療顧問。

用宣教的眼睛看見需要

回顧過往的服事，上帝的

計畫並非一開始就清清楚楚，

反而需要一步步摸索和尋求，

路才逐漸顯明，牧師和師母所

能做的，就是禱告，並且

堅持以上帝的方式做

上帝的工作。服事過

本刊編輯　

饒以德／採訪撰寫



時間飛快，不覺在這片黃土地上已過七個寒暑，今年

六月份開始第二任期的述職。謝謝我親愛的宣教夥伴們，

您們的搖旗吶喊、一路相伴，讓軟弱的我得以在伊斯蘭的

圍城中播種耕耘、仰望秋收。這個暑假我在美國麻州的

哥頓神學院修習有關伊斯蘭的課程，主授的馬丁教授擁

有三十年的穆斯林宣教經驗；三十幾位的學員中，有即將上路的準宣教

士、述職的資深宣教士、牧者、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生等，雖然大夥國籍、專業不同，但同有將

真光帶到伊斯蘭國家的心志。

某次課程的主題是關於穆民信主的代價。馬丁博士分享說，有一年，他在北非團隊的三位宣教

士和六位本地信徒（穆民歸主者)，突然遭到秘密警察的逮捕。在幽暗陰沉的牢獄中，迴盪著祕密警

察的鞭打、怒吼，以及囚犯淒厲的哀號。面對不可知的未來和死

亡的陰影，三位宣教士和本地信徒們，在相隔數尺、不能相見的

牢房裡，用阿語吟唱起讚美詩：「我已經決定要跟隨耶穌，永不

回頭！」如果連死亡都不害怕，世上就再也沒有甚麼可懼的了。

各地基督徒迫切為他們禱告，數天後，他們平安獲釋！主啊，願

祢也賜給我這樣無畏的信心。

我們在不同城市帶領查經班，雖然忙碌，但也看到許多

感恩的事情：

1. 全凱帶領的波鴻查經班，因為分身乏術，於是訓練成熟的學

生帶領，並幫助他們預查，結果培育出幾位很好的小組長。

2. 杜意斯堡查經班因同工離開而人數減少，全凱經常去關心、

帶領他們查經，現在人數逐漸穩定下來了，也讓負責的弟兄

恢復了信心。

3. 埃森查經班今年人數倍增，也有許多慕道友；有一位在國內就

信主的弟兄，剛來德國學語言，非常熱心傳福音，常常邀請語言

班的中國學生一起來查經班或教會。

4. 五月初有七位弟兄姊妹接受洗禮，其中一位姊妹是化學博士，

因為她的孩子和天歌一起上音樂班，我們得以和她接觸。她來

自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從小父母寵愛弟弟，到現在也看重弟

弟的孩子勝過她的孩子，讓她心裡充滿苦毒，而她自己的婚姻

也充滿了問題。透過一起查經、分享、禱告，她願意信主也學習

饒恕父母、修復她與丈夫的關係。

千里家
書

Letters

黃禾宣教士 在東亞創啟地區服事

李全凱、陳芝華和天歌宣教士家庭 在德國服事華裔僑民

代禱事項

1. 求主保守我們與主的關係，

每日親近主，連結於主，靠

著主的恩典來服事。

2. 請為我們所關心、陪伴的慕

道朋友禱告，求主感動他們

的心，願意接受耶穌，讓主

耶穌解決他們生命中的各

種問題。

代禱事項

請記念述職期間，在美國

東西岸和台灣的分享聚會，期

待鼓勵更多的弟兄姐妹關懷和

參與穆民事工。



阿惠以前在成衣廠擔任縫

紉工，然而二十年前產業外移，

大部份成衣廠遷至大陸，她因

而遭遇失業的命運。阿惠不識

字，侷限了她的就業機會，最後

淪落到茶室工作，但她總希望

有較好的出路。

「珍珠家園手工藝計畫」

幫助邊緣婦女找到替代收入來

源，雖然手工藝收入有限，但我

們希望藉此鼓勵她們思考其它

的選擇。於是阿真宣教士努力

開發新產品，讓阿惠發揮她的

縫紉技巧。

上帝適時地供應需要。有

人奉獻一台舊縫紉機，還有志

工介紹縫紉老師，教阿惠做圍

巾和帽子。幾乎同一時間，有位

弟兄聽了阿真宣教士的分享，

決定成為「珍珠家園」的銷售

管道，在夜市販賣這些手工藝

成品。就這樣，每週有幾個下

午，阿惠不在茶室工作，而在珍

珠家園踩縫紉車。她也經歷了

上帝的祝福，有一天她抱怨腿

疼，教縫紉的關老師就為她禱

告。阿惠的腿好轉後，她驚喜地

說：「這就是你們所說的禱告的

在地故
事

Tinder

力量啊？真有效！」

阿惠想找清潔工作，但不

知到哪兒找，內地會的李瑋琦

宣教士陪她到台北市政府的就

業輔導處。阿惠不會寫地址，也

不懂如何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所以每次面談都需要李宣教士

帶她去。開始新工作後，有一

天阿惠回到珍珠家園的手工藝

班，她穿著清潔公司的T恤，臉

上綻出微笑。誠實、努力工作帶

來的尊嚴鼓舞了她的自尊，也給

了她自信。

每週五下午有8至10位婦

女出現在珍珠家園，這個手工

藝班是她們賺錢及學習新謀生

技巧的方法，也是我們接觸社

區邊緣婦女的機會。大家享受

趙歆怡 宣教士(新加坡籍)，在台北服事

這樣的團契，刺十字繡的阿瓊

說：「這讓我心裡覺得平安。」

接到大訂單的時候（例如300隻

贈送婚宴賓客的貓頭鷹），大

家都很興奮，對工作也更有興

趣。

每次上課結束之前我們會

講聖經故事，或教導基督徒的

價值。花時間和這些婦女相處

讓我們建立了更深的關係，也

得到分享上帝的話語、一對一

個別禱告的機會。感謝主的帶

領，小的開始卻是大的轉變！

如 果 想 收 到 珍 珠 家 園

的 簡 介 / 代 禱 信，或 購 買 手

工藝品，請跟 趙歆怡聯 絡：

pearlfamilygarden@gmail.com

小開始，大轉變



幔子撕破了──得見光明

出生於著名正統穆斯林家庭的高姍 法̇蒂瑪，從

小便癱瘓並失去母親。十六歲那年，她摯愛的父親也去世了，她的世界彷

彿走到盡頭。就在她悲痛若絕時，真主向她說話，要她去讀《古蘭經》中的

「麥爾彥篇」，尋找得治療的方法。她才知道爾撒（古蘭經稱耶穌為爾撒）

的名字原來是以馬內利，就是「真主與我們同在」。以前她不理解古蘭經

中的內容，但聖經卻打開她屬靈的眼睛。經過三年懇切地尋求，真主神奇

地治好她，讓她奇蹟般地起來行走，並一步一步地帶領她更深入認識祂的

愛，過一個榮耀祂的生活。

這是一位穆斯林的真實見證，讓我們一窺穆斯林的處境、內心世界和掙扎，邀您一起走進

穆斯林世界。

（本書為簡體中文版，詳情請洽(02) 2240-1865 轉107，tw.hpa@omfmail.com）

日期  時間

8月13、27日(三)  16:00-17:00

8月 25日(一)   19:00-20:30

9月10、24日(三) 16:00-17:00

9月29日(一) 19:00-20:30

10月8、22日(三)  16:00-17:00

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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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神學議題

日本禱告小組

P4M(為穆斯林禱告)：歷史上的宣教方式

內地會月禱會：走過泰國、菲律賓

P4M(為穆斯林禱告)：教會繁殖與本土化

日本禱告小組

宣教聚會 (2014年8-10月)

我
要
訂
閱

內
地
會
網
頁

2014年5～6月 收支表

宣教書
窗

Books

帶職宣教士

專業的身份好像一把打開福音封閉地區

的鑰匙，邀請教學、工程、電腦、醫療…等不同

專業領域的基督徒與未得之民一起工作，並在

生活中分享好消息，領人認識主。

資歷：擁有該領域的專業資格與實務經驗，

願意學習當地的語言及文化，與團隊配搭。

服事時間：三年或三年以上。

服事地點：穆斯林地區、東亞創啟國家

如果你正在思考長宣---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收入   支出

 項目 5-6月 2014年累計 項目 5-6月 2014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1,028,466   2,713,117  人事費用  540,491   1,364,776 

 宣教士生活費  1,302,515   6,925,333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679,071   1,426,911 

 國際事工費  1,086,000   1,775,50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2,259,921   8,384,831 

 收入合計  3,416,981   11,413,950  支出合計  3,479,483   11,176,518 

 5-6月餘絀  -62,502  2014年累計餘絀   237,432

* 不含資產出售專案之收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