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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袁樂國 總幹事

宣教焦
點

Focus
參與宣教的六個方式(6 Ways)之四

多年前，我們全家要到海外短期服事二個月，在預備

階段，一位屬靈長輩帶領我們閱讀《唯獨基督》，認識內

地會及宣教士的故事。其中描述戴德生領受呼召帶著二十

幾位宣教士前往中國，在事工逐漸開展之際，卻遭遇前所

未有的挫折：內外的批評與紛爭、靈裡的掙扎與沮喪、妻

子兒女的離世，還有同工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家殉道。帶著

全家人進入工場之際，這些故事讓我認真面對服事主的懼

怕與擔憂。在工場與宣教士接觸時，我也親眼看見他們在服事中的掙扎與喜樂，以及生命的歷

練與成長。雖然古今環境大不相同，但宣教士所經歷挑戰的本質是相同的。我從宣教士身上所

感受到順服上帝帶來的喜悅，這些生命深深吸引我效法他們的委身。

除了親自從宣教士身上學習外，有系統的訓練學習也相當重要，參與宣教課程或是宣教小

組聚會都是不錯的選擇。「把握時機 (Kairos）」是一個從聖經、歷史、策略與文化四個層面來

認識宣教的課程。一開始學員大嘆課程時間長、閱讀與課業繁重，但課程結束後大家都會興奮

地分享對宣教的新發現，有人重新調整自己讀聖經的眼光，有人在宣教

路上決定再往前一步，有人願意開放胸懷去關心神所愛的萬民。

我們的穆宣小組一同閱讀《走進伊斯蘭世界》，除了有系統地認識

伊斯蘭世界觀，也在過程中反思自己的信仰。每次的聚集分享讓我們更

多了解穆斯林群體，並感慨對他們認識有限。日本禱告小組則以系列介

紹讓參與者從不同角度了解日本的社會、歷史與文化，進而了解福音需

求。當禱告小組對所關心的群體有更多的認識之後，禱告的態度與內容

也跟著改變了，每當為他們所遭遇的挑戰與困

境代求時，總會有更深刻的負擔與感動。

用學習參與宣教，你也可以：

◆閱讀宣教士傳記，聆聽宣教士的分享。

◆閱讀宣教相關書籍。

◆透過書籍、刊物、影片…等資源，更深入地

認識關心的國家或族群。

◆關心這些國家或族群的新聞報導，並為其中的人物及事

件禱告。

學習宣教，是探究神放在我們心中的負擔，並且裝備

自己，好盡忠完成神所委派的任務。 6 Ways 短片



北榮教會的松本牧師和信眾深信：到岩手縣沿海地區宣教是刻不容緩的事，於是他們請纓

成為內地會在日本的「社會與宣教項目」的先鋒。北榮教會位於北海道的札幌，距岩手的山田

町和釜石市250多英哩，從札幌到岩手需要數小時的車程及船程。

 北榮如何與「社會與宣教項目」產生連結呢？北榮教會是由內地會宣教士在六十年前建

立，並持續有宣教士參與牧養事奉，因此與內地會在日本的團隊

建立了緊密的關係。北榮教會有150多位會友，在當地已是相當

具規模的教會。過去兩年，教會一直積極參與並協調超過25個

義工小組從北海道前往岩手縣服事。松本牧師與會眾的獨特恩賜

與經驗均十分切合岩手縣的需求。

北榮教會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的法人組織，從今年六月開始，

統籌在山田和釜石市的具體支援和宣教項目，回應「一步一步愛

岩手」的異象──社會服務與宣教工作緊密地攜手合作。

請代禱：

◆ 為松本牧師與會眾在百忙之中，能順利地處理法人組織的登記

及建立事宜。 

◆ 為統籌同工禱告。負責統籌「一步一步愛岩手」法人組織事宜的

九人小組來自三個不同地區的教會，也特別為內地會日本前工

場主任沃福橄̇ 連罕(Wolfgang Langhans)禱告，他正在岩手縣拓

荒植堂，帶領團隊在當地服事。

◆ 為所需資金禱告，以支付職員的薪資、租金及其他開支，維持事

工運作。 

◆ 為在山田町和釜石市當地招募合適的員工禱告。 

◆ 安倍晉三首相在地震三週年紀念日強調不只是重建災後設施，

更要重建倖存者的心靈創傷，而「一步一步愛岩手」的異象就包

括構建倖存者的靈命。願神的應許充滿岩手縣市民的生命：「我

要賜他們認識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

要作他們的神，因為他們要一心歸向我」（耶二十四7）。

一步一步愛岩手
禾場報

導

Field

瑪莉安˙戴維斯(Miriam　Davis)  英國籍女宣教士，
現在參與日本北海道植堂事工



彭詩愉

在泰國學校，孩子們活潑

熱情，對我們充滿了好奇，雖

然無法用泰語跟他們溝通，但

是比手劃腳和笑容就是最通用

的國際語言。「被」觀察一週

後，我們應該通過了泰國老師

的審核，所以他們邀請我們共

享學校的營養午餐，我們也因

此有更多交流機會。泰國人的

友善與柔和使我印象深刻，但

也感嘆他們大多仍活在黑暗的

轄制中。在泰國處處可見拜鬼

的壇，就連現代新穎的大型購

物中心，都設有巨大的神壇。

就像台灣的民間信仰，他們雖

然是佛教徒，卻很害怕鬼，深

怕得罪他們。

在異國環境中，有許多適

應與語言溝通的困難。透過此

行，神擴張我的眼界和對環境

的適應力，雖然在過程中有很

多不適，但是所看到和接觸的

人、事、物，使我不虛此行。

帶著滿滿祝福與不捨，我揮別

在泰國的宣教士、泰國學校裡

友善的老師和可愛的學生們。

感謝主，祂不只信實地供應我

一切所需，在離別前，我甚至

還有餘可以分給宣教士與當地

教會。

2014泰北短宣體驗宣教心
語

Story

饒以馨

透過這次短宣，我學習到

語言在跨文化宣教中的重要

性，很多時候想和學生多聊一

點，卻受限於語言，談不進心

坎裡。我也學習到跨文化事工

需要長時間的投入和耐心，也

許無法立即看到成效、計算幾

個人信主的「業績」，但可以靠

著對神的信心，平凡地生活在

他們當中，以生命影響生命。

這次接待我們的宣教士Greg和

Corinne就是最好的見證，他們

在那裡生活了十年，從他們和

社區、鄰居的融洽互動，可看出

他們已成為其中一份子，讓大

家對基督徒有正面的印象。他

們也藉著很多機會在村民和教

會會友之間牽線，讓泰國教會

來向村民傳福音。

這次短宣最大的收穫，還

是與人的相處，以及從宣教士

身上學習信心，激勵自己勇敢

跟隨主。他們的生活非常辛苦，

除了要適應不同的文化外，還

要照顧家庭，不論是家人的身

體健康、孩子的就學、家人與

神的關係等等，在他們心中與

宣教事工一樣重要。我從他們

的身上學習到：宣教不是一個

人的事，而是一個家庭的事。雖

然生活有起有落，但他們願意

一直委身在一個異地，倚靠神

走過每一個難關。從他們的表

情和言談中，我深切感受到傳

福音的熱情與喜樂，這就是宣

教士最真實的寫照：跟隨主是

一條非常值得的路。



感謝主！接觸的對象最近有些許突破。我和其中一位談了十架

救恩，也談了罪的問題。我們一起看了創世記始祖犯罪的動畫片、葛

理翰的佈道短講，他很專心的看和聽，也討論了一些問題。感謝主讓

他對福音敞開心，雖然還沒表明要接受福音，但他主動問我能不能

帶他去教會。聽到這提議，我真的非常非常高興！但問題是，我該帶

他去哪裡聚會？求主預備。最近兩次和他一起吃飯，開動之前，他都主動說：「先禱告吧！」讚美主，

這完全是主的作為。上星期他失業了，但這星期他開始在一間「工人」開的咖啡店工作，我相信是出

於神的預備。他做的很開心，工作場合也很好。求主繼續在他生命中工作直到他願意進入神的國，成

為主的子民，「有人撒種，有人收割，唯獨神叫它生長。」

秋天臨近了。最近想出門走走，希望有機會傳遞工作的異象，可向一些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家

庭傳遞工作負擔，求主開路。「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

他的莊稼。」

當醫療隊準備上山開刀和培訓時，我正忙於應付兒童夏令營

和教課，沒有察覺這件事和自己的關聯。但是長期夥伴一直提

醒：這次醫療隊有整形外科醫生，顏面身體有燒傷或殘缺的都可

以修補，希望有更多人把握這個機會。

有一天和我的少數民族語言老師吃飯時，她想起表弟十年前

被馬咬傷嘴唇，他現在十七歲了，臉部依然有殘缺，對相貌十分

自卑。趕緊叫他來接受手術吧，我以為很簡單，誰知開刀這件

事在本地少數民族社會得要突破重重難關。一開始他父母就反對，父親覺得免費開刀肯定是騙

人的，母親覺得十年舊傷不可能醫治。於是我們先發了照片去國外，確定可以修補，再通知本

人從外地趕回山上。過程驚險——在家長未同意的情況下把表弟叫回來開刀，我的少數民族語

言老師被很多長輩責備。雖然開刀免費，而且很順利，但接著擔心保險不支付治療和住院的費

用。老師終於大哭起來，我們就為她禱告。我說：既然是上帝要醫治妳表弟，其他的問題祂自

然會解決，老師這才釋懷。隔天詢問之後，也發現醫療保險會支付95％的住院費用。

讓我最感動的是，老師終於突破恐懼，願意相信神，而問題也陸續解決，證明神掌權作

主。我們去醫院探望表弟時，看到年輕人逐漸恢復，我送他一份特別的禮物，也用本地少數民

族語開了很多玩笑，連隔壁的本地少數民族媽媽聽到我的破本地話都笑到不行。

其實，在山上的每一天都覺得很軟弱，卻也經歷到我的軟弱是要顯出祂的剛強。回顧團隊

二十年的服事，才明白自己在參與一個怎樣的篇章，站在歷史的哪一個落點。希望自己有屬天

的眼光，更清楚自己的角色，知道每天生活的重心，不錯過祂交代的每個任務。也希望大家常

在禱告中記念我們團隊的服事。

千里家
書

Letters

晨曦

小綠 在創啟地區服事

在創啟地區服事



鄉間的生活很無趣。

大部份的孩子來自破碎家

庭，因父母離異或隔代教養。一

些男孩到廟裡加入「八家將」，

當廟宇有遊行時會擔任保護主

神之責。在遊行之前他們會請

求八家將附身，但其實他們很

害怕，因此會在身上刺青以求

保護。很多少年大約十三歲左

右即接受八家將訓練，並從廟

裡獲得酬勞，這酬勞對家庭經

濟不無小補，但更重要的，他

們希望藉此尋求一份歸屬感。

這些孩子多半在學校課

業上得不到成就感，加上他們

的祖父母或父母沒有受太多教

育，家人很難提供他們學習上

的輔導，令人不禁擔憂他們的

前途。

一年前內地會的團隊在

台灣中南部鄉間開了一間「阿

督ㄚ（註：台語外國人之意）咖

啡屋」。我們透過這個小咖啡

屋認識許多村裡的年輕人，也

藉由學校「得勝者課程」或暑

期英文營會認識學生，因此每

週五晚上得以在村里中心開始

青年福音工作。讚美主！現有

10-15位青少年定期參加。 

我們和這些青少年玩桌

遊、打桌球、做手工，或一起烤

鬆餅，經常聽到他們說：「我知

道今天不會無聊了」。然而他們

仍需要時間來習慣唱詩歌和聽

聖經故事，特別是那些常到廟

裡的少年，每到分享時間他們

就跑出去抽煙。我們需要智慧、

愛心和耐力好得著這些年輕

人，因為上帝全心愛這些孩子。

村子裡的人都在觀察我們

的事工，也因看到青少年的正

向改變備受感動。一位鄰居說：

「我喜歡你們的團隊，還有你

們為村子所做的事。」當她談到

二位和祖父母及時常酒醉的父

親同住的青少年時，忍不住流

下眼淚。這兩位十來歲的孩子

每天放學後得繞著村子撿拾資

源回收物貼補家用。這位鄰居

曾探訪過他們，想送他們一些

衣物和糖果，但不確定這樣做

是否合宜。我們的團隊去家庭

探訪後得知，這二個孩子最期

盼的是課業上的幫助。

願主給我們更多的智慧服

事這個村子。

願上帝的光照亮那些生活

在黑暗中，覺得生命無望的家

庭。

在地故
事

Tinder

不再無聊 葛美恩 (Birgit Glaw，德籍) 宣教士 

          在嘉義服事



惟獨基督

這本值得閱讀珍藏的中國內地會紀念集，搜羅逾百幅珍藏照片，帶您回到

150年前的中國現場。當時宣教士身處福音未及的內陸與邊疆，與中國信徒一

同經歷鴉片毒害、義和團之亂、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直到政治壓力迫使他

們撤出中國。重新調整事工焦點，宣教士分別進入東亞各國，從中國內地到東

亞萬民，改名為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OMF，台灣仍

登記為「中華基督教內地會」），繼續持守服事內地的精神。內地不再是地域的

劃分，而是沒有信徒、沒有教會，或是教會難以接觸的邊陲之地。

戴德生的一生影響許多人的生命。透過這本書，不僅可以認識戴德生的生平與戴氏家族在中國的

服事，並能看見上帝如何差遣工人成就祂得著萬族萬民的大計畫。

內地會出中國記

你經歷過上帝的信實嗎？你會是信心路上另一個探險家嗎？戴德生於1865年

創立中國內地會，至1950年已成為有一大群宣教士的團契，分布在遼闊的中國土地

上。1948年起，中國政局風起雲湧，宣教士在兩難下不得不向中國教會道別。在共

產政權管治下，分處各省、市、偏遠鄉鎮的內地會同工進退維谷，嘗盡百般阻撓，神

卻運籌帷幄，一路保守開路。1953年，同工終於全數平安離境。作者董艷雲（Phyllis 

Thompson）宣教士親身見證了三年極為不平凡的撤離，她的心思與筆觸宛如一盞探

照燈，投在當時中國各地內地會成員的臉上。讀完本書，你必深深驚嘆上帝的奇妙

與全能！

（詳情請洽(02) 2240-1865 轉107，tw.hpa@omf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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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8月 收支表

宣教書
窗

Books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收入   支出

 項目 7-8月 2014年累計 項目 7-8月 2014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647,489   3,360,606  人事費用  364,395 1,729,171 

 宣教士生活費  1,486,129 8,411,462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288,227 1,715,137 

 國際事工費  1,325,000 3,100,50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2,929,935 11,314,766 

 收入合計  3,458,618 14,872,568  支出合計 3,582,557 14,759,074 

 7-8月餘絀  123,939  2014年累計餘絀   113,494

* 不含資產出售專案之收支

走過150年，
從中國內地到

服事東亞萬民

日期  時間

10月8、22日(三)  16:00-17:00

10月27日(一)   19:00-20:30

11月12、26日(三) 16:00-17:00

11月24日(一) 19:00-20:30

12月10、24日(三)  16:00-17:00

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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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繁殖與本土化

日本禱告小組

P4M(為穆斯林禱告)：我們對伊斯蘭教的回應

內地會月禱會：神州宣教的覺醒

P4M(為穆斯林禱告)：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日本禱告小組

宣教聚會 (2014年10-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