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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遠方的宣教禾場已經搬到我們的

社區，甚至住進我們家裡，你是否已看到這些宣教機會？

我們身邊有越來越多新住民、外籍看護工及勞工、留學生⋯⋯，他們從不同國家來到台灣。從臉

上輪廓、說話口音和衣著打扮，我們不難分辨出他們來自大陸、菲律賓、越南，還是印尼穆斯林。每

一個人背後都有著不同的故事，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成了離鄉背井的異鄉客。他們期待在

這陌生的地方受到歡迎、被接納，渴望得到溫暖的友誼。

那一年，W離開伊斯蘭家鄉隻身到陌生的國家工作，雇主的基督徒兒子在軍中發生意外獲准回

家養傷，W因此有機會認識基督徒。雇主的兒子常會和她聊天，有時候也會聊一些伊斯蘭信仰和聖

經不太一樣的地方。身為穆斯林，這些問題她從來沒聽過，也沒想過，她將這些問題存在心中。後來

她在網路上看到曾經是穆斯林的基督徒所寫的見證，也在母語翻譯的約翰福音中讀到耶穌，她開始

相信耶穌是真神的兒子，並且為她的罪死在十架上。W主動徵詢雇主的同意開始到教會聚會，後來

還服事自己的同胞。W回顧自已信主的經歷，她很感謝雇主兒子的耐心，一開始並沒有和她辯論信仰

問題，反而使她更有動機想要一探究竟。

當我們有機會接觸外籍人士，伸出友誼的手是最重要的一步，讓對方感受到真誠的愛與關懷。

關心他們在台灣的適應情形、遇到的挑戰和文化的衝擊，傾聽他們的故事、思念家人的心情，才能建

立真正的友誼。太急於談信仰或是宗教辯論，往往會適得其反。信任和關懷才是讓福音發芽的沃土。

成為福音的接待使者，你可以這樣做⋯

陳香如 內地會同工

Express
內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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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認識新住民、外藉留學生、外勞，關懷他

們在台灣的生活，成為他們的朋友。

◆對他們的文化表示興趣，傾聽他們家鄉的故

事，關心他們家鄉的親人。

◆在教會中發起關懷活動，例如；異國美食聚

會、電腦課程，讓外藉朋友可以很自在地參

加。

◆在他們有需要時，徵求對方的同意為他們禱

告，或是邀請他們參加教會舉辦的活動。

宣教焦
點

Focus 參與宣教的六個方式(6 Ways)之六



「我在緬甸的城裡打工，丈夫已離我而去，渺無踪影。兒子與

女兒在鄉下與我父母住在一起，我的母親和姊姊照顧他們，平時和

表兄姐及鄰居的小孩一起上學。他們學校放假時會來與我見面，有

時我也會跟他們通電話。

我是唯一的基督徒，家裡的人仍信奉佛教。每當和孩子相聚，

我都把握機會說聖經的故事給孩子聽，但時間實在太短了，我一直

在祈禱是否該回到鄉下與家人一起生活，引領他們認識基督。」

在緬甸有不少家庭因工作或學業分處異地，他們來到城裡尋

找更多機會，卻使家庭疏遠分隔。求神幫助緬甸的基督徒甘心面對

挑戰，在返鄉時向家人傳達基督的救恩，並在工作崗位上有毅力和

耐心見證主。

緬甸飽受貧窮與戰亂，教會常受壓迫，但信主的人數卻一直在

增加，許多少數民族，如克倫、克欽、傈僳、拉祜的信徒比例很高，

但占人口總數六成多的緬人的信主比例卻非常低。

請代禱：

◆	請為這位母親及類似處境的人禱告，讓他們能回鄉向家人傳遞主的信息，並軟化家人的心，

聆聽基督福音。

◆	求神保護緬甸各群體中的基督徒，當他們面對佛教信仰的壓力時，仍能靠主站立得穩。

◆	求主幫助仍是弱小、在掙扎中成長的緬人教會有勇氣向自己的同胞見證神的榮耀和權能。也

在緬甸教會中，興起更多當地信徒成為牧者傳道。

◆	求神讓緬甸政府有智慧建設國家，使人民有安定的生活，脫離貧窮。

禾場報
導

Field

一位
緬甸基督徒媽媽
的禱告 編輯室



的態度只會把格局做小，亦或

是提早出局。感謝主透過短宣

再次提醒我許多寶貴的人生功

課。

上帝出的暑假作業
宣教心

語

Story 黃康妮 

2014華神學生暑期實習

泰國中部短宣服事

硬土。福音入泰180年後，仍只

有不到1%的信徒，教會平均人

數是30人，多一點已算是大教

會了。許多幼小教會只有兩三個

家庭，牧師須兼兩三份工作來

維持生計和教會運作。

更多省分沒有教會，信

徒必須行幾個小時的車

程千里迢迢地來參加主

日。

泰國雖擁有最多的

宣教士，分佈卻極不平

均。往年曾和不同差會去

了北部和西部，今年參與

泰國中部的宣教。這個區

域和台灣大小差不多，卻只

有極少的宣教士在開拓建立教

會。當地的牧者在有限的資源

和惡劣的生活條件下，仍忠於

主的託付，殷勤做工。他們生

命的堅忍、身段的柔軟和謙卑

值得效法學習。

每次到泰國都倍

受衝擊，領受寶貴的

功課。宣教士的生命是

最好榜樣，與其說是

服事他們，倒不如說

是被他們服事。事奉是

一生之久，但若沒有對

英語教學

街頭佈道

當地宣教士、教會同工與足球隊

作者黃康妮與泰國學校的孩子們

神學院畢業前的最後一

個暑假，第四次來到熟悉的泰

國，此行不僅確認日後事奉工

場，更預備宣教長路。短短兩個

月，我們跑遍泰國中部各省，透

過足球事工與當地學校建立關

係；透過市場佈道打開福音大

門；透過掃街發單張傳揚福音；

透過教學拉近與孩子的距離。

兩個月的短宣打下福音根基，

分擔宣教士的辛勞，也祝福宣

教工作的拓展。

調適的功課

此行最大的考驗是必須隨

時面對人事物的轉換：迎接和送

別不同團隊，搬了五個住處，適

應三組人馬的領導風格，錯亂於

英、泰、中三種語言的更替，時

刻準備接受行程的改變⋯⋯。

短宣中最要改變突破的是自己！

面對工場的挑戰，心態要不斷調

整，與不同國籍的同工相處身段

要放低，敞開心接受突如其來的

變化等。每個衝擊都挑戰自我

價值和認知，也考驗我回應的態

度。若帶著老亞當的性格只會徒

增困擾，因此我在短宣不規律的

生活中仍堅持穩定靈修，不斷默

想主的教訓，祈求能活出主的吩

咐。奇妙的是，每次禱告完，主

的話語調整了我的心思意念，不

致憑血氣說話行事。神話語的柔

軟功效，讓我學習許多「放下」

和「彈性」的功課，在恆常的異

動中，旁人也訝異我的喜樂和適

應。

堅忍的功課

在東南亞國家，泰國雖擁

有許多宣教資源，卻仍是宣教



時間飛逝，去年七月進入毛班（Mauban）小鎮山區，度過感恩

溫馨的聖誕月，也經歷三次大颱風，幸蒙神的保守與眷顧，感謝

神！這裡的開拓佈道、福音事工發展，一切滿有神極大的祝福與

恩典。深信那是因神透過您們每一位，在祂面前的委身、奉獻、

代禱與支持，讓我們看見神在這裡的奇妙作為，再次謝謝眾教

會的牧長、同工與宣教的伙伴朋友，在主裡持續的關懷並參與

菲國的宣教事奉。感謝神！祂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我們的路

徑都滴下脂油。願神繼續賜福我們手中的工，在未來一年，無

論我們身在何處，都能繼續成為見證主恩的人。

代禱事項：

1.	請為我們目前接觸四個社區的家庭查經班求恩典，期盼與鄰居有融

洽互動，能建立美好的友誼關係，將神的真理帶進社區與家庭中。

2.	感謝神！請繼續為學青團契、門徒訓練，以及每週六的兒童聖經課

代禱。求神將屬靈信仰繼續扎根在每一塊柔軟的心田上。

3.	請為新接觸的婦女感恩代禱，讓這群慕道友繼續被神的話語滋潤、

牧養。

4.	感謝神豐富的供應，感謝每一位為我奉獻的人，日前已購買機車代步，減輕我膝蓋的

疼痛指數。請繼續為我有智慧、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神面前蒙悅納，靈魂體興

盛代禱。

千里家
書

Letters
許梅馨 宣教士		在菲律賓服事

颱風經過梅馨住的海邊小鎮

台灣寄來的衣物在颱風與聖誕節分送

短宣隊與小朋友

親愛的朋友們：

歲末年終的感恩季節裡，謝謝大家的禱告記念與支持，我們一家終

於走到出發的時候。機構已核准我們的申請，我們全家在一月份離開家

鄉，開始我們新任期的旅程。

回首這兩年多的日子，乍看之下似乎是漫長的等待，但我們從獨立

個體成為二人一體的夫妻，還加上了一個可愛的女兒，這樣看來兩年的

時間也不算長，甚至可以說我們申請的過程非常順利，真的只有感謝。

我們常常反省自己是何等人，竟然蒙受大家這麼多的支持與代禱

⋯⋯似乎只有「恩典」二字能說明這一切，因知平凡軟弱如我們，憑著自己是無

法走到這一步的。年初前往參加機構的行前訓練後，預計春季返回工場。未來的旅程，是

我們全家人一起的遷徙，由於多了一個半歲大的嬰兒，所以我們將會有許多和單身時截然

不同的挑戰與事奉機會。請大家繼續以禱告托住我們。

小山、曉陽&小昭	敬上

小山、曉陽和小昭全家 在東亞創啟地區服事



在地故
事

Tinder

在地故
事

Tinder

阿美從大陸嫁到台灣來，

第一年就認識耶穌，受了洗。後

來先生又去大陸工作，留下阿

美以及兩歲、六個月大的兩個

女兒。此時我們教會成立了一

個媽媽成長小組，阿美和幾位

新住民媽媽都成為小組固定成

員。

有一天，阿美說她想考駕

照，方便她接送朋友來敬拜上

帝，問我可否協助她完成駕訓

課程。頓時，一堆問題像跑馬燈

一樣在我腦裡閃過。設想一大

清早，我得先送女兒到幼稚園，

再趕去送阿美到駕訓班；她上

課的一小時內，我必須照顧她

的兩個女兒，還要帶著她們去

接阿美，送她們回家⋯。而且這

樣的承諾要為時一個月！另一

個問題在我腦海中盤旋：「我花

一個月時間，每天清晨載她們

來來去去，值得嗎？」

在討論和禱告後，我們夫

妻心裡感到平安，願意接受這

個挑戰；而阿美也順利拿到駕

照。日子漸漸過去，阿

美渴慕上帝的話語，

不斷在基督裡成長。

她雖然是帶著兩幼

童的「單親媽媽」，

但依然滿有熱情，

每星期接送她的新

住民朋友及家人

來教會敬拜上帝。

幾年後，阿美帶著兩個女

兒隨先生搬到大陸，我偶爾會

打電話鼓勵她。阿美協助大陸

當地教會成立主日學，她行出

基督的樣式，也贏得先生同事

們的讚賞。這些年間，阿美的

先生常常跟她去教會。雖然他

看見阿美靠著信仰渡過生活難

關，領人在耶穌裡找到喜樂，但

他始終沒有那份「動力」再向前

一步。

去年，阿美帶著孩子們回

台升學。阿美堅持她的呼召，積

極舉辦福音餐會，聚集她的新

住民朋友，跟她們分享上帝的

話語。她的13歲女兒決定在聖

誕節受洗成為基督徒。出乎意

外地，阿美的先生覺得時候到

了，他宣布要跟女兒一同受洗。

這一步足足花了11	年！

我們在台灣的工作實在很

緩慢。我們常把精力集中在A

君或B君，大量灌輸聖經知識、

不斷禱告，期待他們成為基層

中的領袖。但他們可能會突然

因就業或升學而搬遷，無法跟

我們一起事奉。當期望落空，

或許我們會疑惑：「做這一切，

值得嗎？」10	年的努力只換來

兩位基督徒雖有些令人沮喪，

但看到阿美找到她在宣教中的

定位，又令人歡欣鼓舞。主若願

意，第二、第三個阿美可能很快

就在她朋友當中興起。上帝的

國不就是這樣一步步建立的

嗎？

一個新住民的故事
陳羅少梅	宣教士	(Angela	Chen，澳洲籍)

	 	 與夫婿女兒在彰化埔心服事

阿美（左二）、陳羅少梅（右一）

與他們的朋友

邀請朋友參加福音餐會



讓世界不一樣──成為差傳教會

1970年作者韋艾倫牧師在墨爾本服事時，史雲頓教會因為聚會人數銳減

而瀕臨關閉。由於人口從市區往郊區遷移，加上市區建築物的維修費用高昂，

以致有好些會友建議關閉教會，讓大家另覓教會。

「萬萬不可！不能讓我們的海外宣教士回國述職時無家可歸！」 也有會友

如此堅持。感謝神，因為這些意見被接納，從那時開始，至今史雲頓教會一共

差派了七十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

史雲頓教會是參與教會改變世界的其中一例，你的教會也可以改變世界。

（詳情請洽(02) 2240-1865 轉107，tw.hpa@omfmail.com）

我
要
訂
閱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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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12月 收支表

宣教書
窗

Books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收入	 	 	 支出

 項目  11-12月   2014年累計  項目   11-12月   2014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1,984,719   6,608,888  人事費用   373,741   2,393,292 

 宣教士支持奉獻  2,091,896   11,913,630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562,683   2,670,379 

 國際事工費  506,800    3,645,30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2,462,118   15,243,758 

 收入合計	 	4,583,415			22,167,818 支出合計		 	3,398,542			20,307,429	

	 9-10月餘絀	 	 	1,184,874		 2014年累計餘絀		 		 1,860,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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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3日(一)  19:00-20:30

2月24日(二)   19:00-20:30

3月30日(一) 19:00-20:30

3月31日(二) 19:00-20:30

4月27日(一)  19:00-20:30

4月28日(二)   19:00-20:30

地點

內地會辦公室

歡迎來電報名

內地會辦公室

歡迎來電報名

內地會辦公室

歡迎來電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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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月～4月)

泰中國際男子足球隊  

https://opportunities.omf.org/mission-asia/detail/50224954

日期：2015年 7月7-31日

內容：足球營隊、友誼賽後的默劇與見證分享，中小學英

語營隊和英語教學活動

歡迎：

1. 熱愛足球運動，可上場打球者。

2.樂意在團隊事奉，喜愛認識新朋友，配搭國際團隊，與

小組活動帶領。

3.營隊活動時間長，有好的體能及耐力，能適應暑期35℃

戶外活動者。

短宣機會



宣教．舞台．羅曼史
—大衛與莉琪的戲裡戲外

台灣，對葉大衛和葉莉琪而言，有一份極為

特殊的情感。2003年，兩人參與劇團巡迴演出來

到亞洲，台灣正是他們途中譜出戀曲的舞台。

大衛來自美國德州的休士頓，而德國女孩莉

琪出生在柏林，兩人都是基督教盟約劇團的專業

演員，表演藝術是他們共同的熱忱。走過世界各

地，無論在台上還是在幕後，兩人都是默契十足

的心靈夥伴。大衛在盟約劇團擔任導演和演員10

年之久，莉琪也在劇團6年，他們熱愛戲劇，期盼

透過這獨特又有力的方式在劇場、教會、學校、

醫院將充滿盼望的好消息傳遞給觀眾。

2004年，大衛和莉琪在柏林結婚了，隔年神

告訴他們將有一個新計畫，於是他們開始尋求神

的帶領。神透過莉琪的母親和阿姨給他們一篇文

章，讓他們瞭解台灣教會正不斷地興起，但是基層

人口信主的比率仍非常低。又有一天，莉琪向神求

問要帶領他們去哪裡，她一結束禱告，映入眼簾

的，竟是朋友送給他們的結婚禮物——大衛和莉

琪與台灣太魯閣的風景合成照片。上帝一步一步

地帶領他們，2010年他們帶著二個兒子從德國來

到台灣，開始參與OMF在萬華團隊的服事。

大衛和莉琪曾被《戴德生與瑪莉亞》這本書

感動，莉琪在2011年完成德文的「落在土裡的麥

子」舞台劇劇本，並在德國巡迴演出。今年是內

地會150週年，德國OMF邀大衛和莉琪再次回到

德國演這齣戲劇，盼望透過戴德生的故事激勵弟

兄姊妹靈命成長。但大衛和莉琪卻希望將這齣

戲留在他們所愛的台灣。戲劇是很容易感動人、

讓人記住的方式，在德國演出時，有許多人因為

看了這齣戲而改變對信仰的態度，曾有對信仰冷

淡的基督徒，看完戲後決定重新委身於神；兩位

演員和一起旅行的同工，雖然已經演了很多次，

但每一次都被劇中不同的內容觸動。其中有一句

話：「上帝訓練人，直到他們夠安靜、夠卑微，然

後再使用他。」至今仍深深地影響大衛和莉琪的

服事。

在演出的過程中，莉琪體會到瑪莉亞單純且

順從神的特質。瑪莉亞有很多條件很好的追求

者，其中不乏能給她更好、更舒適生活的人。但

是當她認識愛主、不追逐名利、定意在中國宣教

的戴德生時，她心中很快明白這就是神為她預備

的伴侶。雖然受到不少反對，也知道很多洋人嘲

諷戴德生穿中國服裝、留長辮子的作法，但是瑪

莉亞仍然願意順服神的帶領，與戴德生一起走一

條完全倚靠神的路。瑪莉亞從小失去雙親，在宣

教地成長，無論遇到何種處境，她都願意接受神

一切安排，因為她知道，這一切都在最愛她的天

父手中。

大衛也深深地被戴德生對神堅定的信心感

動。戴德生常覺得自己是很軟弱的人，唯一能做

的就是向神禱告，但是他的禱告很特別，充滿對

神的信心與盼望。戴德生深知神是聽禱告並供應

的神，他的一生透過禱告經歷神無數的引導，並

內地會150週年籌備小組

葉大衛、葉莉琪和以立(右)、以森 (左)、和在台灣出生的以明(中)



將所需用的經費和宣教士加給他。戴德生說：如

果我們按著祂的心意求，祂非常瞭解我們，我們

所求必蒙垂聽，必要應允。

把戲劇留在台灣演出，對大衛和莉琪最大的

挑戰是背誦整本中文台詞，特別是四聲和咬字清

晰。將近一年的準備過程雖然辛苦，但大衛覺得

一切都非常值得。他覺得台灣教會和德國教會很

不一樣，台灣的教會正在成長，他期盼透過這齣戲

鼓勵台灣的基督徒克服服事中的困難和挑戰，並

挑旺弟兄姊妹們的心志。當年神呼召戴德生和瑪

莉亞到中國內地傳福音服事祂，今天台灣的教會

也同樣領受從神而來的呼召，神要使用台灣教會

將福音傳到萬邦萬民，完成祂救贖全地的心意。

戴德生與瑪莉亞用他們的愛情與家庭

譜出一首委身上帝的生命之歌…

更多消息請到　  

各地演出場次詳見內地會網站

戴德生與瑪莉亞 戴柯悅敏師母幫助他們中文發音

盟約劇團演出

挑戰複雜的中文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