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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中的來來去去

Express
內地會

雙月刊 /2018年2月/第     期25

台灣區主任 袁樂國 牧師

從家門口開始跨文化宣教之一

全球的人口流動在21世紀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許多人因為工作、就學、婚姻，甚至是戰亂，離

鄉背井到新的國家。多年來，OMF在許多國家積極將福音傳給散居各國的東亞群體，稱為「僑民事

工」。在接下來幾期的系列文章中，將透過不同地方的事工、參與方式、信主後的門訓與回歸前的裝

備……，來看上帝給現今教會的重要機會。

在台灣，不論是城市、鄉村、校園、或是我們居住的社區裡，都有不少接觸外籍人士的機會。在

他們當中，有很高比例的人若繼續留在自己的國家，將沒有機會聽到福音。感謝神！有越來越多的教

會和弟兄妹看見神放在家門口的宣教機會，紛紛起來服事身邊的未得之民。

上帝已幫我們縮短了地理上的距離，但仍不能輕忽心理上的距離。要開展僑民事工，最優先需

要的是提高文化敏銳度。相較於其他多元種族國家，台灣的文化一致性相對較高，我們特別需要敏銳

察覺來自不同種族和國家的人，認識他們的風俗民情：有沒有特別的飲食限制？他們用什麼行為來表

達內心的想法？他們看重的信念、價值與道德是什麼？他們怎麼看待今生與來生，以及自身的宗教信

仰？這些都會幫助我們更能走入他們的內心世界，觸摸他們生命真實的需要。

正因為服事的工場在本地，所以很容易忽略跨文化宣教很重要的進入原則——文化學習。若沒

有這個過程，一不注意就會露出自我文化優越感，反而製

造傷害。建立對文化差異的敏銳度最有效的方法，是以謙

卑的態度學習對方的文化。在服事的歷程中，持續保持學

習的心態，用愛和尊重取代貶低和批判的眼光，用關係與

友誼做為傳福音的橋樑。也許這些外籍朋友能懂我們的語

言，但如果服事團隊中有人能像海外宣教士一樣，肯付代

價去學習新語言，或邀請對方國家的傳道人或僑胞來到我

們當中一起配搭，一定會帶來深刻長遠的影響，因為唯有

自己的母語才是能真正深入內心的「心靈語言」。

向移動的僑民宣教需要恆心，並且要有長遠的規劃。

面對來來去去的人，有些人因此得著救恩，有些福音種子

需要漫長的等待才會發芽，也有些人甚至在回國前都沒有

機會決志。而教會在單向且長期投入許多資源後，所結的

果子會回歸自己的國家，看似沒有留下什麼。但上帝的計

畫不同，這些返鄉的基督徒，將成為他們族群

最佳的福音使者。

願上帝賜給我們眼光，看見文化的差異，

看見結實百倍的異象。

宣教焦
點

Focus

一位退休宣教士，回到自己國家用中文聖經和諺語，

向華人留學生分享福音。（可點選QR Code觀賞影片） 

在台北街頭也能遇到盛裝打扮的穆斯林朋友。 



當教會只剩下歐吉桑和歐巴桑

秋田縣擁有日本最高齡的人口，三分

之一的人口超過65歲， 15歲以下的人口

僅佔全縣十分之一。

秋田幾乎沒有長期的宣教士。當然，

一個地區的教會並不是非要宣教士才能興

旺，但這地確實需要屬靈領袖。他們需要

有人委身於神，用生命的每一個層面來榮

耀神，同時激勵弟兄姊妹同樣的擺上。

可想而知，當一個地區高齡人口眾

多，此現象當然會反映在教會裡。然而，連

一個年輕人都沒有的教會是什麼樣子？如

果一間教會只有六個人，平均年齡高達88

歲，誰能夠起來服事社區？誰能夠用實際

的方式表達神的愛？

我們聽說有一個信仰純正的宗派在秋

田建立了26間教會。這些教會原本是由宣

教士所拓殖，但是這些宣教士的母國漸漸

不再提起日本的屬靈需要，也不再有人懷

著宣教熱情前來服事。秋田許多教會現在

沒有牧者，該宗派的神學院裡也沒有準備

擔任牧者的神學生。

沒有人領導，這些教會僅僅是勉強維

持，但隨著成員們慢慢變老、去世，教會的

人數也逐漸萎縮。我並無意貶低這些堅守

的信徒，但他們要怎麼將信仰的火炬傳承

給下一代？

想像一下，如果有宣教士來到這裡，

為教會注入強心劑，並帶來活潑的生命，

那會是什麼樣的畫面？我們該如何實現這

樣的畫面？

禾場報
導

Field

Naomi H. 內地會宣教士，在日本服事



最初在台灣，因為〈その日

全世界が〉這首日文詩歌，我開

始關注日本的宣教禾場。禮拜

天早上，我們跟日本教會合唱

這首詩歌。在台灣時，我只能透

過網路更新日本禾場的近況，

現在卻能到他們當中。每個禮

拜天早上的敬拜時間，我都覺

得自己彷彿在作夢，神居然真

的把我帶到日本，讓我在看見

祂在這地的偉大事工，並且邀

請我參與其中！

在弘前教會最後一次的主

日，K姐7歲的小兒子第一次擔

任敬拜鼓手，身旁爸爸彈鋼琴、

姐姐領唱。他們全家帶領詩歌

敬拜，我彷彿看見神對這家庭、

這間教會、以及這地方美好的

計畫。在社區投遞教會傳單時，

我才發現這裡許多家庭都有年

幼的小孩，我們為經過的每一

戶家庭默禱，雖然不知道門後

面的故事，但透過禱告，我體會

到神對他們迫切的愛。

神透過這邊的孩子讓我

宣教心
語

Story

蔡雅如 
2017年參與內地會短宣

那一日，全地都要來敬拜

感受到祂創造的奇妙。他們柔

軟、真誠的心總是吸引我，我從

他們身上看見那使人有盼望的

神。K姐的小兒子就讀小學一

年級，已經受洗了。因為爺爺過

世，他內心感到很恐懼，開始思

考人生的盡頭，隨後決定相信

耶穌的愛。我在這年幼的孩子

身上，看見耶穌謙卑的樣式，因

此深受耶穌的愛激勵。

教會每周三、四、五下午的

英文課，總有許多國小生放學

後趕著來參加。他們會先在教

會完成功課，聊天玩耍，接著兩

三個學生分成一組，跟一位老

師學英文。課堂的最後十分鐘，

宣教士會分享一段聖經章節。

看著他們認真思考、給予回應，

並單純地相信所聽到的福音，

我相信福音的種子已經落在他

們心田，也期待神在更多的家

庭中作工。    

另一個晚上的小班英文

課，有兩個國中男生來參加，最

後我們分享了耶穌如何治好耳

聾的人。其中一位男孩讀完今

天的故事後，繼續翻閱聖經，直

到猶大出賣耶穌那裡才停下。

於是我們繼續跟他分享救恩，

並用我們有限的日文簡單講述

我們的見證！

上帝的愛超 越了語言障

礙、種族及文化差異，讓所有短

宣隊員能跟當地居民及教會建

立關係，並彼此分享耶穌的良

善，每一天都讓我真實且強烈

地經歷到上帝對世人的愛。日

本教會分享給我的愛勝過我所

能給予的，從他們身上我看見

上帝改變人心的強大力量。



尼希米&茱蒂

代禱事項：

◆請為茱蒂尚未信主的媽媽、哥哥全家和弟弟全家早日得救禱告。

◆常要與各地的團隊配搭，請為他們能有智慧與同工建立美好合作關係代禱。

◆求主保守出入平安、身心靈健康，與神保持親密關係。

代禱事項：

◆新的政府法令已於年初開始實施，許多地方已經受到影

響，請為弟兄姊妹的安全及有智慧應對代禱。

◆因應工場整體環境的改變，團隊將擴大陪伴本地教會回

應整全使命的呼召，請為能找到合適的本地同工，以及事

工的開展代禱。

代禱事項：

◆請持續為所事奉的地區禱告，本地有幾個有共同信仰的非政府組織

（NGO）已離開，感到敏感的氣氛在升溫，求主施恩憐憫祂的僕人們！

◆這段述職期間，職場只剩一個本地同工在支撐。她需要智慧和體力來帶

每週三和週六的團契分享，以及不定期培訓教會同工。

◆在述職期間與家人團聚與教會分享、休息和運動均能平衡；常規的身體

檢查，都能蒙神的保守；在三個月中，會到一些教會主日和禱告會小組中

分享，求神使用。

約瑟&蘿莉

沙  崙

千里家
書

Letters

在創啟地區陪伴教會、建立領袖，

一同推動跨文化宣教

在創啟地區以專業身分事奉

在創啟地區以專業身分事奉



在地故
事

Tinder

我來台灣四十

年了，在準備退休之

際，就像四十年前離

開瑞士一樣，情緒起伏

很大，也許更大！人年輕 時 總

是精力充沛又有冒險精神，但

我深深體會到上帝不改變，而

且最棒的是，無論任何事都有

祂幫助我。

回首過去有太多要感恩

的。記得在語言學校時，我覺得

自己永遠學不會中文，甚至求

主讓我生病，因為相較於笨拙

而學不會中文，如果因為身體

因素被送回國，比較不會那麼

丟臉。

主在以賽亞書五十五章8

節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

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

路。」這是我的親身經驗。當初

來到台灣，心想會參與台灣內

地會的主要目標——工廠事工：

向工業區的女作業員分享福

音。這些女作業員大都來自鄉

下或山區。但是語言訓練結束

後我卻被派往東部，在那裡管

理宣教士招待所兩年。六年後

我又再度支援，好讓當時的招

待所經理回國述職。

回看四十年…
秦瑞雪  宣教士

（Margret Zingg，瑞士籍）

在台北服事

我以為這一年招待

所工作結束後，會讓我回到工

廠福音事工，直到我接觸到法

院送至中途之家的孩子。聽了

他們的故事後，我不禁問道：有

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有什

麼行動可以防止他們再犯？一

段時間後，上帝開始開門，我得

以進入少年觀護所，後來又到

輔育院做諮商輔導和一些特殊

方案計劃。

我永遠不會忘記有個男孩

說他現在知道上帝是真神。我

問他如何知道，他的回答是，

他從前混陣頭多年，在神明出

巡時他必須在臉上扎針，「『神

明』要求我為他們流血，但是上

帝為人流血。祂一定是真神！」

另一個男孩問及基督徒是否

不相信有地獄。我問他為何有

這樣的問題，他回道：「在佛

教或道教的課堂上，老師只談

『地獄』，而基督徒談的是『天

堂」！』我們確實有大好消息可

分享！

過去幾年我也參與社區事

工，在狀況複雜的低收入地

區服事。有些人對愛心關懷的

回應令人感動。我認識阿山時

他剛上高中，他來自一個手足

眾多，功能失常的家庭。現在他

二十餘歲，已成為基督徒，有穩

定的工作，照顧弟妹，帶他們上

教會。他害羞地說道：「在我心

裡你永遠是我母親。」這話讓我

好感動。

這麼多年來上帝一直在我

身邊，將來也一樣。我獻上禱

告，願能好好完成在台灣的事

工，也盼望回瑞士後迎接上帝

為我開的門，進入祂為我預備

的一切。

「秦
姊」
曾擁
抱無
數迷
惘的
孩子
。

初至台灣的秦瑞雪，一眼就能認出她的招牌笑容。

秦姊雖然退休還鄉，卻永遠心繫台灣。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7年11～12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11-12月   年度累計  項目   11-12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1,790,966 6,276,279 人事費用 524,342 3,243,316 

宣教士支持奉獻 2,831,565 16,247,294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458,930 2,411,886

 國際事工奉獻 93,900 1,762,202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2,925,465 18,009,496   

 收入合計 : 4,716,431 24,285,775 支出合計 : 3,908,737 23,664,698   

 11-12月餘絀 :  807,694 年度累計餘絀 :  621,077

宣教聚會 (2018年2月～2018年4月)

日期   時間

2月26日 (一) 19:00-20:30

2月27日 (二) 19:00-21:00

3月12日 (一) 19:00-21:00

3月26日 (一) 19:00-20:30

3月27日 (二) 19:00-21:00

4月9日 (一) 19:00-20:30

4月24日 (二) 19:00-21:00

4月30日 (一) 19:00-20:3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就是愛搞小圈圈——

從House Church看日本人際結構(張雅琍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關愛穆斯林"討論-別忘了穆斯林也敬重耶穌

日本禱告小組：即「日」救援——前進日本宣教現場

(張雅琍、李載華、林倩雯宣教士)

內地會月禱會：柬愛(史偉家、徐葳葳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大蒙眷愛回應大使命(蒙愛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就是來禱告

P4M(為穆斯林禱告)：齋戒月大挑戰

關懷北韓小組：受苦的選民（Gloria）

 地點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中華福音神學院（六樓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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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團契會議室（林森北路九巷4號5F）

重視基督徒管家的職責，珍惜自然資源（謎之聲：同時也節省郵費），鼓勵大家多多訂閱電子版快報。若要將紙本訂閱更改為電

子版本，可掃描「我要訂閱」QRcode訂閱電子版，或電郵 tw.lit@omfmail.com

內
地
會
網
頁

我
要
訂
閱

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工̇作坊̇ 靈修̇ 禱告̇ 個人反思̇

互動式學習̇ 宣教士引導
2018年5月25日18:30至5月27日16:30

費用：每位2500元(含食宿保險，交通自理)

聖心靈修中心  報名截止：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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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邁向宣教之旅」
STEPS週末營

上帝呼召我成為跨文化宣教士嗎？

我需要哪些裝備？

成為宣教士需要多少時間準備？

如何知道自己能不能在宣教工場生存？

下一步具體的行動是什麼？

STEPS週末營陪你一起來探索上帝的呼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