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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僑民回歸事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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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世代的接線生
在英國的甘嘉露（Carolyn Kemp）是內地會一項事工的

主任，受訪的這天早上，她八點就要和東南亞的同工通電

話，兩小時後又有另一個越洋視訊會議。忙得不可開交的

她，所負責的可能是內地會最大最複雜的工場——僑民回

歸事工（Diaspora Returnee Ministry）——針對五個不同民

族群體，跨越五大洲、15個國家的事工。

當世界各地興起移動的人口，我們如何從信心的眼光

看這趨勢？上個世紀的70年代，當越南的難民船駛入德國的港口，當中國的大學生開始到英國留學，

內地會就注意到這些漂來西方的福音對象。如今，全世界這類移動人口超過2.4億，他們是跨越國境

的學生、商務人士和勞工。「在這特別的時代，神確實讓內地會處於一個很特別的位置」，甘嘉露說：

「僑民事工的工作點遍佈歐美地區；同時，內地會在亞洲有許多經驗豐富的工人，他們有好名聲，和

教會也有良好關係。當人們在兩邊移動，我們就串聯成福音的機會。」

「我們的目標是：幫助海外的東亞僑民認識主、成為門徒、帶著福音的熱情回到家鄉，並在家鄉

成為普世宣教的推動者。」從甘嘉露的說明中，我意識到這事工不單是傳福音而已，而是一個長期的

門徒運動和本土宣教運動。從這個角度看，同工們不僅要把握時間與僑民分享基督，還要協助初信

者歸國前的裝備、歸國後的跟進。「沒錯，時間是最大的挑戰。這些人在海外停留的時間大約是三個

月至四年不等，我們必須盡量找機會與他們相處，有效地裝備他們，並在他們回國後持續跟進。」

目前團隊所服事的海外東亞群體包括：中國人、日本人、泰國人、印尼人和馬來人，依照不同地區

的特性，這些福音對象的身份涵蓋：學生、商務人士、移工及學者。如何面對這麼多元的文化和社會

背景？「面對這些需要，我們必須與許多教會、機構合作，這讓我們參與在神的偉大工作當中。」不

只是與內部同工溝通，甘嘉露還要花許多心思與各地的

夥伴機構、教會一起配搭。甘嘉露進一步分享她的配搭

秘訣：「海外僑民的需要實在多又複雜，我們常常要思考

『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我們需要聆聽來自各方

的聲音，認識彼此的多樣性、保持彈性，並省察神對這個

團隊的心意。」

在這個移動的時代，人們來來去去，誰能夠幫助他們

在漂泊的人生旅途中與神連結？願我們看到神正在興起

的工作，為散居的人群接一條福音的生命線！

宣教焦
點

Focus 饒以德 訪問/撰寫

甘嘉露 內地會同工在瑞士服事泰國學生

從家門口開始跨文化宣教之二



難以抗拒的愛

努西阿太太今年78歲，她住在泰國中部華富里府的時候曾

經認識一位基督徒鄰居，因此聽說了耶穌。但她並不想要成為

基督徒。當我們登門拜訪她，向她介紹耶穌的時候，她回答道：

「我對目前的生活很滿意，不希望生活中再加添什麼新玩意。

我的人生很完整，沒有什麼願望了。我一個人住是因為希望隨

時都能念經。我很清楚你們想說些什麼，但我並不想改變，我

已經聽過耶穌非常多次了，在我人生的不同階段都有基督徒來向我傳教。」

這時，一位宣教士對她說：「神一定很愛你，因為祂不斷派人來告訴你關於祂的事情。」出

乎意外地，努西阿一聽到這句話，眼淚就掉下來，她感動地說：「是的，祂一定是非常愛我。」雖

然多年來一直勤奮地念經，但她始終不知道自己死後將去向何處。又因為她年紀大了，無法到廟

裡去做功德，讓她更加懷疑在家裡的修行能否拯救自己。當我們與她談論關於耶穌的事情，她

說禮拜天想要到教會進一步認識神。我們並不確定她是否會出現，但她依約現身。在努西阿太

太來到教會之後的第二個禮拜天，她說她願意信耶穌，並想要接受洗禮。

努西阿太太成為基督徒之後，會介紹朋友來教會，也會和他們談她的信仰。誰能預想到神

的美好工作？一位七十多歲站都站不直的老婦人，神不只是改變她的生命，還使用她成為拓展

國度的精兵。

在華富里府，1500人當中才能遇到1位基督徒。

神真的很愛努西阿太太，讓她能在那裡遇見基督

徒，之後又有多次聽到福音的機會。神同樣愛著其他

泰國人，他們是否有機會認識基督徒呢？如果沒有

願意分享福音的基督徒，他們要如何遇見呢？

願那難以抗拒的愛臨到我們，也藉我們臨到泰

國人。

禾場報
導

Field

 Rina & Puii Renthlei 

（印度籍）在泰國中部服事

泰 國
明顯的差異

清邁 華富里府

遇到一位基督徒的機率

某位泰國婦人，她可能像努西阿太

太一樣，等待有人與她分享福音。

泰反差：在清邁跟在華富里府遇到基督徒的比例

大不同。



上帝在我信主的那刻，就

悄悄地種下一顆宣教的種子。

自2004年信主受洗以來，神

一路帶領，讓我在母會參與各

樣服事。還記得2006年第一次

從海外短宣回來，我就深深感

到對於靈魂的負擔，神把路加

福音四章18-19節印在我心上：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

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

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

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

年。」神讓我清楚看到未信者靈

裡的貧窮，祂一直在呼召基督

徒去傳福音。

2016年，我在名古屋短宣

三個月，體認到日本人心靈的貧

窮——生命中沒有神的指引，

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生命的方

向，又因為傳統的壓制而無法

認識這位慈愛的真神。我看見

日本人冷漠看待旁人的自殺，

也看到有些人找不到生命方

向，想尋求神和一個新的開始。

這些都使我深感日本人需要福

音，透過禱告，我深知上帝真是

那位施行拯救、做新事的神；越

發的傳福音，越發讓我看見自

宣教心
語

Story

林黛均 準宣教士 
即將前往日本服事

己是多渺小，而真神的愛又是

何等長闊高深。九月份回到神

學院上課，課本用一章的篇幅

談路加福音四章18-19節，令我

又驚又喜。

2017年，我再次前往日本

短宣，在青森縣的三個月服事

期間有諸多思考、禱告和困惑，

但上帝的話成為我的幫助、我

的力量和依靠。祂要我學習等

候祂的時間。在某天早晨靈修

中，祂透過帶領者對我說話，再

次挑戰我全然的倚靠祂。詩篇

卅四篇8-9節說到：「你們要嘗

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

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耶和華的聖民，你們當

敬畏祂，因敬畏祂的一

無所缺。」感謝神沒有放

棄呼召我這不順服的人，

也感謝神，讓我看見神國

的藍圖。我相信，當最終的那日

子來臨，萬國萬民都要一起敬

拜我們的神，當中的萬國，一定

也包括日本人。我們將一同在祂

面前敬拜，稱頌祂的名。

這十年來，神不斷呼召我

踏上宣教之路，如今我終於申

請加入內地會到日本服事。如

果有人問我：該如何預備自己

走上宣教的路？我會回答：短

宣絕對是第一步！去體驗上帝

的愛和救恩，憑信心擺上，作

神國藍圖中的一塊小拼圖，為

神所用，參與在祂永恆的計劃

中。

右為作者

上帝不變的呼召與愛
從短宣開始



代禱事項：

◆請繼續為我們在帊柒鎮——寡婦帕彌所在的村莊的福音事工並參與的兄姐們禱告，使我們在同

心的事奉中，經歷神親臨我們中間的奇妙作為。願神把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我們。 

◆為踏熱教會代禱，希望我們述職期間內，母堂踏熱教會能在帕彌的村莊中繼續探訪，堅固初信

者的信心。願神垂聽您的禱告，使惡者沒有任何攻擊的機會，讓這地的村民成為神的子民。 

◆2018年6月我們將赴美述職一年。請為剩下的準備時間、事工交接以及搬家代禱。 

◆請繼續為我們全家的出入平安禱告，求以馬內利的上帝四圍安營保護我們，堅立我們手中的工

作，讓福音繼續傳揚。 

◆請為愛群回美後的適應代禱，願神預備新的朋友。也請為我和為樂能有智慧的鼓勵愛群、了解如

何應對各種狀況代禱。

傅為樂、王蒙恩與愛群一家

千里家
書

Letters

在泰國中部與佛教徒分享福音、建立教會

飯桌也是福音的空間

聖經裡有許多與飲食相關的經文，甚至在耶穌的神蹟

及禱告中，都曾提及食物。身為需要經常下廚的母親，很容

易聯想到飯桌與上帝之間的關係。飯桌對基督徒家庭相當

重要，它能引導孩子進入神話語，供給孩子身心靈和飲食

的需要。在泰國的文化中，飯桌是個開放空間，是許多人談

公事或私事的地方──換句話說，以吃會友。

在泰國，廚房或飯桌除了可以用來敬拜，透過飯桌，肢

體的相交也應驗了神的恩典。最近與踏熱教會同工吃泰式

烤肉時，其中一位長執誠摯的對我們說：過去這五年，教會

兄姊都在觀察學習帊柒這個新植堂點的福音事工，經過這

幾次的協助之後，大家覺得可以接續這裡的事工。這番話

不僅讓我們鬆了一口氣，更是應證神垂聽禱告，在我們述職

前預備事工交接的最佳人選。

示範、協助、觀察、放手

我們在泰國宣教的模式，簡單來說有四個階段：示範

（Model）、協助（Assist）、觀察（Watch）、放手（leave）。過

去這幾年的時間，我們不斷在這幾個階段中穿梭，但一直

無法完全放手。雖然需要從原來的母堂——踏熱教會的幫

助愈來愈少，但還是希望不久將來教會能夠展開培育，完

全不需要外來的幫忙。從示範到放手所需的時間不一，我

們樂於看見帊柒信徒倚靠聖靈，繼續在此拓展福音事工。母堂踏熱為了建堂而舉辦二手拍賣會

為樂在帊柒進行福音事工及探訪



在地故
事

Tinder

你知道什麼地方最適合接

觸人群？兩個字：「公園」。

住家附近沒有公園，但有

一所小學，所以學生放學後，操

場就變成像公園，很多人在裡

面運動，有走路的、打籃球的、

騎車的，也有人溜直排輪。

淑靜和我最近搬到彰化埔

心，和譚建生宣教士夫婦同工。

身為老外，住在台灣鄉間是很

有趣的──應該這麼說，身為

非亞洲人的老外，我們的出現

讓台灣鄉間生活變得更好玩！

就我目前的了解，埔心鄉有20

個村，大約有35,000人，

其中只有淑靜和我兩

個白人，所以我們的出

現很引人注目。

因 為 這 樣 的 關

係，我們決 定開始

「歡樂週日傍晚」，

地 點 就 在 本 地 一

所小學的操場。第

  安文龍與安淑靜

 （Lizzy & Cheryl Alexander，美國籍）

  在彰化埔心服事

一天傍晚，我們打算跟教會的

孩子玩飛盤爭奪戰（Ultimate 

Frisbee），正在教的時候聚集

了十幾個孩子，除了兩個是教

會的孩子，其他全都來自社區

其他家庭。就這樣，我們開始

與一些家庭建立關係。隔週日

回到操場時，有一半以上的孩

子回來玩，另外還有幾個新的

孩子加入。這些孩子需要我們

的注意，所以我們關掉手機認

真玩。淑靜有時候和我們一起

玩，有時候在場邊和本地人閒

聊。她會跟人解釋：「我們現在

住埔心。不是在補習班教書，

是跟教會一起工作，關心別的

家庭……是啊，每個人都能來

玩！」

除了「歡樂週日傍晚」之

外，淑靜和我已經認識了一些家

庭。當我們在本地國中教「得勝

者課程」時，隔壁班的一個常

和我們玩飛盤的學生，每次都

會過來和我們聊天。最近我們

探訪一家茶飲小舖，茶舖老闆

娘的兩個孩子也是我們的「盤

友」。我們也看到一些孩子在

便利商店閒晃，所以我們停下

腳步，花點時間和他們聊天。因

著我們的出現、出席和行動，有

些關係開始建立起來。 

我們現在的計畫是每一、

兩個月教孩子一項新遊戲。接

下來幾個月中，我們會加入簡

短的聖經章節，和這些年輕人

分享上帝的真理。最終希望將

「歡樂週日傍晚」移到週六晚

上，這樣我們可以邀請孩子的

家人參加週日的家庭教會和團

契。 

我們期待看到上帝繼續使

用「歡樂周日傍晚」將我們與社

區連結，也將社區居民與神的

話連結，並帶領他們相信基督，

一同享受上帝的恩典。

週日傍晚歡樂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8年1～2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1-2月   年度累計  項目   1-2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670,190 670,190 人事費用 721,707 721,707 

宣教士支持奉獻 3,196,647 3,196,647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273,921 273,921

 國際事工奉獻 100,700 100,70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3,297,347 3,297,347   

 收入合計 : 3,967,537 3,967,537 支出合計 : 4,292,974 4,292,974   

 1-2月餘絀 :  -325,438 年度累計餘絀 :  -325,438

宣教聚會 (2018年4月～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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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F臉書粉絲專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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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日期  時間

 4月24日(二) 19:00-21:00

 4月30日(一) 19:00-20:30

 5月14日(一) 19:00-20:30

 5月28日(一) 19:00-20:30

 5月29日(二)  19:00-20:30

 6月11日(一) 19:00-20:30 

 6月25日(一) 19:00-20:30 

 6月26日(二) 19:00-20:30 

聚會內容

P4M(為穆斯林禱告)：齋戒月大挑戰（大家）

東北亞禱告小組：上帝的選民（Gloria）

日本禱告小組：青森蘋果樂園（林黛均準宣教士）

內地會月禱會：任差何往（瓶中信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胖丁的宣教大冒險（胖丁準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哈日觀察站——日劇篇(大家)

東北亞禱告小組：北韓人的思維與信仰（袁樂國牧師）

P4M(為穆斯林禱告)：不是一條浪漫的路（晨曦宣教士）

地點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校園團契會議室

內地會辦公室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會議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短宣：異象禱告之旅
東北亞禱告小組─上帝的選民

Gloria 姊妹分享

深入國境之北，

Gloria將帶您認識這個上帝揀選的國度

和其中受苦的選民。

一起來禱告吧!

4/30(一) 晚上7:00  校園團契會議室

(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1號出口  

林森北路九巷4號5F，加油站旁)

菲律賓
鄉村

湄公河
流域

創啟
地區

高原
之地

內容：參訪教會植堂與環境保育事工、

行走禱告

時間：第一梯次4/26 ~ 5/16

 第二梯次10/4 ~ 10/24

內容：山區行走禱告，時間：6/5 ~ 6/17

內容：參訪穆斯林事工、行走禱告

時間：第一梯次7/2 ~8/13

 第二梯次7/30~8/10

內容：參訪當地事工、行走禱告

時間：2~3週 (5月份~9月之間可前往)

條件：基督徒、身體健康容許長時間行走、能以英文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