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內地會OMF 23561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262號3樓 ◆ (02) 2240-1865 ◆ www.omf.org.tw ◆ tw.hpa@omfmail.com ◆ 版權所有 ◆

李全凱、陳芝華宣教士 在德國服事海外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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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歸大海：僑民的裝備與回歸宣教焦
點

Focus 從家門口開始跨文化宣教之四

我們夫婦在德國牧養一間華人教會，附近有多所大學，每年都有不少華人學

生來此留學。在這間教會裡，三分之二的成員都是學生――有些人來學習德語，

通過語言考試之後，再申請到其他城市讀書；有些人來讀大學、碩士或博士，畢

業之後回國就業，或是在別的城市找到工作；有些人則是因為短期的交換項目來

到這裡，項目結束了就必須回國。總之，教會裡的流動性非常大，就在這兩個月，

我們又送走了兩對年輕夫婦。他們在我們教會信主、受洗、結婚，現在都才剛有

了孩子，也已成為教會裡的重要同工，但是因為工作的緣故，必須離開我們。同時

也有好幾位學生完成了學業，即將回國。

面對這些來來去去的學生，我們必須在短期之內接觸他們、向他們傳福音，

並在信主受洗之後，盡可能地造就裝備他們。這二十年來我們發現最重要的策略

管道是：查經班。

我們在五所大學的周邊都設有查經班，每週五晚上一起邊用餐邊分享近況之後，便逐章逐節地

查考聖經，讓慕道朋友可以盡情地討論、探究神的話語，並訓練基督徒學生在有系統的研經之中，

掌握正確的解經原則。我們自己編寫的查經材料著重於屬靈生命的

反省應用，藉著這些便於使用的材料，引導更多弟兄姊妹起來帶領查

經。另外，我們也定期培訓小組長，逐次協助初學的組長預備查經。

這些年來，透過認真查考神的話語，我們期望把人完完全全引

到神面前，讓神的真理光照他們、親自對他們說話。我們常常在大家

分享討論時，經歷「神的話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的興奮。而且神的

話語如此豐富，一卷一卷地查考，從來不需要再煩惱如何安排聚會內

容。就算查考重覆的經文，也必然有新的看見，讓我們親身體驗神的

道是活潑、有功效的！

至於那些回國的弟兄姊妹中，雖然有些不再去教會了，但也有許

多人返鄉之後，開始在工作的崗位上為主作見證，帶領自己的家人信

主，忠心地在教會服事；有些甚至成為全職的傳道人，默默地在各地

服事耕耘……。身為服事海外僑民的宣教士，最讓我們感動的就是聽

見學生在道別時說：「感謝神！我來到德國求學，最大的收獲就是認

識了耶穌！」



 2018年六月5日，一個平日的早晨，位於中國鎮江的德生樓卻是人

潮洶湧，人們爭相見證一個奇蹟的時刻――兩塊墓碑以及一座遷葬墓

址的開幕式。

墓的主人是一對西方宣教士夫婦，他們在清朝時期來到中國，男

的留起長辮，女的穿起漢服，按著中國的語言和文化來分享福音。女主

人僅33歲便因長年勞碌病逝於鎮江。三十多年後，鬢髮花白的男主人也

在他摯愛的神州大地辭世，歸葬妻子身旁。他們是戴德生與瑪莉亞，名

氣或許不是街知巷聞，卻是神重用的僕人，在華人教會史上留有忠心的

一頁。

他們的墳墓原本在中國百年的動盪與變化中隱沒，但神似乎按著

中國人慎終追遠的美德來關顧祂的僕人。兩人的墓碑、墓址竟奇妙地

陸續被尋獲，也剛好有合適的場地可以安放。在新落成的德生樓，這座

墳墓繼續宣揚神的信實。

踏入德生樓，就能看見兩塊墓碑安置在大堂中央。一座是比人還

高的尖碑，頗有墓主戴德生靠主而立的氣概；一旁的是瑪莉亞的墓碑，

現存的部分僅有基座算起的三分之一，歲月的痕跡更顯出她的堅忍跟

隨。從西僑公墓開挖出來的矮牆圍繞著兩座墓碑，一如當初模樣。這座

墓園的背後，是一道高聳的潔白牆面，奔騰的行書寫著：「假使我有千

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

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樣的救主，我們為祂所做的會嫌太多

嗎？」站在這道鏗鏘有力的話語前，彷彿可以聽到戴氏正對今日的你我

發出挑戰。

幾年前從西僑公墓搬移過來的整塊墓址現在就放置在大堂的正下方。你可以走進地下室，看看

這四周已加建石壁的墓址，以及兩人的中文墓碑。原本的兩塊墓碑都是英文雕刻的，1931年長子戴

存仁加刻了這塊墓碑。這塊中文墓碑的出土，讓考古團隊更加肯定了這

是正確的墓址。

大堂的兩翼還有簡單的展示廳。按照順序，你可以先從一樓的右翼

認識戴德生的生平，再次回顧他的信心之旅。走上二樓，可以看到中國

內地會如何延續並深化戴氏的宣教精神與策略，並感受眾多宣教士對中

國這片土地的愛。二樓左翼的主題是宣教與禱告。藉著內地會的一些重

要禱告，讓我們再思禱告的重要性，並常有一顆為宣教禱告的心。下到一

樓，左翼是鎮江教會史的介紹，不只是內地會，還有更多的神僕在這地

耕耘。

德生樓充滿了奇蹟。正如耶穌所行的神蹟，每一個奇妙的發現，每

一個信心的冒險，每一個生命的改變，都指向那唯一的救主。當你走出

德生樓的大門，別忘了抬頭看看門上的四個大字，那是戴德生最想強調

的重點：「惟獨基督。」

禾場報
導

Field

饒以德 報導

德生樓的奇蹟



宣教心
語

Story

戴繼宗牧師

訪談/撰稿：饒以德

一脈相承的屬靈秘訣

如果德生樓展示了

一段信心與信實的故事，則戴

德生第五世孫戴繼宗牧師的事

奉無疑是這段動人史實的續

篇。身為宣子，同時也是宣子宣

女的爸，他的一些經驗也反映

了神在這個家族的工作。    

如果沒有見到本人，只是

聽到流利標準的中文，很難想

像這位戴牧師竟然是個白皮膚

藍眼睛的「外國人」。原來當年

在父親戴紹曾牧師的堅持下，

戴繼宗一路就讀台灣的國民小

學，直到六年級才轉去美國學

校。「我的父親非常重視我們

對這片土地的認同，而語言是

認同的關鍵，他希望我們能把

中文學好！」當時的外國人圈子

對於華人還是有相當隔閡，甚

至有些優越感，因此老戴牧師

希望孩子能夠進入本地學校，

學好語言，才能更融入當地。

戴牧師自己也很享受這樣的安

排，當他高中的時候，就下定決

心把中文納入他的未來生涯，

無論是從商、從政或服事，中文

都將是他的重要基礎。

那麼戴牧師是如何承接家

業的呢？戴家的光環

是激勵，還是壓力？

「有一段時間壓力確

實大於激勵。小的

時候，很多人看到

我，就問我：『你名

字叫繼宗，你是不

是要繼承祖宗的事奉

呀？』」老戴牧師和師母其實沒

有提過任何關於接棒的期望，

只是在家庭中維持良好的見證

和信仰生活。當年輕的戴牧師

在打工時看到一些生命虛空的

美軍，對照身旁基督徒的生命，

他漸漸將信仰從長年的生活習

慣變成生命的記號，家族見證

也開始有了更深刻的意義。「當

我十八歲真正信主以後，我的

想法開始轉變，身份和背景是

既成的事實，不可能去

做選擇，但我開始思考

如何用我的生命來服

事這位主。」

加入內地會，成

為宣教士之後，戴繼

宗牧師自己也開始面

對陪伴宣子女的挑

戰。「雖然三個孩子

承約、承書、承亞都

是『承』字輩，但我和

師母一直都避免給他們壓力，

只是常常為他們禱告，希望他

們能跟神有好的關係、一生跟

隨主。」除了對於家族傳承的開

放態度，戴牧師在教育方面也

秉持老戴牧師的精神：「我們基

本上是按照我父母的方式。小

學階段在中文的環境學習，當

時在香港，就進到廣東話的學

校。至少中文方面可以打下個

基礎。」

戴牧師鼓勵宣教士父母可

以嘗試將孩子送入本地的學

校，增加孩子對於當地語言文

化的認同，也增進對父母服事

的理解。「如果一個人在異地

生活了十多年，渡過了他的年輕

歲月，卻不會說那地的語言，實

在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當

然，每個家庭有不同的需要和

考量，進入當地學校也會有相

應的挑戰，作為一位資深宣子，

戴繼宗牧師鼓勵宣子女著眼於

跨文化經驗的機遇，好好把握

神所賜下的機會！

延伸閱讀：仍舊說話的墳墓



千里家
書

Letters TCK代禱事項大集合
（Third Culture Kids' 第三文化子女）

TCK指的是隨著父母在海外成長的孩子，他們繼承

了父母母國的文化，又加入了生長地的當地文化，形塑

出自成一格的第三文化。跨文化的生活可能讓TCK擁有

多元的人生經驗、較開闊的視野，但在生活適應、教育

學習和文化認同等方面也帶來許多挑戰。

小山 & 曉陽 宣教士
小昭 4歲 在家教育

最近報名了本地縣立幼兒院，報名人數遠超過招生人數，希望九月可以順利入學，以及入學初期全家的適應。
小肉鬆 1歲7個月 在家教育

感恩，他和姊姊的感情很好，偶爾爭吵，但很快又和好，一起玩得很開心。因為他還不會說話，我們猜錯他的意思會很生氣，猜對的時候又很高興。請在主前記念他的身心靈發展。

約瑟 & 蘿莉 宣教士
哥哥 22歲，大學四年級

正在面對畢業後進修或工作的選擇，懇求神帶領哥哥前面的方向。
妹妹 17歲，升高三

開始蒐集各地學校的資訊，準備申請大學。

傅為樂 & 王蒙恩 宣教士

傅愛群Hadassah 8歲 （幼稚園到小一在

泰文學校讀，小二是在家自學，小三會在

回美述職期間就讀當地公立小學。）

請為愛群回美後的適應代禱，求神預備

好的老師和新的朋友。也請為蒙恩和為

樂代禱，能有智慧鼓勵愛群，了解如何在

每段過渡時期幫助她。

瓶中信 & 天約 宣教士

米璐 17歲 高一

學校要求所有高一生必須選自己喜好的

科目，為米璐能夠有智慧，知道如何選

擇禱告，因為這會影響考大學選科系及

未來工作的方向。

巧喬 14歲 （本來要升國三，但因轉換環
境，必須重讀國一。）

為未來的學習能適應、與班上同學老師

有好的互動、英文能力進步禱告。

巧虎 10歲 

為能適應新的學校老師和同學，功課進

度能跟得上禱告。

袁樂國 & 陳香如 宣教士

哥哥 21歲，大學三年級

為暑期國高中營會的服事感恩，為八月

份參與教會的裝備訓練課程禱告，求神

帶領未來的道路。

妹妹 19歲，大學一年級

為邁入大學的人生階段感恩。即將第一

次離家，求神賜下智慧與成熟的心智，

有好的生活安排和時間管理，與神有更

美好的關係。

李全凱 & 陳芝華 宣教士

李天歌 9歲 小學三年級

求主讓天歌渴慕主的話語，賜給他愛主

的心和堅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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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莉琪（Sigrun Jansen，德國籍）

與先生葉大衛及四個孩子在萬華服事

訪談/撰稿：許帆

莉琪的m&m’s難題

還記得2015年由兩位老外在全台巡迴演出

的戲劇「戴德生與瑪莉亞」嗎？說得一口流利國

語的男女主角葉大衛（David Jansen，美國籍）

和葉莉琪下了舞台也是一對宣教士夫妻，他們

早在2010年就來到台灣，也把老大、老二送進

本地的幼稚園就讀。

「老大進了幼稚園都不講話，老師差點以

為他不會講話。」莉琪回憶起兩個男孩的適應

不禁莞爾。直到幾個月後，老大以立突然用捲

舌的標準國語迸出一句「老師，有兩位小朋友沒

有收拾玩具！」這才發覺他已快速適應了台灣的

教育方式。倒是重感覺、富創造力的老二以森

一直跟不上老師的要求，處罰的經驗讓幼稚園

成了令人恐懼的地方。

第三文化子女的教育一直是宣教士家庭的

重大課題，當地學校、國際學校及在

家教育等方式都是選

項，但每個選項背後

都有相應的代價。來台

服事頭幾年，莉琪常常

經歷同時作為「宣教士」

（missionary）與「母親」

（mother）兩個身份的拉

扯，當她愈投入事工，就愈

多拒絕孩子的各樣請求。

在她為難到快崩潰之際，

隨著老大進入台北萬華地區的小

學就讀，莉琪發現成為學校的「愛

心媽媽」竟是這兩種身份的天然

結合。

「成為本地學校的『愛心

媽媽』讓我跟其他的媽媽都一樣，不會讓人感覺

是帶著宣教的目的來建立關係。」透過進班說故

事、整理圖書館、檢查廚房環境以及陪伴特教班

學生，莉琪充分參與孩子的學校生活，又與孩子

的同學及家長成為好朋友，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自

然分享福音。然而考量老二難以適應台灣的教育

系統，也不願老大面臨小學三年級開始的升學壓

力，莉琪終究得把兩個孩子轉到美國學校就讀小

學部，「愛心媽媽」服事也告一段落。

活潑歡樂的美國學校對兩個孩子簡直是個樂

園，但很快地老二就點破差異。「開學第二天以森

回家就問我：『媽媽，為什麼我穿破破的鞋子？』」

莉琪苦笑，孩子在萬華區上學時從沒注意過鞋子

好不好，但在富裕的環境就顯出對比。她也發現

孩子生活中的台灣朋友多是國際學校的學生或教

會牧者的子女，與萬華地區的朋友漸漸疏遠了。此

時她若試圖鼓勵孩子把握機會經營與萬華朋友的

關係，就不免讓孩子感到被勉強——莉琪又再度

面臨「宣教士」與「母親」的拉扯，畢竟領受宣教

呼召的是父母，TCKs也不過是個小孩啊！ 

一份調查研究幫助莉琪

理解這個難題。研究指出，基

督徒家庭的孩子長大後是否

願意跟隨神，關鍵不在於有

沒有每天讀經禱告，卻與父

母是否瞭解「這個世界」及

「孩子的世界」息息相關。

莉琪領悟到：「首先我必須

作我孩子的母親、進入孩

子的世界，再帶領他們學

習上帝對這世界的心意。」

如今莉琪進入國際學校提

供德語教學，也帶著老三以

明、老四以恩在萬華的福音

中心建立媽媽小組。莉琪發

現，要調和「宣教士」與「母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8年5～6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5-6月 年度累計 項目 5-6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657,314 2,358,623 人事費用 540,443 1,893,460

 宣教士支持奉獻 2,084,218 8,530,955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489,436 1,126,196

 國際事工奉獻 356,500 1,434,89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2,440,718 9,965,845

 收入合計	: 3,098,032	 12,324,468	 支出合計	:	 3,470,597	 12,985,501

	 5-6月餘絀	:	 	 -372,565	 年度累計餘絀	:	 	 -66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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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聚會 (2018年8月～2018年10月)

	 日期		 時間

 8月13日(一) 19:00-20:30 

 8月27日(一) 19:00-20:30 

 8月28日(二) 19:00-21:00 

 9月10日(一) 19:00-20:30

 9月17日(一) 19:00-20:30

 9月25日(二) 19:00-21:00

 10月08日(一) 19:00-20:30

 10月29日(一) 19:00-20:30

 10月30日(二) 19:00-21:0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雅琍歡送趴（大家）

東北亞禱告小組：東北的朝鮮族（李懷恩傳道）

P4M(為穆斯林禱告)：宣教士的OK繃 (蒙愛)

日本禱告小組：蕭張夫妻的異象之旅 (蕭永望傳道&張文虹師母)

內地會月禱會馬其頓的呼聲-十字路的抉擇（幽蘭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和穆斯林分享你的信仰 (張淑瑜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回家之後——海外信主日本人的歸國（臼杵翠）

東北亞禱告小組：北韓的昨日今日 (陳香如師母)

P4M(為穆斯林禱告)：她們的故事 (倪梧蘭宣教士)

地點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會議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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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兩種身份，在乎一種宣教的態度：用上帝的

心跨越並連結「這世界」與「孩子的世界」，好

像m&m’s巧克力一樣，融合得恰到好處。

代禱事項：

◆願四個孩子心中生發宣教的態度，主動找機

會和台灣的朋友相處，在萬華建立更多良好

的關係。

◆來台的外國宣教士家庭及跨文化的台灣宣教

士家庭，都在各種張力間摸索，求主為他們

打開一條服事與生活的見證之路。

「宣教、舞台、羅曼史」「落在土裡的麥子」

更多認識這個家庭，請閱讀：

當宣教士踏出離家的第一步，赴內地

會總部接受訓練的時候，他們的孩子

也將展開跨文化的旅程。你願意陪伴

他們、預備他們走這第一哩路嗎？

時間： 2019年共四梯機會

 2/9-3/9、4/27-5/25、7/6-8/3、10/26-11/23

地點：新加坡

資格：◎18歲以上，樂於服事，委身的基督徒 

◎能以英文溝通◎喜愛兒童並樂意照顧孩童

◎有服事孩童的經驗尤佳

連絡人：22401865 #102 彭姊妹

 tw.hsac@omfmail.com

短宣資訊：服事T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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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