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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總動員之六： 關愛受造世界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柯悅敏宣教士
長期投入教會音樂訓練 

2006年我們一家從香港搬

回台灣，在花蓮住了兩年。當時

女兒們唸的小學發了家長志工

表，我看了表格，選了最沒人要

做的資源回收。學習垃圾分類，

開始看到我們每天製造的垃圾

實在好多、好浪費；但所謂的垃

圾，不少根本仍舊完好，只是當

下沒人要用而已。從此，資源

回收變成「淘寶」，家人都會好

奇：「不知媽媽今天會拿甚麼回

家？」這是我投身「關愛受造世

界」（Creation Care）的契機。

2019年八月，我和繼宗主

辦了一場事工研討會。預備餐

點的過程中我心裡一直很糾

結，四天下來將累積共兩百多

個便當盒及免洗筷，一想到就

那畫面就不舒服。於是我上網

做功課，找了價廉物美的環保

筷及湯匙組合，鼓勵與會者做

環保也權充紀念品。為了訂便

當，各式各色看得我眼花撩亂，

好不容易看到一家鐵路便當只

要訂購達三十份、單價一百元

以上，就可以用懷舊的不鏽鋼

飯盒盛裝，餐後店家會再來回

收，清洗整理後重複使用。我心

中大喜：環保不鏽鋼餐具配不

鏽鋼鐵路便當，多麼完美的組

合啊！

會議當中，原本不想供應

任何紙杯，規定所有的人把住

房的杯子拿出來用。但想到這

些人不是來開環保會議，他們

餐後已經要洗自己的筷子湯匙

了；姊妹們當然沒問題，但還有

一群爺兒們，有老婆在場的肯

定是老婆洗；沒老婆在身邊的

實在不能賦予過高期待！還是

讓他們用紙杯吧！然而雖已請

大家一天只用一個紙杯，最後

仍有人用上三、四個杯子。配合

與會者年紀，便當菜色豐富份

量不用多，不過還是有人實行

低碳飲食，一點飯都不吃，嘩啦

全倒進廚餘桶！心疼之餘，趕緊

拿出事先預備好的保鮮盒，請

不吃飯的都先拿出來，分給想

多吃的人；最後剩餘的，我拿回

家炒飯去！會議期間又發現第

一天訂的甜湯還餘大半桶，為

免店家困擾，我們也不退訂，第

二天請與會者繼續消化昨日存

貨，全新的甜湯直接送往鄰近

基督教社福機構！

每辦一次會議都是很好的

操練與經驗，也收集到很多實

用資訊。我可以胸有成竹地說，

下次要辦更大型的會議絕對沒

問題。唯一不容易的，應該還是

如何真正做到環境保護，充分

利用既有的資源，避免使用一

次性的產品，把垃圾量降到最

低！我們的環保意識依舊很差，

在民主與後現代的環境中，大

家越來越尊重彼此的想法與感

受，會不會反而忽略去貫徹「做

對的事情」呢？



 

醫生和教師參與宣教似乎

無庸置疑，但是「廢棄物管理

顧問」又是怎麼一回事呢？讓

我們從英國廢棄物處理專家

Ben Withers的蒙古定期短宣經

驗來一探究竟。

什麼使你對短宣產生興趣？

我和太太都感到上帝呼召

我們用自己的專業技能來榮耀

神。以賽亞書六十一章1節特別

提醒我們去關愛那些傷心者和

靈裡貧窮的人，才幹不應單單

留給自己和所處的社會，而該

多多分享和善用。

這個機會逐漸顯明。透過

專業，我看見廢棄物不需要成為

環境的負擔，反倒是一種資源。

我相信屬靈的領域也是如此。起

初，神說祂所創造的一切都「甚

好」，意思是地上根本沒有「垃

上帝創造廢棄物嗎？
圾」這種東西。所以，把「天上的

國度帶到地上」的其中一個意

義就是照管受造萬物，這也意味

著妥善處理廢棄物。

當我們夫妻以禱告的心討

論可能的角色，就發現不見得只

有傳統上全職宣教士一路，神

有各種辦法使用祂子民的才能

來參與祂的大計劃！於是我們

開始跟各宣教機構接觸以瞭解

自己如何參與短宣。

為什麼選擇去蒙古？

「蒙古可不是我的首選！」

Ben笑道：「斯里蘭卡的氣候多

溫暖啊！不過我們接觸過的其

他宣教機構都表示樂意接納我

太太，使用她的教學能力，但卻

不知該怎麼用一位廢棄物管理

顧問！可是在蒙古，OMF不僅能

使用我太太，還可以讓我發揮

長才來協助解決當地的廢棄物

問題。」

什麼是定期定點短宣？

迄今我已經去了蒙古三

次，每次待差不多三週。從實際

的角度來看，這時間比較適中，

無論是向公司請假，或是得到

我太太和孩子的准許！

我在當地陸續成立及發展

三個廢棄物管理項目。現在看

來，這些項目都獲得了重大成

效，也支援了一位當地傳道人

的戒酒事工。蒙古人都以燃燒

煤炭來提供家用暖氣，但我卻

注意到當地的廢棄物中有大量

的紙板和松子殼。把這些富含

碳的物料壓制成煤餅可以提供

一種比煤炭更便宜、更環保的

能源。

當他們開始生產煤餅的時

候，很快就消耗完附近的紙板，

為此我們設立了當地第一個正

式的資源回收點來收集更多紙

板及其他可用資源。如此，好

主啊！幫助我們今天可以：

□	刷牙或刮鬍子時關閉水龍頭，珍惜水資源

□	把冷氣調升（或暖氣調降）2至3度

□	盡量不使用加溫水洗衣，並減少使用烘衣機

□	若要離開房間超過30分鐘，就把燈源及電器關閉

□	我還想到

聖誕將近，除了禮物清單外，不妨也列張「地球好管家」的實踐清單！

日
Day by Day



的廢棄物管理不僅減低空氣污

染、增進資源利用率、使事工財

務自足，還提供了弱勢群體工作

機會，以及一條脫離惡性循環

的出路。上述種種，都是透過項

目計畫傳達耶穌賜予新生命的

福音。

援助戒酒事工的另一個計

畫，是把在蒙古產量甚多的動

物脂肪製成肥皂。每回再訪蒙

古，我都會協助發展這個項目，

比如在肥皂中加入精油，這香

皂就變成了一份旅客樂於買單

的伴手禮，為戒酒事工另闢收

入來源。但因為進口精油成本

高昂，所以我打算下回去蒙古

的時候帶去蒸餾器，好讓他們

能從當地的植物提煉精油。

在這些項目中，大部分的

苦勞都歸功於駐守當地的長期

團隊，我只是定時前往協助發

展這些項目及設備、培訓團隊

員工，也提供遠端諮詢服務。若

你和我一樣具備某項專才，你

也可以考慮成為「長期的短宣

同工」，來輔助在地的長期宣教

士。

案例A. 

OMF在菲律賓有個兒童營養團隊，我們在馬尼

拉遇見移民Kamal。由於不想讓孩子「在槍械

中長大」，他不得不帶著全家離

開家鄉逃往馬尼拉。然而，即使

家園座落於奪走多條人命的幫

派械鬥區域，他仍盼著有一天能

再回去。Kamal在這裡的生活圈

中有許多人飽受營養不良之苦，

因此他很歡迎我們的團隊與他

建立友誼、帶來幫助。

案例B. 

來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們聚集到

曼谷，討論如何促進城市貧民的

健康及社會福利。推廣簡易的濾

水設備可以預見不錯的果效，而

提供工作職缺及平價飲用水將

有機會向當地人介紹「生命的活

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案例C. 

一位滿有恩賜的研發工程師

Peter前往東亞某大城市的一所大學任教。他

協助研發更加永續的科技，同時致力在他的

學生及同事中見證基督。

上述故事都是在「從交會處出發」的概

念下，製造機會來認識不同信仰背景的人，藉

此建立信任及友誼，打開福音之門。這福音

包含了各層面的好消息：給那些未歸入基督名

下的失喪人；給尋求永續發展的社區；給都

市中流離失所渴求新生的人們；也給一切被

人類罪惡破壞的受造物。罪、環境惡化、以及

因各種原因被迫流浪或成為難民，這其間的

關聯性聖經已多有著墨。而罪的解藥—就

是造物主耶穌基督為我們贖得的—向我們

展示一幅榮耀的前景：那是受傷者得醫治、

神將一切都更新時，與祂子民同住的永恆安

息。

教會被呼召作神國度的記號。藉由實

踐、教導以及慶祝地上的安息，我們就成為

神計畫的一部分，邀請未得之民進入祂的國

度。許多機會現在正開放給具一技之長又胸

懷宣教的人，進到東亞各地協助教會進行植

堂事工。上帝是否也呼召或差派你成為傳遞

整全福音的人呢？

從交會處出發

高大衛，英國建築

師，和妻子走進OMF

各工場協助搭建環

境友善的建築，並幫

助人注意日益嚴重

的生態危機。更多請

見下方QR	CODE

高大衛David Gould

OMF關愛受造世界國際推動者

主啊！幫助我們這週可以：

□	好好安息一天：不購物、不工作、不開車

□	以騎單車、走路、共乘或搭大眾運輸來取代自行開車、騎機車

□	研究一下洗劑成分，改用對環境友善的製品。避免用漂白水

□	盡可能購買或使用再生紙品及使用再生原料的製品

□	我還想到

週
Week by Week



行善並不違法吧！
沙崙宣教士 
以全人關懷服事創啟地區

復健中心伴你學

我固定前往輔導復健中心的學童。有天課後，家長痛苦的談著她們的

無奈與無助。因著聖靈的感動，我告訴家長，雖然人是需要盡心盡力，但

最終只有神能幫助這些孩子，當下有位家長L馬上回應：「是的！」她突然

表明自己是基督徒，我才知道主早已安插這位家長在我們當中。她主動見

證主如何幫助她度過許多困境，當日傍晚有三個家庭上了基礎真理課，全部

都信主了！哈利路亞！

志工來來去去，人數雖不多，但多年來都可以在社區的不同角落和人群中看見我們的服務。

我們感恩能參與許多公益活動，有更多機會接觸和服務社群。這裡的基督徒偏向頭腦知識大，

四肢行動力小，加上在公眾場所口傳是不准許的，但是用「好行為」傳福音並不違法，因此我們

極力推動「行善」。其實最終是希望藉著「帶著愛走動」，帶動「愛鄰舍」、「愛地球」、「愛人如

己」的精神，最後還能將榮耀歸給父神，何樂不為！

醫院多元服務

治療室的光線陰暗、深沉，讓人感到非常壓抑，也影響病友治療 ; 所

以志工們決定發揮創意去裝飾、美化治療室的窗外牆！我們在病床前或走

廊上唱歌，有家屬特地推病人出來聽，也陸續有病友加入志工的行列。我

們同時也在醫院門口宣傳環保理念，雖然不是很多人願意聽，但志工們還

是不厭其煩熱心的宣傳，只要多一人受益便值得！

探訪敬老院與義診服務

我們常用廢品做活動道具，總是逗得老人家高興好

久。在遊戲中，他們互為肢體，完成活動任務！敬老院院長非常感謝和讚

賞我們的服務，還邀請我們以後探訪時，一起和老人家吃飯。

社區淨地活動

淨地是最容易的愛鄰舍行動，有人帶動，就有人跟隨。有志工分享：撿

垃圾的同時也淨化了自己心靈的垃圾！盼望其中兩位病友和幾位行善修身

的佛教徒，早日找到主！ 

主啊！幫助我們本月可以：

□	研讀並默想詩篇23、24、104、147、148篇

□	下手購買「非必需品」前先等上一個月並多做功課

□	檢視自己使用免洗碗盤、免洗杯、免洗餐具的習慣

□	減少食物里程，多吃當季、在地食物

□	我還想到

月
Month by Month



進一步，退三步的天路歷程
吳得力牧師
服事萬華遊民街友

那天在艋舺公園裡，酒醉的

林先生說：

「你能給我兩百元嗎？如果

不能，就不要對我講耶穌。我肩

膀受傷，花了三萬多元，到現在

還在痛。」我與街頭探訪同工都

看出來他是趁著酒力，做他平常

不敢做的無禮舉動。我們雖沒有

必要接受他對我們狂吼，仍平靜

地回應：「我知道你酒醉了，我

們暫時不能多講甚麼了，等你清

醒再說；我們希望你來活水泉教

會。」

「什麼？不能給！耶穌沒用

啦！」我們打算起身離開，但我

想他的肩膀也許正在隱隱作痛，

情有可原，便不理會他的傲慢粗

魯，多聽了他幾句話。「耶穌沒

用啦」，這句話，我聽進去了，引

發我鼓動拙口笨舌，說：

「耶穌為了讓你脫離罪惡，

不要你在陰間的火裡受苦，所以

祂死在十字架上為你受刑罰；耶

穌愛你，已經為你做了這一件最

偉大的幫助……。我現在為你禱

告。」仍想繼續抱怨的他，聽見

我禱告，他便靜默；隨著同工們

「阿們」聲一落，他向我手一伸，

說：「不用再講，有還是沒有？」

我握住這隻要錢的手，說，

「希望你來活水泉」。然後，林先

生與我們都靜靜地各自轉身離

開。

我談這件事，不是要說從林

先生身上能不能看見神的恩典；

而是要說，我因所蒙的恩典，得

以漸漸認識基督為至寶，被基督

的愛激勵。

願基督的愛也激勵你，無論

你身在何處，藉由禱告把自己的

身體獻給神，為流浪的朋友建立

教會；奉獻金錢、差派信徒、另

外租屋。你們自願來服侍的人，

與流浪的朋友及社區居民，一起

在基督代替我受刑罰的好消息

上，建立一家教會，一起敬拜上

帝。你就是其中一個會友，你們

的小組一起舉行禱告會、主日禮

拜、洗禮、聖餐、郊遊、愛宴、探

訪，你們會看到街友、妓女和酒

癮者（任何一個討厭自己，也被

別人討厭的人），因著你們，來

找耶穌；這家教會生活的重點不

在於「幫助多少人脫離流浪」，

而在於「我們一起走，縱使進一

步、退三步，卻是真實悔改的天

路歷程」。

年
Year by Year

主啊！幫助我們今年可以：

□	延後更換手機、電腦等3C設備的採購計畫

□	檢視手邊的殺蟲劑或驅蚊噴霧，置換掉含DDT等有害環境成分的產品

□	為家庭、教會、社區鄰里找尋具公平交易概念的選擇

□	推動或加入一個本地的淨地活動、社區綠化或共乘方案

□	我還想到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9年9～10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9-10月	 年度累計	 項目	 9-10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1,141,317	 5,092,482	 人事費用	 618,110	 3,300,616

宣教士支持奉獻	 3,705,970	 15,500,176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360,762	 2,155,609

國際事工奉獻	 103,367	 1,738,384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3,809,337	 17,238,560

收入合計	:	 4,950,655	 22,331,042	 支出合計	:	 4,788,209	 22,694,785

9-10月餘絀	:	 	 162,445	 年度累計餘絀	:	 	 -36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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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掃描右方QRcode訂閱電子版，或電郵 tw.comm@omfmail.com

內地會網頁

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宣教聚會 (2019年12月～2020年2月)

	 日期		 時間

	 12月9日(一)	 19:00-20:30

	12月30日(一)	 19:00-20:30	

	12月31日(二)	 19:00-21:00

	 1月13日(一)	 19:00-20:30

	 1月21日(二)	 19:00-21:00

	 2月3日(一)	 19:00-20:30

	 2月10日(一)	 19:00-20:30

	 2月24日(一)	 19:00-20:30

	 2月25日(二)	 19:00-21:0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從平成到令和：2019年終回顧（饒以德弟兄）

東北亞禱告小組：金氏家族的女人（陳昀彤姊妹）

P4M（為穆斯林禱告）：年終禱告會	

日本禱告小組：恭喜恭喜恭喜你呀（神秘嘉賓）

P4M（為穆斯林禱告）：東南亞穆宣的呼聲（Peter宣教士）

內地會月禱會：陪伴神州教會（尼希米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天皇生日趴（饒以德弟兄）

東北亞禱告小組：敞開的一扇小窗	（陳香如師母）

	P4M（為穆斯林禱告）：搭作千島國之橋（橋一宣教士）

地點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會議室（近捷運善導寺站）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會議室（近捷運善導寺站）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訂閱電子版

東南亞地區

●	簡介：參與由本地學生主導的賞鳥、淨

灘等社區活動，並在寄宿家庭中

體驗當地的好客文化

●	資格：對關愛受造世界有

負擔者

●	期間：短則兩週，長至

11個月

創啟地區

●簡介：與當地政府合作，協助貧困偏鄉

改善生活用水品質，提升環境保

護意識，傳揚全人關懷的福音

●資格：環境專家，具水質

控管及社區發展經驗

●期間：六個月以上

創啟地區

●簡介：建立團隊訓練本地

人永續經營海洋資源，並轉化

個人及社區生命

●資格：具漁業專業的生意人或學者

●期間：三年以上長宣

菲律賓

●	簡介：學習語言、與當

地人建立門訓關係後，

等候機會發展環境生態相

關項目，以形成當地社群主

導的全人關懷

●	資格：具相關經驗，至少兩年跨文化神

學訓練，能適應天災頻繁的環境

●	期間：一年以上中長宣

Creation	Care	關愛受造世界長、短宣機會

異象之旅

天國管家門訓計畫 海岸共生之水產捕撈
及加工經商

生活用水及生命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