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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信奉藏傳佛教

…散居地點偏遠難以接觸

…各地區又有相當多的方言



獸醫醫心：蒙古

自
古以來，游牧生活深深融

入蒙古人的文化。如今就

算經歷了城市化，蒙古還畜養著

比總人口多出12倍的牲畜。肉類

食品（尤其是羊肉和牛肉）及乳

製品佔據了蒙古人一日三餐的絕

大部分，也成為這個國家的主要

出口產品。

放牧是個既辛苦又高風險

的工作。在2009至2010年的冬

季，蒙古有超過20%的家畜倒斃

於「白災」（即嚴寒）之中。乾旱

的氣候也對蒙古的大草原造成

了巨大的損害。傳統佛教和薩

滿教的祈福儀式都沒能阻止災

害的到來，又有誰能給蒙古人帶

來希望呢？誰能想到獸醫可以？

巴托是蒙古的政府官員，也

是位獸醫。他雖然已經退休，但

仍有心提升畜牧知識，因此報

名參加一場由一群基督徒獸醫

舉辦的研討會。會中他除了學習

到治療家畜的方法、更有效的畜

牧方式，也對基督徒留下滿好的

藏
傳佛教世界的社區裡大多

數都駐有喇嘛和僧侶。他們

穿著栗色長袍、戴著念珠或祈禱

輪，舉行儀式，為各種各樣的問

題提供指導—從出生、遠行、

作物歉收到死亡，無所不包。根

據佔主導地位的「黃教」（黃帽

派/格魯派）規條，僧侶要發誓放

棄世俗生活，守獨身，從而委身

於清苦的生活方式和嚴格的修

行、冥想訓練。喇嘛是精神領袖

和師傅，他們用佛法教導弟子，

而崇敬這些喇嘛的老百姓家裡都

懸掛著喇嘛的畫像。

丹真曾經是西藏自治區的喇

嘛，溫文有禮。他坦承，他之所以會脫下僧袍並離開喇

嘛寺，是因為看破其他喇嘛的行為遠遠不及佛教傳統

的崇高標準。同時丹真自己也越來越渴望擁有配偶並

建立家室。雖然他現在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很多時

候還是難以控制自己的思想，時常為著無法達到涅槃

（Nirvana）而感到絕望。他雖然憐憫自己的藏人同胞，

但又對橫行世間的邪惡感到無能為力。

脫下僧袍：西藏

你願意為西藏禱告嗎？
◆所有像丹真那樣滿懷失望的人能在

基督裡找到盼望。

◆求神賜下對「真正改變生命之信仰」

的渴求，使天穹之民歸向耶穌。

◆求神引領傳道者去到那些對福音敞

開心扉的天穹之民身邊。

OMF國際編輯組報導



印象。會議結束後，他帶回一

些基督教單張小冊，他覺得基

督的福音能為人們帶來希望。

由於畜牧業在蒙古經濟

扮演著重要角色，各地普遍短

缺獸醫，因此正是國外獸醫前

去蒙古的大好機會，能在醫治

牲畜的同時訓練當地人才。這

些為宣教而去的獸醫可以住在

城市裡，定期前往遊牧營地探

訪牧民。這將是一個充滿挑戰

卻極具意義的工作。

基督徒獸醫能滿足蒙古兩

個關鍵需要。第一，牲畜所需

的醫療，使牲畜繁衍興旺。第

二，也是更為重要的，就是把

耶穌基督的福音帶到蒙古，使

人看見得救的盼望和為了上帝

永恆旨意而活的新生命。

在這裡，基督徒獸醫能參

與當今世界最令人興奮、成長

速度最快的教會運動之一。90

年代初，只有少數蒙古人歸入

主名，但根據本會統計，如今

蒙古已有超過五萬名基督徒和

大約四百間教會。神已在這裡

成就了奇妙大事，但仍有許多

尚待完成的工作。

你願意為蒙古禱告嗎？

◆為近年蒙古教會的成長感謝

神。

◆為基督徒得著機會接觸蒙古

人感謝神。

◆求神興起更多具備各樣專業

的基督徒來服事蒙古。

不
丹王國位 於西藏自

治區的南部邊緣，東

喜馬拉雅山脈的南部斜坡

上，國土面積約為瑞士或

美國印第安那州的一半，

大約七十五萬人口。可別

以為「雷龍之地」跟恐龍有

什麼關係喔，在不丹語中，

這其實是指雨季從喜馬拉

雅山脈降臨的猛烈風暴。

不丹的官方國教是怛

特羅佛教，藉著遍佈全國兩千多座寺廟和寺院傳播。不丹佛教

雖起源於西藏，但其宗教儀式、禮拜儀式和僧侶組織都大不相

同，而且包含了佛教傳入前已在本地流行的泛靈論和薩滿教的

元素。大約75%的不丹人信奉國教，其餘大多是尼泊爾血統的

印度教徒，主要居住在該國南部邊緣地區。 

佔不丹大多數的佛教徒統稱為「竺巴」（不丹族），在文化

上與西藏人非常相似。不丹西部主要的小族群確實有藏族的

根源，而東部的主要人口則源於印度蒙古人，但如今已被竺巴

文化同化。不丹仍然是世界上最少聽聞福音的國家之一，不過

已經看見曙光：現在南部的尼泊爾裔不丹人中，估計已有數千

位基督跟隨者。不丹族人中的基督徒人數目前相對較少，全國

也許只有幾百人，但增長仍然明顯較藏人快速。不丹族的信徒

不但勇敢地向鄰舍、家人和朋友作見證，而且已胸懷向印度和

中國之藏人傳福音的異象。

你願意為不丹禱告嗎？
◆福音的真光與真理得以在不丹族裡宣揚並扎根。

◆不丹族社會被翻轉，每個地區都建立興旺的教會。

◆不丹族信徒把握將福音帶給印度和中國之藏人的異象。

雷龍之地：不丹

來看神所愛的天穹之地

不丹及西藏二文摘自《天穹之民禱告手冊》，詳見末頁



蒙愛宣教士 
服事創啟地區穆斯林

還
記得2019年領受的年度主題是「更新」，初抵工場的頭一個

月就真真實實經歷到一切都更新的祝福。我不但轉換身份

居住到Ｘ城，出國前手機與電腦都換新的，連來到這裡租的房子

都是新的！找了一整週，連看16間套房，終於租到了非常喜歡的住

處。房東今年才用心裝潢好，不論傢俱或家電都是最好的，只因託

管的單位捲款跑了，說好要租的房客也沒繳錢，房子就這樣空了幾

個月沒租出去。我相信這是天父特別預備的恩典，讓我有幸成為

這位慈祥老人家的新房客！謝謝

大家的代禱，讓我能很快安頓下

來。找房子的過程有點累，卻能

幫助我更深認識自己和天父。

當我住進新家後，更深體

會天父的精心預備。確實，祂比

我更清楚我需要的，超乎所求

所想—採光佳、安靜、交通方

便，樓下有運動設施，社區兩旁

有超市，離銀行及朋友家也都很

近，雖沒地暖卻有空調能開暖

氣，還因為淡季獲得好的價格！

找房時，透過和房仲朋友們聊

天，幫助我更認識本地文化：不

少人是從外地來這裡打拚，薪資不高，生活不易，常見5、6人合租

一套房。這城市總人口約台灣的三分之一，竟有幾十所大學！每年

11月開始房子會供暖，只是不少人也會提前返鄉，就成了我遇上的

淡季。

2020年，上帝賜下新的年度主題是「恩典」。剛來工場時很

興奮，很喜歡這裡的文化與百姓，但是開始過日子後便陸續發現

許多問題：原來手機號碼會因為系統不同而沒法辦 ; 上網網速不

快，好不容易連上網卻突然斷線 ; 銀行開戶因為有害群之馬，手

續不再像以前那麼簡易。租到房子就得立刻預繳房租，但提款都

還在想該怎麼提好呢？在同工團隊間聽英文很多時候聽不太懂，

但接著卻被問及「那妳的看法如何？」呵！只好硬著頭皮講兩句，

都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回答到問題。

因著文化不同，差異一個接一個出現，挫折感也跟著來。心情

低落時想起抵達後第一個主日的詩歌，天父用祂和摩西說過的話

提醒我：是祂創造人的口，賜給人口才，指教他當說的話。又告訴

我能來到這裡絕非徒然，都是恩典，而且祂的恩典夠我用，不要輕

言放棄。天父的鼓勵話語，成了我及時的安慰。

同時天父也為我預備許多家人朋友的溫暖鼓勵：「別急、慢

慢來，先安頓好再說，有問題就說出來，找資源幫助。」我的急性

子需要調整，學習好好生活與獨處，在新的一年繼續經歷天父恩

典夠用！

請在禱告中紀念
蒙愛上工場的第一年：

◆能加強英文的聽說讀寫，

聽懂同工們講的話並有好

的溝通。

◆學習融入當地文化並能明

白天父的計畫與目標。

◆家人能放心，並有機會認

識天父。

蒙愛
家書



林大衛宣教士 (David Eastwood) 英國籍，台灣工場主任

自
從我投入宣教服事以來，

關於推展宣教的最佳方法，

以及哪種方式能使奉獻發揮最大

效益，宣教學者們在學術圈及教

會內部的討論從來沒有停止過。

差派國的人常會問：差派的

費用這麼昂貴，為何仍要差派宣

教士出去？誠然，一位外國宣教

士的培訓所費不貲，還需要長期

的語言學習、預備昂貴的子女教

育金，以及長時間適應另一個文

化，到頭來卻可能還不如當地牧

者的事奉有果效。這些奉獻不如

直接提供當地同工訓練及生活

使用吧！

然而，一個教會若倚賴國外

奉獻，會產生許多問題，因為國

外教會的財務委員會無法及時

瞭解當地教會的情況。差派人出

去與當地合作，其實是根據聖經

的原則，況且我們也無法忽略現

實的情況—神繼續不斷地從

各國各民中呼召人成為跨文化宣

教士，並祝福那些差派及支持宣

教士的教會。

另一個眾說紛紜的是，應該

將宣教士送往何地？應該集中利

用我們的財務資源將他們送至

對福音有回應的地方嗎？我們看

見許多福音的「果效」，

所以神似乎在那些地方

「開門」？若是這樣的

話，那我們應該避免去

那些對福音沒興趣或

是因著政治、宗教等因

素而使得福音很難傳

入的國家。繼續推論下

去，那就沒有宣教士

會去伊斯蘭或是共產

主義的國家了。如此

萬，值得嗎？ 一來，我們也應該避免送宣教士

去生活費用高昂的國家，例如某

些東亞地區，特別是日本，即使

那裡的基督徒比例非常少。

「果效」的想法曾導致1990

年代許多差會及母會下命令，要

他們的宣教士離開台灣前往中

國，因為中國的生活費較低廉以

及對福音有熱烈的反應。所以，

向台灣差派宣教士，值得嗎？

在台灣，去年每天大約有70

名宣教士在做例行的事工，包括

舉辦80幾場特別的福音聚會、接

待12組來自不同國家的短宣隊、

帶領46名基層台灣人信主。每一

位悔改得救者的花費算下來大

約是一百五十萬台幣。值得嗎？

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但很顯然

地，神認為值得—因為祂繼續

興起新的工人，也為現有的宣教

士預備支援。

請為台灣的宣教士代禱。我

們知道台灣的福音事工很辛苦、

也看不出有什麼果效，但我們仍

然感謝主，因我們確實看到有人

因此信主並切盼有更多人悔改

信主。也許未來我們會看見神在

台灣掀起福音的浪潮，但在那之

前，我們要繼續忠心服事，因為

每位悔改信主的人在神看來都是

無價至寶。一切都是值得的！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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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023 6,430,505 人事費用 577,213 3,877,829

宣教士支持奉獻 4,111,992 19,612,168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376,937 2,532,545

國際事工奉獻 1,198,509 2,936,893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5,310,501 22,549,062

收入合計	:	 6,648,524	 28,979,567	 支出合計	:	 6,648,524	 28,979,567

11-12月餘絀	:	 	 383,874	 年度累計餘絀	: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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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版

請洽內地會辦公室

天穹之地
28天禱告日誌

請洽聯合差傳

介紹中國、蒙古和不丹
受藏傳佛教影響的族群

宣教聚會 (2020年2月～2020年4月)

	 日期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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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9日(一) 19:00-20:30

 3月30日(一) 19:00-20:30

 3月31日(二) 19:00-21:00

 4月13日(一) 19:00-20:30

 4月27日(一) 19:00-20:30

 4月28日(二) 19:00-21:00

聚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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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一準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向日出之國前進（永望&文虹準宣教士）

內地會月禱會：與主同行的每一天（小綠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用禱告叩門

日本禱告小組：盛開吧！南國之櫻（菊地彩子姊妹）

東北亞禱告小組：隱蔽的王國

P4M（為穆斯林禱告）：齋戒月禱告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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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會辦公室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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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27日-2月10日

一起加入全球基督徒的禱告運動，為我們的佛教圖鄰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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