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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都市看見需要

全
世界成長最快的20個城市

當中，有13個位於OMF所

服事的東亞地區。[1] 

人們大量湧入城市尋找機

會，卻也遭遇現實的打擊：貧

窮陷阱、家庭問題、離鄉打

拼的壓力、自我價值的

失落……。 

因此，也有

人 把 現 代 都

會形容為一個

「充滿鴻溝之

地」，好像路加福

音十六章中的財主

與拉撒路，兩人即使

距離相近，但無論是在生

活空間、經濟水準和互動關係

上都彷如兩個不同世界。 

基督耶穌帶來使人和睦

的好消息。因著福音，我們

期待有一天財主跟拉撒路

可以同桌共食。願有更多

和平之子走入東亞的都會

角落！

[1] 資料來源：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1/
how-to-cure-the-growing-pains-of-the-worlds-most-
dynamic-cities/ 



貧民之地，福音的寬闊之處
編輯室

願
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成就在這團隊

中、在這都市貧民區，如同在天上。」願神

的國臨到東南亞的都市貧民，是什麼意思？當你

睡在鐵道旁邊，與老鼠、蚊子和焚燒垃圾的煙霧

共居，生命的救贖、轉化與整全又意味著什麼？

福音要如何進到一個反對直接宣講福音的

封閉文化裡？如何進到窄巷內超過五人共寢的

陋室、沒水電、不見天日的家庭之中？

過去五年來，這些問題驅動著我們這小小

的跨文化團隊和當地夥伴，一起尋求在東南亞

人口最稠密的社區中作光作鹽。儘管社區中心只

有一個小小的空間讓我們使用，但我們的願景

是它能在這擁擠的地區成為一個「寬闊之處」。

人們可以在這裡短暫受庇護，探索如何在生活

和社區中看見改變。此願景源自詩篇十八篇十九

節：「祂又領我到寬闊之處；祂救拔我，因祂喜

悅我。」

寬闊之處

我們舉辦一系列祝福社區的活動，並在禱

告中期盼他們認識神、接受神的愛而得喜樂，生

命被改變。這些活動有：

◎教兒童數學、教未就學的兒童閱讀（包含一位

想學習閱讀的五十歲女士），以及舞蹈、美術

和工藝等才藝課。

◎為母親們設計的親職教養與家庭營養課。

◎組織青少年足球活動，和領導力訓練課程。

◎一個微型存款方案──讓成員們藉由存錢學

習管理自己的金錢，達成財務目標。

◎此外，有一位當地的醫生自願加入我們的行

列，服務慢性疾病患者，並提供醫療健康諮

詢。

我們所服務的人們都知道我們是信耶穌

的，我們也有機會奉祂的名為病人禱告。當人們

問起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我們便在這樣難

得的場合中直接分享信仰。

我們明白這工作的整全性，是從實踐愛上

帝與愛人的大誡命中，自然流露出實際服務及門

徒訓練。直到我們在這裡看見由本地教會所帶

領的實質屬靈改變發生，我們的工作才算完成。

這是緩慢又費力的工作，雖然還沒有看到所渴

望和祈求的改變，但已真實瞥見那將要來臨的

震動。

改變正在發生

◎一位年輕媽媽述說她如何應用親職課所學到

的，改善她和先生的關係。

◎兩位來自鐵道區的女孩重返校園，並因老師

稱讚她們是「班上最聰明的閱讀者」而感到驕

傲。

◎男孩子從他們的足球教練身上學習尊重與饒

恕的力量。

◎一位拾荒者被玻璃碎片割傷後，有能力支付急

診治療費用來保全自己的手指。

「

「



車
站內，有一群人圍成一

圈，準備聆聽一位志工分

享聖經故事。這些街友有男有

女，每人剛拿到一袋食物，裡面

有包子或便當、麵包、飲料，以

及一張寫著聖經故事的紙片。

 有一群人持續在世界上

第三繁忙的車站——池袋車站

附近關懷街友。

每週四晚上，我們會去見

三群街友，總共約35人。看到每

個人都在聆聽福音故事，然後

低頭祈禱，還有人決志信主，我

們心中滿是喜樂。

中村先 生 是 個忠心的志

工，他過去也曾是街友，最近剛

在東京的友誼基督教會（東京
仲よしキリスト教会）受洗。圭

先生原本是工程師，但在福島

核洩漏事件中失去了家園。他

靠著溝通技巧和一顆關懷人的

心，協助領導街友事工。

這項事工於2012年由一名

短宣者發起。如今我們有十位

以上的志工，其中有些是因這事

工而信主的。一開始，我們只發

送食物滿足街友的生理需求。

接著，我們表明自己是基督徒，

並開始透過食物包分享聖經故

事。看到他們伸出手接受食物

的同時，也接納了上帝的話語，

令我們感動不已。

除了發送食物，在寒冷的冬

天，我們會分送衣物和麥當勞

禮物卡。有時會邀請他們去義

式家庭餐廳薩莉亞吃飯，當國

外團隊來短宣時，則邀請他們

參加於基督徒咖啡廳（Sonrise 

Café）舉辦的特別活動。

這項事工的美麗之 處在

於，這些人是以群體的身份獲

得關懷。若你了解日本文化脈絡

中團體和諧導向的重要性，就

會知道這是個精心的設計。雖

然他們在社會中是被邊緣化的

一群人，但他們形成了一個彼此

照顧的群體。這些街友以某種

日本人特有的團體精神來運作

這項事工。

除了我們在地鐵站的福音

事工，當地還有兩間教會歡迎街

友來參加查經和崇拜，看到已

信主的街友，因著基督的緣故，

積極關懷並邀請其他街友來參

加福音活動，實在令人興奮。

街友關懷團 作者為內地會宣教士Louis

◎一群男性聽見耶穌彰顯上帝的愛並祂戰勝了黑

暗權勢，其中一人就說，他因思索此事而不能

成眠。

◎探訪病危的鄰居時，在他請求之下，我們在他

面前奉耶穌之名為他禱告，祈求上帝的光照、

醫治和平安。

你是否願意加入為我們禱告的行列？祈求神

國降臨在這社區、城市和整個地區！



為弱勢求公義
狄立禮 Larry Dinkins
在泰國服事

新
冠肺炎疫情和弱勢族群

的正義，是全球關注的兩

大議題，幾乎佔據各樣對話的

主題。

在古代的以色列，有三類

最弱勢的群體，受到不公的待

遇：寄居的、孤兒和寡婦。聖經

裡一共有九處經文將這三類人

一併提及，例如詩篇一四六篇9

節：「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

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道路

彎曲。」

身為在泰國的宣教士，人

們習慣稱呼我為「佛朗」（外國

人），而我傳的宗教就是「撒沙

納佛朗」（外國教）。雖然我住

在泰國已經四十年了，還是甩不

掉這些令我困擾的稱呼。但想

到我所服事的族群：泰國中部

的麻瘋病人和國內流離失所者

（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s，

這裡指住在泰國邊境、無國籍的

少數民族），我身上這些陌生人

或異類的標籤實在不算甚麼。

美國每三億兩千萬人中有

四十萬名兒童接受寄養服務，

但泰國七千萬人中就有約一百

萬名孤兒。在我居住的清邁有

75間孤兒院。我對這三類人裡

的寡婦相當熟悉，因為過去九

年我就在她們當中。泰國有著

大量的寡婦，其中有許多單親

媽媽必須於缺乏支持體系的社

會中苦苦掙扎。

就像古代的以色列，寄居

者、寡婦和孤兒依然是今日最

缺乏保障的一群人，特別是當中

容易感染新冠肺炎的高齡者，

或是因為膚色而遭遇不公對待

的族群。願我們今日也能像哈巴

谷一樣向上帝懇求：

上主啊，我要呼求多久，你

才垂聽？你才救我們脫離強暴？

你為甚麼要我看見這樣的災難

呢？你怎能容忍這種壞事呢？我

的周圍盡是毀壞，強暴，到處都

是打鬥，爭吵。法律沒有力量，

沒有作用；正義永遠不得伸張。

壞人欺壓義人，正義被歪曲了。

（哈巴谷書一2～4，現代中文譯

本）



吉識恩&吉愛玫（Seann & Amy Gibson）
宣教士夫婦，美國籍，現於嘉義服事

接觸及裝備基層家庭背景的
大學生及年輕人

地分享見證、並向他未信主的

朋友分享福音。吉識恩宣教士

與他一對一陪讀，他也加入弟

兄查經小組，他很渴慕上帝，是

與我們一起服事的重要本地同

工。

還有許多人的故事，恕我

無法一一細說。管理員阿生，

雖然有些粗枝大葉，但他對主

有一顆柔軟的心；婷婷曾經對

上帝沒有興趣，如今規律地參

加團契；小明正認真考慮將來

念神學院；剛信主不久的萌萌，

滿懷興奮地與主同行；慕道友

小羅，過去常常瞞著朋友暗自

參加教會的活動；初信的阿宏

是一名機械維修科的學生，過

去幾個月從一名孤僻、沮喪的

年輕人轉變成為團體中的凝

聚者，常常喜樂且樂於關懷別

人。

直到現在，上帝仍在這些

年輕人當中做奇妙的事。

推
動及訓練台灣的基督徒

向基層的未得之民及鄉

村傳福音，多年來一直是我們

心中的負擔。

直到幾年前，我們問自己，

要怎麼做才能使事工更有果

效？

大學生事工為我們提供機

會。

因為許多大學生出身基層

或鄉村的家庭背景，他們為了

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而離家一段

時間，當中許多人並非就讀排

名數一數二的大學，畢業後，其

實還是從事基層的工作。

2018年，我們開始了在嘉

義的咖啡店事工「咖啡研救

所」。試著打造一個屬於學生的

「家外之家」，我們與學生一起

用餐、聊天與歡笑，傾聽他們

的煩惱與疑慮。後來開始有固

定的團契時間，一起吃晚餐、敬

拜、讀聖經與禱告，當中有基督

徒也有慕道友。令人驚訝的是，

有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年輕人說

他們非常想加入團契，因為被

讀經的聚會吸引：

「你們在這裡教導

聖經，而我想讀聖

經」，有人這樣對

我說。

我們用台語

教導聖經、做門

徒訓練，這幫助

我們很自然地吸

引了一些基層背景、講台語的

年輕人。這個目標是，期望能訓

練及裝備這些學生和青年，在

自己的社區、家庭及工作場所

成為傳福音的人。

隨著事工的發展，我們看

見它似乎漸漸脫離單一事工，擴

展為學生及教會植堂事工的混

合體。我們希望看見學生畢業

後返回自己的社區，並栽培一

些在本地生活的年輕人與我們

一起服事。

這些青年當中的一位：阿

陳，幾年前從大學畢業，目前在

當外送服務員（Food Panda）。

阿陳還小的時候，由於耶穌醫

治母親的疾病，他們全家都信

主了，所以他從小在教會長大，

但在讀大學的幾年裡並沒有定

期去教會。兩年前，他覺得需要

重新回到教會和上帝面前。當

初他被「咖啡研救所」團契的

其中一位學生邀請來團契，如

今他也協助帶領敬拜、不定期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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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382 4,328,002 人事費用 665,718 3,065,864

宣教士支持奉獻 3,384,947 18,168,464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170,552 1,212,403

國際事工奉獻 117,357 2,289,236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3,502,304 20,457,701

收入合計	:	 4,238,686	 24,785,702	 支出合計	:	 4,338,574	 24,735,968

9-10月餘絀	:	 	 -99,888	 年度累計餘絀	:	 	 4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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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訂閱電子版

內地會網頁

緬甸的故事	

禱告手冊

一年又到尾聲，許

多人可能正享受豐收

的滋味。

緬 甸 這個 多族

群國家也正經歷關鍵的

時刻。對某些族群而言，收割工作已經完

成，更新的撒種工作正需要展開。對其他

族群而言，有可能只是在犁田的開始，離

收割的日子還很遠。

我們希望這本手冊中的故事能幫助

你更深入為緬甸族群禱告。在禱告中我

們能一起參與，並且懇求莊稼的主在祂

的時間帶來美好的收成。

2020年快報的主題是「直到地極」，

我們一起認識了天穹之民、東南亞穆斯

林、北韓、東亞都市居民和各地興起的教

會運動。2021年，配合內地會台灣差傳辦

公室的40週年，快報將直擊差傳工作的

各個面向，希望我們各人都能找到前往

地極的方式。

宣教聚會 (2020年12月～2021年2月)

	 日期		 時間

 12月28日(一) 19:00-21:00

 1月11日(一)	 19:00-20:30

 1月25日(一)	 19:00-21:00

 1月26日(二) 19:00-21:00

 2月8日(一) 19:00-20:30

 2月22日(一) 19:00-21:00

 2月23日(二) 19:00-21:00

聚會內容

年終聯合禱告會

日本禱告小組：新之呼吸 壹之型

東北亞禱告小組：電影欣賞

P4M（為穆斯林禱告）：伊斯蘭教的起源（晨曦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電馭拜年2021

內地會月禱會：疫情下的教會（晨曦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密室大逃脫――瓦干達阿拉伯之記憶拼圖（哈博士）

地點

校園大樓12樓（捷運公館站）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捷運公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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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感謝以下志工，讓快報得以順利與大家見面。

◆ 編輯 朱蕊、如菁  ◆ 翻譯 秉穎、志嘉、盼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