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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F台灣差傳開箱>系列之一：搭一座跨宣的橋

邀你一起來開箱，看看內地會如何

搭一座跨宣的橋



前線需要，後方支援

台
灣基督徒對宣教士不算陌生，我們可能有

認識的宣教士，或曾聽聞宣教士因神的呼

召，懷著堅忍和信心勇敢走入未得之民中，慇勤

傳揚福音，建立教會……而感動不已。但我們是

否想過，他們如何成為宣教士？他們是單槍匹馬

上工場？還是有後援？誰在後面支持他們？

內地會成立滿十年時（1875年），因為

事工擴張迅速，需要更多宣教士投入禾場，戴

德生便提出他多年來的期待，邀請他的妹夫海

班明與妹妹戴賀美一同前往中國宣教。但是海

班明瞭解上帝給他的恩賜並不是宣教植堂，而

是對外連結與行政管理的能力，於是戴德生邀

請他們在英國承擔起動員的服事。在之後的20

年間，他們熱情地投入差傳事工，例如：連結

英國教會並建立彼此的信任、定期出版宣教刊

物、安排戴德生與宣教士們在英國各地分享中

國的需要與現況、遴選與裝備不斷湧入的新宣

教士，並關顧他們及其家人、統籌管理所有的

財務與行政事務等。在那段時間，上帝帶領了

數百位福音工人加入內地會，而他們在幕後默

默的服事，就成為這許多宣教士重要的支援力

量。

在內地會OMF的團隊，是由禾場的宣教團隊

（Field side）與差派地的差傳團隊（Home side）

一起完成宣教任務。由於宣教團隊最瞭解禾場的

處境，宣教工作全由他們主導指揮，負責策略規

劃與運作執行。因此差傳團隊最主要的工作是動

員——不斷將新的宣教士和他們所需資源提供

給禾場，讓禾場的宣教工作不至於中斷。因此動

員不只是傳達訊息，最終目的是要帶出行動，將

人力預備好、將資源整合好、並供應到禾場讓上

帝來使用。

我們相信上帝才是真正的動員者，祂知道祂

的禾場，關心祂的莊稼，並打發工人出去，動員

需要倚靠上帝、與祂同工。今年是內地會台灣區

差傳團隊正式設立40週年，四十年來我們與許多

教會及個人同行，累計差出了40幾位宣教士到東

亞各地服事，結出許多美好的果子，這是上帝極

大的恩典。

在這感恩的一年，快報將系列介紹差傳團

隊的不同角色與工作，希望對東亞有負擔的教會

與個人能在上帝的引導下，透過這些內容尋求共

同服事的契機，並在未來持續帶給東亞萬民祝

福。也期待大家共同在台灣的跨文化宣教運動中

繼續向前邁進，藉著主的恩典，不斷差派台灣宣

教士進入普世禾場，完成祂的使命。

台灣差傳40週年 之

台灣區主任袁樂國牧師



「一開始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才一、兩位，開

會要討論的事情不多」，沈牧師談及事工的轉變：

「自從林應安牧師於1991年擔任總幹事以後，又

不一樣了，他把辦公室守得很好，很多工作由此

展開。」包括正式向政府登記為財團法人、從台

灣差出去的宣教士人數持續增加、藉由刊物發行

傳遞宣教異象、以及舉辦各種動員活動等等，逐

漸拓展、一步步成長，至今台灣辦公室繼續面對

東亞差傳環境的變化，委身宣教呼召，同時保持

動態與彈性。

回顧與內地會OMF同行的四十年，沈牧師謙

卑地說自己蒙了很大的祝福，得以近距離參與這

百年差會的事工。回想當初向魏德凱宣教士吐露

自己有牧會的負擔時，魏宣教士勉勵他：「你要

建立一個宣教的教會。」神的工作非常奇妙，雖

然他得一邊牧會一邊抽出時間和精力協助宣教

機構，但神讓教會的弟兄姊妹也跟著關心神所關

注的事情，教會因而更具異象與動力。

最後，沈牧師也分享了他對未來的期盼：

「當台灣教會回顧過往的恩典，盼望成為列國的

祝福時，其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踏踏實實、一步

一腳印地派宣教士進入跨文化的族群中。」

編輯室 饒以德 採訪編寫

同行四十年─
訪沈正牧師

談從無到有、從少到多

的差傳動員

內
地會在1951年大撤退時來到台

灣，迄今有約四百名外籍宣教士

投身這片禾場。而自1976年台灣也開始差派宣教

士出去。從只有「進口」轉為也有「外銷」這

一路的恩典軌跡，在以下簡短的訪談中或可略

窺一二。

話說1976年，為了差派台北靈糧堂的王婷

姐妹至日本長宣，當時內地會台灣工場主任雷恩

培（Benjamin Draper）特地成立一個差派小組，

這就是台灣區委員會的前身了。及至1980年初，

使團總部開始在亞洲各地推動差傳動員，於是

鼓勵台灣進一步成立正式的區委員會（Taiwan 

Home Council）。沈牧師回憶，當年他才開始牧

會沒多久，有一天突然接到戴紹曾牧師的遠洋電

話：「我有一個邀請，希望你一定不要拒絕。」無

法拒絕的沈牧師自此加入初成立的委員會擔任

委員。隔年，靈糧堂的周神助牧師完成階段性任

務，將委員會主席的棒子交給了沈牧師。他自此

與內地會同行多年，一直到2019年卸下董事長之

職。

沈牧師在 校園團契 服事時期就 深受韓

寶璉（Pauline Hamilton）、魏德凱（Richa rd 

Webster）、蘇美恩（Ann Scott）等宣教士的照顧

與影響。但這些外籍宣教士並未特意教導宣教

觀念，對沈牧師的宣教觀影響可說是身教大於

言教。反倒是參與委員會以後，這才逐步學習怎

麼做跨文化宣教。他和戴紹曾牧師保持密切聯

繫，常常請教相關問題；他曾經飛到日本去探訪

王婷等宣教士，也開始在台灣推動宣教；他曾有

機會到新加坡參加總部的議事會，親自見證內地

會的領袖們如何在禱告與溝通中處理事工的歧

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沈正牧師的老師

戴紹曾牧師

台北信友堂前主任牧師沈正，

現任中華福音神學院董事長



台
灣信義會信義堂是與內

地會配搭多年的好夥伴，

我們很榮幸能訪問到教會的曹

正烜牧師，聽他分享教會與差

會同行的心路歷程。

「以前一聽到內地會，就

會想起『宣教歷史』，想到戴德

生。」曹牧師微笑地說：「在我

眼中內地會的宣教士好像有種

神秘感，很多內部用語和英文

簡稱，好像特務機構。」後來，

隨著宣教浪潮在台灣逐漸興

起，加上實習時跟著沈正牧師

學習，曹牧師開始更多接觸、

參與差會的事工。「後來沈牧

師邀請我擔任內地會的委員，

才更進一步認識這個『秘密組

織』。」

「若是要差派宣教士，一

定要透過差會。」曹牧師還記得

沈牧師的諄諄叮嚀。信義堂曾

經差派宣教士至海外，但因缺

乏足夠的差會支援，工人在前

方沒有團隊和引領，行政協助

也不到位。而教會遠在大後方，

牧者很難提供所需的各樣協

助……。

經過那次經驗，曹牧師更

加體會慎選差會的重要。他又

解釋：「這不是說哪個

差會比較好、哪個差會比較差，

而是要彼此合適。」所謂的合

適，是指宣教士本人、堂會跟差

會都能相互理解又有共同合作

異象。「宣教士往往都有獨特的

氣質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

性格。作為牧者，我們有義務

為他們挑選適合的差會，成全

神給他們的託付。」

牧師接著談到堂會：「堂會

也會有自己的目標。某些宗派

或系統的負擔是植堂，而差會

往往做的是鷹架工作。1這兩種

模式各有其著眼點，沒有絕對

的好壞，不過，堂會要知道自己

的處境與期待。」其實台灣信義

會的海外宣教是宗派系統的植

堂模式，但信義堂差派的胖丁

宣教士卻是走鷹架路線，曹牧

師在當中也費了一番心力協調。

感謝神，隨著宣教環境的變化、

更多的溝通與合作，信義會總

會也開始理解、接納並差派鷹

架路線的工人。

他進一步強調，堂會也要

考慮差會的異象和原則。一個

制度完整的差會固然會協助

簽證、保險、語言學習、孩子教

1 強調宣教士的過渡性角色，戴德生有相關名言：「我們外國宣教士，就如建屋時所搭的鷹架，房子建好，鷹架愈早

拆掉愈好……。我們工作到足以遷移，甚至不再需要我們，對福音未到之地愈有好處。」

曹正烜牧師(左)與饒以德弟兄(中)

差派胖丁宣教士

教會與差會的合作
台灣信義會信義堂曹正烜牧師談

編輯室 饒以德 採訪編寫

育、住所與交通工具安排等行

政事務，甚至在職前訓練、精神

評估、前線策略、緊急撤退計

劃等方面都有考量與計劃，但

相對的，差會行事也有其原則

與做法。堂會的確需要付出一

些心力來配合這些流程，但曹

牧師亦總結道：「和差會配搭

讓信義堂在宣教路上少走很多

冤枉路！」

「差會是航空母艦，宣教

士是一架架的戰鬥機，而母會

是後方的海港基地，提供資源

與禱告。」訪問的尾聲，曹牧

師以他心中的圖像作結論。願

聖靈在我們的心中動工，一同

學習在主裡彼此成全，在鐵三

角裡找到自己的角色，攜手前

行。



蒙愛 STEPS第二屆學員在創啟地區服事

STEPS週末營：拼圖、尋寶、假期

如果你有三天假期，

你想要如何度過呢？

去旅行、吃美食、好好補眠，

還是聽聽天父對你的心意呢？

你知道老爸（天父）對你的人生

有美好的計畫嗎？

有可能是離開家鄉去到更需要

聽見好消息的地方喔～ 

我
參加的是第二屆STEPS，

報 到 時 會 領 到 一 本 手

冊，其中有兩頁列出十幾條成

為跨文化工作者需要具備的心

態。我細細看著每項描述，沒

想到腦海不斷浮現一幕幕回

憶。很多以前不明白的經歷，

回頭再看，頓時都懂了。我感

動得落下眼淚。才知道原來每

段經歷都不是偶然，而是天父

精心的安排，祂正細心地修剪

與裝備我的生命。參與跨文化

服事並不是一條容易的路，但

卻是更深刻經歷天父的愛及祂

夠用恩典的蒙福之路。

接著，我透過破冰遊戲認

識一群來自不同宗派、教會，有

心尋求的弟兄姊妹們，不論是

單身或夫婦、青年或壯年，都能

成為一起打氣加油的同路人。

更感恩是，還有一群來自不同

差會的宣教前輩們，同心陪伴

服事我們。聽他們分享天父當

初呼召的見證，我才知道原來

前輩們也曾有這些掙扎心情，

發現自己並不孤單，大大被鼓

勵與安慰。當我們跨出信心的

一小步，天父就大大開闊我們

的眼界與心胸，帶領我們去完

成祂榮耀的大計畫。

營會裡大家還會一起查

考聖經中關於呼召與信心的經

文、回顧個人生命歷程、認識跨

文化服事所需裝備，並模擬跨

文化團隊挑戰。除了藉著主題

演講、小組分享、閱讀宣教前輩

們的文章來吸收訊息，營會中

也有個人安靜默想的時間，傾

聽天父的回應。

我覺得STEPS像拼圖，把

天父從過去、現在到未來的帶

領，一步步地拼湊起來；又像尋

寶，不僅找出我生命當中的寶

貝，也聽見每個人生命故事的

寶貝，更明白天父的心意。營會

是個美好開始，但更不要別忘

記參加後續的跟進聚會，會有

前輩及同路人一起加油、打氣、

前行。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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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2,167 5,710,169 人事費用 262,705 3,328,569

宣教士支持奉獻 3,437,904 21,606,368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685,635 1,898,039

國際事工奉獻 809,970 3,099,206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4,247,874 24,705,574

收入合計	:	 5,630,041	 30,415,743	 支出合計	:	 5,196,214	 29,932,182

11-12月餘絀	:	 	 433,826	 年度累計餘絀	:	 	 483,561

重視基督徒管家的職責，珍惜自然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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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A@omfmail.com
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訂閱電子版

內地會網頁

宣教聚會 (2021年2月～2021年4月)

	 日期		 時間

 2月8日(一) 19:00-20:30

 2月22日(一) 19:00-20:30

 2月23日(二) 19:00-20:30

 3月8日(一) 19:00-20:30

 3月29日(一) 19:00-20:30

 3月30日(二) 19:00-20:30

 4月12日(一) 19:00-20:30

 4月26日(一) 19:00-20:30

 4月27日(二) 19:00-20:30

聚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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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禱告小組：向日本人傳福音？停、看、聽！

東北亞禱告小組： 黑夜中的一顆星：尹東柱

P4M（為穆斯林禱告）：認識古蘭經

日本禱告小組：共享語言共享愛～對在台日本人的宣教事工

內地會月禱會：成為橋梁（于謙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為齋戒月禱告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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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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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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