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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F台灣差傳開箱>系列之二：宣教動員篇

宣教逗陣來 分享神在宣教地的工作、當地所需資源，

並邀請人參與，你就是動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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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OMF前，我和許多弟兄姊妹一樣，對

「動員」一詞感到陌生。「動員」這詞

來自英文mobilize，意指組織人們支持某項事

物，或為一個特別目的去讓某個團體預備好。

同理，「宣教動員」就是組織或預備弟兄姊妹

參與宣教。因此，宣教動員是一件積極正向、

充滿動力的服事。

回想自己從信主到成為宣教士，正是宣教動

員結的果子。母會中壢浸信會時常推動宣教，不

論是海外或國內短宣，都是暑假常見的事工。教

會牧長們也時常教導主的大使命，強調宣教的重

要性，鼓勵為宣教士、短宣隊奉獻。實際參與宣

教後，我常為未得之民代禱，更加關注宣教的議

題和課程，參加相關營會、跨文化宣教營、宣教

課程、宣教大會……等等。宣教心志初萌之時，

教會輔導不斷鼓勵我繼續禱告尋求，直到我蒙

主呼召，入讀美國浸信會西南神學院。在神學院

裡，校長、老師和同學的話題總是離不開宣教，

而且鼓勵實際參與。

從日本宣教工場返台後，神讓我看見部分

弟兄姊妹對支持和參與宣教仍感陌生。在祂引

導下，我希望以自身被動員的經歷，為宣教動

員盡一份心力，幫助台灣想參與宣教的弟兄姊

妹有更多實際行動。

常有弟兄姊妹問：「宣教動員到底是些什

麼工作？」其實宣教動員工作，是由許許多多

弟兄姊妹一起同工、一起推動，包括推廣、宣

導、教育、陪伴、禱告、奉獻等方式，是一個

持續不斷的動態過程，因為宣教是神的工作，

而人也需要時刻被提醒。宣教動員是大使命不

可或缺的一環。

歌羅西書一章27-29節：「現在這奧祕已

經向他的眾聖徒顯明了。神願意使他們知道這

奧祕在外族人中有多麼榮耀的豐盛，這奧祕就

是基督在你們裡面成了榮耀的盼望。我們傳揚

他，是用各樣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

為了要使各人在基督裡得到完全。我也為了這

事勞苦，按著他用大能在我心中運行的動力，

竭力奮鬥。」人得救是神的作為，但神也呼召

我們（就是眾聖徒）用許多不同的智慧、方

式、角色來共同效力傳揚神的福音，參與宣

教。而宣教動員就是幫助大家認識這個任務，

並協助各人找到各自的角色。按著神放在我心

中的感動，我接下宣教動員的棒子；期待親愛

的「你」也能回應神的呼召，加入國度宣教行

列，一起成為佳美的腳蹤！

林黛均宣教士
內地會台灣區動員同工

什麼是



曾伊翎 內地會台灣區秘書

宣教動員操作指南

故事

小翎國中時信主，在信仰成長的歷程中，教會多次邀請

宣教士分享，無論是異國的精彩見聞，或是當地人信主

後所經歷的改變，都在她心中種下了大使命的種子。

升大學後，她終於可以參加期待已久的青年宣道大會。

在那裡她認識「內地會」是一個向東亞族群傳福音的差

會，已經差派了40多位台灣人至日本、泰國、柬埔

寨等國，並在許多不能公開宣教的創

啟地區以專業服事當地人。

故事

小翎非常感動，她想更多

參與宣教。因此她開始和

朋友一起參加內地會的禱

告會、使用禱告手冊靈修，

不斷擴張她對宣教的認識、

深化對東亞族群的關懷。

她也有機會透過內地會與宣教

士談，聽到他們的心路歷程。原來

宣教士不是高高在上的屬靈偉人，而

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只是願意順服和

跟隨神的引導！

小翎也開始參加宣教心視野以及Kairos等課程，

除了交流外，也獲得世界各地的代禱訊息、裝備

資訊、短宣機會等等。

故事

當小翎的教會要差派第一位

宣教士時，教會邀請內地會

同工於宣教年會分享，探討

如何關懷宣教士。過程中不

但教會的宣道部更多認識差

會，也讓即將出發的宣教士更

感到被支持。

原來，教會和差會並沒有誰是

「專責」做宣教動員、關心宣教士，

而是攜手並進，一起成為宣教士的後

盾，弟兄姊妹也能在教會裡成為「宣教

的人」！

大補帖

1.開辦宣教課程

2.到教會、團契分享

3.陪伴有心參與宣教的弟兄姊妹往前走

4.舉辦定期的禱告會、不定期的專題講座

5.提供東亞地區有關的禱告手冊、宣教士

代禱通訊

6. 出版宣教相關刊物與書籍

大補帖

1. 邀請差會或宣教士在主日或團契分享、舉辦宣教體驗

活動（工作坊）、宣教課程，或協辦教會的宣教年會

2. 成立支持宣教士、或組成關心宣教的小組/團契/委員

會，並發起關懷宣教士行動

3. 推薦適合的弟兄姊妹成為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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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補帖

1. 參加內地會的宣教禱告會，邀請朋友關

心特定國家或族群

2. 追蹤內地會臉書、Instagram、twitter

3. 邀請朋友參加跨文化宣教的課程與活動

4. 邀請宣教士來教會或團契小組分享

5. 在教會中發起關懷宣教士活動

6. 邀請人一起支持宣教士、或組成關心宣

教的小組

7. 成為教會或差會的宣教志工、宣教士

你就是動員者

1. 「動員」在大使命中扮演關鍵角色。

2. 不斷更新回應大使命的心志與方式，幫助你和你的教

會，投入新的人力、物力，直到福音傳遍萬族萬民。

3. 台灣OMF樂意與台灣的基督徒群體（包含教會、團

契、基督教機構、基督徒等）互相支援、彼此同行，以

各樣方式參與大使命（藉由禱告、學習、差派、接待等

行動）。

4. 動員不是教會或差會機構才能做的事情，你可以向朋

友介紹神在宣教工場的工作、所需的資源，揪人一同

關心宣教。 



教會的第一個差傳年會

教
會52歲了。過去二十年

來，教會持續推展宣教的

動員活動：前往國內外短宣、定

期邀請宣教士分享、每月有宣

教禱告會，為未得之民禱告等。

去年教會首度正式差派宣教士

去日本。對弟兄姊妹而言，宣教

雖然不陌生，但「成為差派教

會」誠然是信心的跳躍，考驗會

友對神、對大使命的回應，更何

況教會才剛建堂。

基於自身宣教經驗，我深

深感受到宣教不能只有目標與

熱情，若不明白「宣教與我的

關係」及「我可以怎麼做」，宣

教的火容易熄滅。個人如此，教

會亦然。弟兄姊妹不能只停留

在「支持宣教士做宣教事」，而

應是「人人都能參與宣教」。內

地會使用「宣教六法」來界定宣

教行動，包括：學習、禱告、差

派、接待、動員與出去。宣教士

以「出去」來行動，而會友的宣

教心可以訴諸其餘五個層面。

我尋求思索著如何推動宣教動

員，於是決定開辦第一屆

「差傳年會」，包括信息、見

證、宣教營會、靜態展示、

差派禮等內容。值得一提的

是，差傳年會的重點是落實

宣教教育，期盼加深會友的

宣教意識。

宣教啟航一日營

籌備年會時，

我請內地會同工協

助我們釐清方向，

給予經驗建議。我

們教會從未辦過

宣教主題的營會，憑一己之力

實在困難，於是便請內地會規劃

「宣教啟航」一日營。

在學員填寫報名表時，我

們設計了問卷以確認學員狀態，

其中有七成想認識神在自己生

命中的帶領、三成想知道如何

參與宣教，並有二成五的人已

有宣教心志，正在進一步尋求。

有鑒於此，營會安排由淺入深

的節奏，先尋求神在個人身上

的帶領，再檢視自己的優先順

宣教不只是宣教士的事
——教會動起來 貓頭鷹 台灣某教會傳道人

序，並回顧信仰歷程。在安靜默

想時段，學員可自由漫步營會場

地，找到自己與上帝的角落，享

受與神的精心時刻。在「宣教任

務解鎖」環節，透過遊戲體驗，

無論過往是否有短宣經驗，都

能藉此認識特定族群的福音需

要。營會生動活潑吸引人，從早

上到下午到晚上皆無冷場，參

與非常踴躍。

宣教的故事一起寫

最後想分享的是，差傳年

會的宣教教育能使未曾經驗的

會友認識宣教的重要，並使已

有宣教心志的人重溫異象。經

歷了第一屆差傳年會，我們逐

漸明白宣教關乎教會的每一個

人。教會差派的宣教士也即將出

發到日本，我們為此成立「宣教

關顧小組」，成為宣教士後勤部

隊。從認識宣教到委身參與，大

使命的故事要繼續寫下去。



陳香如師母 內地會台灣區宣教士

免簽證免隔離的宣教

談
宣 教 禱 告 ， 不 能 不 提

海 戴 賀 美 （ A m e i l i a 

Broomhall）這位少為人知的

姊妹。身為戴德生唯一的妹

妹，賀美的服事是隱藏的，

她 一 生 從 未 到 過 中 國 ， 卻

用禱告踏遍中國每一省份。

她和夫婿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一同打理內地會

在倫敦的差傳辦公室，40年間

差派出近600位宣教士，其中

包含他們的五位兒女。大使命

不僅要有人走出去，也需要更

多基督徒投入前後方各樣的服

事，就如同海戴賀美的禱告，

因著深植地下的根，才成就地

面上的宣教大樹和果實。

有一種宣教方式不用簽

證、不需隔離，又能直接觸及各

個未得群體，那就是禱告。過去

幾年，政治、宗教壓力和疫情

等因素加劇宣教事工的困難，

但反而提醒我們：惟有倚靠萬

軍之耶和華方能成事。內地會

定期舉行為不同群體禱告的聚

會――每月有日本、大西北和

東南亞穆斯林（P4M, Pray for 

Muslim）禱告會；單數月記念

東北亞極度封閉的國家；雙數

月則為整個東亞，以及台灣差

派的宣教士守望。因著弟兄姊

妹長期委身為特定禾場加添柴

火，許多前方的宣教團隊深受

鼓舞。也有人在禱告會中培養

長宣的心志，預備走上宣教之

路。我們期盼未來有更多弟兄

姊妹興起，在各地組成禱告團

隊，定期為東亞的靈魂恆切禱

告。如果您有意與內地會配搭

建立禱告會，我們很樂意提供

禱告內容和其他協助。

在教會推動宣教禱告，是

一個強有力的宣教行動。不論

是在主日崇拜、宣教年會、團

契小組聚會中撥出幾分鐘為宣

教禾場和宣教士禱告，或是在

週報刊登相關代禱事項，都是

幫助弟兄姊妹用禱告參與宣教

的好方法。內地會在各地的團

隊用心編寫各種禱告手冊，用

故事和照片記錄當地的需要，

讓大家可以立即升空，成為屬

靈戰役的空軍，如臨宣教現

場。個人靈修時，也可以配合

使用禱告手冊，每天3分鐘，

持續為特定國家或族群禱告，

不僅擴展自己的境界，也回應

主教導我們的禱告――我們在

天上的父，願人都遵祢的名為

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

是我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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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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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535 710,535 人事費用 798,630 798,630

 宣教士奉獻 3,294,354 3,294,354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160,654 160,654

 國際事工奉獻 64,500 64,500 宣教士及國際事工奉獻轉出 3,358,854 3,358,854

 收入合計 : 4,069,390 4,069,390 支出合計 : 4,318,139 4,318,139

 1-2月餘絀 :  -248,749 年度累計餘絀 :  -24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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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21年6月)

 日期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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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0日(一) 19:00-20:30

 5月25日(二) 19:00-20:30

 5月31日(一) 19:00-20:30

 6月7日(一) 19:00-20:30

 6月28日(一) 19:00-20:30

 6月29日(二) 19:00-20:3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共享語言共享愛～對在台日本人的宣教事工（Mimi & Grace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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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禱告小組：Kelly的K書會（饒以德弟兄）

P4M（為穆斯林禱告）：我和穆斯林大學生

東北亞禱告小組：細說朝鮮半島史（馬牧師）

日本禱告小組：他們在粽子包好的前一週禱告（內地會同工）

內地會月禱會：{主題待補}（尼希米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在台求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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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校園團契4A教室

內地會辦公室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第43期收支表勘誤通知：前一期財務收支表數字有誤，更正版請詳參官網版本，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1. 可取材手冊圖文做成ppt，在主

日崇拜、團契小組聚會中固定

為宣教禱告，並在週報、佈告欄

開設「為宣教禱告」專區。

2. 在宣教年會期間，為

差派宣教士的服事

群體或國家，推動

全教會使用手冊，

展開一個月的深

入禱告。

3. 邀請一群對某

個國家群體有

負擔的人，揪團

組成「宣教空戰」群組，透過

手冊為列國禱告。

4. 個人靈修增加宣教禱告和主禱

文，擴增生命的容量，拓展事奉的

疆界。

《31天禱告手冊》實用小錦囊

更多禱告手冊資訊：可洽內地會辦公室或點閱內地會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