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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工作、神的供應
你如何跟上



戴德生曾說過：「用神的

方式來做神的工作，絕

不會缺乏神的供應。」但當我

們禱告尋求祂，祂真的會賜給

我們嗎？

供應

1865年，戴德生用僅僅

十英鎊開啟了中國內地會的戶

頭，沒有宗派體系的奧援，也

沒有物業地產，是全賴弟兄姊

妹奉獻支持的信心差會。隨著

差派宣教士增加、工作區域拓

展，內地會的財務規模逐漸擴

大，神的供應也未曾中斷。即

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

洲經濟大受打擊，英鎊對中國

銀元的匯率急貶五成之多，神

依然賜下額外供應。宣教是神

的工作，當我們與祂同工，在

祂不曾斷絕的供應中，我們得

以見證祂的信實。

信心

1 9 2 9 年 ， 中 國 局 勢 混

亂，反帝國主義的風潮威脅著

在華的外國人，同一時間西方

也陷入經濟危機。當許多宣教

團體決定從中國撤退，內地會

卻看到更多需要，求主賜下

200位同工前往偏遠的內陸地

區宣教。看似天方夜譚，神卻

再次顯明自己的心意，總共賜

給內地會203位新同工，並補

足一切所需。倘若我們持續在

財務上學習倚靠神，當考驗的

時刻來臨，我們將更有信心靠

主前進。

引領

1951年，當人們以為內地

會將隨著撤離中國而成為歷史

時，宣教士們不斷禱告尋求：

「下一步要往哪裡去？」東亞有

不少華人，已經熟悉華人文化的

宣教士可前往這些國家繼續事

奉。「那麼，日本呢？內地會也

要去日本嗎？」戰爭期間多位宣

教士被迫關進集中營，我們能

以耶穌的愛去日本與他們和好

嗎？日本人也是上帝要內地會

服事的對象嗎？眾人開會舉棋

不定時，會議主席收到兩封來

信。一封信是500英鎊的奉獻，

且指定部分金額用來調查日本

的需要；而另一封信更是來自

遙遠的蘇丹，指明為日本奉獻

1000美金。那年神一共把超過

33萬英鎊的奉獻放在內地會手

中，宣教士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財務的供應就像路標，讓我們

確認祂的心意，踏上祂所指示

的道路。

金錢的啟示

金錢也可以是屬靈的工

具。在與東亞萬民分享福音的

過程中，內地會一次又一次在

財務上經歷「耶和華以勒」的

神蹟。另一方面，內地會相信

神也透過財務供應來顯明祂的

心意，幫助我們驗證事奉方

向。然而，更美的是，透過財

務的參與，弟兄姊妹們可以一

同學習仰望上帝引領的手。

這期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如

何從財務中，抓著祂的手、看

見祂的心意。

金錢，也可以是神的路標
內地會快報小編室



內地會台灣區財務同工Rebecca姊妹

小管家看見大計畫

猶記2017年因參訪而初次踏入OMF辦公室。

看到小而美的辦公室，從職場經驗出發的

視角，我很主觀地將此印象投射到組織規模和

作業型態，以為日常工作是記流水帳、處理簡單

的現金收支交易，一年的帳務或許只是曾經處

理過1-2個月的量。沒想到半

年後，神引領我加入OM F團

隊，才逐漸意識到，我的角色

乃是從財務面切入，參與宣教

士關顧和財務夥伴動員的工

作。

OMF宣教士來自全球各

地，遍佈在不同時區的工場，

跨國資金調度原本就有一定

的複雜度，各地分會的組織型

態也因地制宜，但這與一般企

業母子公司或總分公司的架

構也不盡相同。特別是某些

地區受到當地法令的限制，不

便成立宣教機構，往往資金到位前的「最後一哩

路」特別複雜。宣教士生活費用什麼名義發放？

宣教士各種事工或專案費用如何支應？當宣教士

有臨時緊急需要或宣教地區發生重大變化，所需

的財務支援要如何到位？宣教士如何追蹤他們

年度的財務支持狀況？ 

財務事項在同一平台上記錄和溝通，才不會

受到各地分會運作型態限制。因此，OMF按著內

部需要，設計開發一套各分會共同使用的財務系

統，能忠實又及時地記錄各分會的財務往來。作

為系統使用者，我深刻感受到這系統強化了宣教

士關顧，讓宣教士可以安心在

前線服事，也能忠心管理神透

過每位奉獻者交託給OMF運

用的資金。

OMF所推動的宣教六法

當中，以財務支持宣教士及事

工屬於「差派 (SEND)」。我們

秉持創始人戴德生的財務原則

「用神的方式來做神的工作，

絕不會缺乏神的供應」，經歷

許多美好的見證。雖然我們從

不主動公開募款或要求資助，

但我們忠心回應外界每一次的

詢問或主動提出的奉獻，也聆

聽各項建議。此外我們寄奉獻收據的同時會附上

「差傳心語」，邀請訂閱宣教刊物，並鼓勵加入

代禱。 

奉獻者是與我們同行的夥伴，當奉獻夥伴和

我們一樣在信心和禱告中回應神，相信也一樣會

經歷「用神的方式必不缺乏神的供應」的恩典。



以信心仰望神的供應，這不是宣教工人才要面對的挑戰，而是需要弟兄姊妹一起投入、並肩偕

行。然而，在您順從心中感動、準備打開錢包之前，我們邀請您閱讀以下的善意提醒：

一、安靜尋求神的心意

不主動募款是內地會行之有年的作法。當然，我們如此行，是因為深信神會感動祂的百姓來

供應需要。另一方面，我們也盼望給予奉獻者更多尋求的空間，認識神是他們財務的賜予者和掌管

者，讓奉獻是出於真實的感動，回應神的引領而做。

二、做我們所能做的

「殷勤籌劃的足致豐裕（箴言21章5節）。」內地會盡力在財務的制度上忠心，為每一位宣教

士、每一項事工做出相應的財務規劃。而每位弟兄姊妹也都有管家的職分，要殷勤規劃神所賜的資

財，預備行各樣的善事。鼓勵您更多認識遠方的宣教需要，並為這些需要禱告，若是有奉獻支持的

感動，可以進一步與相關機構同工聯繫。

三、共同驗證神的作為

對內地會而言，財務的供應與否是我

們尋求事工方向的記號之一。當弟兄姊妹

為特定事工或族群奉獻的時候，無論數

量多寡，神都藉著這些金錢向內地會說

話，肯定並引導我們繼續實現對於東亞

族群的使命。

無論是兩個小錢，或是豐厚產業，神

已經把我們所需的金錢放在我們手中。

願我們都成為好管家，看見主人對於宣

教的心意，也看見祂必以信實成就祂的工

作。

留心「豬」絲馬跡

內地會快報小編室



訪問 協同會永和佳音堂蔡明峰傳道
採訪 小編室記者饒以德弟兄

用奉獻支持內地會的夥伴當中，協同會的各

教會令人印象深刻。他們多半是鄉鎮型的

教會，奉獻額雖然不是很大，但卻十分忠心穩

定。他們的支持就好像一道道涓涓細流，從各個

地方注入，經年累月地匯聚，成為神手中寶貴的

宣教資產。

問：請介紹一下協同會。

答：協同會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宗派，而是一

群教會聯合而成的組織，這些教會都是由

協同會宣教士所建立的。1890年，范嵐生

（Fredrik Franson）響應戴德生的呼召，創辦

協同會（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 

TEAM），培訓並差派宣教士前往中國。協同

會於1951年開始差派宣教士至台灣，多在後

山（指花東地區）或偏鄉建立教會。受到這

些宣教士的熏陶，宣教一直是協同會弟兄姊

妹信仰的核心，深植於教會的DNA。

問：協同會如何以奉獻支持宣教士？

答：雖然協同會都是小教會，個別能力有限，但

可進行集體作戰。由一間教會作為差派宣

教士的母會，負責主要的關懷與陪伴，而其

他教會就在財務上一起支持。這樣的奉獻

型態從早期第一代的信徒傳承到現在，當

然，教會財務會有吃緊的時刻，但不會減少

宣教奉獻的支出。

問：可以分享一些與支持宣教士之間的故事嗎？

答：環球福音會（WEC）的蕭碧蓮宣教士是我們

支持的工人。當她與夫婿從非洲退休，要回

到澳洲時，佳音堂的執事們討論是否繼續

支持他們。後來我們想到，他們夫婦回到澳

洲其實是繼續事奉，在第二線做支持和動

員的工作，而且在澳洲的生活開銷反而是更

高的。於是我們看到需要，決定繼續支持。

 有次內地會的宣教士伊宓回到台灣述職，但

待了好一陣子，遲遲沒回工場。我很納悶，

就關心她一下，才發現固定為她奉獻的教會

數量比我以為的少很多。於是我在協同會

董事會跟大家分享這個缺口，現場就開始忙

著打電話聯絡各教會，或是安排伊宓至教會

分享。透過大家的群策群力，伊宓終於順利

返回事奉崗位。

問：你如何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宣教？

答：跨文化宣教是神的心意，但是教會弟兄姊妹

平常能做的有限，所以若是能用禱告和奉獻

參與，千萬要好好把握機會。然而，固定奉

獻也可能僅僅流於形式，不代表我們真正抱

有宣教的熱情。宣教是一種革命，我們必須

在認知上徹底翻轉，活出完全不同的生命次

序──讓神國兒女的身分認同超越對於其

他身分的認同。我們不是單顧自己的事，而

是過一個有使命的人生，財務奉獻只是反映

我們對於神的信心與回應而已。

備註：蔡明峰傳道即將於月底按牧，願神使用他

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宣教是一種革命



快報小編室 ◆總編輯：袁樂國∕陳香如 ◆編輯：劉如菁∕朱蕊∕饒以德∕陳鳴鷹 ◆封面設計：陳佳虹 ◆美術設計：心然文化 

2021年3～4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3-4月 年度累計 項目 3-4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1,259,382 1,969,917 人事費用 579,915 1,378,545

 宣教士支持奉獻 4,600,980 7,895,334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303,190 463,844

 國際事工奉獻 767,679 832,179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5,368,659 8,727,513

 收入合計	:	 6,628,041	 10,697,430	 支出合計	:	 6,251,764	 10,569,902

	 3-4月餘絀	:	 	 376,277	 年度累計餘絀	:	  12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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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21年8月)

	 日期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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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2日(一) 19:00-20:30

 7月26日(一) 19:00-20:30

 7月27日(二) 19:00-20:30

 8月9日(一) 19:00-20:30

 8月30日(一) 19:00-20:30

 8月31日(二) 19:00-20:30

聚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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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上帝在大國的呼召（尼希米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在台求生記

日本禱告小組：東奧怎麼「辦」？(饒以德弟兄)

東北亞禱告小組：細說朝鮮半島 Part 2 (馬牧師)

P4M（為穆斯林禱告）：我的信仰和我的家（月寧）

日本禱告小組：在日台灣人甘苦談 (神秘嘉賓)

內地會月禱會：單身，行不行?!（黃禾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西北教我的功課（黃禾宣教士）

地點

線上（請至官網索取線上禱告會通知）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懷恩堂401教室（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90號）

校園團契4A教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懷恩堂401教室（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90號）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實際聚會地點將配合疫情中心指導，最新消息請依內地會官網為準 https://omf.org/tw/

在家也可以！
短宣機會

台灣本島短宣機會 線上快閃短宣講座 全球線上短宣機會

實體 or 線上

禱告不停息

快來官網登記 索取禱告會通知！

歡迎教會成立

宣教禱告會
Email:TW.HCC@omfmail.com
歡迎教會領袖 索取 宣教禱告會秘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