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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辦年會 靈修

一分鐘看懂年會

今年是台灣區委員會成立四十周年，這些年

神帶領將近50位宣教士加入內地會團隊在各地

服事，他們都是由夥伴教會或機構所差派與支

持。在這感恩的時刻，我們舉辦首次年會，邀請

大家齊聚一堂，觀看神在這個新變局中的作為，

也因著相互認識交流，拉近彼此的距離，尋求共

同宣教的新契機。宣教年會目的在於傳遞宣教

信息，與宣教夥伴們一同學習宣教，看見新的契

機，並且在會中大家一同敬拜、彼此團契、互相

鼓勵，領受上帝的祝福。期盼藉由這次的年會，

能持續與宣教夥伴有美好的互動與關係，在神

的引導下，大家一同向東亞族群宣揚福音。

郭英調醫師參與宣教工作多年，現為內地

會委員會主席。他談到宣教士與教牧同工的危

機與休息。馬太福音七章21-23節提到，傳道、

趕鬼、行異能等作為並不等於遵行天父旨意。

我們的呼召是捨己與揹十字架跟隨耶穌，在

跨文化的處境中，學習道成肉身的真理，認識

真理的各個面向。我們可藉著宣教中的神學反

思，確認可以退讓的文化，以及不能退讓的真

理。

宣教士和同工常常誤解捨己是以別人的

需要為優先，但其實上帝給我們的，是要進入

安息（太十一28～30），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

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來四

9～11）。因此我們需要看見工作量的界限：好

比電梯的「承載量」或是「承載上限」。

疫情是信仰的試金石，我們從這次疫情學

習到不同的面對方式。曹正烜牧師是台北信義

堂的主任牧師，也是內地會的委員。他從傳道

書的「天下萬物都有定時」開始，回顧近兩年

的疫情蔓延，並引領大家數算神美好的安排與

作為。內地會透過這次的暫停（Timeout），各

禱告會的人數反而增加，夥伴們彼此關懷與代

禱的頻率更密切。與會者也趁著圓桌討論的時

間，更多延伸此一主題，思想如何在宣教動員

等事工上為上帝、為教會、為弟兄姊妹和未聞

福音的百姓，帶著新思維做新事。

兩位委員的靈修分享讓各大家從疫情的

忙碌中，再次安息到神面前，並透過新的眼光

看待全新世代的需要，獲益良多。

受到疫情影響，本次年會採用視訊方式進

行，共有超過100位牧長與宣教同工一起在線上

「群聚」。溪口榮光堂的敬拜為整個年會揭開序

幕，一個拓植出來的鄉村教會，卻在禱告室中央

掛著世界地圖，記念普世宣教的需要，成為眾人

極大的激勵。年會的流程安排乃是參照內地會一

貫的會議模式：聆聽上帝的話語，接著聆聽講員

的主題信息，並有圓桌（Round Table）討論時間，

讓與會者相互聆聽。大會還設立了四個不同的工

作坊，與會者可以自由挑選有興趣的議題，進行

更多探討。

這一期快報就讓我們帶大家來感受一下精

彩的內地會年會～

當想做的事情很多，被委託的工作也很多時，需要

學習「立界限」與放下。

被提醒「要敢於休息」，但休息不是什麼都不做，

而是「Rest-Recreation-Play」，藉由身心靈的活動讓

自己得到更新。

學習捨己最重要的是放下自己「覺得對」的意見。

我們常受到上一代「捨己」的見證，

而忽略了「安息」。現今世代大環境

的挑戰和誘惑加劇，個人、家庭、婚姻、

子女的關係顯得更為重要，尤其是子女的部

分，一旦錯過，等孩子成年離家了，是很難有

機會補回來。很需要看重「安息、休息」。

內地會2021年疫火重生宣教年會



逆境／疫境中的契機
戴繼宗博士是現任中華福

音神學院院長，在內地會服事

多年，他以「逆境／疫境中的契

機」為題，與大家分享逆境／疫

境中的八大機會。

1.各處各方的契機

廿一世紀全球的基督徒都

覺醒投入普世宣教，宣教不再

只是西方人的專利。在疫情中，

Taiwan Can Help不能只停留在

口罩，但願台灣的教會也在大

使命中有獨特的角色，把福音分

享給各國各族。

2.未得未及的契機

近期台灣開始RPG復興禱

告小組（Revival Prayer Group）

的運 動，戴院長提醒我們不

要只為自己禱告，更要為UPG

（Unreached People Group，未

得之民）禱告。誰是未得福音、

福音未觸及的民眾呢？穆斯林、

佛教徒、印度興都教、東亞高原

地區、以及散居在外國的學生

與勞工都是我們要更多代禱的

對象。

3.多元相對的契機

在後現代主義的世代，世

人都認為多元才是王道，而誤

以為所有宗教的宗旨都是「勸

人行善」，而不再在乎那獨一的

真神、唯一的真理。

4.人口流動的契機

疫情也凸顯人口流動對社

會的極大影響。觀光旅遊、工

商等跨國活動都遭受衝擊，疫

情中的戰亂與庇護需求更是棘

手。但很多過往住在宣教工場

的福音對象，已經出現在我們周

遭的學校、醫院、餐廳、甚至家

庭（家務幫傭）當中！教會已經

無法忽視家門前的跨文化宣教

工作。

5. 職場宣教的契機

當年載送內地會第一批宣

教士來華的蘭茂密爾號上，其

實沒有任何一位牧者。他們分

別是醫生、鐵匠、木匠和石匠。

因此，疫情中更適合讓「帶職」、

「織帳棚」、「雙職」技師或專

業人士參與宣教，尤其在創啟

地區，共有17億人口需要機會接

觸基督徒。

6.連結夥伴的契機

帶職宣教充滿挑戰，但我

們可以透過差會，建立互幫互

補的跨宗派、跨國合作。在宣教

中合一，不是以各自的堂會為中

心，也不是以宗派／教義為招

牌的山頭主義，而是建立更多

接納與信任的關係、異象的認

同與共識、有效與敞開透明的

溝通、善用多元、謹守合一且合

宜的機制與方法。我們也需要

有固定的評估與檢討，才能共

求神的榮耀與祂國的擴張。

7.全人福音的契機

戴院長也鼓勵教牧同工們

顧念百姓的創傷、惡習與憂慮，

提供全人福音的救贖，入世而不

屬世，服事隱藏在社會不同角落

的群體。比如針對賭博、色情、

情緒、戒毒等問題的復原事工；

關懷失婚者、單親、癌症病人的

陪伴事工；關心人口販賣，貧富

差距等社會公義議題；還有弱

勢群體、慈善、環保等事工。

8.只向／也向的契機

最後戴院長 用使徒行傳

十一章19-20節鼓勵大家不要

「只向」某些人傳福音，要像門

徒一樣，「也向」其他語言、文

化、世界觀的人傳講主耶穌。

（本篇摘要由小編們摘錄）

疫情減少許多短宣， 反而

鼓勵教會推動長期委身宣

教禾場。

疫情下看歷史，看到許多宣

教士在疫情之下選擇迎上

去，做見證，分享福音。

教會正在學習如何把移宣的概念放

入教會。教會需要有友善的環境。

  [機構]不願意被定位是某某事工機

構（文字、藝術…），而是宣教，用

整合的福音來預備人心，挪去人認

識福音的攔阻。

家門口的福音契

機（移宣）——

需要禱告跨宗派

跨國籍的胸襟以及合作

突破。

內地會2021年疫火重生宣教年會



創啟地區的契機工作坊

用跨宣思維做
本地事工工作坊

兩位於創啟地區服事的宣教士親自分享當地的需要。這些

地區的基督徒通常在政治、宗教、教育、經濟等層面為弱勢族

群，外來的宣教士若缺乏對當地環境與語言的深度剖析，很難

產生「道成肉身」的體會。宣教士們基於自身經驗，鼓勵教會在

差派宣教士到這些地區之前，最好先與熟悉當地的差會機構接

洽，為準宣教士與差傳委員會預備合宜的職前與在職訓練，才能

減少宣教士的流失。

陳維曦宣教士在台灣服事多年，她以跨文化宣教士的眼光

帶領我們重新看見台灣的屬靈需要。在你的教會中有多少人在便

利商店或超市工作？若服務業人員或夜市擺攤的老闆想參加小

組，教會有可能在晚上10:00開放給他們聚會嗎？在台灣，有許多

這樣的「基層人」，他們的「文化」可能和教會的習慣很不一樣。

我們需要用跨文化宣教的思維去認識他們的生活處境，並試著

讓信仰與他們的世界相連結。

謙卑是跨越文化時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即使服事對象同

樣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我們也要謙卑聆聽。因此，教會可以先

從多傾聽、多觀察做起，來學習了解這些群體，從他們的觀點加

以考慮。比如說他們較不習慣透過傳統課堂或閱讀的方式吸收

資訊，較喜歡透過聽故事、看影片，或在對話中學習，那我們可

以怎麼調整聚會的形式？又例如在面對一些壞習慣或生命課題

時，我們的輔導陪伴能以拓展他們世界觀或習慣的突破為目標，

而非僅用「行為改變」當作指標。

最後，她也鼓勵大家把握每個接觸的機會，向身邊的警衛、

送貨工人、計程車司機、維修水電員送一杯水、多問候或聊幾句。

願我們真實看見身邊的鄰舍，用智慧回應他們的需要。

說到宣教士流失，曾有數據

顯示，宣教士服事五年的流失率

有高達47%！我們該如何幫助宣

教士能持續服事？

工作坊從差派者的角度出

發，「關顧」不僅讓長期孤獨、

資源不足和處於多重文化衝擊

的宣教士感受到被愛與關懷。宣

教士關顧從預備期開始，持續到

禾場事奉，返國，乃至於退休，

這整個歷程需要顧及的面向有：

靈命、健康、成長、與人的關係、

情感。而顧及這五面向最有效的

關顧架構，是在教會裡組成關懷

小組，讓教牧長執的牧養支持與

有心志有恩賜的弟兄姊妹組成

核心的後援團隊。依據每位宣

教士及其家庭和事奉禾場的差

異，考慮個別化的關顧行動，建

立彼此的信任關係。若能邀請醫

療、諮商、教育……等專業資源

加入，將會使關顧更為深入與全

面。最重要的是讓我們一起幫助

宣教士和他的家庭在宣教禾場

健康、長久地服事，結出福音果

子，成為大使命團隊！

（歡迎參考快報#46期內更詳細的資料）

參加「跨文化思維看本地工作」工作坊，

這對台灣本地教會思維上的翻轉有很多

的提醒。這些獨有的眼光和角度，是國際

差會可以給台灣教會的幫助與挑戰，提供像是向

基層人傳福音、跳脫招牌主義等不同的角度，也

是一種夥伴關係的展現。

「專業能力」是現代工人很需要的，過去比較

是會堂型態的事工，需要神學裝備和服事經

驗，但現在，不只是簽證的問題，而是透過專業

的身份，更能貼近人，也貼近人的需要。

世代之間的理解與建立關係，其實也是另一種

跨文化。

內地會2021年疫火重生宣教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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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派第一位台灣宣教士
（前往日本）

《出征》創刊
 首次舉辦海外宣道生活營

  差派第一個「家庭」
（前往日本）

首次合辦跨越文化宣教訓練營

《萬族萬民》創刊

舉辦宣教研討會

差派第一位宣教士
至創啟地區

差派第一位宣教士
以專業身分進入工場

 差派第一位原住民宣教士
（前往菲律賓）

差派第一對宣教士投入
本地推動宣教

舉辦宣教士關顧研討會

成立P4M禱告會

《內地會快報》創刊
 成立日本禱告會

台灣區委員會成立，
周神助牧師為首任主席，
同年稍後由沈正牧師接任

內地會125周年感恩聚會

林應安牧師就任第一任總幹事
完成財團法人登記

辦公室搬遷至中和秀朗路

郭英調醫師就任
台灣區委員會主席

袁樂國宣教士就任總幹事

辦公室搬遷至中和復興路

舉辦內地會150周年感恩系列活動

總幹事一職改為台灣區主任

首次舉辦宣教年會

首次舉辦邁向宣教之旅周末營

首次合辦跨文化宣教成長營
推出宣教啟航工作坊

成立東北亞禱告會

差派第一位宣教士
投入本地僑民事工

內地會家裡事 動員里程碑 差傳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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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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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2,425 4,673,256 人事費用 642,378 3,187,668

 宣教士支持奉獻 3,343,410 16,810,788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330,693 1,278,282

 國際事工奉獻 883,094 3,833,15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4,226,504 20,643,938

 收入合計	:	 5,408,929	 25,317,194	 支出合計	:	 5,199,575	 25,109,888

	 9-10月餘絀	:	 	 209,354	 年度累計餘絀	:	 	 20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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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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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聚會 (2021年12月～2022年2月)

 12月27日(一) 19:00-21:00

 1月10日(一) 19:00-20:30

 1月24日(一) 19:00-20:30

 1月25日(二)	 19:00-20:30

 2月14日(一) 19:00-20:30

 2月21日(一) 19:00-20:30

 2月23日(二) 19:00-20:30

	 日期		 時間

年終聯合禱告會

日本禱告小組：舒舒虎虎 心希望（饒以德弟兄）

東北亞禱告小組：看見朝鮮（李子筠姐妹）

P4M（為穆斯林禱告）：聽見馬其頓的呼聲（Peter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想談一場偶像劇般的戀愛（饒以德弟兄） 

內地會月禱會：山城的故事（亞拿宣教士分享）

P4M（為穆斯林禱告）：電影欣賞

聚會內容

懷恩堂B06教室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4A教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線上Zoom會議室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地點

(原最後一週為除夕假日,故提前一週舉行)

(原最後一週為228假日,故提前一週舉行)

◆時間：2022/3/25~3/27（週五晚上至週日下午） ◆地點：新北市八里區 聖心靈修中心

◆名額：18位，報名至滿額或2022/2/10(四)為止 ◆報名網址：https://bit.ly/2022_STEPS

上帝呼召我成為跨文化宣教士嗎？

我需要哪些裝備？

我如何更瞭解宣教事奉的挑戰和甘甜？

下一步具體的行動是什麼？

什麼是宣教事奉中重要的生命品格？

STEPS週末營陪你一起來探索上帝的呼召！

2022年度「邁向宣教之旅」
STEPS週末營

報名網址

工作坊∕靈修∕禱告∕個人反思∕互動式學習∕宣教士引導與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