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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不容辭的
大使命



融
貫舊約聖經研究、跨文化宣教體驗和

福音信仰神學反思的萊特（Christopher 

Wright），在耳順之年完成了最具代表性的著

作《宣教中的上帝》，第一章就開宗明義、擲

地有聲地宣告：「宣教乃是聖經的焦點。」而

全書的核心，就是關心植堂的華人教會（尤其

是台灣教會）最需要聆聽的信息：宣教是神賦

予人惟一的使命與目標，是上帝的心跳！

若按著名美國作家布希那（F r e d e r i c k 

Buechner）所說：「召命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悅』

和『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二者交會之處。」宣教就

是上帝給祂兒女的召命！既然是召命，就比生命

還重要，不容許這召命動搖、沖淡、被收編。神兒

女既領受了這「命定」，就當「認命」，並樂意跟

從、委身，不可如先知約拿，因種種理由逃避。

約拿書一開始就記載「耶和華的話臨到約

拿」，可見宣教的基礎不是人，而是神的「道」。

若沒有神的「道」，就沒有「道」可傳，就沒有聽

「道」，就沒有求「道」，也就沒有信「道」，更不

可能有人因而得「道」（羅十14）。教會中必須先

有被神的道所充滿且順服的生命，才會有人「奉

差遣」，才會有人聽「道」，也才會有人信「道」，

因此才會有人信而得「道」（羅十15）。推動宣教

的平台是願意被上帝的道所「限制」並順服去傳

道的人，免得讓上帝說：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一百多年來，在西方宣教士委身澆灌後，已

經茁壯了的華人教會，是該伸手承接宣教士在

九一一後滑落的宣教棒子。從約拿躲避上帝召

命，最後被上帝指責管教來看，背叛潛逃是宣

教最大的敵人，不順服的心是導致沒有人「求告

主名的就必得救」的主因（羅十13），就是因著

剛硬，才讓差傳之主痛心地說：其實你不懂我的

心！

王明道說得對：「未曾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

先，不要跑得太快，恐怕你跑錯了路；已經清楚

知道神的旨意以後，不要走得太慢，恐怕撒但和

你的肉體攔阻你，使你不順服神。」逃避上帝旨

意的人，不論用何種手法（例如約拿付了「船價／

錢」），其迷思和墮落代價，遠比他想像的多很

多。正如魯益師所說：「我們或許可以無視於神，

但卻無處逃避祂。」

當世界疫情爆發、戰爭風聲四起、教會覺得

迷茫、冷淡後退之時，歸向神並回歸祂旨意是第

一步，讓神的召命成為我們的方向盤，免得視宣

教為心跳的上帝對你我感歎：其實你不懂我的

心！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宣教中的上帝

吳獻章教授
中華福音神學院教牧宣教研究所



許
多工人被迫離開服事崗位，陷入沒有時

間表的無盡等待；勉強堅守的同工也不

容易，要頂住各種壓力，繃緊神經應對瞬息萬

變的局勢……。你是否覺得這場景非常熟悉，

簡直是這兩年疫情當中的寫照？然而，這是宣

教史家賴恩融（Leslie T. Lyall）的手筆，描述

近百年前內地會所面臨的危機局面。

這黯淡的一年乃是1927年。軍閥割據，政局

混亂。在有心人士的煽動之下，民族主義高漲，

宣教站、教會學校被抹黑塑造為侵略者的象徵。

毀謗、搗亂和破壞的事件層出不窮，甚至還有宣

教士遭到土匪綁架。當內戰爆發，局勢變得更為

糟糕。這一年的三月，英國公使宣布召回在內陸

服事的宣教士，而美國政府也隨即跟進。

內地會當時有1185位宣教士、4000位中國

同工、7萬名以上的信徒。如何規劃安全的路線、

足夠的經費，好讓宣教士和家眷都能順利撤退

至沿海安全地帶？各地的醫院、學校和會堂又該

怎麼辦，誰能讓它們持續運作？這是充滿打擊

的一年：四川的戴德生小學、開封的大型醫院、

揚州的語言學校都被徹底毀壞，其他被強佔、

毀損的房舍更是不計其數。薛牧師（Rev. Morris 

Slichter）和三歲的女兒在撤退途中遭土匪殺害，

師母和其他同行者則被囚禁；金品三醫生（Dr. 

George King）在護送團隊撤離的過程中，為了

替皮筏充氣，葬身黃河；開封的金純仁醫師（Dr. 

Whitfield Guinness）則因治療傷兵而感染傷寒離

世……。這支部隊士氣降到低點，撤離後還能返

場嗎？它們留下的還能繼續堅守崗位陣線多久

嗎？

然而，這支隊伍的統帥乃是上帝；在人看

來是不能的，在祂卻凡事都能。趁著撤退至沿

岸、被迫抽離事工的機會，宣教士們召開數場

研討會，重新檢視視中國各地的需要，並決心

要將教會的治理權交給本地信徒。另一方面，

在宣教士撤出的工場前線，中國同工正努力扛

起責任，他們變得更堅毅、更老練，也更有信

心，神親自培育他們成為領袖。這一年有3000

人勇敢接受洗禮，聖經的流通量也達到800萬

本。兩年後的1929年，僅管大撤退的陰影仍

未消散、大蕭條和失業潮正席捲西方國家，然

而，內地會總主任何斯德（DE Hoste）卻毅然

發動了「進攻」，預計在兩年內號召200位生

力軍投入中國的宣教工作……。

有一位內地會宣教士曾如此寫道：「當我們

未來回想起1927年的時候，……必會認為這是

傳福音最紮實，也最有進展的年日之一。」未來，

當我們回顧自2020以來的政治不安和疫情動盪

時，又會如何定義這段年日呢？我們是潰敗、是

堅守陣線，還是不斷進攻呢？

時代不同，挑戰也會不同。但別忘了，率領

我們的，仍是同一位大能的統帥！

這是黯淡的一年，除了5000位外國宣教士離境，還有許多宣教士被

迫到沿海地區避難，其中包括800位內地會宣教士。……並不是每個

人都被迫撤離，內地會還有213位宣教士冒險留在70個宣教站。

不斷進攻，

是唯一的方法
饒以德 內地會全球華文總編輯



疫情多樣情

台
灣被公認為新冠病毒防疫模範生。但台灣

努力清零的同時，我們在海外的宣教士卻

面對著不同的抗疫文化。更發現上帝已經開始祂

的「清靈」行動。

2020年，除了武漢外，

疫情最早在新加坡一間教

會中爆發，教會和牧師是

第一批經歷過死陰幽谷的

生存者，他們成為世人的見

證，鼓勵大家勇敢抗疫。時

至今日新加坡人有多勇敢？

當地政府鼓勵確診者若沒

有症狀，不用去醫院或診

所，自行隔離在家等快篩陽

轉陰即可。若是已完成接種疫苗的，確診後第7

天不論陰或陽，沒症狀就可自行解除隔離！

柬埔寨也很勇敢。疫苗注射大隊進駐臨時

搭建的戶外注射站，村民就十足捧場、前呼後

擁、成群結隊，排隊注射疫苗。毫無半點猶豫、

也沒挑選廠牌的難題。打完一劑，抗體也還未產

生，勇氣就立刻倍增。一個口罩輪著用、一杯水

酒傳著喝、一支麥克風接著唱，把疫情所欠的，

全報復性奉還。但這自由只限「自己人」！外來或

剛歸來的人士一律要求雙層口罩加防護面罩、中

大尺碼的社交距離。我們的宣教士因到首都辦

事，回到住所時被鄰居認定有隱性病毒，直接就

地「被強制隔離」。抗疫防線的「兩副升斗、兩把

尺」，又是另類抗疫文化。宣教士只得三餐蒜蓉

炒飯，天天掐蒜瓣、數米粒，用想像力充飢。十四

天後出來，又繼續傳講福音！

蕭張夫妻一家五口，原本預計2020年出發

到日本宣教，但因疫

情，遲遲無法獲得入

境的許可。在台等待

時，他們只能持續依

靠 主 的 供 應。感 謝

神，他們終於要在今

年4月初出發到日本

了！

在德國的宣教士，主日後

要兵分三路進入餐廳。第一路

排隊向店員出示有照片的證件

和三劑疫苗證明。另一路是未

滿15歲的孩童，只需要出示學

生證，證明在學校做過每週檢

測；還沒打第三劑疫苗的第三

路就要先花15分鐘到附近檢測

站檢測，帶著陰性證明才能進入。

緬甸確診人數高升不

下，但卻成就了當地前所未

有、不分宗教與種族的合作

模式。教會之間，更是首次

打破各宗派的藩籬，一起在

疫情下彼此同工，合一服事

有需要的人們，見證了上帝

對這地的祝福。

在穆斯林地區，象徵悔

改、善行、貼近神的開齋節

裡，不管疫情多嚴峻，政府

如何勸大家待在家，清真寺

仍湧入源源不絕的人潮。以

前是服飾不合宜禁止進入清

真寺，現在未戴口罩者也拒

絕進入。醫療超負荷，緊急

搭建上千床位臨時醫院，各

地村莊也募徵社區醫療志工

進行第一線初步診斷，提供

快篩、口罩、消毒等用品。我們的團隊也排除萬

難，加入探訪以及挨家挨戶捐贈物資的行列。

以往很多文化都忌諱談論生死，但現在人人

有機會染疫、死亡如此靠近，卻又如此真實，宣

教士們感嘆著終於聽到當地人坦承怕死！疫情讓

人們洗耳恭聽那復活的生命、耶穌基督的福音，

宣教士們自然抓緊機會，送上人們心靈最需要的

「益」苗。

宣教士們的「抗疫」行動早已進行著，你願

意與疫情共存，立刻加入上帝的「清靈」行動

嗎？

陳鳴鷹 內地會快報編輯



「去」的限制並非新事

在
大使命中，「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是目

的，而「去」到萬民中是首要的關鍵行動。

「去」就能接觸與認識他們，建立信任關係，向

他們做見證並陪伴他們成為門徒。過去一段時

間，許多地區因著政治與宗教的因素，限制傳福

音的管道，許多宣教士不易取得簽證，「去」變得

越來越不容易。近兩年的疫情，使得宣教士的移

動受到嚴重影響，「去」的困難更多被關切。

不確定是常態

今年隨著疫情的緩和，許多國家已陸續開放

邊界，在各地等候已久的宣教士也開始預備回到

工場，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去」的不確定性

將會是常態。

「去」的方向可以有彈性

「去」的限制在宣教歷史中並不陌生，每次

的攔阻都沒有停下宣教的腳步，反而帶來新的契

機。在台灣，外僑居留的人數，這十年已從40萬

倍增到接近80萬，他們有許多人是來自福音封閉

的地區。這次的疫情，使得許多教會轉向家門口

的需要，相關的宣教訓練課程陸續展開，有更多

弟兄姊妹投入服事，這樣的現象在世界各地都正

發生。另外有些宣教士則尋求地點的突破，以緬

甸為例，有一些原本在緬甸服事的宣教士，政變

後無法取得簽證返回宣教地，但他們看見逃離緬

甸的難民的需要，就前往那些地區去服事他們。

不論是因為經濟需要、移民或是戰亂影響，隨著

人口遷移而不斷轉進的宣教，已經是21世紀的趨

勢。

「去」的人可以更多元

很多國家基於經濟發展會優先核發商業簽

證給外國人，已經在海外經商或任職的基督徒相

對容易取得簽證。他們若是領受宣教的異象，可

以與當地教會或是宣教士共同配搭，成為宣教的

生力軍。從另一角度來看，在本國職場的基督徒

專業人士，若是有海外宣教的負擔加上適當的宣

教裝備，很有機會在工場取得企業經營或專業工

作簽證，加入宣教地的團隊，就能參與跨文化事

奉，在團隊中發揮功效。

呼召工人「去」的主

「去」雖困難重重，但這些年，在台灣仍看

見一個又一個新宣教士，透過不同的教會和差

會，離開台灣前往工場，讓人對主的作為感到驚

嘆與敬畏。主耶穌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稼。」（路十12）主耶穌是莊稼的

主人，祂有完美的收割計畫，知道不同恩賜的工

人要在何時「去」到哪裡收割祂的莊稼，祂絕不

誤事。祂也是呼召的主，祈願看見台灣有更多委

身、堅忍又有恩賜的工人，與主一同歡歡喜喜帶

著禾捆回來。

袁樂國牧師 內地會台灣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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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1-2月 年度累計 項目 1-2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864,900 864,900 人事費用 813,601 813,601

宣教士奉獻 5,252,265 5,252,265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233,547 233,547

國際事工奉獻 239,500 239,500 宣教士及國際事工奉獻轉出 5,491,765 5,491,765

收入合計 : 6,356,665 6,356,665 支出合計 : 6,538,912 6,538,912

1-2月餘絀 :  -182,248 年度累計餘絀 :  -18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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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實體聚會均線上Zoom會議室 同步舉行，實體地點仍配合疫情中心指導。最新消息請依內地會官網為準 https://omf.org/tw/

宣教聚會 (2022年4月～2022年6月)

 4月11日(一) 19:00-20:30

 4月25日(一) 19:00-20:30

 4月26日(二) 19:00-20:30

 5月9日(一) 19:00-20:30

 5月30日(一) 19:00-20:30

 5月31日(二) 19:00-20:30

 6月13日(一) 19:00-20:30

 6月27日(一) 19:00-20:30

 6月28日(二) 19:00-20:30

 日期  時間

日本禱告小組：歡迎光臨！石卷渡波基督教會(小澤倫平先生)

內地會月禱會：整全宣教 (李瑋琦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齋戒月禱告  (陳香如師母)

日本禱告小組：Serve Asia極短篇（李子筠姊妹）

東北亞禱告小組：跨界朝鮮 Part 2 (陳俞安姊妹)

P4M（為穆斯林禱告）：米南加保禱告之旅 (江恆安弟兄)

日本禱告小組：沖繩高中生的別樣青春（許雅恬姊妹）

內地會月禱會：認識天穹之民 （KL 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大砲與朱槿花 (胖丁宣教士)

聚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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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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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