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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好想見你

二
〇二〇年，新冠疫情席

捲全球，造成生命損失

與恐慌，也讓人類習慣的各式

活動停擺。然而，科技始終來

自人性，生命總會找到出路。

上班上學，視訊軟體能把臥室

一秒變成辦公室。我們日用的

飲食，有外送平台可以送上家

門。即使是崇拜或小組這樣的

神聖聚集，我們也可以透過直

播，聖徒相通於雲端。我們一

方面讚嘆這些嶄新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在仍充滿限制的

當下，我們又是何等想念那遺

失的美好。

在這個新時代，我們如何

整合虛實，好完成使萬民作主

門徒的宣教使命呢？線上生態

或許是新鮮的挑戰，但若談

到實體與遠距之間的掙扎，第

一世紀的使徒們其實也有相似

的心路歷程。在約翰寫給弟兄

姊妹的書信裡，他數度流露出

「現在好想見你」的心情：

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

們，卻不願意用紙墨寫出來，

但盼望到你們那裡，與你們當

面談論，使你們的喜樂滿足。

（約翰二書12節）

我原有許多事要寫給你，

卻不願意用筆墨寫給你，但盼

望快快地見你，我們就當面談

論。（約翰三書13-14節）

這兩封書信言短意長，處

處洋溢著約翰對於弟兄姊妹的

關愛，他稱他們為「我誠心所

愛的」（約貳1、約參1），又

說到「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

就甚喜樂」（約參3）。從這

些隻字片語中，我們不難想像

約翰和收信者的好交情，他們

想必曾有一段真實相交，甚至

同甘共苦的時光。除了穩固的

情誼基礎，透過在他們當中來

往傳遞的使者，約翰持續關注

這些弟兄姊妹的近況，一顆心

或喜樂或牽掛，隨之起伏。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

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

理」（約一14）是這份關係的

原點和基礎，耶穌就是如此事

奉──他捨棄天上寶座，住在

世人當中。若是可行，我相信

約翰一定想要插上翅膀，速速

飛到他親愛的弟兄姊妹身旁，

時時看顧他們。內地會許多工

人也有同樣的心情。在東亞工

場，不只是疫情的阻撓，有些

還受到政治環境的限制，我們

的同工何等盼望到他們那裡，

當面分享主耶穌全備的福音。

然而，萬事互相效力，在神手

中，「距離」也能叫愛祂的人

得益處。因著距離，約翰可以

見證弟兄姊妹們心中所存的真

理，並學習適度放手，讓他們

自己面對考驗。更何況，若是

沒有這份距離，我們今日可能

也沒機會受惠於約翰的教導。

在本期的快報中，我們將

把眼光望向今日的東亞禾場。

像約翰一樣，我們的同工也努

力在實體與遠距之間活出愛

的關係，或是在創啟地區，

或是在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當中。其中酸甜苦辣

各有千秋，他們也很想與您當

面分享，但暫且讓我們遠距操

作，用筆墨來傳情表意吧！



服
事東亞教會近20年後，

我發現再多的培訓，似乎

都無法為參與者帶來深而廣的

改變。這些培訓都有正確的神

學教義，每個人也都「充飽電

力」，並期待著下次的培訓。可

是，再多興奮高昂的「電力」，

似乎都沒讓我看到生活中實際

的轉化，許多教牧難題仍舊一

再上演。

愛因斯坦曾如此形容瘋

子：「不斷地重複做同樣一件

事，卻還期待會出現不同的結

果」。  我認為培訓除了帶來高

昂的興奮感外，更要看見生命

的改變。作為創啟地區牧者的

「遮蓋」，我們需要有新的方

式，幫助他們帶出改變，而不是

只有短暫的「電力」。

以利沙計劃

我們盼望建立像以利亞

和以利沙的師徒關係（mentors 

and mentees），透過關係的建

立來產生長期的影響。於是我

們開始禱告，尋找有心、有時間

的牧者來幫助引導創啟地區的

牧者。雖然在新加坡、馬來西

亞、香港或美國都可以找到許

多熟悉東亞語言的導師，但來

自台灣的「以利亞」們更能貼近

當地的用語、文化和事奉環境。

當我們跟創啟地區的同工提出

這個新的想法後，許多牧者都

積極響應！以利沙計劃就此誕

生了！

我們先提供「以利亞們」一

些原則，幫助他們熟悉當地法

令與文化。我們沒有太多複雜

的細節規範，但會要求以利亞

們建立專屬個人的支持團體，

定期為他們代禱，甚至支持往

後的機票經費等。

2017年起，我們開始為雙

方進行「相親媒合」。我們帶台

灣的以利亞們實地到訪當地，

住幾天，好讓他們接接地氣。早

上辦一些小型訓練，下午晚上留

出時間供感興趣的雙方一對一

「約會」。我們期待雙方每季或

至少每半年，有一次實體的會

面，而平常時間就用電子郵件

通信。這個方法似乎很有效。以

一對師徒為例，「以利沙」每週

電郵講章請「以利亞」加以指

點；而以利亞也會出作業，跟進

以利沙的執行狀況，建立彼此

的問責關係（accountability）。

接觸，才有新發現

有一位以利亞既是牧師，

又是師母。在一次實體見面時，

她發現當地師母們的需要，於

是臨時加開了一場師母課。結

果，她每次到訪，牧師們總是搶

著為妻子報名。後來我們發現，

師母關係的經營對牧者們非常

有影響力。這些課程不再只是

上課，而是陪她們一起哭、聆聽

她們無法跟會友傾訴的心聲，

然後再解釋聖經的原則，一點

一滴幫助她們生命改變。

挑戰仍存在

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以利

亞們無法實體前往當地，電郵

和通訊軟體也被當地政府加以

監管。即使我們曾嘗試各樣替

代工具，最後仍不得不在2021

年暫停我們的計劃。

世界不斷變化，無論是病

毒或是法令轉變，都可能打斷

我們的計劃。但我們更要用心

持續觀察、預備和禱告。相信

當上帝打開另一扇門時，我們

將發現這些曾經同行的路都並

非枉然，因為我們所做的不是

蜻蜓點水，也不是單向的講授，

而是建立真實的基督肢體關

係。計畫會暫停，但關係不會斷

絕。

關係接地氣 
  宣教零距離 

尼希米博士
一位服事創啟地區牧者的僕人



如何因應政治動盪分離如何因應政治動盪分離
——並預備後續事工並預備後續事工

兩
年前，當全世界因著疫

情而產生巨大改變的同

時，我們所服事的禾場更經歷

了一場慘絕人寰、腥風血雨的

政治動盪，造成幾近鎖國的緊

急狀態。因應禾場突如其來的

國難，我們在當地的跨文化團

隊幾經討論與禱告，在第一時

間就做出團隊撤退與留守的決

策原則：為了安全考量，凡是

不具備流利的當地語言能力

者，一律撤退；其次，按著工

人與母國差會、教會的溝通來

決定留下或撤退返國。在這樣

的前提下，大多數的工人都陸

續離開，只剩下非常少數的工

人在簽證仍能取得的情況下，

符合留守原則暫時留下。

變通的遠距宣教

禾場面對突如其來的改變

與衝擊，團隊剛開始也不知道

該如何因應後續的事工型態。

但隨著時間發展，我們逐漸看

見上帝並沒有停止祂自己的工

作。分散世界各處的同工們，

在經過持續禱告與嘗試之後，

逐漸發展出遠距的服事型態，

以及預備後續再進入禾場的事

工模式：

一、裡應外合的救援行動

因著內戰的持續，禾場全

國經濟幾近崩潰，社會最底層

的貧窮人立即陷入生活困境。

我們團隊的同工因著長年與當

地教會的連結，陸續發起了食

物及牧家救援計畫，透過返回

母國的同工們進行海外募款及

募資，裡應外合地至少幫助了

七個地區，上千個貧困、身障

者、還有慢性疾病患者的弱勢

家庭，以及在救援服事中犧牲

生命的數百個牧者家庭。

根據統計，有75%以上獲

得幫助的家庭表示，這些金

錢及物資是目前為止他們唯一

收到的幫助。而牧家救援也幫

助了至少三百位牧者家庭，據

說，有上百人因著這些牧者的

服事而有機會聽聞福音，甚至

受洗成為基督徒。

二、社交媒體福音運動

疫情及政治動盪也成就了

新的傳福音模式，不論是留守

者或是在境外鄰國的同工，都

開始展開社交媒體的福音運

動事工。根據統計，有超過

1170萬人在臉書上看過福音

的宣傳廣告，當地基督徒已向

超過19,500人一對一傳福音，

並且有超過455人決志相信耶

穌。目前，在FB及IG上，已有

3,000多個福音對話，頁面點

閱超過537,200次，更有將近

2,000人關注福音相關頁面，

每週至少增加一位新的關注

者，有時候一週甚至有12位新

關注者加入。

三、家門口的福音工作

因著政治動盪及迫害，造

成至少兩百萬難民無家可歸，

必須逃至鄰國求生存。有些宣

教士因著無法入境，只能在

鄰國或是自己的母國進行「家

門口的福音」工作，以各種創

意的方式接觸僑民或難民。我

們也在台灣透過語言中心的設

立，培訓在台的當地僑生成為

師資進行福音工作，更為未來

再次進入禾場設立語言中心的

事工做準備。

與其他在鄰國進行難民事

工的同工們一樣，我們都在等

待重返禾場的機會。我們相

信，上帝的工作沒有停止，祂

是最好的策士，祂的手正與我

們同工，透過四散宣教士各樣

動員與遠距福音工作，為未來

再次進入禾場預備福音的好

土。相信在對的時候，必有主

的聲音說：「莊稼已經成熟，

可以收割了」（約四35）。

于謙
內地會宣教士



疫
情使得生活中許多大小

事都要搬到線上進行，

各大教會也被迫熟悉各樣的直

播、通訊平台與會議軟體，為

求提供線上的敬拜與互動。有

人欣賞科技帶來的方便、省時

和彈性，但也有人非常不習

慣。「線上聚會」對於宣教活

動又會帶來哪些影響呢？

現場更能建立信任感

雅琍宣教士在日本參與大

學生事工多年，拜疫情之賜，

足足累積了兩年的線上聚會經

驗。進行幾次的跨校、跨縣、

跨國線上短宣與聚會後，雅琍

發現，學生們很期待快快恢復

實體聚會，他們期待有機會與

外來的宣教團隊一起聚會、一

起吃住聊天，從生活中聽其言

觀其行，能近身觀察外請講員

／宣教士在線下、台下的為

人，再來決定是否值得信賴，

好比說：「他在諸事不順時，

會抱怨東、抱怨西嗎？」、

「禱告在他生活中佔據什麼位

置？」等等，這些是長期線上

聚會不能提供的。

凝聚老朋友或結交新朋友？

雅琍指出，年輕人雖然越

來越習慣線上活動，但也越發

感受到實體互動的重要性。舊

生因為原本就認識，知道彼此

的性格，還能彼此謙讓幫補。

但迎新活動就成了大難題。看

著鏡頭另一端的面孔，「他到

底喜歡什麼？」、「她會如何打

扮？」、「他的taste如何？」缺乏

實體聚會前後的自然交流，一

些基本訊息，像是對方體型如

何，都無從得知，信任感很難

建立。若不積極突破自己的舒

適圈，私下花更多時間認識與

理解，很難切入新朋友日常所

關心的議題。

線上也有意外屬靈收獲

但學生們也意外發現線上

營隊更能幫助信仰與生活結

合。以往遺世獨立幾天幾夜

的營隊，可以無憂無慮地跟大

夥盡情尋求神。團體氛圍鞭策

大家早起晨禱、靈修、敬拜，

但往往各自回家後，好不容易

燃起的火焰，很快又會慢慢熄

滅。線上聚會進行的同時，學

生其實已經在面對各種分心的

誘惑，關個鏡頭就能落入試

探。聚會休息時間短暫，還要

自己張羅飯食，甚至一謝飯就

馬上遇到大眼瞪小眼的未信主

家人或室友。在熟悉的環境堅

持上線聚會，又要馬上把所學

跟現實生活融合，是操練，卻

也帶來成長。

「獻上」才是關鍵

無論是線上或實體，上帝

是聚會的中心。我們聚集是為

了一起敬拜上帝，彼此服事、

奉獻自己做基督肢體。因此，

線上聚會的出發點不是為了我

們自己的方便，而是讓關係跨

越時空距離的輔助工具。

耶穌親自走訪各城各鄉。

祂發現人們對稅吏沒說出口

的歧視，祂了解井邊撒瑪利

亞婦人對宗教的批判，甚至觀

察到在聖殿投入兩個小錢的寡

婦……。耶穌道成肉身的榜樣

是我們宣教的原點。祂離開舒

適的天上寶座，來到世上，讓

人們可以親眼看祂、親手摸

祂。所以，我們也要「去」，

盡己所能，用時間、用犧牲、

用實際行動貼近對方，無論線

上或實體，都可以相輔相成，

建立更真實的關係。

陳鳴鷹 
內地會快報編輯

 現場 或 線上 聚會？
 現場 或 線上 聚會？「獻上」才是關鍵！「獻上」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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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一) 19:00-20:30

	 7月25日(一)	 19:00-20:30

	 7月26日(二) 19:00-20:30

	 8月15日(一) 19:00-20:30

	 8月29日(一) 19:00-20:30

	 8月30日(二) 19: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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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設計：陳佳虹	◆美術設計：心然文化	

2022年3～4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5-6月	 年度累計	 項目	 5-6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864,540	 2,291,234	 人事費用	 563,880	 1,925,460

宣教士支持奉獻	 2,421,117	 12,170,972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378,405	 906,891

國際事工奉獻	 930,850	 1,441,198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3,351,967	 13,612,170

收入合計 : 4,216,507 15,903,404 支出合計 : 4,294,252 16,444,521

5-6月餘絀 :  -77,745 年度累計餘絀 :  -5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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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2022年10月)

	 8月15日(一)	 19:00-20:30

	 8月29日(一)	 19:00-20:30

	 8月30日(二) 19:00-20:30

	 9月12日(一) 19:00-20:30

	 9月26日(一)	 19:00-20:30

	 9月27日(二) 19:00-20:30

	10月10日(一) 19:00-20:30

	10月24日(一) 19:00-20:30

	10月25日(二) 19:00-20:30

 日期  時間

日本禱告小組：黃瓜茄子feat.生魚片	(饒以德弟兄）

內地會月禱會：心之胖丁--	第一回合的冒險	(胖丁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大炮城的新鮮事	(胖丁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邁向宣教的10	Count（孔薇宣教士）

東北亞禱告小組：朝鮮族的習俗與文化（小歐姊妹）

P4M（為穆斯林禱告）：愛人	也愛上帝的創造（胖丁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北海道小英雄（載華宣教士）

內地會月禱會：服事腳步的變與不變（沙崙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都在上帝的計畫中（月寧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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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第二個週一為國慶日，順延一週舉行

因第二個週一為父親節，順延舉行

歡迎教會、團契邀約分享～

從泰國、創啟、日本、高原等地區回來

的他們，服事包括：體育事工、社區發

展、特教生、大學事工、關愛M民、醫療

專業、社會工作、宣教規劃…

請來電預約：
 (02)2240-1865轉107

我們的宣教士回來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