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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 心宣教>系列之五：正面迎機的宣教

轉個彎，沒有走不通的宣教路



袁樂國牧師
內地會台灣差傳辦公室主任

在開門與關門之間
跟著保羅學「彈性」
第

一次宣教旅程之後，保

羅在安提阿非常想念過

去所服事的外邦信徒，於是邀

請巴拿巴一起去看看他們的景

況。雖然兩人因著人的問題起

了爭執，從此分道揚鑣，但這

第二次旅程相當有果效。保羅

不僅親自到訪，給予信徒安慰

與鼓勵，並且將耶路撒冷的決

議文帶給他們，還讓他們在福

音真理上更加穩固，卸下猶太

律法的重擔，在主裡得著真正

的釋放。這使教會的信心更加

堅固，人數天天增加，是一個

相當成功的宣教植堂事工。

優秀團隊——順服神的指引

保羅的團隊，有來自耶路

撒冷教會的西拉，也有後來加

入的提摩太。提摩太是路司得

教會的年輕優秀門徒，有一

半的外邦人血統，對於外邦文

化不陌生。他們三人以極大的

熱忱傳揚福音，所以當探訪行

程一結束，就想要繼續往亞細

亞去傳講真理。不過這個延伸

計畫被聖靈禁止，他們不能在

那地講道。雖然他們有福音熱

情、有新的團隊、也有明顯果

效的服事經驗，但是他們不因

此自恃自負，仍保持彈性，樂

意順服聖靈。他們並沒有因此

停下來，而是朝另一個方向前

行。經過一段旅程後，他們決

定目標是北方的庇推尼，但這

次聖靈又禁止，他們再次保持

彈性，依然順服。透過聖靈這

兩次的關門，我們看見保羅一

行人願意放下自己的計劃，重

新尋求神的心意。之後他們轉

彎往西，抵達歐亞大陸的往來

門戶特羅亞，神的異象清楚臨

到保羅，知道神呼召他們去新

的區域傳福音，就順服並積極

想辦法進入那地。在這次旅程

中，神關了亞細亞與庇推尼的

門，但是在隨後的經文中，我

們看見福音仍然進入亞細亞

（徒十九10）與庇推尼（彼前

一1、12）。神有祂的時間。

順服也需要彈性

保持彈性是面對環境變化

所需要的態度，但是彈性不是

沒有原則地改變，而是堅持該

堅持的，同時願意放下那些

可以放下的。在這段經文中，

保羅他們在熱情、團隊、策略

等方面都處於最佳狀態，好像

可以往任何鎖定好的地方開展

事工，但是他們並沒有如此，

而是願意放下這些，順服聖靈

的引導。宣教不是人的計畫，

是神的旨意，神呼召我們來回

應祂，這是不能改變的。神的

引導，有時是開門驅使我們前

進，有時是關門要我們停下

來。在開門關門之際，我們持

續學習「順服」。

保羅紀念碑建於希臘韋里亞(庇哩亞)



主啊，在這世上我們會遇到各種大小的考驗和磨難。求

祢賜給我們和宣教士們恩典和力量，在大考驗來臨時戰

勝它們，但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的磨練中，賜給我們毅力

和力量，獲得許多小勝利。

陳鳴鷹  快報編輯

正面迎擊–創傷的挑戰

研
究顯示，高達94%的宣

教士在工場上有過創傷

經歷，其中86%的宣教士更是

遭遇不只一次。這些創傷事件

包括：危及性命的疾病、綁架、

謀殺或自殺、天災、強姦、性虐

待、酷刑、戰爭、監禁或種族滅

絕等事件。使徒保羅也曾經歷

許多創傷事件（林後十一23～

27）。

面對大創傷所需的彈藥

遇到創傷挑戰不代表停留

在創傷症候群。就像保羅，即

使多次遇上足令身心受創的困

難，甚至瀕臨死亡，仍靠著上帝

的恩典站立。我們也有很多宣

教士倚靠上帝熬過創傷、悲痛

和挑戰，如鷹展翅上騰，繼續

留在工場服事；有的則轉而關

懷其他經歷創傷的宣教士。好

消息是，有一些因素可有效幫

助宣教士走過低谷後，更有韌

性，更快復原。這包括：

•	良好的行前訓練與預備

•	母國有充足的支持系統

•	工場有好的團隊與組織支持

•	工場上的團隊關係正向居

多、負面較少

•	經濟方面較無後顧之憂

•	剛上完廁所沒洗手就幫你看

牙的牙醫。

•	將110伏特的電器插到220伏

特的插座上。

•	在創啟地區，信件往來都要

注意安全性而戰戰兢兢。

創傷帶來成長

宣教士面對創傷與挑戰在

所難免，但我們也發現上帝透

過這些經歷，讓我們看見原來

我們比自己想像的更強大。我

們變得更有同情心、更容易發

現新的可能性、新的途徑，更願

意調整事工的優先順序。甚至

也更能領略生命的豐盛，從而

使靈性和心靈更成長。

如何為宣教士禱告

宣教士在異鄉服事主時，

須為無可避免的大創傷事件

做好準備，但同時也要以有效

的方式應對小事件。最重要的

是，母國的預備和聖徒的祈禱

支持將是宣教士面對日常生活

最有力的後盾。

現在大部分的國際宣教差

會都有更完善的疏散或醫療撤

退計畫，有醫療與諮商團隊陪

伴驚魂甫定的同工以及他們的

孩子走過創傷。

面對小創傷所需的靭性

大型創傷事件防不勝防，

但其實宣教士們每天面對不同

的小狀況，造成壓力指數上升，

日積月累，也會使他們面對大

創傷事件的能力降低。內地會

宣教士狄立禮就曾提到這些小

壓力，比如：

•	從坐計程車到買菜都要用不

熟悉的語言討價還價。

•	腳不能指向別人，不能牽手，

不能在室內穿鞋，以及其他

文化「禁忌」。

•	發現蒼蠅漂浮在新開的辣椒

醬中。

•	打開朋友從母國送來的巧克

力，卻發現已經融化，而且

有螞蟻在裡面。

•	四個小時的客運車程延長到

八個小時。



無人能關的門無人能關的門
在穆民漁村的事工轉變在穆民漁村的事工轉變
一

間在東南亞S小漁村默

默服事與守護當地26年

的基督教醫院，在政府的要求

下，正式關上曾溫暖接待無數

病患的大門。

照料人心的醫療宣教

醫療宣教是我們再熟悉不

過的一種策略，S漁村醫院不

僅為當地的穆斯林與佛教徒提

供醫療資源和服務，更打動人

心的是這些醫生與護士們自然

而然流露出的愛。當病患從他

們身上看見愛，也就更渴望認

識他們背後那位愛的源頭。

這間醫院非常特別，除了

一般的疑難雜症，還有專門為

痲風病患設立的門診與病床。

痲風病不只出現在聖經的記

載中，其實一直到1970-80年

代，在Ｓ漁村都仍屢見不鮮。

如同耶穌醫治了大痲風病人，

身為醫護的宣教士們願意接

觸、接待這些病患，細心照料

他們的傷口，不害怕傳染的風

險。痲風病的療程相當漫長，

最短也需要五年到十年，如果

病患們不方便來醫院，護理師

會定期巡迴村莊為他們換藥，

這也讓他們有許多時間能和病

患分享神的話語。在榮辱文化

中，痲風病是受到家族與社會

唾棄的，但神卻醫治他們，使

他們生命各層面得著修復。

再美的服事仍可能要關門

然而，看似敞開的門，卻

出人意料地關上。由於政府對

外國人員執行醫療行為有越來

越多的限制，加上大環境的

氛圍，被伊斯蘭復興的浪潮緩

緩煽動，基督教醫院與基督徒

的身份在以穆斯林為主的漁村

中，漸漸變得敏感與受限。

不過，即使醫院關閉了，

福音的大門並未就此關上。痲

風病的醫護事工，反而透過探

訪的方式更加深入各個村莊。

雖然有些當地的信徒，默默離

開了公開的教會聚會，回到原

本的穆斯林生活，但仍然有許

多信徒堅守他們的信仰，轉為

地下聚會。

「被動的」主動出擊

事工必須在神的帶領下開

出一條新路，學習與體會耶穌

「道成肉身」的心志。神也幫

助同工們不斷思考與嘗試：

究竟什麼樣的傳福音方式可以

合乎當地的文化與處境，將福

音帶到他們中間呢？醫院的門

雖然關了，宣教士們卻不再被

動等待人們走近身邊，而是主

動出擊。他們在考量大環境的

壓力後，用更多創意，以更自

然、拿掉宗教標籤的方式活在

未得之民中。

下一個十年呢？

90年代，許多人透過函授

學校的形式讀到神的話；00年

代，許多人透過語言中心的英

文課程認識一群特別的外國人

以及他們與眾不同的生命；網

路的世代，許多人在社群媒體

上看到有趣的貼文，和小編開

始了信仰的問答。下一個十年、

下一個世紀，不論政治、社會、

文化如何變遷，神會因此關了

哪一扇門，又開了哪一扇門，我

們都盼望在禱告裡深深地與神

的心一起跳動，心意更新而變

化，放下自己的想像與時間表，

讓神用祂的方式，深入每個文

化中尋回失喪的羊。

胖丁
創啟地區宣教士



專訪珍敏(創啟地區宣教士)

整理：陳鳴鷹	快報編輯

第一百隻羊第一百隻羊────
商業形式的特殊教育事工商業形式的特殊教育事工

很
多人把路加福音十八章

12～14節的這「第一百隻

羊」比喻為非基督徒，但細讀第

12節會發現，其實這第一百隻

羊，原本就是在羊圈裡的羊。當

特教兒在政府免費教育的「羊

圈」裡快樂成長，卻在畢業後發

現無法融入殘酷的社會而反鎖

家中，不到一個月就連語言能

力都退化的時候，他是否也像

是這「第一百隻羊」？

為何不用傳統社福宣教模式

一些發展中的國家努力塑

造出擺脫貧窮的新氣象，陸續

減少國外機構扶貧的服務範

圍；又或許擔心外來的基督教

慈善、教育或醫療等事工會影

響當地的原生態，因而拒發簽

證時，宣教事工如何持續？

新的需要、新的轉機

珍敏因此發現過去熟悉的

社會福利或慈惠服務的宣教模

式，不再是萬靈丹。當她看到

特教家庭缺乏資源的無奈，又

看到當地對「好貨不便宜」的

迷思，使得一般特教行業濫收

高昂學費時，她為沒有牧人的

羊而哭泣。因此，她開展了以家

庭為服務對象，鼓勵「家人一起

來」的特教商業模式，服事心智

障礙的兒童與成人，期待透過

與家人合作，以生活為核心，幫

助心智障礙者在社區生活、自

理、打掃、煮飯、休閒，直到他

們具備簡單的就業能力。

困難與突破

初來的客戶問為何要跟

「可憐的」特教生收學費？聘僱

的治療師問公司為何只收取佛

心價？富裕的家長問為何收了

錢還不能把孩子治好？只想找日

托的家長問為何需要家長一起

參與？這是珍敏每天所要面對

的議題。然而珍敏以上帝為老

闆，每一天試著以基督徒的生

命來回應。她開始與家長一對

一的課後對話，同工之間也取

得相互的信任，加上實在的專

業教程，漸漸在當地贏得口碑。

雖然疫情打亂了剛站穩的

商業模式，但珍敏靠著上帝的

智慧，再次找到轉機。她將無

法負擔學費的家長與短缺的人

力做連結，聘家長為助理，開始

了以工代賑的模式；也開展出

依小時、包月、到宅的新收費服

務。更有當地的非基督徒治療

師，放下醫院的高薪，每天跟隨

珍敏，學習不同於社會上功利

思想的生活榜樣與見證。

台灣弟兄姊妹可以如何做

珍敏除了鼓勵專業人士參

與短期宣教服事外，也禱告台

灣的弟兄姊妹能放下自己偏好

的政治立場，把目光轉向基督，

並轉向當地期待真理的羊群。

她更提到，在疫後時代，特教也

能突破實體的限制，用創意在

線上進行。

「第一百隻羊」需要基督，

但他的需要跟羊圈內那九十九

隻顯然有別。傳統的植堂宣教

模式越來越困難，連當地的教

會都必需用創意方式來佈道，

我們就更需要放下成見和過去

的模式，用更不一樣的創意、多

重模式，進入當地人的生活，贏

取他們的信任，才能引領這第

一百隻羊回到大牧者的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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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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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900 4,949,176 人事費用 706,781 3,260,872

宣教士支持奉獻 3,553,961 19,363,259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240,505 1,382,879

國際事工奉獻 1,425,774 3,289,475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4,979,735 22,652,733

收入合計	:	 6,494,636	 27,601,910 支出合計	:	 5,927,021	 27,296,484

9-10月餘絀	:	 	 567,614	 年度累計餘絀	:	 	 30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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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23年2月)

 12月26日(一) 19:00-20:30

 1月9日(一)	 19:00-20:30

 1月30日(一)	 19:00-20:30

 1月31日(二) 19:00-20:30

 2月13日(一) 19:00-20:30

 2月20日(一) 19:00-20:30

 2月21日(二)  19:00-20:30

	 日期		 時間

年終聯合禱告會

日本禱告小組：薇．鼓勵-有你才有效（孔薇宣教士）

東北亞禱告會：朝鮮族的習俗與文化-住行育樂篇（小歐姊妹）

P4M（為穆斯林禱告）：邁向宣教路（沐恩準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P4J旅行團（許雅恬姊妹）

內地會月禱會：宣教士的既得利益（徐葳葳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西北菜鳥感恩記事（蒙愛宣教士）

聚會內容

校園團契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大樓4A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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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第四個週一為連假日，提早一週舉行

因第四個週一為連假日，提早一週舉行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四段22號12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