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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國光
短宣雲湧 「主」流風起
美國雜誌“Leadership＂和BuildingChurchLeaders.com網站的調查中
報導過以下數據：美國基督徒有68%參加過短宣，而其中60%的人有帶隊經
驗，總計每年有來自四萬間教會、近兩百萬名美國基督徒參與短宣。這樣的
盛況，也發生在我們的鄰邦韓國，單單是去阿富汗宣教的「敢死隊」就有兩
百多個！（其中一支短宣隊不幸在阿富汗被恐怖主義份子綁架，最後導致幾
名人質被殺，為主殉道。）
華人教會起步較慢，但這些年來參與短宣的弟兄姊妹開始增多，這是一

 本期內容 
CM I 講 壇

 走出去

──短宣v.s長宣
CM I 活 動 預 告

 神學教育在中國研討會
莫 忘 神州

件好事。只不過還是在華人中間傳福音居多。為什麼短宣會如此風行？到底

 (一)職場宣教觀摩行

短宣有何好處？歸納起來，至少有下列幾項好處：

 (二)上下兩代短宣樂
 (三)成為神愛的導管

1．幫助宣教士的事工。例如步行禱告、探訪當地居民、建立友誼等福音
預工，以及協助宣教士帶領聚會和營會，或者直接個人談道。

 (四)道成肉身宣教心
 (五)回味無窮服事樂

2．親身體驗和學習。能親身體會宣教士的生活、工作和困難；能具體認

 (六)培訓見聞二三事

識工場的風俗文化和需要；能認識自己靈命、體力、耐力的程度和限度

 (七)江南山北走一回

在哪裡；能從不同的生命學習成長並調整眼光。

封底文

3．改變生命與生活的態度。大部份的短宣者不會在海外長期宣教，但他
們短宣後都願意在本地努力傳福音，而且更懂得過簡樸生活，願意支持
宣教事工，也較容易為自己所擁有的知足感恩。

 中福家書

4．短宣者能成為宣教推廣者。短宣後會更積極的
為宣教工作禱告、奉獻，也樂於分享從中領受
的異象與負擔，願意推動教會的宣教事工、鼓
勵別人參與。

短宣果效 看此三招
第一，短宣前，訓練不可隨便
1．體能的訓練。通常去短宣的地方都是衛生環境較
差、比較要靠走路或有爬坡的地方，所以短宣隊員

5．短宣是踏上長宣之路的起點。根據美國一間從

需要有健康的身體和好的體力，最好先做體檢，若

事校園宣教的機構InterVarsity的調查，大約有

發現有影響短宣的疾病在身，就不適合參加；而通

28%曾經參加過海外短宣的大學生表示，他們

過體檢者，仍應在出發前至少一個月前開始運動，

已經或將要參與海外的長宣；而其中51%強的

訓練體能。

人表示，他們已經增加了對普世宣教的奉獻。
另外一項統計顯示，有過一次短宣經驗的人當
中有25％成了宣教士。

短宣開門 長宣建造
由這些統計數據來看，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短
宣的重要性。短宣可以說是幫助基督徒踏上長宣之
路的起點。這一點，我想應該是短宣中最重要的意
義之一！為什麼呢？要明白原因，就必須再思大使
命的本質為何。
大使命的核心是「使萬民作主門徒」，「萬
民」原文的意思是“Ethnic Groups＂，中文譯為
「族群」或「群體」，所以，大使命的核心就是要
使萬民、全球所有的族群都成為主的門徒。而全球
目前尚有6,767個未得之民，卻沒有宣教士在他們當
中，他們也沒聽聞過福音，甚至連網路或電視向他
們傳福音都派不上用場。因此，必須從全球各教會
差派宣教士到他們中間，學習他們的語言，道成肉
身的生活在他們中間，才有可能把福音帶給他們，

士的重要！短宣固然有不少益處，但是向未得之民
傳福音是無法靠短宣達成的，唯有差派跨越文化的
長期宣教士才能完成這使命。所以，透過短宣來產
生長宣的宣教士便顯得格外重要了，基於此，我們
既然以產生跨越文化長宣的宣教士為目標，就必須
先在短宣行動上有充份的預備和有效的安排。

聚會守望禱告，結果，聖靈大大工作！整個聚會

年的福音營會，結束時有上千人決志信主，參與短

充滿了神榮耀的同在，許多人經歷了聖靈的充滿

宣的弟兄姊妹親見那樣的場面，都深受感動和激

與醫治，直到今天，當地弟兄姊妹仍忘不了那幾

勵；第二週轉去鄉下辦營會時，環境一下子變化太

天的聚會。

大，隊員們必須睡帳棚，晚上得忍受蚊子叮咬，又
要適應典型的中國農村廁所（沒有門，蹲下去馬上
有蚊蠅來攻擊），有位大學生因此怕上廁所，就兩
天不敢喝水，經我們勸導後，他終於勇敢的走進
去，在擔心之中學習「釋放」。這種衝擊和調適的

2．靈命的操練。最重要的預備莫過於靈命。在宣教

努力，我相信對短宣隊員都是一生難忘的經驗。如

工場所經歷到的屬靈爭戰和各種壓力，是比待在本

果你也想嘗試出去短宣，我會建議你先去中國大陸

國更大的，而個人的成熟穩定度、與神的關係，則

服事，一方面在語言和文化上沒有太大隔闔，二方

決定了他是否能勝過當中的壓力和仇敵的攻擊。許

面是與對象互動時能直接的交流學習。

多宣教經驗告訴我們，未與神建立親密關係的事奉
者很容易在工場上出狀況。特別是每天早晨的靈修

第二，過程中，守則和細節不可輕忽

第三，結束後，跟進工作不可省略
1．分享與評估。英文的用語是Debriefing，短
宣結束後找機會讓大家聚在一起，分享過程中的
經歷和見證，並且虛心檢討有無待改進之處。這
能再次提醒和激勵大家，保守在短宣中所領受和
學習到的功課，同時也幫助大家調整回來後的生
活。

2．持守與操練。短宣時，靈裏的興奮和宣教的熱
忱，在回來後，教會必須有跟進措施來延續這樣
的感動和熱誠，例如把這些人組成一個宣教團契

禱讀，是靈命的根基，如同練功之人要先練好蹲馬

1 ．切實遵守短宣隊的守則和規定。絕對「順服

步是一樣的，因此，靈命成長的基本功就是「靈修

權柄」和「保持彈性」，Be submissive and Be

禱讀」。我過去多年在短宣隊的訓練中，常要求並

flexible這兩句話可說是短宣隊的兩大箴言。短宣隊

訓練隊員們每天一起晨更禱讀，在出發前先建立起

中如果每個人都有異議，誰也不服誰，就沒有辦法

猶記我在全職事奉的初期，曾經把一些有心

穩定的靈修生活。尤其現在的年輕基督徒在這方面

服事了。順服領隊的權柄是很重要的，尤其在短宣

全職事奉或走出去宣教的弟兄姊妹組成一個獻身

的操練普遍軟弱，需要格外提醒、加強操練！

過程中難免有臨時狀況要應變，而且往往要很快的

團契，每個月定期聚會，研讀分享屬靈偉人或宣

下決定，不能每次都要大家討論決定，否則可能誤

教士的見證，每次聚會後的下一次就是實際的福

事或無所成就，浪費光陰和金錢。而「變動」是需

音行動，我們去過北港媽祖廟和一貫道的總壇走

要相應的「彈性」，特別在中國大陸流行一句話：

禱，也去過佛光山等地傳福音。經過四年的栽

「計劃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領導的一句話！」

培，這個團契共造就出二十多位傳道人和宣教

記得有一次，我們短宣隊員一行二十多人方抵達目

士。

3．行前的集訓。以為期兩週的短宣來說，在出發前
至少應有兩次的集訓（往年的青少年暑期短宣隊，
我們每一次會進行約六小時的訓練），使隊員彼此
認識，瞭解團隊守則，對負責的項目有充份的練習
和預備，以及團體靈修禱讀的訓練。行前訓練對整
個團隊的合一與默契、短宣的成功與果效，都有顯
著的幫助。

然後建立教會。
這就是為什麼本文特別強調長宣跨越文化宣教

記得有一年的短宣，我們第一週在城市做青少

的地，發現必須更改服事地點，於是只好立刻作決
定，第二天清早啟程坐五個小時的車往另一個地方
去服事。這種變化在宣教工場很普遍，所以「保持

或小組，定期聚會、禱告，有計劃的栽培、帶領
他們走上宣教之路。

教會多花點工夫陪這些弟兄姊妹走一程路，相
信會培養出一批一批的傳道人和宣教士，這樣的投
資和付出絕對值得！因為短宣不是觀光，也不是趕

4 ．工場的選擇。對美國基督徒而言，短宣的地點

彈性」有其必要。

都是海外，而且是跨文化的；對華人而言，我們即

2．保持每天儆醒禱告靈修。短宣是一場屬靈爭戰，

華人教會的短宣運動正漸漸興起，然而，仍有不少

所以全體隊員每天的靈修禱告是得勝的關鍵，過程

中小型教會認為自己教會還不能出去宣教，或者覺

中有成敗之鑰。每次不管我是帶三五位弟兄姊妹去

得自己還很軟弱、沒有餘力顧到海外，以致在海外

短宣，或是二三十人的短宣隊，除了每天早上的禱

宣教的事工上一直跨不出去。其實，這些顧慮都是

讀靈修，有時面臨特別狀況還會禁食禱告，例如一

多餘的，聖經上並沒有說要等我們自己足夠了才能

次我和三位同工在華東服事時，每晚都一起禁食為

走出去，反而是要我們「先求」祂的國和義、「先

使去海外短宣，也多是到有華人的地方，這固然很
好，但為了達到跨文化的體會和衝擊性的學習，應
多加考慮地點的安排，例如去中國大陸，現在去北
京或上海短宣，其實與在台北、高雄短宣是差不多
的，所以不妨安排幾天在鄉下、幾天在城市的行

流行，它其實是帶出跨越文化長宣宣教士的搖籃。

程，這樣的安排對短宣隊員的衝擊較大，能多有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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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就有給你的、「施比受更有
福」……這樣的話語，我們也確實
看見了許多教會願意先給出去時，

神學教育 在 中國 研討會

神就更多的加給他們！
神喜悅祂的兒女跨越籓籬同心
合意的宣教，如果一間教會無法組
成短宣隊，那麼可以聯合幾間教會
來組成。中國福音會作為一個跨宗

時間：2010年12月4日（周六）9:00 - 17:00
地點：中華福音神學院地下室102教室

／台北市汀州

路3段101號（捷運-台電大樓站）
主辦：中國福音會

協辦：中華福音神學院校友會

派的宣教差會，我們非常樂意成為
教會的平台，不論你是年輕學生，
或是全家老少、或是幾個朋友的短
宣行動，都歡迎你們與我們一起

講 員 簡 介

• 麥安迪牧師 A n d r e w M c C a f f e r t 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h. D in Philosophy。現任改革宗宏恩堂牧師、改

8:30 - 9:00

致

9:10 - 10:10

研討一

10:20 - 11:20

出更多長宣的宣教士，我們深深期

歷史、希臘文。曾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專任教授，道生神

12:30 - 13:40

盼，主興起成千上萬的華人宣教

學院專任教師，改革宗神學院、中華福音神學兼任教師，基

士，向普世未得之民傳揚基督的福

督教美門堂宣教士。著作：Calvin and Insignifying Grounds,

音，建立主的教會。

Faith and Philosopy, Vol 11, No. 1, Jan 1994, pp. 109-116;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

Editors: Henry E. Kyburg Jr., etc. Kluger Academic Publishers,

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

Dordrecht/Boston/London, 1991, pp. 191-220; “Warfield,

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

Calvin and the 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 in God＇s Fiery

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
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
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
羊。』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
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
前，面伏於地，敬拜神，說：
『阿門。頌讚、榮耀、智慧、感
謝、尊貴、權柄、大力，都歸與
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
門。』」（啟七9-12）就要實現，
但願我們華人教會齊心努力，向著
這目標勇往直前，讓主得著完全的
榮耀，讓祂的心意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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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普世教會看神學教育在中國

13:40 - 14:40

研討二 1949年以前基督教在中國的神學教育

主講人：郭明璋

*** 休息 ***

研討三

台灣的神學教育過去與前瞻

主講人：劉錦昌

*** 午餐&交流時間 ***

研討四

平信徒的神學教育

主講人：王瑞珍

*** 休息 ***

研討五

中國的神學教育現況與未來

15:50 - 16:00
16:00 - 17:00

主講人：麥安迪

*** 休息 ***

14:40 - 14:50
14:50 - 15:50

席：葛國光

主講人：李牧師

*** 休息 ***

研討六

主講人：所有的講員 與
來賓

座談 Q&A

Challenger for Our Time, Festshrift in honor of Stephen Tong,
Editor: Benyamin Intan, Reformed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society, Jakarta; Dichotomy: The Orthodox View of Human
Constitution, China and Gospel, Vol 3, No 1,Jan 2003, p.81-108.

• 劉錦昌牧師：台南神學院，曾在天主教輔大神學院研究天主教
信理神學；主授靈修神學。現任長老會聖經學院院長。曾任屏

報 名 表
姓名

• 李牧師：現任中國某城市教會領導人及神學院院長。
• 王瑞珍牧師：現任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部長，中國福音會董
事會主席。

• 郭明璋牧師：現任禮賢會台北堂顧問牧師，中國福音會董事

性別：□男

□女

職稱

□牧師 □傳道人或宣教士
□長老或執事 □其他

所屬教會 或 服務單位

東恆春長老教會牧師。

公Tel：
聯絡資料

*備 註

家Tel：

E-mail：

請問：
1．您是否第一次參加中國福音會舉辦的研討會？ □是
2．您是否有在中國服事或工作的經驗？ □是 □否

□否

暨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顧問，改革宗神學院兼任講師（主授

請留意：

教會歷史、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曾任中華信義神學院講師、

1．請於11月30日前報名，費用300元(不論參與堂數)，含餐點、講義。費用於報到時交服務同工即可。

中華福音神學院-信仰與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關渡基督書院教

2．E-Mail報名：cmi_seminar@hotmail.com請按欄位所需資料填寫；或把報名表影印放大填寫，傳真到
02-28965360 洽詢電話：02-2896-5713 分機212盧弟兄

師。著作：《耕耘青春─校園團契五十年來的軌跡》。

中國與福音

主

11:20 - 11:30
11:30 - 12:30

Acts＂ in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Defeasible Reasoning.

詞

10:10 - 10:20

革宗出版社社長、改革宗神學院專任教師；主授新約、教會

那時，經上記載的光景：

*** 來賓報到 ***

9:00 - 9:10

走出去為主發光，期盼透過短宣帶

“Speaker Plans, Linguistic Contexts and Indirect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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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場宣教觀摩行

2.上下兩代短宣樂

／D牧師
事神本身就是樂，全家一

服

突發的意外 －－過去每次行前

起同工更是其樂融融，若

訓練都會告訴團員要有面對意外的應

還能與其他來自台、港、中、美

變能力，因為以往每趟行程幾乎都有

的不同家庭一起短宣，喜樂更是

意外狀況而需調整計劃，想不到今年

加倍了！這是妻女首次隨我一同

也無法例外，在營會開始的前兩天，我們才發現原來

參加短宣。在這次的短宣團隊

規劃投入主力的營會無法舉行，必須重新整軍投入原

裡，年長的同工負責吃住行的安

定為次主力的營會。當同工們被告知要立時投入並非

排和聯絡、帶領聚會和靈修、教

他們預期的環境時，這項考驗對各人的屬靈生命可謂

導和講道、守望禱告等等，年輕

挑戰不小。然而，營會結束時，大家的感恩也是出乎

同工（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長

意料的，因為發現了第二營會的真實需要，倘若沒有

因

年在國外生活的下一代） 則大大

第一營會師資的臨時加入，按我們原本的編排是絕對

我們與另外一個短宣隊相識、合作，因此有足

發揮他們的專長：英語教學、詩

無法負荷的。由此經歷，大家不得不嘆服：「神的智

夠時間來因應意外所產生的新安排，感謝主！

雖然這些工作有很多仍屬初步嘗試，需要一段時間觀察與長期規

歌敬拜、團康活動、文化交流、

慧高過人的智慧！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

劃，但能踏出這一步已經是各行各業基督徒所樂見的，這樣的模式若

才藝演出等。透過這獨特又活潑

是持續可行，可將福音傳到更多的未得之處，這是普世教會之福。求

的宣教平台，團隊裡的同工彼此

主記念各地弟兄姐妹為了福音的用心良苦。我們也期待未來能參與，

學習事奉，不但能與素不相識的

月底去參加中國福音會舉辦的一個探討中國職場宣教的講座，

五

我在與會之前其實沒有太大的期望，只單純的以為就是講帶職

宣教的檢討與未來的可能策略，卻沒想到，在聽講員余雋瑞牧師詮釋
耶穌對職場宣教的示範與應用之後，著實令我大開眼界，因而很快的
規劃今年暑假的訪宣行程，一行八人去到中國具體的瞭解弟兄姐妹在
各個職場上的作法及其事工果效。不管是工廠、診所、課輔中心、媒
體公司、樂器行、藥房、髮廊、餐館……都令我們印象深刻，許多人
以自己的專業在工作場合裡傳福音、訓練門徒，甚至再召聚同業一起
努力合作，共同致力於「專業領域基督化」。看見這麼多基督徒不只記
掛個人的事業版圖，更期盼把信仰帶到生活中、工作中，還願意進一
步成全偏遠的信徒來共享上帝的豐富，那份熱誠真讓我們格外感動。

一同協助大陸的弟兄姐妹在職場宣教上的事奉。深願藉著聖靈的引

家庭建立美好情誼，也使我們平

導，使我們得著聰明智慧可以學習各種方式，使福音遍傳。

日甚少交集的上下兩代因為短宣
的通力合作，享受到全家同心事
奉的珍貴喜樂；這趟事奉不像過
去那樣成為家人分開的因素，反
而成了家人凝聚的動力。過程中
有許多印象深刻的事情，尤其以
下兩件對我個人感受更為強烈，
此生難忘。

• 家庭與婚姻諮詢中心

• 書房設閱覽室



／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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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才藝、課輔中心

3.成為神愛的
導管

／葛虹

為突發的意外，我們不得不臨時改變計
劃，卻也看到了神的美意！「變化」使

在為期兩週的短宣中，我有機會與學生分

即時的神蹟 －－短宣期間，我和另一位同工受

享經歷和見證，也更多的認識他們的生活和背

邀到一小型科技公司傳福音。該公司七位 I T 工程師

景，尤其是他們單純甜美的性格，常深深觸動

提出理性上的疑問：「上帝是否僅是個法則？若上帝

我的心，例如怕我淋到雨，就預先站在雨中撐

是個生命體，我怎能知道呢？」……等等。於是，我

著傘等我，他們的愛心，總是在細節中表露無

們先向他們提出了一個挑戰：「等一下你們若親眼看

遺。當營會到了說「再見」的時刻，我竟感覺

見『特別』的事，你們能信嗎？」同時我們心底向主

結束得太快，離情依依，甚至難以承載這傷

祈求：「主啊，求你自己證明給他們！」聚會將結束

感。我期待下次繼續與他們分享主的恩愛，同

時，這七位工程師中有一位告訴我們，他小時曾被人

時也接受他們對主愛的回應。短宣使我明白，

從樓上推下，摔斷了腿，手術後仍留有後遺症。他一

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是何等豐富！神將祂豐富的

面說一面用兩個姿勢要向我們解說他腳上的缺陷是什

恩典賜給我們，是為了讓我們也成為別人的祝

麼，但怪的是，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問題；突然間，他

福。但願

一再地大聲驚呼：「好了、好了！我好了！我

每個基督

真的好了！……」我感到很驚奇，因為我根本

徒都能成

還沒開始禱告啊，也還沒發現他的腳有什麼毛

為神愛的

病呀。然後，有四位工程師陸續表示願意信服

導管，在

耶穌。而那位立刻得醫治的工程師，就是提問

這缺乏真

「上帝是否僅是一個法則」的那一位。讚美奇

愛的世代

妙真神！祂以獨到的方式向尋道者證明祂的大

中傳揚基

能！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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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成肉身宣教心

／沈蓉

6.培訓見聞二三事

／吳宇

有幸與北美數十位弟兄姊妹前往中國，帶

我

領英語學習營，兩個星期的營會有超過

2003 年開始去中國農村家庭教會培訓，至

姐妹當家 －－到了農村，基本上都看不到年

七百名學生參加，分成八個班級進行教學。每天

從

今已是第八年了，每年去都感受到中國社會

輕人幹活的身影，種地的都是婦女或中老年男子，

可見各班老師使出混身武功，聲嘶力竭，即使喉

與家庭教會在時移境遷下的變化，這種感覺於今夏

青壯年男子幾乎全在外地打工，因此，原本就是女

嚨啞了也在所不惜，專心的帶領學生，透過唱

培訓之旅更為強烈。這次跑了華南、華北的幾個城

多於男的農村家庭教會現在更是陰盛陽衰，同工團

詩、聖經故事、遊戲和英語課程來認識救主。

市，發現寬帶上網在具規模的城市裡已經很普遍，

也再度由姐妹形成了主力。想起八○年代興起的家

幾乎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部份，所以現在也是家庭教

庭教會，那時大多以姐妹為同工團隊的主力，她們

會同工們的重要資訊管道和通訊工具。

中間不乏因信仰與事奉受到丈夫逼迫的例子，然後

大家自費前往，奉獻假期、犧牲睡眠、任勞
任怨的盡全力擺上，這是短宣過程中最讓我感動
的地方，他們有的是家庭主婦，有的是學生，有的是電腦工程師、專業老師、牧師……，他們原本都可以待

出版速度驚人 －－目前最熱門的書籍大多

在北美舒適的家中，享受一段愜意的假期，但他們因著神愛的激勵，願意捨棄個人享福，遠渡重洋、翻山越

為經營、管理、領導及外語學習方面，至於家庭、

嶺地效法主的腳蹤行，傳遞主的愛。此外，大陸教會的肢體每天為我們預備三餐，盡心盡力的款待我們，讓

婚姻、夫妻和親子關係等書籍需求也快速升高；在

我們無所掛慮地服事，也使我感動又感謝。還有為我們此行禱告並奉獻經費的教會弟兄姊妹，更是功不可沒

海外評價不錯的中文屬靈書籍，大部份在中國很快

的幕後英雄，我們在服事中得到的掌聲和感恩的淚水，也要獻給你們！「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

就能見到簡體版。這種趨勢提醒我們，家庭教會要

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的帶禾捆回來。」（詩篇126:5-6）

求外來培訓的水平也在快速地提高，因此老師不能

我的三個寶貝女兒與我們夫婦再度共赴禾場，在短宣中學習全家事奉，操練各樣的恩賜 （大女兒鋼琴伴
奏，二女兒拉小提琴，小女兒出演感人至深的默劇，爸爸培靈佈道，媽媽主責教學）。人能做的原本十分有
限，但五餅二魚的奉獻卻是主所悅納並豐富賜福的。這次的英文營，有半數以上的學生舉手表明要信耶穌，
而他們在此之前從未聽聞過福音。再次親見中國各處的莊稼已熟，處處都在等待工人前往收割，我深深盼

只著重於傳遞書籍的資料，還必須有以聖經為根據
的見解，以及例證、應用，才能幫助他們具體的學
習、有深刻的領受。同時，家庭教會也意識到，沒
有哪一個宗派是唯我獨尊的，他們開始從書籍中接
觸不同宗派的神學教義，並且會對照聖經來研究與

望，有更多華人基督徒家庭願意參與在道成肉身的宣教行列之中！

5.回味無窮服事樂

在神的管教之中，許多作丈夫的紛紛悔改信主，並
逐漸長進成為同工；如今，這些弟兄因家庭經濟的
壓力而遠赴城市或沿海地區打工，一年僅能回家幾
天，所以家鄉的教會又逐漸形成姐妹當家的局面。
我在華南培訓時，當地教會的同工團是由一對夫婦
帶領，其他同工皆為姐妹，她們需要種地、養育孩
子、照顧長輩，母兼父職十分辛苦，此外還要學習
聖經、接受培訓來餵養教會的弟兄姐妹（當然仍以
姐妹為多數）。如此的事奉不僅辛苦也很受限制，
感嘆之餘，我們只有記念、感謝她們忠心、殷勤的
事奉，以及為農村家庭教會的光景繼續禱告。

巫婆得釋放 －－拜偶像的風氣在農村地區特

檢驗。

別興盛，雖然沒見到奉養和尚、尼姑或道士的廟
觀，但是大小家廟和受拜的石精樹怪則十分普遍，

／Wendy

加短宣之初，心中並沒有特別的期許和負擔，但

參

是到了營會，當我開始從教學和團康中感受到學

生們的愛與期待，見他們總是充滿對神和對人的感恩
時，總教我感動不已。沒想到這樣的旅行竟帶給我不小
的收獲，除了在大陸必備的隨機應變能耐之外，還有就
是在團隊合作中認識了「包容」的真義，也享受到與爸
媽同行、同工的寶貴時光。這個暑假是我人生路上最珍
惜的一次，當中的見識、教學相長和生命互動，難以言
喻，卻在我心底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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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劇表演

• 兒童書籍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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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不少被鬼附而能行巫術和占卜的巫婆。我們這次在幾個
不同的地方都與當地同工一起趕鬼，共釋放了四位姐妹，她
們都是出自拜偶像的家庭。當地一位領導同工告訴我，不久

7.江南山北 走一回

前他們才奉主名釋放了一名大巫婆，她悔改信主後又帶領其

後仍有機
會學習調
整觀念。

年，很有學習及傳福音的熱忱，但是面對文化較高的城市

最後一天的

問題也是來自家庭。求主繼續透過教會同工和處境的

聚會中，我

改善，一步步引導他們走向正面、積極的人生，也

們進行三個層

希望有內在醫治恩賜的人能夠來幫助這些人。另外，

次的呼召，一是為想決志信主的人，二是為一生願

東北教會也一樣面臨吸毒、同性戀、外遇……種種問

居民仍然心有餘力不足。他們知道，熱心的事奉和講台的恩

為主而活的人，三是為願意全職事奉的人。我特別

題，但他們不像台灣教會可以轉由專業輔導機構予以

賜並不代表善於管理自己的家，也不保證和諧的夫妻與親子

為十六位年輕人感恩，他們跪著流淚，決志一生走

協助。在經濟開放之後，東北教會的年輕人也受到一

關係，所以我發現凡是從聖經看婚姻、看如何教養兒女的課

全職事奉的道路，表示願與主同釘十架、同復活，

些歪曲觀念的侵蝕，並非我們從媒體能看到的真實光

程，是與神學研經課程同樣地被他們看重，甚至更受歡迎。

願為中國教會的復興付上代價。我為他們一一按手

景。我實際見到的破碎與沉淪，在社會各層面、各角

此外，民工教會的弟兄在賺錢改善家鄉親人生活的同時，免

禱告時，心裡很是佩服，因為他們要面對的困難實

落顯現，有誰去關心、提供幫助呢？台灣教會已經有

不了受到城市生活與物質的誘惑，因此要帶領他們後續的靈

在比我們大太多了。

很多人進入不同層面做關懷和輔導的事工，而東北教

命成長和作門徒並不容易。教會同工面對這樣的挑戰，需要
的裝備已不是靠解經或神學論述就能解決的；他們還需要明
白的是，該如何配合聖靈見證耶穌基督的愛與能力，除掉邪
靈偶像的一切捆綁和咒詛。去培訓的老師不僅要為學生作輔
導醫治，有時也要與他們一起走出去服事，與他們一起「過
生活」，使身教成為言教的力量與延伸，讓信徒和非信徒看
見，十字架的能力與聖經真理是可以實際應用在工作和家庭
生活中的，讓信仰見證活活自書中走出來。

• 民工教會

別多年後重新踏上神州大地，親身

闊

感受到大陸經濟成長的迅速和城市

消費力的驚人。這次我們夫婦一起參與
了南方教會的青年夏令營，以及北方教
會的主日學師資培訓。南方教會的發展
較北方教會進步許多，這與經濟發展、
教育普及相關，特別也與外來教會的協
助有關係。在青年夏令營中，我看到一
些大學生事奉者除了要擔任初中、高中

往東北教會的路上，想著有一群從未謀面的弟

和大學生的夏令營主辦人，還要作生活

兄姊妹正等待我們去服事，但這時我卻得了慢性咽

輔導員。天剛亮，我們就被這些青年同

喉炎，甚至發燒，出發前有姊妹帶我去診所拿了藥

工的禱告聲驚醒；到了晚上，他們會為

（醫生開六種類似的藥，好像把它們都吞下肚就是

一整天的服事作檢討並禱告，直到午夜

一種「特效藥」），我殷切祈求主讓我趕快好起

12點左右。他們那可愛的模樣和活潑的

來，不然接下去如何有力氣講課呢。到了東北，我

拼勁，使我深深感受到中國教會的未來

太太把房內有限的熱水都讓我用（在台灣時，她的

希望。不過也有兩點遺憾，就是他們帶

身體比我虛弱），她則天天用冷水洗澡，令我深受

領敬拜的方式，實在需要有人去教導敬

感動。上帝似乎特別賜恩於她，她原有的一些小毛

拜讚美的意義。我試著在聚會中帶一點

病在服事期間竟都莫名消失，而且兩個星期完全不

室內遊戲，從他們可愛的臉龐看到笑意

需要她下廚房，她可樂了。

認為夏令營聚會就是研經、培靈，若要
到戶外活動就是不屬靈的。這兩
方面的態度和方式，希望他們以

來此參加主日學師資培訓的同工，最遠的有從
邊境趕來的。這些同工要教的主日學學生從幼稚園
到高中，每周日要把他
們聚集成班不是容易辦
到的事，何況年齡層
差異太大，教導難度
高，尤其他們各自的
教會裡並沒有一套完
整的教材可使用，所
以作主日學老師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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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才要起步。我太太有感而發地對我說，她終於體會
了戴德生牧師所說的：「假使我有千磅黃金，中國可
以全部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
中國。」當海外華人盤算著如何得到更好的生活品
質、教會如何建造得更大更美時，還有多少基督徒思
想神的心意、還願意愛主所愛的中國教會，他們仍有
很多在掙扎的、努力的成長中，他們今天仍然需要宣
教勇士們親臨他們當中，一點一滴的栽培、引導、協
助，如同耶穌為教會付上捨己的代價和彰顯的典範。
中國教會正蓬勃發展，需要海內外基督徒的關心與支
持，每一位宣教士和事奉者的犧牲，主是記念的。

和專心投入的歡暢。我明白年輕人都想
有戶外活動的時間，然而保守的長輩們

是教會的重要同工或培植同工，她們受到的傷害大
多來自家庭，內心已是千瘡百孔。年輕弟兄找我談，

受歡迎的培訓 －－到沿海城市培訓時，對象是以弟
兄為主力的民工教會，他們的文化多屬初中畢業或高中一兩

姊妹們會輪流來房間找我太太協談，這些姐妹都

在南方

／周摩西傳道

他二十幾位巫婆來信主。

們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

對他們講課時，神的靈感動我要為他們的需要特
別禱告。雖然我不認識他們，但神認識他們很深，
每個人的壓力與重擔都在神話語中的安慰和愛的觸摸
下一一化解或減輕。感謝主給我這無用的小弟兄與太
太一同服事的機會，這是神的恩典與憐憫，讓我們有
生之年活得更有價值，也享受祂所賜的能力和同在之
福。如果你也願意被主使用，請別說「有空再做」，
也別說「等退休後才做」，因為神現在就要用你！藉
著聖靈的大能，我們這卑微的器皿就可以服事那些需
要培靈與教導的中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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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同工： 平安！
時光荏苒，轉眼間，回台灣服事已經六個月了！這段時間到不同的教會講道，弟兄姊妹的迴響都
很大。有的在大學唸心理系的或從事輔導工作的，問我「該如何參與大陸宣教？」有人表示他想帶
孩子一同去短宣，有的長輩不知道自己能為主做什麼？這讓我看到，其實台灣教會有許多弟兄姊妹
是願意去宣教的，只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些什麼。回應這些問題時，我提出至少三件事，是每個基
督徒可以參與的。
首先，你可以透過「禱告」來參與宣教。請為中國大陸早日福音化並成為「宣教的中國」禱告；
也請為我們的宣教事工發展和更多宣教士的加入禱告。其次，你可以透過「奉獻」來參與；由於赤
字不斷的增加，我們不得不緊縮預算、精簡人事。然而看到中國教會極大的需求，我們實在希望有更
大的力量的去幫助他們，為此之故，我們深信「按照神的方法做神的工，必不會缺乏神的供應」
，也
希望您有聖靈的感動，以致能作為更有福的施予者，在財務上支持我們的事工，因著您在宣教上的
「投資」
，神也將讓您經驗祂已應許的實際（太六33 ）
！
最後，你可以透過實際「走出去」來參與。請與我們聯絡，不管是你是個人或全家的短宣行動，
或在教會組隊，由短宣進而長宣，只要你肯走出去，相信必會經歷神的同在（太二十八19-20）
！主來
的日子實在不遠了，讓我們竭力傳主福音，直到地極！
消息與代禱
一．總幹事行蹤：祈請為葛牧師11-12月在
以下各教會的服事代禱
1. 桃園大溪員樹林教會主日講道（11/7）
2. 台北浸信會義美堂主日講道（11/14）
3. 聖光神學院週間崇拜講道（11/15）
4. 台北大安便以利會主日講道（11/21）
5. 台北淡江教會講授「宣教學」（9-11月
每週六上午）
6. 台北靈糧教牧神學院教授「教會復興
史」（每週一下午）
7. 中原大學人生講座（12/8）
8. 台北三峽禮拜堂主日講道（12/12）
9. 美國洛杉機鑽石崗羅省基督教會聖誕
佈道會（12/18）

10.美國洛杉機信義會蒙市禮拜堂主日講道（12/26）
11.美國豐收神學院教課（12/28－2011/1/2）
二．預約明年講台：歡迎貴教會或團契小組邀請我們去分享講道
或帶領特會，請與我們聯絡。
三．耶和華以勒：請您繼續為我們財務的需要代禱，也求神感動
更多人及教會，願意長期支持我們的事工！
四．徵召宣教士：中國教會需要大量的工人，你若聽見了神的呼
召，歡迎與我們聯絡，一同參與在這偉大的宣教使命行列！

總幹事

2010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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