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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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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人
是你嗎？

「那個人」是你嗎？
  學園傳道會全職獻身研討會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

來換生命呢？」 馬太福章十六章廿六節

人的生命的價值比整個世界更寶貴、更有價值，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能以

它的價值來換取人的生命，唯有以生命才能換取生命。因此主耶穌親自為我們在

十字架上捨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救贖恩典，以祂的生命換取了我們的生命，讓

我們這些信靠祂救贖恩典的人從罪中活過來，因此我們理當為主耶穌而活，全然

地獻上我們的生命，樂意順服神對我們生命的帶領，讓祂為著祂的國度，來使用

我們。

主耶穌又告訴我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約

翰福音四章三十五、三十六節）是的，當我們從神的角度來觀看這失喪的世界

時，我們看到許多寶貴的靈魂在尋找一份可以滿足他們的愛、一個可以回答他們

生命呼求的真理。而你我就是那個可以傳遞基督耶穌永恆的愛與真理給這失喪世

界的人。如果你認同建立屬靈運動來協助完成大使命、如果你願意透過門徒訓練

來栽培屬靈倍增門徒，歡迎你以全職服事的心志加入學園傳道會，讓我們一起將

福音傳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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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我們實際與人互動，為了要了解不同族群的

人與他們的文化。課本上的內容，給我原則；但真

正的訓練，是我在外走訪的每一天。

會說中文、英文、日文、再加上閩南話的我，

因為聽不懂老闆的新加坡英文和潮州話而比手畫腳

了老半天。極少掉東西的我，也在三個星期內，就

丟了錢包。受訓到一半的時候因為簽證問題，我差

點被遣送回國。最後，我終於了解，跨文化訓練課

程，不是幫助我學習甚麼得人的策略，最大的意義

是─預備一個宣教士能擁有開闊的心胸與謙卑學

習的態度。」

人人皆可是「那個人」

我們對宣教的認識正在擴展，一生的工人，

不只侷限於全職服事。在各行各業裡，仍能以神兒

女的身份來完成神所給的獨特呼召。如同亞伯拉罕

被神所召之時，他是牧場工人；約瑟、但以理是國

家領袖；初代教會的司提反是飲食總管……，這些

職份都與全職服事一樣重要，也一樣獨特。我們需

要做的，是帶著神的呼召服事，在所處的位份上，

透過工作來見證神。我們在一個失喪的世界，還有

太多需要等著你我來回應。我們永遠不能忘記，耶

穌的大使命是我們每個人一生的呼召。按著神的呼

召，來回應祂、榮耀祂吧！

愛與接納，從而幫助他們認識福音，並經歷福音。

過去多年我也參與這種形式的宣教，這對我的屬靈

生命與神的國度拓展是極寶貴的經驗。但工人的不

足是幾百年來宣教不斷面對的難題，如今藉著科技

之便，帶領我們進入一個宣教新的時代，是任何人

都可以參與的跨文化宣教的可能性： 

一、你不一定要遠渡重洋告別家人，可以使用現代

科技來持續影響其他國家或民族，帶領他們渴

慕神、認識神，用真理建造他們屬靈生命的成

長，並幫助他們可以去得著他們自己的民族與

群體。  

二、宣教士的身份也並不只局限於長期的全職服事

者，上述例子是由四位留學生接下宣教的棒

子，他們被神的愛激勵，回應為神得著這地的

呼召。

去年我曾拜訪一位八十七歲的長者，他很興奮

的分享，他利用社群媒體來跟進一位他去年帶領信

主，住在封閉地區的年輕人。過去七年，我長期住在

跨文化地區做福音工作，也使用科技遠距離服事，這

兩種模式都有獨特的價值與貢獻，都使我更深體會到

神對失喪者的憐憫和心意是不能被限制的。

只要神的愛激勵你，並認識祂是打發工人出

去，走向失喪者中間的呼召者，我們都可以回應祂

的心意加入宣教，不論何種宣教，你都可以找到你

能回應的地方。 

賴立珊 傳道

Ｒ（封閉地區資深宣教士）

禾場廣大 差遣迫切

在柬埔寨，父母把女兒賣為童妓時有所聞；在

印度和巴基斯坦，女孩因嫁妝太少而遭夫家殺害；

日本每年有超過三萬起自殺案，互不相識的年輕人

透過網路相約集體自殺……，需要有人讓他們認識

上帝的愛，那個人是你嗎？至今全球仍有近30%的

人，從來沒有機會聽見耶穌，但只有3%的宣教士在

其中，在學園，一位剛結訓的同工得一人面對一萬

七千多人的大學禾場。

在馬太福音第九章中，耶穌提醒我們要有打發

工人的迫切，因「打發」動作在希臘文的意思是如

趕出、丟出、推出或逐出的強烈力道。而學園大使

命訓練中心，為了回應這強烈打發工人的需要，藉

著訓練新同工，栽培出靈命和事工都能健康成長的

全職工人。訓練聚焦於兩大區塊：愛神愛人的心和

屬靈運動（得人、造就、差遣）的果效。

跨文化也跨越自我疆界

為了更好的面對不同禾場的挑戰，學園提供

給每位宣教士跨文化訓練，讓他們前往目的地前，

先至新加坡集訓三個月，以下摘錄宣教士小育的見

證：

「跨文化的訓練課程，不是在室內吹冷氣，我

們訓練的教室，是整個新加坡。我們到街上實際訪

問不同的族群，參觀不同的宗教殿堂和他們崇拜的

去年六月在國際會議，我遇見一位穆斯林地

區的新興領袖。在對話中，他知道我遠距離帶領一

個封閉地區的事工時，很興奮的詢問如何在限制多

的環境中事工等問題。他所在的地區有幾個國家採

取嚴格的宗教控管，外國人不易拿到長期簽證，因

此無法在當地事工。然而，當他聽到這種新的宣教

方式，便相信是出於神，不再把簽證的問題視為阻

攔。 

十月底他們的地區派一小群人以旅遊簽證進入

某國，當知道這國家全國只有四位基督徒他們很震

撼也有些擔心，在十天裡他們到大學裡去尋找可能

有興趣的學生，奇妙的是他們居然帶領兩位穆斯林

學生歸主──50 %基督徒人數的成長！而且還挑戰

四位從其他國家來唸書的基督徒留學生，他們願意

得著自己所在的校園，建立屬靈運動。而這群「觀

光客」回到自己的國家後，透過現代科技，持續跟

進與裝備在那個國家剛得著的「校園宣教士」，幫

助他們開展福音事工。 

距離和身份不再是難題
這似乎與過去所聽的宣教開拓史很不同，但不

僅這個剛出爐的見證，近年來常聽到全球各地許多

宣教及復興的見證都是如此，我們早已進入宣教多

元化的世代。早期宣教士如戴德生宣教方式仍然感

動著我，住在他們中間，進入他們的文化，學習去

│跨文化宣教現況│1 │跨文化宣教現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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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何而去
─宣教士蒙召見證

禱告激發宣教委身

西元1989年之後，訓練中心的同工更迫切在

每週四的大使命禱告會，為大使命的範圍：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地極禱告。那時我們認

領為台灣各縣市、中國、中東地區、國際學園和普

世宣教的進展禱告。

以後，有一些同工開始找到機會，到東亞大國

培訓。透過實際在東亞大國培訓，同工們知道更多

該國的需要，更有負擔為該國禱告、奉獻、實際參

與。1993年第一位宣教士進入該國宣教，有一小隊

同工也固定每年進入該國農村教會培訓。以後陸續

有同工到東亞大國、歐洲、日本、中東地區宣教。

到去年年底，我們已差派六十一人次的實習

宣教士、短期宣教士、長期宣教士。目前有四位短

期宣教士，十位長期宣教士，在東亞封閉國家、法

國、日本、美國、韓國宣教。

禱告是宣教的燃料，透過禱告資訊，我們知

道和看到未得之民的需要。透過禱告，我們把愛的

關注和上帝的愛，傾倒在未得之民身上。持續堅持

為未得之民和普世宣教進展的突破和進展禱告，

有10%的同工對宣教產生深刻和強烈的負擔，而堆

疊、累積成順服的宣教行動。

全新的眼光
黃郁涵（日本宣教士，下圖左）

從小我常常因外貌而得到稱讚，可是我卻不知

道自己的價值是什麼，因此，我很難接受別人對我

的讚美。全家搬到日本以後，因為擔心別人在背後

說我的壞話，所以更在意別人對我的眼光。

高中時我搭電車上下學，曾遇到跳軌事件。

那時的我跟大多數日本人一樣，面對一個生命的離

去，我想的是：「你不能安靜的死嗎？為什麼連死

也要連累別人呢？」，完全冷漠無動於衷的態度。

後來我回台灣讀大學，在學園團契接受聖經

的基礎造就，和弟兄姊妹相處，之後，我才真實體

驗到神的愛，也找到我自己的價值。神的愛不會因

我的作為、才能、外貌、身份改變，神的愛沒有條

件，是完全的包容與接納。於是，我開始學習用神

的眼光看我自己、接納真實的自己。而且人的價值

是出生前，神就賦予我們了。

2017年日本短宣中，我看見真心跟隨耶穌的

日本人。他們充滿盼望、喜樂、有生命力，我非常

門徒倍增帶出普世宣教

學園的目的與使命始終是協助完成大使命，透

過在各地建立一生跟隨耶穌基督的倍增門徒運動，

本地同工也常常置身於普世的需要和跨文化的情境

中。

宣教需要先有委身的門徒，委身的門徒往往成

為第一批宣教士。在本地沒有以傳福音、門徒造就

為生活習慣，不可能會關心海外的需要；在本地若

還不是門徒，談不上委身於近文化或跨文化宣教。 

我們的策略一直是傳福音、造就門徒、差遣

門徒再去傳福音、造就門徒，如此的循環或事工模

式，宣教的心志與意識就容易培養。海外短宣體

驗、異象之旅，或本地宣教大會、宣教論壇、假期

聖經學院宣教學等認識與感染，也增添同工宣教的

負擔和委身。

從1994年開始，我們固定差派短宣隊到歐洲，

協助海外留學生事工，到日本協助日本的福音拓

展。這些活動有的是國際學園策劃，有的是東亞區

學園策劃，大多數是本地自己策劃。過去我們也與

世界華福會、中華福音協進會一起舉辦華福會、宣

教大會等。

宣教需要禱告，更需要人力。禱告激發宣教，

點燃宣教的火。門徒倍增更直接產生宣教的人力，

也帶出有潛力的未來宣教士。海外宣教是大使命與

門徒倍增的產物，也是各地學園自然發展出的特色

與DNA。

主為我開門
小剛（封閉地區宣教士）

西元2000年因參加法國馬賽短宣，我開始對穆

斯林有負擔。工作半年多時，神使用兩個營會讓我

思想祂對我的呼召：全球約十七億穆斯林的需要，

祂也以「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

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呼

召我出來全職服事。

那時我內心非常掙扎，首先媽媽強烈表達無

法接受傳道人。她認為傳道人是乞討過生活，沒錢

沒地位。另一個掙扎是要分擔父親中風的看護醫療

費，同時也有房貸。我跟神說，如果這是我要走的

道路，祢要負責到底，為我解決。

很奇妙地，一年後母親不反對我，而且祂也供

應我財務的需要，使我順利出來全職服事。

│宣教之窗│信念篇 │宣教之窗│生命篇

感動，因為他們跟我過去所認識的日本人那麼不

同。那次短宣，神也透過以下的經文呼召我去日本

搶救靈魂：「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

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

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得後書三章

九節。」

如今，上帝的愛激勵我，要我用憐憫的心去

看待每個祂所看重的生命，所以我開始學習愛人的

功課，這也讓我更加迫切地想要傳福音給不認識耶

穌的人，因為我相信：唯有耶穌才能拯救失喪的靈

魂！

宣教的兩個起點
郭瑞玲 傳道 （學園宣教部主任）  



新世代傳福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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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園傳道會 事工統計 (2018年1月至11月)

 系列

用四個符號與人自然、創意地分享福音

神愛你

與神隔絕

神的方法

我的決定

│宣教之窗│短宣篇

短短兩週
也能帶來改變
除了海外宣教，

學園大學事工部也利用每年暑假，

在全台各地差派大學生短宣。

透過差遣行動，協助完成大使命。

以下為兩則短宣隊見證摘錄。

得人 福音接觸 (用各種實體或數位方式的接觸人次) 128215 人次

 福音對話 (與人個別談論信仰話題的人次) 13116 人次

 傳福音 5306 人次

 決志 851 人次

造就 參與門徒 (參與學園團契、小組等的人數) 2279 人

 倍增門徒 (帶領造就「參與門徒」的人數) 267 人

差遣 國內短宣 18 隊 / 315 人次

 國外短宣  8 隊 / 41 人次

 現有長期宣教士 (3年以上) 10 人

 現有短期宣教士 (2年以下)  4 人

願人人成為精兵
徐瑞翔牧師（五股德音浸信會）

學園短宣隊此次來本教會主要協助青少年的培

訓工作，共有八位青少年參與，看見短宣隊員對青

少年的耐心教導及細心照顧。當他們在分享個人見

證時，不禁讓我感到驚訝，我們的青少年也可以為

主做見證。學園的服事讓我看到門訓的重要，教會

牧養不應該只著重在關顧，更應該訓練他們成為門

徒。 

此次參與的青少年多半是教會會友的孩子，

他們的父母看見自己的孩子在大熱天去傳福音，也

深深被感動。這次有一位龍華科技大學的學生參與

培訓，並將福音分享給大陸北京教會的三十多位青

年，他們受益良多。 

過去有兩次與學園短宣隊合作，大多是做社區

佈道與傳福音，但這次以門訓為主，讓教會青少年

的本質有所提升。期望下次學園短宣再來時，能夠

強化我們的成年人及老年人，讓全教會人人都傳福

音。

從神而來的勇氣
邱正虔（淡江大學化材系二年級）

第二次參與學園短宣隊，行前我不斷思考，短

短兩週，我能為三芝做些什麼？

在我尋找解答時，從會友們的生命分享，聽

見上帝在每個人身上真實的改變，一次次堅固我對

祂的信心；靈修使徒行傳時，保羅因著倚靠神，放

膽宣揚福音；與隊員們建造時，也體會到等待的重

要，這時間不僅是領受聖經真理，擁有屬神的價值

觀；這時間也代表著上帝要模塑出祂眼中我的模

樣。我突然明白，答案很簡單，不是我能做什麼，

而是神要我看見祂在做什麼。

這次的服事中，神不斷挑戰我的勇氣。不太會

說台語，卻要在路上跟阿公阿嬤傳福音；淡江大學

一百多位社團領導者的研習營，原本莫大的人際壓

力卻成為特別的福音禾場；探訪幼兒園，第一次帶

領決志禱告，我看見小朋友們單純的信心！信心是

勇氣的來源。每當我分享我所認識的神，聽見的人

從我堅定眼神中，看見我經歷與神同在的真實，這

是我喜樂的泉源！

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到三十八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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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是我的牧

者，能被祂如此揀選，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使徒

行傳仍然是持續進行著，讓我們一起渴慕神、憑著

信心、成為一位勇敢的基督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