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期刊會刊登在

http://simtaiwan.org/歡迎閱讀。

2019年第三期

SIM的使命宣言：

        “因此，在被上帝的大愛

催迫及聖靈賦予的大能下…

       我們跨越一切障礙宣揚基

督的救恩，要在不認識祂的人

群中彰顯祂的慈愛和憐憫。”

哥林多後書5 : 14“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Serving In Mission

國 際 事 工 差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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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SIM要

擇難而行？

博約書亞牧師/醫生（SIM國際總主任）

Serving In Mission

國 際 事 工 差 會

       雅各布和他的妻子旺迪穆新婚不久後就出發前往蘇丹。他們是

衣索比亞卡勒希魏教會差派到蘇丹的首批宣教士之一。

       這對年輕夫婦一起經歷了各種極難且危及生命的困境。兩次種

族間的戰爭迫使他們撤離營地。有時候當地人會照顧他們，但在

       2010年10月24日，在經歷了動盪的四年之後，雅各布患上了

腦型瘧疾。他的病情急轉直下，第二天早上就離世了。他是衣索

比亞第一位死在外國土地上的宣教士。

       當時的SIM蘇丹主任克裡斯克勞德說：“雅各布的過世，體現

了他最終仍然順服耶穌的最後命令。他一生都在培育門徒！”

       旺迪穆成了一名寡婦，她帶著丈夫的遺體回到了衣索比亞。

       為什麼有人在這種情況下依然堅持做宣教士呢？他們為什麼要

在那種地方待上那麼多年呢？為什麼他們的差派教會和SIM差會

仍然繼續努力著要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事奉神呢？到底是什麼原

因激勵他們擇難而行？

其他情況下，他們在戰爭中被

抓，並一度為逃難而躲在廁所

裡；他們也曾遭到槍擊，家園

被夷為平地，所剩無幾。當襲

擊關閉了亞布斯地區的新教師

培訓學校時，他們感到悲痛；

但很快的，他們決定定睛於天       

父的承諾和對蘇丹人民的愛。

"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

       SIM的使命宣言是“確信每一個人都應該獲得聽聞上帝福音的機會，相信上帝呼召我們，在極少

聽聞福音的群體中傳揚福音並培育主耶穌的門徒。”雅各布和他的差派教會以及SIM對此深信不疑。

       其次，他們被上帝的愛催逼！哥林多後書5章14節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此，雖然

那些極少聽聞福音的群體活在不安甚至極危難的地方，但基督的愛催逼我們往“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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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妻子瓊安娜的第一個宣教事工是在尼日爾的佳爾

美。有人好奇的問：“到尼日爾的沙漠你能得到什麼好

處呢？”我們回答說：“也許沙漠對我們而言是空無一

物，但我們確定知道此地的人們極需耶穌的福音！”

了基督。旺迪穆後來在衣索比亞、蘇丹和肯亞等國的多

次遊行服事中做分享見證、演講、歌唱和禱告。旺迪穆

挑戰出席者為主獻身，她說：“我的先生雅各一生有清

楚的服事方向，服事主也有一個明確的事工計畫，你呢？”

 

       蘇丹SIM副主任井上徹（Tohru Inoue）表示：“在

哀悼雅各離世的同時，我們卻又深受鼓舞，充滿活力，

致力要在蘇丹繼續引人作主的門徒！”

       旺迪穆在衣索比亞的一所宣教培訓學校學習兩年。上

帝賜給她一位新的人生伴侶 - 格塔喬。 2012年，他們倆

重新加入了南蘇丹團隊。

       差派雅各布和旺迪穆的教會承諾立即差派這對新的宣

教士夫婦延續之前的工作。但由於沒有錢，也沒有農作

物可賣，所以教會的弟兄們決定到附近的一家醫院賣血，

結果得到了一筆小額收入。他們宣告：“只要我們還有

血，我們就會繼續為宣教奉獻！”

       格塔喬已在南蘇丹的至少四個主要族群中建立了教會。

我們邀請他協助在衣索比亞兩個交戰中的Gedeo和Guji

族群之間舉行和平協調。他也被邀請到南美洲的玻利維

亞，幫助動員那裡的教會參與宣教。

       為什麼SIM會擇難而行，勇赴危難之地呢？那是因為

上帝的愛催逼我們認真地回應主耶穌的呼召！別忘了祂

說：“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願上帝更

新我們的靈，跨越一切障礙宣揚基督的救恩，要在不認

識祂的人群中彰顯祂的慈愛和憐憫。

旺迪穆怎麼了？

       旺迪穆回到了衣索比

亞。在索德杜這個地方，

超過五百人給予她深切的

慰問。大家聚集一起埋葬

了雅各布。在一次追悼會

後，有十二人將生命獻給

SIM的創立

       1893年，三位創立SIM

的年輕人出發前往西非的蘇

丹內陸，希望看到失喪的靈

魂都能得到永生。接下來的

七年，SIM在奈及利亞的宣

教士人數比歸信者還要多！

       與過去一樣，迫害、疾

病和暴力仍然是宣教工作中

最真實的情景；甚至今天的

某些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還

要大！在布吉納法索，有恐

怖襲擊和綁架；在巴基斯坦，

教會和宣教面臨著炸彈威脅

和其他風險；在印度、不丹、

奈及利亞北部、中東和北非，

無論是人身或精神上的危險，

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當總數超過三十

億人的3961個的族群，還

活在沒有機會認識耶穌的環

境下時，我們怎麼能止步不

前呢？因此，在我們繼續完

成剩下的工作時，承擔風險

和確認風險的神學是至關重

要的。

       基督跨越了一切障礙，

降生於人類歷史中。作為宣

教士，我們也必須繼續尋找

和識別眼前的障礙為何，並

勇敢的跨越它們。因此，每

一個障礙都是一個機會！障

礙可以是文化的、跨代的、

地理的、社會的、種族的、

經濟的和其他的。跨越障礙

是宣教的DNA。

"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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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靠神的力量

Biulanty（南蘇丹）

       當我們提起“力量”這個詞時，常常想到的是身體方面的力量。其實，力量也意味著身體上、情

感上和精神上的力量。沒有力量，我們就無法在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上蓬勃發展，特別是在宣教的領

域。聖經告訴我們，上帝是真正唯一的力量來源。“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

的拯救。這是我的神，我要讚美他；我父親的神，我要尊崇他。（出15：2）”

       這是摩西和米利暗過了紅海之後所唱的歌。他們稱頌上帝，因為親身見證了上帝的大能，如何保

守他們脫離強大的埃及法老王的軍隊。

       當我仔細思想這節經文時，我就明白為什麼SIM會在極難之處觸及未得之民的志向。南蘇丹就是

一個SIM事奉的最難觸及的地方之一。作為一個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家，南蘇丹是極不穩定又不安全

的；這裡的經濟也不好，人民因為沒有適當的教育機會和衛生系統而苦不堪言。在南蘇丹小組駐紮

的馬巴縣，來自青尼羅的難民超過十四萬兩千五百人之多。看到人民的痛苦和苦難，各種饑餓、死

亡、疾病、營養不良、缺乏教育和衛生系統…使我們傷心不已！我們常常感到無助和無措。但是我

非常感恩上帝將我帶來這裡，與蘇丹人一起經歷苦難，使我從上帝和周圍的人們身上學習到許多功

課。

藉著掙扎，我學會感恩 - 我們不能控制周圍發生的事，但

是我們可以選擇應對的方式。在最近的一場洪水中，房屋

倒塌了，人們逃到乾地，我們依然在教堂裡唱歌和祈禱！

我沒有抱怨，而是學會了對發生的一切感謝讚美上帝。正

如摩西讚美上帝，是因為他意識到在困難之時，上帝就是

他的力量和拯救。我學會了無論我們經歷什麼，都要有積

極的態度和感恩的心。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

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 帖前5：16-18）

掙扎增強了我的信心和信靠 - 我學會了完全信靠主，在祂裡面得享安息。當我不甚瞭解時，我相信

上帝會給我亮光，無論情況多可怕，我都決定倚靠祂（箴言3：5）。信靠上帝並不能使我們擺脫不

舒服的景況，但能使我們處於尋求主的同在、帶領、引導和應許的位置。“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

基督裡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

你們。”（彼前5：10）

掙扎使我們更親近上帝 - 摩西因與上帝的親密關係而在主裡獲得力量。世上並沒有什麼超自然的力

量可以使我們安然渡過每天面對的困難，我們需要藉著禱告和研讀上帝的話語，在祂裡面得享安息。

上帝的話語給了我力量，祂的應許和恩典也夠我用。我越是花時間尋求上帝，我就越能看到我一生

中充滿了喜悅和毅力的果實。（代上16：11）

       當上帝呼召我們在困難的地方服事時，我們必須服從祂。儘管有困難和艱辛，但當我們願意降服

時，我們的內心就有喜樂與平安。如果不忘耶穌所經歷過的那段痛苦旅程，就會給我們帶來力量和

毅力。“因為我要宣告耶和華的名；你們要尊崇我們的神的偉大。他是磐石，他的作為完全，因為

他一切所行的全都公平；他是誠實無偽的神，又公義，又正直。”（申32：3-4）

"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



       我們堅信每一個人都應該獲得聽聞上帝福音的機會。但事實是，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極難

得到的機會。目前，在全球的宣教資源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被使用在那些可能連一個基督徒都找不

到的地方。「忠實的見證人（Faithful Witness）」是一項新的項目，旨在幫助和推動將福音帶到極

少或完全沒有基督徒的地方。這個專案的核心目的是增加使用於這些社區工作的宣教資源（包括人力、

禱告與經費等）。

     「忠實的見證人」的特色是什麼？

1.

2.

3.

4.

     「忠實的見證人」團隊在哪裡工作呢？

查德：

馬里：

泰國大城府：

       此外，「忠實的見證人」正致力於確定未來更多的工作地點。如果你想更多瞭解我們「忠實的見

證人」項目的故事，請瀏覽：http://sim.org/faithful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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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的見證人

這是一項指在覆蓋那些沒有教會，很少或沒有基督徒，又或是缺乏活躍基督徒做見證的地方的策

略性項目。目前，大多數工人和金錢都流向那些其實已經有基督徒在積極作見證的地方。

這是一項特別給宣教士補貼經費的模式。「忠實的見證人」團隊或任何工人都可以在不超過五年

的期限內，獲得一定數目的宣教經費支援。每個案例都將獲得不超過其總預算三分之二的經費的

補貼。

這個支持模式解決了宣教士們由於無法獲得經費支持而遲遲不能出發，或是因為不在禾場就無法

獲得支持的問題。每位「忠實的見證人」項目的工人將在五年內獲得述職機會，因此就可以和教

會及其他潛在的支持者分享他們的宣教經歷和故事。理想上，我們期望參與此項目的宣教士的宣

教經費，可以儘快地在五年後由他的差派教會全權承擔，或是找到其他的支持方法。

「忠實的見證人」團隊擁有多文化、多種族和多技能的特色。我們希望每個團隊是多個國籍的宣

教士一起配搭。我們也希望在團隊裡一個國家的服事單位（個人或家庭）不超過兩個。

將有一個與其他機構合作的小團隊，一起被差派到查德東部工作。工作的重點是專注在一個還

沒有用自己母語聚會的教會的馬巴（Maba）族群。

哈薩尼亞族群（摩爾人）十分歡迎宣教士到他們那裡工作。同工們將生活在其中，學習他們的

語言和文化。

            此市位於曼谷以北四十英里處。此團隊將專注於體育、社區健康教育和英語學習等事工

            來向當地人傳福音。

"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

Randy （SIM全球宣教策略統籌）



       凱莉*第一次來我們家是因她朋友丹*的邀請，前來參加感恩節聚會。丹和我們一起學習了一年

聖經之後，與她十來歲的兒子一起接受了主。丹和凱莉都是移民來加拿大的中國人，而且來自同

一個家鄉。凱莉得知我們每個星期五有查經班之後，非常積極的前來學習。

       初認識凱莉時，我其實有點被嚇到了：“像她這樣背景的人，怎樣才會接受主呢？”凱莉擁有

中國頂尖大學的海洋生物學博士學位，也是藏傳佛教信徒，在中國有一名固定的信仰“師傅”。

我想，她應該很難相處，因為她可能是忠誠的進化論者，可能是激進的共產主義者和無神論者，

也可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徒，更可能是三者皆是！

       我們第一次學習聖經的時候，她向大家宣佈她在尋找一位新的“師傅”，就像所有優秀的基督

徒一樣！我立刻捉緊機會向她解釋我們的主耶穌是一位親切的、極易跟隨的主。直到後來，我才

明白她指的是一位世俗的師傅，就像她的藏傳師傅一樣。我不得不讓她打消那個念頭！我告訴她，

我絕對不是她認為的那個“師傅”！

       儘管如此，凱莉在感恩節慶祝活動結束後的每週五都過來，這還是讓我挺高興的。她問的問題

很好，不全是理性的或知識方面的問題。在第一次見面的四個月後，我有事回新加坡幾天，我感

覺到凱莉應該已經準備好接受福音了！所以我給留在多倫多的太太發了簡訊，請她找機會向凱莉

分享福音。聚會的時候，我太太通常負責在廚房裡為大家做晚餐或甜點，而我則負責教導聖經。

但這次她預備向凱莉分享福音時，則指示團員們接手廚房的工作。

       我太太已經準備了一些聖經的章節做分享，但是當她禱告的時候，她感覺主耶穌要她分享自己

的見證。所以她開始分享自己是如何從佛教信仰中走出來，以及她是如何被聖靈慢慢改變的。凱

莉問她：“我又應當怎樣才能得到聖靈呢？”我太太向她做了解釋，然後凱莉就表示要接受基督

作為她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了！

       在凱莉初次來到我們查經班參加感恩節聚會的短短五個月之後，也就是我從新加坡回到多倫多

的一個月之後，我為凱莉受洗了。感謝主，她找到了真正的主！                           *非真實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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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難之處並非真難

杜世杰（加拿大）

"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

宣教事工禱告會

（每月第一個星期一晚上7時）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11號7樓

（捷運台電大樓站一號出口）

電話：02-2365-9819

1月禱告會：1月6日



       馬狄安博士和夫婿馬腓利醫生，與SIM東亞區辦事處成員共事同工已有七年以上。當時他們夫婦

倆分別擔任SIM亞太地區國際副主任和亞太區宣教學者。狄安於今年七月開始擔任一個新的角色–

全球區域發展總監，於是與夫婿搬回澳大利亞，並且也因此可以在澳洲雪梨照顧腓利年邁的父母。

       在長達七年的同工和相處之後，對他們的離開我們真的非常不捨！特別是他們友善的個性和謙卑

的態度，及做主忠僕的信心，更是令全體同工讚賞及倍受鼓舞！

       在七月份正式離開位於新加坡的東亞區辦事處之後，他們緊接著就忙碌於各種海外行程。感謝主！

最終在8月6日與他們夫婦倆進行了“官方歡送會”。這是一個集美食、團契和娛樂的美好夜晚，同

工們都向他們表達了不捨與祝福，也提及多年來從他們身上學習到的許多功課。

值得回憶的種種趣事與感動：

●

●

●

●

●

       在歡送與祝福會的尾聲，腓利和狄安感謝東亞區同工們在宣教工作中的積極配搭，以及建立起的

深深友誼。最後，他們以神的話語勸勉我們無懼艱難，靠主勇往直前！

儘管狄安的日程十分忙碌，她卻總是願意停下來傾聽並助人。

腓利可說是一個知識寶庫！特別是關於“書”，絕對有問必答！

狄安對SIM在全球的事工和發展有全面的瞭解，常常挑戰並激勵我們。

腓利雖是“外國人”，卻十分擅長在新加坡的美食廣場點咖啡和茶！無論是Teh-O、Teh-C、

Teh、Kopi-O、Kopi Gao、Kopi-C...絕對難不倒他！

狄安和腓利的熱情好客常常讓人感動和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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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祝福忠實的同工- 

馬狄安和馬腓利夫婦

      我們敬愛的台灣SIM前理事會主席諸長樂牧師于2019

年8月13日，在台北安息主懷。諸牧師生前曾積極動員

多位宣教士包括廖華才和謝麗娟夫婦加入SIM，並協助

成立了SIM印度東北理事會，也為印度東北辦公室的宣

教士支持項目籌募了許多支持。如今諸牧師息了地上的

勞苦，榮返天家。願上帝安慰他的家人，並繼續賜福他

們的服事，讓他們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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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REEN
SIM希望减低對紙張的使用，保護地球資源和節省印刷成本。鼓勵

您從印刷版雜誌轉向電子版雜誌，請聯繫taiwan.info@sim.org ，

註明您願意更改索取雜誌的方式，謝謝。

您也可以主動到我們的網站下載電子版雜誌www.simtaiwan.org

GO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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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見證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平安，我是林群學宣教士，今年29歲，9年前在青宣時被呼召，經過一連串的

訓練，目前在籌款階段，明年將正式前往非洲長期宣教。很感恩能夠有這個機會分享一點點見證。

       依稀記得我在成大念書時，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愛玩，打電動、去網咖、夜唱、夜衝、辦活動，

參加了許多的社團，圍棋社、吉他社、流行舞蹈社、校園團契，直到經歷認識到了一件事，就是所

有的一切若沒有了「主耶穌基督」全部是沒有價值與意義的(詩16:2)，從那時到今日我一直深深感

受到只有「將一生獻給主」才是短暫的一生中最有價值的一件事。

       我在大學時有許多的夢想，和大家都一樣，想當廚師、想環遊世界、想成為職業棋士等等等。但

就在參加並完成了許多事情之後，我感到好空虛，因為發現所有一切都是暫時的，像煙火一般，燦

爛一下就沒了！又聽到高中同班同學被撞死的事，我開始思考什麼是死亡？什麼是永恆？我發現如

果所做的一切都會跟著將來的死亡一同消失，那所做的又有什麼意義呢？我開始好無助，低潮了好

長一段時間，雖然我還是都會去教會，都有禱告。直到有一天，主耶穌開啟了我的眼睛，我發現到

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那就是「將一生獻給主」是永恆的一件事。我的獻上，使我的一生不再一樣。

       過不多久，主的呼召就來到了！我在大二時參加了青年宣道大會，當中看到了一群人，他們飄洋

過海、放棄自己的一切、家產賣了、地位名利不要了、為了要把基督的福音傳到中國。然而，1900

年發生義和團事件，震撼中國內地會與西方宣教界，241位宣教士和妻兒子女被殺，當時差會收到

的電報紀錄，令人驚呀！竟不是一個個灰心絕望，遺憾懊悔的遺言，而是充滿盼望，歡喜面對的道

別文。當中的來浩德(Howard, Rev.)電文寫到「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如果這是我侍奉主基督

最好的途徑，那麼我已準備好迎接死亡。」我看見了一個屬天永恆的呼召，我也願意回應這個呼召，

一生獻給主，走上跨文化宣教之路。

       我常常會思考人一生的價值是什麼？我只有一次機會過我的一生，我到了60歲後會怎麼看我現在

的決定呢？神怎麼計畫我的一生呢？為什麼這些宣教士們願意放棄一切，甚至生命也不要只為了一

件事就是「將一生獻給主」呢？保羅說，我為主「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到底是為

什麼呢？我實在想不明白，難道萬事真的那麼沒有價值嗎？真的如同糞土一樣嗎？沒一樣是好的嗎？

後來主才讓我看見，原來不是萬事不好，乃是因為將一生獻給主實在是太有價值了！其價值大到無

法比擬，無法想像，無法用任何可見事物來形容，一切萬事和其比起來實在是小到不能再小，以至

於神以我們能夠明白的事物中最糟糕、最粗俗、最沒有價值的糞土來說明啟示這屬天永恆的價值。

感謝主的恩典，讓我看見這寶貴價值，我願意獻上一切，不顧一切任何代價，埋上一生，走上長宣

的十架道路，求主接納我這微小不配的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