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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的恩典，靈糧堂六十週年堂慶圓滿閉

幕。有來自5大洲，35個國家、218間的靈糧堂體系教

會，共4、5千位牧長代表聚集一堂。不僅一同歡慶、

數算上帝的恩典，更訂定以「建造榮耀的教會、轉化

城市國家、完成宣教使命」為主軸的未來發展方向。

靈糧全球使徒性網絡主席-周神助牧師更在會中大聲

疾呼兩、三代要經歷合一轉化，一同建立跨文化宣教

軍隊。「我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願神的榮耀、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完成祂的大使命！」。

    對完成宣教的使命而言，我們看見了前所未有的

宣教新契機正在眼前展開：

 全球化、地球村時代的來臨

    現今是一個全球化、地球村的時代。因著3C及各

類通訊產品的普及與精進，使得全球聯繫不斷增強、

更加地頻繁，以致人類許多的生活範疇開始建立在全

球規模的基礎上，進而帶動了全球意識的崛起；以及

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上的互相依存，將世界

和全球壓縮為一個整體。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人與

人之間的距離就像一個村落一樣那麼近；甚至『地球

村』一詞則是早在1962年由著名學者馬素•麥克魯漢

的著作中就提出了。

 國際移動力與跨文化思維

    而在這樣的時代下,國家與國民競爭力的關鍵就

是擁有「國際移動力」與「跨文化思維」，其中包

含：國際視野、國際溝通力、跨文化思維、適應跨文

化生活….等能力。「國際移動力」是指: 資金、科

技、資訊、文化、人才的跨國流動，誠如陳超明教授

在教師天地第183期『國際移動力與跨文化思維』的

文章中指出，最能代表上一代的國際移動力就是早期

美國開國的拓荒精神，堅信一定會到達目的的勇氣與

堅持，往往成為一個國家最有力的競爭本錢。而臺灣

在六、七零年代，很多大學生千辛萬苦到美國打工、

念書；數以千計的商人說著破英文，孤身帶著007手

提箱，走遍世界各地拿回訂單，就是這些不計後果的

漂泊，造就了九零年代臺灣的榮景！

    本世紀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則發展出不同上一

代的國際移動力，這種移動是人才的、資本的、知識

的與文化的流動。例如: 台灣年輕人紛紛當起背包客

至各地打工遊學、國家經濟繁榮使國人出國旅遊更加

頻繁、外語(多語言)的普及化、3C產品帶動前所未有

的全球化、全球媒體在知識、訊息的透明化都能展現

這一代的國際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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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思維」是指：以國際性的眼光，並有意識的

思考跨文化差異的存在，以及相互之間的關連性。因

此，我們相信藉著國際移動力的增強與跨文化思維的

覺醒，更能加速迎接「國度時代」與「全球化時代」

來臨，並且對於下一代的「宣教植堂模式」能展現巨

大的影響力與正面的積極效應。舉例來說：近年來台

灣各地機關學校積極推動學生志工服務時數、參與國

內外非營利機構的服務學習；我們也從中感受到新興

跨文化宣教的時機來臨，以及教會可以發展不同的短

宣模式，藉此擴展許多基督徒的跨文化思維以及國際

移動力，使下一代年輕人會更樂意、主動積極的關心

神國度的宣教事業。

    綜觀以上的全球趨勢，我們可以預測到華人教會

在未來的世界宣教事工上有四個主要形態會有轉型：

1、國際伙伴：

   隨著東西方關係的交替與承傳，我們可以預見的

是，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東方宣教士加入國際差會，成

為國際差會的一員；或是與國際差會成為伙伴的關

係，向差傳機構學習經驗，進而直接或間接與宣教

禾場的基地成為伙伴。 如此合作，不但能夠彼此照

應、 恩賜配搭、資源共享，更能促進福音廣傳的機

會與時效。例如劉彤牧師分享在北美矽谷生命河靈糧

堂藉著與萬國逐家佈道團的配搭合作，從長期認領一

個國家開始，為當地禱告、分發單張事工到持續動員

弟兄姊妹定點短宣，爾後更幫助當地牧者建立教會。

這些都在蒙古、西非的福音工作上看見美好、榮耀的

見證。

2、植堂牧養：

   第二個未來宣教走向乃是「跨文化的植堂牧

養」。當華人教會逐漸有能力在當地母堂站立穩定之

後，就會開始海外植堂、開設小組，並開始在當地有

傳福音的行動。不過目前多仍屬於華人服事海外華人

的階段，所牧養的仍是華人教會，只有少數的華人教

會從事跨文化的植堂。台北靈糧堂主任牧師區永亮牧

師也提到宣教最後的目的是植堂，而植堂是為了地的

轉化。宣教士進入到不同文化的地區和國家宣教，幫

助當地人建立當地人的教會。教會宣教植堂模式從建

立華人教會的同文化宣教，轉變到跨文化的植堂宣

教。因此，也使我們意識到宣教士本身素質與行前訓

練是非常重要的。而培養出有跨文化思維與國際移動

力的宣教人才，得以協助異文化的植堂，並能與當地

教會與國際機構成為伙伴，將是未來宣教教育的當務

之急。但教會也必須警惕，這類的拓張絕非帝國式的

拓展。另外，劉彤牧師也提醒教會，需要大膽召募當

地同工，加以適當、適性的裝備訓練，讓同工可以發

揮恩賜，使神的工作能快快在當地展開。因為真正最

具果效的，乃是建立真正本地人的堂會。

3、職場宣教：

   職場，是未來

宣教最重要也是最

大的宣教人力來

源。特別是許多一

般福音無法進入的

國家與創啟地區，

「專業宣教」將是

最有果效，也是最

「安全」的「掩

護」策略。職場弟

兄姊妹成為隨走隨

傳的 ”活動宣教

士”， 可以透過

開設分公司，即建

立宣教基地的「營商宣教」模式；如同「MSI國際專

業服務機構」的宗旨就是呼召基督徒專業人士以專業

事奉，透過長期或短期的事奉機會，透過醫療服務、

社區發展、社區衛生、企業管理培訓、畜牧技術協

助、學生助學計畫…等方式來促進當地人民全人的健

康，以專業服務與生活見證來彰顯上帝的愛，為神贏

得各行各業。擁有這般心志的職場人士， 將是未來

最寶貴並且大有爆發力的宣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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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區慈善：

   社區以及慈善事工在與海外宣教的連結上已有悠

久歷史。 最近兩三年來，在華人的海外宣教中，社

區以及慈善事工策略也越來越被採用。幫助海外貧困

社區，從教育、醫療公衛、經濟..等層面做社區轉

化。其中以兒童及婦女的事工為最普遍，而又以醫療

與救助為最主要，這類形式的宣教走向，通常是最快

能與當地人建立關係。例如：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每年到肯亞貧民窟進行醫療服務，在當地舉辦兒童夏

令營、開辦公共衛生講座…等等；華人磐石領袖協會

透過社區服務學習模式，帶領一群台灣志工(不一定

都是基督徒)協助尼泊爾偏僻山區的「照亮生命英語

小學」建立新教室、水槽..等協助社區營造，近年更

發展社會企業「ASHA」，透過和尼泊爾非營利組織合

作，培訓當地婦女的手工藝技能；泰北方面，則是和

當地咖啡農合作，幫助海外弱勢婦女兒童找回生命價

值。

以下引述華人盤石領袖協會-謝智謀教授所分享的社

區服務學習「IPARD/C模式」 (I-調查 P-準備與規劃 

A-行動 R-反思D-發表與分享)，I(Investigate):透

過完善的社區調查讓服務者發掘到被服務者真實的需

要，並非一昧的給予，避免造成資源浪費或甚至被服

務者的二度傷害。

P(Prepare)：在同理及體會被服務者後，仔細的

準備與規畫，讓所做的服務盡可能的達到切實而有

效的價值。

A(Action)：在完善的準備之後開始行動。也藉著

行動使規劃設計得以落實。

R(Reflection)：透過服務者在服務後的學習反

思，能確切並真實的評估如此的服務是否有達到原

目標，甚至促成後續長遠的影響與連結，讓當地被

服務者/被服務地區都能與服務者一同成長。

D(Demonstration)：後續的發表與分享也能引發

更多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的投入。

    藉著這寶貴的模式，可以複製到不同的社區，

以快速並有效率的方式達到社區轉化的目的；讓服

務不再只是服務，乃是藉此使服務者的生命可以再

次被挑旺。社區慈善在未來的日子，仍然是最明

顯、強而有力的管道，是將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福

音傳給需要的人們最主要的宣教模式。

結語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誡各人，教導各

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西 

1:28) 我們相信並祈求，在台灣宣教即將滿一百五十

年的前夕，在眾教會中能夠興起一群具有國度觀、充

滿異象及熱誠、受過完整宣教裝備、擁有跨文化思維

並勇敢前行的青年宣教領袖，乘著現代宣教的契機、

效法宣教先鋒

的佳美腳蹤，

並在現有的宣

教 基 礎 及 各

地宣教點上，

向下、向外擴

展；使福音能

以諸般的智慧

和各樣的方式

帶到世界各角

落，使耶穌基

督的救恩得以

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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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67-68：相關事件有

I.1967年4月7日起阿拉伯聯軍逐步進逼以色

列，以色列6月5日全面攻擊，6日之內完全

得勝，最重要的是奪得耶路撒冷舊城，所佔

領的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引發的糾紛至今

未平息。

II.1967年10月2日，10萬學生聚集華盛頓反

越戰，引爆了嬉皮運動，也促成美國政府

1968年5月開始了和北越政府的和談行動

（雖然到1973年美國才完全撤軍）

III.1966年5月16日中國開始「文化大革命」運

動，引發了10年的大動亂和大破壞。

IV.1967年2月17-19日天主教Quesne大學內的師

生小型周末退休會中，聖靈澆灌，引發了天

主教靈恩運動，至今已有3億天主教徒聖靈

充滿說方言。

V.1968年引爆的Jesus People Movement，聖靈

降在許多青年人身上（尤其是嬉皮），使西

方國家許多年輕人歸主，被聖靈充滿，其中

許多成為下一代的教會界領袖，如約翰.道

生，溫約翰...等。

三、 回應：

1. 今年年初至今發生的危機事件：a.多次飛安事故

還有韓國船難 b.以色列和巴解衝突，無法平

息，中東還有伊拉克、敘利亞等地的內戰 c.蘇

聯和烏克蘭問題 d.東北亞形勢緊張 e.台灣學生

佔領立法院20多天 f.其他 

2. 明年是二戰結束70年，近代福音來台150年，或

許會有屬靈的新突破。

3. 目前情勢最緊張的地區之一是東北亞，這地區

從古至今都有很強的「太陽鳥」崇拜―太湖附近

遺址、山東地區遺址、東北地區遺址、韓國古高

句麗族遺址、日本國旗代表神道教主神（太陽

女神-天照御之神）神社外有「鳥居」。台灣總

統府的結構是「日」形，前不久有「太陽花」學

運，這地區轉危為安，進入屬靈突破的關鍵是基

督教會用上帝所賜屬靈權柄來破除「太陽鳥」這

邪靈的挾制和破壞。

四、 結論： 

   從約珥書二章12-32節來看「日頭變為黑暗，

月亮變為血」之時，也是「耶和華的靈澆灌凡有血

氣者」的時候（復興，珥二28），同時也是「凡

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的時刻」（收割，珥二

32）。但在這之前，必須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

歸向神」（珥二12）「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

向耶和華」（珥二13）「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

宣告嚴肅會」（珥二15）這樣，上帝才會「為自

己的地發熱心，憐恤祂的百姓」（珥二18）。降下

「秋雨春雨」「補還蝗蟲、蝻子、螞蚱、剪蟲所各

吃的」「滿了麥子、新酒和油」（珥二23-25），

得著上帝所應許的復興和收割。我想，約珥書二章

12-17節就是2014-15這二年中教會應全心去做的最

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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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友 退 修 會 心 得

    靈神六十週年，使得海

內外校友回娘家，次周所舉

辦的牧家退修會擴大，成了

一次集合全校教師與歷屆校

友的退修會。

喬老師傳遞的「至聖

所之旅」、林老師引領的

「內在之旅」，及院長帶

領的「未來之旅」，三個主題，是三，又是一。第

一天晚上，當喬老師打出”I AM”旌旗時，整個畫

面就完全震憾了我！走過西乃山-摩西的聖所，在

這上帝向摩西啟示了他自己是”I AM”；在摩利亞

山-祂讓亞伯拉罕深刻認識祂是「耶和華以勒」；

在離家路上，祂向雅各顯明祂是「伯特利」隨處與

他同在的神。原來神要我們從外院、進到聖所、再

進到至聖所，經歷與神真實、親密的相遇。自己的

至聖所之旅是在經歷「耶和華是我牧者」的靈神三

年。進靈神前，八年的全職事奉，雖然有國度使命

與宣教腳蹤，卻缺乏牧會經驗不會處理同工關係，

以致自己和玉如受傷、崩耗。靈神三年，受到師長

們多方鼓勵及肯定，加上真理的裝備、教會實習

的開啟，重新被牧養、被愛，恢復去愛、去給的動

力。原來我們最深的需要，是被一位永恆者接納。

我們一直在找一個家鄉，是我們的靈魂可以安歇之

所；原來不是在於我的努力，乃是在於祂的定意。

當我發現可以真實卸下面具，以「我是之真我」站

立在祂面前時，我已經從「人們可見之外在我」進

到並接納「在神面前那真實的我」。（李國煒）

在深夜，我安靜問神:「今年退修會你要我學

什麼?」神清楚啟示，「妳要聽我的聲音，妳要來

「校正」自己，就像一部車，必須校正輪胎，開

在路上才不會偏斜，不會偏離我對妳的呼召和心

意。」 隔天清晨，我醒來，思考「校正」對我的

意義。神感動我要成為一台GPS，除去內心思慮煩

擾的渣籽、去蕪存菁，拒絕一切非從神來的垃圾，

才能正確接收從神而來的引領。我看到教會就像一

部車，牧師是司機，自己是GPS；要正確接收從神

而來的訊息，提供給先生，幫

助他做正確判斷，帶領教會。

我們開著這部車子上山下海，

參與救災探訪，走進失喪者和

傷心人的家，載著他們走進神

的家。 清晨，我用賽61:1-3

和路4:18-19靈修，再次領受

神對我的呼召和異象，「傳福

音給貧窮的人，要使被擄的得

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帶領他

們進入神的恩年。」以前我認為這是香港611靈糧

堂的異象，但神告訴我，當我走進失喪的人當中，

傾聽陪伴他們，我早已活出這個異象。奇妙的是，

老師們皆同感一靈，肯定我所領受的異象；鼓勵我

做在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做在主耶穌身上，是主所

喜悅的。參加退修會之前，我一直求問神，服事的

族群是否要修正?沒想到，聖靈與他們同證，我所

做的方向是正確的，令我敬畏，不禁讚嘆！整個營

會真是充滿神同在的恩膏。（鐘玉如）

“哇！有筊白筍”，“哇！有菱角”，“有蜜

餞...”自嘲像鄉巴佬進城一般的話被喬老師聽見

了，立即被修正為:“這是思鄉味”；這種當頭棒

喝式的準確釋義，再次出現在與喬老師的相遇中。

呀！這不也是我熟悉又思念的靈神味嗎！回娘家的

被接納、被肯定、被安慰，有教導有代禱，更有聖

靈的引導；從時間的安排，到場地、行程、籌備，

處處體會神、人的恩典浩大！ 喬老師帶出清晰的

分辨、瑋玲老師引發內心的衝撞、謝院長栽植啟示

性的盼望、謝師母親切又有效率的行政帶領，不只

是停在過去的記憶，還是更進深的升級版；加上張

老師、張師母，二位黃老師以及來自各地的校友，

藉好意安排的分組和用餐座位抽籤的分配，能更有

深度的交通。在與這些神人、高人、牧人的相遇

中，生命著實被拉寬、打深。 自己離開母校到美

國服事多年，面對許多挑戰和摸索，就像部老車跑

了許多里程，過了保養週期還得硬撐下去；已有些

輪胎偏位，但因已習慣而不自覺。這次退修會就如

同重新進廠校正，幫助我正確定位後再出發，可以

輕省地事奉並且跑得更加長久！（高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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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要聞

     於10/14舉行新院開工感恩禮拜，目前各項裝潢工程進行中！
     新院址座落於―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台北矽谷大樓4樓

發    行：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企劃處 
總 編 輯：林瑋玲   
傳    真：(02)8663-9311
E - mail：seminary@llc.org.tw
網    址：http://seminary.llc.org.tw/

地址：116 台北市萬美街2段82號2樓之3 

電話：(02)8931-5200 Ext 404,408,409

印刷品

姓名地址如有錯誤或異動,請通知本校,謝謝!

               
  2015年招生行事曆

   神學本科：

   海外報名 1/1 受理，4/30 截止

   國內報名 3/1 受理，5/31 截止

   國內 6/13 考試、6/30 前放榜

   新生訓練 8/31-9/4 

     牧靈諮商科：

   3/1起受理報名，5/15 截止

    6/6 口試、8/31 新生訓練  

發    行：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企劃處 發    行：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企劃處 
總 編 輯：林瑋玲   總 編 輯：林瑋玲   
傳    真：(02)8663-9311傳    真：(02)8663-9311
E - mail：seminary@llc.org.twE - mail：seminary@llc.org.tw
網    址：http://seminary.llc.org.tw/網    址：http://seminary.llc.org.tw/

地址：116 台北市萬美街2段82號2樓之3 地址：116 台北市萬美街2段82號2樓之3 

電話：(02)8931-5200 Ext 404,408,409電話：(02)8931-5200 Ext 404,408,409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

   海外報名 1/1 受理，4/30 截止

   國內報名 3/1 受理，5/31 截止

   國內 6/13 考試、6/30 前放榜

   3/1起受理報名，5/15 截止

    6/6 口試、8/31 新生訓練  

請為新院內部裝潢經費

尚缺二千萬代禱奉獻

（奉獻方式）

 郵局【劃撥帳號18746405，戶名「台北靈糧

堂」；請於通訊欄註明靈糧神學院學

校建校基金】 

 銀行【國泰世華東門分行032508181361，戶名

「台北靈糧堂」；採銀行方式者，請務

必傳真至02-23660180告知，並註明為

靈糧神學院建校基金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