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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會回顧

2018是個豐盛的年度，神特別引領分別從埃及、土耳其、約旦的牧者來到巴拿巴
宣教學院，連結不同的宣教機構一起開辦宣教特會與密集課程￮ 從5月的『耶穌
埃及教會之光宣教分享會』、7月『跨越土耳其—轉動華宣、愛穆的心』以及10月
的『1924神的合好計畫-Afeef牧師宣教密集課程』￮讓學員在台灣就可以聽見神
在中東的奇妙作為，以及透過課程更多了解神對穆斯林的愛與心意￮

■ Afeef牧師宣教特會 /摘自基督教論壇報

「我們在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建造神的國度！」約旦阿拉
伯人牧師、AFTA（Arabs for the Arabs）創辦人阿菲夫•哈
拉撒（Afeef Halasah）牧師分享神給我們福音的恩典，是
白白的恩典，然而神做在我們身上，也要我們在許多見證人
面前，去教導別人，「當我們學得更多，就有更大責任」。我
們領受聖靈最大的目的，不是為自己享受，而是成為耶穌基
督的使者，成為神的見證人，讓別人也能領受。

/活/ 動/預 /告/

專業宣教證照班

「神呼召某些人做國度的事，但祂呼召所有人做祂的見證
人。」阿菲夫說，每個人都有服事神的責任，不會是特定的
人或職場上的人。我們有不同角色，有不同恩膏來啟動每個
人的恩賜，當你我成就各自行業不同的恩賜，神的國度就在
地上形成。所以不論是在職場各行各業，都要成為光和鹽，
去轉化國度。

導遊領隊證照課程

招生｜ 2018年9月-11月底
地點｜ 靈糧國度領袖學院

對象｜ 針對弟兄姐妹未來
有更多機會參與跨文化短
宣帶團經驗、或作為未來跨
文化宣教工作之基礎。
亦可成為未來轉職機會。

■ 跨越土耳其 /摘自國度復興報828期

巴拿巴宣教學院舉辦「跨越土耳其—轉動華宣、愛穆的心」，邀請土耳其大學校
園事工的凱亞牧師夫婦及OM世界福音動員會多位宣教士，分享中西亞福音現
況、穆民校園福音、土國福音媒體等主題。會場還提供土耳其茶飲、酸奶及風味
餐，洋溢土耳其異國風情。
凱亞牧師年輕時曾被警察誤認為恐怖份子，帶進反恐總部監禁，讓他覺得在土
耳其生命是沒有價值的。但2個月後，學園傳道會3位美國學生來到他們城市宣
教分享福音，讓他領受到耶穌才是生命的出路，不久他就受洗歸主，並把一生獻
給耶穌。

/活/ 動/預 /告/

巴拿巴在職夜間部招生
2019

對象｜ 對宣教有熱忱的
在職人士

招生｜ 2019年3月-5月底
說明會｜ 2019/4/14(日)
下午2點

地點｜ 靈糧國度領袖學院
更多詳情請於招生期間
查看網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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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土耳其有130間教會，主要集中在伊斯坦堡西邊，東邊只有2間教會，每間
教會會眾只有2、30位。政府對基督教會的逼迫是嚴厲的，甚至會與媒體聯手。
不過，因著教會遭如此嚴峻的逼迫，卻也使土國原本理念不同的牧師開始每月
聚集合一禱告。

「土國基督徒絕大部分是姊妹，如何牧養弟兄顯得格外重要！」凱亞牧師說，姊
妹堅強跟隨主，且是代禱勇士，但在土國弟兄信主不多，且牧養弟兄不易。首先
是牧師少有全職事奉，常另有兼職；其次穆斯林文化中，男性通常是驕傲的，除
非被聖靈摸著，否則難以放下自己的身段；第三、年齡是鴻溝，年輕人比年長者
開放，容易接受福音。
「無條件的愛是轉化穆斯林
的關鍵！」土國的基督徒常遇
上宗教錯誤教導下穆斯林的
挑 戰，質疑耶穌存 在的真實
性等問題，這時不用義正詞
嚴批評，而是以更寬廣心胸
接納包容，邀約他們參加聚
會，持續不斷禱告讓神親自
動工，把 穆斯林的心 變 成 好
土，使信心種子逐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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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巴宣教學院院長-巴柝聲
牧師自1969年來台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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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菲夫也指出，首先我們要有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天國的品格。我們要對信仰認真，相信神的話，認真看待神的呼召；不
只門訓個人，而是門訓整個社會、國度，去做祂的見證。其次、我們需要靈巧的手。祂裝備我們、把所有給我們，為讓
我們來完成祂的呼召。通常在屬世上我們按自己的能力，我們常會說：
「做不到」，但神呼召我們，也給異象，並把能力
給我們，也把恩賜恩膏建立在我們生命裡面。但是神給我們的是每天所需要的，如同以色列人在曠野，每天賜下當天
需要的嗎哪，而不是一次給足幾年後所有的資源。

荷蘭

「珍珠家園婦女中心」是由
內地會荷蘭籍宣教士「阿真
」
（Tera van Twillert）2005
年與在台灣萬華的基督徒
開始的宣教事工￮

「我們不要按屬世方式成就神的事」，也就是不要按我們現有的經濟狀況，而影響下一個行動，「神的工按神的方式
成就，就不缺乏神的供應！」阿菲夫說，神是供應者，祂是信實的，我們要按天國的法則來成就祂的工作，而非一般商
業模式。
■ 學生課程心得

JOYCE
參加Afeef牧師特會，最大的收穫就是了解中東穆
斯林信仰的現況，把對神國度的熱情點燃在我心
中。中東的穆斯林族群原本對我來說遙遠又陌生，
因為自覺不是我未來服事的主要禾場，以往總是當
作知識來學習。在Afeef牧師身上，看到在這塊傳
福音的終極戰場，他帶著信心勇於為神開疆闢土，
靠著聖靈把握機會撒種在人心中，有許多美好的見
證。但很真實的，也有穆斯林背棄伊斯蘭教後，被
逼迫、殉道讓人心碎的故事…同為主裡的肢體，經
過這次特會更明白這些穆斯林信主後有極大的困
難，我必須要為他們這群為義受逼迫的人禱告！穆
斯林已是我心中無法被忽略的一群人！

榮美
透過Afeef牧師來台的特會及密集課程，使我對穆斯林及伊斯蘭教有更多的認識，伊斯蘭國一直以和平的外衣包裹其
凶暴的本質；大多數穆斯林從出生便無法擺脱被恐懼轄制的人生：特別是伊斯蘭國家的婦女，從出生開始就幾乎已注
定悲慘的一生。過去在許多創啟地區穆斯林，除了藉由他們所知的先知爾撒(耶穌)親自向他們顯現外，唯有有人願意
付上代價，去到他們面前做見證、傳講耶穌基督是唯一救贖的福音；否則，他們是與福音無份的，現在因應網路科技與
穆斯林人口移民政策，新的宣教契機已展開，神兒女起來回應的時刻已到。

2018

2018

埃及

「耶穌—埃及教會之光
宣教分享會」

2018
2018

專業宣教證照班

台灣

2009年巴柝聲牧師協助台灣的
教會成立專為培育跨文化宣教
人才的宣教學院-巴拿巴宣教學
院￮

土耳其

「跨越土耳其—轉動華宣、
愛穆的心」特會

約旦

1924神的合好計畫-Afeef牧師
宣教密集課程

1924神的和好計畫
Afeef Halasah 宣教密集課程

2009

隱藏的珍寶
跨越土耳其
珍珠家園參訪

特會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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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MY
HOME
法。而這使命的開啟，是因為親岑多夫遇到了兩位因紐特小孩在
格陵蘭信主，以及一個被釋放的奴隸的證詞，安東尼烏爾里希，
他在西印度群島的奴隸中遭受了可怕的壓迫，而這兩位生命見證
帶出了莫拉維亞宣教運動，並且這場運動帶來了巨大為主的犧
牲和成果。

/巴/拿/巴/宣/教/學/院/

巴院 長的 話

“我唯有一個熱情—就是耶穌，單單只有他。世界
就是禾場，而這個禾場是世界；從今以後，我可以
被最大的使用來贏得基督靈魂的國家，那裡就是
我的家”
。(親岑多夫1700-1760)

親岑多夫是個虔誠的人。他邀請莫拉維亞的信徒
不斷地禱告，他們禱告了100年!在經過數年不斷
的禱告之後，莫拉維亞開始有了跨文化使命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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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巴宣教學院在台灣教會中發揮著至關鍵重要的角色，把預
備好並且優秀的人差遣到列國。巴拿巴宣教學院中有不同的老
師分享跨文化使命的經驗和實務，也參與教會差派到海外宣教士
的關顧。
我感謝多年來在巴拿巴宣教學院學習的許多學生，在黃牧師和
她的團隊的照顧帶領下，每一個都非常寶貴與特別，從過去和現
在都是。

明年2019年4月8日，是我從1969年作為宣教士，第一次來到台
灣的第50年。我的夢想是什麼呢？就是臺灣的人可以看到親岑
多夫和莫拉維亞運動所看見的；因此，我要對新一代台灣的信徒
說：”我唯有一個熱情—就是耶穌，單單的愛耶穌。世界就是禾
場，而這個禾場是世界；我可以被最大的使用來贏得基督靈魂的
國家，那裡就是我的家。

/特/色/ 課 / 程 /

專業宣教 證照班
華語師資證照課程

專業宣教士是指他的專業工作能獲得當地簽證，
進入創啟地區或不易取得宣教士簽證的國家，進
而能在當地傳福音。巴拿巴專業宣教證照班，結
合對跨文化宣教有幫助的相關證照課程，協助學
生考取第二專長證照，以預備未來有機會進入跨
文化宣教禾場之服事，而華文教學就是一個非常
適合台灣人跨宣的切入點￮

今年暑期開辦的【華語師資證照班】，從音調、
漢語拼音、簡體字、中文句子分析以及教學演練，
非常紮實的訓練，本屆實體班一共有28位學生結
業￮證照考試一旦通 過，學生可以申請美國全球
漢語教學總會TCSOL(Teachers of Chinese to
Speakers for Other Languages)證書，與英國資
歷及考試評審局Ofqual監管機構頒發的“國際漢
語教師資格認證”(TQUK Award in Education

/學/ 院 / 近 / 況 /

宣教代 禱
請大家持續為學院各樣招生、院長巴牧師與教務長齊蕙牧師的
身體代禱! 以下為歷屆學生的宣教代禱事項：
■ Mofay /第四屆夜間部
目前在南非服事,為募款、語言上有進步、服事及佈道上有好的
準備也為mofay的時間分配及身心靈代禱。

■ PJ /第四屆夜間部
目前在孟加拉宣教,為孟加拉政府有策略、智慧帶領百姓,為教會
事工、兒童主日學、牧養、同工建造、短宣隊配搭禱告

■ Elisha /第四屆夜間部
在瓜地馬拉服事,能適應每個轉換的階段,有智慧的安排我在歐洲
的交通事宜,也為學⻄班牙文上有恩典禱告。
■ LY /第一屆日間部
在以色列宣教,基督徒對猶太節期，有更深的認識，並取其精義，
運用在實際信仰與屬靈生命，並從中蒙福。神祝福LY所關懷的教
會，弟兄姐妹感受到神的愛，並經歷神話語的大能，委身教會、
跟隨神。請為我因熱感冒引起的咳嗽全癒禱告。

■ 坤宏 /第三屆夜間部
目前在泰國營商宣教。1.為太太蕙芳的依親簽證辦理順利,可以
在泰國長期居住獻上感謝。2.目前跟父親在泰國宣教營商，週一
到週五上班。也參與僑界活動，增廣人脈社交3.為在泰國的工
作，語言及文化上可以有好的調適禱告。謝謝大家，弟兄姐妹的
支持與鼓勵，讓我們可以走的更遠更久。

/學/生/團/契/

隱 藏的珍寶
珍珠家園參訪

巴拿巴宣教團契10月一起走訪了台北市萬華區的
「珍珠家園婦女中心」，是由基督教內地會荷蘭
籍宣教士「阿真」
（Tera van Twillert）與在萬華
的基督徒開始的宣教事工￮萬華，在台灣最進步的
台北市，街道上有著許多茶室、人們在地上擺攤叫
賣、看似繁華的夜生活，有著我們不敢走進去的
巷弄及那脆弱又微弱的心聲。
在參訪中，新加坡籍宣教士-歆怡有感而發地說到:
「受到傳統重男輕女觀念影響，這些婦女很多是
為了賺錢養家，有的是生來就被放在這個地方，
無法選擇她自己的人生，而從事這個行業。」宣教

士的「長期陪伴」跟能用「上帝的眼光來看他們」，真的需要很
大的愛和憐憫￮加上對她們傳的福音，馬上就會挑戰她們的經濟
來源，所以傳福音不簡單，她們聽福音更不簡單。
感謝神透過「珍珠家園婦女中心」，讓婦女們知道耶穌愛她們，
也明白這份愛的寶貴與永恆，讓耶穌的愛取代她們對既有工作的
依附、擁抱新的人生。
■ 參訪後回饋

賀同學 /巴拿巴第五屆夜間部
今天實際走進萬華地區附近小巷及街道，觀察當地的社會邊緣
人(遊民及特殊環境工作者等)，當下我的直覺，就是這些人離我
的生活圈好遠，別說是要向她們傳福音，我還真不太敢靠近她
們，因此我求神挪走我膽怯的心，不看環境，只看見神的心意，
賜我更多屬神的愛，就是要去愛、去關心她們。我也敬佩這些宣
教士及同工，她們讓這些原已失去盼望的人，也有機會感受到耶
穌的愛，就如聖經所說神願萬人得救，也不願一人沉淪，這也是
神的大使命，就是「去，使萬民做主的門徒」。
Rebecca /巴拿巴第六屆夜間部
來到萬華的「珍珠家園婦女中心」，一位投身此地9年的宣教士
正等著我們，分享著這地的茶室、街友、廟宇、老人文化，以及長
期與性工作者的故事，而他們所做的不僅是「福利」事業，更要
傳福音：1.與神和好：恢復跟上帝之間的關係，每一個人都是上
帝眼中的珍珠！2.與自己和好：在手作等課程中恢復自我尊嚴、
價值與自信。3.與人和好：從彼此看不順眼到可以一起聚會的肢
體關係。4.與物和好：因性工作者收入是現金而且不穩定，要學
習成為金錢的好管家! 同樣的台北城，一條藍色捷運線，東邊連
接的是繁華的東區，西邊則是沒落的古老社區，好像也象徵不同
世代的更迭…也教我們看見上帝的心意，以及福利結合福音的宣
教策略。

and Training) ，是非常難得且不容易的!
■ 學生課程心得

俊成 /巴拿巴華語師資第一期學員
感謝神讓我更認識華語的教學，也了解華語中國文字文學中的
厲害，包含字、詞與句子的關係很微妙，課程安排也非常的有邏
輯，也讓我看見華語在國際的需要，希望以後可以透過華語進入
外地，傳揚福音。
月娥 /巴拿巴華語師資第一期學員
上了華語課程才知道原來我們的母語語法是如此困難，何等有
福在課程中讓找過去容易混淆的發音，在口語表達的課程測試
中，讓我能從明白中自我糾正，也在這文法上有基礎上的了解，
相信日後一定能成為別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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