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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得 獎賞

■ Chingshu 巴拿巴第六屆夜間部

/活/ 動/預 /告/

巴拿巴在職夜間部招生
2022

2018年5月下旬，當時為著是否進入教會全職服事感到兩難，與主責牧者約談
的前一晚，神很清楚地給我一個意念:「如果妳不放下，我為妳開的路無法開
啟。」隔天約談結束回家問神:「 我聽話了喔，你要為我開什麼路呢?」忽然想
再看看我瀏覽過的幾個差會，首先想到我目前服事的差會，剛進入首頁就跳
出招募財會人員的訊息。當下訝異和感動久久不能停止，因為我曾在幾個差
會看到的職缺，都是到國外Hub生活費較高的地區，沒想到，等了一年，神終
於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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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 近 / 況 /

宣教士代 禱 事 項
感謝主,巴拿巴在職夜間部今年迎接第九屆的新生瞜!祝福每一位學生在這一年的課程中，開廣跨文化宣教的
視野、也能找到彼此宣教代禱的夥伴。也請大家持續為學院、院長巴牧師與教務長齊蕙牧師的身體代禱喔!
以下為歷屆學生的宣教代禱事項：
■ Ｃhapter 第六屆夜間部 中東

1.團隊和難民中心的孩子越來越熟悉，很期待能有一
個福音的突破口，讓我們能更多切入信仰的議題。

2.求主給我們智慧學習阿拉伯語，讓祂的聖靈感動我
們的舌頭，也讓我們每天的學習都新鮮不疲乏

對象｜ 對宣教有熱忱的在
職人士

■ 柏叡 第五屆夜間部 以色列

時間｜ 2022年3月-5月底

1.最近在線上學希伯來文，求神幫助我學習專注，能
夠使用希伯來文成為猶太人、自己、列國、台灣的祝
福。

說明會｜ 2022/4/10(日)
PM 2:00

地點｜ 靈糧國度領袖學院
詳情請於招生期間查看網
路資訊

2.長時間做凌晨守望的禱告，身體累積的疲勞和記
憶力變得有些不好，求神保守我的休息恢復，為列
國、為以色列、為台灣站立。
■ Mofay 第四屆夜間部 南非

1.請代禱我們申請配偶簽證回台的過程順利完成，
據悉流程需要至少三個月
2.為著我們生活及事工所需的經費和募款來禱告，
求神供應

/學/生 / 團 / 契 /

聖 經 文化園區巡 禮
「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 孫理蓮宣教士

/活/ 動/預 /告/

上帝國，請進
第十五屆青年宣道大會線上
博覽會

對象｜ 一般弟兄姊妹

時間｜ 2022/7/12-14
PM 2:20-5:30

線上博覽會網址請持續關
注學院最新資訊公佈

進入差會行政團隊後，黃齊蕙老師鼓勵我報名巴拿巴，加深對跨文化宣教方
面的認識。感謝主，透過巴拿巴第一年的課程、後續的專題課程以及日常服
事，逐漸明白我的角色是從財務面切入，參與宣教士關顧和財務夥伴動員；即
使沒有去到宣教第一線禾場，但透過之前職場經歷和神學裝備，神一步步引
領我參與在祂的大使命當中。

無論是和宣教士討論預算、執行請款核銷、研擬特殊情況的解決方案，都是
為了讓宣教士安心在第一線服事，特別是某些地區受到當地法令的限制，不方
便成立宣教機構，資金到位前的「最後一哩路」特別複雜。宣教士生活費用什
麼名義發放？宣教士各種事工或專案費用如何支應？當宣教士有臨時緊急需
要或宣教地區發生重大變化，所需的財務支援要如何到位？宣教士如何追蹤
他們年度的財務支持狀況？此外，我們也邀請奉獻夥伴加入代禱行列，當奉
獻夥伴和我們一樣在信心和禱告中回應神，相信也一樣會經歷「用神的方式
必不缺乏神的供應」的恩典。
在我所屬差會的後線團隊當中，無論是專責短宣動員、陪伴長宣尋求者、關顧
宣教士和他們的父母子女、策畫媒體刊物動員、連結共同異象的眾教會、推
廣宣教教育等等，同工們不僅按著神賜的恩賜才幹分工，也在週間挪出幾個固
定時段齊心為宣教士和宣教地區/族群禱告；對團隊成員而言，我們正如撒上
30:24所說，上陣的和看守器具的同得獎賞。回想這一路走來，有疑惑也有不
確定，感謝當初牧者的成全，感謝齊蕙老師及時推一把，更感謝愛我們的神，
使我可以在信心中回應祂的呼召，領受同得獎賞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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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巴宣教團契趁著疫情較趨緩的時刻，一起走訪了孫理蓮紀念營地於去年新開幕的「聖經文化
園區」。在活動一開始齊蕙牧師先帶領大家認識孫理蓮宣教士，她成立全台第一間立案的社福機
構—基督教芥菜種會，進行醫療、弱勢救助與教育的服務，她不僅走入有需要的人群中，也點燃了
他們的希望之光。
園區裡呈現新舊約時期的陳設與建築以及耶穌時期的生活器物，透過導覽老師的介紹，讓我們對
聖經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例如無花果為何被稱為智慧之果，因為果子是分批熟，如同智慧養成也
是漸進；十字架其實不是像電影上工整的木頭，且高度跟一般人的高度差不多，為的是讓眾人可以
直視達到警示的作用；猶太會堂桌子上頭放著油燈與摩西五經的經文卷軸，讓我們理解甚麼是「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參訪後回饋

■ 呂同學 巴拿巴第九屆夜間部

園區中細心栽種了無花果、石榴樹、牛膝草、芥菜種等等聖經中的
植物，還有瓦器、酒醡、哭牆，最後見到會幕的那一刻真令我和妻子
難忘，從祭壇走到洗濯盆、進到聖所中見到帳幕、金燈臺、陳設餅、
杯，至聖所中的基路伯、約櫃…..心中莫名的感動，感謝神的帳幕在
人間!
■ Annie 巴拿巴第八屆夜間部

巴拿巴學員們在石洞墓穴前合影

BARNABAS

2021

參訪園區的場景對還未有機會造訪以色列聖地的我們看了真是格外
感動。認識了孫理蓮宣教士在台的一生，讓我看見自己在讀巴拿巴
後更多認識上帝的宣教計畫與祂何等長闊高深的愛。願自己這一生
也能做出回應宣教士對台灣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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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釣竿在哪裡?
雙職事奉與斜槓世代

同得獎賞

巴拿巴遠距宣教學程

Beyond the Limit 開啓國度視野宣教

聖經文化園區巡禮

23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3號4樓 / 02 77337722 #6422 / bsm.taiwan@gmail.com
www.bsmtw.com / FB粉絲專頁搜尋 巴拿巴宣教學院 bsmformissions

2021/12/7 上午1:43

/特/色/ 課 / 程 /

/專/題/

巴拿巴遠距宣教學程
Beyond th e Limit
多元課程開啓國度視野宣教

我 的 釣 竿 在 哪裡 ？
雙 職 事 奉 與 斜槓 世 代
黃齊蕙博士

雙職事奉概念的興起

教會在這數年間已愈來愈重視職場傳福音，尤
其疫情之後，更加顯明基督徒除了要邀請人來
到教會，更要將福音帶出教會分享給身旁的朋友
們！事實上，雙職事奉的概念存在已久，只是後
疫情時代更為蓬勃發展且越發興盛。
/巴/拿/巴/宣/教/學/院/

巴院 長的 話

我相信許多基督徒都認為Covid-19對主將福音
傳到地極的命令產生了負面影響，使跨文化宣教
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能。確實如此，我剛剛在台北
隔離了兩個星期，在英國的弟兄姊妹問我：“你
為什麼要回台灣？”
從表面上看，跨文化使命是變得困難。但最近我
看到了一個文章，給了我一個全新的視角。文章
上說到：“2011年7月8日，美國宇航局最後一次
發射了太空梭。這個項目非常具有創新性和影響
力，為什麼要關閉它？答案是維護該項目的成本
正在抑制新的創新想法。我們很容易對成功和
我們擅長的事情感到滿意，但這些正是導致我
們停滯不前的事情。正如凱文．凱利Kevin Kelly
所說“成功直接來自創新，而不是優化。它不是
通過完善已知的東西而獲得的。而是透過不完
美地抓住未知。”
我覺得主透過Covid-19對台灣教會說一件事，
祂正在邀請祂的子民像2011年美國宇航局那樣
思考。我們為建立當地教會所做的努力是否可
以理解？不明白（跨文化使命）？難道主是在利
用新冠病毒來引起我們的注意，並邀請我們考
慮創新—即從事跨文化使命。

巴拿巴宣教學院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來試驗
這個未知的領域。如果跨文化宣教要求“不完美
地抓住未知”
，那麼從巴拿巴宣教學院開始，將
其視為耶穌在地球上所說的最後一句話“到地
極”的發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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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驚訝地發現聖經裡面可以說除了利未人
之外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雙職事奉，舉凡信心之父
「亞伯拉罕」他的牛羊眾多，他的家產豐盛；「
大衛」原是牧羊人也是用甩石器的高手，後來被
神選中，立為以色列當中最被人尊崇的君王；耶
穌自己作為木匠兒子，一定也學得做木工的好手
藝，一直到三十歲才出來傳道。還有耶穌的門徒
們全都是漁夫或者帶職的跟從者。

不論是專職事奉、帶職事奉或是雙職事奉者，其
實“心”才是一切根本。聖經中的掃羅原本被撒
母耳膏為王，但為何被神所厭棄呢？因為聖經
說，他是半心（Half heart）
，而大衛因為有一
顆全心全意愛主的心，所以被神稱為合神心意的
人！由此可見，
“心”才是一切！倘若帶著全職事
奉的心走向職場，運用所學的專業來為耶穌基
督作見證，帶領人信耶穌、組成職場教會、這將
是未來更重要、更有效的福音策略；這並不是說
全職事奉的傳道人不重要，只是在未來不僅要有
全職的傳道人更要興起雙職事奉的傳道人在職
場上、在各行各業中才有更多與人對話的空間
以及有更多接觸未信者的機會，因此讓我們帶
著一顆敬畏神、敬虔渴慕全職服事主的心，進入
職場雙職事奉更有效的傳福音。

斜槓世代

在後疫情時代因著職場的變化、工作場域的分流
以及在家上班等，開展了一個新的斜槓世代。
A. 多元/複合式工作模式

越來越多人開始運用下班後的時間開啟斜槓、
微型創業模式為自己增加收入，特別是年輕人
透過多重職業、多重收入，為低薪且不確定的未

來多層保護網保護自己。許多老闆們也開始迎
向這樣複合式的工作型態，因為發現這對公司的
成本效益上也輕省了許多！
B. 第二事業的興起

當你有多項專業能力及多元化的創意思維，謀職
成功的機會就越大也越廣。以跨文化宣教來說，
越來越多的國家不歡迎專職的宣教士進入，因
此在宣教通識訓練上，我們不僅要有聖經神學
的裝備，更要培養第二專業，以至於宣教士能夠
以第二專業甚至是當地所需要的專業來服事禾
場的百姓，一方面透過專業帶職事奉的行動，另
一方面帶著全職宣教士的心志與人接觸，服事萬
民、帶領門徒、廣傳福音。

走出四壁，進入人群

在馬太福音九章36-38節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看
見人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就憐憫他們。因此我
們看見耶穌的福音策略是:一是走入人群、走入
有需要的世界當中；二是用權能事奉醫治、滿足
有需要且病痛纏身的困苦人。教會愈來愈重視
當代的社會責任，教會也越來越有意識必須走
出傳統教會的四面牆壁、走入人群當中，這是非
常重要的也是極大復興跟翻轉的關鍵。

專為華人開設的線上宣教課程

在後疫情時代，如何把福音傳到萬國萬民的大
使命成為新的課題。巴拿巴宣教學院推出遠距
宣教學程- Beyond the Limit，打造方便學習的
線上平台，期望打開全球華人對國度的眼界、提
升跨文化宣教的知能，趁無論將來要全職或是
在職宣教，都可以找到自己在宣教使命上的定位
與角色。

宣教實戰經驗豐富、專精跨文化事奉
的各界師資

Beyond the Limit邀請宣教經驗豐富的講師授
課，並因應宣教的多元發展，網羅了各領域專業
人士傳授經驗，包含精通營商宣教、社區營造、
心理諮商、穆斯林與猶太文化的講師，讓宣教事
奉更能落地實踐。

基礎知識x支援前線x出發預備x跨文
化大挑戰x團隊建造x宣教即戰力
多元課程涵蓋理論與應用、前線宣教
與後勤支援

Beyond the Limit 一上線即推出10堂精華課
程，除了有從聖經了解宣教的基礎概論，更囊括
新時代宣教的趨勢與策略、營商宣教及社區營
造等宣教的應用。

無論是擔任宣教布局中的前線或後勤，都可找
到適合自己的課程；跨文化適 應、團隊溝通等
課，是提供給有呼召成為前線宣教士的先修班；
後勤支援則有專業心理師教授的宣教士關顧。
未來也規劃陸續新增跨文化的子女教育、宣教
旅途的財務規劃等課程，讓對跨文化宣教有負
擔卻不敢行動的弟兄姊妹得到跨出去的智慧與
策略。

依線上學習需求特別製作，零碎時間
即可學習，開啟你的命定之路

不只將巴拿巴宣教學院的師資與重點課程搬上
網路，Beyond the Limit線上課程針對網路學
習環境特別錄製，影片上鮮明的重點提醒、豐
富的圖片與影音輔助講師的說明，讓學員能夠
更專注。為了讓 學員輕省學習，每堂課 拆為多
章節解析，每章節授課約15分鐘，掌握零碎時
間就能完成學習。讓我們作個善用時間的智慧
人，Beyond the Limit幫助你與神的心意對齊，
朝命定之路邁開大步！

單堂/套裝課/學程，找到屬於自己的
宣教旅程

Beyond the Limit課程分為單堂或套裝，不只可
以個別選課，也可依各類別訂閱。要完整接受精
選十堂課並獲得證書，可訂閱「啟動Start Up」
學程，課後可以與宣教導師線上討論與互動，只
要完成作業與問券即可獲得證書，推展自己的宣
教旅程。

耶穌當年對門徒說：「我不求你們離開世界，但
我向父求你們不屬世界。」關鍵就是我的心在哪
裡？倘若我的心屬於世界，我將在成聖的這條道
路上緩慢前進；如果我的心在神那裡，並藉著我
的專業成為釣竿，使人聽見福音，就是一件極
大的美事。因此鼓勵年輕人發展多元複合式的
生活型態以及專業技能，能在後疫情時代可以
因應職場需求並發揮所長，讓更多的職場小組、
職場教會、福音管道可以被建立起來，另一方面
我們也必須要訓練我們的心以全職事奉神的心
態在職場服事主。以致於我們可以活出『人在世
界，但是我們心不屬於世界』的生命，好叫我們
可以得人如魚，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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