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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宣 四 十 週 年
回 顧 與 展 望  
文∣黃和美

泰國學生將其得獎之瓷藝作品送給作者，向作者表達謝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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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
裡有許多的四十，摩西在山

上與神同在四十天，以色列

人在曠野四十週年，耶穌基督禁食四十天

。宣教是一條不容易的路，海宣四十年一

路走來，有高山有低谷，雖然有眼淚，但

是也有歡笑，數算主恩，「以馬內利」神

與我們同在。

創始之初

中華海外宣道協會是由一群愛主、

對大使命和跨文化宣道有異象有負擔的

華人基督徒，在 1968 年所組成的差傳機

構。創始之初吳勇長老、寇世遠監督、臺

雅各牧師到東南亞及世界各處，傳遞海宣

的異象，推動華人跨文化差傳宣教事工，

使華人基督徒能參與主的大使命，傳福音

給萬民聽。華人教會一百多年來，長期接

受西方教會的幫助，主說：施比受更有福

。現在是我們華人基督徒起來，傳福音給

萬民聽，因為這是主給我們的大使命。

披荊斬棘：語言學習

和美於 1984 年 6 月加入海宣，11

月到泰國，學習主耶穌基督「道成肉神」，

既然要作跨文化宣道，第一步先學習語言

、文字和文化等，從「mai mii 沒有」、「

mai chai 不是」、「mai tong kruwa 不要怕」

牙牙學語開始。我每天禱告求主賜給我鸚

鵡的舌頭、蝙蝠的耳朵、大象的臉皮、駱

駝的精神，並使我享受學習語言的喜樂。

後來發現原來學習語言，是多麼有趣快樂

的事，尤其可以用泰國人的語言文字，跟

泰國人交通分享神的恩典和神愛世人的

福音，真是奇妙美好。在曼谷語言學校與

外國差會的宣教士們，一起切磋學習十三

個月。參加泰國教育部的檢定考試前一天

，曼谷大淹水，老師和同學們幾乎人人都

是送條車、公車加上游泳來學校，因為水

淹到頸項，好心的泰國老師耳提面命，再

三提醒，明天一定要搭公車或划船，千萬

不要搭計程車，否則到不了考場。當天出

門的時候水從腳踝、膝蓋、腰、到頸項，

甚至有的泰國人在使館大道，WiiTaYu 路

上撒網捕魚，曼谷「東方的威尼斯」果然

名不虛傳。「我雖然經過水火，祢與我同

在」，這是我永生難忘的經驗。

清邁逐家探訪

1986 年第一次到美國參加海宣夏令

會，與海宣的理事們一同在主的面前同心

合一的禱告，尋求海宣在泰國的開荒工場

。按照聖經的原則和保羅宣教的策略，使

徒保羅他順服聖靈的帶領到加拉太、以弗

所、腓立比和哥林多等等大城市傳福音

，也影響周邊的地方。感謝讚美主，神帶

領我們到泰北的清邁。清邁是泰國北方玫

瑰，又是大金三角泰國、寮國和緬甸的交

通樞紐。我在清邁火車站附近租房子，開

始逐家探訪，被趕出來三次，泰國人說：

他們有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王和宗教，

他們不需要基督教。後來我有機會參加週

日下午宣教士們的 Chiang Mai Community 

Church，會後清邁湄空密基督教醫院的院

長 Dr. Daniel 和他的太太 Kathryn 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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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ine 我們已經為你禱告兩年了，因

為 1984 年我們台東基督教醫院院長 Dr. 

Frank Dennis 告訴他們：我們醫院的藥劑

師 Pauline 要到泰國清邁宣教，請你們多

多照顧。感謝主他們成為我的禱告同伴。

福音臨到苗族

清邁華語教會李但以理長老，介紹

一位退休的老牧師 Ajan Mean 帶我到全

泰國最大的苗村 MaeSaMai 傳福音，感

謝讚美主，村長 Bau Sae Song 願意開放

家庭，使我們在他家聚會，帶領一家一

家的苗族歸主，建立當地 MaeSaMai 教

會， 並 且 訓 練 苗 族 青 少 年 Tzer, Dong, 

Tzeng, Welai 等成為門徒，並組織福音隊

與他們一同到 NongHoyKau, NongHoyMai, 

Maeki, LongSamMurng, MaeDaLa, HweYen, 

MaeLaNoy 等苗村佈道，每次在山稜線奔

走，心中響起一首歌「到各個山嶺傳揚…

」，我們常常一路高聲歡唱，唱過一個村

莊、又一個村莊去傳福音，與宣教的神一

齊同工，心中充滿喜樂，真的報佳音傳喜

訊的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NongHoyKau

雖然巫師恐嚇要打我們，但是感謝美國醫

療短宣隊、台北靈糧堂短宣隊、台北衛理

堂短宣隊和台北基督之家短宣隊，接二連

三的連續醫療佈道、福音營會，神的靈動

了善工，巫師的太太 Puwa 也信主，1993

年 Welai 願意到 NongHoyKau 牧養弟兄姊

妹，直到她嫁到湄投。1997 年 Nantachai, 

Esther 加入海宣負起牧養 NongHoyKau 教

會及繼續向 NongHoyMai, Maeki 傳福音。

門徒訓練

每一次吳勇長老及師母來清邁探訪，

都對和美說：「要找人長宣很難，我們要

就地取材。」是的，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

也是要我們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所以和

美一到清邁開始傳福音領人歸主，就訓練

Tzer, Dong, Tzeng, Welai, Dau, Nantachai, 

Esther, Chanaeng, Duwa, Ampai 他們作主

的門徒，也與他們一起去少數民族村落、

貧民區等地傳福音。

湄林學生中心

每次短宣隊來短宣，神感動他們願

意奉獻獎助學金幫助，這些苗族的孩子可

以讀書。這些孩子小學畢業，有的學生到

MaeRim, ChiangRai, HangLong 等地就讀初

中、高中。但是沒有住處，就借宿在廟宇

，和尚禁止他們讀聖經、禱告、唱詩歌。

每次他們回到村子，看見其他孩子們到教

會聚會，可以快樂的讀經、禱告，可以開

懷歡唱詩歌，就很羨慕，在青少年營會中

，他們流淚禱告盼望可以有學生中心，使

他們可以安安心心的讀書，歡歡樂樂的靈

修，喜喜樂樂的聚會敬拜主。感謝讚美主

2002 年果然成立湄林學生中心，讓這些

苗族的孩子有安居之所，週末有美國來清

邁大學教書的 Jason, Beverly 來教他們英

文一年，主日早上禮拜，下午 Tzeng, Tzer, 

Duwa 帶他們到 DoiPui 苗村去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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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臨到清邁 Maneenopra t

1986 年 10 月因為和美在火車站附

近的住處遭小偷，清邁華語教會邀請我先

住到他們教會，又幫忙找到清邁古城東北

角的 Maneenoprat 租一個佈道點，當時泰

國不能教中文，雲嶺中學的學生到教會來

，我教他們物理、化學和生物，主日學生

就來參加禮拜。隔壁的小女孩 Fong 到教

會來要買一本泰文詩歌本，並邀請我到

她家參加她的生日茶會，後來他們全家

都來聚會。Fong 說將來她要成為宣教士

。她妹妹 DokDo 說長大要當藥劑師，她

清邁大學藥學系畢業後，到 MaeMoy 難

民營當藥劑師。小妹 LuLu 說長大要當老

師。2001 年 Dau 和她先生 Shin 負責牧養

Maneenoprat 教會。

福音臨到貧民區

1993 年 因 為 Tongchai 搬 家 到

KlongGerng 又搬到 Patana 我去探訪，每

週末也帶領門訓的青少年去佈道，這兩個

貧民區大部分從山上或邊界搬來的歌良

族、苗族、栗粟族、拉胡族、阿卡族，每

次看著他們閃閃發亮的眼睛，我都感受到

神的愛，「主說，在這城裏我有許多的百

姓」。神愛他們，主耶穌基督愛他們，甚

至為他們捨命，我相信聖靈要大大動工，

主的愛要臨到他們，他們的生命會被翻轉

改變。住在 Patana 的苗族女孩 Paka 她和

父母到苗村去，路上發生車禍，她呼求：

耶穌救我！感謝主，車子在懸崖被一棵樹

卡住，神伸手保守他們，好像保守祂眼中

的瞳人，神也賜福 Paka 考上清邁大學中

文系，她說將來要成為宣教士。

清邁大學福音事工

和美多年為清邁大學這未得之地、

未得之民禱告。1989 年元旦禱告時，神

有一句話很清楚的說：「你…要進去得為

業之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

申十一 11)。我就常常到清邁大學餐廳去

作個人談道。台北靈糧堂短宣隊、華神短

宣隊、美國聖荷西基督徒會堂短宣隊、台

北衛理堂短宣隊，陸續接力來作個人談

道、到 AnKaeo 湖邊禱告行軍禱告，我也

經常與短宣隊到清邁大學去傳福音。感

謝主華語教會的 Jonah, 和 Maneenoprat 的

Fong, DokDo, LuLu, Paka 相繼考上清邁大

學。1998 年和美在清邁大學的餐廳遇見，

他們的大傳系主任 Ajan Pachrin，她知道

我是宣教士，就邀請我到她的班上傳講聖

誕節的來歷。感謝主，台北基督之家主任

牧師寇紹恩牧師帶領短宣隊，一起在大傳

系佈道傳福音。潔心第一次短宣個人談道

還帶領英文系教授 Ajan Nunpan 決志信主

。次年清大中文系 Ajan Wantana 也開放

課室讓我們藉著文化交流，帶入福音。感

謝讚美主垂聽我們的禱告，2000 年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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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長老從美國航太公司退休，到清邁大學

機械工程系研究所教書。Maneenoprat 教

會 2001 年 自 立，Dau, Shin 牧 養，2007

年 MaeRim 學生中心，及 MaeSaMai 教會

自立，Tzeng, Tzer, Duwa 共同牧養。作蔬

菜批發的苗族弟兄 Pajong 蒙神大大賜福

， 神 感 動 Pajong 弟 兄 支 持 Maneenoprat

教會建堂，並支持 MaeRim 學生中心及

MaeSaMai 教會。和美看見神施恩的手幫

助我們，「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神

與我們同工，福音的門開了。「以便以謝」

到如今神都幫助我們。

轉化更新

2003 年和美到美國進修道碩。2005

年清邁大學語言研究所邀請和美到商學

院企管系教書。但是 2006 年和美遇到人

生變化球，生病回到台灣，感謝讚美主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

我走義路」（詩二十三 3）。宣教先從禱告

開始：因為安提阿教會「他們事奉主，…

禁食禱告，…就打發他們去了」（徒十三

2-4）。美國乾草堆的禱告會，推動美國青

年海外宣道。和美經過禱告尋求神的帶領

，在台北海宣成立禱告會。傳遞宣教異

象：感謝讚美主，使和美有機會到各教會

、團契、機構，傳遞海宣跨文化宣教的異

象與事工。傳承宣教使命，呼籲青年踏上

海外宣教之路，成為宣教士。感謝主使和

美有機會回到母校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

進修，盼望將來能整合理論與實際，幫

助後起之秀。人人期盼 2008 年是轉化年

，今年有韓國趙庸基牧師、非洲布永康牧

師、美國葛福臨牧師等世界名佈道家要到

台灣，相信不只教會要轉化、社會要轉化

、世代要轉化、海宣也要轉化。神學家巴

特說：「宣教是神的心意，宣教也是神的

事工。」李文斯敦說：「上帝只有一位兒子

，卻差遣祂成為宣教士。」我們的神是創

造的神，也是宣教的神，讓我們有創意的

宣教，長宣與短宣並進：感謝主有台北基

督之家寇紹恩牧師帶領短宣隊、台北靈糧

堂許貴華牧師帶南陽團契短宣隊、台北衛

理堂李宋慕珍與姊妹會短宣隊、美國北加

基督徒會堂及許多短宣隊，短宣人多勢眾

協助長宣，就像打棒球連續安打，往前推

進。我們有醫療短宣隊、少數民族佈道、

青少年福音營、門徒訓練和清邁大學中文

營等，大家一起來宣教，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帶職與全職同行，前方與後方同心：

約書亞出去征戰，摩西在山上舉手禱告，

「在前方征戰的與在後方看守兵器的同得

獎賞」。讓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一起迎

向新時代，一起將福音傳到萬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