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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享
詩篇65:11～12a、詩篇103:4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2020 年日本 CMI 的同工退修會也別具一格。透過互聯網，遠隔重洋的黃會長與同
工們分享了信息及今後事工的目標和策略，並介紹了世界各地的事工。透過這樣的分享，大家的使命異象更清晰了，對
世界各地其他的肢體的事工也有了更多的認識和了解。午後王銳傳道也為我們分享了 “在愛中服事”，讓各位同工對服
事的動機有了更深的理解。感謝主如此美好的安排，也願主繼續賜福 2021 年！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2020年由
於新冠病毒的影響，多少人失去親人、失去工作，很多行業都面
臨嚴峻的考驗，就像乾旱疲乏的曠野，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甚至
福音機構也不例外。我們該從怎樣的角度去解釋和領受呢？我
們的路徑是否與神的路徑一樣？若我們的服事、工作和生活，是
神所預備的話，縱然是疫情中，神也必親自引領、成就。祂救贖
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介紹CMI的策略，2021 - 23 計畫，地區目標與方向（使命宣
言，因應策略和將來3年的IHQ重點項目及同工邀請）

１. IHQ策略：
  1)  萬族萬民與鮮聞福音群體的挑戦
（Dedicated Christians敬業的基督徒11%、Nominal 
Christians名義上的基督徒25%、Non-Christians Within 
Unreached Groups未得之民中的非基督徒40%、
Non-Christians Within Reached
 Groups非基督徒27%）

  2)  CMI如何為主圖謀大事
    （福音進中華・福音出中華）
   ・ 福音進中華⇒神給的恩典　
　　    福音出中華⇒神給的使命
   ・「進中華」為的是「出中華」

 3) 使命宣言：
  ・ 裝備、徵召並派華人為主的信徒
  ・ 於東亞及其他地區
  ・ 以整全福音，在福音未及之民中
  ・ 建立具再生能力的基督門徒。
  4) 因應策略（核心區塊：東亞“東亞、東北、東南亞”）
  ・ 事工對象由地域觀念調整為群體觀念
  ・ 工場運作維持矩陣式管理
  ・ 宣教士培訓與來源
  ・ 建立研究、智庫與制度設計團隊
  ・ 贏得宣教士們信任的關顧夥伴
  ・ 積極推動年輕化的CMI與接班梯隊
  ・ 總部專注東亞、地區彈性
  5) 全球跨文化宣教
  ・ 方法：傳統宣教、短期培訓、移民牧者、

　　  社區中心、語言教學、醫療宣教、專業營商
  ・ 群體：佛教、華人離散、穆斯林、少数民族及知識分子
  6) 2015年～2020年回顧
具體作法
2015年 創會人李秀全牧師安息年⇒訓練接棒同工
2016年①建立三人核心小組集體領導、②凝聚全差會、
     ③強化IHQ功能、④微調組織與事工

2018年①新同工團隊接棒、②完成並公布「使命宣言」、③宣教
關顧與sos、④宣教動員與尋覓人才、⑤建立資訊平台

2019年①確立組織架構、策略與方向、②研訂相關制度、作業
程序或指引、③宣教士進修會、④朝同工年輕化預備

2020年①宣教士工場職前訓練、②工場緊急應變計畫與練習、
③疫情因應非常態變新常態、④資訊安全

２. 2021年～2023年計劃：
  1) 2021～23IHQ重點項目：異象與使命
 ・ 工場方面：・孕育成熟環境・培育接班梯隊・開拓日本工

場 ・持續禱告連結
 ・ 宣教關顧：・主動進入工場・宣子關顧・流動宣教關顧
 ・ 總部地區：・尋求二十年後的帶領者・長者的智慧年輕人

的熱情
 ・ 近鄰宣教：・尋找跨文化對象・推動機構結連・MFT2.0

  2) 同工邀請
 ・ 副會長：培養接棒
 ・ 總工場主任
 ・ 總部各部負責同工
 ・ 助理研究員
 ・ 二十週年負責同工
 ・ 國際董事（目前星原安石長老）另外再追加二名（一名要

懂法律、另一名會計師）

３. 地区目標與方向
  1) 地區及工場：
      北美、大洋洲、亞洲等七地區、東亞及周邊，共五加一工場
  2) 地區
     (1)Mission = Mobilization + Evangelization
 ・ 徽召宣教士
 ・求主賜下二十個單位新宣教士
 ・對CMI有反應者,主動聯繫,陪

伴走宣教路
     ・評估踏上不同類別宣教士
 ・ 推動把握時機等宣教生命課程
     ・美、馬、紐、澳及日等區大力推動
     ・鼓勵比照支援日本方式,也能一起支援加、台兩區
     ・獲取導師認證為目標
     ・Interface, TUS, Kairos, Perspectives
 ・ 夥伴結連
     ・尋求理念結合（非結黨）的差會合作
     ・定期或非定期events
 ・ 透過TUS打開英、粤語、日語教會或第二代渠道・CMI NZ 

為例（成人主日學課程「尚待完成的故事」）
     (2)本土宣教士的可行性
 ・ 直到地極
      地極: 與您我文化完全不同的人、　您我一輩子見不到面的人
 ・ 國境限制
 ・疫情反覆,隨著氣溫南北半球輪流
 ・工場宣教士無法返國,述職

宣教士出不去
 ・正是思考運用過去服事族

群的語言、優勢,調整對象
為身邊的M&R

 ・ 移民・難民與學生
 移民：
     ・神的策略，將地極帶到我們身邊。
     ・各國對難民的接納（雖有限度）
     ・神透過M＆R、將非幸運的未得之民變成為幸運的未得之民。
 ・ 近鄰宣教（跨文化）
 ・北美的中東難民、台灣的東南亞移工、大洋洲的南亞移

民、日本的日本人、MKL的少數民族
     ・持CN護照、台胞證和回鄕證接棒
 
　　　福音進中華 ⇒ 帶出 ⇒ 福音出中華

 3) 各工場宣教士（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 James Hudson Taylor）

 總工場主任: 劉智欽牧師夫婦( D姊妹)
 緬甸: 本地同工飽承新傳道夫婦
①  泰國 ② 柬埔寨
  泰北:敬慈、康妮 拉法：行楚夫婦
  東北：LJ夫婦、美恩 迦拿：恕君傳道
  曼谷：皿家夫婦、艾萱、文敬 同工：堯璞老師
  漢宣本地同工：銀湘 拉法本地同工：Manon、Ruby
③  東亜&瓦努阿圖 ④ 待上工場
  東亞：K&L夫婦 柬埔寨：俊德夫婦、新偉夫婦
  瓦國：Eric &Ann夫婦 泰國：以諾夫婦 + …
  東亞本地同工： 日本： HH夫婦
4)  懇請代禱事項：
  興起二十個單位的新宣教士、賜下本土宣教的機會與眼光、
  孕育成熟工場環境與接班梯隊

～～～～～～～～～～～～～～～～～～～～～～～～～～～～～～～～～～～～～～～～～～～～～

禱告：
① 為全地教會向神祈求，讓我們在疫情中堅固信仰，把握時機，
高舉主的聖名，更多的傳福音。

② 疫情期間求神保守每一個同工的心懷意念，讓我們不因無法
聚會時我們的心志退縮，求神不斷將感動的靈放在我們當
中，装備我們隨時被主使用。

③ 為2021年度《把握時機》日文版課程的計劃安排禱告
④ 為2021年國際關懷協會20周年記念日時間、地點計劃安排禱告
⑤ 為在第一線的宣教士代禱，他們為主征戰時，求主與他們同
在，也願更多基督徒被喚醒，加入宣教的事工當中。

⑥ 求神賜下異象帶領CMI今後的事工。賜下合神心意的全職同
工，來帶領今後的發展。

⑦ 求神差派宣教士進入我們当中，與我們一起開拓日本宣教的事工。
⑧ 日本CMI需要一個社團法人或
非營利機構的身份才便於開
展今後的事工，求主帶領。

● 黄亮宇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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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2020年由
於新冠病毒的影響，多少人失去親人、失去工作，很多行業都面
臨嚴峻的考驗，就像乾旱疲乏的曠野，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甚至
福音機構也不例外。我們該從怎樣的角度去解釋和領受呢？我
們的路徑是否與神的路徑一樣？若我們的服事、工作和生活，是
神所預備的話，縱然是疫情中，神也必親自引領、成就。祂救贖
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介紹CMI的策略，2021 - 23 計畫，地區目標與方向（使命宣
言，因應策略和將來3年的IHQ重點項目及同工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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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萬族萬民與鮮聞福音群體的挑戦
（Dedicated Christians敬業的基督徒11%、Nominal 
Christians名義上的基督徒25%、Non-Christians Within 
Unreached Groups未得之民中的非基督徒40%、
Non-Christians Within Reached
 Groups非基督徒27%）

  2)  CMI如何為主圖謀大事
    （福音進中華・福音出中華）
   ・ 福音進中華⇒神給的恩典　
　　    福音出中華⇒神給的使命
   ・「進中華」為的是「出中華」

 3) 使命宣言：
  ・ 裝備、徵召並派華人為主的信徒
  ・ 於東亞及其他地區
  ・ 以整全福音，在福音未及之民中
  ・ 建立具再生能力的基督門徒。
  4) 因應策略（核心區塊：東亞“東亞、東北、東南亞”）
  ・ 事工對象由地域觀念調整為群體觀念
  ・ 工場運作維持矩陣式管理
  ・ 宣教士培訓與來源
  ・ 建立研究、智庫與制度設計團隊
  ・ 贏得宣教士們信任的關顧夥伴
  ・ 積極推動年輕化的CMI與接班梯隊
  ・ 總部專注東亞、地區彈性
  5) 全球跨文化宣教
  ・ 方法：傳統宣教、短期培訓、移民牧者、

　　  社區中心、語言教學、醫療宣教、專業營商
  ・ 群體：佛教、華人離散、穆斯林、少数民族及知識分子
  6) 2015年～2020年回顧
具體作法
2015年 創會人李秀全牧師安息年⇒訓練接棒同工
2016年①建立三人核心小組集體領導、②凝聚全差會、
     ③強化IHQ功能、④微調組織與事工

2018年①新同工團隊接棒、②完成並公布「使命宣言」、③宣教
關顧與sos、④宣教動員與尋覓人才、⑤建立資訊平台

2019年①確立組織架構、策略與方向、②研訂相關制度、作業
程序或指引、③宣教士進修會、④朝同工年輕化預備

2020年①宣教士工場職前訓練、②工場緊急應變計畫與練習、
③疫情因應非常態變新常態、④資訊安全

２. 2021年～2023年計劃：
  1) 2021～23IHQ重點項目：異象與使命
 ・ 工場方面：・孕育成熟環境・培育接班梯隊・開拓日本工

場 ・持續禱告連結
 ・ 宣教關顧：・主動進入工場・宣子關顧・流動宣教關顧
 ・ 總部地區：・尋求二十年後的帶領者・長者的智慧年輕人

的熱情
 ・ 近鄰宣教：・尋找跨文化對象・推動機構結連・MFT2.0

  2) 同工邀請
 ・ 副會長：培養接棒
 ・ 總工場主任
 ・ 總部各部負責同工
 ・ 助理研究員
 ・ 二十週年負責同工
 ・ 國際董事（目前星原安石長老）另外再追加二名（一名要

懂法律、另一名會計師）

３. 地区目標與方向
  1) 地區及工場：
      北美、大洋洲、亞洲等七地區、東亞及周邊，共五加一工場
  2) 地區
     (1)Mission = Mobilization + Evangelization
 ・ 徽召宣教士
 ・求主賜下二十個單位新宣教士
 ・對CMI有反應者,主動聯繫,陪

伴走宣教路
     ・評估踏上不同類別宣教士
 ・ 推動把握時機等宣教生命課程
     ・美、馬、紐、澳及日等區大力推動
     ・鼓勵比照支援日本方式,也能一起支援加、台兩區
     ・獲取導師認證為目標
     ・Interface, TUS, Kairos, Perspectives
 ・ 夥伴結連
     ・尋求理念結合（非結黨）的差會合作
     ・定期或非定期events
 ・ 透過TUS打開英、粤語、日語教會或第二代渠道・CMI NZ 

為例（成人主日學課程「尚待完成的故事」）
     (2)本土宣教士的可行性
 ・ 直到地極
      地極: 與您我文化完全不同的人、　您我一輩子見不到面的人
 ・ 國境限制
 ・疫情反覆,隨著氣溫南北半球輪流
 ・工場宣教士無法返國,述職

宣教士出不去
 ・正是思考運用過去服事族

群的語言、優勢,調整對象
為身邊的M&R

 ・ 移民・難民與學生
 移民：
     ・神的策略，將地極帶到我們身邊。
     ・各國對難民的接納（雖有限度）
     ・神透過M＆R、將非幸運的未得之民變成為幸運的未得之民。
 ・ 近鄰宣教（跨文化）
 ・北美的中東難民、台灣的東南亞移工、大洋洲的南亞移

民、日本的日本人、MKL的少數民族
     ・持CN護照、台胞證和回鄕證接棒
 
　　　福音進中華 ⇒ 帶出 ⇒ 福音出中華

 3) 各工場宣教士（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 James Hudson Taylor）

 總工場主任: 劉智欽牧師夫婦( D姊妹)
 緬甸: 本地同工飽承新傳道夫婦
①  泰國 ② 柬埔寨
  泰北:敬慈、康妮 拉法：行楚夫婦
  東北：LJ夫婦、美恩 迦拿：恕君傳道
  曼谷：皿家夫婦、艾萱、文敬 同工：堯璞老師
  漢宣本地同工：銀湘 拉法本地同工：Manon、Ruby
③  東亜&瓦努阿圖 ④ 待上工場
  東亞：K&L夫婦 柬埔寨：俊德夫婦、新偉夫婦
  瓦國：Eric &Ann夫婦 泰國：以諾夫婦 + …
  東亞本地同工： 日本： HH夫婦
4)  懇請代禱事項：
  興起二十個單位的新宣教士、賜下本土宣教的機會與眼光、
  孕育成熟工場環境與接班梯隊

～～～～～～～～～～～～～～～～～～～～～～～～～～～～～～～～～～～～～～～～～～～～～

禱告：
① 為全地教會向神祈求，讓我們在疫情中堅固信仰，把握時機，
高舉主的聖名，更多的傳福音。

② 疫情期間求神保守每一個同工的心懷意念，讓我們不因無法
聚會時我們的心志退縮，求神不斷將感動的靈放在我們當
中，装備我們隨時被主使用。

③ 為2021年度《把握時機》日文版課程的計劃安排禱告
④ 為2021年國際關懷協會20周年記念日時間、地點計劃安排禱告
⑤ 為在第一線的宣教士代禱，他們為主征戰時，求主與他們同
在，也願更多基督徒被喚醒，加入宣教的事工當中。

⑥ 求神賜下異象帶領CMI今後的事工。賜下合神心意的全職同
工，來帶領今後的發展。

⑦ 求神差派宣教士進入我們当中，與我們一起開拓日本宣教的事工。
⑧ 日本CMI需要一個社團法人或
非營利機構的身份才便於開
展今後的事工，求主帶領。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紮根，炎熱來到，
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

而且結果不止。（耶十七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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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異象 Mission Vision

福音進日本、福音出日本
Gospel into Japan World Gospel out Japan World

SWIFT  MHCBJPJT
Bank Name: MIZUHO Bank Ltd. MHBK.  Branch Name: KOBUNACHO
Bank Address: 8-1 Nihombashi Kobunacho Chuo-ku,Tokyo 103-0024, Japan
A/C NO: 1418731   NAME: Nihon kokusai ke A Minisutori Kyo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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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銳  傳道在愛中服事

① 為全地教會向神祈求，讓我們在疫情中堅固信仰，把握時機，高舉主的聖名，更多的傳福音。
② 疫情期間保守求神保守每一個同工的心懷意念，讓我們不因無法聚會時我們的心志退去，求神不斷將感動的靈
放在我們當中，以備我們隨時被主使用。

③ 為在第一線的宣教士代禱，他們為主征戰時主與他們同在，也願更多基督徒被喚醒，加入宣教的事工當中。
④ 求神賜下異象帶領CMI今後的事工。賜下合身心意的全職同工，來帶領今後的發展。
⑤ 日本CMI需要一個社團法人或非營利機構的身份才便於開展今後的事工，求主帶領。

　　對於我們常在教會的人來說，今天的經文（哥林多前書
13:1-8）是很熟悉的經文。每次教會中舉行婚禮都有可能會誦讀
這一段經文，尤其是後半部分（v.4-8），但稍微注意一下上下文的
話，應該會很容易發現保羅的這段教導不是講婚姻或者戀愛關
係的，而完全是針對教會中的恩賜，服事與合一的。
　　哥林多教會常被用來當作今日教會的反面教材，但這個教
會特別的真實，今日的各教會都很像哥林多教會，程度不同地都
有哥林多教會的各種問題。教會有很多弟兄姐妹們大有恩賜，有
人會說方言，有人會講道，有人可以行異能，有人會醫治，有人熱
心助人，有人精心治理，而且看起來大家服事都很熱心，以至於
有人講道尚未結束，其他人就已經要爭著發言了（14:29）。這個
教會本可成為神國的柱梁，為主發光得人，結果卻陷入拉幫結
派，彼此敵對的境況（1:11-12）。
　　哥林多教會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愛。洞察萬事和內心的神知
道我們一切行為的動機，在今天的經文中保羅教導我們，教會中
的任何服事如果不是出於純正的愛心，都會是一場空。我們可以
說萬國的方言，甚至天使之間的神聖話語，如果沒有愛，我們說
出的話不過如破銅爛鐵摩擦敲打的噪音而已
（v.1）；我們可以有先知大能，能最有力量的證
道，又明白聖經內外的任何奧秘，知曉世上的
各樣知識學問，甚至有可以移山的全備的信，
如果沒有愛，那不過是空虛而已（v.2）；我們
可以極大的慷慨，能散盡家財救濟窮人，甚至
不在乎自己的身體，願意殉道被火焚燒，如果
沒有愛，還是對自己沒有任何的益處（v.3）。

　　如果我能力強，如果我付出多，如果我勞動時間長，理所當
然我應該拿到更多的報酬，收穫更多的尊重，擁有更高的地位；
同樣的心態被帶進了教會，無論是在 2000 年前的哥林多，還是
今日的眾教會。我們忘記了我們所服事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
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麼，自己倒將
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徒17:24-25）。耶穌基督的教會不是
股份公司而是愛的團體，不管我們恩賜多大，多早入葡萄園勞
作，付出多多，也不可期待更大的獎賞。教會是基督合一的身體，
是基督的愛讓我們彼此連接，而我們每一個人不過是這身體上
的一個肢體，蒙神的恩典賜給不同的位置和功用，以便彼此服事
彼此支持，一起為主作光明和愛的見證。一個肢體，無論是明亮
如眼睛，還是大力如腿，只有接在身體上才有生命，才有功用；
一旦離開身體只有立刻的枯死。因為我們任何的恩賜能力貢獻，
“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仿佛不是領受的
呢？”（林前 4:7）
　　今天的經文教導了我們愛的真諦，但卻是關於教會的恩賜，
服事與合一的。讓我們在這個前提之下一起讀一遍經文的最後

部分：“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
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
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
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
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v.4-8）

（哥林多前書1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