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朋友們,  

仙女棒 -  哪一個小孩不愛它呢 ?!  

聖誕及除夕的晚上在滿天星星的夜空下點燃仙女棒，滿心期待著這奇景。 

然後又高興又驚奇的歡呼，眼光投注在燃燒的火花上面，火花照亮了黑夜。

有一段時間人們思想，這種歡樂的情境不應該消失。像雨一樣的火花沿著仙

女棒柱上的火藥粉末往下燃燒直到燒盡，奇景結束了。黑暗再度來臨。 我將我們在地上的生

命比喻成像仙女棒，一路上四射出神的火花。我們無法握緊它，只能觀看它如何發生...終究是

那麼美好，出乎意料，無法預測，令人興奮，無法掌控。神在我裡面和透過我所做的，我無法

控制及掌握。 

     我只能敞開自己讓它擴散，允許它發生，感受它，但是無法掌握它。眾所周知我們這兩支

仙女棒已然燒了一半，然而我們深刻地體會到我們一路上與神的火花一起四散，並驚嘆不已。

正值我們宣教事奉 25 週年之際，讓我們再一次回顧一些”神的火花”並期待你們因此可以迸

發出對神的驚奇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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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 向中國人作中國人- 我們很清楚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至今我們的長鼻子已經洩漏了我們的不同。由

於華人教會會友用許多愛心及信賴接待我們，使得在事奉剛開始的頭幾年我們可以協助建造兩間教會。M. 是當時由

我們引入的宣教禱告團體的一個果子或是說神的火花。它今日與我們的宣教合作夥伴一起領導在中國的事工，我們也

仍陪伴著它。全國禱告運動”為耶穌行軍"，為學生所設計的 “得勝者“ 課程是要來幫助他們克服生命的問題/個性

上的問題，還有領袖訓練這些都是除了每天實用的語文及文化學習以外，我們主要的議題。我們不僅堅持不懈，而且

勉勵其他人透過忍耐及為中國人禱告成為神可用的器皿。 

最大的驚奇是神賜給我們一個家人。1998 年二月四日一歲大的台灣公民約拿單住進了我們家。在夏天正式收養程

序之後，他成為瑞士及德國籍。從那時起我們每天都感謝神給予的這個禮物。 

 1999 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 1:43 分我們及埔里當地居民突然從睡夢中被驚醒。埔里這裡接近這百年來芮氏規模

7.2 級地震的震央。結果 : 這個鄉鎮 84%的房子結構都受損，全國有 2400 人死亡，埔里就佔了 800 人。新的學校只

有我們在愛蘭(Ai Lan)的這間學校仍然可以使用，因為這個區域建造在岩石上。由於約拿單去上課的幼稚園完全損壞

了，麗塔就用她所學有關蒙台梭利的育兒教育投入了建造愛蘭地區的一個幼稚園。   透過宣教合作夥伴的捐獻我們修

復了我們教會損壞的天花板。幾個月之後我們又繼續在那裏主日敬拜。在那次地震之後當時的 86,000 個居民有約

10,000 人離開了那地方，特別是婦女及小孩，因為有一些家庭他們好幾個月沒有自來水可用而且餘震持續數個月。

雖然這成為我們生命中一個很艱難的經驗，它使我們更靠近神並且持續不斷地改變我們。我們就好像約伯 : 「我從前
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神的火花在郝家-2 
 

 2002 年返鄉述職期間我們在奧溫根 (Owingen) 歷經神的保守，當夜在康士坦茨湖地區上空一架俄羅斯飛

機與一架德國飛機在空中相撞。麗德從客廳的窗戶往外看到天空有著火的物體落下。這個驚恐與那次地震很

相似。窗戶的玻璃顫動作響。離飛機航線只有 100 公尺遠，有笨重的飛機殘骸掉落地面並爆炸。奧溫根有兩

天的時間被完全封鎖並成為事發地點。所有在飛機上面的 71 個乘客全數死亡。然而地面上沒有一個人受

傷。報紙報導這是一項奇蹟。這之後不久麗德被診斷出在子宮內有不斷增大的肌瘤，必須立刻開刀。我們因

此必須取消已經預訂去美國 拜訪宣教合作夥伴的行程。 

神的火花在我們的生命及事奉中 (1992-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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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受呼召來到台北服事。在德國的夏牧師來訪的同時我們開始了台灣全國植堂及宣教動員的

事工。內容是 : 建立宣教禱告團契，在德國及法國的華人中間宣教，完成有關台灣客家人的博士論文，

建立跨文化宣教工作小組以及外來移民間的宣教。教會期待更新。漸漸地我們看到改變。然而被差派出

去的宣教士數目仍然很低。  

邀請胡志明市的領袖作培訓，來協助建立台灣移民的事工。2005 年受邀在道生神學院開第一個宣教課程。受

邀作宣教的演講機會增多。 

2006-2010 年滿是神的火花，這些年經過 50 多年沒有明顯增長後在台灣的現代化的教會植堂以及建立教會

事工轉新的發展方向。神垂聽禱告。 2008 年的大型葛福臨佈道會費時兩年準備。台灣外籍人士關顧協會(TECC) 

使用葛培理佈道團翻譯的刊物帶領了超過 300 個外來移民信主。 SEND 的台灣教會植堂研究計畫於 2009 年完

成，譯成中文，之後以”異象 119“的名稱被引介。 ”異象 119“ 帶動台灣大型華人教會將他們傳福音的努力投

注在台灣 60 個以客家及閩南人居多數的城市。這期間帶來了近代歷史上最快速最具規模的教會植堂階段；其中台

灣外籍人士關顧協會(TECC)所支持的網絡就有超過 10 個外籍教會。此時產生了區域定期性的傳福音計畫及文

獻，在十二個重要的職業類別做職場宣教以及台灣外籍人士關顧協會(TECC)出版了第一份刊物。同時神賜給我想

法及能力來編寫另外兩個宣教課程，宣教歷史 I-III (從耶穌時代到近代) 以及 „普世基督教植堂“。 

 

神的火花在郝家-3 
 

	2011 年神的火花型塑了以利亞小屋。我們的座右銘是 : 真實經歷神是超越聖經字句也是愛我們的父。光是

踏進這個有著巨木及老石屋的地方，就沉浸在無法言喻的氛圍及平安中。有些人經歷神的同在和神對他說話，另

一些人受激勵在事工中仿效這個情境。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結果。2015 年夏天一個颱風損壞了小屋絕大

部分的屋頂，因為這個損壞屋主就不再租給我們這個小屋了。所遺留下來的是深刻的經驗，經歷神是良善的，與

我們相親並且依照個人的天賦及傾向預備每個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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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火花在我們的生命及事奉中	(200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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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 首次台灣有 500 多個宣教士在外國人中事奉。還有約 1500 個泰國基督徒，追隨耶穌並將

透過台灣 TECC同工所經歷到的新基督徒生命帶回他們的祖國 (通常他們因工作只能在此停留三年)。 

 2014 年我們的兒子已能獨立了。他只申請一次就獲得在慕尼黑技術大學的學生名額。我們感恩，在

我們回鄉述職期間可以協助他調適在德國的生活，還可以每月與他碰一次面。然而這樣的調適對麗德來說

比對約拿單還困難，約拿單很快地就交到許多新朋友並且發掘新的興趣。三月時安倫發表了他的畢業論

文”全球宣教歷史”。 

平鎮 

2015 年一個新的事工 ii-Café 成立了，是一個來自美國的華人弟兄發起的。麗德付出了幾個月的時

間在這個有 55 公里遠的客家地區大學計畫，型塑一個學生咖啡屋，並且動員基督徒同工來關照這些國際

學生。神透過我們說話並呼召來自香港的呂牧師成立一個國際學生團契。他負責 1988 年由 SEND 

International (國際差傳協會)在中壢所建立的客家教會。我們只能驚嘆! 自從他任命為主任牧師後他可以來

關照客家神學院裡參與客家崇真堂協會的教會第一個學生事工的同工。這個新的事工打開了一個國際性新

的大門。 

我們的眼光投注在亞洲 4880 個未得之民族群。台北的宣教禱告團契成為為未得之民的禱告團契；全

世界約有八千萬的客家未得之民，我以宣教學教授的身份受邀在新的、全球唯一的客家神學院授課，這完

善了國際化的定位。2016 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中國洛桑運動全球教會植堂會議中對宣教概念做了修正；將

跨文化宣教視為他們事工的一部分。我們認為台灣的教會現在擁有除了好的宣教文獻及研究之外一切所需

要的，來覺察他們從神而來在台灣及全球的使命。 

現在我們的目光擴展到亞洲，�亞洲宣教中心“(SEND ASIA Hub)。自 2015 年來我們致力於 SEND 在亞

洲及全球事工結構的區域化及隨此而來的轉變。如果有人願意以一次性捐款或是每月奉獻支持我們，可以

匯款到以下的帳戶。我們謝謝各位在過去一年給予全部的信賴，禱告及金錢上的奉獻。 

你們的 

郝安倫 & 郝姚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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