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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宣教士的差派和关怀对宣教士的差派和关怀对宣教士的差派和关怀对宣教士的差派和关怀    

――――――――差派教会扮演的角色差派教会扮演的角色差派教会扮演的角色差派教会扮演的角色――――――――    

（（（（M.M.M.M.    P.P.P.P.    &&&&    B.B.B.B.    W.W.W.W.））））    

差遣教会可以在许多方面支持他们的宣教士。宣教是教会事工的延伸，藉由

差派和关怀宣教士，我们自己也就透过宣教士，向远在地极的人们传讲福音。在

教会中，有人已经预备好被差派出去宣教，但是代表教会的我们，是否已经作好

准备，支持他们一切所需呢？ 

如今，随着人们对宣教工作的参与与日俱增，差遣教会在这方面开始面临挑

战。因为许多的教会正在向外差派宣教士，并且要对他们完全负责，在这种情况

下，“肢体侍奉”的工作不仅是为了给宣教士们提供最基本的人道关怀，同时也

是强调要装备差遣教会，使其在“肢体侍奉”方面的工作更加有果效。尽管差遣

教会已经承担起支持宣教士的责任，但他们总是不能很明确这种责任的具体内容

和付出方式。 

“肢体关怀”是一个相当新的术语，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它中心的含义，就知

道这并不能算是新的名词。肢体关怀简单来说就是关怀基督身体上的每一部分肢

体。根据奥登奈尔（O’Donnell 1997:144）的定义，这些肢体包括教会差派出去

宣教的工人。因此，就这种意义来说，“肢体关怀”并不是一种新的概念。它是

实行自新约的教导。然而新的尝试则是要更有组织地发展全面性及可以维持的肢

体关怀方式，以便支持跨文化宣教的基督徒工人们。 

差遣教会可以在许多方面支持他们的宣教士。我们希望教会的成员能够真正

认识到，宣教是教会事工的延伸，藉由差派和关怀宣教士，我们自己也就透过宣

教士，向远在地极的人们传讲福音。正如赫尔（Herr 1987: 43）所说的那样：“宣

教士是教会的延伸部分。” 

在教会中，有人已经预备好被差派出去宣教，但是对代表教会的我们，是否

已经作好准备，给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呢？这种支持并不是从宣教士出发的时候才

开始进行的，而是在一开始评估和选择宣教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一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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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稳定的支持和参与，甚至要继续到宣教士从宣教的地方回来之后。为了使教会

能够提供宣教士必要的支持，有两个方面是必须要做到的：1、差遣教会应该明

白宣教的阶段模式；2、差遣教会中的宣教支持小组，应当在宣教士出发之前就

建立起来。宣教支持小组的成员应该有坚定不移的心志，愿意委身关怀宣教士，

并参与宣教士的生活和侍奉。 

下面让我们更仔细探讨一下这两个方面：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宣教阶段模式宣教阶段模式宣教阶段模式宣教阶段模式    

差遣教会建立正确的肢体关怀策略，首先必须要了解宣教士生活的不同阶段

和所面对的挑战。 

    

1111、、、、宣教士出发前的阶段宣教士出发前的阶段宣教士出发前的阶段宣教士出发前的阶段    

 

 

 

 

 

 

 

 

    宣教士出发之前的阶段包括四个方面：挑选、个人预备、差遣教会中宣教支

持小组的成立，以及对宣教地区的情况介绍。简单地说，在挑选的过程中，会用

问卷调查、推荐信及进行智力和心理测试来收集候选宣教士的资料。这样做的意

图在于获得与候选人相关的信息和建立其技能、性格和行为特点等方面的简介。 

这些数据可以用来： 

出发前的阶段出发前的阶段出发前的阶段出发前的阶段 

• 评估 

• 说明自己的呼召 

•被教会和机构所

接纳 

 

• 属灵方面 

• 心理和情感方面 

• 家庭 

• 职业 

• 组建 

• 培训 

• 发展 

• 跨文化的须知教

育 

• 考察宣教地区 

• 最终敲定宣教的

意向和协议 

 

挑选挑选挑选挑选 
个人的预备个人的预备个人的预备个人的预备 家庭教会中的宣家庭教会中的宣家庭教会中的宣家庭教会中的宣

教支持小组教支持小组教支持小组教支持小组 

宣教前的须知教宣教前的须知教宣教前的须知教宣教前的须知教

育育育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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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情绪方面的问题 

� 发现性格问题 

� 发现和定位个人发展的方向 

� 协助生涯计划 

� 决定候选人是否能够胜任某一特定的环境、文化或者岗位。 

宣教士应当在属灵和心理方面作好预备，以及预备其它方面所需的技能。 

当候选人的家庭被评估的时候，妻子和孩子也应当包括在内被评估。之后他

们向教会的领导人说明所蒙受的呼召。经过祷告和讨论，其教会就可以决定接受

候选人和他的家庭成为教会正式差派的宣教士。 

在宣教士出发之前的阶段，教会应当建立并装备支持小组，并且让这个小组

在教会内部开始运作。稍后，本文将对支持小组的问题作详细的说明。 

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宣教士应当亲自前往，考察宣教地区的

情况及自已在当地应扮演的角色，以便获得第一手的信息。 

 

2222、、、、宣教士宣教的阶段宣教士宣教的阶段宣教士宣教的阶段宣教士宣教的阶段    

 

 

 

 

 

 

 

 

宣教阶段宣教阶段宣教阶段宣教阶段 

• 适应和熟悉 

• 预言和文化的学习 

• 属灵的方面 

• 个人的需要 

• 宣教侍奉方面 

• 职业工作方面 

支持小组不断的支持和

关怀 

 

文化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文化的适应 对宣教士关怀对宣教士关怀对宣教士关怀对宣教士关怀 
家庭教会宣教支持小组家庭教会宣教支持小组家庭教会宣教支持小组家庭教会宣教支持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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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宣教的阶段后，宣教士必须适应，融入新环境和新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是，来自差遣教会的宣教支持小组需要了解宣教士正在经历（文化的压

力，语言的学习等等），才能够给予必要的支持。 

宣教士必须让自己融入新的环境，例如，在所处的新文化里学习如何购物，

知道在哪里可以买什么样的东西。这个阶段，每一件事情对他来说都是新奇的。

在新环境中，办事的方式也截然不同，他必须要尽快学会，如何在这种陌生的外

国文化中运作处理事情。宣教士一到达宣教地区，就应该尽快学习当地的语言和

文化。 

就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宣教士所感受到或是观察的事物就像是刚出生的

婴儿一般，他在身心都需要预备好来融入成为新环境的一部分。 

通常发生的是新担任的宣教士—就像是新生儿--往往不能获得足够的机会

融入当地文化。因为有太多的时间他是与也同住在宣教当地，来自自已国家的人

在一起，和本地人相处的时间反而非常有限。于是，他的生活与本地文化反而隔

绝，每个星期偶尔“出去”与当地人接触一下，然后很快又回到自己的文化圈子

里，和自已同文化的人相处，以获得安全感。在早期宣教阶段，宣教士无法有效

地与当地文化地建立关系。因此，这就使宣教士无法融入当地文化，也没有机会

与当地人建立密切的朋友关系。 

语言的学习过程，是不能够与当地文化和人际关系分开的。对于宣教士来说，

单纯地学习语言知识而不建立人际关系，这样做对宣教士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帮

助。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新的宣教士，应该在一开始就与当地人一起生活、敬拜、

购物。新的宣教士必须要表现出愿意向当地的人们学习当地的文化的态度。 

    宣教士最好是全时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要有好的学习效果是根据所学

习的语言，以及宣教士是否是从正规语言学校里学习，等等因素来确定。一般的

建议是，至少要花一年的时间在当地学习语言和文化。如果宣教士没有机会在第

一年里就开始学习语言的话，那他以后学习语言的机会就不多了。因为他可能已

经习惯于用其它方式与人沟通，例如依靠别人翻译。这样，他不需要学习语言就

可以生存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宣教士一开始就融入当地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5

在许多情况下，宣教士在宣教过程中，自己的生命中得不到太多属灵的喂养。

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总是不断地付出属灵的生命，甚至超过自己所得到的。

因此，宣教士重视保持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健康状态是很重要的。为了能够在这方

面帮助宣教士，属灵的关怀必须注重下列几个方面：属灵的争战、教牧关怀、保

持属灵生命的必要装备、宣教士彼此关怀的方式。 

    对宣教士个人的关怀包括身体、情感心理和个人发展几个方面。就像每个人

都会持续有属于个人发展的需要一样，宣教士个人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因此必须

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定期听取宣教士的汇报，对于支持宣教士的个人发展是

非常重要的环节。 

当宣教士的事工建立好了也开始成长时，他的事工就会出现明确的需要。他

可能需要圣经和其它资源的供应，像是一些数据或是影片投影机等设备。或许，

宣教士本人觉得自己需要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中，得到更好的培训和装备。经过一

段较长时间的宣教后，随着工作的发展或者情况的改变，宣教士的侍奉可能会有

所变动。因此，宣教士在侍奉方面的所需也会跟着变化。 

对于带职侍奉的宣教士来说，为他们提供“职业性关怀”是特别重要的。支

持小组可以为这些带职侍奉者提供实际的帮助，例如所需的材料和资源。支持小

组也可以到宣教地区拜访这些带职侍奉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支持。 

总之，在宣教阶段，作为差遣教会的支持小组必须要不断地发展和拓展肢体

关怀的策略，以满足宣教士们的需要。如果教会支持的小组自已无法提供宣教士

所需要的支持，那么就应该找到其它的办法和途径来解决。例如，如果支持小组

不能前去考察宣教地区，或者在宣教当地没有专业的人可以给予必要肢体关怀的

话，就应该寻求其它已经在当地地区有运作的机构，代表这些宣教士请他们协助

帮忙，让他们为这些宣教士提供关怀。此外，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与宣

教士们保持联系，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宣教地区的宣教士提供关怀，最好的办法是定期从教会派出成员去看望他

们。如果宣教士们知道来自教会的支持者事实上很清楚他们所事奉当地的情形，

并且能够认识一些他们正在宣教的对象，那么这将非常有利于促进宣教士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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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互信任。当我们差遣这些宣教士出去时，我们不单单只在他们宣教之前

提供关怀，也要在当他们在宣教地区时以及从宣教地区返回时给予关怀。 

3333、、、、宣教士回国的阶段宣教士回国的阶段宣教士回国的阶段宣教士回国的阶段    

 

 

 

 

 

 

 

 

 

 

 

 

 

宣教士回国可能是暂时的休息，也可能是永久性的定居。不论是哪种情况，

宣教士们都需要合适的关怀，而作为差遣教会，应该担负起关怀这些回国宣教士

的责任。航天员说，航天飞行最危险的阶段不是进入预定运行的轨道，而是返回

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同样地，当宣教士回到离开多年的家乡后，这一阶段也会

成为他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一阶段是不可忽视，也是不可轻视

的。无论宣教士是回国休假一段时间，还是由于某种原因提前回国定居，或者是

退休，都同样面对这一问题。这种回国生活总是伴随着“回国文化的冲击”，如

果缺乏智慧和关注来对待他们的话，那么宣教士所受到属灵的伤害可能需要许多

年才能使他重新回到最理想的属灵状态。你很可能甚至遇见有些宣教士受到如此

回国的阶段回国的阶段回国的阶段回国的阶段 

休假休假休假休假 

• 适应家乡的文化 

• 建立关系 

• 休息和属灵更新的机会 

定居定居定居定居 

• 适应家乡的文化 

• 找到新的角色 

• 定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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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害，而他自已本身以为他可能是永远都不能痊愈的！因此，差派一名宣教士

出去，是需要担负许多沉重的责任。 

回国阶段对于宣教士来说，通常是非常困难和压力沉重的时期，当他竭力面

对这样一个事实，他已经回到家乡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永远也不会

回到宣教的地区了。这时，宣教士所经历的是一种忧伤的过程。 

对于许多人来说，“回家”反而是一种困难的经历，因为他们没有一点也没

有感受到“回到家”了。许多情况下，宣教士觉得家乡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家乡，

而宣教的地方反而更有“家”的感觉（法赛特的见解 Fawcett, 1999: 41）。很多时

候，宣教士在自己的家乡反而像是个陌生人一样。 

宣教士的差派和返回并不是一件新事物。圣经中早已有这样的例子。 

宣教士差派的例子宣教士差派的例子宣教士差派的例子宣教士差派的例子：：：：使徒行传 13：2－3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

所作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宣教士返回的例子宣教士返回的例子宣教士返回的例子宣教士返回的例子：：：：使徒行传 14：26－28； 

“从亚大利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上帝之恩，要办现在所

作之工，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了会众，就述说上帝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并上帝怎样为外邦人开了通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 

使徒行传 15：35：“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

人，传主的道。” 

根据皮若罗 Pirolo（2000:23）的见解，在这几节经文中让我们学习到宣教士

重新返回的五个要点： 

1、 他们完成了任务。 

2、 他们回到差派他们的教会 

3、 他们受到教会的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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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们述说上帝透过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 

5、 他们回到教会后重新开始工作 

即使宣教士回国的时间可能很短，他还是必须去适应自已家乡的文化。因为

在宣教地区的生活和工作已经改变了宣教士和他的做事方式。回国休假让宣教士

有机会看望他的支持者们，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宣教士的整个休假不仅

仅是让他有机会分享、汇报工作，也是必须要让他有时间得到充分的休息。 

还有许多情况是，宣教士回国永久定居，回到差派他的教会。回国的阶段对

于宣教士来说，通常是艰难而压力沉重的时期，这时候差遣教会对宣教士的帮助

是至关重要的。在很多情况下，宣教士本人和教会都没有对这一阶段作好准备。

通常宣教士回国后，教会就不再认为应该对他继续负责任。还有一种情况是，教

会愿意帮助宣教士，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关怀和提供他们在回国期间的需要。 

宣教士从宣教地区返国的理由并不都是负面的，因此他们提早回国也不能被

视为是一种失败。“有的时候，宣教士最好是离开宣教地区，这也可能是出自上

帝的旨意。因为上帝有可能让一个人在宣教侍奉中，得到性格和技能方面的塑造

和培养。之后，上帝可能会交付这人一个新的使命，而这使命是在他自已的国家

进行的。有的时候，宣教士有必要离开宣教地区，这样，本地的教会才有机会得

到独立发展。”（泰勒：1997：7） 

圣经告诉我们，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结束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回到他们

的母会――安提阿教会。“这就是他们被众人所托，蒙上帝之恩，要办现在所作

之工”的地方（使徒行传 14：26）那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上帝差派他们建立

教会的事工，根据上帝的旨意，他们回到家乡的教会，并“和门徒们一起住了多

日”。（使徒行传 14：28）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详细探讨，在宣教士回国阶段，应该对他们提供怎样的

支持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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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差遣教会的宣教支持小组差遣教会的宣教支持小组差遣教会的宣教支持小组差遣教会的宣教支持小组    

罗马书 10：13－15：“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

遣，怎能传道呢？若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从罗马书的这几节经

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得救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好像盖楼房，一层层地垒起来。 

得救 

呼唤主名 

相信上帝 

听到福音 

传讲福音 

差派宣教士 

可以看到，在这个图表中，最基层的是“差派宣教士”。也就是说，整个得

救的过程都是从差派宣教士开始。希腊语中“被差派的人”就是“使徒”，意思

是“宣教士”。 

如今，在宣教领域中最大的需求不是没有足够的宣教士。事实上，有许多人

都准备好去宣教，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准备。而主要的问题是要有足够的差遣机构！

我们需要足够的差派机构，全面地支持那些出去宣传福音的人们，不论是在近处

的还是在遥远的外国。这些支持不仅包括金钱的支持，还包括各个方面的关怀和

支持。 

对宣教士的全方位支持，完全取决于差派他们的教会。在新约中，我们看到，

教会是宣教的基础（使徒行传 13：2－3）。作为宣教士的保罗和巴拿巴回去后，

向差派他们的教会汇报工作（徒 14：27－28）。不仅如此，差遣教会有许多可利

用的资源，能够提供一位宣教士绝大部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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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在巨大的压力下生活。他们常常处于不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

常常得到的是不太理想的支持和关怀。因为他们总是在前线和黑暗的权势厮杀，

所以经常处于属灵的严重攻击中。除非差派他们的教会能够完全承担起支持他们

的责任，否则他们是无法长时期地立足在宣教前线。 

藉由我们对宣教士的支持，以及对他们各个方面需要的满足，宣教士就得到

最大程度的释放，从而更加有效地从事上帝呼召的工作。毕竟，这并不是他们从

事自己的事工，乃是我们共同的事工。他们或许只是上帝国度的“步兵”，但是

那些支持他们的机构，却好比是上帝强大的军队。在上帝的国度里，我们都是同

等的参与者。 

有一种方式可以确保宣教士能够被全面的关怀，那就是在差遣教会中，让支

持小组的每个人负责某一方面的肢体关怀。然后，由教会中负责宣教支持工作的

联络人，将各方面的努力汇集起来。这个联络人在教会联络网中代表宣教士的家

庭。按照这种方式，一个有效运作的差遣教会支持小组，就能够全方位地支持宣

教士，作为教会的延伸部分，从而让宣教士能够完成教会所交付的使命。 

下面这个图形下面这个图形下面这个图形下面这个图形，，，，是对差遣教会的宣教支持小组的形象描绘是对差遣教会的宣教支持小组的形象描绘是对差遣教会的宣教支持小组的形象描绘是对差遣教会的宣教支持小组的形象描绘：：：：    



 11 

 

对于宣教支持的事工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怎样让教会的成员能够全心参

与对宣教士的支持。下面有几种方式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在教会安排戏剧的表演，让教会成员看到教会宣教的工作，以及宣教士在海

外的情况和事工。 

2、 举行一次考试，测验教会成员关于宣教士所在的国家、文化、种族等方面的

知识。这或许对年轻人有吸引力。 

3、 聚会小组可以选择负责支持一位宣教士(单身或是一个家庭）。 

差遣教会宣教支持小组的内部分工差遣教会宣教支持小组的内部分工差遣教会宣教支持小组的内部分工差遣教会宣教支持小组的内部分工    

前面我们提到过，教会中宣教支持小组中的每个成员，要专门负责对宣教士

的某项或是每一部分的支持。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支持小组的内部，需要那些

方面的具体分工。这些分工可多可少是完全根据特定宣教士的需要。在探讨完“支

持和关怀”的每个具体方面之后，我们还提供了具体的操作办法，用以抛砖引玉。 

向差派教会汇报工作向差派教会汇报工作向差派教会汇报工作向差派教会汇报工作 

宣教支持小组宣教支持小组宣教支持小组宣教支持小组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 宣教士回国的支援宣教士回国的支援宣教士回国的支援宣教士回国的支援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的关怀的关怀的关怀的关怀 

宣教事工的支援宣教事工的支援宣教事工的支援宣教事工的支援 

支持小组支持小组支持小组支持小组 

职业性的支持的支持职业性的支持的支持职业性的支持的支持职业性的支持的支持 

    祷告方面的支持祷告方面的支持祷告方面的支持祷告方面的支持 鼓励士气鼓励士气鼓励士气鼓励士气    沟通方面的支持沟通方面的支持沟通方面的支持沟通方面的支持 

经济方面经济方面经济方面经济方面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 

宣教士宣教士宣教士宣教士    

基本需要的支持基本需要的支持基本需要的支持基本需要的支持 

禾场禾场禾场禾场    

宣教士宣教士宣教士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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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士气鼓励士气鼓励士气鼓励士气    

鼓励宣教士的士气是整个支持关怀体系的基础。因此，这并不能视为独立的

支持关怀的一个方面，而是属于每个关怀方面的一部分。 

“士气”是属于军事方面的用语。意思是“鼓励士兵忍受劳累和危险，特别

是鼓励在战争中的部队”（何亚德和斯巴克的见解 Hayward & Sparkes, 1982: 747）。

在宣教领域中，鼓励士气的意思是，鼓励那些正在经历激烈的属灵争战的宣教士，

让他们因着我们的支持而受到鼓励。在哥林多后书 7：4－7，13中，保罗在写给

哥林多教会的信中，为我们提供了好的例子。 

“我大大地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

患难中分外地快乐。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

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

哀恸，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 

“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

我们就更加欢喜了。” 

保罗当时非常沮丧、疲惫，他的内心惧怕，外有争战。但是由于哥林多的教

会鼓励了提多，并且因此保罗也从提多那里得到了安慰和鼓励，于是保罗的心里

就感到欢喜舒畅。士气的鼓励就是这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差遣教会中的

每个人都能参与这方面的支持，因为每个人都能对宣教士说一些鼓励的话语，做

一些鼓励的事情。甚至简单到只是说一句：“上帝赐福你！我们和你一样为你所

参与的宣教侍奉感到兴奋。”这就是爱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对腓利门说：

“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腓利门书 1：7） 

可以看到，不仅保罗被腓利门的爱所鼓励，对那些圣徒们，也就是其它的基

督徒来说，同样地也受到了鼓励。 

士气的鼓励不仅仅应该来自差遣教会内部的个人。教会整体而言，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鼓励或者打击宣教士的士气。这些鼓励或打击是你的宣教士能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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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态度，也可能是你所做的事情。在差派宣教士的时候，即使是按手在他们的

头上祷告，他们也能感受到莫大的鼓励。 

另一方面来说，有许多考虑不周到的方式，都能打击宣教士的情绪和士气。

其中一种态度就是：“为什么你要在那里宣教？为什么不在这里？” 

在教会中，有一方面士气鼓舞的工作常常被忽略，那就是不识“千里马”。

所谓“千里马”，就是那些有恩赐的宣教士和被圣灵装备好的宣教士。在任何健

全基督教会的身体中，会有一些具有恩赐的宣教士。但是，他们常常没有机会，

来发现他们的恩赐或者成为宣教士来运用他们的恩赐。因此，主动发现并识别那

些“千里马”，是教会领袖们的责任。 

要注意的是，作为有恩赐的宣教士，并不是只能在国外从事宣教工作。有时

候，他也能够牧养差派他的教会，将跨文化宣教的经验和见识用来带领、建造教

会。（例如，保罗就是一个例子。参看使徒行传 14：27－28） 

鼓励士气的实用性原则鼓励士气的实用性原则鼓励士气的实用性原则鼓励士气的实用性原则    

1、 透过个人之间的谈话和沟通，来鼓励你们的宣教士。说几句这样的话：“愿

主赐福你。”或者“我们分享你的喜乐并为你祷告”。宣教士就会受到极大的

鼓励。 

2、 把自己的需代祷的事项告诉你的宣教士。要记住，你所支持的宣教士也希望

能为你祷告。 

3、 要让你们的宣教士觉得自己是教会的一部分。要常常告诉他教会中发生了什

么事情。 

4、 到宣教士所宣教的地区探访，然后回到教会反馈及分享。 

5、 为你们的宣教士订阅一些杂志。像《时代》周刊报导新闻的杂志，会让宣教

士了解世界动向。还有像是《读者文摘》杂志，都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征求

不同的人来帮助你订阅这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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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教牧支援教牧支援教牧支援教牧支援    

最重要的士气鼓舞方式，就是提供宣教士所需要的教牧咨询，让他能够有属

灵的成长。教牧支持的目的在于，确保宣教士（及其家庭，若是已婚的话）有属

灵的发展和长进。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促使宣教士与其它基督徒建立必要的团契，

使他能够有时间及机会学习上帝的话语，有属灵上的成长。宣教士之所以提前回

国的其中之一因素就是，他们没有定期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寻求神。 

任何有教牧恩赐的人，都可以承担教牧咨询方面的职责。这样的人不一定要

有神学学位，但他一定要有一颗愿意帮助别人的心。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人。这或

许是他和保罗两人起初一起被差派出去的原因。 

要记住，你们的宣教士也是人――他的家人也不例外。因此，他们必须要得

到关怀和照顾。同时，也不要忘记宣教士子女们的属灵需要。 

教牧支持的实用性原则教牧支持的实用性原则教牧支持的实用性原则教牧支持的实用性原则    

1、 与宣教士分享主在你生命里所做的一切。例如，你可以说：“这就是在过去的

几个星期里，我在灵修安静思想的时候主对我所说的。”或者说：“这就是今

天的讲道／圣经学习／小聚会所带给我的感动。” 

2、 宣教士总是不断地给出，因此迫切需要进行定期的属灵灌输。他们介绍一些

好的文章、书籍和网站，帮助他们获得属灵的造就。 

3、 鼓励一些人透过电子邮件，和宣教士一起的查经小组（如果宣教士不是在政

治或宗教敏感的地区工作的话）。 

4、 如果在同一个宣教地区还有别的宣教士，就应该鼓励你们的宣教士和他们建

立团契。你们也应该和那些宣教士建立信任的关系，这样你们就能从他们那

里，听到有关你们宣教士的情况。这并不是为了“监视”宣教士，而是从宣

教地区获得第一手的讯息。你们也不用正式地向那些宣教士寻问他们的近况。

如果你们和他们建立了正面的关系，有必要的时候他们就会与你们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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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宣教工作的支持宣教工作的支持宣教工作的支持宣教工作的支持    

宣教的目的是带领人们归向基督，训练耶稣的门徒，教导他们遵守耶稣基督

的命令和要求。但是跨越文化进行门徒培训，是主耶稣最高的指示。宣教士应当

帮助新的信徒有智慧地将上帝的真理运用在他们自已的文化当中，而不是复制西

方或东方的基督教。 

这就是为什么要给你们的宣教士在事工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因为这样能够

帮助他实现宣教的任务及目标。要尽量收集有关你们宣教士事工的消息。要思考

下列的问题：你们怎样支援他？他是否有可以应用的门徒培训数据？在宣教地区

是否有其它人或是参与相似事工的宣教士可以支持他？你们的宣教士是否与其

它的宣教机构一起同工？在宣教工作的支持方面，宣教士、差遣教会和宣教机构

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支持宣教事工的实用性原则有关支持宣教事工的实用性原则有关支持宣教事工的实用性原则有关支持宣教事工的实用性原则    

在宣教士回国探望的时期，要确保宣教士获得必要的培训及为未来的事工得

到装备。 

    

3333、、、、对宣教士基本生活和工作需要的支持对宣教士基本生活和工作需要的支持对宣教士基本生活和工作需要的支持对宣教士基本生活和工作需要的支持    

支持宣教士衣食住行等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基本需要，正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彼

此关怀的表现。哥林多前书 12：24－25 告诉我们：“…但上帝搭配这身子，把

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照顾。” 

差遣教会的支持小组可以为宣教士做许多实际的事情。事实上，如果宣教士

知道，教会的支持小组在替他料理许多生活的事情，他就会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鼓

舞。因为这些小事情常常会让生活变得艰难。下面列举的是一些可以帮助宣教士

做的实际事情。但这只是一些例子可供你加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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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宣教士基本需要的实用性原则关于支持宣教士基本需要的实用性原则关于支持宣教士基本需要的实用性原则关于支持宣教士基本需要的实用性原则    

1111、、、、宣教事工方面的需要宣教事工方面的需要宣教事工方面的需要宣教事工方面的需要    

（1）询问宣教士需要怎样的宣教资源：圣经、学习材料、影片放映机，等等。 

（2）帮助宣教士购买和运送所需资源到该宣教地区。（在一些情况下，最好是

在当地购买圣经。如果是这样，只需把购买圣经的钱转寄给宣教士就可以了。） 

2222、、、、家庭方面的需要家庭方面的需要家庭方面的需要家庭方面的需要    

（1）如果宣教士的孩子们是在家里上课，那么你可以作为一个联络人，到相关

学校和教育部门索取相关的教学教材及教具。 

（2）如果宣教士的孩子是在寄宿学校或者大学，那么应该找一个家庭为孩子们

提供一个家。 

（3）找适合的人去看望或者照顾宣教士年迈的父母。 

（4）如果宣教士不幸去世了，应该有人能够收养他们的孩子。 

（5）还可以定期给宣教士的孩子们找一些儿童录像带和书籍。 

（6）想办法知道宣教士最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基督教音乐以外的），然后寄

一些 CD或是卡带给他。 

（7）了解宣教士最喜欢什么样的杂志（非基督教杂志），然后寄一些给他。 

3333、、、、医疗方面的需要医疗方面的需要医疗方面的需要医疗方面的需要    

（1） 指定某人帮助你的宣教士准备一个好的医疗急救箱，同时让他成为宣教士

的医疗顾问。 

（2） 鼓励宣教士购买医疗保险。许多时候，宣教士挣扎有困难是因为急诊或者

住院要花费许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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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物质方面的需要物质方面的需要物质方面的需要物质方面的需要    

（1） 这方面的帮助包括，将宣教士和携带的行李运送到宣教地区。 

（2） 还可以帮助宣教士储藏那些他没有要变卖或是带走的东西等。 

（3） 还可以把一些必要的用品寄给宣教士。 

    

5555、、、、祷告方面的支持祷告方面的支持祷告方面的支持祷告方面的支持    

藤森（Tennyson）说过：“祷告所成就的事情，远远超过你所梦想的。”奥

古斯丁也说过：“如果不依靠上帝，我们就什么也不能做。但是如果不透过我们，

上帝也不会去做。” 

有时候，如果我们不祷告，上帝就不会让我们成功--因为我们就会认为是自

己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在上帝的主权下，祂选择让我们在祂的国度

里成为祂的同工。上帝让我们藉由祷告使我们有机会参与他的工作，同时也得到

他的赐福。 

祷告并不是祈求上帝做一些祂不愿意做的事情。也不是强迫上帝做事。相反

的，我们祷告是为了颂扬基督胜过魔鬼撒旦的荣耀。祷告是与宇宙万物创造者的

一种有效的、热烈的交流。这种交流是合乎他旨意的，而祂的旨意控制着世界所

有事物的平衡。 

保罗在以弗所书 6章中谈到属灵的争战，他清楚地强调能保护我们的盔甲。

但是他提到了用来进攻的武器主要有两种：“圣灵的宝--也就是上帝的话”和祷

告。（皮若罗 Pirolo，1991：96）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

弗所书 6：18 

我们可以从宣教士那里知道他们祷告的需求，然后告诉教会。如果我们透过

照片和故事等方式，将有关宣教士最新的、有趣的清息传递给教会，人们就会为

宣教士恒切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中需要一位有创意的人来做这些事情。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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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是在敏感的地区从事宣教工作，那么在和宣教士或是教会分享一些事情时

就要额外地小心。 

关于祷告支持的实用性原则关于祷告支持的实用性原则关于祷告支持的实用性原则关于祷告支持的实用性原则    

1、 为每个宣教士的家庭具体地祷告――不仅是为整个家庭祷告，也要为每个家

庭成员具体地祷告。 

2、 设立“宣教月”或“宣教周”，在所有家庭小组聚会时为宣教士祷告。 

3、 向所差遣的教会宣布特定的代祷事项，例如健康问题，事工的困难等等。 

4、 鼓励个人和家庭在家里也为宣教士及其家庭祷告。 

5、 为你的宣教设身处地的着想。当你孤独的时候，为宣教士能够面对孤独来祷

告；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为宣教士能处理受到伤害的感受来祷告；当你受

到鼓舞的时候，为宣教士的成功而感到喜乐。 

6、 用吸引人的信息、地图、照片、故事和游戏，将整个为宣教士祷告的聚会活

跃起来。要富有创造性！ 

6666、、、、沟通方面的支持沟通方面的支持沟通方面的支持沟通方面的支持    

我们不仅要为宣教士祷告，而且还要写信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为他们祷告，

以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对于宣教士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鼓励。宣教士可以反

复地阅读你的来信，每读一遍都得到祝福。 

沟通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方式。把沟通的责任全部交给宣教士是不公平的。我

们应该努力与宣教士沟通，了解他们的情况，以及他们工作所面临的处境。这表

示你要尽力得到宣教士所服侍的地方正在发生，真实、第一手的消息。最好的方

式是，你亲自前往宣教士那里，或者你从教会里差派人前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宣教士有必要定期和教会中的宣教支持小组保持联系和沟通。这种双向的沟通方

式应当建立起来，并且要得到长期的维持。 

还有许多其它具体的方式也可以与宣教士联络沟通。例如用录音磁带把问候

和鼓励的话语录上，然后寄给宣教士，或者是照片、电子邮件、包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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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点也是重要的，那就是作为教会中的宣教支持小组，应当了解宣教

士所在的国家和人民的情况。还应当把这个国家的文化、民族、以及未接受福音

的群体情况，都分享给宣教支持小组的成员，让他们了解。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联络沟通方式是，宣教士要定期寄出有关自己情况的书

信。更新通讯名单，以确保良好、畅通的沟通管道。 

有关交流沟通支持方面的实用性原则有关交流沟通支持方面的实用性原则有关交流沟通支持方面的实用性原则有关交流沟通支持方面的实用性原则    

1、 定期与宣教士交流沟通。让他知道你为他祷告。 

2、 散布宣教士寄来的最新消息的书信。 

3、 确保宣教士的通讯地址及时更新。 

4、 到宣教地区看望宣教士。让教会中负责宣教的人员，包括教会的负责人，要

定期前往宣教地区鼓励宣教士，确保双方都能够获得第一手的信息。 

5、 照一些在家乡中所发生有趣的活动的相片，然后寄给你的宣教士。同样地，

也让宣教士照一些关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相片，寄给教会的人。 

6、 记住宣教士和他们孩子的生日，以及宣教士的结婚纪念日。 

7、 送一些信纸、笔或者信封邮票给教会的人，鼓励他们给宣教士写信。 

8、 鼓励教会资助宣教士一笔钱，专门让宣教士在宣教地区时可以用来给家人和

朋友打电话。 

9、 确保你们的宣教士有最新的教会成员通讯簿。 

10、 制作宣教士们的通讯簿，及记载宣教士的个人数据，例如生日、结婚纪念

日、兴趣爱好、定期的祷告需要，将这些通讯簿发给教会里的成员。 

11、 鼓励教会中的商人在国外经商的时候，前去看望你们的宣教士。 

    

7777、、、、经济支持经济支持经济支持经济支持    

提到支持时，大家最常想到的是经济上的支持。事实上，当你一提到对宣教

士的支持时，大部分人会立刻联想到“钱与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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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宣教士来说，没有什么要比经济上的困难再令人气馁沮丧了。我们应该

在经济方面强有力地支持宣教士，让经济的问题不是他们挣扎的地方，乃是因为

有足够的供应而得胜利。 

宣教士通常都不会直接告诉别人他们的经济困境。因此，作为差派的教会，

有责任根据宣教士所在的地区情况，了解及计算宣教士在当地的生活费的所需，

知道宣教士需要多少钱可以维持生计。 

经济支持的一个关键方式是募集资金。有“101种募集宣教资金的办法”可

以参考。在这里，我们不对此作详细探讨。事实上，如果我们重视十一奉献，就

不需要什么募集资金的策略。这并不是说，募集资金的策略是不妥当的。真正需

要的是让基督徒们真正关心世界宣教的使命，他们就会过着更为简单的生活方

式，以便为天国的事业奉献更多的资金。这并不是说，你要像一个乞丐一样生活。

而是说，有时候，如果你购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将节省的钱捐赠给宣教士，那么

我们的宣教士就不会像乞丐一样生活。换句话说，要避免挥霍浪费的虚荣生活。 

对宣教事业的经济支持方式有许多，不仅仅是募集资金。管理资金、安排好

银行方面的事务、注意外汇兑换、以及在祖国和宣教国纳税，还有借租房子给宣

教士住，等等繁琐的事务，都可以由教会代替宣教士处理。 

经济支持需要宣教士和差遣教会双方的彼此信任。 

经济支持方面的实用性原则经济支持方面的实用性原则经济支持方面的实用性原则经济支持方面的实用性原则    

1. 鼓励人们针对某项特定的宣教事工捐赠资金，鼓励人们具有奉献精神，捐赠

超过十分之一的资金。尽管宣教士可能由他自已的工作赚取工资来维持生计，

但是他的收入可能不够，或许他个人和事工需要额外的花费。 

2. 要定期询问宣教士的经济情况。 

4、 每年一度，教会要和宣教士一起讨论个人及事工的预算。这样的预算会让差

遣教会的成员和宣教士本身，对宣教的总体花费有所了解。下列的花费细项

必须要列入预算。根据宣教士的情况，这些细项可能会因为宣教士的情况不

同而有所差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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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花费每月花费每月花费每月花费：：：：    

         交通费 

         食宿费用 

         水电费 

         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 

         个人用品（食物、衣服，等） 

         补贴／保险 

         医疗计划 

                 年度花费年度花费年度花费年度花费：：：：    

        回国休假的旅费 

              额外的休假费用额外的休假费用额外的休假费用额外的休假费用，，，，不包括在每个月的基本花费不包括在每个月的基本花费不包括在每个月的基本花费不包括在每个月的基本花费：：：：    

         休假安排和花费 

         缴纳税 

         汽车的使用和维修 

4、要让宣教士参与承担一些医疗和补贴费用。 

8888、、、、职业性的支持职业性的支持职业性的支持职业性的支持    

如今，对带职宣教士的支持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带职宣教就是宣教士一方

面从事社会职业，同时也从事宣教事业。这需要有见证，证明主赐给了这样的带

职宣教机会。在一些政治和宗教不自由的国家，这种宣教士的工作方式是非常实

用的。 

    宣教士可以从事许多种职业，例如教师、工程师、医生、农场工人、商人、

护士，等等。这一类的带职宣教士往往需要一个同行业的团队，来帮助他从事职

业工作。例如，如果他是一位工程师，就需要相关的技术信息。这样，在家乡的

教会中，就可以有一些工程师组织起来，帮助宣教士及时获得相关的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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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全方位地支持他的职业工作。作教师职业的宣教士，可能需要有关课程的

信息，或者需要一些教学材料。那么，在中国的的一些基督徒教师们就可以出手

相助。这样的职业性支持小组，可以称为“兴趣爱好”小组。 

关于职业性支持的实用关于职业性支持的实用关于职业性支持的实用关于职业性支持的实用性原则性原则性原则性原则：：：：    

1. 在中国的专家可以组成“兴趣爱好小组”，为海外那些宣教士提供咨询。例

如，在农业方面和教育方面。这种专家小组，可以由来自许多宣教机构的人

员组成。 

2. 可以让一位和宣教士同行业的人，充当宣教士和兴趣爱好小组之间的联络人。 

3. 有关专家可以前往宣教地区，提供短期的协助，例如，建筑项目。 

9999、、、、宣教回国阶段的支持宣教回国阶段的支持宣教回国阶段的支持宣教回国阶段的支持    

通常，宣教士在回国期间，人们认为他已经脱离了宣教工作，同时也认为教

会不再有继续支持他的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宣教士回国期间仍然继续得到支持，

但是这些支持的人并没有预备好或者知道如何给予其宣教士必要的关怀和陪伴。

许多情况下，宣教士本身也没有准备好面对回国后所随之而来的需求。 

宣教士回国不是单纯地回到所熟悉及旧有的环境而已。宣教士所要面对的是

生活中许多方面的改变：自己自身的改变、家庭和朋友的改变、祖国和家乡的改

变。这些变化以及伴随需要调适的地方，可能会导致宣教士承受巨大的压力。在

这个阶段，宣教士需要特别的关怀，以及具体详细的指导。 

对于宣教士和他的支持者来说，都需要明白，在回国期间，宣教士会有怎样

的感受，会面临怎样的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宣教士可能会面对以下的

情况并不感意外：孤独、罪恶感、属灵的重新评估、健康问题。一些宣教士甚至

想立刻返回宣教地区。这时，我们必要有智慧地提醒宣教士，寻问他“在此时，

这样的决定是否来自上帝的旨意，或者是他应该在这段时间里先好好休息，重新

调整一下。” 

回国的时间长短没有什么限制。可以从六个月到两年，甚至更长。然而最重

要的是，宣教士必须走向自我整合的正轨，从而实现回国的真正目的。当宣教士

经历了个人的改变之后，在侍奉中、教会中和社会中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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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整合的过程就完成了。当宣教士退休回国后，整合的过程能够使他保持忙

碌而有意义的生活，并且还能发现自己在教会和社会中，仍然可以扮演一定的角

色。 

宣教士有丰富的宣教经验，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并且应该用来有效地服务

他的教会。 

关于在回国阶段支持宣教士的实用性原则关于在回国阶段支持宣教士的实用性原则关于在回国阶段支持宣教士的实用性原则关于在回国阶段支持宣教士的实用性原则    

回国阶段的支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支持的预备阶段 

2、 迎接宣教士到达的阶段 

3、 跟进关怀的阶段 

1111、、、、支持的预备阶段支持的预备阶段支持的预备阶段支持的预备阶段    

（1）为宣教士的回国作准备 

� 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在宣教士回国之前三、四个月，就开始和宣教士讨

论回国会面临的过程，作好回国阶段的支持准备工作。负责和宣教士磋

商的人，自己必须有宣教回国的经验。如果无法做到与宣教士进行口头

协商，那么要确定宣教士有说明回国的所会面对的过程的书面数据。 

� 提供宣教士一些可供孩子选择的学校，以及就业机会的信息。 

（（（（2222））））家庭教会宣教支持小组的准备工作家庭教会宣教支持小组的准备工作家庭教会宣教支持小组的准备工作家庭教会宣教支持小组的准备工作    

� 在宣教士回国之前 3个月，请教一位有回国经验的宣教士，向支持小组讲解

宣教士回国阶段的情况。后续的会议针对有关回国阶段支持的资料，加以讨

论。 

� 制定一份行动计划，提供宣教士回国后的紧急需要。其中包括：休假食宿、

交通、娱乐、财务，以及宣教士孩子们的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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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迎接宣教士到达的阶段迎接宣教士到达的阶段迎接宣教士到达的阶段迎接宣教士到达的阶段    

（1） 要让你们的宣教士感到自己是特别的。到机场或是他家热烈欢迎他。 

（2） 首先，要确定宣教士有足够的时间休息。要立刻为他立即的生活所需作好

安排，在最初几天要确保供应宣教士在交通、基本生活采购、以及卫生用

品等方面的需要。如果他还没有来得及兑换外币，应该提供他一些的现金。 

（3） 确保差遣教会事先理解，宣教士首先应该有休息的时间，无法参加会议。

要安排一个人负责与宣教士定期保持联络，随时知道宣教士及其家庭有什

么其它方面的需要。 

3333、、、、跟进关怀的阶段跟进关怀的阶段跟进关怀的阶段跟进关怀的阶段    

当宣教士休息好了以后，跟进阶段的关怀就开始了。其中包括五个方面： 

（1） 实际的帮助――交通、财务的处理、医疗咨询。 

（2） 听取汇报――要安排一个轻松而非正式的机会，让宣教士讲述他的宣教经

历。注意：这不是正式的工作汇报。 

（3） 与家庭聚会小组的交流――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机会，让宣教士有机会分

享自己的经历。 

（4） 特别的关怀――留意宣教士在某些问题方面所需要专业性的关怀。例如心

理、情绪方面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以及孩子们无法适应新环境的问题。 

（5） 长时间的跟进关怀――要有耐心。回国适应是一个过程并不是几天内就可

以适应的。不要几个月之后，就把宣教士忘记了。要定期看望宣教士，并

提供必要的帮助。 

差遣教会的联络人差遣教会的联络人差遣教会的联络人差遣教会的联络人    

好了，在本文即将结束之际，我还要有些说明。在教会中，必须要有一个人，

来全面负责宣教士的支持工作及他/她所扮演的角色。这个人必须要让教会中的

每个人都明白，他（她）在宣教支持小组内扮演怎样的角色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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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全面负责的人应该照顾满足宣教士的需要，并且在教会生活和会议中全

面代表这位宣教士。这位负责的人是宣教士和教会之间很重要的联系。 

 

全面应用和实践全面应用和实践全面应用和实践全面应用和实践    

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位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健康运作并

全面支持他的差遣教会，那么宣教士可以更有效率及更佳管理所拥有的资源，来

达成宣教的工作。此外，那些在差遣教会中不能前往非洲和中东地区宣教的弟兄

姐妹，便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业及恩赐，也一同参与上帝国度的事工，将“福音传

到地极”。这样，他们对宣教的事工会抱持着前所未有的热情。 

到最后一切都是关乎着肢体的生命--我们都是在主基督的统领之下。许多宣

教士回国后，他们最大的需要是真挚的团契和了解。他们需要真诚的弟兄姐妹和

他们真挚地相处。如果一个教会能够全面支持宣教士，就像是宣教士的亲密团契

--耶稣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事情呢？ 

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教会中实现这样的目标吧！ 

每个方面的宣教士支持工作，可以由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来负责。同样的，

一个人承担多方面的工作职责也是可行的。然而，重要的是，所有担任的人员必

须要能够在团队中一起同工。 

因此，团队成员常常一起相处，建立关系是很重要的。例如，一起吃饭是彼

此交往简单而方便的办法。如果可能的话，支持小组的成员们应当在宣教士出发

前，彼此之间就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如今，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差派更多的宣教士，而是确保宣教士们

从宣教前的预备阶段，直到宣教回国阶段的期间，都受到有效的关怀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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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问答题问答题问答题：：：：    

1. 例出你的教会在差派和关怀宣教士方面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目前有哪些是

主要的困难？ 

2. 请列举一些具体实际的办法，让你的教会成员能够参与宣教士支持工作。 

3. 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资源，是可以用来从事宣教士的支持工作？怎样改进这样

的宣教士支持工作？ 

4. 你的教会如何关怀回国的宣教士？这方面的工作怎样才能得到改进？ 

5. 你的教会能够提供哪些资源，可以用来提高你所处的地区或国家在“肢体关

怀”事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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