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承烈牧師（ 이력서 서승열선교사） 

●差會：〈環球福音協會〉（ ）  

●籍貫：韓國（ ）

●出生： 年 月 日於韓國（ ）南部的長水縣

●家庭： 年 月 日結婚，與〈李順一師母〉 ，育有三女一子(李義 

真、李義赫、李義人、李義美)。
 

●簡歷：○ 年，〈總神大學畢業〉

○ 年，〈合同神學大學院〉碩士畢業

○ 年，按立牧師 合神

○  在韓國，開拓 羊群教會

○  受宣教訓練 英國

○ 年，在英國進修〈宣教學研究〉

○ 年，在英國教育延長〈 課程履修〉

●在台事奉： 年 迄今 服事超過 年

○ ，差遣到台灣，接受語言訓練 國語 客語

○ 年，開拓〈石光教會〉

○ ，開拓〈台中愛恩教會〉

○ 現在，設立〈穩固根基〉課程

○ 年 月，開拓〈豐原愛恩教會〉

○ ，共同設立〈台中客家教會〉

○ ，擔任〈台中韓語學校〉校長

○ 現在，設立〈台中韓教會〉

○ ，在〈中華聖潔會關西教會〉牧會

○ 設立 國際華人動員宣教協會

台灣 中國 韓國 及英國




 

【一個悠遊在天地奇境的吹夢巨人】徐承烈 牧師夫婦 

~尋回失落的地平線~ 

●序言：我有一個夢 

    在〈失去的地平線 Lost 

Horizon〉此書與影片中，結尾留下

伏筆，給予讀者與觀眾預留空間，來

思考迴盪，男主角是否能再重返〈香

格里拉〉？您認為他會找到它嗎？如

心中的明月，藍月谷，永生青春的永

駐之泉，似天上人間，地上天堂的縮

影，在地若天，與世無爭的和平，領

袖智者的智慧，溪中黃金與寶石，世界所有的圖書館藏，純真良善的人們，音樂、藝

術、教育，勤奮工作，像長壽，宗教、信仰、節慶、條例、規章、法度，來去的居民

訪客，這與世無爭的世界，仿如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 

 

   ◎馬丁路德.金恩：所有的人無論種族或信仰，都是人類社會中平等的一份子。 

   ◎曼德拉：沒有人生來就帶有種族歧視和偏見的，我們並非天生勇敢，但是我們 

             可以用勇氣來回應。 

   ◎陶淵明：心內筆下，如天上人間的桃花源境。 

   ◎吹夢巨人：收集人世之間的夢，編織夢、製造夢並吹醒夢，使之美夢成真。 

   ◎馬丁路德：因信稱義，非因愛，但信與愛的全備教義，是最短也是最長的神 

               學。 

   ◎保羅：傳揚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的福音，將屬於主的新婦，以其純一無邪的心， 

           許配給基督祂自己。 

   ◎徐承烈牧師：動員華人起來宣教。 

 

     上帝的宣教士/徐承烈牧師，不僅自己成為宣教士去宣教，他也有一個夢…。 

●清晨夢境 

    天地之大，彷彿就是一座奇妙之夢境，小小的夢想，也是根植醞釀在天父世界

裡，並在廣闊的白雲、藍天、綠地中飛翔，如鷹蝶展翅。 

●上帝賜夢 




 

在時空的長廊裡，賜夢者如祢，將祢自己以及所有的美夢，與一切夢的解釋，美

編成一個個夢境，織入他未成形，也並不向祢隱藏的形體內，祢早已聽見他的夢語，

並看見他的夢園，他卻願意讓祢見識他最起初的至好榮美，感覺十分喜悅、坦然、

安全，之後，以一種吹夢巨人之姿，帶夢踏入造夢之旅，學習像祢，啟動逐夢飛翔。 

 

高中時，徐牧師與家人搬到首爾居住，〈厚岩教會〉

是他的母會，教會一年一次會舉辦持續一週的〈宣教復

興特會〉，年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年。他以高二學生

參加此特會，有幾位知名神學家前來當講員，並帶領培

靈會，宣講的信息，令他很感動，記得就在最後一天週

六晚上，講員在宣召〈你們聽了一週的信息如何？願意

回應神嗎？願意作宣教士的請舉手。〉讚美主！徐牧師

是第一個舉手的，他就走到講台前，有三位神學家為他

們個前來的人禱告祝福，這是他難忘的蒙召經歷。之

後，每逢下課後，他都去教會，並唱詩流淚禱告，接下

來，神再花了年，預備他踏上當宣教士的道路。 

●築夢階段 

母親是第一代基督徒，在她母腹裡，她已將徐牧師獻給主，母親懷他之時，禱求

主若是生兒子，就奉獻為主，主應驗了一位母親的禱告。在他國中時期，學校有生活

調查，詢問學生未來的夢想，他就說他希望作牧師，同學們聽了都大笑，他是老大，

他有三個弟弟與兩個妹妹，爸爸由姨媽與姨丈帶領信主之前，是逼迫基督徒的，就是

自己的太太，他的媽媽需在田裡辛勤工作，利用空檔去教會，爸爸曾撕毀媽媽的聖

經，第二天手就腫痛起來，韓戰時期，美軍物資送給眾教會發放到民間，爺爺有叫家

人們去取回家用，因之，徐牧師主張信心的宣教，不為己募款，只倚靠上帝，求告主

的供應，相信呼召的神自會為我們負責到底。



國小三年級時，徐牧師生了重病，叔叔與其他家人都不看好，媽媽卻不放棄地

為他切切禱告，禱告的淚珠滴落在他臉上，他醒起後有意識，恢復精神了，心裡就很

感動，母親的信仰影響他至深，她是個敬虔愛主，也是禱告的人，但她沒想到兒子會

作牧師，雖然在其母腹中，已奉獻給主，但當他告訴母親要讀神學院時，她蠻高興

的，但聽到了兒子要出國去宣教，她就好生氣，一個月都不跟他講話，都是因為母子

捨不得分離的愛呵。

●造夢時期 

高三考大學的聯合考試，教會傳道要他把成績單給他，傳道卻用副本幫他申請一




 

所神學院，他同時考試申請了所喜歡就讀的神學院。最後終於避開了這節外生枝的

尷尬，註冊就讀了〈合同神學大學院〉 以碩士畢業。

「當徐牧師他在高中及大學時，讀戴德生的傳記，就羨慕作中國福音工作，很想

傳福音給中國人。後來，他成為〈環球福音會〉的宣教士，有人告訴他台灣需要客家

福音工作。於是他開始接觸並收集客家人的相關資料，瞭解到有許多客家人影響了中

國文化。」~註

他讀戴德生傳記，深深被感動，是屬第二次決

志，他願意到中國宣教。讀神學院之時，與個同學

吃午餐之前，會為中國禱告。畢業後，在韓國牧養教

會，有一天，他帶領教會晨禱會時，卻說不出話來，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如此，第四天，上帝好像

在對他說，〈是我叫您出去〉，當時他有幾個考量，第

一、覺得要善盡老大孝順父母之責，第二、他是教會

牧師，離開後羊群是否就分散無人牧養，第三、想留

下並牧養教會，待成長茁壯後，再差派宣教士出去，

也很好啊，但上帝再說，〈您的父母也是我的孩子，您

的教會，也是我的教會，是我叫您出去。〉，他就沒有

任何藉口了，當他要告訴師母時，卻很為難，師母從

來沒有聽過要出國宣教之事哩，他就寫了一封信給

她，一週後，師母告訴他，〈我是您的太太，我決定跟

隨您去。〉，當時他有三個宣教選擇機會土耳其的事

工，香港華人，台灣客家人，當他讀了夏忠堅牧師

所著，翻譯的英文小書後，對後者〈台灣客家人的宣教〉遂湧出了感動負擔。所加入

的〈環球福音協會差會〉是針對未得之民的宣教，對準宣教士的要求：1.兩年不能安

裝電話 2.不接觸韓國鄉親 3.不能接受父母家人到家來拜訪。這是一個信心的差會，之

後影響了徐牧師所創辦的 TMM〈國際華人動員宣教協會〉宣教士養成的理念。 

●作夢家族 

    徐牧師在 1952 年 5 月 10日出生於韓國南部的長水縣，他家裡務農，要種田割

稻，養成不怕苦，卻努力辛勤認真，並有以身作則的榜樣。1980 年 11月 29日與愛

妻李順一師母( )結婚，育有三女一子(李義真、李義赫、李義人、李義美) 。

順一師母是個幫助者，順服地打理家務，照顧三女一子，孩子小時，讓他們在地上爬

玩，並獨立成長。 

 




 

    家中四個孩子們，其中老二是兒

子，他們分別在韓國與英國與台灣出

生，個性喜好都不一樣，有些怕冷或

怕熱，像是聯合國家庭。他們都受到

徐牧師與師母的榜樣激勵，兩個女兒

都嫁給牧師，成為了教會的師母，小

女兒也已在工作，都受到良好教育，

都虔誠愛主並事奉主。有精神狀況的

兒子也很可愛，也能融入教會生活中

共處。 

●吹夢之工 

    徐牧師開拓了韓國羊群教會〈 教會〉 、關西鎮石光教會、台中&豐

原愛恩教會、台中客家教會、擔任〈台中韓語學校〉校長、設立〈台中韓教會〉、牧

養服事〈關西聖潔會〉、創辦 TMM〈國際華人動員宣教協會〉並擔任會長/總幹事。 

●夢鄉身影 

據說，徐牧師有大陸山東人的堅強勇敢，有傳福音的堅持到底，對方都心悅誠

服，石光教會有一 80歲的徐木宣老伯，他拿出祖譜來，看是否與徐牧師同祖宗，每

主日他都早到教會來聽講道，其孫女結婚，也有送禮盒來。 

 

    徐牧師做事有智慧，預備週到，顧念弱勢之人，尊重人，使人們覺得自己是重要

之人，他總是竭盡所能幫助人，當孫宗霖小弟兄學費不夠，他就拿出好幾千元給他繳

學費，他為主與福音是盡心竭力。 

 

    有執事說，他像三國時代的英雄〈劉備〉。曹操論劉備為時代英雄〈煮酒論英

雄〉 

 

    他也像亞伯拉罕大有信心，是信心之父。他也是禱告的人，在禱告之中，獲得問

題解決。 

 

    他卻不像印象中的韓國牧師，激動大聲有力的禱告，他只是溫和真誠，他也是充

滿感恩的人，對於曾幫助他的牧者與兄姊，但見他眼裡泛著感動淚光哩。 

 

    他有協調領導的能力，展現在 8-9人執事會與 30人核心同工會中，面對大家意

見不同時，見他沒有氣急敗壞，而失去控制，仍注意話語的語氣與自己職分，他勇於




 

表達己見，又願意仔細傾聽，發揮他難得的協調領導力，展現了他的既溫和又堅定。 

 

    徐牧師鼓勵弟兄姊妹要聖潔，人非聖潔，不能見主面，他敬畏神的榜樣，是回應

神呼召他的明證，無論他遇見什麼樣境遇困難，他都以神所賜予他的信心克服，並勇

敢地走過來。 

●綺麗夢園 

    徐牧師費盡苦心傳福音給范金燕執事的父母以及孫秀琴教師的父母，人說傳福音

有三難，〈客家人很難！老年人很難！自家人很難！〉在兩家父母身上這一切都突破

了，因在神卻沒有難成的事。 

●尋幽夢徑 
◎開拓.設立.創辦的秘訣 
   

  「自詡為〈我是韓國客家人〉的徐承烈談及〈台中

客家教會〉成立的過程，他說，客家人有隱藏身分的

心理，他不是客家人，而且台中不是客家庄，所以有

種種的困難。於是他向上帝禱告，突破困難的方法。

他說，有一天神告訴他，客家人很團結，所以要用團

結的方法。當時，台中有每月一次的〈客家聯禱會〉，

他向弟兄姐妹分享，客家人要團結，否則向客家人傳

福音很困難。於是他們先成立客家小組，一段時間

後，在今年九月底成立台中客家教會。」~註 

 

◎秘密武器 

    徐承烈牧師表示「晨禱是把一天最好的獻給神，

藉著禱告把一天要做的工作、弟兄姊妹的問題都帶到

神面前，對教會和個人都很重要。但是持續的禱告，

則是要信仰堅定才能做到的。他並建議，晨禱盡可能

每天舉行，讓身體養成習慣。他以自己為例，周一休假時，他應該不用到教會，可是

他已經養成習慣，很自然地走到教會來晨禱。徐牧師說，早晨沒有外務干擾，是一個

可以專心尋求與神親近的時間。晨禱結束再開始一天的工作，會有意想不到的恩

典。】~註 

●宣教美夢 

    徐牧師心裡有一個夢，請仔細凝聽他的心聲：〈我有一個夢，就是動員華人起來

宣教。〉 
 




 

◎興起華人啟動宣教之緣由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馬太福

音 9:37~38 節 

 

    在 36 節主耶穌嘆息是因為許多的

人群(世界許多種族)沒有牧人而困苦流

離, 並且工人缺少得很嚴重，羊群在諸

山間，在各高崗上流離， 在全地上分

散， 卻無人去尋, 無人去找。 

 

    太陽快要平西， 時間是很緊迫的！ 

 

    這時候,主耶穌命令我們什麼呢?我們要求告神打發工人，這 38 節意思是說， 為

了工人，我們要禱告並尋求 神。 

 

    不過，我們可以做的只有禱告而已嗎? 

 

    根據聖經許多經文，我們可以了解這經文含著其他兩個很重要的命令： 

1) 把自己奉獻給主(獻上自己). 

2) 要出去尋找工人(動員).動員宣教(Mission Mobilization)意思是說-我們要尋找其他

同工們，然後我們跟他們一起同工去收割。 

    那麼，我們要動員誰呢? 答案是“華人”！ 為什麼要華人呢?  

 

    西歐的宣教士顯示減少了，但南美洲、非洲和亞洲，漸漸成為差遣宣教士的主要

地區了，因回教徒的增加，“華人”在許多回教國家尚未受到排斥，華人人口的增

加，中國將會成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國家，要參與跨文化宣教時，需要克服些許限

制，反觀海外華人(Diaspora Chinese)的情形：如下 

 

   1) 他們在開放的世界裏            3) Global 偏在 

   2) 他們跨文化的生活經驗豐富.     4) 網路國際化」~註

◎鼓勵客家人回應宣教呼召之初衷 
     「客家人被稱為「東方猶太人」，可以成為「宣教的種族」，因客家人有做 




 

宣教士的氣質，包括刻苦耐勞的精神、勤勉冒險進取的精神，容易適應當地文化、

具有語言天份，都經歷艱苦，在別人不要或無法墾植之地開拓，而且團結奮鬥，這

是客家人參與跨文化宣教的優勢。現在客家人分散遍滿世界各地，在一百多個國家

定居，有華人地方就有客家人，大部分未得之民都有客家人存在。這乃是出於上帝

特別的美意與目的，要讓客家人成為神所使用宣教的器皿。所以徐牧師鼓勵客家人，

千萬不要說「我不行」 應回應宣教呼召。」~註  

◎創辦 國際華人動員宣教協會之果 
  「TMM〈國際華人動員宣教協會〉是台灣近

年發起的新差會，是韓國宣教士徐承烈牧師在

台灣客庄服事了 23 年後，神給他的特別引導。

TMM 事工內容與目標：1.動員 2.訓練 3.差派 4.關

顧。CMMI海外訓練基地〈1.韓國 2.馬來西亞 3.泰國

4.英國〉目前協會由台灣、南韓、上海、溫州、

馬來西亞等地差會，組成國際差會 (CMMI)」 ~

註 

 

    他所屬環球福音差會就是一個信心差會，TMM 

也不募款，使服事主的人，遵行大使命，相信主會

負責，他創辦此信心差會，自己擔任會長/總幹事，

在大陸、東南亞、台灣各地奔波，他說沒有錢時，

走路也可以。 

  「TMM 使命：專在華人教會呼召，培訓、差

派、關懷跨文化宣教士，去未得之民中得人歸

主。近幾年跨文化宣教事工在歐美及南韓教會都有下降趨勢，然而華人教會被主

興起了。所以徐牧師起來呼籲各地華人教會，要承接這跨文化宣教事工的棒子，

參與普世宣教的大任，看見神的國度早日降臨， 

，他真心誠摯地邀請有志華人青年來同赴主的大使命。 

 

華人動員宣教協會的特點： 

❶ 只在華人教會中呼召、培訓、差派並關懷宣教士的長期服事。 

❷ 培訓的工作以華語為主，待進入準備差派時才做英語及工場地的語言學習 

   訓練。這樣的好處是讓一位被神呼召的準宣教士，可以立刻進入培訓的階 

   段，以華語受訓、交通、團契，不致因語言的難處而受攔阻，叫華人子弟 

   更多被興起。前兩年的寒暑假，在韓國、馬來西亞、泰北、倫敦四地做跨 

   文化宣教的學習與實地體驗。 

    TMM「台灣華人動員宣教協會」於 2014.7 政府已立案，2015 年 11 月 7 日在竹北宣

教中心正式成立。目前組織有 9位理事與 3 位監事，即將差派出三位完成裝備訓練的準

宣教士，出發前往巴布新幾內亞及非洲莫三比幾宣教。」~註 

●夢語呢喃 

    徐牧師於韓國神學院畢業後，在當地先牧會，約有 100人，他都去找沒有人要的羊




 

群進來。 

 

    他的兒子發病，他仍堅持繼續宣教，令現在牧養〈關西聖潔會〉的孫秀琴教師很感

動，因徐牧師邀約，她就從他手中接下此教會牧會的主棒，並參與了 TMM 差會的助手

職務，他說，我們不看自己，定睛仰望神，齊同心事奉主。潘雪香也從徐牧師手中接下

〈豐原愛恩教會〉的牧養棒子，由此可見他的為人處事，並樂意提攜並可放手成全後進

之心。 

 

    徐牧師說道：〈非常感謝溫永生院長對敬祖大會的推動非常有影響力，對祭祖、拿

香、拜偶像的議題，有專門的研究，給予客家教會很大的幫助。客家話像音樂一樣好

聽，要多多說客家話，有時與客家人說客家話，說到一半，他就又轉換說起國語了，自

己的地方，與自己的鄉親，不說客家話，就覺得怪怪的，不要忘記自己的母語。上帝賜

福世界第一所神學院(客家宣教神學院)的院長、老師、同工與學生，為神所使用，有合

而為一的心事奉主，請垂聽他小僕人的禱告。〉。 

●結語/半夢半醒之間 

總在清晨醒起，祢將意念放在我心上口中，自己竟

可以翻譯解釋，明白知曉，這是祢的心意，祢的意念像

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

如〈愛厥至偉〉、〈不離不棄〉，我睡醒的時候，仍與祢同

在。 

 

    總相信上帝賜給徐承烈牧師的美夢，終將成真，因

這也是宣教之主祂自己的心意 

，而徐牧師為愛他的上帝所築夢、造夢、吹夢的心思與

夢想，神必保守他所有一切的工皆在主耶穌基督裡，榮

神益人，我們都在此夢境之中，有一天，終將放手進入

永恆的聖愛中，夢醒後，有與主面對面的喜樂，也終將

發現，我們仍彼此相親相愛。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糢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謎）；到那時就要面對面

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林前 12：12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 12：13 

 

 

註：摘要韓國宣教士徐承烈歡喜客家傳福音【記者蔡惠玲台中報導】論壇報/2821期 




 

     /2007/10/20 

註：摘要韓國宣教士徐承烈歡喜客家傳福音【記者蔡惠玲台中報導】論壇報 /2821 期 

     /2007/10/20 

註：摘要他山之石韓牧者籲從聖經學晨禱生活化記者作者論壇報編採日期2011-09- 

     03 

註：摘要TMM台灣華人動員宣教協會 2017年 8月 7日~華人要起來 !

註：摘要徐承烈：客家人不要說「我不行」應回應宣教呼召宣教特會活動記者作者

李容珍日期2015-09-04 

註：TMM理事長/馮聖鈞牧師所電郵傳寄的資料

註：TMM理事長/馮聖鈞牧師所電郵傳寄的資料 

 

 

 

●參考資料 

1. 徐承烈：客家人不要說「我不行」 應回應宣教呼召/【記者李容珍新竹 

  竹北報導】/論壇報 /2015-09-04  
2. 韓國宣教士徐承烈 歡喜客家傳福音/【記者蔡惠玲台中報導】/論壇報 

  /2821 期/2007/10/20 
3. 他山之石.韓牧者籲從聖經學晨禱生活化/【本報記者連線報導】/論壇報 

  /2011-09-03  
4. TMM台灣華人動員宣教協會/2017年 8 月 7日~華人要起來 !  
5. TMM理事長/馮聖鈞牧師所電郵資料 
 
6. Google網頁/How to use徐承烈 in a sentence/ 
 
 
 

●採訪 

1. /在關西孫秀琴教師家裡/採訪孫秀琴教師&范金燕執事&曾盛泉傳道 

   2019.3.29(五)下午 2：00~4：00 

2. 以 Line電話採訪在高雄的徐承烈牧師/2019.5.17(五)晚上 8：00~9：19 

   2019.5.17(五)晚上 8：00~9：19 
 

 

 

 

 

 

 

 

 

https://www.ct.org.tw/?author_name=%E8%AB%96%E5%A3%87%E5%A0%B1%E7%B7%A8%E6%8E%A1&search_author=1
https://www.ct.org.tw/category/news/spiritgarden/missions
https://www.ct.org.tw/category/news/%e6%9c%80%e6%96%b0%e6%96%b0%e8%81%9e/taiwan/activity
https://www.ct.org.tw/?author_name=%E6%9D%8E%E5%AE%B9%E7%8F%8D&search_author=1



 

 葛欣如教師（ ）

●差會：美國長老會（ ） 宣教機構（ ） 

●籍貫：美國 ，

●出生： 年 月 日，成長於美國〈佛羅里達州〉 。

●家庭：家庭共有 個兄弟姊妹，排行老四，至今尚未嫁娶，有神的陪伴，全心

全人委身於三義客庄。 

●簡歷：◎五歲那年，就已存心要當宣教士。從小學開始就計劃著要當一位醫療宣教

士（外科醫師）。

◎佛羅里達州大學，選修了生物學及醫預科的課程。

◎美國阿拉巴馬州〈奧本大學〉畢業 生物學及醫預科學士科

◎在德州的休士頓 ，成為一所全黑人高中學校的生物學教

師。

◎同時進修教育碩士的學位。

◎申請加入美國長老會（ ）宣教機構（ ）。

◎ 年，初次到台灣，在關渡基督書院教兩年書。

◎ 年底再回台，隨一對宣教師夫婦至三義開拓，以英文班和當

地人建立關係，也協助剛成立的福音中心。

◎ 年搬到三義。

◎ 年，教會加入以客家宣教為異象成立的跨教派「崇真堂」，

正式改名為「三義崇真堂」。

●在台事奉： 年 迄今 服事超過 年

     住在台灣苗栗三義客庄，正牧養〈三義崇真堂〉 

     在〈三義崇真堂〉的服事期間，工作包括：宣教、查經、探訪、英文外展、心理

輔導、教導、講道、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老人會、監獄事工、戒毒中心的查經、客家

神學院延伸課教書、客家神學院董事、 主持婦女同工退修會、翻譯、大陸培訓, 回美國

探訪教會的聯絡……等等。 

 

 




 

【基督的愛激勵了我-作屬靈的美人婆】~葛欣如 教師 

~給人機會與神和好~ 

    

●際遇：〈永恆的答問〉 

    芸芸眾生探問：〈像天上繁星，忽隱忽現，似江上帆影，迎向光明，如水面浮萍，

漂流不定，隨主愛引導，被慈繩愛索牽引，我心嚮往，我靈渴羨，我願追尋。〉 

 

    葛欣如教師答語：「在患難中也

是歡歡喜喜的「我決定繼續當

『美人婆』，介紹台灣人與上

帝建立關係。」 

 

   葛欣如，上帝以此美麗的名

字，裝飾著這美麗的女子，她勇

敢直率，喜歡美麗的事物，又充

滿美感。 

●在馬廄之屋中/家庭與成長 

葛欣如教師出生於 年 月 日，來自於美國〈佛羅里達州〉 中部市

鎮，在基督教家庭長大，家庭共有 個兄弟姊妹，排行老四。「在早年的記憶裡，既

已知道基督是她個人的救主，她們所屬浸信會教會常有宣教士進出，聽見他們分享在

蠻荒及非洲的宣教工作，使她心裡明白一個事實：這世上有很多民族，需要有

人把福音帶給他們，因為他們受限於自己的風俗文化，無法真正認識神，因而與神永遠

隔絕。五歲那年，她就已存心要當宣教士，從小學開始就計劃著要當一位醫藥宣教士

（外科醫師）；或在海外地區，或在大都市中服事主。」~註。至今尚未嫁娶，已成

為基督的新婦與美人婆 (從美國來的美麗媒婆 )，終身託付於主耶穌，有神陪

伴，全心全人委身於三義客庄。 

●啟明星的照亮/種子的萌芽 

     她築夢飛翔。「在大學，她都選修了生物學及醫預科的課程，朝著自己的理想前

進。 Auburn奧本大學畢業後，她開始尋求神的帶領。 雖然心中並未 100%確定神呼召

她當醫師。 但在此時，神帶領她到德州的休士頓。在那裡，成為一所全黑人高中學校

的生物學教師。同時一方面進修教育碩士的學位，經過幾年掙扎，清楚知道自己沒有醫

藥的專長，但她還是喜歡當宣教士，就申請加入美國長老會（PCA）宣教機構

（MTW），透過這個宣教機構，她在 1986 年到台灣當宣教士，到台灣以後，她在關渡




 

基督學院教書二年，之後，有感動要長時間留下來服事。後續 23 年的服事中，她很榮

幸有份於由彭德郎牧師所帶領之〈台灣崇真堂聯會〉的聖工，與客家牧者同工，向台灣

4、5 百萬客家人中，只有 0.3%的信主比例的客家人傳福音。」~註 

●獻上拿噠香膏/差派與來台 

「 1986 年，被美國長老會（PCA）宣教機構

（MTW）差派，初次到台灣宣教，在〈關渡基督

書院〉教兩年書後， 1989 年底再回台，隨一對宣

教師夫婦至三義開拓，以英文班和當地人建立關

係，也協助剛成立的福音中心， 1991 年搬到三

義， 1993 年，教會加入以客家宣教為異象成立的

跨教派「崇真堂」，正式改名為「三義崇真堂」。~

註。她協助本地同工，負責牧養、教學與監督。三義

茶園的景色很美麗，有夕照與旖麗海邊，當地人口約一

萬七千人，基督徒有三千人，葛教師希望此〈三義〉成

為較多基督徒所在的鄉鎮。她曾說：「若神要，我情願

一輩子住在三義，除非神另有差遣，就算在這裏一輩子

只救一人，我也願意。」 

●美麗家園故里/三義的文風 

   苗栗〈三義〉有霧都山城之稱。綠樹、青天、山雨、霧靄交織如畫，擁有美不

勝收的山中美術館，兼容東方意境與西方美學的富貴三義，是在美景天成的境內，座

落的一處典藏藝術的秘境，也有泓品棕櫚泉、龍騰斷橋、勝興車站。 

 

  「位於苗栗南端的三義，日治時期即以木雕聞名，一度式微，轉往發展觀光

後開始復興，並有許多藝術家進駐，但在地木雕 70％和民間宗教有關係。事

關生計，加上客家人很難放棄祭祖傳統，傳福音碰到很大的困難。葛欣如坦

言，許多人接觸福音後覺得很棒，但因為要付的代價太大，考慮到要面對的壓

力之後就退縮了。無論如何，葛欣如教師努力做撒種的工作。」 

~註 

●踏出點點足印/佳美之腳蹤 

     若神要, 她願意一輩子都住在台灣苗栗三義客庄，現正在〈三義崇真堂〉協助本地

同工，負責牧養、教學與監督。



    在〈三義崇真堂〉的服事期間，工作包括：宣教、查經、探訪、英文外展、心理輔

導、教導、講道、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老人會、監獄事工、戒毒中心的查經、客家神




 

學院延伸課教書、客家神學院董事、 主持婦女同工退修會、翻譯、大陸培訓, 回美國探

訪教會的聯絡……等等。 

 

●血與汗的滴落/突破與開展 

服事中也曾經有壓力委屈，她在靈糧堂特會〈客家牧者遇見神〉中遇見神，當時覺

得好苦，倚靠主後就卸下了重擔，充滿自由平安，渴慕倒下及喜笑的靈，同工為她禱

告，說她喜歡東方猶太人，她想是啊，客家人被比擬為東方的猶太人哩，所唱詩歌〈深

處我心〉帶著以賽亞書五十三章 5 節的信息「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觸摸她內

心深處，以馬內利！創造主臨到人間心上，人人雖不尋求祂，也不尊敬祂，祂卻被人誣

告吐唾沫，被罵卻不還口，祂吃虧到底，為我們的需要而來，她想她到三義，也是為人

們的需要，當不被尊重，就思想到主，重新有喜樂靈陪伴她，她知道主在乎的是她這個

人，而祂所要她完成的，祂必負責到底，若只專注目標過於與主的關係與敬拜，反而越

難服事主。她所受的苦和主耶穌比起來，算得了什麼，於是她擦乾眼淚，向神堅定地

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開出朵朵心跡/服事的戰果 



    葛教師與冬玉師母她們在三義服事時，經歷一個
人與一個家族生命改變的神蹟奇事。三義有一望族夫
婦，是她們最疼愛的老人家，夫妻感情好，婆婆掌
家，先接觸他們的媳婦，媳婦信主後，生命改變，心
裡愛公婆，清早做菜都唱詩歌，她想受洗，婆婆就叫
兒子與她離婚，本來心裡生氣、苦毒、咒罵，轉而為
他們禱告，婆婆因而改變，也信主受洗，婆婆越發心
裡柔軟可愛，給她們吃好吃的，她生病時，主親自帶
領，使她看見天國比地上更美麗，公婆安息主懷時，
成為三義分別兩場最大的追思告別式。 



葛教師的宣教心以及主在她內裡所啟發的來源與

動力，化作她宣教的緣由，她說，就是要認識真理，

她認為每個人都有永恆不死的靈魂，這是她來台傳福

音的目的，宗教會害死人，但她樂意繼續當一位美人

婆，介紹人卻不帶勉強的認識主耶穌，信仰是關係，

學習如何與創造主和好，藉耶穌憑信心接受救贖恩

典，與主建立親密關係，這也在於為對方的禱告，使

之找到安息，倚靠大有能力之主。 

 

在成為客神院務委員，建校小組的一員，見她善用美感，挑選打理室內設計與圖案

花色，她心裡極喜悅，又成為客神延伸制老師，學生們的反應都很好，已成為教會與學

院及學生們和鄉親的幫助與祝福。






 

她鼓勵我們，要為主勇敢勝過人的壓力，討神喜悅而活，非跟著教會流行，而是守

住真理，不改變對神的堅持。

●油桐花之心語/三獻禮&客語 

她說，在崇真堂服事很

幸福，以前善於溝通的彭德郎

牧師還會傳真來致詞話語呢，

年，三義崇真堂正式加

入崇真會，也從本地牧者們身

上，學會不同的看法與概念，

她認為尊神敬祖大會的〈三獻

禮〉是傳福音的橋樑，簡單又

隆重，與陪伴家人有關，非方

法而在於信仰，看中儀式與安

全感，有家族情感的依附連

結，在環境上也不妥協，又能

感受到人心坎裡去，有其自由度，是福音的指標，使人不忘本，她舉一例，有一姊妹看

了此儀式多年後，在一次人家族的傳統喪裡中，鼓起勇氣說，大家請留步，就上

演一遍三獻禮，竟然有不少人停留觀看參與呢。



她說，學說客家話不要當作一種使命，要因勢置宜，考量方法，例如，高冬玉師母

的媽咪，有一次腳痛，葛教師鼓勵師母用客家話為媽咪禱告，她的媽咪聽了後，就感動

流眼淚，原來上帝創造客家人，同時也賜下了密碼〈客語/心語〉。



    葛教師與高冬玉師母探訪鄉親，過家聊、串門子、打嘴鼓時，發現客家人好慷慨、
好客、客氣，他們也驚訝於一個外國人竟能說客家話，鄉親就有認同感，茲列舉語言趣
談一二事，有一姊妹到家裡來，葛教師就以客家話對她說：「你的屁股好漂亮啊！」誤
會可大了，原來她是要說：「妳的皮膚好漂亮啊！」另有一次她的督導，一對牧者夫婦
來探望她，葛教師關心她，就以中國式英文問：「 ？妳的身體還好
吧？」葛教師的語言也已入境隨俗啦。 
 
高冬玉師母說道：「葛教師活潑、喜樂、熱愛學習，無隔閡，開放、直接、無扭
捏，願意擺上自己，不放棄，越沒有的越要衝，願花時間投入服事。她剛從美國回台，
原本在她家暫時擺放行李，等待找房子居住，後來乾脆住宿在她家，成為同工與好姊
妹，每週三往返台北-三義，她們坐野雞車南下三義，支援青年事工，開辦國高中英文
班，後來成立團契，週三半夜才回到家，她自己是客家人，卻感動於一個外國人竟如此
對客庄的執著投入，當她們選擇在三義租屋住下，全面開展服事時，那天師母一直哭，
因附近沒有，環境一片漆黑，不如所期待與想像，有很大的衝擊，但能服事主是主
的恩典，是從神來的感動負擔。」

●以杖與竿牧養/三義崇真堂 

葛教師是協助本地同工的宣教士，負責牧養、教學與監督。當她發現問題被成為外

在的因素之時，她保守自己常在主愛裡，就不會痛苦，因在苦難中也要歡歡喜喜的。以




 

純真的心回應主，因耶穌也以此回應天父，祂與父原為一，極其親密，主是公義、公

平、公正的神，遇到誤會她也難以承受，但百分之百不是耶穌的錯，祂卻將自己交託給

信實之主，有時她以肉體努力去作，以為愛神愛人，但對己錯卻有盲點，她以為婚姻的

目的是享受愛人與被愛，有溫暖的家與可愛的孩子，但這不是她所要的，有時她覺得扭

曲孤單，但與神同工的目標，卻是一樣的，要以聖潔在主面前，她說，人常因壓力與磨

合，為己辯護，並建立自己的意義感，但她卻專注於主耶穌已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所成

就的，她叮嚀囑咐，要記得傳福音給自己。 

●得勝旌旗飛舞/動人的心曲 

葛教師與高冬玉師母也曾為彼此婚姻禱告，她能順服主現在的引導，並仰望等候
主牽引，表現出機動性、自由而獨立自主的特性。當提到她的婚姻，葛教師語中心腸地
說道，並勉勵單身姊妹們，她說：「要預備好自己，神愛我，我知道也信，現在我是單
身，是因神正在為我預備最好的另一半，非嫁給耶穌，而是等候主牽引，因我是
available，我很喜歡小孩，也曾經埋怨神，為何沒有賞賜給我另一半，但當我有些已婚
朋友，與先生吵架後，打電話給我訴苦並說，我好羨慕您呦，自由自在啊，我釋放安然
以對，40 歲之時，也有獨自遇見服事瓶頸之際，我禱告主：「以色列的聖者啊，我相信
順服祢是愛我到底，按祢旨意為我作最好的安排，而非按我所求、所想、所要，我仍要
服事祢，討祢喜悅。」」

●頌讚音符飄揚/微聲催美夢  

她小時喜歡馬，也騎過馬

幾次，現在喜歡攝影與旅行及

收集各式各樣的好東西。小時

她搬家數次，現在喜愛蒐集並

擺設東西打造家的溫暖，收集

了些許中國東方老東西，如

年前的中國與日本早期工

具，像毛筆硯台，中國式書

籤、陶瓷器與壺，她有個細膩

的心，充滿美感，一如她的人

兒一樣，美的事物是上帝所賜

給她永恆的喜悅。三義茶園的

景色美麗，有夕照與旖麗海邊，當地人口約一萬七千人，基督徒有三千人，她的夢想

是，希望此三義成為較多基督徒所在的鄉鎮。 

●結語 

    葛欣如教師，是美籍宣教士，美國的客家人，見她也是負傷的醫治者，如戰士與勇

士，帶著新娘的勳章與印記，正帶領客家鄉親，奔赴一場天上羔羊永恆的婚宴，幫助自

己與人們的不朽靈魂，找到永恆的歸宿，在此之前，於此回家的路上，以信望愛牽引人

們認識上帝，並與主和好，密契合一，一起成為神兒女，美麗的新娘與勇敢的戰士，忠

貞獻上自己給主，為此，心與靈不住地感謝並稱頌主，祢已為我們成就大事，終身的是

在乎祢，天上眾天使天軍也一同頌揚、稱謝、讚美主，世世代代，直到永永遠遠。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

曾想到的。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

了。 」林前 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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