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吟圃牧師（ ） 

●差會：〈中華福音使命團/簡稱中福團 〉

●籍貫：中國浙江人，上海出生，台灣成長。 

●出生：年月日

●家庭：於年月日結婚，與林玉堇師母 ，育有一女。

●簡歷：◎電腦軟件設計工程師

        ◎2000年，美國【基督工人神學院】畢業。 

●在台事奉：

◎ 〈內壢崇真堂〉服事，約一年半。

      ◎ 夏天 年底，在客神服事共 年半，擔任實習及輔導主任，兩人後

續轉任牧育處及圖書館主任，負責教導及輔導及館務行政之職。

◎於客神服事期間，也在「六家新恩關懷 全人成長中心」擔任牧養開拓、陪伴

輔導的服事，包括：主日講道、敬拜事工、兒主教學、美語會話班、媽媽讀書

會、查經小組、輔導培訓、晨更禱告會、二人對一人慕道友上課 。

●回美後的事奉：

目前在美國德州《 西北華人教會》撘配服事 這間教會剛成立不久，於

年起已啟動建堂 有一位非本教會的信徒，奉獻了一塊 英畝的土地 這幾年，

王牧師在此繼續展開華人的事工，每週教導成人主日學，帶領長者團契，參加禱告

會，並每月講一次道；他們感謝神之恩典夠用，在其退休之後，仍然引導他們有服事

主的機會，且越服事主，越甘甜喜樂滿足哩。














 

領受一顆中國心 分享一味客家情~王吟圃 宣教士夫婦 
~以人子回應父愛的孝心，所啟動的客家宣教~ 

 

●源於阿爸父的心：父親節 

    聽啊！窺探直入阿爸父心懷深處，即或世間有忘記她自己孩子的人婦，天父上帝在

此說：「我憐恤！」卻永不忘記您，這是哪款怎樣的愛呀！詫異著父愛竟然如此向我們

展現哩，讚父奇愛！ 

    當得知「王吟圃牧師」是因為要照
顧陪伴其父親，而得主引導，因之，故
此有機會來到客庄宣教時，心裡就感動
了…….。 
 
    第一天體驗在家辦公之際，也是
2016 父親節當天，正著手為來到客庄服
事的宣教士一一寫作，於我的

斗室心房裡，當安靜地定下心仔細草擬
構思王吟圃牧師及林玉堇師母生命與宣
教的故事之時，在禱告敬拜感謝之中，

領受了天父上帝細緻的愛，祂差派了祂的獨生愛子~主耶穌來到，並愛上了我們。神愛
世人，使我們不至滅亡，反而擁有永遠的生命。 
 
    阿爸父還囑咐主帶領我們返回天上的家園哩，這愛長闊高深，無法隔絕，也永不止
息，再次激勵著我的心稱謝敬拜；回溯宣教佈道的源頭~宣教之主：主耶穌基督，看見
三一神上帝從古今中外，世世代代，綿延不斷，已差派男男女女的宣教士來到客庄，啟
動宣教佈道，展開救贖客家人的大計畫，我們何其有幸，能參與並見證此救贖之大工，
心遂被恩感，就獻上敬畏與感恩予我們的創造主及救贖主，以及再來的君王。 
     
    阿爸父！求祢來靠近我，潔淨我，我等候在祢腳前，所有一切都本於祢，源於祢，
來自於祢，憑藉著祢，倚靠祢，也歸予祢；將榮耀全歸給~至高！至聖！至榮！至頌的
~天父上帝。 
 

一、主啊！祢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祢的意念高過人的及我的 

    王吟圃牧師原出生於中國的上海，回首他來時路徑，在尋根的旅程中，心靈深處，

想必他只想為主出征，因而馳騁於美麗的中國山河吧，打算著自己被派去大陸之時，可

邊工作，邊傳福音哩，在省思是否全心全職事奉主時，聽到主的呼喚，遂選擇放下工

作，並進神學院接受神學的裝備造就，終究，他選擇來到了其人生嶄新的新階段…。 

 

    而就在神學院畢業前夕，切切尋求未來服事的禾場之時，在人生的轉角處，再次遇

見是愛的主，殷切之呼喚及引導，因緣際會地牽引他來到客庄及客神，展開 4年半的牧

養、教導、輔導的宣教服事。 

 




 

    人往往不能按著計劃決定自己的路程，惟有全知全在全能的主能設定腳步，這都出

於主的美意。這一切都在祂隱密計畫之中，是在祂引導掌管，定睛仰望祂，祂正以全然

的公正，最好的秩序，統攝我們的生命，我們全然交託於美善的上帝手中，並全心雀躍

地參與祂救贖人類的大計劃裡，以及安歇於祂永恆預定的奧秘之中。 

 

   望向宣教的中國與客家！王牧師從中國心懷流轉入客家情思，是天父如此地調度萬

有，欽點遣將，就讚嘆稱謝祢的旨意不能攔阻，祈願更多兒女被父愛開啟感動，故此兒

女的心轉從父母，父母的心轉向兒女，齊以愛承傳此救贖的宣教大業。 

 

二、主！我願為祢去：醞釀啟蒙到裝備訓練 

    王吟圃牧師 Jack Wang 與林玉堇師母
Jean Li 育有一女。「王牧師本身是浙江人，
上海出生，台灣成長，再在美國生活 20 年，
於 55歲蒙神呼召，就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造
就；原本是電腦軟件設計工程師，在北美參
加「Hayward中華歸主教會」，聽焦源濂牧
師講道後，約 40 歲受洗，原先想轉往中國大
陸工作，工餘可傳福音，但神未開路，2000
年起，提早退休，在美國【基督工人神學
院】接受神學裝備。」~註 
 

    在神學院的最後一學期，那時母親病危，他飛奔返回台北，母親臨終前，得著機會
與她單獨談道，引領她接受主，她安息主懷時，是選用基督教簡樸寧靜的儀式舉行告別
式，而後在客神服事中，當父病危之際，他緊緊隨侍在側，也有機會傳福音給自己心愛
的父親，並引領他信主受洗，王牧師感謝主恩充沛夠用，賞賜救贖恩典來拯救父母，應
允並親自成全了作為孩子能引領父母歸主的最大心願，這一直都是我們為人兒女的感動
負擔吧，責無旁貸啊。普世的宣教心，往往都是從近處開始啟動，從內心深處出發，在
自家中實踐，直到地極…..。這從王吟圃牧師的孝心及他的宣教路徑，可見一斑啊。 
 
    心被風和愛恩感深觸，體會父母恩情恰如長江水，子女情懷卻似一陣風，又像擔竿

長，如此終究這般可以嗎？聽到從天父來的一首情歌清唱，看哪！父神祂竟然愛上我們

人類，就甘心差派其唯一獨生愛子耶穌，為咱來了！愛了！捨了！給了！ 

 

三、宣教的客家：從中國心到客家情 

  「讀神學院期間，有一日王牧師遇上《中華福音使命團》的負責人~朱昌錂牧師，也是
他的宣教學老師，從而得知台灣的中壢有一間新教會〈內壢崇真堂〉，開拓了已有兩年，
急需同工接任，他便決定加入中福團，回台灣服事。」~註 
 
   「抵達台灣時，遇見前來接機的客神院長~溫永生牧師，見面交談後，得知客神的需要
呼聲，自己對教導事奉也有負擔，遂有感動在心頭…，在內壢崇真堂服事，約一年半後，
因同工已可全面承擔教會事工，他就答應加入客神團隊，同心合意投入此新服事。」~註
 




 

  
    王牧師為何會獻身客庄呢？「因在神學院最後一學期上課，當王牧師與應屆畢業生在
神面前，齊尋求未來服事與方向之時，他的禱詞，就如同保羅的心志般：【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註 
 
    王牧師在月第期的客神院訊〈我們為何會來客庄〉寫道：「上帝藉父親生病
需要照顧為由，將我差來台灣，回到此地之後，才知道神的確是垂聽了我的禱告，因台灣
客庄信主的比例是千分之三，我感謝主的引領，主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
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註

 
    以馬內利已來臨。這是以子對父之孝心所帶來的客庄宣教，所牽動的客家情絲，獨

生愛子也順服父旨成為人子來到，體會同款父子互動的密契合一，回應地何等深情，這

般細膩，如此微妙之至。  

 

四、恩典之路：宣教足跡踏過 

    從牧養中壢教會〈內壢崇真堂〉，輾轉到客神擔任實習及輔導主任，兩人後續轉任
牧育處及圖書館主任，從 2003暑假到 2008 年底，負責教導及輔導及館務行政之職，
約有四年半之久：同時，也有在「六家新恩關懷~全人成長中心」的服事，牧養開拓的
事工，包括：主日講道、敬拜事工、兒主教學、美語會話班、媽媽讀書會、查經小組、
輔導培訓、晨更禱告會、二人對一人慕道友上課…在服事輔導中，陪伴弟兄姊妹一起學
習成長，一同開心並齊傷悲…..共同經歷了並見證了天父上帝的美善及主恩夠用。 
 
    皆全都是被主愛激勵，他們無怨無悔勇往前行。他們似如歌的行板，以王子公主之

英姿舞步，吟唱著動人心弦的樂歌，仔細用心凝聽探看，園圃的紅花、綠葉、棕樹，欣

然沐浴在春風化雨之歌聲中，溢出滿園的馨香，已蔚為此季的美麗、璀燦、繁茂。 

 

五、福音傳到客家庄啦：客家宣教及神學教育新體認 

    王牧師深信客家的工作需要深耕深埋，且看重當地神國工人的培育，期許與其他神
學院能資源共享，而不需要重疊太多，沒有困難的先完成，客神要幫助神學生畢業後到
客庄的服事，如短期訓練，合併的難處雖較大，但從個案角度看較容易，可從小處做
起，他說，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六、認識您們真好：心上眼中的他她 

   王牧師與師母在平日，持續靈修禱告親近主，每天與神建立愛的親密關係，他們覺
得離了神，生命便無意義，夫妻倆時常經歷主應允禱告的驚喜喔。 
 
    他們深信：「以信心堅持下去，就是最有力的武器。」沒有即時的效果這回事，遇
到困難就是最大的效果，目前已完成現階段性事工，心裡就滿足喜樂啦。 




 

 
    在美國住了 20 年，回來著實要適應台灣
文化與生活，真不容易啊，如開車的習慣，卻
覺得仍有進步的空間，認為美國人說話直率，
比較不易冒犯，建議也鼓勵要學習與人互動往
來時，進退拿捏的分寸，符合得體、莊重、大
方。 
 
    台灣是第二故鄉的親切感，不在話下，而
不能說客家話，是心裡的憾事，認為有機會多
學，就要多聽與說，這是刻意要去學的，不是
自然就會的語言啊，但對客家人而言，聽到說客家話，心裡就感覺倍加親切啊。 
 
     感謝主慈繩愛索的牽引，能認識他們，彼此服事配搭，實是主恩典使然。 
 

     在一次平日閒聊時，王師母關心學院一位姊妹同工的交友婚姻，並與之分享一 
二心得；並鼓勵她可嘗試開拓教會，啊！竟忘了問她，何以見得呢？再次浮現憶起 
時，她將此話放在心上反覆思想哩；她也甚感謝王師母百忙中，還親自幫助她仔細閱 
看校正，來自羅威信牧師的英翻中文章，並逐字句修改，以致於能順利刊載在客神院 
訊及論壇報上呢。 
 
    在一次同工晨禱會之中，按著主題篇章，討論著聖靈的工作及各自的屬靈恩賜之 
時，有一同工分享著說，她參加聚會時不曾倒下，也還沒有領受說方言呢，她仍然記 
得王牧師接下來回應她的話，他說道：「聖靈必定有賜給您別的恩賜啦！」，她往內裡 
探尋，心悅誠服地說「阿們」哩，她真感謝王牧師的開啟心竅呀。 
 
    又在另一次同工晨禱會之時，王牧師解釋著喜愛的詩篇之一：詩 139，其中那句 
當他提到並講明此句：【神啊！祢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我睡醒的時候，仍然與祢同 
在…】同工們心真有戚戚焉，深淵就與深淵響應，藉此，神的話祂自己發出無比亮光 
照耀，有一同工就想起無數個清晨醒起，神將祂的意念賜給她並放入她心間，使她明 
白上帝的心意，並成就主旨意的恩典。她真感謝主奇妙的引導，以及王牧師適時地解 
開神話語之亮光的幫助。 
 
    學院已退休資深同工〈溫宏敦牧師〉回憶起王牧師與師母時，說道：「他們很客
氣，很和善。」 
 
    同工們更從王牧師口中，親自領受作者在聖經中所運用的遣詞造句，他說：「原文
沒有用一般的比較級及最高級來寫作，祂卻是以此文筆將《極盡》表達得淋漓盡
致。」，如「萬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萬主之主！The Lord of 
Lords！」似「歌中之歌 The song of songs！」像「恩上加恩！One blessing 
after another」&「力上加力！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就一起心領神會聖經的
修辭表達，真是有意思啊！ 
 
    在王牧師與師母服事百忙之中，他們仍撥冗開車帶一姊妹同工去苗栗「銅鑼神召 
會」，採訪劉瑞英傳道，以便順利編寫「何可善宣教士」的宣教故事；又邀約她前往 
他她們養拓植的教會【新恩關懷中心】配搭服事數次，使她有美好的學習成長，他們 




 

已成為同工們與眾人的祝福與幫助。在人生的旅途中，有許多人來來去去，真心感謝 
有他們在心間停留常駐，並留下足跡與果效。 
 

七、奇異恩典！數算主恩！：感恩節 

   「返美一年之後，王牧師與師母於感恩節捎來信

息，一一數算主所賜無數恩典…包括~只需申請填表後，綠卡

又再次拿回啦，因保有加州駕照還可繼續開車呢，克服困難

之後，師母還能有醫療保險就診哩，重新申請退休金的幾經

曲折等待之後，感謝主的再順利核發之恩：而在一次主領靈

修會之時，主奇妙的愛竟醫治了王牧師的下牙齦不舒服，使

之消腫，並買到了離女兒及教會距離很近，走路就可到，且

很便宜的房子，以便可經常看顧孫女兒，啊！主實在以信實

與憐憫，恩待了祂自己的僕人與使女，感謝讚美主。」~註 

 

   「目前，他們是在~美國德州《Austin西北華人教會》撘

配服事, 這間教會剛成立不久，於年起已啟動建堂(有一位非本教會的信徒，奉獻

了一塊 2.5 英畝的土地)這幾年，王牧師在此繼續展開華人的事工，每週教導成人主日

學，帶領長者團契，參加禱告會，並每月講一次道；他們感謝神之恩典夠用，在其退休

之後，仍然引導他們有服事主的機會，且越服事主，越甘甜喜樂滿足哩。」~註

 

●我要歌頌：愛使我們相聚在一起 

親愛的天父！我感謝祢的恩典，美哉主耶穌！讚美神羔羊犧牲之愛，親愛的保惠師

聖靈！稱頌在祢裡面所賜的交通與感動及鼓勵。 

 

    神是愛，真神之愛，使我們相聚在愛裡，主愛滋潤我心，我以主的愛真誠來愛王牧

師伉儷，以信心，與他們，也與客家相結連，天父必看顧他們，是超越時空，時時處處

的看顧，信靠耶穌真是甜美啊，有耶穌同在就是天堂哩，因祢的恩典使然，他們已將己

最好獻給主，我願全心稱頌主，以絕妙好辭湧出，上帝是我靈感的源頭，主賜我們異象

與使命前奔天路，越事奉主，就越感覺甘甜喜樂滿足哩，擁有結實壘壘的生命果子啊！ 

 

    喔主！求祢來醫治這地！拯救我的國家！我的客家！主耶穌基督！求祢憐憫我們！

願主耶和華賜福給您！願您平安！ 

 

     (二)這天初擬寫下王牧師及師母的宣教故事後，傍晚休閒與媽咪在自強國

中相約健走，於這時刻：抬頭仰望之時，就驚喜地看到一道彩虹橫跨天際，那

是愛我們的神與我們的【永恆之愛約】啊。 

 

     親愛的吟圃牧師與玉堇師母，與您們重逢聚首敘舊時，相約再聚主愛裡啦，在主愛

裡，即使您我遠隔重洋，深信我們相距實在不會太遙遠…..。 




 

 

     有一心弦牽繫著永恆與世間，也有一絲線牽引您我，源於是那倚在燈火闌珊處，

以深情回眸凝望，並耐心守望的天父上帝之愛子~耶穌…永恆有約。 

 

 

註：王吟圃牧師的見證：原載於北美版《傳》2007年 1-2月。 
註：王吟圃牧師的見證：原載於北美版《傳》2007年 1-2月。 

註：〈我們為何會來客庄〉王吟圃宣教士/客神院訊 2007.7月/第 69期 

註：王吟圃牧師的電郵 mail來函：2009 感恩節 

 

 

●參考資料： 

1. 王吟圃牧師的見證：原載於北美版《傳》2007年 1-2月。 

2. 王吟圃牧師的電郵mail來函：2009感恩節 

3. 客神院訊 2007.7 月~第 69期&2008.7 月~第 81期。 

4. 於 2007.11.28(五) &2008.10.17 (五)在竹東客神，以錄音及筆下記 

   錄，採訪王吟圃牧師與林玉堇師母。 

    
 

 

 

 

 

 

 

 

 

 

 

 

 

 

 

 

 

 

 

 

 




 

鄧靈德牧師麥素嫻教師（ ）

●差會： ： 〈青年使命團 〉

〈獨立 〉

： 〈青年使命團 〉

〈獨立 〉

●籍貫：鄧靈德牧師於〈美國坎薩斯州 〉，麥素嫻教師於〈丹麥靈斯泰德

〉

●出生：鄧靈德牧師生日： 年 月 日，麥素嫻教師生日： 年 月 日

●家庭：鄧牧師在平凡不過的基督教家庭長大，有一哥哥與一個妹妹，麥教師家裡擁有

一農場並養豬，有一哥哥與一個姊姊，鄧麥兩人於 年 月 日結婚，膝

下尚無子女，卻有許多在教會的屬靈兒女。

●簡歷： ：美國〈華盛本大學 商業管理碩士畢業〉

：丹麥高中

●在台事奉： 年 至今 （來台服事滿 年，主要服事族群是客家人）

鄧靈德主任牧師牧養帶領〈頭份家庭教會〉來臺對未得之民 客家族

群宣教超過二十九年，與妻子麥素嫻（ ）共同創立《頭份家庭教

會》常在教會內對外舉辦〈榮上加榮〉特會，擅長傳講心意更新的大

能，開啟神話語的豐富，點燃人對生命的盼望 ，帶來突破。

鄧靈德牧師 初版所著之書

《從嘆息到擁有：如何得著神已為您預備的》。

 










 

結連於「丹麥、美國、客家」的牽引~鄧靈德&麥素嫻 宣教士夫婦 

~丹麥公主與美國王子的築夢飛翔~ 

 

文／安徒生&翻譯／周楓 

 

在浪花沖打的海岸上， 

有間孤寂的小茅屋， 

一望遼闊無邊無際， 

沒有一棵樹木。 

只有那天空和大海， 

只有那峭壁和懸崖， 

但裡面有著最大的幸福， 

因為有愛人同在。 

茅屋裡沒有金和銀， 

卻有一對親愛的人， 

時刻地相互凝視， 

他們多麼情深。 

這茅屋又小又破爛， 

佇立在岸上多孤單， 

但裡面有著最大的幸福， 

因為有愛人作伴。

 

●感謝您們伸出金杖迎見： 

    覲見，俯伏，跪倒，敬拜，向王的公主與王子…….。 

     

    2016的盛夏，才剛轉初秋之際，鍾菊蘭傳道的接載愛車正

在高速公路上疾駛，望出窗外，朵朵小花，有粉的、橘的、黃

的，燃亮了兩旁並排伺立的綠樹叢，好像是皇宮貴族的騎兵侍

衛，大擺陣仗列隊歡迎著我們似的。 

 

  「靜默有時，言語有時；跳舞有時，哀哭有時，擁抱有時；

縫補有時，建造有時；」 

 

    自己一向對第一次經驗的陌生，會感到些許的擔憂與不安

全感，但卻懷抱一顆渴望更多認識他們的心，竟勝過了不必要

的忐忑不安。踩著不變的步伐，悠然踏入頭份家庭教會二樓，按著主的時刻，來採訪這

對神國俠侶，但見麥素嫻師母與鄧靈德牧師迎面而來，伸手引我入內就座，我彷彿被迎

入一個美麗的城堡王國，渴盼覲見此皇室的公主與王子，恰似國王王后般，他們為國為

民的心，與仁慈的話語，以及對彼此的深愛珍惜，都深深感動著我，使我留下深刻印

象，成為心的印記，臂上的戳記…..。 

一、第一章/因人生的故事本身就是最奇妙的童話故事 

安徒生曾說：「每個人的生命故事，就是最奇妙的童話故事啦！」從哪裡開始述說

這愛的故事呢？就從此處說起…。這對似神國俠侶的夫妻是從美國及丹麥來的宣教士，

鄧靈德牧師 Gregg Dennington 於 1957.10.5 在美國坎薩斯州出生成長，在平凡不過

的基督教家庭長大，有一哥哥與一個妹妹，九歲信主，在教會受了洗。 

 

麥素嫻師母 Eva 則出生於 1959.8.1 丹麥的 Ringsted。家裡擁有一農場並養豬，有

一哥哥，一個姊姊，她得著了父母完全的愛，所給予的安全感，遂擁有敢於冒險，不怕

失敗的性情，14 歲在夏令營裡，聽聞福音並信主受洗。 




 

 

  「Eva 她果敢堅定，樂觀開朗，願意接受挑戰的精神，越少人去的地方，越是願意為

主冒險犯難」~註。初居住在三灣，後在頭份開拓此間家庭教會，並鄧牧師與麥教師兩

人相遇相識相愛且結婚為連理。 

   1.經藉醜小鴨的追尋 

    鄧牧師在大學時是讀商科，承蒙有一弟兄在他所參加的團契內帶領門訓，鄧因此在

此受裝備，大學畢業後，在旅行社工作，也曾有過內心的掙扎，考慮著是繼續在安全舒

適圈沉浮，還是放下一切為主擺上，後來，終於聽到主的呼喚，遂辭去工作，去報考學

校就讀，參加了十週的門訓，上裝備造就課程，於此期間，在幫助一位美國知名福音歌

手的喪禮中，連續幾個晚上都聽見「宣教」、「宣教」、「宣教」的信息，是主所根植於他

心中的種子，主就親自使之得以萌芽成長茁壯，1988 年終於來到台灣，展開宣教旅

程。 

   2.小美人魚遂獻上其美妙歌聲 

     鄧牧師在一次禱告中，彷彿聽到主對他說：「你走錯路啦！」他聽到主的提醒並留

意，就將聚焦於【神同在】這一項，反倒沒有設計更多的節目與活動，只是將主日崇拜

的敬拜時間， 延長至少 45分鐘，也調整了椅子與墊子的擺放，使能更深地進入敬拜，

並以榮耀神為目的，如此費心地為弟兄姊妹精心安排，自己也成為榜樣，更深地追求渴

慕神，在禱告中、以舞蹈敬拜裡、先知的講道與造就話語間，更多地去經歷神，成為幫

助與祝福，啊！神真是美善呀！ 

 

    在教會擔任牧養一職，深感建立同工團隊的重要，29 年來，同工或許人事更迭轉

換，但在教會各個角落裡，服事氛圍間，並肩作戰的同工心中，都時時處處留下過去團

隊輾轉輕步踏來的足跡，清晰可見，成為服事極美好的見證。 

二、以落入眼底的悲情化作宣教的客家心 

   很多年的以前，麥教師打算要一個人玩個夠，自忖除非神祢先找到她，她跳舞、嬉

戲、笑鬧、旅行到遠方，她還不認識原來的她自己以及等候她的神。 

 

    麥師母於高中畢業後，計畫去澳洲留學一年，打算學好精煉英語，後來在青年使命

團裡真實遇見主，她 19~23歲停留在歐洲，正值父親去世，回到家鄉丹麥一家書局上

班，並做街頭佈道，邊陪伴母親約有三年，心想在未得之民當中傳福音，會是更有意 

思，更令人興奮的事啊！而且受到聖經中所寫，有關於但以理在異地學習別國的語言文 

化的經歷所感動，當在夏威夷的福音出擊，在日本、印度、馬來西亞及台灣做選擇時，

因前三者國家都是使用熟悉的英語，只有後者~台灣是用不一樣的語言~國語，按著神的

話語的引導，遂選擇了來台灣宣教。 

 

     親愛的主耶穌，祢想她、念她的那個夜晚，終究，島國長廊下愛的一聲召喚，潤

濕了她一雙棕色的眼睛，她遂喜極而泣，醒覺後仍是祢的聲影。 
 




 

    來到台灣福音出擊之後，也受到當時在台北崇真堂的彭德郎牧師的影響感召，同時

也體會神的心是在客庄，她體會神的心腸：「我的心思思念念都在客家，而您還要為我

往哪裡去呢？」她故此領受了神這般的意念及道路，這就是她要到客庄宣教的緣由了，

Eva 於 1982年來到台灣，至今已是 36 個年頭了，而她與鄧牧師於 1989 年，聯手建造

教會，至今 2018，牧養服事也已有 29 年之久啦。 

三、故以滾燙的熱淚溫暖心中的冰冷 

    鄧牧師回憶到~29年來牧養這間教會，看見弟兄姊妹對主

的渴慕，切切追求主的心，深感這不是人為的，也非自己所能

給予的，這實在是神親自點燃的熾熱，神親手的作為使然，神

也必按他自己的時候滿足之吧。這是當他帶領 100多個教會的

弟兄姊妹去參加特會時，就看到他們全都奔跑著並湧入，選擇

坐在最前方的座位，渴慕得主恩膏的迫切，便因此有感而發。 

 

    麥師母也憶起今年 2016 在自己教會主辦的「榮上加榮」

特會，也親眼看到神的工作在其中，一位姊妹為一位 6 歲孩子

禱告時，他本不能以剪刀、石頭、布的猜拳，竟然能握拳啦，

經歷了病得醫治的奇蹟，師母自述著：「我喜歡觀看神的作為，

以及敞徉在神同在的奇妙裡，並在敬拜中經歷神自己。」 

 

    他們不約而同，同心一致的感謝客家牧者寬廣愛戴的心，對他們義不容辭的相挺與

鼓勵及幫助，說著也難怪客家會復興，看見客庄牧者相互連結，彼此幫助扶持，真是最

大的驅策力啊！他們就再次感謝三位牧者~曾政忠牧師與范秉添牧師及溫永生牧師(追思

三獻禮)對其教會舉辦喪禮的協助，他們在其中也學習到很多，言談之間，充滿深深的感

恩哩。 

 

    故此，身形倩影與心的方向，已被祢鎖在記憶的寶盒裡，再也不能如以前般自由來

去，想起了又忘記了他們自己，在祢深情回望的眼眸裡，眺望注目遠方的路程，祢親手

將答案寫在心底與海上，輕繫於他們髮梢間，安放在他們心上為印記，穩掛在他們臂上

作戳記。 

 

  「世界上有這樣一些幸福的人，他們把自己的痛苦化作他人的幸福，他們揮淚埋葬了

自己在塵世間的希望，它卻變成了種子，長出鮮花和香膏，為孤苦伶仃的苦命人醫治創

傷。」《湯姆叔叔的小屋》 

四、第二章/伏筆轉折 

   當鄧牧師來到台灣服事之時，麥師母受人之託幫他找房子，並照顧他，從那時一直

到現在，依然如此，上帝是愛！主的愛將鄧與麥牽繫在一起，兩人相依相伴走天路歷

程，彼此的眼眸凝望的更深情摯愛哩，雙手握的更加緊密牢靠啦。 

 

    鄧牧師的姓氏 Dennington 之意是【丹麥的禮物】，是述說著互相成為禮物，獻給




 

彼此，成為祝福，意思是鄧牧師娶了麥師母，成為了給丹麥的禮物，也代表麥師母是從

丹麥來的禮物，獻給了鄧牧師，而他們同時成為了~頭份家庭教會「愛的禮物」。 

 

    啊！公主與王子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雪萊詩選》 

 

    2007 年 11月鄧牧師被診斷出得了第四期末期攝護腺癌，並已擴散，當時醫師宣判

至多有兩年的存活率，但至今已是 2018 年，11年過去了，著實經歷了神奇妙的同在及

醫治的大能，原本以為打亂了原來人生的計畫與服事，但這苦難使他她們更同心抓住

神，也因為不能生孩子，能有更多時間可以在一起配搭服事，齊與主同工並同行。 

 

    鄧牧師寫道：「為期八週放射線治療的尾聲，在最糟的身體疲憊感襲來，無望的情

緒排山倒海湧上之際，進入內室，把門緊緊關上，立刻奔入神之名的堅固高台，在其中

既安全又穩妥。」P.39 第二部：神向你彰顯的恩慈~第 6 章：堅固高台 

五、有著賣火柴小女孩的美夢 

    美國伯特利教會的 Bill Johnson，都是鄧與麥在其人生中最具影響力的重要人物，

每凝聽他的 mp3教導，使得心意更新變化，眼光不同於以往，轉眼來看待神自己及神

的國以及產業，都大大不同了，得以走在神的同在與大能中，並學習主的服事，使之更

深的經歷神，真實地進入理想境界，與主面對面談話，進入神真實的顯現中，很輕鬆，

也有挑戰，但神真是美善啊。 

六、也有指出國王新衣的那男孩的真心話 

    來呀！來聽他她們對客家人的深愛，並獨具慧眼，打破傳統的新眼光。 

     

  「我們愛上客家人的慷慨、積極、願意擺上並可望復興家庭的心願，他們很好客並善

於接待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信主的障礙，發現了問題並不在於他們，而是我們，起

先，我們也在摸索，尋找最正確合適的方式切入，後來才發現對神的確要有信心，並不

在於人怎麼想，經歷到神必挪去不信的攔阻，相信神的大能必超越諸多艱難，神正在翻

轉人心，進行復興轉化，主耐心地教導我們，有些是從文化與態度的角度來觀看，因此

充滿了柔和成分與有趣性。」 

 

    鄧牧師還是習慣說著家鄉話~英語，但麥師母說了一口流利的國語，並耐心細心地

為其先生從英到中翻譯，Eva 她會聽並說一些四縣客家話喔。 

七、傳遞飄送王國的美妙傳奇 

    客神校友/黃秀貞傳道情不自禁的表達她對 Eva與 Gregg 的尊崇及感恩之意： 

 

  「剛進教會第二年，就加入 Eva 的小組，十分地感謝她的大方與氣度與教導。第一次

分享父親的過世，對她打擊很大，一直走不出來，Eva 就安慰她說，要相信天父可以撫




 

平您的心，祂比地上的爸爸更大；她相信了，不再憂傷，漸漸地走出來了。 

 

    那時她很熱心追求屬靈的事物，她對 Eva 說常不能饒恕一些人，Eva 回答她說，禱

告吧，她就順服地於早上 5：00~7：00在教會禱告，也受邀一起再上七個釋放禱告的課

程，但她仍然無法原諒人，Eva 仍然回應她說，禱告吧，其中有一天清晨禱告中，感知上

帝要她去饒恕，三年未撥的電話號碼湧上心頭，勇敢撥出去後，她說聲對不起，請求原諒，

對方也哭著說抱歉，全是因面子問題之故，她放下電話後，身心很輕鬆，有和好的平安喜

樂。 

 

    當初也是 Eva 鼓勵她去報考客神，選擇宣碩科系也是受到 Eva 與 Gregg 宣教的影

響，Eva 對她說，〈無論你走到哪裡，教會永遠是你的家，隨時隨地都可以回家來。〉，這

番話令她很感動。 

 

    她也看到 Gregg 曾罹癌卻不埋怨，穩健走在神的旨意中，並明白主的用意與愛。 

 

    有一年，頭份鎮有七天從一站到另一站的圍城禱告，效果很好，剛好她與 Eva 同一

組，她們一起行走、禱讀、禱告，奇蹟出現，有一社區內的七家特種行業，通通關門了。 

 

    頭份家庭教會有計畫買地建堂，但還是有款項撥給地區各教會，有人問起此事時，

Eva 說有施才有得，有餘給出去後，收取會更豐盛。 

 

    Gregg與 Eva 的帶領與教導有正確的方針，教會因此成長很快速，他們宣教牧養教

會犧牲奉獻的榜樣，一直是她的楷模典範。」 

八、聽啊！夜鶯歌聲的婉轉初啼 

  「有一個傳說，說的是有那麼一只鳥兒，它一生只唱一

次，那歌聲比世上所有一切生靈的歌聲都更加優美動聽。」

《荊棘鳥》 

 

    鄧靈德牧師於 2016.8 初版所著之書 From Groaning to 

Owning~ How to possess what’s already yours《從嘆息

到擁有：如何得著神已為您預備的》他為自己的書以「神同

在」作標記。 

 

    他娓娓說道：「一切的美善都是從上帝而來，就在祂的

同在之中，這是一個奇妙的旅程，我們相約聚集在神的同在

裡，等待復興來臨，不是要尋找到真實的地方，與正確的時

刻，而是神的同在隨時隨地已向我們敞開，就在我們心靈深

處的最裡面，聖靈已顯在耶穌的身上，已使我們的心裡驚嘆

連連，並等候我們以信心隨時去經歷主自己，多花時間與主

在一起，不是去賺取力量，祂乃是我們的阿爸父上帝，沐浴在主的同在裡，好像享受一




 

個屬靈 Spa 般，輕鬆自然。」 

 

     鄧牧師在其著作中勉勵我們：「除了我們自己，我鼓勵你以最大的熱情追求祂的同

在，你要去祂寶座前的神聖湖，讓那榮耀的水霧滾滾撲向你，然後跟隨你心中越來越強

烈的饑渴而去，你要經常喜樂地暢飲，深深地潛入，你就必知道甚麼叫做「…神一切所

充滿的，充滿了你們…」」P.120 第四部：神的同在臨到你~第 12 章：上好的福分 

 

   「我聽見美洲在歌唱，我聽見各種不同的頌歌。」《草葉集》 

 

臺北靈糧堂青年牧區社青區區牧／晏信中在底頁介紹著本書寫道：

「 牧師用他親身罹癌得醫治的見證，帶領大家真實地經歷天國的

恩典、身分的恢復，進而活在天國的同在及超自然的大能中，使你有機

會邁入神所命定的復興生命。 」  

九、看哪！天鵝的蛻變 

  「只要你是天鵝蛋，就是生在養雞場裡，也沒有什麼關係。」《安徒生童話》 

 

    聽啊！看哪！麥素嫻教師與鄧靈德牧師述說彼此眼中及上帝心上的他們自己。 

 

    麥：「神是看我的角色與身分，我就勇敢去作，神造我使我喜歡與人溝通，喜愛鼓

勵人並成全人，且樂於看到別人的成功，我是一向保持樂觀，學習多看見神的美善，並

相信美好的事必定會發生，常鼓勵自己及別人，凡事心存盼望。 

 

    我先生鄧他不在意別人的眼光，因知故此更能瞭解神的心意，可成就許多敬虔並敬

畏神的工作。」 

 

    鄧：「神創造我，祂愛我，他看我如同父親看待自己的兒子，神要我愛耶穌，神非

看恩賜，乃是因主完成的救恩，心裡的計畫與夢想，還有更大的事，等待未來要完成。 

 

    我欣賞我的妻子 Eva，我以丈夫的愛來愛她，她充滿熱情，並賦有恩賜，她深深的

渴慕神，心盼有主在其生命中，並渴想著領受多而又多，她清楚地看見我從 A 到 B怎

樣走的路徑，神的智慧已賞賜給她，並成為我的幫助。」 

 

    在鄧牧師親手所寫書中的〈獻辭〉，看見了他心目中的愛妻 Eva 的形象：「謹將本書

獻給我棒的妻子 Eva(麥素嫻)她是最渴慕耶穌，最緊緊跟隨耶穌，全然奉獻耶穌，又竭

力追求復興的人，也是我所知道何謂熱烈渴求「更多」得著神為我們此生預備的一切的

最佳典範。」 

●美夢成真/共赴永恆婚宴 

    人的幸福快樂不是別人所能給予的，那是天父上帝親自給祂兒女的賞賜，將來以愛

永遠統治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終將使我們成為皇室公主與王子的美夢，更顯真實並




 

實現。 

 

    如今，我們正歡然奔赴一場永恆的婚宴，就是在天上家鄉的，羔羊的喜筵，新娘就

是我們…….。 

 

    我一步步走向祢，還有您，客家不再隱藏，也不能。她跳舞、嬉戲、笑鬧、旅行來

到我心裡，想祢、念祢、愛您、照顧您，在無數個的白天與黑夜，為祢，與您，長征

馳騁的沙場，悲喜哭笑，躺臥在安居的城堡，再也分不清客家是祢，或者祢是客家。 

    國王的公主與王子，從此一起過著永遠幸福快樂的日子，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 

 
註：烘培動人的心滋味 Eva / Google Books Result 

 

 

 

●採訪稿 

  1. 2016 年 10月 18 日(二)早上 9：00~11：00親自到「頭份家庭教會」採訪 

   鄧靈德&Eva麥素嫻宣教士夫婦的採訪稿。 

 2. 2018 年 10月 20日(六)下午 3：30~3：45以電話採訪客神校友/黃秀貞 

傳道。 

 

●參考資料 
   1.《第三站/頭份教會—訪麥素嫻（Eva）傳教士》神國資源為基督~採訪 

     ／簡海蘭/19期國外外展 

  2. Google烘培動人的心滋味 Eva 

  3. 論壇報~雷世明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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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信牧師（ ）

●差會：〈國際差傳協會 〉

●籍貫：美國南卡羅萊納州 哥倫比亞市

●出生： 年 月 日

●家庭： 年 月 日結婚，與盧靜慈師母 ，育有二女二男。

●簡歷：◎哥倫比亞聖經學院〈聖經與宣教系〉學士畢業

◎哥倫比亞聖經神學院〈聖經與宣教系〉碩士畢業

◎西敏神學院三一宣教神學院〈跨文化領導學〉教博學位畢業

●在台事奉：◎ 被差派來台 年 已滿 年

◎ 在台中，完成了兩年的國語課程學習。

◎ 建立《中壢教會》，先是〈中壢客家福音中心〉的開始，

接續是〈中壢崇真堂教會〉的開展。

◎ 建立〈新豐崇真堂〉

◎建立了中台灣每月一次的〈客家信徒團契〉也延伸到台中及東勢。

◎曾擔任「客家宣教神學院」院務委員。參與在全台客家的復興之中，

齊迎接〈教會拓植增長： 十年倍加運動〉的來臨。

●返美服事： 

     ◎在 年，返回美國，繼續在〈國際差傳協會〉國際宣教部服事。目前擔任

此協會全球化事工的協理主任。

◎自 年 月起，擔任協會 〈北美散居民施工〉 協助並傳福音給近來美國 

   賓州未得福音的移民, 叫人成為耶穌的門徒以及建立教會。 




 



(潘天信牧師及盧靜慈師母) 

SEND International (國際差傳協會) 

“Our Call and Service to the Hakka People 

of Taiwan” 

【我們的呼召與事奉-台灣客庄】 
 

●培育與醞釀 
    潘天信牧師，出生成長於一個基督化

的家庭。他的父母兩人都回應了成為亞洲

宣教工人的呼召，上帝指引他的雙親停留

定居在美國，於此期間，其父擔任了身兼

牧師與教師之職的服事，直到他於 57 歲

逝世，安息主懷為止；潘牧師的母親在一

所基督教的學校教導孩童，最後，她終究

回應了上帝的呼召，於 1987 年，來到台

灣，在此地服事了一年之久，之後，轉往

印度，在那裏也服事了有一年，那時，她正值芳華 76歲。藉由其父母雙親的教導，

五歲時，潘牧師漸漸認識了主耶穌基督，並對祂的救贖恩典確信不疑，隨即，他很快

地就明白瞭解，他有責任與他的朋友及同學們，分享主耶穌的救恩大能。 

 

●主！我願為祢去！ 
 

    經過一個嚴重的健康危機之後，以人為的方式與肉體的限制來看，潘牧師體悟到

一個真理：「我不再是屬於我自己，因我是重價所買贖回來的。」他遂將他的生命委

身於服事耶穌基督的大業，並很快地知曉，上帝對他的呼召，是使萬民作門徒，特別

是在亞洲地區，那些極少機會聽聞上帝救贖之愛在耶穌基督裡展現的人們當中。就在

潘牧師與靜慈師母結為連理，展開新婚生活的開端，他們隨即禱告著尋求上帝，祈求

按祂自己的旨意，能指引他們到一個特定的地方，及一群人當中，全心全意服事主。 

 

    在 1982 年，潘牧師與師母被問及關於到台灣客家地區服事的呼召，並為此禱告

之事，同時，他也看見並瞭解，若能在客家信徒之間建立教會團契，而伴隨的結果

是，他們這些人將帶著上帝的恩典與轉化的大能，進入其家庭中與城鎮裡；當他們越




 

發地禱告主，並徵詢教會領袖們的協商之時，上帝終於確認了他們來到台灣地區的這

個呼召，要在說著客家話的居民中間，宣教服事祂自己。 

 

●來到台灣客家之地~中壢區 
     

    於 1984 年，潘牧師夫妻家被「國際差傳協會 SEND International」所差派，來

到台灣宣教，展開服事。為了要在說客家話的社區當中，建立客家團契，他們於

1985 年 10月 11日攜家帶眷，偕同兩個年幼的孩子，一家共四人抵達台灣。當「國

際差傳協會」正考慮著要向北台灣擴展客家事工之際，彭德郎牧師與崇真堂的其他領

袖們，以及客家福音協會宣教聯會，齊來拜訪了在台中的宣教辦公室，並給予關心與

鼓勵。在台中期間，潘牧師完成了兩年的國語課程學習，之後，於 1987 年 8 月 15

日，他們搬到離中壢附近的宋屋社區居住，是為了要與當地的客家鄰居與朋友們建立

關係，同時也要建立教會，以便接觸住在中壢的台灣客家人。伴隨著國語的學習，潘

牧師也開始學習說客家話，以預備與較年長的鄰居交談，他們有幸被從美國來的李貝

文及馬天業牧師，以及他從德國來的家人，連結合一，並且樂意於看見這個團契的延

伸出去與增長。 

 

     在中壢社區服事了數年之後，終於為平鎮與中壢的當地

居民，搭起了友誼的橋梁。在 1990年 9 月，兩地些許會友們

受了洗，於是「國際差傳協會」團隊，開始主領主日崇拜時

段，這是建立〈中壢客家福音中心〉的開始，後來接續是

〈中壢崇真堂教會〉的開展。 

 

●恩典豐盛年 
     

    1996這年，明顯標記出三件重大的事件。中壢教會已經

成長到約有 14位會友，而我們為當地一位牧者禱告，盼他能

來牧養這團契，以便看見更多的門徒被裝備建立，於是在

1996 年 7 月，上帝引導黃成熹牧師與他的家人們來到中壢服

事，這為會友們帶來極大的鼓勵，而黃牧師家在後來的 14 年間，犧牲地忠心的服事

了這團契會眾。同時，在 1996 年，「崇真會客家教會聯會」接納了〈中壢客家福音

中心〉成為其子教會，中壢教會的成員遂擁有了崇真聯會的其他教會肢體的團契情

誼，以及被支持的祝福。1996第三重大事件，是「國際差傳協會」的事工，在台灣

終於有了新方向；潘牧師與協會的督導諮商，並擁有了他的支持後，開始步出台灣之

外的地區，為台灣會友尋求開展機會，邁向跨文化的宣教事奉，終究，這導入了〈差

派機制〉的形成，以及協會在台灣〈差派部門〉的設立，這差派部門及其同工遂正式

地促成了三位長期宣教士的養成，完全被台灣眾教會支持，與「國際差傳協會」一起




 

同工，在亞洲與中國以及日本服事主。 

 

●輾轉到第二驛站~新豐區 
 

    從 1997 到 2000 年，潘牧師家向外開展，幫助並促成

了新竹北部〈新豐崇真堂〉的建立。透過社區英文班與青

年活動，以及其他社區服事，當地居民因此聽聞了耶穌救

贖大能的好消息，而一群信徒會友就在新豐成型了。靜慈

師母與其他同工在夏令營與教會兒童主日學，以及一對一

聖經陪讀與輔導中，訓練年輕女孩及婦女們成為門徒，以

生命教導姊妹們，緊緊跟隨主耶穌，藉由這些婦女們的代

代相傳，第三代的門徒正在持續不斷地繁衍增長中。 

 

    在 1998 年，潘牧師偕同伴隨彭德郎牧師到達菲律賓，

為要拜訪一位長老牧者，因〈台北崇真堂〉委任他，託付

給他一個使命，要在馬尼拉的中國人中服事，崇真教會聯

會的宣教異象，就在這些年間延伸開展，行出去。 

 

    自從應允了彭德郎牧師的邀請，於 2000 年，潘牧師協助來自印尼~加里曼丹到

達台灣服事的鍾華操牧師，兩人一起負責分擔屬於崇真聯會之下的〈新豐崇真堂〉因

而，透過鍾牧師及他的妻子，許多當地兩國聯姻的同工--印尼籍或客家人，都被吸引

來到此新豐教會聚會及服事哩。 

 

●宣教的擴展：中台團契與客神 
     

    為了顧及宣教的領袖責任，潘牧師家選擇了在台中定居，之後，潘牧師協助客家

教會領袖，建立了中台灣每月一次的〈客家信徒團契〉，由於他們的鼓勵，因而，也

延伸到尚未接觸的其他台灣中部的客家居民，尤其是在台中及東勢。這個信徒團契是

由當地客家牧師及信徒領袖所主導，他們也為所有參加此團契的信徒們，提供鼓勵與

支持。幾年前，潘牧師在竹東的「客家宣教神學院」曾成為一位院務委員，多年來，

佐以行政事務的服事，也有機會與職責參訪此學院及拜訪師生，就憶起當時全院正預

備著參與在全台客家的復興之中，迎接〈教會拓植增長：2005~2014 十年倍加運

動〉的來臨。 

 

●艱難傷痛中得安慰 
     

    於 2010 年，潘牧師全家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時刻。藉此，上帝向他們證實了祂永




 

不改變的慈愛與信實。他們的大女兒~藹玫從台灣返美並完成大學教育，然後，她在

一所基督教學校服事，成為一位教師，在這年一月的一個早晨，她開車前往學校的路

途中，發生車禍逝世了，當許多朋友與領袖們聚集在台灣為她聚集追思哀悼時，潘牧

師心裡受到安慰；不久之後，在同年的 2010，潘牧師自己也因騎機車發生車禍而受

傷，在等待復原之時，再一次地發現並感受到許多前來拜訪之朋友們的照顧，給予他

極大的安慰。在 2012年，上帝呼召潘牧師與師母返回美國，為要一邊照顧年邁的母

親與岳母，同時也繼續在〈國際差傳協會〉服事。目前，潘牧師是擔任此協會全球化

事工的協理主任，在國際宣教部服事工作。 

 

●獻上感恩 
 

    潘牧師十分地感謝上帝的恩典，帶領他經歷這超過三

十年來在台灣與亞洲的服事。因主自己的憐憫，他們感謝

上帝，在中壢與新豐兩地，親自建造穩固根基，以至於使

信徒會眾得以恆久持續，並不斷增長繁衍。提到同工共事

之時，他們極讚賞客家同工的工作，為了紀念客家會友的

先祖與家庭成員，一起齊心努力發展符合現況處境的策

略，以珍視客家的文化與風俗習慣；他們為此禱告，祈願

客家鄉親能經歷到上帝的恩典與憐憫，就被吸引而歸信主

耶穌基督，他們也感謝上帝有此機會督導幾個此地的弟兄

姊妹，他們已將人生精華全部投入多年，服事了主基督；

甚至，有的是在其他國家內。在台灣，當他們與親愛的客

家同工，也是僕人與領袖共事時，就深深被他們的榜樣所

挑戰與激勵，正如保羅所描述的：「我們原不是傳自己 , 

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 , 並且自己因耶穌做你們的僕

人」 

 

 

●參考資料 

  從潘天信牧師本人所惠賜的電郵 Mail 英文篇 “Our Call    

  and Service to the Hakka Peopleof Taiwan” /如下文/翻譯英文成為 

  此中文篇/ 

 

 

 






 

SEND International (國際差傳協會) 

“Our Call and Service to the Hakka People 

of Taiwan” 

      

       Rev. Scott Powell was born to Christian parents who wer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for mission workers in Asia. God directed Scott’s parents to remain 

in the U.S., where his father served as a pastor and teacher until he died at 

the age of 57. Scott’s mother taught children in Christian schools, and 

eventually answered God’s call to Taiwan in 1987 where she served for a 

year, and later to India, where she served for a year at the age of 76. Scott 

came to the knowledge of Jesus Christ and put his faith in His saving grace 

at the age of five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his parents. He soon realized that 

he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e saving power of Jesus Christ with his 

friends and class mates. 

 

     Through a serious health crisis, Scott understood in a fresh way the truth 

that “you are not your own, for you were bought with a price.” He 

committed his life to serving Jesus Christ, and soon understood that God’s 

call was to make disciples among those who had little opportunity to know 

of God’s saving love in Jesus Christ in Asia. As Scott and Leslie began their 

married life, they prayed for God’s direction to the specific place and 

people He desired for them to serve. 

 

      In 1982 Scott and Leslie were asked to pray about God’s call to serve 

the Hakka people of Taiwan, and to see church fellowships established of 

Hakka believers who could then bring God’s grace and transforming power 

to their families and towns. As they prayed and asked their church leaders 

for their counsel, God confirmed His call to serve among the Hakka-

speaking residents of Taiwan. 

 

      In 1984 the Powells were appointed by SEND International to serve in 

Taiwan, and to establish church fellowships among the Hakka-speaking 

communities.  They arrived in Taiwan on October 11, 1985 with two small 

children. As SEND International considered expanding its Hakka ministry to 




 

the north of Taiwan, Rev. Peng Deh-Lang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Tsung 

Tsen Tang and Hakka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visited the mission office in 

Taichung and offered encouragement.  After two years of Mandarin 

language study in Taichung, on August 15, 1987 we moved to the Sung Wu 

community near Chungli in order to begin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Hakka neighbors and friends, and to establish a church to reach 

Hakka Taiwanese living around Chungli. Along with Mandarin language 

study, Scott began to learn Hakka language to converse with older 

neighbors. We were joined by Ms. Isabel Lee (李貝文) from the U.S. and 

Pastor Ernst Malich (馬天業) and his family from Germany to see this 

fellowship develop and multiply. 

 

       After several years of community service and building bridges to 

local residents of Ping Chen and Chungli, two believers were baptized and 

the SEND team began to lead Sunday worship times in September 1990.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Chungli Hakka Gospel Center” and later, the 

Chungli Tsung Tsen Church. 

 

      The year 1996 marked three significant events. The Chungli church 

had grown to about 14 believers, and we prayed for a local Hakka pastor to 

shepherd the fellowship to see more disciples made. In July 1996 God led 

Pastor Huang Cheng-Hsi and his family to serve in Chungli. This brought a 

great encouragement to the believers, and the Huangs sacrificially and 

faithfully served this fellowship of believers for the next fourteen years. Also in 

1996 the Tsung Tsen Tang Association of Hakka churches accepted the 

Chungli Hakka Gospel Center as a member church of the Association. 

Members of the Chungli church have been blessed by the support and 

fellowship of the other church fellowships of the Tsung Tsen Association. The 

third event of 1996 was a new direction in the work of SEND International in 

Taiwan. Scott consulted with SEND’s International Director and, with his 

support, began to develop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ese believers to step out 

into cross-cultural mission service in places outside of Taiwan. Eventually thi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sending function” and a sending office of SEND in 

Taiwan. This office and staff formally facilitated three long term mission 

workers fully supported by Taiwan churches that served in Russia, China and 

Japan with SEND International. 

 




 

       From 1997 to 2000 the Powells assisted others in establishing the 

Hsinfeng Tsung Tsen Church north of Hsinchu. Through community English 

language classes, youth activities, and other community services, local 

residents heard the Good News of Jesus saving power, and a group of 

believers formed in Hsinfeng. Leslie served with others to disciple young girls 

and women in summer camp, in church children’s classes, and in personal 

Bible study and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with women  to be followers of 

Jesus. Through several of these women a third generation of disciples 

continues to grow. 

 

      In 1998 Scott accompanied Pastor Peng Deh-Lang to the Philippines in 

order to visit an elder who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Taipei Tsung Tsen 

Church to serve among Chinese in Manila. The mission vision of the Tsung 

Tsen Association of churches developed in these years. 

 

     At the request of Pastor Peng, in 2000 Scott assisted Pastor Chung Hua-

Tsao who had come to Taiwan from Kalimantan, Indonesia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Hsinfeng church under the Tsung Tsen Association. Many 

local Indonesian Hakka contract workers were attracted to the Hsinfeng 

church through Pastor Chung and his wife. 

 

      After the Powells relocated to Taichung to care for mission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ies, Scott assisted Hakka church leaders to establish a monthly 

central Taiwan Hakka fellowship of believers, for their encouragement and 

to extend the outreach to Hakka residents of central Taiwan, especially in 

Taichung and Tungshih. This fellowship was led by local Hakka pastors and 

lay leaders, and provided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for those believers 

who attended this fellowship. Scott served for several years as a member of 

the governing board of the Hakka Mission Seminary in Chutung, and was 

privileged to visit the school and students as they prepared to join the 

“Doubling in Ten Years” movement of church planting among Taiwan’s 

Hakka communities. 

 

       God proved His loving faithfulness to the Powells through a difficult 

time in 2010. Their older daughter, Aimee, returned from Taiwan for her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n served in a Christian school as a teacher. She 

was killed in a vehicle accident as she drove to the school one morning in 




 

January. The Powells were comforted as many friends and leaders gathered 

in Taiwan to celebrate her life. Scott was injured in a motorcycle accident 

later in 2010, and again found great comfort in the care and comfort of 

many friends who visited him as he recovered. God called Scott and Leslie 

to return to the U.S. in 2012 in order to care for their ageing mothers as they 

continue to serve with SEND International. Scott presently is the Assistant 

Director of Globalization and he serves in the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the 

mission. 

 

       Scott is grateful for God’s grace through over thirty years of service in 

Taiwan and in Asia. We thank God for His mercy in establishing a foundation 

for lasting and multiplying fellowships of believers in Chungli and in Hsinfeng. 

We appreciate the work of our Hakka colleagues as we worked to develop 

contextualized approaches for memorials of Hakka believers’ ancestors and 

family members, valuing Hakka culture and customs. We pray many Hakka 

compatriots will be drawn to faith in Christ as they experience His grace and 

mercy. We also thank Go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mentor several men and 

women who have gone further in a life of service to Christ, even in other 

nations. As we have served with dear Hakka fellow servant-leaders in 

Taiwan, we are challenged by their example as expressed through Paul: “我

們原不是傳自己 , 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 , 並且自己因耶穌做你們的僕人 .”  

 

     

 

 

 

 

 

 

 

 

 

 

 

 

 

 

 




 

吳愷恩教士（ ）

●差會：〈芬蘭神召會 五旬節會〉

●籍貫：北歐芬蘭  

●出生： 年 月 日，於北歐芬蘭

●家庭：基督教原生家庭的父母是神召會體系，是有一個哥哥，兩個妹妹。單身未 

        嫁，將一生美好青春獻給是愛的主。 

●簡歷：◎大學主修服裝剪裁， 

        ◎後從事服裝剪裁設計工作多年， 

        ◎ 年，在〈宣教神學院〉念書，接受神學裝備造就，同時學習語言。 

        ◎ 期間，在〈宣教士訓練中心〉受訓。 

●在台事奉： 年來台 年止 共滿 年

吳愷恩教士的傑作品牌，是與何可善教士以及李瑞英傳道，三人同心合意事  

  奉，在〈銅鑼神召會〉打造了孩子們的快樂天堂。如兒童主日學及其美勞手作、兒 

  童聖經函授課程、出刊《童炬之光》、家中的及流動巡迴圖書館，以及電影巡迴佈 

  道會、探訪、作見證、發福音單張…等，這都是在主耶穌基督裡作成的。 

●回芬蘭後的生活：

退休後，吳教士返回家鄉芬蘭 ，在小妹自蓋建造的房子，與大妹居住 

  在一起，平日栽種花草及馬鈴薯。凱恩教士所有的回憶都在「銅鑼神召會」，因在 

  她家裡都張貼並妥善保存完好曾在銅鑼的照片，教會中弟兄姊妹年輕時的照片都在 

  她家裡，她一生最美好青春年華都奉獻給銅鑼客家。 

 

 

 

 

 

 

 

 

 




 

來自設計王國〈芬蘭〉的使女~吳愷恩 宣教士 

〈為兒童福音，量身訂作，別出心裁的設計師〉 

 

●設計之初心 
     

    啊！用心聆聽！來看哪！這端正的人！在正確的位置

上！作對的事！ 

     

    她有著服裝剪裁師的細膩與精準及創意，醞釀衍生出

其為人處世的正確與工整及實際，全人凝聚於禱告中。一

絲不苟的精確、剪裁設計、圖書繪本、小孩赤子心、慈憐

悲憫、山嵐、香蕉蛋糕、甜甜圈…，有如 Unikko 罌粟花

蕾綻放盛開著，顏色明亮艷麗，療癒地翩然到來…，她就是

將一生的最美好，傾倒在「銅鑼神召會」的宣教事奉上，

有 28載的吳愷恩教士。 

 
●上帝編寫企劃案 

◎深觸： 

    1941年 3 月 16 日，吳愷恩教士出生於北歐芬蘭 Kokola，今年 77 歲啦。她成

長於基督徒家庭，其父母屬神召會體系，哥哥經營牧場，有兩個妹妹，其中一位擁有

一家二手店，長年支持著姊姊凱恩教士的宣教生活所需，另一個小妹從事建造房子，

因病逝，房子蓋好以後，就給兩個姊姊，現在退休後居住。 

◎策劃： 

    她大學主修服裝剪裁，也從事此工作多年，之後離開此行，並進入宣教神學院念

書，接受神學裝備造就。 

 

    原本神學院畢業後，吳教士打算要去中國宣教，因戴佩珍教士介紹，遂加入「芬

蘭神召會差會」。1978 年，芳華 38歲的她，來台宣教，直到 2006 年，在苗栗銅鑼

神召會服事，於客家庄傳福音近 30載。她心甘情願將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全獻給客

庄，至今未婚嫁，她乃是已許配給了愛她，也是她所深愛的新郎與丈夫~主耶穌基督

哩。 

◎執行： 

    吳愷恩教士 Juhaninmaki, Raija, Elina Elisabet 以一顆熾熱的宣教心飛奔向客

家。但見她長途跋涉，開著一輛 Volkswagen福斯汽車，從芬蘭家鄉起，經維也

納，到達內陸印度，之後，把此車奉獻給當地的孤兒院，再轉搭飛機抵達台灣，定居

銅鑼，在此地的神召會，展開其宣教佈道。 

https://www.googleadservices.com/pagead/aclk?sa=L&ai=DChcSEwitrb6ArZPRAhWGAyoKHXRZAaQYABAA&ohost=www.google.com.tw&cid=CAESIuD20p04NdsKSmGuWVj9D8ETlfQnv-2Lrozlw0l-QKl5hvw&sig=AOD64_0pf4Iz17nPL9EfiUr66mS5kb4wqg&q=&ved=0ahUKEwjvmbuArZPRAhVEtpQKHXaIAkgQ0QwIFg&adurl=
https://www.googleadservices.com/pagead/aclk?sa=L&ai=DChcSEwitrb6ArZPRAhWGAyoKHXRZAaQYABAA&ohost=www.google.com.tw&cid=CAESIuD20p04NdsKSmGuWVj9D8ETlfQnv-2Lrozlw0l-QKl5hvw&sig=AOD64_0pf4Iz17nPL9EfiUr66mS5kb4wqg&q=&ved=0ahUKEwjvmbuArZPRAhVEtpQKHXaIAkgQ0QwIFg&adurl=



 

    對碧眼褐髮的芬蘭宣教士吳愷恩，人們都相當好奇，許多人看到她就大喊：「耶

穌來了！」吳愷恩立即向客家鄉親解釋道：「我不是耶穌，我是來向您們介紹這位耶

穌啦！」她不講別的，單傳耶穌，家家戶戶探訪時，她常向人說「耶穌愛你」&「耶

穌要救你」。 

一、 打版.剪裁.縫製~芬蘭國寶品牌 Marimekko〈瑪莉美歌〉 

   吳愷恩教士的傑作品牌，是在〈銅鑼神召會〉打造了孩子們的快樂天堂。如兒

童主日學及其美勞手作、兒童聖經函授課程、出刊《童炬之光》、家中的及流動巡迴

圖書館，以及電影巡迴佈道會、探訪、作見證、發福音單張…等，這都是在主耶穌基

督裡作成的。 

 

   吳愷恩教士本身是服裝剪裁設計師，原來，她來自於有〈設計王國〉美譽的芬

蘭啊。 
 

    芬蘭位在歐洲北國之地，也以「千湖之國」著稱。有著名的三溫暖芬蘭浴，絢爛

罕見的北極光，Nokia，憤怒鳥，也有聖誕老公公誕生的原鄉--羅凡亞米，說到芬

蘭，有三大特色，一般公認為：1.漫長寒冷的冬天，2.阿爾瓦.阿爾托(芬蘭非常有名

的設計師)3.阿爾托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啊！設計離芬蘭當地之人的生活是如此之近。而創意設計巧思也伴隨著吳愷恩教

士，來到銅鑼客庄啦，進入當地人的生活中哩，盡現於~為兒童事工的創意設計…，

教會內窗簾的佈置中…，與兒主美勞的手工製作裡…，以及旅遊的帳篷剪裁縫製

上…。 

 

    2015年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就被選為「世界設計之都」，其主題就是「嵌

入設計生活」。 

 

    Marimekko 瑪莉美歌(意指女孩的洋裝) 是

芬蘭國寶品牌，也是芬蘭人的國民服裝品牌，圖

案主要是〈罌粟花〉Unikko，是療傷的花苞，色

彩明亮艷麗。 

 

    您！吳愷恩教士，也有如午后艷陽的明亮溫暖，照耀在可愛的地方~苗栗銅鑼。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學似您這般，披戴主耶穌基督。 

二、剪裁設計師的養成.實勝於其衣裳 

    工人往往勝過於其作品。據說，芬蘭人內向沉默寡言，是其民族性格使然。芬蘭

的設計則樸實簡單，平靜與平等地優惠並恩及大眾，追求完美，有著溫暖善良幸福的

心，就像吳凱恩教士的初心，實在地貼近銅鑼客家鄉親。 

◎為人色彩： 




 

    人們心目中的吳教士，是個很親切，對人很好，安靜的人，很忠心的人，也是個

禱告的人，常以禱告守望服事教會及人們，注重聖靈充滿，能體諒人心，樂於幫助人，

她心中有憐憫之心，極關心病患，看到貧苦的弟兄姐妹會掏腰包給他們錢用。 

 

    忙於開車接載人，善於聊天，有條理有次序，愛乾淨清潔，連貼身衣物都要熨燙

平整，看醫師前要先洗澡，為人正直，做事情注重正確與精準，謹慎細心，要求完

美，在聖經函授課程上蓋章用印時，要求自己蓋得很正，一無歪斜，包括福音單張上

的教會圖章，也要求同工要蓋得很正。吳愷恩教士，您是個正直端正，一絲不苟的人

哩。 

◎處世線條： 

    吳教士有很多的專長，例如，她用小鍋煮飯，而不是一

般的電鍋，瑞英傳道說煮得竟比她自己煮的還來得好吃呢。

吳教士還擅長裁縫，自己買布剪裁，線條講求對齊筆直，穿

衣裳前要先燙平，包括內外衣。也擅長烘培，如蘋果派、香

蕉、蛋糕、披薩、甜甜圈…。她也運用了裁縫的恩賜與創意

在兒主的美勞上，常常廢物利用，教導孩子用紙箱裁切，作

好玩的物品及其他，如摺紙、車子、繡手帕、鈎毛衣…等。 

 

    芬蘭人常說：「這世界上不缺材料，缺的是奇思妙想！」

可見凱恩教士真是心細手巧，有創意啊。 

◎滴答學講四縣客家話的圖案： 

    吳教士除了向教會中的謝靜枝長老學習客語外，也向李瑞英傳道學習，因瑞英傳

道不會說芬蘭語及英語，故以聖經經文與之溝通說話，內容豐富，上天下地的談聊，

教學相長，同蒙造就。例如要解釋「狐狸」，就指出箴言的動物經文來看。 

 

    瑞英傳道常去吳愷恩教士家中教客語，吃喝了 30年的咖啡及凱恩教士親手烘培

的香蕉蛋糕與奶油甜甜圈，至今仍念念不忘。到如今，吳教士已能朗朗上口，說一口

流利並道地的四縣客家話啦，儼然是銅鑼當地人的口音哩。 

三、最美的盛裝展示~三姊妹同心同行 

◎如 Month of Sundays：就像一首歌的風格，浪漫不失生活化，低調 
  中透露著設計感： 
     

吳愷恩教士與何可善教士及李瑞英傳道，教會中童工三人同心同行，一起生活與

服事。彼此分擔教會事工，包括清潔工作，例如，吳教士是個禱告的人，何教士擅長

水泥油漆與木匠工作，瑞英傳道則是負責烹煮家政。當吳教士抹窗戶時，何教士就抹

地板，瑞英傳道則是擦椅子，三人配搭得剛剛好合適，現在教會懸掛著的窗簾，聽說

就是當年兩位教士親手買布剪裁所縫製的。 

 

    最難能可貴的是，吳凱恩教士與何可善宣教士同工了 28 年，吳教士是慢郎中，




 

何教士是快動作，兩人住在一起，生活服事，合作配搭，同心合意，也真不容易，都

是上帝的愛使然；因名字姓氏的發音，可善宣教士是”樹枝”，凱恩教士是”山”(大山小

山可以遷移，但主的慈愛卻不離開我們)，而瑞英傳道則是”水果”，真是有意思的組

合啊。 

◎似 Ivana Helsinki 姆明系列生活童趣的設計： 

     三人一同生活真是愜意啊，憑添些許生活樂趣，列舉兩、三件的糗事。 

 

     例一~當出去探訪或旅遊之時，瑞英傳道就記起吳教士有時會忘記了戴假牙，

只好再返回拿取的經驗。另有一次，需要停放車子，因擺錯位置，而被拖吊，她們只

好叫了計程車去拿回自家車的糗事。 

 

    例二~教會歡慶聖誕時，吳愷恩教士與何可善教士安排大人小孩戲劇演出，何教

士當時扮演牧羊人，以棉花編作鬍鬚，因冬天怕冷，以火柴點火，竟燒著了她的假鬍

鬚呀，旁邊的人就擔心她的燒痛，一起喊疼。 

◎像 Globe Hope 恩賜長才為主揮灑地淋漓盡致： 

    三姊妹同工一起生活，並一起服事，手所觸摸，足跡

所踏之處，都帶著上帝的賜福與盼望，如陽光，如雨露，

親臨到客庄鄉親。 

 

    凱恩教士與可善教士以及瑞英傳道三人組，曾走遍苗

栗鄉鎮，一村一鎮的每個角落，挨家挨戶發福音單張，也

做學生工作，在各國小、國中、高中的校門口廣發聖經。 

 

    她們曾經於一段時期，在一個星期中，到達苗栗六個

地方，大都是在伯公廟大樹下，開辦露天兒童主日學，均

於星期三、六的下午、晚上以及星期日晚上時段；後來擴

及九芎湖、高湖、老基隆的大廟旁，當時很受大家的歡迎

呢！於此，瑞英傳道再提及此事時，實在是充滿感恩，如

今，主日學小朋友多有信主的，她們的心裡也很欣慰哩。 

 

    瑞英傳道回憶著與吳教士同工服事配搭約 30年，加上何教士(約 38 年)，三人一

起出去、作工、渡假、遊山，足跡遍及廬山、谷關、梨山、花蓮與墾丁，大都是星期

一出發，星期五回來；也曾到日月潭搭帳篷休憩，心情很放鬆且重新得力，那個帳篷

是吳教士與何教士剪裁，瑞英傳道製作的，無論是生活小憩、友誼陪伴或是同工同

行，三人都搭配得極奇妙美好啊，有此良伴，處處時時相隨，感謝主恩美善引導。 

 

   慈愛與公義交會，恩典與真理相遇，福音與律法相親，親愛的您，吳愷恩教士，

也與我們客家鄉親相遇、相識、相愛。 




 

四、滴答手工車縫針線情散落處 

    上帝興起一群有恩賜創意的設計師，為要給百廢待興的母國芬蘭，增添一些鮮豔

的顏色，以幫助其子民度過北歐漫長的冬天…，上帝卻也不忘賜福恩澤於銅鑼客庄，

給我們一位吳愷恩教士…，啊！客家人！您們從前雖是隱藏的小群，而今卻不是被遺

忘丟棄的一群，從古至今，耶和華阿爸父的心仍眷顧銘記。 

◎光明潔白細麻衣的著裝試鏡： 

    「在地球上創造一個天堂，是設計師的任務！」這是

芬蘭非常有名的設計大師 Alvar Aalto 阿爾瓦.阿爾托的座

右銘。吳愷恩教士與其同工們，卻在銅鑼當地，親手打造

了孩子們的快樂天堂，而我們也擁有同樣的陽光。..... 

 

    吳教士在教會配搭服事兒童主日學，及戶外兒童主日

學，內容有布偶演出、刺繡、畫圖、背金句，足跡遍及銅

鑼本地、五湖、九湖、新基隆，辦理初中高級聖經函授課

程，1990年 5月結業時，兒童人數已高達 19,503 人。同

時出刊「童炬之光」並發放使用，內有關於芬蘭的插畫，

發給校園中小學生及某些附近教會閱讀；又一村村挨家挨

戶探訪並發福音單張，為主作見證，還且設立家中的社區

圖書館，又有流動巡迴的車廂圖書館，在那很少看電視的

年代，使鄉下人們有書可閱讀，使之開卷有益，在鄉間一

村走過一村地播放「學園」電影，讓人聽聞福音，結出豐

盛果子。 

 

  「芬蘭以智慧打造出近乎理想國的幸福模式，要找一個詞來形容芬蘭，〈務實〉是

最好的選項之一。芬蘭雖是個小國，卻致力於投資在教育與研發，芬蘭教育，世界第

一。閱讀就是生活的芬蘭人，是全世界最愛看書的國民，堅持平等精神，一個都不能

少，芬蘭的立國基礎是〈國家、家庭、信仰〉，芬蘭人特別重視家庭，芬蘭的家庭教

育，打造了世界第一競爭力的基石，〈聖誕老人(羅凡亞米原鄉)、 諾基亞(智勝經

驗的手機大廠)、托瓦茲(著名的程式設計師、駭客、開發者)〉，是芬蘭三寶。」~註

 
    當我們瞭解了芬蘭人的民族特質，也即能瞭解來自於芬蘭的凱恩教士宣教服事的

用心與初衷及泉源所在，吳教士是以自己在母國芬蘭的被塑造養成，藉此帶到〈苗栗

銅鑼神召會〉，來澆灌教導耕耘孩子及鄉親們的心田。 

 

    聽您呼喚春夏秋冬，為孩子們剪裁衣襟的線條，全副屬靈軍裝穿在身，在心思

的戰場，效法您倚靠主打贏最後戰役。 

◎伸展舞台上的曼妙舞姿： 

「●1941 年 3 月 16 日，出生於芬蘭。 




 

  ●1975 年離開他從事多年的服裝剪裁工作，進入宣教神學院念書，同時學習語 

    言。 

  ●1976~1978 期間，在宣教士訓練中心受訓。 

  ●1978 年底，來台灣直接到銅鑼學習客家話。 

  ●1981 年，在銅鑼家中開辦圖書館，並定期利用廂型車改裝成的小小流動圖書 

    館，巡迴鄉間各村鎮。 

  ●1983 年起，開始做電影佈道工作，並且挨家挨戶探訪發福音單張，從不間斷， 

    一直到 2006 年。」~註 

◎何等榮幸得著其能力外衣的人們： 

    瑞英傳道說凱恩宣教士擅長探訪，一個早上就與人談聊了很多。三人一起出去探

訪時，到了中午時分，主人就邀約她們留下用餐，招呼著「來喔！來吃飯哪！」凱恩

教士會想著：「他們有煮這麼多飯可請我們吃嗎？」瑞英傳道說：「啊！這是客家人說

的客氣話啦！」但有時因人們誠心地邀請，也有留下一起用餐的時刻呦。 

 

    令人欣喜雀躍的是，此探訪巡迴佈道的服事，終於結出了果子，那就是韋弟兄，

之後成為傳道，後來回到故鄉傳福音哩，也曾回到〈銅鑼神召會〉作見證呢。 

 

    看您凝聚陽光與雨露，為神之殿裝扮紅顏胭脂，配搭拯救衣，公義袍，脫去麻

衣，穿上讚美衣，確有真理的仁義與聖潔。 

六、退休返國.安居.互訪 

    2015年，吳愷恩教士返回台灣，並在「台中.客家回家.清明敬祖」聚會中，分享

昔日客家宣教點滴。她說著一口流利的四縣客家話，問候鄉親，並說明如何在苗栗銅

鑼鄉間澆灌深耕，以及為主傳福音，就向主獻上最深的感恩與感動。 

 

    瑞英傳道曾數度赴北歐芬蘭拜訪吳教士與何教士，那裏風景很美，居住地常看到

樹上的松鼠跳躍上下來去，她就憶起早餐後，撿拾地上的松果，拿回家煮水喝的情

景。對著名的芬蘭浴之三溫暖也印象深刻，當前往參加北歐聖誕老公公活動時，聽說

這兩位宣教士很不悅，因為吳教士與何教士覺得聖誕節是要歡慶主耶穌救主的為我們

誕生，而不是聚焦在聖誕老公公啊，縱使，芬蘭的「羅亞米」竟是聖誕老公公的誕生

原鄉呢。 

 

    退休後，吳教士返回家鄉芬蘭 Kokola，在小妹自蓋建造的房子，與大妹居住在 

一起，平日栽種花草及馬鈴薯。銅鑼神召會的黃羅以傳道，於 2015 年單獨一人拜訪 

她時，赫然發現凱恩教士所有的回憶都在「銅鑼神召會」，因在她家裡都張貼並妥善

保存完好曾在銅鑼的照片，教會中弟兄姊妹年輕時的照片都在她家裡，她一生最美好

青春年華都奉獻給銅鑼客家，2016年聖誕節還不忘記，遠從芬蘭郵寄禮物及聖誕卡

片給「銅鑼神召會」的傳道們與長老們以及弟兄姊妹們分享呢，吳教士長久心心念念

全都繫在客家之情，令人感動並感恩….。 

七、感謝您以憐憫如微光的設計 




 

    讚美是愛的主，是智慧、公義、聖潔、信實、權能，充滿美感、創意、設計、巧

思、奧秘，我們放眼望去，無論是向內探尋，或是往外觀看，都可見到神的榮耀火

花，處處時時落落，燦爛閃爍照耀，如星光點點，似月之久，像日之恆，為要叫我們

以肉眼看見那看不見的上帝--祂自己。 

 

     當我們審視觀看，宣教之主祢所差派來的吳愷恩教士時，越發見證祢的美善無

與倫比，也無以復加，就低頭俯伏敬拜並讚美，我心稱頌主！我靈感謝讚美主！。 

 

    如今正奔赴一場永恆的婚宴，就是在天

上家鄉羔羊的喜筵，當羔羊婚娶的時候，穿

上祢為我們預備了的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透

出著有如祢衣服上的沒藥、沉香、肉桂的香

氣，美麗的新娘，就是我們，祢是我們的美

麗，我們的錦衣，在寶座前，將以此盛裝赴

約，我們罪與過，我們恥與懼，藉主祢寶

血，都已脫去，祢就是我們的義，我們的

愛，我們的真光。 

 

    親愛的主！感謝祢給了我們客家，一位如祢這般，既公義正直，又誠實端正的~

吳愷恩宣教士，苗栗銅鑼的客庄啊！妳是何等有福呦。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在黑暗中死蔭裡的

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路一 77-78 

註：摘要《芬蘭教育：世界第一的秘密》天下雜誌出版蕭富元等著 

註：【愛無國界】--從北歐到台灣/基督教「台灣神召會」聯會簡史 1953~2002/P.171 

 

●參考資料 
1.【愛無國界】--從北歐到台灣/基督教「台灣神召會」聯會簡史 1953~2002 
2. 芬蘭宣教士吳愷恩 銅鑼客家庄傳福音 40載 /基督教論壇報 /記者何毓芬 
3. 芬蘭教育：世界第一的秘密天下雜誌出版蕭富元等著 

4.《烘焙動人的心滋味》/基督教論壇報 
5. 照片來源：【愛無國界】&網上 Google 
 

●電話採訪 
1. 2016年 12月 15 日(四)早上&2016年 12月 23日(五)早上，以電話採訪在家 
  中的李瑞英傳道。 

2. 2016年 12月 26 日(一)早上&2016年 12月 27日(二)下午，以電話採訪在神召 

  會中的黃羅以傳道(黃煥英牧師之女)。 

 




 

艾福生牧師（ ）

●差會：〈基督教中華聖潔會 瑞典總會 〉

●籍貫：瑞典 的 斯馬蘭德省的  

●出生： 年 月 日出生 年去世，享年 歲。

●家庭：有十個兄弟姐妹，排行第三，家裡有農場，家境貧窮。 年 月 日結

婚，與肯絲婷師母 ，育有一女二子。

●簡歷：◎ 年 月 日，十四歲時，決志信主。

◎ 年，十七歲接受短期班訓練後，即開始傳道；之後，入神學院受裝備造

就，表現亦特出。

●在台事奉：於 來到台灣， 與 在台宣教 已滿 年

◎負責聖潔會差會在台灣所有的事工，並擔任差會在台主席至 年，在新

竹、中壢區，展開宣教佈道工作。

 ◎ 年，曾牧養〈新竹和平教會〉/新竹聖潔會的前身 

 ◎ 年餘，與文博牧師共同牧養〈龍潭聖潔會〉 

◎扶助各地教會，幫助建堂購地，到教會主日講道，服事恩賜在於行政、聯

絡、籌劃、協調、實務實作上，尤其是協助各地興建教會或整修教堂，從運

籌帷幄，到實際參與，如包括有竹東、北埔、新埔、玉山、新莊、龍潭、峨

嵋、中壢聖潔會及新竹延平路 等教會。

●返回瑞典的服事與生活

◎艾牧師於 回瑞典牧會，負責總會海外宣教部，之後搬到瑞典南部牧

會，又與師母在「養老院」工作，幫助老人修繕事務，退休後搬到大兒子

〈艾福德〉牧會的地方居住。

● 年 年去世，享年 歲，已歇了地上的工，安息主懷。





https://church.oursweb.net/church.php?pkey=823215
https://church.oursweb.net/church.php?pkey=823215
https://church.oursweb.net/church.php?pkey=823215
https://church.oursweb.net/church.php?pkey=823215



 

飆快車 耿直熱心 力氣大如超人 的牧師--艾福生 宣教士 

【力氣大如超人的牧師】 

●氣之源 
    當他在暗中受造時，創造主就將祂獨特的生命氣息

注入他的血液裡，內裡就湧現著並奔騰著愛台灣的力量

與火熱，遂使他義無反顧，毅然決然地，將全人全心奉

獻擺上。 

 

    這位來到客庄的宣教士，就是〈艾福生牧師〉。 

●生之初 

艾福生牧師 是一位從北歐瑞典

省 來的宣教士。出生於 1933年 1

月 13日，有十個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三，因家境貧

窮，父親出外打工；艾牧師在一所鄉村小教會裡成長，

每年冬天有兩位傳道人來此地開佈道會，於 1947年 1

月 23日，他十四歲時，決志信主，在教會事奉並接受

裝備，之後，於 1962年來到台灣，在 1962-1978&1986-1987 期間，在新竹、中壢區，

展開宣教佈道工作。 

●醒覺乍現 

  「艾牧師年少即蒙恩得救，十七歲接受短期班訓練後，即開始傳道；之後，入神學院

受裝備造就，表現亦特出。」 

 

    他的妻子叫肯絲婷( )是前往中國宣教之文博牧師的長女，出生在山西

省大同縣，六歲才返回到瑞典，因父母親仍於中國宣教，當時，就單獨被寄養在瑞典

教會一位愛主的長老家中，一起生活有數年之久，雖然長老全家人都很疼愛她，

但仍無法與全家團聚的喜樂相比，因著父母的奉獻，師母是從小就深深體會了宣教師的

十字架之道路的艱難，所以當主的愛呼召她將生命獻上時，她回應說：「主啊！我願順

服您！」。  

  

    1959年六月的瑞典年議會中，愛華珍教士報告台灣福音的需要，並呼召青年人前去

時，這一對青年人就都回應了主的呼喚，預備自己成為宣教士；1960 年 12 月 27日，這

兩位彼此相愛且擁有共同異象的年輕人，終於締結連理了，經過牧會的考驗後，遂於

1962 年 2 月 20日雙雙抵達台灣，展開學中文，協助差會以及推展教會事工的宣教佈

道。」~註 




 

●飛簷走壁 
雖非親眼見您真的拉出蜘蛛絲，因而飛簷走壁，卻知曉您，為眾人之事，奔走呼

籲，全力相挺，盡心幫助。 

 

艾牧師扶助各地教會，幫助建堂購地，到教會主日講道，他的信息深入淺出，無高

言大志，卻很鮮活；為人行事卻是重實務派，隨和而沒有架子，與差會與教會有關之事

務，都竭力幫忙，服事恩賜在於行政、聯絡、籌劃、協調、實務實作上，尤其是協助各

地興建教會或整修教堂，從運籌帷幄，到實際參與，與同工們打成一片，不會推辭，如

包括有竹東、北埔、新埔、玉山、新莊、龍潭、峨嵋、中壢聖潔會及新竹延平路…等教

會。 

 

  「喜爾牧師夫婦返國後，艾牧師負責聖潔會差會在台灣所有的事工，並任差會在台主

席至 1978 年返國為止。還負責接續與文博牧師齊牧養新竹和平教會至 1973 年；因身為

差會主席，且台灣聖潔會皆弱小而尚未自立，故他實際上負責全聖潔會行政責任，代表

差會面對台灣教會，亦代表台灣教會面對差會，有時因雙方立場不同，要求不同，加上

認識瞭解不夠，各有難處；如何調和，實在不是件易事，因艾牧師耿直的個性及因國情

不同，而作風與本地同工迴異，有人讚許，也有人議論，但他既不因讚譽而驕傲，亦不

因毀謗而難過、退縮，十多年始終如一，忠心事主，為人所不敢為，做人所不願做，對

自己節儉，而對同工之福利，則盡力爭取。」~註

 

1963 年冬天，喜爾牧師夫婦回瑞典，由文博

牧師、艾福生牧師接續牧養〈龍潭聖潔會〉的工

作，1974 年 6 月黃曉初弟兄離開後，主日崇拜由

文博牧師及艾福生牧師主領。 

 

   「聖潔會大多數同工及信徒都記得，某地蓋教

會時，這位主席必定親自趕往監工及參與投入其

中。如擔沙石、搬水泥(他從小劈柴、伐木、建

屋，練就一身力氣)一人抵得兩、三個工人呢！猶

如修補〈北埔聖潔會〉的屋頂。不僅如此，不論

是同工或信徒們有需要他幫助時，他也總是盡速

趕到並為之處理。」~註

 

    有您，是我們的保護、安全、避難所、穩固台，因您，教會建立，客家宣教事工拓

展，多人得恩助，為您，我們深深致上無限敬愛的感恩。 

 

●神力小超人 

    長女麗蓮出生於瑞典，1962 年來台時，才三個月大，申請入境時，曾發生名字不

在其文件上，而不准進入的問題，之後就解決了；大兒子福德於 1964 年出生，後來成

為傳道人，曾經牧會，足跡到巴基斯坦、印度；小兒子福安 1968 年出生，於 1992 年

24 歲時，因車禍而過世，此一意外帶給牧師、師母很大的打擊呢。 




 

●登對絕配的彈力女超人 

    有熟識的牧者憶起：「艾牧師雖然有時顯得很不客

氣，他是嘴巴硬，心裡柔軟。其實他很愛師母，師母也

知道牧師愛她，師母卻是他的好參謀，生性柔和、輕聲

細語、好商量、忠心、說話直率。」 

 

    甚且，艾牧師與師母的互動，也非常有趣，會讓師

母過份擔心哩。例如，有一天，艾牧師要為人證婚，那

一天出門時，卻不先整理好打上領帶，師母在旁急得不

得了，證婚典禮就要開始了，只見他不慌不忙從口袋掏

出領帶來結上，才讓師母鬆了一口氣哪。 

●行俠仗義 

    溫兆攝牧師說道：「艾牧師是瑞典在台差會的主席，在事工上與財務上全力配合，

為人誠懇正直、堅毅果斷、吃苦耐勞個性直爽、不虛偽、忠心、節儉、身體強壯、以身

作則、謙卑事人、說話做事實在、無高深學問，但肯幹苦幹實幹，開車接載服事，肯付

出傳福音，與人打成一片；對意見不合，曾經爭執，也不記恨，他很好溝通；聰明伶

俐，國語聽力很棒，他學習說國語，雖然發音不標準，卻是最快敢說出口的。有一次侯

文靈牧師在新埔教會發表意見，外省口音使人聽不太懂，艾牧師即刻自告奮勇上台為他

翻譯哩。」 

 

其實艾牧師外表看似剛強，是為給人印象，事實

上，其實他心裡是很在乎人的。例如，有人反應說：「這

個人可能不喜歡這樣喔！」他會說：「你就說是我的意思

吧！」他行動上是想要領導同工達成既定的目標，但確

是心裡在乎人的感受的。 

 

    聽說〈竹東聖潔會〉原舊堂庭院中的蓮霧樹，是艾

牧師與其他弟兄姊妹，如廖爸爸與廖六妹夫婦以及楊月

琴老師，共四人所栽種，之後結實壘壘，造福後來教會

兄姊們。 

 

又添一則助人奇事。曾經因楊月琴老師的祖母去

世，她身在台北，是於晚上 11：00才收到此訊息，艾牧

師遂於半夜 12：00 在新竹接載她回到峨眉家，路上竟拋

錨，於凌晨快 1：00 才抵達家門，這麼多年過去了，楊

老師仍記憶如新，心懷無限感恩。 

●人們的觀看與喝采 




 

鄧世傑牧師回憶道：「他當兵時，艾牧師開車，載著其岳父老文博牧師與他，前往

關西山區傳福音。有時，鄧牧師拉手風琴伴奏，大家一起唱和著詩歌；偶爾，他的小喇

叭一吹，就號召小朋友前來聚集；有時候路況不佳，地面高低不平，又有大小凹洞，只

見艾牧師下車，一人推車轉向前行，真是健壯如超人呀！他也喜歡向人見證說他是很有

力氣的。」 

 

他開車超快。當時玉山佈道所無傳道人，羅夏娃教師與一些幼稚園老師要趕去聚

會，他載著她們飛馳而去，途中有一位老師輕聲說道：「不要讓他知道我們害怕，恐怕

他開得更快呀！」呵！呵！哈！ 

●作工的果效隨著他 

艾福生牧師，於 1978 年 45 歲時，回瑞典牧會，負責總會海外宣教部。之後搬到

瑞典南部牧會，又與師母在「養老院」工作，幫助老人修繕事務，退休後遷至大兒子福

德牧會的地方居住，晚年因高血壓而中風，師母照顧著他，一向東奔西跑、愛做事又忙

於活動的他，頗覺不適應；2006 年，病逝於自己的故鄉~瑞典，享年 74歲，暫歇了世

上的勞苦，歸回到天父上帝的懷抱，已返回至天上永恆之家中。 

●後記：美境重尋 

     捕捉一位聖潔會的姊妹，被艾福生牧師施洗後的心聲迴

響。 

 

  「時光倒回 1987 那年，猶記得是艾牧師在〈竹東聖潔

會〉教會講台上的受洗池為我施洗。其實我與他僅有這次一

面之緣，所以對他本人不甚瞭解，但之前因有施洗之牽繫，

多年後的服事工作中，又有機會搜集資料，編寫他的宣教故

事，心中真覺得榮幸與感恩，看出是上帝在背後牽引的慈繩

愛索，我才明白過來，過去，我們猶如一枚棋子、一塊拼

圖、一針繡線、一幅畫作，全然是上帝一手在握，精心設

計，調度、安排、編織；回頭再閱看，至終才明瞭神心意中

的奧秘，著實全是主的真愛與智慧。 

 

記憶中，艾牧師是奉三位一體真神之名為我施洗，再用

強而有力的雙手，把我從罪惡過犯的死海中拉上來，將主所賞賜新的死而復活之生命呈

現在我面前。一路走來，細數主恩，我心裡實在充滿感激；如今，我謹代表受他恩澤的

其中一員，在職務中負責盡責並喜樂，十二萬分地樂意動筆編寫此文，來記念艾牧師他

在台灣客家庄中宣教佈道的美德善行足跡。 

 

艾牧師！是您將我從罪惡的塵世傳輸到上帝愛子~主耶穌基督的光明國度裡。您已

先我一步在天堂進駐守候，期待著以要再見您的喜樂與盼望！我帶著使命繼續勇往前

行！眾客家教會在宣教之主、得勝的元帥帶領之下，踏著宣教士們如您的血、汗、淚，

也以信心飛躍，以盼望等候，並以愛深觸。奮進！再奮進！啊！豈不知在地上一次的牽




 

引，又一次的揮別，原來是為了在天上的家鄉~永遠的相尋、重逢、歡聚呀。 

 

意猶未盡…。艾牧師！在那復活榮耀燦爛金色的黎明，在人生的終點站後，於永

恆生命的開端，與您相約~我將一眼認出您，並隨之走向您，在那一刻，以似清泉般湧自

心中的喜樂，緊擁著您，向您低語呢喃說” ！”或許…還可與您預約於藍色

玻璃海上的最後一首華爾滋舞曲吧！」 

 

●興歌作樂詠嘆 

 

這時刻 說 別了  
與您預約 重逢 在主裡 
 
日落之那邊  
金色 榮耀 的 黎明 
期待再相會 的 快樂日 
 
那日 我們歡聚在永恆天家  
彈琴 唱歌 跳舞 
並走向您 雙眸凝望 輕聲向您 感謝低語 說 ！ 

 

 

●註腳 
  註：摘自紙本影印文章〈十六、艾福生牧師 〉P.28~P.30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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