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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是家？何處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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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香如 師母  

內地會台灣區宣教士關顧

作伙關懷宣教士系列之五

宣教士為什麼需要「述職」？

宣教士的工作分為工場任務（Field Assignment)及母國任

務（Home Assignment，又稱述職）兩部分。經過一段長時間的

跨文化事奉之後，將禾場需要和神的美好作為帶回母國，幫助

更多人看見神的普世計畫，堅固支持團隊、預備所需的經費、

休養生息。在述職期間，宣教士需要跟教會及弟兄姊妹再次連

結、聯絡感情，並稍微彌補一下無法時常陪伴家人的缺憾。

很多人可能以為宣教士回鄉，應該是如魚得水、如釋重

負。殊不知回到母國的宣教士其實很需要重新適應——回國

後的住處、基本家用品在哪裡？手機和網路如何辦理？交通問題要怎麼解決？過馬路真的要等到綠

燈才能走嗎？聽不懂新的流行語？到各地分享，早晨醒來搞不清自己身在何處；走進小7和全家才發

現可以買的東西和提供的服務竟然這麼多！期待與老友敘舊，也需要花時間認識新朋友……。

對於有孩子的家庭還有一個困難，孩子老是問：什麼時候才能「回家」？在他們小小的心靈裡另

一個遙遠的國度才是「家」，因為那裡才有他從小熟悉的事物和好朋友。一位宣教士子女回顧自己返

國的經驗，許多叔伯阿姨看見她的第一句話就是：「哇！你長高了！」（接下來是一陣尷尬）畢竟多數

人對第三文化孩子的成長了解有限。回到母國難免被問到：孩子乖不乖？宣教事工有沒有果效？應對

進退被看在眼裡、家庭作息及隱私被探問，孩子的就學問題，都有可能給宣

教士帶來不同程度的壓力。

有些差派教會非常用心，在宣教士返國前就開始預備住處，到機場將帶

著大包小包的宣教士一家大小護送回家，因為他們可能在夜間抵達，手上沒

有足夠的台幣或是搞不清楚怎麼搭車。也有弟兄姊妹主動聯繫，協助處理

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事務，這對久居遙遠異國、或在文化差異很大地區服

事的宣教士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幫助。另一種幫助是，讓他們享受一段放鬆

與悠閒的時光，我聽過很有創意的宣教士關顧之一，就是送旅遊渡假券（或

是餐券、遊樂園門票）給宣教士，這不但化解經費的窘迫，又能慰勞他們。

「不做宣教士，就做宣教事！」宣教士代表領受大使命的基督徒前往地

極，關心他們在異地的事工與家庭生活，聆聽他們經歷的酸甜苦辣，和他們

一起同心禱告，就是幫宣教士充電，鼓舞他們堅忍向前的宣教事。

拿起您的電話，現在就約述職的宣教士去喝杯咖啡吧！

宣教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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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尋羊的牧人

那天是受難日，我和家務助理阿麗、她四個孩子在瀑布野餐，天黑之後，我們駕車回家。不久，在

一條安靜的林間路上，我們看到一位十六歲左右的女孩子赤著雙腳，抱著一個嬰孩。我停下車，請阿

麗過去問她是否需要搭便車，看能不能載她到什麼地方。隔著車窗，我看到二人交談得十分激烈，

便下車去了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年輕女子異常地激動，啜泣著告訴阿麗自己如何逃離一直虐打她的毒販丈夫，想去父母的村

莊但又很遠，她再也走不動了。我們告訴她別怕，我們可以載她到想去的地方。她跟阿麗坐進車內，

阿麗摟著她說，耶穌知道她所受的苦，祂十分愛她。「我知道，」女子答道：「我剛才正在向耶穌祈禱

說『要是祢愛我，要是祢真的愛我，你不會讓我這樣走路回娘家』，然後你們的車就來了！」她又解

釋自己曾如何信耶穌，但兩年前嫁給這位丈夫就離開了信仰。「當基督徒的時候我很快樂，」她繼續

說：「自從離開耶穌，我的人生就很糟糕。」

阿麗親切地開導這女子，建議她該怎麼悔改並

與上帝重新連結，女子回答說：「是的，我想和上帝

重新開始。」我們把她送回基督徒父母的懷抱中，他

們衷心地感謝我們。他們的女兒流著淚訴說上帝如

何垂聽她的禱告，派我們去拯救她。

當晚我默想所發生的事，恍然大悟自己目睹了

浪子回頭的比喻。那天晚上我讚美著上帝入睡：雖然

羊會走迷，但牧羊人總是仁慈地把他們找回來。

禾場報
導

Field

 Joelle Kenny 

（英國籍，在柬埔寨服事）

在柬埔寨的臘塔納基里省（Ratanankiri），

內地會同工在黑夜中拯救一位年輕的女子，讓主的祝福臨到她。

請代禱：

◆為那位經歷許多痛苦的年輕女子重

新領受天父的慈愛獻上感恩，請為

柬埔寨東北的臘塔納基里省和鄰近

省份許許多多未曾認識耶穌的人民

禱告，願他們早日遇見主！

◆柬埔寨東北部是一塊廣大的未得之

地，聚集好些少數民族，連本地人

也對他們不太熟悉。求主打發工人

去關心他們，並且向他們傳揚福音

信息。



在宣教士的安排下，我們

帶著畫紙與蠟筆，在物資相對

缺乏的村裡分享藝術、創作、

繪畫技巧，藉此帶出我們創作

的概念與信仰 。參與的孩子大

約國小四到五年級，一身的穆

斯林裝扮，看到訪客和新畫具

時，喜悅之情溢於言表。看著他

們幼小的臉龐、單純的笑容，我

卻為他們沒有機會認識耶穌，

濕了眼眶。

雖然在當地藝術家和同工

的分享中得著不少收獲，但總

覺得自己不能做什麼而感到遺

憾，於是默默地向神禱告：「神

啊，請祢使用我的所長，把福

音的種子帶給這些未得之民

吧！」

某日午後，我們來到一個

村落，進入一家充滿各國藝術

品和擺飾的小店用餐。席間聽

到宣教士說，老闆娘是王室的

後裔，若有機會能見到她，可以

和她分享創作。等候許久，老闆

娘終於出現。她親切地接待我

們，聽我們分享許多關於藝術

宣教心
語

Story

沈自強

參與東南亞藝術交流短宣

的點滴。而他的

獨子，一個18歲，

專長為英語的健

談少年，和我們熱絡地

聊著彼此的經歷。

「你喜歡聽音樂

嗎？Hip Hop ? 饒舌

歌？』我輕鬆地問著。

「喜歡啊，你長得

有點像我們這裡的一

個饒舌歌手耶！」他回

答，並拿起手機找了那

位饒舌歌手的照片給

我看，我也找了我們樂團的歌

曲給他聽，並且解釋每一首歌

的創作緣由、神給我們的感動

和啟發。他留下了e-mail給我，

要我把歌曲寄給他。道別前，他

陪我們步行到停車的地方。

「謝謝你們的分享，很高

興認識你們。」他熱切地說：

「感覺你們像天使一樣，跟我

分享了很多，而他──」，他指

著帶領我們前來的宣教士，「就

是神的使者（the messenger of 

God)。」

回到車上，我想到這幾天

的遺憾和禱告，不禁讚美神的

信實和幽默，一切都在祂的掌

管中。 

這次「深入敵營」參與了跨

文化的宣教事工後，我深深體

會世界各地宣教士的辛勞。尤

其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身處隨

時可能殉道的環境時，在台灣

的我們是否將馬太福音廿八章

19節為我們的大使命，為世界

各地的宣教士與宣教事工代禱

呢？

在充滿政治與宗教緊張的東南亞某地區，

開口傳講福音仍受到限制。

然而，透過藝術、陪伴和相處， 

神的作為超乎期待……。



千里家
書

Letters
代禱信中，我們常看到宣教士在外地的服事，

當他們回到家鄉，他們的需要和期盼又是什麼呢？

讓我們一起來關心以下幾位正在述職，或即將述職的宣教士！

「（保羅和巴拿巴）從那裡坐船，往安提阿去。
當初他們被眾人所託蒙神之恩，要辦現在所作之工，
就是在這地方。到了那裡，聚集了會眾，就述說神藉
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並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信道的
門。二人就在那裡同門徒住了多日。（徒14:26-28）」

每一段述職期間，我們都滿心期待向託付我們、
也托住我們的眾人，述說神藉我們所行的事，並神怎
樣為柬埔寨人開了信道的門。今年十一月到明年四月
在台灣述職期間，我們懇求神：

1. 使用我們在教會間分享神的話語，見證神的作為，
傳揚神的恩惠，記念神的大能，以激勵眾人愛主
的心，並興起更多人參與宣教。

2. 祝福我們和父母、家人、親友有美好的相聚，與已
信者同享在基督裡的團契，與未信者分享關乎萬
民的好消息。

3. 幫助我們善用進修學習的機會，追求靈性與智識
的長進。

4. 保守我們的身心靈復原，好預備明年五月一日回
柬埔寨後另一個四年的任期。

述職對於在母國服事的宣教士很有挑

戰，因為不多人知道我們也有連結支持代

禱及籌款、休息、裝備的需要。我們從泰國

回到台灣的這五年，差會後方的服事就像鴨子划水，心力體力的負荷很大，幾年下來幾乎難有

真正的休假。在最近服事中我們深感接近耗竭邊緣，這也提醒我們是必須重新充電的時刻了。

這次的述職盼望我們能有一段時間好好與差派教會重新連結，也希望花時間和過去支持

我們的弟兄姊妹分享服事。當然，進修和健康檢查、心理諮商也是不可少的任務。願神幫助我

們在這段時間能好好休息，沈澱與反思，在重新得力中迎接下一個階段的服事。

請為我們的述職代禱：

1. 感謝神！預備工場經驗豐富的林大衛牧師代理，還有同工們同心承擔許多工作，求神祝福林

牧師與辦公室團隊有美好的配搭。

2. 期待與母會及各地代禱支持者有美好的交通與連結，並分享在宣教事工中的見證。

3. 進修計畫──英文與宣教方面都有好的裝備與收穫。述職期間我們仍繼續財務及宣教士申

請的工作，為這些事工順利進行禱告。

4. 有好的休息及規律運動，更多陪伴孩子與家人。

1. 10/6-12回山上工場開會，請紀念同工及當地同事的溝通，希望我們能很快瞭解狀況。2. 這學期修兩門課，希望可以專心學習，有收穫。

回來台灣後發現我有許多反

文化衝擊，不少人事物需要時間慢

慢理解跟消化，請為我重新適應

台灣的文化及步調代禱，求神賜

給我安靜的心及智慧來面對。

另外，請為我肩膀慢性肌腱

炎的復健及持續療程代禱，也

求神幫助我有好的時間管理。

偉家、葳葳 

樂國、香如

小綠

雅琍 

在柬埔寨從事植堂工作
預計2018年五月返回工場

在台灣推動宣教與後方支援

預計2018年一月返回工場

在創啟地區透過專業進行事奉
預計2018年四月返回工場

在日本服事大學生與社青

預計2018年九月返回工場



在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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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期剛到台灣後不久，

我就發現有血糖過高的問題。

醫生建議我改變飲食習慣，並

以運動維持健康，所以我開始

騎單車。透過騎車，我領略到台

灣之美，但這只是個開始！運

動幫助我鍛鍊體能、維持血糖

正常，也使我了解到運動是一

個有力的事工方式。

時光漸移，我開始刻意以

運動來接觸人。騎單車讓我有

機會在他們的生命中撒種，騎

車途中順便分享聖經故事，或

者爬坡後休息時為人禱告，這

些都是可能的。其他時候我們

在鄉間慢跑，一起飆汗，並分享

生命故事。我體會到無論何種

運動，都可以製造與人自然地

分享信仰的機會，有關生命、上

帝和信仰的對談也變得容易多

了。

我第一任期內的主要運動

是騎單車，但第二個任期得調

為健康而運動，
更為傳福音而運動

劉馬可 （Markus Laurinkari，芬蘭籍）

  與妻子和孩子在嘉義服事

整了，因 為 我

認識的男士都

在慢 跑，我必

須學習去喜歡慢跑。這一年我

開始學國語（我第一任期是學

習台語），幾個月前我在慢跑時

第一次用國語講聖經故事，感

覺大受激勵！我分享了浪子回

頭的故事，開啟了一個很好的

對話，談到我所敬拜的神。在

之後的聊天中，我的朋友幾次

提到那故事，他會說：「嗯，對

啊……，就像你講的那個故事

一樣。」

向男士傳福音不容易，我

們的事工往往很難製

造和他們相處的機

會，也不容易更深入

討論生命和信仰。

這時，一起運動就

成為一個很好的平

台。有的人只要一

起喝熱咖啡，或一

杯冰綠茶在手，就

很容易打開話題，

但對某些人來說，肩併肩沿湖

慢跑，或在鄉間騎車，更能輕易

開啟話匣子。

將運動應用到事工的這個

點子，源自於團隊領導。她在我

們社區開了有氧班，服事社區

的婦女。第一週有大約20位婦

女參加，隔週便有兩位來參加

我們的週三查經班。我們看到

運動事工給了我們極為自然的

機會與人分享信仰，這是很有

潛力的福音預工。

求主使用我們結合運動和

其他傳統的宣教方式，建立友

誼，讓更多人聽到福音，經歷上

帝的愛。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7年7～8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7-8月   年度累計  項目   7-8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1,048,975 3,702,386 人事費用 586,155 2,236,632

 宣教士支持奉獻 3,561,535 11,122,685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459,285 1,619,728

 國際事工奉獻 711,200 1,582,902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4,272,735 12,705,587   

 收入合計 : 5,321,710 16,407,973 支出合計 : 5,318,175 16,561,947   

 7-8月餘絀 :  3,536 年度累計餘絀 :  -153,974

宣教聚會 (2017年10月～2017年12月)

 日期  時間

 10月30日(一) 19:00-20:30

 10月31日(二) 19:00-20:30

 11月27日(一)  19:00-20:30

 11月28日(二) 19:00-20:30

 12月25日(一) 19:00-20:30

 12月26日(二) 19:00-20:3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1%以下的世界(張雅琍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

內地會月禱會：現在是什麼「壯」況(Steve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

日本禱告小組：克里斯瑪斯派對

P4M(為穆斯林禱告)

地點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重視基督徒管家的職責，珍惜自然資源（謎之聲：同時也節省郵費），鼓勵大家多多訂閱電子版快報。若要將紙本訂閱更改為電

子版本，可掃描「我要訂閱」QRcode訂閱電子版，或電郵 tw.lit@omfmail.com

1849年，十七歲的戴德生將生命奉獻給主。

1853年，他離開英國的家鄉，來到中國：一個正值內亂，政治動盪不安，

廣大內地需要急切福音的陌生國度。

1865年創立內地會之後，作為內地會的創始人，戴德生需要承擔分

散在各宣教站同工的生活所需，並探望患病的同工。此外，還得面對內

地會因工作在英國所受到的責難。困難接踵而來，然而他覺得為主付上

一切絕對是值得的，因為，主始終是信實的。

當愛妻病重，即將離世時，他跪在主前把她交給主，感謝主賜給他

們十二年半的快樂時光，並再次重新獻上自己為主使用，繼續往後數十年的盡心事奉。

本書將為你揭開戴德生經歷重大考驗時，靈裡得力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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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1) 配合宣教士進入大學，教導英文會話。（長度：1-2個月）

(2) 運動事工（長度：2週-11個月）

(3) 環保事工（長度：2週-11個月）

(4) 駐館藝術家（長度：1-2個月）

(5 禱告之旅（長度：4-5天）

(6) 中/英文語言教學（長度：6-11個月）

＊有國際教學證書資格尤佳(TESOL)

PS.參與者須具備基本英語會話能力，以上短宣機會皆在2018

年3月以後，若欲於明年3月出發，請最晚於1月開始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