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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這是呼召嗎？
當我返國述職時，常遇到許多想知道上帝是

否呼召他們成為宣教士的年輕人，有些人想知道

自己是否適合跨文化宣教；有些人好奇是否需要

等待某種超自然經驗。事實上，如果你與宣教士

交談，只有極少數曾領受類似的「呼召」，對絕大

部分的人而言，成為宣教士只是他們屬靈歷程的

一部分。

上帝的預備工作有時候起於家庭，一些父母

常為宣教工作代禱，甚至接待宣教士；有時候是

身處的環境；有時候則會透過困境與苦難。我小

時候每隔幾年就必須搬一次家，因此必須不斷學

習適應新環境與融入新的群體。在我成為基督徒

之前，我就已經對其他的國家和文化充滿興趣，並且認定未來會在海外生活。

申請加入宣教機構時，人們總會被問到得救見證以及救恩對自己的意義，這確實是關鍵。唯有

深刻經歷上帝的奇妙救恩，才能夠面對跨文化事奉的種種挑戰。接受耶穌讓我深刻經歷上帝的饒

恕，也幫助我饒恕其他人，心中對父母的苦毒與憤怒因此得以修復，讓我可以愛他們。這個信仰讓我

的生命大大不同，因此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得到救恩。在使徒行傳和加拉太書，保羅談到自己向外邦人

傳福音的呼召時，也提到自己的得救經驗。

雖然有些人的確經歷「馬其頓的呼聲」，但大部分宣教士都是一步步跟著上帝的帶領。在小事上

仰賴神，這項功課並不是我們念了神學院或搭上前往異鄉的飛機時才開始，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學

習。一個被呼召成為宣教士的人往往已經在自己的教會發揮影響力，就如安提阿教會差派保羅和巴

拿巴時，他們已是教會中的服事同工。但重點不是一個人做了些什麼事工，而是他從中學到什麼，以

及上帝如何改變他。

當有人問起自己是否被呼召，我會建議他們與教會的領袖談談。在使徒行傳中，聖靈向安提阿

教會的領袖們說話，要他們分派保羅和巴拿巴去宣教；而保羅領受了馬其頓的異象時，也與同工們分

享。當神呼召一個人成為宣教士，周遭的基督徒也會清楚看到這呼召，因為他們看見上帝在那人生

命中動工。通常當一個年輕人和教會領袖分享自己的呼召時，教會的反應往往是：「我們早就覺得你

會成為宣教士！」

上帝正在用什麼方式預備你？福音如何改變你，好讓你能參與上帝改變其他生命的歷程？如果

你覺得自己可能蒙召宣教，其他人是否能夠看出這個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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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衛 宣教士

（David Eastwood，英國

籍，現任台灣工場主任，

與妻子在台中太平服事）

踏上宣教之路系列之一



阿奴將一張佛陀的大照片

放到婉兒面前，堅定地說：「我

們是撣族人，這就是我們拜的

神！」婉兒剛參加完一個基督教

營會，她在阿奴面前流露出對

信仰的濃厚興趣。但就阿奴所

知，生為撣族人的他們，向來都

是佛教徒。

雖然阿奴的激烈反應嚇到

婉兒，但神依然持續工作。僅僅

兩個月後，阿奴參加了當地教會

的聖誕聚會。她非常享受那次

聚會，甚至加入了門徒小組。

許多強烈抵擋基督的人，

最後成為門徒，這令人驚奇的

轉變，同樣發生在阿奴身上！她

最終接受耶穌作生命的救主，

並且在撣族信徒的大會裡分享

神如何住在她心中，她的兒子

小畢也決志信主。

很快地，阿奴也遭遇了反

對。除了聖經以外，丈夫阿祿

燒掉了她所有的基督教書籍。

某一天，當我們的門徒小組正

進行時，阿祿帶著一把槍闖進

來。他揮舞著槍枝，威脅阿奴離

開房間，並在阿奴蹣跚跌倒時，

動手毆打她的肩膀。雖然我們

都很害怕，但仍然保持冷靜，並

且禱告。此後，阿祿禁止阿奴和

我們有任何聯繫。

然而兩週之後，阿祿帶著

瘧疾的各式症狀前來。他發著

高燒，而且發顫不止。阿祿的異

母兄弟李哥是教會領袖，他問

我是否可以借部機車載阿祿前

往健康中心。「可能不太方便」

我沒有借他機車：「雨下得那麼

大，我開車載你們去吧！」我們

整裝出發，同時我向神禱告，願

祂恩待阿祿，讓他經歷祂的慈

愛。

到了健康中心，阿祿的瘧

疾檢測結果是陰性，症狀也開

始好轉，他很抱歉浪費了我的

時間。「你並沒有浪費我的時

間」，我接著說：「是上帝回應

了我的禱告！」

稍後我們聽說阿祿將他的

康復歸功於我的禱告，而他的

態度也開始轉變，並讓阿奴恢

復聚會。就在他帶槍闖入聚會

的三週之後，他再次出現在我

們當中，跟著太太小孩一起來

查考聖經。隔天，他出席了7位

新信徒的洗禮。我們相信，總有

一天阿祿也能將生命降服在耶

穌基督面前。

如今，婉兒的信仰還是不

太穩固。但是阿奴，這個曾經拿

著佛陀相片的反對者，卻有了

不一樣的信息：「我是撣族人，

我信耶穌！」

禾場報
導

Field

作者為一美國差派至緬甸宣教士

我是撣族人，我信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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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文徵

 (現就讀於中華福音神學院)

前言：

2015年暑假，文徵前往緬

甸短宣。這趟行程預定首先抵

達撣邦的臘戌，在當地停留一

個月服事孩子後，再轉往另一

個國家培訓，最後回到仰光認

識工場。然而，一連串的變化

卻打亂了原本緊湊、充實的計

畫……。

還記得7月的代禱信剛剛發

出，沒想到隔天一早傳道騎機

車載我，便因道路泥濘打滑翻

車。就在大腿內側發出響亮的

「ㄉ一ㄚ」一聲後，我的腿就無

法行走了……。

第一時間當地的傳道人帶

我去中醫放血、敷草藥治療，接

著我又從臘戌飛到仰光大醫院

照MRI，經確診為左膝內側副韌

帶二級撕裂傷（三級就要回台

灣開刀），醫生囑咐我必須帶上

護具休養三週。正當我買了機

票打算飛回臘戌邊休養邊繼續

山上的服事時，一通電話改變

了原本的行程，讓我轉到緬甸

的首都奈比多休養。

前往奈比多6個小時的車

程，我其實是沮喪的，心裡一直

想著：休養三週，我在臘戌的各

樣計畫都得停擺，也不確定三

週後是否仍可依原行程前往另

一個國家服事，難道這個暑假

的計畫就這樣泡湯了嗎？一路

上我無法平靜，一直跟主對話，

不斷與神「摔跤」。直到5個小

時後，腦海中出現「信就是所望

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

據」（來11:1），我突然明白，就

是在不知道答案的情況下願意

相信神的帶領，且願意倚靠神，

這才是信心。我的心終於有了

平安，我跟主說：「不要照我的

意思，照祢的意思！」

就像使徒行傳16章，保羅

想往東北傳福音，聖靈卻要保

羅往西北行，保羅就在順服中

將福音傳到歐洲。而我也經歷

了上帝的帶領，看見「奈比多的

呼聲」。原來，緬甸政府將所有

政府官員的辦公地點集中搬遷

到奈比多，所以這個城市幾乎

都是緬人，就算是華人牧養的

教會也有很多緬人。上帝改變

我的行程，不但讓我有機會看

見奈比多的跨文化福音需要何

等迫切，也讓我經歷信心的跨

越。 

休養三週，腳可以走了，於

是我按原定計畫前往另一個國

家，有了很美好的服事與學習。

沒想到當我再度從香港轉機至

仰光入境時，卻被海關刁難，當

地同工盡力溝通無效後，我遭

到原機遣返香港。經過不斷協

調，最後主奇妙開路，24小時

後，我終於在飛機起飛前及時

取得仰光海關同意，允許我再

次搭機入境。

回想起來，在仰光機場，上

帝沒有讓同工用緬甸慣有

的「塞錢」方式賄賂海關，

卻讓我們以正式補件的方

式協調與等待，必是要我們

不向世俗妥協。我更相信整

整多出一天的折磨與苦難，

是要使人見證我們是行在神

國度中的光明之子，並使福音

傳揚開來！

緬甸急轉彎

因著意外的傷勢，文徵經歷了服事的轉彎

臘戌信義堂的少年正認真禱告

臘戌市集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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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梅馨 宣教士 在菲律賓服事

時光飛逝，來到Mauban漁村已一年九個月。這

裡是一塊福音的硬土，我們每天學習凡事交託、與

神同工。這些經歷充滿挑戰、祝福與感恩，因為神有

說不盡的恩典。

我搬來Mauban的第二週就認識茱莉安娜。她

今年12歲，家中排行老二。茱莉安娜的原生家庭很

複雜，親生父親早逝，四個弟妹都是由不同的父親

所生。她的故事燃起我心中的辛酸與不捨，但感謝

神賜我與這個家庭建立深厚關係的機會。她心思細

膩，較同年齡的孩子成熟穩重，每週四晚上，她都來我們家學習聖經。有一天茱莉安娜跟我

說：「Tita Monica（Tita就是菲語阿姨之意)，當人心中有主，生命就是不一樣。」她夢想成為一

位不一樣的老師，能關心並教導更多來自類似家庭的孩子，使他們知道，在主耶穌基督裡可

以有盼望，擁有不一樣的人生。

團隊每週日下午的兒童事工已開展近一年了，茱莉安娜是我的得力助手，從不缺席。我

們倆每週乘機車往10公里外的Banout山區，途中經過一片片的稻田和鄉間溪流，真是美不勝

收。茱莉安娜對兒童的負擔與委身非常激勵我心，願神繼續帶領她，使她的生命在基督耶穌

裡滿有恩典與屬靈的智慧，明白神對她的心意。

在菲國有很多與「茱莉安娜」背景相似的孩子，父母的身教嚴重混淆他們的思想、言語

及行為，甚至道德觀與價值觀。這些孩子無法選擇自己的家庭，很可能變成一群無奈及思想

偏激的青少年。但我們確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並改變人的生命及家庭。

成長的過程中，這群孩子只要認識神，將生命的主權交給

神，神必賜他們全新的生命，走出原生家庭，進入寬闊之地。

將來他們進入自己的婚姻時，他們可以選擇將不一樣的

原生家庭帶給他們的下一代。

代禱事項：

◆為今年復活節剛受洗的大一學生Randell代禱，他是我

們目前栽培的未來教會領袖，求神堅固他在主裡的信

心，叫他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請為Mauban的福音事工代禱。因為目前的傳道

Pastor. Edie & Imelda夫婦已辭職，五月三日將會

離開 Mauban，我們急需一位當地牧者來牧養羊

群。

◆去年有機會參與某一教會組織在奎松省的訓

練，在與學員的互動中深受激勵。他們已於三月

結業回國，繼續做宣教動員的服事或教會牧養，

五月和六月有兩對夫婦將踏上中東宣教之路。

今年六月份有另一批學員來菲接受為期11個月，

跨文化宣教訓練，請為這些新學員代禱。

茱莉安娜與許梅馨宣教士

Banout兒童福音事工為孩子們的生活帶

來更多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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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帶領萬華團隊踏上一

個令人振奮的旅程。數年來，團

隊不斷嘗試和不同的教會或機

構配搭，但多半因為服事目標

有差異，或是教會資源有限而

未能如願，直到有一間大型教

會進入萬華植堂，我們的社區

福音工作才能跟教會結合。上

帝的恩典成就了植堂工作，並

在挑戰中不斷成長茁壯。近年

來，越來越多台灣信徒擔起責

任，而萬華團隊也逐漸將工作

交給該教會。

萬望團隊持續深入社區的

不同角落。現在我們每個月在

兩所高中發送「蒲公英」雜誌，

若有機會，我們會用一些簡單

的問題開始有關信仰的談話。

上週有四個學生想進一步瞭解

耶穌，還有一位女孩提到她想

上教會。但我們該怎樣跟進

這些慕道的朋友？我們該

在哪裡和他們一起聚會？

他們又要如何找到我們

呢？

上帝把成立福音中心的負

擔放在我們心中，我們也開始

尋找可租賃的地方。要找到適

當的地方實在不易，但我們相

信若上帝要我們成立中心，祂

必會引領我們，並且供應福音

中心的所有需要。

幾週前，一連串的事情讓

我備感挫折。我向主說：如果我

們收到一些事工奉獻，那將會

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事，因為

那將印證我們的路是對的，尤

其是「開始福音中心」這件事。

翌日，有人通知我收到一筆事

工奉獻，幾天後又有二筆為數

甚豐的金額進來，在這之前，我

們已經好長一段時間未收到任

何奉獻。上帝的印證是多麼激

勵人心啊！

我們特意選定「萬望福音

中心」作為事工名稱。身為萬望

團隊成員，我們將不斷分享上

帝的愛，因為祂給我們希望，也

將希望給每個相信祂的人。儘

管面對許多挑戰和挫折，我們

也絕不放棄。盼望許多離開主

的朋友、失怙的學生、受毒癮控

制的人、因錯誤決定而獨嚐苦

果的人，以及許多因受虐而離

家的女孩，都可以在上帝裡找

到希望。

後記：

這篇文章完成於2015年11

月，同年年底，上帝回應了萬望

團隊的禱告，預備了合適的場

地。經過一段時間的修繕，「萬

望福音中心」於今年年初正式

啟用，願神繼續帶領內地會在

此地的工作，讓美好盼望進入

每一個社區居民心中！

燃起萬華的希望
饒天慈 宣教士

（Veronika Rieben，瑞士籍，在台北萬華服事）

王茂德(Stephen Noble)宣教士

帶領兒童英文班

萬望福音中心終於落成

感謝上帝差派天使

協助裝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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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6年1～2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1-2月   2016年累計  項目   1-2月   2016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976,869   976,869  人事費用    509,985   509,985 

 宣教士支持奉獻  2,025,436   2,025,436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295,160   295,160  

 國際事工奉獻 79,600 79,60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2,105,036   2,105,036  

 收入合計	 	3,081,905		 	3,081,905 支出合計		 		2,910,181		 	2,910,181		

	 1-2月餘絀	 	 171,724		 2016年累計餘絀		 		 171,724

日期		 時間

4月25日(一)  19:00-20:30

4月26日(二) 19:00-20:30

5月30日(一) 19:00-20:30

5月31日(二) 19:00-20:30

6月28日(二)  19:00-20:3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

P4M(為穆斯林禱告)

內地會月禱會

P4M(為穆斯林禱告)

P4M(為穆斯林禱告)

宣教聚會 (2016年4月～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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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禱告是宣教的穩固基礎，

OMF台灣辦公室邀請您加

入代禱勇士的行列。如果

您願意收到電子版的代禱

通訊，請洽辦公室。

OMF內地會台灣辦公室代禱通訊

特別預告：	六月的日本禱告小組暫停一次，將延至七月舉辦，請預留時間前
來聆聽神秘嘉賓的分享！

OMF臉書粉絲頁

邁向宣教之旅STEPS週末營
上帝呼召我成為跨文化宣教士嗎？ 

我需要那些裝備？申請成為一位宣教士需要多少時間？

我能在宣教工場生存下來嗎？

不要再徬徨了！

STEPS週末營陪你一起探索上帝的呼召！

工̇作坊

靈̇修

禱̇告

個̇人反思

互̇動式學習

宣̇教士引導與陪伴

◆日期：2016年7月1-3日(星期五18:30 - 星期日16:30) ◆地點：新北市八里區聖心靈修中心

◆費用：每人2500元 (含食、宿、保險，交通自理) ◆名額：限16位

◆報名方式：詳見中華基督教內地會網頁   ◆報名截止：2016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