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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需要那些裝備？

你不能！

面對跨文化宣教工作，不

管你花費多少心力學習與預

備，很快就會發現自己並不及

格。你會面對語言理解困難及

文化衝擊。在宣教前線，你會

遭遇各種找不到簡單答案的問

題，漸漸覺察自己的脆弱與不

成熟。

但千萬不要因此卻步，因

為這些都是與你有益的！

首先，這代表著我們不能

依恃過往的經驗、知識，或是

個人的恩賜與力量，唯有專心

仰賴神，倚靠祂的力量、智慧與

恩典。

其次，這些不足提醒我們，

每一個人都需要繼續學習與成

長。沒有人一抵達宣教工場就

完全預備好上場，我們必須帶

著謙卑的心，尋找學習的機會，

並願意依賴他人。

我們服事，並非因為我們

是擁有答案的專家，而是儘管

我們有各樣軟弱，仍願意讓上

帝使用。

品格與教導

雖然不可能充分預備，但

那不是讓我們偷懶的理由。那

我們該如何預備自己？

保羅曾寫信提醒年輕的領

袖提摩太：「你要謹慎自己和自

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

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

救聽你的人 。」（提前四16）

這裡談到兩個層次：自己

和自己的教訓。

首先是我們的心，也就是

我們的品格；這包含了我們每

一天與主的關係、對聖潔生活

的追求，以及與其他人發展健

康的關係。簡單地說，就是我

們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活出福

音。我們傳遞給他人最有力的

信息不是我們的言語或教導，

而是我們活出來的榜樣。即使

我們的才能和知識有限，上帝

仍然可以大大使用我們，但是

如果我們不被神所用，在宣教

事工上也將「失了味」。

第二個層面是我們的頭

腦，指的是我們對於神學和神

話語的認識，以及將這些知識

表達出來的能力。宣教士就是

個傳道人，所以我們必須明瞭

所傳的「道」，也必須知道如何

去「傳」。我們如何向未信者解

釋我們的信仰？如何透過一對

一帶領、小組查經等方式教導

信徒？雖然宣教士往往還肩負

了許多其他工作，但這些服事

永遠是工作的焦點與重點。

所以花時間在聖經學校或

神學院接受裝備是必要的；一

個沒有經過適當訓練的醫生或

工程師，無法想像他要怎樣面

對工作。如果我們想成為傳道

人，就必須理解這些訓練是何

等重要。

我們也要選擇一些詮釋神

學和聖經的書籍，並且找機會

操練傳講神的話語，像是教主

日學、帶領小組，或是參與福音

外展事工。

在踏上宣教工場之前，還

有很多技能是可以學習的，像

是語言、文化理解、專業技能

等。這些也很重要，但比不上

前面所談到的。

對於宣教士而言，屬靈的

良好品格以及對神話語的深刻

認識是不可或缺的事奉基礎。

願我們盡心追求，上帝將使用

我們前往祂要我們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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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樸生（Phil Nicholson，

澳洲籍，與妻子在台北服事）

踏上宣教之路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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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光在前進與等候之間

當我走在街上，看到滿街

的人守著齋戒月，敬拜他們所

信奉的神，我們卻只能靜候關

係的進深，等待合適時間分享

我們與主相遇的故事時，我

心中的焦急和不安難以言喻：

「主啊！這麼多的靈魂，時間緊

迫。但是工人少、關係進展緩

慢，怎麼辦？這些人絕大部分

極有可能終生未聞福音而離世

啊！」

我把焦慮的心情與一位本

地長期宣教士分享，他深表同

感：「有的時候，我真想放下本

地的職業，去街上發單張，就算

被抓也甘願！」

「但是，我們是跑馬拉松，

不是不勤快，而是有我們的『味

道』、我們的作法。我們就是活

在他們當中，讓他們很自然地

看我們生活，看我們教養子女、

看我們的工作態度。我們不隱

藏，如果他們有需要，我們會詢

問可否為他們禱告。在這過程

中，需要禱告，需要謙卑，也需

要求主保守我們正直清潔。」

我又想起一位宣教士為他

所服事的族群這樣禱告：「主

啊！讓他們看到耶穌在K族的文

化中會如何生活吧！」耶穌道成

肉身成為人的樣式，祂成為以

色列人，在兩千多年前的巴勒

斯坦土地上生活。如今在世界

各地的宣教士，也忠心在他們

所屬的文化處境中效法基督、

彰顯基督。 

保羅在雅典看見滿城偶

像，心裡焦急，發出剴切之言

（徒17）；使徒行傳最後記載保

羅在羅馬城自己所租的房子裡

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放膽傳講神國的

道。熱血傳講有時，平實生活有

時，但無論何時，總是在聖靈的

引導中行事。

堅固冰山融化要待何時？

定睛在冰山的巨大時，我感到

自己的渺小、無能，沮喪之情油

然而生。但是，誠如一位宣教士

所說：「上帝沒有呼召我們完成

祂的工作，乃是呼召我們對祂

忠心。」當我把眼目轉向我們信

心創始成終的主，我明白我要

負的責任─此時此地對呼召

我的主忠心，至於上帝所要成

就的時間、方式，就不是我要承

擔的了。

願啟示錄的榮耀異象─

各國、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在

主寶座前敬拜、尊崇祂─在

主所定的時間成就。願頌讚、

榮耀都歸於我們的神，直到永

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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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齋戒月剛好碰上生

日，走訪穆區異象之旅是上帝

賜給我一份超棒的禮物。不僅

有好姊妹同行，更有兩位宣教

士帶領我們走訪不同城市、行

走禱告、聽宣教士分享呼召與

服事甘苦、探訪穆民、體驗少數

民族生活，大大開廣我對神國

度的認識，以及祂愛靈魂的心。

究竟神如何呼召人？我們去做

什麼？服事有何挑戰？穆民有什

麼需要？神在旅程中慢慢解開

我心中的好奇，並透過宣教士

的分享及與穆民的互動釐清我

的疑問。

上帝最認識我們，祂呼召

每個人的方式都不同。但有一

個共同點是：上帝很愛這些未

得之民，把這份愛放在服事祂

的宣教士心中，以至於這些宣

教士願意為了神委身穆區，活出

有主愛的生命，分享神的帶領

與恩典。神愛萬民，不論在哪裡

服事，讓神得榮耀是最重要的。

上帝沒有要我完成祂的工作，

因為我沒有這個能力。祂只是

要我忠心順服，用生命見證主

的愛，除去穆民信主的障礙，並

讓自己生命結出果子。很多時

候我們想的不一定和神一樣，

特別是在進入不同文化時，要

留意神開的門，若神開門就試

著走進去。

不同地區的穆斯林生活型

態有個別差異，但是同樣不被

主流民族接納、生活條件相對

處於劣勢，甚至穆斯林女性婚

嫁不自由、辛苦勞動、心中愁苦

無人傾訴，諸多故事令人感到

心疼與不捨（這些故事都是因

為宣教士長期生活在她們當中

建立友誼，聽他們分享才慢慢

認識）。有穆民因此願意信任我

們，初次見面就送我們吃饃饃、

分享家族野炊照片，並邀請我

們去他們家。也有人因為看爾

撒傳（耶穌傳)而認識主。我們

在齋戒月的清真寺前看見一大

群專心敬虔跪拜的穆民（沒想

到現場也有遲到者與低頭族)，

人數最多時達十萬人！見此情

此景，更深體會為他們代禱的

重要。

一路上聽了很多分享，除了

讚嘆神的作為、也憐憫這些百

姓的需要，深深感受到禾場廣

大，但是工人太少，特別是創

啟地區有安全考量，這些需要

不容易傳遞出去。就在內心感

到焦急時，上帝讓我們一週之

內在兩個不同城市看到彩虹，

彷彿告訴我們：祂眷顧這些穆

民還有宣教士，這是祂的心意

與應許。我只要忠心作神要我

作的就好。

因為這神永永遠遠為我們

的神，祂必作我們引路的，直到

死時(詩篇48:24)。

恩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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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英 在創啟地區服事

最近讀到大衛為了躲避掃羅的追殺，去投靠迦特王亞吉

之後發生的一些事。亞吉非常信任大衛，甚至要他一起去攻

打以色列，但是非利士人不相信大衛，拒絕大衛參與。大衛於

是「很無奈地」和他的勇士回洗革拉城，這才發現亞瑪力人燒

了城且擄走了所有的家眷。情急之下，跟隨大衛的人責怪大

衛，還打算打死大衛。然而大衛臨危不亂，體諒跟隨他的人各

種不同的需要，最後他帶著還有體力爭戰的四百勇士過比梭

溪，擊敗亞瑪力人，一個不缺地救回家眷，且奪了敵人的許多

財物。

如果當時非利士人相信大衛，讓他參與戰事，那他該有

多為難？他一定不會打自己人，那麼，他的偽裝將被拆穿！不

只如此，在他出戰的同時，他將無法及時救出被擄的家人，後

果不堪設想！

天 父的保守總是讓 人在回顧時充滿感恩：幸 好當

時……。得不著所祈求的，反而是一種保守！不願意面對的卻

總是遇到，或許那是天父的保守！最不希望發生的還是發生

了，可能那也是保守！

現階段很多事情都還不明朗，想做的事到底能不能做？

要不要做？如果真要做，又該怎麼做？在不確定中等待和預備

自己，是現在的功課，但是，因為相信祂必保守，所以知道這

等待是必要且值得的！

代禱事項：

◆新的法令規範尚不明確，許多與公部門的簽約進度都遭擱

置，同工們的簽證和工作受到影響，請為此代禱。

◆請為家長會明年的計畫守望，幫助家長們更清楚協會的方

向，能主動提出協會需要協助的項目，讓我們能由「帶領」

的角色轉成「協助」的角色。

◆有家長希望我們能協助規劃大齡特殊孩子的服務。農作、

手工及烘焙是一些發展方向。我們會與家長一起探討其中

的可能性，請守望。

◆工場這邊有一對姊弟疑似罹患罕見疾病（芳草脛族群），希

望能查到相關的醫學說明及照顧方式，幫助這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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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橋頭的住家有三層樓，但我們只使

用一和二樓，頂樓的小房間則被我們當作儲藏室

使用。大部份台灣人都利用這樣的小房間安置神

像，因此夜晚在屋頂陽台上可以看到四處籠罩著

紅光，這紅光來自於家家戶戶的神桌。我們住在

一個友善溫暖，但靈性黑暗的地方。然而在這黑

暗中，我們看見上帝的大工。

去年底我（江伯南）有機會帶領查經，參加

者有：阿權和莉婷這對年輕的基督徒夫婦，還有

他們的父母林先生和林太太。林先生和林太太最

近剛從職場退休，他們一直活在台灣傳統的宗教

觀當中。歐文忠、李仁惠宣教士夫婦和林氏夫婦

締結友誼，並和他們分享福音。在歐宣教士夫婦

回國述職前，林氏夫婦已對聖經中所說的上帝展

開追尋之旅。我很感恩，歐宣教士夫婦和這對夫

婦建立的友誼很自然的延伸到我們身上。

在準備查經時，我常擔心自己的中文不夠

好。中文查經對我來說是個挑戰，但也是個令人

興奮的機會。因著上帝的恩典，我能溝通無礙，

並看到上帝的真理進入林氏夫婦的生命中。

二個月前林氏夫婦做了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除去家中的偶像！大約有20位教會的弟兄姊

妹到他家中，一起唱詩歌和禱告。之後一些人到

三樓拆掉神桌，除去偶像，另一些人則在他家各

個角落禱告。

毋庸置疑，除去家中的偶像對台灣人而言是

件特別困難的事，但林氏夫婦除去偶像的那晚，

沒有悲傷的眼淚，只有看到流露在他們臉上的喜

樂。我們相信上帝早已挪去他們心中對拜偶像的

期望，所以他們很自然地走到除去家中偶像的這

一步。林氏夫婦在復活節受了洗，我們有幸見證

這充滿喜樂的一刻，並成為陪伴他們奔走主道

的一份子。林氏夫婦靈命尚淺，但他們對於與上

帝同行感到興奮，面對家裡所負擔的宗教義務

時，也顯出對上帝的信心。我們懇請代禱夥伴們

為橋頭禱告，願這地區拜偶像的鄰居們都能認識

主。

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五節提到：「光照在黑暗

裡，黑暗卻不接受光。」我們獻上感謝，這世界的

光在橋頭運行。 

橋頭，又撤下一神桌！
江伯南、馬夏軍宣教士夫婦（Brian & Faith 

Janssen，美國籍，在高雄橋頭服事）

許多台灣家庭都設有神桌，但它不能給人光

明，反而使人陷入拜偶像的黑暗之中

 大家同心撤下神桌，預備迎接真光！

在高雄事奉的江宣教士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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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6年7～8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7-8月   2016年累計  項目   7-8月   2016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823,983   3,227,131  人事費用    578,604   1,973,304 

 宣教士支持奉獻  2,161,831   10,791,761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552,375   1,595,079  

 國際事工奉獻 642,300   1,757,40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2,804,131   12,549,16   

 收入合計	 	3,628,114			15,776,292 支出合計		 		3,935,110				16,117,544			

	 7-8月餘絀	 	 -306,996		 2016年累計餘絀		 		 -341,252

宣教聚會 (2016年10月～2016年12月)

日期		 時間

10月25日(二) 19:00-20:30

10月31日(一) 19:00-20:30

11月28日(一)  19:00-20:30

11月29日(二) 19:00-20:30

12月25日(二) 19:00-20:30

12月27日(一) 19:00-20:30

聚會內容

P4M(為穆斯林禱告)

日本學問大－－教會篇(臼杵翠牧師分享)

內地會月禱會

P4M(為穆斯林禱告)

日本禱告小組

P4M(為穆斯林禱告)

地點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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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跨文化新知、宣教

小語、宣教相關訊息，請立刻上臉書

幫忙按「讚」～

OMF臉書粉絲頁

短 宣 資 訊

2.創啟X青年
你是一個樂意陪伴與分享的基督徒嗎？創啟

地區的城市訓練中心需要一些職場人士擔任

輔導，透過英文教學，分享你的人生故事，

與當地的青年同行二里路。

時間：2017年4月28日~5月5日；

 10月另有一梯次。

1.絲路X禱告
為了通商，古代人穿越絲路，為了福音，你也可

以踏上絲路！邀請你一同走訪西北穆斯林地

區，認識當地穆斯林族群，深入為他們禱告。

時間：不限月份，長度約1-6週。

更多短宣資訊，
請洽彭姐妹：2240-1865轉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