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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心和宣教士一起出發

宣教士即將出發前往服事

工場。在教會舉行的差派禮中，

牧者和長老諄諄勉勵，按手差

派。弟兄姊妹們組成詩班，不

捨又感動地用詩歌歡送宣教

士。會後許多人爭相與宣教士

合影留念，和宣教士說幾句臨

別贈言，也有人拿了代禱卡，想

更多認識宣教士即將前往的工

場……。

然而，宣教士的「差派」工

作是否在差派禮結束後就告一

段落？日久情疏就淡忘他們了

嗎？本系列將從不同的面向來

認識宣教士的關顧課題，讓我

們一起學習持續關懷宣教士，

好讓他們可以在宣教前線持久

作戰。

在神的家中，宣教士是相當

特別的工人。他們要在資源缺

乏的外地待上好一段時間，面對

生活、服事上的各種困難，身邊

卻不一定有相應的支持，心裡面

往往會有較強的孤單感。

當宣教士進入服事工場，

一開始就會面臨生活適應、語

言文化學習的課題。如果差派

教會有和差會合作，那麼在前

方就會有團隊或相應的機制協

助宣教士逐漸融入。然而，母會

也不是把宣教士丟給差會就好

了，母會是宣教士的娘家，對宣

教士的關心和支持不能中斷。

代禱是娘家最重要的支持

方式之一。透過宣教士定期的

代禱信，後方的弟兄姊妹們可

以和前線保持聯繫，知道宣教

士遭遇的困難與需要，一起用

禱告面對。隨著科技的日新月

異，除了一封封定期發出的家

書，教會也可以利用社群軟體，

建立更為及時、緊密的代禱群

組。

對於宣教士的各樣需要，

母會弟兄姊妹可以採取更具體

的行動。財務上定期定量的供

應是很重要的，同時也要留意

宣教士的需要，即時奉獻。如

果弟兄姊妹們能親自去探訪工

場，帶點家鄉味和屬靈材料，那

會是多棒的鼓舞！另外，宣教士

也是人，自然有健康問題，也有

掛心的子女或父母。所以，關心

宣教士就要「關心他們所關心

的」，給他們全面的關懷。

一段任期完成後，宣教士

會回到母國述職。可別因為

他們平安返國了，就覺得差派

或關顧的工作到此為止。殊不

知宣教士回到熟悉又陌生的

「家」，是一種五味雜陳的情

緒，弟兄姊妹們別忘了幫忙安

頓宣教士的生活與心情。這也

是最好的敘舊機會，可以好好

表達對宣教士的關懷與愛。

出發，不只是一個人的事，

也不單是教會宣教部同工的

事，而是每一個弟兄姊妹都可

以參與的服事。你準備好了嗎？

讓你的關懷跟著宣教士一起出

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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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桂傳道口述

饒以德整理

作伙關懷宣教士系列之一：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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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的眼神
蘇菲亞每次來都坐靠窗的

老位子，點一杯熱茶，眼神中總

是流露著悲傷。

她每個月會光顧我的店

一至二次，安靜地坐上幾個小

時，看著她的兒子在桌邊蹣跚

學步，以及窗外不斷走過的人

群。

在街上來往的路人眼中，

她看起來就是個傳統的穆斯林

婦女：穿著長裙，戴著鮮明的頭

巾，和丈夫的家族住在一起，每

天負責煮飯、打掃和照顧年幼

的兒子。一般的路人根本不知

道她的故事。

當年她一畢業進入社會工

作，我就認識蘇菲亞了。她憑藉

著勇氣和大膽的作風，在當地

傳統的社區中闖出了名號。她懂

得運用機智（或是放在包包裡

的水果刀），讓粗魯的男同事們

循規蹈矩。她對自己的事業和

人生有許多期待，而她絕對有

能力實現那些願望。

當蘇菲亞的父母將她許配

給一位富商時，我知道他們不

顧她的眼淚和懇求，也知道她

因為企圖自殺而入院三次。

蘇菲亞的大婚之日我也在

場，她沉默地坐在新娘的位置

上，眼淚不停地從雙頰落下。她

的父母認為自己的職責是在真

神面前看到女兒出嫁，「你第二

天要跟他離婚也可以」，他們

試著說服她。然而，蘇菲亞知

道不會有那種事。

蘇菲亞已經結婚三年了。

按照傳統，她必須盡力取悅她

的丈夫和夫家。她過往人生的

足跡、過往的自己都已經消失

無蹤了。

有人說：「我們眼睛是通往

我們靈魂的窗戶。」如果這句話

是真的，很顯然，蘇菲亞的靈魂

已經失去了所有的盼望。

絲綢之路上，許多民族需要盼望：

編輯室

回族

1060萬

18萬7千

柯爾克茲族

1010萬

維吾爾族

1萬零5百

烏茲別克族

13萬1千

撒拉族

150萬

哈薩克族

3千5百

塔塔爾族

5萬1千

塔吉克族

18萬7千

保安族

62萬2千

東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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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月，正好是妻子與我

加入OMF、前往新加坡參加職

前訓練的十周年。當然，跟許多

人相比，我們服事的時間算短

宣而已！然而這個周年提供了

我們回顧在東亞十年光陰的機

會。

這段期間我們在3個事工

據點住過，生了兩個孩子，探訪

當地19個省份。我總共坐了185

次飛機，而我的臉孔也曾經於

一個星期之內在社交媒體上出

現11,000次。透過禱告，主總共

供應給我們大約59萬美元。

我們曾經歷地震、臭蟲滋

擾、硬碟故障、被搶劫、簽證問

題、膝蓋移位、警方盤問、人際

之間的矛盾和其他種種問題。

我們怎麼理解這一切？唯有仰

望倚靠那信實的主。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我

們的經歷，我會用「天路客」。

主帶領我們的旅程頗為曲折，

是我們當初離開祖國時所想不

到的。

就像許多人，當年我動身

時，胸懷遠大的理想，要為主在

禾場上有一番作為，可是，服事

得愈久，愈明白宣教是祂的工

作，我只是跟隨聖靈的帶領。

幾年前我在公園裡邊走

路邊祈禱，為可能要轉移服事

地點尋求指引時，恰巧看見一

堆別人不要的沙發，頓時我感

到主在告訴我――千萬不要容

許自己在服事的環境上過分舒

適。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向主

敞開，回應主下一步要我們做

的事――無論是多麼困難或多

麼不同。

要知道，為主犧牲並非初

來工場時一蹴即成，而是一生

忠心跟隨主的門徒特徵。願主

給我們勇氣，一次又一次地放下

自己的計畫和事工，走上祂為我

們預備的道路。

如今，我還有三十年的路

程，直到從OMF退休的日子。

J 宣教士（在創啟地區服事）

東亞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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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禾 在創啟地區服事

我們常聽說，向穆斯林宣教，已經不需要跑到中東、印尼這些伊斯

蘭國家，因為主已經把他們帶到我們的家門口了。確實，我們身在一個

多元宣教的美好時代，我和學妹、穆斯林學生H就是一例。

今年九月，當得知我們這邊一位穆民女學生H將到台灣做交換學

生（為期數個月），馬上聯絡了以前的學妹，希望可以代為關懷照顧，更

企盼H在遠離伊斯蘭圍城的期間裡，能夠有機會聽到福音，認識真理。

拜科技之賜，我和學妹藉著通訊軟體，可以即時、高效地互通訊息。第

一次接觸穆斯林，學妹難掩心中的緊張、惶恐，也問了許多問題：「可

以讓這位穆民女學生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嗎？」「可以邀請她到自己的住

處嗎？可是那是教會宿舍啊！」「如果她問起我的職業，我可以照實說

嗎？」「她問我，你為什麼會待在離家那麼遠的地方，我該怎麼回答？」

「我很怕說錯話、踩到地雷，她會很快防衛而拒絕往來，也擔心會

影響你們的工作。我們還停留在吃吃喝喝、建立友誼的階段，一直在學

習該如何拿捏，講到甚麼程度……。如今只剩下兩個月的時間，我還在

摸索，要如何跟H分享更多關於生命的問題……。」

很開心，就在聖誕節那天，接到學妹的留言：「今天 H來我們教會

參加聖誕節的活動，有個媽媽和她分享了主耶穌和十字架的意義，最

後還送她一本新約聖經。H很認真的聽，也很開心地拿了新約聖經，還

告訴這位媽媽，她會好好的讀，因為這是一本重要的書。我有教H該從

哪裡開始讀起……。」學妹最後又分享說，「我覺得H真的很有福氣，若

不是這次來台，她可能一輩子都沒能聽到福音。為她禱告，希望天父不

僅得著她，也透過她，得著其他的穆斯林同胞；H也認識不少我們教會

的年輕人，聽了他們的故事，希望這些互動和記憶會一直留在她的心

裡……。」

在H返回家鄉的前幾天，學妹和幾位基督徒朋友邀請H一起出去

旅遊，途中，H提到她近來有失眠的困擾，結果當晚睡前，學妹帶了H禱

告，為她能安然入睡並祝福她遙遠的家人，禱告後，H很快就入睡了！

誠如學妹所分享的，H真的很有福氣，若不是這次來台，她可能一

輩子都沒能聽到福音，也無法經歷呼求主名所帶來的大能。

請為H禱告：

◆為H認識了不少教會的年輕人，希望這些生命改變的故事、互動和記憶會

一直留在她的心裡。

◆盼望天父不僅得著她，也透過她，得著其他的穆斯林同胞。



在地故
事

Tinder

「我和你做個約定」，小

儀，一位初信者，我們傳福音

的對象，對先生說：「如果你要

繼續在我們店裡供奉偶像，那

你就得每個禮拜和我一起上教

會。」她的先生阿本同意了，自

此就和小儀一起來教會，至今

有三個月了。

阿本在南部的農村長大，

大學畢業後從事教學工作，很

喜歡開玩笑，人滿有趣，很好相

處，是那種能讓聚會熱鬧的人。

過去幾個月內，教會辦了兩次

郊遊，他在安排方面提供了很

大的協助。一次是弟兄的單車

之旅，他帶了烤肉和大家分享；

另一次是到一個佛教花園，那

裡綠意盎然，有閃爍的瀑布，肥

碩的金魚優雅地在水光粼粼的

池中游著。這場景似乎引起他

的思緒：「這地方真美，離我長

大的地方很近。哪天我帶你們

去我的故鄉看看。除了基督教

以外，我也會跟你們介紹一些

超級「慕道友」
章思民

（Simon Johnson，紐西蘭籍），

與妻子及三個子女在嘉義服事

台灣其他宗教的特性，這些或

許是你們之前不了解的。」這次

的郊遊真好玩，因為他是個有

趣的人。

阿本也一直邀請工作夥伴

到我們週三晚上的查經聚會。

有一次他邀了兩三個同事，另一

次是聖誕節，有一位男士和他

一起參加。「這老兄還不是基

督徒，竟然會向同事傳福音？」

我自思自忖。這似乎不是常態，

但在台灣宣教，「常態」這個界

線逐漸在我想法中消解，尤其

和阿本一起的時候。他不但和

我們一起查經，安排教會郊遊，

邀請朋友到教會，還製作刻有

聖經章節的鑰匙圈吊飾分送他

人。小儀最近也開始第一個兒

童讀書會，參加的孩子都來自

我們的教會。

這樣一個家庭，這樣一個

男人，已經為神的國度展現影

響力。若他能夠在眾人面前承

認主，影響力會一定更大。請和

我們一起為阿本禱告，願他的

心繼續柔軟，讓神的話影響他

的想法。願我們可成為他的榜

樣，也願本地信徒持續和阿本

分享他們的信仰，期盼他快快

來接受耶穌成為他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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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6年11～12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11-12月   2016年累計  項目   11-12月   2016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2,344,725 6,187,908  人事費用 521,773 2,995,402 

 宣教士支持奉獻 2,811,096 15,923,617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606,934 2,688,826  

 國際事工奉獻 214,041 2,101,523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3,025,137 18,025,140   

 收入合計	 	5,369,862	 24,213,048 支出合計		 		4,153,844	 23,709,368			

	 11-12月餘絀	 	 1,216,018	 	2016年累計餘絀		 		 503,680

宣教聚會 (2017年2月～2017年4月)

日期		 時間

2月20日(一)  19:00-20:30

2月21日(二) 19:00-20:30

3月27日(一) 19:00-20:30

3月28日(二) 19:00-20:30

4月24日(一) 19:00-20:30

4月25日(二) 19:00-20:30

聚會內容

不再沉默

P4M(為穆斯林禱告)

來自冰城的分享(小綠)

P4M(為穆斯林禱告)

日本禱告小組：沉默的足跡(程亦君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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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服事

時間： 一至二年

機會： 商業經營、牙科醫務、大學教職、商

務行政、兒童事工、心理輔導、醫療

服務、 語言學習

◆兩周的行走禱告之旅

透過專注有策略性的禱告影響絲路上

的族群。

以愛行走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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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約爾傳  

如果上帝沒有

開門，你是否願意

忠心等待？你會如何等待？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

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啟十二11）1823年，台約爾（Samuel Dyer, 

1804-1843）被這句經文感動，經過四年準

備，於1827年帶著妻子一起來到亞洲，要向

中國人傳福音。然而，當時的滿清政府採取

閉關政策，台約爾被拒於中國門外。但是他

並未放棄上帝的呼召，轉往南洋，服事那裡

的華僑，並且從事聖經翻譯、女子教育、中文

活字印刷等工作，為上帝的時間做好預備。

台約爾在世的年日不長，當同工問到他

欲埋葬於何處時，他說：「讓我埋身中國，以

贏得中國歸屬基督。」一句話道盡了宣教士

「雖至於死」的心志。

願你也能翻開此書，細細體會早期宣教

士的等候與盼望。

宣教書
窗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