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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單身的預備
宣教禾場變數多，若憑著信心和應許向前，還需要很多

預備嗎？究竟需要多少準備才算足夠？單身和家庭需要的預

備又有什麼不同？

忠志和婉君全家將在年底的宣教主日中接受差派和祝

福，帶著孩子去宣教。他們早在二年前就讓兩個年幼的孩

子知道未來全家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幫助不認識耶穌的

人。他們訓練孩子吃不同口味的食物；透過繪本和影片幫助

孩子明白住在不同國家的人長相和語言都不同，但都是神所

造的人；刻意安排兩個孩子常常和不同親友在一起，不只是

為了加深小孩與親人的感情，還希望他們習慣與父母親以

外的人長時間相處。忠志和婉君除了一起服事培養默契，還參加婚姻建造課程，看重精心時刻，聆聽

彼此內心的掙扎與擔憂……。這些準備為忠志一家日後在應許之地的服事帶來許多重要的影響。

一個宣教家庭經常要面對許多變動，需要很好的內聚力。對宣教家庭而言，家不是一個熟悉且

固定的房子，而是全家人在一起。家庭中比較容易被忽略或隱藏的，常常是最關鍵的夫妻關係，除了

從神來的呼召和共同的異象，彼此的關係需要建立在相愛的基礎上，而不是只有事工和成果。宣教

士在自己國家可能會發生的難題，到了宣教地也可能發生，而且更難處理和面對。孩子是宣教團隊

的重要成員，他們的教育需要長遠規劃，不安情緒有賴父母細心地觀察和引導，才能表達出內心的

感受。孩子有必要瞭解未來可能的變化，他們也可以參與一部份的

討論和規劃，畢竟這是一個全家人的蒙福旅程。

一位單身的資深宣教士分享她事奉的心路歷程時，特別提到

決定投身宣教服事前，需要瞭解單身狀態對自己而言究竟是犧牲

還是滿足，將來才不會患得患失。如果有交往對象，則需要慎重地

思考每一步，瞭解彼此宣教呼召的異同。若不相同，兩人需要清楚

尋求是否繼續走向婚姻；若有相同的宣教異象，何時適合結婚也需

要好好規劃。單身宣教士是否能融入團隊、與人有好的人際關係、

與異性有適當的互動、和團隊裡的家庭密切往來、與家庭中的成員

相處，這些都是重要的議題，因為單身經常更有機會和不同的人相

處。

每一位回應神呼召的工人，都要準備面對許多挑戰。如果差派

教會和支持者能成為他們的幫助，一起思考未來的處境和難題，將

有更多喜樂和健康的宣教士在宣教禾場為主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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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只接受了兩年的日本

教育，但吾兒強納森卻已習慣

於日語的「說」、「寫」、「讀」。

相較之下，母語的發展和維持

反而是一種挑戰。

和而不同？

強納森是學校裡唯一沒有

日本血統的孩子，但對所有孩

子都知道的電視節目、大家都

在熱衷的遊戲，他同樣受到吸

引，融入在這樣的文化當中。

就像電視和遊戲，一些帶

有屬靈意涵的當地節日也吸引

強納森的注意。舉個例子，到

一定年齡的孩子通常會穿著和

服前往神社，並拍照紀念這個

特殊的日子。據我觀察，當強納

森看到其他孩子擁有這樣的照

片，享受著傳統的日本習俗，自

己卻沒有時，似乎感覺自己錯

過了什麼……。事實上，生在日

本，長在日本，強納森在某些方

面感覺自己是日本人。然而，當

他在某些場合意識到自己持的

是另一本護照時，又是一種震

撼。

左右為難

有時候我們確實想把強納

森送去國際學校，但那離家遠，

學費高，更重要的是，就讀本地

學校讓我們有機會以一個家庭

的身分來接觸周遭的人。同理，

我們也不選擇在家教育，因覺

那將會使我們更顯孤立。身為

社區裡唯一的外國人，我們已經

十分「與眾不同」了，如果連本

地學校也不進，那強納森和我

們將會更加與世隔絕。經過許

多的禱告之後，我們覺得在基

礎教育的幾年中，最好的方案

還是信靠神，持續面對在本地

學校求學的挑戰……。

我們真的需要來自後方的

禱告支持。

禾場報
導

Field

編輯室

與眾不同

特別的族群：TCKs

TCKs是Third Culture 

Kids的簡寫，中文是「第三

文化孩子」，意指不在本國、

本族成長，擁有雙重文化、

甚至是多元文化的孩子。宣

教士的子女也屬於TCK的

一種，他們隨著父母在工場

成長，面對各種跨文化的挑

戰，以及自我身分的追尋與

掙扎。教會支持宣教，除了

關心宣教士本人的事工與

需要，別忘了記念宣子、宣

女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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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誠

這次短宣的性質有點不

太一樣，並不是去幫助當地教

會、直接向當地人傳福音，而

是協助為在家自學的宣教士子

女（宣子）所辦的營會（home 

school week），讓分散於泰國

各地、在家自學的宣子們，有一

個學習團體規範的機會，也讓

宣教士父母們有一週左右的休

息時間。

本次營會主題是「城堡與

武士」（Knights and Castles)，

地點在OMF位於泰國曼谷的辦

公室，以五天的時間，帶16位

4到8歲的宣子們蓋一座城堡。

我們用海綿沾顏料，在白布上

畫出石頭城牆的樣子，又讓孩

子用紙板與泡棉等材料製作盔

甲、盾牌與劍。我的工作是協助

兩位老師進行課程，以及帶領

每日早晨的詩歌歡唱。以前的

我，對於唱歌跳舞完全沒有興

趣。但這次來到泰國，我嘗試著

放下以前對唱跳拒絕的心態，

專一想著這是上帝所喜悅的工

作。當我看到小朋友在課餘玩

耍時還會唱跳我教他們的歌和

舞步，心中充滿感動。這是倚

靠上帝而突破自我的意外收獲

吧！ 

以往說到短宣，都會被認

為是到第一線傳福音。然而，透

過這次home school week，我

才發現宣教就像是一場作戰，

前線戰況能持續挺進，仰賴的

是後方源源不斷的補給。在宣

教工場，宣教士是第一線士兵，

而對宣教士家庭的健全補給，

是使他們可以無後顧之憂為上

帝工作的重要關鍵。因此，對於

短宣，我們的觀念不應該只停

留在傳福音，支持宣教士家庭、

宣子的教育與成長也是整個宣

教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去短宣，除了幫助當地事

工以外，整趟行程下來，不論

是行前訓練中閱讀的資料與概

念，或是短宣過程中上帝賜下

的感動與體會，自己的成長與

收獲更是豐盛。雖然結束之後

我們仍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

但短宣所帶來的悸動會不斷在

每位參與者心中發酵。相信上

帝的帶領、權柄與恩典，凡事倚

靠祂，就沒有做不到的事。如

同這次帶領的詩歌中，不斷在

我心頭縈繞的一句歌詞所言：

「成為上帝的偉大計劃一部分

是多美好的事（How wonderful 

to be a part of God’s amazing 

plan.）。」

到宣教前線蓋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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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
沙崙 在創啟地區服事

這段時間我們團契正專注學習有關關於以斯帖的主題和神的秩序，所以我們把每一天

所碰到某種程度的混亂，視為操練的機會。如果不是靠著祂托住我們，這些日子，沙崙在異

地的服事會很艱辛和不平穩。看到這世代的混亂，相信很多人都面對著難言的焦慮和壓力，

在這裡的弟兄姊妹十之八九都有這樣的問題。信靠主的人何等有福，我們在世上雖有苦

難，但在主耶穌基督裡有平安，因祂勝過了這世界。

五月底的一個上午，突然接到陳老弟兄女兒的電話（她正在從遠方趕回來的路上），告

知陳弟兄已回天家。她說因她父親是基督徒，他們兄妹三人不知該如何辦後事，我們原約

好見面後再商討，哪知她女兒後來又來電說父親的朋友已幫忙安排了所有的佛道教儀式。

我和同工J代表團契前去弔唁慰問，看到陳老弟兄的親戚在他靈柩前燒香、燒紙，煙霧瀰漫

又一片髒亂，實在不太環保。她兩個女兒再次感到內疚，總覺得該用她們父親的信仰來辦喪

禮。事到如此，我們只能在旁安慰她們，讓她們知道陳弟兄已安息主懷，只是他可能不喜歡

如此烏煙瘴氣。

她們突然決定請我們幫忙把她們父親的靈堂改造成基督徒的環境，沙崙也憑信心先答

應她們，因我還得進城聯繫弟兄姊妹來完成這突來的任務。就在那時，突然進來了幾個叼

著煙的陌生人，原來是準備幫陳弟兄做道場，她們就去制止他們，表明不做了，因她們父親

是基督徒！哇！那晚我快速召聚幾個弟兄姊妹一起禱告與預備，很快自製了一個大十字架、

練習詩歌，在合一中迅速把陳老弟兄的靈堂更新的乾淨俐落，十字架取代了民間的靈旗子。

那晚在莊嚴肅穆中，我們對他的親友們唱詩、分享與禱告。哇！那是一個爭戰時刻，我們經

歷神為我們爭戰，並看到神得勝！更奇妙的是，她們也邀我們第三天在告別式上獻詩；因陳

老弟兄是較高層的教師，他的朋友多數是政府官員，按規定如有基督教的歌和儀式，這些官

員是必須迴避不得參加的，但那日有許多官員在其中，聽了奇異恩典和愛的真諦。後來有人

表達詩歌好聽且有意義，我們相信種子已播撒，會在神的時間發芽，榮耀歸主名！     

最近我家父突然身體欠安，很感恩，在哥嫂們辛勤照顧下，他老人家很快就出院了。再

次感謝幾位牧者和弟兄姊妹去探望他老人家，我家人都非常感動和感謝，也謝謝您常在主

裡記念我們。

代禱事項：

◆求神保守父親能有健康的

身體、良好的睡眠。

◆九月要在城中心舉辦環保

推廣活動，求主保守一切

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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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人聽到我們向萬華紅燈區的婦女傳福

音時，他們總是說：「你們的目標是幫助特種營

業的婦女離開性產業，對不對？」然而，這個問題

不容易回答。

大部份在萬華紅燈區從事性工作的婦女年

齡從40到70歲不等。在街上拉客是這些年長婦

女賴以維生的最後辦法。除了婚姻破裂和低教育

程度，她們還得照顧孩子或年長的雙親，甚至是

雖已成年，但有精神疾病或毒癮的兒女。在街上

討生活本就入不敷出，又因為健康日趨衰退，無

一技之長，讓她們另覓工作難上加難。

另一方面，有許多來自中國的婦女也在這地

區工作。她們將孩子交由親戚照顧，隻身來台追

求報酬更高的工作。是的，許多60歲以下的性工

作婦女仍可賺很多錢，甚至多過大學畢業生的

所得。然而，她們也因身負鉅債而淪為工作的奴

隸。

對許多從事性工作的婦女來說，離開這個產

業是很困難的，就像當初決心踏入這行業一樣。

就算想要離開，可能由於染毒的關係讓狀況變得

更複雜。然而，我們也曾多次見證上帝的神蹟。

55歲的阿惠在街上討生活已有二十年。我們

邀請阿惠到手工藝班來，並且為她製造很多使

用縫紉機的機會，讓她重拾回久疏的技藝。半年

後，她變得更自信，在我們的支持下也開始找其

他的工作。

阿惠不識字，也缺少工作經驗，但她即使面

對多次拒絕，仍舊保持謙卑的態度。最後阿惠找

到一份清潔的工作，她覺得是上帝伸手掌管這一

切。她至今已工作了好幾年，同時也快唸完夜校

一年級的課程。

珍珠家園的手工藝班是一些婦女的重要跳

板，讓她們可以找到其他的工作。但團隊現在面

臨新的挑戰。參加手工藝班的15位婦女中，有半

數因為年紀和健康關係，無法在街頭討生活，也

找不到其他的工作。這樣的人數在增加中。

透過一些微薄的收入，這個手工藝事工給了

這些婦女尊嚴，但手工所得不夠支付日常生活所

需。藉著在基督徒圈內的銷售，上帝保守這個事

工持續。手工藝班仍需要發展，但因我們宣教士

的身份和資源缺乏，我們還無法將手工和其它

生計計畫結合成正式的企業。請代禱，願本地事

工和志工的配搭關係長久，能讓這些婦女自給自

足，也願這些婦女接受上帝為她們一切的供應

者和個人的救主。

轉換跑道大不易
李瑋琦（澳洲籍，與夫婿麥威廉在台北服事）

許多婦女在珍珠家園得到安慰與盼望，但是場地空間的侷

限和缺乏無障礙設施限制了事工的發展，求神賜下更合適

的場地。

簡單的手工藝品雖然無法支持生計，卻是這些婦女的一

個新開始，願神成為她們的供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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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6年5～6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5-6月   2016年累計  項目   5-6月   2016年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567,718   2,403,148  人事費用    478,318   1,394,699 

 宣教士支持奉獻  2,188,856   8,629,930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472,433   1,042,704  

 國際事工奉獻 170,000   1,115,10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2,358,856   9,745,030   

 收入合計	 	2,926,574			12,148,178 支出合計		 		3,309,607			12,182,433		

	 5-6月餘絀	 	 -383,033		 2016年累計餘絀		 		 -34,255

宣教聚會 (2016年8月～2016年10月)

日期		 時間

8月29日(一)  19:00-20:30

8月30日(二)  19:00-20:30

9月26日(一)  19:00-20:30

9月27日(二) 19:00-20:30

10月25日(二) 19:00-20:30

10月31日(一) 19:00-20:30

聚會內容

Prayer for Japan

P4M(為穆斯林禱告)

北韓之旅

P4M(為穆斯林禱告)

P4M(為穆斯林禱告)

日本學問大－－教會篇(臼杵翠牧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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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會辦公室

內地會台灣辦公室的臉書

粉絲頁開張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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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變變探索新地方  
本書主人翁是兩位小老外――老夏和可樂，他們將與

大熊貓一起帶你進入中國百姓的生活天地，並將「新鮮」的

處境活現在你眼前！其中的趣聞軼事包含著歡笑與眼淚，不

但帶領你進入他們的新天地，更有助開闊你的心胸對待來

自外地的人，欣賞不同的文化。這本書充滿有趣插圖與活潑

相片，令人感受一種童真單純的信心，同時不自主地為一切

跨文化努力的成果感恩、歡欣！

宣教書
窗

Books

為北韓禱告
連續15年高居

「基督徒最難容身國家」名單之首，

北韓似乎成為福音無法進入的鐵幕國度。

然而，沒有人能將基督的愛隔絕！

一起來認識北韓的現況，用禱告穿越鐵幕！

北韓之旅

聚會時間：9月26日(一) 19:00-20:30

地點：內地會辦公室

十月特別聚會

（詳細聚會時間、地點請

   留意內地會網站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