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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焦
點

Focus

董慧蓉姊妹

黃禾宣教士在台聯絡人

作伙關懷宣教士系列之二：不住禱告

「對宣教要：常保熱

情、不住禱告、同作伙伴。」

這是我所屬教會宣教網站

上的一句話；不只是鼓勵

宣教士，也提醒每位有心

參與、尋求、支持和關心宣

教的弟兄姊妹。

2007年，我所屬教會

與OMF共同差派黃禾宣教

士前往創啟地區向穆斯林

宣教。這十年我很榮幸擔

任宣教士的在台連絡人，學

習以寄發代禱信、處理宣教

士在台大小事來關顧宣教士，也因此常常能在第

一時間見證神如何垂聽眾人的代禱，使前方的

宣教士奇妙地得幫助，所以我對「沒有禱告，就

沒有宣教」，有更真切的體會！

我發現，在後方的弟兄姊妹透過閱讀代禱

信，藉著宣教士的眼和筆，對於宣教地區和族群

產生具體的即視感，在確實的代禱中生發真實的

愛心，進而帶出具體的關懷與支持行動。

代禱，是最實質的支持和關顧

自黃禾2007年前往工場事奉，許多弟兄姊妹

在代禱中陪伴宣教士一起走過流淚撒種的八個

年頭。2015年復活節，第一位穆民大學生受洗，

用代禱一起同工的弟兄姊妹，也同享了歡然收割

的喜樂！黃禾對於這群弟兄姊妹長期同心同行，

用代禱來扶持關顧他和穆民靈魂的得救，是由衷

地感謝！

代禱，是聆聽宣教士的心聲

某次我和幾位弟兄姊妹接待一位結束述職

返回工場的宣教士吃飯（我們共同代禱支持的某

教會宣教士），為他餞行。談著談著宣教士突然

感傷地說，他本來很期待述職期間能和母會的弟

兄姊妹談談這一任期的所見所學，但在交談中卻

發現，他們彷彿未曾看過他每月的代禱信，完全

不清楚他在工場的情況，他心裡的孤單和失落

感難以言喻。他很謝謝我們這群雖屬不同教會

卻忠心閱讀代禱信、為他禱告、聽得懂他的主內

肢體，給了他心裡很大的力量！

代禱，看見需要，帶出

行動

有位姊妹在代禱信中

看到宣教士常下鄉探訪，說

到學生和家長非常喜歡「台

灣」的茶葉，於是她主動奉

獻一大批精美小盒裝，標有

「台灣」字樣的茶葉給宣教士，數年不斷，希望

能幫助宣教士建立關係、向穆斯林表達主愛。

對於如何關顧宣教士，我想，用心閱讀宣教

士的每封代禱信，忠心地在主前為宣教士代禱，

聆聽並理解宣教士的心聲，適時地用行動支持宣

教士，是你、我都可以開始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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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再走一哩路
那女孩是班上最傑出的學

生之一。這班學生是一群靠著

獎學生才能夠繼續讀書的Y族

女孩。若沒有獎助學金，她們可

能會被迫離開學校，回到家裡

幫忙農活。

重男輕女的思維在此地依

然顯而易見。很少有女孩子在

小學畢業後仍能繼續讀書。絕

大部分的家庭沒有看到女孩升

學的需要——其實也是無力負

擔學費。

有一天，那女孩從此沒有

來上學了。

於是我們的兩位外籍同工

特地跋涉兩小時的山路去拜訪

她家，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什麼

事。

原來是她的母親得了結核

病，沒有辦法繼續農場的工作，

只好叫女兒回來幫忙。當他們

問那Y族女孩是否想要回學校

時，只見她眼睛放出光芒，立刻

回答：「要」！

但是農場工作要交給誰

呢？其實那工作十分單純，只是

每天帶著家裡的一頭牛出外吃

草，並確保這寶貴資產不會被

其他人偷走。

同工提議帶女孩的母親去

看醫生，並幫她付醫藥費。他們

持續幫助她，直到整個療程結

束。母親的健康恢復了，而那女

孩也如願回到學校。期待有一

天，她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打

破家裡貧窮的惡性循環。

這件事給我幾個提醒。

首先，我們的服事必須更

有彈性。雖然我們是以醫生或

老師的身分被差派的，這是否

表示獎學金這類機制與我們無

關？當然不是！彈性是服事的關

鍵。如果我們的同工說：「我只

是來當醫生的，只處理醫生的

工作。」那他將失去改變那女孩

和她家庭的機會。

其次，創啟地區非常需要

一些好的機制來幫助當地家庭

擺脫貧窮的循環，而我們需要

更多人力、經費和禱告來成就

這事。

編輯室



宣教心
語

Story

大約兩年前的一個聚會

中，戴繼宗牧師分享非洲教會

想要傳福音給當地逐年增加

的中國人，OMF開始與他們配

搭開拓華人事工，並期盼未來

我們教會能差派短宣隊參與。

「非洲教會的華人事工」這個想

法瞬間顛覆了我對華人與宣教

關係的既定觀點：華人現在還

需要別的民族來向我們傳福音

嗎？而且還是非洲人？支持非

洲當地的華人教會豈不更為有

效？ 

2016 年初短宣隊徵召隊員

時，我聽說東非教會有一群信

徒正積極學習中文，不是為了與

中國人作生意，而是為了向中國

人傳福音，我聽了大受感動，渴

望與這些主內肢體同工，也祈

求上帝開啟我的國

度眼界。

這次短宣一大收

穫，是從OMF偉恩宣

教士夫婦的事奉與異

象中，重新反思跨文化

宣教的意義。撒哈拉沙

漠以南的非洲大陸是全

世界基督徒人口最密集

的地區之一，過去十年中

國政府在非洲各國的投資

計劃已將兩百萬的中國人帶到

這裡。非洲教會開始思考自己

傳福音給身邊中國人的責任，

但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帶來極大

的困難。偉恩宣教士夫婦的異

象是於現有的華人教會之外建

立多元文化的事工模式，動員

與裝備非洲教會去向華人傳福

音與培育門徒，並使非洲人與

華人基督徒一起承擔傳福音給

其他民族的使命。他們兩年前

帶著孩子來到東非，與一非洲

教會配搭，接觸關懷當地華人，

建立與訓練同工團隊，開始雙

語查經班與崇拜聚會，嘗試搭

建非洲基督徒接觸華人的橋

樑，並在各處動員非洲基督徒

與教會投入華人事工。    

走進綠地團契（該教會的

華人事工團契），不同種族的基

督徒與朋友親切擁抱，以英文

夾雜簡單的中文交談。Apollo弟

兄拿出他的中文練習簿，工整

的漢字寫著一則則成語，加上

英文解釋與漢語拼音。他告訴

我除了參加綠地團契的中文班

之外，他還會去國家圖書館研

讀中文教材；Faith姊妹說著一

口流利的普通話，她曾赴青島

學過一年的中文，回來後成為

綠地團契中文班老師；Ruth來

自烏干達，領受了向華人傳福音

的呼召，來到東非與偉恩夫婦

配搭服事。綠地團契的雙語聚

會中，不同種族的人一同敬拜，

彼此服事，拆毀民族與文化之

間隔斷的牆。這是一個開拓性

的事工，充滿挑戰，其意義不只

是動員非洲教會的資源與力量

領華人歸主，也見證福音所帶

來的擁抱與和好，能夠超越差

異與偏見。

認識偉恩夫婦，我多麼希

望自己也能像他們一樣，對上

帝的國度有寬廣的胸懷，對事

工有深思熟慮又具開創性的策

略，對人有誠懇細膩的關懷。

黃沙中的綠地

與東非當地教會一同前往Ilchamus 宣教站，服事未得之民

走進綠地團契，不同族群的弟兄姊妹

相聚在愛裡

 短宣隊獻詩

  高弟兄

（參與2016信友堂東非短宣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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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敏 在創啟地區服事

咻一下，半年就過去了！「新兵」上崗是什麼心情？說沒有

挫折是騙人的。過去這三個月我問了很多問題，從「我為什麼會

在這裡」、「來真的是對的嗎」，到「我在這裡要做什麼」，甚至

到了有點輕微憂鬱的程度，幸蒙神憐憫恩典，控制下來了。

過年返台見家人、朋友，和許多牧長，對我有鼓勵和正面的

作用。心中的困惑與不安定感，總算慢慢處理到告一段落，許

多問題也出現曙光。困難其實是成長的開始。

在最茫然的時候，我看了一部電影「海洋奇緣」，述說一

個小女孩從聽見大海召喚到完成旅程，許多劇情台詞都回應

我的困惑。短短的一個春節，我就看了兩遍。才回來不久，這

部片已出現在我家電視的免費電影區了，好像天父特別安排

影片時時提醒我為什麼我在這裡。困難肯定會有的，放

棄也是最容易的路，但我要選擇面對還是放棄？

這學期我的第一個工作是為幾個自閉症家庭開親

子技能訓練班——學習包餃子——孩子學習包餃子，父

母學習怎樣用特教的方式，正向地教養教孩子。目前課程

進行了三次，情況還算不錯。我們也邀請了本地的大學生

來擔任志工，透過服務學習和觀摩學習來累積專業經驗和

知識。

「我到底是誰？來這做什麼？」我現在的答案是：我不

只是個專業人員，事實上，專業人員是我最不重要的身份。

讓我來的原因才是定位我是誰、我該做什麼的答案。

換句話說，這些人最缺的是什麼？是專業幫助嗎？是的，

但不是最重要的！這些人是需要幫助的人嗎？是的，但也不

只是他們。每個我所接觸到的人都需要神，而我需要將他們帶

到神面前，然後把神帶到他們面前。「他們」包括這些孩子、家

長、志願者，還有其他人……。

代禱事項：

◆感謝神幫助自己可以從困惑挫敗的迷霧中掙扎出來。

◆感謝神，可以接觸到許多人，不管是前輩或服務的對象。

◆希望親子技能訓練課能榮神益人，並持續的將經常接觸

的人交在主的面前。

面對還是逃避



在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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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關於兩位台灣男

人的故事。他們有很多共同點：

兩人都姓陳，都擔任警衛，但都

不喜歡從事這個工作。他們穿

著同樣淡藍色的制服，每天工

作十二小時，一週上班六天，收

入只夠餬口。

談到生命，他們的理解是：

努力工作、賺錢、享受。在認識

他們之後，我們做了更深的探

索：「你真的相信靈魂嗎？」「為

什麼你戴佛珠？」「你對基督徒

的看法如何？」這就是兩位陳

先生故事的分歧點。

第一位陳先生，50歲，但

是看來像80歲。過去多年他在

娛樂業擔任主管，但該工作的

性質並不單純。生活作息不正

常導致他健康出狀況。他獨自

兩個台灣男人的故事
盧瑞嘉、周筱妍

宣教士夫婦（美國籍），在萬華服事

住在租來的小房間裡。原本他

自稱一直單身，認識一年後，

他又承認有過婚姻，妻子在很

久以前離他而去。被問及是否

對生活感到遺憾，他的回答是：

「不」。問他對基督教的想法，

他會拒絕談論，只說：「你是基

督徒，因為你從西方來的。基督

教是進口的宗教，真正的台灣

人不會接受的。」他心情好一點

時，請他幫忙改進我說聖經故

事時使用的中文詞彙，他還是

斷然說不。李先生是個驕傲的

人，和他相處沒有問題，但他會

堅決的拒絕上帝。 

第二位陳先生三十多歲，

但看起來不過二十出頭。他俊

美聰明，好像台灣本土劇的演

員，但在校時課業一直不好。他

正在處理婚姻問題、債務、兩份

工作，除此之外，還有被鄰居狗

咬傷的小腿。問他是否有興趣

聽這個世界是如何創造的，他

說：「當然有興趣」。故事結束

後，他說希望今天的世界能和

人類犯罪以前一樣，又說他不

再相信人性本善。跟他講挪亞

的故事，他也把這故事轉述給

太太聽。在開始和他講約瑟的

故事之前，他走出房間，先去一

下洗手間，這樣聽故事才不致

中斷。我曾告訴他如果想看這

些故事，可下載聖經的軟體。他

說他有考慮過，但不想讓事先

瀏覽破壞了聽故事的樂趣。跟

他講亞伯拉罕的故事，並強調

這故事和他的關係時，看到他

睜大著充滿好奇的雙眼實在奇

妙。

為什麼這二人的反應如此

不同？剛開始的時候我採取各

種模式、用語，和易記易吸引台

灣男人的比喻。我著重對的策

略和方法。有策略是好的，但

策略並不一定能打開人心，我

們只能懇求上帝。很多台灣男

人心很剛硬，唯有聖靈能突破、

鬆軟他們的心田。我終於慢慢

學習到一個人回應或不回應終

究不是我應該擔心的事，最好、

最簡單的策略就是：禱告，開口

傳講福音，相信聖經的大能和

真理能成就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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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7年1～2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1-2月   年度累計  項目   1-2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846,453 846,453 人事費用 710,487 710,487

 宣教士奉獻 3,001,192 3,001,192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282,151 282,151

 國際事工奉獻 93,510 93,510 宣教士及國際事工奉獻轉出 3,094,702 3,094,702   

 收入合計	 	3,941,155	 3,941,155 支出合計		 		4,087,340	 4,087,340			

	 1-2月餘絀	 	 -146,185	 	年度累計餘絀		 		 -146,185

宣教聚會 (2017年4月～2017年6月)

日期		 時間

4月24日(一) 19:00-20:30

4月25日(二) 19:00-20:30

5月22日(一)  19:00-20:30

5月30日(二) 19:00-20:30

6月26日(一) 19:00-20:30

6月27日(二) 19:00-20:3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沉默的足跡(程亦君牧師)

P4M(為穆斯林禱告)

內地會月禱會：創意與本土化的事工（為樂蒙恩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

日本禱告小組：忙碌的新宿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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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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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澆灌生命  

耶穌離世升天

前，留給門徒的使

命是：「你們要去，

使 萬民作 我 的 門

徒。」然而，今天在

教會裡，說到要帶領門徒，多數人的

反應卻是：「這件事由牧師和小組長去做

比較好吧？」「萬一我把人帶歪了怎麼辦？」

「我自己跟隨耶穌都快跟丟了，夠資格帶

領別人嗎？」

如果說主日崇拜由牧師主導；小組團

契由特定同工主責；那麼一對一門徒培育，

就是人人都可以主動開啟的門徒培育行

動。因為，跟隨耶穌是不分等級的。所有跟

隨耶穌的「門徒」，都是有能力回應大使命

的「門徒培育家」！

內地會宣教士盧慈莉，邀請你《用生

命澆灌生命》！不僅帶你認識一對一門徒

培育法，還將經驗化為明確的實踐方法和

技巧，佐以豐富的案例分析，讓你學會如

何打造因材施教的門徒培育模式。

一起挖掘聖經蘊含的神奇養分，讓大

使命的呼召，從澆灌身邊的需要開始吧！

宣教書
窗

Books

疾病流行、過量垃圾、空氣和水污染、水土流

失、食安問題、核災風險、動物棲息地消失、異常極

端天氣……，天父創造的美好世界到底怎麼了？

關愛受造世界是一個福音議題，也是基督徒為

主發光作見證的重要契機，本次會議，乃洛桑運動及

世界福音宗派聯盟所主導的環球推廣策動計劃的一

部份，邀請有心投身的弟兄姊妹一起關切！

時間：2017年7月24-28日

地點：新竹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學院

詳情請洽 tw.hmob@omfmail.com

電話：(02)2240-1865

東亞地區
關愛受造世界與福音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