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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為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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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焦
點

Focus

蘿莉 在創啟地區服事，

負責工場的人事與關顧

作伙關懷宣教士系列之三：工場關懷

「今天大雨滂沱，會不會影響姊妹們前來聚

會的路況與意願呢？」我不禁擔心著。還好大家

都把這個「女士專屬」的邀約放在心裡，而且沒

有忘了每人帶一菜──注意啊，美食是非常重要

的！呵呵！每位女士進門時都很狼狽，主人忙著

指示雨衣雨傘放在哪裡，她把毛巾、吹風機都拿

出來了。大雨讓我們身體溼了半截，但是心裡卻

因團契的熱情而溫暖。

這是一個很開心的夜晚，與會的都是工場的

女宣教士，同工們難得不受時間拘束，天南地北

輕鬆的聊天。今晚很感恩地看到姊妹們身心滿

足，露出愉悅的笑容！

同工關顧是個重要和嚴肅的課題，但它也常

常是一些微小的行動。

以線性的時間軸來看，理想上機構的關顧應

該始於宣教士的篩選階段，繼

而全面落實在工場服事期間，

直到他們返回母國或退休。

以關顧的面向來看，可以由

五個層次來思考，如果以一個同

心圓，擴散出四個外環，由裡到外依

序是「主的關顧」、「自我關顧」、「團隊/社群的

關顧」、「機構/部門的關顧」、「專家/專業的關

顧」。

宣教士自身與神的關係至關重要，他們在跨

文化的環境當中，也必須負責照顧好自己的身心

靈健康。

在同工們身處的環境當中，參與「看得見」

的團隊，能夠各自服事、也能夠一起工作、敬拜

與玩樂，這將是美好合一的景象。工場上幾乎

所有團隊都會一起慶祝生日、節慶、接待訪客等

等，若有隊員生病立即主動照顧，遇到困難時彼

此支援，這是很真實的肢體生活。有一個團隊甚

至要求每位隊員在團隊中選擇一位禱告同伴，每

週碰面談話與禱告，以免有人孤立無援。同時我

們也相信，宣教士在當地的友誼，會帶來很大的

喜樂與滿足感，弟兄姊妹們，千萬不要忘了為前

線同工們建立良好的關係禱告！

在機構內同工關顧是重要的一環，我們會使

用不同的方式與同工保持聯繫，關心他們各樣需

要。他們的名字和近況，也常常出現在我們的禱

告中。感謝神讓我們以恩賜分工，有些同工負責

關照行政和實際上的支援（比方說，同工需要的

東西，很多是無法郵寄的，必須安排順路經過的

人帶進去）；有些同工扮演橋樑，與家鄉

支持者及教會維繫關係。另一方面，

機構定期舉辦的退修會，提供宣

教士們身心放鬆、靈裡更新得

力的機會，也是我們努力在做

的。

這些事無分大小，都是家

人的事，也就是我們的事。遠

方的家人雖然不能常見面，但

他們常在我們的心裡，我們為他

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

常提到他們。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S和J宣教士夫婦 

在創啟地區服事以斯帖與基甸
我們的首顆果子是一位

年輕的女農。當我們忙著為

兩個較大的女兒進行在家教

育的時候，她被請來擔任小

女兒的保母。當她一聽到福

音，當下的反應是：「真的有

一位這麼好的神嗎？這聽起

來太不可思議了！」從那天

起，我們固定和她一起查考

聖經，她對神的渴慕日益增

添。幾個月後，她做了個激進

的決定，要求接受洗禮。毫

無疑問地，神已經預備好她

的心來接受救恩。洗禮之後，

她斷然拒絕在廟裡供祭品、

拒絕崇拜祖先，也不再找村

裡的巫醫。因為這種種的舉

動，她面臨了丈夫、娘家和其

他村民排山倒海般的逼迫，

差點就要因為信仰的緣故殉

道，幸好神存留她的性命。

即便如此，她依然堅定

站立，信靠那位她所深信並

已交託生命的主。她的生命

讓我們想起聖經中的皇后以

斯帖，這位壯族以斯帖不僅

擁有美麗的外貌，還有對神

堅定不移的信心。經過好一

段挑戰與勝利、困難與突破

交織的日子，神對以斯帖的

帶領愈加清晰：祂要裝備她

成為城裡最忠實的教會領

袖。直到今日，她依然在生

活中順服神，帶領敬拜、發

起四十天禁食禱告，並且鼓

勵本地其他的弟兄姊妹。她

就是一個活的見證，而我們

是多麼榮幸可以和她分享福

音、看她成長，甚至和她並肩

為壯族的福音事工打拼。

我們還要再介紹一位男

士，他原本是個平凡的農夫，

但遇見主之後，他成為了不

折不扣的基督勇士。我們稱

他為壯族的基甸。基甸小學

一年級就離開學校，大半輩

子幾乎都在當農夫。透過以

斯帖的介紹，我們認識了基

甸和他的妻子。基甸的妻子

名叫哈拿，她在青少年的時

候就開始受到疾病的糾纏，

病了13年之久。為了治好宿

疾，夫妻倆嘗試包含巫術等

各種方法，耗盡了所有的金

錢和力氣，但卻不見任何起

色。

有一天，以斯帖和他們

分享有位大能的神，鼓勵他

們接受當地的基督徒的代

禱。基甸和哈拿同意了。我們

就前往他們的小屋，按手為

哈拿禱告。神蹟發生了，她獲

得完全的康復！親身見證神

的醫治大能，基甸和哈拿不

久之後就接受了洗禮。基甸

公開承認自己的信仰，除去

了家裡的偶像、祖先牌位和

神壇，並且告訴眾人：「世上

沒有別神。」如同以斯帖，基

甸也成為這個壯族村莊重要

的教會領袖。

禾場報
導

Field



S和J宣教士夫婦 

在創啟地區服事壯族歲月
這依然是個令人難以接

受的事實：已經是21世紀了，

世上竟然還有一支數量如此

龐大的「未得之民」──超過

兩千萬的壯族人。幾乎等於

整個台灣的人口數，中國的壯

族擁有16種主要方言，而這

些方言彼此並不相通。他們

散佈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偏遠

的鄉鎮，多半以務農為生。

回顧過去14年，我們在

此生活的唯一理由就是神那

奧妙且非凡的旨意。因為我們

成長在北美的大都市裡，很

難想像會去實行如此「瘋狂」

的想法。確實，每個層面都超

過我們的想像。

2003年，我們先抵達雲

南，學習普通話。當學習至一

定階段後，我們很清楚下一

階段是進入壯族區域。上帝

帶領我們進到一個偏遠的鄉

鎮，離省城約6小時的車程。

事實上，這裡沒什麼具水準

的醫療設施，帶著三個年幼

孩子的家庭搬到這裡會如

何？不免令人擔心。何況還有

惡者的攻擊：搬家之前，小女

兒溺水，幸好奇蹟似地活了下

來；在此地進行異象探索的

時候，我們家有人從旅社的

樓梯上摔落，造成複合性的

骨折。這些「意外」狠狠提醒

我們即將踏入敵人營壘的現

實。同一時間，我們的心也因

同樣的現實深深激動——這

城裡99%的居民是壯族人，而

他們一輩子都沒聽過耶穌基

督的福音。

小孩的教育是我們家要

面對的另外一個現實。雖然

不是最理想的解決方式，但

在家教育似乎比較可行，而我

們也確信這是住在本地人當

中所必須付上的代價。雖然

實行在家教育的資源有限，

但神逐漸讓我們確信這是祂

對孩子們最好的安排。如今

回顧，無論從什麼角度看，確

實如此，孩子們不斷見證那

段時光是他們生命中無價的

資產。

在此地度過了十年以上

的歲月，我們建立了八間小型

的家教會。壯族弟兄姊妹勇

敢忍受生活中各樣的逼迫，

成為我們一家最好的朋友，

和這些寶貴的基督徒一同生

活無疑是我們全家無上的榮

耀。願一切榮耀、尊榮和感謝

都歸給天上的父！

關於壯族

◆	在中國55個少數民族當中，壯族是人口最多的一支。

◆	壯族被列為「最少聽聞福音族群」之一，基督徒僅佔人口的0.5%。

◆	壯族擁有16種方言，而這些方言彼此不能相通。

◆	壯族人口約2000萬人。

◆	壯族宗教信仰：泛靈信仰、祖先崇拜、薩滿信仰。

◆	未有機會聽聞福音比例：75%。

◆	職業：80-85%的壯族人從事農業。

◆	都市化程度：15-20%。

為壯族代禱

◆	為2000萬壯人至少都有機會聽聞福音禱告。

◆	求聖靈興起奇妙的工作，好讓壯人離棄偶像，歸向真神。

◆	求神幫助壯族現有的基督徒和教會領袖能持續傳福音、建立教會。

◆	願神呼召更多宣教工人投入壯族的植堂和訓練工作。

◆	求神保守宣教工人們有合一的心，不忘記起初的異象和愛心。

宣教心
語

Story



千里家
書

Letters

于謙 在創啟地區服事

5月初，語言學校進行了第一次的能力評

估，當我看到考題時有點驚訝，聽、說、讀、寫

沒有一種題型不包括在內，從自我介紹到搭

車、問路、殺價、購物，老師還要忙著配合考題

轉換成各種角色和我對話，這樣靈活的評估方

式實在讓我讚嘆。感謝主的預備，讓我能在這

麼實用的語言環境中學習、成長！

在可以用本地語言簡單自我介紹的階段，

同工邀請我進入這座城市河岸的另一頭，探索

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從破曉時分就上路，

轉了幾次公車，趕到碼頭搭上第一班跨河渡

船，再換成計程機車，走最後一段黃泥小路，

風塵僕僕地從繁華的市容，逐漸進入對岸的貧

窮小鎮D。

我們來到一個印度血統的村落，座落在一

片垃圾山的周邊，群居著幾十戶人家，每家都

是茅草屋，又小又矮、又暗又悶。20年來，因為

陸續有同工在這裡撒種、深耕，以至於你看不

到房子的門牌，卻可以看到在門上寫著「耶穌」

和十字架的記號。村里的孩子知道今天我們要

來，早已引頸企盼，簇擁而上地用最甜美的笑

容與熱情的手拉著我前進，並極力地想用肢體

語言表達出對我的歡迎。80幾個孩子和我們在

小小的矮房子裡，用詩歌敬拜獨一真神、聽聖

經故事認識神的權能，然後一起專注地禱告。

我的心被他們的單純與堅定深深感動，也體會

到主耶穌為何喜悅我們回轉像小孩子的樣式。

在這個異鄉，我常常覺得自己像是學齡前

的幼童一樣，有口卻不能說，但是這一趟D鎮之

行，上帝讓我明白，祂愛我們，我們只要像孩子

一樣單純地信靠祂，凡事祂早已預備！D鎮孩子

的生活或許是最貧窮的，但他們的心卻因著信

靠主而富足。

我想起耶穌的話：「我實在告訴你們，你

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

國。」（馬太福音 18：3）

代禱事項：

◆感謝主讓我順利通過語言測

驗，求主保守下個階段的學

習，繼續為找到適合的語言家

教禱告。

◆已搬進新的住處，但還有家具

需陸續搬入，求神保守入住新

環境的各種適應。也繼續為與

鄰舍建立好的關係禱告。

學做小孩子



在地故
事

Tinder

我們在台灣內地會南台灣

的退修中心擔任管理者，任務

是提供宣教士一個放鬆的地

方——休息、充電、禱告、和享

受美食。 

潄瑾說：
我們真是累到極點。這才

體會到，光憑有限的兼職人手，

我們的體力根本無法負荷退修

中心的業務。就年紀而論，我們

算是健康的，身體也維持得不

錯，但也因為年紀的關係，我們

恢復的時間需要更長。我們沒

有辦法從早晨六、七點到晚上

八點連續工作。疑惑開始產生

了。我們沒有遵從上帝的旨意

嗎？之前我們知道這工作很難，

但現在覺得這簡直是不可能的

任務。每天早晨帶著憤怒、怨懟

和負面情緒醒來。只要我想到

這點，我就感到害怕和無助。

從前我不曾多想魔鬼在我生命

攪擾這件事。在多日禱告後，某

一天在負面的情緒中，一個微

小的聲音進入我腦裡：「這也許

是魔鬼在搗鬼，想把你和上帝

隔離。」我想到馬太福音十六章

23節。我不是聖經專家，但是我

可以複誦這本寶貴的書所說的：

「撒但，退去吧！」

恆春退修中心
麥德友、程潄瑾 宣教士夫婦

（Ken & Judy McDyer，美國籍）

在恆春服事

德友說：
在美國的時候我們很少吵

嘴。我的記憶是美好的。在恆

春，環境改變了我們。也許是因

為我不像在美國那樣自信。常

常潄瑾告訴我一件事情，一轉

眼我就忘了。每回我出門都需

要潄瑾擔任翻譯。去到超商或

雜貨店，看產品標籤時，以我三

個月的中文程度，根本不足以

看懂產品成分。需要跟兼職廚

師或清潔工做詳細解釋時，潄

瑾也必須跟在我身邊翻譯。我

對工程和房屋整修滿內行的， 

但在這裡我實在無法積極參與

討論。我們是一對，但幾乎像單

打獨鬥，或者只像是半個人。圍

繞四周的的對話不是中文，而

是台語，所以我無法了解在討

論什麼。最近在台北我發現自

己能抓到中文對話的意思，這

使我不由得開始思考：我是不

是該學台語？每天我懇求主幫

助我度過每一天，我為與潄瑾

之間有更多的了解獻上禱告。

我也祈禱，可以與上帝有更多

的連結。 

德友及潄瑾說： 

我們很喜歡待在台灣，尤

其恆春。我們樂於服事其他宣

教士，聽他們的故事，和他們做

朋友。他們造訪退修中心讓我

覺得受到祝福。但也許是魔鬼

的詭計，想阻斷我們與上帝的

關係。我們也很意外的發現，我

們還未完全克服文化衝擊。因

此，我們在退修中心服事期間，

需要你們的禱告，諮詢，和支

持。



我
要
訂
閱

內
地
會
網
頁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7年3～4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3-4月		 	年度累計		 項目		 	3-4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1,045,870	 1,892,323	 人事費用	 449,736	 1,182,005

	 宣教士奉獻	 2,624,419	 5,625,611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462,797	 744,948

	 國際事工奉獻	 750,092	 843,602	 宣教士及國際事工奉獻轉出	 3,374,511	 6,469,213			

	 收入合計	 	4,420,381	 8,361,536	 支出合計		 		4,287,044	 8,396,166			

	 3-4月餘絀	 	 133,337	 	年度累計餘絀		 		 -34,629

宣教聚會 (2017年6月～2017年8月)

日期		 時間

6月26日(一)	 19:00-20:30

6月27日(二)	 19:00-20:30

7月25日(一)		 19:00-20:30

7月31日(二)	 19:00-20:30

6月28日(一)	 19:00-20:30

8月29日(二)	 19:00-20:3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忙碌的新宿車站

P4M(為穆斯林禱告)

P4M(為穆斯林禱告)

內地會月禱會：From All Nations to all nations(饒以馨姊妹)

日本禱告小組：東日本大縱走(袁樂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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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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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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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能仁（James	Ostram	

Fraser）精通數理，擁有倫敦

皇家學院工程科系的學位，

並且彈得一手好琴。然而

他卻在22歲那年放棄人人

稱羨的大好前途，到遙遠

的中國雲南山區，傳福音

給未曾聽聞基督的傈僳

人。面對困難重重的開

拓工作，富能仁經歷失

望、沮喪，甚至靈性的黑暗。

「我不是邀請你們『施予援手』，像場邊

的觀眾，而是要將禱告爭戰的重任拋向你們。

我要你們將這些未得之民的重擔扛在自己肩

上。我要你們為著他們與神摔角！」這是富能

仁對家鄉支持者的深刻呼籲，也是他繼續向

前的秘訣。在許多宣教士的接續努力之下，如

今傈僳人聚居之地已有了福音谷的美名。

透過這部製作扎實，表達生動的情境紀

錄片，我們可以一窺富能仁當時面對的挑戰

與掙扎，也能從中學習得勝的秘訣，更能激勵

我們關懷今日仍有無數的未得之民。

宣教書
窗

Books

受造世界是上帝給人類的託付，但看到此刻

各樣的環境問題，人們似乎沒有好好履行管家的

職責⋯⋯。

關愛受造世界不只是環保而已，更是一個福

音議題，要從聖經的角度來全面認識並實踐這個

從上帝而來的託付。透過關愛受造世界的行動，

基督徒更可以活出基督的見證，成為宣教的管

道！

透過兩位內地會宣教士的分享，讓我們一

起來領略「關愛受造世界」與「宣教」可以碰撞

出什麼樣的火花！

日期：2017年8月5日(六)

時間：14:00-17:00 (3小時)

地點：南京東路禮拜堂 新安中心B1 

講員：

David Gould—OMF宣教士，長年致力於推動

關愛受造世界與宣教，OMF參與「洛桑關愛受

造世界及福音環球推廣計劃」代表。

沙崙—OMF宣教士，在創啟地區服事，分享實

地結合關愛受造世界與宣教的經驗。

關愛受造世界	X	宣教

◆主辦單位：內地會◆協辦單位：南京東路禮拜堂◆聯絡電話：2240-1865

曙光初露（DV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