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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家門口的異鄉人宣教焦
點

Focus

饒以德 採訪

從家門口開始跨文化宣教之三

週四上午，教會卻有著不亞於主日的鼎沸人聲。十二年前，信義堂看到社區長輩們的需要，開始

了喜樂銀髮族學苑，藉由各樣活動、講座與關懷，豐富長輩們的金齡歲月。然而，這間教會看到的不

僅於此。在長輩們愉快活動的同時，教會也保留了另一空間，讓照顧長輩的移工們有一個溫馨的小

家。

「隨著長者事工漸上軌道，週四總有很多長輩來參加課程，而許多長輩身邊都會跟著一位負責

照顧的看護。」裘啟瑩師母回憶起這個移工關懷事工的初衷：「當時我也注意到那些跟著來的移工，

我發現有些人沒有笑容，眼神中流露著孤單。我覺得應該為她們做些什麼，同工們一起禱告、分享

異象之後，有好幾位志工樂意加入這個跨文化的接待行動。」

一開始，同工們大約每三個月會舉辦一次「Sisters’同樂會」，讓來自印尼、

越南、菲律賓的移工們有個輕鬆相聚的機會。這個聚會除了讓辛苦的移工們

喘口氣，還準備了詩歌和見證，會後也會一起分享談話，「就把她們都當作

教會姊妹一樣」，師母回憶道。

幾年後由於社區的移工清一色只剩印尼姊姊，加上教會開始更多與差

會配搭，關懷移工的工作從三個月一次的大型聚會轉型成每週的小組。小組

的內容主要是幫助身處異鄉的印尼姊姊調適在台生活，安排一系列理

財、語言和情緒管理等相關主題。更重要的是，透過小組，同工們更深

入地同理並關懷這群住在我們當中的姊妹。

師母舉了個例子來說明這種細膩的改變。上午的銀髮族學院結

束之後，教會都會為長輩們準備午餐一同享用。飯菜都是由同工

們一份份打好，送到長輩和移工面前，但隨著更深認識穆斯林的

習慣，打菜同工們會刻意避免將豬肉裝到移工們的餐食裡。雖然

原本的工作增添一道手續，但這小小的動作，卻讓移工們受到尊

重、感到暖心。有位印尼姊姊因為這個貼心舉動特別向師母表達

感謝。

該如何看待這份家門口的福音工作呢？是直接分享福音，還

是一步一步建立關係？師母笑著說：「都很好！重點是，總要開始

做，一定要做，從小地方就可以開始！」其實就是很單純的一步，

當我們張開雙臂擁抱這些寄居在我們當中的好鄰舍，我們正在學

習天父的榜樣，分享福音、活出福音。



我和太太很可能是村裡唯二的信徒。

不過最近我發現，「大牧者」至少還擁有

一隻羊在這。

「尼哥德慕」是我平日會遇到的水果

商。有天向他挑了些水果後，他問我是不

是信耶穌的？我表明我是，他接著說他也

是——不過這身份得隱藏。他向我要些

方便藏起來的文字材料，於是我提供了些

查經單張，摺好夾藏在我付給他的錢當

中。鄰居對我們的往來滿腹狐疑，因此我

們不能時常碰面，但偶而天黑時他會來

找我們。他感到靈裡飢餓，渴慕閱讀引支

勒（Injil，四福音書），以及和我們一起禱

告，因為他從來無法公開與別人一同團契

禱告。

一晚我們特別為他的妹妹禱告。尼哥

德慕曾試著與她分享好消息，但她似乎無

動於衷。為此我們一同查考聖經中記載神

彰顯奇妙神蹟的故事，並相信祂必回應我

們的禱告，觸動這位姊妹的心。

幾天後我收到尼哥德慕的簡訊，內容

轉寄自他的妹妹：她已經信靠耶穌了！我

和尼哥德慕簡直樂翻天，神確實回應了我

們的禱告，且遠比我們想像中的更迅速！

我永遠忘不了這個神蹟，對這位回應禱告

的奇妙上帝，我的信心因此更加堅定了。

禾場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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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藏身東南亞的「尼哥德慕」

禱告焦點

◆求神藉著異夢和異象，引導像尼哥德慕這樣的人來

跟隨耶穌，即使他們身邊沒有其他跟隨耶穌的人。

◆許多隱藏的信徒常覺孤單寂寞，也不能肯定誰可信

任；求上帝親自連結這些跟隨耶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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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兒西北的石頭

想像中的西北是黃沙滾滾、烈日炎炎吧？書上的青藏高原似乎遙不可及，但當歷史古城以現代

繁華展現在眼前，驚訝不可謂不大。如果忽略掉街頭巷尾一抬頭就躍入眼簾、佔據視線的清真寺，倒

真像上海等其他城市。只是，忽略不掉，也不能忽略呀……。

我們穿梭西北城市巷弄拜訪回族居民，在博德恩紀念醫院看見神的僕人們因愛主而不惜性命。

我們也在另一個省份中，目睹漢回兩族的壁壘分明，看見主麻日禮拜後，頭戴小帽、伏身敬拜的人潮

從清真寺滿溢至街道。相較其他城市，西北人民特別親切和善，無論是溫和而謹慎的中國穆斯林，還

是面帶笑容、眼裡透著信任的回族，都是宣教士關心的對象。我們生活在其中，才能看見人們真實的

生命故事、建立彼此的關係，不再隔著一層紗打量西北的百姓。

「耶和華要說：你們修築修築，預備道路，將絆腳石從我百姓的路中除掉。」（以賽亞書五十七

14）就像宣教士說的，石頭不撿開、草不除，撒出去的福音種子怎麼在土裡扎根呢？然而神的僕人們

也是人，當關心陪伴了數年的朋友突然冷漠疏離，縱使告訴自己不要太在意，仍會感到心痛。宣教士

都是普通人，只因跟隨神的旨意而不再平凡。他們在當地活出生命的見證，讓人看見前面有一個更大

的藍圖，是神要給這地方、這民族的心意。神是滿有恩典、慈愛、和憐憫的，祂在各地方、每個人的生

命故事中彰顯祂自己。

我也在這次行程中看見自己的軟弱，體會健康的重要，學習更多地倚靠神、將不安害怕都交給

祂。還有，不要用第一印象判斷人、不要給人貼標籤，更不要自以為是。我知道自己有太多缺點、需要

長大成熟，求主照著祂豐盛的恩典慈愛潔淨我、帶領我。神在跟隨祂的人身上彰顯恩典，也在還不認

識祂的人身上施展憐憫，而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大藍圖中的一小片，以自己的有限去經歷神的無限和

美好。感謝神，每個人祂都能使用！



代禱事項：

◆求神賜下更多分享機會，讓

蒙愛有智慧傳遞祂愛穆民

的心意。

◆連結代禱夥伴與願意支持

的教會。

◆家人們和教會有美好連結。

蒙愛 預備前往創啟地區與穆斯林分享福音

很感恩有機會到不同教會分享宣教異

象，神讓我看見祂教會的榮美——一群愛

主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們在本地火熱敬拜禱

告，認真查經，籌辦國內短宣。也感謝許多

弟兄姐妹願意成為蒙愛的代禱勇士，奉獻

支持，參與關懷小組，提供寶貴建議。誠願

更多人投入齋戒月為穆民禱告行列 ^_^

代禱事項：

◆請為差派禮的預備和關懷小組的建立禱告，盼望神將宣教的異象放在弟兄姊妹的心中，一同加入宣教的工作。
◆請為我在出發前心情的預備來禱告，與神有親近的關係，也學習和親朋好友們說再見。◆請為簽證的申請禱告，目前還在行政程序處理中，近日常聽到其他的朋友申請簽證失敗的案例，求神保守我能順利取得。

胖丁 預備前往創啟地區與穆斯林分享福音
感謝神的恩典和大家同

心合意的代禱與支持，我即
將在6/26出發，開始我的第一
個四年的任期。首先我會前
往新加坡參加三個星期的職
前訓練，之後進入東南亞，用
九個月到一年的時間學習當
地語言與文化，再到甜甜國安
頓，展開新生活和服事。

瓶中信 & 天約，以及米璐、巧喬、巧虎 預備前往創啟地區

代禱事項：

◆為剩下一個多月時間打包整理順利禱告，家中

仍有許多待收拾的物品，求主給我們智慧知道

如何處理；三個小朋友也能積極協助打包。

◆為孩子們未來一個月，除了學校課業繼續保持

積極學習的態度外，也開始要和同學farewell，

求主幫助他們能有好的調適，在這轉換的過程

中，不會有太多負面的情緒。

感謝神，最小的孩子巧虎

能有多一間學校面試機會。之

前因換校長而沒有下文的學

校，隨著新任校長的確定，給

巧虎面試的機會。求主帶領，

這間小學的教育方式很適合

巧虎，希望巧虎能通過校長的

面試，順利入學。

千里家
書

Letters



在地故
事

Tinder   馬夏軍

 （Faith Janssen，美國籍） 

與先生江伯南和一對兒女在

高雄服事
家有芳鄰

每個初次到我

家來的人都會問：

「你們怎麼找到這

個地方的？」但他

們真正的意思是：

「你們怎麼會住在

這裡？」依台灣人的標準，這個

地方非常不便——沒有便利商

店、市場或攤販。我們的鄰居都

是農人、油漆工、車庫修理工、

或其他白天開著貨卡四處奔

波、晚上才回家休息的工人。但

我們相信有個重要原因帶我們

到這裡──是神的旨意，將我

們和高家牽繫在一起。

我們結束述職、返台接續

第二任期時正值溽暑，頭幾天

都在瘋狂打掃和搬家。為了方

便卸貨，我們沒有把車完全停

進車庫。接著外子伯南搬著箱

子上那窄小樓梯時，聽到一陣

急促的呼喊：「你在家嗎？你

在家嗎？」伯南立即回道：「在

家！」。他跑下樓，看見身穿工

作服，約六十歲出頭的高先生。

高先生指著車庫，鐵捲門竟卡

在我們家車子的擋風玻璃上！

應該是外子不慎撞到口袋中的

遙控器。高先生將門修好，恢復

原狀，而車子奇蹟似的一點刮

痕都沒有！高先生離開之前用

他沙啞的聲音邀請伯南有空過

去喝茶。後來伯南和我聊起此

事時說道：「我想那是友誼的開

始！」

原來上帝早已動工！在我

們搬到高雄前幾個月，高太太

和孩子們都受了洗，唯有高先

生拒絕上教會。奇妙的是，聽

說我們是宣教士，他竟熱心在

家安排了晚宴，把我們介紹給

本地教會的長執，又主動要開

車送我們參加教會週日晚間的

聚會。起初我們不願麻煩他，跟

他說我們自己開車去就可以，但

高先生的孩子悄悄地請我們接

受他的好意，因為這樣高先生

才會參加聚會。於是高先生接

我們上教會，我們忙著大學生

事工的時候他參加聚會，結束

後送我們回家。漸漸地，他就開

始參加上午的主日崇拜了。

去年九月，高先生信靠耶

穌並受了洗。一個月之後，他

決定除去家中的神壇和祖先牌

位。又過幾個禮拜，他的背需要

動手術，那是辛勞工作造成的

舊傷。由於和他家拆除神壇的

時間點很近，我們不禁擔心這

手術會成為他信心的絆腳石。

然而，手術後我們到醫院探望

時，他精神很好，並述說上帝如

何用這次手術凝聚他的家人。

如今，高先生週日上午經

常需要工作，無法上教會。他依

然抽煙，而且與家人間仍有緊

張，但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尚

未完成呢。神讓我們選擇住在

這裡，不僅因為距離大學近，更

是為了高先生和他的家人吧！

我們非常感恩能成為他們屬靈

旅程的夥伴，願他早日再回教

會，讓我們不單是他們在世上、

也是將來在天家的鄰居。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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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828 1,678,018 人事費用 631,310 1,353,017 

宣教士支持奉獻 3,250,091 6,446,737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362,839 636,760

 國際事工奉獻 977,690 1,078,39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4,227,781 7,525,127   

 收入合計 : 5,235,609 9,203,145 支出合計 : 5,221,930 9,514,904   

 3-4月餘絀 :  13,679 年度累計餘絀 :  -311,759

重視基督徒管家的職責，珍惜自然資源（謎之聲：同時也節省郵費），鼓勵大家多多訂閱電子版快報。若要

將紙本訂閱更改為電子版本，可掃描「我要訂閱」QRcode訂閱電子版，或電郵 tw.lit@omfmail.com

內地會網頁

我要訂閱

OMF臉書粉絲專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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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在交通資訊四通八達的21世紀，我們對穆斯林好像沒那麼陌

生。我們可能知道他們信奉阿拉，不吃豬肉，女生要帶著神秘的面

紗——但我們曾否端視他們真正的樣貌？

有超過兩億的穆斯林人口居住在鄰近台灣的東南亞，這本禱告

手冊將帶領我們貼近他們的生活，聆聽他們的故事，體會他們內心

深處的渴望。

當我們想著南向、想著傳福音給穆斯林的時候，我們是否忽

略了的禱告的重要？若是我們不了解對方的需要，如何開口代

求？

這本禱告手冊將幫助我們踏出關懷東南亞穆斯林的第一步。

好書介
紹

Books
如何為穆斯林禱告

宣教聚會 (2018年6月～2018年8月)

 日期  時間

 6月11日(一) 19:00-20:30 

 6月25日(一) 19:00-20:30 

 6月26日(二) 19:00-21:00 

 7月09日(一) 19:00-20:30

 7月30日(一)  19:00-20:30

 7月31日(二) 19:00-21:00 

 8月13日(一) 19:00-20:30 

 8月27日(一) 19:00-20:30 

 8月28日(二) 19:00-21:0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哈日觀察站——日劇篇(大家)

東北亞禱告小組：北韓人的思維與信仰（馬牧師）

P4M(為穆斯林禱告)：不是一條浪漫的路（晨曦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宣教士心情體驗遊戲（張雅琍宣教士）

內地會月禱會：從海島到高山（伊宓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新的撒馬利亞人

日本禱告小組：雅琍歡送趴（大家）

東北亞禱告小組：東北的朝鮮族

P4M(為穆斯林禱告)：和穆斯林分享你的信仰

地點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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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團契會議室

靈光堂（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