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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以及愛我的朋友們  

 

 

聖誕節快樂！新年快樂！ 

    相信才剛剛忙碌完幾個禮拜的聖誕服

事，終於可以稍稍喘一口氣休息一會兒，

大家都辛苦了！接下來的跨年，希望大家

也能在當中，有時間能好好地回顧即將要

過去的 2018 年，數算神的帶領，讓我們一

起向神獻上感恩。 

    2018 年我最感恩的前三名： 

1. 雖然經歷了奉獻支持上的危機，但更因

此看見神教導我的信心功課，並在順服之



 

後，看見神恩典的供應，順利回到日本工

場服事。 

2. 九月在北海道經歷了胆振東部大地震，

神的保守平安無事，也看見弟兄姊妹們同

心禱告。 

3. 回台述職期間，跟家人相聚的時光，既

寶貴又珍惜。 

不知道你的感恩前三名是什麼呢？期待你

的回信分享^^ 

  
 

近況報告  

 

 

  

 

    感謝主！十二月初的 N1 考試終於考完，不管結果如何（明年二月初公布成績），我都交給上帝啦！

其實這次考 N1 的壓力比幾年前考 N2 的還大，拿到考卷時，比起之前的 N2，有好多題目都很不確定，

坦白說，我考完的當下已經覺得「沒過就算了...」可能聽起來有點自暴自棄，但我也知道自己的確盡全力

了。 

    當然，考完之後還是要慰勞一下自己，又或者說，如果沒有大餐等在考試結束後，我大概也努力不到

考試？（太誠實了摀嘴！）  

 



 

 

 

 



 

 

 

    感謝神，搬家跟整理在聖誕節終～於全部完成了！急性子且想要全部一次到位的我，居然這次能夠放

慢腳步，整理完所有東西，確認再確認需要什麼樣的家具後，雖然還是會有自己的喜好，但評估價錢、

實用度還有是否對學生事工也有用後，有些等到特價時才買，有些因經濟考量自己組裝（真的很花力氣

時間），還有沙發更是等了兩個月 12/25 才收到，對我來說，這種等待忍耐跟自己的喜好要放在服事神

之後，真的是一項很不容易的操練！我很感恩這次有比過去再進步了一些。  

 

日本新鮮事---明仁天皇即將退位、2018 流行語大賞  

 

    雖然這是 2018 年初（平成 30 年）一開始就已經報導的新聞，但越是到年

底，明仁天皇出席的各項公開活動也就越被報導，標題不外乎都是「平成最後的

OOO」，目前似乎已經確定明年 4/30 也就是黃金週之前退位，將皇位交給德仁

皇太子，明仁天皇也將成為明治時代 200 年以來，第一位生前退位的天皇。中文

新聞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9036 

日文新聞 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japans-emperor5/  

https://omf.us19.list-manage.com/track/click?u=b73cf1c7491236f48727ffceb&id=5efd441db9&e=7a20820965
https://omf.us19.list-manage.com/track/click?u=b73cf1c7491236f48727ffceb&id=79945ae993&e=7a20820965


 

 

 
 

 

 

    日本每年十二月時會公布當年的「流行

語大賞」，這是從娛樂、運動、新聞、跟

網路四面向，不記名統計而選出最人氣的

新用語或流行用語前 10 名（右圖是 30 個

候選用語），懂日文的朋友有興趣的話可

以去看看前十名的由來喔！（笑） 

第 35 回 2018 年受賞語

https://www.jiyu.co.jp/singo/  
 

KGK、MCC---聖誕晚會、團契分享  

 

https://omf.us19.list-manage.com/track/click?u=b73cf1c7491236f48727ffceb&id=5629207e35&e=7a20820965


 

 

 

 

 

 

    回想從 2013 年被差派到日本，或許也是因為家庭教會事工性質本就與學生事工有不小的差別，聖誕

節大家跟往常一樣的聚會查經，沒有太多特別的活動，也因此不容易感受到這是非常特別的日子（除了

看到 KFC 大排長龍）。而今年可以說是我在日本最有參與感的聖誕節了，真的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感謝

神讓學生們對我這麼接納，雖然才認識兩個多月，但卻能跟著學生們一起思想聖誕節的由來、一起分

享、在遊戲中彼此更親近；也看見當中幾個對傳福音認真的學生在聖誕節邀請自己的非基督徒同學來教

會，求神將渴慕的心充滿在他們心裡，也求神給基督徒學生有智慧去跟進他們的同學。  

 

十架路的學習與思考---沒有地方住  

 



 

    12 月中去了津田塾女子大學參加學生的查經，藉著路加福音 2:1-7 主耶穌誕

生的經文與學生一起思想聖誕節。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學生大多知道主耶穌誕生的

這段經文，但特別的是，似乎從來沒有仔細思考這段經文給了我們多少關於當時

情況的情報，好讓我們去想像每個人物的感受。我也重新領受到： 

1. 羅馬皇帝的權力之大，以致叫所有人回自己的籍貫地就給回去，至於登記戶口

需要花多少時間排隊等待（不是幾小時，而是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以上）卻不是

羅馬皇帝需要處理的 → 也就是說，瑪利亞在生下主耶穌之後，跟約瑟一家三口

還得要繼續在伯利恆城裡排隊等戶口登記，至於什麼時候才結束並不清楚。 

2. 查經材料說到第七節「客棧裡沒有地方讓他們住」，提問「沒有地方住的時

候，我們是什麼感受？」，日語的提問不單是沒有地方住，所形容的是「沒有歸

屬的地方」，這比「住」涵蓋的更廣，不只生理上，還有心靈上的歸屬。 

    這兩點讓我對主耶穌誕生的這一天重新有不一樣的感受！對世上的每個人這

天是歡呼慶賀的日子，因為這一天，我們的救主誕生為要拯救我們脫離罪的權

勢；但同時這一天，也是主耶穌開始沒有歸屬地的日子的開始，祂最終的歸屬是

天上，祂在地上的 33 年，沒有真正的歸屬。 

    作為一個宣教士，上帝給我更多機會去貼近體會主耶穌在世上的日子，藉由

被差派到別的國家，換到新環境新語言新文化，我找不到歸屬感；藉由每次述



 

職，我離開好不容易住習慣的環境，回到母國重新適應，後再次回宣教地，重新

再找住處，再次適應，如此不停地重複這過程，當你問我的家在哪裡？我的歸屬

在哪裡？我逐漸感受「既不是台灣，也不是日本，我只能也只有唯一的歸屬之

地，就是天上的家」。神其實要的，不也就是希望我們只在乎自己歸屬天上的

家，而非地上這幾十年就會消逝的家嗎？ 

    你呢？當你覺得沒有一個地方是自己歸屬的地方時，你會往天上去追尋，還

是繼續在地上尋找呢？還是你覺得地上的家安穩就好，天上的，等到非得思考不

可時再說呢？  

感恩與代禱  

 

 

 

 感恩 N1 考試結束，將結果交給神 

 感恩感冒完全康復，謝謝弟兄姊妹

的代禱 

 感恩一橋大學再次有新學生來參加

KGK 中央線聯合聚會，求神賜我智

慧跟學生建立關係 

 1/13 OMF leader 會來 MCC（武藏

野自由福音教會）參加主日，請繼

續為我參與 MCC 的申請過程代

禱，求神看顧 OMF 及教會兩邊的

leader 能有好的對話，確認我在教

會的角色跟服事。 

 1/8-1/9 關東地區主事營會，求神賜

足夠的體力跟日語理解力在整個營

會 

 一月是各大學期末考及報告前最後

會聚會查經的一個月，願渴慕的靈

及健康充滿在各校團契的學生 

 求神賜智慧跟充足的體力，適應新

的生活步調、服事及人際關係。 

 請為我爸爸信主禱告，求神使他渴

望明白自己人生真正的價值跟意

義。 

   

 

 

 

 

 



 
 

若您有任何需禱告的事項，也歡迎與我分享。謝謝你能成為我宣教路上一啟

用禱告同工的代禱勇士，願神賜福與您。  

 

 

奉獻方式： 

1.郵政劃撥 15905701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基督教內地會（請註明為 張雅琍 宣教士 奉獻） 

2.國泰世華銀行安和分行  代號：013 

帳號：027-03-5004969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基督教內地會 

（請打電話 02-2240-1865*104 或 E-mail 通知 內地會會計同工：為張雅琍奉獻） 

3.信用卡奉獻請點選此 超連結 進入內地會網站後，下載信用卡授權書填寫後，傳真或掃描授權書 email 回內

地會（請註明為 張雅琍 宣教士 奉獻，傳真 02-22401875，E-mail 同第二項銀行匯款奉獻

tw.hacc@omfmail.com） 

4. 雲端線上奉獻，請點選此 超連結 進入內地會網站後線上奉獻 

註：捐款收據可供抵扣所得稅 

 

 

 

台灣 OMF  
 

 

鷹架幫的小視界  
 

 

七千人  
 

 

omf_japan  
 

 

日本 O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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