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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東、作客、活出愛！

「Jong mii khuam cheu nai ph ra-ong 

theud……」我嘗試加入大家的敬拜歌聲。

這是我到了甜甜國之後，第一次參加當地教

會的主日崇拜。甜甜國給我的其中一個文化衝擊

是：投影幕上詩歌歌詞的字體非常小，大家似乎

理所當然，我卻怎麼瞇眼也看不到。神奇的是，

我竟能跟著旋律唱起來！這才忽然想起，我在英

國時曾和甜甜國朋友一起唱過這首歌…。

大學時我第一次參加甜甜國短宣隊。回到台

灣後，內心充滿了熱情和激動，恨不得馬上啟程

再次前往甜甜國。但神也提醒我，其實身邊早已

有許多甜甜國的朋友，我當把握機會更多認識、

關心與服事他們。於是我開始留意與甜甜國相關

的任何消息，並且出席禱告會、拜訪甜甜國在台

僑民的教會、參與外籍人

士收容中心的活動，或是

和來自甜甜國的學生做朋

友。也許在語言方面無法

百分之百溝通，但藉著傾

聽他們的故事、認識文化、

關心實際的生活需要，神

的工作之門就此開啟。我

從家門口開始跨文化宣教之六

不再停留於短宣帶來的刺激

冒險，而是打破綺麗幻想，更

加瞭解這個文化，真實地建立

與甜甜國朋友的友誼。

我很感謝神，讓我在台灣就結

交來自甜甜國的留學生。他們遠離家鄉來到

台灣，生活上很需要陪伴與關心。雖然只是一起

討論中文論文、吃家鄉菜、參加節慶活動等，但

在交換意見時常發現甜甜國朋友會有另一番看

法；甚至在臨時約吃飯、約討論的唐突感中也可

以嗅到人際關係截然不同的氛圍與模式，這些都

刺激我去調整自己適應這個文化。

不僅在台灣，當我在英國接受跨文化訓練

時，也常參加甜甜國朋友的查經班。聽他們分享

過去家鄉生活的艱苦，以及用盡一切方法到英國

後以為可以從此幸福快樂，卻又迎來語言、文化、

婚姻、家庭等重重困境。但他們卻也因此有機會

認識這位從沒聽過的耶穌，並向祂敞開心門。

現在，反倒是我離開台灣到甜甜國學習與

工作，更能體會他們離鄉背井、來台討生活的心

情。每每和當地朋友介紹自己來自台灣，他們第

一反應多半不是鳳梨酥、牛肉麵或台灣美麗的自

然風景，而是「我有朋友在那邊工作，Zhongli（中

壢）？」於是話題就會帶到我所知甜甜國朋友在台

灣工作的情形。他們因此感

受到，自己的親朋好友雖然

身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但

仍然被接納和接待。這正是

我們的見證與責任：無論身

於何處，總向來自四面八方

的朋友真實活出神的愛，付

出陪伴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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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柬埔寨
官方語言：高棉語

人口：1,613萬

首都：金邊

宗教：上座部佛教

貨幣：瑞爾(KHR)

國  家

 1/7 勝利日

 5/20 仇恨日

 9/24 行憲紀念日

 10/23 巴黎和平協議簽訂紀念日

 11/9 獨立紀念日

宗  教

 4/13-15 高棉新年 

 佛曆3/15 僧寶節

 佛曆六月下旬 御耕節（四天）

 佛曆6/15 佛誕節

 佛曆10/13-15 亡靈節

 佛曆12/15 送水節（三天）

國  王

 5/14-16 西哈莫尼國王華誕

 6/18 西哈努王后誕辰

 10/15 西哈努國王逝世紀念日

 10/29 西哈莫尼國王登基紀念日



徐葳葳宣教士

偕瑞士籍夫婿史偉家服事柬埔寨

「耶穌，你哪位？」

貿易戰山雨欲來，柬埔寨

煙囂塵上。外商撤資不一而足

的理由是：柬埔寨國定假日太

多！有此一說，柬埔寨國定假日

加上週休二日的數字，世界排

名頭角崢嶸，名符其實「叫我第

一名」！

柬埔寨國定假日的制定是

根據國家座右銘：「國家、宗

教、國王」，各種相關節日羅列

如左頁下表。

除此之外，還有與國際接

軌的1/1洋曆新年、3/8婦女節、

5/1勞動節、6/1國際兒童節和

12/10國際人權紀念日等國定

假日，以及自動加碼的私訂假

日，例如越南人和華人的農曆

春節、占族和伊斯蘭的齋戒月。

高棉領導要麼睜

一 隻 眼 閉 一 隻

眼，要麼共襄盛

舉。而基督徒

歡天喜地的聖

誕節，在這裡

還 處 於打知

名度階段。

離開外國人

出 沒 頻 繁

的 首 都 金

邊 市，以

及吳哥窟所在的暹粒市這兩個

超級大城後，隨機問起任何一

位路人，路人都是一臉茫然，這

正是高涅人對聖誕節最典型的

反應。

我們初來蒙多基里省高涅

縣，評估利弊決定以後來居上

的高棉人為首選的工作對象，工

作區域則主打高棉人口百分之

百的九個村子，為聖誕節試試

水溫。握著從中央到地方全面

核示傳教許可的尚方寶劍，我

們在亡靈節領教了高涅高棉人

一心一德驅鬼敬神的十五天全

記錄，也思索耶穌基督初來乍

到，怎麼從「國家、宗教、國王」

驗明正身卻不攖其鋒，讓創傷

後的高棉朋友們卸下心防，進

而願意採取行動。高涅縣有史

以來第一個容許耶

穌基督抬頭挺胸

的聖誕節，我們以

放映「耶穌傳」為

媒介，求神讓更多高涅高棉人

給耶穌自我介紹的機會。

亡靈節後我們開始邀請六

月份迄今在高涅認識的人家，於

十二月份使用既有視聽設備，

在他們經營的早餐店、雜貨舖、

咖啡攤中公開放映「耶穌傳」。

讓親友來家中結伴觀賞，作伙

瞧瞧上帝和耶穌有什麼親戚關

係？法國神和高棉神有交情嗎？

佛誕和耶誕有啥不一樣？十字

架哪來的玩意兒？復活耍的什

麼把戲……？看完之後，有話好

說，咱們來日方長，且走且聊。 

請與我們一同禱告：

◆ 求神揀選許多高棉人家，願

意於十二月開放賣場或家中

放映「耶穌傳」。

◆ 求神賜下屬靈的渴慕，讓一

些高涅高棉人透過這幾個月

聽聞福音和「耶穌傳」，願意

開始固定聚集，共同追求認

識神。

圖片來源：stopfortheone.org

來聽葳葳說書



此次要前往一條未曾走過的路。四月

份有同工詢問我能不能前往偏鄉的醫院服

事，那裡急需長期同工進駐。主給我的呼召

是「任差何往」——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

去，於是我接受這個邀請，著手準備。

回應呼召不代表從此凡事順利，在等

待出發的過程中，有一些目標需要達到。當

目標未達到時，心裡難免有掙扎，還好有守

望者的代禱支持我持守異象，詩歌「恩典之

路」也伴我走過這段期間。

初抵工場即參與短期隊下鄉培訓，醫

護人員的態度很積極，機構主管也很歡迎

我們的到來，並期待未來長期合作。這是一

個大挑戰，他們有很大的需求，哪些是最急

迫的？哪一些可以稍緩？要帶他們做到什麼

程度？都需要從神來的智慧。

「你們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使

你們膽壯，能以進去……；從歲首到年終，耶和

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申十一8-12）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因為耶和

華─你的神和你同去……，耶和華必在你前面

行……」（申卅一6-8）。當我站在抉擇的十字路

口，徬徨不安時，神的話語安穩了我的心，引導

我勇敢前行。

過去一年多神帶領我進入一處美麗的山城

服事，從未離家如此長久又遙遠，內心忐忑不

安。雖然預備長期服事的心不曾改變，但當呼召

臨到，又面對自己不熟悉的項目時，老實說真的

很想逃避，害怕無法完成任務。然而，我想起神

曾在夢中問我願不願意為祂到偏遠之地服事，當

時我哭喊著回應神：「若是出於祢的，我願意降

服跟隨祢的腳蹤行！」神也透過牧長們送我申命

記的話語，更堅立自己與主同行的信心。

這一年多以來當山城學生告訴我：「老師，

我去實習、工作的時候有去教會喔！我還帶同事

去，我想要像您們一樣把愛分享給需要的人」

或「老師，感謝神把您們帶來陪伴我們、幫助我

們」時，我就想到申命記的話語和應許，再次滿

懷信心，放膽跟隨主的腳蹤行。

未曾走過的路 亞拿宣教士
以醫療專業服事創啟地區

代禱事項：

◆求主幫助讓所擬定的計畫可以合乎當地的需求。

◆與當地的醫療人員有美好的互動，讓我知道如何

應對進退。

宣教心
語

Story

前路有祂，我何懼 幽蘭宣教士
以醫療及社區發展服事創啟地區



在地故
事

Tinder

歐美心（Martha Oates，加拿大籍）

在台北服事台北服務業從業人員

永不熄滅的聖誕燈

數年前，我初抵台灣過的

第一個聖誕節並不是那麼歡

樂。聖誕節在台灣不是假日，生

活照常軌進行。猶記當時我四

處環顧，想找到習慣的聖誕氣

氛，但沒有一樣是相同的。過去

聖誕節到處都能看到閃亮的燈

飾，相較之下，台灣顯得暗淡。

但上帝提醒我：聖誕節不是在

於周圍環境，我不需要靠任何

外在事物來慶祝救主降生。儘

管在台灣的第一個聖誕節過得

有點辛苦，但我很感謝上帝提

醒我，聖誕節是我和神子一起

度過的寧靜時刻。沒有喧嘩的

慶祝，那些安靜的時刻更加深

刻而甜美。

2017年的聖誕季，我第一次

和服務業教會一同服事。初次踏

進特別裝飾的百貨公司，我以為

自己找到了熟悉的聖誕節。百貨

公司裡有漂亮的燈飾設計，也有

歡樂的聖誕音樂。雖然我不需

要透過這些東西慶祝聖誕，但

我仍佇足片刻，享受一下它帶給

我的氣氛。有那麼一會兒，我覺

得百貨公司就像我所習慣的商

店街，但那種感覺在下一刻就消

失了。當我和百貨公司的櫃員聊

天，邀請他們參加我們的聖誕晚

會時，我意識到他們對聖誕節很

陌生。他們雖聽過聖誕歌曲，但

從未聽過耶穌降生的信息；他們

被漂亮的聖誕燈飾包圍，但從未

遇到世界的光。我不需要四處尋

找聖誕節的意義，因為它已在我

心裡。但不應只停留在我心裡！

聖誕的意義要傳給那些只看到

佳節華麗裝飾、卻從未經驗過

唯有耶穌才能帶來光明

和平安的人。 

我很榮幸陸續遇見聽聞耶

穌呼召的人。我們邀請一位婦

女到小組聚會，她很快就表示

想帶兒子一塊來。還有些朋友

跟公司調整班表，好在聚會的

當天值晚班，這樣下班後參加

聚會更方便。有兩位櫃員是基

督徒，但久未上教會，我們邀請

他們參加小組聚會。過去他們

很猶豫，但今年他們互相鼓勵

一起出席。上帝動的工實在令人

振奮！

在台灣過聖誕節幫助我體

會聖誕的真諦，更棒的是我有

機會跟人介紹聖誕節的意義。

放眼新的一年充滿未知數，不

知道上帝將如何繼續在百貨公

司從業人員中動工，祂會邀請誰

進入祂的殿中，又有誰會勇敢地

走向祂呢？然而即使無法看到

未來雖不可見，我們仍確知耶

穌的真光不會熄滅，上帝必帶領

我們繼續前行。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18年9～10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9-10月 年度累計 項目 9-10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552,275 3,852,255 人事費用 656,074 3,058,049

 宣教士支持奉獻 2,748,902 15,588,555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79,177 1,365,282

 國際事工奉獻 226,560 2,704,050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2,975,462 18,292,605

	 收入合計	:	 3,527,737	 22,144,860 支出合計	:	 3,552,359	 22,715,936

	 9-10月餘絀	:	 	 -24,623	 年度累計餘絀	:	 	 -57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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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omfmail.com

內地會網頁

我要訂閱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宣教聚會 (2018年12月～2019年2月)

	 日期		 時間

 12月10日(一) 19:00-20:30

 12月24日(一) 19:00-20:30

 12月25日(二)	 19:00-21:00

 1月14日(一) 19:00-20:30

 1月28日(一)	 19:00-20:30

 1月29日(二) 19:00-21:00

 2月11日(一) 19:00-20:30

 2月25日(一) 19:00-20:30

 2月26日(二) 19:00-21:0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2018大回顧 (傅筱茹姊妹)

東北亞禱告小組：電影欣賞「As One」

P4M (為穆斯林禱告)：年終禱告趴

日本禱告小組：真‧認真禱告會 (饒以德弟兄)

內地會月禱會：「越」界人生

P4M (為穆斯林禱告)：愛的連線 (胖丁、凱莉、蒙愛)

日本禱告小組：走！一起去拜年～ (傅筱茹姊妹)

東北亞禱告小組：我們最幸福 (陳香如師母)

P4M (為穆斯林禱告)：影片欣賞「迪尼的夢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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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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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鏡頭大世界

a. 2週～11個月：

 以華語拍攝製作醫療衛生

教育影片

b. 2～4週：

 以英文撰寫文稿與錄音，

拍攝採訪敘述當地故事

帶著你/妳的興趣和專業參與東南亞短宣！

一、自行車闖天下	
a. 10天～2週：

 騎單車巡迴禱告，作一位基

督徒背包客與當地人吃喝同

住建立友誼。

b. 2週～11個月：

 教導騎越野自行車技巧、開

拓山區自行車道、行走禱告

等，徵求行銷、作帳、烘培

製作PIZZA等各項專業和經

驗的人才。

短宣資訊

詳洽02-22401865

彭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