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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關注宣教趨勢，你很可能已聽過「營商
事工」（Business as Mission）。使團內部更

細分為兩個詞彙：跨文化職場宣教（Marketplace
Ministry）和營商宣教（Missional Business）。我們
見到許多重點地區有著大量機會，基督徒可以藉著從
商或帶職進入那些地區見證神。或許你有朋友在亞洲
國家當老師或醫護人員，但不只這些管道，商業領域
的各行各業也充滿各種讓蒙召的專業人才可以把握的
機會。我們稱這些機會為「跨文化職場宣教」。
在使團的分類中，營商宣教是指自己開業當老闆來
宣教，屬於跨文化職場宣教下的一個分支。自己開
業當老闆的創業者跟受雇的帶職者當然有很
大分別，創業者要兼顧大量工
作，又要應付業務的挑戰，當

你的「工作」
就是你的「

老闆的要自負盈虧，受雇的只
有效門訓，但訓練模式有

要努力賺薪水就行。

所不同，因為帶職者不能

帶職者、創業者和扮工者

停職兩年讀神學，再用兩

當我們談到跨文化職場宣教，

年時間接受跨文化訓練。

是指那些「真正」開業當老
闆、做生意宣教的人。我們希

隨著商業和貿易越來越全

望見到弟兄姊妹的生意能持續

球化，許多亞洲國家出現

下去，同時完成宣教使命，符

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機會，

合使團的異象、抱負和優先次

讓擁有相關技術和經驗的

序。我們期望見到的不是「扮

專才在職場大展身手。

工者」（job faker），而是帶職者（job taker）和創業

有時候，我們見到初入職場的年輕專才回應神的呼

者（job maker），忠心地工作和事奉。

召，要進入某些地區，於是他們努力尋找合適的工
作機會，好順理成章地進去。另外，我們又見到事

帶職者刻意去到需要福音見證人的地方求職，目標

業有成或退休的專業人士，將他們的累積的技能和

清晰地一面打工一面做門訓。但他們的親朋好友，

豐富經驗帶進創啟地區。

甚至母會未必視他們為「宣教士」，因為他們有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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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可領。然而，宣教生活是否有果效，其基礎不是

為了在職場有效訓練門徒，創業者也需要接受神學

神怎樣供應經濟所需，而是我們是否委身在神所指

和跨文化訓練，而這些訓練要具有彈性。創業者在

示的地方做見證。差會領袖可能會忽略帶職者，認

職場要面對的挑戰一如帶職者，但要承受更多創業

為全職工作阻礙了宣教事工，但另一方面，職場工

和守成的壓力。然而，創業者的時間安排可以相對

作者認為手中的工作就是他們的事奉，他們因此得

靈活，他們比帶職者更有機會做門徒訓練。在有些

以進入「傳統宣教士止步」的地方。帶職者需要自

場合，他們的「老闆」身份可能是打開福音之門的

律和創意，才能有效地在職場宣教。和傳統宣教士

鑰匙。有些帶職者會一面工作一面偷師經營之道，

一樣，帶職者也需要訓練：文化訓練、語言學習和

假以時日就能搖身變作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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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新事工前，好好規劃生意和宣教細節至為關
鍵。許多營商宣教新手雄心壯志為主獻身，卻輕
看了要花功夫心力去周詳計劃。其實在計劃過程
中，創業者能從不同角度審視事工的規劃，好減
低創業失敗、或者是宣教失敗的可能性。如果能
巧妙地融合「營商」和「宣教」，相輔相成就事
半功倍了。花功夫好好計劃，能避免將來出現問
題，令這個事工更有機會成功— 生意順利又成
功傳福音。
傳統的跨文化事工已經相當複雜，為何使團要碰
更複雜的事工？營商宣教其中一個吸引之處，
就是亞洲各國都願意做生意，各地政府都努力
營商宣教的創業者需要克服重重挑戰，他們可決定聘

為當地吸引新商機。做生意的核心就是與人做買

用甚麼人、怎樣管理公司、創造怎樣的公司文化，他

賣，把老闆和員工放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談話

們要在員工、客戶、當地政府和不同人面前活出信

中，年復一年與顧客、供應商、承辦商、司機和

」
「侍奉」

仰，這誠然充滿挑戰，卻也是

政府官員等等互動。宣教士在某些地方申請不到

為神的真道作見證的良機。我

簽證，但營商宣教的肢體如能在這些地方作鹽作

們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決定都

光，說出他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能成為福音的

是根植於我們的價值觀，可以

出口。

自然帶出我們的信仰，以及我
們行事為人的理念。

使團設有營商宣教支援小組（missional business
support unit, MBSU），持續支援及監督使團的營

絕大部分「扮工者」並非一開始就打算表裡不一，但

商宣教事工。隨著創意領域計劃的推動，我們竭

當我們對他人屬靈需要的關切跑在前頭，對神的委身

力令營商宣教更有果效。

卻跟不上時，往往造成扮工的局面。扮工者許多時候
只視工作為手段，與他們的生命見證割裂，他們視工
作為「平台」，而不是呼召。扮工者猶如以掃，他們
沒有信靠、等候神開路。然而，要在職場商場有效門
徒訓練，誠信是不可或缺的。

下工夫預備
營商宣教是重要且具策略性的宣教方式，
亦有很多風險。一般創業五年內失敗的機
會高達50-95%，跨文化到異地創業亦不
會增加成功率。更何況營商宣教的地點很
多時候並非該國的商業重鎮或富有地區，
更增難度。
營商宣教困難重重，不願冒險的切勿嘗
試。減低創業失敗的因素，包括過去營商
經驗、詳細計劃、顧問團隊和充足資金；
至於減低宣教失敗，最好認識當地語言文
化、有充分當地生活經驗，以及有宣教團
隊的支援。成功的營商宣教需要雙方面的
認真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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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和撒拉

從職場 領人歸主
「你既全職工作，又何來時間事奉？」

這

問題其實不無道理。朝九晚五（應該說是朝九晚九）地工作，不
被工作淹沒已經很難了，還有可能在職場服侍嗎？

阿里巴巴創始人兼前總裁馬雲，曾形容「996現象」（每天九至九，六
天工作制）為對工人的一種「祝福」 [1]。不過，對於身處其中者這真的
是祝福嗎？有趣的是，一些來自三線城市的年輕專業人士，因為家鄉
發展前景黯淡，所以他們依然寧願在「疲憊、孤獨、和高物價」的都
市生活 [2]— 可能這正反映他們是何等的絕望。但是，他們工作的「漫
長和艱辛」實在是無庸置疑的 [3]。
言歸正傳，環境如斯，人們又怎會有時間事奉？這真是一個可行的宣
教模式嗎？宣教士可以一邊在中國的職場和商場打滾，一邊實踐大使
命嗎？
作為與主相連，謀求在中國的大都會中作鹽作光的基督徒，我們相信
基督的愛並和好與救贖的應許，會藉由我們臨到他們。我們是基督計
劃的一部分，祂要進入數以百萬計的中國青年專才的生命中；這些人
週末幾乎無法下班，更遑論上教會。但我們可以在職場中為耶穌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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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他人，這是一般局外人難以做到的。比起開拓更

生活的壓力下，仍因倚靠耶穌而滿有平安、喜樂洋

多 教 堂 ， 把 教 會帶到職場，更能使教會在「99 6 經

溢，他們的心就漸漸向福音敞開— 雖然緩慢，卻

濟」的桎梏之中增長。

如此真實。

然而如此事奉也有其難處。要在這種環境持續工

某位與我們一同服事的本地信徒這樣說：

作，需要無比的韌力、信念，以及栽培慢熟果子的
心理準備。所付的代價不只是離開本族本鄉，還要

工作一年半以來，我體會到確實有種壓力驅使我加

意識到：倘若要在職場變得更有影響力，可能需要

倍努力，花更長的時間工作。但作為基督徒，我也

減少陪伴家人的時間。這正是職場福音工作者面對

覺得這是為主在職場作見證的機會。當基督活在我

的一大掙扎— 既要忠心工作、言行合一，同時要

裡面，我生命的每一部份因此改變，每段對話自然

傳揚家庭價值觀、保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雖然家

都圍繞著祂。雖然並不總是容易的，但我發現，為

人能體諒和支持，仍須懂得在家逢困境之時放下工

主作忠心又殷勤的員工，會令別人更信賴我，使我

作；要為自己定界線，又要保持靈活。

有更多機會分享祂的好消息。

這僅是冰山一角。為世俗僱主工作的掙扎還包括：

何為職場宣教？就是如基督道成肉身般在商業世界

道德兩難、在工時上忠心（那何來傳福音的時

活出真實的信仰，讓信徒全時間帶職事奉。而職場

間？）、抽空參與各類型事工大會或培訓、身兼世

不僅是尊主榮美的帳棚，也使信徒聚集其中，一同

俗僱員和宣教士雙重身分。這常使得家鄉的教會不

追求在主裡成長，活出信仰，在四周建立教會。

懂得如何差派、支持、甚至理解他們；對於創啟地
區的宣教士，更是如此。
具體來說，為宣教而經商更是複雜！儘管沒有僱主
催逼自己工作，但經營企業自有其挑戰，尤其是初
創維艱。還有一個矛盾：我們出自宣教背景，固然
希望多花時間傳福音，但我們卻身不由己，曠日費
時地追蹤一條又一條銷售線，想要使財務更穩健，
深知這還不夠使企業成長，卻又再三自問：這真的
是神要我們做的事嗎？為何我們的合伙人退出了？
為何我們的項目無一得標？我們聘用栽培的本地肢
體，為何決定離開？為何神不讓我們的事工更輕省
些？
這確實考驗我們的信心。既然我們所願的是陪伴當
地教會領袖，如今又為何要嘔心瀝血地創業守業？
這曾經使我們動搖，懷疑自己的呼召。然而現實狀
況是，福音要進到一個抗拒「外部勢力」（包括宣
教士）的國家，可用的方法十分有限。若神允准這
些限制存在，那麼我們就盡力合法地留在這裡，在
神給予我們的平台傳福音。
在職場中掙扎求存的本地基督徒，也會因我們與他
們感同身受而十分感恩。我們的同工中有好幾位參
加在城中各處的週間午膳查經，以鼓勵建立一群除
了工作賺錢養家外別無選擇的基督徒。這樣的機會
成為我們的祝福和激勵。有信徒因此敝開心扉，有
信徒目睹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後，受到激勵而開始
與同事分享信仰。當未信者看到基督徒在工作與

* 大衛和撒拉一家生活在中國的大都會之一，經營小型企業，
促進中國多個城市的職場事工。
[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15/
china-tech-employees-push-back-against-long-hours996-alibaba-huawei, Working 9 to 9: Chinese tech
workers push back against long hours, The Guardian, 16
April 2019
[2],[3]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624/, Why I
Traded Smokestacks for Skyscrapers, 1 De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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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百合

營

商宣

序言

營

教處處

去

動工，而營商宣教正可滿足全世界對整全福音的渴
商宣教（Business as Mission, BAM）在
1980-90年代許多宣教會議中還是邊緣議題，

求！ 4

目前卻已成為全球的熱門課題。當今環境瞬息萬

為何需要營商宣教?

變，教會、機構、神學院或培訓單位都在重新構想

福音派群體必須正視幾項全球趨勢，其一就是日漸

或重新佈局，營商宣教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一代基

嚴重的信仰迫害和敵意。2019年有兩份報告指出，

督徒也正在職場中興起，以新的方式從事宣教。還

基督教正面臨最大的迫害，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採

有人從聖經角度反思此策略的實踐和宣教面，包括

用更具創意的途徑。有鑒於各國無不希望提高經濟

對「上帝的宣教」（Missio Dei）的新觀點— 從

成長以利發展，並脫離貧窮，因此專業人士和企業

以教會為中心的宣教，轉變為以宣教為中心的教

將不致於被擋在門外。

會。 2
人們對政府、營利型實體、或慈善機構的透明度和問
這個轉變主要來自於洛桑運動。該運動從2004年起

責制的要求提高了。由於恐怖主義的興起及其資助方

開始密集討論營商宣教，2010年更提出口號：「普

式，全球許多稅務和財政的新規範因而制定，但這也

世的教會向全世界傳揚整全的福音」。此呼籲打破

表示成本大量提高。人工智慧、大數據和人臉辨識等

了生活中聖俗之分的觀念， 而這觀念長久以來限制

科技，更使得隱私成為一種奢侈。千禧世代必須面對

了教會和機構的策略。使團將使命修改為：「與東

VUCA時代（易變性，不確定性，複雜性及模糊性）

亞族群分享全備的福音，叫主名得榮耀」很好地回

的挑戰，他們必須具備企業家精神和多種技能，而這

應這個新思潮。因此，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人接受了

恰好符合市場和營商宣教運動的興起，也有助於教會

生活、工作和服侍整合的觀念— 生命全部都是歸

和事工機構發掘更多具潛能的門徒。以上只是促使許

主為聖的。有了這個觀點，宣教/使命的企業同樣可

多人重新思考宣教的一些趨勢與現象，願我們能看見

以被神使用，作為宣揚國度使命的有效工具。神在

神在何處動工，並能投入其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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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參與營商宣教?

如果你因為問責制度而選擇與某機構合作，同時也

營商是市場的一部分，因此所有準備工作都跟雙職

接受裝備，那麼你必須要符合該機構的要求。你也

人士或帶職宣教士類似。如同所有職業，我們必須

需要有良好的自我管理，包括你的體力、關係、與

花費相當時間和心力才能成為「專家」。當然上帝

主相會的時間、個人成長計畫，以及符合你的宣教

會提供蒙召者所需的恩賜、才幹和能力，但我們不

或服事目標。你也必須在你開創宣教企業前先計算

可能一夜之間成為優秀的工程師、醫師、律師或老

好代價，因為營商成功並非必然，而且如果你沒有

師。在我們被認為有能力用專業服務社區之前，必

好好地自我管理，可能會過勞而崩耗。膽怯怕事者

須先盡力學習和工作。

請勿輕易嘗試營商宣教。

常見的錯誤是，認為可以快速地把一位營商門外漢

結論

轉變為創業者，或把一位事奉者轉變為企業家。無

投入或開始營商宣教固然令人興奮，尤其是想到它

論服事或工作，指導原則其實是相同的；誠信、專

將蓬勃發展，為社區帶來祝福時。但你必須清楚自

業度、信心及信靠神，這些特質，同樣適用於企

己的呼召，分辨這是否出自上帝，然後付出相應的

業。以上帝的方式營商意味著誠信、善治，有好的

心力接受裝備。過程中會有信心和品格的考驗，並

管理、產品或服務，重視關係、永續，以及是否清

需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因此，若你想知道是否應

潔獲利、是否善盡好管家的職責。這樣的企業才能

當參與營商宣教，要先求神的國，並求莊稼的主引

成為董事會、股東、員工、客戶、供應商，以及大

導你。當你跟隨著聖靈的腳步而行，祂必指引你的

眾社會的祝福，你才能成為光和鹽，贏得人們的信

路。

任，以至於能分享生命故事和信仰。
如果你覺得上帝呼召你參與營商宣教，首先請盡可
能大量閱讀，參加必要的企業宣教訓練或座談，跟
已投入此領域的前輩談談，取得專業訓練，可能還
要進入企業或宣教企業中工作，或去讀企業管理等
等。如果你已經有能力經營企業，請接受神學或宣
教訓練，並且找一位好的導師。你需要在宣教和企
業兩方面都接受裝備。
營商宣教需要完善的計畫，要得到不同利害關係者
的認同，端視你選擇如何去接觸目標族群或民族。

註1：參見 BAM Global https://businessasmission.
com/resources/bam-global-movement/; https://
businessasmission.com/about/bamglobal/; https://omf.
org/cross-cultural-work/missional-business/; C Neal
Johnson的文章Business as Missions 與Mats Tunehag的
文章BAM Global Movement是這日益擴大的共同資源中的兩
篇。
註2：http://www.wycliffe.net/missiology?id=3960. 尤其，
以神為中心的宣教也涉及重新定位我們的觀念：「從以教會為
中心的宣教，轉變為以宣教為中心的教會」[52]。「宣教的神
學已成了宣教士的神學」[53]，換言之，宣教士的想法和行動
議題是由神的性格所定義，而非由教會的活動所定義，其涵義
對於教會生命與實踐影響深遠。「…早在我們以傳福音為己任
之前，神已經動工了。聖父將心田預備好，聖子發出邀請，聖
靈感動人認罪悔改而相信這好消息」[54]。
註3：https://www.lausanne.org/content/twg-three-wholes
註4：https://www.lausanne.org/content/lop/businessmission-lop-59
註5：https://christianpersecutionreview.org.uk/report/;
https://www1.cbn.com/cbnnews/2019/july/british-govtreport-christians-1-persecuted-religious-group-in-theworld-persecution-still-on-the-rise; https://www.bbc.
com/news/uk-48146305; https://www1.cbn.com/cbnnews/
politics/2019/april/global-persecution-report-christiansare-the-most-persecuted-and-its-accel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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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外
海峰

1900又逢庚子年20
新

年初始，全球即飽受天災疫病的衝擊，懷疑和恐懼四處

蔓延。按照中國傳統的干支紀年，2020年是庚子年。兩

個甲子之前，在中國的宣教士和基督徒也渡過了一個充滿煎熬
的庚子年。時空雖然相異，信心的試煉卻是相似。透過前人堅
忍的見證，或許我們更能認清神不變的信實，激勵我們剛強壯
膽、邁步前行。
我至為親愛的朋友們— 我要鼓足最大的勇氣，才能再一次寫
信給你們。這些天的可怕經歷，實在不忍心讓你們知曉。壽陽
的七位同工，包括我們兩個可愛的女兒，都被鎖鏈捆綁，押送
到太原，巡撫下令將他們斬首。包括太原的同工在內，當天共

艾渥德牧師

有三十三位殉道。第二天，太原的十名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也被
斬首。三周以後，太谷的福音站被攻擊，六位宣教士和幾位勇
敢的本地信徒遇難。現在，我們也在等待著神召我們歸天家。
我們試過往山裡逃，但是沒有成功。我們的財物全被偷走了，
本地人都知道我們被官府定了罪。我們實在不知道神如何存留
我們的性命，因巡撫已下令張貼告示懸賞我們的性命。這裡的
地方官待我們尚好，但是如果太谷的暴民過來，我們就沒有指
望了……
艾麗莎師母

艾牧師原本的師母於宣教工場逝世，
圖為艾麗莎師母與牧師的結婚照。

艾家在汾州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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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們，我是何等渴望見到你們的面，可是，在
地上恐怕沒有指望了。我深愛你們，也知道你們絕不會
忘記長眠在中國土地上的我。你們是我最摯愛的弟兄姊
妹。我的時日不多了，我正在安穩、平靜地等待那一刻
的到來。主和我如此接近，祂必不會離棄我。曾經，當
生命還有一線希望的時候，我十分興奮、不安，但是神
已經挪去了這樣的心情，現在，我只求主加添恩典，讓
我勇敢地面對那最後的時刻。痛苦瞬間即逝，那迎接我
們的天上的榮耀卻是何等甘甜！……
哦，我實在無法想像親眼見到救主會是何等的榮耀，比
起這榮耀來，我們這些天來的苦難實在算不得什麽。親

艾家四千金，左起為次女瑪麗、幼女
兒喜、長女恩婷，前立者為三女洗禮

愛的朋友們，願你們更加與主親近，不要被世事糾纏，
唯有如此，才能得著神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想向你們每

這是一位駐守在山西汾州的宣教士艾麗莎師母

個人分別寫信，可是情勢緊迫，我要在這最後的時刻保

（Elisabeth Graham Atwater）於1900年8月3日寫下

持平靜安穩。我絕不後悔來到中國，我唯一的遺憾是所

的信件。十二天以後，艾師母夫婦與另外五位宣教士，

做的服事太少了……

在距離汾州數十公里處的一個村莊附近殉道，其中包括
三位內地會的宣教士。此時，震驚中外的庚子事變已經
持續了數月，近兩百位宣教士、數萬中國基督徒殉道。
驀然回首，歷史的車輪已經碾過了一百二十年的風風雨
雨。站在歷史制高點上的我們，如今能夠更加清楚地看
到神大能的作為。既使在最黑暗、最無助的歲月裡，神
也沒有忘記祂的百姓。罪惡雖然一時得逞，但是神最終
必勝過撒但的權勢。逼迫和殺戮並沒有使福音在中華
大地消滅，反而激勵了更多基督徒起來，義無反顧踏上
了傳福音的道路。艾師母等人殉道後不久，八國聯軍進
京，慈禧太后倉惶西逃，曾經瘋狂得不可一世的拳民四
散潰逃。1901年2月22日，人稱「山西屠夫」的巡撫
毓賢正在前往發配新疆的路上，剛剛行至蘭州，被一道
聖旨追上，以「首禍諸臣」的罪名就地正法。他只比他
親手殺害的宣教士多活了五個月。七年以後，統治中國
四十七年的慈禧太后辭世。此時，作為中國最早的現代
化學府之一，在宣教士的提議下用庚子賠款興建的山西
大學堂已經初具規模了。今天，中華大地上，數千萬人
繼續跟隨著主耶穌。他們中更有許多人效法殉道的先
輩，繼續將福音帶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值此庚子事變一百二十周年之際，讓我們再次紀念先賢
的犧牲，默想耶穌基督為我們的擺上，並更加剛強壯
膽，繼續踏上宣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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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我心
蘿莉

向老家好好
說聲再見
「媽媽，哪裡是我們的家？」
「爸爸媽媽住的地方就是你們的家。」

兩

個孩子從小隨著約瑟和我各地遷徙，有些問題他們很難回答，例如許
多人問他們是哪裡人。因此我們鼓勵他們把答案分為兩個：我在哪裡

出生，以及我和爸爸媽媽現在住在哪裡。
2017年底參加父母五十周年金婚慶祝典禮時，我為著八十幾歲的父母身心
健康，能夠獨立生活深深感謝神。心裡還期待著2019年返國述職時，能有
更多時間陪陪兩位老人家，讓他們的生活更安心舒適。
2018年我們安排了一次家庭旅遊，邀父母同行，旅途中當媽媽告訴我他們
準備把房子賣了，搬到老人公寓住時，我嚇了一大跳。在我看來，他們的
健康情況還算平穩，生活自理沒有問題，應該不需要急著換環境。我還試
著建議他們再等一年，等到我們述職時，我就有時間幫忙了。
媽媽說了這麼一段話：「也許現在你看我們身體挺健康的，但妳知道今年
爸爸的身體出狀況，去了急診室兩次，我心裡非常害怕和擔心。我們年紀
大了，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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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之後，我安靜下來，學習去理解和尊重父母的考慮，和他們的需要。
但我內心有許多掙扎與不捨。我的掙扎是，我沒有參與在整個討論過程
中，會不會失去了表達意見的機會；我本來有自己參與在其中的時間表和
計畫，但是現在被打亂了。我的不捨是，爸媽要放下生活了二十幾年、充
滿感情和回憶的房子，他們的心情難受可想而知。
另一個伴隨而來的意念是自憐。我這個出嫁的女兒，以後是否沒有娘家可
回了？這些複雜的情感和情緒，常常讓我獨自一人時，悵然落淚。我知道
自己很軟弱，很需要從神而來的力量堅固我的心懷意念。
感謝神讓約瑟和兩個孩子包容我的失落與眼淚，他們靜靜地接納我，給我
時間沉澱與成長。我身邊有幾位好姊妹願意聆聽，也為我禱告。
過去我知道養育孩子要懂得放手，讓他們有自己的天空。現在我要學習的
是，對於上一代我也需要放手，讓他們有自主權決定生活的方式。
看著神奇妙地為父母預備一間合適的老人公寓，我們很真實的見證了神有祂
的時間表。我只做了一個請求，請父母在賣房子以前讓我回去看最後一眼，
向老家說再見。我非常明白，對我來說，好好的說再見，才能有好的開始。
搬家這件大事，身在海外的我一點也幫不到忙。那天當我站在幾乎全空的
老家，心情十分複雜。做完最後一次打掃，我提出一個要求：我們需要作
一個禱告。
我剛說完「親愛的天父」，眼淚就決堤了。二十幾年前在這個客廳，爸媽
坐在當時那張老沙發上，我還記得那時爸爸紅著眼眶祝福我們未來的婚
姻，我是在這裡被嫁出去的。這個家是我們的孩子最熟悉的外公外婆家，
他們在客廳的地板上爬行，在衣櫃裡躲迷藏，擠在沙發上看電視，翹著腳
享受外公外婆準備的點心。我們在這裡經歷了無數個快樂和悲傷的時刻，
經歷了那些好過和不好過的日子。多麼幸福，我們曾經擁有一個如此豐富
美好的家。
我的禱告剛結束，爸爸緊接著開口。他向神傾心吐意，發出由衷的感恩，
那是一家之主的真情流露。兩個淚眼婆娑的父女擁抱在一起，縱然有許多
不捨，在神面前，我們都得到了安慰和醫治。一向堅強又樂觀的媽媽在旁
邊說：「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們要快快樂樂地走出這個家門。 」
見到爸媽已經開始在老人公寓住了幾天，對於新的環境非常滿意，讓我放
心了許多，給我增添安慰和信心。非常奇妙地，第二天當我們走進這個老
家時，我的複雜、不捨和自憐已經被神拿走了。爸媽和我是帶著高興的心
情歡迎新的屋主進家門的，我們帶他們走過每一個房間，向他們介紹屋裡
的細節，彷彿我們的歷史寫到昨天，今天開始這個家就是他們的了。這個
老家，我已經好好的道別了，如今我已經準備好接受新的娘家了。
孩子小時候問我關於家的問題，好像回到了我自己身上。
現在我回答自己： 「爸爸媽媽住的老人公寓就是我的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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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子心聲
黃霈言

穿越怒海狂濤，
看見愛我的主

記

得四歲那年，我夢見自己快被淹

剛定居柬埔寨時，我非常沮喪，但是後

死了。突然，耶穌出現了（祂當

來逐漸適應了新環境。我去了一所國際

時是一個二維卡通人物，穿著白色外套

學校，也參加教會聚會，在那裡遇到了

和紅色腰帶），奇蹟地將我從水中救了

一些老師和朋友，將我引向了神。那時

出來。雖然這夢很幼稚，但我相信這是

我了解到耶穌犧牲的重要性，並且打從

關於「祂是誰」的準確描述。

心底真正相信了。我領悟祂對我的愛多
麼美妙，以及祂如何深切地關心我，即

我出生於香港，成長於基督教家庭，從

使我不配得。

小就聽很多聖經故事，知道耶穌如何在
十字架上為我們而死，一切信息似乎都

神以祂的信實驅散我初來時的憂慮和恐

印在我腦海裡。在學校裡，我的目標是

懼，供應我們一家人需用，又用許多很

完美地完成自己的功課，所以給自己很

棒的朋友、經驗和學習來祝福我，這些

大的壓力，想靠自己的力量成功。

都是我留在香港不會遇到的。雖然我不
得不來回遷徙幾次，但是透過感性的告

我一直以這種方式生活到八歲，那時我
的父母告訴我和哥哥我們一家將以宣教
士家庭的身份移居柬埔寨。當時，我不
明白那意味著甚麼，並且因為我不喜歡
轉變而做出了憤怒的反應。我很自私又
固執，不想離開我的朋友、親戚和熟悉
的環境。我開始懷疑且質問神為什麼要
讓我們離開家鄉，我的心情也因此煩悶
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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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和過渡期，我學會即使周圍的一切都

在高中的最後一年，我變得非常恐懼未

改變，但神永遠不會改變。無論身在何

來，擔心自己將要往哪裡去。儘管之前

處，我只需要為祂而活。

經歷過神，但我還是不信任祂，想自己
掌控。儘管如此，祂仍一步步帶領我走

我不再發怒，而是懷著一顆感恩的心，

過，當我選擇把一切的憂慮交託給祂

因為神通過祂為我和我的家人制定的獨

時，祂就向我顯明祂自己。儘管有些事

特計劃使我更加靠近祂。從那時起，我

情沒有按我的計劃進行，但我學會了依

開始與神建立更親密的個人關係，並在

靠神的方式，以賽亞書五十五章 8-9節

我回到香港上高中時意識到我需要神。

使我想起神的意念和道路高過我的。在

儘管我害怕再次面對過渡期，但神提醒

我的一生中，我常希望事情水到渠成，

我要信靠祂。祂為我在學校預備了一個

或者覺得需要把一切安排妥當，但神向

充滿愛心的群體，一個好的教會以及

我展示了祂的計劃和能力比我自己的理

許多機會，例如屬靈退修會，教我愛祂

解要強大得多。儘管我人生的下一個階

和愛別人，這成為我的祝福。通過學業

段可能會有更多的變化和不確定性，但

和人際關係方面的挑戰，我學習放下憂

我從神那裡得到了平安與信心。就像祂

慮，在禱告中交託給神，因為靠自己的

當初如何在夢中拯救溺水的我，現在祂

力量是不行的。我不再把自己的價值放

活在我裡面，如果我選擇為祂而活，就

在學業的表現或別人的認可上，我學會

算怒海狂濤，祂也必帶我走過。

了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弱點，並將生命
獻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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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萬花筒
張雅琍
2013年加入使團
在日本東京服事大學生

日

本校園團契（KGK）的全國同工營和全國福音傳道訓
練營都緊急發出停辦通知！當時周圍的同工跟學生們

尚覺事態不致於嚴重到要停辦吧，而紛紛表示驚訝惋惜跟措手不
及。但等到預計舉行營隊當週，北海道、東京等地區接連爆發感染
確診者，以致於北海道道長、安倍總理陸續發佈高中小學停課要求，
並要求全國人民「自肅」— 減少外出、停止不必要的聚集、文藝及運
動等活動比賽中止或延期、必要的聚集務必縮減至最小規模等。同工們
紛紛為停辦的決定感恩。
比起曾受SARS教訓的台灣，日本人一開始對這次的疫情的處置跟反應
好像沒有那麼迅速。但隨著疫情影響至日本，也就是本土的確診病例出
現後，加上看到新聞持續報導中國跟周圍國家的疫情蔓延、人們大量購
買口罩，大家才真正意識到：「似乎真的有點嚴重喔！」趕緊去買口罩
等需用品。
而我自己在當中充分經歷神的恩典。
雖然每年一至三月是流感跟花粉症的季節，是大家使用口罩的高峰，但
我其實很少使用口罩。然而不知為何，在疫情爆發之前，聖靈感動我買
了一整個月所需用的口罩，然後一直沒使用，等到疫情爆發後剛剛好派
上用場。我也盼望能在營會中分享給有需要的學生。
在我收到營會停辦通知之前，因為家裡實在沒有任何食物了，又想說再
過幾天就要進營隊了，去便利商店解決就好。但店裡沒有我要的東西，
只好去車站附近的超市買食物。
沒想到超市的貨架上居然擺出三片裝的口罩，每人限購一包，我立即心
想：「太好了！雖然只有三片，但買一包算一包！」準備結帳時，我卻
看到前面的客人居然拿著一盒五十片裝的口罩！我立刻折回口罩販售
區，看見店員擺出臨時攤位，正在販售為數十來盒的五十片裝口罩。
「上帝，祢知道我先前的口罩只剩十多個，祢也知道我正想著要分享給
學生，居然就這麼預備給我了。感謝祢，我成為口罩富翁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收到營隊停辦的通知，有些遺憾—
雖然成為口罩富翁，卻沒機會分享了。沒想到，後來
遇到某個學生，她一共只剩下四個口罩，但這段期間
需要去參加好幾個求職面試，她很擔心。
我二話不說，抽出一疊口罩給她。
感謝上帝，祂深知我的
心，不只預備口罩給
我，還給我機會分享給需
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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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萬花筒
幽蘭

蕎麥
Q

梗上

要結婚了！邀請我和W醫生參加。我們
為她出嫁而開心，但沒想到這裡的婚禮

的新

娘

文化令我們大開眼界！
光是新娘試結婚禮服就大不相同！原來結婚

Q已經和我們共事一年了，是個工作態度認

大禮服不在房間裡穿，而是在戶外的樹底

真的女孩。幸好她結婚後還是會繼續上班，

下，地上鋪著蕎麥梗，新娘要站在蕎麥梗上

每週我們會有兩天一起開會工作，我們也一

梳頭換裝，因蕎麥梗的枝葉繁盛代表多子多

點一滴地跟她分享我們的生命故事。更感恩

福氣。

的是，她的弟弟到另一個城市讀大學，剛好
我們在那城市的同工可以接手關心他、陪伴

至於男方，新郎的兄弟會駕著禮車，於清晨出

他。我們也期盼未來這一年，阿爸父能祝福Q

發前往女方家迎親，新郎本人則在家等待新娘

有更豐盛的生命。

到來。結婚儀式結束，吃完喜宴，新郎和新娘
一起回娘家，完成致送聘禮儀式後，次日再帶
著新娘返家，這婚禮才算大功告成。
至於喜宴，也是別有熱鬧的趣味。此地辦喜
宴的時候，村子裡的鄰居們都會來幫忙，殺
豬、殺羊或牛，預備坨坨肉給賓客吃。到了
晚上，長者們會吟唱古老歌謠，帶動簡易的
舞蹈為新人祝福（此地稱之為「說求」），
使婚宴更添歡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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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系列
馮鄭珍妮
Patrick & Jennie Fung
1989年加入使團
使團國際總主任

聖經中的宣教士

彼得—延福外邦
使徒行傳十一 1-18

神

是否只呼召靈命成熟，學識品格出眾的人？而

當時大約正午，彼得和平時一樣，上屋頂祈禱。他

我們只能望塵莫及？

一面祈禱，一面等吃飯，肚子有點餓，這一切都很

彼得夠資格把福音帶進外邦人中間嗎？

正常、很平凡。他不是禁食禱告去尋求神的心意，
他只是持守每天與神相交。神也要在平常的日子，

論學歷，他是打魚的小民。

我們慣常讀經祈禱的時候，向我們說話。

論性格，他是衝動派掌門人。
論靈命，他三次不認主。

彼得祈禱時，看見一塊大布從天而降，裡面是各樣
珍禽野味，有聲音說：「起來，宰了吃。」彼得震

但神使用彼得，耶穌說：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

驚之餘，說出一句前後矛盾的話：「主啊，千萬不

教會。彼得先是在五旬節開始新約教會，又在哥尼

可！我從來沒有吃過不潔的俗物。」

流的家，為第一批外邦信徒施洗。
他說「主啊！」證明他知道是神向他說話，又承認

放下己見—「主啊，千萬不可！」 （使徒行傳
十一 8）

神是他生命的主宰，但同時他說：「千萬不可！」

神用彼得，先要他放下一些既定的成見。

這些都是不潔的動物，他從來沒有吃過，也沒有打

他拒絕神的命令，抗拒神的主權。他反過來提醒神
算破戒。

對彼得和大多數的猶太人來說，向外邦人傳福音簡
直是無稽之談。神的祝福是給祂的選民猶太人的，

神要彼得放下舊的觀念，接受神新的啟示。神沒有

與外邦人完全無關。神要用超乎想像的方法徹底改

否定彼得過往的觀念，祂只是說：「神所潔淨的，

變彼得的看法，但祂選擇在一個最平凡的時刻，在

你不可當作俗物。」

彼得毫無心理準備的時候，向他說話。

舊約時代，猶太人要守潔淨的禮儀，不隨從外邦人
的生活方式。但耶穌在十字架上已拆毀猶太人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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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人分隔的牆。藉著耶穌，神開始了新約時代，神

現在神給你甚麼新的啟示，你要採取甚麼行動呢？

的救恩要臨到萬邦。神邀請彼得放下成見，把福音

你要如何踏出第一步呢？

帶到外邦世界。
我們是否也是口中說「主啊」，心中說：「千萬不

福音使者—要聽主吩咐你的一切話 （使徒行傳
十 33）

可」呢？你內心有甚麼恐懼、成見，攔阻你投入神

昔日的外邦人和今日未聞福音的人，同樣需要聽福

的事奉呢？

音，需要有神的使者向他們傳講福音。福音和使者
息息相關，同樣重要。

邁步跟隨—起來，下去，和他們同往 （使徒行
傳十 20）

哥尼流告訴彼得，天使對他說：「你要請彼得來，

放下成見是第一步，接著的是要邁步跟隨，把觀念

他有話要告訴你，使你和你的全家都可以得救。」

化為實踐。

（十一 13）

三次之後，布就收回天上，神的聲音也靜止了，彼

彼得在十章 34-35節指出，神不偏待人，接納所有

得在屋頂繼續思想這個異象有甚麼意涵、他要做

敬畏祂而行義的人。神特別差派彼得到他們中間，

些甚麼？神說：神所潔淨的，他不可當俗物。他

就表明人不能靠行善或敬虔的禮拜得救。敬畏神行

聽到，那又怎樣？他要怎樣實踐呢？莫非他不再打

義的人仍然要聽福音，靠耶穌的救恩得救，因為天

魚，改行去打獵嗎？

上地下沒有賜下別的名可以靠著得救。（四12）

彼得沒有太多時間去思前想後。哥尼流的僕人已來

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從未聽過耶穌的福音，他們需

到門前，聖靈對彼得說：「起來，下去，跟他們

要你和我，願意放下自己的計畫，按神的帶領到這

走。不要遲疑。」

些人中間，傳揚祂受死、復活的好消息。

「起來、下去」，聽起來易如反掌，但接待外邦

宣教學學者溫德博士（Ralph Winter）說：「我們不

人，跟他們走進哥尼流的家，卻是極大的挑戰。侍

單是講福音，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行動就是活出來

奉神需要我們身、心、靈的調整和裝備。順服踏出

的福音（Words explain the deeds & deeds explain

第一步可能是最難的一步，但唯有如此，我們才可

the Words）。」

以分辨前面當走的路。
對哥尼流和他的家人來說，彼得站在他們中間，就
現代的宣教士很少可以立時起行。戴德生十七歲奉

是福音的明證。彼得願意破除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分

獻，廿一歲到中國。我從蒙召到踏足工場，前後

隔，證明了神改變生命的大能。一個漁夫成為延福

十二年，完成醫科訓練、專科訓練、神學訓練。更

外邦的使徒，就是復活大能的明證。

重要的，神用那十二年塑造我的生命。當我告訴媽
媽神呼召我做宣教士時，她說：「你身體孱弱，靈

你要如何裝備自己，準確、清楚地說明福音？你在

命又差，神如何用你？你要好好鍛煉身體和靈命，

哪方面需要成長進步，言行一致地活出福音？

才能夠服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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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之旅
編輯室

勞燕分飛
我

先端詳那年輕的丈夫，又看看他的妻子，想知道他們有否聆聽我
的勸告？他們會堅決離婚嗎？

「你們結婚大概還不超過二年。努力走下去，別放棄大好芳華。」
我轉過頭，繼續在登記櫃台辦理我的手續，內心疑惑著：我說的話對
排在我後面、面帶惶恐的年輕夫婦是否會起任何作用？ 我只是個普普
通通的本地人，估計他們也不會對我的話太認真。
我並無意對他們曉以大義，只因碰巧也到此為孩子作登記。但當我看到
這對夫婦，注意到他們悶悶不樂、躊躇的表情，我就按耐不住，轉頭對
他們說了剛才的話。我以過來人的經驗知道離婚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我們鎮上很多像我這樣的人，沒受過多少教育，年紀輕輕便成家，對
如何經營夫妻關係毫無概念。我年紀稍長，人生經驗也較豐富，意識
到破碎的婚姻家庭對整個社會都會造成傷害， 因此嘗試開導這對年輕
夫妻：
「離婚只會帶來更大的痛苦！」
「年輕人，其實逗妻子開心也不是很難，給她買些漂亮的禮物，告訴
她她很美麗，她很快便回心轉意。」
「姑娘，別對丈夫太嚴苛，不挑剔、多鼓勵，他便會對你體貼入微。」
「記著，我們的鎮很小。 很快全鎮都會知道你們結婚不久便分手。閒
言冷語便不脛而走。」我們絲路上的人很重視名聲，我姑且一試，希
望能讓他們更冷靜地處理感情的事，其實我沒有把握能否奏效。
「小孩的出生證明在那裡？」聽見櫃台後的職員問起，我馬上翻查我
的文件，趕緊從好管他人離婚之事的情緒中平靜下來。
接 着 傳 來 輕 輕 的 腳 步 聲 …… ， 我 轉 頭 ， 目 光 剛 瞥 到 那 對 夫 婦 步 出 大
堂，並肩回家，總算喜劇收場！
但全國不同村鎮裡、成千上萬對的年輕夫婦又如何？ 誰能提供支援及輔
導他們渡過困難呢？
請為絲路上正在掙扎無助地梳理夫妻關係的年輕人禱告。
也請為帶著關懷及智慧之心的人士禱告，讓他們向絲路上的家庭伸出
寬宏和愛心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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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透視
司徒露琳
James & Caroline Steer
2005年加入使團
英國動員和關懷部義工

找個導師，
讓你的短宣更立體
我

在2007年第一次以使團同工身份在泰國接待
服侍亞洲（Serve Asia）短宣隊，當時我曾提

出以下優先次序，提醒隊員牢記在心：
1. 禱告
2. 人
3. 事工
西方思維常著重「當於何時、在哪裡、做何事」而

有心短宣者常對跨文化事奉的實際面有許多疑問，

非「是誰、如何做、為何而做」。但我發現需要在

如住宿，行程以及預備（安全，健康及財務），因

禱告中將我們的觀察、問題和感受向天父傾訴，尤

此短宣導師須是位有經驗且值得信任的顧問。宣教

其是置身較不以時間為取向的東方文化時，更顯得

最好的裝備就是學習並活出福音。所以在指導時，

重要。

我們強調透過一起讀經禱告來建造個人靈命。我們
渴望看見服侍亞洲的短宣者在與神的關係中獲得滋

回到英國後，我有幸擔任服侍亞洲短宣者的導師，

養，不只為了短期服務，而是一生之久的長期、全

在短宣任務前後輔導他們。我非常享受與有心短宣

面門徒訓練。

的人會面，聆聽他們的故事，並傾聽神如何感動他
們進入某特定族群或福音事工。有時整個過程並非

短宣者出發前往亞洲前，我們會討論他們的期望，

一路暢通，面談有可能不大順利，在使團大家庭中

以及當期望落空時如何因應。我們會規畫在身體、

關於人員與服事安排的溝通也非常複雜。但這些都

情緒、靈性、關係、文化，及實務上如何預備自

表示我們要等候神，讓信心更成長。

己，也不忘規劃返鄉之後的挑戰。導師也可協助短
宣者向差派教會提倡宣教觀念，以提升教會對短宣
任務的支持。我也樂於加入教會的代禱團隊，以禱
告托住前線工人。
當然，我的工作並沒有因著短宣者返鄉而停止。作
為導師會想知道神如何回應禱告，以及短宣期間叫
人興奮、困難阻礙或別具意義的各樣經驗。個別的
短宣者可能需要有人從旁協助整理短宣心得，好向
身邊的人分享經驗，或是協助醫治與團隊成員之間
任何可能的傷害。我們也鼓勵短宣者將所學到的功
課融入返鄉後的日常生活中，並設定目標繼續服事
神。
我非常珍視神如何使用服侍亞洲短宣事工，讓參與
者產生對世人的負擔，並對屬靈的堅固營壘有更多
了解。藉由作短宣導師，我更深學習先聆聽神的聲
音、愛祂的百姓，以及謙卑地跟隨耶穌。或許你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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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廚房
林黛均
2018年加入使團
日本青森植堂事工

【麵糊】
在鋼盆裡打入三顆蛋，打均，加入麵
粉攪拌，再慢慢加入日式高湯，攪拌
至麵粉全部溶解成麵糊狀。

【材料】 （約可製作32個章魚燒）
◆ 低筋麵粉
◆ 雞蛋
◆ 日式高湯
◆ 章魚
◆ 蔥花
◆ 章魚燒醬或豬排醬
◆ 海苔粉
◆ 柴魚片
◆ 美乃滋
20 萬族萬民

200g
3隻
650cc（可用高湯塊製成）
約200g，汆燙過後切丁
2支蔥，切成蔥花
適量
適量
適量
適量

【作法】
1. 用大杓子舀一匙麵糊，在熱好的烤盤上均勻
倒入。
2. 在每一個凹槽內，都各放入一塊章魚丁，撒
上蔥花與柴魚粉。
3. 再淋上一匙麵糊，用竹籤將凹槽與凹槽之間
畫出分割線，等表面的麵糊呈現半乾狀態
時（凹槽內依舊是液體狀），開始將章魚燒
一一翻面。（翻面動作要快，讓凹槽內的麵
糊可以往底下流動）
4. 全面翻好後，觀察火候大小，反覆翻轉。大
約三至五分鐘後，章魚燒表面呈現金黃焦
脆，即可依照個人喜愛的脆口度（綿軟或是
焦香）將章魚燒盛盤。
5. 最後，淋章魚燒醬汁與美乃滋，再撒上適量
的青海苔，柴魚片即可。

日本人和朋友們在家裡舉辦活動聯絡感
情的方式有很多種，章魚燒派對（たこ
焼きパーティー，簡稱たこぱ/TAKO
PA）是大家最喜歡的活動之一。團隊
裡有一位短宣成員即將回國，但她說自
己來到日本還沒機會吃到章魚燒。為了
不要讓她留下遺憾，星期天教會的愛宴
就變身成了章魚燒派對！大、小朋友都
玩的不亦樂乎。
章魚燒派對，不但只需少少的時間做準
備，還可以在章魚燒餡裡添加自己喜愛
的食材。更可以放入創意食材（例如：
巧克力，芥末）來進行遊戲，不管是猜
猜看誰吃到「特製品」，或是請吃到的
幸運兒進行分享，甚至把這些怪奇章魚
燒當作遊戲輸家的懲罰，保證現場的氣
氛馬上就被炒熱起來。

二零二零年．99期

21

書窗

《天穹之地》
在遼闊無垠的天空下，有一群美麗
而神秘的百姓。
雖然與天如此靠近，卻因長久以來
的傳統信仰，他們幾乎不曾領略天父的
愛……。
你願意認識這群天穹之民嗎？
邀請你起身同行，帶著禱告的心，
走入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