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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 心宣教>系列之二：僑民宣教

從心學習待客之道



在
全球化的時代，人們來來往往，學業、

工作、嫁娶、甚至單純渴望某地的風土

人情都成了遷移的原因。在台灣境內的外籍人

士約有74萬人1 ，其中約66萬為產業與社福移

工人員2、5萬為外籍配偶。另有約13.6萬已歸

化我國的外籍人士（含外籍配偶）3。這是上帝

的全球化，祂親自帶領這些人來到台灣，「寄

居」在我們當中。我們如何回應上帝放在我們

家門口的大使命？

反主為客的挑戰

「對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贏得猶

太人……。對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

要贏得軟弱的人。對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

樣的人。無論如何我總要救一些人。」（林前

九20-22）保羅自己的宣教行動是這句話最好

的註腳，他給猶太人背景的提摩太行了割禮，

卻不曾勉強希臘同工提多接受割禮。他每到不

同的城市，就先觀察，並用貼近當地文化的方

式宣講福音。這對我們或許早已不是什麼新鮮

的宣教觀念，但我們可以更多思考「作僕人」

的意義。

若我們去到海外，進入異文化的處境，我

們會明顯感覺到自己是個客人，會意識到自己

需要謙卑學習，好融入當地。反過來說，今天

若是有「客人」來到我們當中呢？我們是否也

意識到自己需要謙卑學習、做這些客人的「僕

人」？還是我們就在熟悉的環境中失去敏銳的

心，在許多事上要求「客隨主便」？

用他們的方式來敬拜

在啟示錄中，約翰為我們描繪了一幅震撼

人心的畫面──有許多人……來自各邦國、各

支派、各民族、各語言，站在寶座和羔羊面

前，大聲將榮耀歸給神（啟七9-10）。試著想

像，這股震耳欲聾的頌讚是多聲道的，包含許

多我們聽不懂、不曾聽聞的語言，卻交織成絕

美的詩篇。讓我們再進一步思考，當我們打開

家門實踐大使命的時候，我們是在促進這幅圖

畫，還是不知不覺中，用我們的文化吞噬了其

中一些美麗的頌讚語言？

在自己家裡，要做「僕人」真的好難！用

我們習慣的方式來分享福音，已經很不容易

了，還要考慮那麼多文化上的小細節？如果我

們心中有那幅萬民頌讚的圖像，它將激勵我們

為這些「客人」多走一哩路。而我們的第一

步，叫做謙卑，承認我們需要更多學習，需要

更多夥伴，也需要更多從天而來的恩典。

在本期快報中，我們將透過一位海外來台

的宣教士、一間台灣教會和一位被差派服事移

工的台灣人，看看他們如何紀念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是寄居的」（來十一13）。讓我們一

起學習做僕人、做客旅，放下自己的習慣，謙

卑走入在我們當中的異鄉文化。

1	ht tps://www.immigrat ion.gov.tw/5382/5385/7344/7350/外僑居留/；另估計有約1萬未在境內https://www.immigrat ion.gov.

tw/5382/5385/7344/7350/8887/。

2	產業移工人數是指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之海洋漁撈工作、製造工作、營造工作、屠宰工作、乳牛飼育工作、外展農務工

作之人數。社福移工人數是指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家庭幫傭工作、機構看護工作、家庭看護工作、外展看護工作之人數。來源：勞動

部統計查詢網https://statfy.mol.gov.tw/default.aspx

3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Query.aspx?

外僑的種種



飄洋過海

少
女阿寧十多歲飄洋過海，到一個說英語的

華人家庭當家務幫傭。她一出生就是穆斯

林，初到新環境，只要沒有外務，仍每天仍堅持

五次禱告──那是她思念家鄉的方式。生平第一

次接觸外國人，阿寧步步為營，絲毫不敢大意，

每件事情她都得細細觀察。那家庭的老大，是家

裡唯一的基督徒，很熱情、很溫柔。她曾邀請阿

寧去教會，但阿寧拒絕了。從此老大再也沒有提

到教會，但阿寧反而感受到對方的尊重。

從傭人變為神的僕人

幾年觀察下來，阿寧發現雇主的孩子有極

大的轉變。老二在一次意外後，並未怨天尤人，

仍充滿著莫大的喜樂與盼望。原來他也信了基督

教！阿寧開始對如此的轉變感到好奇，在雇主的

同意下，她第一次造訪教會。雇主不是基督徒，

起初還有點擔心她是否想在外面交男朋友，但也

只要求她星期天把早餐預備好、晚餐不能耽擱，

就可以自由到教會。逐漸地，阿寧開始參加週間

晚上的查經班，也受了洗，甚至投入移工的外展

服事。在這過程中，雇主都沒有任何刁難。

不同凡響的教會

阿寧渴望把基督大好的信息分享給其他同

鄉，而教會也看見阿寧生命的改變。在她十年雇

傭合約到期後，教會決議用更高的薪水，突破外

勞進用的法令，聘請她到教會實習。教會還教導

她如何規劃財務、在大都市裡住宿生活，並全額

資助她就讀神學院三年的費用。教會沒有任何

附帶條件，也沒有要求她要留下服事，只是陪伴

她，一同見證神在她身上的作為。 

外國「僕人」來台

神學院畢業後，阿寧告別了愛她的教會和第

二故鄉，踏上台灣，再次學習新的文化。她先學中

文，又學了台語，但不是為了服事台灣人。她希望

藉著陪伴與理解同在外地的同鄉，與她們分享福

音。台灣的教會雖然非常有愛心，但因為不熟悉

這些寄居者的文化，不了解他們原本對基督教就

有些負面印象，一些舉動過於直接，往往讓他們

覺得是在推銷宗教。

阿寧認為教會需要學習謙卑，以對等的姿

態來服事，而非救濟行動是非常重要的開始。服

事的最佳場合就是在雇主自己家裡，考驗基督徒

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家裡大小事的態度與擧止。

很多移工是第一次接觸與她們不同文化的人，在

語言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她們最直接的接收管道

就是透過自己的雙眼，觀察雇主一家如何對待彼

此、親友、鄰居、甚至都市的社會百態。雖然未必

能聽懂教會講台的信息，但透過三、五年的長期

觀察和接觸，她們可以發現教會是個充滿愛的地

方，並看見雇主背後那位可靠的大牧人。

「放大鏡」在你身邊？

阿寧花了十年，在非基督徒的雇主家裡見證

了上帝的工作，也遇到愛她、相信她、栽培她，且

不求回報的教會，放大了她對神國的眼光。今日

她回應神國的宣教使命，隻身來台服事多年，繼

續留心同鄉的需要，與台灣教會一起同工。你能

陪伴並鼓勵下一位「阿寧」嗎？「她」或許已經在

你身旁……。

帶著「放大鏡」的阿寧
一個從移工到跨宣的真實見證



 獻上「以撒」的
「新台灣人」宣教

專訪客西馬尼行道會林淑珍顧問牧師

亞
伯拉罕獻以撒，是客西馬尼教會的代表故

事。這教會從林淑珍牧師家裡的客廳開

始，曾致力於身障人士事工，經歷許多的波折起

伏。即使教會力量有限，但林牧師仍獻上她這僅

有的「以撒」，配搭外國來台的宣教士，邁入陪

伴越南新移民的跨文化宣教歷程。

愛的點燃

林牧師對移工的愛，從自己的家開始，她會

多付週日加班費，好讓照顧婆婆的外傭能到教

會參與主日。隨著法令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有更

多新移民嫁到台灣來。2000年，客西馬尼行道會

從台中太平的車庫開始，為剛移居來台的年輕越

南姑娘們辦下午茶、卡拉OK、教中文、教騎機車

和報考駕照。這些看似無關救恩的日常活動，卻

是客西馬尼對於跨文化宣教的回應。在教會忙著

外展都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時候，林牧師還是獻上

了她的「以撒」。 

寄居的壓力

當林牧師開始了越南事工，神就陸續感動了

越南籍的修女、沙鹿的白神父、來自海外的宣教

士，透過台灣工業福音平台以及教會的弟兄姊妹

一起投入。他們一起學習活在基層，甚至要下到

底層的艱苦生活之中。外籍配偶往往承受著歧視

與文化偏見，在語言溝通、經濟環境和婚姻關係

等方面也都充滿壓力。面對生活上的大小問題，

或是複雜的糾紛，同工們常常要陪著這些婦女跑

法院，與政府部門打交道，並觸及許多在社會新

聞版面上才會看到的事件。這些對客西馬尼教

會都不是陌生的事情，而是獻「以撒」必經的道

路。

淚水過後

獻「以撒」不是一種投資。付出大量心力和

資源辦活動、救濟、提供工讀助學金，不見得有

回報。林牧師說想要回報，就不是愛的服事了。

教會曾花很多的心血，訓練出優秀的人才，但卻

因為呼召轉變或法令限制，未能持續同工。有人

因為不認同新住民的服事而離開教會，卻也有人

因此加入教會。牧師說：「獻上以撒都是淚水與

心痛，但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我只能祝福。」奇妙的是，淚水過後，上帝總會回

頭祝福他們一條眼睛未曾看見的新道路。例如，

這些年來，在林牧師最需要的時刻，上帝多次從

世界各地調派祂的使者前來支援，那怕只是幾個

月或幾年，這些生力軍總是及時出現，一棒接一

棒。

用他們的言語，進入他們的文化

這兩年，隨著配搭的外國宣教士陸續告老還

鄉，林牧師愈發感受到台灣教會需要善盡東道

主的責任，從西方宣教士手中接下福音的棒子，

再將棒子交給越南人自己。教會要把福音帶進對

方的心坎裡──用他們的言語，進入他們的文

化。因此，在客西馬尼的越語崇拜中，大家唱的

不是中文翻譯而成的詩歌，而是來自越南本地的

詩歌。談到正在神學院受訓的越籍新台灣人傳

道，林牧師不改一貫風範：「我絕不敢藏私，硬把

神的僕人留在我教會裡服事。我希望她能服事台

中眾教會，和教會們一同服事其他的新移民和移

工。」

上帝正開始新一階段的工作，你願意獻上自

己的以撒嗎？



座無虛席—天國筵席的僕人守則

近
來很多筵席都被迫取消或延期，我們都

好期待可以再次與親友同桌歡宴。其實

上帝的心情也是一樣，祂天天期待著有更多人

來到祂的大筵席。

「恩格爾量表」（The Engel Scale）提醒

我們，人們對福音認識程度需要經過多個階

段。量表的兩端，一端是未信主者，另一端

是信主者，以「基督信仰重生者」居中；描

述一個人從「從未聽聞上帝、對福音一無所

知」、「開始接觸基督徒」、「對福音有正面

回應」、「重生」、「與基督肢體連結」到成

為「分享基督福

音的門徒」種種

信仰階段歷程。

雖然簡單的線性

歷程無法完整描

繪複雜的屬靈生

命成長狀況；但

它卻提供一個方

向，來辨別福音對象在信仰階段中的座標，作

為如何分享福音的參考依據。

信仰的生命並非一蹴可幾，我們可能因為

身邊的基督徒，使我們的生命更多經歷主，信

心更得堅固。一如當年有人把三一真神介紹給

我；有人持續向我傳揚，不因我挑戰基督信仰

而放棄；有人在我生命困頓時為我禱告；有人

在我生病時陪伴我；有人帶我進教會；有人向

我闡明聖經；有人向我展現饒恕；有人告訴我

這世上許多角落還有很多人不認識神，激發我

要傳好消息……。躺臥在台灣這寶島上的每個

人，包含原住民、漢人、客家人、新移民、外

勞外傭、學生或工作、甚至只是旅行路過的，

都應有機會前往這筵席、接觸這位至寶真神。

踏足台灣的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朋

友，絕大部分都位於「從未聽聞上帝、對福音

一無所知」的階段。現今上帝將他們一一帶到

我們的社區、學校、工作場所、小食店、鄰

舍，甚至成為我們家中的一員。這是我們為神

所使用的好機會──成為天國筵席款待客人的

一員，幫助他們一步步靠近信仰，領受從天而

來的祝福。

這群來自遠方的朋友，除了語言隔閡，文

化的陌生，也包含主雇關係的微妙張力，面對

很大的挑戰。思想到主在我們一生中是何等忍

耐、何等恩典，面對這群朋友，我們也需要有

從主來的眼光：

◆三一真神親自邀請我們進入天國筵席；不

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才能或能力，全是祂的恩

典。

◆在筵席前我們都是客人；我們不是因為比他

人更加尊貴，而是單單因主人的憐憫，成為

先入筵席的客人。

◆筵席還在歡迎更多賓客入座；主人深願人人

都能快樂出席這場最豐盛的生命筵席，而我

們可以接待那些準備入席的賓客。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

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這樣，你們不

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

家裡的人了。弗二︰17、19 

橋一 台灣內地會宣教士



 6月13日(一)	 19:00-20:30

	 6月27日(一)	 19:00-20:30

	 6月28日(二) 19:00-20:30

	 7月11日(一) 19:00-20:30

	 7月25日(一)	 19:00-20:30

	 7月26日(二) 19:00-20:30

	 8月15日(一) 19:00-20:30

	 8月29日(一) 19:00-20:30

	 8月30日(二) 19:00-20:30

快報小編室	◆總編輯：袁樂國∕陳香如	◆編輯：饒以德∕陳鳴鷹∕劉如菁∕朱蕊		◆封面設計：陳佳虹	◆美術設計：心然文化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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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794	 1,426,694	 人事費用	 547,979	 1,361,580

宣教士支持奉獻	 4,497,590	 9,749,855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294,940	 528,486

國際事工奉獻	 270,848	 510,348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4,768,438	 10,260,203

收入合計 : 5,330,232 11,686,897 支出合計 : 5,611,357 12,150,269

3-4月餘絀 :  -281,124 年度累計餘絀 :  -463,372

重視基督徒管家的職責，珍惜自然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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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A@omfmail.com
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訂閱電子版

內地會網頁

※所有實體聚會均線上Zoom會議室 同步舉行，實體地點仍配合疫情中心指導。最新消息請依內地會官網為準 https://omf.org/tw/

宣教聚會 (2022年6月～2022年8月)

	 6月13日(一)	 19:00-20:30

	 6月27日(一)	 19:00-20:30

	 6月28日(二) 19:00-20:30

	 7月11日(一) 19:00-20:30

	 7月25日(一)	 19:00-20:30

	 7月26日(二) 19:00-20:30

	 8月15日(一) 19:00-20:30

	 8月29日(一) 19:00-20:30

	 8月30日(二) 19:00-20:30

 日期  時間

日本禱告小組：沖繩高中生的別樣青春（許雅恬姊妹）

內地會月禱會：認識天穹之民	（KL	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大砲與朱槿花	(胖丁宣教士)

日本禱告小組：給蕭張肥牡蠣愛的鼓勵	(蕭永望宣教士)

東北亞禱告小組：天父眼中的朝鮮Part	2（陳香如師母）

P4M（為穆斯林禱告）：不太一樣的鄰舍	(江恆安弟兄）

日本禱告小組：黃瓜茄子feat.生魚片	(饒以德弟兄）

內地會月禱會：心之胖丁--	第一回合的冒險	(胖丁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大炮城的新鮮事	(胖丁宣教士）

聚會內容

內地會辦公室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A4教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地點

因第二個週一為父親節，順延舉行

快Young"揚嚷"

1) 線上講座A04
 傳福音就是叫他信耶穌? 

 認識整全宣教

4) 線上宣道博覽會ED17  

 宣教士真心話

 那些短宣教我的事、機智宣教士生活、 

 宣教士爆料：不為人知的短宣真相 

5) 暑假與宣教士實體TeaTalk

  在線上宣道博覽會ED17報名!
 8/10高雄(橋頭) 8/11台南(柳營) 

 8/12台中(太平) 8/17新北(中和) 

2) 線上宣道博覽會ED17基督教內地會

行李懶人包 、行前攻略、

宣教心理測驗、桌遊、

東亞宣教大使孵化器

Heart for Aaia. Hope for Billions.

已報名青宣？追蹤我們

內地會OMF在青宣
五樣Young！

3) 實體參訪VA05
 什麼？我和戴德生足跡重疊了！

特別預告：2022.8.20（六）09:00-15:30 「陪你同行  與你同工」華人宣教士關顧研討會 
 懷恩堂	(實體線上同步)		報名資訊將在OMF官網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