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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會、模擬　不同環境的生活　事奉

受訓　學什麼
除了分辨什麼是必需品，大家也發現生活可以更精

簡，用創意來滿足需求。沒了熟悉的玩具，孩子們很快就找

到新的樂趣；用棍子、石頭和錫罐自製玩具﹔我還用棍子和

繩圈做了衣架！有人用堅固耐用的塑膠袋裝水，白天吸收太

陽的熱能，到了晚上就有熱水可以洗澡。

學習語言　文化
我們用各種有趣的方法學習西班牙語：唱西語詩歌，

運用「TPR自然反應、浸潤式」方法反覆練習，全程用西語
交流，討論：榮耀與羞辱、以人為重，還是計劃優先……等

文化議題。

為了能順利進入下一階段――透過與當地家庭同住來

體驗墨西哥人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前必須做好預備，以確保

學員能與墨西哥家庭共同生活，因此要進行西班牙語口語能

力評估。

語言訓練有兩個規則：一、盡可能用西語交談，彼此

用西語問候、詢問。這並不是說我們能講流利的西語，而是

不怕使用這個語言。二、小組成員都要通過口語能力評估，

才能一起進入下一階段的訓練，只要有一人沒通過，全組都

要留在營地，直到所有人都過關。這規則營造了一種氛圍，

優秀的學員會挺身幫助學習較弱的學員。

一起做　會更好
工場訓練是宣教士

上工場前的必修課，有

個家庭曾因健康狀況中

途退訓，在身體復原後

重返訓練，發現訓練氣

氛與之前不同；原來，

有位西語老師對學習較

弱學員的掙扎無感，常

脫口而出「這麼簡單也

不懂？」令學員大感挫

折，其實，彼此激勵，

大家一起做，會更好。

一步一步來
我們一步一步逐漸融入墨西哥文化；第一次，早上越

過邊境進入墨西哥，在當地吃午餐，買蠟燭、火柴，便可返

回營地吃晚餐。第二次，跨越邊境找一家墨西哥客棧，在那

裏用餐、過夜﹔還鼓勵學員去麵包店、超市等其他地方，甚

至去理髮，次日再回營地。每次旅行結束都要匯報，分享遇

到的事和各樣收穫。很明顯，自第一次跨越邊境以後，學員

們的信心都增強了。

「工場訓練」受用一生
■B老師（本會宣教士）

威克理夫為準宣教士在海外的生活和發展提供「工場

訓練」，我們一家來到美國德州與墨西哥邊境受訓，其中許

多過程大大祝福了我們的宣教服事，讓我們終生受用；謹此

與大家分享些許經歷。

三階段訓練
培訓點在德州的一個露營區，距邊境烏瓦迪小鎮幾英

哩。住在只有一房的簡陋木屋，無衛浴設備，僅在屋外有簡

單的蹲式廁所。小屋沒有隔間，寒冷的夜裡有個爐子可以燒

柴供暖，還得自己到靠近公共廚房和辦公室的木棚裡取柴。

之後，我們跨越到墨西哥邊境小鎮阿庫尼亞，與當地

人家一起同吃、同住4週；因為房子不大，我們夫妻和孩子
們共用一個房間。最後，要進行一次約1,000公里的公路旅
行，乘坐大眾運輸返回德州，並匯報整個過程經歷。

訓練的每個階

段、每件事都在擴張

學員的舒適區，以應

對變化並發展不同的

生活技能。最重要的

是，當學員一起生

活、學習，一起面對

驚喜、挑戰，體驗到

上帝的豐盛，彼此成

為一生摯友，並在往

後的服事中保持聯

繫、互相扶持。

挑戰有限的物品
抵達德州後，臨時被告知帶入營地的物品有重量限

制，我們得決定優先帶哪些物品，哪些要留在汽車行李箱

裡。每家自行決定什麼是絕對必要的，什麼可以捨下。玩具

是必要的嗎？對我來說，應該要多帶一副眼鏡，以防萬一。 
這個規定的理由是：來自已開發國家的人習慣擁有很多東

西，但即將生活和工作的地點沒有同樣的條件；對常駐在與

世隔絕的民族中的威會成員來說尤其如此。這門功課不是你

「該擁有多少」，而是當物質的種類和數量與以往不同時，

生活能否照樣滿足？歐洲人喜歡榛果可可醬，美國人喜歡花

生醬，亞洲人喜歡醬油吧？！想像一下：生活在沒有或至少

不易取得醬油的地方，情何以堪……。

此外，飛航時可攜帶的行李數量或重量都受限制，在

陌生的機場停留和轉機，該帶什麼、捨下什麼？要為行李額

外付款嗎？都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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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簡單的爐子　學習當地人的
生活智慧

▲	與當地人一起生活

▲	一同參與工場訓練　成為終生摯友　好夥伴

誰的訓練？神或人？
一開始，教練就表明他們制定了訓練課程，但同時強

調：上帝為人量身「定製」課程。祂會走進人們的生活，在

需要擴展和成長的地方與我們相遇。起初，這個想法似乎十

分抽象和理論化，但兩組學員分享了他們學到特別的屬靈課

程，讓這個概念變得清晰。

受訓學員不能選擇與誰同住，而是由墨西哥家庭來選

擇想接待的學員，於是……

聰明、獨立、有才的德國小姐
有位德國女孩曾在南美洲生活，能說流利的西班牙

語，非常聰明，組織能力很強，是天生的領袖。一次小組聚

會中，有孩子不守規矩，她隨手拿起吉他領他們唱歌，立刻

喚起孩子們的注意力，即時解除危機。她的個性獨立，習慣

自由行動。

結果她被一位祖母選中，這位祖母是家中的大家長，

還是該市的教育局長，非常傳統，嚴格規定單身女子外出

必須有人陪伴，且規定回家的門禁時間。我們可愛的獨立女

孩，就像電影《真善美》中的瑪麗亞一樣，必須學習順服權

柄，這非常不容易，但她做到了。如今，她是威會傑出的會

員，擔任國際聯會的領袖。

期待吃墨西哥食物的日本夫婦
城裡一個衛理公會的牧師家庭選擇了一對年輕日本夫

婦同住；日本夫婦非常期待能吃到墨西哥菜，結果發現吃

的是美式早餐麥片、意大利麵、漢堡……，若是美國家庭中

選，一定心滿意足，可惜這對日本夫婦只想吃到墨西哥菜。

這門課並不是學習適應墨西哥文化，而是要適應與你期待迥

別的文化。工場訓練，其實是上帝為每位準宣教士提供的生

命課程，難怪一生受用。

前線報導前線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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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宣教士面臨的壓力
–孩子的教育

■B師母　本會宣教士

不同的教育觀
大兒子3歲時，我們全家離開服事了兩年的印尼，回到

新加坡省親，我開始感受到一些關於孩子教育的壓力；不斷

有人問我：「妳預備怎麼安排兒子的學前班？」這個問題對

我來說很陌生，我自己5歲才開始上學，是在公立學校的幼
兒園上半天課。

我在美國的家鄉有許多獨立學院和大學，父母、三個

兄弟姊妹和我都畢業於家鄉的學校。我們家關心的重點是：

「你將來想做什麼，想去哪裡上大學？」但，隨著待在亞洲

的時間越長，我意識到大多數父母從同儕和祖父母那裡面臨

的問題是：「難道不想讓你的孩子去一流的學校嗎？」這個

問題預設了一個「需要」：父母「需要」讓孩子進入好的學

前班，這樣才能進好的小學，以後才能進好的中學，然後才

能進一流的大學。這也是面子問題，孩子能考上一流學校，

家裡就有面子。

這對於想在海外宣教的家庭來說，帶有巨大的威懾

力；出國服事，意味著他們的孩子將無法獲得母國大學入學

考試得好成績的所有資源。

如何鼓勵宣教家庭
對於要去海外服事的家庭，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鼓勵

他們？

1. 為他們禱告，求神供應他們孩子的教育。

2. 實際與他們交談，鼓勵他們。

3. 與他們的父母交談，減輕他們的恐懼。

也許最好的保證就是－－向他們講述上帝如何為宣教

士的孩子提供良好教育的美好見證。

激勵人心的美好見證

案例一：
在我們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我看到一個美國資深宣教

士家庭的例子，十分激勵我，他們請了一位美國人在家輔導

孩子學習，其中一個孩子獲得常春藤盟校的錄取！

案例二：
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夫婦運用上帝所賜的各種資源

和智慧，進行在家教育。最後三個孩子都在我的家鄉學習工

程學，並找到很好的工作。

會員近況

◎	馮家熙夫婦【台北－秘書長、人事】開始安排暑期巴紐

醫療短宣隊，求主賜福，行前預備、短宣專業人員招

募、醫藥品募集等，盡都順利、周詳。

◎	劉力慈【巴紐－聖經翻譯、識字教育、社區營造】感謝

主，困境中聖經翻譯進度仍持續推進；與村民同工參與

監獄事工，多人決志，求主帶領獄友因福音生命翻轉。

當地油電燃料奇缺、物價飛漲；動盪中，求主引導百姓

向真理敞開。

◎	施大衛、黃明芳夫婦【澳洲－聖經翻譯、多媒體製作】

感謝主，結束述職順利返回工場。求主幫助大衛帶領新

同工慢慢融入事奉，繼續賜福聖經翻譯、民族藝術、教

會連結、禱告培訓等事工。並求主保守全家人身心健康

平安。

◎	藍天夫婦【歐亞區－電腦、多媒體支援】藍天協助數個

聖經APP的更新，求主賜福，新的APP功能更佳，更能

吸引更多人使用。並求主保守兩家長輩身體健康，供應

藍天一家的各樣需用。

◎	B老師夫婦【創啟地區－工場教練】跨文化實習的課程

安排、團隊組建等事務龐雜、責任重，求主保守身心靈

健康，一切安排妥當。

◎	陳姐妹【台北－經文應用、編輯】噶瑪蘭語聖經翻譯團

隊重組，魯凱語有聲聖經錄製前置作業啟動，求主保守

身心靈健康，順利承擔一切。

◎	馬倩平【台北－禱告事工】求主賞賜智慧及足夠的時

間、精力，完成禱告事工組的各樣事奉。

◎	邱顯正、金克宜夫婦【台北－教學、編輯、教會動

員、】除了教學、講道、辦理宣教營會等活動外，與同

工一起規劃華神境外實習內容，求主賜福，一切順利、

周全。

◎	風鈴【台北－原民事工】求主保守順利參與魯凱語有聲

聖經錄製的各樣行前預備。

◎	Nixon、Yoko夫婦【台北－原民事工】求主幫助兩人

儘快適應台灣的語言、文化，投身事奉。

◎	詠寧【亞洲－聖經翻譯】同時承擔實體翻譯工作及雲端

事奉，求主賜福，順利完成一切。

◎	JOJO夫婦【台灣－STM】求主賜福新學期順利學習，

擔任STM隊長有智慧安排一切。

◎	CL夫婦【台灣－STM】寶寶2/9平安出生，求主賜福全

家速速適應新的節奏，兼顧學業、教會實習、新手父母

的角色等。

◎	巧達夫婦【台灣－STM】求主保守巧達夫人常有時間

與主親近，聆聽主話語，靠主智慧前行。

◎	小菊姑娘【台灣－留職停薪中】求主賜福與教會的配搭

及各樣實體、線上的事奉盡都順利。

▲	歷史課，在牆上畫一條時間軸。每天，每個孩子都必須在時
間軸上寫下一些東西，記錄他們對歷史感興趣的任何東西。

（本期照片皆由作者夫婦提供）

▲	為孩子選擇數學練習題，在家教育一樣豐富

案例三：
一個來自創啟地區的家庭，蒙召至偏遠的民族地區服

事。他們選擇在家教育，但是並不知道該怎麼讓孩子上大

學。當他們的長女到了要上大學前的幾個月，一位美國大學

招生人員到當地旅行，聽說了他們的事，就讓他們的女兒展

示音樂能力；她因此獲得了美國一所學校的獎學金。

會務報導

❤	接納華神宣碩學生為「特約任期會員STM」於暑期赴境

外實習將近一年，求主幫助團隊妥善規劃，賜福同學課

業、實習兼顧，求主供應一切所需，經歷耶和華以勒。

❤	《戀戀母語》活動順利結案，募得款項支持海內外16

個語言項目，求主繼續賜福。

語言族群需要

◎	愛在巴紐事工：

1.	聖經翻譯：求主賜福瑪族母語聖經翻譯進度，帶領資深

顧問能進村審查。並求主引領翻譯同工群因此更認識上

帝，真理得造就，生命成熟。

2.	教育：Sarum區教會資源極為有限，仍持續兒主課程，

求主大大賜福、興旺村落孩童信仰教育，並保守失學者

都有機會復學。

3.	工人：仍然需要長、短期提供教育、信仰、社區發展等

各種人力，求主呼召、預備，帶領合適的工人團隊持續

或接力參與事奉。

◎	澳洲原民事工：

1.	求主賜福《亞馬他拉油畫冊II》中、英文版的編輯、印

刷，使民族藝術與聖經結合，帶領更多人關心當地原民

信仰，賜福原民因此認識真理。

2.	盼三月底前順利完成亞里阿瓦語彼得前後書錄音，求主

賜福配音員與錄製同工合適配搭。

◎	台灣原民事工：

1.	噶瑪蘭語聖經翻譯：求主興起更多具有族語能力的族人

積極參與聖經翻譯事工。

2.	魯凱語有聲聖經錄製：求主賜福本會與魯凱教會、台灣

聖經公會、聽信真道國際事工等單位共同籌劃，預備好

錄音工作的一切前置作業：場地設置、試音工作、確定

配音員/監聽員人選、錄音隊住宿安排等事項。

本會為信心差會，懇請奉獻支持本會，方式如下：
1.	信用卡及超商繳款奉獻：請上本會網站了解詳請。
2.	中華郵政劃撥存款帳號：18732702
	 戶名：中華威克理夫翻譯會
3.	銀行：台灣土地銀行 /仁愛分行（代號005）
	 帳號：057-001-501145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威克理夫翻譯會		

111年12月-112年1月　收支表
收入 NT$ 支出 NT$

宣教事工&其他專款 1,372,423 宣教事工&其他專款 1,372,423
一般奉獻 226,069 行政費 112,594
其他奉獻 189,822 業務費 24,351
會費收入 10,800 人事費 261,761
利息收入 9,013 其他專案支出(含專案同工) 4,050
其他收入(含營會) 472
其他專案收入(含專案同工) 4,050
合計 1,812,649 合計 1,775,179

本期餘絀 37,470

案例四：
一個台灣家庭去東南亞偏遠地區服事，他們將孩子的

教育交託給上帝。當他們還在尋訪住處、摸索進出部落的路

徑時，發現在距離原民村落不遠處竟有一所華人教會設立的

學校！不但提供純正的信仰教育，還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語

言教學！即使是再好的國際學校也無法提供這些教育資源，

但是出於上帝的恩典，他們竟然在小村落裡遇見這樣的學校

與教會。

我們可以做的事
因此，請謹記，關顧宣教士家庭時，要確實做到：

1. 忠心為他們禱告，求神供應和預備他們孩子的教育。

2. 實際與他們交談，鼓勵他們。

3. 與他們的父母或長輩交談，減輕他們的擔憂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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