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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派出去的是一个家庭、有小孩，
小孩的就学 学习另外 种语言 就需要比较多的考量
小孩的就学、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就需要比较多的考量。
记得 2000 年我们全家要出发往菲律宾的工场，
我有 个
我有两个小孩，老大两岁半、老二四个月，
老
岁半 老
个
教会给我们做了一个差派礼 –
 教会的牧者、差会的领袖，按手祷告
 准备出发时，是最好激励弟兄姊妹
奉献支持宣教的时候，
通常可以举行爱宴、宣教的奉献
头一步抵达工场时，需要很多起始、启动的费用：
找房子、办户口、银行户口、采买家具、小孩用品，
开始启动的费用是会比较高的，
在教会后 做支持的、做差派的同
在教会后方做支持的、做差派的同工
需要了解这个事实。

这课要讲从事宣教工作一些实际的层面，
一个人蒙召以后教会应当怎么样配合。
个人蒙召 后教会应当怎么样 合
目前很多教会都还没有预备好要支持他们，
特 中
特别中国的教会很多连给传道人的薪水都不是很固定，
教会 多连 传道
薪水都 是
离要差传、差派宣教士、支持宣教士，
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
首先教会需要建立完善对传道人的支持、薪水的制度，
每一个教会、团契大概都有些自己的做法，
但是从一个国家差派宣教士到另外一个国家时，
其实是有非常多需要留意的事项：
如果是单身的弟兄姊妹出去就比较单纯，
 只有他一个人、只要医疗保险
 需要的经费开拓教会、执行事工，
需要
费开 教 、 行事 ，
事工费合理的支持，是比较单纯一点

接下来小孩慢慢长大，开始有就学的需要，
读当地的小学 还是读国际学校
读当地的小学、还是读国际学校？
读当地学校有一个好处，孩子学习语言是很快的，
他们跟当地的小孩能够生活在一起、
够
在 起
很快就可以学会当地的语言、说当地的语言。
小孩还小的时候，是宣教士父母非常好的一个接触点 –
抱着小孩对当地人是没有威胁的。
 以前我太太抱着小孩出去探访的时候，
可以很容易进到当地人的家里…
当地大人也不会觉得奇怪，大人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小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所以有时我们说他们是「宣教士小孩」，
可
来
是「小孩宣教士」
也可以反过来说他们是「小孩宣教士」
上帝既然呼召父母，对小孩也有一个呼召的。

小孩大一点时，父母事奉的地点
可能太过偏僻、没有办法带着小孩，
能太过偏僻 没有办法带着小孩
还要在家教育，也是很大的挑战！
有一对马来西亚的宣教士去到非洲的尼日利亚，
小孩到上学的年纪，差会就让孩子留在首都的国际学校，
当父母亲要离开，三个孩子都非常的依依不舍…
这些过程是非常不容易，但也培养宣教士的小孩
坚强独立倚靠上帝、必须要面对很多搬迁、离别。
我在菲律宾时有一个美国宣教士的小孩已经很大了，
我在菲律宾时有
个美国宣教士的小孩已经很大了，
每次讲到离别都会很激动，
每次在 个地方待 两年、两三年就又要搬迁，
每次在一个地方待一两年、两三年就又要搬迁，
以前交的朋友常又要分别，他就说：
「既然很快又要说再见 为什么还要交朋友？」
「既然很快又要说再见，为什么还要交朋友？」
后来就变得不太愿意投资在建立新的关系。

要去的地方，父母亲可以先去探路…，
可以有 个概念 回来就可以跟孩子有 个做梦的时间
可以有一个概念，回来就可以跟孩子有一个做梦的时间，
 还没有上工场之前，小孩在自己的母国
就可以先来思考可以带什么样的玩具书籍
先来 考
带
样
书籍
 父母亲引导他们，网路上面有要去国家的
风景、名胜古迹、特别好玩的地方
像我们去泰国之前我们就跟孩子们一起做梦…，
就是在心情上给孩子的预备，
大人知道蒙上帝呼召，去那一个族群、国家事奉，
但小孩子常是心理还没有预备就要跟着父母亲上路，
 如果还很小当然就是跟着爸爸妈妈走
 如果孩子已经是青少年了，那就比较困难，
因为到青少年他有自 的朋友、 活，
因为到青少年他有自己的朋友、生活，
要连根拔起是相当残忍的一件事

我自己的小孩两三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快就发现
怎么我们 要搬了 好朋友
怎么我们又要搬了、好朋友又不能见面了！
能见面了
有同一个差会的小孩说再见的时候，我跟他说：
「 怎
「你怎么知道上帝不会让你们再有见面的机会？」
道 帝 会
有
会 」
很奇妙三年后在另外一个地方事奉，朋友竟然重逢，
孩子重新认识到以后真的还是有可能再见的，
重
有 能
他的态度上就有很大的转变–趁还有机会时
尽情的交朋友，要离别时可以很潇洒的说再见。
这些一点一滴成长的历程，都是上帝在训练宣教士的孩子，
 像我们的差会有很多父母是宣教士，
儿女长大、又回到工场去做宣教士，
甚至有三代同堂的，非常好的见证
 中国内地会的戴德生家族，一直到第五代
中国内 会的戴德生家 ，
到第 代
都还是在华人中事奉主，成为很美好的见证

家乡差派的教会有很多做宣教士的后盾、支援，
称为 Member care 会员的关顾，
会员的关顾
一起祷告、奉献支持，逢年过节寄个小卡片，
宣教 在
宣教士在工场奋斗、为主做工，孤单、学习语言挫折，
奋斗
单 学
言
这些一点一滴的关心，对他们是很大的鼓励。
有时候在家乡办事情，熟门熟路很简单，
可是去到工场，光为签证就要跑很多次移民局，
在泰国的头一年，每次只能够办三个月的签证，
 移民局在清迈很小，人非常多，很早去排队，
签证只给一个月、一个月以后再回来，
是相当繁琐的过程，觉得非常挫折
 然后每九十天又要去移民局报到一次，
要
费
又要缴一笔费用
万一家人、孩子生病，外地看病费用也都不小。

有时家乡的教会不太能明白
宣教士的费用要花那么多钱？
宣教士的费用要花那么多钱
常用家乡生活的方式去揣模、量度宣教士
在
在工场的生活，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其实是




最好家乡的牧者、同工有机会去探望宣教士，
最
乡 牧者 同 有
教 ，
看看他们实际的生活、可能面对的挑战、
意外事 ，可能会 较了解
意外事故，可能会比较了解

很多教会说宣教士出去宣教当然是要吃苦，
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车 要装冷气 装空调？
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车、要装冷气、装空调？
家乡传道人都没有这么好的福利。
可是去到非洲 东南亚国家
可是去到非洲、东南亚国家，
才知道夏天有多热，
没有空调是很难生活的 头都很痛
没有空调是很难生活的，头都很痛

很多宣教士就了解到跨文化的冲击，
 一开始会有一个蜜月期
开始会有 个蜜月期 – 上帝差我到这个地方来，
上帝差我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我要服事的、满腔的热血、祷告，
我 得看到
我记得看到所要服事的菲律宾艾塔人，心里好兴奋、
事 菲律 艾塔人
奋
这就是上帝差我来要传福音的对象


经过一、两年、甚至更快，新鲜感消失了，
就开始进入厌倦、讨厌当地人–
讨厌当地乱七八糟、很脏、很多不方便、
没有水、没有电、食物很不习惯，就是文化的冲击
到了第二阶段，常常宣教士会经历心灵的低潮


再过半年、 年，可能慢慢恢复体认到：
再过半年、一年，可能慢慢恢复体认到：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蒙召来这个地方事奉，
就是要慢慢去适应。」心情会慢慢平和，
就是要慢慢去适应。」心情会慢慢平和
甚至慢慢喜欢宣教地的方方面面

我们目前会在海外地区办理宣教士的训练，
让国内准备要做宣教的 可以先到异文化的地方
让国内准备要做宣教的，可以先到异文化的地方，
不管那个国家去体验一下，
 不单只是宣教士去那边受训半年、一个月
单 是宣教士去
受 半年
个
 差派、差传的同工，
教会的宣教部、牧长，也需要受一点训练
如果到宣教工场住个三个月、六个月，就会感受到
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会经历什么样的挑战–
 从一个字都不会、要努力的学语言，
要跟当地的人去沟通、去传福音
 适应当地气候、食物、风土人情，不要踩到文化的地雷
 有时候远离家乡、很想念家人等等这些的情绪
如果教会的牧者 可以体 ，
如果教会的牧者也可以体会，
在「会员关顾」上面就可以做的比较好。

等到五、六年过去，已经很老练，
语言也比较熟练 流利了
语言也比较熟练、流利了，
在传福音的果效上也会变的比较好，
这时候宣教士就会进入「双文化期」，
这时候宣教士就会进入「双文化期」
 在自己的母国文化可以很舒适
 在宣教地活的够久了、也了解当地的
风土民情，事工推展也慢慢比较好
宣教士小孩如果也进入双文化期，也会经历一个蜕变，
这样的阶段小孩就称为「第三文化小孩」，
 也不属于母国文化、也不完全属于
宣教地的文化，会成为很特别的族群
 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小孩都曾经历过的过程
还有很多宣教士关顾，网路上、特别的营会也都会提到，
还有很多宣教士关顾
网路上 特别的营会也都会提到
关心的人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