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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方式」進入鄉村
在起初五個月，我們的工作位於一所提供課餘活動的中

心裡，這所中心的使命乃提升村民的文化技能、建立「成功孩

童」，教導他們求生技能。中心不是要幫學生晉升大學（村民

鮮有這想法），而是讓他們能在鄉村裡有一技傍身，能以養活

家人。而我們的主要職責，就是教導老師英文，讓他們也可以

使用英文並教導學生。此外，中心還存在一使命，就是保存這

一帶的傳統文化，因為發展的緣故，越來越多人進到城市打工，

摒棄了傳統文化，如舞蹈、繪畫、雕塑等。

這裡的同工告訴我們，用文化方式比直接佈道方式更為村

民所接受，因為文化可以作為一種服事，使人生活得到祝福。

資源豐富的地區可以差派人到他們當中提供技術和資金，但談

道的工作還須由本地人承擔，因為本地人才真正認識本地人，

這種互相合作的策略可謂裡應外合。

我們以「短期支援宣教士」身分出發，所謂「短期」，即

體驗性質，為期一年，並在期間走訪不同地方；「支援」則指

從旁觀察，參與已有的事工，提供協助；最後，「宣教」則指

到工場去，在跨文化環境下生活，作見證。

我們主要到過四個不同地方，分別有傳統的穆斯林鄉村、

小市鎮、首都市中心，以及位於較偏遠外島裡的一所基督教兒

童院。

本部分就著四個我們到過的主要地點，作以下幾方面的分

享：工場性質及生活環境、學會的人生功課，以及總結我們的

宣教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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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甚麼呢？就是只要人有一些技能或專才，已經可

以參與跨文化服事。如果由外地差派傳教士來，未必是最好的

做法，因為本地人須要先看到你真誠服事、了解你前來的原因

才會信任你，否則必然會對你起戒心。派義工來的好處，是他

們能提供多元化的服事，傳統義工包括醫護和教育人員，但現

在可以招募更多從事文藝、運動和農業科研等等的專才做義工。

鄉村裡的生活環境
逗留半年的居所：我們的房間就在一所為鄰近學校學生提

供課外活動的中心之內，此處離首都達六小時火車的距離。到

步後本地同工帶我們到家樂福，為新居添置日用品。由於這裡

位於鄉村，我們經歷過停水和停電，原來水缸要定時按掣儲水，

不按掣就沒有水用；電力要到街口的便利店買儲值卡，將密碼

輸入家裡的電機才有電供應，好像手機買通話時間一樣，有一

次停電，不是真的停電，而是我們的電費已用光！這裡附近有

街市，有村民駕電單車帶我們到那裡買菜，能一睹地道生活的

實況。這裡的同工已為我們添置冷氣機、雪櫃和爐灶，我們打

算用手洗衣，所以未有購置洗衣機；上網方面，我們主要靠手

機接收電郵和短訊。

村長與村民：入村時要把證件交給村長，並介紹身份，經

過別人家門口要打招呼和握手，節日要穿著民族服飾。村民非

常友善，我們雖然語言有限，但大家都不介意我拿著手機查字

典，以作對答。

接待我們的人：這位先生於村公所工作，屬義工性質，不

過由於辦公室裡懂得電腦操作的僅有他和另一位同事，很多工

作都落在他身上，連上司和村長在多方面也倚靠他。他的其中

一項工作就是辦理村民各樣申請及訴訟，包括婚姻註冊。他於

信主前的工作態度是公事公辦，遇到村民前來申請離婚，很快

就為二人辦妥手續，反正都只是簽個名、打個印就成事；信主

後卻開始關心人的生命，不再公事公辦，而是用心聆聽。當遇

到要申請離婚的村民，他會花額外時間和心力約見二人，聆聽

他們的掙扎，並用從讀經領受的價值觀勸導這些婚姻面臨破裂

的夫婦，這樣，他經歷改變生命的主，然後又讓別人認識主。

教學情況
我們七月到步，八月底便開班，每週三天教老師們英文，

每次一個半小時，人數大約八至十位。我們不是教導文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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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甚麼呢？就是只要人有一些技能或專才，已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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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因為本地人須要先看到你真誠服事、了解你前來的原因

才會信任你，否則必然會對你起戒心。派義工來的好處，是他

們能提供多元化的服事，傳統義工包括醫護和教育人員，但現

在可以招募更多從事文藝、運動和農業科研等等的專才做義工。

鄉村裡的生活環境
逗留半年的居所：我們的房間就在一所為鄰近學校學生提

供課外活動的中心之內，此處離首都達六小時火車的距離。到

步後本地同工帶我們到家樂福，為新居添置日用品。由於這裡

位於鄉村，我們經歷過停水和停電，原來水缸要定時按掣儲水，

不按掣就沒有水用；電力要到街口的便利店買儲值卡，將密碼

輸入家裡的電機才有電供應，好像手機買通話時間一樣，有一

次停電，不是真的停電，而是我們的電費已用光！這裡附近有

街市，有村民駕電單車帶我們到那裡買菜，能一睹地道生活的

實況。這裡的同工已為我們添置冷氣機、雪櫃和爐灶，我們打

算用手洗衣，所以未有購置洗衣機；上網方面，我們主要靠手

機接收電郵和短訊。

村長與村民：入村時要把證件交給村長，並介紹身份，經

過別人家門口要打招呼和握手，節日要穿著民族服飾。村民非

常友善，我們雖然語言有限，但大家都不介意我拿著手機查字

典，以作對答。

接待我們的人：這位先生於村公所工作，屬義工性質，不

過由於辦公室裡懂得電腦操作的僅有他和另一位同事，很多工

作都落在他身上，連上司和村長在多方面也倚靠他。他的其中

一項工作就是辦理村民各樣申請及訴訟，包括婚姻註冊。他於

信主前的工作態度是公事公辦，遇到村民前來申請離婚，很快

就為二人辦妥手續，反正都只是簽個名、打個印就成事；信主

後卻開始關心人的生命，不再公事公辦，而是用心聆聽。當遇

到要申請離婚的村民，他會花額外時間和心力約見二人，聆聽

他們的掙扎，並用從讀經領受的價值觀勸導這些婚姻面臨破裂

的夫婦，這樣，他經歷改變生命的主，然後又讓別人認識主。

教學情況
我們七月到步，八月底便開班，每週三天教老師們英文，

每次一個半小時，人數大約八至十位。我們不是教導文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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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用文法入手比較困難，還要

記好些生字，因此我們教導的

內容以會話為主，期望幫助老

師能用英文應付日常用語，例

如自我介紹、問路、問價錢等。

重點是我們要求老師們勇於嘗試，大膽地講，可能大家一開始

時都會怕「講錯」，但其實大家要學的正正就是衝破「講錯」

的恐懼。

我們也有機會每週兩次分別到兩所幼稚園暨小學教英文，

其實這兩所學校規模很小，都是在老師們自己的家，由他們親

自搭建出來的，其中一家更沒有書桌，我們都是坐在地上。要

教這些孩子有一定難度，因為一來這是課後興趣班，他們可以

來，可以不來，出席變得不太穩定；二來是他們年齡參差，最

小的未能寫字，最大的六年級。我們負責教授一些基本英文生

字和語句，例如字母和數字等，但我們發現，為了使他們集中，

還須要借助一些工具，例如印有圖案的生字卡、拼圖，甚至要

帶備手提電腦播放聲帶和短片，此外，還要跟他們唱歌和跳舞，

這是他們最喜愛的環節。

在教英文的同時，我們也同時在學講本地話。在班裡，老

師們總會用本地話向我們講述他們所學的英文，我們就從中學

會本地話， 其實，我們彼此是老師，彼此是學生。記得教會堂

主任於出發前為我們按手時說，希望我們能夠有語言教師，感

恩我們在這裡已得一班本地人教導。我們講了很多「爛話」，

但都不緊要，我們最終還是能夠與人溝通。入村兩個月後，我

們已經懂得向人介紹自己和表達自己，告訴別人我們喜愛甚麼、

懂得做甚麼、想到哪裡去、吃甚麼、飲甚麼。

在正常課堂外，我們也會跟村民一邊飲咖啡一邊聊天，無

所不談，只要能表達到的就是了（當然也要靠大量身體語言）。 

學習語言重點在勇於嘗試，大膽地講，不要怕講錯。就事

奉而言，我們很多時都會怕做錯，但其實我們更須要學習對自

己說「不要緊」，最先決條件是我們有願意的心。

教學之餘 — 分享心事
我們以英文老師的身份住在村子裡，主要負責向幼稚園老

師們教授英語。不久我們發現，老師們到來最大的期望不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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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用文法入手比較困難，還要

記好些生字，因此我們教導的

內容以會話為主，期望幫助老

師能用英文應付日常用語，例

如自我介紹、問路、問價錢等。

重點是我們要求老師們勇於嘗試，大膽地講，可能大家一開始

時都會怕「講錯」，但其實大家要學的正正就是衝破「講錯」

的恐懼。

我們也有機會每週兩次分別到兩所幼稚園暨小學教英文，

其實這兩所學校規模很小，都是在老師們自己的家，由他們親

自搭建出來的，其中一家更沒有書桌，我們都是坐在地上。要

教這些孩子有一定難度，因為一來這是課後興趣班，他們可以

來，可以不來，出席變得不太穩定；二來是他們年齡參差，最

小的未能寫字，最大的六年級。我們負責教授一些基本英文生

字和語句，例如字母和數字等，但我們發現，為了使他們集中，

還須要借助一些工具，例如印有圖案的生字卡、拼圖，甚至要

帶備手提電腦播放聲帶和短片，此外，還要跟他們唱歌和跳舞，

這是他們最喜愛的環節。

在教英文的同時，我們也同時在學講本地話。在班裡，老

師們總會用本地話向我們講述他們所學的英文，我們就從中學

會本地話， 其實，我們彼此是老師，彼此是學生。記得教會堂

主任於出發前為我們按手時說，希望我們能夠有語言教師，感

恩我們在這裡已得一班本地人教導。我們講了很多「爛話」，

但都不緊要，我們最終還是能夠與人溝通。入村兩個月後，我

們已經懂得向人介紹自己和表達自己，告訴別人我們喜愛甚麼、

懂得做甚麼、想到哪裡去、吃甚麼、飲甚麼。

在正常課堂外，我們也會跟村民一邊飲咖啡一邊聊天，無

所不談，只要能表達到的就是了（當然也要靠大量身體語言）。 

學習語言重點在勇於嘗試，大膽地講，不要怕講錯。就事

奉而言，我們很多時都會怕做錯，但其實我們更須要學習對自

己說「不要緊」，最先決條件是我們有願意的心。

教學之餘 — 分享心事
我們以英文老師的身份住在村子裡，主要負責向幼稚園老

師們教授英語。不久我們發現，老師們到來最大的期望不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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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英文，而是跟我們交朋友。認識後不久，老師們已經會私下

跟我們談心，訴說他們在工作上遇到的壓力和不快，比如看到

同事比自己先有進修的機會，又或者不滿某人在學校擔任某職

位。整體來說，老師們跟一眾印尼人一樣，喜愛聊天，男的喝

咖啡，女的做飯，學英文只是渠道。有一次老師們相約在英文

班下課後各帶飯菜來，一起煮食。他們很高興能夠認識我們，

因為我們是新朋友，在他們心中，能夠找到朋友分享心事，是

他們最大的得著。

體會村民的屬靈景況
我們體會人們需要主，人本沒有可誇之處，因為各人都走

迷了路、軟弱無助，唯有主能拯救，村民的以下幾方面需要對

我們特別深刻：

貧窮：不少村民為提升家庭收入，丈夫或妻子會選擇到海

外工作，子女便長期成長於這種「單親」家庭，他們除了晚上

睡覺喊著爸爸或媽媽外，不知還有哪些機會可以表達這份掛念。

金錢作祟：錢作怪能引致家庭問題，一些家庭希望在海外

工作的親人繼續寄錢回家而不想他們回國一起生活，他們會因

著討論親人回不回來而吵架。另一方面，隨著科技進步，越來

越多人購置智能手機和新車等較昂貴的產品，不少家庭因而陷

入財政危機，夫婦互相怪責對方加重了家庭的負擔，導致婚姻

也出現危機。

巫術：有些人迷信巫術，邀請巫師到家中「過招」，又有

些人定期每週一晚到墳場睡覺。據一過來人所說，巫術令人倚

靠它，令人貪愛它給的甜頭，令人以為可以升官發財，誰知弄

得人家庭破碎，健康受損，甚至失去人格與尊嚴。

渴求赦罪：我們看到穆斯林慶祝解禁節，結束齋戒月，又

是他們的新年，各人都回自己鄉下探親，各家拿出食物招待親

人和客人，很像中國人過農曆年。其中大家都會說這句話向對

方求饒恕：「請原諒我。」這句除了是跟對方說，也是向神說的，

祈求上天赦免人的罪。這句說話感動人之處，是它必須是出自

一個誠懇的心，多麼有意思啊！

當我細心思想，就明白福音真義，世上有很多人誠懇地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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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英文，而是跟我們交朋友。認識後不久，老師們已經會私下

跟我們談心，訴說他們在工作上遇到的壓力和不快，比如看到

同事比自己先有進修的機會，又或者不滿某人在學校擔任某職

位。整體來說，老師們跟一眾印尼人一樣，喜愛聊天，男的喝

咖啡，女的做飯，學英文只是渠道。有一次老師們相約在英文

班下課後各帶飯菜來，一起煮食。他們很高興能夠認識我們，

因為我們是新朋友，在他們心中，能夠找到朋友分享心事，是

他們最大的得著。

體會村民的屬靈景況
我們體會人們需要主，人本沒有可誇之處，因為各人都走

迷了路、軟弱無助，唯有主能拯救，村民的以下幾方面需要對

我們特別深刻：

貧窮：不少村民為提升家庭收入，丈夫或妻子會選擇到海

外工作，子女便長期成長於這種「單親」家庭，他們除了晚上

睡覺喊著爸爸或媽媽外，不知還有哪些機會可以表達這份掛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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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的新年，各人都回自己鄉下探親，各家拿出食物招待親

人和客人，很像中國人過農曆年。其中大家都會說這句話向對

方求饒恕：「請原諒我。」這句除了是跟對方說，也是向神說的，

祈求上天赦免人的罪。這句說話感動人之處，是它必須是出自

一個誠懇的心，多麼有意思啊！

當我細心思想，就明白福音真義，世上有很多人誠懇地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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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恕，但他們不一定得到答案。真正有權柄向人說「你的罪赦

免了」，只有耶穌一人，但願眾多誠懇求赦免的人，都得到這

份安慰。

人生功課！與別人互相幫助
入村初期我們經歷停水和停電，感到很不方便，很想找辦

法自己解決問題，可是這根本不行，因為我們不熟悉環境。我

們漸漸發現，原來對村民來說，停水和停電不是甚麼問題，是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當遇到問題時，最重要是村民間能互相

幫助。

還記得我們在入村的第一個晚上便遇到停電，那時剛好天

黑，是晚飯時間，我們在屋內不知所措之際，突然聽到有人拍

門，開門就看見一位鄰居送上兩碟地道炒飯和蠟燭，叫我們大

感安慰。

此外，有一次太太牙痛，一位村民陪伴她到牙醫診所檢查，

又陪她到醫院照 X 光，及後又陪她覆診；又有一次我們的雪櫃

壞了，又是這位村民找人替我們修理雪櫃。

最深刻的一件事，可算是老鼠入屋的經歷了。有一次回家，

發現一隻老鼠掉進水缸裡，不能逃走。心驚肉跳下，我們第一

時間走到鄰居家，找村友幫忙捉老鼠；更有一晚，兩位熟悉的

村民來中心陪我們過夜，幫我們看門口。沒有村民的幫助，真

的不知道如何面對這些時刻，是村民的愛讓我們能勝過恐懼。

除此之外，村民也願意接受我們的幫助。一位村友於街角

營運一間由木板搭建的小賣店，一直以來向鄰居售賣一樽樽已

裝好的汽油，主要對象是電單車客，這座「油站」是這位先生

和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直至上月他告訴我的督導，才知道「油

站」每天只能賺取所需的一半。由於督導很想幫助他，就想辦

法擴充營業，就是增加「油站」所提供的貨品，使其服務更多

元化，吸納更多客源，提高收入，所需的是用作購入貨品的資

金。督導邀請我們一起集資，我們也答應參與協助，使這位村

友能購入貨品，如咖啡粉、即食麵，和維修電單車的簡單零件，

讓他有更多收入來源。結果，每天放工時段，「油站」多了一

批客人來吃麵和喝咖啡，我們也為這位村友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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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角色：宣教士須成為別人的好朋友
我們學會的宣教士角色乃是好好與人相處，或直接一點，

成為別人的好朋友，就是別人喜歡與你共處，又願意跟你分享

心事，以下是我們學會的一些秘訣：

接受限制、互相倚靠：我們學習到，生活是須要讓別人幫

助，既須要別人幫助，就不能自滿，以為靠自己能做所有事，

就連買一杯水或一隻雞蛋，也要謙卑。

放下私隱、敞開生命：互相倚靠的生活須要向別人敞開自

己的生命，不再執著私隱，或刻意遮掩自己不好的一面，學習

坦誠與人相處，敞開生命才能夠與人分享自己。  

留意美德、加以欣賞：我們進到異文化時，也體會到須要

放下自己原有的想法，更加要將焦點放在別人身上，細看他們

的做事方式，並加以欣賞，不批評，知道我們身處別人的文化

裡，應謙卑學習，如此是建立跨文化友誼的基礎。

第八章 : 跟隨牧師的腳蹤行 第七章 : 在傳統穆斯林鄉村中當老師 

接待我們的牧師家
我們從首都坐了兩小時飛

機到達另一個島嶼，當中有一

個經濟活躍的小城市，我們住

在當地一位牧師的家，為期一

個月。他和師母不辭勞苦地為

跟 隨 牧 師 的 腳 蹤 行
8第             章

我們打理好房間，更每天為我們預備三餐，他將其他事奉行程

編排到我們離開之後，因他說這一個月是專為接待我們一家而

騰出來的。在這段日子裡，他在他有的網絡中為我們安排講道

和探訪的機會，感謝主，因著同工的服事，我們可以享受生活

和事奉。

我們認識到牧師和師母九歲大的女兒，她成為我女兒的姐

姐，相信這是女兒首次如此近距離與另一兒童相處，她們倆都

在磨擦中成長。事實上，我們當父母的，從旁觀察她們相處的

同時，也在學習如何教導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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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押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說： 

「容我往田間去 

我蒙誰的恩，

就在誰的身後拾取麥穗。」

拿俄米說：

「女兒啊，你只管去。」

路得就去了，

來到田間，

在收割的人身後拾取麥穗。

她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塊田裏。 

路得記二章 2-3 節

容我往田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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