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丁美洲宣教士拉丁美洲宣教士拉丁美洲宣教士拉丁美洲宣教士    

在前沿宣教事工中的一些困难在前沿宣教事工中的一些困难在前沿宣教事工中的一些困难在前沿宣教事工中的一些困难    

（（（（P. C.）））） 

 

在跨文化的环境中服待主充满了挑战及机会。拉丁人在过去的３０年来不断地前往许多

边远地区，做了许多不同的宣教任务和人道支持工作，其中包括建立教会等等。三个主

要影响拉丁美洲的工人的挑战是：(1) 同工之间的问题(例如关系中的冲突，跨文化的适

应)；(2) 差遣教会的问题(例如少数的经济支持，教义的不同)； 还有 (3) 差遣机构的问

题(例如缺乏计划安排，和他人之间有限的合作。这些问题对我们这些非拉丁人来说听

起来其实并不陌生。 

 

我写这篇文章是从一个有二十多年宣教经历的拉丁美洲宣教士的角度着笔

的。我曾经在墨西哥、中东、北非还有西班牙等差异悬殊的地区工作过，并且是

在 Operation Mobilization、 Wycliffe和 Intervarsity等不同的机构服事。近十年来，

我有幸在一个拉丁美洲事工机构 PM International担任负责人。我们机构的目的是

要把一些拉丁美洲的宣教团队差派到伊斯兰教国家去建立教会。我最近主要投身

于在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中亚地区的一些事工机构间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 

 

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与神同工    

从人的角度看，在一种跨文化的前沿环境中服事主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它需要完善的机构、稳固的行政支柱、个人生活及属灵生命的成熟、地方教会的

参与以及所有参与者的高度合作精神及服事精神，并要求我们对神在世界各地的

作为有广泛、宏观的认识。有幸的是，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完成这项大使命的

最终责任都落在圣灵的肩上。庄稼的主知道在哪里撒种，在哪里收割，在哪种环

境需要差派哪一类的工人。 

然而，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亲身与他同工，因此把福音传向地极的大使命

很大一部分责任仍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单从人这一方面来看待宣教事工时，往

往很快会看到一些难于预料而又错综复杂的因素，而这类因素可以统称为“禾场

上宣教士的问题”。 

在本文余下的篇幅内，我将讨论我在拉丁美洲宣教士这个群体中所发现的一



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这样做并不是想把问题简单化，我只是想重点分析一下导

致宣教工人事工果效被削弱的三大核心问题，即：工人自身问题、差派教会的问

题以及宣教机构的问题。 

 

    1111、、、、工人自身问题工人自身问题工人自身问题工人自身问题：：：：与其它同工关系的恶化、不能适应新环境并学习当地语

言、影响个人情绪的一些未解决的自身问题、缺乏维系属灵生命的工

具等。 

2222、、、、 差派教会的问题差派教会的问题差派教会的问题差派教会的问题：财力资源短缺、教义分歧、不能帮助宣教士找到有意

义的工作等。 

3333、、、、 宣教机构的问题宣教机构的问题宣教机构的问题宣教机构的问题：：：：缺乏规划以及策略的开发，缺乏与其它机构的合作配

搭。 

 

 

拉丁美洲工人自身的问题拉丁美洲工人自身的问题拉丁美洲工人自身的问题拉丁美洲工人自身的问题    

在海外侍奉的工人必须能吃苦耐劳，能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弱点，能忍受患难，

与其它同工默契配搭，并能保守自己属灵的生命和活力。 

 

1111、、、、 人际关系的恶化人际关系的恶化人际关系的恶化人际关系的恶化：人们常说，对宣教士而言，最大的难处就是与各人所在团

队的成员和同工们处好关系；拉丁美洲宣教士也不例外。拉丁美洲人民是一

个混杂的族群，虽然他们都被统称为“拉丁人”，但他们的文化之间却可能存

在着极大的悬殊。有些人尽管语言相似，地理位置相近，甚至也持守共同的

异象和信条，但这都不能保证他们会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问题会挫伤同一团队里的其它成员，也会播下苦毒和纷争的种

子，这对于任何一个宣教工人团体都是一样的。使徒保罗深知人际关系的重

要性，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书信中反复劝勉教会要彼此相顾，彼此勉励，并要

彼此说诚实话，概括地说，就是要彼此相爱。 

现在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机构，我们把员工之间产生严重冲突的机率控

制到了最低程度。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任何一桩情理之内的人际关



系矛盾转化成了所谓的“血战”。预防这种状况发生的关键在于我们非常强调

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也要求各团队的领袖们积极投身于对其成员的

牧养关怀。 

 

2222、、、、 不能适应当地文化不能适应当地文化不能适应当地文化不能适应当地文化，，，，也学不会当地语言也学不会当地语言也学不会当地语言也学不会当地语言：并不是每一位“蒙召”作宣教士的

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学习新语言或某种必要语言的恩赐。学习语言要求一

个人具备高度的自律和坚持不懈的恒心，而一部分拉丁美洲人发现学习语言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不得不通过刻苦努力和下定决心来弥补自身在

这方面的不足。一个工人在禾场上的前两年中如果在语言方面没有取得重大

突破，那对他来说以后继续学习是非常困难的；这几乎已成了一条不言而喻

的定律。  

我们拉丁人的教会中流传着一些笑话，是取笑那些到我们中间来却又说

不好西班牙语的外国宣教士的。如今，当我们磕磕绊绊地试着用阿拉伯语和

一些其它语言到这些异国民族中去跟他们交流时，却轮到我们做“乡巴佬儿”

了。这是多大的讽刺呀！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又是何等的幽默啊！ 

能否学好一门语言并且适应一种新环境可以决定一个工人的事工是大有

果效，还是会在服事对象的心里制造出一些“抗体”，拦阻他们对福音的理解

和接纳。当一个人学习接触一种新环境时，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往往是他的

态度，而不仅仅是他的学习能力。如果一个人怀着优越感进入某个客居国，

就像某些拉丁美洲人那样，那么他就很难适应当地的文化，也很难掌握他们

的语言。  

                                                                                                          

3333、、、、 潜伏的老问题及情绪的不稳定潜伏的老问题及情绪的不稳定潜伏的老问题及情绪的不稳定潜伏的老问题及情绪的不稳定：：：：一个在本国拉丁文化背景中各方面都基本健

全的人(一个在本国拉丁文化背景中基本正常的人)，到了宣教禾场上以后完全

有可能经历很大的挣扎。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过去的问题在本国并不容易暴

露出来，但经过一些紧张的压力，特别是禾场生活的前一、两年所带来的那

种压力，许多令人惊讶的问题都会暴露出来。有不少人在内心深处都有感情

问题，虽然已经有资深辅导员帮助过他们，但仍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潜



在的问题会让人难以承受禾场上的工作压力。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包括：

个人的家庭和成长背景，属灵成长状况，在以前团队中的矛盾冲突是否已得

解决，与他人以及与主的关系是否诚实，忠信之心，钱财的管理，灵活性，

以及饶恕他人和请求他人饶恕的能力等。 

 

4444、、、、 缺乏维系属灵生命的工具缺乏维系属灵生命的工具缺乏维系属灵生命的工具缺乏维系属灵生命的工具：：：：在一种封闭、缺乏属灵供应的环境中——正如许

多伊斯兰教国家那样——宣教士们必须要有自律地研读圣经，从团队其它的

成员或者同一地区的其它工人那里寻求属灵支持，坚持有规律地祷告，并在

艰难的环境中操练信心。一个工人必须能够把禾场上可能经历到的种种拦阻

视为他成长的机会，拉丁美洲的宣教士们也不例外。 

当我发现在禾场上竟有一批圣经“文盲”时，不禁为之震惊——他们对

圣经竟然那么不了解！虽然我并不是在提倡每一位拉丁美洲的工人都必须是

神学家或者必须上过圣经学院，但任何一个候选人最少也要通读过圣经一

遍，并且知道怎样自己研读圣经。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了。 

我们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所服事对象基本上是一批对圣经知之甚少的

人，然而他们却会对我们的信仰提出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例如：“什么是

三位一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圣经的内容有错谬吗？”并不

是所有的拉丁美洲工人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常常智慧、谦和地来辩明

自己的信仰。 

 

拉丁美洲差派教会的问题拉丁美洲差派教会的问题拉丁美洲差派教会的问题拉丁美洲差派教会的问题    

拉丁美洲工人的事工是否有果效，其差派教会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教会、

工人和宣教机构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事工的成败。 

    

1111、、、、 有限的财力资源有限的财力资源有限的财力资源有限的财力资源：：：：这是我们在开展宣教事工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不幸的是，教会有时会“忘记”自己的承诺——就如俗语所说：“人走茶凉”。

有的时候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境外资本转让，而另一些时候教



会却把宣教专用基金挪用到一些国内事工上。 

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生活水准都比拉丁美洲国家的生活水准要高很多；

因此，当一些教会领袖看到支持一位海外宣教工人所需的经费是一位国内牧

师薪金的两到三倍时，就有可能感到担忧或有其它消极反应，这些都是可以

理解的。总之，导致拉丁美洲宣教工人经济窘困的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方面

是教会缺乏跨文化宣教事工的经验，另一方面就是缺乏宣教的异象。 

那么，怎么做能有助于加强教会与宣教工人之间的联系呢？教会领袖亲

自到禾场上考察是大有裨益的，这样他们能直接地了解到工人们多方面的情

况。除此以外，可以在教会中物色一批乐于在资金募集方面积极投身的人组

成一个专门委员会，以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宣教工人的经济支持中。 

2222、、、、 教义分歧教义分歧教义分歧教义分歧：毫无疑问，这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有种现象虽不常见，但的确存

在，就是地方教会有时会在观念方面钻牛角尖，认为教会应当对宣教承担主

要的、甚至是绝对的责任。这种观念一旦走了极端，就会导致宣教工人与宣

教机构之间关系的破裂，甚至让工人最后落入孤军奋战的惨痛结局。另一个

问题就是地方教会用不恰当的眼光来对待宣教机构，把这些机构视为实现本

教会或本宗派事工计划的跳板；有时又是恰恰相反（也就是机构利用教会）。 

我认为避免落入这些陷阱的唯一出路就是在教会、工人和宣教机构之间

建立坦诚、直接的沟通。三方各自的位置都必须得到尊重，而在一些次要的

问题上，应当允许各方拥有一定的灵活度和自由空间。 

3333、、、、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外一个拦阻人响应呼召、前往伊斯兰教国家去的原因

就是在他要去服事的国家找不到一个对口的工作。我所说的“对口”的工作

指的是一个人在本国所能找到的那种与他的个人能力、学历、生活阅历都相

匹配的工作。但是，我认为单纯为了获得签证而随便找一份自己无法胜任的

工作也是不当的做法。鉴于宣教工人找一份与自己的职业技能相匹配的工作

并非易事，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就应当接受一些其它方面的职业培

训，而这样做很可能就意味着他们得放弃一些事业方面的成就感。 

    

拉丁美洲宣教机构的问题拉丁美洲宣教机构的问题拉丁美洲宣教机构的问题拉丁美洲宣教机构的问题    

拉丁美洲的各宣教机构在积极协助宣教事工的同时，都还有更多的潜力可以



挖掘，也还有许多方面需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1111、、、、 缺少规划以及策略的开发缺少规划以及策略的开发缺少规划以及策略的开发缺少规划以及策略的开发。。。。我们多年的经验反复告诉了我们一个教训，就

是随想随做是行不通的。“前有指挥棒，后面跟着上”的做法很少能取得什

么成果，参与的人有再大的热心也无济于事。如果我们真要把宣教工作做

好，工人的属灵生命和事工才干都必须要过硬。    

此外，计划这一环节之所以常被忽略，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缺乏做

计划的经验，另一方面是有些人认为做计划不够属灵。因此，各宣教机构

应当在这方面做出表率，毕竟他们比地方教会或一批批新的宣教士们都积

累了更多的禾场经验。下面是一些极为关键的问题，需要宣教机构同候选

工人以及他们的教会共同来回答，直至得到令各方都满意的结论为止： 

谁要去？工人对他的呼召确实很肯定吗？他的品德和工作能力过硬

吗？他有足够的侍奉经验吗？ 

他们要往哪里去？ 关于他们要去服事的地点和重点关注的人群，大家

有共识吗，很确信吗？ 

他们要和谁一同配搭同工呢？是一个团队同去吗？团队成员应如何相

处？差派他们的主要是一个宣教机构，还是地方教会或者宗派呢？ 

他们何时才能准备好出发？在他们出发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哪些后

勤安排必须提前到位？ 

他们要做什么？他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是什么？有哪些方法是他们已

达成共识的？他们承诺要服事多长时间？ 

他们将如何得到供应？由谁来供应？谁为这些工人提供行政援助、工作

评估和牧养关怀等支持？    

2222、、、、 缺乏机构间的合作配搭缺乏机构间的合作配搭缺乏机构间的合作配搭缺乏机构间的合作配搭：：：：众所周知，拉丁美洲人是一群重人情、重事情的

人，而任务导向并不是那么强；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对我们而

言，一同共事、彼此顺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表面可以相安无事，

内心却互不信赖。这一点的确可以说是某些独自开拓宣教事工的拉丁美洲

地方教会的真实写照。我见过这样的教会，他们完全撇开那些可以为他们

的事工铺路搭桥的经验丰富的宣教机构，因而错失了一些能使他们的海外



事工大有成效的重要资源。    

总的来看，拉丁美洲人天生就是个人主义者。这一点让你很吃惊吗？我

们是从一个宣教机构的角度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我们在许多拉丁美洲人办

的宣教机构中都观察到了这个显着的特点（或者至少也可以称为一种倾向）。

比如说，有些拉丁人在北非走了一圈，然后就错误地以为他们现在有权建立

一个新的机构了——而这个机构要做的事可能是十几个其它机构都早已在

做的了！因为竞争和追求出人头地是他们做事的两个主要的不成文的规则，

所以，在这方面西方的模式也帮不了什么忙。我们必须明白，神对我们的呼

召是要我们齐心协力，透过全球性的协作来共同完成宣教的使命。 

最近我们感到一种融融的合作气氛正在一些新近建立起伙伴关系的宣教

机构之间弥漫开来，这是何等令人振奋啊！这让人感觉到似乎有人在说：

“喂！我有一个异象，有一点资源，你们大伙儿用得上我们吗？我们能帮上

什么忙吗？能为你们现在的事工尽一点微薄之力吗？”哪个机构面对这样谦

卑的仆人姿态还能不为之所动，并对他们报以真诚的帮助呢？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上文所描述的拉丁美洲宣教士们所经历的挣扎听起来似乎很耳熟；换句话

说，这是西方和拉丁美洲的宣教工人们都共同面临的挑战：个人的成长、跨文化

生活的适应、矛盾冲突的解决和机构间的配搭等等。昔日影响保罗的这些事，今

天也照样会影响你我之辈。 

作为一个刚刚向伊斯兰世界迈出第一步的拉丁美洲宣教机构，我们正体味着

在穆斯林文化中生活是何等艰难，而宣教士举家搬迁到那地去时，挑战就更大。

我们需要所有相关的人都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差派教会、宣教工人自己和宣教

机构——来共同推进这项事工。这样的配搭合作会随着我们完成主托付之使命的

进程，使我们的事工不仅带出合一的榜样，而且不断推陈出新，精益求精。 

 

讨论问题讨论问题讨论问题讨论问题：：：：    

1． 根据人们惯有的智慧来看，大家认为拉丁美洲宣教士到某些伊斯兰教



文化族群中宣教比西方宣教士要容易得多，主要因为拉丁美洲和伊斯

兰教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经济背景更加接近。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2． 拉丁美洲的宣教士和宣教行政人员有哪些长处？ 

3． 若要把一批拉丁美洲工人组织成一个工作大有果效的开拓教会的团

队，可能需要克服哪些障碍？ 

4． 这篇文章里所归纳的观点中有你不认同的吗？如果有，是哪些？为什

么？ 

5． 一个拉丁美洲工人在西方宣教机构中服事，情形又会如何呢？与那些

在拉丁机构中服事的拉丁工人相比，他们会遇到那些类似或不同的困

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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