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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

殉道當流血，得勝總在天。

身如枯草木，當獻在主前。

受苦為兵器，真愛留人間。

靈魂在沉淪，福音要傳遍。

我憂骨肉情，基督顯愛憐。

呼籲基督兵，同志氣相連。

此身雖死了，天國在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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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追趕千人，二人使萬人

逃跑」（參申三十二30），肯定了

神的同在和權柄帶來顛覆性的勝

利，更突顯團隊事奉的力量和優

勢。無論神的工人被賦予五千、

二千或一千的才幹，個人的精力

和資源畢竟有限；然而，一旦聯合

起來，力量就驟增十倍，因為小我

都降服於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就

發揮無窮潛能，協同（Synergy）

的力量超越自身的局限。中信堅

信培育人才、廣納人才、結合人才

的團隊事奉（T.E.A.M.）是完成

大使命的關鍵。

互信和可靠 
Trust & Trustworthy

互信和可靠是一切關係的基

石。中信辦事處分布十個地區，宣

教士散布三大洲，國情不同、文化

差異，互信和值得信任（守信、誠

信、正直）的核心價值有助建立上

情下達、順服權柄架構的團隊事

奉，特別是宣教士和差會之間。

互通和鼓勵 
Engagement & 
Encouragement

三個宣教地區（亞洲小組、太

平洋小組、南美洲小組）的總幹

事和差傳主管定期開會，關心宣

教士的事奉和福利，巨細無遺；協

調各地中信的工作，不遺餘力。

每 年 的 宣 教 士 退 修 會、

CCMI會議讓人引頸期盼：享受美

食和團契不在話下，更重要的是

開誠佈公的分享、彙報、商討、敬

拜、代禱、加油打氣，活躍地建立

合一和親密團隊。

接納和聯盟 
Acceptance & Alliance

彼 此 接納、建 立自信和 健

康的自我形象。我們都是按著神

的形象被造，藉耶穌基督重價買

贖；我們互為肢體，不搞小圈子，

不講特權，尊主為大，按恩賜彼

此服侍和造就。

聯盟的承諾促使較壯大的中

信，主動扶持和幫補較弱小匱乏

的中信，亦師亦友，「身體上不大

體面的部分，就更要把它裝飾得體

面」；較弱小者無須妄自菲薄，謙

卑觀摩、專注聆聽、不恥下問、學

習成長、感恩代禱、亦步亦趨，貢

獻五餅二魚，小樹必成他者蔭蔽。

尊榮和竭誠 
Magni�cation & 
Maximization

國際中信差會並非中央管理

體制。耶穌基督才是領導團隊事

奉的元首：我們效法基督，奉行基

督的事奉哲學，捨己服侍，僕人領

導……「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參約三30）

基督升上高天的時候，擄了

許多俘虜，把賞賜給了人。身為

福音的 僕 役，我們不自卑不膽

怯，竭誠為主，盡心全力發揮恩

賜和才幹；非標新立異、傲視群

雄，而是惶恐會辜負了主的託付，

要動員教會把天國的福音傳遍

天下，對萬民萬族作見證，迎接 

主臨！

（作者為新馬中信執行主任）

文／溫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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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差他，不差我？　文／叮叮

有些人很想被主差遣，眼見其他人被差，自己卻沒有，感到不是味兒。被萬王之王差遣確

很光榮，是很多愛主的信徒夢寐以求的。

主頒布大使命，差遣門徒；到底衪是差遣每一位信徒，還是只差遣部分呢？狹義來說，主

只呼召部分信徒作宣教士，到前線傳福音給不同民族。惟廣義來說，大使命是給歷世歷代的

信徒，每人都承擔不同角色。

我在大學時期信主，得弟兄栽培，使我深感傳福音和作門徒訓練很有意義。畢業後很想

全時間服侍主，但因父親反對，牧師建議我先到社會工作：既可累積人生閱歷，也可考驗呼召

是否真實。工作期間，我每年都會抽空退修和禁食禱告。後來神改變了我的父親，他主動開出

條件，若成家立室就讓我全時間服侍主。我聽到後很是開心，並繼續禱告等候神，神就在一次

退修中告訴我：「當將真理傳給外邦」。後來神也給了我一位很好的太太；現在，我跟她已參與

宣教事奉二十年了。

感謝主差遣我和太太在前線服侍，並在背後得到教會和很多弟兄姊妹的支持和幫助。我

深信不論是前方後方，也是一同得恩，同有一個使命，分擔不同角色。我倆只是教會肢體伸出

來的一隻手臂，把神賜的福氣延伸給「外邦」，我倆這隻手臂若沒有背後的支持根本動不了。

實在整個基督的身體也要連於元首基督，聽命祂的指揮和差遣，大使命方可完成。

今天，神可能呼召你成為宣教士，又或要你留在後方作支援，若願意順服，我們都可被主

差遣，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忠，成就神的國度。

（作者是香港中信創啟地區宣教士）

舊約：（shah-lagh）
1) 派遣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六8）

2) 伸出、伸展

「惡人的杖不常落在義人的分上，免得義人伸手作惡。」（詩一二五3）

新約：（apostello）這個字容易聯想到「使徒」（apostle），用
於差遣使者。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

們。』」（約二十21）

（作者是頌恩浸信會傳道人、信義宗神學院教牧學博士候選人）

文／鄧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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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個營會中確信上帝

存在，這營會也成為我夫妻倆人

生的轉捩點。

藉著神關係復和

營會中神賜我們戒煙的神

跡。當時我很想認識神、經歷神，

就跟神禱告：神啊，若我祈求一般

事情，即使成就，我會懷疑是偶

然發生的；但若祢讓丈夫的煙癮

消失，我就肯定知道是祢賜下恩

典，因他煙癮極大，一天抽一包。

結果就在營會第二天，丈夫竟跟

我說，不知為何不是 特別想抽

煙。感謝神豐富的恩典，他的煙

癮完全消失了，距今已逾三年。在

我們還不完全認識神時，祂已先

愛我們，並賜下恩典，讓我們歸

向祂。

在這營會中，神也帶領我修

補與父親的關係。我常覺父親虧

欠母親，所以一直怨恨他；但禱告

中，神提醒我曾如何傷害爸爸，自

己實在也有很多不是之處，使我

明白在神面前，我們都是罪人，根

本沒資格怪責爸爸。回家後，我

握住父親的手，流著眼淚跟他道

歉。我從沒跟爸爸主動認錯，藉

著神的力量我竟做到了。爸爸很

驚訝，說我變了另一個人。從此堆

積在我心裡二十多年的怨恨全消

失，我跟爸爸復和了。我第一次明

白因著神我們可得到改變。

倚靠神總有盼望

婚後不久，我和丈夫因分擔

家務事宜爭 執，各自有很 多不

滿。我覺得沒被尊重和理解、丈

夫不愛我，使我對婚姻絕望。幸

虧神安排宣教士來安慰我，又幫

助我學會將一切交託神。結果神

聽了禱告，祂親自在丈夫身上作

工，解開他的心結，改善了我倆

的夫妻關係。在婚姻生活的掙扎

中，我學會了順服神，並完全交

託，明白倚靠神總有盼望。

另外，我一直有一重擔：博士

畢業論文。博士課程已結束了兩

年，論文還是沒甚麼成果，心想

放棄，又不甘心。一天決心向神

禱告，完全交託給祂，結果神感

動我，使我卸下了困擾多年的重

擔。那天我決定不追求學位，但

不放棄學業，自此我發現閱讀專

業書籍時，反而更有興趣和動力

學習，且心裡沒有任何壓力。神再

一次帶領我，讓我學會完全的順

服和交託。

感恩主在信仰、家庭、工作等

各方面的帶領，讓我一點點學會

了交託與順服，讓我相信祂賜的

永遠都是最好；在祂那裡總有盼

望、平安和喜樂。

（作者是南韓天安工場小羊）

代禱事項：

我們在工場中，看見主在學生的生命中改變及建立他們，也透過他們將福音傳給其家人和朋友。求主繼續

帶領學生們成為願為主付代價的門徒，並興起同工一起服侍學生。

（永泉、影婷：香港中信駐南韓宣教士）

文／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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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新媒體，
守望宣教士

文／韓昱

後方教會與前方宣教士是一體的，禱告就是將兩者聯合起來的能源反

應堆─兩者同行同心禱告時，就能產生巨大宣教能源。困難是地理

和情感的距離，很易讓雙方把對方「閒置」。如何啟動和維持這龐大的

能源？借用幾個時下網上活動給你一點建議。

先要設立好溝通的媒介、群組，善用時下快捷電子通訊方式，聯繫禱告

大軍和前方戰士。即時聯絡群組包括：宣教士與密切關心宣教士的弟

兄姊妹、宣教士與教會差傳主力成員、教會差傳部與會友等等。

圖 + 短訊

通訊模式已改變，人們喜歡看到即時有趣的資訊，以往每月一次的代禱信很難令隨時被大量資訊浸淫的現

代人感興趣。但這正是一個契機：宣教士學會post，就能更立體、及時呈現工場情況和個人狀態給弟兄姊

妹，他們不需提醒，不需等每月一次的禱告會，只要看到post就會隨時禱告。不必長篇大論，只需清晰的圖

片配上簡短的文字─這種即時的post能馬上讓代禱者與宣教士置身同一境地，禱告爭戰。

生活 + 文化

宣教士雖獲弟兄姊妹信任與支持，但在異教文化力分勢弱，缺乏同工同行，所以事奉依然會孤單乏力。以前

溝通不便，事過境遷，很多事不能盡數。現在有了網絡，宣教士適當地post一些個人生活點滴、日常生活的

文化寫照，能讓代禱者看到立體的宣教生活、宣教士所處的社會文化；多了情感上的接觸，便較易從情感上

認同，不必只對著幾條硬梆梆的代禱事項，禱告的心更迫切、投入；能與宣教士同步禱告，參與工場的人與

事，較能達到同工的果效，給宣教士極大支持。

• 在群組裡看到宣教士的消息，簡短回應「阿們」，就是加入禱告大

軍的宣言。不管與宣教士是否深交，你的回應正告訴他們，你看到

並在守望。還可把聖靈給你的話語及時發給宣教士，鼓勵、勸勉、

提醒都很寶貴。

• 宣教士發出代禱呼聲後，適當地跟進事情進展與結果：向代禱者見

證神的作為，代禱者也可詢問事情進展如何。善用即時溝通工具彼

此互動，讓群組成為一個眾人宣教、禱告同工、見證神的平台。

（以上建議是給一般較開放的地區，至於較敏感的地區，則需要斟酌。不管何時，宣教士 post 圖片或分享資訊時要萬分謹慎， 

以防過分暴露他人私隱。）

（作者為香港中信駐泰國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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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工場

甘秀麗： 求主保守回國的工友有追求、

愛慕真理的心，並堅固受洗工

友的信心。

郭麗思： 求主賜健康身心靈並喜樂的

心事奉。記念復活節活動中

街坊能認識主。 

李妙如： 母親幾近失明，需聘家傭照

顧，求主預備。最 近常患感

冒，求主保守健康。

厄瓜多爾工場

陳偉娟： 願家人能蒙神看顧。記念4月

的夏令營，更多未信主的華人

參加，信徒生命更新。

鄭博海、王榮美：記念能藉西班牙文班

接觸社區，與學員加深認識；

教會弟兄姊妹委身於神。

梁健民、周慧嫦：述職期間曾到不同教

會分享，求主動員教會參與宣

教。請記念新工場的預備和 

適應。

泰國工場

馬小芸： 請記念4月下旬的同工退修會。

李偉良、韓昱：小兒3月回港升學，求主

幫助適應一家分離的生活，賜

勇氣接受新挑戰。

子恩： 求主讓肝癌末期的外婆能早

日信主、醫治肺癌復發的母

親、並看顧患老年癡呆症的 

父親。

劉成發、胡秀梅：記念5月初與訪宣隊的

配搭服侍。

大洋洲

鄧仲明、梁淑蓮：求主保守復活節期間

的佈道工作。

中信國際差會

曹姿孋： 感恩述職時可照顧雙親、在不

同教會分享，更能再次拾筆。

請記念5月在宣教士退修會的 

服侍。

香港本土任務

洪少樂、楊秀英：願兩位母親早日信主。

求主保護努美亞教會免受那惡

者攻擊。

東亞工場

連心橋： 感恩好一段時間沒患感冒。求主賜智慧製

作差傳教育課程，並能活潑地教導。

雅歌、詠詩：感恩在壓迫氛圍下仍有服侍空間。求主

保守各地的課程以及師生的身心靈。

驢子： 請為新一年教牧培訓課程的教與學禱告。 

頌詩： 請 記念4月教牧 班師生的互 動及5月的 

教學。

Lynn Zhong：請為教牧學的博士課程能擴闊視野，

自己能有時間完成作業代禱。

海洋： 記念在香港述職期間可以調理身體；5月再

往工場時能服侍更多生命。 

浣棱： 求主賜健康身體並智慧處理工場的服侍。

叮叮、噹噹：請記念「工人生命成長」課程的預備，

求主使用今年多次的教學。

南韓工場

小娜： 記念有勇氣講出真理之前，先活出真理。

永泉、影婷：記念工場的學生能經歷和明白主復活

的真義。請為家人早日信主禱告。

梁志韜、沈潔瑩：記念小兒子天諾升讀本

地小學的適應、韓語的溝通能力

及與同學的關係。

日本工場

關珮而： 感恩順利取得三年簽證。求主賜

語言恩賜、與肢體的溝通配搭，

並栽培信徒的能力和智慧。

如想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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