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耶穌犧牲的十架愛　我也願跟隨

為了建立軟弱的門徒　我要跟隨到底

兇惡的狼群也無所懼　天涯海角我也願跟隨

為了傳遞主愛大使命　我願捨棄榮辱得失

主啊　求祢差遣我　我要承擔祢使命

不惜犧牲埋葬老自我　甘願走上這路

攝影／曹姿孋

詞／張漢業、林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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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走過的十架路　我也願跟隨

為了堅固軟弱的門徒　我要跟隨到底

傷透的心靈也無所謂　天涯海角我也願跟隨

「祂必興旺　我必衰微」　我願付出一切所有

父啊　求祢成全我　我要承傳祢使命

求祢悅納這微小心願　惟願主得榮耀

（原曲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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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分享　文／梁志韜

神蹟可以是偉大的經歷，也可以是細微的記號；重點是皆來自上帝的恩典。每個人的人生

都曾發生神蹟，只看有否留意。我的信仰之路，就是從一個神蹟開始。

中五時，一位常愛玩樂、言語粗鄙的同學信了耶穌後，做人態度竟變得積極，言行有禮，更

樂於分享信仰，令我們一班同學甚是驚訝。這時上帝已將神蹟記號放在我面前。

我讀大專時只顧玩樂，常深夜歸家。然而，極度放縱後只換來心內一片空虛；靜夜歸家途

中，常自問甚麼是快樂？為何快樂過後仍不滿足？那時，一位中學時代的「波友」忽然信了主。

他常邀請我返教會，雖經我多次拒絕卻沒放棄，仍向我傳福音。神蹟記號再次擺在我面前。

某夜在外盡興歸家時，心靈內熟悉的空虛感再次襲來。我望著晚空，心裡很不高興，很想

得到真正的平安滿足。在那空無一人的上層巴士車廂裡，我首次懇切禱告：若祢是真正的上帝，

請進入我心內，並賜我人生的滿足。就在其時，一種不能言喻的感覺充滿內心：空洞被填滿，代

之的是滿足和喜樂。我知道是上帝聽了我的呼求。回家後，我跪下向上帝認罪。

過兩天，那位基督徒朋友再次邀請我去教會，這次我答應了，並在聚會中舉手決志。我跟朋

友說其實早幾天我已找到耶穌，他突然感謝上帝：原來在我自己決志的那夜，他參加了教會的

祈禱會，聖靈催逼他要在會中提出為我的得救禱告；他並說若這次我仍不肯信主，便會放棄我

了。藉著全教會的禱告，神蹟最後臨到我，證實所傳的道。

人生中，神蹟處處；若你細看，總會找到。

（作者是香港中信駐南韓宣教士）

舊約：（moh-phehth）
Ｉ）神施行拯救的行動

「神何曾從別的國中將一國的人民領出來，用試驗、神蹟、奇事、爭戰、

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並大可畏的事，像耶和華─你們的神在

埃及，在你們眼前為你們所行的一切事呢？」（申四34）

ＩＩ）預兆

「以西結必這樣為你們作預兆；凡他所行的，你們也必照樣行。那事來

到，你們就知道我是主耶和華。」（結二十24）

新約（seemeron）：證明福音的記號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

道。阿們！」（可十六20）

（作者是香港石蔭宣道浸信會主任傳道）

文／鄧振成

 jì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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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姿孋

號
幹
線─

花姐、高佬及小美這團隊，剛

完成第一階段的探索及尋求，大

家都滿懷興奮的心情，進入第二

階段的確定和踏上之旅。

高佬：小美，你為何好像有點迷惘？

小美：雖然我曾在青宣大會上站

起來，決意奉獻一年宣教，但回頭

又想，這是否神的呼召，抑或只是

自己一廂情願？

高佬：那天牧師引用聖經經文宣

講時：「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

我們去呢？」（賽六8），我是非常

認真地跟著以賽亞說：「我在這

裡，請差遣我！」難道這不就是神

的呼召嗎？

花姐：我是在靈修時，看到主耶

穌對門徒說：「來，跟隨我！」就

好像是跟我說的一樣，於是便與

教會牧師分享這感動，後來他建

議我先讀神學。小美，青宣後你

可有跟牧師談談嗎？

小美：我已跟小組區牧分享，但他

只安排我在教會參與多些事奉。

高佬：那你不就是在教會 實習

嗎？正是這階段的第四站呢！

小美：哦，我們小組教會一般是自

己差派，不用申請差會去工場的。

花姐：其實差會大概可分為華人、

國際、宗派三類型；每間差會都

有各自的文化、價值觀、事工策

確
定
、
踏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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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服侍對象或特定工場。差會

有同工處理行政，協助事工的拓

展並關顧宣教士；若教會有個別

同工，能承擔這些工作與宣教士

同行，也是好事。

高佬：我對穆斯林有負擔，母會

在本地也有關心這群體，但牧師

建議最好加入差會，讓我能有更

全面的裝備及照管，差會也有資

料供我參考，該到哪個工場接觸

穆斯林，而事工會更容易延伸。　

小美：那麼第七站的異象分享又

是甚麼？

花姐：當決定了工場或服侍群體

後，差會或教會將與準宣教士商

討，安排在母會及其他教會的不

同聚會分享，好讓更多人能以金

錢或祈禱支持宣教士。

小美：其實我也是被一位宣教士

的分享感動，才開始對差傳感興

趣。

高佬：差會要求我出工場前，必

須參加跨文化訓練，聽說長約四

週啊！

花姐：我已完 成了這 地 獄式訓

練，全程不能用母語溝通，除了

上課和實習，還有緊 急 集合及  

“Unknown to Unknown”，但到

最後大家都依依不捨，得著的不

只是知識，而是生命成長，靈裡

交流及主內情誼。

小美：我參加過一個差遣禮，看見

有幾位牧師及不同代表，按手在

宣教士身上，這是不是現階段最

後一站，差派往工場呢？

高佬：若是去創啟地區，好像沒

有差遣禮的。

花姐：有位姊妹邀請我，參加她

的差遣祈禱會，那是一個非公開

聚會，目的是讓弟兄姊妹見證教

會差派她，並以禱告支持她在創

啟地區的事奉。

高佬：我們已完成了②號幹線，下

一站該踏上工場了。

清楚呼召 （馬太福音九
35-38）

耶穌走遍各城
各鄉，在會堂

裡教訓人，宣
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

各樣的病症。
祂看見許多的

人，就憐憫他
們；因為他們

困苦流離，

如同羊沒有牧
人一般。於是

對門徒說：「
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

少。所以，你們
當求莊稼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
收祂的莊稼。

」

1. 看見 — 需要

2. 憐憫 — 感動

3. 聽到 — 呼召

4. 祈求 — 等候

5. 順服 — 印證M
at

th
ew

M
at

th
ew

傳遞宣教知識（Knowing）訓練實幹事奉（Doing）效法基督生命（Being）「跨文化職前訓練」是專為跨文化宣教工作者而設的整
全訓練：包括差傳知識丶禱告操練丶靈命更新、文化適
應、傳福音技巧、團隊精神、事工策略。自1995年起，跨
文化職前訓練已舉辦了三十一屆，培訓超過三百名跨文
化工作者。

跨文化職前訓練（CCT）*　

*註：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主辦：〈http://www.hkacm.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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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畫家遭受政治迫害

時，被迫遷到一個沒窗的小屋居

住，他就自己畫了一扇窗，享受其

中的「鳥語花香」。在事奉之路，

神也會為我畫一扇窗，使我不用

單單盯看現實環境，從而享受不

一樣的平安與喜樂。

宣教路上學到的課

記得有一次因事奉受了傷，

走路不太方便，那時心想，不如留

在老家不外出較安全。但傳來主

的話語：「有我同在是最安全」。

後來看電視新聞報導一宗交通意

外時，讓我領會到有主同在是最

安全的，因即使留在老家也不會

天天留在家裡，至此才體會到「主

我跟祢走，有祢看著我，我還怕甚

麼！」實在甚麼是平安呢？我的詮

釋是：在不平安的環境中，因倚靠

神油然生出內心的平安，就是在

平安裡。這是我宣教之路學到的

第一課。

到不同地方培訓，有時需在

機場等候當地主辦機構的接待人

員，雖素未謀面，不知彼此長相，

但感恩從未出錯。我曾問過一位

接機的弟兄，他既沒拿著歡迎橫

條，班機也蠻多單身女子，他怎懂

得單向我微笑？他表示：「聖靈的

帶領。」還說從沒出錯，事情就這

麼奇妙。在宣教之路你會遇到很

多偶然，懂得欣賞神的厚恩是第

二課。

打開生命的藍天

每一個人在其生命歷程中，

都不可能天色常藍，總有困難的

時候、心傷的時刻、逼迫的日子，

默然無語的心情……然而，傳福

音既是大使命，也是一個大工程。

我想若我們作信徒的，願意盡心

盡力實踐信仰使命，例如當身邊

的人生活出現困難，你伴他走一

段路，他自然較易體會世間有一

位神；當你身處可改變制度的位

置上，就籌策並實踐一個能榮耀

神的制度；如你有空閒時間，就請

努力作禱告的服侍，托住神的事

工；這樣就是在參與一起建造這

個傳福音大工程。倘若你謙卑地

說自己甚麼都不懂，那便請多一點

觀看神的創造，讚美神給我們美

麗如斯的世界。這是小屋窗外的

藍天。

惟我的渴求是有你的代禱，

當我再打開窗兒時，你我共賞，窗

外有藍天，唱一首錫安歌。

（作者是香港中信創啟宣教士）

有

文／浣棱

窗外

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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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中信創啟宣教士）

與宣教有心人	
文／叮叮並肩同行

在教會中，我們樂見有人起來參與宣教工作，在尋求神的

心意到踏出工場的過程中，若有人能與他們同行，實在是一件

美事。但很多人卻因種種迷思望而卻步，有需要作出突破。

迷思一

「我是他的牧者，但對其宣教呼
召有點疑問，若太關心他，怕他
誤會我是全心全意支持他，還是
保持距離好些。」

• 在尋求神心意的階段，他很需要屬靈長輩指點迷津，

你就是最佳人選。

• 你不用完全認同他，他最需要是被聆聽、有人關心、

代禱。

迷思二

「我是他的知己，但我對宣教一
竅不通，沒資格跟他同行。」

• 正因你倆關係良好，可傾訴心底話，你的角色沒人可

代替。

• 在尋求過程中，他或有很多疑惑和困擾，你可為他禱

告及用各種方式鼓勵他。你的聆聽是一面讓他更了

解自己的鏡子。

迷思三

「我是他的團契導師，我有責任
關心他，但我本身很忙，怕半途
而廢。」

• 同行者不用是一種特定關係，不然反會有壓力。

• 你可有空時找他，吃一頓飯，關心他，為他禱告，給他

一些意見，這已是同行者了。

迷思四

「我是教會執事，當有準宣教士
出現困難，我很想關心他，但和
他不熟，跟他聯絡或太冒昧，加
重他不必要的壓力。」

• 這正是他最需要被關心的時候，身為教會執事，你可

成為教會和這位準宣教士的橋樑，發揮很大作用。

• 你可先找一些熟悉這準宣教士的肢體一起關心他，甚

至成立小組，集合更多人的力量作出關顧、守望。

迷思五

「我是宣教士，差會希望我在述
職期中與幾位有心宣教的年輕
人同行，但我時間有限，又不認
識他們，恐怕效果有限。」

• 你可以小組形式幫助他們，由於時間有限，可先訂下

小組聚會的次數和內容。

• 因有豐富經驗，你的分享很是寶貴，可助他們思想如

何在靈命、知識、心態和事奉經驗等裝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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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泉、影婷：求神帶領家人早日信主，並

帶領孩子Joshua能預備開始

幼稚園生活。

梁志韜、沈潔瑩：求主賜智慧和力量牧

養留學生及開展福音工作；明

年回港述職，願主使用我們的

分享。

日本

關珮而： 禱告每天有良好睡眠質素及

健康身體預備聖誕及新年各

佈道活動。媽媽持續有血尿，

求主醫治。

澳門

甘秀麗： 為福音隊的服侍祈禱，求主保

守他們所作的工，並感動肢體

積極帶領親友參加晚會，彼此

有美好搭配。

郭麗思： 求主預備願意信主的長者能

參加初信班及洗禮班，並賜智

慧教導長者明白真理。

李妙如： 請記念八姊腳部及三姊心臟

手術後的康復。求主幫助能敏

銳聖靈的提醒和帶領迎向新

一年。

泰國

馬小芸： 同工的工作量實在很大，急需

英文老師，求主憐憫，打發工

人來幫助我們。

李偉良、韓昱：求天父引領兒女走在主

的道路上；保守父母的心常有

平安喜樂；帶領教育專才來工

場一同建立基督教國際學校。

子恩： 感恩完成在美國的述職行程。

請記念回工場後的安頓及前

面服侍的方向。

中信國際差會

曹姿孋： 感謝主，在10月的退修會中經

歷神的餵養；又在董事會中與

新協調主任交接順暢，今後可

退下領導角色專心寫作。

亞洲地區

香港本土任務

洪少樂、楊秀英：為秀英母親適應新居

及與女傭能和諧共處求恩；願

神更新異象，加力予我們走在

祂的心意中。

東亞

連心橋： 感恩11月的北方培訓及差傳年會講道順利

完成。

雅歌、詠詩：工場未來的形勢仍然緊張，求主保守可

完成各樣教學。感恩小兒子升中適應良好。

驢子： 感謝主保守今年的事奉，每次行程都有平

安。求主引導明年的述職和事奉。

頌詩： 請為明年事奉計劃祈禱。求主教導能更多

關心家人，幫助他們認識神。 

Lynn Zhong：請為身心靈得真正休息，身體得調理

代禱；記念能沉澱思考及構思以宣教為導

向的門徒訓練培訓課程。

海洋： 請記念明年的輔導工作可服侍更多人；與神

的關係更親近，有智慧和力量面對挑戰。

浣棱： 感恩皮膚過敏已痊癒。請為工場的事工進

展代禱。

叮叮、噹噹：感謝主讓我們完成第一年投入創啟地

區的事奉。記念能總結過去經驗和計劃未

來事奉。

南韓

小娜： 感恩母親能在11月到工場有美好相聚，求

神賜福及帶領母親與祂更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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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成發、胡秀梅：感恩在新馬中信週年

慶期間有事奉及能跟家人團

聚。請記念明年的述職，求主

安排事奉機會。

印尼

錢理健、陳麗芬：請記念申請中的居留

證能順利辦成。求聖靈賜智慧

與領悟力，能儘快掌握及運用

印尼文。

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

陳偉娟： 12月是肢體生意最忙碌的時

候，求主堅立眾人的心，不忘

神恩。請記念聖誕慶祝活動及

新一年教會發展。

鄭博海、王榮美：請為新教會地點祈禱，

求神使用這地成各人祝福。請

記念我們新一年的方向。

梁健民、周慧嫦：請記念肢體能堅持安

排時間親近主、出席崇拜聚

會；為新一年事工的預備和安

排禱告。

大洋洲地區

大洋洲

鄧仲明、梁淑蓮：感謝神供應所需；求

神帶領開拓新的城鄉宣教領

域，並在既有的城鄉建立信徒

群體。

文／林施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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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棒從來不易！在賽場上如是，在差會的承傳

上也如是，因為一名接棒者，必須：

(1) 有相同的目標與方向；

(2) 在交與接的電光火石一刻，交棒者與接棒者的默

契備受考驗，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也得配合；

(3) 克服戰兢而膽怯的心，抓穩手中的棒繼續朝著面

前的目標竭力地跑，直到下一站，將棒交給下一

位接棒者。

在中信大家庭事奉了十五年，我常愛問神問自

己一個問題：我在這裡作甚麼？有時上帝清晰回應，

有時卻沉默不語；然而每次祂總重申對我的呼召和

應許—「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

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

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書一9）叫我膽怯的心

能安定下來，認定呼召是從神而來。

感謝前協調主任曹姿孋宣教士的栽培，還有董

事會及各地中信的接納與信任，我經過兩年多的掙

扎與尋求，帶著敬畏不配的心接任協調主任一職。

前賢忠僕為主所付出的，不但留下美好典範，也為

差會建立了根基和傳統。「我在這裡作甚麼？」上帝

給我三方面的挑戰：

(1) 「住在那裡，等我吩咐你」（太二13） 我需要的

是忍耐、等候、聆聽、順服，然後跟隨祂而行。

(2) 「心意更新而變化」（羅十二2） 內在生命的更

新與變化，比我所要作的更重要。

(3)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傳一4） 願從上帝而來的

異象與使命代代相傳，身在這時代的我，所當作

的是盡忠跑完當跑的路（參提後四7）。

接棒者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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