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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繽紛的泡沫

眾人讚歎其絢爛

主置我此時此地

輕逸飄浮空氣中

孩童雀躍嘗捕捉

為要彰顯祂榮美

是誰創造這美致

小手觸碰一瞬間

生命不在乎長短

更讓其自由飛翔

泡沫即霎時消逝

只在活出主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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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施麗輝

主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的那

個死去的人—耶穌—他所愛

然後時候到了，他要像復活的主

個黃昏，亞利馬太的約瑟放膽去

和尊敬的。聖靈微小的聲音在問：

一樣走出墳墓，從此生命不再一

見彼拉多，求領取耶穌的身體。

「你願意像約瑟般安放主所愛的

樣。走進墳墓，死而後生，因「凡

他買了細麻布，把耶穌用細麻布

人嗎？」我當然不是要預備墳墓！

為我和福音的緣故失去自己生命

裹好，然後安放在一個從磐石鑿

只是當宣教士身體或心靈出現毛

的，將保全生命。」（可八 35 下，

出來的墳墓裏，又輥過一塊石頭

病，在耗盡的邊緣時，我們能提

《中文標準譯本》）墳墓成為醫治、

來擋住墓門（參可十五 42-47）。

供一個安全、不受騷擾的環境和

當我默觀這一幕時，深深被觸動，

空間，讓其好好療傷休養嗎？也

眼淚不停地流下。我彷彿看到約

許墳墓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重生和得勝的地方。

與主相遇因死得生

瑟如何擁抱着滿身鮮血的耶穌，

在那裏宣教士帶着傷痕和淚

墳墓是我們的歸宿，也是我

輕柔細緻地觸碰祂，小心翼翼地

水，可能還有尚在淌血的心，奄

們心靈的密室，但不用等到主懷

擦淨主身上的血水和釘口，然後

奄一息，赤裸地流露自己軟弱無

安息的那天，現在就把自己安放

戰戰兢兢地用細麻布一層又一層，

能的一面。他需要一個愛他的「約

在墳墓裏，每天與主素顏相見，

從頭到腳包好主的身體，像在包

瑟」把他小心安放（Handle with

將自我中心、追求表現、憂慮恐

裹一份最珍貴的禮物。他一直默

Care），給他一個擁抱，能不加

懼及虛榮驕傲等一一埋葬，還有

默凝視陪伴着主耶穌。日影西斜，

批判地專注聆聽他的故事，與他

別忘記把一切的事工、所有的人

孤墳並不冰冷，因墓裏充滿着約

同哭；明白他有聲無聲的感受，

和物都撇下，單單與主面對面。

瑟對主的愛。聖經沒有記載約瑟

接納他不能言喻的脆弱；包裹那

走進墳墓，因死得生，
「我已經

當時的心情，但我看到在愛裏沒

看得見及看不見的傷口，從外到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

有懼怕的約瑟。

內一層又一層……你是那個「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瑟」嗎？你願意因着愛主的緣故

着」（加二 20 上）。墳墓是我們天

而安放主所愛的人，縱然要付上

天與主相遇的地方。

安放主所愛的人
約瑟勇敢細心、慷慨無私、

不少代價？受傷的宣教士在那裏

不計較地付出，只為好好安放一

與主面對面，讓主觸碰他的軟弱，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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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信國際差會協調主任）

新 常 態．宣 教 新 樣
文∕劉成發

當疫情爆發後，各國採取不同防範措施阻止病
毒傳播，其中一項是封關不許人進入國境。因此，

或許喚醒我們的事還有許多，惟身為一名宣教

更感恩的是，其中一個小組因本來就對華語羣體有

士，必須具備堅定的心志、隨時交棒給青出於藍的

負擔，因而願意向前踏一步，要求我們與他們一起
開展華語事工。

工的延續性，積極招募及物色合適人選派往工場與
宣教士彼此配搭，期待能成為接棒人。

不少宣教士未能回到工場或家鄉、訪宣隊亦無法到

然而，我們往往看到的實況是，由於獻身宣教

接棒人、勇於學習以應對改變，最後不要忽視弱勢

禾場。教會與差傳機構如臨大敵般，一下子手忙腳

的人選有限，很少差會或教會是會派宣教士到已有

羣體的需要。深信我們要具備這一切素質，必然會

4 . 由於已掌握基本科技的運用，去年 12 月我

亂；有的很快便能過渡，馬上以新方式應對；然而

宣教士服侍的地方，除非派去的宣教士有不同的使

讓我們花時間為生命扎根、為事奉裝備、為牧養求

們大膽地與三支訪宣隊嘗試進行網絡訪宣；感謝主，

有的則基於不同因素只能暫時停頓，無法作甚麼。

命或扮演不同角色。

精。

雖然是第一次，並遇到網速及設備等問題，但大家

疫情再一次提醒我們，任何事情固然需要有系

3. 循規蹈矩 / 優良傳統固然是好，但有時也需要放手

統及有原則地進行，但也需要隨時預備好作出改變

宗教領袖為甚麼需要在耶路撒冷開大會討論

及調整，這樣才能臨危不亂，勇敢地接受挑戰，最

外邦人信主的事呢？因為猶太教唯我獨尊的意識太

不論是留在前線或不能回工場的宣教士，事奉

後勝過危機。如何尋求突破，好使宣教事工繼續進

強了，他們不能接受外邦人也在上帝的救贖計劃裏。

都受到衝擊。本人與妻子自 2020 年 2 月回國過農

行呢？

另外，外邦人信主後是否應該遵守猶太人所守的律

曆新年後，便一直因疫情的緣故無法回到泰北的宣

我們都知道實體聚會或與人交往，會因疫情好

法呢？

教工場服侍。感謝上帝的保守與憐憫，我們沒有因

轉而漸漸恢復；但能否恢復到先前的情況仍未確定，

此停頓下來；反而在回顧過去一年時，我們學會一

因此必須學習如何讓事奉的領域更靈活，有的是短

個功課：只要有心事奉，機會與方式不難發現。

期性質、有的是長期，只要我們所作的沒有離開拯

疫情喚醒我們四件事

許多時候，我們按照一個好的原則、有效率的

1. 福音與上帝的道是不會被捆鎖的

方法做事，得到很好的果效，且多年沿用仍一樣美

都非常興奮能與泰北那裏的團隊及弟兄姊妹見面

疫情下尋找服侍的領域

與互動交流。

莫讓事奉的心冷卻

使徒保羅雖在監牢裏，但仍然傳福音。他深知

好。但是，到了一個時候就需有所調整或改變，甚

1 . 積極地詢問及探索能在家鄉的福音事工中

救靈魂及培育門徒這兩個重點，不論是在國內或工

需要培育接棒人，提摩太就是一個合適人選繼承福

至需要捨棄而採取新方式；這樣才能應對不同時代

有哪方面可以參與，我們得到主任的允許，以義工

場，同樣是完成宣教的使命，最重要的是不要讓事

音使命（參提後二 9；腓一 12-14）。

的需要，繼續產生影響力。若不這樣作，恐怕我們

身分參與社區關懷機構的事工。

奉的心冷卻下來。另一方面，機構或教會如何幫助

2. 不只看眼前，須有長遠計劃

會漸漸失去影響力，甚或成為一個攔阻。

宣教士須緊記，無論是否有阻礙，事奉期總有

4 . 必須重視疫情帶給牧養上的衝擊

一個時限。因此，不只是應對眼前的需要與挑戰；

大部分樂齡級的基督徒，因不能參加實體聚會

更要為各樣事工能持續下去作長遠的計劃與準備。

又不懂使用網絡，故而無法得到靈糧與情感的餵養。

機構與教會也是如此，無論是以甚麼形式參與

身為牧者，都會感到虧欠與內疚；因事先沒有花時

宣教，都不能只專注在某個宣教士，而是必須為事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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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教會或機構（包括新馬中信），都紛紛往媒

受影響的宣教士可以繼續安心事奉，而在疫情過後

體事工發展；因此，我們也積極學習掌握如何錄製

又如何以歡喜的心送宣教士回工場事奉，都是非常

及剪輯短片；從而透過短片繼續傳揚上帝的道與恩

關鍵的重點。

惠。

（作者是新馬中信駐泰國宣教士）

3 . 積極回應需要幫助的事工。感謝主讓我們
可以幫助兩個不同教會的小組，栽培當中的初信者；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第一三二期 （4）

從短宣到出工場
文∕月季

神賜藍圖

使我發悶，當時正想離開團契之

從哪裏來就要到那裏去！」我聽

總 裁 John Sculley 時 說 的 一 句

我於 2009 年初次參加短宣

際，神藉着導師告訴我：「你嫌

了，立刻想到：難道我要回到家

話：「你是否要用餘下的人生繼

至今還歷歷在目。一位宣教士說：

悶，嘗試燃燒這團契吧！」這時

鄉服侍嗎？就這樣，開始了我在

續賣糖水，或是願意用你的下半

「以耶穌的愛，去愛離鄉背井的

團契宣教使者的崗位，正需要人

家鄉探訪隊的服侍。起初我也因

生投入可改變世界的行業中？」

人，成為他們在異鄉的親人和幫

接替，於是我主動回應。我十分

自己的不開放，沒有愛心而掙扎

這反問句，半年內神問了我三次。

助，讓他們在這裏找到歸宿，真

投入宣教使者的服侍，經常為團

是否繼續事奉。但心想：「神喜

2019 年的退修，從五千人吃飽的

實感受到耶穌的愛。他們回鄉後

契安排一些復興宣教心志的聚會：

悅屬祂的門徒，做祂喜悅的事。」

神跡中，回想自己認識主後，不

就成為主的宣教士。」那時腦海

提議「領養」並關心宣教士、邀

於是我堅持下去。在一次探訪中，

再被罪捆綁，得着充滿平安和喜

出現了福音禾場的「藍圖」，我

請短宣隊員和差傳部來團契分享、

神不僅開了我的眼界，還讓我享

樂的人生，同時也見到羊圈外的

立即向上帝承諾：「我願意尋求

又相約團友一起出席差傳年會、

受屬靈長輩所結的豐碩成果；更

羊，也需要主耶穌的平安和喜樂！

並等候祢。」

也會鼓勵團友參加短宣。感謝神

使我從祂的僕人那盡心盡意為主

的賜福，大家深切感受到與神同

耕耘的生命，見到耶穌的愛傾倒

工的喜樂。

在祂所愛的羊身上。這一切都造

神賜使命
心，並沒冷卻。平靜的團契生活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
揀選了你們」（約十五 16）。一 切

就了我。

短宣回港後，被主火熱了的

需要同行

回應上帝

都是神的作為，感恩神讓我參與

在事奉中，使我嘗到與主同

為主所用

祂的計劃！相信未來事奉縱遇艱

工的甜蜜，經歷祂的信實；使我

2016 年 9 月 18 日，在 南 韓

難，惟相信主曾對我說：
「我必

真心順服祂，立志回應祂的呼召。

短宣中，上帝的感召臨到我。經

叫你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們

2010 年的差傳月，講員說：「你

過禱告後，我願意順服主的差遣，

（出
去的時候就不至於空手而去。」

以信徒身分到南韓宣

團契
華人留學生
南韓大學華
人福音工作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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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1)

教兩年。當任期還餘

期盼你能同行，因着你的守

半年，我盤算着回港

望，我才可以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的事時，神使用蘋果

下網打魚（參路五 4），走在黑暗

電腦公司創辦人喬布

中也不懼怕。讓我們一起向飢餓

斯的經歷向我提問，

的人施憐憫，把主的話語帶到困

那是他延攬百事可樂

苦的人羣中。阿們！

月季宣教士想你知，
初出工場宣教士的反思
1 . 初到工場時，雖是以學習語言為事奉的開始，但有口難言的
經歷，十分惆悵。為要應付基本生活和交流，就得背上一些
日常用語來防身。
2 . 雖然有當地同工協助，惟總會有突如其來的事，因此平時處
理事情，不但要親力親為，還要學習一些當地法律。例如：
在南韓棄置垃圾要分類，很多華裔留學生不清楚法例或是抱
僥倖心態，結果招致被罰款。
3 . 多了解服侍對象的背景，對服侍時使用的方法和避免誤會很
有幫助。例如：我服侍的年輕人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經濟上
也是較富裕的羣體，他們對「唯一」和「公平」有自己的標準。
4 . 以自身平安喜樂的生命作為福音傳單的話會比較吸引。不要
着急傳福音，我們是向主交賬。
5 . 千萬不要自己勾勒出假象，如擔心牧者很忙，而不想打擾牧師。
有事、孤單和難過甚至委屈時，一定要主動聯絡牧者。千萬
不要有「報喜不報憂」的心態，我們需要同行者禱告同行。

（作者是香港中信駐南韓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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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
香港本土任務

澳門

伯利茲

郭麗思： 石排灣兒童事工仍然暫停，求

夏偉鵬、曾勵珍：伯利茲疫情回落，政

主幫助探索另類的兒童佈道活

府已開始為居民接種疫苗，估

動，接觸屋苑內的兒童。4 月

計很快可回工場，求神帶領。

有宣教士加入團隊，求主賜合

我們開始計劃事工，求神賜恩。

洪少樂、楊秀英：感謝神保守秀英媽媽
在標靶藥的治療下身體安穩，
祈願兩位母親早日歸主。求主

一的心建立教會。

賜我倆身心靈健壯、敏銳及創

李妙如： 6 月與兩間機構合辦「本地跨

意在新常態下服侍。

文化體驗之旅」，求主使用激

陳偉娟： 感恩參加國際中信的宣教士退

勵參加者對異文化羣體的關注，

修會，求主更新生命及異象。

燃點宣教心。

請記念疫情期間主繼續興起信

泰國

徒，參與回應宣教！

李偉良、韓昱：感謝主讓但以理國際中

南韓
小娜：

學找到甚具資歷的美籍校長，

正考慮今年回國一趟陪伴父母，惟因疫情

填土與校舍設計工作亦已完成。

及各種原因未能成行，求神帶領和預備。
請記念頸椎患處能徹底康復，求神憐憫、
醫治。
永泉、影婷：求主帶領年中的網上述職安排，保守

請記念。
哈海山、馮惠茵：6 月哈小一家將由曼

讓她有良好睡眠質素和正常消
化能力。大兒子天皿修讀碩士
課程，求主賜他悟性和智慧。
月季：

求主賜智慧的言語和寬廣的心胸，接納自

為教會及華人社羣的祝福。又求主幫助政府有智慧

秘魯

工人接任母會差傳部的事工，以及牧養菲

疫情仍然嚴重，全國醫療資源不足，疫苗接種非常

律賓傭工。

緩慢，請為患者及其家庭禱告，求主憐憫。教會仍

命都有成長。將要負責教導教會歷史、婚
好備課。
森弦：

得以全面發展，求神賜健壯的

們能適應新學校，哈小能與當

身心靈，與多間教會的短宣隊

地同工有美好配搭。

配搭，讓城鄉華人得聞福音，

生命中更懂得緊靠主和順服主。
大衛、涵娜：求主施恩加力，保守身心靈健壯，又求
主賜下悟性和智慧，能在學習上不致乏力。
麥子：

培訓作主門徒。

主，盼疫情放緩早日重返工場。

感恩有望重返工場，請記念能被主的話更
新，身心靈有力面對事奉中各樣的不確定，

鄧仲明、梁淑蓮：感恩疫情過後，
「博宣」

安慰。全國被逮捕者受到虐待，求主賜他們堅忍的心。

求主眷顧大哥腦部手術後的康復，並幫助
兄嫂藉此曉得感恩，並回轉歸信主。請記
念母親的健康，求主保守。

爾彥：

最近接觸了幾個可發展事工的機會，求主
帶領進一步了解及考察情況。請記念能落

更求主眷佑教會眾肢體，尤其是年輕人，他們都很

瓦努阿圖

愛國，所以出來發聲抗議的也不少。

劉顏偉： 感恩由短宣進入長宣，求主帶領事奉的道

如一夫婦：振如媽媽最近嚴重頭痛，但不肯就醫，

路，能每天緊緊依靠主，有健康的身心靈

光靠吃止痛藥止痛。求主軟化她的心願去

服侍。盼疫情減退，可早日回澳洲一趟，

醫院檢查，能及早作適切治療。盼主醫治。

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
梁健民、周慧嫦：請記念健民的身體健

因媽媽身體軟弱，4 月初已返香港探望，

康，求主憐憫醫治他心律不正

求主看顧醫治。求神親自掌管申請回美證

的問題。為查經小組組員出席

事宜，盼早日批出。

穩定感恩，請記念他們屬靈生
命的成長。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叮叮、噹噹：感恩正關心和栽培的幾位肢體屬靈生
姻關係和生命成長的課程，求主保守能作

大洋洲

黃瑞霞： 主保守身心靈健壯，能繼續事奉

印尼

生。

大洋洲地區

斷攀升，死傷者的家人撕心裂肺般劇痛，求主賜下

早日信主。

記念「婚姻家庭」課程能幫助一羣中年學

幫助教會透過網絡聯繫外地得着供應。

谷移居到泰南，求主保守孩子

感謝主預備了幾位年輕人接受栽培，求主
藉其話語轉化他們的生命，祝福別人。請

供應。願神在政治動盪、經濟不穩、資源缺乏下，

待期間有耐心和洞見。

求主預備身心靈。請記念家人

驢子：

需網上聚會，請記念能改善網絡順暢。

新喀里多尼亞、瓦努阿圖

信息。9 月將入神學院進修，

連心橋： 請為教授網上課程禱告，求主保守網絡順
暢，學員聽得清楚明白。並求主預備合適

手無寸鐵的示威者被狙擊手殘酷槍殺，死亡人數不

和分享，求主引導，並賜合宜

其他地區

地處理民生問題。

己和他人；又願主預備慕道者，並能在等

關珮而： 6 至 8 月在不同教會述職講道

凱特：

將於年中舉辦不同的網上講座和課程，求主使用成

緬甸

日本

在校和教會能結交好朋友禱告。

哥斯達黎加

疫情持續嚴重，許多高危人士未能接種疫苗，求主

小組，在教會開展華語事工，

感恩正緩慢康復中。求主醫治，

與新朋友建立關係。請為女兒

建學校，求恩主預備。

讓我們能參與一個英語教會的

梁志韜、沈潔瑩：潔瑩身體雖仍軟弱，但

斌、玲： 請記念留學生能認識神，並能

委內瑞拉

到一份與社工有關的工作。主

兄姊妹記念。

法國

現需五百萬美元的投資招標興
劉成發、胡秀梅：感謝主，兒子毅軒找

網絡通暢，並帶領工場的需要得到更多弟

歐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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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執行培訓計劃，求主預備教材。

探望親友。

斐濟

如想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求神為教會預備牧者，作講道及牧養工作。請記念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同工能同心，各盡其職，維持教會各樣事工運作。
盼在等待牧者期間澳州中信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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