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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視

凝望
文．攝影／蔡海鶯

稚童時愛獨看天空

凝望父神奇妙的創造，

滿足了兒時好奇的心。

少年時喜愛與友人

凝望變化多端的天空，

堅固了少年尋夢的心。

年長時更愛與老伴

凝望色彩絢麗的天空，

躍動了年老盼望的心。

當 事 奉 遭 挫 之 時

疫情爆發至今已逾年半，無

論對教會、差會或宣教士都帶來

打擊，如短宣隊暫停或宣教士出

不來又進不去，處於猶如被按暫

停鍵的狀況，見不到何時能恢復

過來。

事奉難免遭遇挫折

另外，疫情雖將我們推向新

境界，藉網路帶來新的服侍界面，

但一切是否如此順利？光要學習

新科技便需諸多突破，且線上的

經驗常有難處，不是訊號不好，

就是斷線，即使網路狀況還可以，

卻發現懶散、倦怠愈來愈厲害。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稍緩，可進行

實體聚會，大家卻已經習慣不出

門，通通不知影踪。

面對這些挫折，我們會如何

反應？或許一兩個挫折我們還可

處理，但若是長期累積，小事或

都成了那根壓斷駱駝背的稻草。

聖經中的以利亞就是一個真實例

子，他在迦密山那 1：450 巴力

先知的大對決中勝利後（參王上

十八），曾是他最大期望：以色列

文／劉耀光

國翻轉的時刻終臨。怎知耶洗別

的一句恐嚇話，就把以利亞打趴。

其實，從以利亞對神兩次

重複一樣的回答中（參王上十九

9-14），我們可知以利亞內心累

積了許多事奉上的挫折，且漸成

為苦毒；然而，察看神如何幫助

以利亞（參王上十 11-21），亦可

幫助我們處理事奉上的挫折。

學習如何應對挫折

首先，神透過在狂風、地震

與火焰中的缺席，反而在微小的

聲音中顯現，教導以利亞「不如

預期不等同失敗」。神的作為不

一定要用非比尋常的手法或驚天

動地的行動，事奉本身以及果效

都在乎把這使命交付我們的主。

其次，當以利亞自以為沒有

他一切便會完蛋時，神指出已預

留七千未向巴力屈膝的先知，教

導以利亞「我們不是神唯一的工

作」。我想這是事奉者最大的盲

點，就是把自己放在事奉的中心。

其實，神才是一切的中心，我們

是祂計劃中的一部分，神的工作

不會停止，只是以不同方式彰顯。

最後，透過吩咐以利亞膏抹

哈薛作亞蘭王、耶戶作以色列的

王及以利沙作以利亞的接班人，

表明神要透過外邦人、內部政變

及先知影響，裏應外合來管教以

色列國，並讓祂的子民回轉，教

導以利亞「神的計劃大過人的計

劃」。

然而，以利亞是否學到功

課？往後除膏抹以利沙外，其他

兩人他都沒去作，惟以利亞的固

執無法攔阻神的計劃，最後是以

利沙完成膏抹哈薛與耶戶，神所

說的話，仍舊一一實現。

今天，以利亞的故事，仍在

事奉中的我們身上繼續往下寫，

因我們是和以利亞同樣性情的人。

盼望無論面對疫情的打擊或宣教

工作的衝擊，我們要比以利亞進

步一點，讓我們在「當事奉遭挫

之時」，仍能尋求並走在神為我

們所開的新道路上，順服神的帶

領。

（作者是美國中信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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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有祝福

著 名 歷 史 學 家 麥 克 尼 爾

（William H. McNeill）在《 瘟 疫

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註）

一書中指出：瘟疫是人類自古以

來最大的恐懼，但同時卻是促進

人類文明的推手。在新冠肺炎這

場世紀疫症面前，人人都有感染

的危機，雖然目前全球不少國家

已大幅接種疫苗，但對於那些相

對落後及貧窮國家的人民來說，

因着防疫知識及物資如疫苗的缺

乏，感染甚至死亡的風險仍然高

企，身處當中的宣教士也不例外。

疫症是危還是機、是詛咒還是祝

福，端乎我們用甚麼態度面對。

危機中作主見證

麥克尼爾嘗試從歷史的長河

中了解傳染病對人類帶來的衝擊，

文／林施麗輝

並發現在瘟疫蔓延時，基督徒要

比非基督徒更能為當時社會帶來

正面影響。面對今天的疫情，我

看到許多宣教士身體力行，用生

命和行動成為當地人的祝福。記

得去年春疫情爆發初期，有些宣

教士眼見服侍的工場完全欠缺口

罩，便呼籲家鄉的弟兄姊妹收集

口罩寄往當地；及至後來郵政服

務因疫情暫停而供應斷絕後，更

親身教當地婦女自行縫製。當大

家懂得怎樣防疫，衛生的意識及

常識也提高了。另一位於中亞服

侍的宣教士，在疫情非常嚴峻時，

不願踏上回國的包機，堅決留下

與當地人同行。她為隔離者預備

物資，探訪痊癒者，每天致電慰

問。她靜靜的堅持、默默的服侍，

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危難，終

成為他們作見證的機會。（參路

二十一 13，《和修版》）

在疫情變化起伏中持續服侍

殊不容易，除了一份堅忍的心志

外，更需要有強健的心靈，俾能

抵禦外在的壓力，特別是當整個

社會籠罩着恐懼和不安時，個人

也會受着不同的衝擊和挑戰。在

此與你分享筆者的心靈防疫三寶：

護目鏡、口罩及酒精搓手液。

常備心靈防疫三寶

首先是護目鏡：戴上護目鏡，

好能在萬事萬物中看到主，是祂

統管一切萬有，包括疫情，若沒

有主的允許，我們連一根頭髮也

必不損壞（參路二十一 18）。不

但在萬事萬物中看到主，更看到

在我裏面的主，「比那在世上的

更大。」（約壹四4）祂常與我同在，

我心安穩在祂裏面，叫我能從周

遭的環境及種種的恐懼和不安中

釋放出來。疫境中能安然面對困

難、無常與失敗，即使疫情如泰

山壓頂仍能處之泰然。這是心靈

健康的第一步。

護目鏡需要每天調校，素常

操練，好幫助我們定睛於主，而

非外在環境或疫情。你怎樣看上

帝，會影響你怎樣看自己和別人。

你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嗎？有沒

有對自己或別人有一些不切實際

的期望？你能接納自己在疫情下

的限制嗎？當一切不像預期時，

調整心態，調校期望。

口罩：疫情下罩不離口，因

它能保護我們避免病菌入侵，同

樣也成為我們的屬靈屏障。口為

主靜、心為主開，疫情讓我們有

更多時間安靜及禱告，操練凡事

依靠神，靠着祂口裏所出的一切

話（參路四 4）。面對沒完沒了的

疫情，學習不發怨言，靠著祂「常

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帖前五 16-18）。禱告成為最重要

的服侍，也成為最厲害的武器，

在禱告中行動，操練與神同工。

疫情下減少忙忙碌碌，反可叫我

們的心與主更貼近。疫症成為我

的祝福！

酒精搓手液：疫情中勤以酒

精搓手液洗手，有為雙手潔淨、

消毒殺菌的功效。心中常念主恩，

感謝祂以其寶血，洗淨我一切的

污穢，將自己從罪中拯救出來，

叫我的生命得蒙救贖，能無懼陰

間的權勢和死亡的威脅，面對疫

情還有甚麼可怕？因為無論是活

是死，我總是主的人（參羅十四

8）。酒精搓手液提醒我每天省

察，要與一切的罪隔絕。

強健心靈贏取靈魂

自疫情以來，我們都習慣了

每天帶着防疫三寶。養成良好的

衛生習慣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我們可有藉這次疫情，打做一

個更強健的心靈，以致更有力與

人同行！「疫」有祝福，隨身攜帶

心靈防疫三寶，「你們要以堅忍

的心志，贏取自己的靈魂。」（路

二十一 19，《新譯本》）

註：麥克尼爾著。楊玉齡譯。《瘟疫與

人》。台北：天下文化，2020 年。

（作者是中信國際差會協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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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母想你知，金齡宣教的預備：

1. 家人的安排：事先有好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能夠有

兒女的認同和感情上的支持極其寶貴。來到金齡，兒

女已成長，若已成家就沒有太多的顧慮；若仍是在求

學的單身子女，就要有妥善安排。若兒女未達法定年齡，

要安排監護人。若家裏沒有成人與兒女同住，生活中

的各樣細節要有清楚交代；並且留下可以關顧和協助

他們在各方面需要的親友聯絡名單。若有需要照顧的

年邁長輩，也要安排好讓他們安度晚年。

2. 身體的健康：平時注意飲食和運動，保持身心的活躍

與健康。若有一些健康小問題，可以請教醫生當作的

準備。

3. 禾場的視察：投入宣教禾場前先實地考察，能有助適

應工場的生活環境，亦可為人脈、語言和將來的事奉

作更好的準備。

（作者是新馬中信駐泰國宣教士）

第二里路樂
年過半百再上宣教路，有如

連根拔起，將過去二十年建立起

來的一切，驟然放下，談何容易！

然而因着上帝的憐憫，一步步的

清楚引領，驀然回首，叫我們無

怨無悔，只有感恩。

再闖新路前安頓子女

我學會了放手。放手，不等

於不關心。面對兩名還在求學階

段的十來二十歲青年，雖然自立

卻不獨立，凡事都有父母關照着。

一旦我們走上宣教路，亦即他們

的父母將不在身邊，一切的生活

起居都要自己處理，還要協助父

母處理各類信件、家裏的維修、

父母雙方長輩的聯繫……瞬間姊

弟倆相依為命，要做「大人」了！

在那段分隔兩地的日子，我們每

晚互道晚安，建立一個跨越圍牆

的家。感謝上帝保守，近乎十年

的歲月他們變得更懂事，姊弟情

更深，持守對上帝的信心和依靠。

這一年多因新冠疫情我們滯留在

家，兒女對我們的珍愛與孝敬讓

我們享盡天倫之樂。放手，就是

關心而非操心。

上帝很憐憫我們，祂呼召我

們重新踏上宣教路，也很了解我

們的不足。跨文化的宣教，按我

們的年齡來看是不容易的。記得

這次踏足泰北時深深感受到「沒

有口沒有腳」的感覺。沒有口，

因為我們懂得的泰語非常有限，

除了工場同工可以用中文外，其

他只能用泰語，英語也用不上；

沒有腳，因為出門一定要有交通

工具，公共交通非常不方便。記

得學習泰文一段日子後，可以拼

出功能表上的泰文，在崇拜唱泰

文詩歌時可以跟著拼唱，那有如

脫離文盲的日子實在多令人開

心！直到如今，語言仍然是我們

的一大障礙。不過，上帝給予我

們的呼召不是在工場最前線直接

傳福音，而是陪伴、支援、培訓

工場同工並與他們配搭作福音開

拓的事工，這些同工都能以中文

溝通，而我們也以開辦中文補習

班進軍泰國人的村子。感謝上帝，

經過一段日子，總算熟悉了一些

日常生活的泰文用詞和簡單會話，

可以用「雞鴨之語」與村民和學

生有些溝通。

更精采的人生下半場

泰國人一般生性敦厚友善，

優游自在。看他們處理事情，凡事

慢慢來，不會因為看見長長的人龍

而緊張地加快手中的工作。他們一

副不着急的樣子，實在把我們這

些來自步伐快速國家的人操練得

必須有耐性，我想這對我們學習

等候神有幫助吧！這是我們每次

到泰國移民廳辦簽證時的經歷。

感謝上帝帶領我們在人生下

半場到宣教工場事奉。這是非常

寶貴的機會，能夠將過去上帝給

我們的陶造和訓練、各樣的事奉

與人生歷練在宣教工場上發揮，

成為禾場同工的助手，亦師亦友的

同行，使我們的下半場活得更精采。

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作者（右前）與家人合照

在泰國人村子作者開辦中文補習班

在工場上作者教授學生英語會話

作者（右二）參加鄰居的生日會時攝

文／劉胡秀梅文／劉胡秀梅文／劉胡秀梅

作者（右前）與家人合照

在泰國人村子作者開辦中文補習班

在工場上作者教授學生英語會話

作者（右二）參加鄰居的生日會時攝

第二里路樂第二里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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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地區 
香港本土任務 
洪少樂、楊秀英：感恩秀英媽媽確診末

期肺癌逾一年仍存活並曾參與

教會聚會！繼續為兩位母親得

救禱告。求主賜屬靈洞察力及

敏銳作宣教後方的支援及與有

心人同行。

陳偉娟： 求主賜智慧及依靠聖靈到教會

宣講及推動差傳。請記念計劃

明年差會事工，求主引導能回

應世代。請為未信主家人禱告

早得救恩。

關珮而： 請記念在神學院能專心學習，

適應宿舍及校園生活。入住學

院宿舍後未能常照顧爸爸，求

主保護，賜他平安健康，早日

信主。

南韓

小娜： 頸椎手術後康復得很好，感謝神！因應疫

情而實行線上線下結合的聚會模式，求神

帶領，為主得着更多靈魂！

永泉、影婷：求主保守疫情能緩和，工場可重開實

體團契小組。請記念兩人的父母都健康，

未信家人能早日歸主。

梁志韜、沈潔瑩：請記念潔瑩服用的藥

物能讓其身體好轉，足夠壯健

返香港治療；並賜志韜健康和

力量照顧家人及事奉。求主帶

領天皿的升學，能赴日本繼續學業。

月季： 求神賜予智慧的言語、寬闊的心胸和幽默

的心態，並能善用祂的聖言，讓人知罪悔

改，接受真理的靈。又求主預備慕道者。

印尼

凱特： 暫還未能返回工場，現正留在香港照顧父

親。求主賜智慧作日後照顧上的安排，並

讓他能早日信主。請記念能有機會與親友

分享福音。

澳門

郭麗思： 感恩老友記小組有兩位組員及

護老院的一位長者準備洗禮，

求主保守他們的身心靈。請記

念能有健康的身心靈到不同地

區服侍。

李妙如：最近眼睛矇了、易疲倦、又多

了「飛蚊」，求主醫治。同工人

手較緊張，請記念同工團隊的

同心和配搭。

泰國

李偉良、韓昱：感謝天父預備了建校的

資金和監工的專業人士，請記

念建築過程安全順利。求主保

守家中老人身體健康，引領兩

個兒女敬畏神。

劉成發、胡秀梅：感謝主讓一家四口順

利接種兩針疫苗；並能趁在新

加坡期間順利為房子完成裝修。

請記念能在11月中回泰國工場。

哈海山、馮惠茵：已到達泰南三個多月，

求主幫助孩子們適應轉變，為

他們預備友伴一起成長。請記

念一家四口能持續學習泰語，

求主賜智慧。

緬甸

果敢生命重建福音戒毒村有 11 位同工和弟兄參與

防疫工作，求神每天保護他們，使用他們的服侍見

證基督。願主遏止在緬甸不斷惡化的新冠疫情。

 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

梁健民、周慧嫦：感恩能透過網絡與不

同支持教會分享工場情況。健

民間中仍有心悸、心跳偏慢等

情況；並於 8 月底返回美國作

進一步檢查和治療，求主醫治及供應所需。

伯利茲

夏偉鵬、曾麗珍：出現新變種病毒，引

起公眾擔憂。求神減低疫情影

響，市民早日回復正常生活。

正聯絡和籌備不同事工，求神

帶領。

 其他地區 
連心橋： 請記念疫情早日好轉，最近發現身體「三

高」（血壓、血脂、血糖）過界，要嚴格運

動並減重，求主看顧。

驢子： 感恩順利完成兩針疫苗接種。願主的靈引

導每一次的教學和輔導，使學員的生命被

更新，順服在上主旨意中，以致成為多人

的祝福。

叮叮、噹噹：請記念「信徒生命成長」課程的教導，

能扶助學員在屬靈生命上長進；又求主賜

創作的靈，能製作以苦難為題材的動畫，

在網絡上分享。

森弦： 求主親自吸引祂的兒女們積極參加門訓課

程，又賜未信主的員工有開放的心接受福

音，並請記念能透過不同活動，與他們建

立更深關係。

大衛、涵娜：感謝神透過大學的獎學金供應涵娜第

二學年的費用。請記念我們的學習，求神

加力、添智慧，並帶領前面服侍的方向。

麥子： 新學年要作50人的班主任，求主帶領服侍，

盼能參與輔導小組，接觸更多有需要的學

生，分享福音。求主眷顧母親有健康身體

和渴慕真理的心。

爾彥： 服侍常受到網絡不穩影響，求主保守溝通

暢順。請記念能處理英語班課堂紀律，也

求主引導是否繼續以教導英語作接觸福音

對象的平台。

如一夫婦：感恩在團隊的照顧下，已適應並投入服侍；

求主賜智慧帶領查經小組，扶助弟兄姊妹

成長。又求主看顧在香港的家人。

 

如想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哥斯達黎加

求主賜政府智慧嚴防變種病毒入侵，免得疫情再次

爆發。疫情期間郵局積壓大量郵件，請記念能儘快

收到《中信》月刊。

秘魯

神學生劉嘉禮的妻子Elisa身體不適，求主醫治。嘉

禮服侍的主要是青年人， 網上活動有很多限制，求

主賜智慧和耐性服侍他們。

委內瑞拉

請記念趙振光傳道的健康，由 3 月起一直因鼻竇炎

感到不適。求主保守委內瑞拉盡早有足夠疫苗供應，

讓大部分人民接種，教會聚會能重啟。

 大洋洲地區 
大洋洲

鄧仲明、梁淑蓮：求神賜聰明智慧，建

構「城鄉華人宣教網絡」。請記

念女兒在新工作的適應和平安，

她需每月兩週到偏遠城鄉為原

住民提供醫療服務。

新喀里多尼亞、瓦努阿圖

黃瑞霞： 很多國家已為國民接種疫苗，

求主施恩讓疫情早日止息。疫

情下未能返回工場，繼續利用

網絡帶領查經和牧養肢體，求主使用。

瓦努阿圖

安德魯：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在信仰上渴慕真理，屬

靈生命不斷成長。求聖靈引領每週的福音

探訪，能與會友或新朋友建立關係，分享

福音，堅立信徒。

斐濟

感謝主！讓教會同工能堅持每週網上與澳洲中信牧

者查經學習。求主預備，差派牧者或宣教士到斐濟

全時間服侍。

 歐洲地區 
法國

斌、玲： 在疫情多變的情況下，求主賜

智慧在新學年開展事工；請記

念與新朋友的關係建立和分享

信仰；並為駕車探訪路途平安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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