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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禮物 文．攝影／曹姿孋

聖誕又將臨

渴望得着新手機

抑或期盼氣炸鍋

禮物總是吸引人

但這些對你是最好嗎

若生命迷失

或患上老人癡呆

身體機能漸退化

金錢挽不回健康

陪伴當下是最佳禮物

聖誕是紀念

耶穌降生救罪人

基督之名已昭示

最寶貴的禮物是

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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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回顧．蓄勢待發

持續的疫情帶來改變，我們

需要思索差會前面的路向，又適

逢中信國際（CCMI）的架構運作

剛滿十年，故今年的主題定為「思

前．感 恩 回 顧；疫 後．整 裝 待

發」，其中一個議程就是檢討中

信國際的架構與運作。或許有人

會問運作不是已經很流暢了嗎？

何需檢討？誠然，檢討常予人查

找不足的負面看法。然而積極的

檢討是細思回顧、感恩數算，為

走下一里路作預備。

以愛相連彼此承托

面對沒完沒了的疫情，還有

時局的紛亂，我們不免感到疲憊，

心靈乏力……「思前」賦予我們

反思和成長的空間。藉着回顧一

起走過的路，我們看到上主的同

在—祂不在遙遠的天上，卻在

你我中間；祂不在未來的隱密處，

卻在此時此刻；祂過去怎樣帶領

我們走過，未來也必如此帶領我

們。察看上主的同在叫我們生出

文／康駿業

感恩、喜樂和敬畏的心，認定一

切都是神的恩典和恩賜。感恩喜

樂的心為疲乏的心靈注入能量，

叫我們有力靠主繼續前行。

回顧過去十年，在一個清

晰簡潔的架構下，我們看到中信

大家庭合一的美好見證。這是一

個愛的羣體，透過不同地區的同

工及工作小組的合作，各人謙卑

主前，以愛相連，彼此承托，互

相守望，將中信的核心價值，就

是「以神為首、以人為本、團隊

精神及信心事奉」活生生地演繹

出來。全球中信如同一人，同心

在差傳事工上結連成為一個國際

差傳網絡組織（CCMI），「成了

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十二13），「叫神因我們得榮耀」（林

後一 20），叫福音被廣傳，神國得

擴展。

用愛編織穿針引線

因着彼此的信任和默契，這

個網絡平台愈趨成熟，並且不斷

擴張疆界，更能發揮事奉的果效。

在疫情下，我們看到更多的需要

和機會，各地同工互相支援，能

有效地作出即時應變，又以創意

的方式更積極地推動差傳及差派

宣教士。面對末後的日子，願中

信這個屬神的羣體能秉持初心和

使命，持守四個原則：

1. 團隊夥伴勝一人

2. 彼此尊重相護愛

3. 靈裏合一齊成長

4. 走遍萬邦候主來

過去我們一直在編織，用愛

穿針引線，將一個又一個的中信

編織起來，織織復織織，緊緊相

互扣，一針一線織成一個堅固

的大魚網，不論是狂風暴雨，或

是疫情災情，中信人蓄勢待發，

按着主的引導開到水深之處（參 

路五 4）；並要得着主的應許：我

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參太

四 19）。

（作者為中信國際董事會主席）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第一三五期  （2）



疫 後 整 裝 待 發

疫情沒完沒了，世情動盪紛

亂，羊羣被衝擊就分散了……從

此以後，教會的牧養、差傳的事

工都不再一樣。作為差傳鐵三角

的教會、差會及宣教士當如何調

適，整裝待發？相信這是很多牧

者、差會主管及宣教士所關心的，

故本會特別安排了三位講員姜武

城牧師、龍維耐醫生及韓昱宣教

士，進行一場「疫後整裝待發」研

討會暨《宣子兵法》（註）發布會，

與二百多位同路人一起交流分享。

從牧者的角度

首先姜武城牧師從牧者的

角度分享：因疫情影響未能實體

聚會，教會被迫移師線上，需要

在禱告、牧養、傳福音及家庭靈

性教育上作調整，就是更常的線

上禱告，因一切的聖工都是從禱

告開始，牧者要站在破口（參詩

一〇六 23）為社會、疫情及弟兄

整理／林施麗輝

姊妹的需要作守望者。他勉勵牧

者培育弟兄姊妹起來成為小牧者，

關心身邊有需要的、鼓勵扶助軟

弱的、安慰堅固灰心的。教會不

但要興起更多的小牧者，更要全

民皆兵成為福音的使者，透過無

遠弗屆的網絡向親友作見證，這

是疫情沒法禁止的。牧者須注重

會友家庭的靈性教育，推動每個

家庭建立家庭祭壇，讓兒女的靈

命塑造從家庭開始。最後姜牧師

特別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忽略防疫

措施，教會需要更嚴格及超前部

署的防疫措施。

從宣教士訓練者的角度

疫情帶來出入境的限制，

宣教士可能回不來，或出不去；

宣教經費的奉獻也減少了。資深

宣教士訓練者龍維耐醫生從「疫

後」、「整裝」及「待發」三方面

勉勵差會、教會及宣教士。他指

出「疫後」或許不會出現，甚至

在主再來前，災難只會愈來愈多，

風浪愈來愈大，但從世界的歷史

及普世宣教史看，當災害臨到，

人心惶惶之時，卻更多人歸向神，

教會亦被復興。故他勉勵宣教士

即使面對政治及文化的衝擊，仍

要剛強壯膽繼續向前走，因「有

主耶穌在船上」便不驚怕。

「整裝」：在甄選及培育宣教

士方面，教會的角色舉足輕重，

牧者更是宣教士的第一線訓練者，

故提供適切的訓練及裝備非常重

要。他鼓勵教會善用《宣子兵法》

培育弟兄姊妹的生命。

「待發」：資深的宣教士可能

因疫情滯留原居地等候重新出發，

也有新的宣教士要出工場從頭開

始，不同的宣教士在不同階段有

着不同的「待發」心情，然而我

們不是每天都在「待發」作戰的

狀態嗎？在主的眼中，沒有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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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有危就有機，每一個危機

都是新機會，依靠主，祂就與我

們並肩作戰，帶領我們向前跑。

龍醫生特別呼籲教會及差會在這

時候更要鼓勵信徒奉獻，操練信

徒對神的信心，給予機會讓他們

參與大使命。

從宣教士的角度

面對疫情及種種限制，宣教

士如何自處及調適？在泰南宣教

逾十年的韓昱宣教士與我們坦誠

分享過去兩年的心路歷程，她提

出兩個寶貴發現：

1. 當剛強壯膽：疫情叫人

感到恐懼害怕，容易把自己躲起

來，這與要出去傳福音的理念相

違背，就如醫生護士在疫情下不

離開崗位一樣，身為福音使者的

我們是否也緊守崗位？她提醒我

們需要小心翼翼及有智慧地服侍，

如做好防疫措施及跟從本地教會

的聚會安排，但不用過分擔心，

更不讓疫情減低傳福音的熱情和

力度。

2. 不停止作工：疫情把一家

四口分散在三個不同地方，身為

母親沒法陪伴兒女升學及成長，

深感無奈和難過……生命中的困

難神都知道，祂賜安慰，與宣教

士同在，並賜下應許：你要剛強

壯膽。在困難中仰望敬拜神，讓

她學會更徹底的謙卑和順服。看

到上帝在自己身上的工作沒有停

止，甚至是事工的發展，上帝也

沒有因疫情停工，故我們也不停

止工作。

如何在疫情中繼續學生的福

音事工？韓宣教士分享團隊的創

意。他們把過去短宣隊前來一起

舉辦的學生營會，移師至網上成

為三語營會，繼續與美國及香港

的短宣隊配搭來服侍學生；又舉

辦中文班及結他唱歌班，以活潑

的方式吸引學生。即使因疫情而

四面受壓，卻不被困住（參林後

四 8），他們把障礙變成動力，用

諸般的智慧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那份侍主的熱誠和喜樂，隔着螢

幕也能感受到。

研討會引發的問題討論更是

精采萬分，礙於篇幅所限未能列

出。其中有彼此激勵的回應：讓

我們宣教路上一起走。是的，上

主要使用教會、差會、宣教士成

為三股合成的繩子，善用疫情帶

來的機遇，更新裝備，整裝待發，

同心將福音傳遍，完成主的大 

使命。

註：讀者如欲訂購《宣子兵法》或邀請中

信到教會開班，請與所在地的中信聯絡。

（整理者為中信國際差會協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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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相傳　生生不息 文／影婷

我於南韓留學時認識主，求

學期間，宣教士一直與我同行，

不單在真理上造就我，關心我生

活各方面，更幫助我在面對各樣

難處中學習依靠神，扎根在真理

上。他們的同行讓我看見神透過

祂的僕人，向我彰顯的愛與接納、

並無數的忍耐與等待。經歷了這

些豐盛的恩典，我時常感嘆不知

如何報答主恩，每每這時宣教士

就會微笑的對我說：「神說，多

給誰，就向誰多取，將來你一定

有很多機會為主擺上。」

就像宣教士說的，神

給我回應祂恩典的機會。

婚後我們夫婦二人一同

踏上神學裝備之路，於 2013 年

被差派成為宣教士再次回到南韓，

開展留學生福音工作。

謙卑候神親自作工

第一個任務是開荒，因只能

被動地等待學生願與我們建立關

係，這段時間讓人感覺特別漫長。

有時我們做好大量食物，學生才

打電話來說，突然有事不能來。

有時我們預備好豐富的韓文訓練

活動，卻因他們前一天熬夜玩電

腦，第二天起不了床而爽約。我們

明白他們都還未認識神，當然不

會看重這些活動。然而心中難過，

時常感覺甚麼都沒有做，愧對差

我們出來的神。艱難的時間裏，

主讓我們謙卑下來，放下自己的

計劃，單單等待神親自的工作。

漸漸我們看見主帶領學生們

的心開放，有人信主，有了團契、

建立了崇拜。然而，這當中每一

個生命回轉向神，都有着各種不

同的艱難。其中一個是這樣：姊

妹加入團契後，不斷與人衝突，

她的言語帶着攻擊性，另一方面

她卻接受不了別人對自己一丁點

負面的表達。我明白這孩子內心

的軟弱，嘗試用各種方法在旁提

醒，但她早已習慣，並不察覺問

題所在。我也嘗試在衝突時，幫

助她們學習正確表達自己。然而，

並沒有任何好轉，姊妹仍按自己

的方式不斷傷害人。我無力的來

到主面前，向祂傾訴心中愁苦，

主卻用話語向我說，這是祂的羊，

祂必醫治。我再次得着力量，相

信主必在當中工作。果然奇妙的

學生們到宣教士家參與團契

在姊妹家中舉行團契

訓練門徒在教會帶領小組

團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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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婷想你知：培育使命信徒的心得。

1.	具同理心的聆聽，助人逐漸坦誠於神面前

 太快給出教導與建議，可能妨礙別人對己坦誠，也讓人感

覺不被神接納。在別人分享難處時，比起分析，不妨先嘗

試明白、認同別人的感受，最好假設實際上對方亦嘗試過

各方面的努力，這樣便不致太快給出建議。

2.	具體的肯定，帶領人找到方向

 「好厲害」，「很愛主」之類較為籠統的稱讚，易讓人將焦點

集中於自己，認為是自己很厲害。若可具體的表達肯定，如：

忙碌中，願意先放時間在神身上，所以能夠敏銳聖靈的帶領。

那麼，這個肯定能夠鼓勵人積極地找到跟隨主的方向。

3.	提出具思考性問題，引導人尋找神及生命成長之方向

 牧人要守護小羊不走偏，亦要幫助小羊找到個人成長突破

之方向。然而，年輕人就算走錯路，總受不了在旁有人規

範自己。他們特別需要空間自己經歷、尋求。故此，在旁提

出一些關乎其生命值得思考及方向的問題，可幫助他自己

與神溝通，找到方向。

4.	建立屬靈友伴，艱難時彼此支持

 同是屬靈人亦會有各樣衝突與磨擦，幫助人看見彼此不同，

又看見自己在主面前需要學習的部分，帶領大家坦誠分享。

一同經歷這些難處，幫助彼此能更深的認識與信任。

5.	帶領者先開放生命並坦誠自身的軟弱

 帶領者樂意分享生命中的軟弱，包括正在經歷並尋求改變

的部分。會幫助人不用裝扮得屬靈，鼓勵人看見並非只有

自己軟弱，而是一羣軟弱的人，蒙恩同行。

6.	藉着禱告，求神給予百般的忍耐與等待

 綜上所述，最重要的是不斷在主面前藉着禱告，等候主親

自改變人心、對人說話。忍耐等待當中，時常回看自己的

生命較時常「修改」別人生命更好。

事情接連發生，姊妹竟發現自己

的問題，並感受到一年多以來團

契弟兄姊妹的包容與忍耐，她願

意悔改並尋求改變。因着她這樣

被主、被人接納，當她再服侍人

時，常想到自己曾經被這樣恩待，

故此更要這樣服侍人。

陪伴鼓勵小羊成長

年輕人在成長路上，要學的

東西確很多。然而，神讓我做的

只是，在旁引導他們自己發現問

題，陪伴並鼓勵他們依靠神成長

改變。當中人的改變與領受，完

完全全都是主親自作成。期望我

能像栽培自己的宣教士一樣，幫

助她們找到主，並能在各樣經歷

中學習放下自己依靠神。

今天工場已有學生被主呼

召，正接受神學裝備，也有正等

待神開路的儲備神學生。熱切期

盼神親自感動眾教會及弟兄姊妹

成為他們的支持者，與她們同行，

差遣她們成為第三代的宣教士，

讓這宣教的火把代代相傳，生生

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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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少樂、楊秀英：秀英媽媽雖胃口不佳

及體力下降，為仍能穩定出席

教會聚會感恩，願她早日接受

洗禮歸主。記念居港日本人事

工及差傳教育的推動。

陳偉娟： 感恩主帶領在不同堂會順利推

動差傳信息。請記念明年的差

傳事工計劃，求主賜團隊智慧

推動及開拓本地差傳事工。

關珮而： 感恩已適應神學院的校園生活、

有學姊關懷和認識到同路人。

2022年1月將到教會實習，求

主賜能力、健康和智慧。

南韓

小娜： 頸椎手術後漸漸康復，開始重新投入事奉。

疫情下充滿挑戰，求主賜牧養的智慧，並

招聚失散的羊回來。

永泉、影婷：請記念聖誕期間可開展實體聚會。求

主保守仍未能見面的父母身體健康、早日

歸主。

梁志韜、沈潔瑩：感謝神在疫情下一家

平安。求主賜潔瑩健壯的身體，

可早日回港休養及述職。又求

主帶領未來的道路。

月季： 求神指引未來服侍的方向、賜心胸寬闊和

幽默感，好使智慧和身量一齊增長。又求

主預備慕道者。

印尼

凱特： 求主帶領是否需回美國辦妥回美證。請記

念在照顧爸爸的同時能專心做功課，並能

好好休息。

保羅、恩惠：感恩正式加入中信大家庭。請記念申

請長期宗教簽證事宜，又求主預備和供應

女兒報讀小學和學費。

澳門

郭麗思： 請記念石排灣事工能有合適堂

址。求主賜強健的身心靈及精

神，往來石排灣帶領小組聚會

和探望長者。

李妙如：求聖靈引導聖誕節福音聚會的

籌備工作，及預備未信者參加。

請記念能順利安排白內障手術。

泰國

李偉良、韓昱：求主保守但以理學校的

興建工程，盼可盡快開展。請

為兩人居留簽證申請代禱，求

主開路。

劉成發、胡秀梅：請為新一年事奉方向

禱告，求主引領。兒子的工作、

讀書及實習將同時進行，請記

念能有足夠恩典應付。

哈海山、馮惠茵：求主使疫情減退，讓

孩子能回校上課，哈小能更暢

順參與服侍。求主供應好老師，

讓一家能提升泰文水平。

緬甸

温羽明牧師接棒緬甸果敢《門訓學前班》教導 12 堂

《新生命》線上課程，求神更新戒毒者的生命，全心

跟隨主。在軍事政變後局勢不斷升溫下，請記念美

國中信資助的緬訓神學生的安全及學習。

 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

梁健民、周慧嫦：求主賜醫生智慧和愛

心，為健民的心臟問題作適當

治療。慧嫦媽媽跌倒受輕傷及

膝蓋疼痛，請記念能早日康復。

伯利茲

夏偉鵬、曾麗珍：需要重新物色同工帶

領青少年事工，請代禱；並請

記念回伯利茲事奉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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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感謝神帶領丁利昌、吳燕美傳道夫婦，加入美國中

信駐德國服侍。他們在緬甸出生，將以織帳棚方式

服侍緬甸人及華人。請為丁傳道繼續在神學院深造，

同時拓展德國的福音事工祈禱。

 其他地區 
連心橋： 因疫情關係，返美國述職延至明年。感恩

仍可於網絡上教導宣教課程，請記念備課

及學員能專心學習。

驢子： 感恩婚姻與家庭課程順利完成，願主使用

這些課程成為學員個人生命和家庭的祝福。

求主眷顧下一期的小組長訓練課程。

叮叮、噹噹：求主保守教導的「信徒生命成長」課及

「佈道法」能幫助學員，並記念將為一對跨

文化弟兄姊妹作婚前輔導。

森弦： 感恩有機會外出旅遊數天。工作時間須作

出調整，求主賜智慧安排。另手提電腦出

了問題，求主賜合適的人幫忙處理。

大衛、涵娜：請記念在美國進修的第二年。感謝神，

因着第一年成績優異，涵娜獲頒三份獎學

金，使其今年的書費、雜費、學費都充足

不缺。

麥子： 求主幫助能對媽媽有額外的耐心，更能接

納和體諒她。今年當班主任，求主賜時間

和愛心關心學生，賜力量和智慧為主發光。

爾彥： 為 7 位願委身服侍的同工感恩，求主帶領

能栽培他們學習牧養。每月也有出差，需

花很多時間預備，求主加力添智慧。

如一夫婦：感恩可參與捷一外婆的慶生。教會需尋找

合適聚會地方，求主預備。正努力預備專業

考試，求主賜智慧和記憶力能有充足預備。

 

如想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哥斯達黎加

感謝主，積壓在郵政局的《中信》月刊已陸續提取出

來。請為疫情禱告，現時確診及死亡案例急劇上升。

在這抗疫時期，求主賜智慧面對和計劃事工安排。

秘魯

教會服侍仍在線上進行，神學生劉嘉禮是唯一負責

在線操作的人。除要應付神學院的功課，還要預備

主日講道，最近感到身體很疲倦，眼睛愈來愈朦，

求主眷顧。

委內瑞拉

請為趙振光宣教同工的鼻竇炎禱告，耳鼻喉科醫生

建議進行手術，在等待過程中，求主親自醫治。請

記念明年委內瑞拉基督教華聯會發展的聯合活動 

計劃。

 大洋洲地區 
大洋洲

鄧仲明、梁淑蓮：求主賜聰明智慧，能

繼續拓展宣教。又求主親自吸

引城鄉華人靠近祂。感恩女兒

已適應到偏遠地區為原住民提

供醫療服務。

瓦努阿圖

安德魯： 求主賜聰明智慧能更好的把福音分享給本地

華人。又求主保守會友在基督裏彼此建立。

斐濟

感謝主！疫情漸漸受控，短期內斐濟華人基督教會

將有實體崇拜。求主差派牧者或宣教士到斐濟全時

間服侍。疫情中有華人喪失生命，求主賜弟兄姊妹

愛人靈魂的心，努力向華人傳福音。

 歐洲地區 
法國

斌、玲： 感恩新學期透過賣物會和國際

學生晚會認識了福音對象，求

天父幫助可建立深入關係，日

後一同學習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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