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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尹王笑玲

聖經中「以馬忤斯之路」記

載兩個門徒因耶穌被釘十架，感

到失落，他們帶着傷心、迷茫的

心情離開耶路撒冷，起程回以馬

忤斯。路上正談論間，耶穌親自

就近與他們同行，向他們講解聖

經真理，更透過聖餐，重燃他們

對信仰的火熱，回應召命，與人

分享福音（參路二十四 13-35）。

這段經文，對我來說，給我很大

的屬靈洞見。我嘗試從失落、同

在、邀請、相交、召命五個向度，

分享主耶穌給我屬靈導引的邀約。

明白安息真諦

去年一月，我被診斷為末期

肺癌病人。得知這消息，心情像

那兩個門徒般沮喪失落、迷惘、

失去方向。癌病把我從小城宣教

事奉的大計劃中，推入幽谷。我

內心難過，欲哭卻無淚，失去動

力和盼望，其後反思信仰能否承

載這巨大的衝擊、軟弱的生命。

在思想信仰與我的關聯時，

上帝知道我的境況，主動與我

同行，就如耶穌親自走近門徒，

和他們同行。祂聽我有聲無聲的

呼喊，我也把自己的失落、脆弱

和無能，毫無保留展現祂跟前，

一一向祂陳明。祂並沒具體告訴

我應怎做，卻透過祈禱的對話，

細心聆聽我的剖白。祂的聆聽，

令我感受祂明白我的內心世界和

想法；透過經文，亦令我感到祂

的同在。祂，並沒有離開我。

深得安慰之餘，人也慢慢安

靜下來，默想上帝的說話。藉着

歸心祈禱，耶穌邀請我重新閱讀

聖經，用上帝的應許來詮釋我生

命所遭遇的一切。「安息」這兩字，

在我默想不同經文時，經常出

現（如賽三十 15-18、詩四十六

8-10、出十四 13-14）。原來「安

息」並不是甚麼也不做，而是要

深深認識神，與祂契合，要平靜

安穩，帶着信心信靠來看神的作

為。過往，我一直相信為主作工，

必須要多做，努力不懈，用自己

能力，悉力以赴，才是忠心的僕

人；卻忽略神所要的，是用信心

來看祂所作的工。祂提醒我事奉

的焦點是神，而非事工。上帝愛

我，用這方式要我「安息」下來。

分享生命軟弱

明白「安息」的詮釋後，祂

更藉擘餅的四個動作：「拿起餅

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

讓我更深認識生命並不是獨處，

而是彼此相交，互為祝福，與人

分享自己的生命，不論是幽暗和

軟弱，或是生活中的喜與憂、苦

與樂。因此，我更有勇氣與人分

享自己的軟弱。

原來與人分享軟弱，正是彰

顯神的大能在我身上的作為；我

們被呼召，原是去宣講福音，見

證神的作為。病褟中，我似是不

能作甚麼，卻是用脆弱的生命，

透過文字與人分享神的大能，這

原是我的召命。

以馬忤斯之路，初行時，雖會

沮喪，失落；惟經耶穌的同行和屬

靈導引，生命變得不再一樣。  

（作者執筆時是加拿大中信小城及海外

宣教事工主任，因癌症於2022年2月20

日離世，安息主懷。）

我踏上以馬忤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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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對全世界的每一

個人都是不可思議的，面對這「世

界瘟疫」的大災難，你我宣教人，

當先思想：神是否藉此苦難提醒

我調整甚麼？魯益師說得好：「當

我們一帆風順時，神用微聲細語

向我們說話；當我們需要勸誡時，

祂用良心向我們說話；但當我們

受苦時，神是高聲向我們呼喚。

苦難是神用來喚醒世界的傳聲

筒。」讓我們重思：疫情中，宣

教士如何進行靈命操練和塑造！

胸懷大志（提前三1）
我們知道許多對社會貢獻卓

著的都是自小胸懷大志的人。但

今天當面對無休止的疫情時，我

們或誤以為：既然疫情造成許多

國家城市封閉、封關，行動受制，

事工停擺，無休止的枯等……那

我們就馬馬虎虎過這一任期吧！

這是極錯誤的觀念。保羅說：「一

個人想要作屬靈的領袖，這是一

種高貴的雄心。」（提前三1，《新英

國譯本》）誠然，個人野心是不好

的，但若為神的緣故，願作一個

對別人生命有影響力的人——宣

教士，卻是神所讚許。一位宣教

士要生命有長進，就要突破疫情

的限制，胸懷「遠」「大」的心志。

眼光要看得遠，目標要放得高，

這才合乎神的心意。十八世紀末，

未曾受過高等教育的英國人威廉．

克理（William Carey）到印度傳

揚福音，成為近代宣教史的先驅。

當他四十多年後死在印度時，已

翻譯聖經為三十多種不同的印度

語言，到今天仍是世界紀錄。他

更被英國皇家科學院封為植物學

院士，以表揚他對印度三百多種

奇花異草深入而獨到的研究。他

有句名言：「我們當期待神作大

事，但也當竭力為神作大事。」

我們也可靠主恩典仿效着說：「我

們當期待神作大事翻轉疫情，但

也當在疫情中竭力為神作大事。」

與主同活（腓三17、四9）
有人形容宣教士的生命好比

玻璃製作的「透鏡」（可放在望

遠鏡內，使遠處景物拉至眼前；

也可放在顯微鏡內，放大微小物

質）。宣教士的生命也應如此，

尚未認識主的人可透過宣教士的

言行、見證（特別際此疫情嚴峻

時刻，宣教士如何堅心倚靠主，

渡過危機四伏的每一天），得以

將似遠在天邊的主活畫在他們眼

前，也將似渺不可見的主彰顯出

來。許多宣教士因自知軟弱，常

叫慕道友不要看他，免絆倒別人。

但這不完全吻合聖經教訓。保羅

常要信徒「看他」（參腓四 9）、

「效法他」（參腓三 17）。不是保

羅自誇，而是靠聖靈幫助，他盼

成為信徒榜樣。宣教士也該有這

種心志，願意成為生命流通的管

道及真理的見證人，引人歸主！

靈命塑造（提後二3-6）
保羅在這段經文中提到三種

職業，正說明三種不同的宣教士

特質：

1.軍人的忠誠——作為軍

人，要肯為任務吃苦，犧牲私益。

保羅提醒我們「不將世務纏身」，

保羅並非說宣教士不可關心日常

事務，如家庭、兒女、嗜好等，

而是不要被這些東西「纏累」。

願為主而活的宣教士，都要在心

裏作斬釘截鐵的決定：不容任何

事物攔阻跟隨主。因只有當我們

肯毅然放下一切，為主擺上，他

才會「眼睛明亮」，看見神在疫

情嚴峻的當下，指明事奉的前路。

2. 運動員的節制——保羅

說：「人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

矩，就不能得冠冕。」（提後二 5）

又說：「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

節制」（林前九 25）。運動員得遵

守比賽規則，否則不能得獎牌。

他得不斷練習，俾能掌握每一

個動作，合乎規矩。不但如此，

運動員在平日的飲食、訓練也都

極有節制。曾兩奪奧運金牌的英

國十項全能名將湯普森（Daley 

Thompson），當他剛領到洛杉

磯奧運金牌時，立刻束裝返國準

備爭取 1988 年漢城奧運的第三

面金牌。在記者追問下才知湯普

森最愛吃中國菜，但為金牌，他

已八年沒吃。相反，他每天得吃

最討厭的火腿和蛋。雖不幸因撐

竿跳的竿子折斷而受傷，使他在

漢城奧運只奪銅牌，惟他的運動

員精神值得我輩效法。因此，親

愛的宣教士，今天處在疫情仍然

嚴重的時刻，我們需要瞭解宣教

地區政府的種種防疫措施，在生

活上懂得節制，同時在事奉上按

照聖經的原則，才能討主的喜悅。

3. 農夫的殷勤——保羅提

醒提摩太：「勞力的農夫理當先

得糧食。」（提後二 6）那些憑一股

「傻勁」認真幹活的人，最後總

是「先得」且「多得」糧食。殷勤

的人，一方面會追求長進，「有

了又要加上」（參彼後一 5-7）；

另一方面會善用時間，不浪費光

陰。神重用的人，際此疫情期間，

一定不會束手無策，好逸惡勞，

而是以苦幹實幹的精神，靠主突

破困境！

身為福音前線的宣教士，那

種像軍人的忠誠，像運動員的節

制，以及像農夫的殷勤，是不可

或缺，也是需被塑造的。

確立目標（提後二20-22）
保羅提醒提摩太要立志作

「貴重」而非「卑賤」的器皿，「自

潔」就是決定的關鍵。一個人的

天賦、才幹和學識固然重要，惟

認定他一生價值的，並不是這些

條件，而在乎他是否「自潔」，是

否肯將自己分別為聖，過聖潔的

生活。

今天疫情雖造成了封閉、

封關、封城，行動處處受制，又

沒有短宣隊前來幫忙，終至事工

停擺，我們在宣教區好像枯坐愁

城……；但深信這必是神託付你

我大事的前奏曲，讓我們在主前

胸懷大志，天天與主同活，更新

重塑靈命，靠主分別為聖，俾成

為合主心意的宣教精兵！

（作者是國際中信事工顧問）

疫情下的
    靈命操練 文／姜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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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明宣教士想你知：網絡宣教啟迪

1. 疫情肆虐，人與人無奈地受到隔離，但網絡卻衝

破了這些限制。

2. 互聯網已成了人們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手拿一機

便可接通天下；這正是傳福音最好的時代，「你

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十六 15）

3. 網上資訊氾濫，需要聰明智慧地分辨、選取和善

用；因應對象的需要，傳遞適切美好的福音信息。

4. 信徒知道傳福音的重要，但不懂、不敢去傳。可

善用福音資源，在無壓力、輕輕鬆鬆地藉網絡分

享福音。

5. 資源共享，已成了大趨勢，「今世之子」藉網絡

宣揚他們的理念、價值觀；作為「光明之子」，求

神賜我們聰明，急起直追（參路十六8）。因為「到

了日期，藉着傳揚的工夫把祂的道顯明了；這傳

揚的責任是按着神----我們救主的命令交託了我。」

（多一 3）

（作者是香港中信駐澳洲的小城宣教士）

 記 得 在 香 港 中 信 50 週 年

（2015 年）晚宴，看到創辦人王

永信牧師的短片，論到「網絡宣

教」：「若我們不推動網絡宣教，

大力地投入網絡福音，我們有罪

了，……我們得罪神。」（2009

年 3 月 7 日）這挑戰對我帶來很

大的震撼！

福音資源分享

我和太太於 2016 年到澳洲

的城鄉向華人宣教，看到城鄉的

華人分散、人數不多且流動性

大。我倆一直思考，如何建立可

持續的發展。2019 年中，一位

姊妹介紹一個網上視訊會議應用

程式 Zoom 給我認識，發覺利用

這類程式很適切城鄉宣教的特

性，惟當時的華人不感興趣。及

至 2020 年初，疫情爆發，我們

瞬即以網上視訊會議程式繼續網

上短宣、佈道、栽培及門徒訓練；

透過參加「網絡宣教的課程」更

認定這方向。適逢有一名我倆認

識的華人信主後回家鄉，因疫情

不能回達博（Dubbo），我們透

過網上視訊會議程式進行長達九

個月每週的栽培及培訓。

預備網絡聚會的材料需要花

很多心思，因部分華人是用手提

電話參與，屏幕小則不宜文字太

多、太沉悶，遂搜尋網上的影音

福音資源，讓參與者觀看短片後，

作出重點解說、分享討論，再引

入聖經真理，發覺效果良好。我

們於是將之整理備份至雲端硬碟，

將連結供參與達博短宣及主內同

道分享，按需要靈活使用，獲得

正面回應，且結出福音果子。這

激發我進一步探索如何將「福音

資源」共享。我曾聯絡一個基督

教網站，惟遲遲未獲回覆；一個

晚上，我躺在床上思索，會否設

一個應用程式（App）去分享，

禱告後便睡了。奇妙地，翌日早

上，收到一位年半前曾探訪我們

的姊妹，發訊息給我說：「我與

幾位夥伴建構了一個資源分享的

基督徒網站」（「五加二」基督徒

平台）。我感到非常雀躍，立刻

與她聯絡，並約了創辦人當天下

午視像分享；彼此意念相同、一

拍即合。

同得福音好處

感謝神，讓我在「五加二」

基督徒平台開設了個人頻道，起

名叫「聰明佈道、宣教頻道」，

因為「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我逐步將過去在城鄉宣教佈道、

宣教的福音資源，系統地整理並

上載至網站。這對我來說，是一

項新的挑戰。我需學習和在工餘

時上載福音資源至頻道，漸見雛

型。實在盼望能拋磚引玉，有更

多同道可將其福音資源共享，彼

此結連，同心推動華人宣教，「為

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

前九 23）歡迎登入「聰明佈道、

宣 教 頻 道」：https://fiveplus2 .

learnwor lds .com/channe l -

individuals-chungming-c

願讀者亦為此禱告：感謝神

帶領和打開又新又活的路。求神

使用這頻道，讓信徒善用福音資

源，樂意在沒壓力下透過網絡分

享福音。

織 出 宣 教 頻 道 文／鄧仲明文／鄧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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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地區 
香港本土任務 
洪少樂、楊秀英：感恩秀英媽媽肺部主

要的腫瘤消失了，癌指數也下

降，祈求她經歷神恩後能全心

歸向主。求主恩領居港日本人

事工。

陳偉娟： 請記念 5 月宣教營會的一切預

備，包括招募、內容及應變方

法。求主醫治弟弟腳患、保守

家人健康及早日信主。

關珮而：爸爸因腦出血中風，影響左眼

視力、平衡和思想混亂，求主

醫治，並讓他早日信主。求主

賜健康身體和力量，應付各科

學習。

南韓

小娜： 盼望今年可回國探望父母，求神開路。感

恩頸椎手術後康復理想，求神繼續保守！

永泉、影婷：求主帶領兒子升小一有好的適應，並

保守早日能與家鄉的家人相聚，帶領他們

早日信主。

梁志韜、沈潔瑩：計劃 6 月回港，求主

幫助學習斷捨離，並心靈對離

開工場的適應；求主帶領述職

服侍和未來方向。

月季： 學生簽證6月到期，主若許可會留下服侍，

求祂預備簽證。若祂另有帶領，求主引導。

印尼

凱特： 求主為爸爸在老人院附近預備合適教會。

又求主帶領和保守將在巴拿馬實習的日子。

保羅、恩惠：求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請

為印尼語的學習禱告，求神賜充沛記憶力

和屬天智慧。

澳門

郭麗思： 求主賜異象、智慧，能在未有

堂址下拓展石排灣事工，更求

主早日預備合適堂址。請記念

有足夠人手預備福音聚會。

李妙如：請記念老人院舍能早日放寬探

訪，讓家人可多探望母親。4

月開辦《宣子兵法》課程，求

主預備教會長執、導師參加。

泰國

李偉良、韓昱：請記念學校建築順利、

能找到泰國校長、課程獲通過。

又求主供應兩個孩子昂貴的大

學學費。

劉成發、胡秀梅：秀梅母親患癌症第4期，

求主保守讓她不至經歷太大痛

苦。兒子毅軒 5 月結婚，求主

保守籌備事宜。

哈海山、馮惠茵：家長小組於 4 月完成

小組訓練，盼與參加的家長建

立更長遠關係，將福音帶進他

們中間。請記念 6 至 7 月能安

全回港述職。

緬甸

求神憐憫緬甸，保護國民生命，使政變早日結束。

請為緬訓師生、同工代禱，求神賜平安，能在困難

環境下完成課程。請為果敢基督門訓中心 5 月開學

禱告，求主保守學生奉獻和學習的心志。 

 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

梁健民、周慧嫦：健民在台灣接受心律

不整治療，求主保守、醫治！

請記念與哥斯達黎加中信合作

構思網上兒童及少年假期聖經

活動事宜。

伯利茲

夏偉鵬、曾麗珍：近日感染個案創新高，

稍安慰是死亡率低。求神憐憫。

又求神賜智慧和判斷力籌備及

推動今年的事工。

哥斯達黎加

疫情暴升，不斷有同胞受感染及有同工需接受隔離，

求主保守政府及人民能同心抗疫，疫情受控。正聯

絡南美洲不同教會的教牧，發展華人第二代的網絡

事工，求主幫助。

秘魯

感謝神！劉嘉禮傳道正式成為美國中信駐利馬的宣

教同工。秘魯疫情嚴重，很多華人包括劉傳道一家

都受感染。求主賜智慧帶領華人青年團契，及按疫

情發展而作服侍的應變。

委內瑞拉

請記念趙振光傳道的健康，他鼻竇炎嚴重，影響睡

眠質素，再加上血糖低導致經常頭暈不適，求主醫治，

更求主加力給他繼續帶領教會，以及基督教華聯會。

 大洋洲地區 
大洋洲

鄧仲明、梁淑蓮：求神打開另一扇福音

之門，服侍城鄉的華人，幫助

沉溺賭博者及其家人。

新喀里多尼亞

感謝主！已安排澳洲兩位姊妹與當地兩位姊妹一對

一查經。請記念在反覆的疫情下帶領的弟兄姊妹，

仍把握時機，邀請會眾回到教會作實體崇拜。求神

穩定疫情，讓會友能安心全家回教會崇拜，參加活動。

瓦努阿圖

安德魯：求主幫助兩位主動願意查經的新朋友認識

神，信靠祂。又求主賜智慧和能力服侍及

帶領弟兄姊妹。

斐濟

有弟兄姊妹感染新冠病毒，蒙主保守，現已康復，

感謝主！請記念教會因應疫情，從 1 月起改為網上

聚會。為斐濟的疫情及天災禱告，求主施恩憐憫。

 歐洲地區 
法國

斌、玲： 感恩有新的南韓家庭參與馬城

國際教會崇拜，願主使用成為東

西文化的好橋樑。請為服侍團

隊能同心事奉禱告，求主保守。

德國

請記念能在神的憐憫下，盡快恢復實體聚會，能進

行教會職事團改選聖工。請為丁利昌夫婦能盡快重

新踏入全時間服侍禱告，求神開路。

 其他地區 
連心橋： 居住之處成了疫區，求主憐憫保護自己和

區內居民不受感染！一人獨處下，藉此好

好備課，求主帶領線上教學。

驢子： 感恩順利完成第一季的網課，求主預備新

一季的課程和學員；求主憐憫在家鄉的親

人，開啟他們的心，早日信主。

叮叮、噹噹：請記念三科的教學順利：宣教學、教

會歷史和基督徒婚姻觀。求主賜心力能關

心周圍的人。

森弦： 在疫情下，求主看顧父母身體健康，賜他

們信心依靠主，放下對孩子服侍上的擔憂，

經歷從上而來的平安。

麥子： 求神賜機會及智慧能與身邊的人分享福音，

並賜與工作上的恩典和力量。請記念媽媽

願意到教會認識神。

爾彥： 求主保守身體健康，賜智慧在教會培訓領

袖同工。又求主引領開展新的職場服侍。

如一夫婦：已年多未能與家人見面，甚念掛，求主

讓疫情受控，可與家人重聚。請記念能有

健壯的身心靈服侍。

離職： 大衛、涵娜宣教士夫婦過去兩年在美國進

修神學及輔導，完成後還有其他的進修計

劃。本會感謝他們過去在其他地區的服侍，

求主帶領和賜福他們前面的方向。

 

如想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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