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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希陸

我曾接受嬰孩洗禮，長大後

接受堅信禮。教會送給我的堅信

禮聖經，內裏寫了這一節經文：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

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詩篇二十三 6）

因主慈愛必得安心

「一生一世」：年輕時會覺得

「一生一世」很長久，我還有 50

年、70 年，很遙遠。年長了，事

奉也逾三十年，常陪伴及牧養病

弱肢體，最近中信也有一些宣教

士安息主懷，發覺「一生一世」

的日子原來很短。人一生無論是

活兩三年，二三十年，七八十年，

甚至過百年，都很短少。我一生

或長或短，最重要是「必有」天

父的「恩惠慈愛隨着我」。

「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恩

惠」和「慈愛」是相關的，因天父

的「慈愛」，自然賜「恩惠」給我

們，故「恩惠」和「慈愛」是必然

臨到我們，不會更改的。我喜歡

作者大衛使用的「必」字，背後

是深信上帝不變的慈愛屬性，及

引伸出來的「恩惠」，「必」定臨

到我身上。我認識一對母女，在

戰爭走難時，這母親見到路旁有

一名哭哭啼啼的棄嬰，她不忍心，

在兵慌馬亂時收養了她，以後還

供書教學。養女長大了，有工作、

婚姻及兒女。這棄嬰沒有做甚麽，

她能生存下來，是養母的「恩惠」

和「慈愛」。上帝的恩惠慈愛比

這養母的更多更大更廣。新冠疫

情困擾世界兩年多，各行各業，

包括教會及差會的發展，都大受

阻礙。有上帝的「恩惠慈愛隨着

我」，無論面對甚麽困難缺欠，

我就可以安心。

立志倚靠跟隨上主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作者曾跨越「死蔭

的幽谷」、受「杖」「竿」的引導

管教、又曾經歷戰爭。作者大衛

的人生也許就像你我的人生，有

高山低谷，甚至環境非常惡劣，

惟最重要是「耶和華是我的牧

者」。有一天回望，便見這些崎

嶇道路，得天父扶持，都渡過了。

「住在」有「歸回」之意，大衛要

立志，永遠「住在」或「歸回」耶

和華的殿，一生一世倚靠主，親

近祂。這也應該是我們的立志。

這兩三年，相信大家都很艱

難，這節聖經鼓勵我們，要確認

誰是我們的牧者，立志倚靠並跟

隨祂。  

（作者是中信國際差會董事會副主席）

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 文／陳希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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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主耶穌復活升天之前，向

門徒交付大使命至今已有兩千多

年了，回望過去，都是處在不斷

的改變當中，例如文字的傳承：

單從把文字刻在皮卷、轉變到書

寫傳抄、進而大量印刷，然後轉

入電腦打字、口語輸入的數碼傳

輸，甚至不久將來只要用想、有

個意念就能呈現文字……等等，

過去與現在之分別就是在轉換的

速度上，從每一代轉變要用上幾

百年，快則幾十年，至如今加倍

壓縮的飛速。縱使時代是如此急

劇轉變，惟大使命的行動卻沒有

因為跟不上而被拋在後頭，因這

無非是聖靈開始啟動、持續保守

以及不斷開展的新契機。

而當面對現今急速轉變的處

境，筆者願以回歸聖靈如何引導

這個大使命的原初模型，回應現

今差傳策略。

大使命行動需先行者

門徒一開始所認知的大使命

與主耶穌所交付的，其實是有一

個很大的落差。然而，神卻透過

現實環境來讓門徒突破禁錮的框

架而達至主耶穌原先的心意。這

第一個突破，可以說是從司提反

的殉道開始。在使徒行傳八章描

述，因着迫害使得門徒不能再只

內聚而必須分散，乍看是個衝擊

與無奈，但從大使命的角度，卻

是聖靈開啟的機會。試問，若果

沒有經歷這迫害和四散，福音能

否超越這些門徒地域、民族的籠

牢框架？想必是不行。但感謝神，

雖是分散卻沒有澆熄傳福音的心

志，因此福音就向外進入了猶太

和撒馬利亞各處。換句話說，他

們就是大使命的先行者，哪怕亦

是難民。

大使命的行動是需要有先行

者，這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資源

管道。如果較為主動的，可以是

鼓勵帶有福音使命的移民，尤其

現今人口因着各種因素流動迅速，

若是能為着福音的緣故遷移，就

能散布福音的種子。再者，今日

難民潮可以說是日益加增，尤其

是那些對福音十分排斥並很難進

去的地區，所輸出的難民更是絡

繹不絕。在本地接待與服侍難民，

也正是一種先行者的事工，因在

遭難之時，他們最需要的就是透

過一杯涼水的愛與關懷，而這不

正是我們信仰所賦予的嗎？另外，

支持沒有文化及語言障礙的當地

宣教同工，也是一個高效的先行

者策略。在資源方面，傳媒事工

也是能扮演很好的先行者角色，

尤其網絡科技迅速發展的今日，

更是如此，疫情迫使福音事工步

向網絡領域，正如當年使徒時代

因着逼迫致使開啟另一個傳福音

的機會與空間。

栽培堅固者及傳承者

除了先行者之外，當福音在

所分散之地發了芽，就必須有栽

培堅固者進入。正如彼得和約翰

就被差派作訓練、教導與深化的

工作，打好真理的根基，並且培

養當地的領袖，同時也連結前線

（宣教工場）與後方（差派、支持

的母會），回報工場事工狀況，

並激發更多的宣教使命、異象與

支持。這正就是我們所差派的宣

教士。

在使徒行傳第十一章的敘事

可說是接續第八章，安提阿教會

就是先行者以及栽培堅固者合作

下所產生的外邦教會，然而聖靈

所推動的大使命並不是單單停在

這裏。接着在第十二章，這個外

邦教會不但自立自養，更承接大

使命開始成為差派教會，成為大

使命的傳承者，這就是大使命行

動目標：讓福音輸入轉化成為福

音輸出，開始新的先行者。

因此，先行者、栽培堅固者

以及傳承者所架構起的策略模型，

也是我們今日差傳事工的核心架

構，當然我們可以按現行所能有

的資源與處境，有不同的重心；

然而，不管是哪一方面，都須在

整全的策略視域下來構思，才不

致失去平衡。至於是哪一種差派

模式，聖靈所開啟的機會以及帶

領，才是我們首要關注的重心，

與聖靈同工，神自然會供給相應

的資源與支持，這正就是歷代教

會所歷經神與我們同在的信心反

省。

（作者是美國中信總幹事）

因應時代的
      差 傳 策 略 文／劉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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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 & 玲宣教士想你知：法國的近況

1. 2018 年數字顯示，法國約三成人口自稱天主教

徒，惟其中三分之二都是非實踐信仰者（non-

pratiquants）。不少人不明白天主教與基督教的

分別，我們要以簡單易明的方式向他們說明兩者

的差異。

2. 據 2021 年的統計，法國大概每三日就有一位女

性死於家暴，全年共有 113 名受害者。我們也曾

接觸過受家暴的婦女，不但取證困難，若加上她

們語言不通、不熟悉當地法律制度、缺乏親友支

援和經濟能力等，都讓她們難以脫離困境。

3. 法國由 2022 年 3 月 14 日起，除了交通、醫療場

所和安老院等，所有室內場所都不再需要配戴口

罩，同時取消疫苗護照的措施，顯示疫情已緩和

下來。請記念隨着大量人口接種疫苗，生活和事

奉能漸漸回復正常，不影響外國學生來法留學的

決定。

（作者是香港中信駐法國宣教士）

「祂不喜悅馬的力大，不喜

愛人的腿快。耶和華喜愛敬畏祂

和盼望祂慈愛的人。」（詩一四七

10）

這段經文是我這兩年半在法

國新工場的深刻經歷和體會。當

初懷着滿腔熱誠，經過一段很不

容易的時間，終於能夠起行到達

神所帶領的地方，希望為傳揚天

國福音做點事，滿腹都是很多自

己原先的想法和期望。但當疫情

來襲，整個環境徹底改變時，自

己對神的信心和宣教理念竟再次

受到考驗。不論我有多少準備、

能力和努力，如果沒有神的開路

和同工，我所做的只是人的工作；

一切服侍的時間和機會都不是掌

握在自己手裏，而是全都在於神

的時間。

事工不能開展的感受

當我急於想讓別人看到自己

的事奉成果時，實則是我的生命

被神建立和得以成長。我常反思，

怎樣才是上帝所喜悅的事奉？人

往往聚焦在一些容易看見、能被

量化和觸摸得到的事情，因為這

讓人有安全感，並且是可具體衡

量成功的指標。惟宣教往往就是

突破人的固有觀念和經驗，讓人

真正徹底謙卑在神的面前。當我

以為事情能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

時，其實都是父神透過我甘心樂

意的服侍，祝福自己和家人。

記得當我們一家來到法國安

頓後不久便要面對封城，當時只

認識幾個福音對象，且只曾見過

一兩次面，關係仍未真正建立，

便因封城而不能夠再實體接觸。

我的法語水平仍只屬初階，雖曾

接觸法語但因放下太久，根本未

能與法語弟兄姊妹溝通，加上沒

有華人信徒，內心非常孤單，不

知道平日可以如何安排時間。惟

始料不及的，就是在這困境中，

留學生因為沒法去旅行，便有機

會跟他們在網上聊天。另外一位

福音對象因為一些原因而被迫滯

留在外國，十分孤單無聊，我便

開始與他定期透過網絡視像通話，

除了閒話日常，也開始了個人查

經的時間，及後相繼有不同的福

音對象加入，形成一個網上查經

小組。這都是我沒曾預計會如此

發生的。

感染患病的感受

另一件令我非常困惑的事，

就是我們夫婦二人突然感染新冠

肺炎。當時正值解封後不久，疫

情並不嚴重，很多暑假服侍亦已

妥善安排好了，卻一切都要擱下。

染病初期我心裏充滿不解、懷疑

和失望：「為甚麼所有一早編排

好的計劃要取消？」心裏很是不

願。想到所有事情都是為神而做

的，況且等待解封這麼久，終於

以為可以在暑假做點事，為甚麼

到頭來卻仍不讓我們做呢？而且

我們是因為探訪福音對象而被感

染，為何神沒有保守我們？莫非

我仍要繼續等待？仍需被神磨練

才合乎主用？ 

在家居隔離的過程中自己有

很多安靜獨處時間，我學習不論

是困難或苦難來到，仍要確信神

是愛我的天父，祂是我們生命的

主和王，相信祂的應許和引導是

不變的。透過反思領會，明白到

最重要的不是自己做了甚麼，而

是活出主的生命和看見上帝的工

作，祂正在做事，一切是神的宣

教。我們夫婦是在認識的肢體和

朋友間較早患病的人，所以更能

明白和幫助及後在第四和第五輪

疫情中感染的朋友。神的心意高

過我們的，讓我們繼續全心信靠

祂。

假 使 法 國
    不 像 預 期 文／斌

每年開學前都會舉辦

二手物品買賣場

國際教會中的亞洲家庭到現在仍會戴口罩，

西方信徒則不會。

作者服侍的工場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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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地區 
香港本土任務 
洪少樂、楊秀英：求主光照秀英母親早

日全心接受主。感恩多名家人

確診新冠病毒已痊癒；請記念

6 月底帶領短宣隊15天行程順

利平安。

陳偉娟： 感恩疫情下可進修宣教課程，

並在不同教會宣講差傳信息。

差傳營會延期，求主帶領籌辦

工作。請記念家人信主及行在

神道路上。

關珮而：感恩爸爸已受洗，中風後已可

慢慢走路和記憶力稍有進步。

求主賜精神體力照顧爸爸，並

賜智慧和加力，能兼顧神學學

習和事奉。

南韓

小娜： 請記念疫情能穩定下來，可回鄉探望父母

和朋友及畢業的留學生。求神為團契打開

傳福音的門，加添得救人數。

永泉、影婷：因房東決定賣掉現時正租住房子，故

需遷離，外面租房十分昂貴且不易，求主

預備合適居所。

梁志韜、沈潔瑩：一家將於 6 月離開工

場並回港述職半年，求主引導。

請記念能為小兒子找到合適學

校及大兒子在日本的學習。

月季： 學生簽證已到期，求主開路能繼續宣教。

印尼

凱特： 感恩完成畢業功課。請記念能順利完成辦

理回美證的打指印程序。

保羅、恩惠：請記念能開展一所跨文化培訓中心，

求神預備學員、老師和地方；中心所需的

經費，又求主感動眾教會一同參與。

澳門

郭麗思： 求主賜智慧拓展石排灣事工，

並預備合適堂址。求主保守身

心靈健壯能參與各項事工，承

載長期病患者抱怨的負面情緒。

李妙如：請記念兒童宣教營的籌備及參

與營會服侍的少年領袖之培訓，

並求主預備參加營會的兒童。

泰國

李偉良、韓昱：感恩找到臨時泰國校長協

助申請學校執照。求主保守建

校順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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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雙方年老的母親

禱告，求主眷顧保守她們安享

晚年。感恩兒子毅軒與銘佳立

下神聖婚盟，求主祝福。

哈海山、馮惠茵：希望7月順利回港述職，

探望家人朋友。求主幫助但以

理學校的收生情況、建築進程

順利。

緬甸

請為緬甸和平禱告，自獨立以來，內戰從未止息，

民族間之矛盾衝突不斷，2021年再度發生政治動盪，

全國陷入困局。求主賜緬甸人民和平與盼望，憐憫

無辜人民，在經濟制裁下仍有基本食用。

 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

梁健民、周慧嫦：感恩健民的心臟手術

順利完成，請記念康復進程及

其鼻敏感治療。求主帶領兩人

在合適時間返回厄瓜多爾工場。

伯利茲

夏偉鵬、曾麗珍：感恩偉鵬已順利返回

伯利茲。求神保守每天出入平

安；指引事工的方向和發展；

賜予事奉人手協助事工。

哥斯達黎加

感謝主的憐憫，疫情逐漸受控，將逐步放寬抗疫限制。

繼續與南美洲不同華人教會的教牧，一起發展華人

第二代的網絡事工，求主引導。

秘魯

青年團契已重啟實體聚會，求神帶領青少年參與；

請記念探訪事工，初期主要探訪一些有青年人的家

庭，求主開路。請為劉嘉禮傳道一家的健康禱告，

並保守劉傳道在香港獨居的母親，求主眷顧。

委內瑞拉

請為趙振光傳道的健康禱告，盼能從美國購買到治

癒低血糖症並增加胰島素的藥物。請記念趙傳道在

教會的服侍不因健康問題受影響。求主指示合適時

間恢復實體聚會。

 大洋洲地區 
大洋洲

鄧仲明、梁淑蓮：澳洲冬天流感和新冠

疫情較嚴重，求神保守不受感

染，能繼續宣教；請記念女兒

每月需乘飛機到偏遠地區服侍

原住民的平安。

新喀里多尼亞

感恩有兩位姊妹願每週與中信宣教士及同工進行網

上一對一查經。求主預備差派宣教士到努美亞全時

間服侍。

瓦努阿圖

安德魯：感謝主，能在桑托結識了可同走天路的醫

療宣教士 Rachael，認識兩年後於今年初

訂婚。瓦國疫情突然爆發，求主保守 6 月

的婚禮能如期舉行。

斐濟

感謝主！疫情放緩，政府解禁後，教會已恢復實體

崇拜。恢復國際通關下，求神預備中信差派長期宣

教士來支援。教會在同工及澳洲中信配搭下，崇拜

及每週查經能正常運作。

 歐洲地區 
法國

斌、玲： 感恩能穩定個別牧養信徒及開

始新查經小組。請為艾城學生

福音工作禱告，求主賜接觸華

人的機會。請記念回香港述職

的安排和分享。

德國

感恩丁利昌、吳燕美服侍的教會可恢復實體敬拜。

一位姊妹被不明襲擊者用刀襲擊，身受重傷，現正

接受治療及心理輔導，請為姊妹全人康復代禱，並

為德國的治安禱告。

 其他地區 
連心橋： 請為新一季的網課禱告，求主賜智慧專心

備課，教導能教導別人的人。已接種第二

針疫苗，反應很大！經休息後已慢慢好轉。

驢子： 感恩，天父體恤我的軟弱，賜我出人意外

的平安，四月中旬得知患上乳癌，求主保

守我的心，勇敢面對往後的治療，又求主

使用醫護團隊，助我走過這艱辛的日子。

叮叮、噹噹：請為這一季教導「夫妻之道」，以及負

責跨文化課程禱告，願神加力與使用，使

課程能貼近學員的需要，以建立基督化的

家庭及栽培宣教人。

森弦： 求主賜智慧教授「品格塑造」課程，盼扶

助學員能改進與神與人與自己的關係，以

生命活出美好見證。

麥子： 求神憐憫保守母親身體健康，並能藉肢體

的探訪，與她到教會一起敬拜。求神賜智

慧和愛心幫助學生，做好班主任的工作。

請記念能完成輔導培訓。

爾彥： 感恩培訓課程順利完成。請記念教會運作

模式轉型下，會眾能適應並有美好果效。

求主賜智慧和愛心帶領領袖。

如一夫婦：請記念能有智慧地逐步回復實體聚會；

父母身體安康能有機會認識主。祈求能在

合適時間回香港探望家人。

 

如想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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