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過差不多兩年的蟄伏等候，當現在準備再度出發，踏上宣教征途時，除了在行程計劃和一切相關的準備外，我們在心靈上是否更明白

神的心意和預備好做成祂的工？	

 

	 現實生活總是催逼著我們，需要經常調整對周遭事情的觀點和做法。無論是今天科技的不斷創新進步、世界市場的不停波動改變、國際

不確定的政治環境，再加上過去兩年全球疫情的肆虐，無人能不受到極大的影響而做出回應。然而，我們對上帝的認知、與上帝的關係在這期

間又如何呢？有些同工覺得白白虛渡了兩年的「被閉關」時間，一事無成；但也有同工感到這兩年是靈命成長的「被建立期」，因而重新得

力。我們相信神的屬性絕對不會因疫情而有所改變，可我們對上帝的認知和祂的計劃，會否隨著我們在疫情中與神相交而有所改變或成長呢？

這疫情揭露出人對上帝認知的問題

	 其實我們侍奉上帝的人對祂有多少認識呢？我們對祂又有什麼期望？當人的生命面對嚴重挑戰，好像全球疫情的危機時，他們對上帝的

真正觀念或認知才會因此被揭露出來。當人的生命被突如其來的衝擊震撼時，會想知道為什麼上帝不及時幫助他們解決這困難？人往往期待

上帝是

他們「大能有力的僕人」，好像阿拉丁神燈故事中那無所不能的精靈一樣，在需要祂的時刻便立刻出來拯救幫助？否則，人便開始懷疑他們

所相信的上帝，是否真正愛他們，甚或是祂是否真的存在。

	 我們生命經歷的素質，往往與我們對上帝的認知或期望息息相關。陶恕（A.	W.	Tozer）說：「人喜歡按照他們認為完美的道德標準或形

象來創造自己的上帝，剛好把聖經創世記1：26所說『上帝按照祂自己形象來造人』的啟示完全倒轉過來……我們對上帝的真實想法往往埋藏

在傳統宗教觀念的包袱中，這些觀念需要很多自我反省和深層的探索，才能最終被發掘出來並揭露它其中的真諦。除非經過一些痛苦的磨鍊

和考驗，我們不會發現自己對上帝的真正信念是什麼。」(註1)

	 有被譽為「走出教堂」的靈修大師，魏樂德（Dallas	 Willard）也曾如此說：「縱然我們選擇逃避面對自己的神學觀，但若果對上帝

的認知有誤解、困惑和偏差的信念……我們是有難度與祂進入深交的關係。在我過去的經驗中可以確認一件事實，就是當我們在悲慘的處境

中，若拒絕深刻思想為何上帝要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去修理我，卻相反依靠任何異想天開的理論和對上帝錯誤的成見來作解釋，最終必會帶來

極其可怕的後果。這對我們全人生命的健康和好處都會出現嚴重的威脅。」(註2)

	 主耶穌在地上的日子，經常糾正人對上帝和祂計劃的錯誤觀念。福音書的作者都有分別記載當時群眾對耶穌教訓的驚訝和希奇回應（

參太7：28；12：23，22：22，33；可6：2；11：8；路4：32；約4：27）。比如祂對一個年輕財主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

有，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太19：21-2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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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時代，物質上的祝福通常被看為是上帝恩惠的表現。有錢的人理應跟上帝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上帝賜給他們很多的財富。然而，主耶穌

卻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難怪當時門徒便很希奇

這教訓說：「這樣誰能得救呢？」（太19：23-25）這是主耶穌糾正人對神心意錯誤假設的其中一個例子。不知道在這一次的疫情中，主耶穌

有沒有糾正我們對神的一些錯誤假設呢？

	 對神心意錯誤假設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我們仍舊停留在童年時的宗教觀念或對上帝的啟蒙看法。正如英國聖經學者腓力斯（J.	B.	Phil-

lips）在他的名著《你的神太小》（Your	God	is	Too	Small）一書中所說：「今天許多基督徒的困惑在於，他們還沒有找到一個足夠大的上

帝來滿足現代人的需求。雖然他們的生活在許多方面已經歷不斷發展和改變，就是他們的視野也已經被世界許多事情和科學的新發現擴展到

彷彿迷惑的地步，但對上帝的認知卻基本上保持不變或沒有成長。顯然，一個成年人不可能帶著一個好像主日學小孩對神的啟蒙觀念在現今

複雜的環境中去侍奉神……除非他準備否定自己今天在生活中所面對的種種經歷。」(註3)	 美國神學家費高登Gordon	 Fee）也共鳴說，「畢

竟，人喜歡把上帝縮少到自己頭腦可以接受的大小，從而來控制。他們傾向於把上帝放在自己的盒子裡，然後把它好好收藏起來，再小心放

在身邊最安全的地。」(註4)	 若我們對不如己意所發生的事感到非常憤怒時，往往是因為我們對上帝有錯誤的期望，或誤解了上帝到底在我

們生命中要成就的事情。

	 如果我們，像保羅在以弗所書2：10所說，是祂手上的工作（手藝品workmanship），那麼我們便需要經常撿視，祂在我們人生不同際遇

中所要成就的心意是什麼？我完全同意楊腓力（Philip	Yancey）所說：「我們需要經常批判自己對神過去幼稚的認知」(註5)	如果不斷認識

無限的上帝是我們一生的追求，那麼我們便需要不斷完善和更新我們對祂的理解。否則，我們真的會讓自己那種虛假「藏在盒中的神」或幼

稚的「阿拉丁神燈的精靈」思維扼殺了我們與上帝的關係。

這疫情也揭露出社會的不公義問題

	 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義已經不只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現象，而是人類有史以來一個普世性現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把這不公義的現象更凸

顯出來，讓我們看到全球貧窮國家和福裕國家中最底層的群體，受疫情感染的程度最大，死亡人數也是最多。再者，富裕國家有用不完的疫

苗，但貧窮國家卻極度缺乏疫苗的供應。對於那些因戰亂、饑荒而顛沛流離的難民來說，他們的苦況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這真是極不

公義的狀况。

	 在舊約時代，上帝經常透過先知來糾正祂子民對祂心意的誤解。神所喜悅的絕非宗教活動或儀式。祂期待祂的子民，在日常生活中活

出裡外一致的敬虔生命，和正視社會不公義的問題。在以色列人的律法書中，神早已吩咐說：「若有外人（外邦的難民）在你們國中和你同

居，就不可欺負他。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

的神。」（利19:33-34）作為外邦人之光的以色列民，必須在實際的行動上，參與神期望萬國萬民要因祂子民得福的任務。這才是他們愛神

的具體表現。「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惡的；月朔和安息日，並宣召的大會，也是我所憎惡的；作罪孽，又守嚴肅會，我

也不能容忍。你們的月朔和節期，我心裡恨惡，我都以為麻煩；我擔當，便不耐煩。你們舉手禱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們多多地祈禱，

我也不聽。你們的手都滿了殺人的血。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

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賽1:13-17）主耶穌也糾正當時宗教領袖因祂跟罪人坐席的聖俗二分觀念：「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

才用得著。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們且去揣摩。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太9:12-13）

	 親自進入人類歷史的上帝，耶穌基督，同樣引用祂先前啟示以賽亞先知的話，來申明祂在地上的使命優先:「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

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4:18-

19）主耶穌沒有在地上建立任何型式的殿堂教會，然後邀請人來參加。相反地，祂進入人群當中去宣講天國的福音。在弱勢社群中做醫治趕

鬼和教導的工作。當門徒讚歎耶路撒冷的聖殿是何等雄偉美麗時，耶穌卻因神子民的假冒為善而難過，並預言聖殿被毀的收場。主耶穌要祂

的門徒知道，神對人為祂建造的殿宇，架構或宗教事業都沒興趣，祂所看重門徒所要做的莫過於——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

行。（彌6:8b）。

	 如此看來，當我們要重新出發去履行上帝所托付給我們的使命時，我們對那些顛沛流離的困苦難民，或在基層生活中掙扎求存的弱勢社

群，應該有如何程度的參與呢？到底上帝的心意和祂對教會，就是主耶穌基督在地上的身體，所要履行的任務又是如何呢？

	 當全球進入疫情後的新常態時，盼望教會和差會的眾同工們，都對我們所服侍的上帝有更新的認識，也更體貼和履行祂在地上所要我們

成就的計畫和心意。這樣，我們過去「被閉關」的兩年生命才沒有白費，而是走向更討上帝喜悅的新開始！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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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今天我能夠在這個高興的日子分享我如何從一個高傲、自我、頑固的罪人,成為一個	

以服事神為樂的僕人。心裏體會到歌羅西書(1:13-14)	 所說：「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

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裏，我們在愛子裏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我出生於一個迷信拜神拜祖先的家庭，會用不同的靈媒去趨吉避凶，這一切都是得罪神的惡

行，活在黑暗的權勢之下，而我就在這樣家庭下成長。然而到今天，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除了

一個哥哥以外，全家信了主，都成為基督徒了。我們脫離了黑暗的權勢，被遷到神的國裏，得蒙

救贖，罪過得以赦免，榮耀歸神!

 

	 我是在1977年來到安省讀寄宿中學的時候,被一羣無私、活出美好見證的同學感動，心裏很

羨慕他們彼此關顧的生活，我知道這不是能憑自己的改變而得到的，於是向我當時還未認識的主耶穌祈求，一年後我便決志信主了。2005

年的一個晚上，神給我的恩召臨到，當我靈修後祈禱時，心裏被馬太第九章第三十六節的經文感動，對神說我願意成為祂的工人。我被自己

的祈禱嚇了一跳，這不是我頭腦或心裡準備說的話，這是聖靈引導我作的祈禱。從被呼召到加入恩泉浸信會事奉，都是神的恩手引領，讓我

經歷祂的煉選和呼召。

 

	 2017年，我經歷神再一次的呼召，神藉著哥林多前書第九章「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前

9:23)，引導我向祂尋問事奉的方向。經過一年多的禱告和學習，加上外在和內在的印證，我知道神引導踏出我的安舒區，離開事奉了九年

的教會，踏上宣教之旅。2019年開始，我與丈夫一起到拉丁美洲不同地方作短期服事當地華人教

會。不久便爆發新冠病毒疫情，我以為宣教工作就此完結，神卻為我們敞開另一扇服侍的門，我

們藉著網絡繼續事奉中南美洲的華人教會。我們原料祈求神按衪心意差遣我們去一個宣教工場中

服侍，但是經過這次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無論教會生活、傳福音和栽培信徒的方法已經出現新

常態，神讓我們看見不是被呼召去事奉一個地方，而我們是被呼召去事奉祂!	

	 未來我們持守再被呼召的初心，繼續靠著神的恩典，忠心以宣講神的話語、傳揚福音，服事拉

丁美洲的華人教會、給當地牧者各種的支援。主內弟兄姐妹，在我這個卑微不配的罪人背後，有

一位離我不遠的神，在我還未認識祂之時，祂已經為我們預備了救恩，又帶領我經歷祂的憐憫恩

慈、回應神的恩召、生命蒙更新、走上恩典之路。願榮耀歸與神!

日期：11月4日	/	12月2日	/	1月6日	(星期五)

時間：10am-12pm	(PST)，1pm-2pm(EST)，請聯絡：info@gointl.ca。

差傳代禱：
	 1.		加拿大華傳於9月16日(星期五)舉行董事會會議，會上不但報告過去一年在疫情下蒙主恩典事工得以發展，我們也藉此機會一同禱告展望來年	

	 	 的事工方向；另外華傳國際董事會於12月初在馬來西亞舉行，這是兩年來第一次實體舉行，請代禱。

	 2.	 感謝神，駐宣教士黃陳燕華傳道於10月9日在她的母會多倫多恩泉浸信會與教會另外三位傳道同工一同按立牧師，求主祝福及引導。

	 3.	 杜枝生牧師夫婦已於9月初抵達柬埔寨金邊市，並且於9月16日協助國際使命學院舉行開學禮，他們於12月中回多倫多，請代禱。

	 4.	 駐巴拿馬宣教士呂偉青牧師早前感染新冠病毒，現已康復，並且協助聖經學院新學期的教學安排，請代禱。

	 5.	 東非烏干達最近爆發伊波拉病毒，目前疫情控制在西部六個省份及首都兩個社區，加拿大華傳安排了兩個短宣隊於今年底及明年初到當地服	

	 	 侍，現在需要修改計劃，請代禱，也為駐當地的宣教士禱告，求主保守。

華傳網上祈禱會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加拿大)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第一課：大使命的聖經基礎
第二課：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第三課：疫情後宣教新常態
第四課：走進跨文化宣教領域

差傳教育
網上普世差傳主日學

內容： 認識差傳的聖經根基，從宣教士的生命見證鼓勵參與跨文化宣教，
 及疫情後新常態下的宣教趨勢。

黃陳燕華(華傳拉丁美洲區宣教士)

敞開一扇服侍的門
(本文摘錄自黃陳燕華宣教士按牧典禮中的分享)

敞開一扇服侍的門
(本文摘錄自黃陳燕華宣教士按牧典禮中的分享)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加拿大)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差傳初探網上課程

語言：粵語
講員：李傳頌牧師
日期：2023年1月7、14、22、28日(星期六)
時間：4pm-5:30pm(PST)/7pm-8:30pm(EST)

報名：加拿大華傳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info@gointl .ca
 (報名後提供網上連結)

第一課：大使命的聖經基礎

第二課：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第三課：疫情後宣教新常態

第四課：走進跨文化宣教領域         
講員

內容： 認識差傳的聖經根基，從宣教士的生命見證鼓勵參與跨文化宣教，
 及疫情後新常態下的宣教趨勢。

李傳頌牧師
(加拿大華傳執行主任)

溫哥華
基督教頌恩堂
2855 E 1st Ave, Vancouver

八月20/21
7:30 - 9:30PM

多倫多
華人基督教會
100 Acadia Ave, Markham

八月27/28
7:30 - 9:30PM

加東華人
基督徒
冬令會

2023

十架與福音

加拉太書研讀

2月10日
(星期五)

2月12日
(星期日)

多 倫 多 中 華 循 道 會
8 Metropolitan Rd, Scarborough, ON M1R 2T6

主辦:世界華福加拿大聯區

查詢及報名: www.cccowe.ca

陳韋安博士
香港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德國魯爾波鴻大學神學博士
現任香港建道神學院副教授

Flow Church 創辦人

陳韋安博士
香港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德國魯爾波鴻大學神學博士
現任香港建道神學院副教授

Flow Church 創辦人

大會講員

杜枝生牧師李士弘牧師張勁揚傳道李傳頌牧師

宣教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