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的福音工作̶̶不被環境限制的福音
讚美主，在疫情期間福音工作並沒有受到限制，有弟兄姊妹以網上福音
小組的形式繼續將福音廣傳。蒙主恩典，讓我們恢復了實體暑期學青福
音訓練，讓我們在福音上有更多應時的裝備，也有馬上實踐的機會。過
程中不少弟兄姊妹對傳福音有深刻的領受，盼望這些經歷能發揮彼此
激勵的效果，大家一同靠主把福音傳開去。

福音的裝備̶̶學青暑期福音訓練 
教會在本年的福音訓練中，邀請到「 發」（Alpha Hong Kong）、小火
子青年社群和香港學園傳道會的同工，跟大專的弟兄姊妹們分享有關「
發」的運作、現代人靈魂深處的需要和基督徒該具備的素質，以及疫

情下基督徒能 為福音作甚麼，以致仍能為基督在福音工作上打下一
場又一場的勝仗。除此以外，機構同工亦藉着各樣的活動和見證分享，
激勵弟兄姊妹們為主來夢想，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在院校、家庭、朋友圈
等群體中把福音傳開。在訓練的第三天，機構同工呼召願意為福音擺上
的人，不少弟兄姊妹走到台前，立志為主收割熟透的莊稼。

甚麼是「 發」？
̶̶Alpha Anywhere，隨地、隨時、隨人的福音平台

是否「不能見面就不能傳福音」？感謝主，在疫情期間為我們開 新的福
音門路̶ 「̶ 發」。「 發」是一系列探索基督教信仰的影片，為聖徒提
供傳福音的資源，聖徒能透過影片與福音朋友以小組形式探討信仰問
題，引發討論。「 發」其中一個特點是可以隨地、隨時、隨人地開辦。因此
，就算沒有實體見面的機會，我們也能透過在線上開辦福音小組來把福
音傳開。

發」的同工們提醒，開辦或參與福音小組時，我們應以同行者的角
色，先憑着基督的愛與福音朋友建立真誠和親密的關係，再和他們一同
探索有關生命和信仰的議題，而不是一昧的逼使福音朋友們相信耶穌。
另外，在每次的小組裏，我們極需要靠着聖靈行事，好叫我們的一言一
行都是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我們亦很需要為每一位組員去代求，求主柔
軟他們的心，真正改變他們的生命。

發」3大元素：

1.食物：藉着一同用膳或享用茶點時的輕鬆氣氛，拉近組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2.短講：與組員一同觀看一系列「 發」的影片，當中的短講會探討並嘗試解答一些關於生命和信

仰的基本問題，例如「人生就係 ？」、「耶穌係邊個？」、「耶穌點解要死？」等問題

3.討論：「 發」中每個人都可以就着主題在小組中自由地分享其想法及一起討論，務求營造出一個

真誠、友善及開放的討論氛圍

學青暑期福音訓練合照



福音是屬靈的爭戰̶̶最重要的是信心和禱告
弟兄在訓練的最後一天提醒我們，福音是屬靈的爭戰。他又藉耶穌為一
個孩子趕出 鬼的事蹟（可九20-29），跟我們分享所有福音工作，都必
須守住的兩條戰線。

見證禱告的果效̶̶Alpha Kickoff Day
兩次 Alpha Kickoff Day 合計有 94 人參與，而當中有 41 位新朋友。
這兩次皆有遊戲、觀看影片和小組內討論的時間，其中發現不論是弟兄
姊妹，還是初次來到的新朋友們都十分踴躍參與，並就着討論問題有真
誠的分享，氣氛十分融洽。這兩天合計的人數和氣氛真的是超過我們所
求所想，讚美主真的聽了教會的禱告，把人都引到他的面前，願榮耀歸
於神。

將所領受的實踐出來
̶ 「̶接力式」禱告為福音爭戰
因此，在一切福音工作開始之先，大專的弟兄姊妹們都逼切地為福音禱
告祈求。通過建立「守住禱告 用福音 轉化香港」的WhatsApp群組，約
有30多位弟兄姊妹一同在這禱告祭壇中，每週兩次，以打卡接力的方式
彼此激勵，為着大專聚會和福音開展，擺上同心合意的禱告。

另外，為着鼓勵及協助弟兄姊妹開辦福音小組，我們在 2020 年 6 月 
19 及 24 日在尖沙咀會所舉辦了兩天的 Alpha Kickoff Day，邀請福
音朋友以輕鬆的方式認識基督教和弟兄姊妹們。在 Kickoff Day 以先，
有30多位的弟兄姊妹參與了實體的禱告會，為自己能先被聖靈充滿，為
福音朋友的心能得釋放，為 Kickoff Day當天的氣氛、流程等，同心合意
的獻上禱告，求能搖動神大能的手，使列國都歸向 。

戰線一̶̶信心
主在出手趕出 鬼前，先跟孩子的父親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
能」（可九23）。主是無所不能的，唯一 阻主工作的就是人的不信。不信
的惡心只會縱容魔鬼的工作，令身邊的朋友仍落在撒但的權勢底下。相
反，當我們對神的工作和能力有絕對的信心，就能 動天上的能力，看
見主真的凡事都能，甚至把我們的朋友從撒但權下，遷到主的國度裏。

戰線二̶̶禱告
主趕出 鬼後，門徒暗暗的問主為甚麼他們不能把鬼趕出去，耶穌就說
「非用禱告，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約九29）。傳福音其實是靈界的戰
爭，而基督徒的禱告是給予魔鬼致命攻擊的武器。非用禱告，即是除了禱
告以外，再無別的方法，能 戰勝仇敵。唯有用禱告，才能支取從上頭而
來的能力，擊退仇敵，釋放我們的朋友到主面前來。

訓練中為福音開展禱告 一同屈膝有奉獻禱告

活動中有遊戲的時間 一同看Alpha的影片



分享1:
傳福音不在乎形式 重要是有神的同在
參與聚會也有一段時間，但很少有傳福音的想法。直到加入大專後，遇
到一些新朋友，言談之間發現新認識的朋友離開了教會一段時間，於是
鼓起勇氣去問 有沒有興趣來 道會， 竟然一口答應。更沒有料到的
是， 竟願意參加 Alpha course 認識信仰和福音，就這樣我們一起開
始了福音小組。過程中，我們認識對於初信者很重要的信仰基礎，例如: 
禱告與讀聖經的重要性，同時也反省了神與自己的關係。但小組開始了
不久後便遇上疫情，大家不能實體見面。一開始擔心福音朋友會感到
和不習慣，但後來在 Zoom 大家也能敞開分享討論。原來不論是網上

福音小組 遍地開花
由 Kickoff Day 起，截至 7 月，共有 17 組福音小組正如火如荼地進行
著，約有 55 位新朋友和初信者持續參與在其中，一同在小組內觀看「
發的課程、閱讀屬靈文章，甚至 考聖經。關於如何藉開辦福音小組

來傳福音的經歷，以下是一些弟兄姊妹們的分享：

抑或是實體見面，神的同在才是至關重要，這也讓我看到神的奇妙作為
。在疫情與考試忙碌期間，我們也會有互相代禱的時候，我明白到這個
小組不單是認識信仰，也是弟兄姊妹互相扶持、彼此勉勵的機會。我們
也鼓勵福音朋友嘗試讀聖經，也在群組中分享一些讀經得著，希望神的
話能 成為我們每天生活的動力來源。

在結束考試的忙碌之後，我多了很多空餘時間，便開始陪伴少年聚會時
認識的弟兄姊妹參加 Alpha Kickoff Day，他們竟然拾回重新認識信
仰的興趣，於是便展開了第二組的 Alpha course。感恩神一次又一次
尋回屬 的羊，讓他們回到教會當中。（欣）

在三月初的時候，得知能 透過網上開辦「 發」福音小組傳福音，經禱
告後蒙主開路，成功邀請我兩個大學朋友和數個弟兄姊妹一起開始網
上「 發」小組。在首幾次小組中，心裡是戰戰兢兢的，擔心福音朋友的
反應，也害怕自己不能 勝任小組組長的角色。然而在預備小組當中，
主緊緊抓住我。每天晚上藉著禱告把小組交在主的手中，為著下次小組
的負擔與主交通和切切禱告。當中不但得到主的話語，與主的關係更是
越發親近，深深經歷與主相交的甜美。感謝主成全禱告，在小組中大大
作工，網上的小組持續了三個月，當中實在蒙主帶領，除了「 發」短片外
，更交通到同性戀、基督徒婚姻等議題。福音朋友對信仰的態度改觀了
很多，甚至有福音朋友在「 發」週末中信主，願意穩定參與聚會，願榮
耀歸主！

再分享一下主配搭肢體的奇妙工作，當初我選擇配搭時沒有考慮很多，
但是主有 奇妙的作為，在服事過程中，主多次恰到好處地使用弟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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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2：
彼此配搭 勇敢傳揚福音 



妹獨特的恩賜和經歷去造就福音朋友。我們在配搭上有很多學習，也能
彼此建立真摯的關係，有時我們甚至在小組後留下檢討交談到半夜

也不願離開，最後互相代禱作結。感謝神在疫情當中加倍地祝福教會的
福音工作。（書）

分享3:
福音事上要好好禱告 配合神的計劃
感謝神！「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
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在福音工作裡，我經歷到不是我要傳福音，乃是
神要得著人， 把我放在禱告和配合的位置上，沒有多、沒有少。

沒有多，因神沒賜我計劃力，或事先知道該說的話；相反，我只是戰戰兢
兢地開始每次的小組，當沒人說話的時候無把握地等候神讓我想到話
題，我只是一個配合的人。神打倒我，因為傳福音可以有千萬個途徑，神
讓我知道不是依靠口才經歷，乃是要依靠 。

沒有少，因神把 的計劃託付在我們的禱告上。我們若不禱告，神寧願
延遲 的行動，先讓我們 釘，非等到我們好好禱告，神才繼續動工。
有一次我看著大廳的「耶穌是主」，發現「主」是「一點」加「王」，「穌」字拆
開是「魚」加「禾」，「耶」字居然是兩隻耳 。原來當我聽從我王的話，微
小如一點的我也能得著許多魚和莊稼:D （睿）

分享4:
殷勤傳福音 禱告靠主到路終
疫症期間我學會了要主動製造傳福音的機會，而不是等到機會來到才
傳。過往我很依賴教會提供的福音平台，因此一年之間除了幾次 道會
和Hit the mark，我基本上不會跟身邊的人談起福音。直到疫症開始，

那些平台都消失了。那時我剛讀到一本屬靈書，講論到我們作為主的用
人，性格上要做到「殷勤不懶惰」。而什麼叫「殷勤不懶惰」 ？書本的解
釋是「要時常舉目向田觀看」，看看外面有什麼需要，而不是要等有一個
服事的崗位來到才工作。當我這樣「向田觀看」的時候，就想起了一些本
來打算year4最後一個sem傳福音給他們的同學。然而，因為疫症的緣
故我們不能見面，正煩心該如何傳福音給他們時，想起了Hit the mark 
看過的Alpha course，心裡萌生用 zoom 開辦福音小組的念頭，Alpha 
福音小組就這樣開始了。

小組開始時，我和組員因感受到神奇妙的帶領而滿心歡喜，漸漸忽略了
禱告的重要，但後來出現的一系列 阻又把我們帶回神面前，這讓我們
明白到小組之所以能 維持下去，並不是一開始時有神的帶領就可以，
而是要一直靠著禱告，與神同工，與福音朋友同行。（琳）

鼓勵的話：
最後想鼓勵弟兄姊妹，有時候我們很容易把傳福音單單看作一個循例
的工作，枯燥乏味。然而傳福音以至教會建造歸根究底是一個關係建立
的過程，事工一時三刻的成敗得失只是其次，神最終渴望與我們建立真
摯永恆的關係， 也希望我們與弟兄姊妹如此相處。雖然傳福音的過程
中會有灰心失意的時候，甚至有時看似徒勞無功，但是神並不失敗，有
時 更渴望我們在過程中更加彼此認識，從中增進關係，在挫折中被建
造。最終成事在主，主若願意，在 沒有難成的事。弟兄姊妹們，願我們
都學習在主內享受過程，在過程中享受主，在 的恩典上剛強起來，勇
敢傳揚主。（書）





婦人和男孩子的異象̶̶我們要看清撒但一切的攻擊，以支取
羔羊的血作我們勝過敵人的秘訣，見證神活潑、有功效的道。

地上的兩隻獸̶̶仇敵冒充基督和聖靈誘惑人，故
我們要更多以神作我們的中心，多關心神的心意。

七碗的審判̶̶主來像賊一樣，故我們要小心，
過警醒的生活，等候主回來。

大淫婦的刑罰̶̶我們要防備屬靈的淫亂，提防有形
無形的偶像，在艱難裡面仍然以神作為我們的滿足。

大巴比倫傾倒̶̶在現今社會我們要謹慎，守著基督徒
應有的界線，持與世人不一樣的價 觀，保守自己的心。

聖城新耶路撒冷̶̶神的心意乃是與人同住，我們亦當有此渴慕，
審視自己每天在主面前的經歷，願意獻上自己為主事奉。

肢體分享：
這個學期每週的成全訓練均在網上舉行，沒有其他人一同聚集
的情況下，我很容易分心，甚至自己的讀經生活都變得不穩定。
但因著成全訓練的操練，我在晨更和信息內容中都得著供應。
即使成全訓練的形式變了，但求我們對主的心不變，反而對主
更加火熱。(悅)

由於自己今年在學業和聚會上都要網上進行，自己對話語的專
注受到很大挑戰。但感謝主，即使環境這般惡劣， 仍然願意籍
著 示錄說話。我尤其得著當中提醒我生活上要謹慎，在末世
過警醒的生活，作有福的、被主呼召的得勝者。(信)

必要快成的事
1.坐在天上寶座的羔羊̶̶從舊約預言看到基督是王，萬有都
在 的手中，因著基督的救贖，人亦能 得著權柄執掌王權並與
神和好。
2.天使揭開七印̶̶我們要與無盼望的世人有分別，在面對逼
迫時要有受苦和殉道的心志，認識主非降災禍而是賜安慰的那
一位， 會紀念信徒所受的一切苦難。
3.天使吹響七號̶̶撒但目的是要叫人與神的交通中斷，故信
徒在任何環境之下要在主面前站穩，努力追求作得勝的。
4.兩個見證人̶̶我們要渴慕被聖靈充滿的光景，好叫我們能
倒空自己裡面的思想和看法，讓聖靈能順利在我們身上工作。

對七教會的書信
以弗所教會離棄了起初的愛心，令本來的行為變得沒有意義。
故要回想當初如何被主感動，轉眼注目主並拾回起初的愛。
士每拿教會受到猶太人的逼迫，但在面對苦難時仍相信神的所
是及應許，活出至死忠心的態度。
別迦摩教會和推雅推喇教會遵從人的教訓，犯下屬靈的淫亂，
讓外面的思想勝過主的主權。所以要斬斷與世界的一切關係，
每天從主話中得著供應。
撒狄教會外表看似是活的，但內裡靈命卻是死的，沒有一樣行
為是完全的，因此要回想當初對主的領受，依賴聖靈經歷主話
裡的生命。
非拉鐵非教會雖然只有一點力量，但仍能持守主道，不棄絕主
的名。故要在逼迫裡面繼續持守所擁有的，就能得著冠冕。
老底嘉教會被斥責不冷不熱，在主眼中沒有任何用途。所以主
勸勉教會不要自以為富足，讓主進來我們的生命就能得勝。

一、末世預言的遠鏡（一章至十一章前） 二、末世至永世經過的仔細敘述（十一章後至廿二章）





不是由己出發 
在疫症期間，我發現自己很小信，

亦沒有真實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
能。由於不能常與人見面或接觸，
也沒有實體的福音聚會，令我覺得
要人信主或邀請人聽福音很困難。
不過知道在末世時仍需傳福音，所
以就將網上 道會的連結用
WhatsApp群發，但自己只在內心
作了簡單的禱告，求主得著自己的
同學而已。當時心裏其實已斷定訊
息會被人「已讀不回」，但沒想到，
有一個在海外工作的中學同學（已
受浸，但大學時期甚少聚會）回覆
了我，甚至 也邀請了 的家人一
同參與 道會。此刻，我深知道是
主的工作。明顯地，我沒有做甚麼，
甚至沒有信心，但神自己作工了。
更奇妙的是，那位中學同學開始恢
復與主的關係，建立了穩定的讀經
生活，對神的話有興趣，會主動問
我參加網上聖經講座。我們現在亦
再次成為同伴，彼此分享。這實在
是神的恩，即使 在海外，但仍然
能被神得着，福音確實本是神的大
能，感謝神。

畢業在即，我也需要面對工作上的
面試，而這次的面試，神讓我認識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使我們得
的生命，能稱 為父神。當我還

是個罪人，犯罪得罪了神，被魔鬼
勒著脖子好像連活命的指望都沒
有。但當我俯伏跪拜在 的跟前，
呼求 的名， 就來到，趕 了仇
敵，神的愛就已經顯明。

我初信主以後幾年，因著個人的懶
惰，沒有讀經習慣，使我不認識父
神，就因著內心許多疑問和情緒，
便收拾包袱離開了父神的家，在世
俗任意放蕩，又浪費父神所給的一
切。在世俗的那幾年，被許多罪惡
奴役，使內心裡充滿著許多黑暗，
又不願接受神愛的光照，甚至對
發脾氣，得罪了 。儘管如此，父神
的愛從未停止，不斷尋找，呼叫我，
為要帶我回家，縱然我是多麼的不
配，又充滿黑暗。因為神就是愛！
有一首英文詩歌名叫Reckless 
love(不計一切的愛)，裡面的歌詞
我很喜歡：「不息的愛是祢不顧代
價，充滿我心坎， 低一切為了走
到盡處找那走失的；沒法賺取，本
不配擁有，但祢堅決地捨身」。

回家以後，父神不僅沒有責備，反
而把那上好的衣服給我穿上，賜下
諸般恩典，又在讀經時候給予我許

被聘請，但就是因這心態，使自己內
心不知不覺間變得狂妄自大。正因這
緣故，這次面試就被主對付了。面試
官的問題使我不知所措，似乎我還未
回答出他們想要的答案。我當時反問
了一下，想要釐清一下他們的問題，
結果面試結束後，其中一位面試官就
因此評論我的態度不好。當下內心十
分委屈，覺得莫名其妙地被冤枉（因
我自問態度正常，當時的反問只不過
是想問清楚題目是甚麼），內心不停
地罵他們，亦為自己有許多反駁，想：
「 ， 唔好請我囉，你地 需要人
」。其後，冷靜下來，我再禱告，並因預
備 經而讀到但以理被害也沒有出
聲反駁的經歷。神光照了我，讓我看
見自己的自大，不能接受別人誤會自
己或說自己的不是。神要我再學習放
下自己，伏在 的手下，承認自己的
不是以及無有。願自己能繼續服在神
的手下，被 陶造。（莊）

多力量，堅固我，帶領我。在敬拜
的時候，又使我靈裡火熱，吸引我
與 親近，使我復興。神的恩典更
不止息。在工作上更有許多主的
指引、帶領和恩典。在求神指引和
確認未來的工作道路一事上，神
不但在讀經時候給予許多帶領和
堅固信心的說話，更在環境中立
下確實的印證，又在之後的路給
予許多幫助，使我能跨過許多難
關。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若是依
靠我自己，我絕不可能跨過種種
阻。論到世界上的東西如學業

成績，我也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
學生。但因為神的應許，不論有多
少，在基督都是是的，見證我們的
是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在世為
人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
基督的推薦信，不是用墨寫在石
版上，乃是永生神的靈寫在心版
上。所以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
心，相信神的應許，不是憑著肉眼
或環境所見。

我們的父神是全能、全知和全善
的。 為愛 的人所預備的是眼
睛未曾看見，只要心意更新而變
化，就能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感謝主，榮耀歸
於父神直到永永遠遠！（東）

父神的愛
父神的愛是豐盛滿溢，永不止息，
不計一切代價的，因為神就是愛！
為了愛你和我，窮盡了一切，甚

至把 的獨生兒子主耶穌基督



疫症下的祝福 
準備回港的旅程：
當疫症在外地開始爆發時，新聞裏
不時會看到香港人在外地被 視、
受到言語攻擊或是身體的傷害等。
但感謝神保守 的兒女免受這一切
傷害。疫情日益嚴重，我們當中有不
少弟兄姊妹選擇回港，而在其中實
在經歷神極大的恩典。正當全城搶
購機票和抗疫用品時，神特為我們
預備合適的機位，讓我們可以購買
到口罩、眼罩、雨褸、消毒酒精等物；
我們在飛機上熬過不飲、不食、不如
廁的十多小時，最終平安回港。

回港後的生活：
回到香港後，除了要接受十四天的
隔離檢疫，還要面對很多挑戰，如在
學業上的調整、實習的安排、教會生
活的適應等等。感謝神，經過學校一
段時間的協商，我們能 在網上上
課，而且功課、考試、實習都有適當
的安排，大家都順利完成這學期的
課程要求。在教會生活上，從前一直
都未能參加的暑期追求，因著提早
回港，神在時間和學業上為我們開
路，使我們能 完整地參與整個暑
期培訓，這真是神極大的恩典！

仍在外地的overseas：
雖大部分弟兄姊妹因應外地疫情
嚴重而選擇返港，但仍有小部分
弟兄姊妹因實習或學業等安排，
而選擇留在外地。疫症確實打岔
了我們的生活、學業和為前路的
尋求;但感謝神，無論我們身在何
處，神的恩典總不離開我們。生活
上， 使我們供應無缺；學業上，
使我們有智慧面對和適應種種

變動；為前路尋求上，神親自成為
我們的引導。雖然沒有外在屬靈
氛圍的推動，但正在我們沒有別
的能 依靠時，更叫我們更依靠
神，更努力建立「我主與我」的關
係，好叫我們的生命更扎根於神。

Overseas的突破：
雖然疫症在外看來並非祝福，但
對於我們而言，這段時間實在為
我們帶來很多突破和祝福。從前
Overseas的弟兄姊妹關係猶如
網友，雖然不時會Whatsapp互
相關心，但卻是很缺乏生命的交
流。這次疫情使我們打破從前的
框架，叫我們思想如何藉著這次
弟兄姊妹提早回港，並且因疫情
而學業上相對有彈性的機會，好
好建立彼此的關係。感謝神，經過

弟兄姊妹的禱告，我們建立了每周
的小組，並且恢復失落了好一陣子
的團體晨更。感恩的是不單能 建
立和恢復外在的實行，更建立了彼
此的關係，這關係是扎根於神的。
藉著一同分享、玩遊戲、互相代禱，
我們彼此不再是網友，更是戰友和
家人。感謝神一直聽我們的禱告，
也藉着弟兄姊妹在背後為我們的
代禱，神傾倒 的祝福，也激發了
我們彼此相愛的心。（Overseas）

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 
感謝神的恩典如活水湧流。

公開試前留在家中溫習的日子，
是我最為痛苦又最為感恩的日
子。因疫情突如其來的爆發，所
有安排都被打岔了，突然要長時
間留在家中，這使我難以集中精
神溫習。但感恩主用很多安慰的
話提醒我：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
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九十12）

主提醒我要作一個智慧人，好好
管理自己的時間。過程中感謝主
賜我同路人，能一同溫習、互相
代禱、互相督促；大專弟兄姊妹
和服事們也有為我們打氣支援，
派送些消毒用品。甚至在考試當
日，更有姊妹們陪伴我到試場一
同禱告。每一個都是神給我的天
使。

疫情讓我更寶貴每一位弟兄姊
妹，能 與快樂的人一同快樂，
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是非常珍
貴的。未來是一片迷霧，但我相
信主是我們的牧者，我們必不至
缺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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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以勒
漫長的大專年日終於來到了尾聲。

我是「末代高考生」，當時我向神說
：「聽説大專聚會很好玩，又好像會
有個環境來幫我認識祢，如果你肯
讓我加入大專，就請讓我順利升學
吧」。主領我到了理工修讀設計高
級文憑，很多溫暖的哥哥姐姐，也
有一班同伴一起成長。第一年，我
無辜地被捲入了同學間的內閧，一
班看似可靠的組員最後不歡而散；
第二年，我變成了「孤兒仔」，跟一
班更難相處的同學合作，還好下課
後有弟兄姊妹，偶爾能一起吃午飯
、能在課間的空隙一起做功課、能
每週有小組跟大專聚會，我才不至
於太孤單。

理工是個大家庭，當時很多肢體都
是較 鬧、強勢、主動、外向，因成
長背景及性格迥異，同伴間偶爾都
會有意見不合，甚至有被對方說話
刺傷的時候。雖然人與人間的磨合
少不免，但只要懷著想要復和的心
，這些為彼此捨己的二三事會使大
家在主裡面成為更成熟的人̶̶
各人要看別人比自己強，這點比誰

個不太外向的人也不用適應得太
吃力。

只是重新進入學習的狀態令我當
時十分害怕。如果這五年的時間跟
金錢投資下去卻沒有回報怎辦？
我真的適合教育界 ？（到現在仍
然存在此疑問） 若跟同學或室友
相處不來怎辦？會不會辜負了家
人的期望？

主認識我的軟弱，我這比 人更小
信的人可以見證主是信實的。主先
是為我預備友善的同學及室友，再
用首年成績見證是 要我投上這
五年。在我鋼琴考試、兩次實習期
間，我心裏實在斷定我是必死的，
但 卻賜下平安使我經過。認識我
的人就知道我本身是個消極、膽小
、又容易與別人比較的人。「耶和華
以勒」大概是神要我在這五年中學
習相信的̶̶這五年的大小事若
要細數，需另文詳述̶̶而這功課
我算是比五年前學懂了多一點。五
年後回到人生交叉點，求職路上又
要重新經歷無數自我質疑的時刻，
願主使我搖動的心成為堅崖，在所
行的事上相信 會預備，凡事能見
證 、榮耀 。（靈）

錯更為重要。

八年後的今天，雖然大家各有各
忙，但這些同伴在今天對我仍然
來說很重要。及後我經非聯招 
(“Non-JUPAS”) 再報讀學額失
敗，變相要休學一年。當時大家已
開學，每天院校群組的短訊不下
百條，自己卻在家等工作。我也試
過因那種孤單的感覺而 哭過
，不過在迷茫之時，主在不同聚會
中三次提醒我：

「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
！」（士六12下）

我當時明白到即使外人會看這一
年的休學為失敗，這卻是主要預
備我的時候。最後因為我在一間
補習社上班，神加增了我對小學
生的負擔。

第二次報名非聯招時蒙主恩待，
我進入了教育學院（當時未正名
為大學）修讀五年制教育學位。教
育學院與理工氣氛不同，人較少，
大家也自然多了交流，且當時的
弟兄姊妹們較理工院校的內向（
無分好壞，只是性格特色），我這

用適應得太

狀態令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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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的託付
在2020年間，主加深了我對未信
者靈魂的負擔。一月時，每個同學
精神緊繃，壓力大得很，因日間雖
在上下學期的課，晚上卻要進行上
學期的考試。某日上課時，鄰座一
個陌生的女同學想讓我把課堂筆
記傳送給 。當時聖靈感動我要認
識 ，但我卻因怕生，熄滅了聖靈
的感動。不料幾天後社交網頁不斷
流傳有同學系的同學失蹤，甚至有
新聞報導和學校消息都確認了那
鄰座女生因學業壓力跳樓自殺。原
來當日就是 最後一個上課日。

我星期六晚上知道這不幸消息以
後，立即向主認罪。主竟然用一個
死去的靈魂去催促我傳福音，這代
價實在太大，我怎能輕看？想起當
天早上U Fire 的信息，當我小看
自己沒有傳福音的恩賜時，主原來
已給我很多機會傳福音，所以我立
志大一 (Year 1) 內要帶至少一個
同學到教會當中。

到三月中，得悉身邊有同學因為家
庭和政治上的壓力產生自殺念頭，
所以我邀請 去「不一樣的生命系

列」。服事後來問我同學的情況，
得知 有自殺念頭，他比我還著
急，立刻一同有電話禱告。與 素
未謀面的服事對 的負擔竟然比
我這個好朋友更重，令我想起自
己一月時的立志，提醒我要更加
醒。

在五月中，我朋友十六歲的妹妹
因精神問題和與家人政治立場有
異而上吊自殺。這朋友在我社交
平台 (Instagram) 上的代禱箱請
我為 妹妹的死後生活禱告，我
幾個晚上切切地為這家庭禱告。
雖然未有機會向這朋友傳福音，
但主不斷提醒我要向憂傷的靈魂
傳福音。

以上一系列的事件讓我深刻地知
道傳福音並不講求有恩賜與否，
乃是看見人靈魂的需要，而將救
恩傳給人。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
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
能成事。感恩主成全了我在一月
的立志，叫我在暑假能把同學帶
進福音小組 (Alpha) 當中去慕道
。（皓）

照我真的本相 
疫情期間，個人獨處時間劇增時，
就有如試煉一般，要驗出我在神面
前的生命是如何。缺乏了恆常的聚
會，面對著廿四小時縈繞的學業，
唯一的解脫是到神面前靜默和禱
告。當在靈中真實 見主的時候，
主就照出了自己許多的軟弱、過錯
̶̶有驕傲、有放縱、有體貼己的
意思 主彷彿要將自己所有不
願面對，渴望逃避的問題一一光照
，逼使自己真實面對所犯的過錯，
所應負的責任。

這幾個月我看清了自己是一個自
傲、弱小的人。 怕認為自己總不
跌倒，主仍要照出自己的本相。無
論感情，或是情感，很多時候會霸
佔全副心思，因此將目前的事不
斷放大，以致不能客觀地看待當
前所面對的事在我人生中應佔的
地位和份量。實在需要主賜下
的眼光，使我為真正 得的東西
努力追尋，多在小事上聽聖靈聲
音並順服。或許當刻感覺不好受，
但基督徒非憑感覺行事，而逆著
感覺行事是需要更多的操練和心
志，否則一旦被情感蓋過，又錯失
經歷順服聖靈帶來平安的機會。「
當強烈的情感湧現，謹記不能輕
舉妄動，到主面前，讓時間安靜我
們的心」 

「求主給我們夢想與遠象，縱遇挫
敗，有盼望去堅持。」小子縱是軟
弱，常跌倒，主仍有 的心意工作
要成全在我這作賤的人身上。

「神並沒放棄，最小最弱的一個。」

分享自己小小的立志：願在大專
裡背完新約書信；更多順服聖靈
感動、聲音，付諸行動。（心）



竟得祢這般愛我
回首這一年，坦白說我會用「疼痛」
和「淚水」來總結這一年。

其實我並沒有患上極大的疾病，不
過是因為運動過度而造成的勞損，
以致肌肉和神經線出現痛症，但不
知道為何在我尋求醫治的路上遇
上極多的挫折與崎嶇。痛患由原先
的膝頭演變成整條左 ，後又再升
級到腰椎，小傷變大傷。甚至快將
一年了，我還沒有完全康復。

這個身體上的痛楚不但折磨了我，
還狠狠地挑戰了我對神的信心。因
為尋求治療上不斷的挫敗和身體
的疼痛，在這一年我經歷很大的跌
倒。我對神一再發出疑問，甚至是
埋怨：為何祢還不醫治我？我有不
斷禱告，教會生活亦多有奉獻和擺
上，為何要我經歷如此多不合理、
不正常的事？我真的很痛苦，祢為
何仍不作工？主你在 裡？

我很不理解神為何耽延 的醫治，
甚至允許我經歷這麼多曲折，讓我
生活得如此辛苦，所以在疫情期間
我放棄了讀經禱告，也不再投入教

會生活。我知道撒但一直極力地
攻擊我的心思和意志，但那段時
間我投降了，我對 說：我放棄了，
你贏吧。

當我再次回憶那段時間，不禁鼻
子一酸，因為真的過得很辛苦，比
起身體上無時無刻的疼痛，我的
心思經歷的爭戰更多。但確實神
有施恩，這恩典雖然未必是讓我
順利康復，但這段時期我感受到
很多肢體的愛。尤其是我院校的
弟兄姊妹給了我很多的安慰與支
持。我很感激，雖然他們未必很理
解和代入到我的痛苦，但這段時
間他們不斷聽我吐苦水、陪伴著
我熬過無數我不停胡思亂想的日
子。我尤其記得數個晚上，因為痛
得要緊，一度不能入睡，負面情緒
爆發，當下已是凌晨兩點半，我打
電話給一個肢體，向他傾倒極大
的負能量，但他並沒有嫌我麻煩，
而是溫柔地陪著我，默默地聽我
哭。我知道他並不能回答為什麼
我要經歷這些事情，但我很感激
他的陪伴。又有一位肢體，他的生
命同樣正在一些極大的難關，這
個難題甚至是不能即時解決的，

但可能正因他經歷過這樣的事，所
以他安慰的說話很觸摸我的心，甚
至是挽回我對神的信心；也有肢體
親自陪伴我看物理治療、有基督徒
親戚提供治療上的經濟援助、有的
分享屬靈書籍給我等等。我很感謝
神讓我身邊有這班弟兄姊妹陪伴
我，成為我的樹洞。那段時期我雖
難以感受到神的愛，甚至質疑 的
愛，但神的愛卻藉著他們顯明給我
看。雖然我不明白為何 要讓我這
樣經歷，但 確實並沒有丟下我一
人。

直至現在，我也不清楚為何神要我
這樣經歷。為何偏偏是這個時間
？上年八月暑假，我靈命旺盛，有

很大的復興，為何不繼續讓我以
這種狀態服事主、追求主？那豈
不是更好 ？參加今年學青特會
的時候，有一句話一直徘徊在我
腦海： 是愛我，為我捨己。神好
像希望我不論遭遇了什麼、是順
境是逆境，都要我無條件地相信
他。老實說，上年九月的我真的做
不到，而這段時期我也坦白對神
說，萬一我可能要一世也要這樣
過， 步走路坐下 臥都是疼痛（
我知道這想法有些極端），我真的
不想，我做不到去仍然跟隨祢。我
曾認為神是想奪我心所愛、強迫
我經歷我所不能接受的。但這段
時間，主一再而三向我說話： 知
道我的軟弱， 知道我的不能，
知道我的自愛，所以 說， 並不
是「整蠱」我，特意要「整劑大 俾
我嘆」（因為我曾想過是不是我做
錯了什麼所以 懲罰我）。正是
知道我生命有多脆弱，有多不堪，
仍有很多的問題，所以 想要幫
助我徹底「剔除」生命的雜質。「剔
除」這二字聽上去絕對一點也不
容易，但我決定要相信 。 既然
安排這樣的環境，就一定有 的
美意，雖然我現在的頭腦想不明
白，但我知道 不是在「玩」我，因

但可能正因他經歷過這樣的事，所
以他安慰的說話很觸摸我的心 甚



神並沒放棄 
我會形容自己的大專年日只有兩

年。

我在考畢文憑試 (DSE) 後只去了
高中特會，而其餘的暑期培訓，我
一概都沒有參加。明明我那時才剛
經歷了神的大恩̶̶家人終於允
許我受浸，結果升上大專後，不論

成全訓練，還是寒假暑期的追求
我都沒有參加。我只有偶爾讀讀
經，勉強維持聚會出席罷了。時間
可能花費在兼職上，但更多時候
我是在閒懶、不愛主、不追求主，
我沒有其他藉口。

接近兩年的空白後，還是神的憐
憫̶̶在肢體、服事不離不棄的
鼓勵下，半推半就進到第一個學
青特會。當神呼 要起來、上去、
建造，我卻坐下、攤床、睡覺，在特
會中驚覺自己虧欠了神和教會許
多，於是許下贖回光陰的願，抓緊
餘下一半的年日來追求和服事。
一個接近離開教會的人蒙神厚愛
，主親自成為我的力量，去改變我
的作息，建立晨更習慣、去毫不猶
豫分別時間裝備神的話、去突破
性格和肢體建立關係、去不計代
價為 服事 神的話語成為了
我每天的供應， 讓我在院校找
到了真摯的同伴和天使，更讓我
看見為 服事的寶貴，這種滿足
和喜樂難以言 。

大四 (Final Year) 這一年經歷了
許多拆毀和破碎，因為自己的軟
弱熄滅了聖靈感動，沒有向臨終
的爺爺傳福音。好一陣子我被困

在自責和後悔的當中，「屬靈活動」
仿佛仍然能 持守，但那段日子彷
彿沒有了神一般，甚至自欺：畢業
班的我還能怎麼樣 ？神在成全
訓練向我說了一句：「不要讓自己
太快退後」，我問主：「真的可以
？我已經差到這樣的地步。」主卻
溫柔回答：「我是無限的。」

神並沒放棄最小最弱的我，甚至後
來我又偏行了己路，順著自己的情
感，不想順服主，不想放棄自己所
抓奪的。「如若未明主的價 ，誰又
會奉獻不再顧惜？」神仍然打開
的價 ，雖然是十字架的功課，雖
然感覺很難受，甚至我很想違背神
的意思去成就自己心中所想的，會
不斷問主：「為甚麼要這樣的經歷
？」但神是造萬物的主，要把所想
望的來賜給人有何難？ 的心意
從不是虧待人，乃是讓我來更深認
識 ，這就是至寶！感謝聖靈一直
的催促和帶領，讓我學習為主放下
自己的意思，來尋求主的自己。

贖回光陰，是我在大專年日向神許
下的願，但在每一次經歷中，神賞
給我的卻是更豐富的̶̶ 自己。
（盈）

為主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救贖了我，
是愛我，為我捨己。

感謝神，這段時間終於開始有康復
的跡象，亦感謝神！雖然會有點不
舒服和痛，但我仍能走路，我能
有徹底康復的機會。雖然我曾跌倒
，我信心軟弱過，但我願意重新將
信心投放在 身上。感謝 的保守
，我沒有完全離開 。主雖然我未
明，但我相信你安排的都是最合適
我的。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
熬煉人心。」（箴十七 3）（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