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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者與軟實力
為何他們選擇伊斯蘭

余峻民
本會副總幹事

信徒相信基督教比伊斯蘭合理和可信，他們可能認為非信徒也
是這樣想。然而，其實不少人早已對伊斯蘭改觀，甚至選擇成
為一個伊斯蘭教徒。您知道伊斯蘭的軟實力正不斷提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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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大家認識穆斯林有多少？除了服飾衣
著、禁吃豬肉與我們不同外，還有甚
麼呢？

在互聯網上，看到一個以青少年為對
象的導賞活動，標榜吃清真咖喱、教
你用最短時間學外語、探訪清真寺、
親身接觸伊斯蘭，並且 hashtag「可
否不分膚色的界限」，使年輕人真有
衝動看個明白。活動過後，有參加
者 表 示 Excellent	journey.	It's	good	
to	 have	 known	 how	 non-Chinese	
adapt	to	the	culture	and	it's	being	so	
motivating	to	me.（很棒的旅程！認識
非華人怎樣適應［伊斯蘭］文化，真
是不錯，而這更激發我去認識更多。）

在香港，伊斯蘭文化雖不說無孔不入，
但要認識它，確是比以前多了途徑，
不用進入清真寺也可接觸得到。今期
的主題文章正是講述伊斯蘭的軟實
力，它透過人們較易接受的形式，表
現其信仰，有些人不知不覺就對它產
生好感，最後入教。我們要時刻警醒，
並將主的道透過生活表明出來。
	
「冷知識」從聖經常提及的香柏樹，
分享黎巴嫩由古至今的情況，趣味盎
然，讀者不容錯過！

使命宣言

以愛心和尊重，
邀請穆斯林群體跟隨耶穌基督

主題文章



全面展現軟實力
根 據 政 治 學 者 約 瑟 夫． 奈 博 士
（Joseph	Nye），軟實力是軍事及
經濟等硬實力以外的第三方面實力，
包括文化、價值觀及意識形態等影響
力。例如日本品牌 Uniqlo 近年推出
穆斯林時裝系列（右圖），包括香港
在內，各地皆有出售。Uniqlo 描述
這些時裝講求「端莊時尚」，不知不
覺，這系列已推出近十季了。這一方
面反映龐大的穆斯林市場佔有率（經
濟硬實力），另一方面反映有不少人
對這類時裝感到興趣，甚至對伊斯蘭
有好感，認同穆斯林婦女是較端莊的
一群（文化軟實力）。

而且，伊斯蘭會利用人們較易接受的
形式，表現其信仰，例如常把一些
聖誕歌譜上伊斯蘭歌詞：將《Jingle	
Bell》改成Make	dua,	make	dua,	dua	
all	the	way.	O	what	fun	is	to	say	“To	
Allah	do	we	pray.”（去祈禱，去祈
禱，用盡各種途徑去祈禱。「向安
拉祈禱」是很有趣的）；又將《Last	
Christmas》 改 成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Quran.	The	very	next	day,	
you	accepted	 Islam.	Thank	God!	 I	
save	you	from	fear	of	roasting	live	in	
Jahannam.（去年聖誕我把古蘭經給
你，不久後你接受了伊斯蘭，感謝
真主！我從地獄煎熬的恐懼中拯救
了你。）

另一個常見的伊斯蘭軟實力現象，
是以人權名義爭取權益，例如在世
界各地的大專院校爭取開設清真餐
廳，並一步步在餐廳及校園其他地
方設立拜禱專區等相關設施。中小

學方面，一些穆斯林父母會以宗教
自由為由，要求讓子女不用出席學
校的其他宗教活動，其後更要求學
校邀請教長到學校為穆斯林學生安
排宗教聚會，最後，教長竟可在教
會學校向學生傳伊斯蘭教。若學校
「勉強」學生參加基督教活動，便
被人指責是「欺壓少數族裔」的團
體，這令學校陷於兩難的處境。而
且，有些政客推波助瀾，將反對「恐
伊斯蘭」變成「親伊斯蘭」，所以
影響了不少歐美學校課本的內容，
例如認同伊斯蘭是宣揚和平的宗教。

香港穆斯林組織早已承傳各地做
法，每週進行街頭傳教活動（Street	
Dawah），並且在各所大學及清真
寺舉辦伊斯蘭文化活動，內容包括阿
拉伯文書法、品嚐清真食物、清真寺
導賞、專題講座等。筆者曾在這些活
動與穆民交流，他們除了推廣文化活
動，更以「引導思考」的形式去介紹
伊斯蘭。例如有技巧地指出伊斯蘭與
基督教同屬一神信仰，並「不經意
地」表示伊斯蘭更為優勝。

他們也在這些文化活動不斷指出穆
斯林並不認同恐怖活動，而且沒有
歧視女性，藉此重建一個文明、友
善的伊斯蘭形象。當然，若細究古
蘭經和各部聖訓，伊斯蘭教義確是
充滿以暴力對待非穆斯林、貶低女
性的地方。但伊斯蘭神學其中一個
特點是可按情況去詮釋，例如若另
一處較接受男尊女卑，他們可以因
地制宜，兩個地方解釋伊斯蘭有關
對待女性的教義竟可截然不同。但
更重要的是即使這未必是伊斯蘭的
本相，不少人也已接受伊斯蘭所推
廣的「新形象」。

▼某所大學的拜禱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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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者的故事
伊斯蘭會善用一些入教者來宣教，
當中較著名的有卡特．史蒂文斯
（Cat	Steven），他翻唱《Morning	
Has	Broken》，令這首詩歌聞名於
世，但他於 1977 年歸信伊斯蘭，
並改名為優素福．伊斯蘭（Yusuf	
Islam），推出多個伊斯蘭專輯，其
中最出名的是「A	is	Allah」。

筆者曾與一位女士交流，她自小在
教會學校長大，並深信一神信仰遠
比民間宗教可信，然而一直沒有人
能向她解釋三位一體的意義，而她
也樂意繼續做一個「信一神卻沒信
仰」的人。長大後，她遇到一些「見
證很好」的穆斯林，開始參加伊斯
蘭的活動，最後成為一位「熱心傳
教」的穆斯林義工。另有一位女士，
曾認真比較基督教和伊斯蘭，其結
論是伊斯蘭的教義簡單易明，結果
她選擇成為一位伊斯蘭教徒。	

在香港還有不少入教故事，最常見
的是女士嫁給穆斯林後，跟隨了丈
夫的信仰。一個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母親，本來對女兒跟一個穆斯林交
往感到十分擔憂，後來發覺這男士

在香港，有基督徒老師曾帶一批中學
生參觀清真寺。當天清真寺並非安排
教長或傳教士來介紹伊斯蘭，而是請
一個二十多歲、樣貌清秀的入教者來
分享。後來她更感動到聲淚俱下，見
證古蘭經如何幫助和鼓勵她。

人品很好。他們結婚後，女婿更十分
孝順，其後這個女士為了女兒和女
婿主動學習伊斯蘭，她的結論是「原
來伊斯蘭是個不錯的宗教」。

此外，別小看伊斯蘭文化活動的感染
力，有人就曾因為覺得阿拉伯書法很
美，開始學習抄寫古蘭經經文，結
果成了伊斯蘭教徒。另有一個女士，
她對包頭等服飾十分好奇，其後她
知道原來這些服飾深受其信仰影響，
感到伊斯蘭十分值得敬佩，她決定
不再追逐世間潮流，最後更歸信伊
斯蘭。此外，某女士一度感到生活
各方面的壓力，其後她在清真寺內
安靜思考，感受到當中的宗教氣氛，
最終也成為了一名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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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這些歸主情況令人鼓舞，
但我們有沒有發現上述歸主的因素
與伊斯蘭藉軟性的方法傳教的情況，
有很多類近之處呢？

1.	 聖經：一些人確是因為古蘭經皈
依伊斯蘭。我們知道聖經才盛載
真理，但若有人表示很欣賞古蘭

在 2007 年一個在東南亞舉行的福音會議中，約三百位宣教士一
起參與一項調查，結果歸納出七個達至穆宣工作有果效的共通點，
他們稱之為「Fruitful	Practice」。約於十年前，宣教學者大衛．
葛瑞森博士（David	Garrison）則深入研究近代各地出現大規模
穆斯林歸主現象的成因，並歸納出十個重點。兩個研究的結果有
不少共通點，下表總結了兩者的看法：

註：
1.	 兩個研究對於各點都有詳盡的描述，但因篇幅所限，故本文只略提及部分重點。

範疇 Fruitful Practice 葛瑞森博士 備註 ／解釋 1

聖經寶藏 (1) 聖經 (1) 聖經 若穆斯林願看聖經，已踏出成功的一大步

見證方面 (2) 宣教士的好名聲 (2) 基督徒見證 從信徒身上看見基督是值得信的神

汲取教訓 ／ (3) 從基督身體去學習
要小心一些過往失敗的經驗，例如侵略穆
斯林國家，並沒法令他們歸主

演繹福音 (3) 流利的本土語言、
(4) 善用故事

(4) 有效地溝通福音 以穆斯林熟悉的文化、語言去分享福音

發現信仰 ／
(5) 穆斯林自己發現
(6) 伊斯蘭本身的問題

穆斯林多不接受別人的「提醒」，最好能
引導他們發現伊斯蘭的問題和基督信仰的
優點	

本地人參與 (5) 刻意的並有再生能力的門徒訓練方式
(6) 好的人際網絡

(7) 本土傳承 能真正把福音持續傳承的，是穆斯林背景
歸主者而非外來的宣教士

上帝大能 (7) 禱告 (8) 信心、(9) 禱告
(10) 聖靈工作

必須倚靠上帝，常常禱告，上帝更會用超
然的方法（例如異夢）令穆民歸主

從穆民信主原因作反思
經，甚至從中頗有得著，我們能
否用聖經經文展示福音的大能，
別人能否從我們的生命看到聖經
如何模造我們呢？

2.	 見證方面：伊斯蘭已開始用入教
者的見證去傳道，一個人品好的
穆斯林女婿足以令信主多年的基
督徒岳母對伊斯蘭改觀。對比佈
道會中的見證，我們日常的生命
及見證才更重要。我們的見證能
說服穆斯林及慕道者主耶穌才是
值得跟從的主嗎？當世上有許多
基督徒的見證不好，令人沮喪，
我們可如何撥亂反正，重建基督
徒的形象呢？

3.	 汲取教訓：歷史中基督徒曾以為
可藉武力使穆斯林屈服，結果弄
巧反拙，福音見證的軟實力不增
反減。面對伊斯蘭的恐怖主義，
一些穆民選擇擁抱它們，一些選
擇離開伊斯蘭，但筆者聽過他們
的表達最多是與恐怖主義割席。
這割席的表述，已令一些人相信
伊斯蘭是一個和平的宗教。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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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不少人批評西方社會以經
濟和強權侵略伊斯蘭世界，在歐
美一些極右排外的行為更被指為
另類恐怖主義。反觀歐洲近年穆
斯林歸主的情況，卻源自教會釋
出的善意，落實服事他們，讓他
們看到神的愛。

4.	 演繹福音：一些人因覺得伊斯蘭
的教義簡單易明而選擇信它。誠
然，基督信仰的三位一體，本身
並不容易理解。我們一方面要掌
握這個真理，並操練自己，用容
易明白的方法解釋基督信仰。此
外，我們要知己知彼，例如穆斯
林沒有把握得救，除了口裡說
我們有得救的確據，在穆斯林眼
中，我們能活出一個有得救把握
的生命，又滿有盼望的人生嗎？

5.	 發現信仰：穆斯林保守的立場令
人覺得穆斯林婦女更為端莊，清
真寺的環境營造了敬虔的宗教氛
圍，簡單直接的教義令一些人相
信當中盛載了真理。面對伊斯蘭
的形象正在不斷改善，信徒除了
清晰地演繹福音，更要以生命見
證三一神的大能，讓穆斯林從聖
經和我們身上發現聖父、聖子、
聖靈在信徒生命中的作為。

6.	 本地人參與：已有本地人皈依伊
斯蘭，若他們成為伊斯蘭傳教大
軍，影響力真的不容忽視。我們
若有機會向這些入教者分享福
音，能把握珍貴的機會，扼要地
糾正他們認為基督教有問題的地
方嗎？此外，我們必須鼓勵穆斯
林背景歸主者參與福音工作，並
要一直陪伴他們成長，鼓勵和協
助他們與穆斯林分享福音。

總結：上帝大能
即或伊斯蘭的軟、硬實力皆不斷提
升，我們也仍願意信靠上帝，深信
祂是掌控大局的歷史主宰嗎？道成
肉身的主死在十架，曾感動了數以
億萬計的人，展現了歷史中最強的
軟實力；祂也有最強的硬實力，從
死裡復活，徹底打敗管轄幽暗世界
及天空靈界的惡魔。

願我們藉著禱告，學習配合上帝的
救贖大計，並時刻敏銳於聖靈的聲
音，按祂的引導搶回數以億計失喪

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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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條紋上下相間、白色背景屹立
一棵翠綠的大樹。難道這是聖誕節
的裝飾？不，那是一面國旗。紅色
象徵自我犧牲，白色象徵和平，翠
綠的大樹則代表挺拔強勁的力量，
這面黎巴嫩國旗象徵對堅韌與和平
的渴慕。中間的大樹是黎巴嫩的特
產香柏樹（Cedar），學名雪松，

正是聖經最常提及的一種樹
木。香柏樹生長速度快，
成熟的植株可達 120 呎

高，樹幹直徑可

達 8 呎。從前在黎巴嫩，香柏樹隨
處可見，現今卻變得罕有。究竟是
誰搬走了她的榮美？

是所羅門？
黎巴嫩的香柏木聞名於世，廣受鄰
近國家青睞。此木材氣味芳香，具
防蟲和防腐功效，是古代品質上等
的建材。主前約一千年前，大衛與
所羅門王的皇宮均以香柏木來建造
和裝飾。為興建猶太人的第一聖殿，
所羅門王與推羅王希蘭立下互惠的
貿易協定：黎巴嫩輸出香柏木材，
並提供伐木工匠；以色列動用三萬
名搬運勞工，安排經海路運送物資
（王上五章、代下二章）。

除了以色列外，埃及、米所波
大米和敘利亞等地的一些
統治者也是擁戴香柏木的
「粉絲」。香柏木料散
發的芳香，竟促成埃
及一個重大的考古

霍靜雯
本會事工副主任

冷知識

誰搬走黎巴嫩的香柏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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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濃郁的氣味是來自埋藏在大金
字塔旁的胡夫船 1，這艘又名太陽船
的古代遊輪，是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
夫的陪葬品。可惜黎巴嫩山上的香柏
木經過千百多年來過度砍伐和被山羊
啃吃，漸變得稀有，現今餘下的香柏
樹林已納入自然保護範圍。

是宗教隔閡？
在阿拉伯世界，黎巴嫩是唯一一個
實施基督教和伊斯蘭分權共治的國
家。這個多元社會主要由伊斯蘭、
基督宗教（主要為馬龍派）以及德
魯茲教（一個源自什葉派的獨立宗
教教派）組成。公元 630 年，阿拉
伯人征服此地，原本逃難遷來的馬
龍派信徒，雖然沒有改信伊斯蘭，
卻接受了阿拉伯的文化，在穆斯林
統治期間逐漸在山區壯大。16 世紀
初，當奧斯曼帝國擊敗阿拉伯，帝
國政府一度奉行較大自治權的政策。
馬龍派和德魯茲派信徒曾彼此結盟，
和睦相處。遺憾的是外部勢力挑唆
他們，使他們的分歧日漸加深。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接管
了黎巴嫩，1943 年黎巴嫩宣佈獨
立成為共和國，議會議席一度沿用

1932 年的人口普查比例來分配，基
督徒與穆斯林的席位是六比五。及
後，穆斯林人口增長迅速，早已超
過全國居民總數的一半，基督徒在
政壇議席的優勢引來穆斯林不滿，
間接引發長達 15 年的內戰，導致
12 萬人喪生。現在兩大宗教的議席
各佔一半，但雙方的隔閡仍難消除。

是當前危機？
今年 8 月 4 日，黎巴嫩首都上空出
現巨大的橙色蘑菇雲，使原本已被
陰霾籠罩的城市雪上加霜。貝魯特
港口倉庫區發生大爆炸，調查仍然
進行之際，一個多月後又再發生原
因不明的大火。危機接踵而來，國
民窮困潦倒：經濟失衡，通貨膨脹
倍增；糧食短缺，進口糧倉因爆炸
事件頓成廢墟；難民湧入，社會無
力承擔額外逾百萬人口；新冠肺炎
爆發，醫療系統不勝負荷。

上帝之樹的庇蔭
筆者兩年前曾到訪黎巴嫩，宣教士
讚歎這兒是福音在中東地區開花結
果的美地。在接壤敘利亞邊境地區
的貝卡谷地，基督徒的慷慨與關懷，
讓穆斯林難民鄰舍深感主愛的庇蔭。

註：
1.	 古埃及人相信將這種船隻埋在金字塔
旁，就可以載著法老的靈魂與太陽神
共同升入神界並獲得永生。

2	 雅威（YHWH，希伯來文直接的音
譯），是猶太人不敢直接稱呼神的名
字，和合本一般翻譯為「耶和華」。

舒夫雪鬆自然保護區（Shouf Biosphere Reserve）香柏樹林，據說其中一棵樹齡已達三千年

詩篇一○四篇 16 節說：「佳美的樹
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樹，是耶和華
所栽種的，都滿了汁漿。」「佳美
的樹木」原文作「雅威 2 的樹木」，
也許香柏樹因而得「上帝之樹」的
稱號。

結語
回顧黎巴嫩三十多年前的內戰，伊
斯蘭的武力在多處大肆擴張，除造
成生靈塗炭，也有近百萬人流亡異
國，沙漠中繁榮的綠洲與香柏樹華
美不再，而「中東明珠」、「中東

小巴黎」（貝魯特）等美譽亦成為
泡影。面對當前危機，唯有主能醫
治黎巴嫩的過去，恢復祂創造的華
美。願處於幽谷中的黎巴嫩人民經
歷上帝的同在，祈求耶和華親自重

植祂所栽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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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 
宣教工場

工場介紹

香港前線差會一個主要的工場，位
於東亞的廣大國 *。該國是一個多民
族的國家，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
其中約有十個信奉伊斯蘭。

廣大國是經濟強國，但近年在各方
面受到打擊，經濟正在衰退	，而當
中的人權及宗教自由，也受到相當
的限制。近年政府更收緊宗教政策，
還關閉一些宗教場所。

本會現時有 19 位宣教士（共三個團
隊）在東亞工場，主要服事大餅族、
卡族和 YOU 族 * 的穆斯林。

•	大餅族近 1,400 萬人，分佈甚廣，
八成是遜尼派穆斯林，其餘是蘇菲
派，而信主人數約 1,000 人；卡

東
南
亞

東
亞中

亞

歐
洲

北
非

東
非

西
非

8

南
亞

1

19

香
港

2

14

7

5

3

香港前線差會宣教士人數分佈

族逾 13 萬人，宗教意識很強，一
向對伊斯蘭有捨命不捨教的傳統；
YOU 族約有 1,270 萬人，幾乎全
是遜尼派，基督徒比例只有千分之
一。

•	大餅族及卡族盛行早婚，十五、
十六歲便結婚生子，婦女大多數
不被夫家尊重，常遭虐打，因此
夫妻關係難以和諧。

•	穆斯林很重視關係及家族榮譽，

改教等同離開家族傳承的信仰，
背棄了群體，所以信主相當不易，
但感恩歸主人數越來越多。

•	穆斯林背景歸主者常受逼迫，所
以他們往往須要隱藏身分和進行
秘密聚會。

本會的三個宣教團隊在當中透過教
育、營商及醫療等生意，認識新朋

友，關心福音對象。

工場代禱需要
為工場祈禱：

	 記念工場裡各城各鄉的新
冠肺炎疫情，在封閉管理
或實行隔離措施之下，求
主遏制疫情惡化，確診人
數能減少，病人得康復。

	宗教條例下，有些事務管
得嚴厲，盼仍有空間及途
徑給宣教士聯繫和探訪福
音對象。求主給他們智慧
及平安，面對將來任何的
變化。

	求主帶領宣教士與穆民家
庭的關係進深，他們能敞
開心懷，認識耶穌為主。
另求主堅固歸主者的信心，
專心一意敬拜主。

	求主憐憫受到宗教迫害的
人，並經歷主所賜的平安。
祈求該國的領導及相關官
員放寬宗教政策，並持開
明的態度，善待每個少數
民族。

* 為保護工場及宣教同工，差會以「廣大國」作為該國名字，各族群均用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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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打亂了世界的節奏，煞停了各人
的步伐，人與人無法接觸時，短宣還
有甚麼可做呢？在遠方的宣教士同樣
經歷疫情，接觸福音對象、牧養穆斯
林背景歸主者的難度大增。這個時
候，他們專注親近神，不斷禱告，更
謙卑地把自己、穆民、工場和事工交
在上主手裡。

近年，居港的穆民越來越多，神正興
起弟兄姊妹服事穆民，把他們帶到基
督面前，我們的服事之路該怎麼走
呢？在嚴峻的疫情下，我們嘗試突破
一般受訓與體驗的限制，在今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第一次舉辦網上
本地短宣體驗，內容包括：本地穆民
個案討論、跨文化崇拜、網上行區禱
告、穆斯林背景歸主者及宣教士分享
等。我們向宣教士學習，不住禱告，
讓天父帶領 12 名學員一起學習與體
驗。

網上短宣體驗就這樣開始了！以下是
一些學員的感想：

對於這次 Zoom 行區禱告活動，印
象最深刻的是元朗區，因為之前並不
知道這區有這麼多的穆斯林團體和異
教廟宇，也不知印傭有這麼多。

——	鄭智球

整個過程中，最深刻的是發現香港的
伊斯蘭禮拜處比我想像中更多。原來
每當穆斯林在某社區達到一定人數
後，就會設立禮拜處，孩童一連七日
到教育中心接受古蘭經教導。還有，
有些基督徒或覺得基督教和伊斯蘭都
敬拜同一位神，又因有些基督徒的信
仰根基不夠穩固，也許少被弟兄姊妹
關心，因而較為容易改信伊斯蘭，這
令人心痛。所以我反省到自己要更認
識聖經，多為弟兄姊妹禱告，學習多
關心他們。

——	Mary	Ip

本地短宣體驗 2020
整理：朱民謙
本會事工幹事

網 上 短 宣 體 驗 分 享
原來我每天等巴士的位置，旁邊就是
一個伊斯蘭教育中心，該條街道更是
穆民聚集的小型社區，有他們開設的
餐廳及一間共融館，他們積極的融入
本地文化，嘗試與我們聯繫。我雖然
在附近居住，卻從沒為意，實在感
到慚愧。透過網上行區祈禱及組員互
相討論，使我漸漸明白穆民靈裏的
需要，求主讓我有機會認識社區內的
穆民街坊，讓他們感受到本地人的接
納，並認識愛他們的耶穌。

——	梁姊妹

在第一天，神告訴我禱告是我們基督
徒作鹽的責任，若我們不為世界禱
告，便是失去了作用的鹽。在短宣期
間，神親自教導我禱告好比外展工作
般重要。短宣後，我的屬靈眼界變得
更廣闊，在禱告中看到不止是籠統的
代禱事項，而是一個個在黑暗中等待

主的群體如何被神醫治，抹去眼淚，
並更深明白神的心意。在未來學年
裡，我希望與一個穆民同學同行，建
立關係，也希望能參與學校的法援計
劃，幫助在港的外傭及難民。

——	Kindy

從聖經看祈禱、崇拜，再次調校自己
的心靈眼睛，一星期內看完提摩太前
書，每日都有神話語的安慰和提醒，
還有隊友的分享更激勵我，讓我感到
他們對穆民的愛。

——	MoonWa

網上本地短宣體驗已經結束，有學員
啟動了教會的祈禱小組，也有學員加
入 MSG 宣教探討小組及服事穆民義
工的行列，另有些繼續探尋服事機
會，看來短宣的結束是一個新的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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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狀況。不料，乘風太太回到天
窗國兩星期，兩夫婦出現喉嚨痛和發
高燒，繼而咳嗽、胸口痛、四肢無力
和呼吸受阻。莫非我們「中招」（新
冠肺炎）了？若再度回港就醫，恐怕
在旅途中會感染更多人，而且身體的
負荷非常大。可是若在天窗國就醫，
我們真的沒有把握。幾經掙扎、思量
和禱告後，我們決定辛苦一點乘遠程
車來回首都，向外國醫生求診。

幸而報告證實我們患上普通肺炎（感
恩不是新冠肺炎）。回家吃藥兩星
期，乘風先生慢慢痊癒了，但是乘
風太太早前經過手術後，身體較虛
弱，似乎同樣的藥對她沒大幫助，
高燒、呼吸困難持續，令她每天都
像與病魔搏鬥。

主是我力量
醫生給乘風太太加重劑量，她開始進
入休眠狀態，每天睡夢中靈裡的禱
告，讓她心裡得到滋潤和平安，有力
量繼續撐下去。《主是我力量》這首

2019 年 9 月，一位從中國來的婦科
醫生免費為乘風太太作身體檢查，報
告是內出血和子宮萎縮嚴重，懷疑內
有腫瘤。經幾位醫生覆核後，都持相
同的診斷。於是我們詢問了好些醫生
的意見，結論是天窗國 1 缺乏醫療設
備和落後，重病求醫如同等死。在矛
盾與掙扎下，我們決定回港就醫。

10 月 10 日乘風太太獨自回港，感
恩在先進的醫療系統下，一切的檢查
和手術於十多天內完成。醫生說，
靜心休養待傷口癒合良好，便能回
工場去。但乘風太太心裡常掛念工場
的福音對象（東家族人）和需要針
灸的病人，每個臉孔都浮現在腦海
裏，叫人思念。而且乘風先生在工場
孤軍作戰，實在艱難，而東家族人農
忙過後，踏進冬天，是探訪他們的好
時機。因此，乘風太太只休息一個多
月，便憑信心回天窗國了。

這時，新冠肺炎剛傳到香港，乘飛機
受感染率高，家人都極擔心乘風太太

歌，常常在她腦海出現，鼓勵着她靠
主得醫治。吃藥後兩星期，主的恩惠
臨到她，使藥物發揮效用，病況開始
好轉，調理後她漸漸重新得力，並康
復過來。

在病患中令乘風太太最感動的，是主
給她在這幾年中，與東家族人建立的
良好關係。老婆婆為她憂心，送上熱
飯，婦女幫忙打掃和雜務，小朋友期
待著她病癒的眼神，隊員懇切的禱
告，一幕幕暖在心坎，真是感受到無
比的愛和可貴的友情。

這次經歷給我們看到自己的渺小和無
能，更明白身為宣教士，倚靠耶和華
是多重要。「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
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
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
醒。」相信日後我們會更珍惜每一個
跟東家族人傳福音的機會，讓他們得
著永恆的祝福，也得著主的平安和力

量去面對一切。

乘風夫婦
本會中亞區宣教士

註：
1.	 為保護工場及宣教同工，差會以「天
窗國」作為該國名稱。

	作者常掛念東家族人，右邊是乘風先生

病榻中的掛念

宣 教 士 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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