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勝、林何少玲
從德國哥廷根、卡塞爾的分享信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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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離開、斷層

另一方

德國到了 6 月底，疫情每天新增少於一千病例，全

面我們
面臨信

國 7 天感染數已降至低於 8，各州開始不同程度的

徒離開

開放。全國打了第一針疫苗的人口約 55%，完成兩

和教會

針疫苗的約 33%。德國的疫苗供應有些緊張，幸好

斷層的

我們在家庭醫生哪裡排了候補位置，反而更快速地

危機。

接種疫苗。感謝主，我們一家在 7 月初再打第二針
疫苗，並將在 7 月底回加拿大。正好趕上加國政府
修改入境防疫政策，可免去頭 3 天的酒店強制隔離。
然而，為了家人的健康著想，我們還會自我隔離兩
周。暑假在多倫多的日子，一半會繼續在線上服侍
德國的群體，另一半時間將會休假，並準備 Caleb

大學城

卡塞爾．祈禱會

的流動

性大不是新挑戰。只因在這疫情年期間，去年和今
年來的新生是少之又少；加上社交距離和限聚令，
大大限制了外展工作。從 2020 到 2021 年中，便有

在加拿大入讀大學的安排。

15 位學生和 5 個家庭因為畢業、實習、工作而選擇

疫情放緩帶來事工上的感恩和挑戰。一方面是實體

現在事奉的同工差不多減少一半了！若疫情還是反

活動有更多的可行性，希望逐漸恢復肢體的凝聚力。

覆不穩，留學生在不斷收緊的監管壓力下，參與宗

哥廷根和卡塞爾都有實體聚會，當然同步的線上崇

教活動的意願便更低。那麼，傳福音不僅困難，教

拜和查經班也得繼續在網上進行。至於在疫情下做

會也將會出現斷層。求神賜下各樣的管道，把人帶

福音工作，仍然是摸著石頭過河。哥廷根的弟兄姐

到我們中間來，讓我們繼續承擔撒種和澆灌的使命。

妹回到傳統的校園事工方式，定時在校院裡派發單
張，聯絡校方希望可以再擺放書攤。卡塞爾的肢體
以人釘人方式跟進長期慕道友，有信徒創意地想到
帶著菜餚和福音影片到慕道友家，吃完飯便一起看
啟發課程。這樣的 Gospel Potluck 維持了數周後，

最終為主贏得兩位朋友決志信主！感謝主，福音的

離開或海歸。我們曾在 10 天之內要送別 3 位同工；

*

*

*

在這一季分享信中，我們邀請兩位肢體以第一身分
享疫情年對他們生命的「蒙福故事」。

 疫情下的靈命成長者 - 學生

大能不被環境所困，求神賜下智慧讓弟兄姊妹有機

去 年 3 月，德國疫情加劇導致政府實行封鎖政策，

會接觸新朋友，建立關係，以生命彰顯主愛。

學校關閉，以前幾乎每天都會出門去圖書館的我，
不得不長時間待在家裡。剛開始那段時間，很不適
應，因為每天一日三餐都得自己做，不像以前能跑
去學校食堂管一頓午餐。我在家除了繼續寫畢業論
文外，還想著找點其他事情做，發現自己之前喜歡
買書，但很少讀，這段時間就堅持每天讀點書。
即使封鎖，教會生活仍舊繼續，只不過改為在線上
進行。想著以後不用出門參加聚會，心裡有了一絲

哥廷根戶外樂一天：爬山、摘韮菜、野餐、街頭派發單張訓練

懶散。接受了查經培訓後，也被邀請做查經組長，

帶著短宣隊做些福音工作。然而，神一直看顧他們，

內心開始緊張起來。在準備第一次帶查經時，發現

我們見證主一個一個地叫他們回轉、決志、成長。

和參與查經是天差地別。我雖然花了很多時間來準
備，也會與傳道一起預查，卻發覺最大的受益者是

我 信主 20 多年，卻是一個沉睡多年的屬靈嬰孩。因

自己，對聖經的理解向前邁進了一步。至此我發現

為文化水平不高，讀聖經不是很懂，只在初信時背些

讀經是一件有趣的事，自己的靈命也有所成長。

經文。我在餐館打工，來到德國 21 年了，但有十幾
年沒有去教會，靈命低落，行事為人不像一個基督徒。

去年 6 月提交完畢業論文後，回國機票已經買好。
其實心裡也清楚：航班收縮嚴重，航班可能會一延

直到 2016 年參加了生活營之後，我決心要帶 3 個孩

再延。情況果真如此，疫情沒有改善，我索性把機

子去教會。路途遙遠（與哥廷根教會相距 95 公里），

票退了，暫時留在德國找工作試試。

每次坐火車來回教會一趟需要 4-5 個小時。因為距
離和時間的消耗，我只能每月去一次哥廷根教會。

交完論文後，自己的時間變得更多，除了出門買東

直到 2018 年另一間華人教會有青少年德語聚會（車

西和打零工，其餘時間都得待在家裡。自從有份輪

程一樣的遠），為著孩子們的益處，多去一次教會，

流帶領查經之後，我堅持每天讀經，首先把新約讀

變成一個月有 2 次崇拜。然而，周間要在餐館工作

了一遍，發現神的話語真的很奇妙，之後再轉到讀

的我，平時沒辦法有肢體生活，靈命成長很慢。

詩篇、箴言、先知書和舊約的其他書卷。
疫情造就了屬靈飢渴的滿足：疫情打亂了每個人的
此外我還開啟了一段每天讀好幾個小時書的生活，

生活，很多人感到恐懼和害怕，但我知道這是神的

除了閱讀一些屬靈書籍之外，還廣泛閱讀各類書籍，

主權和神的管教。神讓我在疫情期間更蒙祝福，彷

歷史、小說、科技類的都會涉及。在讀書的過程中，

彿過去多年的屬靈空洞，一下子賜給我靈裡的滿足

發現自己以前真的很無知，讀的越多謙卑的心也會

和甜蜜，絶對超過我所想所求。藉著 zoom 的平台，

越強烈，而且還真的培養了讀書的習慣，即使讓我

我可以參加每周的主日崇拜、周間的禱告會和查經

讀一整天書也不會覺得單調乏味。

班、各種線上的營會和培訓。甚至神為我預備了自
己的團隊：雖然身處不同城巿，但每天有 8-12 位家

在疫情期間感謝主讓我好好利用了時間，即使獨自

庭主婦的姐妹在線上一起學習聖經，姐妹們互相鼓

一人也覺得生活過得很充實。感謝主讓我有帶查經

勵、學習、代求。感謝神，我們不會因疫情浪費時

的機會，絶對是拉近了我和神的距離，讓我覺得每

間，群裡的姐妹們愛主、渴慕神的話語，也藉此鍛

天讀神的話語就像吃飯一樣必不可少，自己的屬靈

鍊我學習帶領查經。除了聖經知識，我也享受肢體

生命也得到了成長。感謝主讓我在疫情年中讀了很

間的彼此分享和分擔。教養青少年的孩子實屬不易，

多書，培養了這個好習慣，讓自己變得謙卑起來。

很容易被負面情緒掌控。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姐妹
群都願意在周六晚上把時間分別出來，一起同心為
下一代的青少年和家庭禱告，用經文互相提醒，叫
自己不要落在抱怨和挑剔的試探中。
疫情轉化了家庭互動的元素：在疫情初期的一個晚
上，丈夫下班回家已經 11 點。在迷糊睡意中聽他說：
我想信主。我馬上起來，問清楚他是否要信耶穌、為
甚麼要信。其實他「聽聞」福音好幾年了，現在主
的時間到了，我們一起做了決志禱告！我真心高興，

哥廷根．與德國浸信會的聯合崇拜

但也有擔憂。他也是在餐館工作的，每天上班 11 個
小時，又不喜歡看書（讀聖經），生命怎能成長呢、

 疫情下的靈命受益者 – 媽媽
這些年來，我們接觸了好幾個做餐館的家庭，我們
沒辦法緊密地牧養到他們的需要，只能定時探訪和

亦不明白讀經和禱告的重要。我不想他走上我的舊
路 – 嘴巴說信主，但生命沒有改變。 因此，我決定
每天等他下班，洗好澡，然後給他讀一章聖經和他
一起禱告，大約 10-15 分鐘。剛開始時我也懷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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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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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有沒有真信主；但慢慢的，他的心態改變了。

• 新決志信徒的靈命扎根：為新決志的弟兄姐妹感恩，

感謝傳道和師母多年來常為我們禱告和鼓勵，讓我

求主帶領他們對神話語有渴慕的心、能夠建立肢體

一直堅持向他 「作生命的見證」。之後的半年，我

相交生活、屬靈生命有成長。求神繼續感動在慕道

用牧者每天 15 分鐘的靈修信息唸給他聽，不知道

中的朋友，讓他們親自經歷神奇妙的帶領和厚恩。

他能聽懂多少，但我相信聖靈總會親自牧養他。
我、丈夫和青春期的孩子們，在生活上常有衝突、
灰心、軟弱、想放棄，但我抓住主的應許「萬軍之
耶和華說：不是依靠勢力， 不是倚靠才能，仍是倚
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 4:6) 在一次的家庭矛盾

• 家庭的靈命、第二代的負擔：願主在每個家庭裡作
主，幫助家庭裡有和睦，遵從主的教導，盡心盡力
事奉耶和華。又求聖靈引領會眾看到在德國生長的
第二代基督徒的需求，賜下從神而來的智慧給父母，
用神的話語來教養孩子，更多親近神。

後，我學習順服神，承認自己過錯的部分，主動

• 暑假回多倫多的行程：求神帶領和保守我們一家回

向丈夫認罪。神叫我不要自義、不要自以為比他

加國行程上的一切所需，特別能順利拿到疫苗文件

屬靈，當我願意謙卑下來認錯，夫妻關係反而改

証明等繁瑣的事宜。求主賜下在多倫多的日子有平

善。又一次，孩子們願意放下出席德語的青少年

安和休息，並且能享受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聚會，主動邀請爸爸一起看線上的中文詩歌聚會；
一方面，爸爸因著孩子的遷就和陪伴而感動，另
一方面，孩子們也學習以行動鼓勵爸爸多親近神！
疫情下餐飲業首當其衝，我失業了，丈夫也有幾個

• 孩子的新歷程：離開父母、進大學、住宿舍、新環
境、新教會等，這都是學習獨立生活和依靠主的時
機。求聖靈保守 Caleb 的心思意念，在未來的生活
裡要謹守、生命裡要敬畏神，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

月沒工開要待在家裡。然而，失業使我有更多時間
讀聖經。我操練了 10 個月的清晨禱告和靈修，學
習讓主在家中居首位。感恩，主讓我們珍惜一家人
在一起的時間，更多學習和睦相處。我們也是第一
次一家人在不用上班的情況下過聖誕、過春節！過
去一年，也讓我 3 個孩子每周日可以參加線上崇拜，
她們的靈命得以餵養。我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真正
地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但主的恩手沒有離開過
我們，更在疫情中推動我們各人都在成長。面對這
個疫情的失業年，只有感恩，都是滿滿的屬靈恩典！

代禱需要
• 離開/回國的信徒：為已找到工作的肢體感恩，求
主使用他們成為當地教會的祝福。面對新環境的變
動，祈求信徒懂得仰望信實不變的主，順利過度新
生活。求神讓他們在職場上作主的門徒，為鹽為光。

5 月北德聯合線上生活營．專題講座分享中

聯絡資料 email: lewisfelaincaleb@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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