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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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疫情再創高峰

回顧宣教士子女的心路歷程 – 從拔根到扎根基督

Shalom！在此預祝大家聖誕快樂、身心靈平安。

宣教士從來不僅在事工上經歷神。回顧這些年，無

德國第四波的疫情進入 11 月後急劇回升，單日最

論是個人成長、角色協調、家庭互動中，靠著主的

高破 7.5 萬，平均每天感染病例達 4.9 萬。德國州

恩典，我們「關關難過 關關過」。當年帶著 11 歲的

政府是行政獨立

思敬來到德國，他面對著雙文化雙語言的衝擊。在

的，所以防疫措

學校：作為插班生，硬著頭皮用那又難又不暢順的

施會出現不一致

德文，頭兩三年難以建立屬於他的朋友圏。在教會：

或按疫情起伏而

來不及學普通話，先失去以往一起成長的小伙伴；

不斷修改 (例：有

況且，宣教工場的資源遠不及北美教會第二代事工

些地區的聖誕巿

的豐富，適應教會新文化比適應學校新生活更艱巨！

場如常舉行，而

他要承受的孤單並非同齡人所能體會，心理、社交

某些地方的聖誕

和靈性的挑戰加速他進入青春期的掙扎和迷茫。

巿場臨時取消)。
防疫疲勞、聖誕

神介入：從第一封家書開始，「求神為思敬預備屬

出外度假、心態

靈朋友」成為必然的代禱事項。或許是環境因素，

鬆懈等都構成這

等候多年的屬靈同伴尚未出現；然而，孩子心靈的

個冬天不易熬！

吶喊和哭訴，上帝已經垂聽，祂要成為孩子的屬靈

「與疫情共存」雖然是不變的事實，對宣教工場卻
帶來莫大的挑戰。哥廷根和卡塞爾從夏季開始已經
全面恢復實體聚會，但崇拜和查經班仍然提供同步
線上和線下的聚會。一方面感恩：德國繼續准許教
會開放聚會，會眾能夠面對面相交，弟兄姊妹的凝
聚力得以逐漸被重建。另一方面求神憐憫：不單求
主保守聚會的安全，而且要長期支援線上/線下的
服侍，事奉人手安排嚴重缺乏。

伙伴！藉著 2017-2018 年「下顎骨手術事件簿」，
2 年來他具體地經歷神的愛、神的同在。從此，思
敬切實地建立個人與基督的關係，信仰內化，對他
的靈命追求起了極大變化。他選擇轉到成人中文崇
拜 (聖經故事已不能滿足他)、參與服侍、申請受洗、
主動要求上洗禮課程。尤其在課程中，回應他的提
問、聆聽他的分享，我們贊歎神奇妙的作為，非常
享受家裡的屬靈交流、親密無比的 spiritual bonding！
高中最後兩年，思敬有意回到北美唸大學，他說：
 北美是他的根，他想讀的專科用英語來唸更有把
握； 北美的屬靈資源較豐富，他想更多認識神。
當時我們沒有立刻表態，想多了解他的想法，需要
時間祈禱求問神的帶領。「為何不讓孩子留在德國
唸大學?」不少人問我們：德國大學不是免費嗎？為
何不留在當地享受這福利？經過幾個月祈禱，我們
決定放手 (let go) 讓他回加拿大，原因： 以前他還

10 月迎新活動．德國法律知識講座 (線上/線下)

小，必須跟父母走，我們去哪事奉，他得跟我們轉教

會，我們去宣教，他得拔根放下所有。現在，輪到

為他學習事奉祈禱…… 感恩，兒子帶著戰兢的心，

我們尊重他的選擇。 他渴慕神的心是真的。每當

他的「不懂」催使他謙卑地追求。最感動我們的，

靈修神的話語觸動他時、在信息中使他扎心時、在

是他順服神呼召向某位同學傳福音。為了這位福音

學習上經歷神的帶領時，那份從裡面出來的雀躍和

對象，他用了 2 個月時間去熟讀有關救恩的經文、

喜樂，我們都看在眼內。 宣教士實在沒有格外的

閱覽傳福音常見的難題、建立祈禱小組、選讀的靈

經濟能力去支付加拿大的學費和生活費。我們願意

修經文全是與傳福音/付代價有關。預料之中，在第

把兒子放手交給主 (let

一次的福音飯局，對方未有決志信主。然而，福音

God) ，是認同孩子揀

的話題已順利打開，對方亦願意專注聆聽。最大的

選那上好的福份，我

受益者，當然是傳福音的人 – 經歷與神同工的喜樂、

們不再抓住所謂零學

體會聖靈帶領的奧妙、在整個過程中先被神建立。

費的福利。我們的功

這種成為神器皿而經歷神的歷程，與個人在健康、

課：學習信心仰望神

學業、環境上經歷神的範疇又迥然不同。我們為兒

供應。最終放手讓思

子感恩，能夠更豐富更精彩地認識神，與神同行。

敬獨個兒回流，父母
囑咐他：「只要你在

神祝福：起初也會擔心思敬的投入是否三分鐘熱度。

基督裡，爸媽便放

相反，當他越樂意為神擺上，他越得著靈裡的滿足，

心、安心！」

越推動他清楚優先次序的定位。在閱讀週的那幾天，
與兒子又來一次私人講座「基督徒的時間管理」。

在過去的幾個月，觀看著兒子和上帝的互動，我們

之後，他更堅定和清晰地劃分時間表和焦點。其中

見證神的恩典福杯滿溢！

的例子：思敬極之享受每週的團契祈禱會 (這是他的

神應許：搬入宿舍是周六，思敬收拾房間直到凌晨
才睡覺。翌日，他坐 7 點的公交車到教會參加 8 點
的實體崇拜 (9 點半和 11 點的崇拜登記全滿了)。其
實當天他有「足夠理由」不去清早堂；例：剛搬家
太累了，多睡一點；人生路不熟，線上敬拜挺好的。
然而主喜悅他親近神的心，藉著詩歌和講道堅定他：
「我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為孤兒」、「我的心
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
祂而來。」(詩 62:5) 第一天離家生活的思敬，領受
主的「及時語」，他震撼、他流淚、他無言感激！
神預備：思敬一直祈求能夠有同路人陪伴他在大學
時期一起成長。他主動連結校園團契的基督徒師兄
師姐、積極約談不同的牧者、投入參與基督的群體。
主憐憫他的訴求，短短的日子，他認識了有委身心
志的同齡人、同心事奉的戰友、更連繫了一位願意
在專業和靈命上指引他的導師。過去失落的屬靈資
源，現在天父毫不吝嗇地加倍為他預備。
神感動：思敬在宣教工場是沒機會系統地學習事奉。
現在神邀請他學習查經、帶領小組和個人佈道。
「爹哋媽咪，在過去幾年的宣教，我看見你們如何
事奉神，以為透過觀察，我會懂得如何去做，但原
來我是不曉得。」兒子主動請求我們教他如何預備
查經、如何傳福音、如何做同儕牧養、帶他做預查、

原話。作為牧者，我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用 享受
來形容祈禱會，他算是個奇葩！) 他享受人數不多但
能夠有深入的屬靈分享，藉此建立真誠的屬靈友誼；
他享受與弟兄姊妹一起祈禱守望團契，他珍惜隊工
精神。「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
你們了。」(太 6:33) 天父十分有趣，「這些東西」
思敬沒有求問，天父卻一一加給他：預備學習小組、
師兄師姐提供筆記精華、告訴他選修不同科目的要
訣等。當他在學習上盡上本份，神祝福他，省卻他
「繞圈子的時間」。
神所賜的真是
超過我們所想
所求。在這幾
個月裡，與兒
子 的 分 享 交
流 、 隨 時 祈
禱、一同數算
神的作為，不僅
豐富了我們的生命、激勵我們單純地事奉主，而且
感恩主安慰祂僕人的心。從小便是牧者的孩子 (PK) 、
青春期成為宣教士的孩子 (MK)，他比別人承受更多
的壓力和孤單。主從不虧待屬祂的人，今天，他成
為神的孩子 (God’s kid) ，何等恩典，信實和慈愛的
主親自牧養他、引導他、塑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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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青年人當走的路甚遠，求神保守我們的信二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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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繼續記念我們一家：奕勝 10 月已回到德國工作；

都能夠在主裡成長、遠離惡事、逃避試探。「順服

少玲因為身體需要接受治療，會在多倫多多留一段

聖靈、學習謙卑、操練堅持」是我們現在為孩子禱

日子，暫時轉為 work from Toronto。因此，一家三

告的主題。上帝同樣囑咐我倆作父母的：「只要孩
子在基督裡成長，你們便可以放心、安心，只管專
心服侍神！」「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
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詩 29:11)
感謝你們多年來在禱告上記念神國的工作和我們的
家庭，你們的陪伴成為我們家的祝福。
(備註：以上內容得思敬同意分享他的經歷 😊)

代禱需要
•

口分別在不同的城巿生活，靠著神的同在和夠用的
恩典，完成神要我們學習的屬靈功課。

聯絡資料 email: lewisfelaincaleb@gmail.com
* Send cheque to: Canadian Baptist Ministries,
7185 Millcreek Dr., Mississauga, ON L5N 5R4 Canada
Please put your address on & specific on the
memo line to Lewis & Felain Lam
* On line donation: http://cbmin.org
(donate now → our field staff → Lewis & Felain Lam)

新一屆同工會：大量信徒和同工因為畢業和工作
的原故而離開兩個城巿，所以新一屆的同工人數
不到以前的一半。在疫情不穩定、事工充滿挑戰，
和事奉人手嚴重不足下，求主憐憫，興起願意委
身服侍和追求成長的信徒，同心建立基督的身體。

•

哥廷根的福音查經班：感謝神，現時出席人數有
12-14 人，求聖靈繼續感動慕道者的心靈和心智，
讓他們逐漸明白神的話語，並按著神的時間謙卑
回應福音的邀請。

•

哥廷根家庭組聚會

迎新活動：神祝福 10-11 月的迎新活動，兩地共
有 40+人次出席 6 個迎新活動，在其中一個福音
聚會中有一位新同學決志信主。求主鼓勵新來的
信徒能投入教會生活，也感動未聽聞福音的同學
有開放的心態認識信仰。

•

愛證/活證浸信會 網上短宣隊：於 11 月 10-21 日
順利完成 10 個環節的服侍，包括：帶領查經、主
日學、講道及見證分享等等。求主賜下智慧，讓
我們從後疫情的新嘗試中學習新經驗，以發掘更
多不同形式的事工模式和資源配搭。

•

聖誕慶祝聚會：為兩個地方聖誕外展活動的籌備、
人手、新朋友的邀請工作等祈禱，使更多的人明
白這個愛的福音。

10 月迎新外展．
卡塞爾威廉高地
一日遊
共 11 位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