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二年 

中信夏威夷短宣日誌 

短宣日期: 二零一二年六月廿七日至七月二日 

人數: 導師二人 (講員/帶隊 ) , 隊員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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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七日 星期三   

短宣隊於早上七時在三藩市機場集合, 全體隊員先後來到, 看似一切順

利。 豈料突然發現一位姊妹的機票上的名字與她的ID不同, 因此沒法

取到登機証。 她與丈夫跟地勤交涉, 我們就為這事禱告。 她倆已作了

最壞打算, 預備沒有辦法時, 再多買一張單程機票也要去短宣。 其間航

空公司宣佈我們要乘的班機誤點, 改遲45分, 剛好讓姊妹夠時間補拿登

機証趕來, 既不用另買機票, 甚至連罰錢也不用。 航班誤點在人看來是

難阻, 卻原來是神巧妙的安排看顧。 這件事提醒了我們, 撒但不願我們

去短宣傳福音, 這不過是屬靈爭戰的開始, 我們必須隨時禱告神, 祂自會

扭轉整個形勢。 

中午到達夏威夷, 先往中信福音中心由大會負責人介紹「醫者心」的工

作。及後我們為了次日事工排練話劇。 隊員們來自十間不同的教會, 

年齡由廿多歲到八十歲, 各人有自身獨特的背景、性格和脾氣, 平時閒

談尚可, 到排練的時候各人的老我就跑出來了, 氣氛很不和洽。 排練了

一次後, 領隊要我們暫停, 先去吃晚餐。飯後兩位導師決定需要有四十

分鐘退修, 否則不能面對這的幾天的屬靈爭戰。 撒但要用各種的方法

打倒我們, 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來到主面前安靜下來, 讓祂率領我們

打這場仗。 退修會的主題是「使命與差遣」, 由羅醫生主講。 他特別

指出短宣的目的是要完成領人歸主, 絶不要給魔鬼留地步, 這幾天須不

斷與與撒但作屬靈爭戰。及後分組祈禱, 大家深知需要聖靈掌管自己的

心, 要認罪悔改, 因帶罪是不能討神喜悅, 更不會被神使用。 每位隊員

都開聲祈禱,求主赦免。 

 

六月廿八日 星期四  

經過昨晚在神面懇切祈求, 今天看見聖靈在每個人身上動工, 人人都以

謙卑、順服、彼此相愛、互相配搭、各人看別人比自已強的態度行事, 

真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第一項事工是探訪Day Care老人院。 那裡的老人家頭腦很清醒, 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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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和聽故事都有反應, 而且跟着我們做, 

很開心喜樂; 當呼召的時候, 有十多人舉

手，願意接受主耶穌。這是短宣隊第一

次收割, 感謝神！ 

下午是醫學講座, 聽眾擠擠一堂, 也有十

人信主。 

黃昏時，我們乘車入田園, 要將福音帶給那裡的農工。 路上略有阻塞, 

我們就在車上切切的為着旅程平安及晚上聚會禱告。 經過一小時多的

行程, 終於平安到達, 感謝主。 晚餐特別採取自助式, 俾可以與田園的

朋友一同邊吃邊談話。 這些在田園務農的勞工, 大多數是從大陸借錢

偷渡來美, 都是無證黑工; 內心常存恐懼, 生活孤單無奈更無望, 只能盡

力做工賺錢還債; 至於以後的打算, 能否取得美國居留, 他們毫無把握。 

當我們關心他們, 帶他們唱詩的時候，他們真誠地將內心的痛苦, 藉着

詩歌的安慰, 激情的唱出來。 那天晚上我們體會到聖靈作工的能力, 感

動多人歸主, 散會時他們依依不捨的回家。 

雖然回到旅館時己很晚, 但我們仍堅持短宣隊的規則, 用45-60分鐘的

時間作檢討分享當日的情況, 之後為次日的事工作晚禱, 這是從神支取

能力的唯一方法, 各人回到自己的房間己是午夜了。 

六月廿八日 星期五  

今天的安排是兵分兩路, 早餐後四位講普通話的姊妹先行出發, 趕往田

園作逐家探訪跟進; 其餘的弟兄姊妹負責探訪療養院。 原本約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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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一時卅分, 但當我們到達時, 院方的負責人竟說我們弄錯時間, 他們

已等了我們一小時, 現在是午膳時間, 不讓我們佈道, 我們只好連聲道

歉。 說時遲那時快, 兩位導師馬上同感一靈地異口同聲問, 可否有機會

再聚集他們。 院方負責人想了一下, 答允可讓我們在下午來對另一班

耆英分享。  

午飯後我們又分道揚鑣, 羅醫生帶两位隊員回中心, 派單張和預備在中

心的醫學講座; 胡師母帶另一隊探訪療養院。 當我們在出發前預備祈

禱時, 兩位姊妹突然慌張地跑回中心, 告訴羅醫生她倆在廁所內發覺有

邪靈攪擾, 以致她們面無人色, 身體也在發抖。 羅醫生即時叫胡師母並

那兩位姊妹四人一同祈禱, 然後我們再與其餘的團員一同祈禱, 才出發

後往療養院去。 

感謝神! 祂的道路過高我們的道路，祂的意念高過的我們的意念。 早

上到療養院看到那些快進午飯的住院老人家, 大都迷迷糊糊, 神智不清; 

但下午這班耆英郤是每天從家裡到中心活動的, 不但頭腦清醒, 而且有

問有答, 當天信主的也有八位。 原來弄錯時間也是神的計劃, 我們又學

多了一個順服的功課, 更明白在傳福音時不能墨守成規, 必須按需要而

隨時臨時改變計劃。 

我們獻上感謝禱告後回程; 在車房泊車時, 看見往田園的那四位姊妹也

同時回到中心, 又剛好趕上羅醫生講座完講座呼召的時間, 可以投入作

陪談, 有九人信主, 叫我們越發讚美神奇妙的作為。 

6:30pm到浸信會晚膳, 7:30pm是教會團契合辦佈道會。短宣隊演出福

音短劇時, 平時排練最熟台詞的一位隊員, 在第二幕上演時竟然忘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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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紙, 看着她著急也差不多哭起， 我們也為此著急禱告。感謝神, 短劇

繼續上演, 台下的人也不知道漏了一大段。 當晚雖然只有兩位年青人

信主，但喜樂充滿我們的團隊。 檢討分享及晚禱時特別對神的計劃與

團隊配搭有更深的體驗, 當然也為次日的「醫者心」禱告。 

六月卅日 星期六 

「醫者心」是我們這次短宣的重點佈道之一 (另一重點是田園佈

道 )。 清晨開車來到文化廣場, 在走向中信福音時突然聽見後面一聲

巨響, 回頭見到一位姊妹從第二級跌下三級樓梯, 當時她不好意思地立

刻爬起來, 我們則關心她有否跌傷。 感謝神, 姊妹平安無事, 但如果跌

下來是年長的隊員, 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撒但想在我們還末開工就

把我們打倒, 但我們反而因這事而更儆醒、更倚靠親近神、更多禱告。 

從上午七時至下午二時, 短宣隊員穿著藍色的「醫者心」制服, 按著自

己的職份回到自巳的崗位與同工一同配搭事奉。一條條長長的人龍從

門口順著次序首先登記、量血壓、測體重、驗血、照肺、心臟、骨質

疏鬆檢查…等等; 總之身體各部的檢查都可在那裡找到。 現場人山人

海, 擠滿人群; 那些人拿著自己早已填好的表格進入廣場接受服務。短

宣隊員則按著我們傳福音, 報好信息之目的, 找機會作個人談道。 

中信福音中心位於文化廣場中間, 左邊有個大大的觀音座。 不明真理

的所謂善男信女迷信地向觀音上香祈福; 樓上一層很多佛堂, 他們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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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神的喃嘸聲也不斷傳到我們耳邊。 一年一度舉辦「醫者心」的服務

場地就是從福音中心向外臨時建搭帳篷, 四面都被邪靈偶像圍繞, 撒但

的權勢在那裡很強。 對著撒但的攻擊, 短宣隊員必須穿上神全副屬靈

的軍裝, 方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為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

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

戰。 

來接受服務的群眾有千多人, 99%未認識真神。 我們短宣隊的責任, 就

是要存著搶救他們靈魂的心, 把握每一個傳傳福音的機會, 無論在觀音

像面前, 或在他們排隊接受服務之際, 甚至在廣場閒逛的人當中, 又或是

檢驗完畢坐下休息進食時, 都趁機接近他們, 打開福音話題, 要在十五至

廿分鐘內便帶領一人信主。 有隊員還專選了那些向觀音求福的人傳福

音, 帶了很多人歸主。 

隊員更派發了很多當晚特為接受「醫者心」服務人士而設的佈道會單

張, 這個佈道會由短宣隊負責作陪談, 感謝神, 佈道會也有多信主。 

七月一日 星期日 

今天是主聖日,早餐後跟着集體靈修,然後按著預早安排分別到四間不同

的教會敬拜。下午二時多羅醫生講道趕回來, 同到領隊房間預備退修會

第二講。經過這幾天的屬靈爭戰, 我們需要安靜下來,透過神的話語及

禱告,確實經歷神的信實, 也是重新得力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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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時許,我們帶着喜樂的心同赴陳醫生為短宣隊而設的豐富晚宴。陳醫

生是「醫者心」大會主持人, 他在飯後分享他所經歷的屬靈爭戰。原來

在星期五晚上他突然腹絞痛, 之後大量便血。 如在平時, 他早己往醫院

接受急診; 但身為醫生的他, 知道一進急症室便須留院觀察, 定必趕不上

星期六早上由他主持的「醫者心」開幕禮, 何況他還要負責「醫者心」

當天全部事工。 於是他與太太懇切的禱告、禱告、再禱告, 不肯讓撒

但的攻擊而倒下去。 在星期六「醫者心」當天, 陳醫生靠主得力堅挺

下來, 奔波勞碌, 不單負責開幕禮, 連醫学講座、翻譯、晚上的節目、等

等也全按完定計劃完成。  接著他的得力同工也分享另一見證, 原來在

星期五他突然全身「生蛇」, 疼痛萬分, 不能起牀, 只好服下最強的藥

物; 也是靠主得力, 在星期六與陳醫生一起分擔各事工。 陳醫生勉勵我

們要多作主工,多傳福音,別怕撒但的攻擊, 要靠着主打美的好的仗。  此

外另有四位弟兄姊妹站起來分享他們在「醫者心」的心得。 各人都看

到神很賜福「醫者心」, 願一切榮耀歸於神！ 

回到酒店後仍有分享及晚禱。但羅醫生將撿討時段延後到次日在機場

舉行, 讓他們在最後一晚有些微自由活動時間。 

 

七月二日 星期一 

清早集體靈修後, 各人收拾行李, 等待真理堂牧師及陳太太於十時來接

我們往機場整理。 辦妥登機手續後, 我們在侯機室找到比較清靜的坐

位,開始我們的檢討及對這次來夏威夷短宣的感受及分享。 我們都很興

奮, 因短宣隊就像一隊打了勝仗的精兵, 雖然每天都有阻難及問題發生, 

但靠著神的同在、聖靈的引導、和主基督耶穌福音的大能, 短宣隊擊敗

撒但而凱旋回來, 得到128人信主的戰績。 大家心中充滿感恩, 臉上的

笑容反映出內心的喜樂。巴不得這次的夏威夷短宣, 能加重我們對傳福

音的負擔, 也能讓我我們深信禱告的能力, 並立志多作主工; 願頌讚榮耀

歸於三一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