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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懦弱的心，而是剛強、仁愛、自律的心。」
提摩太後書1：7

今次二月十至十七日巴淡島之旅，時間雖不長但經歷了
很多事情，心情如像坐過山車。

剛
強
的
心

突如其來的恐嚇
當我們還在香港時，宣教士突然發出緊急禱告
通知，因為巴淡島的大區長要求見學校負責人，而且
說話很不客氣，他懷疑這所學校是詐騙牟取金錢，嚇
得校長和同工馬上放下手上工作，趕快去見區長。其
實不久前，政府也不斷修例，要求支持我們的住戶交
出更多更深入的資料。同工們不辭勞苦，一次又一次
的完成政府要求，所以我們知道應該不欠政府甚麼資
料，大區長的要求分明是另有所圖！
我們齊心禱告，神又一次保守，同工回來後喜悅
地分享不單過程順利，而且有把握政府很快讓學校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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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be scared
of anything. Trust
in the Lord and
face the battle of
life. There is no
power on earth
that can lay you
low.”― Dada J.P.
Vaswani

在疫情下闖關
我們出發時香港的疫症情況並不理想，各國開始拒
絕中國人入境。因為印尼時有排華新聞，我們擔心因香

It is God who

港屬於中國一部分，也會被他們拒絕入境，或者被強制

arms me with

出發。

隔離。幸好印尼還是接受特區護照，所以我們可以如期

因為飛機客倉是高危之地，我們全程三個多小時

strength and

不吃不喝，也沒有使用飛機上的洗手間，口罩更沒有除

keeps my way

們趕緊繼續上路，轉船到巴淡島。感恩！雖然舟車勞動

下，平安到達新加坡，但新加坡情況並不比香港好，我

而且天氣炎熱，長時間帶著口罩的我們還是滿有精神。

secure.

差點被官員打劫

He makes my

獻校禮」作訓勉，但想海關因我們經常往返，去年已多

feet like the

位住在新加坡的愛心姊妹陪伴陳長老過關。神的恩典真

feet of a deer;

便堅持要他辦工商簽證，費用約港幣三百元。姊妹立

he causes me

退，順利入境巴淡島！

to stand on the
heights.

我們原想親自去新加坡接陳瑞漢長老來學校的「

次查問我們，所以宣教士不想我們招惹麻煩，便找來兩

大！印尼關員看見陳長老身穿西裝，認定他來做生意，

時陪伴陳長老進入官員房間據理力爭，最後成功全身而

感恩
因為神賜我們剛強的心，雖然隨時有突發的要求，
無理的態度，以及在高危的疫情下，我們還是盡忠去面
對，因為知得勝的把握不是在於我們而是在神。

2 Samuel 22:33-34

剛 強 的 心
「神是我的堅固堡壘，祂使我行為純
全。祂使我的腳如母鹿的蹄，穩踏在
高處。」
撒母耳記下 22: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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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的心
神是我們的審判官
學校既在一月底完工，團隊興奮地計劃
招生推廣，希望能趕在七月份新學期前多收
學生，於是她們準備做一場大型的「學校開放

Let us
love one
another,
for love
comes
from God.
- 1 John 4:7-9

日」去吸引家長。當時團隊還很有信心能如期
取得政府的開辦批准證。但我們覺得應該先辦
「獻校禮」，把美麗的校舍先獻給神，感謝祂
的恩典與祝福。
一般來說，這個問題在香港並不是難事，
因為可以同時舉行，但印尼因為大部分人是
回教徒，凡是公開的活動最好以回教禮儀或非
宗教儀式。「獻校禮」卻是有隆重的基督教
儀式，所以必須在校內舉行。團隊覺得若先辦
「獻校禮」非但不能推廣，而且也額外增加金
錢與人手的負擔。Ruden和我在兩難之間，因
為我們覺得要先以神為首，但如果我們過於堅
持，團隊士氣也會被打擊。
感謝神，祂親自動工！由於政府文件並沒
有如期的批出，所以不能舉行開放日。我們不
用跟團隊爭議，神自己掌權了。更奇妙的是，
在「獻校禮」舉行前兩小時卻收到通知，說政
府的批文可於兩天後收取！

完美的拒絕

計劃又被破壞
今次在巴淡島我們另一項
重要的任務，就是約見副校長
人選。 A 君是基督徒也是我們心
儀的校長人選，但由於他還在
別校任教，所以只能7月份才加
入團隊。幸得 Marta 女士能先代
任一年，我們才可以等待 A 君的
加入，（ Marta 的故事在一月份

某位家長邀請他在語言中心任

是機會，每個人都應該有第二次

教，但該家長在中心成立六個月

機會。說完這番話，我們見到 A

後生意失敗，因而不能支付中心

君眼泛淚光。我為 A 君禱告，然

的費用，他頓然失業了。但他要

後著他仔細考慮，三天後回覆我

應付留在家鄉的太太及兩位孩子

們。

的生活費，不得已才接受該家長
的主動借貸，他因努力兼職至今
已償還了一半債務。

後 來 我 們 收 到 A君 的 感 謝
信，他説神透過我們改變了他。
他首次向在家鄉的太太表達他現

神看人與我們不同

時的光境，原來他一直隱瞞從不

簡訊有提及）。由於 A 君未有過

我們向 A 君坦白，若以人的

向家人談及他的困難。現時他放

擔任校長經驗，所以與 Marta 重

角度我們一早已放棄他了，更不

下驕傲、放下擔子，坦誠地與家

疊的半年對學校和 A 君雙方都有

會多次遷就他來改合約，但因為

人分享並共同決定未來方向。經

利。 Marta 可以訓練 A 君，而 A 君

神，我們是才一次又一次的與他

過一家人的仔細思考， A 君打算

也可以副校長身份輕鬆地學習，

接觸。神曾經對我們説學校名為

還清在巴淡島的債務後，返回家

不必肩負太多壓力及責任。

Light & Hope 原意是把真光及希

鄉與家人共同進退！

當我們準備與 A 君洽談合約

望帶給有需要的人，現在 A 君在

感恩

細節前，收到消息 A 君有財務壓

你們面前他正需要幫助，他已

力，他更向家長借錢！這消息再

經與家人分開八年，如果

Light

有這樣的榮耀去經歷祂的拯救。

一次打撃我們的信心，因從前和

& Hope 不能給他家人團聚的機

說實在家庭和諧是很重要的，不

他談合約時，每次以為談好卻又

會，在巴淡島更沒有人或公司可

出現改變條款或是上班時間等問

以幫助他。我們向他表明這是

題。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卻又

真正原因，為何向他提供一切福

浮現更困難事！

利，可以與家人在巴淡島團聚。

我們真的感謝神，祂讓我們

單對夫婦而且對下一代更是。 A
君在巴淡島八年還未找到自己的
理想，反而負債纍纍。生活不好
過且傷及自尊心，不向家人坦白

當天與 A 君見面，我們直話

當發現他有財務困難，我

又何來有喜樂的日子呢？現在他

直說向他詢問借錢的事是真實？

們真的很想放棄，但神又介入。

選擇回鄉，我們雖然損失了前期

若真的是向家長借錢，那確是

祂說保羅曾經與巴拿巴為着馬可

的工夫及失去一位人才，那又何

挑戰我們的底線，我們不可以合

爭吵，但後來馬可改變了更可

妨？看到神挽回祂的一隻小羊，

作。 A 君向我們解釋，那是因為

以寫出馬可福音。神解釋說這

真的是喜樂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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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賜各人恩賜，使我們萬事互相
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困難越來越大

自律
的心

學校現時進入行政階段，是另一種挑戰。宣教士有的
是牧者心懷，對人的靈性需要比較敏感。本地同工非常能
幹，專心又服從。可惜因為國家發展緩慢，導致人民視野
較短淺，且缺乏自主性。宣教士並沒有營商經驗，我們夫
婦二人雖然有豐富商業及行政訓練，但因簽證問題不能長
期居留，只能盡量在海外聯繫指揮。文化差異已是難題，
現加上經驗問題，使挑戰越來越大。

甚麼是事工的目的？
當我們到達學校要收樓時，看見還有很多瑕疵，而
且發展商有很多該做又未做好的工作，加上學校預算案的
粗疏，「獻校禮」的準備不足等，都使我們很焦急也很沮
喪。但神又一次施恩，指引我們返回正路。祂讓我們想起
陳長老曾經與我們分享的一句話：「神的事工不是以完成
目標為首，應該以著重建立人為要！」確是如此，因為神
並不需要任何人去完成祂的工作，祂只要人去愛，以基督
為榜樣，以祂的心為心。當想通了，我們的心情也輕省很
多。因為若我們順服神，神必親自帶領。學校有今天的日
子全是恩典，那我們又為何憂慮及煩擾呢？
神真的非常看顧我們，祂準備了陳長老，不單為「獻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
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羅馬書 8:28

校禮」負責教導神的話語，平時長老還分享很多他的辦學
及屬靈經驗，幫助我們知識及靈命增長。更奇妙的是神準
備長老和我們一起回港，原來在我們不知道新加坡定了帶
口罩的限額，若不是我們三人同行，多買的口罩不知有怎
樣下場了！

感恩
當我們懂得自律，以神的意念為意念，順服祂並跟從
祂，不單能享受心裏平安，有平安就能有忍耐的心，有忍
耐的心就更能謙卑及互相幫忙，那麼就真的能做到「萬事
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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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olaract.org
www.facebook.com/ruden.carrie7
如果你有感動在經濟上支持我們的事工，請把奉獻存入下
列銀行戶口：
東亞銀行：

015-147-40-4001690

支票抬頭請寫：更新教育事工有限公司
或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Ministries Limited

並寄回： 1102, Comweb Plaza, 12 Cheung Yue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本機構是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如需要免稅收據，
請提供收據抬頭人及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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