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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y & Winny @Nayoro 

入廠維修 

各位代禱者，願你平安。 

不經不覺距離 2021 年尚有不足 50 天時間，未知對大家來說，2020 年的關鍵詞是甚麼

呢？由年初的「撲口罩，慳住使」、「中招」、緊接著的「停課復課、減薪失業」、「由『廣』

旅遊到『港』旅遊」、「個案、國安、過岸(移民)」…這一切或許奪走了我們的恆常，擾亂

了我們原本的人生計劃，添滿了欲抗不能的憂悶、無力感、恐懼。若然有家人或朋友在

醫院接受治療或在護老院居住，這十個月、1 半年多的時間，2 無奈、灰暗和牽掛的心情

相信難以形容，只能以淚水盛載吧。即或網絡科技可以奪回見面相聚的時間，但這平台

所搭建的空間又真的能完全滿足人世間基本需要 - 感觀上、實體上的接觸嗎？ 

8 月下旬的時候，Ricky 開始發現起床時下顎有痛楚

且逐漸加強。經牙醫診斷，一隻埋在牙肉下橫趟着

的智慧齒下有一嚢胞，最後安排了 11 月 5 日提早入

院，次日做全身麻醉手術。3 這是 Ricky 第一次在日

本做手術，縱然在香港也曾試過全身麻醉，但今次

在手術期間因要插喉呼吸也多一分「無意識下的體

驗」。在 COVID-19 下入院，也唯有格外小心，並交

托主手中。住院的五天期間，北海道的疫情也因感染個案連續兩天過百而將警戒級別由

第二級提升到第三級。 

 

 

 

 

 
1
 香港自 1 月下旬開始，公立醫院暫停探訪，現時部份療養醫院稍為放鬆探訪限制。 

2
 香港自 2 月-5 月期間、並 7 月至今，院舍停止探訪。 

3
 因著過去一年在香港述職，我們回到日本後，受惠於國民健康保險下的低收入人士保障，醫療費用可稍為

減低。加上推遲手術沒有好處，回港做也不是中短期內可行的選擇，入冬前完成也可避免暴風雪發生時駕

車探病時的不便和危險。「病向淺中醫，要醫趁早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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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上心的醫療團隊 

病院在手術前一個月已為 Ricky 做了身體檢查以確保適

合做手術，入院當天護士、營養師、醫生、手術室事

務主管也逐一到訪問診，輔以文字圖表解釋住院的目

標、4 手術前後每天的檢查、服用及注射的藥物、(暖、軟、碎)膳食和病人需要配合的行

動等。 

手術所需要的時間比原定長了，花了三小時，也比原先醫生預計複雜。感恩手術後縱有

發燒，次日已退燒了，病院也安排了二人病房，但實際上只有 Ricky 一人居住，或許讓他

可以專心休養。病院院長每天早上到訪問安，他對病院當天那個病人要做手術始乎暸如

指掌；每天換更，樓層的護士長和負責照顧我的護士也 

會過來打招呼，這些行動着實展現日本人的細心。 

在恩典當中的靜心之旅慢慢揭開序幕… 

靜心之旅？  

入院前已預備好了要帶的聖經、中英日的書籍，以消磨住院的時間。不過手術後的一天，

體力雖然算是不差，但為何讀聖經時讀不進去、看屬靈書籍也提不起勁、看日文書又突

然沒有動力。除了「點滴」在手頭時(日文的「点滴」，即「吊針」)，護士鼓勵睡在床上

外，我仍可以行得走得，第三天的住院日子感覺好像過了一星期一樣。望着窗外時而下

着的大雨，時而行雷閃電，時而跳電，今天周六、明天周日醫院都不准探訪，即使平日

也只批准 10 分鐘探病時間，Winny 的日子不也是一樣那麼難渡過麼，這 5 天打破了我們

自 2009 年在同一時空下一起讀神學、一起在教會事奉、一起在日本宣教的節奏和生活模

式。噢，不獨是我們，同樓層的病人、長期住院的公公婆婆的感受會否也與我一樣呢？

鄰近病房的中年人也是做牙科手術，為何可以那麼堅忍，好像一直留在床上休息或(買電

視卡)看電視，那邊那個學生也好像可以長期留在房間只以手機渡日，而我卻發覺一個人

行的路(來回公眾廁所之路、來回添水之路)帶不了我甚麼朝

氣，我的神好像離我很遠？我想快些出院，我想離開這時間

和空間，我想逃離這屬靈黑暗的現場！原來不只安靜的時間

重要，身處的空間也衝擊着祂與我、我與他們的關係。作為

病人，實體的同在感、同行感是多麼的重要，這是科技網絡

 
4
 能夠在身心安定的狀態下接受手術，並在手術後不會出現併發症，能以早日返回社會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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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代不了的。你也渴望與你所愛的家人朋友、教會

弟兄姊妹面對面重聚嗎？他們的同在和同行，對你的

靈程之旅重要嗎？ 

靜身之望？福音的契機？連繫社區的機會？ 

入院前祈禱神讓我成為福音的使者，希望能打開醫院福音之門。神卻安排我去經歷一趟

屬靈的掙扎，去體驗作為病人的基本需要和渴求。醫療人員的關懷或許是「痛不痛？」、

「睡得好嗎？食得到嗎？」、「體溫脈搏血壓指數是否正常呢」；病人更迫切的渴望是「注

射治療直到幾時？」、「何時可以回復之前的生活，已三四日沒有得沖涼刷牙了」、「我何

時可以再見我在日本唯一的家人？」。5 當我回想到熟識的面孔也(曾)在同一時間/空間下

望着白色的天花板鬱悶地渡過每一天，他們的經歷和在病榻中的屬靈掙扎和鼓勵、又或

他們真實的無奈和消沉，頓時化為我的安慰、也化為我的代禱。 

周日終得到醫生的恩准，可以提早於周一出院，「夢寐以求」的「淨身之旅」有曙光了！

Winny 準備了感謝卡，可以一同在出院前向醫護團隊表達謝意，也附上一些福音單張。

在幾日後覆診時，我們也寫了感謝卡答謝醫生細心照顧我這個外國人。不知道這 5 日 4 夜

住院日子的考驗，在神眼中我「及格」了嗎？不知道所分享的福音單張、所表達的謝意

在他們的心內會帶來甚麼結果？人總是愛以「果效」、「做這做那」來作為自我肯定。醫

院沒有因著一位宣教士的住院而發生「福音大爆炸」，這是「失敗」？ 

在日本的醫院，每一個病房或許可以看作為一個小村落小社群(或者用日語表達的話，叫

せけん「世間」)，而病房外的地方(如走廊、電梯等公眾地方)或者非你所身處的另一個

病房就是一個しゃかい「社會」。簡單來說，前者是內圈，後者是外圈。外圈中的一切是

陌路人，與我身處的「世間」互不相干。COVID-19 加劇醫院中病床與病床之間的疏離

感，「世間」不再容易存在，而每個病人被迫成為一個孤獨的個體，與疾病惡鬥。 

COVID-19 下，如沒有在日本住院的體會，如沒有周六時屬靈的憂悶和角力，如沒有「孤島」的

格鬥，我們傳的福音會繼續是怎樣的福音？ 

 Jesus is our model. He is known as the suffering Servant. As he identified with 

human suffering, so must we. “We cannot love him and yet want to be crowned 

with roses while he was crowned with thorns,” in the words of the desert martyr 

 
5
 病院只能安排病人一周沖涼和換病衣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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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de Foucauld. We must take up our cross. 

Spirituality includes being attentive to God’s world 

and to those in need. 6  

 

 
6
 Miriam Adeney, “Where There is Lament,” in Spirituality in Mission: Embracing the Lifelong Journey, 

ed. John, Amalraj and others,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Publishing, 2017), Kindle 

1816/8929. 

道北的宣教 

11 月，北海道以至日本的 COVID-19 感染

個案都急升，開始進入第 3 波，也為早前

已恢復的實體聚會添上不穩定因素。願主

開路，在這疫情下如何透過牧養男士、夫

婦，幫助他們在家庭、工作崗位和社區見

證主。另外，我們在附近的下川町認識了

一些居民，希望可以在當地撒下福音種

子。 

CHRISTMAS 

另外也請記念 Winny 在 12 月 26 日的

Joyful Ladies Christmas Party。租用了社

區內一個較大空間的設施舉行。盼望姊

妹們能邀請未信者參與，在不安的時代

中得聞救主福音的大喜信。希望 Mikiko

和 Kaori- 兩位未信的女士也能參加。 

12 月 24 日的平安夜崇拜，求主臨近，讓

參與者心靈被更新、啟迪。 

 

🙏線上的接觸 

請記念我們在線上所接觸的未信者，包括： 

 石澤先生（教會 Gospel Choir 成員），

這兩個月山廣牧師都未能聯絡上他，

求主開路賜下約談的機會 

 上林先生(Ricky 每星期與他作福音性

查經，已進行了 14次)，為他對神話語

的領悟能力感恩，求主在每天的生活

中對他說話。 

#4集@名寄，10月號外 

這集是為母會的差傳主日而 

特別制作的，歡迎收看！ 

https://youtu.be/CkTTq9QKD78   

https://youtu.be/CkTTq9QKD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