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召見証－
蒙召見証 － 胡沛華弟兄 (本堂會眾，汪錦碧姊妹之夫，會友張麗群姊妹之婿)
2010 年春天，神給了我感動，祂要我把握時候想想是否繼續目前的工作，還
是 放下工 作全職事 奉。當 時參加了 一個播 道神學院 的全職 事奉探討 日，這 是我 第
一 次接觸 和認識神 學院。 我跟陳黔 開牧師 分享這個 感動的 時候，牧 師建議 我繼 續
恆 切禱告 ，尋求神 的心意 ，牧師也 建議我 先帶職事 奉，同 時可報讀 一些「 非全 日
課 程」， 一則毋須 突然改 變工作和 生活的 模式，二 則也可 逐漸從新 適應讀 書的 境
況。但由於工作的需要，我時常離開香港公幹，只有少於一半的時間會留在香
港 ，所以 想報讀一 些「非 全日課程 」，也 不是容易 的事。 同時我在 公司的 管理 工
作 很繁重 ，假如一 面工作 、一面讀 書，也 没有可能 兩面兼 顧妥善。 這時候 大女 兒
正 在大學 讀書，二 女兒也 快要上大 學，經 濟上有一 定的需 要。自己 也認為 ，應 該
先安排好家庭的生活需要，再在自己的事業上慢慢淡出，讓工作得到交接的安
排 。雖然 事實上我 並未有 對全職事 奉的感 動作出即 時的行 動，但是 神給我 的感 動
卻 從來未 有間斷， 兩年以 來我一直 禱告和 等候，神 也慢慢 將我自己 的心志 變得 堅
定，呼召也日趨強烈。
到 了 今年 初， 我自 己 對神 的呼 召感 覺 最為 強烈 ，很 多 次聽 到神 對自 己 說祂 已
為 我預備 好所有的 需要， 神要我問 自己到 底還在等 候甚麼 ？經過了 兩年時 間， 工
作 上的安 排可以說 是毫無 進展；但 在二月 的時候， 我竟然 勇敢地向 上司坦 白分 享
了 全職事 奉的心志 。說到 「勇敢」 ，還是 要將榮耀 歸于上 帝。我準 備和上 司分 享
之 前一晚 ，心裏忐 忑不安 ，就在公 幹的酒 店房間獨 自禱告 。我求神 賜給我 勇氣 去
向 上司說 明自己的 心意， 這個禱告 是少有 的帶著淚 水，是 要我將自 己完全 放下 ，
來 到神面 前，將自 己獻給 神使用， 成為符 合神使用 的器皿 ，神的聲 音仍然 是要 我
問自己到底還在等候甚麼？
我平時和這位美國籍的上司交談的時候，就只有他不停地說，而我靜靜地
聽。但這次和他分享自己全職事奉的心志時，他卻異常安靜地聽我坦然說了 30 多
分 鐘，然 後說了一 句：「 這是神給 你的呼 召！是很 難得的 事！」我 沒有預 期上 司
口中會說出這番話，但這番話卻又是真實地從他口中說出，神實在是聽禱告的
神。最後我們定好了時間表，一切的工作希望會在 9 月前交接好。神就是這樣的
信實，在祂手中沒有難成的事。
大 女 兒去 年暑 假在 英 國讀 完大 學後 ， 進了 一間 審計 公 司當 練習 生， 蒙 神的 恩
典 ，在她 還未完成 練習生 的工作之 時，該 審計公司 已給了 她一份長 工。大 半年 以
來 ，她工 作順利， 收入除 足够自己 生活外 ，還可幫 補妹妹 的些少開 支。今 年暑 假
開 始，妹 妹會因應 大學課 程的要求 ，先在 外工作一 年，之 後再完成 大學最 後一 年
的 課程。 神的恩典 再臨到 ，妹妹得 到姐姐 工作的審 計公司 同意讓她 工作一 年， 也
可拿到和姐姐差不多一樣的工資。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出於神的安排，是神的恩
待 。神的 意念高過 我們的 意念，祂 的恩典 超出我們 所想所 求。在獻 身營中 ，我 聽
到 很多神 學生都憑 著信心 ，他們都 沒有計 算生活的 需要， 他們獻身 給神使 用的 同
時 ，已將 自己的需 要交給 神，這種 信心絕 不容易。 在這件 事上，我 自己的 信心 的
確不比這些神學生高，但神對我和我們一家的恩典還是充充滿滿。
在 過 去的 歲月 中， 我 們一 家都 蒙福 、 蒙保 守， 我們 沐 浴在 神的 恩福 中 ，恩 典
都 充足够 用。神要 我問自 己到底還 在等候 甚麼？我 知道自 己不在等 候甚麼 ，只 等
候 著裝備 好讓神使 用！跑 過人生的 上半場 ，是時候 將自己 完全放下 ，完全 交上 給
神。在人生的下半場，我願意獻身作主的精兵，為主繼續征戰。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