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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建造 
徐成全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

常所行的。」(帖前 5:11)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這話表示『主必再

來，我們必要與祂永活』的盼望就是在教會的基督徒們

中間，要彼此勸勉和安慰的主題。「互相建立」的『建

立』這個動詞基本上是用來指建築房屋，但保羅經常用

它來指基督徒德行和靈性的建造 (羅 14:19；羅 15:2；弗

4:16)。「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表示當初的教會，相當注重『主的再來』以及相關的

真理教訓。   

  

    真理絕不是僅僅留給自己享用；基督徒有責任去與不信的世人分享救贖的福音，並與

其他基督徒分享建立人的真理。我們都是基督身上的肢體，不是單獨生存的個體，所以，

每一項試探、挫折、挑戰臨到，我們都應該互相扶持建立，使我們屬靈工程更堅固，在火

的試驗中仍可以存留得住。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羅 14:19)  

   『所以』是指由羅 14:17-18 節得來的結論；『和睦』原文與『和平』同字，表示在教

會中追求好的人際關係，重於追求字句道理上的知識。「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這句在

原文沒有『德行』二字；全句意指『彼此建造在一起』或『彼此造就對方』。基督徒應重

視『弟兄和睦同居相處』(詩 133:1)，過於注重實行個人的信念。我們在將自己的信念付

諸行動的時候，應考慮到這項行動會不會影響到弟兄間的和睦及我與弟兄彼此的關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

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林前 10:23-24)。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這句話是重述林前 6:12；不過那裡是重在說到對

於自己的行事原則，而這裡則重在說到對於別人行事的原則。「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

人，」『造就人』指叫人得著建立 (林前 8:1)。我們蒙恩得救以後雖是完全自由的，但無

論作甚麼事，總要顧到別人的益處，使別人因我們所行的得造就。這是我們基督徒對於別

人的行事原則。「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前節是說到『不都有益處』，這節是

說到即或有益處，還得問是對誰有益處；基督徒不能將自己的益處置於優先地位。「乃要

求別人的益處，」意指如果對別人無益的事，即使是對自己有益處，也須放棄不作。我們

蒙恩得救以前，行事以自己為中心；我們蒙恩得救以後，行事以別人為中心。各人不要單

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腓 2:4)。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弗 5:21) 敬畏基督就是敬畏教會的元首。讚美

生活的另一面，就是承認基督的權柄，敬畏祂。敬畏就是怕，怕我們使祂失望、難過。

「彼此順服，」根據敬畏基督要彼此順服，敬畏的心思在生活上表現出來，就是順服的態

度；『彼此』就是各肢體的關係，肢體彼此關係一不對，結果就得罪元首基督。   

   『彼此順服』是被聖靈充滿的人顯著的標誌和態度，這是彼此尊重的態度。我們不單

https://www.taiwanbible.com/web/bible/readChapter.jsp?Book=EPH&Chapte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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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主，我們也順服主所要我們順服的人。在外面，我們是順服人；在裡面，我們卻是順

服神。這節引出下面一大段來，所以下面就接著說到夫妻、父母兒女、主僕的關係；彼此

順服意即要各站各的地位，因怕傷了元首的心，而彼此要守住地位，要有順服。   

  

    在教會中，沒有一個人是『頭』，只有主是頭，所以我們要彼此順服。今天教會的毛

病，就是不少的人都要作『頭』。我們先有敬畏基督的心，才能彼此順服。一個真正敬畏

主的人，是一個願意照著主的榜樣去作的人；主在世時是服事人的，所以我們當作個服事

別人的人，學習彼此順服。個人在主面前生活得對了，還得在眾聖徒的生活中也對；許多

神的兒女在單獨的時候很愛主，可是一擺到眾聖徒中間毛病都顯出來了。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麼叫他再鹹呢？你們裡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

(可 9:50) 古時猶太地方和中東各地吃的鹽，多是『礦鹽』或『井鹽』，那些鹽塊從礦場或

井裡挖出來時，就像拳頭大的石頭一般。在這石塊的外層包著一層鹽。猶太人在吃飯時，

右手拿著菜，左手握著鹽塊，用舌頭舐鹽以取味。家中每個人都有一塊鹽放在廚房中，吃

飯時就各用自己的鹽塊。等到鹽塊的鹹味逐漸減少，至完全失味時，原先的鹽塊就成為石

頭了，於是隨手棄置，這些鹽份用盡的石頭就任人踐踏了。   

  

    在古老的傳統中，如果猶太人背叛了信仰，然後再回頭時，在蒙接納回到會堂之前，

必須躺在會堂門口，請走進會堂的人用腳踩在他身上。有些基督教團體也繼承了這一個傳

統，凡被教會法規驅逐的基督徒，在他蒙接納歸回以前，也要被迫躺在教堂門口，對走進

來的人說：『踐踏在我身上，因我是那失了味的鹽。』   

  

   「鹽本是好的，」『鹽』的主要功能是調味並殺菌，我們在這世上具有雙重的功用：

(1) 是製造和睦。(2) 是防止並消殺罪惡和敗壞的因素。「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

呢？」『鹽失去鹹味』象徵基督徒失去他們的功用，也就是變成和世人一模一樣，毫無分

別。鹽能調味防腐；基督徒具有鹽的性質，能使人甜美，防止罪惡。正常的基督徒，可以

令周圍減少發生不正當的事。   

  

    鹽能調味，但它必須先溶解，才能發生作用；同樣，我們必須溶解自己、犧牲自己、

失去自己，才能成為別人的祝福。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目的，不是想從別人身上獲取甚麼，

而是奉獻甚麼給別人。鹽能防腐，基督徒在世人中間，必須與世界有分別，不同流合污，

才能發生一種防阻道德淪喪的作用。神的兒女有神的生命還不夠，必須讓這生命變作我們

的性情；你是『鹽』不夠，還必須是『鹹的』，才有用。   

  

    基督徒就是被『基督化』的人。他身上的味道，不是天然的，乃是出於基督的；像醬

菜的味道是出於醬汁的一樣。基督徒無論在那裡，都應該活出基督，發出基督那義、愛、

光、聖的味道來。純鹽不可能失去鹹味，因此基督徒若憑著他們內在神聖生命的素質在世

生活為人，自然能發揮『鹽』的功用來。   

  

    鹽若是和土混在一起，就不能顯出鹹味來；基督徒若是愛世界、和世俗混在一起，沾

染罪惡，當然也就失了味，不能對世界發揮功效。基督徒乃「是」世上的鹽，不是『作』

世上的鹽；我們在世上的功用，是自然流露出來的，不是勉強作出來的。身上顯出鹽的功

https://www.taiwanbible.com/web/bible/readChapter.jsp?Book=MAK&Chapte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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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基督徒，活在地上乃是以彰顯基督為職志，並不為自己的益處有所企求，因此也就不

會與人相爭，當然也就會「彼此和睦」。我們若失去了基督「鹽」的味道，只有用審判的

『火當鹽醃』(可 9:49)，我們才能再鹹。所以神常藉惡劣的環境，在我們身上作十字架審

判的工作，好增加我們裡面基督的成份。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

了。」(加 5:15) 「相咬相吞」是禽獸的行為，不是基督

徒相處之道。加拉太信徒不顧律法的真諦實意，而執迷

於律法的條規，結果正走向滅亡之途，必要彼此消滅。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

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西 3:13) 「這人與那人有嫌隙，」表示

在教會團體生活裡面，難免因過失或誤會，而令人有不滿或抱怨的情形。「總要彼此包

容，」意即不要因對方的過失而心裡過不去。「彼此饒恕，」指不讓嫌隙存留在心裡，把

它忘記。「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是說我們饒恕人，應當像主耶穌

那樣的饒恕人 (太 18:21-35；弗 4:32)。教會所需要寬容、饒恕的，乃是彼此間的「嫌

隙」，並不是罪惡和異端教訓；教會決不可寬容對待罪惡和異端教訓。我們說饒恕人，但

往往不能忘記別人的虧欠，而主饒恕我們，卻是完全忘記，不留痕跡，不再追究既往，不

翻舊賬。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祂的心在我們裡面得

以完全了。」(約一 4:12) 我們今日一般比較少與靈體接觸，但在舊約時代和使徒、耶穌的

時代則常有之。若照新約的各書信來看，不少人在聚會中說方言，多位使徒都在書信中處

理方言或被靈所附而說話的問題。邪靈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充滿一個人，甚至說自己是

從神而來，因此十分危險，能動搖人的信心。  
  

    使徒約翰警告基督徒，凡人自言被靈充滿而說話的，不要都予以相信，應該用問題加

以試驗。他指出一個試驗的標準是對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承認。如果附在人身上的靈否認

這信仰，即否認了很多東西，包括：基督的神性、神命定的獨一救法與救主、救恩的歷

史，神應許的成就、基督的主權、基督成為人而作神人的中保等，可說是整個福音都被否

認了。基督的神人二性表達在道成肉身上，有極重大的意義。願頌讚敬拜歸與我們的父神

和基督，因祂道成肉身的救贖計劃奇妙高超，簡單而在邏輯上不失周圓，公平卻不抹煞個

人意志，既高舉公義，也表明慈愛；誠然是神智慧的彰顯。   

  

    今日很多異端與邪靈都否認道成肉身這基本真道；我們應該在信仰內容上加以鑽研，

使自己的信心更加穩固。基督徒不用懼怕邪靈或異端，因為我們在基督裡可以得勝牠們：

魔鬼最高的手段是以殘忍的方法除滅基督，但祂卻復活得勝。我們今天一樣可以支取這得

勝利的能力，因為我們是屬神的，神的能力比魔鬼、邪靈、異端等的勢力更大，只要我們

高舉基督，牢記已經傳給我們的真理。   

  

    愛的來源是神：祂並非冷漠無情的，祂主動向人顯示祂愛我們，差祂的獨生子到世間

來，使人得生命。另一方面，祂又將愛放在神的兒女當中，使愛不斷地延伸。神的愛有一

https://www.taiwanbible.com/web/bible/readChapter.jsp?Book=MAK&Chapter=9
https://www.taiwanbible.com/web/bible/readChapter.jsp?Book=GAL&Chapter=5
https://www.taiwanbible.com/web/bible/readChapter.jsp?Book=COL&Chapter=3
https://www.taiwanbible.com/web/bible/readChapter.jsp?Book=1JN&Chapte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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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純全的性質，就是主動的犧牲，不計較自己的喜好與回報。祂來到世界為罪人死，充分

表露了這是完全的愛。愛的神真是配受我們的讚美。這愛源既然如此主動，我們也應努力    

在生活中反映這愛源的美善，主動地愛別人，好像月亮自然地反照太陽的光線一樣。只要

太陽繼續有光輝，月亮的反照就不會停止。因此，我們應當常常靠近這源頭，充分體會神

的愛，自然地流露真愛。   

  

    神以接納來表示愛：神接納罪人，甚至親自降臨，拯救罪人，又賜下聖靈，使我們可

以坦然無懼地面對神，不再懼怕刑罰。接納與和諧是愛的表現與結果；愛能驅除彼此間的

緊張和恐懼。   

  

    恨弟兄是不能接納的表現，但我們應效法神，以廣闊的心接納他人。接納一個自己憎

恨的人絕非易事，但有一個得勝的秘訣，就是讓神的「先愛」感動我們。神接納我這個

人，也接納我的敵人，我若不接納他，神也不會接納我；況且基督也為他死了，他同樣是

神所寶貴和照顧的。使徒約翰以一個簡單的推理試驗自稱愛神的人，就是看他能否愛人；

如果可見可摸的人都不能愛，看不到摸不到的神就更難具體去愛了。   

  

    使徒約翰說愛弟兄是行在光明中之表現，是神兒女與世人分別的表徵。愛弟兄是從神

生的人當然的責任，愛是基督徒應有的生活表現。為著要與世人「分別」，我們應當相

愛：為著我們都是神的兒女，更應當相愛。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

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林後 13:11) 「還有末了的話，」意指在結

束之前，補充前面尚未說過，或強調前面已說過的一些重要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

『喜樂』不是出於人天然的生命，也不是由於環境的因素，乃是『在主裡』才作得到

的 (腓 3:1；腓 4:4；帖前 5:16)；因此，保羅盼望哥林多信徒們的屬靈光景都能正常，才能

顯出喜樂。   

  

   「要作完全人，」意思就是被修補、造就、成全到完全的地步。「要受安慰，」即指

經歷那賜諸般安慰之神的安慰；『受安慰』在原文又有受鼓勵或受規勸的意思，所以保羅

也可能在勸勉哥林多信徒要虛心接受成全。「要同心合意，」哥林多信徒最大的缺點就是

彼此分門別類、結黨分爭 (林前 1:11；林前 3:3)；教會若要被成全到完全的地步，首須

『思念相同的事』。「要彼此和睦，」指彼此相安無事，沒有爭執。   

  

   「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哥林多信徒所以會分門別類、結黨分爭，

就是因為缺少彼此相愛的心；又因彼此鬥爭而沒有和平。所以保羅盼望那愛與和平的神與

他們同在，使他們得著調整和成全。   

  

   喜樂和受安慰可以合併稱為喜樂，同心合意和彼此和睦可以合併稱為愛心。一個基督

徒想要作完全人，喜樂和愛心，絕對不可缺少。主耶穌帶領門徒守最後的晚餐時，曾經頒

下兩大命令：(1)你們彼此相愛 (約 13:34)；(2)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約 14:1)。這兩個命令合

併起來，也是愛心和喜樂。   

  

https://www.taiwanbible.com/web/bible/readChapter.jsp?Book=2CO&Chapter=13


 6 

   喜樂不是我們所能勉強得來的，必須我們能夠超越過環境，才能有所喜樂，所以基督

徒喜樂的秘訣就是『靠主』並『在主裡面』。我們愈親近主，就愈有喜樂；我們與主的關

係愈深，我們的喜樂也就愈深。基督徒不該自滿，不可停止不前，而該追求『完全』。基

督徒應當在生命上追求『更豐盛』(約 10:10)，在屬靈品德上追求『加增』(彼後 1:5-7)，

在事奉上追求更『忠心』(林前 4:1-2)。   

  

    我們受苦時，要學習接受神的安慰，也接受別人的安慰，好叫我們也能安慰別人。   

神要我們在教會中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又要我們彼此勸勉，特別是際此末

世，主再來的日子臨近，更當如此 (來 10:24-25)。教會不能合一的真正難處，不是在我們

的靈裡，就是在我們的心思裡，不能思念相同的事 (同心合意)。基督徒惟有以基督耶穌的

心為心 (腓 2:5)，才能同心合意，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企圖去說服任何人來同意我們的看

法，要緊的是一同仰望主的心意如何。「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詩 133:1)。教會若要在世人眼前作主的見證，還不在於講道理，就在於彼此相愛。我們

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了(約 13:35)。我們的神是愛的神，

也是平安的神；愛與平安的反面是恨與鬥爭。有愛才有平安，有恨必有鬥爭。教會中若真

是滿了神的同在，自然就會充滿了愛與平安。許多基督徒所追求的是大能的神，但保羅在

此卻強調愛和平安的神，才是教會中所需要的，也是一般基督徒所最不認識的。除非我們

享有神的愛與平安，恐怕我們所建造的遠不及我們所破壞的，所拆除的。要喜樂、作完全

人和受安慰是屬於個人方面的，要同心合意與彼此和睦是屬於團體方面的；無論是個人方

面或是團體方面，都需要與神的恩典聯繫在一起，建立在神的愛與平安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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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奮興會前後 
                       淑華 

前言～ 
       世傑和我在 2009年參加了亞特蘭大的第一屆恩愛夫婦營（MER1）後，我非常受感

動，很希望自己能像那些帶領我們的夫婦一樣成為別人的祝福。雖然我很感動，但是世傑

卻不敢動。由於在夫婦營學到男人是頭，於是我這作脖子的，只有僵在那裏不動了。這一

等就是三年，終於世傑和我在 2012年到加州家庭更新協會（家新）受訓成為“實習帶領

夫婦”。接下來，一有亞特蘭大的營會，我們就實習帶領 2～3 課，總共 13 課，讓合格的

帶領夫婦當場評審；其中我們有一課不及格，重教；錄影送到家新總部，結果說我講話太

快，老是搶世傑的話，我只有學習更順服。又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我們才算通過，得到

合格帶領夫婦的檢定。 

一年前～ 
世傑和我又去加州參加恩愛夫婦進深營（MER2）帶領夫婦訓練；那三天和其他各

地的帶領夫婦們相處，無論在屬靈的奉獻，或帶課的技巧上，我們都得到極大的激勵。更

有福氣的，這次的訓練營是由家新的創辦人邱清泰博士親自主持的。我以前也風聞這一位

完全奉獻，受 神重用的僕人；對我來說他是我景仰的傳奇，沒想到一見面，覺得他平易

近人，完全沒有會長的架子，但是隱隱地覺得他有一股威嚴，我不禁收起平時愛開玩笑的

態度。又聽說邱博士最近在臺灣推動 MER3，主要對象是「男人」，有一點像美國的

Promise   Keeper，因為他希望能鼓勵男人真正成為一家的頭，有擔當，勇敢地保護他的妻

兒，成為合 神心意的男人。世傑和我當時就非常希望我們亞特蘭大地區教會的弟兄能有如

此的福氣，得到邱博士的親身經驗的分享和教導。於是我們鼓起勇氣去向他要求，希望他

明年能到亞特蘭大來領 MER3（神國好漢）；他回說，他的行程不是他在控制，一切還得

看家新總部的安排，但是明年的重點是在歐洲，美國大概只能去兩個點。我們也聽到其他

地區的帶領夫婦在邀請他，覺得我們希望不大，就抱著姑且的心一試。回教會後，我們就

積極地向教會推薦這個營會，感謝 主，教會長執通過，納入教會 2018 年行事曆中。現在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六個月前～ 
從家新總部傳來好消息，邱會長選定亞特蘭大和芝加哥兩地；又因為姐妹們的抗議

說，為什麼只有「神國好漢」？於是邱會長又加了「神國木蘭」，和「婚姻馬拉松」，這

樣就成了三天的「神國特會」。我們當時可能高興得過頭了，沒有注意到營會的名字，就

自作主張地命它為「家庭奮興會」，希望能 神會藉著邱會長奮興亞特蘭大地區的家庭，鼓

勵教會注重家庭事工。教會又要求邱博士加兩堂主日講道，他也答應了。我們實在有些擔

心邱會長以 75 歲高齡，從香港搭 25 小時飛機，來到亞特蘭大，馬上就開始四天（包括第

四天對牧師師母講）將近十九小時的講座。世傑和我開始策劃安排討論各種細節，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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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倆都沒有辦過這樣大型的營會。當然禱告是第一必要的！廣告單的設計，報名表的擬

定，網上報名的斟酌，講員的住宿，餐點，交通等等，都是我們研究討論的話題。 

三週前～ 
我們請一位姐妹設計了一個大廣告板，帶到美東南夏令會去擺攤位，進行三天的推廣。 

兩週前～ 

加州家新美國分會來信問，邱會長準備送好漢們一人一本「更新蛻變」，木蘭們一

人一本「蘭質蕙心」，應該寄幾本，各 50 本夠嗎？換句話說，報名人數是多少？我打開

兩個鞋盒，看到裡面各躺著 5 張報名表，弟兄姐妹各 5 人，我眼淚差點掉下來！這地區的

教會真叫人傷心失望！我卻看到世傑回信說，請各寄 100 本！我說，世傑，你瘋了嗎？那

是我們現在報名人數的二十倍呢！他說，不要擔心，沒問題的！唉，我無語⋯⋯ 

我開始向 神懺悔說，主啊，我不應該力邀會長來亞特蘭大這塊硬土，應該讓他去好

土的地方，他好收穫六十倍，一百倍⋯⋯。主回答，他去哪，豈是妳能決定的？我叫他往哪

裡去，他就往那裏去！ 

接下來～ 

每天都有人在網上報名，有人電郵要求幫忙報名（到半夜兩點），還時時有電話問

如何報名，更有幾位木蘭和我爭執為何木蘭不能參加好漢的講座，講座是否有錄影錄音？

我從來沒有忙得如此喜樂！ 

教會秘書咪咪更加忙碌，我什麼時候要求印什麼，她是有求必應，即便我半夜電郵給她，

她也馬上回我，還主動幫我校正文件，並提供許多有益的建議，真是 神差派了的天使！ 

又有一位弟兄說他聽得懂中文但看不懂，於是安排另一位弟兄坐在他旁邊，全程翻

譯中文字幕。但是講義呢？只好自己翻譯囉，書到用時方恨少，突然發覺自己來美國 40

年，中文英文都不行了！正沮喪時，大哥在高家微信傳來一則最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

士一去兮不復還」的翻譯「Wind blow  blow, Water cold  cold, Strongman go  go, comeback no 

no.」姐姐回他「深入淺出，in  depth go  go, on surface so so.」，我真是醍醐灌頂，再也不拘

泥，三兩下就翻譯好了，感謝 主幽默地賜智慧！  

當每個人都在要求我們做這做那時，一位弟兄居然走過來問我們，有什麼他可以幫

得上忙的，我們也就不客氣地張開大口，於是他和他的木蘭，就接下接送講員，帶他們晚

餐，音控，幫忙報到，分派好漢的午餐⋯⋯⋯。社青的弟兄姐妹也一呼百應，大家自動來幫

忙做招待，報到，服事餐點等等。喔，主啊，這裡不是硬土，只是大家的熱情平時是深藏

不露而已！ 

第一天星期五晚上～ 

婚姻馬拉松，出席人數大人小孩約三百人，兒童事工的牟姐妹說，50 多個兒童擠

滿教室，熱鬧得不得了。其中有一對未信主的新婚（兩年半）夫婦，有一個小女兒 1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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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前兩人吵得不可開交，那天決定要離婚，他們的基督徒朋友在我們教會，就試著邀

請他們來，沒想到兩人真的來了。那晚他們的朋友夫婦，世傑和我特意坐在他們旁邊，不

住為他們禱告，男方一直是沈著臉，叫人心寒；女方則一直哭，叫人無轍。最後邱會長呼

召時，女方舉手決志了，但男方仍然一副不為所動的樣子。會後，男方很快就離開了，我

們和女方談了一會兒，勸她不要放棄婚姻，並為她禱告。到了下一個主日，兩個人抱著一

個女孩笑嘻嘻地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隱約認出女方，但是男方怎麼看都不像那晚的男

方，原來一個人笑和不笑，竟判若兩人！他們將來如何誰也無法掌控，但是只要他們兩人

都願意來到 主前，承認自己是罪人，是需要 主的幫助改變自己，而不是改變對方，那麼他

們的婚姻就有盼望了！  

第二天一整天～ 

神國好漢，共 62 條好漢參加。邱會長在大堂裡一開口講話時，我正坐在大堂外面

算報名費和書本，不禁啞然失笑，因為在我坐的地方，邱會長的講課，我聽得清清楚楚，

銀幕上的影像也是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和我爭執和想盡辦法硬要參加好漢課程的木蘭們，

只要自願來幫忙，坐在大堂外面，根本也不需要女扮男裝作木蘭從軍了！  

最貼心的是，午餐前，邱會長突然招所有那天服事好漢的木蘭們進入大堂，告訴好

漢們，他們能好好聽課，等一下有豐富午餐，都是因為這一隊木蘭軍的奉獻，好漢們居然

感動得站起來鼓掌，我突然覺得自己的付出好有意義的！ 

第三天早上證道～ 

心法與劍法，最叫我震驚的是邱會長提到的一個

實例，一位守寡的婆婆因為不滿她的兒媳婦，居然用錘

子殺死媳婦。她原怕媳婦毀了兒子的一生，結果因她用

「劍法」不用「心法」，反而自己親手毀了兒子的一

生！無論是「劍法、刀法或槍法」都只能殺死對方，而

「心法」卻能收買人心！難怪主耶穌說，「那 殺 身 

體 ， 不 能 殺 靈 魂 的 ， 不 要 怕 他 們 ； 」這對我這即將做婆婆的有極大的警惕，我決

心無論如何，我的宏都拉斯準媳婦來了，我一定要好好地疼愛她，反正不會虧本，我們疼

愛她，她就疼愛我們的兒子，穩賺不賠！ 

第三天下午～ 

神國木蘭，報名的沒報名的，總共 113 位木蘭出席，「蘭質蕙心」不敷供應。這堂

課最使我受益的是，邱會長提到的「三放」，放心，放鬆和放手。這對我在服事上的態度

很有幫助，因為我做事有一點強迫症，有時候真叫世傑受不了，有時快把他逼瘋了；因為

我總是不滿意，什麼事都在腦子裡一直考慮。這次辦營會，一週來，我每夜只能睡兩、三

小時，半夜不斷起來預備東西，既不放心，更不放鬆，難怪睡不著。而且，每件事情我都

希望親身力為，就是無法放手，成了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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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星期一早上～ 

家新與教會的策略聯盟，聽著邱會長與牧師師母們的分享，才明白家新的用心良

苦。因為家新在建立神榮耀的教會及廣傳福音一致目標下，「家新」願意配合教會的家庭

事工，幫助訓練教會裡參加過家新恩愛夫婦營，生命成熟且對婚姻家庭事工有負擔的夫

婦，成為合格帶領夫婦，回到教會參與家庭事工，定期組織舉辦婚姻訓練，（與家新合辦

恩愛夫婦營）並配合教會的宣教事工，差派「家新」合格帶領夫婦參與海外宣教。 

結語～ 

四天的營會結束了，世傑和我雖然肉體疲憊，但是心靈因受激勵，覺得漲得滿滿

的！我們總算見識到一個全身奉獻的僕人是怎樣服事的，是用他的生命在服事眾人的！難

怪邱會長一開始就告訴我們這是一個「要命」的服事！ 

世傑和我現在只禱告並盼望亞特蘭大的教會有這福氣，利用家新訓練的同工在教會

推動家庭婚姻的事工，叫同工們夫妻同心同行，一起以生命見證神救贖大愛，完成 神托付

大使命！ 

 

 

執子之手三十載     咪子 

          今年八月我與先生結婚滿三十年。回首這些年來

的婚姻之路, 時而有歡笑, 時而有淚水。經歷上帝的保

守與帶領, 並藉著一些貴人的相助, 我們夫妻相處有倒

吃甘蔗的感覺, 從剛開始的“忍受”, 到漸漸“享受”, 没有太多的海誓山盟花前月下, 卻常有

心領神會無需言語的默契。一路上充滿了上帝恩典的痕跡! 

         除了上帝之外, 在幫助我的人中,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四姊, 她比我大十歲, 是我們家第一

個信耶穌的人。單純愛主, 忠心事奉, 對家人十分關愛。她得時不得時向家人傳福音, 二十

年努力不懈, 帶領父母及兄弟姊妹全家歸主。她常叮嚀我, 一定要嫁給主內的弟兄。因為四

姊很愛我, 所以我把她說的話記在心中, 成為我擇偶最基本的條件。四姊和四姊夫兩人在主

裡相親相愛, 同奔天路, 同心同工事奉上帝的見證, 讓我對在基督裡的婚姻有信心和盼望。

感謝主!  也感謝四姊夫婦的好榜樣。 

         另外一位婚姻貴人, 是我的父親。父親憨厚, 重情義, 對母親非常好, 兒女們都很愛他。

父親身為軍人的關係, 長年在外地工作, 在家時間不多, 每遇放假回家, 兒女們都搶著要坐在

父親的身邊, 誰能坐在父親身邊, 就好像得到一份殊榮般的高興。父親本身好學不倦, 也鼓

勵兒女們力爭上游。我平庸懵懂, 從小到大未能在學業上有非凡的表現可以顯揚父親。成

長的過程中, 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並不多, 大學畢業不久我就從台灣遠嫁至美國, 父親惦記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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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鄉的女兒, 經常來信。每回接到家書, 面對親情的呼喚, 總是讓我邊讀, 邊拭淚, 一遍又

一遍, 不忍釋手, 十分想念父親! 想到自己没能多些時間承歡膝下, 心裡充滿了愧疚! 離鄉背

井的女兒, 立志一定要過得幸福, 跟先生共同經營美好婚姻, 讓父親放心! 但許多理論知道卻

做不到, 自私和驕傲不是別人的專利。結婚之初, 夫妻磨合, 苦不堪言。兩人來自不同家庭

環境, 一個事事講求邏輯理性, 另一個則感性得不講道理。曾感到疲憊難耐快過不下去的窘

境! 使我不得不向天父上帝發出呼求! 透過屬靈原則的學習, 經歷上帝的拯救, 愈來愈能體會, 

若想擁有幸福的婚姻,必然先得認識設立婚姻的這位上帝, 以及婚姻設立的目的。 按照上帝

設計的法則而行, 在上帝的話語裡找出路, 一步一腳印走在上帝的恩典中。夫妻是生命共同

體, 兩個不完全的人被擺在一起, 成為彼此的互補幫助, 共同承擔責任, 建立家庭, 攜手相伴, 

一同承受生命之恩。透過夫妻相處過程, 不斷接受生命被修剪、被調整。學習為對方捨己, 

活出上帝在夫妻二人身上的命定! 每遇逆境, 回到聖經的教導, 學習尊重丈夫, 做丈夫的幫手。

順服就蒙福, 信實的上帝, 總是化腐朽為神奇! 在軟弱敗壞的人身上顯出奇異恩典。由於當

初不忍父親惦念女兒的情懷, 催促我更靠近天父, 優化了我婚姻的品質。誰說父親不是我的

貴人呢! 

        在此要感謝張世傑大哥和淑華姊夫婦二人精心安排, 讓我和先生在結婚三十週年紀念

的前夕, 能參加由婚姻輔導界泰斗-邱清泰博士主領的“神國好漢、神國木蘭”課程。專家

精彩生動的分享, 大家獲益良多。我們夫婦二人都再次被提醒, 若没有聖經真理為根基, 對

上帝的話語不感興趣, 靈命素質没有持續地養成與提升, 不願意被改變, 專家們所分享的知

識和技巧, 即使聽過之後覺得精彩無比, 終就也只能嘆息 “知道但做不到”, 或只能短暫的發

揮作用, 卻無法持續有效運用。 

         三十年前, 兩個不完美的人, 站在上帝面前, 相約 “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感謝上帝, 這

份“牽手一世情”的約定, 至今還持續存在! 好友祝賀我們還能有下一個三十年, 希望借他

的吉言, 能美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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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說主的恩典 
                                                                                                         ——我的故事   張建美 

         我出生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是主帶領我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今天我想數說數說主對

我的恩典。 

         小時候父母因工作在兩個縣城聚少離多，所以雖然我是父母中年才擁有的獨生女，

他們都很愛我，可我享受的天倫之樂並不多。母親周蘭清是位職業婦女，一位教會女子中

學的校長，她事業心特別強。  抗戰時期她帶著學校——葆靈女中向內地遷移，既要跑經

費，又要教學，還要擔心安全，所以無法照顧我。父親張仁濟雖視我為掌上明珠，但因我

們只有寒暑假時才能團聚，所以對我的愛也只能留在心裏。感謝主，祂為我安排了另外兩

位“母親”，一位是我靈性上的母親閔國俊，她是一位終生未嫁的神職人員，原是我母親

的學生，抗日時是母親學校的好同事，好幫手，一位是我生活上的母親萬秀英，當我出世

四十天時，她就來到我家，將我帶到八歲。在這兩位母親的愛護下，我像其他孩子一樣健

康成長，我得到的是加倍的母愛。 

         成年後主又為我安排了一位好丈夫。他對我母親的孝順與服侍，勝過親生兒子。他

對我的關愛，對家庭的照顧，令我的女伴兒們羨慕。我性格外向，不是一個能幹的主婦，

而他恰恰與我相反，彌補了我的缺點，寬容了我的無能。 

        我有一對好兒女，他們孝敬長輩，有同情心，樂於幫助人，對事業家庭盡職。 女婿

尊敬我們，兒媳婦不僅長相像我，而且相處很融洽。外孫女從幼兒園到中學，一直都是班

上的強者，並能寫一手毛筆字，曾多次獲獎。孫子雖小，但智力及其他方面表現均可。我

有一個溫馨的家。我在心裏不止一次地唸道：主啊，我感謝您，您賜給我的真是太多，太

好！ 

          1996 年秋，年近六十歲的我，不懂英語的我，頭一次出國，獨自前往美國，看望三

十九年未見到的老父親。是主的帶領，是主內眾弟兄姐妹的代禱，給了我勇氣，讓我順利

平安地來回。在佛羅裏達州的養老院裏，我陪伴了偏癱老父親三個月，享受了人間最美好

的父女晚情。我盡心了，他快樂了。我回國後三個月，他安然去世，被主接走，我們均未

留下遺憾。老父親因不了解國內的情況，還以為像文革前那樣，海外關系會帶來麻煩，相

處時，我又總是告訴他：我們在國內生活很好。所以他至死都沒有更改幾十年前寫下的遺

囑：死後，他的一切財產捐給 中華聖經公會。雖然我沒有看到遺囑，沒有得到一分錢遺

產，但我很坦然，也能接受。我生活夠用，家人安康，我知足了，再說錢多了會引起一些

麻煩，晚上會睡不踏實的。而且，此錢又是捐給中華聖經公會，為更多的華人弟兄姐妹服

務，這不是一件更美好的事嗎？感謝主，為此事我思想上沒有疙瘩。更要感謝主，我的家

人，我的孩子們，沒有一個抱怨的，而是平靜地接受了這一切。 

          我從小身體單薄瘦弱，但從未生過大病，我常自吹：除了近視眼和腳氣，還未發現

什麽毛病。 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零件的磨損，毛病出來了——從上到下骨質增生，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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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頸痛、腰疼、膝痛，行動不便。  剛開始時，我焦躁不安， 我是個喜歡到處走動的

人，害怕將來寸步難行。後來經過禱告，我接受了這個現實，我安靜下來。感謝主，這門

功課來得恰是時候，因我已將家母和閔姨送至天家，我已完成了母校百年校慶應負擔的事

工。通過我的渾身疼痛，我更能體會病人的痛苦與心情，能更好的學會安慰幫助其他有病

的人。 

         神給各人的恩賜不一樣，我不會講道，不會司琴，不會教聖歌 。但神賜給我一顆善

良的心，我樂意幫助人，尤其是一些年老的主內姐妹。以前我腿腳健康，總樂意去看望一

些難以出門年老體弱的老姐妹，我願意帶給她們主的信息，帶給她們快樂與安慰。現在我

行走不便，老伴兒有時會用自行車送我去接我回，看到她們的笑臉，我也欣慰了。同時我

還要感謝主。賜給我喜歡用筆寫作。雖然我沒有受過專門訓練，雖然我文筆不美，但我願

意用筆寫主的恩典，寫主的大愛和大能，我願用筆寫我身邊瑣事與感受，我願用筆給難以

外出的老姐妹描繪外面的精彩，我願用筆帶給人們歡樂和希望。感謝上主賜給我們各樣的

恩賜，要珍惜，但不要吝嗇，要充分利用各自的恩賜為主作工。 

       不要因為年老嘆息，不要因為身體有病嘆息，要珍惜在世上的每一分鐘，要抓緊時間

為主做工，不要忘記自己是基督徒。要讓世人從我們身上看到基督的大愛。這是我對自己

說的，也是想對大家說的。 

                                                                                                             2004 年 5 月寫於南昌 

帶著盼望走熬煉的路 
         魏潤春 

           我所要作的見證是，神沒有按我的過犯待我，祂再一次拯救我，借著醫生將我從死

亡線上拉了回來。 

           我在 2016 年回臺時，順便做了一次全身健康檢查。查出來有肝硬化和食道靜脈曲張

的情況。從臺灣回美，在腸胃科做了密切的治療，但肝硬化幾乎沒有很好的治療方案。與

醫生談到肝臟移植的可能性。醫生說通常病人的情況要到某種程度，醫院才會考慮把它放

上等待的名單。當時我的情況還沒有達到他們的起碼要求，只有等待。後來一步一步情況

開始變壞。2017 年 10 月，膽紅指數達到了他們起碼的要求，我的腸胃科醫生立刻把我推薦

到 Emory 醫院的器官移植小組。經過層層的檢查,還算順利，進入了他們的等待名單中。這

時我身體的情況逐漸地走下坡路,多次地進出急診室，住加護病房或普通病房 。身體有各

種的不適，例如全身癢，無法睡眠，食欲不振，毫無胃口，黃疸及腹水，真是度日如年。

雖然如此，我換肝的指數排名還是在後面。今年四月底我因腹腔及胸腔的積水引起呼吸困

難而再次進入急診室和加護病房。這次的換肝指數再次上升，而終於達到了換肝排名的前

面，住在加護病房。在 5 月 3 日早上，終於被告知，有了適合的肝源，但不知匹配的情況

和捐贈者的肝是否健康。外科醫生特地飛到器官供應中心，親自檢查並確定這肝是否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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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等候的同時，醫院也開始為我作換肝前的一系列檢查和預備。下午近一點左右。

醫生坐直升飛機帶回來健康匹配的肝，下午兩點多開始進行手術。為我做肝臟移植手術的

主治醫生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華裔女醫生，她原說手術預定需要六到十二小時，但將近六

小時手術順利完成。手術後我也恢復得很好，幾乎不需要止痛藥，第二天就在護士的協助

下下床走動。第三天康復師來幫我復健，在她的指令和協助下，我都能完成她所要求的各

種動作。當天她就說我不再需要他們的幫助，可以自己行動了。新的肝臟功能開始作用

了，第二天皮膚就不再癢了，眼睛及皮膚的黃疸情況都有顯著的改善，身體一天一天地進

步，睡眠品質也好多了。醫生原本說兩到三星期應可出院，因為我的手術後恢復得很好，

一星期後醫生說可以出院了。我在母親節前兩天終於回到了家裏。 

         這一年多來，我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感謝神的看護與保守， 祂知道我軟弱，祂按祂

的美意堅固我，覆庇我，讓我活出堅強。這次的經歷讓我明白“蒙福”不表示我們人生從

此平步青雲，一帆風順，不會有任何問題，但我依靠祂，我不喪膽，不懼怕，可以昂首闊

步地來面對我的人生中的一切困難。因為我深知誰掌管明天。 

        祂讓我學習到在指望中有喜樂，凡事（好與壞）要感恩，常常禱告，與祂親近。 祂讓

我學習到信靠順服，在人生黑暗時，仍能唱新歌。讓我明白很多事是神所應許的，即然是

允許，就一定有祂的美意。橄欖不榨就不出油，我們也一樣，身體經歷“整修”，生命經

歷了更大的“修剪”，祂讓我們在試煉中不斷的成成熟長大。 

         我原本看來是個蠻健康的人，這一次的經歷讓我在祂裏面得到及時的休息和能量。這

是祂的美意，相信是為我再出發而做預備。 

         祂塑造我，使我不斷地成熟長大，能成為祂憐憫人， 醫治人和賜人盼望的器皿，可

以成為更多人的祝福。這一次生病讓我明白苦難是化妝的恩典，隱藏的祝福。苦難是警鐘

也是鞭策，讓我明白自己在地上不過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走天路時能相互扶持和相互鼓

勵，向他人分享神的愛。 

         這次的病痛也讓我飽嘗了主恩的滋味。 祂讓我體會到祂的愛深不可測，祂的愛不離

不棄，祂是我的力量，我的避難所，患難中隨時的幫助。這一年有風有浪身處黑暗，卻能

異常的平靜，讓我學習到安靜與勇敢，學習放下自己的時間表，單單仰望神的能力，順服

神的時間。再次感受到從主而來的平安，絕不是勉強的鎮靜，乃是十分自然地從裏面湧出

來的平安。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美

好。 

         最後以箴言三章五到六節來彼此勉勵：  我要專心仰望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姐妹會會員魏潤春寫於換肝手術一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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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流浪犬 

                                                                                                                             淑華   

 

由於對婆婆的許諾，每年都要回臺灣住一

段時間陪婆婆。 為了長期需要，我們在臺灣有一

個固定的居所，居住的大樓住戶都很友善。住戶

中養寵物不少，其中一隻狗引起我們的注意。 

       那是一個初夏的黃昏，由於天氣開始轉熱，外

子和我就選擇在黃昏，氣溫涼些才出門散步。在大樓門口遇到一位太太，口中不斷鼓勵催

促著「走啊，走啊，你可以的⋯」；我們這才注意到在她身後有一隻垂頭喪氣，黑灰灰的

狗，讓我驚奇的是這狗的下半身裝著一個帶輪子的支架，從牠的腰部以下整個是架高，兩

隻後腿軟趴趴地懸著，難怪牠垂頭喪氣，寸步難行！看牠蹣跚地用盡力氣以前腿拖著後面

沈重的輪子，心中很替牠難過！ 

之後又有幾次的相遇，有時是牠的男主人，他就對牠較嚴厲，總是用命令的語氣催

促牠，有時還用力拉牠一把，我看了很不忍！一次我們忍不住好奇地問牠的女主人有關牠

的來歷，才知道牠原是一隻流浪狗，不知為何下半身完全癱瘓，每天拖著下半身，用前腿

在地上爬，靠附近好心的居民有一餐沒一餐地餵養。這女主人就好心地把牠抱回家，叫牠

「阿虎」，因為牠一身灰黑的虎斑紋。男主人為牠設計了一個和牠一般高帶輪的支架綁在

牠腰上，聽說從此牠就非常不快樂，尤其是每晚練習用輪子代替後肢的時候！ 

隔一年，我們又回去探望婆婆，仍是一個夏夜，我們在居所附近的臺北大學校園散

步，突然看到一陣閃亮的光劃過黑暗的校園，接著聽到後面一個聲音「阿虎，慢點！」，

我們才意識到我們剛剛看到是，阿虎飛奔時輪子上小燈發出的亮光！哇，沒想到一年之

間，阿虎從垂頭喪氣到快樂飛奔，看來牠不只能對輪子駕輕就熟地應用，還能享受輪子帶

來的飛奔之樂，真是應了「如虎添翼」！ 

每每想起阿虎，我就覺得特別親切，因為我在牠身上看到自己。我也曾是半身癱瘓

而不自覺，拖著疲累的身心，靠自己的力量爬行在世間；一朝被 主抱回 神家，給我一個尊

貴的名字「神的女兒」！祂又用 祂的律例典章矯正我的癱瘓，但我覺得那是我無法負荷的

枷鎖，我希望把它擺脫，回到我流浪的生活，因此我的沮喪蒙住我的眼睛，我看不出這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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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子和小燈的矯正架對我有甚麼好處，更別提它會

帶來什麼驚喜！當我沮喪退縮，甚至逃避時，我

主，我天父時而鼓勵，時而訓斥，有時還拉、推我

一把⋯⋯；直到有一天，我意識到，我是不可能脫掉

這支架了，我既是 神的女兒，我就必須照著 祂的命

令活，既然 祂說這是為我好，我就只有相信 祂了！

約 翰 一 書 5:3 「我 們 遵 守 神 的 誡 命 ， 這 就 是 

愛 他 了 ， 並 且 他 的 誡 命 不 是 難 守 的 。」相

信阿虎努力去適應那違逆本性的軛時，一定可以看

到主人嘉許及安慰的眼神，進而發現那軛是輕省的。當我放下自己，專心仰望信靠我 主，

我看到 神的愛，我回應 祂深深的愛，一切都變得清晰輕省起來了！ 

盼望有一天我也能像阿虎，在這黑暗的世間劃下一秣亮光！外子和我現在在做家庭

事工，尤其對夫妻關係特別有負擔。往往看到夫妻關係好像阿

虎半身癱瘓，影響孩子至深，以致全家無奈地在生活上爬行！

一直靠著自己的力量要解決夫妻間的問題，又怕外人知道，內

外壓力夾攻，真是苦啊！也有夫妻已經習慣兩人的矛盾，不知

有一天他們可以像阿虎一樣快跑跟隨 主！ 

 

 

 

 

 

我要得到神的救恩            

 徐廣文 

         在張開兆長老和教會的弟兄姐妹的幫助下，我參

加了美東南福音營。在那裏我做了決志禱告，我向神表

明，願意成為一名基督徒。在夫人尹玲的幫助下，我開

始用聖經指導我們的家庭生活。也在團契弟兄姐妹的幫

助下遵循聖經教導生活工作，還有了聚會和查經的教會

生活。 

  我信主以後人變得寬容了，遇到困難不再害怕了。

我堅信在聖經的指導下，我能活出主喜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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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始終陪伴在我左右       

  劉華 

     我是通過女兒的引導和帶領進入福音殿堂的。後來又有弟兄姐妹的幫助，讓我逐漸認

識神，走進了受洗班。2017 年五月到八月我連續出了三次交通事故。 靠著禱告，我從幾

次交通事故的陰影中走了出來，從敢開車到敢開夜車，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我

信耶穌以後，還買了一個十字架的鑰匙鏈掛在車鑰匙上，開車時就感覺著主始終陪伴在我

左右，心裏比有了平安保險還踏實。一路順暢，感謝主。其次。我做的一個投資項目，在

主的幫助下有了回轉，勝利在望。我很感謝主。 

 

耶穌是這個世界的光    

  陳倩雲 

  我是來美國才信耶穌的。高中十一年級到十二年級，我在一個基督教學校學習，借

宿那一家人也是基督徒。這兩年的生活使我對自己對社會的認識有了一定改變。在中國，

我有時候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壓力，有時看到人們內心的罪惡，嫉妒和貪婪，甚至在我自己

身上也能夠看到這些，這讓我迷茫。 

  來到教會，我感受到了愛，還有來自神的智慧，我相信耶穌是這個世界的光，人們

的希望。我希望靠著主耶穌可以戰勝自己的罪和弱點，活出主耶穌的樣式，讓生活充滿希

望。  隨著生活中與神越來越親密，我越來越相信神，依靠神。我相信我的生命生活神給

了安排，更順服神。在聖經的教導下，我能改正不好的習慣，把生活的重心轉向神，忠心

侍奉神。 

 

              這一生最大幸福就是認識主耶穌      

王鐵英 

        我五十歲之前受無神論影響，後來也曾信過一點佛和道。在 2014 年 3 月我來亞特蘭

大參加女兒大學畢業典禮，又參加了這一年春天的美東南福音營。 聽了馮秉誠牧師講道

後，我決定信主。在南理工團契參加查經班學習，更多地

了解基督教和主耶穌，我信主是發自內心的，感到自己的

靈有了依靠。 信主以後我改變很多，特別是 2016 年年底

得了乳腺病以後，靠著主靠著禱告，堅持學習聖經，戰勝

了疾病的熬煉。感謝主的愛，感謝南理工團契弟兄姐妹的

禱告。這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認識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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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引我走正義路 

 白宇帆 

        從十六七歲時， 我就感到冥冥之中有一個力量在引導我，而且祂一直以來都在保護

引導我走正義路。 來美國後的 2017 年，我來到了信望愛團契，找到了那個引領我的力量

源泉，就是慈愛的天父和主耶穌基督。2017 年 12 月我決誌，相信自己會成為一名合格的

基督徒。 

     2018 年我開始新生命，而且更加堅定地相信耶穌。 我信耶穌是為著要聽從主耶穌

的召喚，是發自內心願意為主做見證，是感謝主為我流寶血使我得救。我知道，只有耶穌

才帶給我希望，他是我生命更新者。我已得到太多的恩典，而這都是主耶穌用重價為我得

來的，我能感受到耶穌的大愛。 

    信主後，我有了新的生活習慣，讀經禱告，餐前禱告。以前一直相信自己什麽都做得

到， 現在轉變為相信主， 把自己交托給主 ，聽從主的安排，順服主。為主而活，為主

所用，讓主充滿我的生命。 

 

 

信耶穌不怕困難，信耶穌得永生      

  朱麗萍 

         在我很小的時候讀過一本書，知道耶穌是神的兒子。  祂為人類的罪被釘死在十字

架上。 

我是 2016 年第一次來美國妹妹家探親。 每到周五，她帶我一起去教會唱詩歌讀聖

經。今年我來妹妹家，周日麗娟帶我去教會，又有長老教我們機要真理。教會的弟兄姐妹

很有愛心，他們無償地幫助人。他們這樣愛我，我很感動。我要與他們一起成為主內的弟

兄姐妹。 

我瞭解到耶穌是神的兒子，祂為了我們身上的罪，受死釘在十字架上。祂死而復活拯

救我們。他為我們洗掉身上的罪，愛我們保護我們。  信了耶穌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信

了耶穌可以得永生。 

我信耶穌前膽小怕事，信主後每天心情快樂，不感到空虛，做事有方向和信心。因為

有聖經真理的指導有聖靈的光照，對不如意的事情，也有了正確的認識和處理方法，有一

顆感恩的心和愛心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喜歡聽神的話語有熱情去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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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的改變 耶穌是我唯一救主        

唐興國 

         2014 年 8 月。我太太來美國探望留學的女兒。見她一個人生活孤獨無依無靠，就先

信了主。為了讓女兒平安喜樂，免除憂愁和煩惱，在 2014 年 9 月 2 日回國前，傳福音給

女兒，讓女兒信了主。他們信主後的變化和成長也影響了我。2016 年元旦，我認識了耶

穌，主不斷幫助我，使我精神生活不再空虛，賜給我家平安喜樂。人能信耶穌是靠有一顆

尋求真理的心。既然神把自己顯示給人，為什麽有人看到了有人看不到呢。這個看是要用

心裏的眼睛看。兩年來。主耶穌以他極豐富的恩典帶領我和我的全家不斷地經歷他認識

他。每當我想到主在我身上的帶領對我生命的改變時，心裏充滿感激。我要說，主，感謝

你！認識你真是有福。 

        我 信耶穌，因為他愛我替我死，因為他救我脫離罪的權勢， 因為他賜我永生生命，

因為他賜我生命的道路，因為他賜我真理明白事物，他賜我聖靈引導我前行。我不想讓他

失望，不敢辜負他的恩典。他是唯一的真神。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我承認自己是

個罪人。我願意悔改歸信耶穌，求他赦免我的罪，接受我這個罪人做他的兒女。   

         過去我特別內向，又不懂交往，而且十分固執，自卑，信主後的現在大為好轉，願

意服侍神 ，這真是榮耀的事啊。常常心情快樂滿足，對待不如意的事情也有了正確的認

識和對待方法。有更多的愛心了，願意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們，因為討神的喜悅得神的祝

福。 有了感恩之心，並願意聽神的話語去傳福音。信主後，學會了凡事忍耐，學會了饒

恕，學會了謙卑，這些都是因著聖靈的做工成就的事情，這種改變是一個完全的重生的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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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所棄的磚塊        老生常談（3）   

                                    魏卑  譯自 Parables for Plain People, Jack Worrill               

        這事常發生，一點也不希奇；前天我要找一塊東西，墊在後院的野餐桌腿下面，免得桌子

恍來恍去，我就到後院角角的”廢物儲存處”去尋寶了。不出所料，很快就找到了一塊從前留下

來的破磚，大小正好，這就把我的問題解決了。  

      你要有空，到附近快蓋好的房子周圍看看，一定發現到處丟的都是廢料。我看到了，有時就

把那些廢磚一塊塊的撿起來，搬到我的”廢物儲存處”。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樣愛撿破爛，

多數人都喜歡把家收拾得幹幹凈凈的，把那些沒用的東西和舊東西都丟了。但我不是這樣，因為

我發現那些廢物常常很有用，那怕是半塊磚。  

       我一直好奇，為什麽建築商會把這一些有用的東西丟掉；出了磚以外，還有大塊木板，木

條，電線，瓦片，屋頂防水油毛氈.....等。其實這些東西，當你需要的時候太有用了。當然在蓋新

房子或者在大的整修和加蓋工程上，建築商花時間去整理和利用這些廢料是不值得的。想想看，

一小堆磚和幾塊木板做得了什麼？去訂購整批的建材送到工地，工程做完了，就算有剩下一些把

它丟掉，和當前昂貴的人工和時間來比，也算不了什麼。難怪目前的建築工人在蓋房子的時候把

廢磚、木板、和其他建材丟得到處都是，最後挖一個坑，把他們一埋了之。（目前多數的政府工

程管理處己經不允許這樣做了。）  

        可是在屬靈的工程上， 我們偉大的建築師不是這樣，他不浪費，很環保，他看重每一塊材

料。雖然一塊磚似乎是算不得什麼，但是在神的計劃和國度裡，每一塊磚都有特定的位置和功

用，沒有一個例外。彼得也説我們每一個人在神的靈宮裡都是一塊活石 ，在特定的時候、特定的

位置發揮特定的功用，和其他的"活石"一起來建造神的教會，彰顯神的榮美。  

        當我們輕看自己，自暴自棄的時候，要好好的想想；常常就是少了那一塊磚，一個大大的拱

門就垮了，一個高高的城牆就倒塌了。在神的國度𥚃，不要以為你不重要，你做的事算不了什

麼，是的，我們沒有什麼了不起，但主耶穌那麼看重我們，把他的命都為我們捨了，就是要把我

們遷到他愛子的國度，使我們在他的榮耀𥚃有份！  

那些把他們認為是廢磚埋在後院土裡的建築工人，是主不喜悅的，主稱他們是又惡又懶的僕人。

當主再來的時候㑹問他們說，"我給你的磚不夠蓋一座橋，

或不夠蓋一棟房子，但至少可以蓋一個小爐竈，或者幫到

把一個搖搖晃晃的桌子腿墊平吧！"  

       請問，你有沒有好好的利用你的每一塊磚，使傍觀者

藉著你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看到了神奇妙的作為？別緊

張，我不是要你去撿破爛，只是問問你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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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行    2018 美東南福音營“彩虹之約”戲劇服事感恩紀實  

                                                   籃奕剛 

[進入方舟]  

     二月七號的晚上，接到胡靜姐妹的微

訊，介紹她自己是剛接手戲劇事工的負責同

工，並告知三月底的福音營戲劇，急需同工

的加入，邀請我並能介紹其他同工來參與此

次服事。  

     感謝主能興起並使用戲劇事工，同工

同心合力以戲以詩以歌，在敬畏的講臺上，傳揚主信息。福音營至今三十載，第二屆就有

福音劇的配搭，仍記得當年講員是請王峙老牧師，同工們預備的短劇是現代校園版的西遊

記。戲劇事工的同工大都感性，若能有人願意承當，擔任處理方方面面事務的負責人，實

在是大家多年禱告才有的結果。負責同工在時間迫切下，需要的是大家同心的擺上。我經

過禱告，進入“方舟“團隊，並邀請去年在北堂春晚團契短劇中，一起服事的孫俊勇弟兄

加入。我深信，雖是五餅二魚，只要是交在主手裏，被擘開，祝謝，就能為主所用。  

[作歌斐木]  

     雖然戲劇是喜好，劇坊服事也不陌生，然每次服事仍是戰戰兢兢。在約翰福音中，

主問追隨他的安德烈與約翰：“你們要什麽？”猶太人要神跡，希臘人求智慧，主卻不把

自己交給熱鬧簇擁他的人。借此提醒自己，當定睛在主的身上，服事是為了傳揚主信息，

不是實現自我，更不是興趣的發揮。  

     當安德烈，約翰問主住在那裏，主回答說：“你們來看”。安德烈和約翰與主相處

之後，就信了主，知道他是神的兒子，是先知所講論的基督。同工們在一起服事，最重要

的是接納，擔待，鼓勵，彼此相愛，為主作見證，讓世人看出我們是一群屬主的子民。  

  “你們要什麽？” “你們來看”給我重要的提醒。服事主，先立誌作合乎主用的歌斐

木。歌斐木不能單獨做什麽，但在主裏被建造，彼此聯合，方能成為承載的方舟，在洪水

的環境下，成為神預備的祝福。   

[認識家人]  

    這次的服事雖然緊迫，但戲劇，舞蹈，兒童三組

的配合都很好。同工們都是在主裏多年的弟兄姐妹，

各組同工都各自預備排練，大家盡心盡力，為主擺

上，將最好的呈現給主。  



 22 

     戲劇分為幕前幕後，而幕後又有布景，道具，服

裝，與音效，燈光。演員尚未進入團隊之前，幕後的作

業已經開始：沈立弟兄在工作不忙之際，先照著藍圖，

將特高的天空，方舟布景片畫出來，實際上是油漆漆出

來的。Cindy 姐妹如同有個寶盒，不只為演員預備合適

角色的服裝，道具，更是巨細靡遺的思考，怎麽作才能

達成效果，而且每次排練都辛苦的將道具服裝搬進搬

出，沒有怨言。所有動物的服裝都是在中國訂做的，但正值新春放假，能及時帶回北美，

當然是神特別的祝福與預備。  

    張昶弟兄是滿有信心，多年戲劇事工的負責同工。今次是本宣執事，也是音效，燈光

的舞影者，適時的音效能襯出劇情，耳麥的調整更影響演出的效果。他抱病與 George的

配搭，成為“聲動”的主力。  

     延甲和國強是多年默契的搭檔，他們也是作品的導演。延甲走入每個角色，說戲，

教戲，導戲都細心入微。本身對諾亞角色的掌握也深入，呼召一場戲讓人特別感動，帶出

作品的力量。當然他的服裝用有襯裏的窗簾布，特具質樸又挺拔的質感，在臺上給角色增

色不少。  

    國強是住得最遠的同工，每回都放下妻小，從西北堂趕過來。他將廣播劇改編成舞臺

劇劇本，只要有需要，又兼任任何角色的演出，從天使到路人甲，都全然投入。整部戲都

在他的腦子裏，這裏該上，那裏該下，舞蹈幾分幾秒，音樂何時切換如數家珍，讓大家都

有個定心丸。  

    俊勇，王鵬，和我都是外來加入的同工，感謝團隊的接納，成為一家人。大家一起禱

告，排練，服事，經歷主愛的帶領與使用。王鵬天使的口條，俊勇專家學者的態勢都有專

業水平，適切表達角色外，更幫助其他角色的投入。明敏與李倩是新人，他們在正式演出

時，特別入戲，幾場戲表達順暢，將徘徊救恩之外的情形，層次分明的演出，成為亮點，

使得後面洪水來襲的戲，特有震撼與感慨。  

    門欣與明慧是團隊的甘草，也是軸心。門欣在臺上是自然生動的，特有感染力，會眾

能經由他的角色，帶到戲裏。同時也是幕前幕後敬業配搭的表率。明慧敬業又有智慧，在

忙碌生活中，把舞蹈，兒童各組的排練都安排到位，使得整部戲的表達因著各組的配搭而

飽滿豐富，顯出氣勢。門欣，明慧夫婦多年同心服事，實為神在他們之間的祝福，也是神

放在團隊的祝福。  

    感謝主，感動胡靜姐妹接下戲劇事工的服事。她的角色也從溫柔婉約的路德，成為信

心愛心兼具，端莊大器的諾亞大媳婦。靜姐妹承擔的壓力大概比諾亞的大媳婦還要多，但

是她滿有信心與愛心，鼓勵大家向著標桿直跑。在她奔跑的當兒，還帶上至少七位以上的

班底，在接送，演員，兒童看顧，化妝上都看到胡老師的師丈，孩子，學生們的身影。這

些孩子真乖，在表演上又有恩賜。有了他們在，整個團隊顯得生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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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為整個服事默默禱告的萬宏，雖不在北美，卻藉著微信與大家在主裏聯接，為大

家代禱。還有每次同工安排的靈修分享，黃牧師幾次在我們中間的陪伴與禱告，提醒，和

祝福。也認識海報設計的嘉偉，愛主的心與所得的恩賜都流露在所獻的服事中。  還有群

演，布景，化妝，交通，裝貨，拉幕，攝影，照相……各方的同工，就如天使般，有序的

配搭，不徐不亂。就好像劇中所述，各類動物進方舟的神跡一般。   

[迎向彩虹]  

     在正式演出 前，記憶中似乎沒

有戲劇，舞蹈，兒 童都在一起，順序

的排過一次，可能 是人員眾多，孩子

在臺上要註意安 全，所以真正的演

出是目前唯一一次 從頭到尾的演出。

這 41 分鐘內的演出 服事，所得的結論

是感謝，感謝，再 感謝。神所成就的

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  

    在服事中，看到許多同工都是一家人的參與，擺上，或幕前，或幕後，或陪伴，都顯

出可貴的愛心，令人感恩，求主更祝福愛主又相愛的家庭。  還有整個團契都一同擺上支

援，見證主裏一家人的力量與團契的果效，帶領團契裏的慕道友對神的家更認識，基督徒

更委身，大家在主愛裏同得建造。  

    此次福音營，一位講員的講道，動之以情；另一位則曉之以理；而彩虹之約福音劇，

藉著諾亞方舟的故事，將神的計劃，未來的審判，都深刻提醒著會眾，趁著基督恩典可得

之時，趕快回應，進入基督的恩典裏。主是完備奇妙的主，藉著各方面的服事，表明祂拯

救世人的心意，與掌管萬有的權力。感謝主。  

     隊長希望能有機會在其他堂會服事“彩虹之約”，因此自我檢討，提出自己可改進

的地方。我在熄燈後，霎時有點懵了，突槌之處還不少：第二幕結束前，法師應在諾亞說

完，專家學者說完後才接喳。法師在此直接接了諾亞的話。第六幕專家說完後，由法師勸

散大夥。法師等久了，還未發言，幸好國強接上話，勸大家散了吧。第八幕洪水天使飛奔

出去，整匹布都跟著帶出去了， 法師只得拋頭

露面去取布，以便興風作浪。  

自己能參與服事，見證神的作為，實在感

恩。在這次服事中，看到幾期同工，不論在慕

前演出，臨演，幕後參與，大家同心同工成了

一臺戲，演給世人與天使觀看。  求主繼續帶

領，祝福亞城劇坊戲劇事工的服事，為主作見

證，傳揚主信息。  因為我們所侍立的不是舞

臺，而是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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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大使命          黃國義牧師 

 

耶穌至少有兩次提到宣教大使命，各有不同的強調。一次是記載在馬太福音，耶穌復活以

後，在加利利的山上，對門徒說： 

太 28: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萬民 (all nations, all races)，就是講到不同國籍，不同人种，以及不同語言的族群，所以

這裏強調的，是「從本文化到跨文化的大使命」。耶路撒冷是一座大城，就像今天美國的

紐約市一樣，有從各地而來，不同文化背景的猶太人與外邦人，所以不用出城，就有許多

跨文化的宣教機會。也許這是為甚麼初代教會，所有十二位使徒 (包括後來搖籤選出來取

代猶大的馬提亞) 大多選擇留在耶路撒冷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也是在遵守耶穌所交託的

大使命。 

 

另一次記載在使徒行傳，耶穌昇天以前，吩咐使徒們說： 

徒 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

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証。 

很明顯的，耶穌這個吩咐，強調的是「從本地到跨地域的大使命」。保羅在去大馬色的途

中，所領受的「從天上來的異象」，就是屬於這一類型的大使命，所以他三次的「宣教之

旅」，就是到各個不同的地方去佈道，建造外邦人的教會。 

 

其實耶穌還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大使命的類型，卻常常被我們忽略的，就是耶穌在加利利的

山上，對門徒所說的下半段的話，他說， 

太 28: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耶穌差派七十個人出去宣教的時候，感歎的說： 

路 10:2，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我相信莊稼的主人絕對不會隨隨便便打發一個沒有經驗，能力不足的工人去收他的莊稼，

所以耶穌說「作工的人少」，不祇是指著有心願意去作工的人少，更是指著受過裝備，靈

命成熟，可以承擔壓力，獨當一面的工人太少了。所以大使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類型，

就是「建造宣教同工的大使命」。 

 

在大堂邊門出口的牆壁上，掛著醒目的對聯：「人去錢去禱告去，口傳筆傳生命傳」，就

是提醒每一位弟兄姊妹，要落實耶穌所交託給我們所有基督徒的大使命，也是表明我們亞

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是一間從神領受宣教異象的教會。感謝主，我們有本地的宣教事工，

我們也支持外地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我們有服務業的宣教事工，我們也有學生的宣教事

工，我們有長青，社青，家庭，等等各樣的團契，服事各種不同背景需要的宣教事工。我

們巴不得能為主作更多更大的事，然而我們就是常常感到「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

少」。各位弟兄姊妹，願我們同心的向我們的主祈求，求他興起合他心意的工人，成就他

所交託給我們的每一樣事工。也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投入教會的服事，接受裝備與造就，

在我們的生活與服事上，榮耀神的名。讓我們以行動向世界宣告說：我們 ACCC「沒有違

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 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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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們信 

弗蘭克 

記得有一年，我和一個弟兄分在一個讀經小組裡面。 作為組長，我經常提醒他讀經。 開

始他也做到了。 和他見面的時候，我問他：「最近怎麼樣啊？」他說：「還不錯啊，每天

都讀經。」不過這位弟兄在生命中實在沒有什麼改變。 後來也慢慢不來教會了。 這個弟

兄只是一個個例。 不過說實話，大部分弟兄姐妹讀經是沒有太大的説明的。 這也是為什

麼實際上我們平時不讀經的緣由，因為我們的心告訴我們，這樣做沒有説明！ 

 

大部分的小組查經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查經的時候，大家高談闊論，但是沒有對生命產

生太大的觸動。 大家對於信仰生活的「滿足點」都在「我看過聖經了」，或者「我們討論

過聖經了」，甚至「明白了聖經中以前不明白的地方了」。 這樣好不好呢？ 弟兄姐妹，我

想告訴你，不好；不僅不好，而且是非常不好！ 因為我們很容易落入以色列人曾經落入

過的圈套，就是以為聖經裡面有永生，卻不願意到耶穌基督那裡去得生命。 今天我想講

一個題目「你們如果信是屬信心」系列的資訊，意思是“信心一定要有果效”；如果沒有果

效，就可以推匯出其實並沒有信心，至少是信心不足。 

 

今天的主題经文是約翰福音記載的耶穌和以色列人的對話中的二段，都是耶穌講的話：約

翰福音 5:38-40 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裡，因為他所差來的，你們不信。 你們查考聖

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

命。約翰福音 5:46-47 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你們若

不信他的書，怎能信我的話呢？ 

 

首先我想講，聖經的文字中並沒有永生！我知道，這話會引起爭議。 許多基督徒高舉聖

經。這是好的。聖經是神的話語，在我們信仰中應該有崇高的地位。 但是我想要讓弟兄

姐妹知道，同樣高舉聖經（舊約）的猶太人，特別是其中一些嚴格遵守舊約律法的法利賽

人並沒有從聖經中得著永生。 

 

耶穌說：「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

命。」事實上，錯誤地查考舊約聖經反而成為猶太人得永生的極大障礙！ 相比之下，那

些原本沒有聽過、看過舊約聖經的外邦人更容易信耶穌，得永生。 既然有這樣的前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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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就有必要來思想，我們有沒有可能落到當時猶太人同樣的境地裡面？ 有一些年輕人

本來蠻有熱心的，去上了神學院，想好好裝備，出來服事神。 結果畢業以後，沒有了之

前的熱心，不要說服事，甚至連信仰都動搖了。 現在美國很多神學院的教授自己不信耶

穌。 這些都是錯誤查考聖經造成的危害！ 遠的不說，我們自己呢，如果信主有幾年了，

聖經，特別是新約，估計已經看過幾遍了。 但是我們也越來越發現，讀經並不一定能説

明我們生命的成長。 列常的讀經往往像完成一個任務。 今天讀經了，心裡有「平安」

了。但是生命並沒有真正地成長。 

 

讀經的目的是什麼呢？ 耶穌批評猶太人說：「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裡，因為他所差來

的，你們不信。」顯然，神把聖經舊約賜給以色列人，是盼望他們通過察考經文，可以相

信將要差來的耶穌基督。在耶穌的時代，有大量的猶太人不信耶穌，其中有一部分不信的

人是極有聖經學問的。 代表性的是法利賽人和文士。 法利賽的意思是“分離者”。 他們把

自己從一般信徒裡面分離出來，發誓要嚴格地遵守摩西的律法。 而文士是負責抄寫和教

導聖經舊約的。 照道理來說，這些人是對於聖經舊約最瞭解的人。 但是他們卻不信耶

穌！ 

 

很有意思的是，耶穌因此斷言：「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裡。」也就是說，不信耶穌這

個事實說明了，他們白讀舊約了。 不僅白讀，而且瞎讀！ 我們也用耶穌的標準「讀經的

結果應該是信耶穌」來衡量我們自己，請問，我們的讀經生活有沒有導致信耶穌，或者更

信耶穌？ 如果沒有，弟兄姐妹，我們聖經也白讀了，很可能是瞎讀了！ 這樣的讀經是有

害無益的。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讀經？ 有二個關鍵要素，第一是聖靈的光照，第二是我

們的信心。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3:6說：「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 （精意或作聖靈）」其

中的「字句」就是指舊約聖經。 以色列人一直讀經，結果不是得著永生，而是被定罪，

死了！ 正好是他們期待的「永生」的反面。 保羅說，字句本身可能帶來死亡，唯有聖靈

（這裡「精義」的原文就是「靈」，應該直譯成聖靈，而不是意譯成為「精義」）能帶來生

命。 

 

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貶低聖經。 神把他的話語給我們，是很寶貴的。 目的是什麼呢？ 耶

穌自己說了：「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也就是說，聖經是神用來指向耶穌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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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照著聖經走，走著，走著，應該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弟兄姐妹，去一個遊樂園，或

者一個新地方，你會不會看地圖？ 有些人會，有些人不會。 我不太會看地圖。 我們出去

玩，以前是多多看，他指揮我們。 我想要告訴大家，聖經這個地圖也不容易看，自然人

是「看不懂的」，一定需要「有人講解。」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當耶穌被釘死以後，他的門徒都逃散了。 其中有二個門徒往一個

叫以馬忤斯的地方去。 他們去的時候，復活的耶穌向他們顯現。 然後耶穌做了一件什麼

事情呢？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

24:25-27）」大家要知道，跟隨耶穌的門徒都是極有屬靈追求的，至少可以說相當於現在

的全職工人。 但是就連他們也沒有看懂舊約！ 在耶穌解釋以前，他們並不太明白舊約聖

經的精髓。 

 

耶穌基督今天已經不在世界上了，不能再親自為我們解經。 但是有一位和耶穌基督一樣

的神，就是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不管我們有沒有意識到，聖靈今天在為信徒講解着聖

經。 沒有聖靈的講解，沒有一個信徒可以明白聖經！ 

 

約翰福音中，耶穌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6:63）」大家還記得

哥林多後書3:6的經文，保羅說「靈」是叫人活的。 再回來看，耶穌說，他的話是

「靈」。 也就是說神的話語不單單是文字，而是文字中承載著靈。文字屬物質，和靈不是

同類的。靈必須用靈性來瞭解，而不是理性來瞭解。 如果我們只用理性來瞭解聖經的文

字，是得不著神話語中的靈和生命的。 

 

因此，保羅在講解神的話語的時候，不是用人智慧的言語，而是用聖靈指教的話語：「並

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

話，解釋屬靈的事。 （林前2:13）」什麼是屬靈的話語？ 大家要知道哦，不是講屬靈的話

題，就一定是屬靈的話語，因為這裡說「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很多時候，我們

雖然在談論屬靈的話題，但是使用的卻不是屬靈的話語。那麼什麼是屬靈的話語？我們先

跳到下面一節經文，再來回答這個問題。 

 

約翰一書2:27是我現在經常會引用的經文：「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

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 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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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這節經文應許我們，有一個恩膏在我們裡面，就是真理

的聖靈，在凡事上教導我們，當然包括在讀經的時候。我讀經有不明白的地方，就会問聖

靈。 比如剛剛那節經文，以前我以為我懂什麼叫做屬靈的話，就是談論信仰的話語。 但

是再讀的時候，我發現不是那樣的。 我就問聖靈。 聖靈就讓我看到，原來屬靈的話語是

指聖靈所指教的話語。 保羅用聖靈指教的話語，解釋屬靈的事情，就是屬靈的話。保羅

用屬靈的話語解經，實質上就等於聖靈自己在解經！那個時候，解經的話語裡面才有了

靈，帶著生命。 一個屬靈的人聽到了，靈就產生共鳴。 然後靈性影響理性，理性也得開

啟；相反，一個沒有靈性、屬血氣的人聽到了，就覺得愚拙。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也有點玄，對不對？ 弟兄姐妹，我們信仰就應該是玄的，超越理性的！ 

 

有一次我們復興團契聚會，一個弟兄的禱告事項是求啟示的靈（弗1:17）。 我就很明白他

在求什麼。 讀經必須要有聖靈的啟示，不然真「讀不懂」！ 不是說理性上不懂，而是靈

性上不通！ 什麼叫做靈性上不通？ 下面我還會講到。先說一個行動點，弟兄姐妹，下次

你打開一段經文要讀的時候，先恭恭敬敬來到神的面前，求聖靈來做老師，賜下啟示來。

當我們還幼小的時候，神也可以通過別人，用屬靈的話語來教導我們。但若我們要明白聖

經，必須要有聖靈的啟示，或聖靈直接啟示我們，或藉著別人，用屬靈話語，向我們解釋

屬靈的事情。 總之，神的話語是屬靈的、超自然的，雖然承載在自然的文字中，但絕不

單是文字。如果我們只用人的智慧去理解，不僅有可能白費勁，而且可能瞎讀，害了自

己！ 

 

下面我們要進入到今天的主題：信心是關鍵。 耶穌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如果你們信

摩西，也必信我。 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你們若不信他的書，怎能信我的話

呢？」摩西是舊約的代表，是律法代名詞。 摩西的書，就是舊約，是耶穌當時代的聽眾

奉為聖典的，就如同聖經被基督徒奉為聖典一樣的。 如果今天有人對著一個基督徒說：

「其實你不信聖經，」他會什麼反應？ 他會很生氣，甚至說憤怒。 所以你可以想像，當

耶穌對著猶太人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聽眾是什麼心情，什麼表情？！ 

 

耶穌對猶太人說：「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這是耶穌用來判斷猶太人是否信舊約

的一個尺規。 基本上耶穌是在說，信心要產生一個相應的果效；如果沒有那個果效，反

過來就說明，自以為有的信心是不存在的，至少是不完全的。让我們把這個尺規用到現

代、自己身上，試試来完成下面的句子：「如果我相信聖經，也必…」你會寫什麼？ 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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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你裡面會出現一連串的聖經話語。 然後根據你的實際情況，問自己：「我到底信聖經

嗎？」 

 

盼望這個時候，聖靈親自對你說話。 但是為了讓弟兄姐妹明白我在說什麼，我還是舉一

個例子。 耶穌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可9:23）」請問，你覺得自己凡事都能嗎？ 

你看看，周圍的信徒凡事都能嗎？ 事實上，我們看到，大部分信徒是「凡事不能」！ 不

能愛人，不能赦免弟兄姐妹，不能抵制罪，不能勝過疾病，不能面對生活的壓力…因此，

弟兄姐妹，我想要指出來，我們並不真信聖經。 至少可以說，聖經有很多的部分我們不

信，或者我們的信心太小了。 因為我們生活中沒有信心的果效！ 這就是耶穌在對猶太人

說的。 猶太人看舊約，結果不信耶穌，耶穌說，是因為他們其實不信舊約。 同樣，今天

我們看新約，結果卻沒有新約聖經所描述的實際果效，也說明我們其實不信新約！ 

 

請不要生氣，冷靜地想一想，我說的對不？聖經要求我們查驗自己的信心：「你們總要自

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 （林後13:5）」耶穌基督用來查驗猶太人的尺規，

我們完全可以用來查驗自己對於神話語的信心。 我相信，在這樣的時候，每個誠實的信

徒會存著謙卑的心，說：「是的，我沒有信心，」或者說：「是的，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小信

的人。 」 

 

不過，話說回來，耶穌的標準確實很高！ 不要說那時這麼多敬虔的猶太人不信耶穌，在

某種意義上，耶穌自己的門徒也不信耶穌！ 不是嗎？耶穌責備以馬忤斯路上的二個門徒

「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也就是說，跟隨耶穌的門徒也看不懂舊

約，看不見舊約裡面“指著耶穌寫的話”。 正如猶太人看不懂舊約，今天大部分信徒也看

不懂新約！ 我說的“不懂”不是理性上的不理解，而是靈性上的「不通」。什麼是靈性上不

通？應用耶穌基督的尺規，我們可以類似地說：「如果生命中沒有體現出聖經所描述的狀

態，實際上我們就是不信聖經的話語。」 

 

這裡我要稍微岔開去談一個話題，就是我們信仰生活的「滿足點」是什麼，又應該是什

麼。我們已經看到，神的目的是要我們看聖經，以至信耶穌，得生命。 達到這個目的，

神滿足了，我們也應該滿足。 但當時的猶太人大都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神顯然不會滿

足，但是人一定要為自己找一個滿足點的。 當時猶太人是怎麼在信仰（更準確地說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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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上得著滿足的？ 法利賽的滿足點應該是「嚴格遵守律法」。 這本身是好的，對不對？ 

但是法利賽人以此為滿足，認為信仰生活就是那樣了。 

 

今天很多信徒每天讀經，甚至背經。但是，如果信徒以此為滿足的話，可能很糟糕。就像

開頭我提到的弟兄一樣。他以前不讀經，現在開始讀經，覺得夠了，「信仰生活過過了」，

就滿足了，但是生命並沒有成長。以前我很喜歡回答信仰問題，在教會做過一個「Frank

答信仰問題」的專欄。我相信那個問題解答確實説明了很多人。我很喜歡看自己的問題答

案，有的時候要看好幾遍，就好像欣賞一篇美妙的文字一樣。我覺得，我寫得真不錯呢！

你看，我的滿足點就在那裡了。當一個人滿足的時候，他就滿足了！ 弟兄姐妹，在信仰

上，你的滿足點在哪裡？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以在教會服事為滿足，另外一些人以別人

的稱揚為滿足...... 

 

但是這些满足和耶穌的尺規比較起來相差太遠了。耶穌的尺規基本上在說：「如果你們真

信，就一定會表現出信心的果效。」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信心的果效是一樣的，就是生

命，永恆的生命！弟兄姐妹，你有沒有生命？ 沒有的話，我們應該不滿足，要像尼哥底

母一樣不滿足，到耶穌面前來求問永生。尼哥底母有信仰，有知識，有身份，有閱歷，但

是他不滿足，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生命。 所以他到耶穌面前來。 弟兄姐妹，你有真正的

生命嗎？我衡量自己，只能說慚愧，和使徒行傳裡面描述的信徒正常的狀態相差何止十萬

八千里！ 

 

如果聖經的文字中沒有永生的話，誰有永生呢？在神的兒子耶穌基督裡。最後耶穌說：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14:6）我想讓大家看到一個強烈的對比，就是「文字」

和「聖靈」的對比，「聖經」和「耶穌」的對比。一個本身沒有生命，另外一個是說「我

就是生命」的那個生命的本體。 

 

我再說，我不是要貶低聖經。 但是前車之鑒告訴我們，如果沒有聖靈，對於聖經文字的

鑽研會得著相反的效果。 我可以很確定地說：聖經的文字裡面沒有永生。 如果有的話，

任何一個讀過聖經的人都可以得永生。聖經是一幅地圖，指向耶穌基督。只有耶穌基督裡

面有永生。人必須要到他面前來得生命。在使用聖經幅個地圖的時候，我們必須要聖靈親

自來解讀，而且必須帶著信心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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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總結今天講到的應用點： 

1. 讀經的時候，要面對聖靈（林後3:18）。 具體的做法可以是求智慧和啟示的靈（弗

1:17）來指教我們讀經。 

2. 相信聖經，要求自己顯出信心的果效，並以此為信仰生活的滿足點。問自己這個問

題：「如果我信這段經文的話，應該產生什麼樣的果效？ 」比如聖經說：「要彼此相

愛。 」可以看看在現實生活中，我對於家人，弟兄姐妹，朋友，同事，和路人的愛是

否在成長？ 如果那個果效沒有產生，說明對於這段經文，我還沒有足夠的信心。 如

果現在還沒有信心，也不要緊，總比沒有信心還以為有好。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

下，我們可以誠實地轉向耶穌，求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來加增我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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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宣教事工 

劉在勝 

親愛的牧長同工、兄弟姐妹，主內平安！ 

在教會宣道年會召開之際，在勝秀榮在巴黎遙祝年會圓滿成功！並向各位牧長同工、

兄弟姐妹問安！ 祝大家在主裡平安喜樂，福杯滿溢！ 

我們常常想念亞特蘭大教會的弟兄姐妹，想起我們在那裡的日子。因著神的安排，讓

我們認識，成為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更是在完成主的大使命中成為同工。因著你們的禱

告和支援，讓我們在事奉路途中深深感受到神的偉大和信實！ 

二十年前，我們在美國參加了幾次學園傳道會舉辦的門徒培訓會，回來後，聖靈感動

我們四位兄弟姐妹一起為巴黎的學生事工禱告，並組建「尼希米學生團契。] 

神親自帶領並大大使用這個團契。許多人在這裡聽到福音、信主並成為主的門徒，有

些成為教會領袖和傳道人。前些日子，我們四個人又聚在一起，述說神的恩典，並打算在

適當的時候組織一次感恩見證活動。一方面為了感恩，再就是「不忘初心」，彼此鼓勵。 

激勵大家無論到哪裡，一生都跟從耶穌、傳揚主耶穌。消息一經傳出，得到許多新老尼希

米契友的支援。 不僅在巴黎的弟兄姐妹，連許多在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及中國各

地的老契友都表示希望能來巴黎，一起見證神的榮耀。  每次看到他們在主裡的成長，一

方面感恩，也自然想到你們，想到不斷禱告、支援和鼓勵我們的遠方家人。 

藉此機會也報告一下我們各方面具體情況。對法國政府來說，我們已經退休，當然仍

屬學園傳道會同工。雖然退休金不多，但是靠神供應，沒有缺乏。 我們已是古稀之年，

但感謝神的保守，身體還可以——能吃，能睡，也算能幹。 能吃：就是一日三餐，無論

饅頭、米飯、玉米粥，或自己擀的麵條，吃起來都很可口。 秀榮從來都是大大咧咧，麵

條做不成一個樣子，這次軟了，下次又硬了；這次寬了，下次又細了。 以前會為這些雞

毛蒜皮的事生氣，現在不僅不生氣，還覺得這樣反而花樣更豐富；今天麵，明天陝西麵；

今天細絲麵，明天褲帶麵；無論什麼麵，都其樂融融。 能睡：除了偶爾身體不太舒服外，

差不多睡眠七、八個小時，一般晚上 12 點左右休息，早晨 8 點之前起床。也算能幹：越

是年齡大了，越感到有許多事情必須去做。 無論傳福音、跟進造就門徒、聯絡溝通、教

導勸勉、接待新朋友等等方面，我們盡心盡力，而且是滿心喜樂。 

除了事工，生活方面也是恩典多多。 我們沒有駕照，不開車似乎不方便，但是乘公車

加上步行，這就是鍛鍊身體，不用去健身房。 還有院子的整理也是我們自己的工作。刨

地割草由在勝來做，割不到的地方，秀榮用剪刀剪剪或用手拔拔。我們算是個小團隊，有

分工有合作，合作非常愉快。 我們也種點時令小菜，不僅吃得放心，而且還體會到生命



 33 

的奇妙。 人可以撒種，可以澆水，可以施肥，但發芽生長都在乎神。 生命之奇妙，真是

無法測度！就像我們的福音事工，也是一個道理。 

在勝 秀榮  

二零一八年六月于法國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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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2x1.3 billion Prayer Letter (Summer 2018, E+C) 

两个 13 亿代祷公函（2018 年夏天） 

刚从芝加哥带领训练回来，感到疲累.   今早读到曾在非洲同工的宣教来信，信中描述安得

列因癌病后期，预备后事，再看看摆在眼前的事工，我深知靠己无法承担，但我知道恩典

和力量来自上头，所以每天退到主耶稣那里，向祂支取力量。 

大漠飞沙增订版预备出版，出版社要求三儿女每人再写一篇文章，分享宣教士儿女的近

况.  想到三儿女及一媳妇，心中只有感恩.  执笔时，大儿子正在带领五十位青少年在印地

安人当中短宣，二儿子与媳妇在亚洲为可能的新工作而预备（他在非洲服务当地人近九

年），小女儿在泰国宣教，主对我们真好。 

黄牧师的母亲已 91 岁，虽然於 2004 年 2 月份中风，半身不遂，坐轮椅十多年，极不方

便，但主恩够，爱听圣经，爱唱诗歌，心灵愉快。 主如果许可，我们大家将於今年 12 月

为老人家庆生日。 

古老围墙：为了配合两个 13 亿的训练，我写了这本新书，如今台湾校园正进行编辑预备

出版。 愿主使用。 

 

丝绸路——异象与代祷之旅（三） 

2019 年 5 月 27 到 6 月 7 日 

於 6 月 9 日接受报名，至今已有 41 人报名。 由於名额有限，也就不多推动。这不是旅

遊，乃是专为有普世宣教心志者而办。 透过丝路之旅，培养一批宣教勇士，意义非凡。 

8 月 - 10 月 

从 8 月到 10 月中，我有 6 个差传聚会，每个月两个。 其他周末在地区教会服事。10 月

中起前往亚洲，有两个月的服事，请代祷。 

 

非洲尼日尔消息 

我们在古勒镇的教会经历神的恩典。 虽然面对挑战，教会平稳增长，在乡村设立识字

班，福音聚会，请为牧者，神学生及初信者代祷。 

 

感恩，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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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我们一家感谢主 

2． 为神祝福「两个 13 亿」事工感谢神 

3． 为书写，出版，造福读者而感恩 

4． 愿主赐下更多恩典和力量来面对各种事奉的机会 

5． 求主兴起更多华人宣教士 

6． 愿主使用丝绸路，兴起爱穆工人 

 
                                                     主内：黄牧师，师母 

                                                      2018 年 7 月 30 日 

                                                     Two 1.3 billion@yahoo.com 

 

 

Photo: With my good friend Maketa, taken in his village at the edge of Sahara Desert. 

 

Wong’s prayer letter (Summer, 2018) 

Coming back from Chicago after a weekend of training and ministry there,I feel very tired. This 

morning an email from the Strong’s family came in and said that Andrew was asked to go home 

and prepare for his final day. The Strong were with us in Africa. Looking at what is ahead of me, 

I realized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handle all those challenges, yet I can look above and 

withdraw all the grace from Him daily. 

My revised book about our missionary life in Niger is getting ready to be printed. The publisher 

requested that each of our three children write another article to follow up how the MKs are doing 

after many years. We are proud of our three children; 



 36 

Job is leading a short term mission trip to the Navajo Indian when I am writing. David and his wife 

Iulia are in Asia now. He has served in Africa for nine years now. Ruth is a second term missionary 

in Thailand and enjoyed her ministry there. 

Rev. Wong’s mom is 91 year old and the family is going to celebrate her birthday this December. 

Even though she was paralyzed by a severe stroke in 2004, and has been in wheel chair since then, 

she is cheerful and enjoyed, listening to the Bible reading and hymns. 

Old Ancient Wall: This is my 5th book and I pray that it shall benefit those who receive my Two 

1.3 Billion training. Pray for the Campus publisher, in Taiwan, for a smooth publication soon. 

Thanks for a brother who supported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Silk Road Vision and Prayer Trip 3: Since June 9 we opened for application, we had 41 registered 

now. Many who joined us caught the vision of reaching the M for Christ. Even though the trip will 

be in May 2019, we are running out of vacancy. 

SRT3: May 27 to June 7, 2019. Walk on the Northern part of Xinjiang, China. 

From August to October 2018 

For these coming 10 weeks, I shall speak at six mission conferences in the States before Shimu 

and I go to Asia. 

Church in Goure, Niger, West Africa: 

In spite of persecutions, the church in Africa is growing. They reach out to different villages, by 

setting up reading centers and Gospel stations. Many are reached and seeing the spiritual fruits is 

a real blessing. 

Give Thanks and Pray 

1. Praise God for our family 

2. May God continuingly bless the Two 1.3 Billion Ministry 

3. May God use my books to edify many 

4. May God raise up many missionaries 

5. May God bless our SRT, and raise up workers for the billion souls 

His servants, 

Emily and Rev. Wong           2018.7.30       two1.3billio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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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C Missions Report 2018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Dr. Moussa Coulibaly in Burkina Faso 

The ministry headed up by Dr. Moussa has been in existence since 2001. Little children who 

have begun with us are now teaching school themselves, marrying, planting churches, and 

establishing their own businesses. We are so proud of these strong Christian young adults. Most 

of them came from Muslim families and many of their families are now Christians. Many of our 

students have come from families where their parents were unable to read, so they could not help 

their children with their schoolwork. What a difference the Lord and His work in Burkina Faso 

has made in many lives! 

Nowadays the growth of Christianity is primarily in Asia and Africa.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and some differences in these two areas.  We can learn from one another! Chinese American 

Christians are doing a tremendous job in reaching out to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various parts 

of Asia, especially among the Chinese. Many Africans have first been evangelized through 

American and European missionaries.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cultural missteps, still the light 

of the Gospel shone through and Africans are now evangelizing other Africans.  African 

Christians have some unique problems. One is that the average African is very poor and very 

uneducated. If you cannot read the Bible for yourself, you cannot grow as a healthy Christian, so 

that is why Dr. Moussa emphasizes education in his ministry.  

Thanks to a combination of gifts from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American entrepreneurs, we 

have a small loan program for women, but this is not enough. We still need to work more on 

teaching skills that lead to jobs for both men and women. Please pray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expand the ministry in this area. 

New believers are being baptized several times a year. Summers are very busy with camps for 

the young people and children. During the year conferences are held for pastors in various 

regions. There are also women’s conferences, so we hope that you will be praying with us for 

these special times. 

The two-story school building is finally being finished up and so we hope to have classes 

through 13th grade (the final grade before university studies). There is a lot of work on finishing 

touches on this building, plus building desks, purchasing textbooks, and hiring teachers. 

Dr. Moussa will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September and October and he is hoping to 

spend about a week in Atlanta with you! 

Again, we thank you for all your pray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you as a church, as small 

groups, and as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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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外宣部事工簡介 
王長定 

感謝神!ACCC有機會在海外的宣教事工中有分，不是我們能做出什麼貢獻，千山的牛，萬

山的羊，一切金銀都是神的，在神沒有難成的事，我們今日能夠參與在其中，完全是神的

恩典。外宣部同工們站在崗位上服事。知道自己作不了什麼，只是藉著服事來操練自己的

生命以及增加對神的認識。 

 

另一方面，在與宣教士接觸的過程中，看見他們愛主、為主受苦的心志令人感動，自己也

常常被激勵。如今教會世俗化，盼望你我都能因著宣教而得著激勵，如腓立比書 2: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做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

中，好像明光照耀。」 

 
教會外宣部 2017年度事工分配及資源支配 

 
2017年度，教會外宣事工支持全職宣教士共十四人， 宣教機構三個。 分別在夏威夷農

場事工、旅歐中國學生事工、 遠東培訓工作、 西非及瓜地馬拉兒童事工、 台灣客家地

區及植堂工作、 及南亞印尼聖經翻譯等。 

 

宣教的地區分佈如下(按資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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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源分配而言， 以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為對象與背景的事工約佔 55%，包括旅歐中國留

學生， 中國及台灣事工。 美國事工達 21%， 以美國文化為背景的美裔華裔。跨文化事

工去年共佔 24%， 其它南亞 5%， 非洲 12%， 中美 7%。  

 

• 事工分佈情況( 按資源分配) 
 

 

 

• 2017 宣道年( 9/1/2017至 8/31/2018) 總開支 

 
外宣經費來源分兩部份: 1. 教會經常奉獻中撥出一定部份支持全時間長宣的宣教士或宣

教機構，宣教常費達到超過教會經費十份一以上的目標。 2. 會眾為宣道特別奉獻資金， 

用以支持短宣部份費用 ，及宣教士或差傳機構的特別需要。 2017 宣道年度 (9/1/2017 

至 8/31/2018) ，教會從經常費用支付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元；加上從宣道奉獻金支付七

千二百五十二元， 共八萬零六百八十四元。 

 

• 2017宣道年 (9/1/2017 至 8/31/2018) 宣道認獻金收支及 2018 宣道年 

(9/1/2018至 8/31/2019)預算 

   

  實報 09/1/2017-    

08/31/2018 

  預計 09/1/2018-    

  08/31/2019 

期初餘額 $    72,297.33   $  73,0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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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調整         1,200.00     

募款 $      6,777.99   $  20,000.00  

支出       

中國短宣   $    (2,601.96)   $ (10,000.00)  

歐洲短宣 $    (3,334.39)    $   (7,000.00)  

夏威夷短宣 $      (604.20)   $   (3,000.00) 

瓜地馬拉短宣 $      (711.17)    

     

支出總結 $   (7,251.72)   $ (20,000.00)  

收支總結 $     (473.73)     $            0.00 

期末餘額 $   73,023.60   $   73,023.60 

  

如何參與宣教 
 

問: 我有心志參加短宣, 請問要作什麼的訓練或準備? 

 
答: 預備短宣的最基本方法是平時的操練靈修禱告生活， 事奉方面請參與主日學的教導，

或者積極地在教會本宣工場中鍛煉自己傳福音， 選修冬季開設的訓練短宣工人的主日

學， 並與工場負責同工研討是否合適工場的需要或條件， 有沒有牧長的認同; 同時也開始

儲備旅費及其它費用。 教會宣道認獻金支助部份的費用，起碼有一半是自費。 

 
問: 我有感動想奉獻金錢給某個宣教士, 可否寫支票給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指定奉獻給這

位宣教士, 再由教會開支票給這位宣教士? 

 
答: 這樣做不符合國稅局規定和教會財務制度。 正確的做法是指定奉獻給宣道獻金(可以

抵稅) ， 由教會統一支配。 您也可以直接奉獻給宣教士所在的機構(通常可抵稅), 或寄支

票給宣教士本人(不能抵稅) 。 

 
問: 我有感動想奉獻金錢給教會某個弟兄姊妹去短宣, 可否寫支票給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

指定奉獻給這位弟兄姊妹, 由教會開支票給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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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這樣做不符合國稅局規定及教會財務制度， 正確的做法是指定奉獻給宣道獻金(可以

抵稅) 由教會根據短宣工場的需要和外宣章程統一支配。 你也可選擇開個人支票直接交給

這位弟兄或姊妹(不能抵稅) 。 

 
問: 宣道認獻金的目的及目標是什麼? 

 
答: 傳統上每年教會從常費中撥出十分之一左右用來支持世界各地長期宣教士的事工， 同

時我們也通過差傳信心奉獻的方式， 鼓勵弟兄姊妹按著感動和負擔， 為普世宣教的資金

投入， 用於短宣或長宣的宣教士或各地工場的特別需要。  去年的目標是三萬元，實收到

六千七百七十八元; 今年的目標二萬元。宣教需要你的慷慨參與。 請你填交認獻單， 並于

2018 年 8 月前用支票奉獻,註明為 “宣道認獻金” 。 投入教會奉獻箱。 

 
問: 我有心願為宣教士們作關懷,代禱或金錢的支持, 請問如何了解更多的情況及聯係? 

 
答:你可以在宣道月留心看宣教士的資料看板及手冊， 並請填寫手冊後頁回應單投入奉獻

箱， 或洽詢外宣同工 (acccm@accc.org) 以便傳遞有關該宣教士的消息及代禱信。請付帶

電郵信箱。 你也可以聯絡所屬團契外宣關懷同工， 支持所屬團契認領的宣教士。 宣教士

的禱告信請參閱教會交誼廳外宣佈告板。 下頁是教會支持的宣教士名單，有星點*的是亞

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專差宣教士 (以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為母會的宣教士， 亦請關心那

些還沒有團契認領代禱的宣教士或宣教組織。 

 

mailto:acccm@ac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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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老師聯誼分享會 

2018 年 5月 Sweetwater Creek Stat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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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耶穌還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大使命的類型，卻常常被我們忽略的，就是耶穌在加利利的山上，對門徒所說的下半段的話，他說，
	太28: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耶穌差派七十個人出去宣教的時候，感歎的說：
	路10:2，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我相信莊稼的主人絕對不會隨隨便便打發一個沒有經驗，能力不足的工人去收他的莊稼，所以耶穌說「作工的人少」，不祇是指著有心願意去作工的人少，更是指著受過裝備，靈命成熟，可以承擔壓力，獨當一面的工人太少了。所以大使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類型，就是「建造宣教同工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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