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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的再思 
                                                                                                                                                              

                                                                                                                                      黃國義  

 
 

     

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他「用

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

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

说神国的事」(徒 1:3)，經過將近四

十天的密集訓練，耶穌在升天以前，

把大使命交代給他的 11 個使徒說：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太 28:19) 。馬太以萬民來說明大

使命是包括世界上所有不同的文化與人種。而路加則是從另一個角度，以不同的

地域來表達大使命是涵盖地球的每一個角落：「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翻開所有的解經書，我們都可以看到，主耶穌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了。他就是

要每一個基督徒，每一間教會，每一個教派，都動員起來。不祇是向周邊的人傳

福音，更重要的，是要走出去。而且不祇是走出教會的圍牆，走出社區的範圍，

更是要超越自己的國界，超越自己的文化，超越自己的人種。就是對大使命這樣

的理解與委身，在 18、19 世紀帶動了基督教的全球宣教運動，到非洲的史懷

哲，到印度的威廉克理，到中國的戴德生，以及到台灣的馬階，都是這個宣教運

動的代表人物。而且無可否認的，今天中國國內基督教能這麼蓬勃的發展，就是

當年這些西洋宣教士，拋頭顱灑熱血種下福音的種子，所結出來的果實。 
  

    很遺憾的，當年差遣無數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宣揚福音的歐美國家，不少地方

今天都已成了基督教信仰的曠野，基督徒的比例越來越低，參加主日敬拜的人數

更是越來越少，祇留下許多宏偉的教會建築，供遊客欣賞憑吊，想像以前每個主

日，神的子民坐滿神的聖殿，同心敬拜讚美神的盛況。為甚麼？他們不是忠心的

執行大使命嗎？為甚麼大使命帶來的，不是教會更大的復興，而是令人感歎的凋

零呢？當然信仰的衰退有各式各樣的原因，這在許多教會歷史的書籍文章裏，都

有各自不同的看法與見解。在這裏，我祇是想與大家一起好好的思考初代教會是

如何執行神所交代的大使命。 
  

    根據馬太福音，大使命是耶穌親自交代給他的 11個門徒的。聖經篇幅有

限，所有事情對話都是以最簡潔的方式記載下來，因此我相信耶穌交代大使命

時，並不是祇講了聖經記載的那麼幾句話，然後一下子就升上天空不見了，很可

能他還加上許多的說明與解釋。所以如果說，這 11位耶穌的門徒是最明白大使

命的內容與意義的人，應不為過。有趣的是，領受了大使命以後，這 11 位使

徒，全部繼續留在耶路撤冷，即使司提反被打死，「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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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徒 8:1)，這 11 位使徒仍然堅持留

守在耶路撒冷。難道他們忘了耶穌吩咐他們要「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嗎？身

為基督教最高領導，連耶路撒冷都走不出去，還談甚麼「大使命」呢？但是當我

們繼續讀使徒行傳時，我們真是佩服這些使徒們的智慧，他們在耶路撒冷的留

守，當然是繼續的傳揚福音，使耶路撒冷教會繼續的成長，但是更重要的是，他

們使徒的身份與權柄，使得耶路撒冷教會成為其他所有教會穩定信仰的根基。所

以當撒瑪利亞成立教會，耶路撒冷教會就差派彼得約翰去為他們禱告，領受聖

靈 (徒 8:15)。當外邦人教會在神學上產生爭執時，他們就把問題帶到耶路撒冷

教會，讓使徒們作一個判決 (徒 15:1-29)。所以這些使徒不是沒有宣教的異

象，也許他們當中有些人也很想像保羅一樣的，到處去開拓建立教會，然而他們

明白在整個宣教的事工上，他們的責任就是留守建立耶路撒冷教會，因為這比跑

到遠地去傳福音，建教會更重要。這些使徒們的榜樣，提醒我們一個宣教事工很

重要的原則：一定要有穩定健全的教會 (耶路撒冷)，還有積極活躍的本地宣教

事工 (猶太全地)，才能支持有效成長的外地宣教事工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換句話說，當耶穌吩咐他的門徒說，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

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時，這不祇是由近而遠的地理位置而已，更是帶著

重要性的先後次序。 
  

     現在許多教會都非常強調，注重外地、異教的宣教，這是很好的現象。不

過我們也要時時提醒注意主所交托大使命事工重要性的先後次序，不要祇是一股

熱誠的往「地極」衝，一味的投入、開拓不同文化宗教人種的福音事工，卻忽略

了主所教導最重要的「耶路撒冷」自家教會的須要。當我看到歐洲那麼多美崙美

煥的教堂，卻祇有寥寥无几的弟兄姊妹參加敬拜，很難想像當年就是這些教會差

派的宣教士，打開了亞洲、非洲、美洲福音的大門。一個經節  浮現在我的心

裏：林前 9:27，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倒被棄絕了。 

  

     許多外地來的弟兄姊妹，都稱讚我們 ACCC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 教堂

的建築很美，而我們掛在走廊樓梯口的對聯：「人去、錢去、禱告去；口傳、筆

傳、生命傳」也宣告了我們教會參與宣教的決心。事實上，像我們這樣幾百名會

眾的地方教會，除了對外支持許多宣教士，還願意對餐福、學生事工投入這麼多

的人力、財力、精力的，在北美誠

屬少見。我為弟兄姊妹有這樣天國

大使命的眼光，感到欣慰與驕傲。

但同時我也求我們的主，賜給我們

屬天的智慧，幫助我們建立一個真

正符合大使命，平衡持久的宣教事

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玛利亚，直到地极，作神美好的见

证。(徒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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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 13 億代禱公函 

 親愛的代禱勇士  ： 
    進入 2019年下半年，積極參與普世宣教

的，我們面對的是怎樣的宣教時代？世界局勢不

安，教會面對的壓力，逼迫有增無減，宣教士的 安

全，支持系統受到挑戰。宣教史是以“一粒麥子 落

在地裡死了”的心態來進行。現今，以為基督受苦作為我們的兵器（彼前 4:1）面對“困難”

我們不但沒害怕，反而勇往直前。  

    三、四月份在跨文化體驗週及教課時，幾次聽到學員說，“逼迫是主許可的火煉”。經過

苦難又能堅持跟隨主的，才是主真正的門徒。五月份傳來了我們以前在非洲宣教的尼日爾

（Niger）第二大城市一間教堂遭攻擊。我們在非洲所建立的教會，天天面對可能來自極端恐

怖分子的攻擊。  

五、六月與四十多位肢體走在古老的絲路上，真想有多一點機會與當地人傳福音或與當

地教會有見面、分享，一起禱告。我們沒這個機會，所經之路， 給人的感覺是人人都活在恐

懼不安之中。  

雖然普世福音工作挑戰大，同時我們卻發現在各國、各民中信主的人數大大增加。不同宣教工場

發出“我們需要工人”的呼聲。為回應這莫大的需要和機會，我們的事工重點有三： 

 1． 認識宣教禾場，把禾場的需要帶給眾教會。 

 2． 與教會為宣教夥伴，幫助更多教會可成熟的推動宣教和差派關心支持宣教士。 

 3． 裝備宣教士。 

 我們的差會在世界 70個國家工作，其中有一半以上是以穆斯林為主要對象。 其中 23

個工場希望我們能派華人宣教士到他們當中。為此我們希望能在可行的情況下走訪這些國

家，視察工場。如神許可，我們會到這些國家拍攝“宣教工場”的短片，到不同華人教會分

享、傳遞異象、選招宣教士。  

自從我們一家於 1990年 7月正式成為國際事工差會（Serving In Mission: SIM） 這麼

多年來主透過眾教會和個別肢體的代禱和支持,在經費上從未缺少過，感謝主。差會財政通知

我們，目前的經費支持有些不夠。這我們完全明白，很多教會，肢體經過這麼長久的支持，

可能因為某種原因，無法繼續，是很正常的。只要忠心跟隨主，主必供應。 感恩代禱： 

 

 1． 主施恩，我們一家皆安好，第一位孫子維誠健康、可

愛。 

 2． 寫作：今年正月出版《古老圍牆》，讀者評語甚佳，目

前正為另一本新書努力。 

 3． 絲綢路 3—異象與代禱之旅圓滿完成。絲路 4將在 2020

年 9月。  

 4． 為與教會建立夥伴關係，訓練裝備更多跨文化的宣教

士 。 

           主內：黃光賜牧師及師母         20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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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1.3 Billion – Prayer Letter 
 Dear Prayer Partners: 

     As we enter the second half of year 2019 with a burning heart for world mission, what kind of 

mission world are we facing? The world is full of uncertainty. Churches are pressed from all corners 

and the persecution is ever increasing. The safety and the support system of missionaries are 

cruelly challenged. Again, the stories of missionary are like “A kernel of wheat falls to the ground 

and dies…” (John 12: 24). Now, we should consider Peter's words sincerely; “Since Christ suffered in 

His body, arm yourselves also with the same attitude…” (1 Peter 4:1), Face the challenges and never 

retreat! 

     In March and April, during our Cross Culture Exposure Week and Teaching at a Seminary, quite a 

few times I heard them say “God uses persecution to purify His church!”. Yes, true believers and 

followers of Christ will walk through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In May and June, one of our churches in Niger was burned down again and walking on the Old 

Silk Road, His people are fearful of contacting any of us. They are lonely and need fellowship, yet no 

one can do anything. All we have is 'PRAY!' In spite of persecutions ,  His church is growing. 

Wonderful testimonies from different groups and nations convince us that 'To God Nothing Is 

Impossible!' PTL! Many mission fields are requesting more missionaries to be sent to them. For this 

reason, our ministry focuses on three areas： 

 1. Get to know the mission fields and bring the needs of the fields to His church 

 2. Partner with His church; coach them to become more mature missional church, so that one day 

they can send out missionaries and provide good care and support  

3. Equip and train more missionaries for cross culture ministry 

       SIM serves in 70 countries and 23 of them requested 'Chinese missionary' to be sent to their 

country. For that reason, our team plans to visit those countries, if God permits, to use videos to 

present their needs to Chinese church, and to recruit God's workers for His kingdom.   

     Since July 1990 we joined SIM (Serving In Mission), our support had been very helpful. Thanks to 

many faithful supporters. Recently our treasurer informed us that our support level dropped. We 

understand that after many years, some supporters are not able to continue their support. We trust 

that as long as we obey His guidance and serve Him faithfully, God will provide. Praise and Prayers 

Items： 

 1. By God's grace, our family is doing fine and our first grandson is healthy and cute 

 2. Writing project: January 2019 my new book was released (Ancient Wall) and it was well received 

by many. I am writing another one now 

 3. Silk Road Trip (SRT3): 48 of us had a good time and many caught the vision, SRT4 shall be in 

September 2020 

 4. Pray God to bring many missional churches to us as partners and help us to train and recruit 

missionaries for the needy fields 

                                                                               In Christ, Emily and Pastor Wong July 4, 2019  

                                                                                        Two1.3billion@yahoo.com 

 

 

mailto:Two1.3billio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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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外宣部事工簡介 
        王長定 

    有學者指出，展望新一年國際局勢，可能就是「很亂」和「更亂」的區別，面對世界快速變

動的年代，海外的宣教事工也隨著世界局勢而快速轉型。不知道是否主很快就要降臨? 我們還有多少

時間可以傳福音? 

    今年四月中旬，筆者有機會去參與服事 ACCC所支持在英國的宣教機構 COCM和探望法國的宣教

士，身歷其境暸解宣教士們的不容易，一位受呼召、來自馬來西亞的華僑宣教士姐妹，丈夫和兩個孩

子拋棄原本的優渥生活，隨她來到英國，他們在偏遠的一個大學城服事，她平常要探訪學生、帶領團

契，主日要在教會中站講台，丈夫幫忙照顧孩子，雖然所服事的對象都是國內出來的學生，沒有語言

隔閡的問題，但是他們沒有同工，必須忍受著孤獨、生活及事工的壓力。此次前去，一方面代表教會

對宣教士的關懷，一方面也盼望鼓勵弟兄姐妹能夠多去關懷宣教士。 

隨著國際局勢的改變，近年來、我們在財務上的支持對象有些變更。而我們另一項事奉重點-短

宣，也是我們不斷地在鼓勵大家多多的參加，特別是有一些工場，例如在德國的中國學生工作，需要

弟兄姐妹有更長時間的去服事。這些短宣或是中宣不僅是對當地的事工有所幫助，更是增長自己的靈

命。未來我們也將鼓勵全家一起去短宣。 

 

教會外宣部 2019年度事工分配及資源支配 

    2019 年度，教會外宣事工支持全職宣教士(或夫婦)共十六人， 宣教機構四個。 分別在夏威夷農

場事工、旅歐中國學生事工、 遠東培訓工作、台灣客家地區、非洲的布吉納法索、迦納、中美瓜地

馬拉事工、以及南亞印尼聖經翻譯等。 

 宣教的地區分佈如下

(按資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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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 中國及台灣事工。跨文化事工共佔 45%。 

     事工分佈情況( 按資源分配) 

 

農場
9%

媒體
1% 校園

16%

社區
34%

神學院
8%

穆宣
12%

聖經翻譯

5%

辦學校

8%

短宣
7%

夏威夷
10%

非洲
28%

瓜地馬拉
5%

中國
13%

歐洲

18%

東南亞

12%

台灣
6%

美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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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宣道年( 09/01/2018 至 8/31/2019) 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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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實際支出$75,700。 

2. 2018 年 10月，為因應西非布吉納法索事工需要，特別奉獻$10,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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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實際支出$6,404.74。  

• 2018宣道年 (9/1/2018 至 8/31/2019) 宣道認獻金收支及 2019 宣道年 (9/1/2019 至 

8/31/2020)預算  

 

  實報 09/1/2018-  08/31/2019 預計 9/1/2019-  08/31/2020 

期初餘額 $   73,023.60  $    69,398.27  

前期調整           509.41    

募款 $    2,270.00  $    15,000.00  

支出      

中國短宣   $  (2,719.30)  $   (5,000.00)  

歐洲短宣 $  (1,799.49)   $   (7,000.00)  

夏威夷短宣 $  (1,885.95)  $   (3,000.00) 

支出總結 $  (6,404.74)  $  (15,000.00)  

收支總結 $  (4,134.74)    $         0.00 

期末餘額 $   69,398.27  $    69,3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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錬自己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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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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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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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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目標是兩萬元，實收到兩千兩百七十元; 今年的目

標一萬五千元。宣教需要你的慷慨參與。 請你填交認獻單， 並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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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如何瞭解更多的情況及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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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付附帶電郵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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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C 支持的宣教機構名單與團契認領 

機構名稱 網站 事工簡介 支持團契 

聖經廣播網 BBN www.BBNRadio.org 國際性福音廣播電台及網路聖經學校, 用

多種語言, 包括中文,傳播福音。 

 

基督工人神學院 

Christian Witness 

Theological Seminary 

www.cwts.edu 1964年由于力工牧師在加州聖荷西設立

的基督工人神學院。其宗旨為 “立於聖

言勤於禱,忠於使命敏於行” 現任的院長

呂紹昌牧師, 曾任 ACCC主任牧師。 

 

歐洲校園事工  

Europe Campus Ministry 

 

www.ecministry.net ECM跨宗派及教會，禀持“親情福音” 

的理念，藉著以“中宣接力、短宣配合”

為主的方式，進入歐洲校園，向以中國留

學生為主的群體，作全人的關懷，傳揚基

督的福音，建立團契，訓練信徒。 

 

萬軍宣教事工 

Action Missions 

 神興起“萬軍宣教事工/Action 

Missions” 呼召了一批愛主的華人,為著

傳福音建立教會,預備迎見主再來,將神國

的福音帶到遠方. 其中多數是回教國家。 

自從 2003 “萬軍”在各地設立了培訓學

校,栽培出大量的宣教士。學校所栽培的

學生最重要的心志就是: 願意完全跟隨

主! 

 

mailto:acccm@accc.org


8 
 

           ACCC 2019 支持的宣教士名單與團契認領 

姓名 所屬機構 事工簡介 支持團契 

      *  

Pauline and 

Joshua 

Settles 

邱凱萍夫婦 

校園團契 

InterVarsity   

 

Joshua 和凱萍夫婦自 2012 年前往西非迦納

服事，近年來 Joshua參與當地福音新策略計

劃以及同工訓練，並應邀在 Akrofi-

Christaller 神學院授課。未來計劃在英語

及葡萄牙語的環境當中繼續輔導訓練同工。 

社青团契 

葛欣如 
Brenda 

Carter  

 

 

Mission to the 

World (MTW) 

Hakka Church 

Planting 

Ministries  

在台灣三義客家的福音工作及同工培訓事工
Hakkacarter@gmail.com 

社青团契 

夏隆、吳欣曉

Shalom & 

Felise 

laichamy 

 

威克裏伕聖經翻譯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夏隆和吳欣曉在南亞工場服事，他們用語言

學和翻譯的恩賜幫助翻譯聖經和福音資料，

成爲當地的語言文字。他們還在當地開展語

言咨詢的講座和傳福音的工作。Felise 是在

ACCC 長大信主。Shalom 目前正在攻讀心理學

博士，為機構中有心理輔導需要的宣教士作

裝備。Emory 畢業后奉獻事奉。 

 
 

Emory团契 

劉在勝 張秀

榮 Zaisheng & 

Xiurong Liu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學園傳道會 

rongzi4621@gmail.com 

“新的馬其頓呼聲”- 近幾年湧進歐洲，特

別是法國的大陸學生越來越多。在勝和秀榮

的事工以巴黎的學生工作爲主，教會的服事

為副。請也為他們關心的海歸代禱。 

  

Emory团契，

社青团契 

李植奇 

Jack & Judy  

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 

李植奇來自猶太家庭，于 1977年首次真正明

瞭“基督是我的救世主,為我的罪而釘死在十

字架上”。他的目標是幫助香港教會去中國

傳福音及門徒訓練。他已學會廣東話並開始

做牧會的工作。 

 
 

 

* 

Frank and 

Amy   

Sensitive, 

Contact Mission 

Deacon 

遠東校園事工及植堂 Emory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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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屬機構 事工簡介 支持團契 

      * 

Moussa and 

Assita 

Coulibaly 

West African 

Christian 

Ministries 

judyhull13@hotma

il.com  

Dr. Moussa 完成他在三一神學院的學習後，

回到布吉納法索興辦教育，並藉著教育傳福

音。 在短短十幾年中，他建立了二十多間教

會, 開設了六間小學,一間初中學校。另外，

他也設立了一間聖經學院，並創辦了一間愛

滋病孤兒院。 

 

  

姐妹会团契 

Edgar & 

Gladys Guitz  

陶匠的家  

Potter’s House 

Association  

www.pottershouse

.org.gt 

數十年來在陶匠的家在圭地馬拉城的垃圾堆

致力于改善拾荒者的生活，醫療以及改善他

們下一代的教育條件。近年來特別關懷家庭

關係以及創辦職業訓練中心，幫助許多學員

找到第一份工作。拾荒者住在垃圾堆中，陶

匠的家仍視他們為珍寶。 

 
 

 

佘明恩 金磊

Paul Sheh & 

Lei Jin 

歐洲校園事工

Europe Campus 

Ministry (ECM) 

歐洲校園事工宣教士，目前在德國東部大學

城 Chemnitz 向中國留學生傳福音、牧養團

契，並帶領團契學生支援附近幾個校園的福

音工作。 
 

 

Grace Li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hinese Oversea 

Christian 

Mission 

服事於 COCM 諾丁漢學生事工,包括門徒訓練

及海歸信仰預備,並與當地英文教會一起同

工,建立中國學生事工。 

 

 

Connie Yu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hinese Oversea 

Christian 

Mission 

為 COCM 佈道隊主要成員之一, 在英國及歐

洲的大學校園傳福音。 

 

 

Yin Min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hinese Oversea 

Christian 

Mission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宣教士, 主要從事學生事

工及負責部份文字事工，為 COCM 佈道隊主

要成員之一，在英國及歐洲的大學校園傳福

音。 

 
 

 

 

Yunhai Wu 

Gabby Zhong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hinese Oversea 

Christian 

Mission 
 

服事於 Canterbury 學生事工,包括門徒訓練

及海歸信仰預備,並與當地英文教會一起同

工,建立中國學生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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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屬機構 事工簡介 支持團契 

黃光賜牧师

Joseph Wong 

 

Servine in 

Mission (SIM) 

黃光賜牧師生於馬來西亞，曾在非洲黑人 M

中傳福音建立教會，長達十一半。於 2014年

起，重回普世宣教與 SIM 團隊配搭，專心推

動“兩個 13 億”的事工，動員 13億華人中

的教會，提供訓練，共同探討穆宣策略。 

 

      * 

羅幫祥弟兄

Bang Xiang 

Luo 

 

夏威夷農場事工 

Hawaii China 

Mission Church 

(HCMC) 

羅弟兄是 ACCC 會友，蒙神呼召後放下事業，

專心於全職事奉，加入夏威夷農場事工。三

年來，共建立 4個團契、一個門徒訓練班、

78 位弟兄姊妹受洗。並於二年前建立夏威夷

豐收教會，2019 年因事工需要，豐收教會加

入宣道會，成為夏威夷宣道會豐收堂，並計

劃於 2019年底動工建造教堂。 

 

Roger and 

Jessica Lam 

 

Epicentre Church 

Pasadena, CA 

Roger and Jessica 是在 ACCC長大信主。

Roger 自神學院畢業後，在加州 Epicentre 

Church 服事，近年蒙主呼召，特別對於信奉

穆斯林的印尼福音未得之民有負擔，已於

2019 年 6月前往宣教。求主祝福他們前面的

道路。 

 

 

2020 年 ACCC短宣機會  

                                                周慧敏 

     主耶穌在升天前對門徒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 28：19-20）這大使命是宣教的根基。短宣是什麼？ 是去宣教工場與宣教士配

搭，是參與初步的宣教事工，也是回應大使命的呼召。在這短期的服事中，去親身體驗和學

習宣教士的生活，具體認識工場的需要，也能親眼看見神在宣教工場上的所為。短宣不是觀

光，但我們仍需對當地的環境、歷史與文化有一定的認識。希望弟兄姐妹能藉著參與短宣，

能改變生命和事奉的態度，成為宣教的推廣者，甚至成為未來的長期宣教士。 

明年 2020 ACCC 的短宣機會有： 

1. 亞洲短宣 

    在不同地區培訓神學班學生，期間兩週至兩個月不等，參與人的資格要求是：神學生或

在教會弟兄姐妹有教導聖經/神學課程至少 15小時以上經驗者，希望能參加兩週以上的短

宣，每週至少要能教 10小時課程。如有興趣者請與姚鼎長老聯絡 tingyaous@gmail.com 。 

2. 英國 COCM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簡稱 COCM）是一個不分宗派的差會，目的是透過多元化的事工，

把基督的福音傳給在歐洲的華僑，進而影響當地居民。1950年由王又得牧師創立，經過 60

年的發展，他們的組織不斷擴大，工作範圍遍及英國和歐洲大陸各國，此外，在世界各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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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委員會，2008 年 7月起由呂子峰牧師接任該會總幹事。其服事對象以中國大陸學生、歐

洲大陸和英國的華人新移民、講本土語言的華裔人士為主。 

    COCM 每年舉辦多樣不同主題的營會，本教會主要是參加四月份的復活節學生門徒營，

明年營會將在 4/9 – 4/13在 Milton Keynes COCM 的總部舉行。參加的學員大多來自中國

大陸，由於英國的學制比較短，畢業後留下找工作的機會不大，所以大多數學生都是畢業後

回國。這些學生有許多是在英國念書時信主的，甚或在營會裡決志信主的，所以是主裡的小

嬰孩。COCM藉著在各校園裡的查經班和各種營會來快速給予他們門徒的裝備，希望他們回

國後仍能繼續在主裡成長更新。 

   參加復活節學生門徒營的短宣隊員大多來自北美各華人教會，各年齡層次都有，隊員主

要住在離 COCM營地走路只需五分鐘的 Premier Inn - Milton Keynes Central 旅館，非常

方便，一天三餐都在營地解決，COCM的餐食很不錯的。通常短宣隊需在營會前兩 

天抵達，結營後晚一天才離開。營會的所有節目都是 COCM策畫的，有敬拜讚美、信息、專

題、見證分享、小組討論分享等等，短宣隊與 COCM 同工搭配，主要在小組中作陪伴與分

享。 

3. 德國 

    今年七月 ACCC 三堂外宣召開會議，為更好配合 ECM (歐洲校園事工) 的異象和需求，

三堂決議在德國服事的點從德紹遷到科隆/錫根。 

    科隆是德國第四大城市，锡根距離科隆约 60哩，是一大學城。王柏牧師及惠麗師母在

科隆牧養， 成員 20-30位，上班族居多，但住得很分散。王牧師同時也要兼顧锡根的學生

事工，目前也面臨許多挑戰，需要建立同工團隊，盼望每週能有較固定的查經及禱告會。 

   若有意願參與此服事的，至少要能待一個月，母堂的負責聯絡人是張開兆長老 

kaichaochang@gmail.com。 

4. 瓜地馬拉 (Guatemala) 陶匠之家 

垃圾山貧民區宣教事工 

    Potter's House (陶匠之家) 是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組織，由兩名瓜地馬拉人

(Guatemalans)創立，30年來，他們一直服事貧困的個人，家庭和社區，與他們建立長期的

關係，並透過他們的社區中心提供五種整體的發展計劃：家庭發展，教育，健康和營養，微

型企業和社區發展。幫助他們建立個人與耶穌基督的關係來使其身心靈得到轉變，讓瓜地馬

拉的窮人也能有能力來翻轉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社區的景況。 

    因為當地政府軍與叛軍作戰，使許多人要離開家鄉的戰區往城市去，到了城市沒地方

住，政府就讓這些人到垃圾社區居住，垃圾社區越來越大，這人群中有一半是兒童，生活在

這些社區的人面臨著巨大的社會，政治，身體和心理的挑戰。因為在許多人眼中，這些人跟

垃圾差不多；而他們自己也認為自己是垃圾，不值得人關愛，也不會有人關愛他們。ACCC 

參與陶匠之家的事工有近 20 年之久，但主要是經濟上的支持，僅有幾位弟兄參加過異象之

旅去當地探訪過。願我們能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將主耶穌基督的愛帶給這些人眼中卑微的

人，但在神眼中為寶的人中，將主的愛及盼望帶給他們。 

5. 夏威夷 

    我們教會的羅幫祥弟兄在 2016年 3 月一個人去到夏威夷農場開展福音事工，家人也加

入服事，並在 Waianae 建立了豐收華人基督教會，現他們加入了夏威夷宣道會的系統，教會

名稱也改為夏威夷宣道會豐收堂。教會成立已兩年了，執事會只有 3人，沒有長老，全職服

事的僅羅弟兄 1人，工作非常忙碌，因為服事的對象都是沒有身份的偷渡人員，或已有身份的家

庭都需要幫助，(如他們的申請工卡，社會安全卡，醫院看大小的病，買藥，考筆試 考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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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郵局寄信，探訪，關懷，夫妻關係，還有四個團契查經及主日敬拜服事，講道，心理輔

導等。 他們非常需要合心的同工，特別是有心服事的長宣弟兄姐妹們。 

   目前因為他們還沒有正式的教堂，對於短宣的需要只能招待 1-2人，為期一週，主要是

去體驗宣教工場，去關懷和探訪在農場工作的華人。 

6. 緬甸 

   去服事「萬軍」在緬甸的米迦勒宣教學校的學生(17-29歲)及附近教會及山上的居民。 

「萬軍」的全名是「耶和華的萬軍」，這個宣教團隊是十五年前在神的帶領下創立的。他們

在中東、非洲及南亞地區建立宣教基地，有近 200 位華人宣教士分住在巴基斯坦、尼泊

爾、阿富汗、伊拉克、伊朗、科威特、葉門、衣索比亞、南蘇丹、北蘇丹、吉布地、烏干

達、緬甸... 等地。 

     緬甸，是神特別賜給萬軍的新基地 - 米迦勒宣教學校，訓練了許多宣教士老師及學

生。這地，也是普世宣教的重地! 學校在十萬大山之下。山中住著多種的少數民族，及眾多

所謂“亞細亞的孤兒”他們都是神所惦念的族群。神特別派中國宣教士來關懷他們，是要帶

來真福音。 

   萬軍今年也已成為 ACCC財務上支持的宣教機構，明年 5/24 -30 我們將第一次參與米迦

勒宣教學校的服事，求主帶領和祝福。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的帶禾捆回來。」(詩篇

126：5-6) 雖然每次短宣體驗是吃力和辛苦，但在主裡得到滿足和喜樂難以形容。 

   有關短宣隊詳情請資詢各隊負責人或外宣委員會周慧敏 horsey724@gmail.com。 

 

來自前線的信息 - 2019 萬軍代禱感恩信 

親愛的牧長及弟兄姐妹平安!蒙福!               

    與我們的主同行“耶和華的萬軍”Action Missions 百多位宣教士們蒙主恩保守,16

年來住在:中國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葉門、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科威特、烏茲

別克斯坦, 及非洲的:衣索比亞、吉布堤、北蘇丹、南蘇丹、烏干達、索馬里亞、以及

2019 登陸的馬來西亞(東馬). 

    耶和華祝福滿滿!神領我們經歷了高山和低谷。日日都蒙主引領照顧!  

感謝各位繼續代禱守望: 

1.在烏茲別克斯坦， 宣教基地的預備工作,已如期完成.接著是實體以的服事細項正經營

進行中。 

2.請繼續為受逼迫的基督徒禱告! 特別為在伊朗, 多位最近接受主的新門徒們的安全及

成長。 

3.依拉克庫德區, 為由極端穆斯林造成的眾多難民祈福,特別為服事他們的萬軍宣教士家

庭守望。 

4.為飽受兵災之苦的葉門和南蘇丹祈和平! 盼望百姓們可以吃得飽, 居有所!更能自由敬

拜上帝! 

  5.烏干達復興, 是耶穌基督大恩典! 神領萬軍,來到烏干達的難民營.一面幫助難民生活

困境,一面傳福音!萬軍已使用特別編製“和平的君”福音教材,訓練了許多傑出的黑人同

工,並肩服事。為著改進難民生活,萬軍教他們在沙石土質種桑樹,樹巳逐漸成長。桑葉、

桑椹可食,來日葉子還能養蠶 吐絲,可謀生計,請禱告托住。前進基地已建,萬軍繼續努力

大量的建立“織帳篷的教會”。 

mailto:horsey72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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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在尼泊爾建立的多所教會感謝主! 他們的服事. 實際帶領了成村的人體會到神的大

愛。 

7.祝福緬甸的米迦勒宣教士學校! 神又賜下少數民數來的學生!眾人努力的訓練造就基督

精兵! 

8.祝福堅守岡位在世界各地的百多位長宣及 30多位子女-MK, 求主賜他們林靈魂體的健

康及保護!  

 

    謝謝您的 幫助、代禱、守望及奉獻!  願神出人意料的平安和喜樂常與眾人同在!  

                      萬軍同工 Action Missions  黃錦聯醫師 黃貴珍老師 敬上 

 

     

 

               宣教士來函 

亲爱的兄弟姐妹：主内平安！ 

       尼希米团契二十周年感恩庆祝结束

以后，本来想尽快和你们分享心中的感

动，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加上前段时间

在胜与两个孙子外出度假，所以拖到现

在。这次感恩活动，给我们留下的整体印象

就是：大家一起来感恩！ 

感恩营会，大家一起来感恩！ 

    人们都说今年夏天很热，但是尼

希米团契二十周年感恩聚会的那三天

天气却很好。特别是 18、19 日在巴

黎郊区营会的两天，既有盛夏的热烈气氛，又丝毫没有闷热的感觉。营会是在一个古老的

中世纪教堂的灵修住地，环境幽静，远离闹市。教堂下面坡地开阔，凭栏望去，蓝天白

云，绿树浓荫。草地上、大树下，我们和一群年轻人非常投入的做游戏。年轻人们热热闹

闹，小孩子们叽叽喳喳，就像一群欢快的小鸟。做完游戏，回到聚会大庭，述说尼希米团

契二十年的恩典之路。 

     大家一个个走到讲台，讲出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不可能一一细说，却都是真实的心

历路程， 从内心发出的肺腑之言。每个故事都可以看到神的奇妙作为，让人感动。二十年

東馬之旅:千山萬水 有主同行 烏干達:難民營福音事工 緬甸米迦樂学校的少數民族事工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
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
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 18-2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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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契友们信主后来到不同地方，告别学生生活，开始家庭、工作、服侍等人生经历。大家

的见证说明，无论在哪里，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全心依靠神，神必带领、陪伴我们，他的

恩典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两天的时间，大家吃住在一起，似乎又回到从前，只是时间太短。这次参加营会的主要

是在巴黎的部分新老契友，加上来自中国大陆、加拿大、法国其它城市的代表，共四十余

人。更多的人因为工作、学习等种种原因未能来，相信他们会在不同地方与大家一同感恩。

许多参加营会的人平时见面机会不多，有些甚至是分别多年后第一次见面。然而，彼此依然

那么亲切，就像没有分开过。另外，不同时间在尼希米团契的人也可能互相不认识，透过感

恩聚会，加深了新老契友之间的了解，看到神在不同时期、不同人身上的作为是何等奇妙。 

     看着这些年轻人——他们有的的确是青春少年，有的也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母了，但

在我们的心里他们总是年轻人，因为看到他们，不知不觉想到初次见到他们时的情形，以及

后来在团契、教会的相处的往事——一方面感谢神在他们身上的奇妙作为，同时也为他们祷

告，盼望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一生一世跟从主耶稣，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感恩聚会，大家一起来感恩！ 

     20 日的感恩聚会是在巴黎华侨教会举办的，除了本教会的兄弟姐妹，也有过去在团

契，后来到了其他教会的兄弟姐妹前来参加。有一对契友夫妻，特意从比利时带着孩子来参

加感恩聚会，然后当晚赶回比利时，实在让人感动。在胜简单回顾了二十年前“尼希米”团

契的建立及后来神一路的带领。表面看来，团契是由四个人开始的，事实上都是神的安排。

当时，在中国大陆留学潮的背景下，神要兴起大陆留学生的福音事工，将他预先拣选的人召

聚到他的家中。未来的事人都不知道， 我们只是愿意顺从神的感动。后来神差派许多牧者

同工关心帮助，使用这个团契，让许多人在这里认识主耶稣、接受主耶稣、跟从主耶稣。说

到这里，心里难免想到你们——我们的代祷支持者们。因着你们的支持付出，我们才能投入

到学生事工中，在神伟大的大使命中，尽上我们微小的力量。感谢神让我们在他的福音工作

中一起同工，相信神必记念我们为他付出的一切。会上，教会的负责同工表示祝贺和鼓励。

团契建立时的传道人为“尼希米”团契的未来做了展望。 

加拿大，大家一起来感恩！ 

    借前段度假的机会，在胜去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看望那里从法国去的学生们和常来巴

黎帮助我们的牧师夫妇。因为在胜度假是参加旅行团，在蒙特利尔只有一个晚上的自由时

间，于是他们就聚集一起，当天见到了“尼希米”团契大部分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孩子近 

30 人，包括三届的团长。其中还有住在多伦多的一对夫妇，现在已成为牧师，也带两个孩

子赶了过来。大家欢聚一堂，流下激动的眼泪，述说神给每个人的恩典。大家说：这是团契

二十周年感恩活动的加拿大分场。 

    通过“感恩活动”的圆满举办，让我们感动的不仅是“活动”本身，更重要的是看到参

加服事的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彼此配搭的事奉。他们平时都很忙碌，除了教会事奉，还有学

习、事业、工作、家庭等等事情。但是，他们依然甘心乐意、积极参与各项筹划、敬拜、联

络、影像、营地安排等服事中，他们付上的一切必蒙主记念。相信大家在今后事奉的路上必

将更上一层楼。 

   感谢爱我们的神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带领并使用“尼希米”团契，使许多人成为主的门

徒，并在各地为主做美好见证。愿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永远跟从他、效法他，使更多

的人归向他。 

    在胜回忆神二十年来带领许多学子归向他的件件往事，写“赛纳河水歌”，以感恩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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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水谣” 

赛水依依，王宫济济；游子何归，问道尼希米团契。 

赛水弯弯，学路漫漫；几度寒暑，难忘尼希米团契。 

赛水泱泱，天恩荡荡；归我救主，曾在尼希米团契。 

赛水流长，长流不息；二十周年，感恩尼希米团契。 

请与我们一起感恩祷告： 

   感谢主二十年来带领、保守、使用尼希米团契，让许多学子成为神的儿女； 愿神带领

保守分散到各地的契友，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为主发光； 

   愿神继续使用尼希米团契，使更多的人归向主耶稣，做主的门徒。 

   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学园传道会 在胜、秀荣二零一九年九月 

Paul & Xiurong LIU, 40 Bd. Richard Garnier 78700 Conflans Ste. Honorine France 

 Tel.: (33 1) 34 90 13 59；E-Mail : zx6prl899@free.fr ; rongzi4621@gmail.com 

下面是有关这次感恩记念的几张照片： 

 

很早就开始为尼希米二十周年感恩记念活动祷告草地上，大树下，先介绍游戏规则 

 

 

 

mailto:zx6prl899@free.fr
mailto:rongzi46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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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來函 - 武雲海、鍾赤軍                                                            

親愛的代禱勇士： 主內平安！  

    眨眼我們在英國坎特伯雷華人教會（https://ccccuk.org/）牧養已經半年了。教會今年的主題

是：你們來看！看神的作為。我們果然看見了神的工作，讓我們一一分享。  

一、侍奉點滴與生命成長  

   我們受宣教機構的差派，來到這裏，在開展學生事工的同時，也要牧養教會，一開始感到被“趕鴨

子上 架”，畢竟我們過去都沒有牧養過教會，但是神有奇妙的供應。教會已經安排好上半年講道要講

“約書 亞記”。我們在預備講道時，常想到教會的主題：你們來看！可是到底神要我們看他的什麽作

為呢？他 在這裏預備了什麽？年初有一位牧師來講道，他的信息給了我們很大的激勵：以色列人經過

了許多坎坷 和多年的預備之後，約書亞當年接過了摩西的棒子，終於要帶領以色列人攻占迦南美地

了。耶和華對約 書亞說：9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

往哪裡去，耶和華 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書 1:9）。我們從懼怕中轉眼仰望那佳美之地，真的看見

這個教會、這個城市 是神的應許之地。首先，有不少年輕學生（本科生為多）是從香港來的信二代，

但是他們卻是來到英國 後進入教會團契，在異國他鄉的環境中才親身經歷神，他們的生命發生了改

變，神不再是他們父母的 神，而是他們個人的神，他們積極地投入教會的侍奉，學生團契裏有不少服

侍同工；神也在教會中預備 了很好的家庭和同工隊伍，他們很渴慕傳福音，渴慕多認識神，要同心合

一興旺福音；而神為我們預備 的禾場，不僅是學生，還有華人移民和他們的後代：餐飲業人士、職場

人士和中學生的陪讀媽媽，他們 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這種來自多元性、

多樣化背景的會友，雖然在牧養上 有一定的難度和挑戰，但卻是健康的教會組成元素，《聖經》中的

初代教會豈不是這樣的嗎？神對教會 的心意豈不是如此？我們必須謙卑的學習牧養。  

    在牧養過程中，我們先是禱告，切切的為各位執事、同工禱告，和他們一起在禱告中尋求神對教

會的心 意和帶領，並且鼓勵同工們在獨立擔當服侍的同時，更要留意栽培門徒、帶出新人，因此我們

現在有好 幾組的門徒訓練。在這過程中，我們更多的是做他們的幫助者、鼓勵者，扶持者。我們的心

態要轉變： let go，let God。相信同工，放手讓他們服侍，也是我們信心的操練。赤軍在這個過程

中最大的學習 便是放下自己的計劃和意願，願意擺上時間為同工禱告，付上精力和耐心接納同工們，

陪伴他們走過他 們的成長之路。每一只“羊”都不同，需要我們用不同的方式接納、護理、陪伴，但

也不能替代他們去 成長，這當中真是有很多的屬靈功課要學習。有一位師母說：“生命不僅僅是奔向

一個終點，更是一個 生命不斷改變的旅程。我們會常常經歷神跡，使我們的生命有所突破。我們在宣

教工場，當思考什麽是 宣教的時候，常常需要尋找神到底在做什麽？我們如何加入神的工作裡面？宣

教就是一個緊密與神同行 的旅程。請為我們禱告。  

    學生團契裏有很多來自香港和馬來西亞的第二代的基督徒，教會坐落在三間大學的附近，向附近校

園學 生和新移民傳福音，顯然是教會的使命，但是因為會友和學生的多元性背景和各自不同的文化習

慣，有時候會給傳福音和門徒造就造成困難。“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著他的

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墻，  而且以自己的 身體廢

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借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弗 

2:13-15）。請為我們禱告：愿我們在神的話語和福音使命的共識下，建立在基督裏合一的身份認 同，

克服各自不同的文化差異，同心合一傳福音，建立教會。我們在暑假開始學生的門徒訓練，為 10月開始

的新學期預備同工。  

二、家人  

   1.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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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剛回美參加完二女兒的高中畢業典禮，大女兒和她的未婚夫也來慶賀與相聚，我們看到孩子們長 

大了、懂事了，真是感到無比的欣慰。二女兒即將上大學，讀建築設計，希望她能在大學期間重新回到 

教會，信靠耶穌，找到她人生的意義。大女兒明年結婚，我們仍然繼續禱告，盼望她的未來家庭信主， 

並且是個愛主事主的家庭。  

  2. 父母  

感謝弟兄姐妹的禱告，赤軍的母親兩次急性腦梗後逐漸康復，但生活已經不能自理，父親請了全日保姆 

照顧母親；父親身體尚可。父親節剛過，我們多麽希望父親能夠接收到一份最大的禮物，就是接受耶穌 

基督。我們感恩，近來我們有機會幫助赤軍的妹妹解決家庭問題。雲海的母親身體尚可，每天蒙神保 

守。我們深信，我們的親人總有一天會相信這位又真又活的主！請繼續為他們的得救禱告。  

三、代禱事項（參信末照片）  

   1.教會、團契  

請為我們在教會的建造和下一步的發展來禱告，求神讓我們看見教會已有的資源，確定發展的目標。繼 

續為我們和同工們建立美好合一的關系禱告，每人都能夠放下自己，在主耶穌基督的恩惠慈愛中同心合 

一起建造教會。  

感謝主，我們開始的幾個門徒訓練組已經有一個結束，現在開始一個新的小組。在暑假我們還將開始一 

個針對學生的門徒訓練組。九月底新生要來了，特別為我們的學生事工拓展來禱告。  

   2.個人、家庭  

感謝主，我們回美國的行程順利：分別與三間教會分享了英國的宣教需要，有兩間教會表示願意考慮到 

英國短宣。二女兒高中畢業了，她即將進入北卡州立大學學習建築設計。請繼續為我們的兩個女兒和我

們雙邊的父母、妹妹們信主禱告。  

我們在美國的駕照在英國使用很快就要過期，我們必須重新考英國的駕駛執照。在英國考車通常

非常困 難一次通過。請為我們在七月中的考試禱告，求神加力，也讓我們再次經歷恩典。  

  3.最後，請讓我們知

道您的代禱事項，在禱

告中我們彼此紀念。願

神眷顧祝福您，成為祂

聖潔、忠心的僕人。                                                            

武雲海、鍾赤軍                                                      

主後 2019 年 6 月 20 

日  

PS: 若您有感動奉獻

支持我們，在美國寄

奉獻支票的地址已經

更改如下：  

支票抬頭請寫‘CO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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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Potter’s House family,  

As we finished 2018, we celebrate with gratitude 

having served the poor and needy in our beautiful 

Guatemala for 32 years. The Lord allowed us to 

finish this year with his blessing and witnessing the 

Treasures channel themselves  great changes in the 

communities we serve.  

We saw miracles and wonders among communities 

living in poverty in our country. We witnessed how 

the lives of many Treasures were transformed and 

we had the privilege of walking with them as they 

developed and became empowered. This now 

allows them to be agents of change within their 

own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following pages, we want to honor the Lord 

because, in the middle of the challenges and trials 

that we faced as a ministry, He has always walked 

before us, guiding our steps.  

We witnessed such great deeds that we can only say:  

                    

Our prayer to the Lord is that in the year ahead of us, like 

Moses in Exodus 33, we can find grace before His eyes. May 

God show us His path, may His presence be with us and may 

we see His glory manifested in the lives of the Treasures 

throughout Guatemala.  

In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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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C本宣部事工介绍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

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 以弗所書 4:16  

 

                        我们的感恩 

     ACCC的使命宣言是：我們的使命主要是向大亞特蘭大地區的華人傳福音﹐提供服

務﹐藉崇拜﹑團契和教導﹐建立基督的身體﹐同時參與普世宣教﹐以達到榮耀神的目的。

多年來，因著 ACCC 弟兄姊妹們對傳福音的負擔和熱情，本宣部開展和支持了許多項事

工，不斷領人歸主，也因著主愛來服務社區。 

 

本宣事工部门的重整 
 

    從 2017年開始，本宣執事和同工們為本宣事工禱告，思考，計劃，嘗試尋找重點和

更好組織資源。根据与其它部门的协调，本宣部把事工分为 2大类型的事工。 

• 直接傳福音的事工：最基本的使命。透過友誼佈道，個人談道，福音專題，福音節

目，佈道會等有效領人歸主。 

• 福音預工：主動向非基督徒介紹團契或教會，有選擇地提供生活層面的社區關懷，

以愛的表達贏得見證福音的機會。 

 

根据这 2大类型的事工，本宣部也把以前的福音事工做了一些分类和整合，以便让本宣部

注意分配人力資源，能够更有重點和方向地开展事工。目前的本宣事工是做以下的歸類。 

事工類別 事工目标 事工团队 

核心福音事工 長期穩定有效在本教會和幫助團契直

接向心式傳福音。力求長期有效。 

• 美東南福音營 

• 全教會的佈道會 

• 三福包括訓練和協調 

• 福音主日聚會 

• 主日下午福音聚會 

 

輔助性福音事工 尋找窗口和契機，多渠道傳福音，量

力而為，不必強求。 

• 福音隊 

• 戲劇隊 

• 福音書籍，資料和網絡 

 

核心預工 當長期有效堅持和拓展的福音預工，

投入資源，堅持做好。 

• 社區英文班 

• 发送福音報紙 

• 向华人社区推介本教会包括參與

僑社新年園遊 

 

輔助性預工  出現機會的社區關懷和福音預工，有

委身同工適時開展。  

• Emory 輕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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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附属本宣部的一些事工也分别回歸其他更合宜的部门： 

• 團契部 
• 餐福團契和各區域藍領餐福小组開拓 
• 中國城團契經費 
• 家庭專題週經費 
• 學生團契場地經費 
• 秋季校園佈道會 

• 外宣部 
• 美東南講台支援 

• 關懷部 
• 老人院關懷 

未来本宣部與團契部和關懷部的一些构想和關係： 

•  團契部會支持個別團契針對重點人群傳福音的特殊需要。各團契都應該發揮傳福音的功

能。本宣提供教會層面的培訓和幫助，和其他可共享的傳福音資源。 

• 關懷部將負責落實新人的跟進聯絡，逐漸參與 ACCC 的團契。本宣的平臺可讓新人中的慕

道友透過教會更多認識福音 

•  一種典型的成長歷程： 
新人 –> 被關懷 –> 團契慕道 –> 聼福音 –> 決志 –> 受洗 –> 團契栽培 –> 服事 –> 去傳福音  
 

           本宣事工团队介紹 

事工分类 本宣事工 负责人 简介 

核心福音

事工 
美東南福音

營 

张开兆 美東南福音營是以三天兩夜營會方式傳福音的

事工，每次由兩位講員，各以三堂自成系列的

信息，傳講福音真理。適合的對象是對福音略

有接觸到接觸已久的福音朋友，對初信者也是

很有幫助。第一屆福音營是在 1989 年，2019

年已是第 31 屆，目前是每年三月底在阿拉巴

馬州 Shocco Springs 營地舉行，固定參加的

有來自喬治亞州、阿拉巴馬州、田納西州、南

卡羅萊納州的教會及團契，密西西比州、肯塔

基州和佛羅里達州一些肢體會不定期參加。每

年都有许多的慕道友在营会归主。 

全教會的佈

道會 

张昶 每年 3堂教會（母堂，北堂，西北堂）會聯合

舉辦 1-2 次全教會性的布道會，希望借著講

員，音樂分享，戲劇來把福音介紹給福音朋友

們。多年來已經有許多人借這個聚會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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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主日聚

會 

蒋伟 ACCC 主日福音聚會是教會主日敬拜聚會之一，該事工

是從屬於教會本宣部的一項主要事工，同時也是教會

三福事工的一個主要平臺。它主要依托三福同工、主

日學教導同工、以及關懷同工等等來開展。 

該聚會包含 1）福音布道/查經；2）聚會當天的行政事務

協調、組織、安排等等；3）慕道友日常的關懷/跟蹤。 

該聚會主要服事的對象 1）慕道友；2）受浸班學員

（包括決志尚未在受浸班的）；3）剛受浸尚未適應大

堂聚會的弟兄姐妹（控制少量）。 

時間：每周日上午 11:30 – 12:40 

地點：教會牧師館 

主日下午福

音聚會 

洪狄龙传

道 
看附件 1 

三福包括訓

練，每月祷

告会和協調 

杨磊长老 看附件 2 

辅助福音

事工 
福音陪谈/

福音書籍和

資料 

陈小娟 有關福音陪談/福音書籍和資料，內宣每年有

預算購買聖經和福音有關的書籍和資料，有

《聖經》，《遊子吟》，《認識真理》，《鐵

證待判》等書籍，《四個屬靈定律》、《福言

橋》等小册子，還有福音單張等，用於布道會

和團契福音事工的需要。福音陪談是在布道會

後同工與決者朋友的福音分享，同工是要受過

四律或三元福音的訓練，目前教會有幾十位陪

談的同工。 

 
戲劇组 胡静 說到戲劇團契(也稱戲劇組)。可能大家多少看過或聽說

過我們演的戲，但對劇組本身多少有些神秘感。其實戲

劇團契的前身是亞城劇坊，成立於 1991 年，由一批喜

愛戲劇，又對福音有負擔的佐治亞理工學生基督徒自發

創立的。二十四年來，戲劇組的同工換了一撥又一撥，

而戲劇事工卻得以薪火相傳，蒙神極大的使用和祝福。

我們主要的服事對象是美東南福音營(兩年一次)，美東

南教會和校園查經班，及華人社區。 近幾年我們精心

打造不少新的作品，如《勝過恥辱的愛心》， 《天使

之夜》， 《蕭灑走一回》，《浪子回頭》，《尋找失

落的世界》，《喜從天降》，《愛之所在即有上帝》，

《美麗人生-路得記》，《諾亞方舟》，《回家》， 

《永恒航班》等，在福音朋友中取得了很好的果效，也

深為基督徒們所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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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福音

预工 
社區英文班 陳敏心 社區英文班在 ACCC 開班十餘年。主要目的除了幫助

學生、訪問學者及新移民增進英語溝通能力、融入美

國社會並了解美國文化外，也希望能藉此吸引華人來

到教會，認識耶穌。感謝主過去幾年來帶領不少學員

專程來 ACCC 參加英文班，當中也有因而接受耶穌為

生命救主。在服事上，除了教會弟兄姊妹參與，去年

開始有青少年一同加入服事的行列，希望能藉此鼓勵

孩子們接觸教會事工，參與社區服務並培養他們教導

及溝通的能力。 

发送福音報

刊 

马兆林 教會從 2008 年開始持續向華人社區發送 2600份《號

角》 報紙。事工已經堅持超過 10年，讓社區的文字

宣教工作有影響力，《號角》 報紙也是一個傳福音的

利器。 目前大亞特蘭大地區有 6個投報點，我們還是

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願意提供《號角》 放報紙地點

或每月幫助送發報紙。有意願者可以與馬兆林弟兄聯

系. 

參與僑社新

年園遊 

张昶 春節社區圓遊會福音預工：這個是向社區介紹華人教會

和邀請社區來參加華人教會的活動，隨著亞特蘭大華人

越來越多，有很多新來亞特蘭大的朋友還不知道華人教

會的存在。我們借著華人活動中心春節圓遊會的機會，

3堂合作在那裏擺設攤位，向華人社區介紹教會和簡單

的介紹福音和邀請有興趣的朋友們來參加華人教會。也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們壹起來與社區分享教會的信息。有

興趣的弟兄姐妹可以聯系張昶 czhang103@gmail.com 

 
辅助福音

预工 
Emory 輕鬆

會 

罗培霞 輕松會是由以前的 Emory團契媽媽會發展過來的，後來

因為年輕的媽媽們上班的多了，比較多的是住在 Emory

附近從國內來探親的伯父伯母或者暫時沒有上班的年輕

學者們，服務對象就有各種年齡層次，所以改為“輕松

會”。 

現在感謝神，教會也很重視這個福音事工，給予很多支

持，同工有壹位是社青團契的姐妹和另外幾個 Emory 團

契姐妹一起服事。 

聚會形式有詩歌敬拜，查考聖經，分享禱告，另外提供

午餐供應，幫助兒童照顧。需要的時候有時也三福出

隊，探訪關懷。都是神的恩典。 

我們聚會的時間是每個月的第二或者第三個星期一早上

10:00 到中午 12:30 

地址是 First  Alliance Church Decatur。 

歡迎各個團契弟兄姊妹來參與，或者介紹帶領慕道朋友

來參加。  

mailto:czhang10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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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主日下午福音聚會 

 
主日下午 2:00 – 3:00 在交誼廳的聖經故事聚會, 是

屬於一個開放式 ( Open-Air )佈道性的聚會.  

 

這聚會的對象是, 中文學校的家長們. 在他們等候學生

3:00 下課之前, 為他們提供一個聽聞福音的機會. 

 

聚會內容以聖經中的新舊約中的故事為主, 有時也搭配

專題性的內容, 如親子關係, 財務規劃等為輔.  

 

這個服事平台, 也是為了造就信徒傳講福音的膽量與技

巧. 特別是在開放式的空間中, 聽眾是流動的, 即隨時有人

入座, 隨時有人離席. 

 

講員除了不被人員的走動所影響, 而仍能照預定的信息傳講之外, 更要有屬靈的眼

睛, 看見哪些是對福音信息有感動的人, 而和他們有更多目光的接觸. 

 

使徒行傳 16 章 13-14節, 記載保羅 (13 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

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14 有一个卖紫色布疋的妇人，

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

保罗所讲的话。) 在河邊開放的地方, 傳講福音, 呂底亞聽見就歸信了主. 

 

我們相信, 眾多中文學校家長裡, 必有許多主準備要開導他們的心, 接受福音的人. 

而我們所做的只是傳講, 不斷的傳講. 

 

我們鼓勵弟兄姊妹們, 在所屬的團

契, 查經後, 將所得到的亮光, 在這個

平台上, 與家長們分享. 因為有幾位已

經是信徒的家長們, 也因沒有參加團契, 

極  需要主日信息之外的餵養. 

 

求主感動大家看見這群圈外的羊, 

他們必須被領進神的家, 並且要和我們

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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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ACCC 三福事工簡介 
2019 年 9月 

 

ACCC的三福事工是連結本宣部各項福音事工以及各團契福音事工的重要紐帶。從

2005 年開始，ACCC 同工們針對 ACCC傳福音的需要不斷嘗試和推展，慢慢形成了“我們的

三福”，細水長流的特色。已成爲 ACCC 傳福音事工的 DNA之一。 ACCC的三福事工包括

以下幾個方面： 

 

1. 三福培訓：三元福音倍進佈道（三福）是一個國際性的福音機構。三福是一套佈道

法，也是一套訓練法。三福提供一套門徒訓練課程來培養平信徒開始有效地個人佈

道。通过系统的训练，帮助学员们能友谊式谈道，并在适当时机针对慕道者个人属

灵的需要，运用准确精炼的经文和生动有效的例子将福音的核心要点阐述清楚。三

福也注重在福音對象的不同階段，有針對的禱告，關懷和跟進，以及出隊行政支

持。國際三福的宗旨是：建立友誼，領人歸主，門徒訓練和健康增長。三福始於堂

會，也服務與堂會，適合拓展和傳承。參與三福培訓的基本要求是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忠心，摆上，受教。）國際三福網站： 

www.evangelismexplosion.org， 中文三福網站（香港）： www.ee3.org.hk 

 

   弟兄姊妹們來參與三福培訓常源於傳福音的熱情與負擔。在培訓過程中，我們

往往得到一個意外的驚喜：一起操練，效法耶穌的性情，事奉的理念更加清楚，自

己的生命得着更新。主讓每個人真正體會到給我們的福音托付是多麽寶貴，做得人

漁夫是多麽有福！鼓勵有心參與傳福音服事的同工都來接受三福訓練，更多經歷福

音的大能和甘甜。 

 

2. 三福出隊探訪和行政支持 

 

平時，三福隊員們從各種途徑瞭解福音對象，建立友誼。時機成熟時，自發安

排，促成合宜的探访機會，向福音朋友作個人佈道或或作新决志者澄清。出隊過程

一般包括邀約，禱告，探訪，總結，跟進。行政同工為出隊提供記錄和統計。 

 

3. 福音晨禱會 

 

    近年來 ACCC三福隊員們每月一次固定時間來到教會一起禱告。從 2019年 9月

開始我們改爲福音晨禱會，希望邀請願意凡願意抽時間來守望的禱告勇士們參加

（不限於三福同工）。禱告重點在於福音與宣道，時間不與周三禱告會衝突。每月

http://www.evangelismexplosion.org/
http://www.ee3.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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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周六的上午，我們都爲教會廣傳福音的各項事工，為慕道友們，為宣道，等

等同心合一來禱告。同工們也彼此關懷，代禱與守望。 

時間：每月第四個週六 9:30-11:30am。地點：教會牧師舘。會後有簡單的午餐 

三福同工們連結教會和團契傳福音的事工    

 ACCC 平均每年都進行一次三福隊員或三福隊長的培訓。多年來共有近百人參加了培訓成

爲三福同工。在 ACCC教會和團契傳福音的事工中，都有三福隊員們帶領，參與和連結，

忠心服事亞城華人中的慕道友。三福與福音主日的緊密配合就是一個例子。以下是三福與

其他本宣部和團契傳福音事工連結的示意圖。 

 

 

 

 

 

 

 

主日上午
下午各項
福音聚會

佈道會，
福音營，
戲劇佈道

等

三福禱告，
友誼佈道，
出隊探訪，

跟進

團契福音
組，其他
福音機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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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豁免權 · 靈修            淑華 

 

     “…… 你們要饒恕人 ，就必蒙饒恕（饒恕 ：原文作釋放）” 

                                                               路加福音 6:37  

 

記不記得「大富翁」遊戲中，一張人人都必須有的卡片，叫「監獄豁免卡」？當你

鋃鐺入獄時，你一切活動都得停止，你不能置產，建房，旅館⋯⋯；最後你一定會全盤皆

輸，所以，你一定得想辦法從監獄中釋放出來！ 

 

當我們被關在「苦毒」和「不肯饒恕」的監牢時，也需要有這樣一張「釋放卡」。我

們若不饒恕曾傷害我們的人，我們根本不可能經歷 神所賜的平安！ 

 

   作者 Joanna Weaver指出「傷痛和失望若不處理，任由它化膿潰爛，最終成為怨恨。

不制止的怨恨，會形成苦毒。苦毒摧毀一切；正如有人形容『苦毒就像自己喝毒藥，卻希

望別人死』」。她接著又說，拒絕原諒那些得罪我們的人，意味我們在扮演著「法官，陪

審員和劊子手」。在短暫，並且當然只有一面之詞的審判，我們就押著犯人，走過我們心

中那長長黑暗的山洞窟，將他/他們鎖進苦毒的地牢中。我們用力地關上牢門，並使勁地

搖那鐵門，讓他們知道監獄的滋味。接著我們把鑰匙插進腰帶，拉一張椅子坐下開始長等

待。 

   「在你看來，將那些得不到你原諒的人下監是非常重要的！」Joanna 又觀察到「很可

悲的在這整件事中，那些傷害我們的人是渾然不知他們已入獄了，他們可能永遠不會覺得

我們逼供的鞭子，也不會在我們心中監獄裡的濕冷地的稻草堆上輾轉難眠。他們不會因常

常吃憤怒粥和苦澀糊而蒼白衰弱。但很可能我們自己會經歷這一切！」 
 

至於你呢？如果你曾將某人關入你苦毒的地牢，以饒恕將獄門打開，赦免那人，無論

他是否道歉請求過你的原諒。釋放你自己，走進寬廣的自由中，你可以在其中享受 神的

平安喜樂！ 
 

世傑和我也曾彼此傷害；起初，我在他傷害我後，我會日夜以他對我說的每一句話，

每一個眼神，每一個動作，不斷地鞭打自己；雖然他只傷害我一次，我卻不放過自己，自

己傷害自己幾千百次，直到自己遍體鱗傷！後來我們一起認識 主後，明白我們之間的是

盟約，是像 主無條件的愛，是靠意志選擇的。如此情況下，要活得好，只有選擇咬著牙

彼此饒恕。經過恩愛夫妻營及進深營的學習，越來越容易饒恕他，越溝通越驚奇他是和我

如此不同， 神寶貴的作品！生活中平安喜樂遠遠超過怨恨苦毒，真正花時間在享受婚姻

生命的驚喜，而不再浪費時間在忍受婚姻生活的驚嚇！ 
 

主，我要免於任何怨恨和苦毒！求 祢賜我赦免的恩典，叫我能饒恕那些傷害我的

人，如同 祢饒恕那些傷害 祢的人！ 

 



30 
 

   禱告 101     弗蘭克 

   在某一年 ACCC 的宣教年會中，一個牧者提出宣教的三個去：「錢去、人去、禱告

去。 」現在我知道，最難的是「禱告去。 」如果嘗試過為陌生的宣教士和他們的需要持

續地代禱，你可能會同意我的說法。 一個深層的原因是，大部分信徒不會禱告。 

   路加福音 11:1：「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 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

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平時應該經常和耶穌一起禱

告。 但門徒仍覺得自己不會禱告，提出「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耶穌就講了一些關於禱

告的教導。 馬太福音記載得更詳細。  

我們講主禱文前面的幾句話，把這段話稱為「禱告 101」： 

馬太福音 6:5-8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裡，和十字

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 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你禱告的

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你

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 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你們不可效法他

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1. 形式主義的禱告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裡，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

意叫人看見。 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耶穌首先講「你們不要這樣禱告。 」大部分弟兄姐妹學習禱告，是「看樣」來的。 

帶領者或者周圍弟兄姐妹會對我們怎麼禱告形成很大的影響。 不幸的是，就像在耶穌的

時代，現在信徒的禱告實踐也有很多問題。 這段經文中，耶穌批評法利賽人，把公開的

禱告當做一種炫耀敬虔的形式。 別人看到他禱告，會說：「那人真是敬虔啊！ 」耶穌

說，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這提醒我們，不要把禱告作為一個宗教儀式。 基督徒什麼活動中都有禱告，典型的

是「開始和結束禱告。 」一起吃飯，一定要謝飯禱告。 這些形式潛移默化地告訴人：

「禱告是一種必須的形式。 」形式本身沒有什麼不好的。 但是缺乏實質的形式非常不

好。 如果實質和形式相反的話，就更加糟糕了。 以前我們教會、團契經常有所謂的「結

束禱告。 」大家禱告完了，帶領者可能會說：「請 Frank為我們做結束禱告。 」這種時

候，我就緊張起來。 在大庭廣眾之下禱告，壓力比較大。 如果沒有感動要禱告，就得

「編詞。 」當然也有的時候，真的有感動，禱告起來完全不需要「動腦筋，」話語就像

流水一樣從口中出來，禱告像平時說話一樣自然，甚至更流暢。  

   弟兄姐妹，在學習禱告的時候，一個實際的應用就是不要用宗教性的、聽起來好聽的

詞匯禱告。 雖然這本身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已經習慣了，也沒有太大關系，但是不要

故意去學，以為「說得好聽才是禱告；相反，不會用好聽的話禱告，就是不會禱告。 」

很多弟兄姐妹說自己不會禱告，意思是「我不會像禱告得很好聽的人那樣禱告。 」 
 

2. 傳字條的禱告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 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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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不應該的禱告模式」在我們中間更加普遍，是把禱告作為一個傳遞資訊的方

式。 我把這種禱告稱為「傳紙條的禱告。 」耶穌批評說，那是「外邦人的禱告。 」他

們用很多重複話，以為說多了，神才垂聽。  

那禱告是不是一定要很簡短呢？ 我覺得，耶穌不是那個意思。 他批評的是「以為禱

告一定要說多了，才聽」的心態。 禱告是和神的溝通。 有的時候，話語會多點；有的時

候，話語會少一點。 這本身是沒有關系的！ 關鍵是，我們不要以為用「煩神」的方式，

神才會知道我們的需要，才願意説明我們。  

能打動神，「搖動神的手」的不是重複話，而是信心的話語。 因著信心，我們有時

會一次又一次地禱告，因為覺得還有阻攔；另外的時候，因著信心，禱告只說一句話就 

成就了。 話語多少不是問題，關鍵是有沒有信心。  

我們禱告，經常像在「傳遞資訊外加講道理，」擺出很多理由試圖來「說服」 神。 

一個人禱告不夠，還把自己的禱告事項告訴別人。 好像自己傳了紙條不夠，讓其他人幫

你一起傳紙條給神。 為宣教士的事工禱告往往就是這種情形。 聯絡人把需要告訴我們，

我們再用自己的話語說一遍給神聽。 嗨，弟兄姐妹，你有沒有想過，這是在幹嘛？！ 作

「另外一個傳字條的人？ 」是不是多一些人傳字條會比較好？ 如果一個人用重複話禱告

沒有用，多幾個人重複這些話就有用了？  

     一般我們自己先禱告自己的事。 如果感覺事情已經成了，就不需要別人幫忙禱告

了。 如果覺得不夠，可以請別人一起代求。 耶穌幾乎不請別人為他代求，只有在客西馬

尼園自己力量不夠的時候，請求親密的門徒和他一起警醒。 （太 26:38）只有信心，而

不是重複話，是可以疊加的。 主耶穌說：「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

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太 18:19）」在原文裡

「同心合意」有「同意」的意思。 也就是說，至少二個人有這樣的信心，同意神必為他

們成就。 那樣的信心疊加，產生果效，天父必為他們成全。  

還有，身處某種惡劣環境中，人往往會比較沒有信心，或者難以開口禱告。 其他人

沒有在這個環境中，可以更有信心地代求。 摩西在山上為約書亞和他的軍隊舉手。 摩西

累了，亞倫就幫他托住。 這種團隊的服事也是神所命定的。 也許為這事情禱告我有 50%

的信心，另外一個人有 50%，加起來我們就是 100%的信心，能夠成就這事。 不過我承

認，禱告不是簡單的加法或代數。 人際關係有多複雜，禱告就有多複雜。 我們需要懷著

敬畏的心，去接受禱告中隱秘的部分。  
 

3. 禱告的準備工作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

然報答你。 

一個周日聚會結束後，一個姐妹對我說：「Frank，禱告的時候我不知道該說什

麼。 」我問她說：「和人溝通的時候，你知道怎麼說話嗎？ 」邊上正好有她的二個朋

友，立刻說：「她很會說話的！ 」我就知道出了什麼問題了。 禱告有一些準備工作，弟

兄姐妹往往忽略了，直接進入「說話」的環節，難怪會「無話可說。 」 

禱告是我們和天父二個位格之間的交流。 「位格」就是「人」的意思。 神有位

格，我們有位格，彼此溝通就是禱告。 耶穌說，禱告的物件是「在暗中的」天父。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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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摸不著。 怎麼才能到天父的面前來呢？ 先要做二件事情，是什麼？ 進入內

屋，關上門。  

耶穌沒有枕頭的地方，哪來專用的禱告內屋？ 事實上，耶穌經常在山上或曠野禱

告。 他禱告的時候，並沒有特意去找一個房間禱告。 顯然，這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 

進入內屋，我的解釋是，到靈裡面。 耶穌曾經說，敬拜神的要用心靈和誠實。 （約

4:23）神是靈，和他溝通，一定要用靈，進入靈裡面。 「暗中」一個意思是「在裡

面。 」羅馬書 2:29「唯有裡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中的「裡面」和「暗中」是同一個

詞。 我們可以理解，「暗中的天父」是要在靈「裡面」去遇見的。    

關上門，意味著排除外面的干擾。 我們常常閉著眼睛禱告。 在敬拜和聽道的時候，

我也喜歡閉著眼睛，在靈裡面和神相交。 眼睛是我們接受物質界資訊的主要通道，大約

80%的資訊是從視覺而 來。 閉上眼睛，就是「關上門」的一種方式。 當然，開著眼睛禱

告也可以。 重點是，我們要專注在「暗中的父」身上。  

大家注意到，這二個「動作」：1）進入內屋，2）關上門，是禱告前的準備。 耶穌

告訴我們，禱告是在「在靈裡和天父無干擾的溝通。 」禱告之前，我們要真實地來到

「暗中的父」面前。 意思是，不是你開口禱告，天父就「聽見」的。 天父可能聽見了，

但是你沒有信心他聽見了。 當你不知道天父在那裡，並且聽見你的禱告，就像對空氣說

話。 
 

4. 真正與父溝通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

然報答你。 

那個姐妹能夠很容易地和人溝通，因為她感受到在和一個可以溝通的位格說話。 但

是她沒有練習過「對著空氣說話。 」有些老信徒練就一手「對著空氣說話」的本領，可

以措辭華麗，滔滔不絕。 牧者就更「厲害，」禱告像講道，全程說給弟兄姐妹聽。 我絕

不建議弟兄姐妹學習這樣的「本領！ 」我感覺，神討厭那樣的「禱告。 」 

在路加福音耶穌講一個比喻，提到一個法利賽人的禱告：「法利賽人站著，自言自

語地禱告說：‘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 我

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路 18:11-12）」除了自義以外，

法利賽人的一個問題是他「自言自語地禱告。 」這裡的「自言自語」也可以翻譯成「禱

告給自己聽。 」也就是說，他完全沒有到父面前，禱告也不是在對著父說。  

我聽到過另外一種禱告，更接近聖經的描述。 前年我們一家人去美國的時候，觀摩

了加州北部的伯特利教會。 為我們禱告的弟兄姐妹往往說一、二句話就有停頓，然後再

接著說。 我感覺，停頓是因為他們在聆聽神的回應。 禱告是與神溝通，溝通一定是雙向

的，不應該是一個人一直在說。 聖經也命令我們在禱告中要多聽，勝過說：「你到神的

殿要謹慎腳步；因為近前聽，勝過愚昧人獻祭，他們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惡。 （傳

5:1）」神的殿是萬民禱告的殿，人來到聖殿來首要的目的就是禱告。 而聖經說，禱告更

關鍵的是要「聽！ 」聽到神回應真正讓我們確定，自己是到了父的面前，而不是出於一

廂情願。 在「禱告 102」中應該學習怎麼樣「在聖靈裡禱告。 （猶 1:20）」因為聖靈/

心靈正是我們和神溝通的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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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憑信心進入靈界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

然報答你。 

天父是「在暗中的。 」怎麼才能到他的面前來呢？ 當時我沒有時間和那位姐妹講

更多的理論。 我告訴她：「你不要急著開口，先學習體會神的同在。 」我個人靈修的時

候，花大量的時間感受神的同在。 在這個過程中，我可能唱歌、可能禱告、可能安靜，

也可能突然去發一個微信，無論我做什麼，都是出於和神的互動。 我不是在談「感

覺，」我是在談「信心。 」進入神的同在，最關鍵的就是信心。 而信心是需要操練的。 

這樣的操練真的非常説明我。 以前我討厭別人請我「做結束禱告，」逼著我沒有感動的

時候要公開「編詞。 」現在我開始喜歡旁若無人地禱告。 因為當我閉上眼睛的時候，就

容易感受到天父在我的面前。 聖靈也在我裡面，「給我當講的話。 （太 10:19）」 

羅馬書 8:15（新譯本）說：「你們接受的，不是奴僕的靈，使你們仍舊懼怕；你們

接受的，是使人成為嗣子的靈，使我們呼叫‘阿爸、父。 ’」這是一副很美的圖畫，描

述我們人生的第一個禱告。 誰使我們禱告？ 誰使我們呼叫「阿爸父？ 」是「靈！ 」之

前我說過，聖經中很多地方並不區分聖靈和心靈。 翻譯的時候要看上下文。 看了上下

文，有時也很難區別。 這裡就是一個例子。 這個「靈」是聖靈還是心靈？ 偏向于聖

靈，（羅 8:14）不過也可以是心靈。 聖靈就住在我們心靈裡面，和心靈合一。 （林前

6:17）聖靈激動心靈，使我們呼叫「阿爸父，」使我們禱告。 因此，禱告本來就是一個

屬靈的事情，是由心靈「指揮」思想和口舌來完成的。 若非通過靈，我們沒有辦法和神

相交，因為神是靈。 （約 4:24） 

這就是為什麼禱告的狀態看起來不可捉摸。 弟兄姐妹，你有沒有這樣的體會：有的

時候，禱告非常流暢，有的時候卻結結巴巴。 是因為我們還不能主動地進入靈裡，經常

是「碰巧遇見聖靈在動工。 」既然是這樣，行動點是什麼呢？ 建立和聖靈的關係，包括

知道怎麼樣進入聖靈的同在，怎麼樣被聖靈引導來禱告，怎麼樣保持自己在聖靈的同在

中。 我們這樣講的時候，不只在講一種「聖靈同在的感覺。 」有的時候，感覺不太好，

我們仍然可以憑著信心到神的面前來。  

    希伯來書 4:16 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

蒙恩惠，作隨時的説明。 」這節經文講到，禱告的時候，我們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

神的寶座前。 「坦然無懼」的原文更好的翻譯是「滿有信心。 」這個詞描述我們進入神

同在的一個關鍵，就是信心。 每次開口禱告的時候，我們要相信神的寶座就在那裡，不

管當時的感覺如何，狀態如何，我們都可以，也能夠進入神的同在中。 因著耶穌基督為

我們成就的，現在我們有權柄，可以隨時隨地地近前來，向神開口，「為要得憐恤，蒙

恩惠，作隨時的説明。 」靈界是憑著信心進入的。 打開靈界的門的鑰匙就是信心！  

     雖然信心不在乎感覺，但是完全沒有感覺的信心是不存在的。 因為信心一定有證

據，（來 11:1-2）而感覺正是其中的 一種證據。 信心也不是說有就有，操練是必須

的。 為了説明那些禱告感覺像「對著空氣說話」的弟兄姐妹，我建議一個「照著真理想

像」的方法。 聖經說，每次禱告就好像進到神的寶座前來。 我們可以想像，聖靈托著我

們，提升我們的靈到天父的施恩寶座前。 我們可以想像神的寶座就在面前，天父坐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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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用笑臉説明我，（詩 42:5）」「等候著要施恩給我們。 （賽 30:18）」這樣「照

著真理想像」的時候，我們的信心會被提起來。 神的寶座和形象會在我們心裡顯得真實

起來。 一旦進到父的面前，我們的禱告就會自然。 我們就可以說：「禱告就像說話。 

平時怎麼和人說話，就可以怎麼和神說話。 」 

 

6. 邀請神介入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

了。 

看到這句話，很多弟兄姐妹會問：「既然沒有開口之前，神就知道，為什麼我們還要

求？ 」這是一個錯的問題，邏輯性不強。 這個問題假設，如果神知道我們要什麼，即使

我們不求，他也必須主動給我們！ 就好像領導知道員工想要加工資，他就一定要給員工

加工資嗎？ 當然沒有這個道理。 但如果員工提出要求，老闆就會考慮，給員工一個回

復。  

有一段經文記載的故事（路 18:35-43）很有意思，一個瞎子到耶穌面前來，二次呼

叫說： 「可憐我吧。 」意思再明確不過了，就是要耶穌醫治他。 但是耶穌還是問他：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面對一個癱瘓了三十八年的病人，耶穌居然問他說：「你要痊

癒麼？ （約 5:6）」耶穌是明知故問嗎？ 不是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耶穌需要人明

確的「允許，」才可以介入他們的生命。  

當神把自由意志給人以後，人就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神是不輕易介入的。 行為

有壞的後果，人也必須承受。 我們不知道，瞎子為什麼會瞎眼。 不一定是他自己犯了

罪，也不一定是他父母犯了罪。 癱子癱瘓估計是自己犯罪造成的。 （約 5:14）不管怎

麼說，宏觀上病痛總是犯罪的結果。  

如果神事事介入的話，人的自由意志就形同虛設了。 夏娃被蛇引誘，要吃分別善惡

樹上的果子的時候，神知道嗎？ 知道！ 神在那裡嗎？ 沒有神不在的地方！ 但是神有介

入嗎？ 沒有！ 弟兄姐妹，你有沒有想過：如果當時夏娃問下神的意見，就給神開一扇

門，邀請神來介入了。 我想，神會立刻顯現，一腳踩死那條可惡的蛇！ 可惜夏娃沒有禱

告，邀請神介入。 所以神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夏娃犯罪，眼睜睜地看著亞當犯罪，並且承

受罪的後果。  

     雅各書 4:2 說：「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

得；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這裡的「貪戀」就是渴望和嚮往的意思，在聖經

其它地方出現不一定是貶義詞。 這裡翻譯成為貶義詞，是因為後來說「你們殺害嫉妒，

又鬥毆爭戰...」我相信，「殺害」不是指真的殺人，而是指心理的一種狀態。 後來雅

各說：「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我個人認為，這個「渴望」不應該翻譯成

「貪戀」，應該翻譯成中性詞「渴望。 」因為雅各說，他們原是可以為這個欲望來求神

的。  

     有一個寓言故事這麼說：一個信徒死了以後被帶到天堂。 彼得在珍珠門前迎接他，

並且帶領他參觀。 在一個很大的倉庫裡面，他發現有很多寫著他名字和日期的禮物。 他

拆開禮物，發現正是人生那個時刻他最渴望的。 但當時他並沒有得著。 他疑惑地問彼

得。 彼得回答說：「神知道你想要這些禮物，也預備好了，要給你。 但是你沒有

求！ 」信徒有很多的渴望，他們卻不把這些需要帶到神面前。 聖經說，你們得不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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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求，就是不禱告神，反靠著自己拼命，和別人的競爭，去賺取。 雅各說，信徒有

一個更好的方式，來滿足這些渴望，就是向神求。 禱告是神命定，讓我們可以支取他恩

典的一個管道。 只有邀請神介入，神才會來説明我們。 所以，禱告不是把神已經知道的

資訊告訴他，而是給神開門，邀請他來説明我們。  
 

7. 為人代求 

   保羅曾經邀請門徒為他禱告。 （弗 6:19）保羅相信，別人的禱告可以真實地説明

他。 同樣，我們也相信，為宣教士和他們的需要禱告就是參與宣教。 問題是，我們不認

識那些人。 雖然有他們的禱告事項，但對於他們的需要難以等同身受。 如果我們使用

「傳字條」的方式，禱告起來會很枯燥。 而且，傳字條一次、二次就夠了，怎麼可以持

續為他們禱告呢？ 

     最近讀提摩太前後書，我注意到保羅是怎麼為提摩太禱告的：「我感謝神，就是我

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祈禱的時候，不住的想念你，紀念你的眼淚，晝

夜切切的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快樂。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 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

以，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借我按手

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提後 1:3-6）」 

保羅說，他「祈禱的時候，不住地想念」提摩太。 首先保羅進入靈裡，來到神的同

在中。 在神的同在中，他「想念」提摩太。 一副非常美好的圖畫：保羅面對著神，然後

把提摩太拉入到這個「團契」中。 我覺得，這是為別人禱告很好的一個模式。 為別人禱

告，不是傳遞別人的資訊給神。 神已經知道了，比你知道得還準確，更詳細。 禱告是位

格的溝通。 為別人禱告，是把別人拉入你和神的團契中。 

     這裡的「想念」原文也有「提說」的意思。 保羅並沒有在重複一些關於提摩太的禱

告「事項；」相反，他在神面前「想念、」「提說」提摩太這個「人。 」那樣做的時

候，他就回想起分別時提摩太的眼淚，要見提摩太的急迫感油然而生。 然後他又想到提

摩太的信心。 我敢肯定，就在那個時候，神介入了保羅的思想。 神提醒保羅，要他再去

提醒提摩太：「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借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

我經常有這種體會。 當我為一個門徒禱告的時候，神就提醒我關於他某個方面的需要，

要我去為他做些什麼事情，教導些什麼道理。  

    弟兄姐妹，我說這些，是要告訴大家，禱告不是「傳字條。 」神不需要你傳字條。 

神想要和你有位格性的溝通。 他想要你在這樣的溝通中，把更多你所愛、所關心的弟兄

姐妹拉進來。 神想介入你的思想和情緒，想在禱告中對你說話，給你指示。 下次你為一

個宣教士禱告，不要單單複述別人給你的資訊。 先花些時間和神交往，確定了神的同

在，然後可以在神面前提說那個宣教士。 你可以問問神說，主啊，他怎麼樣了？ 你要我

怎麼樣為他禱告？ 神一定喜悅你常常如此行。 

     我們今天講了禱告中最基本的道理，我把這個資訊稱為「禱告 101。 」禱告是我們

和天父發生的位格性的溝通。 我們必須要進入靈裡面，才能遇見和在暗中的父。 一旦我

們憑信遇見了神，禱告就變得像與人說話一樣自然和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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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如此的眷顧我   查維禮 

 

    我在中國時讀過聖經，但是一半解。我非常渴望獲得這方面的知識。來美國探親時，

我去參加受洗班的課程，每周晚上的查經聚會，以及禮拜日的主日崇拜，漸漸地明白在我

的生命中發生了很多事情，在關鍵的時刻，總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幫助著我，這個無形的

力量，我覺得就是神，是上帝，而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上帝愛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上帝是如此的眷顧於我，愛我，因此我信上帝，信耶穌，也深信祂能保護

我，求祂看顧我的一切。  

    信了耶穌之後，我覺得心裏特別的踏實，出門都有一種安全感，覺得心裏有了主心

骨。我要做一個新人，按神的標準立約做人，要博愛喜樂平安，忍耐仁慈善良，信實謙和

自我控制。 

做讓神滿意的孩子    劉懿慧 

 

    父親多年來一直說基督教是對人類貢獻最大的信仰。自己在人生低谷，家庭破裂之時

來到亞特蘭大，與家人一起來到主面前，在這兩個月中見證了神的恩典。每天都有新的感

悟，讓自己的心境越來越明朗。許多有愛心的弟兄姐妹幫助我，開導我，讓我更加堅定了

信主，我也要像弟兄姐妹一樣做讓神滿意的孩子。提升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對罪敏感，

讓自己在生活中做個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好媳婦，造福於社會，傳播福音，關愛身

邊每個人，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我從以前總想索取，現在明白感恩，從生活點滴去尊重家人，站在他人的角度為人著

想，人生觀更加正面，更寬容，生活態度更積極。心裏一有焦慮就向主禱告，一會兒就平

靜下來。現在每周一至周五與姐妹、爸爸一起讀聖經半小時，周六參加團契，周日來教堂

主日學習。 

                       做心裏充滿愛的人    馮琳涵 

 

    我一直都不知道聖誕節的意義，直到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主。耶稣在世時那麽

多的人傷害祂，但耶穌依然愛他們。我被這事感動。我要像主耶穌那樣愛所有的人。我想

成為主的兒女，為主傳福音，讓更多的人瞭解主，信靠主，讓更多的人知道創造我們的

神，為救蒼生，犧牲祂的兒子，我們人類不認識主，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我認識到罪

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十分可怕的東西。它引發我們嫉妒，好勝，給我們帶來許多負面情緒

和壞的影響。只有信主，才能讓我們的生活變純潔。有了主，是我一切的滿足。我不以傳

福音為恥，我願做主的兒女，主的門徒，做心裏充滿愛的人。 

我以前有仇必報。信主後改變了，變得溫柔，如果有人欺負我，我也原諒寬恕他們。因為

我們都是神造的，我不愛他們，就是不愛神。以前我也特別嫉妒別人，總和別人攀比，別

人有的我也要有，別人沒有的我也要有。我驕傲自大，認為自己很好，很優秀。信主後，

我慢慢認識到自己的罪性，自己的錯誤，主引領我一步一步地改正自己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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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我心不再懼怕孤獨   宋桂英 

 

我在年前家裏發生一點事情，從大陸

來到美國（在美國女兒家中）。我語言不

通，又沒有朋友，一個人很愁苦，心很

痛。精神憂慮心裏郁悶得要不行了，總感

覺有人要害我。這個時候遇到了我的鄰

居，他們夫婦都是基督徒，帶我參加查

經，上課，慢慢我感覺到了教會是我的家

（雖在異國他鄉），體會到在神面前我們

都是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孩子。慢慢學習

聖經後我懂得主耶穌的恩典，我找到了我

的父，找到了家，得到了心靈的安慰，不

再懼怕孤獨，我要受洗了，心裏很快樂。

我知道神無比的大能創造宇宙創造了人，

認識神，才認識肉體生命就是一口氣和一

抔土，肉體會消亡，但我的靈魂可以到天

國。神的兒子耶穌到人間處理罪的問題，

並用祂的身體寶血來洗净人間的罪。信耶

穌，我的罪得以赦免，有天國永生的盼

望。因為神愛我們，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能

像耶穌一樣，用自己的生命來表明上帝對

我們的愛，藉著耶穌我體會到上帝的慈

愛，絕望中仍有希望，困苦中得到安慰，

一生中最大的喜悅是我成為耶穌的信徒。

我要一心仰望主，主耶穌這裏是我的家，

我要懷著一顆謙卑的心去做事情，對待周

圍的人。耶穌為我贖罪，我有什麽理由不

把我的 愛攀比，愛發脾氣，以我為大的

壞毛病改掉？我從不信到信主，從信心不

足到一心跟從主，都是神賜予我力量與智

慧，我願將一生奉獻給主，求主來使用！

 

            

             耶穌是唯一的拯救     徐琨 

 

學習了《約翰福音》後，被主耶穌的事蹟打動了。認識到耶穌不是神話故事裏的人

物，而是真實的神。聖經這本書真實地記錄了神的話語。我越來越想親近神，渴慕學習聖

經，想記住神的話，並實踐在生活中。我相信在經歷一些無奈的人生苦難時，神都安排了

基督徒朋友幫助我，他們的善良無私深深地打動了我。他們帶給我的福音歌曲也令我感動

信服。我相信耶穌是唯一可以拯救靈魂的神。在我經受人生挫折的時候，耶穌一次又一次

挽救了我，盡管我曾經對祂一無所知。現在我認識到人原來都是有罪的，只有信耶穌罪才

可以被赦免。所以我想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讓神用我這一生，成就神想成就我的，走上

永生的道路。 

 

     我以前有些抑鬰，人也懶散消極。主用很多方法安慰我，給我枯燥的生活新的盼

望，我漸漸體會到主給的平安喜樂一天天多起來，輕鬆和安全感讓我待人接物都好起來，

我每週都很喜歡參加教會受洗班和福音班的課程，整個人變得比以前主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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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耶穌 我不再迷茫    

                                                   黃陽    

 

第一次接觸《聖經》是讀初中的時候，我的英語老師把我

叫到辦公室談話。為了激勵我更好的學習英語，瞭解西方文

化，他給了我一本精裝版的《聖經》讓我學習。 

等到我上大學的時候，偶然在網上讀到一段話，描述的是

“相信”是會走向某一個“你”的堅定性與篤定感，直到現在

這段話給我很深的印象，成為我心裏信主的一個印記。再後來

身邊也有朋友有基督信仰，她們會分享一些聖經經文，讓我知道有禱告這件事，也鼓勵我

向神禱告。來到美國參加團契活動，好幾次唱聖詩都被歌詞感動到熱淚盈眶，心裏有股暖

流，真的感受到了耶穌的愛，更加堅定了我信主的決心。通過以往的見聞閱歷，以及來到

團契後聽到兄弟姐妹們的分享和討論，我相信耶穌是真實存在的。再通過對聖經的學習，

裏面的好些話語讓我感到驚異和震撼，不像是從普通人嘴裏所說出來的話。決志禱告後，

團契的弟兄姐妹們給了我《聖經》和一些學習的小冊子，當晚睡前我做了人生第一個正式

的禱告（之前都不知道禱告應該如何開頭，如何結尾），求主把平安帶給我，禱告完心裏

的確感到了無比的平安。  

    通過對聖經的學習，我會按照耶穌基督的話語來行事，包括主教我們愛鄰居就如同愛

自己，不要焦慮，不要輕易動怒等等。我發現自己少了很多負面情緒，每天心裏都充滿了

感恩。 信主後，我不再有迷茫感，不再困惑於“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要到哪裏

去？” 取而代之是擁有豐盛的人生的信心。  

我也知道自己現在做得還不夠好，還有很多不好的品性，所以我會祈求主的寬恕，並

且用主的話語激勵和提醒自己。相信在主的引領下，可以擁有喜樂豐盛的人生。 

 

 

我要在主裏面過幸福的生活    馮長義 

 

起初我對信主這件事很抵觸。我不相信有神。 

一次跟我妻子去教會，聽到神賜永生的禮物給我們。神為了贖我們的罪，把祂兒子耶

穌犧牲在十字架上。我頓時十分感動。真是感謝贊美主。神真是偉大。此後，每逢主日我

都與妻子來教會，認真聽牧師的講道，牧師與別的基督徒分享他們親身經歷的故事見證，

促使我思考神的存在。我決定每周日去受洗班上課，參加團契查經，每日讀聖經。 

我決定信主，要成為神的兒女，做一個傳福音的人，分享神給我的永生的恩典，讓更

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成為神的兒女。我要住在主裏面，讓主也住在我裏面，我要心懷善

念，常常讀經，遇事禱告，過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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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改變的開始       靳光明 

 

    經過多次來教會參加福音聚會，與弟兄姐妹一起讀經，更多瞭解了耶穌基督的大能和

祂的榮耀，祂愛世人，樂意與世人親近。我認識到世上只有耶穌基督是真神，祂用自己的

寶血使我們的罪得赦免。 

    尚未信主的我，遇到事情愛發脾氣，認為自己都是對的。讀聖經後，我充分地認識到

自己真的是個罪人。這是我改變的開始。 

結出聖靈的果子     陳美亮 

 

    我從小到大都接觸過《聖經》，但從來沒有真正瞭解《聖經》的內容，也不認識耶

穌。我身邊有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朋友，多年來她的敬虔，她改變了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一

位神，就是我一直尋尋覓覓想要找到的答案。我信主是神的奇妙安排，是聖靈的力量。我

在美國逗留的兩個月時間，聖靈感動了我，激勵了我，我的時間到了，很感恩，主改變了

我的許多想法，我終於真正找到我心裏一直在尋找的真神。一切都是神早有的安排，感謝

主耶穌愛我，我看到自己身上的罪，這是無法自己贖回的。神愛我們世人，耶穌神的兒子

為我們贖罪，我們唯有信靠耶穌才能得到永生。 

現在我每天學習祈禱，與神交談，把我的心事告訴主，把自己交給主，相信祂會給我

最好的安排。我心裏突然平靜下來，再沒有以前的煩躁不安。這是聖靈在我心裏做工。感

謝主，在主裏我得到了真正的愛，得到了永生。我盼望自己這段時間多多學習，結出聖靈

的果子。讓聖靈改變我，能成為一個心裏有愛的人。 

願意跟隨耶穌直到永永遠遠     劉 Sam 

 

    認識神之前，我是一個很自我的人，完全的無神論者。但經過一年的團契生活，我知

道自己是一個有罪的人，靠著自己的力量不能洗脫自己的罪，自身在神面前很渺小，只有

神知道一切。我開始與父神“聊天”，神都給予了回答，這樣的見證出現了多次。全能的

神派他的兒子為我們洗脫罪，這使我感到祂的大能，祂的愛，祂的公正與憐憫。唯獨藉著

耶穌才能與天父建立闗係，過討神喜悅的生活，我從心裏願意跟隨耶穌直到永永遠遠。  

信了耶穌，我工作上不再只看到眼前的得失，因為任何的得失都是天父的安排，我需

要做的就是全心的順服神，這讓我平靜。家庭關係上，神讓我明白了如何對待自己的愛

人，如何自省過錯，如何開口與愛人交流，這讓我重新回歸，為人處事更謙虛。 

             感受到耶穌的愛     宋繼東 

車禍之後，教會的弟兄姐妹幫助關心我，感覺教會像個大家庭。我感受到耶穌的愛，

透過教會兄弟姐妹的愛來愛我。我決心信主耶穌。信主後，我抽煙少了，學會幫助別人，

也非常樂意去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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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望更美好的新我          劉長舜 

 

     2017年初，我由室友王緒中介紹加入教會活動。後來陸續參加了 GT校園團契和青

泉事工。每次活動中跟大家研讀聖經，分享心得，覺得收獲很多，想要一直繼續下去，更

加認識神，學習神的話語，過屬靈的生活，盼望改變過去的舊我，成為更美好的新我。 

我信主後，更加珍惜現在的一切。若有好的事情發生，我歸於主的保守。若有困難，我相

信是主在考驗我，預備我。我更注意靈裡的修養與提升，對物質的欲望更少了。 

 

信耶穌讓我有這麽多改變       藺向雯 

    我一直相信有神，只是不知道神是誰。來美國後，團契的弟兄姐妹幫助我許多。我參

加了團契，喜歡團契的氛圍，一直堅持參加查經，一位姐妹帶領我信了主耶穌。 

信主後，我覺得自己的改變發生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我每天堅持讀聖經，靈修。

我的人際關係改變最大，沒有那麽在意得失，慢慢開始理解“愛人”的含義。感謝主對我

做的一切，讓我有這麽多的改變。 

 

信主 我的改變       黃霄雷 

 

     我先由理性的知識面上逐漸接受《聖經》，然後學習基督徒的生活習慣，最後感性

上受到感動決定追隨主耶穌。一開始我只想多多瞭解基督教，後來認識到自身的罪性，自

己是無法從罪中拯救自己的。以前知道“人應當謙卑”，信主的現在，知道“人為何謙

卑”。遇到困難我不有過多抱怨，而是向上帝禱告，求祂給力量，使我對人更多耐心了。 

 

              各種的歷練 使我對主更有信心  張俊玲 

 

    在中國時，我媽媽的鄰居常來我家做客，她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每次她來，都給媽

媽讀經，講教會裏的事。有時我們全家聽她讀聖經唱聖詩。我們都愛那個阿姨教我們唱的

詩歌。慢慢地我和媽媽進了教會，學習聖經，信了主耶穌。在我聽福音讀經的日子裏，知

道了許多人生的道理，瞭解到生活工作做人的苦楚，都是源於人的罪性。我在信主的過程

中，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當心裏有主，就能從痛苦中走出來。各種的歷練，使我對主更

有信心，更加堅定我信靠耶穌，成為主兒女的決心。 

在家中我是老大，以前我與弟弟妹妹在各方面都想比，要比他們強，比他們好，有一

種讓自己變強大的心態時時作梗。信主後，學習聖經使我深深認識自己的罪性，我要悔

改，求主赦免我的罪。我變得溫順，不再斤斤計較，學會滿足，心態也變得平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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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喜樂 信主最大的收獲   王艷芳 

 

     我媽媽信主，外婆也信主。小時候媽媽常常帶我去教堂，我知道上帝耶穌，直到我

二十歲出國。因為餐館的生意十分忙碌，就沒有去教會了。兩年前我們搬來亞特蘭大，朋

友帶我來 ACCC母堂，我發現自己太久沒有來教會，心裏空虛，媽媽也說有時間要去教會

多聽聽上帝的話，要親近主，心裏才不會空虛。我認識到我要悔改，只有耶穌的教誨能讓

我們生活充滿喜樂平安，讓我們心裏有愛，品德高尚，擁有美好新生活。耶穌為我們死在

十字架上，流寶血洗我們的罪，使我們罪得赦免，信耶穌得永生，不至於滅亡。我信耶穌

後聽牧師講道十分有體會，脾氣性情變溫和了，學會向耶穌禱告，常帶孩子去教堂。小兒

子也聽懂上帝的話了，在學校被別的孩子打，他說原諒他，因為聖經上說“愛你的仇

敵”，不能記仇恨他。我聽了十分感動。我們一家都蒙神的眷顧，得著喜樂平安，這是我

們信主的最大收獲！ 

我要做神喜悅的事情   金壽峰 

 

    我母親信耶穌，每周日帶我去教堂。我十七歲去教會，十八歲去當兵。三年的軍旅生

活後，我來到美國做餐館生意。兩年前賣掉餐館搬來亞特蘭大，才有時間來教會。是上帝

安排我們全家再次回到教會，與耶穌連結在一起。 

我以前脾氣很壞，精神不好，是個罪人。心裏一直想發財，想別人看得起自己，心裏

總是不平衡，無法做善事，自己也無法贖回自己的罪，我多麽需要主耶穌。祂死在十字架

上完成了對我們的救贖，讓我這個罪人可以成為上帝的兒女，今生有喜樂平安，今後還有

永生。信主後的我，去教會上主日課程，更深地認識主耶穌，對神的道路，主的旨意，人

生的意義有了更多的理解，我要做神喜悅的事情，常常敬拜感謝主。 

 

                  尋找真神        陳鴻 

 

我生長在一個迷信的家庭。十九歲之前的我常與媽媽去拜各式各樣的偶像。我時常想

“哪一個才是真的呢?”我膽子小，有疑問也不敢提出來。我心裏知道沒有一個偶像給我

心安，讓我勇敢，我不能從中得到力量。我十九歲來到美國，第壹次見到教堂，就被那獨

特的外表給吸引住了。一位老師帶我第一次走進教堂，我就特別喜歡。在教堂裏我得到了

心靈上的寧靜和平安。於是每周我都來教堂參加敬拜，聽牧師講道，這是我十九年來第一

次接觸基督教，第一次讀聖經。我漸漸地知道神是全能的上帝，慈愛的天父，當我認識他

的那一刻，祂賜給我力量，讓我勇敢。他看顧我保護我，我的心得到安寧。沒有質疑，沒

有恐慌。我對神充滿信心。我願意把自己交託在他手裏。以前我膽小，容易緊張，多愁善

感，遇到點小事都會焦慮不已。信主後，我學會交託，我知道，在上帝的手裏，我什麽都

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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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朱丹 

    教會主日聽道，團契學習聖經，使我越來越能感受到主真實存在。特別是聖經中神的

話語，讓我相信有一位深愛我們的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

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第 1節）“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

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馬書第一章

20節）。”我認識到自己是個罪人，只有主耶穌才能救我。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決志跟隨主耶穌，這樣就必不在黑暗裏走，而且要得到生命的光。“你們要先求祂的國

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第六章 33 節）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傳道書第一章第 1節)。”我信主之後就體會到日光之

下，一切皆是虛空，所以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在聖靈的帶領下，人生才更有意義。在

日光之上，在神那裏，一切才不虛空。信主之後，更覺得凡事要謙虛，更願意讀聖經，心

裏更有平安。  

             

               我有了人生的方向       孔毓華 

    約翰福音告訴我，信耶穌的人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我雖然沒有見過主，可我信耶

穌，是上帝的兒子，是拯救世人的主，祂寶血洗凈了我的罪，讓我有永生的道路。我敬拜

信靠祂。 

    我信主一年多了。我每天做禱告，與主說話，求主幫助我，特別在我困難和疾病時。

我每週去教會敬拜主，心裏充滿喜樂。我要聽主的聲音，順服主的安排，傳主的福音，讓

更多的人信靠主。 

   信主後我變化太大了！我有了生命的方向，內心充滿了喜樂，有了更多的愛心，願意

幫助有需要的人，還學會了忍耐，凡事忍耐。我要過討神喜悅的生活。這是神給我的祝

福。感謝主的愛！ 

 

              願主帶領我重建家園       郭劍峰 

   幾年前，我去過教會，是帶兒子女兒上中文學校。後來一次復活節，我在教會被耶穌

感動，我覺得很神奇，那是神在召喚我。從那天起，我每星期都要去教會。牧師來我家為

我禱告，我深深地感動哭了，我知道我是個罪人。我自高自大，自以為是，認為什麽事都

可以一個人搞定，我與兒子、女兒、太太的關係都很緊張，沒有尊重妻子，對不起妻子。

我在婚姻、親子、與員工的人際關係上都遭遇困難。妻子經常生病，員工出了事情，那段

時間我感到無助、慌亂，失去了自信。 

   信耶穌，使我看到了自己渺小，能力有限。我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神給的，我一切都要

聽從神，我要與神和好，與人和好，願主帶領我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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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盼望改變      張星佳麗 

 

    國內教育體制下成長的我，是堅定的

無神論者，我認為這個世界一切都是基於

物質，不存在靈，不存在神。來到美國

後，接觸到一些傳教活動，心裏十分不理

解。我在聖誕節假期探訪哥哥，他是基督

徒，這使我對基督信仰產生了強烈的好

奇，開始定期參加校園團契聚會。我很好

奇神是不是真的存在，好奇基督徒們信仰

和生活態度。我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觀，

價值觀，世界觀，科學觀，真理觀的來

源，是建立在無神論基礎上的。父母、學

校這樣教導我們，我們就這樣相信，自己

沒有選擇的餘地。簡單地否定神的存在實

際上是一種很不科學的先入為主的觀點。

我慢慢有了一種不可知論的思想觀念，認

為有神與無神都是解釋世界的方式，是否

存在這樣一位神是完全不能被瞭解的，盡

管這樣想，我還是對神有了更多的敬畏。

在哥哥和團契的基督徒同學朋友身上，我

看到他們對困難坦然無懼，對生活熱愛珍

惜，對親友無私關愛，讓我對這個信仰不

再抵觸。可我還是需要一個神真實存在的

體驗，讓我跨出這信仰最關鍵的一步。再

後來，我第一次參加教會主日學的活動，

牧師講道裏有一個小故事，美國一位牧師

的女兒少女時叛逆不信主，在社會上放浪

又受盡了苦痛。失去女兒聯係幾年後的一

天，牧師夢見女兒墜入黑暗之中，他為女

兒擔心，全教會的人知道了都為牧師的女

兒禱告，後來知道禱告的時刻正是女孩決

定回家的時刻，她回到主的懷裏，痛改前

非，成為著名的傳道人。我對這個故事印

象極深，當天回家後就做了一個夢，夢裏

我在自己的房間卻聽到父母對話的聲音，

就像真實生活中一樣，很久我才意識到是

在夢中，可是怎麽都醒不過來，我試著向

主禱告“感謝主，給我這樣一個夢，讓我

知道你的真實！”，夢一下子就醒了，我

大哭了一場，決志信主。我相信神是真實

的，聖經是真實的。我要離開原來那些錯

誤的認知。我盼望重生和改變，變得更好

的我，不再為世界的事心煩意亂，不再向

壓力挫折低頭屈服，心靈自由地生活在這

個世界上。 

    我以前覺得生活像個圍城，人生各個

階段都有這個階段的壓力和挑戰。來美國

後，一開始的新鮮勁過去了，很多時候覺

得很孤獨，學習的壓力也大，人生態度有

些消極。有了基督信仰後，我生活學習更

加積極，焦慮少了很多，慢慢學會關心關

愛周圍的人，更多地感受到神對我的保守

和祝福。反思自己我對神還是不夠順服，

求神給我一顆更愛神的心，更渴慕讀經的

心，面對挑戰有勇氣和智慧的心，對周圍

的人和朋友更多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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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事  ----受洗見證    陳英偉    

 

你若問我為什麼要信耶穌， 我認為人在生活中需要有

一個正確的信仰，才能避免在這個五花八門的社會中失去

了方向及原則。  

  

而我又怎麼會決志受洗的呢? 這和我的母親有關。我

的母親是基督徒，她於 2017 年 7 月安息主懷。同年 9 月的

一個星期四早上七點左右 ， 我一如往 常，開車去

Northlake Surgical Center 為 病 人 開 刀 。 途 經

Pamborn Rd. ，遠遠看到路邊站著兩個大人準備過馬路，其中一人牽著兩隻小狗，另外一

人帶著一隻大狗。因為母親的生肖屬狗，生前也養過兩隻小狗(吉娃娃犬和博美犬，兩隻

都早在母親之前過世) 。當我遠遠看到這一景象，就很自然地把車停下來，讓他們過馬路。

在等的過程之中，突然聽到一首沒有聽過的歌曲，低頭一看，車內的螢幕顯示出這首歌名

叫 Take Me to Church。因為音樂的旋律很不錯，就準備用手機把歌名照下來，可是因為

後面的車子已經來了，只好繼續把車子開到 Lawrenceville Highway，想要隨便找一個空

地準備停下來照相的時候，抬頭一看，竟是教堂的十字架， 而我停車的地方居然是教堂

的停車場。那時候心中覺得很納悶，這條路我常常經過，怎麼從來都没發現有一個教堂在

這邊。隔天特別再次開車來找這個教堂，卻發現教堂正門掛著一個 For Sale 的牌子(今

年初，這個教堂被拆掉，改建成一個老人安養中心) 。最棒的事情是，同星期四晚上，我

向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的弟兄 Chris Fan(范騏)提起此事之後， 他就帶我到亞特蘭大

華人基督教會了。  

 

從 2017 年 9 月開始到目前，我放棄了每個禮拜天早上打球的習慣，禮拜五晚上也試

著去團契，把生活的重心慢慢朝向學習聖經，瞭解基督這個目標進行。從一些生活的小地

方慢慢學著做一個好的慕道友，而並非只是抱持依靠受洗就可以瞬間改變一個人的人生這

種想法。比如說開始從小地方做起，我在照顧病人時，開始用心體諒病人的感受，尤其是

手術前一定替每個病人禱告，希望借助主的力量讓手術順利。當我把一切都交給主時，自

己的壓力少了很多! 手術也變得很平穏。在家庭生活中，也開始學習不再以自我為中心，

努力多替妻子及家人著想，用更多的同理心對待别人。   

 

回想過去，我最幸運的地方該是我出生在一個完美基督徒的家庭，我的母親和我的妹

妹們都是非常好又虔誠的基督徒，不能否認我之所以會決志受洗，他們對我的影響也很大，

總覺得上帝早就藉著母親和妹妹們在呼喚我，如今時機成熟了，自然感受上帝對我的啟示

愈來愈明顯，再加上聖靈感動之下，我很自然地就會接受受洗除罪的恩典，走進基督之

家。  

  

   母親的心願是我這個做兒子的能信主受洗。感謝主! 這一心願，主為我的母親成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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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异端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 

—蔣 偉— 

一、异端定义: 

赖瑞仁著《面对异端》：“指某些宗教团体，虽宣称拥有基督与圣经的权威，却忽略

与歪曲福音，或以新启示，或舍本逐末地使救主和圣经的中心信息变质。” 

教会历史中，异端流传迄今，虽在形式上及名目上有所改变，然其本质却从始至终没

有改变。它们的本质就是要震动正统信仰的核心：(1)称义问题、(2)复活问题、(3)三一问

题。 

二、耶和华见证人概况: 

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团体。该教派信仰不承认三

位一体，不承认肉体复活等，被主流教会视为异端。 

1870 年代末，查尔斯·泰兹·罗素（Charles Taze Russell，1852 年 2 月 16 日－1916 年

10 月 31 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发起了圣经考查运动。1879 年 7 月他创办了

宗教刊物《锡安的守望台与基督临在的先声》，1881 年他创立了美国第一个圣经协会—

—锡安守望台书社，1909 年改称为人民讲台会，1914 年又改称国际圣经学生协会，直到

1931 年由罗素的继承人罗森福(J.F. Rutherford)的领导，在一次“圣经考查运动”的大会上，

根据《以赛亚书 43:10》“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是我所拣选的仆人。’”取名为

“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的最高机构为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总部的中央长老团。 

耶和华见证人现在所使用的圣经是经过教派自己翻译的《新世界译本》，将传统教会

的《圣经·旧约》部分称为《圣经·希伯来语及阿拉米语经卷》（英文译本于 1953 年至

1960 年相继发行），将传统教会的《圣经·新约》部分称为《圣经·希腊语经卷》（英文译

本于 1950 年 8 月 2 日出版发行）。传统教会认为“耶和华见证人”在他们的译本中多处更

改了经文的原意，以此来迁就他们错误的教导，从而违背了传统教会的基要真理。注 1 

三、耶和华见证人否定三位一体的神学观： 

⚫ 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圣灵是上帝强大的动力。三者并非一体。 

⚫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头生子，是受造万物中首先被创造的（本身也是受造物）。在降临人世

前是天使长米迦勒，在被钉死在苦刑柱（不是十字架，为一条独木柱注 2）上之后，被复

活升上天恢复为天使长米迦勒，即坐在上帝右手边的天使。注 3 

四、针对上述观点的简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4%B8%89%E4%BD%8D%E4%B8%80%E9%AB%94%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4%B8%89%E4%BD%8D%E4%B8%80%E9%AB%94%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5%E5%B0%94%E6%96%AF%C2%B7%E6%B3%B0%E5%85%B9%C2%B7%E7%BD%97%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3%93%E5%A4%95%E6%B3%95%E5%B0%BC%E4%BA%9E%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B9%E5%85%B9%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7%BB%8F%E8%80%83%E6%9F%A5%E8%BF%90%E5%8A%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7%BB%8F%E5%8D%8F%E4%BC%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4%A1%E5%AE%89%E5%AE%88%E6%9C%9B%E5%8F%B0%E4%B9%A6%E7%A4%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7%BB%8F%E8%80%83%E6%9F%A5%E8%BF%90%E5%8A%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B3%BD%E4%BA%9E%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5%92%8C%E8%8F%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90%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9%AD%AF%E5%85%8B%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5%92%8C%E5%8D%8E%E8%A7%81%E8%AF%81%E4%BA%BA%E7%9A%84%E6%B2%BB%E7%90%86%E6%9C%BA%E6%9E%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5%92%8C%E8%8F%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9%9D%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D%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B1%B3%E8%BF%A6%E5%8B%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B1%B3%E8%BF%A6%E5%8B%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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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见证人的观点，从教会历史的长河来看，是主后四世纪初的异端亚流派的回潮

注 4。耶和华见证人用曲解圣经和推测解经的手法，否定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进而否

认耶稣是神，最终否认基督信仰中独一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理，这等于是抽去了基督信仰

的基石。 

而在圣经新旧约当中，有多处经文证明独一的真神是多位（三位）一体的： 

⚫ 创 1:1 被英文译为单数God（中文译为神/上帝）的希伯来文 ELOHIM 是复数形式（添加词

尾 IM 是希伯来文复数形式之一）； 

⚫ 申 6:4“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这里的“独一 / one”希伯来原文是“ACHAD 注 5”，明确表明这个“独一”是由

部分（三个）组成的。 

⚫ 约 20:28“多马（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犹太人对独一神的教导是从小被教导

的，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身为犹太人的多马将耶稣称为神，不是多神崇拜，而是意

识到耶稣是 ACHAD 的神中的一个位格。 

⚫ 徒 5:3-4“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了！’”身为犹太人的彼得将“圣灵”与“神”等同，也不是多神崇拜，而是意识到圣

灵是 ACHAD 的神中的一个位格。 

⚫ 约 1:1,3,14“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

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这里，圣经将“道（word）”与“神”和“独生子”联系在

一起并加以等同，呼应了创世纪 1:1-3 独一的三一真神的三个位格“父神”“子神”“圣灵”均一

起参与了起初的创造。 

从上述的一些经文可以看出，我们所信仰的“独一的三一真神”是真实不可否认的，作

为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根基是理所当然的，任何否定、歪曲这一信条的人和教派都将被我

们视为异端/敌基督。 

五、注释 / 说明： 

注 1：如为了迎合“圣灵只是神所发出的动力，不是一位神”的教义，将创世纪第 1 章第 2

节“上帝的灵/the Spirit of God”译为“上帝发出的动力”。 

注 2： 

 一种刑具。耶稣基督被挂在这种刑具上处死。《新世界译本》译作“苦刑柱”的古典希腊语

stau·rosʹ“斯陶罗斯”，主要是指一条直立的木柱或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希腊语经卷》

的执笔者用这个词来指一条有横木交叉相连的柱子。（摘自：《洞悉圣经注 6-上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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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页“酷刑柱”条 https://wol.jw.org/cmn-Hans/wol/d/r23/lp-chs/1200004456） 

注 3： 

 “天使长米迦勒是降世为人之前的耶稣，耶稣复活升返天上之后，又恢复了天使长米迦勒

的身份”（摘自：守望台“线上书库”《答读者问——耶稣是不是天使长米迦勒？》一文

https://wol.jw.org/cmn-Hans/wol/d/r23/lp-

chs/2010250?q=%E7%B1%B3%E8%BF%A6%E5%8B%92&p=par） 

 “圣经证据显示，上帝的儿子降世成为耶稣基督之前，以及升返天上之后，“米迦勒”这名

字都适用于他。”（摘自：《洞悉圣经-上册》第 1090 页“米迦勒”条

https://wol.jw.org/cmn-Hans/wol/d/r23/lp-chs/1200003035） 

注 4：  

  亚流异端的观点—— 

⚫ 父（上帝）比子（耶稣）在先，所以子未曾与父永远同存。 

⚫ 道（基督）是被造的，不过是最先被造而已。 

⚫ 道既是被造的，则不能与神同等。 

⚫ 道也可能犯罪。 

为维护教会信仰的纯真，于主后 325 年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的大公会议，

亚流派被斥为异端，同时拟定通过了《尼西亚信经》，奠定了三位一体为基督信仰传统教

义的基础。 

注 5： 

希伯来文至少有两个词能表示“一/one”的含义： 

⚫ ACHAD——表示由部分合成的“一/one”； 

⚫ YASHID——表示不是由部分合成的“一/one”； 

注6 ： 

1988 年，耶和华见证人举行了“上帝的公平”区域大会。在大会上，组织宣布发行一套英

语版的圣经百科全书，书名为《洞悉圣经》。 

说明： 

⚫ 本文为笔者 TEE 课程的作业。 

⚫ 本文多有参考《维基百科》资料网页，以及“耶和华见证人”的官方网页

（https://www.jw.org/cmn-hans/）的自述，以及“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圣经·新世界译

本（中文版）》等。 

 

 

 

 

https://wol.jw.org/cmn-Hans/wol/d/r23/lp-chs/1200004456
https://wol.jw.org/cmn-Hans/wol/d/r23/lp-chs/2010250?q=%E7%B1%B3%E8%BF%A6%E5%8B%92&p=par
https://wol.jw.org/cmn-Hans/wol/d/r23/lp-chs/2010250?q=%E7%B1%B3%E8%BF%A6%E5%8B%92&p=par
https://wol.jw.org/cmn-Hans/wol/d/r23/lp-chs/1200003035
https://www.jw.org/cmn-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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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大喜之日--致我們至愛的兒子芝愷 
母親的話： 

    34年前，我們命你名為 Jonathan，因為我們認為你是 神賜給我們的禮物！而從此你真的是

我們生命中珍貴的恩賜，你為我們的生命帶來無數的喜樂，當然，和一些挑戰！感謝 主，照 祂

的應許，祂幫助我們三人經過高山低谷，我們都倖存，我們實在以你為傲！ 

    你在生命中一直尋尋覓覓，直到你遇見迪安娜，你的夢想才開始清晰起來。雖然是長距離的

感情關係，你從不放棄！以你對她堅貞的愛，你花了大量的精力，時間和金錢，來維持這一段感

情。最終，神賜你如此一位美好的準新娘。你和迪安娜攜手克服許多困難，終於她能踏入美國國

境，並將！和你在 主內組成一個敬虔的家庭！ 

    以你的聰明才智和無比毅力，對於你的婚姻，我們本沒有什麼好擔憂的。這是你人生中的一

大步，你將成為一家之主，你們將正式成為一個女人的丈夫，你必成為一個保護者

（Protector），供應者（Provider）；最重要的你還是一個祭司（Priest），一個家庭的屬靈領

袖，一個 神賜一個男人生命中最具意義的工作！ 

    你早年的生命中，一直是個敬虔的 基督耶穌跟隨者，我不需要提醒如何和我們全能的 主保

持緊密關係。但作為一個母親，我仍然要提醒你，無論你在婚姻中遭遇什麼困難，第一要務就是

把一切帶到 祂的寶座前，祈求 祂的智慧，力量和保護！ 

    雖然你即將離開我們（創世記 2: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

體。），組你們自己的家庭，我們仍會時時為你和迪安娜禱告。我深知成為丈夫，一家的頭和領

袖有多麼地艱難，因為我親眼看到你父親如何掙扎著與 主同行，惟至終他順服在 神之下，讓 神

成為他的頭，引導他帶領我們全家。你父親竭盡全力維持他和 主親近的時間，靈修是他能渡過我

們婚姻每一天的力量來源。 

    我們愛迪安娜，因為她是 神在創世記 2:20-24說的，被揀選成為你的幫手。提昇她是你的責

任，在這對她完全陌生的國家，文化和環境中，建立她的力量和信心。當湘華阿姨提起，她願意

帶迪安娜去參加 BSF（Bible Study Fellowship）時，我非常感動。BSF是迪安娜建立她個人與她

的創造主關係，並基督徒朋友的好起點；再也沒有一個團體比基督徒團體更能遇見真誠忠心的朋

友了。我真的認為一個查經聚會，是迪安娜最好的社交生活起步。迪安娜需要你的鼓勵去踏出一

步，去認識新朋友，他們可以擴張她的視野，幫助她學習在這全新國家的生活方式。 

最後，以 神賜與父母的權柄，我們要祝福你和迪安娜：願 主以 祂的大愛充滿你們的婚姻，

並賜你們許許多多敬虔的後代！ 

父親的話： 

    作為你和你妹妹芝菁的父母，我們真是以你們為傲。你

們的成就比我們預期的高出許多；但是我覺得你們都如此努

力工作，卻少有喜樂。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太 16:26）。我們

的幫助是從創造天地的 神而來的。 

   我多次告訴你媽媽，我多麼希望在你們小時候，我對 神

有更堅強的信心。我經常靠自己的知識和力量解決事情，以

至我時時在擔心和憂慮中。我認為你們的許多壞習慣，如：

焦慮，煩躁，壞脾氣等都是由我而來的。如今，我禱告，求 

神除去你們身上的各樣義，代之以從 祂而來的諸般的義！ 

 

                 至愛你的父母 世傑 淑華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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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C 2019 宣道年會日程 

        主題 「要傳遍天下」 

講員:王季雄、王敏雯  宣教士夫婦 
 

10/16 週三  8:00pm  - 9:30pm  禱告會 

 

10/18 週五  8:00pm  - 9:30pm  「獨行奇事的神」(詩 72:18，可 16:20) 

 

10/19 週六  4:00pm  - 5:30pm  「短宣省思」 

             7:00pm  - 8:30pm  「要傳遍天下」(太 24:14) 

 

10/20 主日  8:30am  - 9:45am  「宣教真諦-見證」(徒 1:8，路 24:47-48) 

                  11:30am  - 12:45pm 「宣教真諦-見證」(徒 1:8，路 24:47-48) 

      主日學 10:am  - 11:15am  宣道專題主日學 

1. 宣教士座談會 Q & A。(王敏雯宣教士) 

2. 短宣介绍-短宣經驗分享、短宣機會介紹。(周慧敏姊妹) 

3. 宣教士關懷認領。(郭曉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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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基督裏若有任何勸勉，若有任何愛心的安

慰，若有任何聖靈的團契，若有任何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

志相同，愛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

樂得以滿足。」 

       —— 腓立比書二章 1-2節（和合本修訂版） 

 

 

 

           “So if there is any encouragement in Christ, any comfort from love, 
any participation in the Spirit, any affection and sympathy, complete my 
joy by being of the same mind, having the same love, being in full accord 
and of one mind.”  

                                                               – Philippians 2:1-2 (ESV) 

 


	Slid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