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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恩典交響曲
周健愉 David Chow

回想第一期出版時，正是來勢洶洶的疫情高峰期剛過，教
會正嘗試著開始實體回歸。「中宣恩刋」就在人心惶惶中問世！
在人㥬惶、憂慮的時候，它見證著神在我們當中的恩典，祂的
保守、看顧和帶領。「恩刊」如激昂的樂曲，振奮著人心。與
其說「恩刊」是一分刊物，倒不如說它是一組組上帝恩典的交
響樂曲。

倘若我們細讀「恩刋」中的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透過弟兄
姊妹分享他們在主裡面真實的經歷，面對生活上所遭遇的難處,
每一個關口，神怎樣帶著他們走過。盡管有傷痛，神又醫治又
纏裹，讓一切的患難化為美好的祝福！讓我們好好珍惜這份刊
物，更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投稿在這個園地述說神奇妙的作
為，譜寫出你自己經歷神豐盛恩典的樂章。

當我欣賞著每一期「恩刊」中的 “樂曲” 時，腦海中不
時浮現出作者們可愛的面容，更從字裡行間跳躍出令人感動的感謝神的恩典！在丁牧師和林牧師的推動下，加上基督

教教育部一群忠心同工的共同努力和弟兄姊妹的積極投稿，
「中宣恩刋」在2020年10月正式誕生！現在已經出版到第六期,
至今每四個月出版一期，每一期都有一個特定的主題，還有精
美的插圖、排版和每位投稿者及與家人的近照。

正如丁牧師所說：出版的目的主要是讓中宣會的弟兄姊妹
分享上帝恩典的作為，藉著文字把上帝的恩典記下來，榮耀歸
與祂。林牧師也特別為「中宣恩刋」這個園地提到：弟兄姊妹
一方面把經歷記下來有助我們深化對上帝、對人、對事的體驗,
另一方面,我們把記下來的經歷與肢體分享，互相見證上帝的恩
典。做上帝恩典的擴音機，述說祂偉大的作為。

2



音符，婉如一曲美妙的樂章，讚美著上帝的美好。我深信有
些是他們帶著淚水寫下來的經歷，有些曾不為人知，難以啟
齒的過往。交織著唏噓和感嘆，看到人生的有限和無奈⋯⋯。
然而靠著那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樂曲” 總會帶我進入另
一個高潮——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樂、盼望和鼓舞，無論高山
或低谷，總是得勝有餘。

親愛的弟兄姊妹，您曾是「中宣恩刋」的讀者嗎？巴不
得您不單是讀者，更是其中的一位譜曲者或演奏者。讓神的
恩典匯聚成一曲曲壯麗的交響樂，響徹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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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弗4:7）

在《以弗所書》第四章，保羅先探討合一的生活品格

（4:1-3）和基礎（4:4-6）。然後，他探討如何建造合一的
群體生活（4:7-16）。神賜下不同的恩賜，好讓教會藉著多
元的事奉彼此建立。保羅肯定地指出，信徒能在教會中按著
恩賜事奉是基督賦予的恩賜。 1 保羅在4:8引用詩篇68:18，把

重點放在「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4:8下）這部分。保羅
在4:9詳加解釋「升高—降下」的對比：

A   祂升上 (4:9上)
B    曾降下（4:9下）
B’那降下（4:10上）

A’ 升諸天（4:10中）

保羅在4:10下半節，透過目的子句（ἵνα clause）帶出
基督「充滿萬有」【或「充滿整個宇宙」《新普及譯本》】
這信息。「充滿」（πληρόω）這字先出現在1:23—「教會
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保羅在這裡指出
超越的基督充滿教會。在4:10，保羅具體地說明基督如何充
滿教會，把恩賜賜給蒙恩的人。充滿萬有的基督賜下恩賜給
信徒,藉此充滿教會，好讓教會「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
身量。」（4:13）2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
教師」（弗4:11）

恩典、恩賜
林永裕牧師

1 在《哥林多前書》，保羅指出恩賜乃由聖靈賜下。「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
叫人得益處。」 (林前12:7) 「聖靈就是在地上工作的基督，藉著祂，基督的
救贖和成聖工作得以延續；而聖靈在教會中的工作是將恩賜賜予信徒，使信
徒得力，而能有效地事奉神和人。」曾立華：《教牧學導論》（香港：建道
神學院，2011），頁69。

2 「由此看來，經文所強調的是基督的上升、尊榮、充滿宇宙、管治教會、賜
下恩賜。」斯托德著，陳恩明譯：《以弗所書》（台北：校園，1997），
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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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這裡特別強調「祂」所賜。祂賜下五個「恩賜的職
事」（gifted ministers）來充滿祂的教會—使徒、先知、傳福
音的、牧師和教師。基督賜下這五個職事有兩個的目的。初步
的目的是「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或「裝備聖徒，去承擔聖
工」《新譯本》】（4:12上）。終極的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
體。」（4:12下）

「牧養職事」（pastoral ministry）是裝備和鼓勵教會所
有的信徒承擔服事神的職事。每個信徒都是事奉神的人。傳道
人的牧養職事，藉著牧養、教導和帶領，培育和倍增更多事奉

者起來事奉神。按照
4:11-12的教導，牧者
首要的牧養責任是裝
備信徒，好讓他們能
從事聖工，「做事奉
的工作」《和合本修
訂版》。最後，教會
牧者和教會信徒能一
同建立基督的身體。
在《新約》中，「裝
備」這動詞出現13次，

有「預備」（羅9:22），「造成」（來11:3），「使成為完全、
使堅強」（彼前5:10）和「挽回」軟弱的人（加6:1）的意思。
綜合來說，「裝備」的意思是「使未整全的成為整全」。 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

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4:13）

「直等到 ……」指哪方面？第一，這是指「信仰上的合
一」；第二，它是關乎「對神的兒子的認識上的合一」。保羅
講論建立教會，讓教會長大成人，長成基督的身量。他是從大
家一起成長，承擔聖工的角度探討教會的合一。一方面，聖靈
賜下合一，教會要竭力保守（4:3）；另一方面，每個信徒在教
會中一起成長，承擔聖工，服事神；也彼此服事，建造教會，
好讓教會整體在信仰上合一和對神的兒子的認識上合一。「直
等到」指出教會有成聖、建造的責任。

「全身靠著他，藉著各個關節的支持，連接在一起，彼此相連，

照著每一個部分所發揮恰如其分的功能，讓身體漸漸長大，在

愛中建立自己。」(弗4:16 《新漢語譯本》) 

3李保羅：《以弗所書》（香港：漢語，2005），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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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身體有些部分沒有發揮恰如其分的功能，便會導致
身體上的虧損。在教會裡，若有部分信徒沒有好好事奉神，沒
有發揮恰如其分的功能，就會帶來教會整體成長的虧損。教會
能否建立，長大成人，成為健康的教會，跟每個信徒有莫大的
關係。如果我們加入這地方教會，成為這教會的一份子，我們
各人就要發揮恰如其分的功能。

真正相信神的人（believing in God）必定是事奉神的人
（serving God）。巴特（Karl Barth）這樣理解「我信」（I
believe）：「我們從信實的神那裡領受一切，這樣，我們就
當全然的服事神，為祂而活。這是相信。」4 在敬拜中，我們
宣認一切來自神；在服事中，我們全然的信靠神。真正的敬拜
必然帶來肢體之間的服事，彼此造就。信靠神的人，運用恩賜
事奉神，「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彼前4:11）

10

4 “We receive all things from our faithful God so we can be fully active
for God.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believe.” Donald K. McKim,
Breakfast with Barth: Daily Devotions (Oregon: Cascade, 2019), 10.



主題文章

關懷與恩賜
張小意 Sandy Zhang

巴拿巴，他的名字意思是勸慰子(徒4:36)。聖經形容

他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徒11:24）故名思
義,他是一個樂善好施，滿有鼓勵安慰恩賜的人。使徒保羅初
期的事奉，巴拿巴的幫助和扶持是有目共睹的。當時的保羅

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當中并不招人待見。皆因巴拿巴的大力推
薦和保證，讓保羅在開拓他事奉的道路上更加順利，他們也
成了福音的好伙伴。再後來，年輕的馬可在宣教的路上中途
離開。 可是巴拿巴卻沒有放棄他，堅持把他帶在身邊，一路
同行。成熟後的馬可成為了保羅事奉的好同工，四福音書作
者之一。保羅和馬可都是神重用的僕人，巴拿巴只是他們服
待過程中某個階段的見證，影響卻是深遠的。

由此可見，屬靈成長是需要愛心的關懷和陪伴。很多慕
道友因著基督徒的愛心與關懷，接受救恩，亦因著他們的栽
培, 慢慢地融入教會的生活, 在信仰裡扎根成長。記得我初來
教會的時候，也是因著朋友的邀請和跟進，我才有機會認識
主耶穌。在初信的那幾年，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我想著要
離開教會，甚至乎想過放棄信仰。我的團契導師建議和我有
門徒訓練。在兩年的時間裡，我們定期見面分享。我的導師
對我諄諄教導，幫助我更加清楚我的信仰。她還關心到我生

活的各方面。現在，每逢見
到她的時候，很自然地想和
她分享我的近況。那是在主
裡積累的情誼，彼此的連結。
在每一個信仰的階段，當我
遇到困難的時候，總有一兩
位弟兄姊妹在我的周遭，成
為我的幫助。也因著他們的
關愛,我的生命不斷地成長。
那是神在我身上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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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的關懷也需要我們有敏銳的心去感受別人的需要。
俗語說:“各家自掃門前雪”; 再加上，現在的生活節奏忙碌,
我們都專注於自己的事情，缺乏耐心去關注和了解別人的需
要。你是否也曾有這樣的經歷？當有兄弟姐妹和你分享時候,
我們會快快地聽，尚未搞清楚前因後果，就快快地給予意見
和忠告。這樣是達不到關懷的目的。聖經教導我們: 「各人不
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2:4) 當然，我們應

當學習，看到別人的需要，就及時施以適當的援手。但重點
是，神要我們在群體中，學習分擔別人的重擔；在彼此服待
的過程中，一同見證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

當我們去關懷別人的同時，也要好好的預備我們屬靈的
生命。聖經說：「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

14

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彼前3:15) 讓神的話語每天更新我們，滋潤我們，預備我們在
困難的境況，心存盼望，讓別人看到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
當有需要的時候，將我們所領受的跟人分享。這樣我們才可
以把人帶到神的面前。因為，只有神才是真正的醫治者。



當我們去關懷別人的時候，我們也需要聖靈的帶領，
讓我們有合宜的態度，智慧的語言，去造就別人。最近在
看約伯記，約伯和他三個摯友的對話，給我在關懷上有很
大的提醒：別讓自己在關懷人的過程中，成為一個審判官
來論斷他人。關懷的技巧是一個學問，例如要具備聆聽的
耳朵,開放的心靈, 中肯的態度和分辨的能力。當我們常常
邀請聖靈一齊同工的時候，祂會引領我們所當說的話，不
單只照顧到人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將人帶到神的面前。

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某個時段裡，有人成為我們的巴
拿巴，與我們同行天路，彼此加油打氣，勸慰鼓勵。這些
有時是明顯的，有時是隱藏的。當我們經歷了這些恩典之
後，我們也可以成為別人的巴拿巴。你願意嗎？神喜悅我
們彼此關懷，一同成長，那也是我們當作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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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賜、全是恩典
李德貞 Connie Chen

主題文章

我常常感到不配。賜厚恩的神讓我用恩賜來服事祂。

人算什麼？如此的渺小，這樣的有限，卻能敬拜服事無限超越
的神，這全是祂的恩典！

十多年前，當有位弟兄邀請我上台幫牧師傳譯時，我甚覺
惶恐。我是地地道道在廣州出生的廣州人，從祖父那輩便在廣

州生活，要用國語傳譯牧師的講道，面對台下眾多弟兄姊妹,
我緊張得手腳冰涼。做傳譯既要熟悉聖經，又要思路敏捷，
還需口齒伶俐，聲音清晰，難度頗大(這是要求，其實我做不
到)。有時牧師連講三句話，我已忘記第一句說什麽了。最遺
憾的是,錯了也沒時間改，因下一句已接踵而來。傳譯前我常
常異常緊張，坐立難安。臺下會眾或許覺得很簡單的一句話,
為何會犯這麽明顯的錯誤？其實是“當局者迷”。有時連耶
利米和尼希米都說不清。有次牧師講廣東話“同勞”,我卻以
為“同爐”或“同路”, 最後才知道是“同勞lao”,因粵語和
國語有很大差別。如果牧師用廣東話講“爆棚”, 我翻譯成
國語就只能用“人山人海”來代替了。情急之下，腦袋難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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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翻譯之前，我盡量請弟兄姊妹為我代禱，感謝大家在禱
告上與我同工。傳譯得好，將榮耀歸給神；若有錯漏，就請
會眾體諒。在此我要感謝給我鼓勵及包容的弟兄姊妹們。

成為基督徒，就要參與事奉。上帝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恩賜。用神給予的恩賜服事祂，是理所當然的。天父總會興
起弟兄姊妹事奉祂，無論領詩，傳譯，關懷，還是招待，不

要將恩賜埋藏在地下,
好像那領了一千銀子
的僕人。如果不用，
神就會奪走他那一千。
失去服事機會，這是
多麽可惜。能與弟兄
姐妹一起事奉神，是
喜樂蒙恩的！正如聖
經中以弗所書四章

十六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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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麽卑微的人，能上臺事奉我們偉大的主，是我莫大
的福分！我站在臺上不是表演，是事奉！讓弟兄姊妹舉目不
見一人，只見耶穌！因為知道祂必興旺，我必衰微。願我們
都在事奉中成長，運用神賦予每個人的恩賜，彼此同工，見
證天父的恩典！

20

(上面是幫丁牧師和林牧師傳譯的照片。)



教會牧養、福音工作

神學與牧養
尹傳恩

22

大家好，我是尹傳恩。我現在在費城的威斯敏斯特神

學院念道學碩士第二年。通過這兩年在神學院的學習，我想
在這篇文章中，和大家聊聊什麼是神學，神學與牧養的關係,
以及這樣的關係對教會的啟發。

當我們討論神學的時候，我們就要對神學做一個定義。
神學就是人對神的認識的歸納和總結的學科，如同經濟學是

人對人類社會經濟的認識的歸納和總結；物理學是人對自然
世界的認識的歸納和總結。在這裡，無論是神，還是人類社
會經濟或自然世界，都是人研究的對象。而在神學中，我們
所研究的對像是真理。因此，我們就可以下一個定義，三位
一體的上帝是真理。但神學與別的學科之間最大的不同點在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等那
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我做孩子的時
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
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
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
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林前13:9-12)

於，神學的研究對像是造物主上
帝，而別的學科的研究對像是被
造物。而人和上帝、人和被造物
之間的關係是，人是人是被上帝
創造來管理這個世界的。我們和
神之間這樣的關係就決定了我們
不能像對待被造物一樣對待神。
因此，神學不能夠像別的學科一
樣，使用實驗、類比、控制變量
法等我們認為的科學方法來進行

歸納與總結，從而得出對神的認識。神學是以上帝的啟示作
為基礎，使我們能透過自然, 人類歷史以及上帝的話語來不斷
反思和更新自己對上帝的認識，從而更接近真理。



但是和別的學科一樣，我們對研究對象的認識，與研究
對象本身是不同的，因此我們對神的認識—神學，不會和真
理—三位一體的上帝是完全一樣的。就如哥林多前書13：9-
12中所說，我們對神的認識—神學，是有限的，正如對著鏡
子觀看，模糊不清。但我們曉得，我們不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完全可以學習和研究上帝所啟示的，而越來越接近真理。
並且到了耶穌再來，我們與他面對面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完
全知道。

來激勵所牧養的對象。再有的牧者特別看重人的罪與上帝的
審判，那麼在牧養上，他們就會偏重對認罪悔改和天國的盼
望的教導。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
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林前 13:8)

這樣的不同會在實際的牧養中帶來一定的張力。一方
面，不同無可避免地會帶來摩擦和碰撞；但另一方面，不
同也會帶來互相的補足。當我們越多地看到不同的角度，
我們就可以對神有更全面和整全的認識，也就會越來越接
近真理。因此，作為牧者，我們能夠看到我們對神的認識
的多樣性和局限性是很重要的。這會讓我們在牧養教會時,
更加謙卑，認識到我們對神的認知仍然如同對鏡觀看一般,

既然神學是我們對真理的認識，那麼不同的神學會產生
對同一位神的不同角度的認識。這些認識都是對真理的認識,
但卻有不同的側重點。而這樣不同的側重點塑造了我們，建
立不同的思想，從而產生不同的牧養方式和牧養重點。比如
有些牧者認為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是更重要的，因此在牧養
上，他們會側重於屬靈的操練，教導會眾有禱告和靈修的生
活。也有的牧者會認為，明白上帝在聖經文本中的啟示，正
確解釋經文是更重要的。那麼在牧養的過程中，他們會將牧
養的側重點放在經文文本的教導之上。也有的牧者則特別看
重對主耶穌的信心，那麼他們就會更強調信心的教導，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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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因一家之詞而完全，也會更願意從不同牧者身上來認識
我們所信靠的上帝。最重要的是，我們認識的是同一位神，
我們需要在多中有一，一中有多的原則下學習彼此合一。因
為神是一位神，真理只有三一上帝。所以，我們在教會中的
每個人可以在愛中互相牧養和侍奉神，並且學習彼此包容，
彼此激勵，彼此長進，越來越明白神，越來越接近真理。這
也使得我們真正成為教會中彼此的肢體，並且與基督連於一
體。正如以弗所書4章1-7節所說:

26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
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身體只有一個，聖
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
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
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我們各人蒙恩，都是
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教會牧養、福音工作

傳福音，經歷上帝的大能
曹淑貞 Janice Cao

傳福音的迫切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約3:16-17）

這兩節經文不斷在我的腦海出現，那種感覺特別強烈！

知道上帝這麼愛世上每一個人，連那些沒有聽聞福音的人！想
到我在工作中，病人接受檢查時需用麻醉藥的過程會出現危險。
當突發意外出現，病人面臨生命危險的時候，麻醉師全力以赴
搶救生命的緊急狀況，overhead 急叫其他醫生、護士幫忙，一
同協助搶救病人，將生命輓回的場景。同時，我腦海裡出現另
一畫面，世上那麼多未認識救恩的人而離開世界，便聯想到拯
救靈魂的迫切，是不可疏忽和拖延的事情啊！

還褔音的債

我是一位死在過犯罪惡
之中，得蒙救贖的罪人！當
嘗過主豐富的恩典，讓我這
樣卑微的人可以有自己喜愛
的工作，愛我的家人和兒女
的時候，聖靈不斷的提醒我，
要將主耶穌如何改變我的生
命和家人的生命跟別人分享，這是我很喜悅做的事情！

特別在疫情發生，蔓延和失控的那個時段，我問自己一個
問題，這場瘟疫讓全球大概失去六百萬人的生命，而美國有一
百萬人因新冠病毒感染而離世。相信當中有很多還未認識主耶
穌的人，他們的靈魂永遠與天堂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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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主的大使命

我不可以這樣的自私單將救恩停在自己身上，要為未認識
主的人禱告，如保羅勉勵我們：「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
勉人。」（提後4:2）將福音傳給未認識主的人，主耶穌愛世人,
為世人捨命，而我是主耶穌救贖的女兒，也該為失喪的靈魂而
憂傷難過，因為每一個都是上帝所愛的人！我問自己：「我餘
下的生命該如何回應主耶稣的大使命及祂對我的呼召呢？」好
奇妙，當我這樣跟上帝對話的時候，上帝為我預備很多傳福音
裝備的課程和機會！

在2020年十二月我參加基督使者協會華人差傳大會，第
一次聽到介紹幸福小組傳福音事工，全民皆兵，興旺福音，
實踐主耶稣的大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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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8:19）

幸福小組的開始

同年的十二月我也參加了紐約基督徒短宣中心的冬季本地短
宣周，第一次學習透過電話關懷佈道，與隊友一起出隊在網上/
電話關懷未認識主的親戚，朋友和舊同學，開始的時候有點害怕,
因為從未試過用電話傳福音。但感恩的事情是，在我們的團隊裡,
中宣會有十五位姊妹參加。冬宣周結束後，Kim組織了一個
WhatsApp 中宣佈道群組，每個月藉著Zoom線上分享我們個人
佈道的心志或心得，彼此為我們的福音對象禱告。就是這樣，我
對傳福音的熱情慢慢被燃燒起來。

接下來我和教會的Kim，Winnie，Jessie 和 Emily 在2021 
年初分別參加了第五屆香港短訓中心舉辦的「職場宣教面面觀」,
認識到職場就是我們傳福音的禾場。傳福音的本質就是我們基督
徒的生活方式，在工作上見證主耶稣的生命，這是很挑戰的事情,
每時每刻都需要神的同在和能力才可以活出屬靈的生命！

同年三月，我們五位姊妹再一起參加由香港影音使團舉辦的
幸福小組傳福音的六周訓練！在這個訓練裡學習如何把最好的福
音策略發揮到極致，學習的內容豐富，有學習寫個人得救見證，
主題信息分享等等…… 開始的時候我確實興奮和害怕，興奮的是
學習了一套傳福音的工具和方法，害怕的是不知道如何做？記得
四月的時候，我們每個星期開始為這個事工禱告，求上帝為我們
開路，賜我們各人智慧，傳福音的口才，預備福音的對象—就是
我們身邊認識的未信主朋友，稱為我們的Best。開始策劃幸福小
組，經過三個月的禱告，為我們有同心合一的心志一齊打屬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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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為我們的Best 來禱告，求上帝打開各人的心接受福音，
透過電話或其他途經關心他們，終於在2021 八月完成了八周的
粵語幸福小組，其中經歷準備過程的困難，邀請Best時候她們
會拒絕和失約，和每隔周二晚上的排練，我們五位同工分工合
作，從破冰遊戲，詩歌，見證和信息等等，讓我們經歷福音是
上帝的大能，你不需要很棒（厲害）才開始，但你需要開始才
會很棒（厲害），這是我們參加幸福小組訓練時的共勉。現在
我們經歷了開始，克服内心的恐懼，建立了信心，開始有膽量
跟陌生人傳福音，最值得感恩的是堂妹惠霞在上完第一期幸福
小組後，透過小組的關懷，在她丈夫病重住院時，教會張牧師
及時探訪慰問，堂妹惠霞決志信主，多麼蒙恩的事情，經歷萬
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8:28）

和有些Best未能夠出席，我們學習隨機應變，臨時更改分享
的內容回應Best的需要。我們五位姊妹團隊用 WhatsApp 同
時互相交換意見，在急速的時間內決定分享的內容（這是我
們的Best 看不出來的）。感恩的是經歷事奉團隊合一的精神,
經歷聖靈的同在。願上帝使用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讓更多
的人認識主耶穌的救恩！

有了第一次粵語組的幸福小組經歷，今年一月我們開始第
二期的國語幸福小組，向國語的朋友傳福音，又挑戰我們學習
訓練講國語，和再次大膽邀請講國語的朋友參加，這次國語組
的學員有醫生，舊同事和家人的朋友參加。今次國語幸福小組
的挑戰跟上期粵語組不一樣，國語組Best 愛思考和發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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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分享

我在崇拜部傳承之服事
黃浩明

詩篇100:1-5 ：
1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2 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
3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
我們是他的⺠，也是他草場的⽺。

4 當稱謝進入他的⾨；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
頌他的名！

5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
萬代。

崇拜乃是一群屬神的兒女在神的同在中，以聲音與心

靈榮耀神的活動。敬拜一詞源於古英語(Worth-ship)，意思是
「尊貴和價值」。當我們崇拜神時，我們尊崇祂。 我們認識
到祂無法言喻、無法描述、無窮無盡的價值。正如天堂裡的廿
四位長老們那樣，俯伏敬拜說‥「我們的主，我們的神，祢是
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啟4:11上)。又按著聖經的原意，
「崇拜/敬拜」與「事奉」(worship and service) 並沒有字義
上的分別，因此敬拜即是信徒個人或群體的”事奉”，而這些
事奉也就是敬拜。如以上詩篇100：2，按照 NIV和一些英⽂
版本的翻譯： “Worship the Lord with gladness”(當樂意
敬拜耶和華)。又羅馬書12:1：「所以弟兄們，.....這是你們理
所當然的事奉。」 (「理所當然的事奉」或譯為:「屬靈的敬
拜」)(新譯本聖經)，NIV版本的翻譯是：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is your true and proper
worship.”

中宣會的目標：『以基督作生命，以教會為生活。』教會
生活一向注重於敬拜與服事，而敬拜尤是最首要之內涵！ 回
顧中宣歷來各堂崇拜設置，主要沿⾰如下：

• 70年代的主⽇崇拜，設有一堂中⽂（國/粵語），以英語耳
機同步傳譯。 1975年因事工拓展需要，開始英⽂主⽇崇拜

（1997年曾嚐試午後4:30 英⽂崇拜)。

• 1999年之後增加了國語崇拜，後又增加粵語崇拜（最初於九
樓，後租借131中學禮堂聚會)。每主⽇一般有四堂中英⽂崇
拜，其時間為早上 8:30,10:00和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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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三月起因大樓改建，因131中學禮堂的限制，改為早
上8:15,9:30,10:45和中午12:00。

• 2017年三月遷返到教會大樓後，又逐漸調整為現今崇拜之早
上8:30,10:00和11:30（英⽂堂除上午10點的崇拜，一度亦曾
有午後1:30敬拜）。

我於1976年十二月來到
中宣會, 在崇拜部事工中曾陸
續參與招待，詩班，襄助聖餐,
收奉獻，司會等不同崗位配搭
服事與學習。2009 年一月開
始協助陳長老，於崇拜部挑起
全教會中英⽂各堂聯繫協調事
工職份。開始之際真有些茫然,
因為在此之前，大多參加午堂
崇拜（有時也參加早堂）。許
多會友與同工，或著僅知其姓
名，有些甚至慚愧地說不出他
（她）們的名字。一些崇拜同
工聯絡的檔冊亦嫌粗略過時，
極待更新。經過數不清次因配

搭事奉需要聯繫，結識了許多弟兄姊妹，亦由多次當面分享
或電郵聯繫，彼此更深認識個人背景，歷練，其家庭工作等,
使主裏彼此代禱時更能親切與具體。

由安排籌備崇拜的層面看，每一次聚會就好比是籌措一
場宴席或一場實兵操練。規劃與運作都需鉅細靡遺。要考量:

• 聚會性質：一般主⽇抑或聯合崇拜，培靈會。如有兒童或
青少年詩班特別獻詩，得與其指揮聯繫入場時間俾使安靜
有序，避免冷場。

• 時間場次：第三堂或是緊接着仍有下一堂，期使會眾有序
並安全進出聚會場所。

• 地點安排（同一層或兩層）：決定需安排不同崗位配搭服
事的同工人數。各堂需要多少硬體（影音電腦設備）之配
合。收奉獻的路徑：是否需上樓。

• 聖餐安排：杯與餅準備妥當即時，禮堂放置與善後同工安
排，儲藏間地點與鑰鎖（改建期間使用131中學禮堂時，尤
其需要預備）。

除此之外，尚須參照本季度教牧同工講道輪值，聖樂同
工(司琴與領詩）輪值，詢問台同工輪值，保安與褓姆輪值各
項已收集等資訊。安排妥司會與傳譯名單後，方可著手輸入
電腦，擬就下個月中⽂崇拜三堂的輪值表初版，簽請崇拜部
督導教牧：丁牧師，陳長老，溫牧師；與丁師⺟（聖樂同工
輪值安排）核示，經修定後印發或電郵各服事同工。年復一
年，前後製作發行了近八十次每月同工輪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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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今追昔，我要向神獻上讚美與感恩，也衷心感謝丁牧師與
陳長老之厚愛與鼓勵， 和數不清崇拜部各堂同工之配搭與協助，
不論時節是春暖花開，夏⽇炎炎， 秋高氣爽，亦或瑞雪紛⾶的天
氣，338個主⽇中各堂崇拜如期舉行。受難節，培靈會，感恩節,
聖誕前夕等特別聚會亦皆蒙主賜福順利完成！（其中也包括了
2011年10月1⽇中宣會⾦禧慶典，原租借了布碌崙一間⻄人教會

第一堂：張銀清弟兄，林道斌弟兄。粵語堂：陳月娥姊妹。國
/粵語午堂：周健愉弟兄，唐植桐弟兄，周富林弟兄，楊敏俠
弟兄。每月第一個主⽇的聖餐，準備工作相當吃重，因為中⽂
三堂需要約至少800份。先放置塑膠杯於⾦屬盤內，再小心翼
翼倒上葡萄汁，又一盤一盤層層安放。因不能隔夜且二樓的儲
藏房間時有老鼠出現，因此主⽇一大清早（約7點半）， 同工
們不論刮風下雨下雪，都已經在大門外等候，門開啟後就立即
入內準備。我衷心感謝多位忠心耿耿，不辭辛勞服事的同工：
唐敏慧姊妹，顧敏琳姊妹，周秀霞姊妹，林素蘭姊妹，董⽟玲
姊妹，與聚會後清理杯盤的李取返姊妹與
鄧巧娟姊妹。以上每一位同工的默默擺上與殷勤服事，相信神
已經悅納也紀念賜福！

到了2015年六月，司會同工團隊已增加為18位，傳譯同
工10位，服務台同工13位，崇拜部同工150餘位。有助於各
堂同工服事安排與調配，與整體架構的系統規化與穩定運作。
每主⽇中⽂週刊平均印發800/900份，2009-2014年中英⽂主
⽇各堂每月總平均出席人數，始終平穩的保持在1,100 左右
（譬如2013-2014-迄2015初，早堂平均出席人數約150位, 粵
語堂為270位，英⽂堂約250位，午堂為430位。）六年半的
時光一晃而過，我於2015年六月底卸職,改由當年統籌崇拜部
事工的張文彬牧師接任,教會秘書李靄雯姊妹協助。

今每次我踏進大樓，見到嶄新的禮堂與寬敞明亮的課室，
充滿無限感恩。我們真是好像作夢的人，滿口喜笑，滿舌歡呼,

(The Old First 
Reformed Church)，
一切皆準備就緒整裝
待發；但因9/28（僅
僅三天前）傍晚其主
堂正中座位上方之天
花板灰泥突然掉落，
經警急勘查其安全堪
危，必須倉促轉移，
將慶典崇拜與感恩歡
宴合併一處舉行：

The Grand Prospect Hall (布碌崙、前景大道263號)。使得原先
已經實地勘查後，詳細規劃的崇拜聚會時，聯合詩班、招待、音
響、保安等不同崗位同工分配的相關位置，收奉獻路線圖表等，
得於極短時間內重新起草並迅速傳送予30位以上襄助同工；
2014年三月份起因改建遷出，租用131中學，在開始的一兩個月,
亦添增了許多前所未料之繁複與挑戰）。

我也衷心感謝每堂協調核心同工的擺上、包容與鼎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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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神！因為祂真是在中宣會行了那奇妙的大事！『回歸，重
修，重塑』是教會成立60週年慶典之主題。我在主前所求的是:
中宣會弟兄姊妹們，隨著疫情之趨緩，做到一個虔誠基督徒應
有的見證：當守主⽇，不可停⽌聚會，(當然年邁、體弱、行動
不便會友除外，也懇求神憐憫眷顧他們)。

讀經、讀史、讀人，今⽇我們仍在教會服事的弟兄姊妹,
都是中宣會歷史的見證人，當服事的棒子交到我們手中時，
不能更不敢愧對神，在中宣歷史上交白卷。大家應同心協力
努力向前奔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使中宣會的崇拜聖工
世代交替，經驗傳承，有更美與及時的服事，直到主榮耀降
臨的時候!

• 回歸教會的實體崇拜，身歷其境，透過崇拜的聖樂，講道、
禱告、奉獻與祝福，享受著與神相通，信徒羣體相交的⽢甜!

• 重修在教會或團契中，彼此真誠相愛，關顧代禱的肢體生活
與投入神家的服事，有多結美好果子的見證！

• 重塑個人靈命，有恆的勤讀聖經，在神真理的柱⽯與根基上,
接受裝備與操練，成為活⽯，同被建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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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分享

我的一生，在祢手中
邊潔薇 Vivi Bian

每當有人問我是如何信主的，我好像都很難用簡短

的幾句話概括完。因為這可能是與我那一段長達30幾年的
信仰經歷有關。很感恩，我出生在一個信主的家庭，從小就
跟著爺爺奶奶去教會，也算是個在教會裡長大的孩子。我從
小耳濡目染，說是信仰更不如說是一種⽇常，一種生活習慣

或者模式。小孩子心思單純不懂得懷疑，因此小時候的我就
是單純地相信爺爺說的，在天上有一位天父，並且祂很愛我。
直到現在我都很懷念小時候那種單純相信的時光。我把天父
當成最知心的朋友，時常跟祂分享一些感受。生病的時候，
我喜歡聽爺爺跟我說聖經裡面描述耶穌醫病趕鬼的故事；難
過的時候可以和天父傾訴，藉此得安慰。在我很小的時候我
父⺟就離異了。我童年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和爺爺奶奶生活在
一起。因此除了爺爺奶奶的寵愛之外，這份信仰也極大程度
上彌補了我在父⺟的愛上的缺失。但是這份信仰並沒有隨著
我年歲的增長變得更加鞏固，一切只停留在一種習以為常的
生活習慣而已。而這種所謂的生活習慣就在我年歲漸長，有
了更多自己的喜好，學業也變得繁忙後悄悄的改變了，而最
大的轉變就是從我出國的時候開始的。

我⺟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移民到了美國。她一直希望我
可以過來跟她一起生活。而我父親也覺得由我⺟親照顧我會

更好些，他也希望我去美國。
但是對於從很小的時候就沒有
跟我一起生活的⺟親，我的感
覺是很陌生的。那種難以釋懷
的距離感，讓我十分抗拒與她
聯絡，更不用說跟她生活在一
起。奇妙的是，有一天，我在
思考與⺟親的關係和要不要出
國的時候，突然有聲音對我說，
要被原諒，要先學習原諒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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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覺得很像是小時候常常背誦的主禱文裡面的一句話，就
莫名有種感動，覺得我應該去修復和⺟親之間的關係。那時，
在美國的表哥也剛好回國來探望我。他跟我聊起出國的事情。
聊完後我就決定我要去美國。那時不怎麼經常禱告的我, 就跟
不常聯絡的天父說, 如果這是祢的旨意要我出國和⺟親一起生
活，就請讓我的簽證可以順利批下來。後來雖然有些波折，我
還是順利的拿到了簽證。於是在我16歲的時候，從來沒有獨
自一個人出過遠門的我，獨自一人坐上了⾶往美國的⾶機。直
到現在家裡的親人每每提起這件事，就很稀奇我為何那麼大膽,

敢一個人⾶去異國他
鄉。其實我也很難形
容，總覺得我已經禱
告交給天父，既是祂
的旨意，心裡就會有
平安。

順利到達美國後,
我見到了許久沒有見
過面的⺟親，辦了高
中入學手續，就開始
了在美國的學習和生
活。因為語言的緣故,
學業佔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因此也沒有按照
我爺爺的囑咐，去找一間教會參加聚會和主⽇
崇拜。那時的我脫離了過去習慣的生活環境和
固有的生活習慣，包括去教會聚會，更不用說

自己禱告讀經了。
我也會有更多的理
性思考,會疑惑會猜
想會問自己“到底
這位神是真實存在
的嗎，還是一切都
是我自己想像出來
的呢？”上大學期
間有件事讓我印象
特別深刻。有一次，
我去參加了一場在
大學校園裡的佈道
會。我不太記得是

什麼機緣讓我去參加了這樣一場聚會,甚至聚會的內容我也不太
記得了。唯一有印象的就是在敬拜的時候，我莫名的開始淚流
不⽌。我甚至不記得當時敬拜唱的是哪首詩歌。我卻記得,我彷
佛看見一位父親，他在家門口一直殷切的等候他離家很久的孩
子回家的這樣一個畫面。由於學業繁忙，在這場聚會後，我也
沒有回去參加教會或者校園團契，並且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
我大學畢業並進入職場後。一切就在我以為終於完成學業,可以
開始展開自己人生新的階段時，⺟親突如其來的患病打破了我
的這場美夢。原來，我自以為可以掌控一切的人生，竟是如此
的不堪一擊。無奈之中，我第一次跪下來跟神禱告。在接下來
⺟親接受手術的過程中，神的保守讓我心裡有平安。我也找到
一份穩定的工作。老闆很體諒，常常給我方便，讓我請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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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親在後續的治療中有一段時間的好轉，但最後還是
複發再度住院治療。在住院期間我很想去教會請牧師來為我
⺟親禱告，但是當時我並沒有參加任何教會或團契的聚會。
我想起來我以前打工的地方有同事在信心教會聚會。於是我
聯繫了這位久沒聯絡的前同事跟她說了家裡的情況，她就立
刻安排讓我周⽇去教會找她。那是我第一次走進信心教會。
我前同事和其他弟兄姐妹只是聽了我媽的病情就一起圍著我
為我⺟親禱告。我也見到了郝牧師。但我⺟親的病情突然急
轉直下，在牧師還來不及探訪前就離開了。感謝神，她走的
沒有什麼痛苦。這也是我的禱告。我求神完全醫治她。如果
是神要帶她離開回天家，也讓她少受些痛苦。後來郝牧師在
完全不認識我⺟親的情況下答應為我⺟親舉行了安息禮拜。
這讓我很感動。感謝神，儘管後面很多事情都需要我獨自面

對和處理，但一路走來，我屢屢經歷神的保守和預備，讓我
就算孤身一人在異國他鄉，也都可以安然渡過。

因著⺟親的離世，我再次認真的思考生命的意義。在經
歷過生命的無常和逝去的無奈，我真切的體會到，在世上
我們看似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達到想要的目標，然而卻無
法掌控生命在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時候結束。這就像經上所
記: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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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段時間，如同神早已為我預備好的那樣，我的一位高中
同學，同時也是我當時同一個公司的同事，她那時正好參加了
中宣教會的佳音團契聚會。她就邀請我一起到了中宣會參加崇
拜和團契。團契的弟兄姐妹都十分關心我，也會私下找我一起
禱告，為我解答了很多關於信仰上的問題，讓我感受到久違的
如家庭般的溫暖。最終我決定參加教會的受洗班 ,受洗歸入主
的名下。現在這份信仰，與其說是一種生活模式，一種宗教，
不如說是經歷神的一段生命的旅程。在旅途中若是用心觀察，
就可以感受到天父的恩典，恰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無法計
數。如果不是祂親自來找尋我，現如今，我可能仍然是迷失在
曠野中的一隻小羊，渾然不知道危險的懸崖就在跟前。直到現
在，我的天父仍然天天陪伴我。生命路途有時平靜,有時也會遭
遇風浪，但是祂的手總是扶持著我，祂的慈繩愛索牽引著我，
在風雨過後總會見到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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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分享

我的見證
陳慧雅 (江穎秀翻譯)

我很感恩有機會在這里分享我的見證。我叫Jessica,我

是 一 個 很 棒 的 男 人 的 妻 子 ， 他 名 叫 Simon Ho 。 我 也 是
Johanna（11 歲）、Samuel（8 歲）和 Theoden（6 歲）這
三個孩子的⺟親。我早在 1999 年就開始參加中宣會，並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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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課後班和不同教會的各種兒童事工中服事。在我參與的
所有服事中，我最喜歡大學生事工。也許，這是因為我在大
一時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被主得著。

那時我在史泰登島學院上學，每週六上課。和其他女生
一樣，我渴望被愛和被關心，而有一個人恰好和我一起上同
樣的統計課程。他叫 Ken，是這個班為數不多的中國學生之

清楚。讓我驚訝的是，他並沒有因此氣餒，而是繼續友好地
和我交談。我們幾乎無所不談，從我們的家鄉，到我們喜歡
的流行歌曲。

那是在春季學期快結束的時候，我們開始討論如果我們
能夠順利通過課程的話，我們會在暑假做什麼。到那時，我
已經習慣了他的口吃，他也知道我並不介意也不討厭他。就

一。他很聰明，長得
也不錯。我理所當然
的被他吸引了。從第
一眼開始, 我真的以為
他對我有感覺，因為
他總是找機會與我交
談，並幫助我完成功
課 (是的,我的數學很
糟糕！)。當他開始說
話時，我立刻注意到
他結結巴巴，很難說

你當竭力行善
從全方位
到各地方
善用時間
面向眾人
堅持恆久不斷

(約翰.衛斯理)



像其他週六一樣，我們一起從史泰登島乘公共汽車回到布魯
克林，但這次我感覺到他有點不同和焦慮。在我心裡，我一
直以為，他最終會鼓起勇氣約我出去，但事實上，這並不是
他的想法。

當公車行進時，他結結巴巴的努力想要說什麼，我非常
耐心地聽著，因為我不想錯過任何東⻄。尷尬的片刻過去後,
他終於緩緩開口。 “你在 Sunnnn Sunday 有什麼活動嗎？”
所以，我想，“啊哈……所以這幾個月以來，他終於要約我出
去了！！”我笑著回答說：“是的，我周⽇沒什麼事。你有
什麼計劃嗎？” 每當我回首生命中的這一刻時，我仍然會淚
流滿面。 “你願意和我一起去教會嗎？” 我根本無法直視

Ken的眼睛，我只是
被震撼了，因為當時
神於我而言是最不重
要 的 。 直 到 我 告 訴
Ken我曾經是一名基
督徒，他這才知道，
原來我從小就開始參
加教會了。但事實竟
是如此不堪：多年來，
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基
督的追隨者和虔誠的

信徒，卻在家庭破裂後，我把學到的一切都丟掉了。我的過
去充滿了遺憾和怨恨，我的神在那裡，但同時祂又不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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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絕望的祈禱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我只能掩藏著傷痕，若無其
事地繼續生活，不讓任何人看到它。我破碎如斯，連神也厭棄,
我想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那個週⽇我和Ken一起去了，假裝第一次來教會。但
是當他們開始唱讚美詩並聽到我一起唱時，他們就知道我不是
新人（不是說我唱得好！）。他們選擇的敬拜歌曲不是特別好
聽，節目也不是很精彩。然而，弟兄姊妹們在神的愛中合而為

一，所以他們很喜樂。正是他們彼此服侍的喜悅恢復了我對
教會的信心，讓我有勇氣面對我的罪和我的過去。我繼續參
加他們的大學生團契，發現自己讀起聖經就像一個餓了很久
的人那樣，如飢似渴。幾個月後，我報名參加了紐約市立大



學福音營並重新奉獻自己給主。我也遇到了我當時的男友就
是現在的丈夫，還有許多我至今仍然會打電話問候他們的我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很感謝這位朋友以他無法完全理解
的方式忠心事奉主。他專心愛主，所以他順服神，並在機會
來臨時向我分享福音。在約翰福音10章27-29 節說：

「我的⽺聽我的聲音，我認識他們，他們也跟從我。並
且,我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
裡把他們奪去。我父所賜給我的比萬有都大，誰也不
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我的朋友雖然沒有什麼口才，但他得到了永生的恩賜。
他只是順服了，神就使用他，把好消息傳給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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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愛的朋友們，我祈求你能經歷救恩的喜樂，並能將
你所得到的喜樂傳遞給其他人。最後，我想分享一段我很喜
歡的一段經文:

「對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贏得猶太人；對律
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
人，為要贏得律法以下的人。對沒有律法的人，我就
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贏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
上帝面前，不是沒有律法，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對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贏得軟弱的人。
對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我總要
救一些人。」 （林前 9:20-22）



見證分享

My Testimony
Jessica Chan

I am grateful of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testimony

here. My name is Jessica, and I am a wife to an amazingly guy
named Simon Ho and a mother to Johanna (11), Samuel (8), and
Theoden (6). I started attending to OCM back in 1999 and had

“Do all the good you can,

by all the means you can,

in all the ways you can,

in all the places you can,

at all the times you can,

to all the people you can,

as long as ever you can. ”

(John We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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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arry friendly conversations. We could talk about almost
anything from where we came from and pop songs we listened to.

It was toward the end of the spring semester, and we started
talking about what we were going to do in the summer if w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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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in after school program and other
children’s ministries in different churches. Of all the ministries I get
to take part in, I enjoy serving the college folks the most.

Perhaps, because I was found by the Lord in my first-year
college in an unexpected way.

Back then I was attending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and I took
classes on Saturday. Like other girls, I longed for being loved and
cared for and there was this guy who happened to be taking the
same statistic class with me. His name is Ken and he was one of

terrible at Math!). As he started talking, I noticed at once that he
stuttered and struggled to speak clearly. What really shocked me
was that he didn’t get discouraged speaking to me, and he continued

the few Chinese students
in this class and he was
smart and a pretty good
look young man. And of
course, I was attracted to
him. From the first glance,
I honestly thought he had
feelings for me because he
looked for chances to talk
to me and to help me with
my classwork (Yes, I was

able to survive and pass the
class. By then, I was already
used to his stuttering, and he
knew that I wasn’t bother or
annoyed by him. For example,
one Saturday, we took the bus
from Staten Island back to
Brooklyn, but I sensed that he
was a bit different and anxious.
In the back of my mind,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muster his courage to ask me out finally,
but THAT he was not what he had in mind.

As he struggled with words while the bus was in motion, I
tried to listen with attentiveness; so I wouldn’t miss out anything.
After the awkward moment passed, he finally started talking
slowly. “Are are you u u u u u do doing ing any any anything on
Sunnnn Sunday?” So, I thought, “ahha…so he finally asked me out
after all these months!!” And I smiled and replied, “yeah I am free.
What do you have inmind?” I still get teary as I looked back at



this very moment in my lif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church with
me?” I couldn’t look straight in Ken’s eyes, and I was just blown
away because God was the last thing I had in mind at that time.
Until I told Ken that I was a Christian once, he had no idea.
Although I started attending to church at young age. The ugly
truth was this: I considered myself a Christ follower and a devoted
churchgoer for years, but I threw away everything I learned after
my family fell apart. My past was filled with regrets and
resentments, and my God was there but also not there at the
same time. My desperate prayers were unanswered, and I lived
with my wounds and pretended I moved on without letting
anyone see it. I was just too broken to be accepted by God, and so
I thought.

good!). The worship songs they chose were not particularly
amazing and the program was not spectacle. However, because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one in God’s love and they came
with gladness. It was their joy in serving each other restored my
faith in church and gave me courage to face my sin and my past.
I continued to participat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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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off I went with Ken
that Sunday and pretended
like coming to church for
the first time. But soon as
they started singing hymns
and they heard me singing
along, they knew I was not
a new comer (not that I sing

their college fellowship
consistently and found
myself reading the Bible
like someone who starv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hungry for more. Months
later, I signed up to attend
the CUNY Gospel Camp
and rededicated myself
to the Lord and I also met
my then-boyfriend and
now husband and many wonderful folks I still called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this day.

All these years passed, and I am grateful for this friend
who was faithfully serving the Lord in ways he couldn’t fully
understand. He just loved the Lord therefore he obeyed and



My dear friends, I pray that you will experience the joy of
salvation and be able to pass that very joy you received to other
people. Lastly, I want to share a passage and a quote I liv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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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the gospel to me when the opportunity came. In John
10:27-29:

My friend didn’t have the gift of speech, but he received the
gift of eternal life and he simply obeyed and shared the good
news to me.

“My sheep listen to my voice;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I give them eternal life, and they shall never
perish; no one can snatch them out of my hand. My
Father, who has given them to me, is greater than all;
no one can snatch them out of my Father's hand.”

“To the Jews I became like a Jew, to win the Jews. To
those under the law I became like one under the law
(though I myself am not under the law), so as to win
those under the law. To those not having the law I
became like one not having the law (though I am not
free from God’s law but am under Christ’s law), so as
to win those not having the law. To the weak I
became weak, to win the weak. I have become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 so that by all possible means I
might save some.” (1 Cor. 9:20-22)



書籍分享

渴慕神讀後感
溫陽

轉眼間, 疫情已經差不多兩年了。值得感恩的事情很多,

其中一件就是上帝感動我多花時間在神的話語和屬靈書籍上。
在疫情期間, 我偶然認識到John Piper的Desiring God事工。我

自知靈性不好，所以必須有神的話語常常提醒。我早上乘車
上班的時候, 與其百無聊賴, 倒不如充實自己，所以我習慣了
一邊乘車一邊聽Piper網上的道。

Piper的書一直未有機會看過。最近心血來潮, 把他的成
名著作之一Desiring God看完了。書中多次用到Christian
Hedonism這個詞，是我所不能接受的。直譯或許是基督教
享樂主義。作者自己也知道這詞很有爭議性，但他仍堅持要
這用詞。然而他的理念我是認同的: 當我們在神裏面得到完全
滿足的時候，神就會得到最高的榮耀(God is most glorified

in us when we are
most satisfied in
Him. ) 。他提倡的
是, 我們必須把全人,
包括情感投入在 我
們的信仰當中， 要
對神有所渴慕， 讓
祂徹徹底底地滿 足
我們的渴求，在 祂
裏面尋求完全的 喜
樂。

他提醒道，我們的敬拜必須出自真心。他提出一個比喻：
有一天他買了花要送給他的太太，太太說謝謝，然後問他為什
麼要這樣做？有兩個可能的答案。答案一：我聽說丈夫們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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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這樣做的，所以我這樣做。答案二：我買花給你因為我珍惜
你，我很想你開心。很明顯地，答案一並不是太太所希望聽到
的。答案二卻表達出丈夫對太太的關切和愛慕。這比喻給我們
的提醒就是，我們除了有正確的敬拜行為之外，亦要有正確的
心態。他不認同機械式、沒有情感流露的敬拜。對於我們這些
比較含蓄的華人來說，讓感情自然流露的敬拜似乎不是件容易
的事情。我獨處的時候喜歡聽讚美之泉，偶爾地我會被詩歌深
深地打動，自然地落淚，所以我能夠理解他所提出那種敬拜的
喜樂、⽢甜、滿足。

他提出了另外一個比喻也是很有啟發性的。當人在靈裏敬
拜神的時候，就好像一個火爐。爐中必須有炭、有火、有熱力
發出來。炭比喻作真理、神的道、神的話語；火是聖靈的點燃,
不是自己的工作；爐火發出的熱力就是我們對神產生的回應和
情感的流露。如果我們沒有對真理的認識，沒有常常地讓神的
話語去充滿，這火爐便沒有碳。而一個燒得旺的火爐不可能沒
有熱力發出來。

書中提到⾦錢觀、對別人的關懷、傳福音、甚至在苦難中
的平安等等，所有這些都源自我們在神裏面的滿足和喜樂。所
以當我們越尋求渴慕神，我們便越結多果子。但願我們對屬靈
生命的追求並不⽌於外在的敬虔，而是我們內心深處對上帝有
種近乎貪得無厭、得寸進尺、慾壑難填 (insatiable)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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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分享

渴慕神的僕人
梁蘭珠 Marjorie Leung

燃點的火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渴慕神」好像一道瀑布在衝

擊着我們，催逼着我們如何面對自己的屬靈生命。陶恕在向

那些渴慕神的人說話。「我的火雖然不大，卻是真的火，也
許有的人可以用這一點火把他們的心燃點起來。」（頁xviii》

牧師的牧師

出生於十九世紀末的陶恕，只有小學程度，十八歲決志信
主後卻在密室中博覧羣書，畫夜思想自學成才，并被兩所神學
院授予博士學位。陶恕對當時教會的批判，對牧者的不客氣、
指出弊端，至今仍在影響着不少的教會領袖、牧師。「在今天
我們並不缺乏按正意分解基督道理的人，但太多人似乎滿足於

年復一年地從事於教導根
基的信仰。最令人覺得奇
怪的，是他們竟不覺得在
他們的工作中，並沒有神
臨在的見證，在個人生活
上，也沒有與人不同的經
歷。」(頁xvi)。 對敎會的
講壇他說：「我相信我的
話並非太苛刻，然而我們
的 講 壇 太 空 洞 是 真 實 的
事。」對信徒的牧養，他
提 出 一 個 嚴 重 的 問 題 ：
「飢餓的羊抬起頭來，卻
沒得吃飽。」從這位渴慕
神的僕人，我們看到他從
心靈深處發出對牧養的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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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先知

陶恕在二十世紀初開始牧養敎會，他當牧師共三十九年。
李思敬博士說：陶恕的書是經典，歴久不衰，不因時代被淘汰。
「渴慕神」寫於上世紀四十年代，但一點不過時，甚至驚訝地
發現這些事正發生在我們身上。「在這個黑暗的世代，我們的
屬靈追求竟讓我們的老師代替我們做，這是多麼悲慘的事。」
(頁6)。他更進一步挖掘我們不肯渴求神的光景：「我們信仰生
活死硬呆板，就是因為缺少屬靈的渴慕。自滿自足是屬靈長進
的死敵。」(頁7) 陶恕一直在推動着信徒不要過空洞的崇拜生活，
以及卑俗地模仿世界活在暗淡的世代！

分別為聖的生活

「渴慕神」就像一本生命手冊，每一課都是一個指引，引
導着我們過分別為聖的生活。這正如陶恕在禱告中如是說：
「我生活中的動作，都成為事奉祢的動作。」（頁110）這是
一本經典，我們可以常常重溫、重讀，藉此反思自己當前的
生命狀態，從而向著標竿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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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中宣恩刊》的主題是「敬拜與宣教」。敬拜是神的
子民被招聚在一起，同心宣認神是我們的創造主和救贖主。宣教
是神把這敬拜的群體差遣出去作祂的工。屬靈群體在敬拜中認識
神更多、更深、更廣，這敬拜的知識必然是差傳、宣教的知識，
因為神是差遣的神，正如耶穌說：「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
樣差他們到世上。」（約17:18）在敬拜中經歷神的結果就是被
這位神差遣、被祂打發。

疫情臨到我們之後，教會的敬拜生活大打折扣，宣教工作也
轉為線上的工夫。過去兩年多的⽇子，教會由關閉到重開，她慢
慢走進新常態下的敬拜生活，今年也開始組織不同的短宣隊外出,
作祂的工，遵行耶穌大使命的教導。

若弟兄姊妹在「敬拜與宣教」的主題上有任何領受，或在疫
情期間所經歷的，我們誠邀你們投稿，把你們的經歷與弟兄姊妹
分享，互相鼓勵，見證神恩。

截稿⽇期：2022年9月4⽇（主⽇）
投稿方式：
o   電郵給中宣會教育部：eesherry2000@yahoo.com 
o   來稿請以2000字為上限

徵稿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