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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古人在
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
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
那尋求他的人……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
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
哪裡去。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
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
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這些
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
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
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
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
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12:1-2,	 6,	
8-10,	13-16)

為了尋找一個更美的地上家鄉，在過去、現在，一波
一波的華人離鄉背井，在異地落地生根。在這洪流中，神
在各地孕育出無數的海外華人教會，把福音傳給顛沛流離
的華人，牧養他們並下一代，藉著這些第一代、二代、三
代…	的信徒，祝福社區並把福音傳回祖家或萬族。在主再
來前，教會，就是神在各地建立的帳棚，接待牧養在地上
寄居的，為信徒提供棲身之地，敬拜神的地方。	

感謝神，過去六十年在紐約唐人街建立中宣會，讓在
紐約落地生根的華人在地上建立屬靈的家，讓眾信徒在行
走這條天路上不斷地回歸基督，重修希望，重塑遠景，因
為主耶穌是我們的神。

本季中宣恩刊的主題為「住在祢裡面．委身教會」。
委身，有將身心交付，以身相託，把命運交給他人主宰的
意思。疫情，深深地衝擊信徒對教會的委身，對敬拜的投
入。舊約士師記至列王記的信息也在我腦海中浮現，米
迦，但支派	 	 (士	 17-18)	，隨自己的心意而敬拜，耶羅波
安在北國設立邱壇，叫百姓陷在罪裡，令以色列子民離開
神	(王上	14)。這些都不是神喜悅的。

	 	 但是神也是拯救、盼望的神。祂讓被擄的回歸，也在不
同時代興起許多的見證人激勵我們向前奔跑。我們既有這
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
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
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12:1-2a)

編 者 的 話

周健英弟兄 Ju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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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以下的詩歌也成為我們的激勵:

獻上自己為祭，完全降服於你，

靈火熊熊來焚燒，恩膏厚厚濕衣襟。

邁開征戰步伐，高舉基督旌旗，

你看我們為華冠，以我們為精兵。

讓我們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

我們起來堵住其中的破口，

重修毀壞的祭壇，釋放被擄的靈魂，

願耀的國度降臨。

(讚美之泉–	獻上自己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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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 . . . .

委身教會

																			林永裕牧師

	 	「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
(腓2:26)

保羅是第一代的基督工人；以巴弗提屬於第二代。以巴弗提
是教會新一代事奉者的榜樣。保羅對腓立比教會說：「你們當以
基督耶穌的心為心。」（2:5）保羅勸籲教會要「以基督耶穌的想
法為你們的想法」《新漢語譯本》。甚麼是耶穌基督的想法？保
羅具體地讓教會看見基督的向下移動（2:6-8）和被神高舉的生
命（2:9-11）。換言之，基督的想法或意念是道成肉身的屬靈生
命—不「離地」，卻「道地」的生命。之後，保羅用兩個僕人的
事奉生命（提摩太，2:19-2 4；以巴弗提，2 : 2 5 - 3 0）來說
明何謂當以基督的想法為我們的想法。

	 	 	 以巴弗提效法基督，也委身教會—基督的身體。他是腓立比
教會打發去幫助保羅的同工，可說是由腓立比教會差出來的宣教
士。學者主張腓立比教會差派以巴弗提到保羅那裡去，主要有		
「兩個任務」：第一，當時保羅在羅馬坐監，以巴弗提被差派到
羅馬（也有學者認為保羅當時在以弗所坐監），把教會所奉獻的

		1	Gordon	Fee著，潘秋松、吳曼玲譯：《腓立比書注釋》（美國：麥種，2004），頁192。

款項帶給保羅；第二，他留下來照顧保羅，直至保羅離開監獄，
得到自由為止。從這「兩個任務」看，以巴弗提已成功將奉獻送
到保羅手中。但是，他因著身體健康的緣故，未能服事保羅直至
他出監或得到自由。1

以巴弗提在宣教工場病倒了。從實際工作的角度看，他未能
按照教會和他自己的原初計劃成就事情。保羅明白以巴弗提的處
境，也擔心腓立比教會誤解以巴弗提的「軟弱」。所以，保羅差
派以巴弗提返回腓立比教會之先，交代以巴弗提的事奉和肯定這
位為基督受苦的工人。保羅的牧者心腸可見一斑。

					保羅這樣形容以巴弗提：「他是我的弟兄，與我一同做工，一
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給我需用的。」(2:25下）

我的弟兄 在基督裡，他成為教會和保羅的弟兄，彼此
結連。

一同做工 他對福音和教會的工作有份熱忱、熱誠、火
熱、投入、投身。與保羅和腓立比教會共同
進退，在福音的工作上有分。

一同當兵 他有很明顯的目標，生活不散漫、有好的作
息、有紀律，能遵行命令。

所差遣的 他有宣教的心志，腓立比教會看他為合適。
所以，他被教會打發。以巴弗提是一個可被
打發的人，因他知道誰是生命的話事人。

供給需用 他把腓立比教會的需要帶來給保羅，這些都
是實際的需要。這實際的需要不單是物質
的，更是實體的接觸。保羅如何真知道腓立
比教會與他同心興旺福音？以巴弗提出現在
監獄中，與保羅面對面，就是一個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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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保羅對以巴弗提的描述。因著這些素質，他被腓立比教會差
派出去宣教工場；在宣教工場，他成為保羅的宣教同工。教會所
差派外出，協助保羅事工的工人，必然是教會的核心服侍者，被
教會同工信賴的同工。以巴弗提就是這樣的一個教會工人。

保羅說：「他很想念你們眾人。」（2:26上）這說話是指以
巴弗提對腓立比教會的想念。在疾病中，以巴弗提仍「切切地
想念」《新譯本》教會。在腓立比書中，「想念」2	 這字先出現
在一章八節—「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
這是神可以給我作見證的。」保羅體會基督的心腸，他想念腓立
比教會的需要、弟兄姊妹的需要，因為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換句
話說，保羅想念眾人，因為他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同樣，以
巴弗提以耶穌基督的心腸想念教會。保羅與以巴弗提「委身教
會」，因為他們的靈性是以基督為中心的—「都歸耶穌」（All		
for		Jesus）。3

  體會基督的心腸（基督論）
  想念教會的需要（教會論）

「切切地想念教會」的靈性是這一世代普遍鼓吹「非教會
化」（chu rch l e s s）的文化信徒（cu l t u r a l C h r i s t i a n s )需
要細心聆聽的。從新約聖經看，「非教會化」跟「非基督化」					
（Chr ist less）差不多是沒有分別的。對德國神學家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來說，「教會是自成一
格的......教會羣體是一個讓人認識上帝又認識自己的場所。更
重要是，教會羣體是上帝的啟示行動。」4 教會是上帝的啟示行
動，正如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終極啟示的實體展現。

以巴弗提有美好的靈性，因為他有教會性的（ecclesial）靈性
向度。他不是在腓立比教會中出出入入的信徒（believers），
而是落實參與服侍和帶領的門徒（disciples）。今日的教會不

2	在保羅的用法中，「切切的想念」這動詞常指「他渴望和他的主內肢體相見	（羅一11
；帖前三6；提後一4）。」馮蔭坤：《腓立比書》（香港：天道，2000），頁98。

3「都歸耶穌」（All	for	Jesus）；《生命聖詩》，460首。
4	 李文耀：《為他者的存有：潘霍華的教會—倫理觀》（香港：建道神學院，2015），
頁102。

需要信徒；神的教會只需要委身教會的門徒。

以巴弗提這名字提醒教會要想念教會、委身教會。誰願作當
代的以巴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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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學時代接受耶穌為我生命的主後，通過教會牧者一直的
教導：認識到我們的生命完全是屬於主，一生要好好認識神及
事奉祂，所以一直在教會中學習事奉，在團契和兒童主日學中服
侍，生命就慢慢被神建造。

				1992年中移民紐約，參加以琳團契，就認定中宣會是我的家，
事奉就從愛我的以琳團契開始，神讓我看到弟兄姊妹的愛及關
懷，當被邀請事奉時，我也欣然接受，知道不是我比別人勝任及
配得服侍神，全是神的憐憫及恩典。

	 2014年下旬被邀請在策劃會服侍，當時的我不大知道策劃會是
什麼，只知道責任不輕，需要全人擺在主的壇上；在聖靈感動下
邀請姊妹們為我的事奉禱告，因為我知道事奉神不是靠勢力，也
不是靠才能，乃是靠著神的靈方能成事。神是信實聽禱告的神，
我發出邀請電郵給12位姊妹，很快接到她們回覆及承諾在我任期
內為我禱告，在此我要感謝她們這7年來默默的為我禱告，讓我可
以在神的帶領下轉瞬間走過這蒙恩的7年；是神在我身上完美的帶
領，讓我的生命經歷爐火的熬煉，讓我更加堅定的委身於神及以
基督為首的中宣總會。

主題文章 .  .  .  .  .

侍主蒙福

																	薛秀娟 Vera

一   挑戰多，神恩典更多

						誠言這7年面對許多的挑戰和困難是我在人生中沒有遇到過
的，有些事與人帶給心中的不明白及迷惘，因此也錯做了決定或
說錯話的時候，但神的恩典覆庇我，聖靈教導我，要我安靜，用
眼看，用心反覆思想；在此也特別感謝我們敬愛的陳長老，當我
請教他時，他很耐心的教導及告訴我中宣會的歷史，這些寶貴的
經驗對我在中宣會事奉有很大幫助。

二   信心小，神慈愛常在

					作為策劃同工，第一時間經歷並見証神如何恩待及帶領中宣
會所走的每一步，雖然我信心小，但神的膀臂從來沒有縮短，大
樓改建從最初此起彼落的反對之聲，到今年的完全峻工，是神
奇妙的帶領，我們的神是獨行奇事的神，出於神的心意，沒有一
樣不成就的，只要我們跟隨祂的腳蹤行，神讓我看到祂大能的作
為，我們只要相信，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神的慈愛
總不離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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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缺智慧，神賜好同工

					事奉神的家需要從神來
的智慧，感謝神在這7年中，
與不同的策劃同工們配搭事
奉，每個人都帶著一夥謙卑
的心，彼此配合，同心合
意，盡心盡力的把自己獻給
神。還記得在去年疫情前及
中時教會面對很多事情，我
們需要在線上舉行會議；雖
然大家都很疲累，但為著神
的家大家仍然努力不懈地付
出，沒有半句怨言，從每個
月一次實體禱告會改成每星
期日晚線上的分享及禱告，
神奇妙地把我們連在一起，
大家一起分擔，彼此更加認
識及信任，對團隊事奉帶來正面的效果。

讓我們踏出安舒區，委身於神及神的家，一起攜手參與
服侍，中宣會需要更多弟兄姊妹起來承擔事工，走進社區關
懷僑胞，讓他們知道中宣會關心他們，神更愛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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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分享

一 齣 戲

														陳燕琴 Michelle

主題文章 .  .  .  .  .

投 身 教 會 ， 連 於 基 督

															李德貞 Connie

我是一個感恩喜樂的人。讚美我主我王!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
第一次踏入中華海外宣道會的門，是同事邀請我參加彩虹佈道
會。第一次來到禮拜堂，我就決志信主。從此我與中宣會結下不
解之緣，一直參加教堂聚會，至今二十七年。人生有多少個二十
七年？感謝神揀選我!	 從參加基列團契，到雅歌，然後到恩雨團
契，因孩子進入大學，我升到剛成立的恩泉團契。	今年我在團契
事奉，	一切都是主恩典!

					我認為基督徒參加崇拜，	加入團契，就應委身教會，在主裏
成長。	 神給每人恩賜不同，正如以弗所書4章11到12節所說:	 「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
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我覺得神特別恩待中宣
會，大家實踐以基督為生命，以教會為生活。六十年來，主恩
滿滿！弟兄姊妹中，臥虎藏龍，人才濟濟。最難得肯事奉，又謙
卑。去年疫情後，十月教會重開，很多弟兄姊妹早早來到教堂，
量體溫，幫手清潔，擺好椅子。主席，音響，司琴等等，各就
各位，分工合作，這是多麼美麗同心事奉的圖畫！我很開心，我
們恩泉團契今年四月開始實體聚會，每個月都有主題，如十架之
愛，	 寸草春暉，父愛如山，水深之處等等。團友互相鼓勵，提
醒，支持。不因信主久而成老油條，而是願意在靈裏不斷進深，

實踐大使命，傳揚福音，得人如得魚。在八月實體團契中，一
位姊妹分享她願意與神建立更深的關係，「至於我和我家，我
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我深有同感，願我們投身教會，共建我
們屬靈之家!

我常為中宣會感恩，也堅持參加週二的粵語祈禱會。感謝
神，在寸土寸金的紐約曼哈頓賜給我們一塊寶地，建立教會。
九樓改建即將竣工，我們有更多空間使用，祈願我們不要白佔
地土，能成為唐人街的燈台，吸引更多人歸向主！教會不是一
棟建築物，而是人生命的建造，最重要是建立與神親密關係。	
我參加燃亮生命短宣週，耶穌愛華埠，中宣短期佈道班，就是
希望通過培訓，更好傳福音。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特別疫情
影響，人是多麼渺小無助，願人不要等，早早接受救恩，找到
屬靈的家。	 我禱告我不要丟棄當初的愛心，委身教會，連於元
首基督，住在祂裏面!

下面的照片一張是恩泉團契實體週會：水深之處;	 另一張是
中宣會40週年與史師母，	Christy導師及我女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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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尹傳恩，是中宣會國語學生團契的一員。	
我現在在費城的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讀道學碩士學位。當我被邀請分享「我為什麼要
讀神學」時，我正在修讀希伯來語釋經學。	 在課上，老師用約
拿書作為課程的載體教授如何對希伯來原文進行解經。	 約拿書在
舊約中被歸為先知書。這本書通過記敘約拿的故事，運用誇飾、
反諷、重複的修辭手法和開放式的結尾表達神對凡悔改的人都有
神的憐憫和恩慈。不僅僅是猶太人，也是對所有願意向祂悔改的
人。因此當猶太人向耶穌求神蹟時，耶穌回答他們說：「一個邪
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
他們看。	 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
地裡頭。	」（馬太福音12:39-40）。

	 	 	耶穌在十字架上受死復活不僅是成全了猶太人的律法，更是為
所有信祂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成就了神的救恩（羅馬
書1：16）。	 然而那些自認為是神的選民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卻正當
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也不容別
人進去(馬太福音23：13）。	 這也讓我想到保羅在羅馬書11章所

神學裝備、教會服事

我為什麼要讀神學？

																					尹傳恩

說的，「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接在其中，一同
得著橄欖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當知道
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你若說，那枝子被折下來是特為
叫我接上。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
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懼怕。神既不愛惜原來的枝子，也必不
愛惜你。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是
有恩慈的，只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裡;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
而且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為神能夠把他們重新
接上。」（17-23節）



22 23

二.
	 	 	 	我從小成長在一個基督徒家庭，父母都是傳道人。	就和很多
基督徒家庭的小孩一樣，父母親的信仰並不會自然而然地成為我
的信仰。我雖然因為上帝醫治的神蹟和祂在我身上很多的恩典
和帶領，從來沒有否認過上帝的存在和耶穌的救恩，但是我一直
沒有明白，信仰對我的生活和生命到底意味著什麼。因此，我
很自然地成為了一個「星期天基督徒」，而且還是個很「敬虔」的
「星期天基督徒」。從小在兒童主日學裡，我回答問題總是最積極
的，因為回答「耶穌」總是沒有錯的。大家也因為我是傳道人的
兒子，從來不會對我的信仰有所挑戰。那時，我覺得自己肯定能
上天堂，但我其實並不明白我信的是什麼，更不知道，我從小需
要遵守的很多規矩到底是為何而遵守。同時，因為我父母都是傳
道人，他們也很希望我成為傳道人。但是我自己卻興趣不大，因
為看到他們牧會的艱難，看到他們勞苦做工卻沒有什麼金錢的回
報，並且我們這代人強調「自我」的精神，更讓我不想走父母的
老路。那時的我特別想要跳出這個圈子，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記得有一次我和我媽媽還有我表姐聊天，說到家裡以後能讓我
繼承什麼。我媽媽說，家裡其實沒有什麼讓我繼承的，只有這寶
貴的信仰讓我繼承。我當時覺得，這有什麼可繼承的。人家家裡
都是有房子，有車子，有票子讓子女繼承，你們只有這看不見摸
不著地所謂的信仰來繼承，那其實就是什麼也沒有嘛。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2014年的冬天，那時我在德國柏林交
換學習，也在參加柏林的教會和團契。有一天晚上，神突然讓我
意識到，我們每個人違背了他所設定的標準，用自己的善惡標準
去分辨好壞;而創造天地的主，才是真正的主權者，他才是真正
的絕對者。那一天的晚上，以前在兒童主日學裡所聽的零散的故
事，突然被串了起來。我也明白了我以前是怎樣悖逆不要聽神的
話，是如何得罪了這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也是從那一天，我就
立志要做一個全職侍奉的傳道人。因為神從小把我放在一個傳道
人的家庭環境裡，讓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認罪悔改歸向祂，又讓

我真正地明白了祂的道。而這位神又是創造天地的主宰，那祂要
我做的事情，才是我該盡的本分。從那之後，我一步一步被祂帶
領，如今在神學院裡攻讀道學碩士，預備成為祂福音的管道。

三.
在約拿書中，當上帝呼召約拿去尼尼微傳悔改的道，他對約

拿說：「你起來！」但是約拿卻「下到約帕」，「上了船（原文
是『下』）」，「下到艙底」。一個以色列的先知，神選民的先
知悖逆神的旨意，而船上的人和尼尼微全城的人卻大大懼怕耶和
華。法利賽人熟讀律法，卻在眾人面前關了天國的門。我雖然是
傳道人的孩子，卻還是曾經彷徨過，悖逆過，不要神給的呼召，
不想去做傳道人。這篇文章的題目叫「我為什麼要去讀神學？」
，其實我也一直問自己這個問題。想到保羅在羅馬書中枝子的比
喻，如果我自己不珍惜在枝子上的光景，就會被剪下來;	 但神還
能使我們再接上去。想到約拿書彰顯出神不僅僅對選民的愛，更
是對所有悔改的人的愛，神使約拿成為尼尼微人的祝福，也讓我
們要成為別人的祝福。所以，無論神給我們的呼召是什麼，我們
都要努力按照主的呼召而活，成為神福音的管道，讓眾人看到天
國的見證，得到生命的祝福。這就是我讀神學院的原因，也是我
們所有人回應神的呼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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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y put, theology is the study of God. Even without the formal study 
of theology, everyone has developed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who God is, His 
character,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us. To list a few: our life experiences, hearing 
others’ testimonies, worshiping corporately, and studying the Bible all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God. After nearly a year and half of lockdown, many of us 
have returned to taking trips this past summer. When traveling, I try to spend time 
in nature. God’s creation, whether in the form of clouds, mountains, or oceans, 
are all reminders of how big He is and how small I am. The beautiful details within 
nature only point to our Creator (Romans 1:20).

 Yet even in all these ways, we can so easily misunderstand the truth about 
God because we are fallen people living in a broken world. Life on this earth is not 
as it should be, and we don’t always realize how sin has warped our perspective. 
Even as we go directly to God’s Word, we can miss the Biblical truths by misinter-
preting what is being said. Sin always tempts us into thinking we can figure things 
out on our own; there’s no need for help from God or more experienced, wiser 
Biblical scholars. One thing I learned in my classes that made a lasting impact 
is what theologians call the noetic effects of sin. This describes how sin naturally 
positions us away from God. Sin has poisoned ALL aspects of our live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we are unknowingly anti-God. 

 One of my fears going into youth ministry was unintentionally teaching 
things that were not Biblically sound. I knew that there was so much that I didn’t 
know that I didn’t know. In conversations with Pastor Rocky, he encourage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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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認識神與讓衪被認識    																
																			Erin Yang

【英文寫；林永裕牧師翻譯】

to seriously consider studying theology. To teach and disciple the youth in God’s 
Word, I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commit to further my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Scripture and growth. I never expected and told the Lord my strong desire to be 
done with school for good, but as we know, God has a sense of humor! 

 God’s humor seems to be most evident in my season of discerning if 
God was calling me to youth ministry. It was another instance where I hoped 
God would never put me in a situation outside of my comfort zone. The  discern-
ment process was long, and I’m deeply thankful for God’s patience and Pastor 
Rocky’s encouragement. While in college, and in my first handful of years after 
graduating, my work experience involved around babies, toddlers, and young 
children. My love for working with babies came from being a part of their  de-
velopmental growth. There is much joy in celebrating the various milestones, 
especially in a baby’s first year. I’ve always had a fear of working with teenagers 
because of their attitudes and sass. I was comfortable with babies who couldn’t 
talk back like teens can!

 In God’s wisdom, I can now look back and see how He was preparing 
my heart to work with teens through various ministries like Higher Heights and 
OCM’s partnership with Kathy’s Home. In smaller doses, God showed me that 
teens aren’t so intimidating and that I can also be a part of their developmental 
growth in a different way. While in their pre-teen and teenage years, youth may 
not have as many frequent milestones as a baby, I’m still able to care for and 
love them in their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Their journey of knowing God, being known and loved by God, and   
committing to following Christ is without a doubt incredibly important. Since I’ve 
started, I learned my need to be present in other areas of their life.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trust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youth, they need to know that I love 
and care for them as a whole, beyond their faith. This happens in the small 
moments of talking and playing games on Sunday afternoons after our  pro-
grammed fellowship activities, sharing cabins with the youth at conferences, and 
having dinner together after Friday Night Bible Study (pre-COVID). If I’ve gained 
enough trust in those small moments, I’m lucky to be invited a step further into 
their lives. I’m thankful when they share a burden that’s weighing heavy on their 
hearts, allow me to go cheer them on in thei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vite me 
to their graduation, or just want to go out for bubble tea. It’s such a blessing to 
be able to walk with them as they go through pivotal seasons in their life.

 Another blessing within youth ministry is being able to partner with     
others in building up the youth. God continually provides for Hebron and Cana in 
the many devoted adult volunteers that pour their time and love into the youth. 
No one is created to serve alone, and it simply is not sustainable to do so. 
OCM’s Youth Ministry is so blessed to have a loving team that gives whole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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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ly in order to be present in the small and big moments of the youths’ lives. 
Since Pastor Rocky’s time with the youth, there have many faithful OCMers who 
have served the youth for years, near decades. These teachers and advisors are 
sometimes able to grow in their relationship long after the youth graduate out of 
Hebron and Cana.

    In God’s good grace He loves us where we are yet continues to call us 
out of what we’re comfortable with so we live and grow in faith. Rather than lean-
ing on our own strengths, these moments allow us to seek God in every step of 
the way as we feel stretched. Praise God for the ways He molds our hearts to 
seek Him, and by His grace we have glimpses into how truly faithful He is.

簡單來說，神學是研究神的學問。即使沒有正規的神學訓
練，每個人都已發展了一套對神的認知，例如祂的屬性和祂與人
關係的理解。舉一些例子：我們生活的經歷，聽到別人的見證，
公共的崇拜，研讀聖經，都有助於我們認識神。經過近一年半
的封城（lockdown），大部分的我們已經在剛剛過去的夏天到
不同的地方旅行。旅行時，我試著花時間在自然界裡。上帝的創
造，無論是雲、是山、是海，這些神的創造提醒我們，祂有多
大，我有多微小。大自然中所有的美麗細節指向我們的造物主。
（羅1：20）

雖然神的創造隨處可見，我們很容易誤解關於神的真理，因
為我們是罪人，活在支離破碎的世界裡。在這世界上，生命的
互動和存活不應是這個樣子的，而我們並不常意識到罪是如何扭
曲了我們的人生觀點。即使我們直接研讀神的話語，我們也可以
錯解聖經的真理。罪總是引誘我們以自己為中心的思考，我能夠
自己解決問題；沒有必要從神而來的幫助或更有經驗，聖經知
識比我們豐富的聖經學者。我在課堂上學到一個功課，對我的生
命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力，就是神學家所說的—「罪惡的影響力」
（the	 noetic	 effects	 of	 sin）。這描述了罪如何自然地使我們
遠離上帝。罪毒害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以致我們在不知不
覺間與神為敵（anti-God).

青年事工事奉，我其中一個恐懼是不自知地教導違背聖經的
道理。我知道我對很多事情不認識。與陳頌基牧師一席話，他
鼓勵我要認真地考慮修讀神學，在神的話語上扎根、被裝備，好
讓我能用神的話語教導和門訓年輕的一代。在神的話語上，豐富
自己的貧乏，是我的屬靈責任。我從來沒有期望完成學業後再讀
書，我也沒有告訴主我這強烈的意願。但我們知道，神是一位滿
有幽默感的神！神的幽默正在我尋求神是否呼召我參與青年事工
的時候顯明。我的期望是留在自己的安舒區，而神的安排往往卻
是出人意外；人的期望與神的安排兩者之間的差距正顯明祂的幽
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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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辨識神的旨意的過程中，我深深的感激神對我的忍耐和感
謝陳頌基牧師的鼓勵。當我還在大學的時候，畢業後的第一年，
我工作的經驗與嬰兒、幼兒和年幼的兒童有關。我喜愛牧養嬰兒
源自有機會參與在他們的成長。人在成長中有不同的里程碑，每
階段也藉得慶賀，特別是嬰兒的第一年。在青年人中間服事，我
常常感到害怕，因為他們的態度和無禮（頂嘴）。相對來說，在
嬰孩中服事比較舒適，因為他們不會像青年人那樣說話！

在神的智慧裡，我能夠回望和看見祂如何預備我的心服事青
年人。祂藉著不同的事工，例如Higher Heights籃球事工和在
Kathy’s home（中宣會多年的福音合作夥伴）服事。透過這些
小小的安排，神讓我知道青年人不是那麼可怕，而我自覺能透過
不同的方法成為他們成長的養分。在他們的前青年期和青年期，
青年人沒有那麼多生命成長的里程碑，好像嬰兒那樣。但我仍然
可以關懷和愛護他們，牧養他們靈命上和情感上的發展。

他們認識神的旅程是被神認識和被愛的旅程。毋容置疑，委
身跟隨基督是至為重要的事。自從我開始青年事工，我學習到
要常常出現在他們的生命中。為了與青年人建立互信的關係，我
要讓他們知道我是愛護和關懷他們的，不單顧及他們的信仰，更
是全人的牧養。這全人的關懷只能透過平時的談話，主日下午團
契後一同玩樂，在不同的退修會中跟他們同住一間小屋，星期五
晚查經後與他們共進晚餐（疫情前）。若我能透過這些生活的點
滴建立彼此的信任，他們邀請我進入他們的生命的機會有大大加
增。我感恩他們與我分享他們心中的重擔，邀請我進入他們生活
的各類活動，參與他們的畢業典禮，或一起去喝珍珠奶茶。在他
們生命中關鍵的時刻與他們同行，這是一份福氣。

在青年事工服事另一個祝福是與其他同工一同合作，同心建
造這些青年人。神一直為Hebron和Cana團契有供應，引導不少

委身、年資深的弟兄姊妹來到他們中間，為這些青年人付出時間
和愛。神造的人不應孤單地服事神。這是不合宜的。中宣會的青
年事工一直被一班滿有愛心的團隊所祝福。他們全然的委身，在
這些青年人的生命中留下生命的足印。在陳頌基牧師帶領青年事
工期間，有很多忠心的中宣會弟兄姊妹長年投身在青年的事工。
許多時候，這些青年人畢業，離開Hebron和Cana團契，這些老
師和導師會繼續發展與他們的情誼。

在上帝美好的恩典中，無論我們在哪個境況，祂就在哪裡愛
我們；但祂不斷呼召我們，離開人的安舒區，以致我們的信心在
生活中不斷成長。過去的日子告訴我們不能靠賴自己的能力，而
是在人生中的每一步尋求祂，特別是我們感到捉襟見肘的時候。
讚美上主!祂把我們的心靈塑造，以致我們能尋求祂。因著祂的恩
典，我們約略瞥見祂的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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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一年多的疫情，慢慢地從初期的恐懼心情，到現在可
以坦然面對，是靠著神的恩典，給我信心勇敢的面對那反復不定
的疫情。
	
在避疫期間，雖然沒有實體的聚會，每個主日我們依然可以

在缐上直播崇拜。教會同時也推動門徒訓練，我和弟兄姊妹一起
參加培訓造就課程，學習如何成為主的門徒。
	
以往我一直單獨做個人靈修，以為個人追求就足夠了，以至

限制了我對聖經的了解。保羅教導說：「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
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
到神面前。」(西1:28)	 藉著門訓讓我有機會接觸不同性格、不同
生活歷程的弟兄姊妹。門訓是以小組形式進行，可以讓每位夥伴
有充足的時間去討論課題，在學習過程中透過對聖經的理解，再
認真的深入探討，豐富了我對神話語的領受，也幫助我毎天的靈
修更加的有趣味。我自己在當中所得著的，願意與別人分享。盼
望將來能夠繼續與更多的弟兄姊妹在神的話語𥚃一起成長。
	
保羅提醒我：「……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

仁愛、和平。」	 (提後2:22)	 門訓讓我明白屬靈同伴的重要，我
們除了一起分享讀經的心得，彼此代禱，互相鼓勵和支持，也談

門徒訓練、福音工作

門訓的得益

															潘鶯琴 Karen

到怎樣把信仰生活化。在我們學習的過程當中，我們的信任和關
係就慢慢地建立起來，成為彼此屬靈的同行者。
	
門訓最重要的目的是装備學員更加的投入教會的事奉。參加

門訓後給我一個心志要積極參與教會的事奉，用神給我的恩賜一
起和弟兄姊妹配搭服待。「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
的身體。」	 (弗4:12)	現在，教會逐漸開放，弟兄姊妹陸續回來崇
拜，事奉同工們從疫情期間走到今天，靠著對神的信心，默默的
在前方或背後的辛勞，他們忠心的擺上，是我事奉的榜樣。
	
感謝神！在這個疫情裡面神讓我更加體驗神的信實和祂的帶

領，門訓使我更懂得怎樣從信仰中更具體的在生活中實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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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
從小時起，我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做大事的人。在家中排行

最小的小人物，在學校的一個小人物教師，甚至信了主之後，在
教會只是一個小人物會友。

「掹車邊」
當我初時聽到主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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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馬	太	福	音	28:19-20)	，我心想，佈道家和宣教士的大人物向
前去，我盡基督徒的責任，就「掹車邊」陪跑吧⋯⋯

派單張
後來，當我讀使徒行傳的時候，非常渴慕都有得着能力，並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直到地極去傳福音。所以我這個信主不久的
小人物，就跟大隊參加教會派單張行動，有一次在街上派了兩個
小時之久，我受到拒絕仍然滿面笑容，不停地說耶穌愛你。

門徒訓練、福音工作

大使命、小人物

                    伍劍蘭 Kim

參加訓練
之後，因為我發覺自己傳福音缺乏技巧，就參加了各種訓

練，例如四個屬靈定律，四道橋及三元佈道等等。有一次做家訪
同一位嚴重腎病的男仕傳福音，我們佈道隊各人分配要講述的福
音內容，起初對方有些消極，但最後我這個佈道小人物和我的隊
員，邀請他決志，竟然一口答應，過了一個月之後他離開世界，
但他的家人告訴我們他去得很平安。我非常驚訝，偉大的主竟然
藉着我這個小人物，帶給一位垂死的病人，永生的盼望。

間斷式佈道
我漸漸發覺我傳福音的經歷很間斷，只局限在每星期或每個

月一次，約定福音對象才出隊佈道。平日的我就做一個安靜的小
人物，不會在日常生活中爭取機會傳福音！

生活佈道的開始
誰不知，萬物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主很明白我小

人物的心態，竟然在我的工作範圍內，不知不覺地踏出，以生命
為佈道，以佈道為生活….

壓力越大，靠主越大
當年教育局改制：每天除了教學之外，要做很多額外文件，

校長乘機搞針對，經常突擊檢查，也惡意批評我，迫使我每晚
上用很長時間備課及處理文件。經常只得三四個小時睡覺。但清
晨起來禱告，卻精神奕奕的上課，奇蹟！連我的上海同事都說，
「你很堅強！」我這個小人物只有笑說，是禱告，是主加力量給
我。主竟然在我軟弱上顯出祂的大能。

其中有一次，校長入來我課室，嚇得我腦袋一片空白，我內
心默默禱告主啊救我！我真的不知講什麼。就是這樣我竟然要講
的說話，就講完出來。



34 35

教師辦公室，高聲傳揚
我返回教師辦公室，一向低調的我，興奮的向我三位老師同

事宣告主的奇妙。同事們很驚訝我近乎戲劇化，但又很真實的分
享。

每日一金句
					有一天當我靈修的時候，主提醒我怎樣向同事繼續見證主，於
是我在書架上找到一盒金句卡，第二日早上我把金句卡帶回教師
辦公室，我向3位老師同事宣告，「從今天起，每個早晨我都會
宣讀一句聖經金句，作為大家的勉勵因為每天都是驚險萬分壓力
極大！」他們一位微笑，另一位沒反對，再一位很贊成。奇妙的
是有一次我忘記了讀金句，坐在旁邊的傳統猶太同事笑着對我說
，「今天你沒有讀金句啊！」我當然很樂意的保讀一句金句。

為猶太同事禱告
又有一次我的猶太同事收到校長猛烈的批評後，很傷心地坐

在寫字枱時前，低下頭毫無鬥志食不言	 寢不語。我心中默默禱
告，鼓起勇氣站在她的旁邊，手放在她的高大而強壯的肩膊上，
詢問，我可以為你禱告嗎？身為一個只信舊約，不信耶穌是基督
的她竟然說我不介意。用了1分鐘為她禱告結束時我奉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門！這個驚世之舉，我讚嘆主的榮耀，透過微小的我，降
臨在這位猶太人同事的身上！

高聲傳揚
2018年開家長會的晚上，還有半小時就結束，在學校三樓

有七八位老師都站在門口閒談，因為家長差不多到見齊了。底調
的我在三樓走廊，忍不住開聲分享我過去一年來，主怎樣帶領我
經過一次有一次校長嚴厲的評核，但是我禱告的時候就有力量完
成，就是這樣大聲見証主20分鐘！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一個不
許傳福音的工作環境高聲見證主！

臨別秋波的佈道
在體力透支底下，2019年2月我終於提早退休，我訂購了大

量的福音書簽和一些信仰書籍。最後一兩天上班，不理是否可以
在學校傳道，我破天荒大膽地向同事派發信仰書籍及書簽！

我的三位老師同事,不是善男信女，一位飽歷前蘇聯社會主義
壓迫，一位是上海自信的高材生，一位是傳統猶太教的猶太人。

我用盡人情牌送給上海同事及蘇聯同事，最難過的關就是猶
太同事。他問我說這是基督教的書嗎，我說是，她嚴重拒絕說，
「基督教的書我不能看！」我定睛望着她，用手搭着她的膊頭，
說，「這是我離開工作最後的一份禮物送給你，你放在書架上我
都不介意，每逢看見這書的時候希望你記得我們的友情和艱苦的
歲月上。帝祝福你。」終於她默默的望着我半分鐘終於收了。

參加兩年佈道課程
離開教書職位之後，我在紐約短宣中心，報讀了一個兩年制

的佈道課程，心想，每星期上一天的課程，閱讀佈道書籍，以
及出隊傳福音，給自己一個熱身的機會，重新投入，因工作忙碌
而荒廢了幾年的事奉。怎料，奇妙的事就發生在我這個小人物身
上….

開始了訓練兩三個星期之後，上課時聽到導師的教導和見
證，內心就燃點起傳福音的火熱，低調的我，竟然開始實踐除走
隨傳的佈道生活：不知不覺之間我發現自己無論在地鐵、電照
車、餅店、超市、理髮店、藥房、茶樓、鄰舍都會順其自然的談
到人生或信仰的話題。

疫情中，手停口未停
2020年三月，紐約市停頓了，整個國家整個世界都停頓

了！我以為我的佈道生活也停頓了。怎料，在牧師的支持下，網
上慕道班就由我們四人組合開始了，我的小人物心態又作祟了，
緊張到半夜睡夢也在怕！奇妙的是我懇切禱告，在清晨起床的時



36 37

候，主就給我意念如何預備及如何找支援，就是這樣，又一次經
歷在我軟弱上顯出主的大能。第一期有十多位新朋友參加，第二
期竟有20多位，帶着慕道追求的心來了！我和其他三元佈道的隊
伍，一個有一個的向他們解釋清楚整個福音內容，他們當中都有
樂意參加新生命班的，更樂意受洗！

再者，我又看見主給我開路，我和幾位參加了紐約短宣週的
弟兄姊妹，同有佈道心志驅使下，開了幾種不同的慕道小組：福
音查經，台山小組，幸福小組，英語班等等。然後，在我毫無心
理準備之下主任牧師突然邀請了短宣中心的陳傳道，來我們教會
開設短期佈道班，我又見證到主奇妙的安排，有十三位委身的弟
兄姊妹受訓及出隊！

我不禁向主說，我順服我投降了！主啊，祢的大使命竟然讓
我這個小人物參與！求聖靈在我生命中做主導，用我餘下的人
生，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疫情中的佈道
在疫情前，每逢特別節日，例如聖誕前夕，我都會到學校探

訪同事，帶一些和節日有關的福音小禮物送給同事。由疫情開始

到現在我都與同事保持聯絡短訊或用Zoom在網上見面。其中一
位歐洲同事，母親突然離世，，婚姻出現問題，我都有親自去探
訪她。對上一次和她決志禱告，鼓勵她讀聖經和參加教會聚會。

至於我那位相熟的猶太同事，有時我讀到舊約一些有關猶太
習俗的經文時，我也會發短訊乘機與她討論這些經文的含意，她
都很樂意和我分享他們的習俗。我默默為他禱告盼望他明白及接
受耶穌基督就是他們等待的彌賽亞！

至於其他不抗拒宗教信仰的同事，在疫情中我都會每個月轉
發電子版的福音報紙「真理報」給他們，而他們竟然有給我回應
他們的讀後感。

主要提醒我向家人佈道。一次流淚認罪禱告之後，我和家中
信主的三哥，開始用電話關懷談道，與我其他兩位哥哥談論人
生、生活及信仰，上一次竟然傾談到天堂羅地獄的問題。

小人物
感謝主，在祂的大使命中，我這個小人物只要願意順服，祂

就肯用。若果你認為你也是一個小人物，今天只要你願意順服，
主就能用！



38 39

疫情中的福音種子

														

教會是被招聚（gathered）在一起敬拜神、讚美神的地
方。敬拜以外，教會更是被差派（scattered）出去傳揚主耶穌
的福音的地方。疫情把教會的群體敬拜奪去了，也大大攔阻教
會發展福音的事工。所有的事工也退到線上的安全距離。

2020年10月，教會重開，弟兄姊妹慢慢地、漸漸地回歸。
一些弟兄姊妹回歸，不單重建群體的敬拜生活，也思考教會的
福音使命。所以，疫後重開的中宣會，一小撮的弟兄姊妹（特
別想到Marjorie,	Scarlet,	Jaytak,	Queenie和她的女兒Molly）
定時定候在崇拜和主日學之後在教會門外派「健康包」，關懷
社區，告訴他們教會在這裡，撒下福音的種子。

這些相片提醒教會福音工作的重要，也記念那段日子的工
作。感謝神！

門徒訓練、福音工作

疫情中的福音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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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116：12節說：「我拿甚麼報
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厚恩呢？」我所
敬拜的這位真神！他揀選我從來沒有
離棄我，像我這個罪人他一直愛我等
侯我、磨練我，直到我真正的認罪悔
改接受耶穌做我個人的救贖主，成為
天父上帝的孩子。感謝主！我回顧我
的信仰歷程，真覺得很虧欠。在年輕
的時候我就認識主，但我完全不知道
那位至高無上的耶穌是誰。

					第一次藉由奶奶帶我到一間英國
人蓋的一座名叫溫州市城西禮拜堂聚
會，	 那天我和奶奶一起走進教堂時，剛好開始唱詩歌，當時聖靈
就感動我，打開我的心門，聖靈充滿了我，心中有一種特別的平
安和喜樂，當我一坐下感覺好像天堂從來沒有過的那種舒服，聚
會結束回家的路上我問奶奶，你以前為什麼不早一點帶我到這裡
呢？	奶奶告訴我從前她是一個佛教徒，	無知信錯了信仰，以前去
的那是假神偶像。	所以心裡從來沒有平安又恐懼，	還得了嚴重的
疾病，無藥可救。

信仰分享

我的信仰感恩見證

																					張素蘭

感謝主！後來隔壁有二位鄰居基督徒姊妹來傳福音給我爺爺
奶奶，他們馬上就接受耶穌作爺爺奶奶生命的主。神的憐憫，
我奶奶蒙拯救，過了一段時間，奶奶的病也得醫治。上帝賜予奶
奶完全平安了。所以奶奶叫我一定要信耶穌，唯獨耶穌是神的兒
子，降世為人為要拯救罪人，祂為你和我的罪釘十字架死後，第
三天從死裡復活祂是真神！若你相信祂！罪得赦免，成為上帝
的子民有永生的盼望。但我聽了一直在世還是糊里糊塗遊蕩的生
活，因當時我還不懂事。

後來我結了婚有了孩子。有一年的聖誕節，弟兄姐妹叫我去
教會慶祝聖誕，我也帶著妹妹一起去聚會，結束後每人吃一碗
麵條，第二次神又藉由聖誕的機會在我手上做醫治的奇跡，本來
我的右手指頭生出一粒小骨頭，當我拿東西一碰就很痛，那天當
我送碗回去㕑房的過程中突然感覺不同了，我一摸這小點不見了	
我真不相信，還叫我妹妹摸摸看，妹妹一摸說：「奇怪怎麼回
事。」我才信是神的作為。感謝主！一次又一次的愛我抓住我，
直等到1980年夏天我才真正的認罪悔改接受耶穌作我的個人生命
的主！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感謝主！	到了82年夏天我公公：申請我們全家大人小孩移民
來到了美國三藩市舊金山，後來又飛到紐約來定居，從83年由二
姐姐和外甥女介紹帶我們來到了中宣會聚會直到現在，三個孩子
也在中宣會神的家裡長大成人。感謝主！一路上都有主的恩典！	
陪伴和照顧我們全家。

因新移民生活上也有緊張，後來跟我先生一起去開一間小禮
品店，為自己打工自由可以照顧三個小孩。	 走這條十字架的路
真的不容易，忽然試探來了，像我這種不冷不熱的基督徒就會受
誘惑走一步又跌一步，有一次先生叫我去進貨，我也不知道買了
貨付款就回來了。	我先生是管理的，他打開代子就問我說：叫你
買6件，為什麼又多出一件呢？我說：「沒有啊，我的發票上寫
的件數、價格都對的啊！	」他說：「妳為什麼還撒謊呢？」我一
看真的多出來一個，那時我以為沒人知道就起了貪心說：「沒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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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有人偷東西，我沒有偷，這是那個人自己多放一個算了吧！」
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這是我一次最倒楣的事，羞辱了
主的名。當天只過幾個小時後，有一個比我更貪心的人來了，
偷了我店裡一大堆的T恤，當時自己的東西被別人偷了就心割痛
了，聖靈感動，我才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就趕緊認罪禱告求主
赦免。第二天馬上送錢去還那多一件給我批發店的工人。他說：
「自己特意多一件給妳的。」我就告訴他：「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的神是全知全能神，因我貪心別人的東西，反而我的東西損失
更大，拜託你以後千萬不要多給我。」當我還了錢之後心中就平
靜下來。聖潔公義的神！檢察人心肺腑的神！祂也是信實聽禱告
的那位真神！	 過了一個星期的下午，那個偷了我們T恤的人，又
回來要換大號衣服，天下哪有小偷拿東西回來換呢？世界上找不
到的。我一看大袋子裡裝的完全是我的東西，就全部將他拿回來
沒缺少一件。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聖經說：你的頭髮神已數
算過。你愛祂的，祂必愛你到底。

			 	 	 	感謝神的保守！	在1999年的四月份一個下午四點左右下著
小雨，有個男生來要買生日禮物送給太太，等我把禮物裝袋子
面對面要付錢的時刻，他從懷裡拿出來一把手槍頂著我說要錢，
不然就打死你，那時刻我的心情非常恐懼，靈魂也不見了，全身
冒冷汗，我想起彼得的禱告説：「『主啊，救我！』，因我的孩
子太小。」感謝主！詩人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
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詩23:4）若不是神救了我的命脫離死
亡，我早就不見了，這是神給我第二次的生命。

	 	 	 後來神差派僕人丁牧師來中宣會牧養，在2005年成立多加姊
妹團契：孩子也是多加服事的同工，一直到2012年的就職典禮
上說：多加有四句宣言：「彼此相愛，活出基督，廣傳福音，榮
神益人。」當我講完了團契的簡介下去時刻，聽到聖靈	 的聲音
說：「你說的好聽，要去行啊！」我回家就禱告！後來開同工會
時，就提出問題來商討，多加團契已經長大七歲了，我們要效法
多加的榜樣，可以出去高雲尼做探訪傳福音事工，同工們開始也
沒信心，說這個事工很大不可能呀，第一我們沒錢，第二人手不

夠，後來大家同心禱告，耶和華以勒的神為我們開路，感動有一
位弟兄為我們奉獻了二千元叫我們去傳主的福音！哈利路亞！感
謝讚美垂聽禱告的主！

				但有了錢又進不去醫院，因為那裡都是佛教徒捐了錢。所以很
難沒有人開通這條路怎麼辦呢？就繼續堅持禱告！我們的神	 是獨
行奇事的神！祂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剛好12月中丁牧
師要出去四川短宣啦，教會邀請楊牧師來講道，我就請楊師母幫
忙打電話高雲尼醫院。感謝主！一路上引領讓我們開通了高雲尼
事工。	在人是不能，在祂沒有難成的事，在2012年的聖誕節，丁
師母幫忙，邀請陳頌基牧師配合一班年輕的弟兄姐妹們，同心協
力，帶領我們第一次順利進入高雲尼慶祝聖誕節報佳音。

感謝主！直到去年的瘟疫爆發才停止了。在過去的八年時間
裡，後由張牧師帶領，有不同牧者和團契參與同工彼此服事，使
許多的姥姥可以聽到
了福音，有些人在醫
院裡信主受洗歸入主
的名，感謝主！在
不同的環境中，經歷
了主奇妙的大能和憐
憫，使我要更加愛
主，依靠主，常常警
醒，多做主工，委身
基督，事奉教會。主
恩實在厚大，感恩不
盡，太多太多數算不
完啦！詩人說：「我
要向山舉目。我的幫
助從何而來？我的幫
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
而來。」（ 詩121:1-2
）真的越事奉越甘
甜！	將一切榮耀頌讚
都歸於天上的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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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分享

火海餘生頌主恩

															顧敏琳 Esther

2020年三月二十二日，紐約宣布封城的當天，女兒不放心，
立即將我接到他們家中，值此一年多的疫情肆虐中，我最大的收
穫就是和兩個可愛的孫女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又因完全與外界
隔絕的關係而得以專心禱告讀經以及閲讀過去買來但沒有時間研
讀的靈修書籍，更有安靜的心去思想和數算這一生中所經歷神的
恩典和憐憫。

細細想來神的恩典真是數不盡算不完，最不能忘懷的一次是
在五十二年前，因外子工作的關係我們自台灣遠赴非洲的剛果國
（早已改名為薩伊國Zaire)的首都金夏沙（Kinshasa)。當時我
們租赁在一楝剛果國家銀行的樓上，房子十分寛敞。但在五十
年前設備極為簡陋落後，全部隔間都是使用木板漆上白漆。容我
詳細描述一下事情發生的背景，臥室共有二間分別座落在浴室
的兩邊，其間以走廊相連，各有各自的房門。因爲浴室中沒有熱
水，燒熱水是用一根塑料包裹的棒子前端有兩條又粗又長並捲曲
的鐵條，用法是先放水在浴缸中，然後將鐵條部分放入水中，另
一端接上電源，水熱後先切斷電源再取出鐵條掛在浴室木壁上。
問題出在浴室沒有插座，我們必須在兩個木板牆上鑽兩個洞然後
把插頭延伸到臥房門邊的插座，而此插座位置甚低又靠近門邊。

長話短說，有一天新聞局的蔣姊妹來訪，因她知悉那時我被人
誤會寃屈特來安慰邀我出去走走，我勉強答應。為了安全之故我開
始一道道鎖門，先從臥房鎖起但因浴室的插頭就在門邊好幾次都關
不上，在心情沮喪之下糊裡糊塗就順手把插頭插入插座上，完全沒
有意識到通電的後果。而房門因此可以順利鎖上，然後再鎖上通往
客廳的門，最後鎖上大門時，立刻聽見有聲音說：「快進去看看」
，我向四周一望並無他人，蔣姊妹看著我也沒有說話，我正要舉步
又聽到更大更清楚的聲音說：「快進去看看」！我在想我的耳朵是
否有毛病，接著第三聲好像打雷一般響起：	「快進去看看」！我
嚇得跳了起來，不由自主地急忙打開大門的鎖往裏走，蔣姊妹也莫
名其妙地跟進來，我又衝過去打開第二道門時，立刻看見浴室內的
火光和濃煙，我馬上叫蔣姊妹取水滅火，我趕緊打開臥房的門把插
頭拔掉。原來掛在木板牆上的鐵條通電以後發熱把木板燒著了。我
倆又驚又怕全身發抖，全力滅火後手軟腳軟精疲力盡，只看見浴室
白色木牆上，經此片刻工夫已燒成一大片漆黑的木炭，而且就要燒
穿了。驚魂甫定之餘我們倆人大聲地高聲感謝主，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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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若非主即時喚醒我進去看看，等我們散心歸來恐怕家
園已成一片焦土，而樓下的國家銀行的成千上萬的紙鈔也將化
為烏有。試問我要怎麼賠償！！結局是我會老死在非洲的黑牢
裡，更可能的是我早已自我了斷悲悲慘慘地離開人世間，不單
單是外子的前程全毀，愛我的父母親也傷心欲絕，弟兄姊妹也
難免受到連累。

每思及此就不寒而憟，由此看來我之能夠活
到如今全然是神的恩典和憐憫，因此每一天都應
該是感恩的日子，甚至在今後的年日裡，
每當遭遇不平或被寃屈時，一旦想起	
神曾救我脫離極大的災難和死亡時，我
豈能忘恩負義口出怨言違背神的教訓呢！
因而立即向主認罪同時向主感恩，正如
詩人所說的：「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
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淚，救我的腳免
了跌倒……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
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
揚耶和華的名……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
神，又要求告耶和華的名。」
（詩篇116:8,12-13,17）
	
願頌讚感謝尊貴榮耀都歸給三一真神，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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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保羅說：「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林前	
4:9）。不知不覺間，我的人生邁入一個新的階段，回首過往，年
少的我懵懵懂懂，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或歡笑或淚水或悲傷，我
隨著腳印一步步摸索成長，感謝神，祂找到了我，邀請我進入祂
為我預備的劇場，祂為我招募了許多不同的演員配搭，有臨記、
有嘉賓、有長期搭檔、更有神的祝福，有時是悲傷、有時是喜
樂、有時是哭泣、有時是火熱、有時是懼怕、有時是讚美，更重
要的是祂教會了我如何成長，成為被神可用之人。感謝生命中有
神作導演，且有聖經作劇本，讓我凡事都有依靠，沒有懼怕，願
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祂！

	 	 	 2021年的一月，當我正準備向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2020年
說再見，準備迎接2021年的新開始。不想我的劇場敲響了沈重
的樂聲。在一月初的時候，我確診了新冠，發病初期身體很乏
力，發燒、頭暈，並且乾咳得厲害，我開始了自我隔離，而先
生也請了長假照顧三個小朋友。不想第二天，小寶也開始了發
燒、嘔吐和肚瀉，使我內心倍感焦慮，我不知道他是否也中招
了，唯有全權當他也得了新冠，所有人在家裡被要求戴口罩時，
也跟家裡的老人隔離。我很無助，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唯有不
停地禱告祈求神的憐憫與醫治。為了解除隔離的孤獨與焦慮，我

信仰分享

一齣戲

														陳燕琴 Michelle

也在YouTube上聆聽詩歌。神很奇妙幫我點選了一首詩歌，“
醫治我”，柔和的音樂、簡單有力的歌詞、溫柔地泣訴，我靜靜
的聽，重複又重複，淚水默默的流，慌張的心靈慢慢著平安，
我相信神的醫治，我必得痊癒，全能的主伴我前行的腳步。

				 	神顧念我們一家，小寶的病症來的快也去的快，兩天後，他
又再次活蹦亂跳給他爸爸帶來愛的煩惱。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當我的病症正在好轉的時候，我的公公、婆婆也確認了新冠
確診。兩位老人家都屬於高危人群，特別是我婆婆的身體有很多
其他疾病。新冠使我婆婆身體持續發燒、全身虛弱無力，甚至呼
吸困難，我們決定將我婆婆送去醫院治療。經過思量，決定由我
送我婆婆去醫院急診，而無症狀顯現的先生留在家中看顧小朋
友，免得我們一家全部淪陷。面對這一波又一波的衝擊，我們的
心情一度跌入谷底，好在我們沒有失去信心，因為我們堅信神聽
我們的禱告，祂必顧念我們。靠著迫切地向神禱告，還有弟兄姊
妹們為我們的代禱，神醫治了我和我的一家，就像歌詞中所提到
的	 “醫治我，我必得痊癒，如鷹展翅上騰，奔跑走天路”	感謝神
醫治了我們的軟弱，帶領我和先生在面臨困境的時候，能夠以喜
樂的心來面對，我們一家平安地攻克了新冠的難關。事後，我們
常回想神的恩典何等奇妙，我們雖然經歷了新冠的暴風雨，但神
又給我們安排了一個好時機。我們並沒有在疫情的初期被感染，
而是在疫情相當穩定並資訊豐富的時候確診，而那時候先生正好
放冬假無需上課，給予了我們充足的時間應對。同時無數的屬靈
的長者、弟兄姊妹、家人和朋友們為我們提供了無私的幫助、寶
貴的秘方，並伴我們同行，在這裡我和我的家人要非常的感謝他
們，謝謝他們用禱告托住了我們，謝謝他們讓我們感受到冬天裡
的溫暖。我們更感謝有神在我們生命中掌權作王，使我們不致動
搖。在詩篇93:1-2提到：“耶和華作王！祂以威嚴為衣穿上；耶
和華以能力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祢的寶
座從太初立定；祢從亙古就有。”	

	 	 	 	 雖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我們的人生就像一齣戲，而我們
沒有的NG的機會！但我感謝神！祂是我過去的導演，也繼續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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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我未來的導演，雖然劇本裡有風浪、有崎嶇、但更有平安和喜
樂，我希望神能夠在祂的劇場裡大大地使用我，我雖然微小，但
願意大聲宣告祂是全能的神，滿有恩典，我願時刻讚美祂，我的
靈因祂的榮耀而喜樂歡呼。我也堅信祂必為我做最美好的安排，
我願意在祂的劇場裡一直演，演到帷幕落下，願能夠聽到導演對
我說：「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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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有這次機會和大家分享以前閱讀過的屬靈書籍。《偏差
與平衡》是一本十多年前看過的書。雖然經過了這麼多年，但是
我對這書還頗有印象。

	 	 	 這書的引言提到當基督徒對真理只有一半的了解，卻把這一半
的了解當作完整的真理，信仰便會出現偏差。可能會出現：

1.	 靈性軟弱，不能結果子，受不起考驗；
2.	 靈性膚淺，沒有根基，成為潮流的浮萍；
3.	 產生偏差，變得狹隘、極端；喜歡批評和排斥別人，自以		
	 為是、不能容人，甚至造成沒有意義的分裂或對立；
4.	 錯失了聖經真理的豐富寶藏，把自己限於一隅之內。
	
	 這書的英文名是Live	a	Balanced	Life—Quest	for	
	 Spiritual	Perfection。這書名的翻譯是對這書一個很好的	
	 總結。

	 	 	 作者滕近輝牧師說：「一半的真理有如單翅的悲哀：不能振翅
高飛，遨遊於神恩典的碧空。」又說「一半的真理不是真理。」
他指出，要認識完整的真理，屬靈生命才有和諧和豐盛。書中有

書籍分享

《偏差與平衡》

														溫陽 Wen Yeung

58個表面上相對性的討論話題。滕牧師簡明扼要地探討怎樣在
兩極之間取個平衡。現今社會對於某些事情有兩極化的態度。例
如，個人的自由和公眾的利益常常引起爭拗；在疫情當中怎樣謹
慎地防疫，但同時間又可以把信心活出來。這書已是差不多20
年前的著作，對於以上這些話題沒有直接的答案。但是從作者對
於58個話題的看法可以明白他的思路，可以明白平衡的基本原
則。

	 	 	 	 真理本身並沒有可以妥協的地方，對與錯應該分明。但是我
們對真理的認識有時候可能是片面的。這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聖
經知識不夠；或許真理沒有融會貫通；或是我們對某些事情已經
有自己主觀的想法，然後用某些聖經經文去支持自己偏差甚至乎
偏激的看法。基督徒可否根據對真理全面透徹的瞭解而取平衡？
我們可否避免偏差，把和諧活出來？

我喜歡這本書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每一個題目點到即止，篇幅
不至於冗長，着重實用性多於學術性，真理的基礎紮實，而且有
很多人生的觀察和體驗的分享。

在這58個討論話題中，我跟大家分享其中一個：「內圓外
方與內方外圓」。基督徒是堅守原則重要，還是待人處事圓滑要
緊？騰牧師這樣解釋：	1

•	 「基督徒應當為人方正，在神的話語上合規合矩，忠於真	
	 理，持守正道，不偏不倚，行得正，站得穩，作屬靈的正	
	 人君子......	這一切可以稱為『內方』。」
•	 「在另一方面，保羅告訴我們，基督徒應當『彼此親熱』	
	 。親熱是和藹、親切、融洽，不是老氣橫秋、善於定罪，	
	 以致令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	也不是將『屬靈』掛在	
	 口上，以懷疑的心態看每一個人，以屬靈大師自居。這是	
	 『外圓』。」
•	 「內方是對己之道，外圓是對人之道。單有內方是偏差，	
	 單有外圓也是偏差。」

		1	滕近輝著：《偏差與平衡》（香港：宣道，2002），頁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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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牧師繼續提醒我們做到內方的同時必須學習謙卑，因為方
正的人容易驕傲。有了正確的原則還要有正確的技巧去勸導別
人。幫助別人時要多用神的話，少用自己的話。外圓方面作者用
羅馬書12章16-18節作為提醒：「要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氣傲，
倒要俯就卑微的。不可自以為聰明。不可以惡報惡。大家以為美
的事，要努力去作。可能的話，總要盡你們的所能與人和睦。」
《新譯本》

						我誠意推薦這書，盼望弟兄姊妹們得到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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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此感謝中宣會的弟兄姊妹，感謝你們把三一神
在你們身上的作為寫下來，與肢體分享。若沒有你們的文
字，第一至四期的《中宣恩刊》也不能出版。

2022年《中宣恩刊》的主題是「敬拜與事奉」。主題
經文是羅馬書十二1—「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
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
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2022年2月 （第五期）：敬拜的人生
2022年6月 （第六期）：恩典、恩賜
2022年10月（第七期）：敬拜與宣教

過去一年多的時間，教會重開，弟兄姊妹陸陸續續回到
神的家中敬拜和事奉。我們把榮耀歸給我們天上的神。我們
深信，在過去一段日子，弟兄姊妹在實體敬拜和彼此服事中
有很多體會和領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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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主日）
	 投稿方式：

•	 電郵給中宣會教育部：eesherry2000@yahoo.com	
•	 來稿請以2000字為上限

徵 稿 啟 事

•	 本刊歡迎會友積極投稿。	

•	 來稿請寫上姓名（發表文章可用筆名）	

•	 稿件內容以積極正面、鼓勵信徒靈命長進	

	 為原則。	

•	 來稿須為原創、不得抄襲或改編。

•	 來稿若為「一稿多投」，敬請註明。	

•	 來稿請以2,000字以下為佳	

•	 本刊不設稿酬。	

•	 作者自負文責，一切立論，不一定代表出	

	 版者或本刊觀點。	

•	 本刊對一切來稿有取捨、修飾及刪改權，	

	 如不欲被刪改請註明。	

•	 投稿者若不願文章被轉載，請於來稿時註明。	

•	 本會受薪同工文章的版權屬中宣會所擁有；	

	 其它文章的版權屬作者本人所擁有。

稿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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