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SSN 1 6 0 5 - 8 5 2 6

9 7 7 1 6 0 5 8 5 2 0 0 4VOL.94 DECEMBER 2016

12

10

福音傳遍天下
拓 展 上 帝 的 國 度

18 30 34  
經典《聖經》譯本的修訂 破天荒歷史創舉 聖誕送暖到老撾

福音傳遍始於家庭
家庭佈道及牧養事工齊參與

末世牧聲官網



02 ■ 末世牧聲94卷12期‧福音傳遍天下

真情語錄▪與上帝同行▪會長的話

第二部分

1988年6月一個炎熱的晴天，我注視着這位世上最美的女人步入教堂過道站在我

的對面，與我結合，她將自己託付給對方「直至死亡將我們分開」。就在那一天，

我的女友成了我的妻子，從此我們正式結為夫妻，至今已相守了28年，我們依然保

存着結婚證書，證明這場婚禮的合法性。但一紙婚書和幾十年前的「我願意」承諾

真的就是何為婚姻以及何為愛的定義嗎？我敢說並非如此。婚姻需通過對真愛日復

一日的表達和行為的證據來定義和證明。

當我們聚焦於成聖的過程，開始討論我們研究的第二部分，就是救恩的教義。

這一最美妙的神學真理時，我特意提到婚姻的比喻，這個比喻也同樣被《聖經》用

來描述我們救主耶穌及祂的教會，也就是你我之間的關係（參閱太25：1～13；弗5：25，

31～32；林後11：2）。是的，我們都是祂的新娘。祂呼喚我們與祂建立終身不渝的關

係—不是因為我們自身擁有任何價值，而是因為祂先愛我們（參閱約一4：19）。我們

心中的這位愛人追求我們，把祂的愛賜給我們，以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作為證據（參閱

羅5：8）。

我們在生活中所應珍視的根基和基礎乃是耶穌和祂為我們的生與死。正如在
我先前的文章裏所發現的，我們將整個屬天的交易稱為「救恩」，我們把有罪破碎

的心帶到十字架底下，靠着恩典，憑信心白白地接受耶穌的生、死和復活所帶來的

永生恩賜—使我們產生深深的感恩和愛，激發我們的一切好行為和遵守上帝的誡

命。我們稱之為因信稱義的兩個階段—稱義和成聖，是上帝恢復我們達到受造目

的奇妙計畫的一部分，就是與我們的創造主和救贖主共同生活、彼此交流，並且敬

拜祂。

樂在途中
◎吳晨歡弟兄 譯／中國　吳滌申弟兄校 譯／中國

本篇為今年8月號〈會長的話〉之延續篇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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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與上帝同行▪真情語錄

我現在必須重申這條真理；因信稱義的中心

乃是耶穌，不是我們，不是我們的好行為，唯有

耶穌。我要明確地說，耶穌是我們信仰的中心。
懷愛倫（1827～1915）曾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她寫

道：「基督，祂的品格和工作，是一切真理的圓

心和圓周。祂是連結真理珍寶的鏈環。在祂裏面

可以找到完美的真理體系。」（《崇高的恩召》，原文

第16頁）。

因為上帝的恩典，我們受邀與基督進行神聖

的結合。除了永久墮入地獄的命運，我們分文不

值（參閱弗2：8～9；羅3：23）。因耶穌的慈愛和恩

典。當我們接受耶穌作我們的主和救主，或表明

自己接受祂婚姻的邀請時，我們就得以建立這種

關係，加入上帝的大家庭。怪不得《聖經》也用

收養的比喻來描述孤兒被上帝大家庭接納的這個

行動。從孤獨、絕望和沒有繼承權，到加入萬有

創造主的大家庭！這是多麼奇妙的愛！多麼奇異

的恩典啊！我們把這場婚禮稱為因信稱義。

我們一旦行在光中（參閱帖前5︰5），藉着基督

的寶血被接納到上帝的家庭（參閱羅8：15），新信

徒接着要怎麼樣呢？我們會藐視誡命嗎？我們是

不是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情呢？我在1988年

婚禮的祭壇上說了「我願意」之後，有沒有一結

束婚禮就從此在生命中將新婚妻子置於一邊？絕

對沒有！我們耶穌的門徒現在成了祂的工作者，

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參閱弗

2：10）。我們通過因信稱義的神蹟，得以與基督

結合，現在我們開始因信成聖的過程，這是終生

的工作。換一句話說，我們現在開始過基督徒的

生活—與我們的主耶穌相連。我們不再為自己

而活，作罪惡的奴僕，我們現在是為基督而活。

在每天與耶穌同行中，祂開始按祂的形像塑造我

們、鑄造我們。祂開始使我們成聖。我們若是拒

絕接受祂的塑造，否定祂對我們生活各方面的主

權，就等於質疑我們在稱義之時所發的婚姻誓

言。

我要建議你們考慮成聖的三個重要方面：基

督對我們的主權、順服的自由，以及最後關於我

們蒙召背負十字架的話。

傅博 仁牧師
華安聯合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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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語錄▪與上帝同行▪會長的話

基督的主權

不要誤會，當我們來到耶穌面前白白接受

祂永生的恩賜時，我們也獲得新的心與靈（參閱

結36：26）。原來傾向罪惡的心，現在找到了新的

主人—耶穌基督。我們曾是自己肉慾的奴僕。

現在如保羅所明確指出的，我們從罪裏得到了釋

放，成為義的奴僕（參閱羅6：15～19）。這就意味着

耶穌成了我們的主，我們的主管，我們生命的主

宰。

在如今的時代，夫妻的關係與基督的時代大

為不同，新娘把丈夫當作「主」似乎不符合我們

的觀念。但實際上，丈夫作為主人凌駕於妻子之

上曾有數千年的歷史。當然，這種主權應該藉着

愛來實施和界定，效法基督對祂自己的新娘—

教會的自我犧牲之愛。但事實依然是我們一旦成

為基督徒，基督就成了我們的主。

雅各如此表達這個真理說：「務要在主面前

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雅4：10）另外我們

在〈希伯來書〉第12章9節中讀到：「再者，我們

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

萬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順服他得生嗎？」我們

一旦藉着基督的寶血獲得救恩，就要事奉新的主

人—上帝！成聖就是過上帝僕人的生活。要謙

卑地在生活中單單追隨祂，通過研究《聖經》、

參加教會崇拜聚會、向虔誠的朋友和領袖請教，

而從祂那裏領受教誨。

倘若我們抗拒上帝在我們心中的工作，祂如

何能按祂的形像塑造我們？我喜愛保羅所描繪的

畫面，他在描述靠着恩典憑信心白白地接受永生

的恩賜、我們所說的作稱義之後，繼續描述新基

督徒如同順命的木頭或材料，由上帝仔細地按祂

的意願加以塑形和製作。我們就像車床上的一塊

木頭，通過不斷的旋轉使刀具切入其中，慢慢地

藉着磨難和經歷去掉我們的缺點和罪惡，最終將

我們變成祂的藝術品。

懷師母在《使徒行述》中這樣描述順服基

督主權的成聖過程：「人若想建立一個堅強勻稱

的品格，並作一個穩固均衡基督徒，他就必為基

督的緣故奉獻一切並做到一切；因為救贖主絕不

接受分心的服務。他必須天天學習獻身與主的意

義。他必須研究上帝的聖言，領會其中的精義，

並遵守其中的訓誨。這樣，他就可達到基督徒美

德的最高標準。上帝要天天與他同工，為他造就

一個經得起最後考驗的品格。所以一個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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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必要天天在世人和天使面前進行一種偉大的

實驗，證明福音能為墮落的人類成就何等的大

事。」（《使徒行述》，原文第483頁）

我們要麼完全屬於基督，完全服從祂的旨

意，要麼同祂完全無關。對於基督徒和教會來

說，腳踏兩船式的忠誠是危險的（參閱雅1：8；4：

8）。人不能處於半婚姻狀態，對吧？人可以離

婚，可以離開他們的伴侶—很多基督的門徒做

出了這樣不幸的選擇。我們的丈夫耶穌基督不會

迫使我們維持同祂的關係，否則就違背了上帝愛

的本性（參閱約一 4︰7～8）。

我們作為基督的門徒，擁有救恩的寶貴保

證。根據這個保證，我們在恩典裏成長，變成基

督的形像（參閱彼後3：18），不是為了最後得救，而

是在得救以後順服基督，由祂塑造成祂的樣子（參

閱林後4：16），給祂帶來榮耀和尊榮（參閱太5：16；

15：8；彼前2：12）。救恩，包括稱義和成聖，自始

至終是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工作，祂通過聖靈在我

們心中開始並正在成就這項工作。所以保羅說：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你

們是這樣的無知嗎？」（加3：3）回答是「當然不

是！」祂既開始救恩的工作，就必完成（參閱腓1：

6）。

這要求我們每天向自己和自己的意願死。這

要求我仿效保羅的榜樣；他作見證時聲稱：「我

在我主耶穌基督裏，指着你們所誇的口極力地

說，我是天天冒死。」（林前15：31）。

順服的自由

我們一旦與我們的主耶穌建立終生的關係，

就要做出清醒的選擇去順從祂。我們要選擇每天

擱置自己的主觀意願，順從祂的旨意和命令。這

不是基於某種為了得救所列的清單；某種必須遵

守的信條，否則我們就會被我們的丈夫踢出房

子！這是基於我們本身對基督為我們彰顯的愛所

作的感恩和愛的回饋。所以耶穌說我們如果愛

祂，就會樂意遵守祂的命令（參閱約 14︰15）。

順服是救恩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丈夫通過對

妻子的日常行為證明對她的愛，而不認為愛是婚

姻的某種要求，基督徒也要在生活中順服上帝的

主權，樂意通過遵守祂的誡命來表現自己對基督

的愛。這種每天的順服也是成聖過程的一部分。

懷愛倫這樣說道：「我必須始終敦促那些自稱相

信真理的人必須實行真理。實行真理意味着成

聖，而成聖意味着為主的服務培養和訓練每一種

能力。」（《評論與通訊》，1906年7月26日，〈我的重

點〉）。

傅博 仁牧師
華安聯合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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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以另一個角度來審視成聖的過程。

順服是試金石。它就像鏡子使我們真正看到自己

的心是否順服於我們的主。這是甚麼意思？《聖

經》說得很清楚。約翰說：「我們若遵守祂的誡

命，就曉得是認識祂。」（約一2：3）丈夫可以整

天渲染自己愛妻子；他能一次次地對朋友說他真

心愛妻子。但他如何證明他真的愛她呢？他的妻

子如何知道他的話是否屬實？要通過他的行動。

使徒雅各就此作了非常清楚的闡述，他說：「信

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2：26）因此，順服是

我們對基督之愛的必要證明。這不是說我們的愛

是完美的。我們正在旅途之中。我們在對基督的

信仰和愛中成長。我們還未達到完美，但正如保

羅所說：「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

耶穌所以得着我的。」（腓3：12）我們失敗了怎麼

辦呢？好的，「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

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

切的不義。」（約一1：9）

背負十字架

成聖的這個部分不常討論，但它確實是每一

個基督徒恩召的真實部分。當我們同基督建立了

得救的關係時，我們的救主和丈夫便轉向我們，

邀請我們背負十字架。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

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

16：24）你們所背負的十字架也許與我不同。耶穌

說我們必須背負我們自己的十字架。但我們必須

背負十字架，這是一個忍受苦難的邀請。祂邀請

我們去行甚少去過的路—窄路（參閱太7：13）。

祂沒有承諾一個容易的旅程，但每日服從祂的旨

意讓這個旅程充滿喜樂（參閱約16：33）。

成聖之旅亦是快樂之旅。這來自於認識到我

們在基督裏的平安，這也是一段持續完全以基督

為中心的旅程。你們無法塑造你自己—而是要

藉着基督在你們心中成了有榮耀的盼望（參閱西1：

27）。祂的靈住在你心中，日復一日地把你塑造

成應有的樣子。到了這項工作完成之時，便能行

在快樂、平安和你能被接納到上帝大家庭的保證

之中。願上帝之愛使你能接受祂的十字架，追隨

祂，並「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

識上有長進」（彼後3：18）。

傅博 仁牧師
華安聯合會會長



張美田姐妹
華安聯合會
本刊執行編輯

聖誕節快到了！這個佳節帶給你有何感受？

有甚麼回憶？

還記得小學時代，過的是學校宿舍的生活。

辦學團體是拜關公（三國時代的關雲長），不過，每

年聖誕節卻舉辦宿舍聖誕布置比賽，於是各宿舍

的同學便全情投入參與其中，氣氛熱烈！

可是，隨着聖誕假期迫近，同學們陸陸續

續被家人接回家過節，而剩下我和幾位有家歸不

得，圍着宿舍閃閃發亮的聖誕樹呆望，情景何等

冷清！小小年紀的我，就嘗到孤單無助！

如今，成為基督徒39年的我，深深體會「愛

的陪伴」是何等重要。怪不得在二千多年前，天

使要向約瑟宣告聖誕的意義：「她將要生一個兒

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裏救出來。」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

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

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上帝與

我們同在』，「同在」一詞在原文希臘文含「陪同」之意。）

（太1：21～23）。」而這個喜訊背後重大的意義：上

帝有一顆主動接觸人的心，並以「道成肉身」具

體的行動住在罪人當中。

誠然，上帝沒有在天空中口號式宣布，或掛

上任何標語：「我愛你！」而是藉着耶穌降生為

人，以血肉之軀臨到世人當中，陪伴我們一起經

歷、經驗人間的喜、怒、哀、樂；生、老、病、

死，然後帶給我們一份永恆的救贖與盼望（參閱約

3：16）。換句話說，上帝向人表達愛的第一步是

「同在」、「陪伴」，所以，去年我部分時間主

動參與院牧的心靈關懷服事，正是實踐主的愛。

在院牧實習期間，有一天走進病房，被一位

看似中年的女病人拒絕我的探訪，她語帶哀傷地

說：「張姑娘，謝謝你的關心，但是你不會明白

我，不要浪費時間了。」邊說邊從錢包裏拿出一

張照片給我看。

「噢！原來你是那麼年輕貌美！」

「張姑娘，我患了罕有的病，臉頰和雙手曾

經發紅腫脹，坐巴士（公車）時身旁的乘客對我投

以奇異的目光。」

「李小姐，我跟你有類似的經驗，你可以讓

我陪伴你一下，耐心聽聽你的感受。」（一面說一

面把我雙手燙傷的深深疤痕呈現在她眼前）李小姐眼有

淚光地說：「張姑娘，我終於找到可以傾訴的對

象……。」這一次的探病，又再讓我實踐聖誕的

意義—愛的臨在！愛的陪伴！

各位弟兄姐妹，你願意效學耶穌，隨時隨地

主動接觸有需要的人嗎？實踐聖誕的意義嗎？

聖誕：愛的臨在
與上帝同心（五）─
一顆主動接觸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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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傳遍始於家庭
家庭佈道及牧養事工齊參與

福音傳遍天下▪與上帝同工▪拓展上帝的國度

根據《聖經》〈使徒行傳〉第16章25至34節記載，保羅和西拉帶領獄

警及他全家信主。由此可見，福音傳遍第一個面向的單位就是家庭。與此

同時，教會是由無數的家庭組成的，所以家庭佈道與牧養是不可或缺的。

適逢今年7月下旬，香港聖經講座舉行「幸福家庭佈道會」，誠邀來

自中國瀋陽的鄭大有牧師主講。本刊素仰鄭牧師對家庭佈道與牧養事工具

豐富經驗，故把握他來港的機會，邀請他接受訪問，藉此向讀者分享心

得，推動教會重視家庭佈道與牧養的事工，實踐福音傳遍天下的大使命。

◎張美田 採訪、整理

10 ■ 末世牧聲94卷12期‧福音傳遍天下



福音傳遍始於家庭
家庭佈道及牧養事工齊參與

拓展上帝的國度▪與上帝同工▪福音傳遍天下

張

張

鄭牧師，您好！請問何謂家庭佈道與牧

養事工呢？

好的！其實作為一位牧師，事奉的方向

永遠是包括：對內是牧養教友；對外是福音

佈道。雖然這兩個領域不同，但是它們的本

質是一樣的。所以當我們高喊「福音傳遍天

下」的時候，就要問：從哪裏開始？再大的

山都是由沙粒堆積而成，「千里之行，始於

足下。」因此，我認為最宏大的佈道及牧養

事工，它的根本出發點就是家庭。從前，我

認為好好管理教會、牧養教友，教友人數上

升，就已經把牧師的職事做得很好了，後來

我發現這才做了一半。

假如我忙着教會的事奉，而忽略了家

庭，就好像一艘漁獲滿載的船，即使打滿了

一船鮮魚，卻沒有可停靠的海灣—沒有

人跟我分享從中獲得的快樂。反過來，我打

的魚很少（指功績），但得到的太太與家人的

欣賞，我也帶給他們快樂，那麼我就是成功

了！

當我對內忙着牧養教會的家庭，對外

忙着家庭佈道時，給我最大的信心是我的家

人與我有共同的信仰，我們一起靈修，互相

鼓勵、理解，就算我在外忙得怎麼晚，妻子

不會埋怨我，因為她明白我在外面做甚麼；

孩子儘管感到很遺憾父親陪伴他們的時間很

少，但他們不會埋怨，因為他們知道父親工

作的意義。

假如沒有家人這樣共同的看見和理解，

我在外面愈忙，家人的埋怨愈多，我的負面情

緒也愈多，當我帶着負面的情緒對外牧養和佈

道，是沒有效果的；所以家庭幸福才是最基本
的家庭佈道與牧養。

談到這裏，請您舉一個例子說明，好嗎？

就以我的孩子為例：他們是在公立學校

讀書，雖然安息日要上課或有活動，但他們仍

然會選擇記念安息日，到教會敬拜上帝。起初

很多老師不理解，然而他們對信仰很執着，與

此同時，他們在各方面都表現得很優秀，於是

老師們逐漸認可他們安息日不上學。而孩子對

在學校的表現，不是學校教導，卻是從家庭培

育、牧養出來對信仰的執着。他們的執着使他

們與眾不同，最初這種「與眾不同」別人並不

認同，隨着時間老師們慢慢發現這個孩子，安

息日上教會，沒有補習，沒有補充額外學習材

料，但是他比其他同學成績優異，各方面表現

得很出色，結果他們認同了孩子的信仰。

呀！怎麼認同呢？老師邀請我們到學校

去，跟家長們分享教養孩子的原則。的確，當

我們在家裏的教育、培育、牧養做好了，就能

夠同時做好對外的佈道；兩者相輔相成。如果

給我選擇，我還是首先做好注重家庭。

鄭

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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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傳遍天下▪與上帝同工▪拓展上帝的國度

那如何在信仰上牧養您的家庭？

每天早上，孩子們跟大人一起靈修。我們

的靈修不是那種呆板、例行公事的形式，而是

通過上帝的話語結合他們的生活，同時採用他

們的「語言」，引導他們思考，不是我給他們

答案，而是他們尋找答案，這種靈修使孩子對

上帝的話語產生熱愛。

到了晚上，讓孩子為當天的生活感恩、反

省：提供他們一個機會想想要感恩的是甚麼？

要反省的是甚麼？然後一起禱告。這種把靈

修、感恩、反省結合在生活上，能夠幫助孩子

們對信仰有正確的把握。而不是父母迫着、抓

着他們進教會，乃是從生活而來的靈修、屬靈

上的溝通，睡前反省去體會信仰。

鄭牧師，謝謝您分享了個人的實踐與經

驗，您們一家的見證實在很有說服力。接下

來，請您說明為何家庭佈道與牧養事工對教會

如此重要（包括對個人、家庭、教會等）？

家庭如身體的細胞，當細胞健康，身體就

會健康。其實，我能夠影響的人不多，唯一我

能夠真正影響的人就是我的孩子。如果只把我

的影響力放在外面，就不能影響我的家人。

正如中國人常說：「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典出於《禮記》的《大學》篇，原文

是：「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如果我們要

修身的話，就必須正心誠意，因為不管是對家

庭或外人的影響力，其起始點必須真誠地從個

人的品格下功夫。品格是影響力，若要有良好

的品格，先是以《聖經》――上帝的話作為基

礎。

我發現家庭、教會、社會是有機的共同

體，環環相扣的，我從來不會看她們為分割的

獨立個體。很多時候，我常常鼓勵我的教會領

袖和教友，要把上帝帶到他們的家庭當中，使

家庭成為一個小教會，這些的小教會就能夠構

成教會這個共同體。

若是我們只是每個安息日來到教會，沒

有把在教會領受的《聖經》的話實行在家庭

中，沒有使家庭成為每天靈修的共同肢體，教

會沒法具有生命力，也沒有更多的見證可分享

而產生影響力，更不能興旺了。

當大家都知道您以上所提的重要性，那

麼，鄭牧師，請問您的教會如何組織家庭佈道

與牧養事工呢？

由於我的孩子在安息日上教堂，不上

課，在沒有補習的情況下無論是學業成績、品

格、課外活動都表現得很優秀，因此引起其他

的家長的注意，常常來詢問我教兒良方。於

是，我索性在教會的服務中心成立教兒諮詢俱

樂部接觸他們。雖然我沒有直接跟他們談論信

仰，但藉着潛移默化的分享，使他們體會到只

要孩子有信仰，才有良好的品格。

張

張

張

鄭

鄭
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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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上帝的國度▪與上帝同工▪福音傳遍天下

還有，在教會舉辦前鋒會，透過其中的活

動、遊戲、學習來培育孩子。現在孩子不是沉迷

玩電子遊戲機，就是手機，而家長不能總是禁止

他們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行，反而是提供更好

的給他們選擇，而前鋒會在這方面正好發揮了作

用。

坦白說，如果只單靠《聖經》的道理來吸

引人來教會，效果很低，尤其是今天在城市裏更

行不通。我們必須在教會生活與社會生活之間建

立一個過渡的平台，我們稱為「信仰文化」，意

思是藉着親子、健康、烹飪講座、夫妻營、前鋒

會來滿足社區人士的需要，打破中間的鴻溝，建

立了溝通的渠道。在溝通的渠道愈多的情況下，

有些人會走進教會來，有些人因着個人身分或原

因，仍然是與教會保持距離；儘管如此，但是他

們對教會印象良好，樂意參加、支持教會在社區

舉辦的活動。他們曾經說：「鄭牧師，教會若有

任何兒童夏令營、家庭講座、金波利大會、夫妻

營……等，請您一定要告訴我們，我們會樂意參

加的！」故此，我感覺這樣不同「信仰文化」的

活動或小組愈多，教會展開傳福音的空間就愈

容易。所以，我把這種情況稱之為「信仰影響

力」。

最後，鄭牧師，我想請問：教會如何裝備信

徒參與家庭和牧養事工？信徒如何參與？

張

鄭
今天社會上談到一個很重要的實力――

軟實力。我會從「四個力」來裝備信徒參

與家庭佈道和牧養事工。首先是「家庭感染

力」。

家人信主的關鍵是他們從弟兄姐妹身

上，看到信仰帶給他們的改變，就是變得愈

來愈良善、愈來愈有智慧，愈來愈善解人

意，家人自然認同他們的信仰，因而產生感

染力，唯有本會的信徒擁有這份感染力，才

能使家中的成員對基督教的信仰感興趣。

當教友已具備了「家庭感染力」這個基

礎後，我就裝備他們服務社會的能力，然後

對外服務社會，我稱之為「社會影響力」。

服務社會不單是發傳單、叫口號，而是在我

們身處的社區，提供可行的服務，滿足社區

內居民的需要。例如，我的教會在瀋陽，在

冬天的時候，天氣十分寒冷；而教會附近有

一間小學，家長們聚在學校門口，每天冒着

嚴寒，早到半小時等候下課接孩子回家，他

們在這段時間感到無聊和難受。於是我就組

織教友供應熱茶為他們驅寒，一、兩次的服

務未必能把他們帶到教會來，但起碼覺得教

會所做的是那麼好！那麼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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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傳遍天下▪與上帝同工▪拓展上帝的國度

鄭牧師，以上您提到的「家庭感染力」和

「社會影響力」，是為傳福音的事工發揮「預工」

的作用。那您如何去裝備教友跟進慕道友靈命成

長，做好栽培的工作？

這與第三個「力」有關，即是「屬靈生命

力」。我會透過推動教會成立各種各類的細胞小組

進行查經，藉以教導教友認知自己是「生活中的佈

道士」，同時通過各系列的查經、背誦經文，透過

經驗上帝話語的能力，對《聖經》有正確的把握

後，他們就帶着教會提供適合不同對象的單張，在

市場、銀行、公交車站送贈給人們。即使有人把它

扔掉也沒有關係，因為總有人會看。這樣，總比轟

轟烈烈開一場佈道會後就算成事好得多呢！

此外，教友在細胞小組進行查經，對分享

《聖經》的真理有正確的認知後，被安排成為《聖

經》查經小組組長，向慕道友分享上帝的話。

張

鄭

最後，教友們在「家庭感染力」、「社會

影響力」、「屬靈生命力」有了良好的基礎後，

進一步要推動是「信息傳播力」。這包括製作不

同的福音單張，如適合年輕人、夫妻、家庭、長

者、小孩閱讀，同時也會製作有關健康、婚姻、

親子、信仰的光盤對外發送，還有定期製作三分

鐘視頻、文字短信，藉手機的群組圈傳播。

總括而言，今天，本會在硬件上做得不錯，

但這「四個力」仍需加倍努力，才能達到把「福

音傳遍天下」的目標。

　鄭牧師，謝謝您接受我的訪問，相信讀者

受益良多！

後記
猶記得初信的時候，對於我這個童年不在家庭成長的教友來說，家庭觀念是十分薄弱的，

再加上教會當時較注重教友教會生活的表現，因此我常常花很多時間在教會，引致家人的不

滿。經過碰釘子後，才覺醒要關心家人，傳福音要由家庭開始。

2011年念神學時，我特意選修「家庭事工」一科，希望日後在本刊及地方教會的事奉上，

從正面來提醒信徒：「家庭是我們信徒首個傳福音的禾場」。感謝主！今次有機會訪問鄭牧

師，是上帝給我的恩典和機會，願鄭牧師的分享和提醒，使昔日我的錯誤，不再在別的信徒身

上發生。願《聖經》的應許實現在主內每一個家庭：「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16：31）阿們！

鄭大有牧師 口述／中國／瀋陽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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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日記▪牧養專欄

牧者日記

我的22年傳道生活
回顧與反思❺

效法牧者

「他們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話裏有權

柄。」（路4：32）最初讀福音書的時候，我被耶穌

的品格、講道、智慧深深的吸引了，就像當時的

聽眾，覺得祂的話裏有一種「權柄」。那時，我

真的不知道自己將來也會給多人講道。但心想：

要像保羅說的凡事效法耶穌，可一定不簡單！

進一步研讀福音書，耶穌的神蹟讓人強烈的

感受到祂—作為神子的能力和權柄，並被祂折

服。但祂最吸引我的地方卻還是作為人子的祂：

沒有家庭的優越感，父母親都是極其平凡的人；

雖然祂對律法和上帝的話語有深刻的認識，但卻

沒有受過當時拉比的正統教育；按照以賽亞先知

的說法祂也沒有「佳形美容」，祂沒有很多先天

的資歷令人們追隨。

祂在三年半的傳道時間裏，周遊猶太四境以

及周邊四境，不僅是門徒跟隨祂，當時大批的群

眾跟從他，其中也不乏有法利賽人和教法師等，

雖有吃餅得飽的，但也有很多人都是被耶穌的教

訓和品格吸引過來的。

「憐憫」人的主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

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太9：36）

我在很多教友家的客廳裏都看到過《耶穌

牧羊圖》，有些教會也懸掛着這樣的大幅圖畫：

祂站在翠綠起伏的山間，白色的群羊活潑可愛，

祂的懷裏還抱着一隻羊羔，也許是因為那一隻受

傷，也許那是一隻可愛的小羊吧！但我每次看到

這節經文，都會在腦海裏出現另一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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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身邊圍繞着一群人，一群並不可愛

的人：有要尋隙抓住祂的把柄控告祂的律法師；

有帶着疾病來找祂醫治的，因為這也許是最後一

絲希望；有好奇祂的傳聞，大老遠跑來看熱鬧

的……你能想像這可不是一群「可愛的羊」那麼

單純。但在祂的眼裏，他們都是嗷嗷待哺的羊，

他們中間的各種動機想法和隱藏不露聲色的情

形，祂都是知道的，因為祂洞察人的心靈，正因

為如此，祂「看見就憐憫他們」。

牧者的心腸就是對人的關懷和憐憫，但教
會是由罪人組成的，何時我們不再關心他們的光
景，何時我們事奉的初衷已被改變。教會的工作
錯綜複雜，而且包括很多事務性的工作，再加上

講道的預備和各種會議等等。牧者恨不得把自己

睡覺的時間都用來工作，我知道很多前輩是這樣

做的。

但無論如何，我對自己的要求是：一有機會

就順路探訪教友，不一定是他／她軟弱了，有甚

麼需要；也不一定是一週的哪一天探訪日。要常
常走到羊群中間，真正的關心瞭解他們的需要，
因為在教堂看到我們和在他們的家裏是完全不一
樣的。他們很願意敞開自己的心扉，有時候，你
只要做一個好聽眾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常以耶穌為榜樣，我就不會不知不

覺的「離位」，因為基督必將祂的「憐憫」的愛

賜給我們，讓我們帶着祂的精神去工作。何時我

們看到很多羊，不覺得他們「困苦流離，沒有牧

人」，也不覺得他們缺乏牧者，那麼何時我們就

不再帶着憐憫在服事。

「魅力」的教師

耶穌在世三十年都是從事普通的工作，他公

開講道的時間只有三年半，但祂的講道卻簡單易

懂，引用的都是生活中的例子，讓人聽了明白還

不容易忘記。可見，祂對真理的默想和生活的思

考已經融會貫通。

耶穌講道的時候，總是給人思考的空間，祂

有時用反問，有時詢問，萬變不離其中，最後把

聽眾帶到上帝的面前，每個人必須自己做出良心

的選擇。縱觀耶穌的教訓是對話式的，不是灌輸

式的；是啟發式的，不是定義式訓話式的；是思

索漸進式的，不是主觀絕對式的。

講道的困境

教會式的牧養在某種程度上，很難和聽眾

對話，講台和聽眾的坐席之間有着不可跨越的距

離，而且很多教堂都懸掛着：肅靜靜默的標語，

表明教會是一個嚴肅的地方，不是一個討論學習

的地方。所以講道要引起聽眾的思考比「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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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日記▪牧養專欄

堂」難得多，除非牧者將耶穌的榜樣記在心中，

並常常提醒自己：雖然聽眾沒有發言，但他們可

以思考，教導真理的方式切記：不可是填鴨式的

主觀宣講。

我聆聽過一些大有恩賜的牧者講道，他們

也一樣在講道中不斷提問，讓聽眾反思。於是，

我也開始嘗試在小組、慕道班和青年團契等聚會

中，閱讀經文後，提出問題，尋求回答，以及再

說生活中的運用，這樣的方式非常容易和大家互

動並探討問題，並且使弟兄姐妹對《聖經》產生

興趣，能夠在學習中不斷地參與和思考。也可以

知道回家後如何閱讀《聖經》，傳道人應該是教

導方法多過教訓的，因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

漁」。正如先知在《傳道良助》中強調的那樣：

「應當少講道多教導」。

即使在證道中，一樣可以和聽眾形成對話，

並將實際的運用從經文中引出來，不妨請大家試

想：為何耶穌只有三年半的時間工作傳道？他前

三十年在拿撒勒生活，過着怎樣平凡的生活？耶

穌在受試探的時候，得勝的祕訣是甚麼？在我們

的生活中，遇到試探失敗的又是甚麼？給一點時

間不要太快講下去，讓大家在內心去回答這些問

題，總好過沒有經過自己的大腦。在天國的真理

面前，我們都是學生，我們需要對這些問題逐一

的進過自己的大腦和內心，思索和檢視，就可以

知道天父的心意之一二，而不是盲目的順從。

我不是每一期的《末世牧聲》都能按期

閱讀，但是我總是隔一段時間就會進入網路

版看看最近的期刊。開始寫〈牧者日記〉是

因為看了執行編輯張美田姐妹的一篇文章，

而引發了我這個想法。

感謝她在和我溝通的過程中，提出撰寫

這個系列的文稿的想法，讓我有時間回顧和

整理自己這些年的事工和心態，對未來的事

奉有更好的準備和發展。在撰稿期間，她多

次與我電話溝通，給予我鼓勵和勸勉，要把

自己的真實感受寫出來，並分享她自己服事

的一些經歷，令我受益匪淺！

感謝負責本專欄的特約編輯周翠珊姐

妹，在其中的溝通協調，讓我可以有節奏地

完成這些稿件而沒有壓力。很感恩能遇到兩

位在文字事工上孜孜不倦，多年服事的「前

輩」，能與她們有這樣一次交流學習的機

會，實在是我2016年值得紀念的事項之一。

（全系列文章完）

筆名：默然 Sarah

17歲蒙召傳道，在過去20年間，曾在國內多間教會擔任
牧者及青年傳道培訓等工作。獲得南京金陵神學院神學
學士、菲律賓復臨研究院教牧學碩士學位。目前主要負
責神學教育、傳道人培訓及教會雜誌撰稿人。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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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專欄▪信仰廣角鏡

光陰似箭，和合本修訂版新舊約全書面世至今，已整整三年了。這些年來坊間對和修版

的經文一直都有意見提出，此起彼落；近期中國基督教兩會更正式在內地印製發行和合本修訂

版，故此也有聲音來自內地的讀者。

總的來說，很多人對和修版發表意見，都是出於善意，都關心《聖經》公會所出版發行的

《聖經》。不過，當中也有人嫌和合本修訂版改得太多了，有些人更表示不能接受這樣的和那

樣的修改。歸根結柢，可以分析理解，這些讀者多年熟讀和合本經文，很自然地不能接受經文

的一丁點兒的改動。

然而，筆者在此要趁這個機會，指出那些傳統悠久的經典《聖經》譯本，尤其數十年或

數百年來廣受採用、閱讀、背誦的《聖經》譯本，都會經過多番的修訂，這是正常的、必然的

事。因為首先人類語言不停演變，其次是《聖經》原文的詮釋和佐證也不斷得益於新的發現和

新的亮光，影響到《聖經》經文的翻譯和修訂。

經典《聖經》
譯本的修訂
編者按

和合本修訂版新舊約全書於自2010年11月發行，到今年已是整整6年。基督教傳入東土，《聖經》翻譯
是福音融入當地文化的重要一環，和修本的出版是百年《聖經》翻譯史上的一件大事，代表了一個重要

的信念：以更切合時代的語言將上帝通過《聖經》傳達的話語向當代信徒和慕道友表達。至今，和修本

還沒有在教會中受到廣泛使用，本會情況也是一樣。和修本譯者之一洪放博士，曾在2013年撰文討論相
關問題。文中提到的觀點對本會有着啟發作用，故此我們特別轉載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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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廣角鏡▪牧養專欄

1952年（稱RSV譯本）、1982年

（稱NKJV譯本）、1990年（稱

NRSV譯本）。這些不同的修訂

本和衍生的譯本，在不同

世代的英語世界中也廣被

採納使用。

法語基督新教經典譯本錫貢《聖經》（Louis 

Segond）自1880年問世，也曾在1888年、1910年、

1978年、1979年、2002年、2007年出版修訂本。

尤其2002年的新錫貢譯本《聖經》大幅度修改了

經文和增加大量經文評鑑學註釋，深受目前法語

基督新教信徒重視。

已有四百多年歷史的西班牙語《聖經》Reina

譯本自1569年問世後，也曾在1602年（改稱Reina-

Valera譯本）、1862年、1909年、1960年和1995年

修訂。1751年問世的葡萄牙語《聖經》Almeida譯

本，也先後在1805年、1875年、1958年、1995年

推出修訂本。

上文筆者舉出了幾個流傳數百年的西歐重要

語言《聖經》譯本例子，證明《聖經》經典譯本

的修訂是很正常的和必然的事。故此，一百年前

翻譯、使用了九十多年的中文和合本《聖經》近

年進行修訂，絕對不是例外。

我們可以諒解，很多上了年紀的老信徒，多

年閱讀背誦和合本的經文，當然很不願意看到他

們熟悉的經文有任何改動。他們的執着、不滿和

對和合本修訂版總有一定的抗拒，這是可以理喻

的。其實，四百年前當英王詹姆士譯本推出時，

例如由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翻譯、在德語

信徒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的德語《聖經》譯本，

1534年面世後，不久又在1541年、1545年、1567

年修訂，以後在十七、十八世紀又經過多番的修

訂，單單在十九世紀就有大概六次的修訂—

1819年、1856年、1863年、1867年、1883年和1892

年，二十世紀的有1912年、1956年、1964年和

1984年。最新近修訂的1984年版路德譯本，目前

廣為德語基督新教信徒使用。

英語《聖經》英王詹姆士譯本1611年面世

後，也曾多番修訂，例如1762年、1769年、1877

年、1881-1885年（修訂後稱Revised Version-RV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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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欽定譯本，同樣也曾受到老信徒們的抗

拒；他們不肯接受採用，主要原因是已經讀慣了

早五十多年前面世的日內瓦譯本英文《聖經》。

然而，我們也要提醒自己，這個和合本修訂
版《聖經》的推出，主要目的之一是給年輕的一
代讀者、新信徒和非信徒使用。這些人並沒有被
先入為主的舊經文所囿，而新修訂的經文對他們

卻更適切、更清楚易明，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

我們也不能因為老一輩信徒的不接受，而剝奪了
年輕一代閱讀和更清楚明白上帝話語的機會和權
利。

教會的將來是屬於這些年輕讀者羣，故此我

們必須優先考慮他們的需要，把眼光看得更遠，

為長遠的將來作打算。若果我們只顧及迎合老信

徒們的意願和訴求，故步自封地只單獨保留、使

用一百年前翻譯的舊經文，疏忽了年輕的一代的

需要，我們就沒有覺察到，其實老信徒們的需

要，也許再過十年、二十年，或頂多三、四十

年，就不再有了。

一個教會能否傳承信仰，代代薪火相傳，保

持活力，就要視乎是否擁有一本文字不斷更新、

切合時代的需要和語文的變遷之《聖經》譯本；

是故上文筆者提及的幾個西方重要語言《聖經》

譯本，都毫不例外地經歷多番的修訂。過去二十

多年和合本修訂版的籌備和醞釀，都是朝着相同

的異象和目標進發和完工。今日教會的領袖和老

信徒們，需要具有勇氣和遠見，負起傳承信仰和

傳承經典《聖經》修訂版本的歷史使命。

英王詹姆士譯本經一兩代人才被接納

和合本修訂版面世已有三年了，單在香港

地區，目前大概有一百六十間教會採用，作為堂

用《聖經》。至於華人聚居的地區和國家，例如

中國內地、臺灣、新加坡、巴西，當地《聖經》

出版委員會或《聖經》公會，也都先後推出了自

己本地版的和合本修訂版，例如簡體字版、雙語

版等。毋庸否認，和修版仍未完全取代舊的和合

本，而且這可能不是我們這一代人出現的事。

但是，我們需要高瞻遠矚，具有長遠的眼

光。要知道，英文經典《聖經》詹姆士譯本1611

年首度面世後，也被當時廣大的信徒所抗拒，不

肯接納採用。雖然這譯本推出時得到當時英王詹

姆士一世所欽定，又備受教會當局和領袖的支持

推崇，成為堂用《聖經》和崇拜時讀經的經文，

但是當時英國一般的平信徒仍然繼續使用1560年

面世的日內瓦譯本英文《聖經》。

這個比英王詹姆士譯本只不過早五十一年面

世的日內瓦譯本英文《聖經》，它的由來又是怎

樣的呢？話說早於1533年英王亨利八世脫離羅馬

教廷，成立了英國國教，但當他的長女瑪利女王

繼位期間（1553年至1558年）卻復辟羅馬宗的教權，

並大肆迫害那些不肯離棄英國國教的人，於是當

時很多英國人為躲避迫害，追求宗教自由，就逃

到歐洲大陸宗教改革的基地瑞士日內瓦。這些人

當中有專家翻譯了英文《聖經》，稱為日內瓦

《聖經》，1557年推出新約，1560年推出新舊約

全書。這部日內瓦《聖經》，很快就成了十六世

紀下半葉廣泛流通、大受英語教徒採用和閱讀的

英文譯本。

難怪1611年英王詹姆士譯本推出後，馬上

遇到一般信徒的抗拒，不願接受，他們堅決仍

然繼續使用日內瓦《聖經》。根據歷史記載，要

過了大概四十年的光陰，到十七世紀中葉時，英

王詹姆士譯本才真真正正完全取代了日內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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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廣角鏡▪牧養專欄

經》，成為流通的英語《聖經》。四十年的光陰，

正正代表了一、兩代人的時間，也即是說，要等老

一輩的信徒讀者過世之後，才能由新一代的人取而

代之。

無巧不成話，四十這個數字，在《聖經》裏

具有一個週期的、長而有限的時間的屬靈涵義。例

如摩西在西奈山接受法版時曾禁食四十晝夜，而以

色列人也曾在曠野漂流了四十年。

尼忽士但

不同的人種、不同的民族，各有不同的語言

文字，故此《聖經》需要翻譯成不同的語言文字，

好讓各民各族都能認識接受上帝的話語和救恩。語

言文字其實就是一個載體，《聖經》裏面的文字所

裝載的，是我們相信上帝要給我們救恩的信息。信

息給不同的民族，就需要使用不同的載體；給我們

中國人的載體是中文，給英美人士的載體是英文，

給法國人的載體是法文，給日本人的載體是日文，

如此類推。

我們需要把載體和其所裝載的信息清楚區

分，不應混為一談。載體和信息可比擬作杯子和裏

面裝載的飲料。中國人喝茶用茶杯，法國人喝葡萄

酒用葡萄酒杯，德國人喝啤酒用啤酒杯，斐濟人喝

椰汁用椰子殼杯，如此類推。不同的民族擁有他們

的文物器具來盛載他們的飲食，就如他們各自擁有

不同的語言文字，來互相溝通傳遞信息。

但是有些信徒卻把《聖經》所用的語言文

字，和這些語言文字所裝載的信息，混為一談。他

們甚至把某一個譯本、某一段經節所用的字句，看

作就是直接上天所默示寫成的、是神聖、是不可修

改的。另有一些信徒更把馬太福音5章18節耶穌所

說的「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照字面解

釋，認為《聖經》裏的一點一畫都不可修改；他們

不明白耶穌所指的，是律法條文背後所代表的精神

和真義是不變的，而耶穌的來到早已把這些精神和

真義實現了。

也許把一個載體等同其所裝載的內容，甚至

把載體看為神聖的作為膜拜的對象，這是人的一個

通病。舊約《聖經》曾提及以色列人在曠野被火蛇

咬，上帝就吩咐摩西用銅造了一條火蛇，使仰望的

人得救存活。這個銅製火蛇猶如一個載體，代表拯

救，耶穌甚至直稱這火蛇是喻表人子帶來永生（約

3：14）。這個銅製火蛇原本是一個美好的載體，一

個正面的標記，但後來以色列人卻把它當作一個膜

拜燒香的神聖對象，稱為尼忽士但，以至到希西家

王時要把它打碎銷毀（王下18：4）。

曾有一位屬靈長輩這樣說過，他感謝上帝，

到現在為止，沒有發現《聖經》經文原作者的真

跡。為甚麼他這樣說呢？若是真跡，一早就拿去給

人燒香膜拜了。

原文連載於香港《基督教週報》2013年10月6日至27日，第2563
至2566期「譯經隨筆」專欄，蒙該報准予轉載，謹此致謝。

 洪放博士
《聖經》和修本譯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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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美國亞特蘭大的全球總會代表大會

上，發表了一個非正式的調查，調查問題是「你想

告訴教會的事？」253位受訪者中大部分年齡不超

過35歲。許多意見都從青少年而來，他們的聲音總

結如下：

❶ 及早而經常地教導《聖經》原則和基督教的本質
❷ 把真理的表述好好包裝，卻不要把它世俗化
❸ 幫助青少年融入到教會的日常事務和活動中
❹ 提供社交途徑使青少年可以在基督化的氛圍中相

交，而非尋求世界的娛樂消遣
❺ 聆聽青少年的想法和觀點
❻ 試圖認識青少年並對他們友善

來來回回看了這份調查數據不知道多少遍，

內心有說不出的激動！若讓青年人真正研讀《聖

經》，將生命專注於永恆的真理，就可避免以娛樂

來填補心中的空虛，甚至被世俗的激流沖的不知

去向！

向下扎根的靈命

在現今，我們被「速度」影響至深，無論是

食品的速食業者，教育界的補教班，坊間書房最

暢銷的書本雜誌，甚至影視媒體，都在灌輸我們

「急於求成」的觀念，踏實的作風似乎落伍了，

沒有紮實的學習，也沒有一腳步一腳印的痕跡，

這樣揠苗助長的做法也滲入教會—救靈的工作

變得很粗糙，即使我們教友人數的成長倍增，真

正紮實成長的教友卻寥寥可數。

我們可以辦一次又一次的佈道會，我們也可

以為聖工不同的需要舉辦信徒的奮興營。不錯，

這些一次性的收割很重要，因為不僅可以在當中

建立好的屬靈氛圍，它還有一種凝聚力，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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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專欄▪與年輕人談信仰

◎周庭亘姐妹／台灣／台中教會安息日學主理

學習真理
實踐真理

松柏盤了根，才可參天作巨樹



影響生命。但是，後續的牧養工作更是重要啊！

因為持續性的給予關懷，靈糧餵養，信徒才會成

長並結出聖靈的果子；若失去了這一環，日子一

久了，心中被燃起的火苗熄滅了，前功盡棄，一

切都要重來，周而復始，實在可惜。所以我們若

可以在後續的關心，餵養靈糧方面做得紮實，做

得有系統，教會的復興絕對不是難事！

除了真理被確實的教導之

外，結出「真實的果子」

也是重要的。有的時

候，教會的虛情假

意、假冒為善，

讓我們失去一些

弟兄姐妹，非

常令人痛心！

特別是第二代

基督徒。曾經

聽過一個這樣

的故事：「在一

個安息天的早晨，

母親催促孩子們梳

洗，嘴裏不停地碎念

着：『唉呀，妹妹啊，動

作怎麼這麼慢？哥哥，快點換上

衣服啊？！怎麼還拖拖拉拉呢？你會害我們

遲到的，快一點！你們還沒有吃早餐呢！』除此

之外，還夾雜着父親不耐煩的嘖嘖聲。好不容易

出了家門，坐上車，就開始聽到母親對父親說：

『今天又是某某牧師證道，他每次分享的都好無

聊，唉……。』父親對母親說：『對啊……還有

那個某某弟兄，整天就只會嫌東嫌西，也不看看

自己……。』就在這段車程，上演了一場批鬥大

會，而坐在後座的孩子們就看着父母批評這，批

評那，一直到停妥了車，進了教會，突然間，一個

奇蹟式的轉變發生了！父母親收起剛才的謾罵聲，

換上的是和顏悅色的臉目，向被自己批評的對象寒

暄問暖，彷彿剛剛所發生的一切不存在似的，一直

到聚會結束離開，上了車，回到家中又過着「自己

的生活」，好不可思議啊！這等場景，都在每個安

息天重複上演，當這一切看在孩子們的眼裏，他們

會不會受到影響呢？答案是肯定的。是

嗎？所以，我們要不是散發馨香

之氣使人活，要不就是散發

惡臭使人死！

在懷愛倫師母

的著作《使我認識

他》這本靈修書，

提到說：「『耶穌

降世並非要在罪

惡中拯救罪人，

乃要拯救他們脫

離罪惡，並藉着真

理使他們成聖；而且

為要使他可以成為我們

完全的救主，我們必須個

人本着出自信心的行為與他連

合』，『耶穌說：「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去。」』（約14：6）」（十二月二十一日〈披上了他的完

全〉第2段）

無論是學習真理也好，結出生命的果子也好，

只要與耶穌基督有完全的連結，就可以成就萬事，

因為不藉着祂，沒有人可以進上帝的國。期許我們

每一位青年都被帶到耶穌基督面前，完全在基督的

磐石上跌碎自我，紮實地學習真理，實踐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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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專欄▪漫遊〈但以理書〉 ◎韓國時兆出版社 出版
◎趙鎮將牧師 翻譯／韓國

被擄回歸的喜訊2
現在讓我們回耶路撒冷興建上帝的殿吧！

「他們彼此唱和，讚美稱謝耶和華說：他本為善，他向以色

列人永發慈愛。他們讚美耶和華的時候，眾民大聲呼喊，因

耶和華殿的根基已經立定。」（拉3：11）

完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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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但以理書〉▪牧養專欄

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被擄到巴比倫和波斯的時

候，從來沒有敬拜上帝，如今他們藉着興建聖殿

和記念安息日經歷上帝的賜福。

太激動人心了！

這就是我們奔向

天國的故事。

天國會是怎麼樣

的呢？真想親眼

去看一看。

在這地上也會

體會天國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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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專欄▪漫遊〈但以理書〉

鳴謝：

本專欄漫畫取自《War of  the 
Angels》，版權是屬本會韓國
出版社，承蒙准予轉載及翻譯

為中文，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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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這地上嗎？

每逢第七日安息日

就會體驗天國生活。

啊！因此當記

念安息日。

並遵守它！

當然！
安息日是上帝和我

們之間世世代代的

證據。

更是思念主

幸福的日子。

（完）



歡迎小朋友為這《聖經》故事填上顏色。爸爸媽媽可以用照相機或手

機拍下小朋友的完成圖，然後電郵至ldsc@chumadventist.org（請註

明小朋友的名字、年齡、所屬堂會等資料），本刊將上載至《末世牧

聲》網站供大家欣賞，以作鼓勵。

請看
這邊

《麵酵的比喻》
◎陳樹源弟兄 繪圖／香港　◎鄭皓茵姐妹 整理／本刊編輯

耶穌有一天說了這樣的

一個故事：

「天國好像麵酵，有婦

人拿來，藏在三斗麵裏，直

等全團都發起來。」

三斗麵是古時以色列

儲存麵的地方，約38公升的

體積，這是很大的體積，預

表這團麵製成之後，將可以

餵飽許多的人。一點點的麵

粉，如何發成如此之多？

小朋友，天國就像發酵

一樣，酵如同上帝的話，充

分地揉入人更深的心田，日

後就能彰顯天國的榮耀。就

讓我們配合上帝的話，同心

去等候耶穌的復臨！

兒童《聖經》故事▪牧養專欄

■ 27末世牧聲94卷12期‧2016年12月‧http://ldsc.chumadventist.org



◎譚玉瑩姐妹／香港／九龍教會／三育中學退休教員

見證主愛▪人生百味

我生長在一個富裕但封建的大家庭，因親屬

多，彼此間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我父母早喪留下我

一個獨女。家人對我因憐生愛，但我卻事事抗拒，

無論任何事在我心中先產生敵意，因此性格上孤僻

冷淡，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情緒每天都是處於渾

渾噩噩的狀況。

1955年一天晚上，我行經九龍界限街，九龍

教會展開長達一個月的佈道會，有傳道人給我一張

單張歡迎我入座，就在這一次我首次聽到「耶穌」

這個名字，而且覺得十分新鮮，感覺祂似乎像我一

個朋友的名字，就這樣我竟然連日參赴佈道會，也

從而對《聖經》發生興趣。對宗教略知皮毛，在佈

道會結束後，教會還送給我一本新舊約《聖經》。

一天晚上，我徹夜難眠，躺在床上心中充滿

納悶惶恐，拿《聖經》閱讀，不期然地流下眼淚，

心中覺得需要一些東西，跟着跪在地上，到天明起

來，我想起查經時熟悉的一節經文：「我們愛，因

為上帝先愛我們」（約一4：19），我覺得我有了朋

友不再孤獨，而且是一位真愛的朋友，是上帝先愛

我，接着在1955年12月10日，港澳區會舉行聯合浸

禮，我受浸了，天父接納我，我重生了，也脫下了

舊人換上新人，「不配得的恩典我得着了」。

後來，九龍三育中學擴充校舍落成開幕，上

帝給我當上學校教師，我一直工作了37年直到退

休，這期間上帝給我家庭，而兒子、丈夫還是一同

作教師工作，作上帝的兒女。

這看來是生活安穩無憂，但這並不是。九龍

三育中學是上帝的學校，我每天與少年人一起上課

研讀《聖經》，這是最大的恩典。我把《聖經》知

識與學生一同分享，自己又是「教學組長」。每當

學生接受基督，受浸加入教會，那種快樂、奮興是

無物可比喻的，這是上帝給我極大的恩典。

在九龍三育中學退休之後，香港三育中學要

加聘教師，我又往該校工作了兩年，之後澳門三育

中學新校舍落成，更缺教友教師，於是我又在澳門

三育中學工作了四年。這樣一直在三間本會中學工

作了四十三年。教的科目以《聖經》占多，我與少

年人共享上帝的真道，彼此共勉。本來我這樣一

個「罪人」，上帝先愛我。「不配的恩典我得着

了」，套一句俗語「終生無憾」。

我今年八十七歲，一生躺在主的懷裏，用一

段章節表達我的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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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116：12～13）

不配得的恩典 我得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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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臨新聞網 提供
◎蔡潔珍博士 譯／華安聯合會健康事工部幹事
◎洪雅珊姐妹 整理／本刊助理編輯、網站編輯

全球會訊▪消息通訊

摩士醫生訃聞

■ 29末世牧聲94卷12期‧2016年12月‧http://ldsc.chumadventist.org

本會前香港佈道士摩士醫生（Dr. Arthur Adam 

Moores）於2016年9月17日在美國加州天堂市（Paradise, 

California）主懷安息，享年93歲。安息禮拜於2016年

10月8日（安息日）下午4時30分（美國時間），在本會

天堂市堂會（Paradise SDA Church）舉行。

摩士醫生於1923年1月20日出生在加拿大新斯

科細亞省（Nova Scotia）。他長大後在他兄弟的電子店

工作，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加拿大空軍做

無線電接線生。他離開空軍後，便先後入讀加拿大

聯合大學（Canadian Union College）及美國拉西瑞亞大學

（La Sierra University），後來更被醫藥佈道大學（現名羅

馬琳達醫學院）取錄，修讀醫學系。

1952年6月10日，摩士醫生與佛妮（Verna Litke）

在加拿大阿伯特省（Alberta）結婚，一起度過64年的

美滿婚姻生活。

1953年，摩士醫生畢業後另外受訓兩年，其

後便搬到加拿大紐芬蘭省 （Newfoundland）開始家庭醫

生的工作，並與同學希爾賓醫生（Dr. Eugene Hildebrand）

一同在船上為離島的漁民提供醫療服務。

摩士醫生致力成為國外醫藥佈道士。他覺得

外科醫生比起一般醫藥師更能盡到醫生的角色，於

是便親自前往新斯科細亞省的醫學院修讀了5年外

科課程。1967年，摩士醫生連同妻子和3名兒子來

到香港，在香港度過11年的快樂時光。他在荃灣

港安醫院擔任醫藥主任，摩士夫人則在同一醫院

擔任護士長。1972年，夫婦二人遷移到新建的香

港港安醫院繼續他們的工作。1978年，他們回流

美國，先在加州佛雷斯諾市（Fresno）定居，然後在

天堂市過退休生活。

摩士醫生忠心於妻子、家庭和信仰。一般人

都視他為仁慈、得體、關懷和屬上帝的人。他一

直工作至接近90歲。在他最後一天上班時，全體

員工都在他離開前向他列隊敬禮。

摩士醫生主懷安息後留下了2名兒子、5名孫

兒女、2名曾孫及1名快將出生的曾孫女。

摩士博士在羅馬琳達醫學院成立「泰利‧

摩士加拿大獎學金」（Terry Moores Canadian Scholarship 

Fund），此獎學金以記念他的兒子。讀者如欲贊助

此獎學金，請將支票寄到羅馬琳達大學禮品記錄

部，抬頭請寫「Loma Linda University」並請註明

「This check is in memory of Art Moores」。

地址為：

Loma Linda University Gift Records,

PO Box 2000, Loma Linda, CA 92354 U.S.A.



消息通訊▪聯合會訊

由華安聯合

會教育部、文字出

版部及《末世牧聲》

聯合舉辦之「文字福音

事工的銳變與前瞻培訓工作

坊」（下稱工作坊）於2016年9月28至29日，假座香

港清水灣三育書院小禮堂圓滿舉行。

一連兩天的工作坊，邀請多位來自海外、

港、台不同地區及背景的講員，分享文字工作者與

上帝及人的關係；台灣時兆出版社歷史的演變、發

展及前瞻；復臨運動與印刷媒體、電子文字媒體、

文字如何結合多媒體推動本會佈道與牧養、編輯身

心健康和伸展操，以及工作坊實習等

等，內容極為豐富及全面。

當中的他會嘉賓講員有李榭熙教授（佩斯

大學（Pace University）歷史學）❶、基督徒網絡作家古斌

先生（香港）❻；本會的講員包括黃兆堅牧師（華人

事工培訓幹事）、焦望新牧師（本刊主編）❸、周英弼

經理（台灣時兆出版社經理）❹、張曉明長老（文字出版

協調人）❺、周翠珊博士（本刊特約編輯）❼及蔡潔珍

博士（教育及健教事工部幹事）❽。而參加者則有來自

海外、台灣及非組織地區的平信徒、港澳區會的

傳道同工及平信徒、以及華安聯合會同工等。因

此，無論是講員陣容，並講員及參加者來自的地

區，實是本會華人文字事工破天荒歷史創舉！

破天荒歷史創舉
「文字福音事工的銳變與前瞻培訓工作坊」

◎洪雅珊姐妹／本刊助理編輯、網站編輯
◎彭義泰弟兄 攝影／華安聯合會傳播中心同工

1

2

3

4

30 ■ 末世牧聲94卷12期‧福音傳遍天下



聯合會訊▪消息通訊

5

8

6

7

■ 31末世牧聲94卷12期‧2016年12月‧http://ldsc.chumadventist.org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❶內容與主題相當切合 6 15 1 -

❷內容使我全面認識文字福音事工 9 14 - -

❸內容能激勵我更加參與文字福音事工 5 16 1 -

❹內容能應用到前線的佈道與牧養事工 3 19 - -

❺講者能清楚說明有關主題的內容 4 17 1 -

❻我滿意各位講者的整體表現 6 16 - -

❼我認為講座及工作坊的時間安排適當 10 10 2 -

❽我認為講座及工作坊的場地安排適當 11 11 - -

❾整體來說，我滿意這次講座及工作坊 5 17 - -

❿假如將來有同類型活動我會參加 10 11 1 -

兩天工作坊的出席人數包括︰第一天（28／9）45人及第二天（29／9）39人。

這次工作坊結束前，大會派發回應表給各參加者填寫，回應如下︰

（上圖為第二天派發的回應表，出席人數39人，回應人數22人，回應率為56.41%）



另有參加者寫下不同意見︰

有關對這次講座及工作坊最欣賞的地方

‧「復臨運動與印刷媒體讓我更能瞭解本會的文

字工作。」

‧「內容多元︰身體健康、靈性的成長，以及文

字工作要注意的事情皆有關注。」

‧ 「能考慮及顧及到兩岸三地的文字需要。」

‧「有安排即場雙語翻譯。」

‧「有不同的部門、機構談論對文字的體會和感

受，讓我能以多角度更豐富地認識文字工作的

重大意義。」

‧ 「講座有粵語及普通話兩種語言，照顧到非組

織地區的參加者，包括文字資料含簡體版，想

得很周到。」

‧「時間安排極合理完美，包括會場及講員都讓

人覺得寶貴。其中對文字佈道歷史介紹和多媒

體與文字結合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憧憬未來文

字工作的功效。」

‧ 「講座有執行力。」

參加者對改善講座的意見

‧ 「是次主題改為『文字福音事工面貌簡介會』

更準確。」

‧ 「期待能真正剖析討論『銳變』與『前瞻』的

情況例如成因、出路及難題結癥更佳。」

‧ 「期望有多些培訓工作坊的內容，例如校對、

編輯、創作等。」

‧ 「希望下一次能邀請各地華人來探討更多實際

工作。例如本會一些已過時的翻譯用詞，或在

用詞上的統一，還有要注意兩岸三地不同用語

等。」

在工作坊進行期間，有幸獲得全球總會文字

出版部副幹事Wilmar Hirle牧師❷及北亞太分會會

長助理（中國／台灣事務）吳偉進牧師來港開會，就

順道來會場探訪及分享。吳偉進牧師一再肯定文

字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本會相當看重文字工作。

Wilmar牧師分享教會文字工作者就等同傳道人，

教友在安息日聽了講道後回家，在其他日子裏，

他們也需要在不同方法中得到牧養，所以文字就
是牧養的渠道，讓教友在每一天都得到靈裏的飽
足。

除講座外，另有參加者藉工作坊來實習如何

把一本英文福音小冊子（「When Life is Unfair」,Mark A. 

Finley，王季英姐妹譯），以小組形式討論該如何修改

為更適合自己地區讀者的需要。經討論後，大家

就分享不同地方的修改，讓各參加者瞭解文字工

作者除寫作外，更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例如

翻譯及編校等。

本會對文字工作極為重視，但對於文字工作

的培訓則有進步的空間。希望在未來日子，可以

有更多機會去吸引及培訓更多教友參與本會的各

項文字工作。願上帝繼續賜福、帶領本會華人文

字事工具「可持續」的發展！

消息通訊▪聯合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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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安公告▪消息通訊

「人以自私的心和不負責任的方法得來的喜

樂，是虛浮的，不平穩的，不能久存的。這種快

樂一過，便使人心中充滿了愁悶孤獨之感；然而

在事奉上帝之事上，卻有真正的喜樂和滿足。主

不使基督徒獨自去走無定向的路程，不叫我們徒

然遭遇憂慮失望；即或享不到今生的歡樂，我們

心中仍可快快活活地盼望來世的永福。

……我們當時常記念主從前曾如何安慰我

們，如何拯救我們脫離撒但毀壞的權勢。凡上帝

賜給我們的慈愛―他怎樣擦去我們的眼淚，怎

樣安慰我們的痛苦，怎樣除去我們的憂慮，怎樣

消除我們的懼怕，怎樣供給我們的缺少，怎樣賜

下許多恩惠。這一切我們都當時時追念，這樣，

便能加增我們的能力，得以繼續行完我們的旅

程。」

（選自《喜樂的泉源》第十三章）

如欲細閱「華安聯合會
使命宣言」全文，歡迎
登入華安聯合會瀏覽。

閱讀《喜樂的泉源》提倡

緣由

　　為了配合華安聯合會使命宣言中「我們使命的實
施」第4項：
　　「像基督一樣教導：我們每天通過祂的聖言來聆
聽祂的聲音、順從祂、用一生來尊榮祂、拓展祂的國
度。」

提倡： 鼓勵信徒每天讀經、靈修

行動： 在《末世牧聲》「華安公告」每月刊登閱讀
《喜樂的泉源》的提倡。

目標： 每位教友12月份完成閱讀—第13章：〈真實
的喜樂〉 

DECEMBER 2016

2016年12月號文章推介
❶	安穩在祂手中：《聖經》何處說教會末時會遭患難？

❷	從受害者變成得勝者：上帝藉祂的子民帶領一家非洲信徒的路

❸	上帝的好故事：「善惡之爭」就是你相信哪個版本？

歡迎登入http://chinese.adventistworld.org 瀏覽	

《復臨信徒世界》中文版網站

‧帶你跳出堂會的框框
‧突破本地的界限
‧掌握全球復臨教會最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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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通訊▪海外視窗

親愛的弟兄姐妹及讀者，在今年的聖誕假

期，你會把時間或金錢用在甚麼地方？吃、喝、

玩、樂？遊山玩水？逛街購物？

心繫華人以專業參與義診

您是否想過，像香港港安醫院—荃灣牙科部

黃鎮森醫生，成為參與拓展老撾本會華人聖工的

一分子呢？黃醫生計畫不久的將來，會利用部分

的時間，到本會在老撾（寮國）的牙醫義診中心，

幫忙義診。為甚麼呢？

原來，黃醫生在一次的偶然的機會，從一位

來自本會亞太國際大學（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簡稱A IU）的朋友口中，得知隸屬於南亞太分會

（Southern Asia-Pacific Division）的老撾附屬區（Lao Attached 

Field，簡稱LAF），正準備在其籌備興建的辦公大樓，

開闢一角來設立牙醫中心。最難能可貴的，是該

中心獲當地奉行無神論、共產主義的政府支持，

批准興建，真是一項神蹟！現在，其除了招慕世

界各地本會牙醫，加入義診行列之外，還對外呼

籲各界慷慨奉獻，以資助成立牙醫中心的經費，

而所需的經費合共20萬美元。

最觸動黃醫生的心，要算是他知道藉牙醫

中心可以接觸當地的華人，因為老撾的北部是潮

州人占最多，而南部大部分是福建人。身為泰國

華僑又是客家人的黃醫生，對於異地他鄉的華人

需要福音的景況，必然是身同感受，這正如《聖

經》中的人物—保羅深愛猶太同胞之情溢於言

表：「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

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是大有憂愁，心裏

◎張美田姐妹 採訪、整理／本刊執行編輯

聖誕送暖到老撾
藉設立牙醫中心拓老撾本會華人聖工
當地教會呼籲各界慷慨奉獻

老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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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

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9：1～3）

老撾聖工簡介

在本會普世宣教的大使命中，老撾是屬於缺

乏福音「10／40之窗」的範圍。何謂「10／40之

窗」？意思是指世界上沒有機會聽到福音的人，

大多集中在橫跨北非、中東、印度和中亞的一塊

長方形地區，介於北緯10到40度之間，宣教學者

稱為「10／40之窗」。

復臨信息是在1957年進入該國，可惜該國

經歷了中印戰爭及越南戰爭。直至90年代，國家

對外開放，本會聖工重新恢復。到目前為止，獲

老撾政府認可的主要四個宗教信仰是佛教、天主

教、基督教福音派及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而佛教

徒占67%，基督徒占1.5%，31.5%是不能細分的宗

教。

根據2013年統計，老撾附屬區只有3位曾受神

學訓練的傳道人，其餘是未有受訓及文盲的。該

傳道區受委託牧養共4所教會，另有11所公司和27

個細胞小組。在全國17個省分中，約有2,000個教

友分布在其中12個省分。

最近幾年，當地透過新穎的佈道方式，就是

信徒參與未信者的人生階段（如嬰兒出生、婚禮、喪

禮）、營商、社區服務，促進聖工迅速發展。

在那裏，沒有本會的學校及診所，更加沒

有以老撾文出版的《教會規程》、《傳道人手

冊》、《本會基本信仰28條》等。最近有好幾位

從亞太國際大學畢業的學生，開始加入從事這些

迫在眉睫的出版事工。

迫切需要

除了上文提及其在籌備興建的辦公大樓，開

闢一角來設立牙醫中心之外，他們也需要差送更

多青年人到本會亞太國際大學接受大學或神學訓

練，然後培訓當地的少年人及孩童，並興建更多

的教堂。

親愛的弟兄姐妹，讀者們！假如你因着基

督之愛的激勵，除了為老撾聖工發展懇切禱告之

外；在發揮聖誕節與人分享主愛的精神，更願意

奉獻金錢支持「牙醫診所中心」，使成千上萬的

當地的華人認識福音，感受到主恩主愛的溫暖，

方法如下：

請將支票寄至港澳區會，支票抬頭：

H O N G  KO N G - M AC AO  C O N F E R E N C E  O F 

SEVENTH-DAY ADVENTISTS

支票背頁請註明「捐助老撾牙醫中心」

郵寄地址：香港尖沙咀山林道26號地下

奉獻超過HK$100或以上均可報稅（只適用於香港）

查詢：胡楊珍用姐妹carol.scwu2005@gmail.com 

海外視窗 ▪消息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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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明媚的六月，我們多倫多華人教會組織

教友共八十餘人，前往我們的營地Camp Frenda宿

營三天。

驅車兩個多小時，經過無數蜿蜒的山路小徑

和層層疊疊的密林，終於到達了Camp Frenda，眼

前頓時豁然開朗，那真是一處天然雕琢風景如畫

的美地，綠樹環繞，寧靜幽雅，湖水清冽，鳥語

花香，令我們心曠神怡，返璞歸真。

我們住在設施簡單的營舍，每個房間約4至

8個人，床是木製高低床，年輕人自告奮勇睡高

床，把低床讓給年長者。大家友愛互助，分享經

驗，生活上互相照顧，如同大家庭一般親密無

間，其樂融融。

白天，我們去遠足，一路聞着青草和花朵

的清香，一路聆聽雀鳥的婉轉啼鳴；我們去攝

影，隨處皆景，意境純美；我們去划船，泛舟湖

上，看湛藍的天空，看雲卷雲舒，看飛鳥滑翔；

晚上，我們仰望深邃的夜空，看繁星點點；黎明

時分，我們被湧動的浪花聲喚醒，來到湖邊觀日

出。只見一輪紅日噴薄欲出，平靜的湖面上霞光

四射，瞬息萬變……

一切的一切何等美好，好像上帝的語言。大

自然彰顯上帝的智慧，我們沉浸在上帝創造的生

機盎然的大自然中，感歎上帝奇妙偉大的創造和

恩賜，一起讚美頌揚這善良榮耀的創造主。

「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

段。」（詩19：1）正如保羅所說：「自從造天地以

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

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宿營期間給我們帶來福音信息的是加國韓裔

牧師Philip Lee ，「耶穌讓你首先想到甚麼？」「耶

穌為甚麼選擇出生在伯利恆，而不是萬眾矚目的

耶路撒冷―這個當時猶太人政治宗教文化的中

心呢？」「伯利恆在希伯來文裏是糧倉的意思，

有何巧合呢？」他一來就提出一系列發人深省的

問題，隨後圍繞大家熟悉的食物引出講題。他用

配菜進食太多就一定沒胃口再吃主食這個通俗易

懂的比喻，告訴我們生活中各種各樣的誘惑機遇

和選擇，就如同配菜，我們往往饑不擇食急不及

待地吞下過多的配菜，而再也沒有胃口來消化耶

消息通訊▪海外視窗

◎王晶姐妹／加拿大／多倫多華人教會

同聚美地
2016 Camp Frenda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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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這份我們最需要的生命主食，從而印證了

經文：「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

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6：

35）耶穌就是從糧倉而來，所以祂說：「我要作你

們生命之糧，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得飽足。」

Phil ip牧師的講道風趣幽默，他不時提問與

我們互動。「你在路上走，突然有一個人衝上來

打你一拳，你會怎麼反應？」有的回答：「會驚

訝，不知所措！」有的回答：「會哭泣！」等

等。他告訴我們，耶穌要我們愛人如己，愛仇

敵，這是對待我們身邊的人，但並不是我們對待

撒但和惡勢力的態度。如果撒但魔鬼在生活中給

我們重創和襲擊，我們不能委曲求全，不能萎靡

不振，而要勇敢還擊，禱告中藉着上帝的力量，

就會在絕望中找到希望得着能力。

Philip牧師還讓幾位年輕人上來擺弄一個攝影

用的三腳架，讓他們設法放置平穩，然後提出問

題：「為甚麼三足支撐才會穩固？」原來牧師以三

腳架的三個支架來形容讀經、禱告、見證，只有三

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才能與上帝建立穩固的關

海外視窗 ▪消息通訊

係，才能永不跌倒。他把禱告比作呼吸空氣，只有

禱告的生活才有屬靈的生命，並以親身經歷來見證

上帝奇妙的回應，見證禱告無窮的力量。

三天宿營短暫的時光，我們飽覽了營地美麗

的景色，領受了上帝真理的話語，加深了教友間

誠摯的友情，品嘗了豐盛又健康的素食……我們

收穫滿滿，無限喜樂，深感得到了世間最貴重的

東西，這無價之寶就是―上帝之愛。

「全無隔膜，我靈與主相親，我見主面，

何等快樂，警醒禱告，完全無隔膜……」證道結

束，大家同聲歡唱讚美詩歌《全無隔膜》，此時

此刻，我們與主如此相近，全無隔膜。

最後一天的夜晚，我們舉行營火會。眾人拾

柴火焰高，明亮溫暖的火焰映紅了夜色，映紅了

每一個人的笑臉。大家圍着營火，載歌載舞，又

情不自禁地唱起宿營的主題詩歌《同聚美地》：

「……到日期，與眾聖徒聚會在美地，到美地齊

歌詠而頌讚，同眾聖徒喜樂到萬年，真快樂有永

遠之生命……」

令人難忘的 Camp Frenda，我們後會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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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

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

在我身上了。』」（太25：40）

這是耶穌告訴門徒的最大的命令，兩千多年

來，許許多多的聖徒都在傳承着這命令，披荊斬

棘，奮勇前進。耶穌給我們的命令是福音能夠遍

滿天下，上帝的愛延伸到每一個心靈深處裏面。

曾經，有使徒保羅將他的愛帶到了歐洲，

瓦典西人將他們的愛從鄉村帶到了各個城市，拉

路將他的愛帶到了中國，如今我們處於一個特殊

的時代，當這些美好的榜樣不斷的激勵我們的時

候，我們也想在我們這個城市裏開始愛的工作。

2015年年底的時候，上帝感動我們的教會在

大學城附近為我們預備了聚會的地方，經過半年

的裝修工作，2016年年中的時候，這個地方基本

可以開始使用了，經過許多次的團契討論會議，

考慮我們團契內青年人的個人經歷，我們發現有

一個群體是常常被忽視，但卻特別需要關懷與關

注的，那就是新入學的大一學生們。

這些孩子們離開家鄉來到這個陌生的大城

市，面對新環境的不適應，以及對未來人生方向

的種種不確定性，他們的心理有一種很大的壓力

與孤獨感，特別需要找到一個可以信任的團體，

消息通訊▪神州視窗

考慮到這樣的情況，我們決定嘗試做一些關懷大

學生的工作。

八月末九月初正是大學的開學季，經過前期

的準備工作，我們走進了大學的校園，經過一些

實地考察，瞭解了學校的新生入學報到時間，利

用晚間的時間，我們開始了對新生們的拜訪，

「學妹們好！我們是方舟大學生團契的，是

已經畢業的學姐，」隨着敲門聲，一張笑臉出現

在大一同學們的面前，「方舟團契？」這些孩子

們似乎有些疑惑。「是呀，我們這個團契是在做

一個公益性的活動，主要是為了幫助大家解決在

生活上以及學習上遇到的一些困難，我們團契內

還有英語角與讀書會的活動，可以幫助大家提高

英文口語水準，還有外教老師呢！大家可以看看

這些活動照片。」說着話，我們把製作好的宣傳

單分發給他們，大家的興趣似乎開始有了。「你

們的活動要收費嗎？」「不收費的，我們就是一

個幫助大家的團契，你們有甚麼生活上和學習上

的問題都可以來找我們的。」大家似乎被這樣的

微笑與親切的話語感染了，都放下了戒備心，臉

上都有了笑容。「學姐，那怎麼聯繫你們呀？」

「掃這個微信碼就可以了，你看這裏。」我們在

每個單子上都印上了微信二維碼，這是專門為這

些大學生組建的一個微信群。「你們在甚麼地

方呀？經常有聚餐嗎？」「哪個社團好呀？學

◎于美揚姐妹、劉鑫麗姐妹／中國／方舟團契

關愛在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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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你們能幫忙聯繫兼職工作嗎？」……

每天晚上我們都是在這些充滿好奇與熱情的氛

圍中與孩子們相識又說再見。

經過了幾次的校園的走訪，我們的團契微

信群人數已經超過了100人，現在群內每天會有

同學詢問關於大學生活的各樣的問題，我們也

在努力的幫他們解決學習和生活上的問題，每

次離開一個寢室，這些孩子們都會開心的對我

們揮手說：「謝謝學姐！」我們感受到了他們

對我們的那份信任，這是一種愛的互相傳遞。

現在這些同學們還在學校的軍事訓練中，

我們也在籌備英語角與讀書會的課程安排，在

他們正式開學後將安排我們的見面會，並且我

們也計畫在擇業、戀愛、大學生活上給予他們

一些正確的指導和幫助，我們也在試着努力能

否幫助家庭困難的學生找到一些勤工儉學的機

會，我們希望能夠傳遞給他們的資訊是一個充

滿愛的團體，在這裏每個人都如此重要，每個

人都被愛着……

當我們一起走出去的時候，我們經歷了主

耶穌的憂傷和喜樂，經歷了被拒絕與被接受，

經歷了許多的感動，我們還有很多要做的工

作，我們願意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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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

上帝的兒子。」（太5：9）

一年一度之中心嘉年華會剛於10月16日

星期日舉行，地點為山景社區會堂，今年嘉年

華會之主題為和諧共融，希望透過一連串表演

及攤位遊戲，本着基督愛人的心，鼓勵區內居

民投入社區活動，推動關愛共融，同建和諧社

會。這次活動並同時得到屯門區議會贊助。

當天早上九時，中心所有職員已準備就

緒，當主任帶領我們進行祈禱後，同工們便開

和諧共建在山景嘉年華匯絮
◎林志文弟兄／香港／山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中心及社區服務隊隊長

消息通訊▪港澳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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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帶着義工們投入預備工作。整項活動大致上分

為三組工作，分別為舞台、台下及攤位組。舞台

方面，由於預算有限，所有背景布幕、儀式道具

全由設計公司預先製造，但由中心職員及義工們

負責裝嵌，過程尚算順利，音響方面由中心職員

及一位資深義工負責，他們都有豐富的經驗，處

理駕輕就熟。台下方面則要預先安排好攤位遊戲

及座椅位置，並掛上彩旗以增加現場氣氛。攤位

組方面要將讓每個攤位布置得七彩繽紛，引人注

目，幸好在各同事及義工們同心協力下，終於準

時完成所有預備工作。

下午1時開始，社區會堂內已人頭湧湧，部分

家長及長者選擇安心坐下靜待嘉年華會開幕及表

演，小朋友們則憑免費遊戲券到場內七個攤位玩

遊戲及蓋印，當儲到一定數量的印花便可換取大

小不同之獎品。嘉年華會還未正式開始前，很多

小朋友已換到了自己心儀的文具及禮物了。

下午2時30分，嘉年華會正式開始，先由港澳

區會行政祕書暨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湛志凡牧師

陪同各主禮嘉賓上台就座，並開始帶領禱告及致

詞。今次邀請之嘉賓分別有香港社會福利署屯門

區策劃及統籌社會工作主任馬志遠先生、民政事

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梁可盼女士、道

教青松小學校長梁卓賢先生、仁濟醫院何式南小

學校長孫婉蘭女士、廠商會蔡章閣中學校長黎柱

權先生、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校長朱偉明先

生、楊小坑村村代表暨楊小坑村婦女會主席陳慧

儀女士。湛牧師為人幽默風趣，致開幕詞時說話

加上舉手投足配合，帶動全場氣氛活躍起來，十

分貼切嘉年華會之和諧共融主題，其後分別由各

嘉賓致送紀念品予各服務小組及表演團體等，隨

後由屯門教會實習傳道人廖志泰教士、中心職員

林sir及Emily帶領着台上台下一起歌唱頌揚讚美上

帝，以歌曲帶出嘉年華會之和諧共融主題，然後

表演活動正式展開。

今次嘉年華會邀請了不同的表演團體，包括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胡陳金枝雜耍團、Station、

Airbloody、TM Buddy、Dude、何式南小學Band隊、

Centuries、魔術師Mr.T、Dream Girls、 Acababies（辛

亥年Acapella）等，表演的項目有跳舞、音樂、雜耍、

樂隊演唱、無伴奏演唱等，其中雜耍項目由胡陳

金枝中學南亞裔的學生負責，技高人膽大，表演

精彩帶來熱烈掌聲；山景幼稚園表演之歌舞，小

朋友們悉心打扮加上趣緻舞步為大家送上童真和

歡笑；當然少不了本中心之樂隊經過一段長時間

去練習之後，終於可以有所發揮，跟場內所有觀

眾分享努力的成果；無伴奏樂隊則帶來耳目一新

的音樂表演，讓觀眾看到如何可以用人聲代替樂

器從而造出優美旋律來打動人心，從表演中亦可

見到隊員之間的完美默契和合作，令人讚歎。今

次嘉年華會亦在此表演後在雷動掌聲及雀躍歡呼

下而結束。

和諧，其實就是建基在信任及關懷之中。人

與人之間只要互相信任和關懷，磨擦及爭執自然

減少，甚至消失。當所有人擁有共同理念，朝着

同一方向而行，亦可以互相體諒及共融，建立一

個和諧社會，樂業安居。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

美！」（詩133：1）

港澳視窗▪消息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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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兩所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健康促進醫院

香港港安醫院—司徒拔道及荃灣在過去數

年成為香港首兩所醫療機構是被世界衛生組織認

可的健康促進醫院網絡成員（2012～2019），及後香

港港安醫院―司徒拔道更被委任成為中國及香

港區域健康促進醫院統籌機構（2015～2019）。醫院

旨在提供優質醫療服務，而健康生活促進中心作

為整個團隊的一部分，集中於建設社區健康的四

個支柱：健康促進醫院、健康企業、健康學校和

健康社區中心。核心價值旨在於通過適當的生活

方式和健康的生活習慣，以致達成身、心、靈全

人健康模式及運作。

健康團隊訓練

在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和醫院管理層

◎蕭鈺麟經理／香港／香港港安醫院—司徒拔道／健康生活促進中心經理
　　　　　　　　　　世界衛生組織香港健康促進醫院（HPH）統籌專員
　　　　　　　　　　世界衛生組織香港健康促進醫院（HPH）董事會成員 
◎祝啟祥長老／香港／香港港安醫院—司徒拔道／健康生活促進中心健康教育專員
◎黃美玲幹事／香港／港澳區會健康事工部幹事

商討及大力支持下，購置儀器及提供專

業支援，並以先導紀念堂開設為期20週

的試點項目。往後按照這個培訓模式推

行社區成人促進健康課程，焦點包括營

養、運動、減壓、信靠，匯聚理論與實

踐及按世界衛生組織標準以推廣健康社

區初級課程。

學習策略

通過向學員分享一些相關的健康問

題案例，覆蓋香港常見的健康指標及疾病風險，

如肥胖、癌症、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和精

神壓力。講學以不同學習活動：討論、實踐工作

坊、習作記錄、課堂後的自我健康評估加強鞏固

學員的學習體驗。學員在課堂中訂立目標及學習

自我健康評估技巧以監察主要指標和健康狀況。

健康活動如蔬果榨汁技巧、全麥麵包製作、鍛煉

體格和壓力管理、並強調以祈禱配合醫治過程。

在完成課程後，頒發證書給予出席率達至70％的

學員。

聯合畢業典禮

聯合畢業典禮在2016年9月17日於香港聖經講

座舉行，當天有三所教會新畢業的學員及五所教

會當中已經畢業的學員參加畢業典體，學員人數

接近100位。

2015年至2016年健康團隊訓練課程（香港地方教會）

健康培訓畢業感恩會暨
港安健康學會成立典禮簡報



港澳視窗▪消息通訊

■ 43末世牧聲94卷12期‧2016年12月‧http://ldsc.chumadventist.org

健康培訓畢業感恩會暨
港安健康學會成立典禮簡報

首先由祝啟祥長老總結課程內容及學習過

程、香港港安醫院副院長何啟智醫生分享個人健

康心得、港澳區會會長范藍興牧師致詞鼓勵醫護

團隊與社區合辦健康訓練及提倡健康乃本會佈道

特色、蕭鈺麟經理分享健康教會與健康社區的密

切關係。

成立港安健康學會

為了往後日子能夠加強香港港安醫院與社區

教會的聯繫，在聯合畢業典禮的同時，香港港安

醫院與港澳區會一起成立了港安健康學會，並獲

得香港港安醫院（三名）及港澳區會（一名）專業人

士作為顧問，計有副院長何啟智醫生、蔡源淼醫

生、張國良院牧及周敬仁牧師，盼望健康學會能

繼續培訓更多人才成為健康福音大使，服務香港

社區，榮神益人！

學員對健康團隊培訓後感

 小西灣教會：馮仲君教士
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本堂與港安教會一同

參與由香港港安醫院舉辦的健康團隊20訓練。
過去短短的幾個月中，多位富有經驗的健康教育

者向我們教授各種不同的健康知識，各類疾病的

成因、自然療法、水療法。又教導如何使用部分

工具如體組成計及血壓計等等。學習課程中有理

論，也有實習。透過是次訓練，本堂利用由醫院

贈送的身體檢查儀器，並在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為長者作檢查服務。另一方面，也邀請弟兄姐妹

在中心的健康講座作推介營養健康飲食。在訓練

時間，弟兄姐妹有時需要到較遠的跑馬地地區上

課，但他們都樂意出席。經過五次十堂的訓練

後，參加者成功畢業，並在簡單又隆重的畢業典

禮（最後一堂課）中獲頒授畢業證書。最後，感謝一

班教導我們的導師！弟兄姐妹們將在以後的事奉

中努力實踐所學的知識，助人助己，過一個全人

健康生活來榮耀上帝！

 元朗三育幼稚園：鍾貝安校長
首先，感謝香港港安醫院給予機會，讓本

園參加「健康團隊20計畫」，並為我們舉辦工作
坊，提昇我們對健康生活的認識，及教導我們如

何使用香港港安醫院提供的健康儀器。在過去一

年，本園與元朗教會合作，向家長推廣健康生活

信息，讓他們明白，除了身體的健康外，在心智

及道德方面都需要按上帝所定的規律而生活，才

是真正的健康。最感恩的是透過全年的活動，增

進我們與家長的溝通及關係，現在已經有8位家長
參加由邱張賽玲師母舉辦的查經班，進一步認識

上帝。本年度，我們會再接再勵，繼續向家長推

廣健康信息。

 先導紀念堂：馮吳惠燕執事
我常常做運動、少吃零食、倚靠上帝、睡眠

充足、心裏就有平安。

 先導紀念堂：羅慶華執事
我現在天天都吃五色飯及飲一杯自製果汁，

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覺得精神很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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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導紀念堂：祝邱婉貞執事
參加了「健康團隊20」，我感覺年輕了很

多。完成健康團隊培訓，瞭解健康並非必然，需

要付出努力及時間。應用專業知識，意志及身體

力行。飲食需要特別謹慎，運動也要足夠程度及

量度。特別在課程內容中學習更加信靠造物主，

以達致兼顧心靈的全人健康。

 聖經講座：譚慕賢姐妹
很高興有機會參加「健康團隊20」，訓練

期間提供許多健康講座及示範，又鼓勵組員實踐

及閱讀書籍。其中一本書「健走」，看後得益良

多，俗語說「人老腳先老」，健走能增強腿腳骨

骼和肌肉力量，讓心臟跳動更有力，不建議在空

腹時健走。健走至少要30分鐘才會開始燃燒身體
內多餘的脂肪，健走運動好處多未能一一提說。

 恆安佈道所：陳順儀教士
香港港安醫院於2016年開辦一個為期10小

時的健康團隊培訓課程。恆安佈道所共有17位參
加者，最年長的有86歲。感謝祝長老、黃姑娘、
張師父及蕭經理的悉心教導，我們不單學習健康

常識和飲食烹調方法，更可以利用香港港安醫院

提供的有關器材練習，方便日後用來服務社區人

士。在學習過程中，促進學員彼此之間的感情、

溝通、互愛互助的團結精神。期望將來能夠持續

發展，把身心靈全人健康的信息傳遞開去，使更

多人受益，榮歸天父。

 九龍教會：麥業昌長老
參加香港港安醫院健康團隊訓練班，一半是

溫故知新，另一半是學習新的健康知識。最大得

益是學會了實踐，讓生活更有節制，更懂信靠順

服主。現在雖然我還軟弱，自己訂下「日行萬步

（約七公里）」運動目標，有40%日子未有做到，
晚上十時前睡覺只能做到一半，還有其他的求主

助我做到，能過更健康的生活，在身體上榮耀

祂！

 港安教會：陸惠霞教士
感謝天父，由香港港安醫院及港澳區會健

康事工部合辦的「健康團隊20培訓」，讓本堂的

弟兄姐妹又再一次認識及實踐全人健康的原理。

短短的10堂培訓中體驗到身心健康重要之道。感
謝醫院在器材及教學上的提供，包括：培訓參考

材料、慢磨果汁機、麵包機、體組成計、淨化機

等，給予教友靈活地認識健康信息及更有效將所

學的健康信息與別人分享。願天父賜福我們得着

這寶貴的學習經驗，帶領我們將來在教會裏合力

推廣健康信息和建立健康生活的模式，以耶穌愛

心和方法去服務身心有需要的鄰舍。

 新蒲崗教會
感謝主，我們一共有9人參加由香港港安醫院

與港澳區會健康事工部合辦的「健康訓練班」。

多謝負責導師的專業分享及教導，使我們獲益良

多。課程形式除了研討分享，也有實踐學習的機

會，例如：製作蔬果汁、健康麵包製作、學習使

用體組成器材、分析進行健康檢查等等。雖然整

個課程合共有10堂，每堂2小時， 為期三個多月，
但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之下學習，不經不覺就完成

了。願上帝幫助我們，不單自己身體力行去實踐

健康生活，也可透過不同渠道，將健康福音信息

與身邊的人分享。

健康團隊培訓總結

健康並非必然，學員需要學習、體驗及實

踐，以達致全人健康理念及目標。懷師母亦指出

健康事工是傳福音的右臂並與《聖經》話語配

合：「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

靈是從上帝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並且你們不

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

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上帝。」（林前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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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品格英文夏令營
感恩回顧

感謝上帝，茄萣品格英文夏令營的舉辦，近年

來已經變成教會與社區民眾，還有農會連結的一個

重要的活動，並且這個活動愈來愈有規模，愈來愈

多人參加。不論成年人或孩子們，都能在活動中獲

得各項需要的滿足，同時在與教會的弟兄姐妹與老

師們相處時，有機會看見基督徒的樣式與耶穌基督

的愛；透過小小真理的種子，在拜偶像風氣盛行，

福音傳揚不容易的地區，這活動在他們的心中扎

根，不論大人或小孩，凡參加的都能有收穫。

困難中見主恩

今年能夠舉辦英文夏令營，要感謝上帝在過程

中的賜福與恩典。在英文夏令營籌備的過程中，尋

找師資一度成了我們關鍵的阻礙，但感謝上帝，祂

的恩典無限大，因為祂使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我

們原先合作的團隊，老師因為個人使命與教學合約

的問題，到了泰國任教，連帶影響了整個夏令營合

作計畫的實現。

雖然外師Tamara Storie曾經口頭表示願意協助，

但旅費、路程、課程安排等，都因為種種的不確定

因素，而使茄萣品格英文夏令營差一點難產，一度

無法繼續。若是教會無法繼續提供師資方面的協

助，勢必與農會就無法達成長遠合作的目標：為茄

萣的小朋友們帶來外語教育的預備與訓練。

不過，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積極的把困難放在

禱告中，及積極尋找可能的替代方案都不如預期，

最後上帝出手幫助，讓泰國的Ekamai International 

School（EIS）（本會的國際學校），在機票上與住宿上提

供部分援助，使教會與農會減輕了許許多多的經濟

負擔，活動因而繼續推展。上帝的愛與恩典，透過

◎陳綱澤教士／台灣茄萣教會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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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英文夏令營的學員、合作夥伴、家長、老師

以及教會教友，使我們完完全全感覺得到的。

夏令營盛況

今年為期一週的英文營活動，是在暑假的7月

3至9日，參加人數總計是超過110人，其中包括英

文營學員60人，外籍教師與團隊35人，農會與教

會的工作人員，廚工媽媽與助教、夏令營志工等

等。看見許多人熱心的參加與集結，為了使年輕

的孩子們，有更好的外語學習環境，盡一份自己

的心意與心力，真是叫人為之感動。

在經濟上，夏令營的活動得着許多單位的

出錢出力協助，使得今年夏令營，可以說是歷年

來，陣容最龐大，贊助單位最多的一次，所有費

用總計超過新台幣30萬元。除了去年與本堂合作

辦理英文營的贊助團隊：茄萣農會，以及跟本堂

長期合作、熱心公益事務的時兆出版社，提供首

個孩子手工藝課程的台安基金會。

此外，今年更有新的成員與我們一起舉辦，

就是奇美博物館、成大航太實驗場、以及台電參

訪的戶外教學安排。我們也沒有忘記邀請本會的

希望電視台，來為我們一連串的活動進行拍攝、

錄影和剪輯，因此希望電視台也是我們在影音記

錄方面重要的活動推手，使教會與社區的連結，

讓有意義的品格英文營活動透過媒體傳播，傳送

於網路世界，相信會有更多的人也與我們一樣，

用上帝的愛照亮世界、透過有效的方法與連結，

傳揚福音。

期盼分享經驗

我們希望未來有機會，將本堂的經驗傳承

給有需要的教會，透過英文夏令營經驗的傳承，

使福音廣傳在需要我們的地方，也透過各地民眾

一點心意，我們一起來學習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的精神，讓我們用愛照亮我們的居所，我們的社

區。

目前我們積極尋找，除了農會以外的贊助

商、企業家，用他們的各樣資源，來協助台灣偏

鄉地區的外語資源與教育落後的問題，並透過各

樣的連結與社會各界的幫助，使得我們接觸的孩

子，有機會看見自己是上帝所賜福的，所珍惜珍

愛的，將來也努力將上帝的愛傳給人。

以往夏令營外籍老師只有一週的時間來教

課，我們希望他們未來可以待上一個月，甚至是

兩個月；或在每個地方都能待上一週到兩週。我

們計畫明年連結與其他有相同異象的教會（山地或

平地均可）。除了本堂以外，還可以在各地教會中

選出一兩個，讓泰國的師資團隊，也將茄萣教會

的經驗帶到各教會去試行，並讓我們各地的社區

看見教會的功能工作、透過實際的教會活動協助

傳揚耶穌基督的愛。 

活動訊息分享

若有興趣關注相關活動訊息，請由以下兩種方

式連結茄萣教會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
JiadingEnglishSummerCamp/
 

❶請加入追蹤FaceBook粉絲頁 →搜尋「茄萣品
　格英語夏令營Summer Camp」

❷請加入LINE設為好友 →搜尋「@xkp3369g」 
　以下掃描QR code



今年6月29日至7月13日，本院雙語商務系老

師與學生，遠赴馬來西亞笨珍參與服務工作，那

裏離當地教會並不太遠，大家均在牧師及教友的

家住宿。

這次服務目標是建立一個籬笆，然而，這對

我們的學生來說，是一項從未面對的挑戰。工作

項目主要是建造每邊大約500公尺長、50公尺寬的

籬笆。我們必須挖洞並且置入水泥桿，最後再將

有倒刺的鐵絲圍籬掛起。

這趟旅程對學生而言，其正面的影響是加強

他們對異地文化的認識和欣賞，以及更遼闊的世

界觀，並與當地教會建立關係，和完成服務工作

的成就感。或許，學生們體會過當地簡樸的風土

民情之後，進而對生命產生新的眼界與希望。

每天早上的靈修，除了由本人、本院的人員

及學生主持外，笨珍教會和西馬來西亞傳教團，

均指派了工作人員來協助我們。來自馬來西亞不

同地區、不同組織的人們，分別在不同時間為我

們提供協助。

週五的傍晚，我們在其中一名教友家中舉行

夕陽會，並享用火鍋大餐。而馬來西亞區會會長

梁輝牧師，向我們介紹笨珍教會的教友，並向他

們說明我們此行的目的。在場的學生們更能藉此

機會，分享個人經驗及見證。同時，他們也提及

多麼喜愛與當地教友之間的情誼。

至於安息日崇拜聚會則在笨珍復臨教會舉

行，本人以英語證道，並由雙語商務系張采辰同

學進行口譯（傳譯）的工作。

在服務工作結束的那一天，學生們得以享受

笨珍海邊的美景，及逛夜市的愉快時光。我們更

與當地教友一同遊船，為這次參與服務的體驗留

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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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通訊▪台灣視窗

到笨珍服務記
◎柯嘉永博士／台灣／三育基督學院雙語商務系



橡樹
◎沈佐杰 牧師 撰／美國／華盛頓復安醫院院牧督導
◎容薏姐妹 譯／美國

讀者留言▪讀者平台

我在華盛頓復安醫院裏

漫無目的地徘徊

突然看見一棵巨型的橡樹

聳立着高昂尊嚴的軀體

我的心靈得到復甦，再度滿懷希望

橡樹的偶遇賦我勇氣

精神、信心、和力量

惟有橡樹的創造主深知我內心的盼望

創造主錘煉塑造我的品格

造我新人，賜我堅韌無懼，還有信望和愛

雄壯威武的橡樹開拓了我的視野

教我挺胸而立，肩披寧靜的聖潔

我以樂觀的姿態面對未來

橡樹是無所畏懼的寫實

不必為生活中的失敗悲哀嘆息

恩典定能康復醫治

天國裏也有橡樹

被贖的必得拯救

解脫了痛苦憂傷和煎熬

創造主賜予的生命永無止境

註：華盛頓復安醫院在1903年開始創辦, 位於離美國首都大約10
英哩郊外的塔科瑪園。
塔科瑪園是我們教會的許多先驅，包括懷愛倫師母在二十世紀
早期生活居住過的地方。

譯者簡介：
容薏姐妹出生於中國大陸，廣州中山大學數學系本科畢業後，
在美國馬里蘭大學計算機系獲碩士學位。在信息技術行業從事
軟件編程和數據管理工作有三十餘年。此外，容薏姐妹還在中
文教會擔任口譯翻譯達15年之久，也筆譯過報刊雜誌的文章和

小冊子。

末世牧聲94卷12期‧2016年12月‧http://ldsc.chumadventist.org ■ 49

寫於塔科瑪園的華盛頓復安醫院



讀者平台▪光影靈語

◎蕭羽彣姐妹／台灣／台中教會

徵照片分享
讀者可將自己拍到的照片（個人照片除外），含金句／個人屬靈感受短句分享
（50字以內），然後電郵至ldsc@chumadventist.org（請註明名字，可選用筆名，
所屬堂會等資料），供本欄刊登。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

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

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以賽亞書〉第41章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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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須知
與人分享您將「聖言」化成「福音傳遍天下」的動力

❶凡引用經文請使用《聖經‧新標點和合本》（上帝版）。
❷凡用電腦撰稿者請用全形標點符號，以助大大減省修改的時間。
❸凡屬聖工活動、信仰心得、見證分享，歡迎本會弟兄姐妹、各堂
會、機構來稿。

❹來稿請具真實姓名及所屬堂會或機構，發表時可用筆名。
❺每篇消息稿刊登字數約800～1,500字，見證或屬靈分享1,500至

3,000字為限，本刊有刊登、上載來稿至網站的最終決定權及刪改

權。若不欲被刪改，作者請來稿時說明。

❻請儘量提供個人照片或資料圖片及圖說；相片刊載完畢，若需歸還
請註明。

❼來稿請寄「香港新界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12樓，《末世

牧聲》收」，或傳真852-28346119或電郵至ldsc@chumadventist.org，

並請註明「《末世牧聲》」稿。

❽每期截稿日期為前兩個月的20號。

❾照片必須有300DPI或1MB（1024KB）以上像素，方有良好印刷效果。

The Last Day Shepherd's Call

2016年《末世牧聲》月刊印刷版及網站支出預算（全球發行量5,000本）

項目 金額（HK$）

1 薪金（全職及外判兼職） HK$959,556
2 電腦器材 HK$7,288
3 出差 HK$18,860

4 出版、印刷、郵費
（台灣時兆出版社美編、排版、承印及發行）

HK$588,503

5 翻譯及校對費 HK$108,720
6 網站推廣軟件程式設計費 HK$38,227

總金額
HK$1,721,154.00
NT$7,291,838.00
US$222,081.66

奉獻欄
您定期閱讀、代禱、推介與奉獻，能支持《末世牧聲》出版及網站運作！

每期 HK$ 28.70 NT$ 121.59 US$ 3.7032
全年12個月 HK$344.40 NT$1,459.08 US$44.438

請填寫R（如有需要）

□本人不願意自己的姓名刊登在鳴謝欄內。

姓名：（中）　　　　　　　　　　（英）　　　　　　　　　　　　　　　　　　　　　　　　　　

所屬堂會：　　　　　　　　　　　　　　　　　　　　　　　　　　　　　　　　　　　　　　　　　

電郵：　　　　　　　　　　　　　　　　　　　　　　　　　　　　　　　　　　　　　　　　　　　

地址：　　　　　　　　　　　　　　　　　　　　　　　　　　　　　　　　　　　　　　　　　　　

　　　　　　　　　　　　　　　　　　　　　　　　　　　　　　　　　　　　　　　　　　　　　　

如欲奉獻，請填妥以上資料，可傳真至852-28346119或連同支票，抬頭請寫「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華安聯合會」或
「CHINESE UNION MISSION OF SDA」，寄交「香港新界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12樓，《末世牧聲》收／
The Last Day Shepherd´s Call, 12F., Citimark, 28 Yuen Shun Circuit, Siu Lek Yuen,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請向慕道友及新加入教會會友推介閱讀與瀏覽《末世牧聲》月刊及網站http://ldsc.chumadventist.org 

鳴謝

Marcus／香港／HK$1,000

Capital Chinese SDA Church／香港／HK$960

L.A Cantonese Adventist Fellowship／美國／HK$3,200

奉獻者名單　2016年11月



2017年《末世牧聲》新增專欄

羊　 牧　問 答
歡迎讀者來函發問
ldsc@chumadventist.org

由教友或讀者發問平時在講堂上較少聽到有關

信仰與生活的疑問，並誠邀牧者們用約1,600字

回應。目的希望解開教友或讀者積存在心中的

難題，同時也希望提供新視野及思考角度，讓

您們可以更體會基督徒信仰的真實。

我有見證
想要分享

於2017年刊登各地華人復臨信徒的事奉見證，藉以

鼓勵信徒參與佈道或牧養事工，配合明年「全民參

與作無愧的工人」的主題。

來稿請電郵：ldsc@chumadventist.org

字數 個人
資料1,600字 可選擇以本名或筆名發表，

並請提供所屬教會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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