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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 心語
岑牧師 Pastor Roland
經過一年多疫情的肆虐，教會終於可以
積極計劃重開實體聚會。除了對很多災情嚴
重的地區、失去親人的家庭及落入極度經濟
困境的行業與群體心感傷痛，疫情也帶來
了積極的一面。從屬靈的視野，我試稱之謂
「中場休息」。
在所有人都被逼閉關的日子，我們對
人生的優先次序、生活中孰輕孰重的安排、
神要我們在安靜中領受的功課、如何打「下
半場」… 有否新的亮光？
後疫情重新解封、教會重開實體，是否
代表我們可回復舊常態、或只是在生活習慣
上作出適應而已的新常態？我深深希望不
止於此。
我所祈求的，是我們個人及教會各個會
眾都同步踏進一個屬靈的新常態：屬靈的渴
慕與追求有新的熱情和長進；對主及神的話
有更深的愛與順服；對聖靈的帶領更敏銳、
更有回應；對教會與福音事工有更熾熱的委
身和愛心；對神在這時代的作為與呼喚不願
置身事外 …
教會重開實體，也是重新開始，特別英
語部估計流失了一半以上的會眾！無論如
何，但願我們能「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重整旗鼓，重申異象、重建合一精神、重新歸
隊，以愛、以毅力、以決心與同心，跟隨基
督，靠主剛強，順著聖靈，在「下半場」中齊
站在得勝的行列之中，榮耀我們的天父！

After more than a year of raging pandemic,
the church can finally actively plan to reopen
in-person gatherings. In addition to grieve over
many severely affected areas, families who
have lost their loved ones, and businesses
and groups in extreme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pandemic has also brought a positive side.
From a spiritual perspective, I try to call it
"intermission."
On the days when everyone was forced to
retreat at home, are there any new insights on
our priorities in life, the arrangements of our
daily life, the lessons God wants us to receive
in silence, how to play the "second half …"?
In the time of post-pandemic, the church
is reopened, does it mean that we can return
to the old normal or just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with new habits and routines? I deeply
hope that it does not stop there.
What I pray for is that we as individuals
and the church will embrace a new spiritual
normal with a spiritual yearning and pursuit
with new enthusiasm and growth, a deeper
love for the word of God and obedience to
the Lord, a better sensitivity and responsiveness to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a more
zealous commitment and deeper love for the
church and evangelism, more willingness and
eagerness to follow God's plans and calls in
this age ...
The reopening of the church is also a restart, especially seemingly more than half of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has left! Nevertheless, I hope we can "forget what is behind and
look toward what is ahead", relaunch, refocus
on the vision, rebuild the spirit of unity, return
with a team spirit, follow Christ with love and
unity, perseverance, and determination, stay
strong in the Lord, and follow the Holy Spirit,
and stand together in the victorious procession
in the days to come and glorify our Heavenly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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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 119:11)

銳變與更新 - 結果子的生命

岑牧師 Pastor Roland

我們得救同時亦是蒙召，蒙召是要

能生存，更何況談到結果子呢！同樣，信

活出結果子的生命，這在主耶穌及新約

徒必須與主聯合，不斷地從主得著生命的

的教導中是極為明顯與肯定。可是，人總

供應，才能結出果子來。

是傾向避重就輕，喜歡強調神的恩典、

今天，你有多常 (住) 在祂裡面，祂

神的憐憫，而不去留意亦不刻意去結果

的話也多常在你裡面？主耶穌還這樣教

子，諸多理由體貼自己，那怕主明說是

導：「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也不能結

要在我們生命中找果子，甚至表示不結

好果子。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

果子的生命，根本就不能榮耀神！

出他們來。」(太 7:18,20) 若結果子，你

假如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也清楚
主的心意，跟著的問題是：

(一) 如何才能結果子？ (約 15:4)

生命結出的是好果子，還是壞果子？

(二) 如何才能結更多的果子？
(約 15:2,5)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

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

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 (剪) 乾淨，使

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

枝子結果子更多。 5 … 常在我裡面的，我

是這樣。」

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

葡萄樹有兩種枝子：一種是『徒有長
枝』，它會大量吸取樹的水分和養料，徒
叫自己長得肥大，卻不結果子；另一種是

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很明顯，修理乾淨的目的，是要叫枝
子結果子更多。

『能結果枝』，它會結出果子，但果子的

修理不只是洗淨，更包括剪除。所以

多寡不等。而枝子不是靠一次的接合，或

我們不僅須要清除一切纏繞的毒素──

一次吸收豐富的汁漿，就能結果子；若沒

罪 (徒有的枝子)，更要好好地接受對付，

有葡萄樹不斷的供應水分和養料，就不

清理身上一切不該有的雜質──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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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結果子，或不能結更多果子的障礙
物，如壞習慣、沉溺行為、不良嗜好、或
是自視過高、自以為義、自我形象偏差、
在神以外找安全感、體貼肉體 …
基督徒要多結果子，就必須願意付
出代價、鍛鍊心志，才能成為主有用的
器皿，為主作見證；也必須接受主的修
理對付，才能有效地領人到主的跟前。
如果主不修剪我們，任由我們任意而
活，我們就不能活出應有屬靈的特質；
如果我們遠離主，也會失去基督徒生命
的特色，就不能成就任何有價值的事。

(三) 多結果子才能榮耀父神
(約 15: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
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果子』是指內在生命的流露和彰
顯。甚麼樣的樹，就會結出甚麼樣的果
子 (太 7:17)；基督徒從基督這棵真
葡萄樹上吸取豐盛的生命，必然會結
出神聖生命的果子來。
基督徒所結的『果子』，至少有下列
幾類：

有一天主人回來要找果子，何能面對？

1) 生命的果子──指神生命的自然流
露，叫人從你身上如同看見神或基
督自己：「甚麼樹結什麼果」(太
7:20)；「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弗 4:13)；「總叫基督在我身上顯
大」(腓 1:20)。唯有透過多與主親
近，像保羅說：「我體會基督耶穌
的心腸」(腓 1:8)，才會散發「基督
的香氣」(林後 2:15)；

多結果子是出於對父神的敬畏和至深的

2) 品格的果子──指神性情的自然流

愛，也是對自己對人生一個最好的交

露，顯出各樣的美德：「聖靈的果

代！

子」(加 5:22~23)；「光明的果子」

枝子能結 果子雖 然好 ，但仍不夠
好，必須多而又多；「多結果子」是葡萄
樹生命最高的流露，是我們每位跟隨主
的人該有的目標和渴望，因為這樣，才最
能使那「栽培的人 - 天父」得著滿足！
因此，我們必須常常檢視自己的生
命與生活，到底有否不斷結果子？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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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 119:11)

(弗 5:9)；「仁義的果子」(腓 1:11)；

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為自己作了一

「多種善果」(雅 3:17~18)。我們事

個總結：父藉著子的生命與工作已得

奉神，是以基 督 的品格去事奉；我

了榮耀 (約 13:31~32)，祂也藉著信徒

們為主作見證，是品格先於言語，

的果子得榮耀。實際上，信徒的生命

你的為人遠遠感動人多於你的說

也就是主向父神的工作報告與成果 (那

話。能說不能行，是法利賽人的致

時，主還沒有上十字架，祂所指的得榮

命毛病，是不結果子的枯枝。

耀大概不是指在十架上的終極榮耀)。

3) 福音的果子──指領人歸主。「(保

藉得我們驚訝的，是主那麼看重信徒與

羅的心願) - 要在你們中間得些果子」

祂的生命相連，我們如何活出結果子的

(羅 1:13)，「(主的命令也是心願) -

生命就是祂與父神得榮耀的關鍵！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

我們無論是顯明神的生命 (作主門

28:19)。保羅最興奮的是「你們為所

徒)，或是繁 衍 神 的生命 (使人作主門

信的福音齊心努力」「你們同心合意

徒)，終極的目的都是為著榮耀神。榮耀

興旺福音」(腓 1:27,5)，難道我們

神，乃是我們生存的目的和意義。

還有別個解釋，推卸責任嗎？

明白了《聖經》和主的心腸，你會如

4) 嘴唇的果子──指從心而發，由內

何回應？瞬間淡忘，或重新立志？人生

到 外 衷 心 地 讚 美 神 、 感 謝 神 (來

有限，主回來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不

13:15)。這應是每個基督徒的特徵，

要以為你有很多機會和時間，應做的就

也是果子的一種。

快快去做了，不要讓自己成為那五個沒

多結果子，就是讓神的生命多有彰

準備好，燈沒有油的童女，新郎來的時

顯。如此，神就經由 信徒的多結果子而
得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表明結果子就是作主門徒的證據。
4

候在門外哀哭切齒啊！
你準備如何迎見主面？

合神心意的母親
蒙迪汶

出埃及記 2:1-3; 撒母耳記上 1:10-12
從舊約聖經中，我們看到兩位偉大
的母親：一位是摩西的母親、另一位是
撒母耳的母親。摩西和撒母耳為主做了
許多轟轟烈烈的事情；前者是以色列人
的領袖，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以色
列人尊敬摩西為國父，因為他曾帶領以
色列民脫離埃及為奴之地，然而，為甚麼
摩西會被揀選呢？因為他有一位非常好
的母親。

那裡，以色列人生養眾多，法老因而害
怕，恐以色列人多於埃及人，就會倒轉
過來統治埃及，因此，法老便想盡辦法
來轄制他們，但他們仍然生養眾多，怎
辦呢？於是便下令殺掉剛出生的男嬰，
女嬰則可留下，由於接生婆敬畏神的緣
故，沒有殺害男嬰，於是法老便吩咐眾
民將以色列的初生男嬰掉進河裡去，許
多男嬰亦因而死了。
摩 西 的母 親 雖 在法老 的命 令 轄 制

至於撒母耳，他是以色列人最後的

下，卻捨不得殺掉自己的親生骨肉，靜

一位士師，亦是第一位先知，他一生做了

悄悄地把孩子留在家裡撫養，直至嬰孩

很多工作，是神合用的器皿，他為甚麼能

三個月大，不能再藏，就用蒲草箱盛著摩

這樣？因為有一位好的母親。所以，我們

西，放到河裡，她很有信心，神會保守這

以這二人的生平，可以看到一位合神心

嬰孩，就叫女兒暗中窺看情況，當時法老

意的母親是怎樣的。我們要建立一個基

的女兒在河中洗澡，她的婢女發現了籃

督化家庭，就必須有這樣的母親，當然也

子，盛著一個希伯來的嬰孩，法老的女兒

同樣要有這樣的父親。

見他可愛，便收養了他，摩西的姊姊便

經文：出埃及記二章 1-3 節
(一) 有信心的母親

上前詢問法老的女兒是否需要希伯來奶
媽，她回答需要，於是摩西的母親應徵
做了奶媽，便順理成章的進入宮裡，教導

昔日以色列人寄居埃及地方，用今

自己的孩子。40年後，摩西離開了埃及，

日術語形容，以色列人移民到埃及，在

神再鍛鍊他 40年，至80歲時再回埃及
5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 119:11)

帶領以色列人離開為奴之地。

今日你有否為兒女靈魂得救的問題焦慮

我們從摩西母親將兒子藏了三個月

呢？我們要好好地帶領他們，教導他們，

的事，看到她對神有信心，她深信兒子

直至他們成長，並非以物質、金錢來滿足

是神特別賜的，神要用他，故不惜違抗

他們的需要，最重要的還是關心子女的

法老的禁制令，此外，我們更可推測這位

靈魂和德性的問題。

母親用信心撫育兒子成人，正如希伯來書

(三) 有智慧的母親

11:24-25 節記載：「摩西因著信，長大了
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他寧可和神
的百姓同受苦難，也不願意暫時享受罪
中之樂。」為甚麼摩西能認識神？為甚麼
他知道自己不是法老女兒之子？肯定是
母親告訴和教育他的。各位姊妹，你們有
這樣的信心嗎？當遇到困難時一樣有信
心仰望神嗎？
(二) 有愛心的母親

摩西的母親做事很有智慧，當她生
下摩西後，並不依法老的命令，將摩西掉
進河裡，而是有智慧地按五步驟去做：
1.將嬰兒收藏； 2.預備蒲草箱； 3.叫女
兒站在河附近窺看法老女兒的反應； 4.
由女兒探詢對方要不要奶媽； 5.進入宮
中撫養兒子。我們深信她的智慧是從神
而來，正如箴言所說：「敬畏耶和華是智
慧的開端。」故最有智慧的人是尋找到

摩西的母親為了自己的安全，本可

永恆的生命，認識主耶穌基督的人，摩西

將兒子棄掉，但由於她愛兒子的緣故，不

的母子因有智慧，便建立了敬畏耶和華

忍將他殺掉，唯有收藏起來至不能藏時方

的家庭。

想辦法，可見她愛心之大，為了保存兒子

經文：撒母耳記上一章 10-12 節

性命，她便掩飾身份，進入宮中，她不但
愛兒子肉體的生命，更愛他的靈魂，正因

(四) 有禱告的母親

此摩西不單學習到埃及文化，更認識到自

另一位要提到的母親是撒母耳的媽

己是希伯來人要學習敬畏神 (耶和華)。

媽哈拿，她也是很有信心的人，但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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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裡最大的困擾是沒有兒子，家裡有人

理，將來可進天國，而是表示為人父母

恥笑 她，致令她憂傷至極，她經常痛

的，願意將所賜的產業奉獻給神，願意

哭，甚至在殿裡敬拜神的時候也忍不住

照神的吩咐和神的心意教導兒女。假若

悲從中來，她在殿裡只動嘴唇不出聲音

有一天神呼召你的子女作傳道人，你願

向神不斷哀求，盼神賜她兒子，以致以

意鼎力支持抑或極力攔阻?或是只希望

利以為她喝醉了酒，她將原委告訴以

他們作醫生、律師、工程師，可賺多些

利，以利便說：「妳平平安安地回去，願

金錢。

神允許妳所求。」哈拿遂歡喜快樂地回

(六) 還願的母親

去，並且因信靠神就不再憂傷。不久，她
便生了撒母耳。且還願把兒子奉獻給神
使用，撒母耳後來終於成為一位士師和
先知，因此，一位合神心意的母親是一

位禱告的母親，她曉得迫切的為家人、
為教會獻上禱告。
(五) 委身的母親

一位合神心意的母親是一位教導的
母親，為人父母不單供子女物質的需要，
更要教導他們，讓他們認識神，摩西、
撒母耳所以能敬畏神是因為他們的母親
用真言 (聖經的說話) 來教導他們。教導
有兩個方法；一是身教；二是用神的話
去教。尤以建立家庭禮拜是最重要的，透

據《聖經》記載：「哈拿在耶和華面

過神的話來幫助他們成長。一位肯教導

前不住的祈禱 … 在耶和華面前傾心吐

的母親來建立基督化家庭，當然也需要

意」，若不是委身的人，是不會不住禱告

合神心意的父親。總結以上兩位模範母

的，且與神傾心吐意、密切交通，只有肯

親的行為，我們可以看見，做父母的若有

委身的基督徒、肯委身的父母才能為兒

信心、愛心和智慧，也願意禱告、委身，

女建立好榜樣。

還願教導，便可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榮耀

我們教會有嬰孩奉獻禮，這禮儀並

神的名。

非表示嬰兒本身已懂得信主奉獻的道
7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 119:11)

榮耀神的新常態

陳傳道 Pastor Joey

無論我們信主多久，或是有沒有讀過

為新常 態 ) ， 永 恆 不 變 的 真 理 告 訴 我

神學，我個人認為每個信徒都有自己一

們，屬神的人，無論做甚麼，我們要為榮

套的信念去作基督徒 (雖然不一定都是

耀神而行!

合符真理的)，所以當我們思想今天在疫

使徒保羅提醒我們「凡事都可行，

情後的新常態中，基督徒應怎樣去建立健

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

康的靈命、建立榮耀神的敎會? 我們 (特

人。」(哥林多前書 10:23) 我深信唯有

別是牧者/教會領袖們) 要小心謹慎，要

榮耀神的、討神喜悅的，才會有益處，才

靠著真理的聖靈去辨識，敎會要作出的調

會真正造就人。今天在疫情後的新常態

整或改變是基於大勢所趨、從人/世界而

中，要建立健康的靈命、建立榮 耀神的

來的信念，還是聖靈的帶領、神賜下的異

敎會，我們不是要跟著彎曲悖謬的世界

象? 緃然是有新常態，每個基督徒、每個

走，而是更要警醒、持守真理、體貼聖

地方教會、各事工部門、每個福音機構，

靈、懇切求神賜智慧去辨識什麼才是榮

還是要忠心成就神的託付。

神益人的決策，求神賜能力和信心去作

神的話語在《聖經》中不斷的提醒我

榮耀神的持守和榮耀神的改變，同心靠

們在日常生活中，行事為人都要謹慎，或

著真理的聖靈活出天國生命，齊建神治

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榮耀敎會。

(哥林多前書 10:31)。那管是第一世紀

那我們要行什麼才是榮耀神、討神喜

信徒面對吃喝的問題、淫亂的問題，或

悅的？這是我們作主門徒一生的功課。

是在廿一世紀信徒面對虛擬/實體崇

我給自己的大原則：效法基督，行神旨意

拜的選擇、信徒對婚 姻 或 性 觀 念的分

(聖經真理)。在這裡提出幾個新常態中

歧，甚至是同一時間面對多個網上聚會

我們很容易踫到的生活例子，讓大家去

的抉擇等等問題 …。在這《聖經》形容

反思和禱告，願聖靈引導，叫我們願意被

為彎曲悖謬的世代 (人可能美其名稱之

主更新，靠主凡事為榮耀神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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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隨自己的喜好或方便的時間，

瀏覽視頻、看手機等等，你有否在意

在電腦或手機點擊一下便可以參加

是否神想你忙這些？神已託付你的

世界各地的教會崇拜，但我們也可選

大事、小事，你有忠心的去作嗎？唯

擇委身於自己的地方教會，按教會所

有時刻警醒禱告、順服聖靈，我們才

定的時間參加崇拜。基於《聖經》的

能經歴與主同行同工，見證榮耀神、

敎導，你認為那個選擇會是神喜悅

討神喜悅的生命。

的？若你不肯定，我鼓勵你恆切為這
祈禱，也鼓勵你跟牧者或你的小組組
長談談。
 你可能有機會同一時間參加一個以
上的網上聚會，在你決定參加那個
時，或是選擇用幾台機去參加所有的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
所喜悅的。」(馬太福音 3:17)
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
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馬
太福音 17:5)

聚會之前，你有否先祈禱求問神？神

要榮耀神，討神喜悅，我們必需聽從

想你專心在一個聚會服事祂，還是要

父神所喜悅的愛子，跟隨主耶穌作父神

你分心同一時間去不同的聚會？唯

喜悅的人，才能作父神喜悅的工。所以鼓

有願意謙卑求問神、討神喜悅，我們

勵大家，多禱告、多讀經、多參與教會生

才可勝過討自己/人喜悅。

活，唯有多親近神和主的身體 (敎會)，

 神喜歡你怎樣用祂給你的時間?我

我們才能更認識神和更懂祂的心意，才能

們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生命都

更體貼聖靈的帶領。討神喜悅的，往往

是神的恩典，祂叫我們活著的每一天

不為世人 (甚至是「基督徒」) 所喜悅，

都有祂的旨意。當你忙著你的生活，

願神憐憫教會，叫跟隨主的人有智慧和

不管是忙著服事敎會，或是參加基督

能力，剛強壯膽的在新常態中堅持順服

敎的網上聚會，還是忙著做好吃的、

真理的聖靈，為主而活，叫父神得榮耀!
9

見證
疾病的出路不是痊癒

惡化了，並且需要入住醫院去接受化療

和進行幹細胞的移植手術。這是一個艱
巨而漫長的過程；然而，在這段日子裏，

許廖令儀 Susana

我每天透過視頻去慰問她和跟她祈禱
時，卻沒有見過她顯露出絲毫的愁容來。

主耶 穌 說：「譲 小 孩 子 到 我 這 裏

前兩天我問她：「為何在這段住院期間，

來…，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妳好像一點都沒有顯得辛苦似的？」她

(馬可福音 10:14) 我相信這句話是意味着

說：「怎麼會不辛苦呢？這只不過是出於

神要我們懷着赤子之心，真誠地以本來的

神的恩典而已；是祂挪走我的辛苦，是祂

面目去到祂的面前，並且完全地信賴祂。

的同在把我在住院期間的無聊和厭煩感

梁姊妹在去年夏天被診斷患了淋巴

除去吧了。」

癌。在疫情下，我被轉介去向她透過微信

在梁姊妹入住醫院之前，岑牧師為

視頻通話傳福音，當下她就做了決志祈

她在家中舉行了一個象徵式浸禮。一位

禱，接受了耶穌基督作為她個人的救主

姊妹在網上觀禮後，受聖靈感動，打電話

和生命之主，成為神的女兒。由於她因接

去為梁姊妹祈禱，那天晚上，這位姊妹傳

受化療和電療而身體疲弱，所以在她信

送了一個短訊給我，說：「我剛打電話給

主之後，我一直未有機會跟她做個人初

梁姊妹，我實在被她的信心所激勵了。最

信成長栽培，然而她卻不斷地自己在家

初，她只是一句句的跟着我禱告，後來當

閱讀《聖經》和學習祈禱。

我說到她願意為阿爸父作見證時，她竟

今年的五月初，當我正要跟梁姊妹同

然把心中對神屬性的認識和信心排山倒

行初信成長旅程之際，她的癌症卻又再

海地傾倒了出來，還歡迎我明天再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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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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伯來書 12:1-2 上)

話給她呢！我真要將榮耀歸給主！」
我得知這事以後的第二天，在我為
梁姊妹祈禱時，我請她領先禱告，一聽之

以女兒信靠祢。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
求，阿們！
7月2日

下，她的禱告內容真叫我讚嘆神的奇妙

慈愛的阿爸父！感謝祢的恩典，今

作為；她信主不到一年，又沒有學習過

天負責移植的醫生來跟我的女兒談了很

任何的屬靈操練，竟能作出如此親近神

久，向她解釋有關移植幹細胞的事情。

的禱告來。為了使我的描述顯得真實，

求神憐憫，求神繼續醫治我！我要感謝

在跟她一起禱告時，我把她的祈禱內容

神，因為祢一直的同在、一直的保守和一

用語音錄了下來，如下：

直與我同行。為到祢對我的醫治，我感謝

6月6日

祢！讚美祢！主啊！求祢繼續憐憫我、繼

感謝讚美主!我今天中午做了一次化

續醫治我。過兩天，我會回家休息幾天，

療，等會兒晚上九點又要再做一次，求神

然後再到醫院來做第四次的化療，求神

繼續看顧，把藥物的副作用減至最低。

繼續憐憫、繼續保守！

我知道天父祢是賜平安的上帝，也知道

求神祢也繼續醫治 Susana 的弟弟，

天父祢是萬能的主和萬能的醫生，所以

使醫生找到對他的病有效之藥物，保守

女兒信靠祢，希望祢牽着我的手，與我同

和醫治他，感謝讚美祢！一切榮耀歸與

在，陪我一同走過。父啊！請祢使化療藥

祢！神啊！祢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避

物大大地發揮作用，把那些癌細胞盡量消

難所，求祢使他堅強，讓他好起來，可以

除。求神祢賜平安給我，賜恩賜福給我，

出院回家去。我相信祢是大能的主、大能

因為我知道天父祢愛女兒，女兒也很愛

的醫生，我相信祢給予他的醫治一定是

祢。祢是我的避難所，也是我的盾牌，所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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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主啊！這幾天的天氣特別炎熱，求神

世上所有病患的人，因為耶穌祢所受的

憐憫保守身體虛弱的老人家和那些露宿

鞭傷和刑罰是要叫人得醫治的。感謝神！

者，求主使天氣快點轉涼，因為我知道祢

求神使女兒繼續學習祢的話語，成為一

是創造萬物的主，祢必定會照顧祢所做

個像主耶穌一樣純潔的人。Susana 的弟

的人，感謝讚美祢！一切榮耀歸於祢！奉

弟之病況已有好轉，感謝讚美祢！求神

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繼續醫治他，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

7月4日

阿們！

感謝讚美主，醫生讓我在醫院渡過

但願我們都能像梁姊妹一樣，像一

了炎熱的天氣，明天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個毫無 能力倚靠自己的小孩子一般，謙

多謝祢在我接受化療這段日子裏，挪走

卑地來到阿爸父面前，享受與神的親密。

我身體上的苦楚，在我住院這段孤單的

在這裏我願意引用已故的楊牧谷牧師的

日子裏，祢一直陪伴着我，感謝神！醫生

一句話：「疾病的出路不是痊愈，疾病的

說我的手和腳的麻痹是要慢慢地消退

出路乃是上帝。」

的，求祢繼續醫治女兒。神啊！求袮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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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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伯來書 12:1-2 上)

浪子回家

抱著玩樂的心態，成績當然不好，當唸到
第十一班時，爸爸便讓我到美國 Kansas

任政衡 Timothy

當交換生，那一年我的成績很好，我在美

(筆錄：岑孔瑞瑛 Mallo)

國高中畢業，更順利考到 Texas College。
在大學第二年的時候，我回到温哥華，並

大家好，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

認識了一班非常富有的富二代，從那時

見證。我是 Timothy，是 Jonathan 的哥

起我再沒有回美國繼續升學，更沒有返

哥，我在温哥華出生，在香港成長，也在

教會，逐漸離開神。其中一位朋友比我還

基督教家庭長大，年幼時在九龍城浸信

年輕，但他已經擁有價值超過千萬元的

會聚會，那時候我是一個頑皮、大膽和喜

物業，還擁有十輛名貴跑車和豪華轎車，

愛冒險的孩子，雖然曾經在佈道會中舉

更有自己的公司，我覺得他很了不起，那

手決志，但一直也沒有受浸。記得小時候

時候我想在那位朋友身上體驗一下富有

爸爸經常要出差工作，媽媽見我的學業

人的思想和行為，便跟他一起，他更供給

成績不好，她不知道要如何管教我，爸爸

我住處和生活上的一切所需，就這樣我

則用了錯誤的方法來教導，令我越來越

有長達八個月的時間沒有跟爸爸媽媽聯

反叛，跟爸爸的關係也越來越差，更想離

絡溝通，媽媽很擔心並四處打聽我的下

開這個家，在沒有辦法之下媽媽建議我

落，我記得之前媽媽曾跟我說，希望我能

出國讀書，那時我十四歲，便獨自前往温

像《聖經》中的浪子一樣，有浪子回頭的

哥華讀書。數年後，爸爸、媽媽和弟弟移

一天。那時我真的過著吃喝玩樂、花天酒

民到英國。

地、貪戀世界的生活。有一次，我跟那時

我初到温哥華時對學業並不認真，

的女朋友一起到廣州過年，她是個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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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的人，她帶我往算命，那算命的是一個中

教會辦了一次以色列之旅的活動，

年女人，原來她是請邪靈上身，她能準確

我自覺是個罪人，也犯了很多過錯，很

地回答我們所有人的問題，當說到我的

想認罪悔改，從新做人。神從來沒有放棄

時候她忽然提到「教會」兩個字，讓我知

我，還一直給我機會，原來爸爸在 2008

道耶穌從來都沒有離開我。

年生日那天許下一個願望，就是希望我

2011年，父母因爺爺身體關係來到温
哥華，我們一家四口難得相聚，彼此分
享，爸爸在媽媽、我和弟弟面前道歉，承
認他以前對我們做了些不對的事情，他
也邀請我悔改歸向神。不久，弟弟也從英
國遷移到温哥華跟我一起。過了一段時
間，一位朋友在卑斯省買了一個玉石礦
場，我幫他採掘玉石只三個月，他便給我
一萬五千元酬金，跟他一起時吃的喝的
都是最好的，直到一天我發覺自己身體
出了問題，便反思自問：難道這些就是我
想要過的生活嗎？在 2013 年，我一家往
意大利旅行，應爸媽的意願我搬到英國

定居，我感到這是神的安排，讓我有機會
跟父母重建關係，在主愛的蔭庇下我們
一家相處得融洽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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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家四口可以在眾人面前做見證，結
果 我在 2018 年三月在以色列約旦河受
浸，於 2019 年回加拿大定居工作，這一
切都是神的預備和帶領。2020 年在疫情
期間也蒙神的恩典能在工作上有很大的
突破和進展。我很感受到神的祝福，爸爸
也常說要積財寶在天，要為神而活，神的
祝福會超過我們的所想所求。我的改變
是靠著神的能力，並不是靠自己，願一切
榮耀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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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伯來書 12:1-2 上)

放馬過來!

信念。當她對自己失信心的時候，卻為要
追求自己的夢想，擁有自己的烹飪書，
而不斷努力向前。她說：「她得榮銜不是

蕭何嘉惠 Helen
疫情蔓延開始至今，你曾否為自己堅
持、守各種的防疫措施而說聲：「做得
好！」我們能堅持到如今，我們應當為己
自豪。
我想起一位失明的女廚師克莉絲汀
（Christine Ha），十年前，她是三十二歳
的美籍越南人，參加了美國廚藝大賽，從
一百位進入十八強，沒人相信，她最終打
入決賽。昔日當我在電視上，看見她需要
用盲人步行手杖和別人參扶才能站在鏡
頭前，我不敢相信她的能力，我從最後四
強的比賽開始，看見她一步一步地擊敗
對手，我心中不禁為她打氣，希望她能成

為噱頭，乃是做榜樣。」
我相信人的缺乏不是終結，人的無限
是自己也未必能夠掌握。這位廚師雖然
視覺受阻，卻是味覺敏銳。神的創造何等
奇妙！在有限中，卻引發無限！人生雖歷
挑戰，但嘗試與堅持，成為突破的藥引，
神為每人所舖的路必有祂的美意。
《詩篇》七十八篇 72 節說：「祂 (神)
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
引導他們。」這句《聖經》是描述神帶領
所愛的人經歷艱難的結語，道出神供給
人的需要，祂的帶領是奇妙和主動的，
只要人心靈接納神，我們必驚訝祂永遠
在旁。

為勝利者。當然，我欣賞她能夠排除一個

願意我們欣賞自己對困難的堅持，推

又一個不易的挑戰和障礙，更重要我看

動我們不斷學習向前的態度，當遇到不

見那份決心，那份不可思議、爭取到底的

容易的時候，說聲「放馬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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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在意外換工作中經歷神
田穎倫 Ellen
已经拥有了一份称心稳定的政府工
作，以为会永远在 Edmonton 住下去，直
到人生尽头。却在最不经意间，神为我
预备了一条没有想到过的路。

干职位，一步步升任到现在的级别。目前
的岗位已经做了四年半，捱过了我职业
生涯中最艰难的「流泪撒种」时期。整个
部门从接手时的一团糟 (我是在前任被
炒鱿鱼的当天从别的部门平调过来收拾
烂摊子的) 重整到目前的高效高产，如同
上了自动导航，且广受员工爱戴，终於到
了「欢呼收割」的时节。不仅如此，难以
共事的老板也要退休了，如果不想再接

位於 BC 省的新工作的招聘信息，最

受更大的挑战，是时候躲进安乐窝里直

早来自於一封我曾打过交道的猎头公司

到退休。而且疫情还未结束， 大量人员失

的邮件，抱著让市场检验一下自己能走

业，每份工作都抢破头。这种情况下换工

多远的心态投了简历后，便开始了一轮

作、换城市，尽管升了职，但承担这麽大

又一轮的面试。中间的祷告不是要神给

的风险，是否值得？

我这份工作，而是求神指给我一条合神

耶和华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耶和

心意的当行的路，把结果交托给神。当我

华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是神为我预备

最终从 10 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收到录

了这个机会，岂敢不去？记得在倒数第二

用通知时，我的本能反应是茫然犹豫多

轮面试中，有一个问题是关於如何带领

於狂喜的。

团队、化解冲突，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和资

在我 14 年的政府工作生涯中换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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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而做决定的。我在回答中犯了这个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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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伯來書 12:1-2 上)

转的世界以政治正确为基准的大忌，因

的极大恩典。神总是在最没有可能的人

为我公然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在工作中努

身上彰显出祂的大能。在这个浩瀚宇宙

力以一颗正直善良和谦卑的心去带领团

中低如尘埃的我，竟然再一次经历到神

队，协调关系，解决问题。我强调在职场

的奇异恩典和作为！我只能顺服、祷告、

要有勇气做对的事，视公众利益高於个

再祷告、聆听神的声音，以敬畏谦卑的心

人和小团体利益等等。这是主耶稣的教

在新的岗位上效法基督，做盐、做光，行

导，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这是我一

出合神心意的事来荣耀祂！

直以来职场行事的准则。但这不是一个

「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

由魔鬼所掌控的世界喜欢的答案。如果

你；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

想取悦於世界，我应该在面试中回避自

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

己的信仰，圆滑世故，再顺便支持一下当

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

前时髦的黑命贵、LGBTQ 等等。看看美

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国、欧洲的现状，仅这个问题的回答因著

(诗篇 145:10-13) 只有神掌管我们的未

政治正确一项就可以把我淘汰了，结果

来。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只需一心一意地

却大出我所料。我一个说话还带著口音的

信靠祂。

第一代移民，无德无能，也不认识任何
人，却击败了九个来自加拿大各地的土
生土长的资深政府高管，拿到了这个热门
城市的热门职位。如果到现在还看不到
神的作为，我一定是又聋又瞎，辜负了神

17

《授權得力》課程學習所得
【 被 神 授 權，從 神 得 力，成 為 有 生 命 力 的 基 督 徒 】
国语堂门訓部在四月舉辦了一个门

叫我们从神爱子的生命祷告和言行，

訓课程：「授权得力、作盐作光」，这课

重温重申这几个教会常教导的主题：

程特意栽培基督徒有效地在職場上为主

knowing，being and doing。神默示仆人

作盐作光。感谢神使用了这课程祝福了

保罗通过以弗所书，叫祂的教会就光而

十多位弟兄姊妹，大家都感獲益良多。

知、像、行。

基督徒在生活上，尤其在職場上如何为
主作見证，这课程对大家有極大的幫助

Knowing God through repentance by
grace - 靠神恩典悔改转向神，认识神而

和鼓励。以下是我和幾位弟兄姊妹分享

认识自己是真理真情真爱的开始;

这课程的学习所得。

Being like Christ - 从圣灵重生的就必像

梅牧师：

主，意念随主更新，願意捨己不再自己坐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

着为王，顺服圣灵追求成圣，更像基督；

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

Doing in the Light - 为主在世结光明

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

的果子，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

义、诚实。」(圣经和合本，以弗所书 5:

公义、诚实，讨父神的喜悦的必就光而

8-9) 感谢主耶稣基督是人生命独一的

行而结光明的果子，被神使用去改变这

真光！「授权得力、作盐作光」的作主门

黑暗世界。

徒之旅，见证了弟兄姐妹重获神启示之

如果您愿意忠于神的道，完成主的托

恩，重生於神的道。实在感谢父神，看到

付，在光明中结出果子，我鼓励您和我

属神儿女有生命中真实的悔改，通过这

们一起为万民归主儆醒祷告，更参加下

课程的学习在情、意、思都有所更新而

一次「授权得力、作盐作光」与神同行

笃责自己。我们诚心与神同行时，感谢神

的属灵门訓之旅。

18

Susan Sun ：

式。这让我学习到不仅在做事上要严谨，

《授权得力》课程时间不长，但却对我

在小事上忠心，在对待人方面更是要有

个人信仰有整合的作用，让我看到基督

爱、宽容和耐心，其实这两个方面经常是

徒身上应该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工作

冲突的，神给我的功课是学习两个方面

既是服事，生活既是敬拜，动作、行为、

要协调统一。神怎样说，我就要怎样做。

存留都要有基督同在的凭据，体现神国

(3) 要努力成为社群的敬拜者，做社群

的价值观和透出公义、和平和喜乐。这

的牧人。只做典型的基督徒是不够的，

样的生命是整全的、活泼的生命，是知

社会的团契带领者是社群中与神同行的

和行结合的生命，是顺服神的生命。课

基督徒，是社群的牧人，要活出牧者的心

程给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胸。让神的生命在自己生命中彰显时就

(1) 在被神呼召的本位上做神的工作。

会引人归主，引人到耶稣面前。做社群

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在神的安排和

的带领者要成为认识神、认识耶稣基

计划中都是好的，都有自己服事的对象

督、明白圣经真理、有属灵的生命、愿意

和人群，如同神把耶稣基督差到地上，

付出时间、关心周围人群的需要、甘心

我们也被差派到不同的工作和环境中，

乐意服事、照顾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人

神的心意是让万人得救。当基督徒去写

群。成为表里一致，从生命的每个层面

字楼工作、去政府机关工作、去工程公

让人看到基督的同在，能够为别人的公

司工作，为那里未信主的人见证耶稣，

义发声，荣耀神的名而有影响力。

我很感恩透过课程看到神让我去做我目

(4) 跨越文化障碍，在没有光与盐的地

前的工作的美意，把这片土地交给我，

方，植入光和盐。在自己可及的范围内

我可以做光和盐，实践「行公义，好怜

最大限度地发挥神国的影响力，对于我

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不仅接触工作范围的人，还有机会接触

(2) 敬拜就是工作，工作就是事奉。工作

其他群体的人，比如：学生家长、移民、

本身即工作过程和结果都是降服神的过

留学生和他们的家人。与不同文化的人

程，是生命中所表现的持续的对神的态

接触，需要祷告、智慧、爱、行动和沉

度与行为，也是敬畏、顺服神的生活方

默的力量来跨越文化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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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帝的国看不见，却是永恒的。神

式发生了转变。我们基督徒不只是星期

已经与我们立了永远的约。我们必须相

天的基督徒，我们平时的工作也是在

信神的应许，相信在神里是更自由、更

敬拜和荣耀神。只要我们在职场活出神

美好的。课程学习之后，在工作和人际

的旨意和《圣经》的原则，与同事相处

关系中我一直在实践中有意识地改变和

时做到有公义、有和平、有喜乐，对工

调整自己，也求神在更多的事上交给

作追求卓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

我，祷告祈求神给我 机会可以向未得

职 场 和社 群 中被 赋 予影 响 力。(注：

之民宣教。在本年度的工作即将结束，

「卓越」对应的英文是 “excellence”，不

新一年的工作协议签订之际，我向我们

是 “perfection”) 我们的职场和社区活动

校长提出请求，希望她每年可以给我两

把我们放在了传福音的前沿阵地，让我

到三周的时间外出宣教，尽管我不知道

们能接触到教会牧师所不能轻易触及的

是否每年有适合我的宣教机会，但我希

群体，从而可以在其中作盐做光。而我

望预留出时间，做好准备。其实这样的

们所委身的教会及教会牧者则不断地装

要求对于私有的、刚建立不过几年的、

备我们，让我们在具有影响力之后能胜

人员很有限的工作单位是很难获得应允

任成为社群牧人。因此我们每一个平基

的，校长却欣然同意，并且说她希望我

督徒即是被牧养的羊， 也要竭力成为所

们做这样的工作。我心里充满感恩，神

在社群 (包括职场) 的牧人。

是信实的，祂既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工，也
必定成全这工。
愿神继续使用祂的课程、祂的每一种方
式来成就祂的计划和旨意！

Haitao Zhang ：
通过「授权得力、作盐作光」课程的学
习，让我更清楚的明白和了解在职场上

为主做见证的重要性。如何体现天国的

Steven Shen ：

价值观、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通过参加在 2021年四月份恩福浸信会国

在职场上努力工作、做好见证，就是敬

语门训部组织的蔡坚林弟兄主讲的「授

拜主。通过讲员的见证，也让我看到一

权得力、作盐作光」课程的学习，我以前

个在职场上忠心侍奉主的基督徒的生

有几个思想的误区得到了纠正，思想模

命，成为我个人的激励和榜样。

20

《士 師 記》研 讀 心 得
2 0 2 1 年 4 月 2 5 日主日學分組討論匯報
整理: 戴妙霞 Yvonne
(一) 選一個《士師記》中你印象較深的

 參孫：參孫是由於受婦人大利拉天

士師、人物或事件，分享你從經文的

天的催逼而把力量來源的秘密洩露，

敘事中學到什麼功課？

使他落在非利士人手中被奴役；提

 基甸：雖然神用不合邏輯的戰畧來
吩咐基甸去對付敵人，但他仍照着去

醒我們要親近順服神，遠離那些長期
影響我們靈性的引誘。

做而經歷到神的大能，我們要學習憑

 參孫：參孫沒有做作為士師的角色，

信心去順服神的吩咐。此外，神使基

沒有帶領以色列人攻打外邦人，他是

甸的軍隊打敗米甸人後，基甸就驕傲

自我、自信、驕傲和視性慾很重要；

起來，用擄掠得來的金器製了一個以

他沒有珍惜、持守自己的身分，這成

弗得，將以色列人導向偶像崇拜而離

為我們的鑑戒。

開神；這事提醒我們，當自己的事奉

 人的罪性，以色列人活在痛苦中，在

有果效時，就當小心，不可墮入驕

罪的循環之下，不珍惜神的憐憫和恩

傲，卻當更謙卑地繼續倚靠神。

典。

 耶弗他：他輕忽地向神許願，而犧牲

 以色列人的苦亦是人類的寫照，《士

了女兒的生命；叫我們知道不應該

師記》所記載罪的內容是何等仔細，

用起誓去交換神的應允，卻應該在神

我們看後更深體會人的罪性。

應允我們憑信心的祈求後，向祂獻上
感謝為祭。

 人性的黑暗面和軟弱無力，使我們認
識到人更加需要神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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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色 列 眾 支 派 應早被 神的律法所教
導，卻發生便雅憫支派被殺戮的事，
他們殺自己的宗族，更吩咐便雅憫人
强搶示羅的女子，可見以色列人只知
道神的話，卻沒有認真思考神的話。

(二)《士師記》有哪段/哪些經文對你
有應用的含意？特別有領受？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以色列人的屬靈光景 每況愈下，宗
教、道德淪亡：米迦母親的行事為人

 《士師記》像一個放大鏡，把人的醜

是要受指責的，她咒 詛偷她銀子的

惡和罪行顯出來。人是自私的，例如

人，及後知悉是她兒子米迦偷的，卻

米迦一家竟然自立雕像、自設神堂，

立刻以耶和華的名將咒詛變成祝福，

自稱獻給耶和華神，藉此為兒子求耶

又用一部份得回的銀子為米迦鑄造偶

和華賜福；此外，以色列人吩咐便雅

像放在家中；而米迦竟派他的一個兒

憫人強搶示羅的女子，免得自己被咒

子作祭司，作不合法 的事奉 (十七章

詛。

2 ～ 5 節)。當時，有一個唯利是圖的

 不單是以色列人或舊約記載，人落在

利未少年人 (他不屬於亞倫子孫) 來到

罪的循環中─人犯罪、認罪、悔改、

米迦處，表示想找一安居之地，米迦

回轉，神寬恕後，人又因罪性重回循

於是請利未少年人為其家的私人祭司

環中，其實我們作信徒的也如是。

(十七章 12 ～ 13 節)。

 從 米 迦 一 家 所 犯的罪 領略到「上樑
不正下樑歪」的道理，他們從一個過
錯，延伸地做出其他不合神心意的事
情，罪就像芥菜種般地擴大。
 「但」支派本有神的應許，神已經把
迦南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但」支派

卻沒信心，最終尋地至拉億。他們的
小信和欠缺其他支派的幫助，可見以
色列人的不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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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誓的嚴重後果：先有耶弗他順口開

劃。當各人任意而行之時，上帝仍然

河的起誓，以致斷送女兒性命 (十一

掌權。我們今天要好好省察，要活出

章 30 ～ 31 節)。後有以色列人起誓

基督的生命，不要失見證以致叫人跌

不可將女兒嫁給便雅憫人，以致引

倒。願主顧念！

起一連串悲劇（二十一章 1,18 節）。
以色列人殺盡一切基列雅比人，除了
未嫁之處女 (二十一章 5 ～ 12 節)，
及後 又 教 唆 便 雅 憫 人 去強搶示羅跳
舞的女子為妻。那時以色列中沒有
王，各人任意而行。
 偶像無處不在，可以在心中、外在環

 十一支派殘殺便雅憫人的事件，警告

我們要小心，不要作違背神的事，免致
後悔的事發生在我們身上。
 利未人的妾因對丈夫的不滿，造成極
大的影響。不可小看任何事情，罪行可
牽連甚廣，甚至到不可收拾的局面。

境、有形或無形，我們要反省有沒有

 我們要認罪，求神的赦免，但我們自己

遠離神？有沒有自我為是？有沒有尊

也要好好親近神，做好自己的本分，

重神？

不讓魔鬼留地步。

 為何耶和華最終應許以色列人必定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提醒我們應

得勝 (二十章 27 ～ 28 節)？因神再一

該只事奉耶和華神為王，祂是我們唯

次藉以色列人自我為是的狂傲，教訓

一的主，我們的信心要好好堅固地持

他 們「聽 命 勝 於 獻 祭，態 度 先 於 行

守，並提醒我們神治的重要，要與看

動」。

不見的神建立關係。

 以色列人屢屢犯罪，受懲罰時便哀求

 我們要小心金錢、性和權力的引誘，

神，神就施拯救，但其後他們又重複

即使信徒在教會生活中，也會面對這

再犯，又再哀求神。以色列人在此循

幾種的誘惑。

環 之 境 况 下 有 否 濫 用 神 的 公 義、慈
愛？
 以色列人對權力、金錢及性的盲目追
求及濫用，以致悲劇接踵而至，但上帝
仍可使用那不完美的來成就祂的計

 重複出現的「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告訴我們，若我們在
生活中有不受聖靈管理的地方，我們
就會容易隨己意而行神不喜悅的事。
 以色列人為他們離棄神去拜巴力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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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認罪，神才興起士師來拯救他們脫

願意塑造、建立領袖，即使他們有坎坷

離敵人的手；當我們有困難時，要記

的過去，神仍建立他們，讓他們作以

得向神認罪求助 (十章 10 節)。

色列人的領袖，如基甸、耶弗他等。

 讀《士師記》時，從以色列人和外族人

但他們和後代沒有真正認識神，縱然

等所做的種種殘殺事件，提醒我們要

有太平的日子、平静安穩和富庶的生

時時儆醒，免得墮入「自我中心」所引

活，他們卻一次又一次陷入敬拜外邦

發的罪行中。

偶像、行邪淫，只顧積聚財寶，又私自

 《士師記》中的七個「士師循環」（犯
罪→ 受苦 → 呼求 → 蒙救 → 再犯罪)
顯明了信仰承傳的重要。
 二十章提到利未人麻木不仁，不但沒
憐憫被強暴的妾，還殺了她，煽動以
色列人討伐便雅憫人。作為聖職人員
或領袖，他們的罪惡，使全以色列民
兄弟相殘，並陷入內戰的災難中。我們
聽道更要行道，枝子不離樹，都靠神
的話竭力保守自己在祂愛中作忠心聖
潔的子民。
 神沒有在黑暗混亂的士師時代放棄叛
逆的以色列人。書中多次提到神的靈
降在士師身上，如俄陀聶、基甸、那弗
他和參孫，給他們能力，帶領以色人

抵抗外族的攻擊和欺壓；還包括治理
方面的職責。屬靈的教導主要由利未
人作。
 《士師記》讀起來十分恐怖，現代人眼
光亦難以接受。神的容忍實在很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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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己意立偶像以弗得，只是聖化裝飾，
而實質上是不認識敬拜的對象。
 約書亞 鼓 勵 我們剛強壯 膽，做神的
事，憑信心攻佔奪取神所應許之地。

但在《士師記》，領袖變得只有勇武，
憑血氣做淫亂的事，亦彼此內閧爭鬬，
是我們的鑑戒。神呼召士師作帶領，
同樣會給他們力量及恩賜，不過領袖
要小心、自潔，行使神賜的權柄和力
量 。俄 陀 聶 是 士師 的典 範 (三 章 10

節)。以笏也用他左手的特性刺殺伊
磯倫。我們服事神需要忠心做好本
份， 而不一定要做轟轟烈烈的大事。

 我們留心不只在困難時才與神親近，

痍 ? 若能回顧、剖白、反省，痛定思

在風平浪靜、安穩的生活中，也要與

痛，以過去成為現今的鑑戒，個人的

神保持密切的關係，不怠惰，不讓靈

透明度，像漆黑房間敞開的窗户，成

命枯乾。神在我們平凡的生活中，都

為誠實面對自己及神的操練。

有祂的作為，成就祂美好的旨意。我
們要好好察驗神在我們生命的工作，
不要像參孫的父親，屬靈觸覺遲鈍，
不知道參孫娶非利士人的女兒為妻
子，是耶和華的心意。
 神雖然有恩典，寬恕願意悔改歸向祂
的人。但我們活在神慈愛與公義審判

兩極的張力中，也要盡自己的責任，
竭力以聖靈所賜的信心和力量回應
祂的揀選及呼召。
 我們要反省現今的世俗與昔日的迦
南文化相若之處，如人民的淫亂、暴
力、血腥、偶像文化、民族的爭鬬等
等。
 在希伯來歷史的敍事中，作者大膽而

 書中的士師各有不同的背景、經歷及

性格。
 「各人任意而行」提醒我們神是我們
的王，因此我們日常生活要聖潔、要
警覺，以色列人是反面教材。
 以色列人一次再一次犯罪，令我印象
最深刻的士師是參孫，當神與我們同
在，萬事都能行，但當神不與我們同
在，一點能力都沒有。
 人的罪性不能改，往往重複再犯罪。
人的年紀與經歷相輔相成，人每每以
為自己所做都是對的。當到了一把年

紀就會變得沉默，個人也沒有機會與
年輕人分享生命。有時覺得人年長了，
就無謂多講，其他人也未必喜歡，個

誠實地暴露人性的黑暗、軟弱、敗壞
及醜惡的ㄧ面，即使是神揀選、呼召
分别為聖的子民也不例外。在我們固
有「家醜不出外傳」的文化背景看來，
作者卻活生生地把傷痛的歷史重現
讀者眼前，又有點像《耶利米哀歌》
描述猶大的悲慘遭遇。在屬靈反省
上，個人的歷史何嘗不是滿目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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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圈子也很小。年輕時就有很多

 書上有強烈的信息，是要我們不斷悔

意見主張，回想年輕時所講所想，現

改、成長、成熟。雖然我們不可能完

在 都 未 必 合 適 。現 在 思 想 立 場 較 溫

全，但要遠離罪惡，要傳福音、結果

和、較沉默，好像很難找到答案。

子，要不斷提醒自己。

 我們每個人雖有盲點，但都可以與人

分享生活的領受。

 嘗試分析整卷書，是神的話語，看到

神與人的關係。

 《士 師 記 》 說 明以色 列人和神的關

 今日世人在民主政制方面下了很多功

係，以色列人因著罪的緣故，屬靈生

夫，但是民主政制與管治者都不能解

命下沉。

決人真正的問題，只有神才可以。

 這卷書是反面教材。神的愛是何等長
闊高深。每次人向神大聲呼求，神就
興起士師。
 當神主動拯救時，人應當回應，不要
再犯 罪 。 每 次 悔改都 有所學習和得
著。在成聖路上，應該犯罪愈來愈少。

26

 我們應該回應聖經的教導，如果我們
遠離聖經，便不能夠運作。
 我們只可以倚靠神的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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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馬書 10:15)

汪何美儀 Amy
回想上年三月正開始為恩福小城宣

姊 妹的支持，因為過往在這個事工中默

教隊作準備時，新冠肺炎突然全球爆發，

默耕耘多年的一班年長的弟兄姊妹先後

加拿大各省政府都發出嚴格的防疫衛生

退隊，他們實在在鬆土和撒種的工作上

指引，因此中信 (中國信徒佈道會) 也不

已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有待我們去收割，

建議弟兄姊妹組隊探訪小城的未信朋友，

仍然留下來的隊員已期待很久，並且整裝

照我所知，有一些曾接觸過的餐館店主在

待發，你作為神的兒女、基督的精兵，會

三月封省前或後都已轉賣了生意，甚至已

否也願意和我們一起出發 ? 把好消息帶

搬離亞省。隨著亞省疫苗接種率快速上

到小城去，或為神作美好的見證，或帶領

升，亞省於七月一日已進入第三階段經

人歸信主呢 ? 盼望我們每一個屬神的人

濟重開，取消大部份的防疫限制，已擱置

都把握機會為神的國付上一分的力，讓福

了一年的小城宣教事工亦有望重新啟動，

音快快傳遍天下，直到地極。

今年恩福小城宣教隊特別需要更多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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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牧師 Pastor Roland
後疫情的香港移民潮，從多方的消
息來源，已不只是空穴來風，是經證實
實有其事。從年頭至今，已有十多萬港
人或申請或落實移居英國，而持有加拿
大護照住港的有 30 萬人，因著種種原
因，包括政治氣候的劇變、社會撕裂的
創傷、前景難測、將不再容許雙重國籍
(有人也算說得中肯：香港已不是以前
認識的香港) … 等，當然亦有很多個別
的原因，無論如何，加國確成了移民熱
選或海外回歸的國家。

有教會領袖列出三點「極力接待
Radical Hospitality」的神學根據：(1)
上帝就是第一個接待者，祂創造這個原
來一切都是好的世界及伊甸園來接待人
類；(2) 天父的兒子本是主人卻以客人
身份來到這世界時，可惜「黑暗卻不接
受光！」 但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
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 1:5,12) 作信徒的第一步就是要先
接待主耶穌；(3)「我作客旅，你們留我
住」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

在這風起雲湧的時代，站在接收移
民的這一端，教會是扮演著甚麼角色？
是冷眼的旁觀者？是事不關己、己不勞
心的心態？還是帶頭成為愛心的接待
者？是把握時機回應神呼喚的參與者？

在我這弟兄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

讓我們先從《聖經》及神學的角度
了解：

當移民潮或難民潮出現之處，人的心靈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不
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
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來
13:1-2) 接待是《聖經》毫不含糊的教
導，是信徒代表神伸延愛心的見證。
「不
知不覺接待了天使」表示神會悅納這愛
心的行動而加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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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太 25:35,40) 主的教導很明
顯：接待人就等如接待主；愛心做在人
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
再從宣教學及社會學的角度看，每
都會較敞開接受幫助、新的友誼、新的
事物、甚至新的信念。這豈不是上帝容
許或安排的宣教時機？昔日「恩福」在
96 年創立不就是為了捕捉 97 前的移民
潮！
按著這些原則，視野就很清晰，我
們不應再問神應不應該做，而是問如何
去做得好這「新移民事工」？

從 6 月 16 日第一次有關的異象分享
會及邀請 20 多位參加者禱告後，上帝
很快在一週後印證了祂的心意。一位海
外基督使團的牧者忽然問我可不可以聽
聽一位朋友的朋友的請求，在接觸下，
原來是一位香港牧者，他正在發動輔助
將會移民加拿大的信徒及朋友，剛在二
月成立「移加有朋友」的網絡，希望本國
各城市都有接待新移民的教會，問我願
不願意成為愛城的聯絡牧者。難道是巧
合？絕不！而是上帝已在積極部署兩岸
願意回應的教會及機構，作為祂關愛這
人潮的橋樑，聯手成就祂的計劃。
目前「恩福」的回應是這樣：組成
接待及關顧的團隊，開始策劃可提供的
服務。愛心行動分三方面：
(1) 安家 (Physical support)：接機、協
助安排到步的第一週 (衣、食、住、行的
關顧)、生活上各種證件的辦理、提供社
區、學校、交通、銀行、醫療的資料、語
言的輔助、找工作 …

們安心，教會也可成為他們的家；
(3)靈性 (Spiritual support)：信徒會尋
找適合他們全家的教會，為子弟衡量該
教會的兒童事工、青年事工，也會考量
自己是否被接納、被明白，能否投入參
與、甚至對靈性有否幫助等。關乎此，
融入小組的生活，牧養才更能到位。
要落實地做好這幾方面，教會需要
全民皆兵，也需要各行各業的專才作諮
詢及配合。當然小組的愛心氛圍不能
少，主動友善的慰問關懷令新朋友窩心

感溫暖、弟兄姊妹的同心合一、相親相
愛為最有力的見證、重視以神為中心的
人生價值與實踐能散發屬靈的魅力、毫
無私心不問回報的付出最能感動人 …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時代，充滿衝擊
與危機，但也突顯出新的契機和意想不

到的歷史時刻。我邀請你，不要錯過上帝
的祝福，來參與這愛心的行動，每人一
點點，預備將你一點點的時間、一點點
的愛心、一點點的專業知識、一點點的

(2) 安心 (Emotional support)：離開香

加國體會、一點點的接待熱情、一點點

港，可能有千百個不捨、思家，也可能帶

的人脈關係、一點點的拔刀相助，更是

著失望、無奈、充塞複雜、矛盾的心情；

一點點的信仰見證貢獻出來，踏上第二

面對新的環境，也懷著迷惘、徬徨、容易

里路，然後靜觀上帝的作為，說不定你

不安、害怕、不知所惜、步步為營等的

真的接待了天使，或親眼看見五餅二魚

適應。正是這樣，他們需要信得過的朋

的神蹟！

友、真誠的支持、愛心的體諒兼體貼、不

香港新移民事工——你有份！

妄加批評的指引、過來人的經驗，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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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牧師 Pastor Roland
「同步靈修」似乎是 顯淺易明卻又
有點不明所以的新名詞。我初時接觸只
是本著好奇及不妨嘗試一下的心態，反
正體驗多一些屬靈操練對自己及牧養工
作也是有益無害。就這樣我和師母自去
年三月至今已同步地經歷了八次的靈修
之旅及十一次有長有短的退修會，在疫
情下新增的種種難以言喻的挑戰和困
境中，確提供了一道活水的清泉，在一
切都被逼停頓下來之時卻突破性地開
出一條彼此牧養之路，猶如窒悶中的新
鮮氣流！
正如多年前，師母和我先親身到海
外體驗宣教機會，然後回來分享異象，
推動「恩福」(包括「愛恩」及「三一」)
的海外宣教，結果有四十多人曾先後參
與出隊，無數人在後方支持。同樣，我
們 在 去 年 先 邀 請 宣 教 隊 參 與 「聖 潔
同行者」訓練，盼增進其靈性的健康
(being)，再以「同步靈修」推廣至全會
眾，在去年十二月以隔月每次一週的同
步旅程進行，現參加這定期旅程者超
過 50 人，另加上其他十多家教會自行組
隊，過去兩次人數分別超過 110 人。

聖靈的而且確在工作，感動多人參
加，參加者經歷美好體驗後再積極邀
請更多人參加，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地
延伸出去。
那麼，「同步靈修」究竟有甚麼長處
及值得推薦的地方？我試從我的觀察和
體驗歸納幾點，以供還未曾參加者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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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次 (八月底)嘗試加入這同步之旅：
(一) 同步靈修與個人靈修不同
教會大力鼓勵各人建立個人靈修習
慣，而同步靈修的重點在 5 - 6 人的小組
中同行。在彼此分享及一同禱告中享受
「靈交」的甘美。
(二) 同步靈修幫助建立屬靈節拍
個人靈修有時較為鬆散，同步靈修
因著約定時間 (每天 30 分鐘)，是實踐自
律的操練 (同時也鼓勵禁戒一樣常操控你
的事物)，有助提醒及建立一種良好的屬
靈習慣。
(三) 同步靈修激發靈裡交通
以經文為中心的分享 (卻有釋經基
礎的導引)，是直接聆聽聖靈聲音 (讀禱加
默想) 的操練，也直接進入靈裡的分享，
能彼此激發起豐富的集體領受。
(四) 同步靈修讓神有更大工作的空間
因對經文聚焦式的領受，聖靈有更
活躍動工的空間，參加者或多或少往往能
有新鮮 (靈裡更新) 的經歷。我本人也經
歷到靈裡的醫治、從新得力、甚至與人和
好的「意外」驚喜！
(五) 同步靈修能促進彼此牧養
牧人牧養及彼此牧養都是《聖經》的
模式，互為補足。同步靈修正可發揮彼此
牧養之效，同行經歷能深化關係，也能
在簡潔的架構中倍增靈修組長。
禱告吧！願聖靈感動你下次參與！

參加「同步靈修」的得著
小珍 (愛浸)

多，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分享。每次聚
会时间大概 三 十 分鐘，但是我和几个姐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参加这次二月份
的同步灵修，在这七天里，我是实实在在
地感受到同步灵修对我的影响。其实，我
也不是第一次接 触 这种聚会，在信主初
期去过的一些营会，以及近十年当中参
加的加西国语夏令会，早上也是有小组
灵修的，但是没有一次能够像这次这样
改变我、感动我。

妹都觉得时间不够，经常有意犹未尽的
感觉。大会鼓励参与者舍断一样自己看
重或者每天必须做的一样事情，比如：
每天必吃的早餐、必喝的咖啡或奶茶、上
YouTube、看电视、打游戏机等等。老实
说，我从来没有成功做过禁食，哪怕是
半天，更别说 24、30 小时禁食了。因为
我一过了时间不吃东西就全身发抖、无
力、冒汗，走路都费劲，甚至会头晕。这

在开始之前几天，组长开了一次旅程

次我尝试不吃早餐，在实行之前我看过

启动会议，组员互相介绍、认识，然后组

一个医生的断食讲座，他说正常情况下，

长解释了每天灵修的内容分为四部份，分

人强烈的饥饿感能持续 15 分钟，觉得饿

别是读祷、默想、回应天父的来信 (神的

就喝点水，保持坚强的意志，熬过那15分

话语就是天父的来信) 和晚祷。经文选择

钟你就挺过去了。感谢神！第一天不吃早

及资料由天粮辅导及教育中心的屈志宇
牧师编写，一天前由组长发给组员。 参与

者不需要提前做功课，也不必有分享时
没有领受的压力，顺其自然就好。如果圣
灵对你的说话很多，不够时间仔细思想、
整理，也可以用其它时间继续默想同一
段经文。大会也规定了分享的时间大约每
人两分钟，避免了有人太喜欢说话说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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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我感觉也没那么难受，没出现往常长

后举行的同步灵修。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时间空腹产生的种种不适，过了几天我就

牧师发出来的预苦期同步灵修海报，是

慢慢习惯了不吃早餐。我的做法是把晚

三月底开始的。盼望透过同步灵修，我们

餐的时间比平时推迟一些，跳过早餐，

与主的关系更加亲密，灵命成长更加快！

把午餐提前一点。我发现似乎不吃早餐
头脑更加清晰，所以现在还在戒早餐。当
然，大会没有强迫我们必须做禁食或者
什么，各人要看自己情况选择做与不做。
每次收到资料我会看两遍，然后放下，
到第二天小组聚会时才做默想，回答问
题。在同步灵修的七天里，每天的默想问
题中，有时我写的少，有时写的多，但是

Susana 組及組員

总有能触动我内心的。最奇妙的是在祷告
时，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罪，
那些隐藏得极深的、或是自己心里有角
落不愿意放下让神改变的、又或是嘴上
说把重担交托给神，却交而不托，仍然妄
想靠自己能解决，不真正依靠仰望祂。
每次看到这些，立时悔恨交加、泪如泉

 在這幾次同步靈修旅程中，每次我都

能從短短的一段經文中去聽到神要對
我說的話，經過默想，再以回應禱告
去向主傾訴和表達我的內心世界，然
後再聆聽同行的幾位弟兄姊妹之分

涌！七天之中，有五天的祷告我都成了泪

享。透過這個過程，我與神的關係進

人，但每哭一次，我就更加喜乐和轻松！

深了。在結束的時候，有一位姊妹也

正如《何西阿书》六章一节所说的：「来

説我的屬靈生命比以前成長了很多。

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

 我在今年的二月、四月和六月份的同

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是的，

歩靈修旅程中，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屬

神已赦免了我的罪，也医治了我。所以在

靈知識和內心的喜樂，並且有以下的

这里，我也诚意邀请弟兄姐妹们参加以

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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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到在這被世事纒累的繁忙生活

上九點舉行之同步靈修後，我把早上

中，可以安排一個環境，在平靜中與

的察驗禱告改在晚上九點做的，原來

主親密地溝通。

只要順從聖靈的帶領，凡事都能作。

- 每期都能從不同的主題中去認識和
默想神的話。
- 每次都能從主題經文中聽到來自聖
靈的聲音而產生內心的回 應，然後
與組員一同在禱告中訴說分享；並
且可以從其他組員的分享中得到不
同的提醒和 和激勵 。就今期的主
題 — 基督徒的內在生命之謙卑，從
各位組員在驕傲、論斷和嫉妒等事

 今年參加了多次的同步靈修，除了使
我更認識神和與祂更親近之餘，更能
從與同行之弟兄姊妹的互相交流中，
體會到神能用同一段經文，因着各人
的生命遭遇而有不同的教導和啟迪，

使我能在群體中去經歷神，並且與各
組員建立良好的肢體關係。在此，我
很想邀請未參加的弟兄姊妹來嘗試同
步靈修的甘甜。

上的反省而得着許多的啟發。在整
個過程中，實在能看到聖靈在作工。
 我在六月份的同步靈修旅程中得益良
多；每天都可以隨着聖靈的感動，默
想一小段經文，藉此反映出我的內在
生命，看到自己在謙卑功課上的不足
而悔改。使我知道自己需要在愛心、
信心、謙卑、忍耐和虔誠上繼續追
求，得主的喜悅和經歷神的同在。
 雖然我知道每日的察驗禱告 (examen
prayer) 應該放在晚上做，但是，從前
我總感到無法做到；經過這三期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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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靈修同行者

經文對我的幫助。大家一起安靜下
來，也讓我可以更加專注聆聽神要對
我說的話，我感受到神在我生命中作
出邀請。

我在「同步靈修」的旅程中所學到及/或
喜愛的：






我體會到各人對經文的領受不一定一
樣，從各人的禱告中更了解到當時人
的心情，這也提醒了自己，並使我更深
入地了解經文，有很大的得著。

在這個旅程中，讓我專注與神相交，再
次提醒我的眼睛仰望神，這是一個很好
的操練。
同步靈修不僅讓我養成了親近神的習
慣，也讓我與其他肢體有更多的屬靈互
動。我學會了聆聽他人的分享、禱告，
對神的話有亮光，也對神有了全新的認
識，這使我與神的關係更加親近。



我喜歡默想後的禱告環節，可以把默
想中的亮光和領受先與主對話，再和肢
體分享，這樣幫助我把神的話語深化。



我喜歡同步靈修的過程，從組員的分
享中，讓我學習到不同的領受，使我得
到更多的啟發。



学会用专注，带着祷告的心来读经文，
然后默想神在经文中的提醒和教导。安
静己心，与神交流，很有得著。



学会了在不同的经文中默想神的话语，
更加明白神所向我们传达的旨意，也能
够结合神的话语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
合神心意。



在安靜默想的時候，我也能更加深入
地了解自己的屬靈光景，反思自己的
罪，從而可以把這些交託給神。



对神更加深入认识，知道神对自己是有
益处，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去接受祂的
教导。



我學到了用禱告的心讀經文，這樣更容
易聽到聖靈的提醒，看到亮光。





晚禱的資料很好，有作業和默想，幫助
我作個人的反省。

每天可以和姐妹们一起分享，在自己思
考的同时，也能够从别人的分享当中对
神的话语有新的解读。



学会检讨自己以往的不足，提醒自己需
要改进的地方。每天有固定的时间与神
亲近，与弟兄姐妹相交，分享神的恩
典，互相督促並有规律地灵修。



我很喜欢天粮的灵修资料，可以每天获



能與不同教會的肢體一起禱告，原來是
那麽的美！



我很喜歡在靈修中與大家一起安靜默
想的環節，這可以讓我安靜己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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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同的信息；又可以认识不同的弟

就會安心、穩妥和放心，那也是謙卑

兄姐妹，一起灵修，坦诚分享，彼此鼓

的表現；神做事，我放心；我覺得對

励。

同事和家人的耐性都多了；同事問我

参加同步灵修之后感觉跟神的关系更

為什麼會有如此的耐性對待某些人，

亲近，有时候因为工作很累而不想参

我只回答了一句：「我讀了《聖經》。」

加，结果参加之后得到力量，工作反






喜歡同步靈修、喜歡跟弟兄姊妹一起

而更加有力了。

學習；大家來自不同背景也有不同的

我很喜欢同步灵修的资料，有设计的

接觸點，學習和體會就更廣了；神也

问题、有背景介绍、有操练针对个人

透過弟兄姊妹提醒我怎麼可以活出謙

的讲话和回应祷告，同步灵修的操练

卑； 30 分钟好像很短，内容卻是丰富

使我的生命得到更新！

的；让我学习把优先次序安排好，深

在同步靈修裡學了不要驕傲、勒緊舌

化與神的關係。

頭；不用自己的想法及意見作準而是



這七天的同步靈修領袖之旅提醒我

看神會認為怎樣、神會怎麼做；享受

要學習謙卑及阻擋驕傲，做神喜悅的

神給予的安息；眼光也應該放在一些

子民。感謝神爲我們預備的筵席，讓聖

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人身上，不要小看

靈繼續帶領並讓我養成每天靈修的習

別人；放手讓神為神 (let God be God)

慣，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Learning from Joining Group Devotional Journey (GDJ)
Group Devotional Companions

 I have learned to express personal messages received from God in meditation,
prayer & during the sharing time.
 I learned to listen to God while enjoying Christian fellowship.
 I am once again reminded of letting God be God, not me.
 It’s an enriching experience sharing the spiritual walk with fellow Christians.
 I learned to quiet down and turn my focus from my burdens and stress to God. God
is mighty and powerful; I can rely on Him and trust in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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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ing peers to study God's words together; being motivated to dive deeper into
His words and learn something new from other group members’ sharing.

 Being able to appreciate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which a Bible passage can
be looked at and the different views expressed by brothers and sisters.
 A small group devotional journey is immensely powerful and beneficial for
member's spiritual growth. I have learned to hear God’s word with others.
 I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daily devotion and spiritual growth and started to
build a personal daily routine/habit.
 I liked the mini-retreat style. In ½ an hour, I could liv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listen to Him. As a group, I was not as distracted as when I do devotion on my own.
Being in God’s presence was significant to me. This is also a good training for my
personal devotion.
 I have learned not to be bothered by others who judge 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remember is that God is the judge, not anyone of us.
 This is my first group devotional journey. I have enjoyed the group sharing and
learning. I have really benefited spiritually from the GDJ experience. I feel that I
have learned more this week than the many in-person gatherings in church.
 I continue to enjoy the great ecumenical spirit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different churches in GDJ.
 I have learned not to judge myself or others as this is not my job.
 Meeting at 7:30 AM for GDJ was great as I have been blessed to meet God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The interactions with brother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were
meaningful to me as I learned from their experience.
 The topic of humility is a topic that I find helpful to me, requiring a lifelong
learning. Hearing perspectives from others enriched my learning on the topic.
 The format of GDJ is totally different than Bible study as the participants learn to
pray and share what God has impressed upon our hearts immediately after the
Lectio Divina (sacred reading) and 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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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 3D 課程 - 保羅書信 (上)
 主日學班分享 

學生和老師們

 蕭毅恒 William

学概念的来源，通过对保罗书信连贯性

大家好!我係 William 好開心，可以

的学习也让我更明白，信仰是必须在生

喺呢一班一齊嘅去學習保羅書信上 3D

活上实践出新生命的样式来，而不是一

課程，喺暑假前嘅最後一個禮拜，我哋

套思想观念而已。谢谢！

嘅導師同埋同學都有機會去分享，喺過
去嘅呢幾個月裏邊，我哋對保羅書信得

 洪李耀芬 Margaret

着同埋 感 想，以下就等我哋一齊嚟 睇

我初信時，不太清楚基督是一位甚

吓，每一位嘅同學或者導師，佢哋係呢

麽神 ? 只是知道信主耶穌得永生!當我

幾個月裏邊嘅領受同埋得著：

成為基督徒之後，我便參加主日學，跟
 學生

大家好！首先我很感谢三位导师
每个星期的用心带领，给我们带来了一
个这么好的机会来学习神的话语。过去
的几个月我感觉有很多的受益，特别是

以前查保罗书信的时候感觉比较零碎，
找不到这些书信的一体性，但是经过这

隨導師去學習聖經的真理，便認識到主
耶穌就是基督，神的兒子，他道成肉身，
拯救世人脱離罪惡，他有上帝永恆屬性，
有赦罪、審判，賜生命的權能。在保羅書
信中，一共出現過 160 次在基督裏的字
句，説明耶穌基督和我們有密切關係，
指出信徒接受基督帶領，和信徒與基督

几个月连贯性地把保罗书信集中在一起

契合的含意，在生活中顯出信徒態度和

学习之后，明显感觉到对保罗书信的了

價值觀都以基督為依歸，跟隨主的榜

解和清晰度提高了，也更清楚和明白了

樣，使我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

保罗书信就是认识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神

多謝導師們帶領我去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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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陳瑞英 Mary

及得与基督联合了，成為新造的人；在

未信主之前，我人生係無目标，信

「得救」 - 成圣，整过程中釋放出「在

咗主之后知道自己走嘅方向，以前嘅生

基督裡」各樣生活素質。

活好懒散，現在唔同，人生有咗目标，
返主日学、返教会崇拜，參加不同嘅小

 徐李妙儀 Millie

组学習聖经，參加教会各样活动，同做

多謝主日學的導師：Elsa, William 及

事奉嘅工作。在信主途中，我遭遇到好

Kit 這幾個月來的教導，我知道你們是吃

多困难，但教会弟兄姊妹一一为我解

力的，因為對著我們這班學生，真的有

決，在當中我学習到愛、忍耐、謙卑、

如「拉牛上樹」，更多謝岑牧師及岑師母

寬恕，感謝主耶穌賜給我無尽的恩典及

不時作出補充，令我們獲益良多。這期

弟兄姊妹对我的愛，有首詩歌里面有句

上了九堂，其中一課是講 「屬靈恩賜」：

歌詞我很喜欢的：「不想歲月蹉跎，盼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14 至 30 節，講

望人生沒枉过。」感謝主，求主帶領，在

一個主人因為要往外國，所以叫僕人來

此多謝几位導師幫助我更对《聖经》的

把家業交給他們，他分別將五千、二千

了解！

和一千個銀子，交給三個僕人，這說明
主人是因應他們個人不同的恩賜去分配
 洪鏡德 Ken

新造的人

適量的銀子。
這故事令我想到一個很好的例子：

林後 5:17 所講「舊事已过，都变

我 們 教 會 多 年 前 舉 辦 過 多 次 Alpha

成新的了」是要在內心生命的「变化」

Course，邀請未信的朋友來教會，我們

+「更新」：由以前的屬世眼光和標準生

會招呼他們一同進食晚餐，又會介紹天

活，在接受基督救世主后的改變，轉为屬

國的福音給他們，當時我們教會的弟兄

靈的標準，从而能有「新造」；明白「在

姊妹就著各人的恩賜，同心合力的去侍

基督裡」- 信靠基督，得到救贖、重生，

奉；熟悉《聖經》的就做組長，或者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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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來的新朋友一齊分享等等；有負責設

来管理调整和整合，并且恩赐也是因为

置工作的；有負責招待的；有負責煮食

爱而帮助人、作执事、施捨、怜悯。虽然

物的；有負責廚房的；有負責清潔的；

恩赐各有不同，但是重点是彰显上帝

也有負責影相的。當時我都有負責廚房

的爱和怜悯，愿意帮助别人，让人来认

的工作，我見到各弟兄姊妹都盡心盡

识神，荣耀归于主。

力，大家都唔記得辛苦，只覺得開心。

我也相信恩赐可以以祷告来祈求，

人獲得恩賜是因為神揀選他，要透

让我们有某种恩赐来建立教会，有些恩

過他在別人身上的服侍，而不是為了個

赐也是因为愿意服事而被发掘出来的，

人的喜好或益處。恩賜是出於神，我們

也有些恩赐是因为经过多番操练之后

要善用這恩典的禮物。

而变得更纯熟了。

 Angela Soh (愛恩)

恩福浸信会是蒙福的教会，感谢主。

当 老 师 要我分享罗 马书其中的章节

 楊關麗麗 Lili

时，我立即选了恩赐，因为比较容易分享。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

恩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恩典的

位保惠師，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

彰显，是让我们可以彼此帮助、彼此配

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

搭来造就教会，荣神益人。圣灵的恩赐

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

不是炫耀自己，而是服侍别人，就像彼得

因祂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

前书 4:10 说：「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約 14:16-17)

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

还有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

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

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圣灵赐给我

求祂的人嗎？」(路 11:13)

们每个人的恩赐是要叫人得益处，圣灵

在我每早晨都向聖靈祈禱，求祂賜

的恩赐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由圣灵

我當日的工作有智慧、有愛、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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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可以感受在聖靈裡面的愛和喜

會完全地脱離罪惡的捆綁，承受天國子

樂，是我的幫助、提醒我，指示我。

民的身份並接受一個榮耀的身體。

謝謝。

初期教會的信徒認為耶穌很快就
 岑師母 Shirley

主再來
主耶穌再來是必然的事。至於是甚

再來，他們在等候期間還賣了房產。此
外，在帖撒羅尼迦教會也有信徒擔心他
們已死去的信主家人會失去神救贖的
應許，因為主耶穌還未再來他們已經離

麽時候回來，没有人知道。根據《聖經》

世。保羅給他們解釋死去的信主家人會

的記載，主再來好像賊一樣也是霎時間

在主再來的時候復活。保羅更提醒信徒

的事。祂回來之前會有很多先兆，例

在等候主再來的時候要好好地學習神的

如：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地要大

話語並分别真和假的真理，也應該努力

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 … 也好像

傳福音和分享神的愛。傳福音是有限期

經歷生產之苦似的。

的，當主耶穌再回來的時候，未信的朋

二千多年前主耶穌以一個卑微的
身份降世為人，為拯救世人的罪被釘在
十字架上，被埋葬並三天後復活。祂的
復活已成就了整個神救恩的計劃，已經
奠定新時代的開始，耶穌已在掌權，並
在世上產生果效。主耶穌復活四十天後
升天，並應許祂的門徒會再回來。當祂
再來的時候就是以得勝君王的身份出現
戰勝一切惡勢力，死人會復活，教會將
會被提並接受審判和獎賞，而未信的人
將會接受大寶座的審判。到時，信徒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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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就再没有機會聽福音了。
信徒因對主再來有確實的盼望就不
怕面對死亡。

 劉楊潔君 Kit
當我看到書名保羅書信，我以為是

 陳顏美華 Elsa

我的福氣

讀保羅所寫的 13 封書信，但其實是區

一年多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承接

牧師從保羅所寫的 13 書信，來作詳細

了一個很特別的使命 - 主日學老師，當

分析保羅屬靈生命，好似將保羅解剖。

時工作不太忙，兒女們都長大了，時間

保羅強調主耶穌就是彌賽亞、是以色列

比以較輕鬆！

人期待已久的救主；保羅經歷主耶穌，

生命改變，更加實行主的道。

成了主日學老師後，每星期都有機
會去查考一些《聖經》上的資料，才發覺

課程第一課「認識書信」提及新約

自己對《聖經》知道的是非常有限，於

有 27 卷書，21 卷採用書信形式，其中

是開始專心備課、積極地和有系統地去

13 卷書信是保羅所寫，對象有教會、有

硏讀《聖經》。

個人（提摩太、提多、腓利門），對教會
所發生的事端，加以教導、提醒，鞏固

感謝神豐富的預備：

信徒的信心，對個人有教導、勉勵，好似

(1) 一個智慧的寶藏

牧者手冊。

(2) 一套豐富而且完備的教材，使我能

保羅所寫的 13 卷書信，對現今教會

夠理解《聖經》裏的教導和應用！

(屬靈生活) 有同樣的寫照，人好多時有

(3) 一個同心和合拍的導師團隊

軟弱的地方，我怎樣做才可以避免被撒

(4) 一群認真和好學的同學

但引誘？
我會好好地再讀保羅所寫的書信，
請為我代禱。

(5) 一 個 積 極 及 完 全 支 持 和 信 任 我
的領袖。
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神
讓我每星期日都有一個快樂的時光。我
的 happy hour 就是主日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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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戰爭，哈馬斯武裝組織向以色列城市

地帶狂

之

轟，造成雙方均有傷

相 互 交亡。在
織的天災
電視機前看到火箭橫
人禍

發射火箭，而以色列用飛機空襲向加薩

阿力

施，在神的靈保守看顧，疫情終有一天會
消退，但願各國各城必須審視和改進過去

曾與大家多次分享過的新冠肺炎和

應變的方法，調校通報系統，把握時間，

其變種病毒，肆虐全球長達年半，至今好

提早防範。疫情的演變和威脅，過往的常

像已有放緩的跡象，初步確診，住院病人

態已被新常態取代，人們正期待這新常態

和死亡的人數數字均有下降的趨勢，接

包括社交距離所造成的猜疑、缺乏信任、

種疫苗的加拿大人口不斷上升，六月七月

互相推卸責任、隔膜，以至經常被限制帶

肯定會超過總人口的百份之七十，接種

口罩出入產生困擾，這樣即使疫情消失

兩劑疫苗的人口也會超過百份之廿五。

亦會成為恆常的生活習慣，聚會少、交通

大多省份除了緬省，也準備開放解封重

少、見面少，疏離感和孤獨感膨脹，心理

啟經濟，讓商鋪可以恢復疫情擴散之前

不平衡，這種新常態可能會持續，甚至演

的營業狀況，使更多人就業，補償過去

變成永久性。求主憐憫，祢來到地面為要

的損失，個人恐怕這祇是一廂情願的希

使人和睦，人與神重新建立關係，但人與

望。提醒大家，出外或參加聚會的人，暫

人的冷漠、久缺信任，甚至養成種族歧視

時還需遵守社交距離，緊記帶口罩，為人

的心態，以暴力欺負其他種族的人，求神

為己，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在身體健康

教導，讓我們在人與人相處，能互相體

狀況許可下，儘快接種疫苗，提防變種病

諒、謙卑包容，彼此照顧。

毒 的 入 侵 和 蔓 延 ，特 別是出自印度的
Delta 毒株。

人千方百計提防病毒入侵和擴散，
希望生活能迅速回復平常，安靜和諧地

當人類正忙於與病毒搏鬥，各國政府

生活；但在世界另一角落，個多月前五月

年多以來一直用行政手段式勸喻忠告，

十日至廿一日期間，以色列與巴勒斯坦

加上坊間人民的自律，大多實踐防疫措

的亞拉伯人的互相攻擊，險些變成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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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戰爭，哈馬斯武裝組織向以色列城市

名兒童，以色列軍機不斷空襲哈馬斯在

發射火箭，而以色列用飛機空襲向加薩地

加薩的軍事設施，例如火箭發射器的地

帶狂轟，造成雙方均有傷亡。在電視機前

方，當然死傷者全是平民。全世界，聯合

看到火箭橫飛如放煙花，加薩市內不少

國和美國均要求以巴雙方立刻停火，以減

高樓大廈在炮火下相繼倒塌，有新聞機

少傷亡的數字，在埃及斡旋下，最後雙方

構所在的大樓在飛彈攻擊下被摧毀，大戰

同意停止互相攻擊，但在停火時間，哈馬

危機瞬即發展到一發不可收拾，傷亡流

斯組織可以喘氣，重整裝備，隨時可以再

離失所的人不斷增加。以巴衝突由來已

度發難。

久，動盪不穩的局面成了中東的常態，並

以巴雙方的爭執焦點，可以分為四個

非新鮮的事，以巴衝突為了領土爭奪而動

層面；耶路撒冷問題、邊界劃定、猶太人

武，因紛爭造成傷亡，幾乎無日無之，每

屯墾區存廢、巴勒斯坦難民權益、以色列

次協議停火往往都是短暫的，周而復始，

國家安全。巴人主張並要求歸還以軍在

以色列不斷佔領地方，移殖國民，並驅逐

一九六七年佔領東耶路撒冷的主權，作

原居者亞拉伯人，巴勒斯坦極端武裝組織

為巴人獨立建國後的首都，阿克沙清真

如哈馬斯和真主等常利用亞拉伯人的不

寺，與金色圓頂清真寺都是伊斯蘭教的

滿和憤怒，乘機向以色列人偷襲，用不同

聖殿。以國政府一九八零年通過 (耶路

形式包括自殺式炸彈、火箭，在鬧市中向

撒冷法) 開宗明義聲明，完整而統一的耶

人群開槍，展開屠殺，以色列藉著軍事優

路撒冷 (東與西) 全部是以色列的領土。

勢，精良的武器裝備，大規模的還擊報

邊界劃定：巴人主張未來的巴勒斯坦國

復，結果死傷者大部份仍是巴勒斯坦人，
他們千方百計要消滅以色列人，取回他
們佔有的土地，而所有這些土地全是神耶
和華在四千年前應許賜給猶太人的祖先
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才是土地的業
主。最近十一天的戰爭，炮火連天，共有
二百五十六巴勒斯坦人喪生，包括六十六
名兒童，以色列則有十三人死亡，包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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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包 括 約 旦 河 西 岸 (West Bank) 薩 走

名巴勒斯坦抗議者受傷，十七人被捕。停

廊 (Gaza Strip) 與東耶路撒冷，任何形

火協議很脆弱，要達至永久和平，和睦相

式的土地交換必須對等。以國在二零零

處，絕對是天方夜譚。

五從加薩 走廊撤 出所 有軍隊和 屯墾民

記得當年與妻子參與聖地行之時，

(Settlement) 或稱殖民區居民，把地控

曾坐旅遊巴穿過高高而分隔耶路撒冷和

制轉交巴人政府，但以國右派堅持在巴

伯利恆 (耶穌出生地) 圍牆，在傍晚時，

人建國後，繼續保有這些屯墾區。猶太人

街燈幽暗下緩步走過商業區，大多商店關

多年來遷徙移民到各處，巴人認為原本

閉中，聽到不斷的拋石頭聲音，才瞭解到

屬於他們的土地，落地生根，打算長期居

不少巴勒斯坦青少年向一些被懷疑是以

住。目前以國在約旦河西岸設有一百廿一

色列間諜的巴人居所投擲石頭洩憤。亞

個屯墾區，居住約三十五萬人。如今這局

拉伯人與以色列的對峙和仇恨已有一百

面源於雙方之間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的

年的歷史，誰是正義的一方，亞伯拉罕的

問題。在長久以來的對峙與仇恨之下，

長子以實瑪利，抑或次子以撒，神應許亞

當地一代又一代會將衝突與動盪延續下

伯拉罕賜予他和子孫幅員廣潤的土地和

去。日後有需要或讀者有興趣，我再為大

後代如沙。神是全世界的主，祂擁地球所

家介紹和分析最近十一日戰爭的始末及

有的土地，神喜歡給誰就給誰，為宗教、

歷史所留下以巴相爭演變過程。六月十

為土地、為權益、為身份等爭執，雙方也

五日在清理東耶路撒冷地遊行後什物，

因戰亂帶來傷亡，真的不知何日才得了

發射了閃光彈和橡膠子彈，導致三十多

斷和解決。
天災如新冠肺炎的傳播，人為防範、
治療、注射疫苗忙到不可開交，再加上人
禍的戰爭，造成巨大的傷亡，這是互相交
織的末世景象，無可置疑，人類何時才知
道必須回轉，悔改歸向神 ? 我們很快就要
迎接主再來，隨著會面臨審判，自稱為義
的人，是時候降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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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週年復興祈禱會 於 2 月 5 日舉行。
20多位弟兄姊妹同心為神帶領「恩福」
走過 25週年感恩，並在 2021 年個人、
家庭、教會及普世在疫情下有屬靈反
省與復興禱告。
 教會 25 週年慶祝 於 2月 7日舉行。
早上崇拜邀請浸聯會 Rev. DK Hale 牧師
作勉勵，下午舉行網上慶祝會，各會
眾、牧者、會友分別回顧過去神對教會
的祝福，並獻上感恩之心。其中慶賀
的項目之一是建堂貸款的全數清還，
以燃燒有關文件的禮儀作感謝神的作
為之表達；同時出版一冊 25 週年感恩
特刊。願榮耀歸與神！
 中國新年慶祝 「愛恩」及「恩福」國
語部於 2 月 14 日分別在下午及晚上舉
行網上中國新年慶祝，增進在疫情隔
離下仍爭取相聚甚至外展的機會。
 英語部門徒培訓 (Coaching Sessions)
共九課，於 2 月 16 日逢週三啟航，九
位英語部弟兄姊妹參加，一同學習作
主門徒及領人作門徒的精髓，由 Pastor
Jeremiah 作導師。
 「同步靈修 - 渴慕神」 於 2 月22-28
日舉行。參加同行者「恩福」25 人，
二植堂 9 人。相信這次旅程增加了不
少眾人的「屬靈胃口」- 渴慕之心。
 幸福小組
三個小組於 2月逢週六晚
繼續完成第 5-8 課 (除第三組在 3 月 6

日完成)。平均共有 13-15 位慕道者。
不少參加者本來只答允出席一次，結
果絕大多數是出席了整個福音之旅，
其中一組更繼續每月重聚談信仰，感
謝神！

 2021 年 3 月
 “A Cup for Africa 給非洲一杯” - 烏干
達宣教 於 3 月2 7日在網上與烏干達
坎帕拉市的孤兒院的兒童及青少年直
接對話並給予鼓勵。此事工由浸聯會
一位植堂牧者發動，本會參與支持。
 「預苦期同步靈修」
由「天糧」主
辦，預備同行者 經歷 復活節前一週
的屬靈之旅，於 3 月 29 至 4 月 4 日舉
行。本會及植堂 20人參與同行。
 「心繫緬甸禱告會」 由加拿大華福
主辦，發動北美教會一同為緬甸在
政變下鉅大的轉變與需要禱告，首
次於 3月28日舉行，本會有十多位參
加，亦在教會禱告會中繼續記念。

 2021 年 4 月
 幸福小組實踐分享會 透過「加拿大
愛基金」邀請，8 位本會組員於 4 月
7 日與加拿大多個教會分享實行幸福
小經的經驗，彼此切磋勉勵。
 古巴慈惠行動 自去年年底本會為古
巴在疫情和經濟崩潰下的極度貧困而
發起的慈惠行動，目前已透過當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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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達 5 個省 11 個城市 70 個社區、約
3000 人得援助。
 「授權得力、作鹽作光」門訓課程 鼓
勵 參 加 者 在生 活 及職場 上 為 主 作 見
證。國語部有十多位參加，獲益良多！
 聘請兒童牧者委員會 經兒童部自二
月收到應徵牧者申請並初部辨識
後，於 4月28日由兒童部、人事委員
會及牧者組成聘牧小組，作進一步商
討與辨識。

 2021 年 5 月
 象徵浸禮 三代三位姊妹於 5 月10日
在家中接受象徵浸禮，數十位恩福人
及外地親友在網上觀禮。她們為劉恩
娣 (祖母)、梁艷容 (母親) 及張綺華
(女兒)，感恩滿滿！
 浸聯會年會 於 5 月14-15 日在網上舉
行，除報道在疫情下的一年植堂事工
仍有顯注的增長，亦把握時機提供多
元化的培訓。本會黃康瑞傳道為其中
的專題講員。
 愛學坊網上開放日 於 19及23日晚上
舉行。本會有四個會眾：15成人、15兒
童及 4 位青年在網上與中國兩所留守
兒童學校的數十兒童交流，彼此勉勵。
 「同步靈修」組長訓練 「恩福」9 位
及植堂 6 位新組長已接受了約 20 小時
的培訓，擔任靈修組長。願主使用眾人
服事的心志！
 巴西金邊市教會領袖培訓 從五月
起，逢第二、四週一晚上舉行，培訓
當地無牧者的教會領袖建立健康的靈
命，承擔主工，亦嘗試輔助該堂會的
青年下一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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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復興祈禱會 於 6月4日舉行。願我們
都轉向神，尋求聖靈的復興！
 新移民事工 回應後疫情將有的香港
移民潮，本會粵語部於 6月16日召開
異象分享會，為「恩福」成為愛心接待
教會作好準備。出席者20多人。
 蒙古青年大會 分別於 6 月19 及 26 日
進 行， 讓 加 拿 大 與 蒙 古 青 年 有 所 交
流，分享福音。本會粵語及英語部參與
服事者 7 人。
 「同步靈修-基督徒的內在生命：謙卑」
於 6 月 21-27 日進行。「恩福」41 人、
二植堂 10 人，另有 12 家教會信徒加
入同行，共約110人。

 2021 年 7 月
 SPICES Camp 恩福兒童營 於7月5-9日
在網上，24位兒童、10位導師分早晚
時段進行。已知的有3位初次決志，4
位重新決志。週六 (10日) 則回教會實
體活動，34 位參加兒童與家長及9 位
事奉人員均十分興奮、融洽與歡樂！





 鍾伯伯 (鍾文俊弟兄之父親) 於 2 月 1 2
日在香港離世，願主安慰鍾弟兄及其
家人。
 前會友馬俊興弟兄已於 4 月 2 1 日安息
主懷，追思會於 5 月 7 日舉行，願主安
慰其家人。
 吳以鑒伯伯 (會友吳劍文弟兄之父親)
於 7 月 13 日安息主懷，願主安慰其家
人。

Mongolia Online Mission Experience
Mission Team
Mongolia is in the north of China and its population is 3.3 million with twice the size of
Alberta. In 1989, there were only four believers with no church in Mongolia. It is amazing
to see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600 churches with 80,000 believers in Mongolia now. By the
grace of God, there was already one missionary in every 222 people in 2006. It was the
world’s highest ratio.
It is a blessing that seven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Evangel were able to take part in the
online Mongolia mission organized by CCCOWE, Canada in June.
“One positive thing about the Mongolia mission experience was meeting Christians from
a place I have never been to and immediately feel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which comes
from being of the same faith. That bond probably enhanced our cultural exchange and made
it easier to share with each other as compared to total strangers in a different type of
conference without that common faith.”
“Meeting new people is almost always a good time. Glad to be able to do some cultural
exchange and even better to meet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internationally
despite the pandemic impacts. I think due to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the youth of the
world have so much in common to connect yet also so many interes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t was great to see Mongolians worshipping and praising God through songs.”
“I liked learning about the Mongolian culture and listening to their language. I don’t
think I have ever heard it before.”
“I enjoyed hearing the Mongolian language used during worship. It sounded absolutely
beautiful. The Mongolian people were nice and friendly. I am sure in person or given more
time, there would be more deep sharing. It was great overall.”
“I gained knowledge about life in Mongolia and learned about the churches there. I was
just surprised how good their English was!”
“I am really thankful for the experience. The Mongolians I interacted with were kind and
devoted to God. It was enjoyable talking with the youth and
hearing about their stories. I was inspired by a girl in my
group with her experience caring for her family.”
“Thanks for the arrangement. It was hard to imagine a
year ago that we could meet with the Mongolian youth
online. It was a good attempt to reconnect with them. I hope
that we could continu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nline
opportunity to reach out to more of the youth there.”
“God loves the world and His saving grace is for all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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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Online Mission Experience 中國網上宣教體驗
Mission Team 宣教隊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in 2013, there were sixty million left 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Left Behind children are children who are left behind with relatives or grandparents in their
hometowns while their parents move elsewhere to make a living.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Love Foundation, Evangel Baptist Church was privileged and blessed to be invited to visit
some left behind children attending boarding schools in China on May 19 and May 23, 2021.
There were fifteen children, four youth and fifteen adults from Evangel who attended the
Open House events and interacted with some needy children in China.
Multi-Purpose Classroom Open House 愛學坊開放日 2021.05.19 & 23
Sharing of Children and Youth 兒童及青少年的分享：
“I learned that they play different games.”
“I learned that some people just aren’t as fortunate as us.
“I felt very happy to meet them. It was a good experience.”
“How come I only saw children from our church?”
“We will pray for them.”
“I learned to be strong and also study hard.”
“I am very happy to see them. How can I give a donation?”
“We need to show them more love and care.”
“The children were amazing and strong.”
“It was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to be seeing some of the left behind children face to face.
“It was a surprise to me as I did not expect to see so many children on Zoom.
“We are grateful for what we have and feel excited about visiting children in China.”
“I felt very humbled talking to them and realized how I lucky I am.”
“I hope I get more opportunities like this in the future!”
“We loved their presence and how eager they were to share with us.”
“I felt happy for them that they could go to school. Very happy to see them.”
“Good to see that there were people to take care of them in the school.”
“I felt happy to see them and I felt lucky that I had a chance to meet them.”
“I have never met people who were left behind. I felt very lucky that I got all the fancy things,
games and Wi-Fi.”
“I now understand Chinese children better by watching them singing, dancing, and reading
their book reports.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join the meeting. I don’t have any suggestions for
Love Foundation because I think that it is already perfect. I will pray for the 60 million left
behind children.
Sharing of Adults and Parents 成人及家長的分享：
「我觉得爱基金是神的召唤， 是一个很棒的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媒介和方式，而且她们从学校、
到教会、到社会职能都有开展各个层次的服侍。福音在中国未来很大的希望，在孩子们和年轻
56

人、在基层，这也是主所看重的。北美的华人真得可以更多、更广、更深地和爱基金合作，
通过爱基金，在中国做神的事工。」
「神的福音之门在中国没有人能关。」
「我们的各个教会，在北美的教会，可以跟爱基金不同层次和面向的事工对接合作， 通过爱基
金，参与到在中国的神的福音和服侍中去。」
「愛基金做得很好。」
「昨晚比第一次安排得好，因為可以有更多小朋友及家長參與。當地小朋友能清楚聽懂我們的
問題，也不容易，感謝技術團隊的配合和安排；妳作當中的角色很重要，發問時有層有次，不
致產生混亂感，加上對方的舞蹈表現，添加氣氛和表達感恩，這樣的交流我很享受！感謝主。」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觉得學校生活有好大改善，希望大家能幫助小朋友增强自信心。」
「感謝主！真是非常感恩有愛基金的愛學坊的同工們，默默的付出愛心和時間支持中國這些
留守兒童和家庭。透過這樣的方式，愿愛可以彌補一切，愿他們的貧窮、缺乏、病痛都可以挪
去。主的愛澆灌在他們心中，讓愛的種子可以發芽、成長、開花結果。願他們在適當的時候或
長大以後，就可以認識獨一的真神！原來神是這樣的愛他們！愿福音在中國更加的興旺吧！」
「我希望可以奉獻支持他們。昨天看到可以按月奉獻，選擇支持一個大學生、中學生，或小學
生；我昨天沒有掃到碼，希望可以收到詳細的奉献資料。」
「感谢有这么好的活动让孩子可以有多点的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感恩我们现有的生活，不断
的鞭励自己成为更有用的人，为主荣耀、为社会多做贡献，感谢你为我们这次活动带来的
一切。」
“I was pretty moved.”
“It would even be better if there were more than three children who could answer questions;
the more interaction the better.”
“Good to see what the facility and the resources for children are like.”
“I learned about the multi-functional classroom and what the children like about the
classroom. It was also good to see the children as if in person.”
“I wish there were more children who could interact with us.”
“Hope to see more children talking to us next time.”
“I am glad that the children have their dreams. We need to pray for them so that they will
know God.”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he program was very well operated. Praise the Lord!”
“Even I could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presentation due to the language barrier. The kids from
Edmonton did a very good job interacting with children in China. It’s goo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hildren in China and their support through Love Foundation.”
“Thanks for coordinating these open house events. It i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have a
channel and platform to connect the Canadian children with the children in China. I am sure it
was a unique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all that at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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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rush with COVID
Joyce Li
Back in late April of this year, just when I thought life was going on as usual, the
unexpected happened.
My son came to me one day and said that he was not feeling too well, and
he thought that he should go get tested for COVID. At the moment, all I could think of
was “Oh NO”. I quickly scheduled an appointment for him, and before long, he was
notified that his result was positive. He had to start his isolation. As we were all in
close contact with him, we must start our isolations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I had
to start scheduling for the rest of our family to go get tested, which included my fatherin-law, my parents, my husband and my daughter, all six of us. Somehow, all our
results came back negative except my husband.
When AHS called and gave him advice, we learnt that I should not be isolating with
him, because that would extend my isolation period to another 7 more days than the
14 days’ standard. So, I packed up and moved into my parent’s basement. Little did we
know that it was already too late for me. I had caught it. Then slowly, the rest of us
started showing symptoms and at the end, we were all sick.
One thing we were grateful for at the time was that the seniors had already gotten
their shots, so, they were not as sick. For my in-law and my dad, they were just a little
more tired than usual; as for my mom, she had only gotten her first shot and said she
felt like she had gone through a heavy flu. About a week after we were diagnosed, my
husband became so sick that he had to be hospitalized, and eventually got transferred
into ICU. While he stayed in the ICU for close to 3 weeks before they would move him
back into the regular ward, I became so ill that I could not eat, or did not have the
stamina to even leave my bed at all.
Looking back, I am truly grateful that God had given me such loving parents to take
care of me even when they were not feeling well themselves. Especially mom. During
this whole time, a lot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the church had been pray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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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recoveries, and some of them had even cooked and brought food to us. Not just
delivering to one house, but both houses! God had given us this extended family to
walk through this journey with, we felt really blessed and are grateful for the love and
care that they have shown us.
We cannot wait till we can meet again and worship Him together and thank
everyone in person.

Disciples Who Make Disciples
Pastor Jeremiah Capule
God enjoins each of His children to work with Him in redeeming and restoring this
broken world. What a great privilege! Before his ascension, Jesus authorized and
commissioned his followers to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the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Teach these new
disciples to obey all the commands I have given you. And be sure of this: I am with you
always, even to the end of the age.” (Matthew 28:19-20)
Even as you begin to learn how to live and walk in him as his disciple, Jesus will use
you to lead others to follow him. You don’t want to wait until you are “fully mature”
before you start reaching out to others. Many have fallen into this wrong thinking and
ended up not making any disciples ever.
Remember, Jesus desires obedient followers, not well-informed fans. He wants you
to love God and others, and he wants you to train others how to do the same! This love
is expressed through a life of obedience. Jesus said,
“Those who accept my commandments and obey them are the ones who love me. And
because they love me, my Father will love them. And I will love them and reveal myself to
each of them” (John 14:21).
When you disciple others — leading them to Jesus and training them to hear and obey
his voice — you are loving them the way Jesus loved his disciples. More tha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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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g others is an expression of your love for Jesus. And when you express your
love for him through this act of obedience, Jesus will “show up” in your life and allow
you to more fully experience his love.
This is what the Atomix Training is all about. It is a collection of a few simple
practices that will help a Jesus-follower like you walk in union with him. At the very
heart of this journey is the vision of producing healthy disciples who hear and obey
Jesus’ voice (John 10:27). We call it simple obedience. Your aim is to learn how to live a
Christ-centered life. This is the kind of life that he multiplies. And he wants you to take
an active role in this process.
The Bible says, “Those who say they live in God should live their lives as Jesus
did” (1 John 2:6). In other words, disciples of Jesus must be committed to learning how
to walk in the same manner as Jesus walked. He is not only your Savior; he is your
model, your pattern for life and ministry. As you learn from him, you will become
more like him in the following areas:
1. Deeper Intimacy with God

2. Dynamic Prayer Life
3. Devotion and obedience to God’s Word
4. Dependence and sensitivity to the Holy Spirit
5. Developing Intentional and Authentic Relationship
At the core of this Training is a set of Rhythms. These are simple, spiritual habits
that disciples are trained to master through consistent practice and sharing to others.
They are easily-accomplished skills, but they can also be powerful tools in discipling
obedient Christ-followers that multiply. It is facilitated (i.e. modelled and monitored)
by a Discipler / Mentor in an 1-on-1 or small group setting. Most are done daily, some
weekly. Below is the list of these Rhythms:

60



Praying with Eyes Open (w/ Breath Prayers)



Morning Psalm



Bible Reading & S.O.A.P.S. Journaling



SHEMA Lifestyle (w/ Prayer Calendar)



My Story (15-Second Testimony)



God’s Story (3 Circles)



Disciple-Making Community (w/ Discovery Bible Study)



Accountability Questions



Prayer Cycle

The more you become like Jesus, the more you will be involved in disciple-making.
This was Jesus’ job after all. It is the work that he accomplished right before his arrest
and crucifixion. It is also the work that he expects each of his disciples to continue.
Listen to what he said: “Very truly I tell you, whoever believes in me will do the works I
have been doing, and they will do even greater things than these, because I am going to
the Father” (John 14:12).
Jesus trained a few people who eventually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He did a
great job in teaching them how to live as Kingdom citizens under God’s authority. You
are reading this now because his disciples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been faithfully
obey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doing the work of Jesus. And he invites each of us to
participate and be fully committed to it, just as he was. As we do, he promised to be
with us, to enable us and provide whatever we need to accomplish our God-given task.
And as we continue to abide in him and fully depend on his sufficiency, he makes our
lives fruitful, and God is magnified. Jesus said,
“When you produce much fruit, you are my true disciples. This brings great glory to my
Father.” (John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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