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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22 歲末蘆洲愛家佳數算感謝主恩

每年的年底，都存著一顆感恩的

心，回憶今年 2022 年，並將已經

得到的福音，傳給世人的日子，因

為無論是從美國起始的感恩節，或

是一般所謂的聖誕節，一直到年底

及 2023 的新年，都是有說不盡的恩

典，唱不完的讚美，如一首詩歌：「主

啊！我感謝祢，因為祢揀選了我」。

今年特別感恩的是，Covid-19 的

感染人數並沒有減少，但是疫情的

影響卻是減弱了很多，許多的人都

出國旅遊，飯館的生意好了很多。

但令人惋惜的是，烏克蘭和俄羅斯

之間的衝突，一直沒有解決，戰爭

造成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能源危機

及高的通貨膨脹，影響許多的地區。

當然台灣是地球村的一員，並不能

逃脫其影響，但是在這些危機中，

也是讓神的兒女學習感恩，也學習

如何為別人禱告及行善。特別是要

紀念在患難中的人，無論是失業或

因疫情而在病痛中的人，聖經說與

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

這是一個「家」的感覺。今天是主

施恩的日子，因為坐在寶座上的那

位，是全能的神，也是偉大的祭司

及代禱者。讓我們在佳節中，因感

受到寶座上有一位：愛的神的「心」，

而願意伸出一隻愛心的「手」，幫

助一位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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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這時代的年輕人

26 屆世界五旬節復興特會 PWC

「Pentecostal World Conference」

感 言： 為 五 旬 復 興 下 一 個 世 代 

「Pentecostal Revival in the next 

Generation 」

這是每三年舉辦一次的特會，今

年是在韓國首爾進行，其中有來自

約 30 多國的聖徒們一同參與，並由

作者｜衣立凡   
圖片｜ Milost.sk

#PASTOR

美國一所神學院的校長 Dr. Wilson 擔

任主席。

在一場分享的聚會中，一位牧師

提醒在他們教會的學習中，發現一

個聖經中的教導，就是許多聖經裏

的見證人，多半都是從少年時代就

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如：大衛、

約瑟、但以理等，當然其中也有少

年人失去了祝福，如：少年官因為

捨不得錢財，而失去了跟隨主的機

會。所以該牧師向衆人發出一個呼

召：要在孩子們上主日學的時候，

就開始作領袖的培訓，如此才能夠

讓孩子們更能接受挑戰。牧師用了

一個數字：「13」來詮釋，就是當

孩子在主日學的時候，要成為一個

小領袖，在不斷地學習、成長、成

熟及在教會中接受培訓來被神使用。

當「13」歲後進入青少年國中開始，

他們也不會流失，因為這些孩子已

經變成了一個小領袖，他們會關心

比他們更幼小的孩子，也會在教會

中擺上他們應盡的責任。他們有時

候是兩三個人成為一個小組，一同

去關心別的孩子或同學，如此升入

國中的同學們，不僅不會流失，反

而更加認真的去得到同學。這種年

輕世代相互影響的學生培訓，是由

新加坡的一間教會（Heart of God 

Church）發起，二十年來已有七個

世代的傳承，使教會人數從 初幾

十人，加增到 2200 人以上，而且多

數都是年輕人。

該教會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

使年輕人進入教會後有被重視的感

覺。牧師舉例說明：有一位年輕人，

曾是街上的遊民，當他被年輕的牧

師收留後，他們都住在教會，於是

牧師訓練該年輕的遊民，教他如何

使用電腦製圖及使用網站，藉此可

以一面學習，一面由教會付他一點

費用，讓這個孩子建立自尊心及自

信心。經過幾年後他變成了網絡高

手，不僅幫助教會加強網頁，並且

教更年輕的孩子。接著他又開始去

街上將他過去的朋友帶到教會，他

成為小組長，也開始培訓其他年輕

人，結果使一個在街頭上混的人，

成為神家的器皿。

五旬節聖靈降臨的 大目的，是

為了使用每一個人，都被神的愛感

動，都成為神家的器皿，神國度的

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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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與聖靈 

聖經上說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

在一處，在十天的禱告後，天上有

響聲下來，一陣大風吹過所住的房

子，又有舌頭如火焰分開落在各人

頭上，他們都被聖靈充滿，按照聖

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傳講福音。於是開始了教會，那一

天約有三千人得救，而且因在五旬

節，眾人都是從約 15 個不同的地方

來到耶路撒冷，彼得傳福音說：現

在開始了「末後的日子」，每個人 -

都要有新的經歷，和聖靈的見證，

為的是見證主耶穌的復活，及開始

末後「恩典的日子」，這個恩典就

是「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

意思就是每一個神的兒女，都有聖

靈的充滿，也都要為主耶穌作復活

的見證，並宣告神恩惠的日子。求

告主名的人，都必得救。

聖靈更新我們 

提多 3:5-6「祂救了我們；並不是

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祂的

憐憫，藉着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聖靈就是神藉着耶穌基督－我們救

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聖靈來有一個工作就是更新我們

的心思，因為人常活在舊的思維中，

特別是長久活在當時拉比作教導人

的心中。在主耶穌的時代，抵擋主

耶穌 大的，是法利賽人，他們不

能接受一個真實的拉比會和罪人吃

飯、在安息日醫病作工 ，甚至怎麼

可以和不潔淨的外邦人，在一起吃

飯成為朋友，所以批評主和稅吏罪

人吃飯等等。末了，因為許多人跟

隨主耶穌，他們就因著嫉妒，而殺

了救主耶穌。

但是一個人能被神用，第一件事

就是悔改，悔改是轉向神，也是我

們心思的改變。以前我覺得自己是

個好人，現在發現我是一個罪人，

而且越來越發現自己的罪是重大的。

保羅說他在罪人中是一個「罪魁」，

因為保羅對神恩典的啟示大，所得

到的光也強，不僅認識主耶穌是神

的兒子，也認識自己的蒙恩及不配。

聖靈是復活的神賜給我們的，特別是

被神所使用的工人。這個世代被稱

為「Z」世代，是指從 1995 ～ 2015

年所生的年輕人，「他們比較投入

網絡媒體 - 臉書、YouTube 等」，

葛理翰曾說過：「福音的真理是不

能改變，但是福音的包裝必須要被

更新」，為著得到這個世代的人，

在許多第三世界，年輕人的比例占

了該國人口比例一半以上，而且科

技的進步，手機的流行，人變成要

快及缺少耐心，不喜歡讀長篇大論

的文章，但是吸收知識的能力卻是

很強，所以需要聖靈賜下智慧，使

聖靈與更新
講員｜衣立凡   圖片｜ Unsplash
整理｜董學渝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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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更有聖靈的感動及智慧，

去得到這世代的人。

聖靈更新的見證

悔改是心思的改變，一個人的思

想會改變一個人的看法，所以聖經

中 重要的是心思的改變。保羅從

抵擋福音的人，轉變成為 愛神

的人；從反對福音的人，成了為福

音不顧性命的人。有人說保羅傳福

音好像瘟疫一樣，主要是因聖靈更

新了他，所以聖靈在提多書中說到，

只有聖靈才能更新我們對神話語的

認識，而神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被聖靈更新的見證人有：

1. 不再懼怕的門徒：門徒在被聖靈

充滿之先，心中對法利賽人及公

會的人滿了懼怕，現在傳福音

沒有任何的害怕。使徒行傳4章

13節官府長老們，在公會中審判

使徒們時，彼得被聖靈充滿，說

這人得痊癒是因你們釘十字架，

神叫他從死裏復活的拿撒勒人耶

穌，除祂以外別無拯救。他們見

彼得和約翰的膽量，又認明他們

是跟過耶穌的就希奇， 重要的

是因聖靈賜給他們膽量，保羅說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2. 啟示認識基督的保羅：保羅先前

是多方攻擊拿撒勒人耶穌，但是

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他遇

見了主。保羅後來說：「神將祂

兒子啟示在我的心裡，叫我把祂

傳在外邦人中 - 加拉太1:16」，

他的心思完全的改變了。他又說

他在罪人中是罪魁，為了讓神在

保羅的身上，顯明祂一切的恩

賜，給後來信祂的人作為榜樣。

3. 愛被更新的提摩太：保羅說神賜

給我們不是膽怯的靈，乃是剛

強、仁愛、謹守的靈，要再將恩

賜如火挑旺起來。一個充滿愛的

人，不再懼怕，而是願再為福音

受苦。

天天需要被更新

信主耶穌必須要有常常喜樂的見

證，也要有能力傳福音。生活中的

力量都是靠主而得，不是沒有困難，

而是靠主站立得穩，因此聖經說我

們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

謝恩，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

所定的旨意。一個人要不住的禱告，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要被聖靈充滿，

以弗所書說：靠著聖靈不斷的禱告

祈求，為眾聖徒祈求，也為著保羅

祈求。

保羅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使徒，因

為神將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啟

示給他。他說他深知神的奧祕，就

是基督，因為基督是神所定的人，

祂是頭，而教會是祂的身體，所以

保羅的書信都是在傳這個奧祕。因

為保羅是絕對的順從神的旨意，所

以神可以不斷的啟示祂的自己。保

羅 大的認識是神要保羅成為一個

謙卑的人，因為保羅所得的啟示甚

大，神不想讓祂的僕人受試探而落

在軟弱中，所以神用一根刺放在保

羅的身上。保羅三次求神將刺拿開，

但是神對保羅說，我的恩典夠你用

的，因為神的能力在人軟弱上顯得

完全，所以他開始改變了。保羅先

前覺得他得的啟示甚大，不在一切

先知之下，而他現在是誇自己的軟

弱，因為他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

候就剛強了。

神喜歡用被更新的人，因為神的

心意和智慧，是極大的。人除了神

兒子的啟示，不能認識父神，若是

沒有父的啟示，也不能認識子。所

以主說只有父所賜給我們聖靈才能

將祂的兒子啟示在我們的裡面，使

我們真認識祂。一個被更新的生命

才能認識神的榮耀，才能成為一個

讚美神、榮耀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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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事奉神
講員｜衣立凡   圖片｜ Unsplash
整理｜董學渝

#MESSAGE

羅馬書 7:6「服事主要按著聖靈新

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五旬節

開啟了新約的時代，在新約的特點

是聖靈的賜下，聖靈帶我們進入新

的敬拜，就是靈和真實的敬拜，因

為神是靈，所以敬拜必須要在靈和

真實裡敬拜祂。而聖靈在新約稱為

保惠師，或是真理的靈，一切都要

在聖靈的引領中，才能讓神得到真

實的滿足。

事奉與聖靈的新樣

在舊約的時代，以色列人被託付

律法，於是他們的事奉及生活，都

是照著律法典章。在摩西建造會幕

的時候，神特別說要照著山上的樣

式，會幕無論是建造的尺寸，材料

等都必須要照著山上啟示給摩西的

樣式。這都是比喻，因為舊約是影

兒，而實體則是基督，這是說明神

所要的一切，都是必須要照著神自

己的想法，而神只有一個心意，就

是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如歌羅西書 2

章 8 節「照著基督」。

 舊約的代表是西乃山，當時摩西上

山去得神所賜予的法版時，山上是

火焰、密雲、黑暗、暴風和角聲，

連神人摩西都說：「我甚是恐懼戰

兢」。所以當聖靈降臨到教會時，

就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也就是新

約的事奉、有聖靈的新樣。

事奉與聖靈的大能

舊約是神對以色列百姓說話，而

一切都是照著律法，主要是十誡，

而藉著律例典章，使我們在生活中

或事奉中，能夠有更深入的解釋及

應用，讓以色列人知道如何在生活

中來應用十誡，及在事奉中照著神

對摩西的啟示而行。到了新約有了

一個新的開始，就是聖靈要將我們

帶入一個「新樣」的事奉，其中

重要的就是，聖靈在事奉上的帶領。

舊約的一切都是在外面，而新約則是

在裡面；舊約神是藉以色列國來祝

福萬國，新約是藉教會來祝福萬民。

特別在使徒行傳中，可以很清楚的

看見，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聖靈中實

踐。從五旬節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

就是現在聖靈主導著一切教會的工

作，在聖靈的引領之下，開啟了一

個新的方向。整本使徒行傳都是被

兩件事控制的，一是聖靈，一是禱

告，所以也有人稱使徒行傳為「禱

告行傳或是聖靈行傳」。如果我們

的事工是以讀經禱告關懷為主，則

我們不太需要聖靈的充滿，但是如

果我們的事奉要開展，要以福音為

主，那麼我們就必須要被聖靈帶領，

及靠著聖靈大能大力，去得到人心。

羅馬書 15 章保羅說神賜他：神的話

語、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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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使外邦人順服。第一章保羅

提及他不住的禱告中，求神賜給他

平坦的道路，可以到羅馬去。

事奉與聖靈教導禱告

聖靈的充滿，非常重要的是「教

導我們禱告」，聖經上說「我們本

不曉得當如何禱告，只是聖靈親自

用說不出來的歎息為我們禱告」。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所以

聖靈來的 大目的就是教導我們禱

告，讓我們成為一個禱告的人，而

且是不住的禱告，或是靈裡的禱告。

在這次參加首爾的「PWC」時，講

員們非常的強調禱告的重要，特別

是在靈裡的禱告，因為聖靈的更新，

加上靈裡的禱告，會成就神的旨意，

在這個世代中，成為一個得人的人，

特別賜下智慧得到年輕人。

年輕人的性格及習慣和年長的人

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無論什麼樣的

人，心中的需要都是一樣的，都渴

慕這一位愛的救主。人都會空虛、

軟弱、無助，所以聖靈會賜下得人

的智慧，使我們成為一個得到年輕

人的教會。只有聖靈能滿足人心，

賜下能力，幫助人禱告，而且是照

著神的旨意禱告，鑒察人心的，曉

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是照著神

的旨意代求。聖靈的禱告有幾方面

的意義，第一是讓我們能夠明白認

識神，並藉由禱告，使我與主耶穌

的關係更為親密，在禱告中使聖靈

的愛運行在我們的心中。第二是聖

靈會不斷的將聖靈的愛澆灌在我們

的心裡，使我們越禱告，越渴慕禱

告。第三聖靈會提醒我們，讓我們

曉得如何在對的時間作對的事，在

使徒行傳中常常提到的是，聖靈又

是能力的靈，為了見證主耶穌的復

活，讓我們作主的見證人。第四聖

靈讓我們成為主的見證人，信的人

有神蹟奇事隨著他，就是讓我們成

為主復活的見證人。

聖靈提升我們 

聖靈 大的目的，就是要我們在

地上榮耀主。父神在天上已經榮耀

了祂的兒子，立祂為主為基督了，

而祂的兒子在地上榮耀了父，因兒

子的順從，甚至到死也不退縮。祂

因順服父，羞辱了背逆的撒但，讓

父神得到榮耀，故此一個人的順服

是何等的重要，能夠讓天父得到榮

耀。所以今天是聖靈的時代，聖靈

在我們裡面，充滿我們，賜下恩典

能力，讓我們也榮耀祂，這就是父

神所賜給我們 大的恩惠，使我們

能夠成為主的見證人。讓我們在這

彎曲背逆的世代，作主復活的見證

人，用神蹟奇事來證明，用愛主及

彼此相愛來證明。教會是基督在地

上的見證，用彼此相愛、用讚美頌

揚、用一切的方法來作主復活的見

證人。

聖靈是我們得產業的憑據，無論

是在跟隨聖靈的引導，在福音的傳

揚，在用愛心幫助人的事上，都是

我們經歷聖靈的機會。

這個對主的認識是非常重要，無

論是得到人的靈魂，是福音的傳揚，

也是我們得到神祝福的時候，使我

們有了存在天上永遠的產業，有一

天聖靈還要帶領我們進榮耀。

12 ｜信徒交通 台北基督徒聚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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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不孤單，然後呢？
講員｜吳必然   圖片｜ Unsplash
整理｜余亞玫

#MESSAGE

教會常講愛和連結。教會就像個

家庭一樣，歡迎所有的人都回到家

裏來。聖經中常用浪子的比喻，浪

子在外流浪久了 後回到家裏來，

回家的畫面很美，因為父親還跑到

村莊門口日夜期盼浪子回家。浪子

回家之後就告別過去的生活，回到

兒子的身分，享受家中一切的豐盛。 

但是，回到家裏，有朋友，然後

又怎樣呢？彷彿我們所有的人在比

賽看我們的朋友圈有多少人，看當

我們有問題時，有多少朋友會來慰

問我們。現在的社群更是敏感，許

多人更在乎誰有來按讚，誰又沒有。

而我認為，這一切的連結是有原因

的，是有它的旨意和目的。

一、孤獨的殺傷力

在一本美國醫學期刊中研究顯示，

在調查了 5000 名各年齡層的人後發

現：孤獨可使人少活 1.65 歲，吸煙

會減少 1.25 歲，睡眠不足則會減少

0.44 歲。所以，若有人在長期的孤

獨下或酷刑中長期單獨監禁，可能

就不止少活 1.65 歲，而是會使人發

瘋。

這證明了孤獨的殺傷力是：身心

靈的彼此影響。孤獨不止是沒有朋

友，更同時影響身體健康。但在雙

向與人分享彼此心中的難處後，反

而會看到被需要的成就感，使身心

靈都好了起來。

每個人在各階段都會經歷孤獨、

沮喪、不快樂，但長期的累積「加

速」老化。有的時候，短期的孤獨

反倒讓我們更親近主。我們更要注

意的是長期的孤獨，而往往人 深

的孤獨是在人群和歡樂中。

二、你的朋友不只是你的朋友

那麽誰是好友？人說三五好友是

很必要的。不是臉書上好友的分級，

我們的好朋友到底在哪裏？我信主

30 年，也就服事了 30 年，神藉著

我服事畫上了很多連結，不是在外

表上的相同，而是在靈裏的連結，

要一起做些什麽？好朋友並非山盟

海誓，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當我

們的生命進程不斷往前時，不需要

抓住朋友，而是從朋友身上在屬靈

的成長中不斷的學習。

研究指出，人一生中平均會接觸

1-6 萬的人，會因工作、地域、個

性而有差異。而根據 Google 的數據

顯示，各地區中一生與人接觸的數

據又有不同，例如：美國人平均認

識 537 人，歐洲人是 472 人，華人

是 694 人。在華人的 694 人中，有

62% 是同學，19% 是親人，18% 同

事，1% 才是朋友。可見交朋友是要

多麽刻意努力而來。

另外，根據臉書的數據分析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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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臉書社群中平均好友人數是 130

人，人們可能擁有 1500 名的社交網

站好友，但只能在現實生活中維持

150 人的内部圈子；即便是 150 人，

要在生活中持續維持也並不容易。

同時，會發現，你的朋友不只是你

的朋友，總歸的問一句：交朋友究

竟要做什麽 ?

現在人有些會做所謂的生前告別

式，像真正告別式一樣，其實是想

看看究竟那些人是好朋友。這就看

到人裏面的一個需求：到底誰把我

們當朋友？以及交了這個朋友，對

我對他人生產生什麽影響？人在地

上看得出來的好朋友，也能看得到

一些親密程度。但接下來要談的是：

從屬天的層次才能看到的連結。

三、國度裡的好友圈

• 孤獨的相對：親密

• 神要我們建立並享受親密關係，

從地上開始（創2:18）

• 神呼召人回家（詩68:5-6）

• 工作也不孤獨（出18:13-23）

• 問自己幾個問題：我珍惜的好

友，將來在天上會見到他們嗎？

我交朋友是因為怕孤獨嗎？我願

意為神而與人連結嗎？從我的好

友圈，可以看見神的美好計畫與

國度嗎？ 

對於屬天的層次中，每次遇見新

朋友時，我會問：上帝啊！我們有

沒有被您連結在一起 ? 因為我不想

讓上帝不喜悅。事實上，交友圈是

很複雜的，在地上看得到的認識、

關係和親密度是屬地的連結。在屬

天關係中會發現，朋友間甚至是遙

遠的國度中，因為各自與上帝的連

結，就在這種屬天的連結裏，即便

是初次見面都會感到像似弟兄家人

般關係親密。例如：聖經中但以理

和波斯王、巴比倫王是什麽關係 ?

尼希米和王和王后又是什麽關係？

當尼希米為耶路撒冷城牆擔心時，

王注意到卻沒怪他，反倒詢問他並

建議他回去耶路撒冷，甚至連王后

也對尼希米說不要回去太久。但是

因為王和王后和上帝沒有連結，就

算是王和王后對尼希米再好， 後

也會斷開彼此的關係和連結。神確

實會使用與神沒有連結的人來成就

一些事，從屬天的層次看來，會大

大擴展所交的朋友，當上帝切斷沒

有屬天連結的朋友時，也不要堅持

原來的關係，要認真思想神斷絕彼

此關係的真正原因。

神為什麽將我們連結呢？是為了

神的國度。如彼得前書 2:9 惟有你們

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

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在國度裏有好友圈，

在國度中看見孤獨的相對就是：「親

密」。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們親密，

要我們先在地上開始建立並享受親

密的關係，若我們認識很多朋友卻

沒有學到親密的關係也就沒有意義。

創世記 2:18 神說：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獨居

是分開、分叉的意思，聖經中用來

形容孤獨、單獨、一個。神的心意

從沒有要人單獨一個，本來就是要

我們活在身體的裏面，不要孤獨。

神的好友圈還有一個特質：「神

呼召人回家」。詩篇 68：5-6 神在

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

冤者。神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

出來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

地 。神的心是叫人不孤獨，而不孤

獨的地方就是要有家。對於年輕人

來説，一個有愛健全的家非常的重

要，因為家庭的健全與否嚴重影響

年輕人的生命。教會要幫助人，讓

人回到天父的家不孤獨。

而工作也是不孤獨的。如出埃及

記 18:13-23 中，摩西是個非常有才

能的領袖，摩西的岳父葉忒羅建議

他在處理百姓的事上也不能獨自處

理，會疲憊處理不好，無論對百姓

或對摩西自己都不好，要有團隊合

作才好。

因此，弟兄姐妹，聖誕節快到了，

願為著神，我們能邀請更多的人來

與上帝做連結，進入上帝國度的好

友圈中，一同來看見上帝奇妙的旨

意和計畫。當我們願意為著神與人

連結的時候，就會發現：新人、新

事情、新朋友會因著與神有親密的

連結，而有神屬天國度裏美好的關

係。來吧！讓我們一同來享受天父

上帝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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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活畫廊
講員｜郭建興   圖片｜郭建興
整理｜王聖慈

#MESSAGE

一、信心的創始

弟兄姊妹都是心裡相信、口裡承

認而得救，知道信心的源頭都是從

神開始。神創造性的應許從創世記

第 1 章到啟示錄第 22 章，隨著年日

持續推演下去，一以貫之，永不改

變。神話語的中心就是應許我們同

得榮耀，應許的核心乃是主耶穌，

我們都是披戴基督成為一了。

眼 睛、 耳 朵 等 五 官 之 所 以 看

到、聽到或感受到人事物等實質 

(substance)，是因為透過感官而將

其實質化 (substantiate)。《荒漠甘

泉》提到一個小孩向朋友分享他的

生日禮物時，總是說阿嬤給我一本

集郵册。媽媽覺得還沒看到，為什

麼要這麼說？他說阿嬤已經應許就

是有了！但一個月後還是沒見集郵

册寄來，孩子並不受影響，寫了信

感謝阿嬤，沒多久阿嬤就回信了。

她沒有忘記承諾，只因先在紐約買

了不合意的，後來又去芝加哥訂購

了。孩子興奮地去跟媽媽說阿嬤應

許不會落空，這孩子信心堅定，過

了一陣子，集郵册果真來了。

媽媽沒有看到這禮物，但小孩卻

看見了，因為信心使這個承諾具體

化、實質化，信心就是五感之外的

另一個感官，有信心就有了實體與

確據。「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

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

著。」( 可 11:24）所以信心不在乎人

的眼見，只在乎裡面是不是有把握。

基督徒可以看見別人看不見的，

因為相信有一個應許一直都在，所

以藉由聖經歷史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前人當時是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的，

現在我們則能借鏡前人的見證。應

許向著有信心的人顯現，有信心的

人向著應許前進；盼望使信心成為

有價值的信心，而信心使盼望成為

有實據的盼望。

二、活畫廊的展區

1. 洪水前時代展區—行人所不要行

( 來 11:4~7 )

亞伯用心獻供物，以神為中心，

將 好的獻上。該隱卻隨心獻，以

自己為中心。亞伯雖然死了，卻仍

舊在說信心的話。

以諾勝過死亡不再受限於有限年

歲，與神同行300年之後被提。「人

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

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

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 來 11:6 ）這

看見三個層次，要先信有神，其次

是信祂會賞賜。第三個層次，是給

尋求祂的人，所以要有行為。

挪亞造方舟被譏笑，但是神紀念

挪亞 ( 創 8:1 ）。這是信心能看到將

來的事，帶出敬畏順服的行動，而

行人所不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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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族長時代展區—盼人所不想盼 ( 來

11:8~22 )

亞伯拉罕 75 歲被呼召進迦南地，

並住在帳篷，過分別為聖，暫居世

界的生活。他因信心能看到神將來

要給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帶出等候

盼望的生活。 

創世記第 12 章亞伯拉罕雖然被神

呼召，那時卻信心有限，包括要得

以撒都心存懷疑，但是神在他 100

歲真的將以撒給他，神要他用以撒

獻祭，這是要多大的信心啊！果然

信心之父在創世記第 22 章時完全順

服下來，信心的層次已然不同。

我們見證了亞伯拉罕放下本家、

走向未來、騰出空間學習新事物、

領受祝福、經歷成長， 後成為祝

福的整個經歷，並藉由以撒、雅各、

約瑟世代祝福傳承下去。希望我們

也能成為祝福的管道，把祝福傳遞

身邊的人，特別是下一代，因為我

們都是義的後嗣，有盼人所不想盼

的基因。

3. 出埃及時代展區—選人所不肯選

( 來 11:23~29 )

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有選擇性的，

屬地來看埃及雖苦還是有好處，但

卻選了跟隨摩西出埃及的心志，神

就紀念。在尼波山上，摩西是站在

屬天的地位觀看一切的事物，在信

心中接受死亡，滿懷信心的走進神

榮耀的光中。摩西生與死，都在做

見證。

4. 迦南地時代展區 ( 一 ) —成人所不

可成 ( 來 11:30~34 )

以色列百姓因信神而繞耶利哥城，

等待迎接勝利，喇合即便是外邦的

妓女，但憑信心接待兩個探子，深

遠而不可測度的恩典，使得喇合成

為大衛王的太祖母，信心改變人的

一生並影響其他群體。還有基甸以

寡敵米甸人、參孫悲壯勝過非利士

人、巴拉聯手底波拉擊敗西西拉、

耶弗他超越出身制伏亞捫人、大衛

擊殺歌利亞、撒母耳呼求神殲滅非

利士人，都是成人所不可成的信心。

5. 迦南地時代展區 ( 二 ) —忍人所不

能忍 ( 來 11:35~39 )

有些人忍受戲弄、鞭打、……，

飄流無定，離開了舒適圈，因信得

了美好的證據，他們乃是世界不配

擁有的人 (vs. 被世界所擁有的人 )。

6. 現代展區—奔人所不願奔 ( 來

11:40 ）

前人因信有了美好的見證，而更

美的事就是耶穌基督，當得勝者滿

了數目，主耶穌就會再來，前人將

與我們同得榮耀，所以我們要期許

在得勝者的行列裡。

有分於國度一千年，以及共居新

耶路撒冷直到永遠（啟 21:2~3，

22:1~5），都是團隊共同完成的事。

國度的筵席乃是為新舊兩約的得勝

者預備（太 8:11），有福的新耶路撒

冷天國公民，要由舊約聖徒和新約

門徒組成（啟 21:12~14）。我們正生

活在神計畫中的完成階段，有許多

從前的得勝者期望能夠看到我們完

成，所以就需要我們來傳承往前，

好叫他們得以一起完全。

三、信心的成終

神告訴我們要放下重擔，可能是

人、工作、家庭或財物，除須承擔

的責任外，會影響靈性的都要放下

來。也要脫下纏累，就是轄制我們

成癮的私慾，免得私慾懷胎就生出

罪來。在奔跑的路程當中，我們會

碰到很多暗箭攻擊，仍要存心忍耐。

知道主會帶我們進入神榮耀而喜

樂，就能輕看羞辱、忍受苦難。主

會坐在神寶座的右邊來為我們代禱，

成就我們的事工。信心的創始與成

終，主有絕對的權能可以成全我們

的信心。也就是說我們是本於信，

相信主已使我們得救有永生；還要

以至於信，就是繼續地相信、繼續

地成長、繼續地得到豐盛的生命。

現在奔跑的人是我們，目標是基

督，基督是我們一切追求的標竿。

因為祂跑贏了，從十字架到寶座的

賽程，得了權柄與榮耀，我們唯有

在基督耶穌裡，才有參賽權，並且

要在基督耶穌裡面奔跑，否則就會

失落跌倒。信心告訴我們：在基督

裡結果已經定了，已經看到了；我

們所要做的就是努力面前的，沒有

任何參雜，沒有留下一丁點的地位

給主以外的人事物，而向著標竿直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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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講員｜衣慎行   圖片｜ Unsplash
整理｜朱冠文

#MESSAGE

今天我們要從歌羅西書 1 章 9-10

節來看滿心知道神的旨意，英文翻

譯 成 Overflow with knowledge of 

His will，意思是：如果你把神的知

識和旨意當做水，而我們是杯子，

在這個杯子裡面全部都是水，也就

是我們全人都被神的旨意充滿。

28 ｜信徒交通 台北基督徒聚會｜ 29

M
ESSA

G
E

 



一、禱告祈求（弗 6:18、提前 2:1、

來 13:18）

主的靈就是主自己，靠著聖靈，

隨時多方禱告，警醒不倦，為聖徒

代求。保羅在提摩太前書又說到，

勸你們要懇求，要禱告；另，希伯

來書的作者認為，即使我的良心是

無虧的，還是需要你們的代禱。所

以我們不但要為自己，更要為別人，

為弟兄姊妹禱告，這是基督徒的權

柄，也是我們的責任，要彼此代禱。

舊約的禱告祈求

亞伯拉罕的禱告（創 20:17）。亞

伯拉罕寄居在基拉耳時，怕基拉耳

王亞比米勒會欺負他們，就把妻子

撒拉稱為妹妹，而王不知道，就把

撒拉抓走要娶她為妻。後來夜間神

在夢中警告這個王，你不可以碰這

個女子，之後王就把撒拉歸還給亞

伯拉罕，亞伯拉罕就為這個王禱告，

神就醫好了他們不能生育的問題。

大衛的禱告（撒下 24:17, 25）。

大衛因著數算他的軍兵，做了神不

喜悅的事情，大衛雖然自責，但神

還是要降災。大衛就跟神認罪、禱

告祈求，求神不要擊殺他們，後來

大衛築壇獻祭，因此神聽了大衛的

禱告，醫治了那地。

其他（代上 29:18-19）。大衛也

為以色列國有公義禱告，為他兒子

所羅門禱告。還有波阿斯為路得禱

告，但以理、以西結、以斯拉、以

賽亞為以色列人民禱告。祭司以利

為哈拿生孩子禱告，約伯為他的朋

友禱告，摩西為他的哥哥及姐姐禱

告等。

新約的禱告祈求（加 4:19）。耶

穌為彼得禱告，為門徒禱告，還有

為要殺他的人禱告。另，保羅為基

督徒們禱告、腓利門為保羅禱告、

以巴弗為歌羅西教會禱告、耶路撒

冷教會為下在監裡的彼得禱告。基

督徒一向都是在彼此代禱祈求的，

神的僕人及領袖更是如此。

二、保羅為歌羅西教會的禱告

我們看到歌羅西教會的光景好像

不錯，因為他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

心，也有向眾聖徒的愛心，並且知

道存在天上的盼望，但保羅聽見這

些後，他仍然為他們不住的禱告祈

求。歌羅西教會都已經做這麼好，

保羅為什麼還要為他們禱告？為什

麼不花更多時間為需要幫忙的哥林

多教會或是老底嘉教會禱告嗎？

保羅不僅為軟弱的禱告，也為剛

強的禱告。我們有像保羅這樣嗎？

我們為急迫需求的人禱告，我們有

為剛強的弟兄姊妹禱告嗎？這個人

得癌症，那個人失業，或是家庭破

碎，是要為他們禱告。但特別是基

督徒在低谷時，一定是神所允許的，

所以我們禱告的重點應該是為著神

的旨意在這個人身上成全來禱告，

為他在這一切患難當中求恩典，求

幫助，要為著合神心意來禱告，

終還是希望主憐憫恩待他們。禱告

不是要改變神的心意，而是求神的

話語和神自己改變我們，讓我們能

順服神的旨意。

不住的禱告就是時時刻刻意識到

神，心思意念被神的同在與話語充

滿，以及時時刻刻意識到人。比如

有一個車禍，車子撞爛，人傷的很

重，不信主的人想到的是有沒有保

險？而基督徒則會想到，他有沒有

信主？也就是基督徒會透過我們對

神的認知及角度來看事情。而保羅

他所思所想的都是與神有關係，也

都與神的話語連結，他為哥林多教

會弟兄姊妹禱告，為神的旨意能夠

成全在他們的生命中禱告。因為保

羅他是個被神同在充滿的人，他認

識神，他都會從神的眼光來看，看

神、看事情、看人，我們也要像保

羅一樣。

三、保羅為歌羅西教會的祈求－滿

心知道

保羅為歌羅西教會所求的是要被

神的話語來充滿，被掌管。當水杯

內只有水時，就只有水來掌管這個

杯子，同樣的，我們的生命是不是

只被神和神的話語來掌管。

聖經裡面有關知識的教導，包括

我們所要的知識都在神的話語裡面

（西 2:3）；我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

樣見識上要多而又多（腓 1:9）；我

們穿上新人後，要被神的話充滿，

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我們才能夠更

新成長（西 3:10）。我們從小到大

的教導，在世上的風俗文化都是帶

我們與神為敵，所以屬靈的生命一

定要被更新，開頭的更新是由神來

做，因此我們需要認識神的旨意，

被他充滿。你沒有知識，沒有神的

話，你一定滅亡，所以保羅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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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祈求是，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

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神話語的重要。

四、神的旨意

主耶穌都知道神的旨意，並且他

用食物做比喻，因為食物是每個人

生存的基本條件，沒有食物就沒有

辦法活，同樣的，遵行神的旨意就

是我們存活的基本要求。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我們要

讀神的話；沒有讀神的話的人，都

是死掉的基督徒，沈睡的基督徒，

都是無用的，因為沒有生命力。

另，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真

理」拜他（中文翻譯為誠實，原文

是真理），當我們敬拜神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從我們心裡面唱，我們

還要按照神的方式敬拜他。我之前

在基督書院教敬拜讚美學，分享撒

下 12 章有關大衛為他兒子迫切禱告

七天後，他兒子還是死了，結果大

衛知道後，他起來沐浴抹膏，換上

新衣服，進耶和華殿敬拜。我們要

知道敬拜神是生命，是經歷，是在

發生很多事情後，我還選擇來到神

的面前。神在我們心裡做一件奇妙

的事情來改變我們，因著這個改變，

我更認識神，我就敬拜感謝讚美神，

我經歷到神自己，我用真理繼續敬

拜他。

歌羅西書講到神的旨意的部分，

包括得救是神的旨意；神一切的豐

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所以我們只高舉耶穌的名字，我們

只傳揚他的名字，我們只事奉耶穌；

神要我們完全，透過禱告及神的話

語可以使我們完全； 後與眾聖徒

在光明中同得基業。

五、聖徒的回應（何 6:3）

基督徒的回應就是要渴慕神，一

定要先有渴慕，才有動力認識耶和

華，並且竭力追求。而當我們回應

他，認識他之後，我們還需要聖靈

的光照，真理的聖靈會引導我們明

白，進入一切的真理，真理就是神

的道。如果你要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就要渴慕他，竭力的追求，並且要

得著聖靈，認真讀聖經。

效法神兒子的模樣
講員｜陳慕義   圖片｜ Unsplash
整理｜余亞玫

#MESSAGE

我們很渴望知道神的旨意，並在

我們的生命中實現。所以，像我從

小在教會長大，常常在教會團契、

在禱告的時候就會說：求主向我顯

明祂的旨意。例如：讀什麽學校，

念什麽科系、畢業後找什麽工作，

我要不要結婚。事實上我 想要知

道的是神的心意是什麽？一方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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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神的喜悅，一方面在知道神的旨

意以後一切就比較順利，然後就會

有祝福，接著有見證，這真是太美

好的循環了。

一、兒子的呼召

對於神的話語來說，即便是基督

徒也懂得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但可能不清楚在這句祝

福愛神的人的話語後面，重要的是

要人的生命懂得學習效法神兒子耶

穌基督的樣式。

我們有一個呼召：『你看父賜給

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

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

識他。』（約壹 3:1）。主耶穌說祂

是我們的道路、真理、生命；如果

不藉著主耶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主耶穌來就是要把我們帶到父那裏

去。我們真是神的兒女，不是因著

我們的行為和表現，而這是每一個

基督徒的身分，我們就是神的兒女。

因為，我們不只要得救，更要得榮

耀，真正 大的獎賞不是在今生，

而是在永恆裏。

在民數記的 後，12 支派要過河

進入迦南地時，其中流便和迦得支

派以及瑪拿西半支派因看見眼前河

東的舒適，而選擇不要進入應許之

地。所以，我們是否也在神的呼召

裏享受神所賜的安逸就夠了，而忘

了神呼召我們是要我們效法神的兒

子的樣式，為要得在永恆裏的榮耀。

在羅馬書 8:15 説到：「你們所受

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

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

叫：「阿爸！父！」」。奴僕和兒

子 大的差別就是，奴僕的價值在

於他所做的事情，兒子的價值在於

他是誰，就是他所是的。仇敵會令

我們活在一個模糊的心裏面，但聖

靈會幫助我們清楚的知道，天父是

我們 親密並可依靠的父親，我們

是神的兒女就可以效法神兒子耶穌

基督，即便在我們什麽都還沒有做

之前，我們已經因著主耶穌基督成

為神的兒女。

二、兒子的模樣

主耶穌說祂的心裏柔和謙卑，我

們可以在祂裏面得享安息。有一次

在風暴中，主耶穌竟然睡着了，不

是因為主耶穌太累，而是因為在風

暴中主耶穌心裏有安息。當我們遇

見風暴的時候，主耶穌掌權並與我

們同在，祂可以使我們得安息。主

耶穌從來不需要證明祂的能力，而

是完全跟著父神所做的事情去做。

主耶穌完全順服，祂選擇天父的旨

意，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中，祂三

次說不要照著自己的意思，而是全

心順服，以至於死。所以，主耶穌

在呼召我們的時候，我們也要放棄

釘死自己的老我，背起祂的十字架，

效法耶穌基督的樣式而得榮耀。

三、兒子的養成 ( 西 1:9-12 )

效法耶穌基督的樣式是要明白神

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要我們知道：

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處境，

蒙祂喜悅。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

看：

(1) 多結果子：連於基督 ( 約 15:5 )

我們常說主是葡萄樹，我們是枝

子，離了主我們什麽都不能做，在

主裏面我們就能多結果子。當我們

大發熱心的時候，若源頭離開了主，

所做的就無法討神喜悅。當我們開

始經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時候，

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中説到：「我

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們裏面運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神可以成為

我們裏面的源頭，當神是我們的源

頭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成就神的美

意，也就能夠多結果子。

(2) 多知道神：親密認識 ( 申 34:10 )

摩西很想要多知道神，詩篇說：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詩

103:7），法則就是神的心意和神做

事的方式。在申命記 34:10 更說到：

「神和摩西是面對面所認識的」，

也就是神與摩西有親密的關係。當

亞倫和米利暗毀謗摩西的時候，摩

西自己沒有說話，而是神出來為摩

西辯解：「摩西在我全家盡忠，而

且我與他面對面説話，乃是明說。」

（民 12:6-8），摩西和神的關係是

面對面用明説，不用謎語。當神要

毀滅神的百姓，而摩西為百姓求情

的時候，神就照著摩西的話赦免了

祂的百姓，因為神知道摩西是一個

可以信任並將神的羊交託給他的人。

當我們有一天面對神的時候，我們

是否也渴望神說：「我信任你」。

所以，我把這些人，這些事也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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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呢？

(3) 歡喜忍耐：聖靈幫助 ( 羅 5:3-5 )

當我們遇見苦難的時侯，我們知

道應許，我們都會忍耐，但是要怎

麽歡喜呢？！特別保羅說在患難中

都要歡歡喜喜的，他說神所賜的聖

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裏面。

我在今年初因為身體的病痛而無法

因著耶穌有福的確據心裏喜樂的時

候，而感到心中愧疚。當我因為太

想得醫治而代替神的時候，聖靈光

照我，幫助我，讓我學會就算在患

難中，心裏也仍有喜樂，再多的困

難與永恆相比時，就顯得不重要了。

(4) 同得基業：天上獎賞 ( 腓 3:13-14 )

保羅為我們禱告說：「求神照明

我們心中的眼睛，讓我們知道神的

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現在我們

知道神的恩召是要我們效法神兒子

的模樣，要我們像耶穌。當我們在

今生像耶穌的時候，我們在永恆裏

面就會有一個榮耀的基業，在今生

也能經歷神的能力。我們是否想過

我們能夠與保羅、大衛和衆聖徒們

同享榮耀獎賞呢 ?! 保羅說這地上所

能給予的一切，他都看為糞土。求

主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到榮耀

的真實，以至於這世上對我們的吸

引就不在我們裏面。

後，保羅說：「弟兄們，我不

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

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

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

3:13-14)。 讓我們不要回頭看，要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主

耶穌直跑。我們可以靠著主耶穌得

勝，得到永恆的榮耀。

以主耶穌為至寶
作者｜游淑靜   圖片｜ Freepik

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

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

不靠著肉體的。其實，我也可以靠

肉體；若是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

我更可以靠著了。我第八天受割禮；

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

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

說，我是法利賽人；就熱心說，我是

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

無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

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

為要得著基督；並且得以在他裡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

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

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

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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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三章 3~11 節。         

宗教的外在形式

如果去過歐美觀光，教堂參訪往

往是重要行程之一，相信很多弟兄

姊妹都參觀過，譬如倫敦西敏寺、

巴黎聖母院、紐約聖派翠克教堂…

等等，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建築宏

偉，尤其很多塔樓高聳雲端，你不

得不抬頭仰望，否則無法窺其全貌。

當你走進教堂，禮拜主堂莊嚴肅穆，

牆壁或者窗戶會有很多彩繪玻璃，圖

案往往取自聖經故事；主堂屋頂很

高，通常三、四層樓以上，一柱一

窗都極盡雕刻之能事，這樣的氛圍

讓走進來的人無形中對神生出敬畏

之心，這是教堂外觀的形式，信徒

建造莊嚴的教堂。教堂又影響人的

心理，吸引著人們走進教堂，願意

信靠神，如此良性互動循環，一直

在人間激盪，數千年來方興未艾…。

對神的崇敬也體現在信徒的口舌

及肢體上，譬如向神懺悔認罪、向

神禱告、感謝讚美神、唱讚美詩歌…

等等，這是言語上對神的崇敬，而

禱告敬拜時，通常會跪下來，甚至

頂禮膜拜，這是肢體上對神的崇敬。

其實隨著時代遞轉，崇敬神的形

式已轉變很多，舊約時代有很多戒

律要守，男性要受割禮，敬拜神要

獻燔祭，一般人無法進入聖殿親近

神…等等。到了新約時代，很多戒

律及法條逐漸鬆綁，譬如基督教比

起天主教，在儀式及律法上都自由

很多，部分現代基督教教堂也不像

早期教堂那麼巍峨高聳，外觀看來

有些就如一般民宅，只在屋頂或牆

壁掛著十字架，讓人一看就知道那

是教堂…，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但這不表示基督徒對神的崇敬比天

主教徒少，而是基督教更重視信徒

的屬靈層面，也就是信徒 重要的

是認識主耶穌，以主耶穌為至寶。

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如果只是外在

形式敬拜神，內心沒有真正認識主

耶穌，沒有屬靈的生命，這樣的信

徒不是神所喜悅的，好比中國有句

俗話「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

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前面經文保羅寫信給信眾，說真

正受割禮的，是我們這些以神的靈

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靠著

肉體的。事實上保羅出生第八天就

受割禮，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

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

人。就律法說，他是法利賽人，若

是以舊約來說，他真的可以誇口，

他無可指責。然而他認為律法或肉

體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認識我

主基督耶穌為至寶。保羅確實如此，

他曾經不遺餘力迫害基督徒，然而

一旦他認識主，他的生命徹底轉變，

他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

基督，他傳福音受盡苦難， 後為

主殉道。

那麼怎樣才算是認識主耶穌，得

著主耶穌呢 ? 我們都知道，我們面

對的是兩種人生，一是地上的人生，

一是天上的人生。地上的人生說來

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成功及成就，這

些可以是權力、財富、學識、聲望、

工作、家庭…等等；而天上的人生

不看重這些，看重的是希望能與主

耶穌同行，能活出基督徒的樣貌，

能服事主，為主做工，廣傳福音…

等等。

我們當然要選擇天上的人生，因

為這是屬天的道路，是主耶穌早為

我們神的兒女安排好的。選擇天上

的人生並不意味你可以找藉口拋棄

地上的人生，譬如你求學時代不讀

書，在工作崗位不認真做事，在家

裡不盡父母或兒女的本分…等等，

這樣反而違背基督徒的職分。因為

聖經有說我們做事要盡心盡力盡意，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有我們的責任，

只是我們對於地上的名利不過度追

求，所作所為只是基於人的本分。

但那不是人生的 終目標，我們

看重 仰望的是天上的人生，就是

認識主耶穌、與主耶穌同行，能成

為耶穌的瓦器，為主做工，進而榮

耀主。 

那麼要如何能認識主、與主耶穌

同行呢 ? 簡而言之，關鍵是價值觀

的改變。一旦我們看輕世上的一切，

信靠主，就能認識主，為主做工，

以服事主為 快樂的事，這樣就是

以主耶穌為至寶，與主同行了 !

會不會有人以為既然以屬靈的精

神層面 重要，那麼若有一個人自

認自己很屬靈，很虔誠，他可以不

去教會、不讀經、不禱告、不參加

服事嗎 ? 我期期以為不可，這只是

懶惰的藉口。所謂感動於內，形之

於外，一旦你以主耶穌為至寶，去

教會、讀經、禱告、與弟兄姊妹交

通、參加服事…等等，你會發自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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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去做，而且做得很喜樂，所以

屬靈與形式，二者都不可或缺。

形式很容易經由習慣及鍛鍊而來，

屬靈的境界卻不容易，但此二者可

互相影響，造成良性互動。我相信

只要願意以主耶穌為至寶，認識主

耶穌，則與主耶穌同行的目標，終

究會達成。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教

會的目的就是扶持信徒一起成長，

大家攜手奔向屬天的道路，若你自

己覺得信心不夠，那麼請多禱告、

多參加小組、多讀經、多與弟兄姊

妹交通…，教會是我們在地上 溫

馨的家，兄弟姊妹彼此扶持，它將

帶領我們邁向天家。

我們會希望藉著環境的改變來解

決問題，或找一個歸罪的對象，因

為我們常常針對外在的行為，卻沒

有去找尋內在的原因，也就忽略我

們對基督的需要和倚靠，忽略了改

變是「人心」在先，「行為」是隨

之而來的結果。

有時我們會尋求一些積極的思想，

認為「只要全力以赴，就沒有做不

成的事」，卻沒有想到這是一個「人

裏面是有良善」的設定。

當我們選擇要來信靠耶穌時，我

們必須要先知道我們的神是烈火的

神，祂是充滿遠見、聖潔崇高榮耀

的神！祂的工作不是服事我們自私

的需要，而是潔淨、充滿並改變我

們，使我們升高成為聖潔。

所以我們要儆醒屬靈上的三個盲

點：1.不要低估罪性和罪的力量；2.不

要看不見自己在基督裏的身分；3. 不

要不知道神為我們所預備的福音就

是基督自己。

再來，我們在基督恩典福音上要

有五個清楚的看見：1. 要看見罪的擴

展性和嚴重性；2. 要明白神要的是

我們的「心」，並且祂藉著轉變我

們的「心」來轉變我們的「生命」；

3. 要看見基督已經內住，祂是我們

的益處；4. 要看見神對我們成長與

改變的呼召，確信我們可以成為祂

的樣式；5. 要為著神「改變生命」

的計畫和安排，而活出一個悔改與

信心的生活樣式，以信心和積極的

態度讓神的工作在我們身上成就。

我們的盼望不是建立在外在的成

功、學歷、經驗、物質，乃是基督

在我裏面，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因此，他已將又寶貴、

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

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

神的性情有分。」。（彼後 1：4）

2022.11.30 姐妹會筆記

人如何改變

作者｜徐宗琦   圖片｜ Freepik
整理｜辛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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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宣會 INTO Gen 青年共同體是

結合線上線下的共同體營運模式，

以基督教教育結合國際學校學習的

平台，協助更多教會在興起青年的

事工中合作，藉由基督教教育興起

更多宣揚耶穌基督福音的宣教士。

藉著 IM 宣會的工作，期盼能看到在

各地教會新青年們興起，成為各個

領域的祝福！

創辦人 Michael Chao 牧師開始他

的宣教工作時，主要是透過學習英

語為宣教工作做準備，並帶領年輕

的學生在學習聖經、事奉教會的過

程中，經歷主耶穌基督的愛。

IM 的新一代新教育是以到處都是

宣 教 工 場 Church Mission Church 

reformation 的理念來使教會的領域

擴張，以教會協助教會，牧者協助

牧者，老師協助老師及學生協助學

生的方式，在同儕間彼此學習分享

所得到的經驗，興起教會中的下一

個世代。

聖經中，大衛透過被神膏抹後，

不再只是一個牧羊人，而是成為神

所揀選的君王。而 Michael Chao 牧

師說到，他有一對殘疾的父母，但

他的母親每天為他禱告，期望他能

成為一名宣教士。雖然他沒有名牌

大學的文憑，也並不富有，但當他

去到第一個國家菲律賓時，主使用

他，給了他 7 棟建築物，而建立了

7 間教會。他相信主沒有使用有錢人

或是了不起的知識人！主使用的是

有信心、忠心，並且順服主的人。

如今，IM 是韓國 大的年輕人教

會，一次聚會可以達到上萬人。而

且因上帝的同在，IM 已經有 500 名

宣教士遍布全世界，這些都是那些

禱告並被聖靈和信仰充滿的人。期

盼未來，台灣的教會要復興，藉著

IM 宣會的協助，眾教會同工為主在

教會中興起下一個世代。我們相信：

台灣眾教會的復興，必來到！

下一代的復興即將來臨

作者｜余亞玫   圖片｜ Freepik

見證 /耶和華以勒—神預備

口述｜周芃萱
整理｜余亞玫

人上了年紀都要小心看顧自己的

身體健康，特別是不要摔跤，因為

傷筋動骨好得非常慢。但世事難料，

豈在人的計畫中。

幾個月前我出了車禍，撞斷了我

的右腿，進出醫院幾次，也嚴重的

影響我的行動，不只是脚的疼痛，

更令我的心情感到十分的擔心和沮

喪，生怕自己從此不良於行。

在醫治的過程中，因為情況嚴重，

看了幾個醫生，不同的醫生也提供

了不同的解決處理方法，不單單沒

有減少我的擔憂，反而使我更不知

道該接受那一個醫生的建議治療才

好。

感謝主！我有一群可以商量和為

我不停禱告的主内姐妹，在小組及

教會的姐妹家人們不斷的為我代禱

後，在按部就班的治療休養下，我

的腿傷漸漸好了起來，即便沒有接

受其他的醫生建議，為腿另外裝上

支架，但是我的腿仍然奇蹟似的恢

復得非常好。如今我已經不用再依

靠任何的助行的工具，我都可以走

得非常好了。

主耶穌醫治了我，在我不知所措

的時候，供應了我一切的需要，為

我準備了所需要的一切幫助。我真

是感謝您是行神蹟奇事的主，豐富

供應預備的神，您真是愛我的阿爸

天父，醫治了我。主耶穌！謝謝您。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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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感謝主！您一直在我的生命中

口述｜張秀鳳
整理｜余亞玫

我們一直希望能有心愛的人，並

和心愛的人白頭偕老。我和先生感

情非常好，不論是在家庭還是在工

作上，我們都緊緊相連，密不可分。

我們在年少時，從嘉義來到臺北打

拼，從零到有真是相當豐盛，我們

的生意越做越好，不斷擴張。直到

有一天，先生生病了，並得知只有 3

個月的日子，真讓我們手足無措。

但卻也是在這段時間中，認識了主

耶穌。雖然在 1 年半後，先生還是離

開了我們。

但是，先生卻在回到天家前為我

們家留下了一個 貴重的寶貝 – 主

耶穌基督，給我們。

在先生生病的那段的日子信主，

因為先生的緣故，我們也來到教會，

也成了基督徒。原本先生生病應該

是辛苦的，但卻因為主耶穌的緣故，

先生卻是滿心平安喜樂。或許在外

人眼中看見我們因為先生這位大老

闆的生病，嚴重影響了家中事業的

運轉而陷入困境，正在經歷很大的

難處和挑戰。但是在先生生病的這

段時間中，卻是我們真正經歷了神

的同在、幫助和安慰，當耶穌的恩

典和慈愛與我們同在時，我們就發

現真的什麽都不怕了。

我的家人，因為先生而成為神的

兒女，如今 15 年過去了，感謝神祂

一直與我和家人在一起，不論高山

或低谷，祂都用滿滿的愛和豐盛祝

福我們。我也要將這樣的好消息與

更多的人分享。感謝主！您一直在

我的生命中。

見證 /我要用愛來回報我的神

口述｜郭希慈
整理｜余亞玫

我在 2021 年 4 月發覺我常心絞

痛，香港醫生安排我在 2025 年才能

為我照心血管與心臟超音波。

今年 10 月 29 日我順利回到台灣

與家人相聚，三年未回，健保卡都

被鎖卡了。回來後立即去申請復卡，

順利的回復了健保。感謝主！在 11

月 5 日我們家宴的時候，大姐全家

包括她的兒媳惠枝都來了。本來沒

有請小輩的，家宴中提及心絞痛，

他們就說惠枝是新光醫院心臟科的

護理長，我就諮詢她，她說：聽起

來很嚴重。於是就安排我去做整個

檢查，週一住院， 再晚三天做全盤

檢查，檢查結果，大動脈塞了八成，

隨時可能致命。家人都勸我趁此機

會治療，因台灣健保心導管屬於檢

查項目。醫生經過詳細檢查後告知

阻塞太厲害，也許做支架困難，須

開刀做繞道手術，我聽了馬上崩潰

哭個不停，夜睡不寧， 就開口禱告。

我用詩篇 23 篇禱告，忽然感覺天父

的愛，祂告訴我祂是我的牧者，領

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

的水邊，我雖經過死蔭的幽谷，也

不怕遭害，因祂與我同在，祂的杖

祂的竿都安慰我。主治醫生告訴我

可能需做大手術，我也欣然接受。

到了週三下午醫生忽然告訴我，

他有個學長是這方面的頂尖高手，

可是他在羅東，他聯絡看看他是否

可能來操刀。沒想到那醫生就說：

週五下午他休息，一口答應來操刀。

當天下午他專程從羅東來，單為我

一個人做心導管，一共做了三個小

時，將三條心導管都打通了，並裝

了 4 個支架，多麼巧妙的安排。感

謝主！這手術沒有全身麻醉，痛得

我無法忍受，我一直祈求天父給我

力量、勇氣，我感覺天父的手在撫

慰我，終於圓滿完成。這次的手術

有太多的奇蹟相伴，我知道是主做

成的，也感謝大家為我代禱，我親

享受主恩，知道祂的恩典夠我用，

我要用愛來回報祂。

44 ｜信徒交通 台北基督徒聚會｜ 45

W
ITN

ESS
 



來自遠方的問候

整理｜余亞玫

A brother from Poland - Brother Matt 

Dear brother Lifan,    

    Thank you for your concern. We are ourselves are safe, but receiving lot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A lot is happening every day, I believe that the church is 

doing fine in this regard.

    When it comes to me and my wife I don't feel like we should even ask for 

anything to take care of the refugees from Ukraine. We do the best we can. We 

simply opened our home, invite them over, we cook for them, and take care of 

them. There is still lots of work that need to be done in order to gain them for the 

Lord!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believers in Christ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in both 

China and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I know that God is sovereign over all things 

and He has His purpose in everything that is happening!

Brother Matt

A brother from Germany – Brother Loh

Dear brother Lif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remembrance! I had my 80th birthday in 

October!As far as the situation in Germany is concerned we are still quite confident. 

The oil gas and energy supply is very stable. The economy is a little bit declining 

but not so much at this point. Consumer goods are already slowing, but industrial 

goods are still rising.  But we anticipate a deep decline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quarter 23.

    Corona seems not so dangerous anymore although we still have many people 

sick.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are being eased. Our church has lost some believers 

due to Covid and other reasons. We hope to recover. I am not in any leadership 

position anymore. Others have taken responsibility. But in Germany "churches 

are declining at a growing speed." The main organizations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have less than 50% of the population since 2021. The country of the "reformation is 

going downhill spiritually. A reason to pray and send missionaries."

    The war initiated by Putin is a disaster for Europe. We pray that God may stop 

him! "But as in history, the people 

affected by the war are turning to 

God which is good. Churches in 

Ukraine and Poland are full."

God bless you and your wife/

family. Merry Christmas and a new 

year under our Lord's grace. 

Yours Jo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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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歲末蘆洲愛家佳數算感謝主恩

作者｜虞杰生   圖片｜蘆洲事工

因祢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獨

祢是神。（詩篇 86：10）

  感謝神，雖然 2022 年台灣仍處於

疫情侵擾的高原期，但神繼續調度

環境，在困境中仍祝福愛家佳學生

福音事工。

  今年九月起，除了在福音中心持續

每週五晚上的 Homework 陪讀教室

(12 位學生 )、每週六下午的國七數

學加強班 (11 位學生 )，神更為愛家

佳打開一扇外展福音的門，讓我們

進入三民高中校園教導國八生數學。

與學生互動中，同工們充滿愛心發

揮專長、恩賜，不僅讓學生感受到

特別的愛願意學習，也得到學校的

肯定推薦學生，學生數增長到兩班

共 25 位同學，讓我們能接觸到更多

的家庭，連一同陪伴教學的老師被

同工們無私的付出深受感動，也帶

來了二位新朋友。同工老師們承接

福音的大使命，藉著每週殷勤的服

事，將主耶穌愛的福音傳遞給青少

年，相信神在天上寶座都紀念！

  為了幫助社區的學習弱勢及中低收

入戶家庭的學生，愛家佳在新學期

開始也與輔大合作，每週二、四晚

上 6:30-8:00 開辦線上一對一陪讀

教室，由輔大學生線上教導學生感

到困難的學科，因場地的關係，目

前每次上課是三位學生。也延續著

暑期夏令營的美好合作模式，每月

至少舉辦一次週六下午的青少年探

索總動員活動，由輔大哥哥姐姐們

來教會主領活動，期以發揮生命影

響生命的精神，深化與青少年愛的

關係。

   為著這群輔大生熱情服務的愛心，

真是感謝神奇妙的作為，我們在 11

月 25 日辦了感恩節溫馨餐會，同工

們都卯足全力帶詩歌及見證分享，

後的高潮是有機會一對一的祝福

禱告，令他們感動莫名。我們不住

的禱告著，祈求主的愛持續進入這

群輔大生及青少年的心中，帶領他

#LUZHOU MINISTRY 蘆洲愛家佳福音中心感恩見證

們能更一步認識神，成為下一世代

屬靈領袖。

   2022 年 後一季，在社區事工部

分，愛家佳每月舉辦一次親子歡樂

派，一起服事國小及幼兒園兒童和

家長，利用週六午後大家歡聚一堂，

唱詩歌、玩遊戲、作手做，非常感

謝台北母會兒主老師賴麗妃姐妹的

大力支援與規劃，招聚家長和小朋

友共聚一堂，親子同樂。十月初台

北母會的張麗華姊妹，特來蘆洲開

辦串珠班教學，共五次課程，製作

了愛心、大衛之星、伯利恆之星、

繡球花、十字架等吊飾，感謝神大

能同在與動工，藉著串珠班結識兩

位蘆洲當地 BEST，其中一位更在愛

家佳 12 月 7 日受洗，是愛家佳第二

位初熟的果子，將榮耀歸給神。隨

聖誕節腳步臨近，求神大能祝福愛

家佳 12/24-25 聖誕聚集，主耶穌的

愛充滿每一個奉主名的聚會，將平

安喜樂送進每一位大小朋友的心中，

使神的國更多降臨蘆洲這地。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

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 2:14）

造型氣球

串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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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小組長 聚會時間

沙崙玫瑰 辛怡 日 13:30-15:30*

良忠 楊恩軍 五 19:30-21:30*

呂底亞 邱瀚書 日 14:30-16:30*

以諾1 蔡介文 五 19:00-21:00

以諾2 賴家榮 五 19:00-21:00#

組別 小組長 聚會時間

但以理 曹瑞和代理 日 13:00-14:30*

書拉密 林麗姬 日 13:00-14:30*

信望愛 邊放美 六 10:00-12:00

秀鳳 蔡張秀鳳 三 14:00-16:00*

＊每月一、三週      ＃每月二、四週

敬拜相愛群組
區牧：曹瑞和

02/11 (六) 小組長團契

03/01 (三) 715讀經列車(一) 

03/25 (六) 國高大專組兩天一夜遇見神營會

03/26 (日) 受浸聚會

03/19 (日)下午幸福教養講座 (葉嘉惠老師—分享關於電玩成癮機制)

近期活動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瑞安街基督徒聚會
帳號：華南銀行和平分行 121-10-006459-3
郵政劃撥帳戶：50364190

教會奉獻帳號

組別 小組長 聚會時間

彩虹 郭希強 日 13:00-16:30

鍾老師 黃華璉 日 13:00-15:00#

豐收 鄭若芃 四 10:00-12:00

中五家 董嘉惠 六 12:00-15:00

喜樂 周玉英 一 19:00-21:00

SUMMER 夏淑貞 五 19:00-21:00*

組別 小組長 聚會時間

信心 周倍慶 日 13:00-14:30#

約瑟 符濟援 日 13:00-14:30*

平安 何保羅 日 13:00-14:30#

中四家 傅一玲 六 10:00-12:00

基典 王聖慈 日 13:00-14:30#

＊每月一、三週      ＃每月二、四週

建造福音群組
區牧：沈立德

組別 聚會時間

Omega (國高中) 每週日 11:00-12:00

阿法 (大專生) 每週日 11:00-12:00

活石 (社青) 每週五 19:00-20:30

國高中大專生
蘇國棟/何孟璁

每週三 10:00-12:00

姊妹會
陳蕾清

每週日 10:00-12:00

兒童主日學
衣慎行

每週日 10:00-12:00

幼兒班
游綺珍

每週日 12:45 - 13:30

Christian Assembly English
Amy & Bethany

每週五 19:30-21:30

CeRAY 瑞安青年中心
Amy & Beth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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