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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棠

自耶穌基督受死復活升天後，世界已經進
入「末世」(End Times) 的階段，直到耶
穌再來，那時世界要終結，人類歷史將結
束，基督要作王，天國要全實現。使徒保
羅以末世情境提醒我們：「…作為鑑戒，
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
人」（林前 十11）。說明今天我們都生
活在末世時代，亦即人類歷史最後階段，
作末世的人。
末世的風情
在提摩太後書三章1-5節中，保羅提到七
個末世現狀: 在末世之時人要專顧自己，
貪愛錢財，狂傲自誇，心不聖潔，任意妄
為，賣主賣友、沉迷宴樂不肯愛神。而其
他經文也同樣描繪這末世以自我為中心
的世代：
自以為義，沉迷宴樂（約壹一8）；
自以為傲，任意妄為（詩篇二1-5）；
自以為足，貪愛錢財（太十六26）；
自以為逸，心不聖潔（林前六18）；
自以為博，狂傲自誇（林前八2）；
自以為是，專顧自己（加六7-8）；
自以為律、不肯愛神（腓三13-14）。
主耶穌同樣在馬太廿四章亦很清楚地告訴
我們，在末世的時代我們要面對的情形：
在末世的時代，我們會聽見“打仗和打仗
的風聲”（6節）“民要攻打民，國要攻
打國”(7-8 節)。在末後的時代要面對饑
荒和地震（7節）。在末世的時代，有假
基督興起（5,11節)。“將來有好些人冒

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主預告了
會有假先知的出現：“且有好些 假先知
起來，迷惑多人”。而末世亦是邪靈以各
種手段迷惑人，欺騙人，吞噬人的時候，
各種異端邪說大受歡迎，顯明這是失控的
時代；在經濟，政治，教育，道德，宗教
各方面都失控和迷失的時代現實。
主耶穌同時更提醒我們，末世也是人際關
係崩潰的時代（太二十四6、10、12）。
這時代特別和嚴重的現象，就是國家、民
族、家庭中的分裂，和教會內愛心的失
落。人類墮落後，從罪產生的自我中心，
自私自利，拒絕聖經的教訓，拒絕神的恩
召。正如先知以賽亞哀痛地描寫他的當
代:“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
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世代
(賽五20) 對照我們現今所處的世代一
樣：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一個自私自利
的世代，一個彎曲悖謬的世代！處在這樣
的世代，我們基督徒當如何處理和面對?
如何處末世
不妥協信仰 腓 1:27-29；彼前3:13-17
在末世時代，我們的信仰同樣面臨威逼利
誘，同樣面臨周遭衆人的影響，在衆人自
以為無罪，自以為富足，自以為是的時
候，須要能出污泥而不染，願意堅持真
理，不將信仰妥協，活在濁世中成為一股
清泉，行事為人與所蒙福音相稱，不怕威
嚇。

永生的盼望 彼前 1:3-9; 羅 5:1-5; 彼後
3:8-13
我們的眼目當定睛在神，我們的追求當定
睛在永恆。當衆人用生命為代價去賺世
界，並以得到世界的地位、財富、誇耀的
時候，提醒自己，要過與眾不同的生活，
將自己的生命顯出活潑的盼望，即使在磨
難當中仍然有盼望。
時代的先知 腓2:15; 太5:13-14
葛培理牧師曾說「當我們的世界面臨這許
多嚴重的問題時，基督徒卻是出奇地沉默
和無能為力，幾乎被世俗的潮流所淹沒。
然而基督徒應該是『世上的鹽』
（太五13），不讓敗壞的世界更腐敗下
去。基督徒也應該是『世上的光』
（太五14），能照亮因罪而來的黑暗，引
導已經迷失的世界。我們乃是蒙召『在這
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
們顯在這時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二
15）。」作為時代的見證人和先知，我們
當知道，雖身處末世，但有聖靈住在我們
裡面，亦當知道，那在我們裡面的，比那
在世界上的更大（彼前四4）。
聖潔的品格 彼前1:13-16; 林前6:19-20
我們在罪惡的世界裡污穢不堪，然而神用
他愛子的寶血將我們重價買贖回來，因著
神的恩典，我們成了聖潔。既然得蒙神的
恩典，得了神兒女的位份，讓我們一起效
法神的聖潔，靠著主加添力量，離棄罪惡
敗壞，過聖潔得勝的生活。追求聖潔的品
格是我們面對末世當有的挑戰和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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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與合一 約15:8-12; 弗4: 1-3;11-13;
彼前1:22
相愛與合一是基督對教會的要求和命令。
教會的相愛和團結是教會持續發展的重要
原因，也是教會在地上的見證。教會什麽
時候團結合一，什麽時候就發展，什麽時
候內訌，什麽時候便衰敗。當教會堅持相
愛合一，教會便成為這世代的明燈。
福音的遍傳 太24:14, 36; 28:19-20;
約 9:4
主耶穌在太廿四14告訴我們：「這天國的
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
期纔來到。」在末世時代是福音傳遍的時
代，神要復興祂的子民，到世界各地傳福
音。雖然人子再來的日子，「沒有人知

道」（太廿四36），但在主再來之前，福
音要傳遍天下。主耶穌所頒佈的大使命，
就是要我們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太廿
八18-20）。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
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
了(約九4)。何時黑夜來臨？甚麼是我們
的黑夜？神邀請我們在這末世和契機中與
祂同工，因此主吩咐我們，要趁著白日，
把握生命的良機，為主而活。神已經作好
多方面準備，祂已經預備好人心，藉假先
知與迷失的世代，使人渴望真的彌賽亞到
來。神已經預備好莊稼，莊稼亦已經成
熟，我們必須起來工作了，求主幫助我
們。願我們都對主說：“主啊！我在這
裏，請使用我！”“主啊！我願你來！”

後記:
從真理之聲說起: 最近有人對我說, 真理
之聲最重要的是自由分享個人心聲, 沒有
既定主題, 其他文章也不是最需要。聽後
想起陳終道牧師, 陳黛娜姊妹, 他們何等
重視真理教導; 卷首文章都是持續堅實這
方向信念, 也是每期的重點標誌, 多人確
從中得助, 我也戰兢傚之跟隨。他們稟承
先是真理(神說/教導), 才是心聲(人說/
回應) , 成為真理之聲, 為真理發聲。
如今在末世時代之風情有名無實, 本末倒
置下, 將來會否漸成為真理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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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s Musings
Michael Welbers

The New Year has come, the pandemic is
still going on, and everyone’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to focus on this year.
There was a father who loved his family
very much. He did everything he could to
provide not only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but
a comfortable lifestyle. They were able to
go on vacation to a different country each
year; they owned a large house with a
fireplace and a two-door garage; their
children had the best Christmas
ever—each year—and everyone in the
family was generally very happy.
However, this was not a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Materialism was not what
this family was about. They simply
enjoyed the wealth they had, without
being dependent on it. It seemed that
here was a model-family, living in
harmony with each other, and knowing
what counts most.
And what does count most? If you had
asked the father, he would have said: “My
family. My wife and children are what’s
most important in my life. There is nothing
I wouldn’t do for them.” This father and
husband was the provider, protector, and
responsible leader par excellence.

happy with their economic status. But a
few weeks of vacation each year could
not make up the time missed over the
remaining 11 months. Husband and wife,
father and children, although they still
loved each other, had become strangers
living in the same place. This wonderful
home had become a mere house, a
lodging place for the way-too-busy
provider. And so, after a few years of
living alongside each other as strangers,
the family fell apart.
Of course, this will not happen to me, or to
you. We are smarter. We KNOW that
family comes first. Not just in terms of
providing, but in terms of spending time
together. We KNOW that life gets busy,
but we are sincere and make efforts to be
and remain close to each other in our
families.
I want to challenge you to sit down and
evaluate: how are you spending your
time? There is a nice theory of spending
quality time with family. Quite frankly,
quality time only happens during quantity
time. We cannot plan a few SPECIAL
hours of quality time. It just happens
WHENEVER.

Unfortunately, this family did not stay
together. Unfortunately, providing for his
family, as a genuine expression of his
love, was not enough. Unfortunately, long
hours working on tasks in the office
resulted in short hours working on
relationships with his family.

It is true that we need to work and earn
our living. It is true that money does not
grow on trees, nor food falls from heaven
(although THAT has happened before, if
you look into the Old Testament!). It is
true that we need to work hard. However,
it is also true that relationships take work,
hard work.

They had a lot of stuff and they were quite

If you go to work each day and expect a

cheque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that’s
normal. But if you fail to work on your
relationships, with your family, friends,
neighbours, or God, and then expect
some kind of payout, some kind of
benefit, some kind of growth or relational
closeness, then think again. “Garbage
in/garbage out”: if you don’t spend time
with your loved ones, what do you think
you will get?
For those of us who are very
task-oriented, here is a thought: add to
your to-do list the actual TASK of
spending time with people. Sounds
simplistic? Sure. Will it help? It may. So
give it a try. And remember, life is not all
about producing; it is as much, if not
more, about relationships.
And, one more very important thought at
the end. Building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our spiritual family is actually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with our physical family.
Wait! Did I just write that? Don’t
misunderstand: our earthly family is
indeed vitally important. However,
Scripture makes it clear that it is our
spiritual family where our main
allegiances must lie: God as our Father,
and fellow believers as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gain, don’t misunderstand: I am
NOT talking about church activities or
ministry over personal family, but about
intentional time with God and believers.
And with that,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spend much time with the important
people in your life: God, other believers,
AND your earthly family. Invest
QUANTITY time, and reap QUALIT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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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讀後心得

涂文麗

從約伯記分享一下我的感想。

而他們的話語使約伯更加痛苦。

耶和華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祂按著祂
公義慈愛憐憫誠實的屬性，揀選預定他所
愛的子民。他選擇約伯接受撒旦的試探，
是因為他知道約伯能夠承受這一切，並且
使約伯明白只有神掌管一切，使约伯從前
風聞有神的生命轉變成今日親眼見神的生
命，人如果信靠神，無論處豐富或處卑
賤，一生最終的目標是榮耀神。

這使我想到探訪與陪伴這個話題。我們基
督徒常犯的一種毛病就是很喜歡用神的大
道理去安慰或勸導別人，要知道當別人軟
弱的時候，安靜的陪伴及禱告反而是一個
最好的方式比説教來得有意義。因為當我
們說話的時候若沒有經過禱告，所講出來
的話，自以為是安慰的話，但最後往往卻
成為控訴，抱怨，論斷，反而使人更受
傷。人喜歡以自我為中心用自己所認識的
神，來論斷別人，所以，說的人跟聽得人
都沒有任何的交集點，最後會造成彼此的
控訴，如果安慰變成了斥責，那不就是互
相絆倒了嗎？有時候我會懷疑約伯這三個
朋友到底是不是約伯真心的朋友啊！他們
到底真的了解約伯嗎？

撒但一開始就註定失敗，因為神早就知道
撒旦在想什麼，撒旦他並沒有選擇誰能夠
接受他的試探，因為這一切都是掌握在神
的手中，只有神才有決定權。就像主耶穌
接受約翰的洗禮之後，聖靈彷彿鴿子降臨
在他的身上，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
子，我所喜悅的。後來就被聖靈引到曠野
接受魔鬼撒旦身心靈的試探，雖然40晝夜
不吃不喝，最終戰勝了撒旦，因為（1）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
一切話（2）不可試探主你的神(3)撒旦退
去吧！因為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
我們若是不小心落入了試探當中，我們也
要以這三句話來勉勵自己，因為只有信靠
神才能戰勝所有的試探。
在現實的生活當中，很少人有像約伯一樣
的景況，對我而言，約伯受到撒旦的攻
擊，景況是是非常非常的慘。我是因為讀
了第一及第二章知道了耶和華神與撒旦的
對話，而當時的約伯並不知道天上的對
話，所以在面臨這些痛苦的時候，約伯的
心中產生了一堆的疑問，但約伯依舊認為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約伯也説：
「難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
」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罪。
如果我有約伯的信心就好了，約伯他要獨
自面對這一切的變故，他都能夠不改初
衷，如果是我能夠做到約伯的1%就好了，
所以我要勉勵自己，繼續加油。
人之常情在痛苦當中總是會發怨言，但約
伯並沒有把自己的怨氣出在神的身上，他
只是覺得太痛苦了，所以咒詛了自己的生
日。但從約伯的話語當中，似乎他仍然抱
有希望，因為他真切的想知道，神要他在
苦難中生存，到底有什麼意義？
約伯的三個朋友其實非常的有意思，起先
他們看到約伯這麼受苦，他們陪同約伯靜
坐了七天七夜，也不跟約伯說話，因為他
們知道約伯實在是非常的痛苦。但是他們
到了後來忍不住了，各自用各自的想法，
無論是神學論點，或是自以爲受神的啓
示，開始對約伯有控訴，他們都認為約伯
的確是犯了罪，所以才會受到神的懲罰，

我們不應該看到人的處境就假設他犯罪
了，在新約中有提到一個天生瞎眼的人，
門徒問耶穌到底怎麼回事？耶穌就回答
說，不是這個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或祖先
犯罪，乃是要在這個人的身上，彰顯神的
榮耀。
有時我覺得真正的朋友是能體會朋友的需
要，而給予祝福的。在馬可福音第二章有
提到過主耶穌醫治癱子的故事，這個癱子
是四個朋友抬來的，因為見耶穌的人太多
了，他們不得其門而入，但是他們對這個
朋友有愛，所以不辭辛苦，也不放棄任何
的希望，就是要讓這個癱子能夠見到耶
穌，所以甚至把房頂拆了，也要把這個人
縋下去讓耶穌看見，耶穌見了他們的信心
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
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這四個人才是真正的朋友，四個人其實就
是一個團隊，他們對朋友有愛有關顧，每
個人一定是先放下手邊要做的事，把癱子
這個朋友得耶穌的醫治當作最要緊的事。
要是約伯的三個朋友有這樣子心志就好
了，他們就不會在約伯的痛楚中灑鹽，約
伯也用不著和他們展開一連串的辯論。
以利戶的出現非常有意思，就是從32
章，因為他在聽完約伯跟三個朋友幾番的
辯論之後，他實在聽不下去了，所以他終
於發言，他向約伯發怒，因為他覺得約伯
自以為義，不以神為義。他也向約伯的三
個朋友發怒，因為他們想不出回答的話
來，仍以約伯為有罪。從以利戶的發言
中，我們了解他覺得人裡面有靈，全能者
的氣使人有聰明。尊貴的不都有智慧，壽
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這使我想到基督徒
的老毛病就是不自覺的倚老賣老，信主多
年的老基督徒常常以屬靈的長輩自居，我
讀的聖經比你多，我禱告的比你有力，漸
漸的在人前就不夠謙卑了，這是值得我們

警醒的。在約伯記37章第23，24節提到說
論到「全能者，我們不能測度；他大有能
力，有公平和大義，必不苦待人。所以人
敬畏他。凡自以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
不顧念。」所以人應該將榮耀歸給神，因
為祂是全知全能的真神。
約伯記的高峯是從38章起到42章結束，就
是神與約伯的對話，我也有同感。神從天
文、地理、海洋、氣象、動物世界向約伯
提問了許多約伯根本答不出來的問題，其
實這也好像在問我們一樣，到底它們是怎
麼存在運行的，其實只有創造的神知道箇
中的緣由和奧秘。此刻的約伯最終能夠了
解一個真理，那就是神是全知的，一切都
在神的掌握之中。從約伯的故事當中，也
使我們能夠知道神的愛從來都沒有離開過
他，我們也會像約伯一樣，在受苦中，不
斷的尋問神，祢到底在哪裡？因為有許多
事情我們並不明白，也有過不了的坎，但
是在申命記29章29節那裡有提到說「隱密
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顯的
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
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因為神的意念
是高過人的意念。
我對苦難如今有進一步的認識，也了解為
什麼有人常說苦難是化妝的祝福，當遇到
了，我會不自覺地問，為什麼是我？我怎
麼就這麼倒楣會遇到這種苦難，如果神真
的告訴我為什麼，我想我未必有智慧能明
白，或是根本無法承受。愛我的阿爸天
父，為了不讓我受這樣的困惑跟苦楚，寧
願陪我渡過，讓我選擇順服祂的旨意而
行，這樣子我才能夠從祂那裡得到真正的
平安，跳脫我的困惑。
最後神要約伯的三個朋友就是提幔人以利
法，書亞人比勒達，和拿瑪人瑣法，按照
耶和華所吩咐的，為自己獻上燔祭，神就
不按他們的愚妄辦他們，並且要約伯為他
的朋友祈禱。在這裡也提醒我，對那些曾
經傷害過我的人，我不要再去埋怨他們，
而要為他們由衷的祝福，這就是神一再的
告訴我們，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
愛主我們的神，並且要愛人如己。如果不
能愛看得見的人，怎麼能夠去愛那看不見
的神呢？這是人一生的功課。約伯從前風
聞有神，現在親眼看見神，並且從自己的
苦境轉回，得到神加倍的賜福。約伯記給
我最好的提醒，就是不要用自己狹隘的想
法來看待苦難，要知道撒旦的攻擊永遠都
勝不過神的拯救，我們今生所面臨的功課
就是為著將來永生做預備，所以好好活在
當下，享受神每一天的同在，就是人今生
最大的幸福了。
版面設計: 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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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比斯的禱告
英黃小玲

我近年在報章上經常讀到一些青少年人常
埋怨自己為什麼不是某富翁的兒女, 為什
麼長得不漂亮，為什麼出生寒微，在生活
條件差的環境長大，以致輸在起跑線上，
他們有很多的怨恨。有些人就歸咎於是命
運的安排，人沒有辦法去改變，他們因而
失去發奮和上進心，對自己不再有仼何立
志或期望，就此「認命」地過一生。
在歷代志上四：9-10節記載了一個人，他
名叫雅比斯，他母親給他起名叫雅比斯，
意思是她生他甚痛苦。聖經沒有記載他母
親生他的時候是否難產或有其他原因，很
奇怪是為孩子改名字是他的母親，通常這
是父親的責任，而且雅比斯這個名字是「

苦」的意思，是否意味著這孩子一生都是
「苦命」呢？
雅比斯是否就被他「苦痛」這名字，好像
一個咒詛纏繞著他一生呢？第10節記載了
他向神禱告：「甚願祢賜福與我，擴張我
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
不受難苦。」雅比斯並沒有被這名字限
制，認定他一生注定是痛苦，他向神求賜
福，超越他母親給他人生的定位，他認定
神纔是掌管生命，是那位賜福與降禍的
神，祂才有資格規劃他一生，他確信投靠
祂一定超越這苦痛的限制。

神怎様去看雅比斯的一生呢？9節上：「
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他是出於猶
大支派，大衛及主耶穌也出自這支派。雅
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之處是他懂得求告
神, 神就與他同在，這豈不是一個非常尊
貴的身份嗎？
有時侯我們會否都會落入自怨自艾的光境
裡？對! 我們是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背景
，誰是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但我們是可
以選擇是否接受命運安排，或選擇投靠一
位掌握宇宙萬物的神，藉著祂的幫助而超
越人生種種的限制，讓生命活得精彩和豐
盛!

雅比斯的母親看他兒子的一生是苦的，而

暢所欲言?還是沉默寡言?
楊揚

耶和華阿，求你留心聽我的禱告，垂聽我
懇求的聲音。(詩篇86:6)

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久而久之就不想再溝
通了。

當有人問起你有關蛋糕的內容，你會馬上
想到什麼呢？我會想起蛋糕美味可口，各
種各樣，色彩繽紛和心情輕鬆。也會讓我
想起我的妻子和孩子，他們的微笑讓我甜
到心裡。對於我來說，蛋糕是美好的存在
。但對於別人來說，那就不一定了。對於
一個人不喜歡吃甜點的人來說，蛋糕可能
就完全沒有吸引力。對於一個有糖尿病的
人來說，蛋糕可能就是危害生命的東西。
是接受還是抗拒？是喜歡還是不喜歡？蛋
糕都是非常個人的選擇。然而，有些事情
是我們不管喜歡或是不喜歡，是接受或是
抗拒，我們都要面對，不能迴避的。

要跨過良好溝通的高牆，我們要學習三件
事情。我們首先要學習好好的說和好好的
聽。在跟配偶溝通的時候，說的一方和聽
的一方，彼此都要看著對方。說的一方要
保持冷靜，聽的一方也要保持不打斷對方
和不批判對方，有了這個基礎之後。我們
才可以開始第二件事情，我們要預備一個
舒服的環境，讓彼此可以沒有壓力的敞開
心扉。不是簡單的寒暄兩句，不是普通的
陳述事情，不是一般的表明立場，而是透
明的敞開心扉。還有重要的第三件事情，
如果我們有什麼對對方不滿的情緒，要先
和對方和解。如果和解不了，就一定要先
放到一旁。如果我們都做不到，請不要開
始。

在婚姻裡，就有很多我們可能不喜歡，不
能迴避和不能抗拒的事情，就像夫妻之間
的溝通。如果處理得好，溝通就是建立夫
妻關係的橋樑。如果處理不好，溝通就變
成破壞夫妻關係的武器。要有好的溝通，
有幾件事情要先問我們自己的。有沒有好
好說？有沒有好好聽？有沒有敞開心扉？
有沒有清理心裡的不满？如果沒有達到這
些要求，要和配偶好好溝通，就會變成一

還有一個更直接簡單的方法，那就是我們
溝通時候的態度。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態
度來溝通？在詩篇86章1-17節，大衛在逃
避掃羅時候寫的詩歌，大衛的態度是怎麼
樣的？大衛用謙卑的態度來陳述他現在的
狀況，他清楚知道上帝會聆聽他的禱告。
在上帝面前，他是完全敞開心扉，他沒有

遮掩自己的一切問題。他沒有埋怨上帝，
也没有對上帝不滿。詩歌裡充滿了謙卑，
讚美，誠實，懇求，和敬畏的態度。我們
如果學會了大衛對上帝的這種態度，我們
和配偶溝通的時候，便有能力的清楚說話
，專注聆聽，敞開心扉，清除不滿，和配
偶有好好的溝通。
我一直覺得溝通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只要自己好好和配偶說，溝通一定沒有什
麼大問題。結婚之後，我發現要好好的溝
通，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心裡的害怕和
不滿，讓我變得沉默寡言，害怕說錯一句
說話，就變成爭吵的開端。去了夫妻營之
後，我不僅學習了溝通的技巧，改變了自
己的態度，我原來可以用正面的方法來告
訴太太我的負面感受，而不是將自己的負
面情緒壓到太太身上，心裡不滿的烏雲，
慢慢地消失，不再害怕和太太分享負面的
想法。如今，我很高興我可以和太太談論
任何的事情。
當有人問起你和配偶如何溝通的時候，你
的回答是什麼呢？是沉默寡言？還是暢所
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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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我神學院畢業，旋即開始了真
理堂國語實習傳道的服事。對於真理堂的
弟兄姐妹來說，我算是空降部隊，（即非
本教會聚會的會友），而我，也完全沒有
跟香港背景的弟兄姐妹有過交集，對香港
人的所有印象都來自港劇。置身在一個以
粵語為主的教會真有種茫茫然不知所措的
感覺。

難忘那雙
溫柔慈愛的眼睛
劉春妍

無盡感恩

過了幾個月，當時的主任牧師安排我在粵
語崇拜講道。第一次對粵語會眾講道，雖
然有繙譯，但心中總是緊張忐忑，因為我
完全不瞭解粵語弟兄姐妹的聽道的喜好，
也不知道自己講道中所舉的例子他們是否
能夠明白。畢竟大陸和香港的文化還是有
不小的差異，尤其在語言表達方面。不
過，我還是努力保持表面的鎮定。
接下來的主日，國語的崇拜結束后我來到
atrium，一位優雅清雋的老者走到我面
前，我還記得她眼中溫柔慈愛的目光，她

伸出大拇指，說，“上主日講道很好，非
常鎮定，很穩！”這話讓我這個中年菜鳥
女傳道激動了一整天，而且從那天起，教
會跟我的距離在我心裡拉近了。後來，我
知道她是Auntie Elaine。
每周三晚的禱告會都能看到她和先生
Uncle George的身影，九十嵗高齡的他們
風雨無阻地參加教會禱告會。她說話永遠
是那麽柔和內斂，神情永遠那麽溫柔嫻
靜。我總是覺得，當有一天我們老得走不
快力氣也衰微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用禱
告托住教會，用話語建造別人，就像
Auntie Elaine一樣。她真誠地鼓勵化解
了我人生地不熟的尷尬和壓力，甚至開始
消融我与香港人之間的距離感。
去年底，Auntie Elaine回到天家，縱然
擁有相聚永恆的盼望，卻仍然留給我抹不
去的思念，那溫柔慈愛的眼神，我想再看
一次！

李莫秀玲

去年傳道部發出一份傳福音問卷調查給教
會的弟兄姊妹填寫，我們希望收到問卷後
計劃去年傳福音活動及訓練。不料，因疫
情緣故教會被迫關門。當時我心沉了一下
，也有些失望，因為不知道這次關門會持
續多久。我心想：是不是我們不能開展有
關佈道的事工呢？但我知要順服神的旨意
在教會中。但有一件事情我是很清楚的，
就是我們為傳道的禱告是不能停止的。感
謝神，有幾位三福弟兄姊妺，仍然願意繼
續為福音事工每月禱告神，求祂帶領我們
的路。

領有未信的人在我們當中，讓我們分享福
音。後來我們計劃從今年開始播放不同類
別的信息，神又幫助我們得到陳牧師的建
議，找到香港版本的啓發課程適合我們在
今年播放。在一月份的聚會中，神又帶領
三位新朋友參加，其中有位參加了迦密團
聚會。這位滿有恩惠的神，不但供應我們
福音對象及視頻影音，叫福音能傳出溫哥
華，祂也屢次幫助我們解决突發的網路技
術上的問題，譲我們能順利完成每次聚會
。
奇妙的救主

網上傳道事工的開始…
在一次禱告會中，有位姊妹提出在網上傳
福音的可能性。我們聽了都覺以為是一件
美事，但我們不知道能否實行。我們為這
件事不斷禱告尋求神引領。後來，陳牧師
提供了一套視頻資料給我們作參考。弟兄
姊妹為了搜集各樣的視頻內容，都願意擺
上很多時間和精神一同探討研究那一個視
頻是適合我們在網上播放。經過多次會議
和禱告，我們找到C B N星火飛騰的視頻
。 我們決定八月十五日為首次播放日，
並且計劃每月播放一次。
神的看顧
跟着下來最大的挑戰不是行政或Zoom操作
的問題，而是我們有沒有未信的人來參加
。感謝神的恩典，首播當晚，祂從香港丶
三藩市及溫哥華， 帶領了五位姊妹的家
人來到我們當中，我們為這都感到非常感
恩和喜樂，我們經歷神的供應是多過我們
所想所求的。接着幾次聚會中，神總是帶

從開始籌備至過去幾次聚會中，我深深體
會到聖靈的帶領和保守。印像最深的當然
是十二月十二曰的聚會。那晚陳牧師會給
我們分享一個聖誕訊息，但我們不知道當
晚會有多少人出席。像每次聚會一樣，我
們都帶着戰戰驚驚的心情去期待來賓上線
參加聚會。奇怪的是，那天晚上只有一位
從白馬鎮來參加的姊妹，其他一直有來參
加的朋友都沒有上線。過了差不多三份一
時間，我發短訊給一對三藩市夫婦(他們
是一位姊妹的哥哥和阿嫂) 提醒他們聚會
已經開始，問他們會不會上線，但他們沒
有回覆。當時我覺得有點無奈。但過了不
久，我們從螢光幕中看見他們，我心裏非
常感謝神。 訊息完結後，我們回到各自
小組與來賓傾談訊息內容。組員們努力地
把福音與這對夫婦分享。因時間關係，我
們只可與他們講述一個簡單，但完整的救
恩。在小組時間快完結的時候，我很想邀
請他們接受耶穌做他們的救主。但突然之
間，小組時間被中斷，所有人都要回到大
組中，我當時心裏有些著急，不知應不應

該放棄邀請他們決志，或要求全組返回會
議室中，繼續未完成的事。那刻好像有一
鼓吹迫感叫我讓大家重回到小組中。很快
我們返回小組裏，但不見那對夫婦回來，
我擔心他們已經離開了整個聚會。但感恩
的是他們後來又出現，繼續與我們傾談。
在聖靈感動下， 我大膽邀請他們决志信
主。經過清楚的解釋，他們都願意跟着我
禱告認罪悔改，接受耶穌成為他們生命的
主。很感恩，在整個過程裏，我們經歷聖
靈的作為，有份參予在其中的姊妹都可以
見證主耶穌真是一位奇妙的救主。我也體
驗一場「如坐過山車」的佈道經歷，整個
過程都是信靠聖靈的帶領，祂真是一位信
實的主，當得一切榮耀和頌讚。
結語
「神的意念是高過人的意念」這話是確實
的。當我們以為在疫情下，進行福音事工
會是一個挑戰，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祂
就給我們信心，用一個我們從來沒有接觸
過的方法，在網上傳福音 。當我們擔心
有沒有未信親友參加時，神就從世界不同
的地方帶領人來參加，讓祂的福音能傳到
外地。當我們沒想到有人會信主的時候，
神就親自施行拯救祂預備的人 。這些一
切都是神的恩典和憐憫，感謝祂。親愛的
弟兄姊妹，你們忠心的禱告神已記念，而
且仍然記念。所以，我請你們切切不斷為
這事工及每位參加的親友努力祈求，求神
繼續使用我們，同心合意傳揚耶穌基督的
聖名，讓更多人得救。請特別也為我們初
信的夫妻禱告，求神保守堅固他們信主的
心及我們跟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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