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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拼盘 主编笔记

	 今年1月25-28日，我参加第一届姐妹
突破营，十分渴望如营会主题所言：“主
啊，改变我”。

	 在这之前，我的灵命一直处在低谷，觉
得上帝离我很远……

	 我存有对上帝的知识，却没有心的接触，
就如营会讲员所说：“头脑和心是最远的距
离。”讲员提到当我与神关系很远，我的神就
会很小；当神与我的关系很近，我的神就会变
得很大。

	 参加突破营之前，我跟神说：“在这个营
会，我要遇见祢、经历祢。”

	 感谢神听了我的祷告，我在这次突破营遇
见上帝、经历祂的真实，也在这次营会中找回
跟神的关系。

	 那是突破营最后一天，上帝藉着诗歌向我
说话，祂让我想起从前祂如何爱我、带领我、
保护我，上帝的恩典怎样临到我，当我想起这
一切时，我忍不住哭了……

	 我是很爱面子的，从不在人前流泪，面
对真实的上帝，我无法压抑自己，泪水不断流
下……

	 上帝透过泪水医治了我，我的生命经历释
放。我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恢复了属灵的
胃口，我重拾起初神给我的应许。

	 我在2001年信耶稣，有一天夜晚，心里有
感动，就跪下来跟神说：“我没有才干，没有
钱，没有文凭，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一条

命，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祢，任祢使用。”

	 第二天，我灵修时看见这节经文：“但那
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
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赛40:31）

	 当时刚信主，不懂经文结构和上下文，
当时最深刻的印象便是神应许我，祂将让我的
生命“如鹰展翅上腾”。我很渴望那一天的到
来。对原是自卑没有信心的我，伟大的神这么
看得起我，还有什么比这更好！

	 结果我一等就等了18年，起初我开始怀
疑神的应许，觉得可能是我搞错了，我误会
了……

	 尽管如此，我始终没有放弃。我渴望上帝
使用我的生命，去见证祂的伟大与恩典。在突
破营最后一天，藉着信息和经文，上帝再次给
了我肯定。

	 走到今天，信心就是信任和顺服，相信
上帝会带领我的每一天。我不再相信撒旦的谎
言，撒旦只会跟我说：“妳不行！妳不能！妳
做不到的！妳无法突破生命的软弱和破口！”

	 相信撒旦的谎言，带来的结果就是担心和
害怕，内心就产生内疚和自卑。在这一刻，我
深信神会使用我，祂能带我突破现在的困境，
祂将断开我身上的锁链，使我不再有捆绑，我
将如鹰展翅上腾！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神的
能力，去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感谢神，祢改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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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特辑 主题

	 “帮派反而比许多教会还更像一个大家庭。”

	 哦！没看错吧？这……（会否太夸张些）

	 这话出自一位牧师口中。他是近年来颇受欢迎的美国第一位华人福音领袖～陈恩藩	 (Francis	
Chan)	牧师。

	 陈牧师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基石教堂	 (Cornerstone	 Church)	 的创办人。于2010年，他忽然向
基石教会辞职。在一篇的访谈中，陈牧师被问及“为何离开他所创立的超级教会注1”？陈牧师说到
一次的经历：他曾经为一个帮派成员（gangster）施洗。有一天，这位年轻人跟他说，他以为受
洗是为了加入另一个大家庭（教会）生活，期待大家好像一家人般经常共处在一起，就像他过去
加入的帮派家庭。结果，他发现原来教会不过是每个星期日来参加崇拜一次。这位年轻人的话促
使了陈牧师的反思。“帮派反而比许多教会更像一个大家庭。”注2

（后记：当然，陈牧师后来并没有加入“帮派”（呵呵）。而是在辞职之后，去了很多地方做教
导和训练领袖的服事，目的在于帮助教会回到纯正的福音，变回『真正的教会』。）

**************

	 『建立温馨的属灵家庭』，什么又是你期待的呢？就好象那位年轻人一样，他期待的不只是
一个星期一次的崇拜聚集；而是朝夕共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群体生活。而这样的群体生活
正体现出了实实在在的一个大家庭，也是真正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一定让人倍感温馨。

	 笔者这些年服事期间，深深体会一件事：《建造教堂不简单，但要真正经营一间教会更不简
单。》因为经营关系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若教会要迈向温馨，我们就必须从关系着手。

注1		 至2000年，基石教堂（Cornerstone	Church）已经发展成5000成员的超级教会。

注2	 https://www.facebook.com/mychristian4justice/posts/1421138264631398，原文出自：https://

churchleaders.com/news/306138-francis-chan-facebook-employees-asked-god-make-rich-left-

megachurch.html

建立温馨
佳讯特辑主题

	 记得，曾经在一次的探访中，被探访的对象感到惊讶！有牧者来探访他们。对方直言，“我
们已经好几年没有牧者来探访我们了。”甚至，笔者曾经听闻有人这么说：“小心，牧者去探访
你们。”（言下之意，是否会误导信徒以为牧者/领袖探访他们都是因为被探访的对象有问题？所
以，怪不得，有些信徒很害怕牧者/领袖来探访。）后来，被探访的对象经我娓娓道来后，明白此
次探访目的乃是要建立关系、认识群羊、传递异象；对方才松了一口气，欢喜接待。

	 这是主动刻意的探访；是彼此劝勉，守望，更是要建立关系！

	 迈向建造温馨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责无旁贷，你愿意踏出第一步去探访，建立关系吗？

	 **************

	 除了探访，团契或小组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建立温馨的属灵家庭』，必须从刻意建造团契或小组生活开始	注3	

	 正如上文之前所提及的那位年轻人，发现原来教会不过是每个星期日来参加崇拜一次后，深
感失落！（笔者暂且猜测，对方是仍然还未加入任何团契或小组生活；又或者教会在这方面事工
的推动仍不够积极）。

	 每周主日崇拜，由于人数众多，再加上领袖们当天可能又有各式各样的服事，实在难与信徒
多聊几句；甚至在一些“大教会”，可能连见上一面的机会也没有！故，这时候就需要有团契和
小组来补助，达到信徒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营造。

	 笔者认识一间台湾教会，也是一间的超级大教会（几千人的教会）。这教会有上百个各式各
样的小组。最让我关注的是该教会青年人的活跃，和关系互动极密切；时不时，可以在脸书上看
见他们活跃的小组活动，例如：陪读班（圣经/课后）、茶会、郊游、园游会……甚至，适逢组员
中有生日、喜丧事、毕业、新就业等，组员们都积极地给予祝贺和关心，而组长们也落力地营造
密切关系的团契生活。相信处在这样的团契或小组生活里，想不感到温馨应该也很难！

	 初期使徒教会，圣经记载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
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
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徒2:44-47）除了有美好的属灵聚
会（擘饼，敬拜赞美神），初期教会也在信徒之间的互动、需要、关怀，及关系的营造上努力不
懈（生活彼此分担，照顾有需要的人，物资分享，一起用饭）。

	 后语：一段甜蜜感情必须经营；同样一个温馨的属灵大家庭氛围也必须努力地经营。教会
要温馨，信徒就必须一起动起来；只要人人肯主动地付出一份关心，且积极委身活跃于团契或小
组；建立更深的团契生活，让彼此融入教会大家庭。这样，温馨的属灵大家庭就近在眼前了。

注3	 陈恩潘牧师积极推动”We	 Are	 Church”的模式：一个15人的家庭小组教会模式，当中有一位牧者带

领每一个家庭小组，他们聚集在一起研读圣经。这些牧者没领薪，因为他们像一家人地彼此照顾各人的需

要。

属灵
家庭

的



6 7

佳讯特辑特稿 I 佳讯特辑 特稿 I

家庭祭坛
文/丁华庆牧师

	 家庭祭坛必须从两部分开始谈起。第一，必须了解什麽是家庭？。第二，什麽是祭坛？再

来谈论为什麽家庭裡需要祭坛？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何谓家庭？我记得有一首歌把家庭形容得真

好。歌词如下：

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

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

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长飘香；

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

可爱的家庭呀，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在建立祭坛之前，必须先建立起家庭和乐融融的关系。因为一家人若不相爱，彼此都没有美

好的关系，又岂能一起同心到神面前敬拜讚美呢？诚如这首歌所描绘的：

	 首先，一个可爱又美满安康的家庭，关键在于“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这是首要

的因素。圣经记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弗6:4）当父母亲的情绪稳定，就会带来给儿女们安定和稳定。这胜过一切外在的物质享受和富

丽堂皇的大房子。

	 第二，什麽是祭坛？祭坛是人与神相遇和团契的地方，是一个敬拜神，与神连结，和与神沟

通的地方。圣经记载：“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裡。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

讚你！”（诗43:4）

	 因此，当把「家庭」和「祭坛」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申6:1-2节的活现。摩西用心良苦地教

导神的百姓必须建立一个敬畏神的家庭。而这样的信仰落实不会自然产生，也不是因为信主后就

会发生。而是需要去经营的！

	 圣经记载：“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

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祂的一切律例诫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圣经里所记载的“子子孙孙”就是表示「家庭」，并且是几代的关係。这个家庭聚在一起

要做什麽呢？这个家庭必须是以教导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为导向。另外申命记6：6-7继续加强

说：“神教导为人父母的，要先把神的吩咐记在心上，然后殷勤教训儿女，无论坐在家裡，行在

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因此，基督徒家庭的「属灵教育」是神的心意。并且更是世代

与世代之间传承的关键，这个理想可以从「家庭祭坛」中落实。

	 为什么我们需要执行家庭祭坛呢？因为这样行就能”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象徵了蒙神

赐的福气和恩典。与外邦人有别，基督徒是一个分别为圣和与众不同的基督群体。以色列人过去

因为不敬畏神以及随从异教拜偶像的诱惑中迷失了自己；经历国破家亡，是最好的借镜和警惕。

	 廿一世纪的今日也不例外。今天，不少父母因为忙碌而逐渐失去了在家庭中的属灵的权柄，

忽略了上帝的吩咐，更没有把教育子女认识上帝作为首要的目标。因此我们需要悔改，兴起家庭

祭坛，建立基督化家庭；藉着良好的关係，在家中敬拜神，使儿女能建立敬畏上帝的美好根基。

父母应该以圣经的原则帮助孩子，并以自己的生命为榜样，使他们乐意遵守。透过教育下一代，

我们可以把神的美德和大能的作为传承给孩子，也让人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诗篇78篇更是带出建立家庭祭坛的重要性，经文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

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祂的能力并祂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

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惟要守祂的命令…」这几节经文给我们提醒，建立家

庭祭坛是神所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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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特辑特稿 II 佳讯特辑 特稿 II

文/符福来执事	（廉律）
	 我来自一个传统信仰
的家庭。1981年到西马念
书时信主。信主后看到大学
基督团契里有一些基督徒对
自己的信仰不清不楚，但他
们自认是基督徒，因为从小
就在教会长大。这个经历让
我对建立一个“基督化”的
家庭有很大的影响。我告
诉自己，若神将来给我机会
结婚生子，我不但要带领他
们从小就去教会，我更要确
定他们真正地认识真神并与
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感谢神
的恩典，赐给我同心爱主的
配偶（陪伴我走过20年的
岁月）并赐下3位宝贝的儿
女，为我们的产业。

	 圣经中有二处经文对
我在教育孩子的事上有很大
的警惕作用。撒上2：12说
到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是
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而神
所重用的伟大先知，撒母耳
的儿子也不行他的道，贪图
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
（撒上8：3）。为何会有
这样的事发生呢？是否他们
太忙于服事，照顾别人灵性
上的需要；而忽略了自己的
孩子，疏于管教，以致他们
不行在正道中呢？是的，有敬虔的父母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敬虔的后代。要培养敬虔的后代需要父母
的榜样和教导。在家中，我们夫妻是怎样塑造好的属灵环境影响孩子呢？

一、遵守安息日

	 孩子们一满月，我们就在每一个主日带他们去教会敬拜，也带着孩子上/教主日学。到孩子能

独立时，他们就各自到不同的班级上课。这样的操练让孩子们看到守主日的重要。感恩在他们离

家出外求学时，他们都懂得要找一间教会来敬拜及服事。除了主日，我们也带领他们参加团契生

活。

二、培养“灵修”生活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他们床边念圣经故事给他们听。他们稍为长大一些，我就开

始使用早期美里福音堂儿童圣经部所出版的《儿童圣经》，每天陪他们读，一直到他们可以独立

阅读为止。三个孩子在儿童时期都有完整的读经计划。这个看似很简单的操练，若没有坚持，也

会中断。记得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有一天傍晚，我在厨房忙着预备晚餐，外子放工回来在客厅看

报纸休息。小儿子当时就拿着他的《儿童圣经》要我陪他读。我当时的反应是：“妈咪在忙，你

去找爸爸陪你读”。不久小儿子很委屈的跑回来说：“爸爸叫我找你读	 ”。正当我很不耐烦的想

对儿子说”妈咪现在没空！“	 心中仿佛听到圣灵责备我说“今天你的儿子拿着圣经到你面前叫你

陪他读，你们竟然说没空。难道你希望有这么一天你拿着圣经到他面前叫他读，他都不理呢？当

时我感到很惭愧，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坐在厨房的地上带领他读当天的经文，读完后他就开

心的去玩了。这样的坚持也造就了孩子们知道每天要花时间亲近上帝。当然，我们做父母的也要

有“灵修”生活的榜样。

三、建立家庭祭坛

	 想当年我和外子还在谈恋爱时，因为分隔二地，我们就设立“prayer	 date”。每个星期的其

中一个晚上，我们同时在各自的地方祷告。结了婚之后，我们就在家设立家庭祭坛，每个星期的

一个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唱诗、讲故事、祷告。当然其中的内容，方式会随着孩子们成长而有

调整。这个操练一直持续到孩子们一个个出外求学。间中他们放假回来，我也会刻意安排有这段

时光。

四、为孩子们祷告

	 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到外地念书，我只能把对他们的思念和牵挂化为祷告。求神保守他们有

平安，努力求学，在主的爱中继续成长。今天，有了网络的方便，我们也设立了家庭群组，彼此

在群组利分享近况及代祷事项。

	 感谢上帝的带领和保守，虽然神在2008年提早接外子回天家，今天我和孩子们仍然活在主的

恩典和爱中没有离开。



家居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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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拼盘生活小品

探索新点！

文/母堂叶子

文/杨思妮

	 在	Sibuti	的地区大约有44所长屋。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

戈達央族	 (Orang	 Kedayan)	 有	 5334	 人；第二是伊班族

(Orang	 Iban)	 有	 4669	人。感谢神！透过一位老师的介绍，

我有机会认识Pastor	Jimmy。抵达	Sibuti	市区之后，Pastor	

Jimmy	 带我到	 Sungai	 Tiris。这是我第一次进到他们当中。

这里的路看起来很复杂。Sungai	 Tiris	 距离	 Sibuti	 市区有十

公里远，是一个比较偏远的乡村。里面有一排54单位的双层

长屋及80多单位的人住在这里。他们多数是在油棕园工作。

	 Pastor	 Jimmy	 的背景很特别。神呼召他全职做传道人
，而他连一年级都没有上过，但神使用他，让他在语言学习
上有特别的恩赐。他说的马来语及伊班语非常流利。神在这
个仆人身上彰显祂的荣耀。他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去不同
的点传福音	 (最少8-10个点)	 ；此外，他每2-3个月会去找新
的点去传福音。当中令人感到惊叹的是这里的弟兄姊妹。他
们对音乐完全陌生但却能唱完一首诗歌来赞美神！Pastor	
Jimmy	盼望有人愿意进到他们当中来提升他们音乐水平。

	 这间教会也设立了幼稚园，有两位老
师及7位学生。一般上老师用国语和学生沟
通，但是学生回答老师却是用伊班话。可
见他们的国语水平比较差，英文及数学也
是如此。透过幼稚园使这里的孩子和他们
的父母有机会接触教会。今年计划办两天
一夜的“教导营”。请预留时间服侍神。
盼望看见你和我一起进到他们当中。愿神
兴旺	Sungai	Tiris	的居民！阿门！

	 进入这个宽大、充满浪漫梦幻的家居店，我好期望我也能为孩子弄个欢
乐天堂居所啊！这里贴心地预备宽阔的游戏厅给小木偶们，免得打扰黄脸婆
发白日梦。

	 走啊拿呀，把小样能装入黄色宝袋里的枕头、被单、毛巾、手帕。。。
一概入袋，感觉袋带平安。

	 拐个弯，琳琅满目的软造型枕头、玩具、床具、厨具、园艺、桌椅。。
。应有尽有。啊！我好想就待在这里哟~	我似乎在天堂吗？

	 哇！杯子蛋糕，咖喱角、热狗面包、无限量汽水咖啡茶、自己按机器装
的RM0.80软雪糕，RM1.00的矿泉水。我好想全部都要哟~

	 我的天堂梦，被一张收据熄灭了~

	 原来，这里是地球，为利为乐为傲的家居梦工厂。喜欢的东西，是需要
付出劳力、离开儿女、离开父母，把宝贵精力、时间、青春，献给高层换取
美丽梦幻居家牢房的。

	 上帝的天堂，不在这里。那里的东西都可以免费用，都是上帝赐福儿女
而造的。

	 你要去上帝的天堂吗？别搞错了，只有一个入口，牌子写着《耶稣――
犹太人的王》。放心，如果你不是犹太人，没关係。你只要口裡承认耶稣为
主，心裡相信祂来世界就是为了你钉死在十架上，你就必得入门票。

	 记得哦！别只是说说，到时有本生命册验证你的入门票真不真哟~	 永恒
的美丽家居天堂，你我一起去吧！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
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20：11-12）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裡、从天而降
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
碧玉，明如水晶。（启21：10-11）

Sungai Tiris (Sib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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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9/4/2018 

Sungai	Tiris	村庄

Sungai	Tiris	教会

54单位
伊班人长屋

			到长屋探访，
右三是	Pastor	Ji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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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美（联堂）

	 回顾上星期尼泊尔宣教队，走进著名的印度庙，那一具具被火烤的尸体仍然历历在目。在尼
泊尔人的传统思想里，人死后就应当被火烧只剩骨灰被亲人撒在河里以至流向恒河，这就是他们
素来习惯的做法。我想着，如果我生来就是尼泊尔人，知道死后的尸体会被亲人剃光头发，剩下
骨灰茫然无光地漂向大海，我的人生是绝望的。

	 Namaste：你好。是一个我从陌生到爱上的词，每每看见尼泊尔人他们都会以这个词开始再
加上一个友谊的微笑，他们的脸孔始终让我无法忘怀。这个族群很和善，没有太多利益冲突，仿
佛知足常乐最能表现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们生长在一个众神之国，国家就在两个大国之间，印度
和中国都处于她的边界，	 政治领袖，国家局势的不稳，导致国家十分贫穷。瞭望那雄伟壮观，甚
至这一生没想到可以望见的世界第一高峰喜马拉雅山的山脉，是个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呀！是众多
登山喜好者的向往呀！我们不禁要说：“上帝呀，祢是爱这个国家的。”看见美国的宣教士和其
余不同的地方，他们不惜一切来到尼泊尔，来到这偏远的地方当宣教士，我在这片国度的付出只
是一只小毛驴。

	 我爱尼泊尔和她的人民，因为上帝先爱我。自私自利的心要排除才能在神颁发大使命的旅程
为主荣耀，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参加这次的宣教队，从个人、团队和世界观，我体会上帝从起床到
睡着的带领和安稳。下一回请你要抓住机会参加宣教哦！

	 主没有延迟祂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祂是迟延，其实祂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
人都来悔改。

尼泊尔宣教感言
尼泊尔地图

尼泊尔短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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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拼盘佳美脚踪

从前我风闻
有祢，现在
亲眼看见祢
—尼泊尔
	 “我来”：	
	 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尼泊
尔宣教队。在2017年还未结束前，我想要再次
回应主的爱。初次踏进这块土地，万万没有想到
有如此神奇般的经历。我来到了佛教创始人佛陀
释迦牟尼的出生地……我来到了全世界爬山高手
的最高朝圣基地:	 峰珠穆朗玛峰……主啊！我来
到了袮所爱的尼泊尔国。

		 “我见”：
1.	 第一次尝试尼泊尔乡下的下午茶：	舍鲁瓦村的村长太太特别为我们准备的下午茶：	咖哩鸭肉
	 配米香时，令我叹为观止。好特别的佳肴组合，就好象我们的宣教队，异国的宣教组合。

2.	 第一次在弯曲绕山的悬崖小路里塞车三小时：	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需要乘车到不同的宣教
	 地点，沿路上的悬崖峭壁檫身而过，真令人不敢多望一眼。但是，诸山围绕尼泊尔，上帝的
	 平安和喜乐也围绕着我们。

3.			 第一次与喜马拉雅山脉这么靠近的欣赏晨曦：站在小山上，欣赏喜马拉雅山的日出晨曦。霎
	 那间，我是那么地靠近神，触摸祂所创造伟大的山峰。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祂而
	 来。

4.			 第一次在尼泊尔人的婚礼上唱尼泊尔语诗歌给尼泊尔人听：在Mahesh	传道的婚礼上，我们
	 唱出了练习不多次的尼泊尔语的短诗。也不知咬字发音是否准确，我只知道在神的国度里异
	 国言语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唱出了袮真伟大！

5.		 第一次观看帕斯帕提那神庙的火化仪式：还没有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加德满都火化场，老远就
	 嗅到油烧的味道，印度庙里的老祭司正在火葬台旁为死者举行露天火葬。他们相信，死后燃
	 烧躯体、将骨灰洒放河中，灵魂就可以脱离躯体而得到解脱。心中默默的为他们祷告，求主
	 的救恩临到这片土地。

	 “我征服”：	
	 有些人来到尼泊尔为的只是想要征服峰珠穆朗玛峰。有些人来到尼泊尔就是想满足自己对异
教的好奇心。但是，我知道，我的心在尼泊尔，深深的被上帝的作为征服。	

黄素素执事（联堂）
佳讯拼盘 佳美脚踪

	 这一次的宣敎隊原本是一个医疗宣教及

探访教会支持的两位当地传道同工。但因为教

会的医生会友的时间无法配合，因此，改为一

般的宣敎隊。也因着这更改除了蒋牧师，田应

为弟兄和我本人以外，另七位都是第一次参加

宣教队的弟兄姐妹。

	 从吉隆坡出发登机时，我看见许许多多

的尼伯尔劳工带着归心似箭的心情。我们去到

到	 Hetauda——一个非常贫困的乡村做了一

点扶贫及传福音工作。抵达目的地后，Pastor	

Mahesh和Pastor	 Min带我们去参观他们将要

设立的教堂及一所短期门训中心的地方。这是

神赐给他们的异象。此外，我也看见那些绝望的兴都教徒焚烧死去亲人的景象。

	 过后，我们跟随尼泊尔的	SIM	Field	Director,	Pastor	Daniel，拜访	NMCN	(Nationl	Missionary	

Commission	If	Nepal	机构。主席Sat	弟兄讲解机构的事工，让我看见在尼泊尔传福音的迫切需求；

也让我更加体会神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的意义。

	 我在Pastor	Min	的儿子：Markus	 &	 Sabina的婚礼遇见了两位年轻的女宣教士，她们一个来自

美国，一个来自菲律宾。她们顺服了神的呼召，“道成肉身”来到尼泊尔，与当地的弟兄结婚定居

在这里，继续传扬福音。她们这种的顺服和奉献精神让我感到十分敬佩，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的妻子，秀卿和我一起参与了这次尼泊尔宣教队，使她对宣教有了一些的体验，相信能使我

们往后对宣教的服侍更同心。为此，我满心献上感谢与赞美。

	 透过这次的宣教旅程，神让我对宣教有了更广大的视野。我想第一次参加宣教队的弟兄姐妹对

宣教也有了新的认识。

	 願神继续把宣敎的心放在我们心中，願祂继续使用我们成为祂的器皿。

	 荣耀都归阿爸天父！

走进
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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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尼泊尔这个高山之国总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二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少年人
就渴望踏上这片土地，望着那清澈的蓝天白云，高山耸立，身在其中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尼泊尔在	 2015年4月25日，因8.1级地震而失去了无数人的性命，其中12个世界文化遗产在
地震中损毁，这对我来说是个震撼。我原本计划在当年飞往尼泊尔，但上帝却让我无法顺利的成
行。仿佛上帝要提醒我生命在于祂。

	 相隔两年半的时间，2017年12月，我终于踏上了这片土地。这趟旅程最不可思议的是：上帝
竟然让我带着一个使命参与了宣教队；与这群”战友”藉着我们的手把神的爱向尼泊尔人彰显。
从前我总带着观光的心态看世界，宣教旅程结束后，我已学会以上帝的眼光看世界，胸怀普世，
作主门徒。这是我的改变，我要感恩。

	 在这旅途中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一个破旧的小木屋；从外侧到内侧整间屋子只采用泥土
和树枝来建筑，乍看之下就好像建筑工地——暂时建造给工人居住的地方，非常简陋。当Pastor	
Min告诉我，这竟然是当地居民敬拜上帝的地方时，我实在无法想象没有灯，没有椅子，甚至连地
板都没有的地方竟是他们唯一的教堂。我不仅要思考“人对上帝建立的信心，不在于环境而在于
心态”；我们有再美的教堂，也不一定每个进来教堂的人，会珍惜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但他
们却做到了。

	 在一个深深被民间信仰所影响的国家，看见信徒聚集筹款来买下一片土地，	 在近几年里要筹
款建一间教堂，我体会到了他们对信仰的坚强和神的同在。若不是上帝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
然劳力。

	 倒数下一次的尼泊尔之行，我要做出更多准备，以不变的真理，挑战万变的时代！

	 透过这次去尼泊尔的宣教队，我有很多的领受，也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故事；就从我个人领受
和神的眼光来分享。

	 从神的眼光来看。主说：“将福音传到未得之名的族群里，叫他们有机会听福音得永生。我
进到当地的村里（chaodeli）做扶贫的工作。我察觉到他们不认识神，对祂感到十分陌生。	

	 感谢主，当牧师呼召时，大约有2/3出席的村民决志相信耶稣。随后我也有机会，与当地牧者
去到各地区的福音工厂。这“提醒”了我，必须在主再来的时候，快快把福音传开。

	 我对神的个人领受，就是体会到虽然尼泊尔的生活水平不富足，但是神赐给他们有土地耕
种，各种畜类来维持三餐；相比之下我在都市里的生活，虽然看似比他们富足，但若我一夜之间
没有了工作，那我的三餐都成问题。所以这可以证明主对人的怜悯，按人的需要都预备好了。回
应主的命令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不是选择。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门徒”！	 这次的旅程，让我反省自己在回应主的爱时，到底付出了
多少。

尼泊尔
宣教情

尼
泊
尔
宣
教
分
享 文/范日怀（珠巴）

文/	陈喆鸿（古晋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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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宣教之旅

	 “尼泊尔”这三个字，让人联想到一个贫困穷苦的国家；那里也充满偶像神秘色彩及世界顶峰

的国家。再加上两个最有意义价值的字——宣教。

	 脑中就有个声音，三个字：“我要去。”

	 一个美丽的傍晚，我在教会修理完空调后，看到蒋牧师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咚咚...

	 “蒋牧师，请问去尼泊尔短宣需要有什么资格？”蒋牧师：“你会唱诗歌和分享吗？”会！那

就回家祷告一下吧！尼泊尔之行就这么成了。

佳讯拼盘佳美脚踪

文/	范发勇（联堂）

记于尼泊尔宣教之旅，30/11/2017-8/12/2017进行中

	 在深山野林、翻山越岭、弯弯曲曲的道路闯荡了二十几年的我，都不曾堵过车却在尼泊尔给遇

上了，险峻陡峭的山路真是让我们一行人大开眼界，6个半小时的堵车如身在寒冷的天气（7度）在

主的保守之下我们终于在凌晨十二点钟抵达酒店。

	 早晨灵修时间，牧师宣布说：每个人都要有一段分享。什么？？上台分享…..

对我这野人可不是件好差事，这可真是逼上梁山，骑虎难下了。心中盘算，今晚要如何预备一下？

	 出发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明天自有明天的烦恼。

	 抵达部落一切就绪后，一问之下，弟兄对我说：“等下就要分享，”“哇…！”是今天不是

明天吗？就今天啦！真的是今天的忧虑今天担当了，明天有明天的烦。只有祷告祈求上帝开我的口

了。

	 第一次参加宣教，第一次上台分享，上帝真奇妙，这一切都在尼泊尔发生。牧师说：“在美里

你躲得了，在这里可躲不了。”可真的应验了上帝要你为祂作盐作光时，你躲也躲不掉。

	 沿途上看见很多祭拜偶像的祭坛，心中感慨万分。这个国家真的需要救恩及听到福音，希望我

们这一小队人，播下的这粒小麦子能在尼泊尔这片土地上发芽茁壮，把福音传开让所有人都能得到

救恩。

	 另一个感受就是宣教不单是牧师、传道人和宣教士的工作。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人有不同的恩

赐，我们就把这些不同的恩赐运用在宣教工厂上，就好比：建筑、水电、烧焊、医疗等等，都可以

一边事奉一边传福音，真是鱼与熊掌兼得，又可荣耀主名，何乐不为。

最后感言：

				

	 耶稣给了我们牺牲的爱，用祂自己生命拯救所有人的性命。我们理当报恩和舍身。我们要胸怀

普世，作主门徒！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主耶稣基督，阿门！

补充：

	 感谢主，我的脚受伤并发炎，但不至恶化，能一路从尼泊尔走回美里，也感谢牧师及队员们的

关心。

佳讯拼盘 佳美脚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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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aste. 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Praise be to the Lord, Who has given me the privilege to join the recent Nepal 
Mission Trip, which spanned from 30/11/2017 to 07/12/2017.

 Nepal is one of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here 
missionaries serve. I have read and heard about missionary stories there but 
experiencing it first-hand is an eye-opener. Being my first missionary trip, it gave me 
a clearer vision on how the missionaries serve in the mission field.

FOR 

佳讯拼盘佳美脚踪

NEPAL

佳讯拼盘 佳美脚踪

 On arrival, we were met by two local pastors- Pastor Min & Pastor Mahesh who 
showed us sincere hospitality throughout the trip. We were brought to Hetauda, a 
local town where we attended the children camp and joined the congregation for a 
worship at Rotemate Church. The church building was incomplete but it did not stop 
the locals from worshiping there. The praise and worship led by the youth were 
impressive. The presence of many children at the camp and the willingness of the 
youth to serve encouraged us tremendously and we give thanks to God.

 Pastor Min and Pastor Mahesh also brought us to a few villages where they 
have visions to set up churches. While in one of the villages, a particular experience 
that moved me deeply was attending a prayer meeting held in a shanty hut. The 
condition of the villages are considered underprivileged as compared to what we 
have in Malaysia, yet they worship with a big heart. Outwardly, it seems that they do 
not have plenty, yet inwardly, they are richly blessed. This just goes to show that in 
whatever condition, we can worship God and continue to give thanks to Him and that 
true joy is not measured by material worth, but by spiritual wealth. During the trip, 
we also visited National Mission Commission of Nepal (NMC) who works with SIM, 
an international mission organization, to train and send missionaries all over Nepal. 
We praise God that Miri Gospel Chapel can partner with the local pastors to serve in 
the local church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by financial offerings, prayers and spiritual 
support.

 This trip has brought me closer to Nepal and has definitely strengthened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It has inspired me to have a good stewardship of what we have 
to invest in missionaries and evangelism. Let us all remember that ultimately, the goal 
of all these is to bring glory to God.

 I urge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remember the people of Nepal and the 
missionaries serving there in your prayers. 

 All glory to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loves Nepal as much as He loves us.

Jennifer Lim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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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改变我”，这句话应该是每一个信主之后，盼望人生

有改变，有一颗追求成长、寻求生命突破的基督徒心中的祷告。我

们盼望生命成长，却发现做起来十分困难，常常叹息着“立志為善

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尤其是对第一代的基督徒；即是

从不认识耶稣，到后来相信耶稣的基督徒。

	 从前我就已听过有关突破营的事情，心中向往，但也害怕。因

为参加这个营会就要预备心把自己的软弱和黑暗，在神面前敞开，

也向人敞开。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需要勇气才能做到。“突破”

就是这个意思。从不敢变敢、不行变行、不可能变为可能！突破不

是你想做到就能做到。改变生命只有神才做的到；绝对不是凭着自

己的努力。“改变是当神介入，而你愿意敞开，生命就会经历突

破；之后，你便能体会、经历到生命逐渐成长。渐渐脱去旧人，穿

上新人。

	 我分享其中之一信息的领受——四种心来察看我们内在生命的

状况。共有四种不同的心。第一，坚硬的心。让神破碎我们坚硬的

心，唯有柔软的心田，使自己谦卑下来，才能领受神的话。第二，

肤浅的心。扎根在神里面，让生命渐渐成长，而不轻易放弃。第

三，拥挤的心。在神里面得到满足，以至于松手而不沉迷于物。第

四，顺服的心。顺从神的心，就是一个降服的心。

	 这次营会的主题是“主啊，改变我”。在这个营会里，我亲身

经历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神的爱，医治了我的心，使我重新有力

量站起来，面对生活和事奉的挑战。营会的主题曲是“医治的爱”

。盼望下次的突破营你来参加，一同经历生命的改变。

在泥泞深谷中，祢领我走出来；

我跌跌又撞撞，是祢扶我站起来；

我满身是伤痕，祢将我抱起来。

我在祢的怀中苏醒过来。

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

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

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

文/周彩莲传道

主
啊

改
变
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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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拼盘书香畦

文/杨思妮

	 	 宣教士子女（简称宣子），是一群奇怪的另类第三文化人，有幸地可以跟着父母同在一个
国家的某个地方，更多为了学业小小就得离家寄宿学校，经常要收拾行装，然后开包拆箱，时常
感觉自己在转变中和格格不入，处於来与去之间。一位退休的宣教士说：“宣子不是附件。”是
上帝送给世界的非凡礼物。

	 	 曾经两年半，我们活在一个讲纯华语的台湾，在接待的房子里跟外国人讲英语。面对白人
讲华语，华人讲英语，又因小孩没法沟通而不跟他玩的困扰，脑袋无法辨识接受的三岁小呱很懊
恼气愤地说：“我是讲华文的人，不是讲英文的人！不要跟我说话！”	他一度要把客人统统抨
走！今天，他已回到讲英语、马来语、华语、粤语掺杂的马来西亚两年，能够自如地跟华人表弟
以英语沟通。

	 	 这宣教的路不易走，宣子的心声更是父母的痛，唯有透过上帝的救赎，才能得着医治和调
解。愿这本书让读者更读懂他们的心声，学会如何更实在地为宣教士和宣子祷告！

	 	 你愿意认识宣子更多吗？

宣子 
Third Culture Kids 文/杨颜祯（廉律）

佳讯拼盘 书香畦

	 	 本书收集各方主讲者的论文，详细的报导了大马中文教会与福音机构致力开拓、发展文字
事工的辛酸苦乐与收成，堪作为有心研究大马文字事工的珍贵文献。

内容简介：

	 	 文桥在2003年就大马中文基督教文字事工，举办了“共话百年”的研讨会，作为历史的回
顾与前景展望。

	 	 “共话百年研讨会”主讲与回应者包括：杨钟禄、陈金狮、黄向勤、王美钟、沈金央、陈
再明，还有很多主讲与回应者。
	 	 我最喜欢的主讲与回应者是黄子和张文光。黄子讲到20世纪马来西亚基督教华文书籍出
版状况。文字记载了多个出版社，如：人人书楼、好书、博爱、协传及文桥的出版简史。张文光
以“旷野的呼声”回应黄子，我们期望的是更清澈嘹亮的呼声，以致它能达到大马华人，甚至是
世界各地华人灵魂的最深处，从而唤醒他们沉睡的心灵，最终使“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
恩。

	 	 最后，我希望佳讯读者们一起阅读这本书，它能使人大开眼界！藉著阅读这本书，将会读
到更多不同主讲和回应。

书名：文字事工、薪火相传
（20世纪大马基督教文字事工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邓雅荣,	美术编辑：何廉明
出版社：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文字事工、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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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拼盘师母系列

	 十一年前的复活节对我们夫妇来说是特别
有意义和充满挑战。那一年的复活节恰巧落在
4月8日。这也是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难以想
象，第一年的结婚周年纪念日竟然是在西马的
医院渡过的！

	 至今记忆非常深刻！那一天是复活节崇拜
的早晨，我们带着不到三个月大的婴儿-育圣参
加主日崇拜。当天崇拜前我们领受了全教会，
包括了美里的各个堂会，为着将要面对大手术
的育圣来祷告。那时，我们人虽在班登教会，
却深深体会和感受到美里众牧者、领袖、弟兄
姐妹在祷告上的扶持。记得，当时心里充满平
安、宁静、没有一丝的惧怕、不安和无奈。当
天崇拜结束后，我们坦然抱着育圣进入马来西
亚心脏医疗中心。

	 第二天早上是漫长的等待。当我们夫妇看
见新生儿-育圣被推进手术房的一刹那，千头
万绪在脑海中闪过。然而，由于圣经里约伯说
的一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
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此，我们深
知道手术不论失败与否，都有主美好的旨意，
所以我们坦然面对。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顺利完成了心脏手
术。但却在第三天晚上，经医生团队诊断后，
孩子的心脏影响了其他器官必须紧急动手术，
须在三个部位开洞，因此在孩子身上多了三道
刀痕！听见这个宣布后，顿时还真不知如何反
应。但感谢神，手术顺利进行！

	 经过这次大手术后，孩子需在加护ICU病

房特别观察。但医生两天后又急时召见我们，
惊讶的告知我们，心脏又发现一个洞在心房。
若不动手术孩子无法长久生存，然而，若动手
术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心脏的大手术才刚
动完不到四天，再者是因为孩子是唐氏儿恢复
的能力不如一般小孩。因此团队医生必须慎重
的开会，不知医生讨论了多久，他们最后决定
依然给孩子动手术。当时，想到孩子在同一个
星期动这么多次的手术，心中不禁为他冒冷
汗。就在星期五的早上，同一个位置再一次把
胸口打开，把心脏里的洞缝起来。

	 心中想着孩子须面对维持5个多小时的手
术还能存活吗？我真不知道，就在漫长等候期
间马圣院长打电话来在电话中为他祷告，再一
次神的平安即刻充满我！神安慰我们：孩子会
没事的，虽然心中仍有小信。

	 在加护病房的孩子足足住了三个星期。
这段期间，由于医院规定家长不能守候在身
边，所以我们夫妇俩只好在附近的超市逛逛。
当时，孩子其实还没渡过危险期。然而无法想
象，我们当时心中有出人意外的平安，竟然还
能为孩子购买帐篷和地垫（后来这两样东西，
超适合供孩子使用的）。

	 在这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弟兄姐妹
的祷告与陪伴是多么的珍贵！使我们心里充满
着盼望与能力。在患难中，我们更能体会众牧
者、领袖、弟兄姐妹、马圣老师、同学、家人
的关心与代祷。让我这位初为人母、未经大浪
的人，能经得起这个挑战并且得胜有余。

祷告的手·施恩的父

文/黄主珠师母

	 身为基督徒，我们笃信宇宙中有一位神，一位独一无二的神，而这位神是我们生命的主。然

而，许多人没有认清，也没有接受这位主宰宇宙的神。当然，神不会因为世人的否定而变成不存

在。世人肯承认有神，抑或不肯承认有神，神的存在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罗马书1章19至20节

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

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人的罪使人无法用肉眼看见神，但神明明说，眼睛虽不能看见祂，但是透过祂创造的宇宙万

物而得以知道有神。比方说，一台手机。我们知道是由设计师和厂商合作制造的；而一间房子，我

们知道也是经过设计师和建筑商等人一起盖的。同样的，这宇宙中自然界的次序，春夏秋冬四季的

运转，人类和动植物等的存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宇宙中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世人怎

能说没有神呢？因此，世人无法推诿，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存在，它是一个事实。

	 罗马书3章23节记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实！可是

世人无法接受本身犯了罪，因为不相信神，不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救主。更甚的是，有人为自己造出

许多的神。不承认有神，这是对神的亵渎。犯罪是一个事实，但是人为什么会犯罪呢？有人把犯罪

归咎环境，认为犯罪是受环境所影响。环境可以导致人去犯罪，可是环境本身是静态的，是人本身

想要尝试接近它，被它影响。人具有犯罪的天性，无法抵挡罪恶，因此我们需要神的救恩。就好比

我们知道赌博是不好的行为，但是许多人因为好奇，希望亲身尝试，之后染上赌博的恶习，且花了

许多宝贵的时间去赌博，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再者，我们喜欢说谎言，因为可以逃避责任。没有人教小孩子说谎，可是他们大部分都会说

谎，这也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喜欢学习不同的东西，不仅要学，还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学，才能完全

学会。然而，我们不用学习犯罪，却自然地会犯罪。不用人教就会说谎，是基于人本身就有说谎言

的天性。人犯罪的主因是人自己的问题，不是因为环境。环境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线，如果人本身不

会犯罪，什么环境也无法影响他去犯罪。

主耶稣基督~
人类的救主 文/朱运利

佳讯拼盘 福音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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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犯罪的事实，和人犯罪的天性，足证我们世人都是罪人。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祂荣耀的

形象造的，但人背逆神、远离神、不要神，结果堕落成为一个罪人，何等的可悲！你和我都是罪

人，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人都是罪人。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有谁可以坦然地在神面前自夸：“

我不是罪人？“	 我们读一读以下这些经文：“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

罪。”（诗篇51:5）。“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罗马书5:19）这个事实是人在神面

前无法推诿的。

	 亲爱的朋友，就因为世人都是罪人，罪人的遭遇和结局就摆在我们面前了，神要审判罪，神

要定罪人的罪，罪人要落到应得的刑罚里。神也向罪人宣告：“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6

；23）我们都是罪人，罪一在人里面，死就临到了人，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参看罗马书5:12）。

	 记得一位牧师曾经在一篇文章这么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实际上是活在死亡的情形里，

如同从树上折下来的树枝，一个短时期内，从外表来看，好像还是活着的、青绿的，但是死已经在

它里面了，慢慢地这根树枝就枯干了。人活在世上，只有叹息，没有安息，对人生感觉空虚，常常

落在莫名的愁苦中，不管男女老少，贫穷的或是富有的，有学问的或是没有学问的，都无可避免地

遇见这个空虚愁烦的现实。这就是死的现象显在活着的人中间。当然，有一天，死亡将会来到，

时间一到，人就死去，我们身边的亲友会忧伤难过，但是，人终究会死，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

有死呢？那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总有一天要临到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接下来还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希伯来书记载：“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

有审判。”人的罪把人追得多苦，不单是叫人现今没有安息，叫人死，还叫人死后仍需落在神的审

判里，审判以后就进入永远的灭亡里，就是第二次的死，在火湖里永永远远地受痛苦（参阅启示录

20:12-15）。这是罪人的结局。

	 人是罪人是一个事实，罪叫人死是一个事实。无论人的身份地位，只要他是一个罪人，他的

罪没有得到解决，他面对就是死亡，是绝望，是永远的灭亡。亲爱的朋友，你说怎么办呢？人的

罪必须解决，若得不到解决，那就已经注定是灭亡了。罪人无法叫自己不犯罪，甚至少犯罪也做

不到，罪人除了等死、等审判、等灭亡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审判人的神果真喜悦罪人灭亡

吗？不是的。神向世人敞开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

行的道而活。”（以西结书33:11）神不单是向人有这样的心愿，而且祂也实在做了一件空前绝后

的大事来解决人的罪，赦免人的过犯，拯救人脱离永远的灭亡。神看见人在罪中走投无路，祂大大

动了怜悯的心，祂差遣祂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成为人的样式，以代替我们去接受罪的刑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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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儿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替我们死，这是何等伟大的事！神为我们竟牺牲

了自己的独生子，这又是何等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

致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主耶稣如果不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我们这些罪人都得

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现在主耶稣为我们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我们都得了释放，得了

拯救。

	 主耶稣不单是死了，而且埋葬了，主耶稣代替我们接受了神的刑罚，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

神向人的爱也显明了。祂为我们受死。祂经过了死，也胜过了死。罪把死带进来，主耶稣借着死解

决了罪，也解决了死。罪人的问题都在主耶稣身上解决了，祂死是替我们死，祂复活是叫我们得

生，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没有神的救恩，我们永远是罪人。神的救恩借着耶稣成就了，我们就可

以脱离永远的灭亡。“祂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2:24）经文中的“

担当了”这三个字，明显地指出这一个“代替”已经成就了。是的，神救赎的工作已经成就。“

主耶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祂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祂受鞭伤我们得医

治。……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以赛亚书53:4-6）

	 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基督是神救恩的完美体现，祂是所有人类的救主。我们无法依靠自己的

能力去抵挡罪恶，我们需要这位主宰宇宙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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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拼盘肢体消息

共结连理
07/12/2017【实务地布道所】沈淑婷姐妹与林伟志先生结为夫妇
22/01/2018【联堂】黄传泰伉俪之唯女黄莉茵姐妹与刘孟林先生结为夫妇
10/02/2018【珠巴】许庆芳姐妹之长子池德鸿弟兄与邱秀美姐妹结为夫妇
03/03/2018【联堂】陈则平夫妇之唯男陈明恩执事与李德意夫妇之长女李诗怡姐妹结为夫妇

安息主怀
06/12/2017【母堂】庄衍旗弟兄（母堂廖玉英姐妹的丈夫、Andy弟兄的岳父、庄晓雯姐妹的父亲
	 	 	 	 ；班登堂会庄俊文弟兄的父亲、潘淑贞姐妹的家翁）安息主怀
01/12/2017【联堂】骆淑蔭老姐妹（林连尼弟兄的母亲、张芳柳姐妹的家婆）安息主怀
04/12/2017【珠巴】汤振兴弟兄安息主怀
17/12/2017【联堂】叶珠娇老姐妹（吴高良弟兄的母亲）安息主怀
11/12/2017【联堂】林福泰老先生（林国清弟兄的父亲、刘桂萍姐妹的家翁）息下劳苦
22/12/2017【联堂】李晓谨姐妹安息主怀
22/12/2017【都九】廖赞行老弟兄（廖慧娟姐妹，廖慧珠姐妹的父亲）安息主怀
11/01/2018【珠巴】张胜利弟兄（张美莲、张美群之父亲、郑嘉伟执事的岳父）安息主怀
16/01/2018【联堂】Melia	Ak	Bidan姐妹（陈华星弟兄的太太）安息主怀
08/02/2018【联堂】翁礼锐弟兄（母堂沈秋明弟兄的岳父、翁仪凤姐妹的父亲）安息主怀
06/02/2018【都九】温院为弟兄之长子息下劳苦
26/02/2018【联堂】郑金凤老姐妹（黄廉子弟兄的母亲、杨美莲姐妹的家婆、黄素素执事、永溢弟
	 	 	 	 兄、永嘉弟兄的婆婆；母堂周红燕姐妹的家婆）息下劳苦
25/02/2018【廉律】杨国良老先生（彭云娥姐妹的家翁）息下劳苦
05/03/2018【珠巴】贝清廉弟兄（陈秋兰姐妹之先生）安息主怀
08/03/2018【都九】梁光华弟兄（张淑良姐妹的先生、梁伟成弟兄、梁伟栋弟兄的父亲）安息主怀
07/03/2018【古晋】许向健弟兄（黄莉评姐妹之先生）安息主怀

添丁弄瓦
11/02/2018【珠巴】许万正夫妇蒙神赐一男婴
27/02/2018【班登】甘宗富夫妇蒙神赐一女婴

赴国深造/工作/乔迁
24/11/2017【晚堂】邓景聪弟兄前往新加坡工作
24/12/2017【珠巴】Andrew和谭艺绚合家迁居吉隆坡
14/01/2018【母堂】陈忆晶姐妹前往吉隆坡深造
13/01/2018【母堂】卢冠伶姐妹前往吉隆坡深造
29/01/2018【珠巴】朱景良夫妇陪同孩子朱俊基弟兄及朱咏琪姐妹前往纽西兰深造
19/01/2018【都九】陈明怡姐妹前往澳洲深造
07/02/2018【都九】卢冠铭弟兄前往澳洲深造
10/02/2018【联堂】杨诗慧姐妹前往台湾深造
11/02/2018【联堂】陈佩雯姐妹前往澳洲深造
19/02/2018【联堂】林振涛弟兄前往澳洲深造
28/02/2018【珠巴】江约珥弟兄前往台湾深造
28/02/2018【珠巴】郑礼财弟兄前往台湾深造

佳讯报导 家事动态

31

01/01/2018《随时多方祷告》研讨日

感恩落成崇拜聚会

诗班献唱

	 为教会走向《精心门训教会》计划，本会
于2018年1月1日假廉律新堂举行《随时多方祷
告》研讨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儆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弗六
18）。当天主要出席的人是教会长执，圣工团
委员，团契职员，组长及主日学老师赴会。共有
293人出席聚会。
	
	 祷告是一个人与神沟通的桥梁，基督徒藉
著祷告与神直接沟通。祷告是对付属灵争战一个
强大的武器。在与看不见的撒旦的属灵争战里，
是超越人能力范围的战争。因此，得胜唯有靠
祷告，没有其他方法能战胜属灵争战。“随时
多方祷告”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要捉住祷告的时
机，为着不同的人与事祷告。并且是迫切的向神
祈求。这样的祷告是随着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来祷
告，因此，人能捉住祷告时机，知道为谁和为何
事祷告都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和带领。曾金发牧师:
没有祷告，我们看到我们在工作；有祷告我们看
到上帝在工作！

	 感谢主，本会廉律新堂已顺利落成，并於三月4日举行感恩落成崇拜。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成
就这一切的主，也感谢许多弟兄姐妹鼎力出钱出力的完成这新堂的工程！愿主报答。

廉律新堂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