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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語錄▪會長的話

繪畫末世地圖
◎翁穎彤姐妹 譯／本刊助理編輯

龍與海中的獸

我們的重點應放在〈啟示錄〉第13章，龍在末世時代攻擊忠於基督的人。

預言指出在公元538年至公元1798年教會在荒野受到迫害的細節。迫害人的獸

直接從龍身上支取力量。這海獸由三種動物合成―豹、熊、獅子―牠口出

狂言、褻瀆、並發揮其無可爭議的權力達42個月之久（等同於1,260天），那獸有

一個致命的傷口，使牠不能如常作惡。然而，獸很快便恢復過來，便開口向上

帝說褻瀆的話，和「褻瀆上帝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啟

13：6）

〈但以理書〉第7章和第8章所提到的海獸、獸和小角力量之間的相似之

處非常引人注目。他們向上帝說褻瀆的話，褻瀆上帝的帳幕和祂的住處。他們

使用權力，迫害聖徒。公元538年展開政治，宗教統治，當阿里安東哥特人被

趕出了羅馬，賦予教皇充分的政治和制度的權力，海獸於那時被定為羅馬天主

教系統。他們一直持有力量直至法國政府起革命下令教皇不應再「行使任何職

能」。該法令頒布後不久，教宗庇護六世在羅馬西斯廷教堂進行彌撒時被捕。

歷史記載，數月後，教宗於瓦朗斯城市死亡，當時他仍然是法國軍隊的俘虜。

海獸所受的傷不至致命，而是一種暫時性的挫折。在未來數年內，直至

19世紀和20世紀，教皇逐漸收復失地。現在，不論教皇到那兒去，不管他做甚

麼，他便會在世界各地的新聞報導出現。名副其實是世界上的「獸後奇觀」。

獸的傷口已大多癒合，名聲也似乎恢復過來。

然而，滿有力量的海獸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啟示錄〉第13章第8節指

出，地上所有的人會敬拜這海獸―除了在羔羊生命冊上留名的人。我們還沒

有看到這事情發生。現今世界各地十分尊敬這權力，各宗教團體試圖重新加入

天主教教會。然而，這世代的人不敬拜這個權力。〈啟示錄〉告訴我們，如要

令全世界敬拜的事情重演，獸和地上的獸或羔羊的獸必須互相合作。

傅博仁牧師
華安聯合會會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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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真情語錄

地上的獸

正如〈啟示錄〉第13章繼續道：我們開始展

望未來的時候，有獸從地上來（參閱啟13：11）。地

上的獸與海獸相似，牠們擁有政治宗教的性質。

牠會不斷長大，效忠於羅馬天主教，最後運用其

巨大的影響力和權力迫使世界敬拜海獸，就是那

教皇，那些因牠而受傷的，屆時會得到痊癒。

地上的獸在海獸嚴重受傷後（1798年後）變得

非常突出 。牠必須進入一些人口稀少的地方，以

對抗來自海的海獸。《聖經》的預言中，海獸代

表多民、多人（參閱啟17：15）。海的對岸，人口

不多，這獸似乎被描述為羔羊的基督教國家。作

為一個教會，我們已經確定了這羔羊為美國，因

這個國家似乎符合上述所有特性。蘭子‧斯特凡

諾維奇所撰的〈啟示錄〉評論解說：「看來，在

現代歷史上除了美國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宗教或

政治體系所形容的與獸相符。……今天，美國在

世界事務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到目前為止，這

權力預表雙角獸。從歷史上看，甚麼會令這個雙

角的羔羊開始像龍一般說話，仍是有待觀察。」

毫無疑問，美國擁有權力和影響力來掌控這個世

界。其影響力不僅在軍事領域，而是影響着人類

的思想。作為民主和人權的燈塔，美國幾乎是無

可匹敵的。金融衰退已經足以證明，美國也是世

界經濟的領導者，如果美國打噴嚏，整個世界的

經濟都會受到影響。這地上的獸使用經濟，以及

軍事實力，會在末世時對付上帝忠心的追隨者（參

閱啟13：15～17）。

肯定的是，這種力量將利用其影響力來欺騙

整個世界，並迫使他們拜第一隻獸。惟獨餘民聽

從上帝的話語，是祂真正的跟隨者。

《聖經》說，那些跟從獸的人會被印上獸的

印記，那些敬拜海獸的，會被印在他們的額和手

上。上帝的印記明顯地分辨出那些跟從和敬拜祂

的人，就是屬上帝的餘民，有着上帝的印記（參閱

啟7：3），〈啟示錄〉第14章第1至12節描述，這印

記可見在他們的額上。你能否看到末世時的善惡

之間的大鬥爭嗎？上帝引領人歸向祂的舉動，撒

但也常常偽冒此舉―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

惑了（參閱太24：24）。

我同意蘭子‧斯特凡諾維奇所指出：「印記

是一個真正基督徒的象徵，受印記的人是屬於上

帝，是祂的財產（參閱提後2：19）。敬拜獸的人印有

獸的印記，象徵他們是屬乎撒但並忠於撒但的標

記（參閱啟13：16～17；14：9；16：2、19～20；20：4），

正如基督的跟隨者印有上帝的印記，象徵他們是

屬乎上帝並忠於祂的標記。」我們因為忠心所以

敬拜，敬拜顯出忠心。再者，敬拜是基督與撒但

之間的善惡之爭的中心和核心，這鬥爭將會成為

基督復臨前最後的核心危機。

本章所探討的中心是如何以合適的文字和歷

史背景把三天使的信息呈現。我們在第13章的結

尾部分看到一些重疊的信息，這些信息應由三天

使傳揚的信息。第三位天使對於拜獸和牠的形象

作出一個清晰的警告，這警告在〈啟示錄〉第13

章中提到，他向世界發出警告，提防在額上和手

上有那可怕的獸的印記。因此，我們應該注意，

教會不宜在經歷曠野的時段傳揚三天使信息。從

以上事件的背景下顯然看出，上帝的餘民應把這

三天使信息的警告在末世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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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14章中描述在末世傳揚信息的那批人是上帝的餘民。他們是站

在羔羊的那邊。他們有父的名寫在額上（參閱啟14：1），他們毫無保留地敬拜祂，

他們是未曾被玷污，沒有因巴比倫而妥協的那批人（參閱啟14：4）。他們是站在上

帝寶座前的那一批，被基督的公義遮蓋，因為他們守耶穌真道（參閱啟14：12）。我

們要讓世界知道耶穌即將回來，我們需要怎樣預備迎見祂。

不容錯過

〈啟示錄〉第12至14章的主題是敬拜，當中共提及8次。最後的衝突是鑑於

十誡。你看，前四誡是人與造物主的關係，這是與敬拜有關！撒但和他的跟隨者

――海獸和獸在末世的時候發出的挑戰，他們是故意挑戰守誡命的人。讓我在以

下闡述：

傅博仁牧師
華安聯合會會長

第一條
誡命

第二條
誡命

第三條
誡命

第四條
誡命

上帝的律法：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20：3） 

末世時的假冒：獸呼籲人們敬拜他。（參閱啟13：12） 

上帝的律法：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出20；4～6）

末世時的假冒：又有權柄賜給牠，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
　　　　　　　害。（參閱啟13：15）

上帝的律法：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出20：7）

末世時的假冒：獸說誇大褻瀆話。（參閱啟13：1，5） 

上帝的律法：當記念安息日。（出20：8～11） 

末世時的假冒：獸的印記――星期日（參閱啟13：16；14：9）

真情語錄▪會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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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會長的信息分享，可
透過QR-CODE到希望電視
台網站瀏覽最新短片。

會長的話▪真情語錄

在末世的時候，上帝的餘民，祂忠心的門徒

遵守上帝誡命（參閱啟12：17；14：12）。撒但和假冒

的三位一體逐一攻擊上帝和祂的餘民。他們逼迫

那些敬拜上帝的人，並誤導世人敬拜他們，如同

守誡命的人遵守十誡中那四條敬拜上帝的誡命。

上帝的回應 
撒但和假冒的三位一體無時無刻都在盡他們所能欺騙和強迫全世界敬拜

他，而不是敬拜天上的三一真神上帝。可悲的是，世人只忙於他們日常

的工作而完全不知道大考驗和危機非常接近。但上帝對於祂所愛的兒女

有一項計畫，祂不希望任何一人被欺騙而錯過了永生。祂的計畫是派出

三天使，警告全世界即將面臨的挑戰。三天使的任務是使人類回歸主宰

的身邊。餘民的使命是代表三天使傳揚永遠的福音，並鼓勵人敬拜上

帝，透過這種方式裝備好，迎接挑戰。

父上帝 龍／撒但

有在天上的居所（啟4；5）
有一個寶座（啟4；5；7：9～15）
賦予基督權力和權威（太28：18；啟2：27；3：21）
受敬拜（啟4：10；15：4）

曾在天上有分（啟12：3，7～8）
有一個寶座（啟13：2；2：13）
賦予海獸權力、王位及權威（啟13：2，4）
受敬拜（啟13：4）

耶穌基督 海獸

從水中出來開始傳道工作（路3：21～23 ）
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約14：9）
被殺過（啟  5：6）
現在又活了（啟1：18）

從水中出來開始他的活動（啟13：1）
與龍相似（啟12：3；13：1）
被殺過（啟  13：3）
又活過來了（啟13：3）

聖靈 獸

有基督的樣式（約14：26；16：14 ）
引領人敬拜基督（徒5：29～32 ）
行大奇事（徒4：30～31 ）
在五旬節以火臨格（徒2）

有羊羔的樣式（啟13：11）
引領人敬拜海獸（啟13：12，15）
行大奇事（啟13：13；19：20）
從天上降下火來（啟13：13）

更多的證據表明在末世的時候，敬拜上帝會

被受到試驗。撒但以假冒的三位一體――他自己

的位格要求地上的人完全效忠於他。（參閱結28：

14～17；賽14：12～14）。以下是蘭子‧斯特凡諾維奇

博士對〈啟示錄〉的評論所描述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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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望新牧師
華安聯合會
行政祕書

主編的話▪真情語錄

使徒時代，當五旬節聖靈降下之後，教友

人數迅速增長，《聖經》形容當時的情況說，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

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

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

着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上帝，得眾民的

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2：

44～47）

當時教會的興旺，不但表現於教友人數的

不斷增長，更體現於教友之間相親相愛的關係

上。當教友加入教會後，他們都有很強烈的歸

屬感，所以他們才樂意將自己所有的都奉獻給

教會使用。

很明顯，當時教友留在教會的比例相當

高，不然「凡物公用」是不可能實現的。反觀

如今的教會，教友的流失率卻變得相當高了。

「數據顯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現在擁有近

一千八百萬信徒，但是在過去五十年裏至少流

失了三分之一的信徒。而且，在本世紀，流失

的教友與新加入的教友的比例是43比100。」 1

為何教友流失率如此之高呢？主要的原

因，根據一項在2012年針對本會信徒的調查報

告顯示，信徒離開教會大多與他們在生活中遇

到的問題有關，而不是因為不贊同本會的教義

和做法。總括來說，主要的原因包括下列幾方

面： 註 1http://www.chumadventist.org/tc/news_details.php?cat1=4&id=36

留住教友

針對教友流失的問題，從全球總會開始，過

去幾年一直在不斷地尋找方法，希望全球各教會

都能提高教友留在教會中的比例，並提出了一些

建議，一方面是給教友提供充足的餵養，使他們

在教會中茁壯地成長；另一方面，要致力尋回那

些已經離失的教友。

尋回離失的教友的第一步是各教會對教友名

冊的審計，多年來教友名冊上的記錄愈來愈多，

但許多已經離開教會的，並沒有得到傳道人的注

意和關心，而教友名冊審計就是一個尋回與挽救

的工作。調查顯示，在離開的教友中，有接近80%

的人仍然相信《聖經》的權威，而75%昔日的教

友仍然願意考慮重新回到復臨教會。這就告訴我

們，大部分離開的教友還是對教會有感情的，而

使他們重新回歸到教會中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持續不斷地探訪和關心他們。

為了防止教友的流失，更加重要的，是從

教友最初加入教會的時候開始，讓他們經過完善

的門徒培訓，從信徒成長為門徒。在成長的過程

中，不斷關心他們的需要，在困難時扶助他們，

在灰心時支持他們，使他們從靈性、職能、和人

數的增長方面參與拓展上帝的國度。

▪假冒為善　　　▪婚姻難題
▪缺少教會朋友　▪教會內部衝突
▪其他家庭衝突　▪個人與教友的衝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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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基本組織

 在大自然中，我們可觀察到很多組織的例子。

正如智慧者鼓勵人向螞蟻學習一樣（箴言6：6～8），

群體生活的生物都會應用組織去成事。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是一門很有興趣的學科，既複雜而又

多變化，但卻是生活化的。例如做生意，可由個人

白手起家，先由個人攤檔發展到家族生意，再進展

至企業、上市公司或跨國集團，組織就可從一人

（無組織）演變到複雜的董事會或股東會。

其實，我們不妨來細查環觀浩瀚的宇宙，小由

原子大至星系，都存在着組織，且非常奧妙地運作

中。我們的身體也是其中一個奇妙的組織。強調個

人主義的人只要反省自己身體的運作，就可以知道

原來生命與生活是不能沒有組織的。若以基督徒的

世界觀切入，更容易明白組織的道理，因為他們

所敬拜的創造主是三一真神―聖父、聖子、聖

靈，而三一真神是照自己的形像造人，因此人的

生命從開始就有靈、智、體、群。從夫妻以至家

庭、社會和國家，都有組織去運作其功能。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組織演變過程

▲1844年前復臨信息期
本會的組織，經過數個階段的演變。始自

1844年之前的復臨運動，當時的復臨信徒分別來

自各基督教派的教會，譬如浸信會、衛理公會

等。他們都相信《聖經》的應許，即耶穌將要再

來接相信衪救恩的人回天家。耶穌基督復臨的真

理導致很多地方的教會復興起來。復臨運動的信

息在各現有教會組織中宣講，是信息超越組織的

階段期。

教會組織的功能

教會組織的功能，最基本就是要成就上帝在地上成立教會的

目的。我們只要查看《聖經》，便可瞭解教會的功能是甚

麼，其中包括敬拜、牧養、合一、相愛、宣教、和服務。教

會之所以要有組織，乃是藉此有效地去執行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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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大失望後期
耶穌基督沒有在1844年復臨，使得很多復臨

信徒大失所望。很多復臨信徒被原來所屬教會除

名。這些仍相信耶穌會再來的復臨信徒不準備另外

組織教會，他們相信耶穌快來，認為已經沒必要有

組織。他們繼續查考《聖經》，繼續宣揚耶穌快將

復臨，但他們承認定出年日的錯誤。由於耶穌必再

來是《聖經》清楚的道理和應許，相信的人也漸

多，復臨運動不停地反加速，復臨信徒的人數亦迅

速增加。

▲1850至1863年的發展
相信耶穌基督將再臨的信徒在各地聚會，查

考《聖經》，宣揚這信息。他們各自成立地方教

會，自選教會領袖。十多年的發展，開始有地方

區會成立以聯繫各地方教會。組織開始成形，各

地方教會選出代表，再由各地區的區會選派代表

出席總會的選舉和組織。此刻的復臨教會主要是

在北美洲。1860年決定使用「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Seventh-day Adventist）的名稱，直到1863年5月，決定

登記成為教會組織並成立總會。

▲1863至1900年的發展
這時期的教會增長快，特別強調三天使信

息、健康改良、文字佈道和安息日學的推廣；而且

發展開始向北美以外的地區，包括南美洲、歐洲、

澳洲和亞洲等地的宣教（亞伯拉罕拉路於1888年來到香

港）。教會的人數與組織同時增加和開始複雜。統

計方面，1899年12月的全球總會報告，全球共有

1,786間教會，教友人數共64,008位，分布於北美洲

的六個區會、澳洲聯會、歐洲聯會和其他地區，合

成為全球總會。（參考：www.adventistarchives.org）

由於教會的急遽增長，組織運作方面出現一

些基本行政上的挑戰和組織行政的問題，例如：高

層領導有過多直接向他們負責的事項，或並非所有

組織功能都有代表在決策層次中，又或例行決策只

由少數幾個與事項無直接相關的領導作決定等等。

教會上下知道需要作檢討和有必要改變，以便教會

增長不至於停滯不前。

▲1901至1903年的本會教會改組
本會於1901至1903年之間，經歷了重要的教

會組織改組。由原本的三層架構改為全面的四層架

構：即地方教會、區會、聯合會、總會。主要目的

是把教會一些決策權，由總會下放到聯合會，以便

使教會的組織更完整化，而以區域為基礎、將整體

教會的功能透過聯合會，凝聚轄下地域的區會、大

學、醫院、出版社和各部門事工，促進教會的恩

賜和專長，互為肢體，發揮教會聯合（Union）的功

能，予在聖靈的融會貫通之下，推動聖工。

 總會在1913至1918年，於其下加上分會的架

構 ，作為領導的第一層次組織，是專責教會方向

性、使命、基本要道、人力和財力資源分配的重大

責任。而聯合會則為領導的第二層次，專責協調、

整合和支持各專業專長的屬下組織，讓它們各展所

長、各盡其職、互相配合、聯合力量和資源，以多

贏局面來發展聖工。其中最重要，就是使區會所負

責領導的地方教會，能夠發展而且茁壯起來。若要

達成這目的，聯合會的組織與功能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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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會的組織與功能

本會在1901至1903年全面以聯合會為全球教

會的單元（unit），這要比一些宗派以地方教會為主

要單元更能促進教會增長。自1903年本會的教會增

長顯著，在眾多基督教宗派的教會增長表現中名列

前茅。教會增長的表現不只在質量上，更在全球普

及上有較佳成果。本會的組織架構是成功因素之

一。尤其在聯合會的架構功能上，若能夠發揮順

利，增長速度會更快。原因簡述如下：

1 專業專長的發展
聯合會的組織架構與一個具規模的地方教會

相似。一個二至三百人的地方教會：其中有不同的

恩賜和專長的信徒，個別參與在教會各部門中去事

奉、作見證和宣教。其中包括服務不同對象的家庭

部、青年部、兒童部、婦女部，另有不同專長服務

的安息日學部、健康部、社服部、文字佈道部、音

樂部等。同樣，聯合會屬下的機構有醫院、國際安

澤救援社會服務、出版社、大學、大眾傳播和各部

門。聯合會的組織功能就是要結合這些專業機構，

發揮所長，向外推廣，走入社區人群；亦配合地方

教會的功能，內外相呼應，達成教會成立的目的、

使命和功能。

2 整合服務的功能
正如教會堂董會或事工組的組織和功能，每

次召開會議，最重要是協調各部門的工作，不可缺

少的是建立一個共同異象或願景，然後策劃分工合

作的行動計畫、目標和資源分配。同樣，聯合會的

執行委員會，就結合從大學、出版社、部門、醫

院、區會和地方教會的代表委員，建立共同議題

（common agenda），讓不同專業發揮其專長，聯合推

動聖工。

3 整合服務的領導
專業之間互相尊重，各展所長之餘，組織必

須具有身懷魄力能力的領導（Competent Leadership），

否則後果將會各自為政。整合領導（Col laborat ive 

Leadership）是關鍵的組織功能。領袖必須洞悉看準，

專業都各有尊嚴和操守，專業必須受尊重，給予足

夠的空間去自主同時整合，達至多贏局面。這是聯

合會最大的功能―能夠使各專業機構發揮所長，

整合而推廣永遠的福音，使教會壯大，均衡發展。

組織功能與教會生命週期的挑戰

組織是有生命期的。從開始成立期至成長

期，這時段通常充滿生命力、創新力和活力；其

創辦人或團隊都異象清晰，其願景能激勵人心，

吸引同感的人加入工作組織行列。進入成熟期的

組織時，開始專業分工，規章化、程序化，以便

繼續發展工作領域。但當組織漸入衰老期的時候，

通常會出現異象遺失、困陷機械化的牢籠，嚴格遵

守規章程序却缺乏創意、組織專業分工不受尊重又

缺少整合、紛爭、批評、推卸責任、內耗，成為削

弱組織的暗流。此時，領袖須刻不容緩地立刻檢

討組織成立期的使命和願景，有能力的整合、建

立各部門和機構的共同議題（common agenda），讓不

同專業發揮其專長，以授權式（Delegation）和充權式

（Empowerment）去整合各組織成員，更新組織生命週

期、歸回到成長期和成熟期的心境和經驗，並盡一

切努力和機制，維持健康組織的狀態，以期上帝的

地上教會早日達成使命和任務，快樂迎接主耶穌的

再來，與祂一同去看祂為我們預備的地方，一起慶

祝聖工完成！

胡子輝牧師
香港／港安醫院副院長（健康生活與院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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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

功能健全的架構促使各系統，活動，傳統及

事工，都妥善運作，而達至訂立的目的及目標。

可以說每一項事工，都具有意義的運作系統及使

命。缺一不可，不然就會流於世俗及公式化。

《聖經》的論據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

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弗4：11～12）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

14：40）

「摩西的岳父看見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

事，就說：『你向百姓做的是甚麼事呢？你為

甚麼獨自坐着，眾百姓從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

呢？……你這做的不好。……要從百姓中揀選有

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誠實無妄、恨不義之

財的人，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

十夫長，管理百姓，叫他們隨時審判百姓，……

這樣，你就輕省些，他們也可以同當此任。』」

（出18：14～22）

預言之靈的論據

「撒但不斷促使上帝的服務退化呆滯及無力

量去救靈。當傳道人被那些複雜、常規的工作纏

繞，他們的精力、熱誠及效命就變弱，屬靈的工

作就被忽略。由於太多工作而耗費資源，其他的

工作會因缺乏關注而衰竭及死亡。」（《教會証言》

卷4,602頁）

「上帝工作的原則已給予人類，我們有責任

作周詳的計畫，以致上帝能從其運作中帶領出果

效。」（《佈道論》原文653頁）

「上帝設定有組織的工作配合聖靈，當謹記

衪的能力使工作達成。」（《歷代願望》原文653頁）

「我得知有些弟兄建議廢除一些組織，無疑

一些複雜又慣常的機構雜務阻礙了工作，但這不

是針對組織的論點，這是一個曲解。」（《總會與日

公報》1893年1月29日）

「天使們和諧地工作，井井有序是他們的特

點。我們愈發仿效天使們的和諧與秩序，我們的

工作就愈有果效。若我們不明白和諧的必要，流

於混亂、無紀律及無組織，天使就不能有效地為

我們工作，他們會憂傷地離開，因他們不容許祝

福混亂，鬆散及無組織的團體。」（《教會証言》卷

1， 第649頁）

功能健全的結構 ◎選自《健康教會大豐收》

1清晰的使命、異象及價值

若你的教會尚未有清晰的使命宣言及異象，

現在應着手去做了。馬法斯（Aubery Malphurs）把使命

宣言定義為：「是一句概括、簡單而有《聖經》

根據的說話道出而作的事工。」而異象就是一幅

教會未來演奏成的圖畫。換句話說，若你的教會

熱切地履行使命，就會夢境成真。你可以構思一

幅上帝眼中教會。

復興與預言真理▪拓展上帝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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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置持續的評估機制

當你有清晰的使命及異象時，你便可藉此評

估你各樣的事工。它們是否幫助教會邁向她的使

命與異象？是否阻礙有價值的資源達成更有使命

導向的事工？

▲可衡量的目標
在未來的半年內，邀請三位（其中包括教會傳道

人）評估他們沒有參與的教會事工。

3開始定期的領導聚會

沒有目的的教會浪費寶貴的時間，但定期的

與主要領袖彙報及回應，不斷投射異象，建立團

隊式的工作，其價值勝黃金。

領袖主要是站立人群中，領導方向

―Gary Intosh

你可能發現有些事工，對使命或異象

完全沒有效用，毫無價值。雖然刪除

它會帶來痛苦，但這是唯一的選擇。

一些事工需要剪裁一下，好使它能發

揮功能。

一些事工只需些微的持續性捏扭。

有些事工是可行的，尤其達成異象極

為重要，在這一刻，它需要扶助。羅

根（Bob Lagan）建議給予訓練，額外資

源和指導，就好比得到了肥料一樣，

增強了事工整體的效果及效能。

其中一個「生命象徵」，就是在評估

過程中，你會見到新領袖被訓練成

才。領袖的增長保證了每項事工架構

的健康成長。

刪除

修剪

定型

培育

增長

4領袖訓練

領導的角色在提倡及維繫健康教會，沒有再

比這更重要的了。使人得力的領導方式，服事的領

導方式。成功的領導方式是教會增長能力的核心。

若要架構達至及保持其功能，領袖訓練是刻不容緩

的。

▲可衡量的目標
在未來的半年內，推介一本有關領導的書給

你的領袖閱讀，在數星期後，一起溫習內文。邀請

其他的領袖專才到教會開辦研討會。在未來的半年

中，以傳道人的身分，挑選一至兩位教會領袖，特

別指導他們，一起探訪、研經等。教導他們作領

袖，一起研習領導的書籍，一起分享心得。

5建立溝通的橋樑

「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尋求你教會

中的消息是如何傳遞的，10倍的努力改良。很多時

我們假想他人知曉所發生的事情，不要假想了！設

立可靠足夠及有效的溝通橋樑，幫助你及時傳遞信

息，最重要的是傳遞教會的使命及異象。

倘若你的教會還沒有電話可以活躍地傳遞信

息小組，在未來的半年內設立一組，用以傳達會眾

的得勝、代禱及重要的消息。在這世代最快的聯繫

方式是互聯網，在未來的半年內，收集會友的電郵

地址，劃分不同組別，以電郵（編者按：臉書或智能手

機群組）聯繫。每一個月召開領袖會議，一起討論

所關心的事工，如何邁向教會的使命及異象。

五個行動步驟

拓展上帝的國度▪復興與預言真理

傅博仁牧師
香港／華安聯合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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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權力的迷思
記念安息日者應有的情操（廿六）

拒絕權勢的試探

牧養專欄▪安息日‧情操

著名政治學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於1990年出版的《注

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一書，並同年在《對外政策》雜誌上發表的題

為〈軟實力〉一文中發表「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這個學說不僅適用於國際政

治，亦同樣適用於個人和商界。

「軟實力」是甚麼呢？這是指一個國家、企業、團體和個人的文化、價值

觀、影響力、道德標準與文化感召力。

與人合作，總會涉及最終決定，而背後的關鍵就是「權力」。約瑟夫、奈伊

指出：在日常的生活中，有三種不同的方法去影響別人，行使他們手中的權力來作

出決定，其中包括：武力威迫、金錢利誘和折服人心的說服。前兩者既是「硬手

段」又是「硬實力」，後者則運用情理兼容的說服、吸引、感化力等溫和的方法與

策略來贏得別人的信任、欣賞及協助。

由此可見，權力最大的吸引之處可以掌控手上的資源、操控他人，並有權作

出最後決定。難怪從古到今，不管個人、國家、國際社會之間，權力成為大家爭先

奪取，獲得安全感的目標。怪不得，古往今來，沒有任何東西比權力更難克服的引

誘和慾望。遠在二千多年前，耶穌基督就親自為我們活靈活現地示範，如何擊敗來

自撒但的「權力誘惑」。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說：『撒但，退去吧！

因為經上記着說：當拜主―你的上帝，單要事奉他。』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

天使來伺候他。」（太4：8～11）

撒但本想用「掩眼法」來誘騙耶穌，把耶穌專注事奉上帝的目光轉移至貪愛

地上權勢與榮華，繼而拜他而獲取它。不過，耶穌看穿撒但背後的計謀――他要僭

越上帝的權位和榮耀。結果，因着耶穌認定祂唯一敬拜和事奉的對象是上帝，藉以

突破源自魔鬼權力的迷思和試探。



■ 15末世牧聲92卷4期‧2014年4月‧http://www.chumadventist-ldsc.org

安息日‧情操▪牧養專欄

張美田姐妹
本刊助理編輯

為何「當拜我們的主上帝」？根據約瑟

夫、奈伊的定義，地位、權力、資源也是「硬實

力」。我們所敬拜的主上帝，祂同時具備「硬實

力」和「軟實力」，所以配得我們敬拜。

上帝的硬實力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既是天地

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

給萬人。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

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

們尋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

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

他。」（徒17：24～28）上帝對摩西說：「我是自有

永有的」（出3：14）。

上帝的軟實力（道德力）

「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和摩西一同站在那

裏，宣告耶和華的名。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上帝，不

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

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

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出34：5～7）

詩人大衛在〈詩篇〉第18篇第7至15節充分

描述上帝的權能與威嚴（硬實力），但使他心悅誠

服、打從心裏由衷地說：「耶和華，我的力量

啊，我愛你！」（詩18：1），正是他經驗到這位從

高天的上帝，以柔和的行事方式（軟實力）來靠近

軟弱、卑微的人。「你把你的救恩給我作盾牌；

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溫和使我為大。」（詩18：

35）

耶穌降卑才能贏取人歸向上帝

耶穌蒙上帝呼召降世為人，乃是藉服事來施

行拯救人，並贏取人歸向上帝。

「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

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

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路2：11～12）

「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

那掌權管他們的稱為恩主。……是誰為大？是坐

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

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路22：

25，27）「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

改。」（路5：32）

主呼召我以一己的軟弱來服事

作為基督的跟從者，祂呼召我以自己的「無

能為力」（powerlessness）來服事，而不是倚賴單單

擁有權力。

1995年年中，我放下教鞭應主的呼召投身文

字福音工作，在港澳區會任職編輯剛滿一年，當

時快要離任的三育中心小學校長符李慧文師母（符

潤牧師太太），誠邀我出任校長一職。除了因私人理

由婉拒之外，最重要的是經過禱告後，上帝很清

楚呼召我，透過一雙滿佈疤痕，在兒時嚴重燙傷

而引致無力、欠缺靈活的手，以致在書寫或打字

的速度遠遠不如人。雖是如此，我還是選擇藉以

文字來服事主、服事人。「他對我說：『我的恩

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林後12：9）

耶穌和我們能夠戰勝權力的試探――關鍵在

於每天、每時、每週用心靈和誠實敬拜設立安息

日的主上帝。



16 ■ 末世牧聲92卷4期‧復興與預言真理

牧養專欄▪健康亮點

這是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你能認識到高血

壓的問題，為自己的健康做最佳的選擇，這是關

鍵。高血壓被稱為「無聲殺手。」這是因為在你

血壓可能已升高，你自己卻沒有意識到。第一個

出現的症狀――中風，可以很嚴重並致人偏癱，

很不幸這發生在令母身上，你的家族歷史令人擔

憂。我們並不知道大多數高血壓病例的具體原

因，但有充分證據表明，高血壓有遺傳成分，與

若干基因有關。此外，所謂的環境因素也有一定

影響，包括吸煙、酒精、肥胖、缺乏運動以及不

受控制的壓力。

你需要知道自己的數字！我們的意思是，你

應當記錄自己的血壓數值，這樣你就可以把血壓

變化記錄下來，並相應地管理。有關高血壓治療

的指引最近曾被修改過。血壓測量有兩個讀數，

120/80 mm Hg是正常血壓讀數。較高的讀數是由心

臟收縮、將血液壓進血管、藉此循環全身產生的

壓力，簡稱「收縮壓」或「上壓」（「高壓」）。較

低的讀數稱為「舒張壓」或「下壓」（「低壓」），

是由較小動脈血管中的肌肉運動維持的。舒張壓

是在心臟處於休息階段產生的壓力，此時心臟中

充滿血液，為下一次收縮作準備。

血壓持續維持在高值，會導致心臟肌肉勞損

並受傷，同時還會導致血管和腎臟的損傷。大腦

血管因為中風（因為不受控制的高血壓而導致大腦區域組

織壞死）通常會受到傷害。即便是身體裏最粗的血

管——主動脈，也會因高血壓而破裂。這會在很

短時間內致命。

高血壓新指引

本文選自《復臨信徒世界》“Adventist World＂，2014年４月，第11頁。

　　診所護士告訴我，我患有高血壓，需要接受治療。我記不起實際的血壓讀數。

我感覺良好，不想下半輩子一直以藥片維生。我還有其他選擇嗎？家母在60歲的時
候因中風而成了殘疾人，她也患有高血壓。

photo by jasleen_kaur  w
w

w
.flickr.com

/photos/jasleen_kaur/438805202

健康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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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亮點▪牧養專欄

亞蘭．漢德賽得
退休認證臨床婦科醫生，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全球總會健康事工部前任幹事。

彼得．蘭德里斯
認證臨床顯微心臟科醫生，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全球總會健康事工部幹事。

《復臨信徒世界》中文版網站

‧帶你跳出堂會的框框

‧突破本地的界限

‧掌握全球復臨教會最新趨勢

2014年4月號文章推介
❶宏觀神學：明白本會「基本信仰」的前言

❷新書《懷愛倫百科全書》介紹

❸紀念邵逸夫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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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 i l  2014

高血壓的診斷通常根據三個不同時間所測量

的血壓讀數。這將幫助確定是否需要治療。話雖

如此，我們還是敦促你回到診所，重新測定血壓

並開始必要的治療。

高血壓的治療有兩方面：生活方式和藥物。

生活方式的改變於高血壓的治療是最基本的。這

包括有規律的運動、減輕體重達到理想狀態、飲

食改變和禁戒煙酒。科學證明，多吃水果和蔬

菜，少吃飽和脂肪和鹽，可幫助降低血壓。運動

應在醫療顧問指導下開始，好確保你能安全地投

入有規律的運動，並逐漸加大運動量。

高血壓的藥物有許多種，指引建議治療過程

的不同步驟。對於血壓中等偏高的患者，可能需

要兩到三種治療藥物。當你需要的時候，按時服

藥是很重要的。改變生活方式也是極為重要的。

1. JAMA. doi:10.1001/jama.2013.284427。2013年12月18日線上發佈。

新的「成人高血壓管理指引」（JNC8）建議，

對於年齡超過60歲的病人來說，高血壓治療的目

標值是低於150/90 mm Hg。對於年齡由30到59歲之

間的病人，該目標值為低於140/90 mm Hg。1

無論您是否有高血壓，我們建議人人都實行

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您現在患有高血壓，那麼

改變生活方式、定期監測血壓，以及有需要時輔

以藥物治療，這對預防不受控之高血壓，所具有

的害處和災難性的後果，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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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專欄▪i世代家庭

人的一生總有一段迷茫與無奈的歲月，在

不斷的嘗試與挫敗中找尋一個自己可以「投入」

的心靈歸宿，尋覓一個艱難的博士學位，一個讓

人激動不已的友情，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一個

夢想的工作職位，一個五子登科的家庭，一個集

滿Hello Kitty娃娃的嗜好，一個安身立命的信仰，

沒有「投入」，就沒有「得着」。「投入」是一

個全神貫注的過程，也是一種享受，雖然投資會

失敗，學位會鎩羽，友情會褪色，戀情會無疾而

終，職位不保，家庭的孩子也並不保證會平安長

大，Hello Kitty也不再是寵物嗜好，信仰所帶來的

心靈寧靜也沒有享受到，但沒有那份投入的熱情

與執着（Tenacious），只擔心害怕結果不如預期，

終將錯失很多美好的事物和成長的機會，勇往直

前，憑信心前進，專心投入我們最大的努力，活

出我們生命中的最大可能一直是我們的座右銘，

而其中的動力來自我們對上帝的信靠，學會了愛

與感恩，將一切的「阻擋」當作我們信心成長的

契機，使我們充滿破綻不完美的生命、品格、道

德、個性，同上帝的愛和恩典，使我們成為有價

值的人，是祂鍾愛的子女。

有一隻驢掉落廢棄深井裏，發出無助的哀

嚎，農夫同驢子已老，枯井已廢棄，決定糾集眾

人將井填上，把驢子埋在裏頭。正當眾人一鏟一

鏟將土往井裏丟，突然發現驢子不但沒有絕望的

讓「土」掩蓋牠的身上，乖乖等死，相反的，這

隻驢子不斷將倒在牠身上的土抖掉（Shake it off），並

踏在抖掉的且漸漸墊高升高的土堆，一步一步踩

在墊高土堆上往上爬，最後獲得拯救。信仰的可

貴在於它的「投入」與「堅定」，並相信幾個重

要的事實。

信仰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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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世代家庭▪牧養專欄

❶	相信有些土堆（仇敵）雖然是要埋葬你，但卻帶

有隱藏的祝福與生機。

❷	相信上帝的帶領，會使我們有信心面對未來有

抖掉這些煩惱和重擔的勇氣。

❸	相信我們深陷枯井的事實，因罪惡的存在而帶

來死亡的威脅。

我們家四個孩子一開始對信仰和教會都不是

百分之百完全投入，我們也明白這是勉強不來，

就像我也曾暗示他們某位女生或男生不錯，沒有

感覺就是沒有感覺，但我們相信只要不討厭，沒

有極度排斥就還有機會，「路遙知馬力，日久見

人心」，每次到安息日，我們不會勉強一定要起

床去教會，我們會每個人問一次：「有沒有興趣

去聽聽上帝的話語呀？」幾次下來他們都蠻喜歡

去教會的，可是我每次還是會問一遍。

深恐他們像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習慣和

形式成自然，沒有深刻體會的信仰等於是沒有信

仰，甚至還會有罪惡感，覺得自己不夠用心和虔

誠，對不起上帝。而且信了之後才發現自己根本

做不到，行為與個人慾望是與信仰期待的節操背

道而馳，這都是信徒屬靈成長中的階段。因此我

們只能循循善誘的影響他們，不「明白」就不急

於勉強他們去「做」。有些可能對人生的目標比

一般人不抱希望，對《聖經》中所說的「凡事盼

望」和「永不止息的愛」一直感受不到；其重點

在於「投入」與否，有沒有去領悟對上帝要有信

心的重要性，「深刻」體會上帝永遠「持續的

愛」關懷我們的人生，並且忠於這份關係（Devoted to 

this relationship）。

每個人對信仰的投入都必須經過「被影

響」（Can be influenced）到「願意改變」（Willing to be 

changed），至於是否是牧師爸爸影響教友，不影響

兒子，菲律賓颶風事件影響佛教徒對人生看法多

些或基督徒多些？是跟熱情教會弟兄姐妹溝通影

響多些，或是讀經聖靈感動多些？「被影響」的

管道有所不同，但最後要認定上帝的路最好，最

有智慧而「願意改變」，不再為明天憂慮卻是每

一個人都必須做的抉擇。鮭魚（三文魚）怎樣找到

回家的路，雁鳥怎樣組成V形飛行隊伍，確定向南

飛行數千里到一個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沒有屬靈

的「智慧」，沒有專心仰賴的「投入」，這條從

今生到永生的路，就不會走得對，走得遠，也走

得踏實。

投入是一個態度，從尋尋覓覓，確認到全心

的付出就像感情一樣，都需要「謙卑的學習」，

直到找到心中的那一分真愛，連鮭魚和雁鳥都可

找到上帝給予的方向而全力「投入」長途旅行，

身為萬物之靈的你，找到那個方向感和歸屬感而

願意「全力投入」這個從今生到永生的旅程嗎？

每個雁群都有一個領航者（Nevigator），你相信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是最可信賴的領航者帶領你、

激勵你飛得持久又有力，飛得遠，最後到達目的

地看見耶穌？

每個本會教友都應謙卑和嚴肅的省視自

己這兩個問題，信仰的投入（Get into i t）和委身

（Commitment）不要只是淺嘗即止，而是真正「享

受」信仰的濃郁和甘甜。

紀良岳博士
美國安德烈大學（Andrews University）
企業管理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 Dean）
企管研究所所長及大學部系主任

紀林主惠博士
美國安德烈大學（Andrews University）／
護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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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主愛▪人生百味

我的見證
◎何陳曼斐師母／美國／羅馬琳達華人教會

首先要說的是：我曾經驗過海、陸、空三樣的威脅之恐怖驚慌的處境。

第一，在海上。我和家人在打仗時從香港去澳門，在半途中起暴風，浪高至20尺，

衝撞入船，我才10歲，十分可怕。因為當時才由鄰居的太太帶我去教會不久，學會祈

禱，於是我就拼命地禱告，結果莫名其妙，船不知不覺回到原岸，才沒有喪命。

第二，在陸地上。當時正是中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飛機每日來投炸彈，我們

若是正在上課，也都隨時走警報躲入防空洞，每天一餐吃的是：有時是蕃薯（地瓜）拌

飯，有時花生拌飯；下一頓有沒有得吃不得而知，常見到周圍有人餓死，若不是美國原

子彈炸日本，日本投降，戰爭提早結束的話，我們早就被炸死或餓死了。

第三，在1971年來美國遊歷回澳洲時，因為飛機在半途遇到暴風，飛機上下左右搖

動，嚇得魂不附體有好幾小時，至今還記得飛機師說要綁好安全帶和忍耐。當時我只有

拼命禱告，求主使我可再見到澳洲的好友們，若不是上帝的拯救怎會有今天呢？以上這

都是我越過的生死關頭，感謝上帝無法形容的恩典，逢凶化吉。

經歷
三險

　　各位主內親愛的兄弟姐妹，今天我能在你們面

前作見證，全是靠賴救主耶穌基督為我死在十字架

上，祂雖復活升天了，將來還會回來接我到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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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見證主愛

話說回來，現在我要談我的快樂人生。在17歲時，有一位未信主的朋友介紹

我讀《聖經》函授課，這是他在報紙上看見函授課招生廣告，我當然願意多研究

《聖經》真理。豈料，當我讀到守安息日誡命時，我十分驚奇和掙扎，就在那天

我決定是否要順從上帝時，曾在佈道會認識的國外佈道士史師母，她及時趕到來

探訪我，告訴我在香港清水灣下洋有一間三育中學（寄宿，編者按：現已停辦），在那

裏讀書是可以守安息日，及可半工半讀。

感謝讚美主，上帝在我最焦急、最困難時為我解決了難題，這是我人生的一

大轉捩點，更奇妙的是我媽是拜佛的，她竟讓我轉去三育中學讀書，那時我也快

高中畢業了。到了下洋後，我由李嗣貴牧師施浸，而且認識了何漢從牧師，之後

成了我的終身伴侶。畢業後我當三育小學教員一年，因學生多工作繁忙（廢寢忘

食），體重減至80磅，若再繼續下去，我就會得肺癆病。

到我19歲時，有很多同學要去澳洲讀書，我也想去，但家貧，才疏學淺的

我，再次得史師母的幫助，而且我媽也願意讓我去遙遠的澳洲，從香港坐船到雪

梨要三星期，真是一個大神蹟。

抵達澳洲雪梨當天是星期五，過了安息日後，星期日便開始在教會食品廠工

作，當時口袋只有十元澳幣，英文只會說早安，晚安和謝謝，好像又聾又啞；但

是那時只有讀護士課程是免費的，所以我只好讀護士。上帝又安排一位澳洲人與

我同房，使我的英文大有進步，再加上拼命用功，結果考入學試時，20人報名中

有5人考上，我是其中之一，這又是神蹟。到我讀護士時，何牧師也從香港來澳洲

攻讀神學。過了四年後，我們都畢業結婚成家，有兩個女兒。那時雪梨正需要建

一間華人教會，所以叫何牧師幫忙籌款及建築。又在繪測師歐陽先生及所有教友

同心合力之下，華人教會在1974年獻堂時無欠債，感謝讚美天父。

獻堂後，何牧師很想去美國拿博士學位，這樣可以去東南亞服務，再加上他

母親很想和我們一家團聚，因三個妹妹也都在美國，後經由他妹妹和妹夫在經濟

上擔保，以致赴美的手續又快又順利，終於在1974年聖誕節全家來到美國。我們

在澳洲住了11年的房子竟在離開前一週賣掉，手上才有現金來美讀書；家具也全

部送的送，賣的賣，來美搭飛機時只拿着4件行李。最奇妙的是心情全無留戀，全

無捨不得，這又是大神蹟。

認識
救主

赴澳
留學

修讀
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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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主愛▪人生百味

其實，我們到美國後，去向如何不得而知，好像亞伯拉罕離開吾耳。我們四人

都要讀書，我要補課，與家人住了6個月後，將行李放在細小的豐田（Toyota）汽車，

開去安德烈大學。

過了一年，上帝又為我開路，我竟考到美國護士執照，澳洲護士執照在美不

承認的，兩個女兒都笑我的英文程度是幼稚園水準，這又是上帝為我行神蹟。三年

後，何牧師畢業拿到博士學位，正是羅馬琳達教會需要建華人教會，因他有建堂經

驗，請他來幫忙籌款及建築，我們全家相信這都是上帝的旨意，立刻服從。來到羅

馬琳達是1978 年8月26日，為了籌款甚麼都願意做：清潔工，油漆工，每週煮中國

餐給醫院職工，挨家拍門募捐，加上教友們認捐和陳俊博士捐助50萬，以及歐陽先

生免費繪測，全部教友同心合力下籌得兩百萬，教會在無欠債的情況下於1982年6月

12日獻堂。感謝主，祂是無所不能的，因為祂用聖靈推動我們，只要前進就可以成

就了。這樣下來，何牧師在本堂做了17年又順利又愉快，因為教友團結一致，聚會

的人多，慕道友多，受浸人數不少。何牧師到1995年退休，那時精神還好，就再寫

了三本書（之前亦寫過一本《聖地之遊》），若想閱讀，我可以隨時贈送。退休後1996年

開始，四個孫兒兩男兩女相繼來美，使我們都有享受到當外祖父母之樂趣。

在我方面，轉眼在羅馬琳達兒童醫院做了28年，光陰過得真快，彷彿昨日。因

我最喜歡照顧小孩子，他們天真可愛，康復得快。到了2006年我即將退休，發現心

臟跳得不規律，做第一次手術時，90% 成功，過了一年後，又稍有不穩定，所以再

做第二次手術，至今快兩年了，心臟算還穩定，我只有感謝主的醫治，我只要一天

活着，還是希望能為主的聖工努力，再次感謝主的大恩大愛，希望大家也能將你們

的見證分享給我們。

〈馬太福音〉第6章第33節：「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

你們了。」這是我的真心話，都一一應驗在我的身上了。謝謝大家勉勵，願大家忠

心，熱心到底，直到主來！

建立
教會

蒙主
醫治

photo by  jlwo www.flickr.com/photos/28021905@N06/36627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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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絕望的思想和感受，使我在2011年10

月23日於長洲的家裏自殺，幸好在上帝的保守下，

我只是受重傷入院。在病床上我仍然灰心沮喪。直

到10月29日，趙志誠弟兄和黃美玲姑娘出現了。他

們來探訪我，傳講基督教，使我「出黑暗入奇妙光

明」（彼前2：9）。

原來趙弟兄在街坊口中聽聞此事，主動去找

我的丈夫，與他同來醫院探望我。後來，他帶很多

弟兄姐妹來探訪我，其中有先導紀念堂的傳道人吳

綺華教士經常來醫院講述耶穌的故事。聽到福音

後，我的心情好了很多，很快就樂意接受福音。

離開東華東院（醫院）之後，趙弟兄介紹我去

惠州巿本會弟兄所開辦的健活農莊療養，身體得到

很好的恢復，與弟兄姐妹一起生活學習，聽更多

《聖經》的道理，並有聖靈幫助，我不斷祈禱求上

帝帶領我去跟從祂的旨意，改變我的人生。

由惠州回到香港長洲，重新面對我的家庭，

照顧我兩個女兒，又在每個安息日到長洲佈道所聚

會。因為聖靈的工作，我的思想愈來愈朝向正面，

也認識到自己的罪，讓主耶穌來幫助我改正，我跟

家人和朋友的關係也不斷進步。

經過了趙弟兄和吳教士的查經，我決定要受

浸加入教會，因此在2014年3月8日在先導紀念堂，

在眾人的見證下受浸加入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感謝所有曾經探訪過我和幫助我的教會弟兄

姐妹和親友，包括先導紀念堂、沙田教會、九龍教

會、荃灣教會等的傳道人或弟兄姐妹，另外，長洲

也有好些朋友和街坊來醫院探訪我。又感謝惠州巿

健活農莊的所有弟兄姐妹。受浸之後，我要繼續倚

靠上帝，照顧好家人，帶我的家人和朋友信主。

上帝賜我新生命
◎劉紅娥姐妹　口述／香港／先導紀念堂

　趙志誠執事　整理／香港／先導紀念堂

我的感想　趙志誠執事

　　在長洲佈道所的工作正膠着的時候，上帝讓

我遇到劉紅娥姐妹（下稱阿紅）。她認識教會不

久，我的祖母趙師太就安息主懷了。但在聖靈的

幫助下，阿紅成為了長洲聖工的初熟果子。我看

到聖靈藉着教會的弟兄姐妹，藉着惠州的療養

院，使阿紅在思想，在心靈，在文化，在社群的

生活和對上帝律法的遵守，都有很大的改變和進

步。如果沒有耶穌，她會繼續迷茫，沒有方向，

但耶穌賜給她新生命。我看到她自己學習去禱

告，去做見證，去幫助別人解決問題，去關心朋

友，去見證耶穌，屬靈生命在她裏面成長起來。

她學習順服上帝，這使她的生活變得井井有條。

國內弟兄姐妹按照懷愛倫師母的指引開辦療養

院，做醫藥佈道工作，也對她的身心靈帶來了康

復和很多好處。我看到上帝讓教會運用醫藥佈道

的右臂讓人進入真理，這種工作是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應該復興的。隨着阿紅受浸，希望上帝在長

洲再帶領其他人歸向祂。



24 ■ 末世牧聲92卷4期‧復興與預言真理

見證主愛▪學生博客

嚐嚐主恩的滋味
◎黎志偉弟兄／香港／九龍三育中學／中四學生

我是黎志偉，出生於一個佛教家庭，感謝上帝讓我在中學認識祂。從

小我對宗教沒有特別的認知，家人拜甚麼我也會跟着拜。媽媽是泰國人，

信佛教的，爸爸是中國人也是信佛教的，而我就讀的小學是一間天主教小

學。很感恩，雖然我在中學時期才有機會接觸基督教，但是在小時候及小

學期間沒有選擇天主教及佛教。

非常感恩，記得有一次，在中二的時候，我在家中突然有感冒的感

覺，雖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因為我記得學校的校牧提過可向上帝祈求幫

助，所以我就試一試，不斷想着願主賜福，想了十多次忽然就覺得整個人

已感覺好多了，我覺得非常奇妙，這次的經歷讓我對基督教感到興趣。後

來我參加了幾次學校舉辦的福音營，加上在中學三年級下學期的時候有一

位朋友邀請我參加教會的聚會，讓我更加親近上帝，讓我更加認識祂。

感謝主！我在2013年6月29日與兩位好朋友一起受浸，加入上帝的家

庭。我非常感恩，因為可以在我生命中遇到上帝，讓我感受到上帝的愛，

祂的憐憫，祂的偉大。在2013年10月25日我參加了第36屆帳棚大會，這次

帳棚大會讓我更加親近祂，讓我知道故事中的道理，知道上帝的話語。

在我受浸之後，我就加入了詩班，主要的原因是我非常喜歡音樂和唱

歌，並希望能夠讚美上帝。上帝一直帶領着我，讓我有能力藉着歌聲去讚

美祂，我相信我這份能力是來自那位無所不能，在一切的事上也顧念我們

的上帝―耶和華。在詩班裏讓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音樂，也讓我的唱歌

技巧不斷進步，我非常感謝祂賜予我這份能力，我願善用這份能力來榮耀

上帝，我願一生也用歌聲去讚美上帝，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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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全球總會會

長魏泰德牧師走進南太平洋分會，與政府領袖會

面，參與一系列的佈道工作，並在富爾頓三育學

院的新校園開幕典禮演講。

魏泰德牧師連同夫人南茜與當地教會的代

表團，訪問了巴布亞新畿內亞、所羅門群島和斐

濟。這三個國家的教友人數占南太平洋分會總教

友人數的75％。

魏泰德牧師抵達前，在摩萊斯比港舉行了一

系列的佈道會，吸引了超過15,000人參加。主講者

為中巴布亞區會秘書克利斯‧摩西牧師，而最後

三場的主講者為魏泰德牧師，其中一場為安息日

聚會。中巴布亞區會會長說：「我很高興全球總

會會長蒞臨巴布亞新 內亞，他打開了上帝的話

語。」會長和代表團隨後前往所羅門群島，在那

裏與總理戈登‧萊羅會面。戈登祝賀基督復臨安

息日會在所羅門群島成立100周年，100年前首位

傳教士登島開展傳福音的工作。

所羅門群島總理戈登‧萊羅祝願所有復臨教

會的基督徒有一個愉快的100周年慶典。最重要的

是他祈求上帝會繼續帶領和指引未來100年的道

路。

此行的最後一站是斐濟，魏泰德牧師為擁有

109年歷史的富爾頓三育學院新落成的校園剪綵。

富爾頓三育學院位於薩巴圖，納迪的郊區。同行

的代表包括泛太平洋聯合會會長格倫‧湯恩德牧

師及斐濟區會會長路得‧盧巴牧師。新落成的校

園距離楠迪國際機場15分鐘的車程，接近60％就

讀富爾頓三育學院的學生都是來自其他國家。

斐濟教育部長菲利‧普伯樂說：「一個沒有

受教育的人，即使獲得大量的資訊也只是不和諧

的雜音，惟有富爾頓三育學院才能夠把這些雜音

轉化為和諧的交響樂，能夠有條理的收發世界的

資訊。」

魏泰德牧師說，富爾頓三育學院非常感激薩

巴圖的人民為學院的新校園提供土地。他非常欣

賞薩巴圖的人民為新校園所付出的一切，他們值

得我們的愛和尊重。

全球總會會長親臨富爾頓
三育學院開幕典禮
◎復臨新聞網　◎翁穎彤姐妹　譯／本刊助理編輯

1.	在南太平洋分會此行，基督
復臨安息日會全球總會會長
魏泰德牧師（右）與巴布亞
新畿內亞總理彼得‧奧尼爾
（左）會面。

2.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全球總會
會長魏泰德牧師（左3）為
位於斐濟，薩巴圖，富爾頓
三育學院的新校園剪綵。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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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8至21日，北亞太分會於日本沖繩

舉行「教友保留及尋回高峰會」。是次會議的主

要目的是關注本會信徒於受浸後一年內便離開教

會的現象。

這件不僅是北亞太分會所關注的事項，世界

各地的教會似乎只注重浸禮的數字，卻忽略照顧

他們的靈命增長。因此，全球總會及轄下的機構

正密切關注新受浸的教友流失率。

2013年全球總會舉行「牧養與保留教友高峰

會」，以正視教友流失這問題。北亞太分會推行

保留教友計畫，特別召開是次會議的目的是為改

善北亞太分會地區的教友流失率。

北亞太分會會長李在龍博士在開幕典禮提到

◎北亞太分會　◎翁穎彤姐妹　譯／本刊助理編輯

這次會議的重要性：「我們應該明瞭和觀察到北

亞太分會轄下教會的現狀，我們應該共同合作，

訂立一些可行及可持續的方案和計畫。」

來自全球總會的主講嘉賓亞瑟長老和安東

尼，北亞太分會傳道協會祕書大衛‧里普利，北

亞太分會會長助理朱珉豪牧師及北亞太分會幹事

福井輝牧師強調保留教友的重要性。所有聯合會

及區會會長、協調人、神學系系主任一同參加此

次會議，並認真討論有關事項，嘗試找出解決方

案。

各位成員明白到保留教友是一個很嚴肅的題

目，並進行了很多小組討論。我們能夠一起攜手

合作，在不同文化的社會當中，找出一個可行的

方法開展計畫是一種祝福。

消息通訊▪北亞太新聞網

教友保留及尋回高峰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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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春三月，紫荊初放，木棉吐蕊。初夏的香

港已略感熱意。3月18日晚，華安聯合會第九屆華

人事工協談會在沙田突破青年村拉開帷幕。來自

全球總會，北亞太分會，港澳區會，美國哥倫比

亞聯合會，愛荷華州區會以及復臨開拓施工，復

臨國際研究所，復臨工商從業協會，「經上記着

說」有聲《聖經》事工，安德烈大學，羅馬琳達

大學等二十多個教會組織及機構的70多位代表參

加了為期三天的會議。

每兩年一屆的華人事工協談會是由華安聯

合會主辦，旨在聚集世界各地對華人聖工發展有

負擔的教會和機構，共同商議和協調如何有效地

幫助華人聖工的交流性會議。3月18日晚上7時，

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不顧當日旅途勞頓，準時來

到會場。華安聯合會會長傅博仁牧師代表東道主

向與會者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與會者自己支付

昂貴的交通費用來港商討發展華人聖工合作和幫

助事宜，並希望華安聯合會能與各教會和機構一

起，圍繞着拓展上帝的國度的目標，擴大交流和

合作的空間，加強彼此的溝通，更有效地幫助華

人聖工的發展。

作為多年服事華人教會的老牧者，華安聯合

會華人事工部幹事黃兆堅牧師向與會者介紹了華

人聖工的歷史和近況。他從第一位來華傳道的亞

伯蘭‧拉路說起，內容涵蓋了20世紀50年代之前

中國教會的發展情況，教會組織架構的建立，教

會機構的成立和發展。當他講述到20世紀50年代

至70年代苦難中的教會發展階段時，親身的經歷

不禁使他感慨萬千。當他回憶20世紀70年代末宗

教政策逐漸開放，中國教會如沐春風，聖靈如五

旬節沛降在門徒身上一般，感動興起了一批傳道

人熱心傳揚福音時，與會者的熱情被調動起來，

他們以熱烈的掌聲回應着中國聖工發展的高潮。

3月19日和20日，與會的各教會和機構分別展

示了近年來他們在華人聖工發展方面所做的一些

貢獻。從來自不同地方，不同機構的報告中我們

可以看到一幅集思廣益，群策群力的華人聖工發

展大圖畫。華人佈道先鋒的感人事蹟，華人教育

的需求及計畫，傳媒事工的興起和發展，網絡佈

道在聖工發展中的作用，華人教會不同的行政組

織架構，健康佈道和植堂計畫等方面的報導，使

華人聖工的發展前景更加清晰和立體。全球總會

◎本刊編輯團隊

華人事工協談會在港舉行
聚焦華人聖工   共商發展契機第九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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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Conference全球總會

Executive	Secretary
行政祕書

G.T.	Ng
黃彥超

Vice-President
副會長

Mike	Ryan
任麥克

Associate	Secretary	
副行政祕書

Gary	D.	Krause

Global	Mission	Urban	Ministry	Center	Director
全球佈道城市佈道中心幹事

Gerson	P.	Santos

Ministerial	Association	Associate	Secretary
傳道協會副幹事

Anthony	R.	Kent

Sabbath	School/Personal	Ministries	Director	
安息日學/個人佈道部幹事

Jonathan	Kuntaraf
黃玉坤

Sabbath	School/Personal	Ministries	Associate	
Director
安息日學/個人佈道部幹事

Gary	B.	Swanson

參加會議教會組織和機構名單

行政秘書黃彥超牧師在回答代表提問時指出，華

人教會的發展是全球教會關心的重點，全球總會

多年來一直在各個方面都予以大力支持，以前是

這樣，今後更會加強。

全球總會副會長任麥克（Mike Ryan）牧師特別強

調了教會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他鼓勵華人教會通

過不同形式的佈道方式，使教會成為社會之光，

發揮教會在社區，地區，城市甚至國家中的影響

力，傳揚基督的愛和三天使的警告。

經過是次會議，來自不同地域的與會者對華

人聖工的發展以及華安聯合會的聖工發展方向，

策略有了更清楚的瞭解，願意支持和幫助華人聖

工發展的教會和機構可以以此為平台，彼此交流

經驗，展示不同領域佈道項目的最新動態。通過

分組討論和聖工發展座談等形式，與會者能將一

些外部資源和華安聯合會的發展計畫掛鉤，使其

幫助力度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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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Church/	Organization海外教會/機構

Adventist	Frontiers	Ministry	President
復臨開拓事工	會長

Conrad	Vine

Adventis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Jim	Park

Adventist-Laymen's	Services	&	Industries	(ASI)	
Member	
復臨工商從業員協會	代表

Ronald	Oliver
Virginia	Oliver
Gail	Reitz
Norman	Reitz

Andrews	University	Provost	
安德烈大學	教務長

Andrea	Luxton

Columbia	Union	Conference	Treasurer	
哥倫比亞聯合會	司庫

Seth	Bardu

Columbia	Union	Conference	Invitee	
哥倫比亞聯合會	代表

Teresa	Bardu

Health	Education	Resources	President	
健康教育資源	會長

Charles	Cleveland

Health	Education	Resources	Assistant/	Lay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Training	Divisional	
Director	for	Africa	and	South	Asia	
健康教育資源助理/	全球健康培訓平信徒協會非
洲及南亞地區幹事

Rodney	Bowes

Iowa-Missouri	Conference	President
愛荷華州區會	會長

Dean	Coridan

Iowa-Missouri	Conference	Executive	Secretary
愛荷華州區會	行政祕書

Robert	Peck

Northern	Asia-Pacific	Division北亞太分會

Assistant	to	President
會長助理

Stanley	Ng	
吳偉進

Adventist	Mission/	Stewardship/	Global	
Evangelism	Director	
復臨佈道/管家事工/全球佈道部幹事

JohngHaeng	
Kwon
權政行

Pioneer	Mission	Movement/	Public	Affairs	&	
Religious	Liberty	Director佈道先鋒/公共關係及
宗教自由部幹事

Si	Young	Kim
金時英

Pioneer	Mission	Movement/	North	Korea	
Mission	Assistant	Director
佈道先鋒/北韓佈道助理幹事	

Young	Il	Choi
崔英一

Sabbath	School/	Personal	Ministries/Publishing	
Ministries	Director/	ASI	Coordinator
安息日學/個人佈道部/文字佈道部幹事/
ASI協調人

Teru	Fukui
福井輝

Chinese	Union	Mission華安聯合會行政人員及部門幹事

UT教會代表

Adventist	Health	Hong	Kong香港港安醫院

Vice	President	for	Lifestyle	and	Spiritual	Affairs
健康生活與院牧副院長

James	Wu
胡子輝

Hong	Kong	Adventist	College	香港三育書院

Department	of	Religion	Head　
神學系主任

Daniel	Chuah
蔡錦程

Hong	Kong-Macao	Conference	港澳區會

President　
會長

Chiloe	Fan	
范藍興

Loma	Linda	University	Global	Health	Institute	
Associate	Director/Medical	Cent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ecutive	Director
羅馬琳達大學全球健康學院副主任/	醫學中心國
際事務執行幹事

Jan	Zumwalt

Outpost	Center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境外佈道國際中心	會長

Steven	Grabiner

San	Jose	Hispanic	SDA	Church	of	Central	
California	Conference	Pastor	
中加利福尼亞州區會聖荷西西班牙語教會	牧師

Jay	Rosario

San	Jose	Hispanic	SDA	Church	of	Central	
California	Conference	Invitee
中加利福尼亞州區會聖荷西西班牙語教會	代表

Tiphaine	Rosario

ShareHim	Director	
分享祂	幹事

Robert	
Folkenberg	Sr.

ShareHim	Associate	Director	
分享祂	副幹事

Donald	
Folkenberg

ShareHim	Invitee
分享祂	代表

Anita	Folkenberg

ShareHim	Invitee
分享祂	代表

Lois	Folkenberg

Signs	of	the	Time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Manager
台灣時兆出版社	經理

Tony	Chou
周英弼

Signs	of	the	Times	Publishing	Marketing	
Department	Director
台灣時兆出版社	營業部主任

Wei-Ling	Yang
楊偉伶

Spiritual	Depot	Sponsor
Bunjee	Choi
蔡昭斌

Spiritual	Depot	Invitee Roger	Brown

Spiritual	Depot	Invitee Joyce	Brown

Taiwan	Adventist	College	President
台灣三育基督學院	院長

Alice	Chen
陳廣惠

Taiwan	Adventist	College	Dean	of	Academic
台灣三育基督學院	教務學長

Onn	Liang
梁雅安

The	Bible	in	Living	Sound	President
「經上記着說」有聲聖經事工	會長

Dean	Sanders

The	Bible	in	Living	Sound	Vice	President
「經上記着說」有聲聖經事工	副會長

Julie	Sanders	
Keymer

The	Bible	in	Living	Sound	Board	Member
「經上記着說」有聲聖經事工	董事會委員

Don	Christensen

The	Bible	in	Living	Sound	Invitee
「經上記着說」有聲聖經事工	代表

Sharon	
Christensen

WIN!	Wellness	President
得勝！健康教育機構	會長

John	Youngberg

WIN!	Wellness	Author
得勝！健康教育事工	作者

Millie	Youngberg

WIN!	Wellness	Taiwan	Coordinator
得勝！健康教育事工	台灣協調人

Dannie	Storie

WIN!	Wellness	Taiwan	Coordinator
得勝！健康教育事工	台灣協調人

Tamara	St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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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City of Baguio）是位於菲律賓呂宋島北部本

格特省的一個城市。3月5日，來自菲律賓本土以及

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越南，韓國，日本，中

國等14個國家的1,200多名文字佈道士和代表分別

趕赴碧瑤，參加由南亞太分會和北亞太分會聯合舉

辦的為期4天的文字佈道大會。

2014年是全球總會指定的文字佈道年。根據

懷愛倫師母在異象中所領受的有關文字佈道的信

息，文字佈道士所分發的文字佈道材料要像「秋天

的落葉」一樣鋪滿全地，直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時

候。為了更好地推進文字佈道工作在亞太地區的發

展，表彰和鼓勵多年在文字佈道園地中默默耕耘的

文字佈道士，由全球總會出版部牽頭，南亞太分會

作為東道主，加上北亞太分會的聯合參與，兩個分

會所屬的十幾個國家紛紛派出代表參加，特別是有

史以來華安聯合會第一次派代表組團參加文字佈道

大會，套用全球總會出版部幹事Faigao牧師的話來

講，舉辦此次大會可謂意義非凡。

在3月5日上午舉行的開幕式上，14個國家的

1,200多名代表分別以教會組織和機構的名義手持

橫額，列隊逐一進入會場。來自菲律賓本土的三個

聯合會的數百名文字佈道士隊伍可謂浩浩蕩蕩，

近八百名文字佈道士代表身穿三種不同顏色的T

恤在音樂聲中緩緩而行，入場時間持續了近十分

鐘。來自越南，韓國，日本等國家的文字佈道士

們身穿民族服裝，使得現場的異域文化氛圍十分

濃厚，凸顯了此次文字佈道大會的國際性。

全球總會副會長Delbert Baker牧師代表全球

總會向此次文字佈道盛會表示衷心的祝賀。他還

當眾宣讀了全球總會會長魏泰德牧師給大會的賀

信。在賀信中，會長對近年來在文字佈道工作的

發展和其在教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給予了充分的

肯定，並號召和鼓勵大家再接再厲，讓文字佈道

這一傳福音的利器在現今的時代發揮更有力的作

用。

全球總會出版部幹事Howard F. Faigao牧師就

2014全球文字佈道年的意義和相關內容進行了詳

細的闡述。他表示文字佈道在亞太地區，特別是

菲律賓本土的聖工發展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菲律賓有6,000名文字佈道士活躍在傳道救靈工作

的一線，每年通過文字佈道工作而認識耶穌的人

數目不菲。Faigao牧師指出，北亞太地區文字佈道

亞太分會聯合舉辦文字佈道大會南
北◎張曉明長老／本刊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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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會訊▪消息通訊

工作尚有發展空間，我們應該抓住契機，制定相

關計畫和措施，大力發展文字佈道工作，促進教

會的發展。

在4天的會議中，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字

佈道士們介紹了當地開展文字佈道工作的經驗和

做法，也提出了一些面臨的挑戰。來自越南的代

表介紹了他們怎樣在宗教不太自由的國家和地區

開展文字佈道的經歷和一些經驗，聽到他們為文

字佈道事工而甘願冒着生命危險的感人事蹟，在

場的文字佈道士們報以熱烈的掌聲以示鼓勵和支

持。

隨後舉行的文字佈道士表彰活動中，根據從

事文字佈道工作的年限，銷售業績等分類，一批

傑出的文字佈道士受到了南亞太分會和北亞太分

會的表彰。全球總會出版部還特別製作和頒發了

5年，10年，15年，20年，25年，30年及以上的服

務紀念徽章給予與會的文字佈道士。在表彰活動

中，來自日本聯合會的一位服務年資超過50年的

老人一出場，全體會眾不約而同地起立並報以熱

烈的掌聲。這位白髮蒼蒼的老奶奶一時間成了會

場中的明星，無數的照相機紛紛對準了她，她從

主席台走下來後，想和她合影的人已在她的座位

前排了長隊。

安息日的崇拜中，全球總會副會長Baker牧師

以「Power and fire」為主題，鼓勵每位與會者每日

親近上帝，從上帝那裏支取力量和能力，並祈求

聖靈的火燃燒和潔淨我們，使我們大有能力去為

上帝殷勤做工。

南亞太分會所屬國家：
孟加拉國、菲律賓、印尼、緬甸、巴基斯坦、柬埔寨、
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越南、老撾、印度、斯里蘭
卡、東帝汶
北亞太分會所屬國家和地區：
韓國、日本、中國（包括港澳）、蒙古、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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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希望之聲」在你的家中揚起

這只能說是主的安排，莫敢不從，更是衷心受命。

事情是這樣的，前陣子，教會推出了一本書，要我們送

給親戚、朋友。那就是《善惡之爭》的濃縮版─《善

惡的對決》了。說實在的，30年前就已經在渴望這東西

的出現。因為，懷師母的翻譯書，老是帶着濃重的外語

味道，句子又是特長，讓年輕時代的我（也包括了我的

導師們）看得眼皮沉重，難以支撐。要不是因為細胞小

組的組員都想看這書，而且是每個星期都堅持要看完一

章，那是絕對不會把書看完的（嘿，居然是兩次！）。

作為復臨信徒，能把《善惡之爭》看了兩次，在心

理上，那已經是很負責任的了。而且，在每年的晨鐘課

裏，以及安息日學的研經指引之中，總是不斷地節錄部

分內容。縱然我早已把原文忘掉，心裏也會認為自己是

曉得的。

據全球復臨廣播網最新消息，自
2011年11月開始至2014年3月播客
（podcast）訂閱數量（並不包括從網站
下載）如下：

1	總訂閱數量5,714,747，自2013年10
月至2014年3月，播客增長率更超過
21%。

2以上數字中，最大的聽眾群是訂閱普
通話節目，共有3,124,733，超過播客
總訂閱數一半以上。依IP來源分析，
這其中2,995,405來自中國大陸。

來自惠州的需要

就在濃縮版也快要看完的時候，上帝的呼

召來到了！那是來自惠州的需要。當地的神學生

很需要一套《善惡鬥爭叢書》的粵語錄音。普通

話的錄音，他們早已全部完成。但因為最近來了

一批說粵語的人士，對普通話錄音聽得不是很真

確。

（吸一口氣）好吧！，就分配給香港的弟兄

姐妹，一人擔當一些，把這幾本書都錄下來

「我……應該可以幫忙錄《喜樂的泉源》……」

（話未有說完……）「不……你一定要錄《善惡之

爭》！」「呀？《善惡之爭》？是最新推出的

《善惡的對決》嗎？』

「不！一定要原來那本厚厚的《善惡之

爭》。既然要錄，就把原來的版本錄下來好了。

薄薄的那本，他們可以看，不用聽。」（再吸一口

氣）「……好吧！」（也不敢反對）

消息通訊▪部門消息

全球復臨廣播網節目播客訂閱超過

一半為普通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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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善惡之爭》粵語版

這是我第四次看這本書了。而且，第四次在

看的同時，更要讀它的內容出來，這對我的幫助

真的是很大。嘿！上帝的時間表，安排得非常厲

害。除了讓我在錄音以前，先看一次之外，還有

就是，在這段錄音的時期裏，在工作上的安排，

總能找到有這個空間。嘿！這絕不是開玩笑的事

情。要知道，錄音要花的時間――就是時間。一

個小時的內容，絕不可以在幾分鐘內完成，一定

是一個小時以上！《善惡之爭》的課文，有長有

短。但大多數都是20頁以上，聽一課就是一個小

時。42課的《善惡之爭》，我用了六個月的時間

來錄製。

已恢復粵語廣播

想聽粵語版本的朋友，可以到我們「希望之

聲」的網頁――「望福村」裏收聽。在那裏有每

天半小時的足本錄音。雖然，粵語播音節目，曾

經停止了超過十年多，但是在這一、兩年間我們

又重新開始了。說實在，在這五光十色的現代社

會，想靠短波電台傳福音，那是不切實際。但若

這就是上帝所賜福的工具，哪怕只有山區、農村

的人才聽收音機，那也是很光榮的可以與上帝同

工。雖然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知道「希望之聲」電

台播的是甚麼節目，但我們卻是很需要大家的支

持與代禱。

其實，也不必擁有短波收音機才可以收聽

節目，你可以在網上收聽我們的音頻檔案。要是

當中聽到有甚麼好東西，記得介紹別人，與人分

享；若是發現其中有錯，也請務必通知我們，好

讓我們趕緊修正。

推出「天父樂園」（普通話）

最近，我們推出了一個普通話多元化的兒童

節目，名叫「天父樂園」，真是讓人又愛又恨！

因為，要做這樣類型的一個節目，需要播放很多

音效，那是需要花上大量時間的。特別是在兒童

聽故事的環節，加上了威嚴、歡樂、平安，甚或

是驚嚇、恐怖等等的背景音樂，真能讓故事生色

不少。

咦？為甚麼在小孩子的節目會有驚嚇與恐

怖？那是因為魔鬼、撒但在做壞事呢！光是埃及

十災的音效，就讓我們很頭痛了，又是青蛙又有

蒼蠅、蝗蟲！這當中還有跳蚤，可以用怎樣的音

響效果？哈！家裏有孩子的朋友，一定要聽聽這

個節目啊！

說真的，電台上的節目，雖然只有聲音，卻

也是一點一滴，辛苦地建立的。當中有很多上帝

的賜福。只有心靈軟弱的人，才需要收聽福音廣

播嗎？

我們收到許多有「份量」的信件，來自多年

的聽眾，也是信主多年的，全是他們在生命中出現

難關的時候所作的見證與代求。我們很高興收到這

樣的來信，更懇切地為這些主內肢體向主感恩與代

求。雖然我們彼此之間並不認識，只不過是因為在

空氣中有一道電波，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就是在

主裏的一家人了。你也來聽吧。看！在空氣中飛舞

的，不就是「希望之聲――望福村」的電波嗎？它

早已在你家的電腦中盤旋，快抓它出來，讓福音廣

播節目也在你的家中揚起吧！

部門消息▪消息通訊

希望之聲	│www.vohc.com	歡迎下載收聽！

黎玉騰長老
「希望之聲」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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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通訊▪部門消息

兒童、家庭、婦女事工
2014春季簡報

為響應本會全球婦女祈禱日和國際婦女節，

港澳區會婦女事工部於2014年3月1至2日，主辦了

一個婦女禱告營，邀請華安聯合會禱告事工部傅

德麗幹事主講，詳情另有報導。

感謝全球總會和北亞太分會關心華安地域有

關兒童、家庭、婦女的聖工，而於二月中有許龎美

蓮博士、潘林秋軒博士會同本人，到聖工正復興的

海南及華東數處探訪、關懷及培訓。當我們踏足先

賢的舊跡緬懷，再到等待建新堂的空地時，不禁為

這些殷勤作主工的弟兄姐妹之努力所感動，懇求上

帝賜福、繼續引導而拓展該處的聖工。

當我們到一處探訪時，當地聚會點的負責

人血壓高，突然心臟病發，十分危急，我們立刻

致電要救護車送急診，但是救護車找路塞車來得

慢，又須搬運病人轉折，小心地下五層窄窄的樓

梯，不禁使得我們有如熱鍋上的螞蟻，甚至在場

的姐妹們有些急得直哭求上帝；感謝天父的搭救

和憐憫，使這位義工姐妹數日後脫離險境。

兒童門徒培訓《足印》和兒童安息日學《恩

典環》是近三年多來，我們一再倡導的兒童事工

重點。兒童事工除了灌輸兒童《聖經》知識外，

也涉及信仰如何跟兒童每天的生活上有密切的關

係。其中非常影響兒童的生活作息的就是情緒問

題。我們知道成年人受情緒影響的案例很多，

而成年人的情緒會成為直接影響到兒童情緒的其

中一種因素。現時兒童通過互聯網接觸到廣泛層

面，作為兒童事工及安息日學導師的，很難瞭解

兒童的行為和動機，對於他們所表現的 「悖逆」

行為，感到無奈。

最近有機會接觸香港的一個引進Kimochi（日

語：情感）兒童情緒課程的教育機構，他們曾獲南京

教育局邀請，為當地的學校老師進行兒童情緒管理

培訓，經驗豐富。這次有幸邀請他們的導師親臨指

導，使本會兒童事工領導和安息日學導師獲益良

多，對兒童的情感和情緒進一步瞭解，並把學到的

知識，運用在課堂、研經、親子關係上。

這春季我們共接觸到72個堂點近百位從事兒

童教育、兒童事工或對兒童有負擔的老師們，大

家一起研習交流，希望以生命影響生命，把活潑

的靈命、正確的價值觀傳承給我們的孩童，為教

會留守及鞏固教會未來的棟樑。

春季的行程非常豐盛，有壓力、有挑戰，亦

有驚喜。在研習會完結時，大家手拉手圍成一大

圈唱歌，其中有7位受感動而自願出來代表大家感

恩獻禱。接着招待的堂會更出乎意料的備出三十

大盤素食佳餚，他們熱情的款待，真是讓我們深

深體驗到主內大家庭中，弟兄姐妹之間深厚的愛

心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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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息日學兒童班
2.	坐在中間穿藍衣女士和她的丈夫冷戰2個月，因參加了夫
婦講座，與丈夫和好，丈夫送了一隻手機給她，表示仍愛
她，她很開心。

3.	門徒培訓，實習足印課程
4.	兒童故事時間
5.～6.門徒培訓

部門消息▪消息通訊

華南工作匯報、兒童、婦女、家庭事工近況

2014年初在華南舉行的兒童／婦女／家庭事

工研習會及門徒培訓中，參加人數有80多人。

此行最大的收穫：

1通過元旦日的婚姻講座及週日夫婦晚會，幫助

一對夫婦從冷戰分居中復合，並解決教友的婆

媳溝通問題。

2一位姐妹通過2小時多的交談輔導而得到心懷釋

放。

3建立了一個安息日學少年班，選了組長、副組

長和書記，介紹他們用《房角石》，現仍繼續

在QQ（即時語音／文字通訊電腦軟件）群組中

協助他們解決疑難。

4兒童安息日學導師懂得如何教導兒童。

5夫婦得到相處之道。

6教會傳道人重視兒童教育。

7教會傳道人在傳福音事工中運用婦女的恩賜。

此行介紹了以下教材：

1《祈求靈雨沛降》小冊子的ACTS祈禱，以豐富

個人的祈禱生活。

2門徒培訓（In Discipleship）教材：足印父母篇

和兒童／少年篇。

3門徒培訓（In Discipleship）單獨會主時間

（Time Alone with God）讀經卡。

4兒童／少年安息日學研經指引教材。

5家庭事工領袖證書課程。

6五種愛的語言；愛情銀行；婆媳相處之道；解

決衝突24訣。

7如何建立婦女團契。

1 2

3

5

4

6

胡孫麗俐師母
華安聯合會兒童／家庭／婦女／傳道配偶事
工部幹事

沈吳淑琼師母
華安聯合會兒童／婦女／家庭事工／傳道配
偶事工部副幹事

我們也非常欣慰地發現到，上帝在各處其實

都有祂親自預備，為祂聖工認真、默默效勞、忠

誠又有才華的才俊。有時當我們偶遇逆境，不用

太憂慮，聖工不是單單由我們在做，事實上，我

們倒應注意是否遵主旨意，若突臨困難，正是鍛

鍊我們的應變力，尋求主的導航。當然我們更要

感謝上帝的保守和恩典！願基督繼續光照，引領

我們謙恭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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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嚕咕嚕」

中午到了，12歲的佩奇（化名）坐在她的書桌

前，竭力地控制自己，將注意力放在聽課上，而不

去理會自己那餓得咕咕作響的肚子。此時已是早飯

後5個小時了，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香噴噴熱騰

騰的午餐早已在飯桌上等候人們了，而佩奇和她的

同學們卻要忍饑捱餓，直到下午3點放學。

佩奇來自四川省達州市宣漢縣，此處是四川

盆地通往北方的要道，這裏有超過120萬人生活

在貧困線以下。這一地區很多年來都被認定為全

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很多扶貧項目，例如「學

生營養餐」計畫（政府為在校學生所提供的午餐進行補

貼），都是為該地區所創。然而，學校連最基本的

烹飪設施都買不起，亦請不起廚師，所以他們無

法實施「學生營養餐」計畫。

因此，自從佩奇上學那天起，她就沒在學校

吃過午飯。雖然這樣的生活已經過了7年，但是每

天中午，饑餓在肚子裏隱隱作痛的感覺，她仍然

很難適應。宣漢的貧困問題積重難返。此地面積

百分之八十被連綿的青山覆蓋，而其餘的那些地

方，雖然可用，但大多貧瘠，當地村民只能種植

像玉米這樣的糧食作物，而非經濟作物。然而，

即使是玉米豐收之時，玉米的銷售也因為該地區

崇山峻嶺交通不便而很難進行。因此，宣漢人民

可以說是在貧困的牢籠之中掙扎，難以脫貧。

2009年以來，安澤中國與宣漢縣土黃中學，致力

於幫助低收入教師，主要方法是為他們的配偶提

供小額貸款，使他們可以經營自己的小生意。這

個項目中湧現出一個特別成功的案例：譚會莉，

土黃中學一名教師的家人，收到安澤中國提供的

5,000元貸款，開起了自己的小買賣，銷售書籍和

文具。2012年，她經營獲利三萬元。

顯然，採用這種在經濟上「授人以漁」的

方法，能夠有效幫助當地人民打破貧困的惡性循

環。事實上，在全世界，小額貸款以幫助成千上

萬做小生意的人士把握住商業機遇，擴大經營規

模，甚至創造就業崗位，進一步消除貧困。在這

種良性循環之下，小額貸款在本世紀的第一個十

年裏，造就了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並且作為一種

消除貧困的利器享譽全世界。土主中心校校長，

從宣漢教育局聽說了安澤小額貸款項目，已在土

黃中學成功實施。2013年，土主中心校制訂了一

個「不再讓學生忍饑捱餓」的計畫，具體的措施

是通過向安澤中國申請20萬元貸款，在該校建立

食堂。這個申請得到了安澤中國的支持。

◎辛倩惠姐妹　撰／安澤中國公關傳播協調人    張沛延弟兄　譯　

通過她的雙手
消除貧困和饑餓聲

消息通訊▪機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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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貸款被用於該校轄下的兩所小學――中

壩村小學和石人村小學的教師配偶，他們用該筆

資金營運食堂以及兩間銷售文具、學習材料和零

食的小賣部。兩間食堂已投入營運，學校已經實

施了「學生營養餐」項目的補貼來經營每日伙食

開銷，使每位學生能吃到既經濟實惠又營養豐富

的午餐。兩所村小的食堂成功營運後，土主中心

校的教師及家屬們，也翹首以待同樣的項目能在

中心校實施。

因為他們也一樣沒有脫貧。他們中的大多

數人掙很少的工資，可謂入不敷出，難以負擔家

人的生活教育和醫療，尤其是有些老師是全家唯

一一個有收入的人。巨大的經濟負擔，導致了這

些教師很重的心理負擔和精神壓力，大大影響了

他們的教學熱忱和品質。

給這些教師的家屬提供了工作崗位，教師

們的經濟壓力減少了。另外，得益於貸款，佩奇

和她的同學們，能吃上溫暖又有營養的午飯的日

子就指日可待了。該項目實施一年來，孩子們的

生活以及學校的教學質量，都有了顯著的提高。

家長和老師都切實看到孩子們，不論是在身體健

康方面，還是在學習成績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

2014年，安澤中國通過了另一項金額為20萬元的

貸款，此筆貸款的受益方是土主中心校的師生，

貸款將會用於建設中心校的一間食堂。可以看

出，安澤中國消除了饑餓，提高了教育質量，通

過為土主中心學校及其兩所附屬村小，提供小額

貸款打破了宣漢縣的貧困枷鎖。

打破貧困的枷鎖
一元就能帶給需要人士很大的幫助

◎注意事項

    支票抬頭：“Adra Limited”（支票背後請註明「捐助貧困教師家庭扶貧工程」）

◎我的回應

本人奉獻港幣／新臺幣／美元                                          捐助貧困教師家庭扶貧工程。

姓名：                                           電郵：

回郵地址：

1～2.石人村小學學生吃午餐時的
快樂情景

3～4.石人村小學教師協助給學生
分配菜餚

5.	羅建英正在給石人村小學學生
分配米飯

郵寄地址

Chinese Union Mission

Account Department

12/F.,Citimark,28 

Yuen Shun Circuit, 

Siu Lek Yuen,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請剪此下半頁

2

1

3 4

5

懇請慷慨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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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荃灣港安醫院院訊三則
◎香港及荃灣港安醫院市場部 

荃灣港安醫院

新院大樓工程進度

香港港安醫院

五十週年巡迴崇拜聚會

荃灣港安醫院

慈善晚宴慶金禧

第1則

第2則

第3則
為慶祝金禧紀念，荃灣港安醫院將舉行連

串活動，其中「港安醫院慈善晚宴慶金禧」可

說是「重頭戲」！晚宴將於今年5月27日（星期

二），假香港荃灣楊屋道8號七樓如心海景酒店

暨會議中心舉行，並獲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

醫生蒞臨主禮。活動所籌得善款，將用來支持新

院大樓的擴建計畫。歡迎各界參加，同賀金禧。

（查詢：852—3616 6839程先生）

荃灣港安醫院亦希望藉着這次晚會，感謝各界對醫院的支持。

荃灣港安醫院於原址興建新院大樓的工程

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進展理想。截至2月底，

已興建至第十一層，預計可於今年8月完成整

幢大樓，繼而開始進行內部裝修。

繼於4月舉行了首次崇拜

聚會後，第二場崇拜聚會將於5月10日

（安息日）假太和福音堂舉行，由香港及荃灣港安醫院

健康生活促進中心廖建華總監與大家分享。其他聚會

日期將稍後陸續公布，請繼續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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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區會將延續「身量長成」（2011～2013訂

定）此願景至2016年。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既然

是身體，就必須長大，且按着階段長成應有的身

量。為此，區會訂立了明確的三大目標，這包括

身、心、靈全人的三大部分。「身」代表教友

人數，每年目標以前一年教友赴會人數的10％增

長。「心」代表什一（十分之一）奉獻的數字。「因

為，你們的財寶在哪裏，你們的心也在那裏。」

（路12：34）每年目標以前一年10％的增長。「靈」

代表受浸人數，每年目標以教友前一年赴會人數

的10%增長（註：以教友赴會人數10％為計算單位，乃因救

靈是全體教友的職分）。為能達成目標，區會團隊擬

出了以身體六大部分為象徵的主要策略，如下說

明：

二、主要策略簡要說明

❶為達成宣教與合一的組織改造

�A朝着台灣區會擁有自己獨立的宗教法人努

2014～2016異象與策略
身量長成
◎吳忠風牧師／台灣區會會長

力，以能根本解決現行法人制度的三大矛盾之

處：①不符區會組織權力架構及區會模式規

章。②區會執行業務的困擾。③外界對本會在

台組織認知的混淆。

�B北亞太分會會長李在龍牧師一再強調，自養
的區會直屬分會的組織型態及關係是不尋常

的。分會期望這只是短暫過度性的做法，以協

助台灣區會能加速的增長。本區會會盡全力與

分會合作，將宣教第一的精神、態度、與做法

深植在全台同工同道的生活中，促使區會能加

速的成長。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本區會的組織

架構需做出變革，向着聯合會的組織架構方向

前進，以達成台灣的教會及機構更加同心合意

（合一）興旺福音（宣教）的景況。

❷以增加佈道資源為本的財務改善

�A短期：為不影響同工薪資，部門與傳道區（地
方教會）事工之補助，由分會什一回撥佈道基金

分配及給付。

台灣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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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期：教導同工知道如何運用社會資源來推動佈
道事工。去年地方教會透過原住民教會法人以及台

安基金會為平台，向政府、民意代表及慈善團體所

募得的專案補助款就有約新台幣600萬元之多。這遠

超過區會在宣教佈道的年度預算。

C長期：藉由處分閒置的土地及物業來根本的改善區
會財政體質，並在適當的時機推動資源開發來活化教

會資產，以能永續供給全台教會在各樣佈道事工上的

需求。

❸以向世界宣告為模式的部門事工

部門事工乃區會各項佈道、宣揚福音、培訓門徒來達

成區會目標使命的重要推手。區會行政團會要求部門幹事

在擬定年度事工計畫書上以「向世界宣告佈道模式」為基

礎，意即所有的事工、活動、以及節目等都需包括了向上

（Reach Up）：復興與改革；向外（Reach Out）：佈道；向周圍

（Reach Across）：培訓等層面。

❹以異象導向與需要為本的地方教會（傳道區）事工

地方教會除了推動全球教會合一的事工運動外，更重要的

是要有自己的異象及目標。所有佈道與服務事工，乃是要關心

並滿足社區的需要來建立與社區的良好關係，彰顯教會在社區

中的價值。台灣區會目前有11個傳道區，傳道區設立的主要目

的之一，就是為了能夠滿足這多元宣教的需求。地方教會及傳

道區仍需將重點放在以「異象」導向的事工，畢竟多元的社會需

要多元的佈道策略，而這些策略的擬訂是建立在社區在地的需求

上。如此，本會在各地的教會在社區的影響力將會增加，進而能

更有效的拓展上帝的國度，帶來教會更多的增長契機。

三、持續推動分會及全球性佈道運動

❶PMM宣教事工

A協助三間（沙鹿、台東、斗六）已成立組織佈道所的PMM（「開拓宣

教運動」（Pioneer Mission Movement ））會所朝向組織教會的目標前進，

樹立PMM宣教運動在台灣美好的里程碑。



■ 41末世牧聲92卷4期‧2014年4月‧http://www.chumadventist-ldsc.org

台灣視窗▪消息通訊
B以新的模式推展PMM事工。藉由母子堂的關

係，使PMM的聚會所與當地的教會連結一起，

相互支援所推動的佈道工作。另若PMM牧者工

作期滿離台後，更易於人事安排的效益。

❷全球性佈道運動：留住及挽回教友計畫

（Retention and reclamation）

大力推動留住及挽回教友計畫。近年全球教

會（包括台灣區會）的教友流失率節節升高，全球總

會為能扭轉此趨勢，將留住及挽回教友計畫列為

重點的推動事工之一。此計畫亦是本區會這未來

三年要不斷推動的重點事工。

四、向城市佈道運動

向城市佈道運動乃區會未來最主要的事工。

區會已在2013年初成立了向城市佈道策略小組，

並指派杜慕恆牧師帶領及協調此小組的運作。本

區會將2014年訂立為區會「向城市佈道年」，目

標城市為台北市。主要的佈道方式乃是舉辦大型

聯合性的收割佈道大會，此佈道大會預計在2014

年11月舉行。雖然台北市是目標城市，但卻要成

為全台教會同心合一關注、配合、以及支持的佈

道事工。期望向城市佈道運動，帶來宣教性的漣

漪效應。以台北市為中心起始，宣教的波動可延

伸至台灣各處城鎮。

五、人才的尋找與培訓

就長遠來看，台灣區會最大的挑戰並非是經

濟方面，而是平地傳道人極為嚴重的缺少。未來

五年將有5位平地同工相繼退休，而目前在三育基

督學院20多位神學系的學生中，沒有一位是平地

學生。意即未來四年，預計不會有平地青年投入

全職傳道的工作。這在超過95%以上的人口是平

地人的台灣而言，在宣教的工作上是最重大的挑

戰與危機。在分會全力的支持下，區會將與學校

合作擬定人才培訓的計畫。期望在2016年底前，

每年至少尋找並協助5名平地青年至三育基督學院

就讀神學系，培育成為未來全職的傳道人。

六、預期效益

七、結語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

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身量長成、

教會增長其背後的動機乃是早日完成地上的工作

（使命），催促主基督的再來。唯願我們每天尋求

上帝的面，得着屬天的能力、才能持續不斷的向

上（Reach Up）、向外（Reach out）、以及向周圍接觸

（Reach Across）來向世界宣告（Tell The World）上帝的國

度即將來到。阿們！

❶數據面：（以增長10％為依據）
�A在2014～2016三年中，受浸總人數達1,450

人。

B至2016年底，教友人數可達7,750人。

�C至2016年底，該年什一數可突破新台幣

八千三百萬元整（NT$83,000,000）。

❷組織面
�A2015年底前，設立本區會自屬的宗教財團法

人。

�B在2016年底前擬妥本區會組織變革為聯合會

的規劃書，並開始積極與分會在這議題上的溝

通與討論。

❸資源面
在2015年底前，完成處分閒置土地的事務，

並於2016年開始執行以宣教為主的資源使用計畫

（包括滿足營運資金、建堂、佈道、人才培訓、

以及資助轄屬機構等需求）。

❹人才面
�A在2016年底前，每年至少尋找並協助5名平

地青年至三育基督學院就讀神學系，培育成為

未來全職的傳道人。

�B在2014年底前，擬妥人才培訓計畫書，並向

分會資管會申請此培訓經費。待分會議決通過

此計畫後，期望在2015年初即開始執行此人才

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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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米勒耳醫師（Dr. Harry Willis Miller，1879～1977）創

建本院至今，已屆滿59個年頭。本院自70張病牀

之獨立雙層建築，如今已擴建為擁有近四百張病

床之規模，且具現代化功能的醫院。飲水思源，

若非上帝親手帶領並各時期屬上帝的僕人努力之

下，豈有今日之功？

在強林環伺及人民健保意識抬頭的台北市，

經營一家醫院並非易事，若不能穩定發展並積極

求新，最終將步入洪流之中成為歷史名詞。「臺

安醫院」無論是在醫療保健上所展現的「硬底

子」，及預防醫學上所表現的「軟實力」，使本

院不但在各方面表現優異獲獎外，並於2012年通

過JCI國際醫院評鑑，且於2013年榮獲台灣政府醫

策會醫院評鑑優等（區域醫院）殊榮外，臺安醫院在

健康發展及預防醫學上早為台灣醫界之翹楚，為

此我們感謝上帝，若非祂一步一步的引領，就無

今日臺安醫院之成就。

懷愛倫師母（Ellen G. White，1827～1915）生前不

斷提及醫療與佈道同為福音宣揚之右臂，而本院

之使命願景正出於此，此外四福音所記載耶穌傳

福音之法也是「醫病趕鬼」及「宣講教導」。因

此，透過醫護人員之手醫治病友的身心外，將福

音傳給病友以達到靈性的關懷，也是本院的重要

「軟實力」之一，而院牧部的同仁們則肩負起此

重任。

向前邁進，永不止息
◎臺安醫院院牧部

消息通訊▪台灣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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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牧部所關顧的對象除病友及病友家屬外，

同時包含院內在靈性上需要幫助的同仁及其家

屬。透過每週三全院聚會、單位靈修及個人查

經，建立起與院內同仁之間的靈性上的友誼外，

同時每年兩次福音月講座帶來福音的信息，以饗

同仁靈性之需求。為鼓勵同仁們向社區傳遞上帝

的福音，除每一年的「宣教日」（Mission Day）外，

院內不時在週日或特別節日舉辦各類活動，如小

型音樂會、講座、社區服務等各項服務將福音傳

入社區之中。

同時本院也重視與地方教會之互動，其中以

松山教會最為緊密。除雙方牧者相互參與及支援

外，同時院內信徒同仁們及教會信徒們之情誼猶

如親人般緊密相連。許多雙方所舉辦的活動皆互

相參與協助，例如雙方牧者分享《聖經》信息、

共同協助院內同仁查經、院內同仁協助松山教會

各項聖工。尤其自2013年11月起，松山教會內部

重新裝修，本院義不容辭無償借用場地，使教會

安息日之崇拜得以順利進行，同時感謝上帝的賜

福。

過去的成就猶如古希臘傑出詩人頂上的「桂

冠」，只有一日的榮耀。若我們停留在今日的成

就而停滯不前，明日我們將步入淘汰之列。正

如本院院長黃暉庭醫師於年初對院內同仁講話

時，再三強調：「臺安醫院不是一般的『臺安醫

院』，臺安醫院是因上帝孕育而崛起屬於上帝的

醫院。上帝賦予臺安醫院對社會大眾、對教會機

構存在着不可抹滅的意義。」

本院至今所有的成就，僅是見證上帝所賦

我們的使命願景的方向是正確的，卻非最終的結

果。這個使命願景正鞭策着我們各方面的進步，

為了達成「效法耶穌精神，提供全人照護；就醫

滿意標竿，預防醫學典範」的使命願景，唯有我

們努力「向前邁進，永不止息」，才能見證臺安

醫院果然為上帝所賜福。

1.院內本會同仁野外退休會

2.一樓大廳小型樂會

3.本院志工關懷病友

4.�「宣教日」（Mission�Day）義剪活動

5.�“Share�Caring�Team＂關懷住院同仁

6.敦南中心開幕

台灣視窗▪消息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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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港澳區會婦女祈禱營舉行的地點在西

貢戶外康樂中心，參加人數共26位，各人於3月1

日（安息日）下午4時辦理入營手續後，婦女祈禱營

於4時30分揭幕。傅師母用4個“H＂，並自己個人

的生活體驗、隨夫來華傳道的經歷，使我們認識

◎沈吳淑琼師母／華安聯合會兒童、婦女、家庭事工部副幹事

婦女祈禱營報導

祈禱是甚麼？

3月2日（星期日）早上，港澳區會婦女事工

部幹事邱張賽玲師母帶領我們做祈禱散步（Prayer 

walk）。我們先讀〈馬太福音〉第26章第36～42

節，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邱師母發出三個

浪子比喻中那位慈愛的父親，張開臂膀，

接納浪子回家。祈禱，就是與天父爸爸相

交；可以坦誠跟祂傾心吐意，無所不談，

像撒母耳的母親哈拿一樣。

她用一則水牛／獅子／鱷魚的生動情境，

說明我們可以從上帝的施恩座前得到隨時

的幫助。小水牛得到一群水牛幫助，脫離

險境，步履蹣跚地返回母親懷裏。（註

1）當我們軟弱無助時，祈禱就是我們的

幫助，上帝會把仇敵擊退。當我們把某一

件事或某一個人圈出來，特別為之祈禱

時，上帝就會開路，幫助我們。

當我們經歷人生的風暴時，祈禱就是我們

的海港，可停泊的地方。最好的例子就是

約拿在魚腹中的祈禱。

我們相信耶穌就有真正的快樂。當我們懷

着信心祈禱，就能體驗真正的快樂。

Home
祈禱是我的家

（My Home）

Help
祈禱是我的幫助

（My Help）

Haven
祈禱是我的安全海港

避難所

（My Haven）

Happiness
祈禱是真正的快樂

1

2

3

4

問題：1耶穌未祈禱前的心情是怎樣？2祂的第
一次和第二次祈禱有甚麼不同之處？3祂的祈禱
對我們有甚麼啟發呢？在2～3人小組裏，我們可

一邊走一邊談，但話題只可環繞在上述三點裏。

祈禱是甚麼。

我們非常感恩，能邀請到華安聯合會發展部

及禱告事工部幹事傅德麗師母（Mrs. Audrey Folkenberg）

為婦女祈禱營的主講人。「祈禱是甚麼？」是她

向每一位參加者發出的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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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
d=1&cad=rja&ved=0CCUQtwIwAA&url=http%3A%2F%2Fwww.youtube.
com%2Fwatch%3Fv%3DAuWqJkbu-X4&ei=BqIVU-WlNevxiAeaqoCACg&usg=AFQjCN
HrDvqFq86JiebC-w7q_NfmtmCtYw&bvm=bv.62286460,d.aGc

各人都很忠實做到，並分享心得。

祈禱營中也提供工作坊，讓我們把四個H實

踐出來。例如：寫出自己對家的感受；寫家書給

天父；把代禱事項寫在紙上，臨睡前為這些事代

禱，學習不同的祈禱方法，如五隻指頭祈禱（大姆

指：為最接近自己的人祈禱。食指：為教導我們的人祈禱。中

指：為在位的、重要人物、掌權者祈禱。無名指：為軟弱的肢

體祈禱。尾指：為自己的事祈禱）、BLESS祈禱：B（Body

1�感恩能來到這個祈禱營，讓我能在禱告生命中有新
的體驗。我們需要更多這些與屬靈姐妹同心合意禱

告的聚會，讓我想起〈希伯來書〉第10章第24～25

節：我們不要停止聚會，希望有更多的機會與弟兄

姐妹一起禱告。

2�讓我們能明白禱告的重要性，更感受到與主同行的
感覺，最感動主講人為主作工這種勇氣精神和魅

力。

3�最近經歷了一些心碎的事，使我非常抑鬱。但參加
這一次聚會，使我把心中的痛苦都傾吐出來，禱告

之後，我心中得到奇妙的釋放。（菲籍姐妹）

4�這次祈禱營很感動，只是單獨2～3人的私人禱告時

間可以多次。很多姐妹肢體很重負擔，又沒有地方

禱告，希望組織一個禱告圈，定時能互相禱告，不

是一年一次。

身體健康）、L（Labor工作）、E（Emotion情緒）、S（Social

社交）、S（Spiritual屬靈）等。

在閉幕禮時，傅師母帶領我們手牽手圍在

一起用《祈求靈雨沛降》小冊子建議的ACTS四

個主題形式和詩歌祈禱。A（Adoration）是讚美和

敬拜；C（Confess）是認罪；S（Supplication）代求；T

（Thanksgiving）感恩。這種禱告形式豐富了禱告的內

容。以下是一些參加者的心聲：

最後，我們分組在房間為特別有需要的姐妹

祈禱。她站在中間，各人把手按在她的肩上，為

她祈禱。吃過午餐後，各人就懷着感恩的心情依

依不捨地離開了營地。

5�今次感謝神帶領我身心靈回到神的國度，再一次學
習禱告，在過程中有喜樂，也有傷痛，痛的是自己

的悖逆，喜樂的是神沒有離棄我。但也有很大的屬

靈的掙扎。

6�這次學習使我感覺到真正的快樂，使我認識到怎樣
過祈禱的生活。因祈禱是我的完美家，是一個幫助

避難所。在祈禱裡，我可以找到真正的快樂與安

慰。

7�沐浴在聖靈的洗滌中，感謝上帝。意見：今次的信
息好感動、好豐富，得着好大領受。如改為一天進

行，可給予更多姊妹得著建立、祝福和造就！

8�參加今次祈禱營，令自己加深祈禱的次序：如何求
告上帝、認罪、為家人、上司、掌權者及家人、健

康！工作！前路等等的需要！學習耶穌如何教導我

們警醒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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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9日，雖已是立春後第34天，可是仍似置身寒冬一

樣。北風未停，春雨又至，使人更感冷風颼颼。清早，一眾主裏成長

的青年領袖們，並堂會派出的青年義工，共40位團師和復臨青年，以

熱心抵禦寒風，用禱告交託一切，開始預備周年匯操的工作。我們深

信掌舵的是萬軍之耶和華，即使天氣也聽命於祂。結果，上帝彰顯祂

的大能，由預備工作到典禮結束，未有一點雨滴下來。及至所有東西

收拾後，雨點才落下。感謝主！祂是我們的元帥！

本年的匯操盛事，於新界沙田源禾遊樂場硬地足球場舉行。如

過往一樣，除了一群復臨青年、前鋒會少年團和幼年團會員一起匯操

之外，當中也有領袖升級、優異隊員嘉許、信息分享。適逢今年港澳

區會青年事工部將於八月轉換幹事，於是2014周年匯操籌備小組就同

時邀請現任青年事工部幹事馮俊傑團師（牧師），並候任青年事工部

幹事戴文傑團師（教士）為典禮的主禮嘉賓，給我們訓勉。同時，我

們也邀請所有新舊副幹事、助理幹事為嘉賓團。這個安排，為了讓一

眾青年人感受到，福音使命是薪火相傳的。兩位主禮的幹事，給眾人

的勉言，提醒我們要記得我們的起初，也要正視我們的將來。由起初

直至現在，及至將來，我們有同一的使命：「將末世福音，在這一世

代內，傳遍天下。」

承接這個使命，需要由更多復臨青年領袖一同肩負。港澳區會

青年事工部過往十多年裏，依照全球總會給予的青年事工領袖訓練指

引，定時舉辦青年領袖訓練課程，當中主要包括「團師（Master Guide）

訓練課程」、「領袖勳章（PLA）訓練」及「高級領袖勳章（APLA）訓

練」。「團師」是領袖訓練的基本級別。當領袖們經訓練後成為「團

師」級別的導師後，按着他們的事奉經驗和成長，繼而再進深受訓，

成為「領袖勳章團師」和「高級領袖勳章團師」。（筆者按：如要知道更

◎方婉華團師／香港／港澳區會／2014前鋒會周年匯操統籌

同一的步伐
港澳區會青年事工部2014前鋒會周年匯操紀實

「前鋒會周年匯操」是每年青年事工部其中一項盛
事。當來自港澳地區各會堂的復臨青年、前鋒會會員匯聚
一起，以同一的節奏和步伐進入匯操場地的時候，這群基
督的精兵散發着天軍的精神，為上帝的國度而努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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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青年領袖訓練的詳情，瀏覽區會、聯合會、分會或全球總會的網站。）所以，在

青年事工的文化裏，我們就統稱這些受訓後的領袖為「團師」。

很感恩！今年有8位團師升級。分別有張鳳兒、莊浩汶、林金

英、鄧業文和任佳鑫升為「團師」；陳家朗團師晉升為「領袖勳章

團師」；朱大為團師和方婉華團師晉升為「高級領袖勳章團師」。

這8位團師，分別在前鋒會和青年團裏事奉，這正體現出本會青年事

工的精髓。這些領袖訓練，並不單是為前鋒會提供一個「級別」，

而是實實在在為上帝的國預備一群精兵。不論是青年團，是前鋒

會，其目的與使命是一樣的！所以團師訓練課程也好，周年匯操也

好，青年團團員和前鋒會會員，也當是其中的一員！

與此同時，本年匯操有兩個特別的環節。其一是頒發「傑出

領袖獎」，這是一個獨特的獎項。是次青年事工部頒授「傑出領袖

獎」予全永華團師（長老），以感謝和肯定他在青年事工上的貢獻。

其二，就是「神祕的」致送禮物給已卸任和即將卸任的青年事工部

幹事們。所謂「神祕」，是因為由2014周年匯操籌備小組不動聲色

地安排三位前鋒會少年團和幼年團會員，為幹事們送上禮物，造就

驚喜。這代表港澳的青少年感謝幹事們多年以來的付出！這也成了

典禮裏一個洋溢溫馨的場面。

整個匯操由來自各堂的青少年支隊以同一的步伐步操進場，然

後升旗、一同唱會歌、背誦前鋒會的格言、目的、團約、團規作為

開始，最後所有隊伍也以一致的節奏向幹事們敬禮，並步操離場作

為結束。

盼望我們眾復臨青年，都以「同一的步伐」走在上帝國度的路

上，並肩負我們的大使命，領更多的青年加入這支上帝在地上的軍

旅，為主打一場美好的勝仗！

	1.2014前鋒會周年匯操大合照。

2.小隊隊長、文書和得到操行獎的團員，列隊步操，準備到台前領服務獎狀和操行獎。

3.	主禮嘉賓現任青年事工部幹事馮俊傑團師（前）致詞。後排是這次周年匯操嘉賓團。後排右起分

別是戴文傑團師（候任幹事），符亭亭團師（現任副幹事），陸惠霞團師（前任副幹事），蕭家

岐團師（現任助理幹事），馮子健團師（現任助理幹事）。

4.五位青年領袖升級為「團師」。

5.	嘉賓團到隊伍中進行檢閱。

6.大會旗手升旗。

7.	三位會員致送禮物給兩位前任副幹事―陳韋豪團師（右三）和陸惠霞團師（右二），並即將卸

任的幹事馮俊傑團師（右一）。	

8.	得到「傑出領袖獎」的全永華團師（左）。

	9.一眾工作人員與幹事們合照。

10.年紀小小的幼年團團員也雄糾糾的立正，並向大會會旗進行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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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7日下午，一百四十多位長者共

聚在香港小西灣社區會堂，開開心心地度過了一

個下午，從節目一開始，到活動結束為止，大家

的面上都掛着燦爛的笑容，因為他們都是快樂的

「身心達人」！

這是港澳區會社會服務部特別為三間老人中

心（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恆安老人中心及新蒲崗長者鄰舍中

心）的長者們所籌辦的佈道活動。早在一星期前，

即3月10～14日，每天在各中心都分別舉行名為

「身心達人」的健康講座，以福音粵曲、長者健

體運動、短講、遊戲及茶點等內容邀請住在各中

心附近的長者來參加，並由駐守中心的傳道同工

及職員負責帶領；至於短講部分，就由社會服務

部黃德良幹事主講，為此，他整個星期每天都到

三個中心與長者分享，並以「快樂」為這一系列

講座的中心主題。

經過了5天的講座，來到長者生活講座的聯合

聚會這一天，社會服務部特意安排在小西灣社區

會堂舉行這一次聯合活動，並且安排了旅遊車接

送恆安及新蒲崗兩個地區的參加者連同小西灣的

長者一同來出席。下午2時30分開始的活動，一班

長者於下午2時左右已經到達，十分準時呢！

首先由小西灣教會堂主任馮仲君教士連同兩

位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的會員一同帶領大家唱福

音粵曲。有些長者可能不太懂得文字，但以他們

熟悉的旋律再配上帶有福音意義的歌詞，大家就

十分起勁地同聲歌頌，當領唱者呼籲大家去與身

邊的長者打招呼時，三個老人中心的長者盡力走

去與其他中心的長者握手，這快樂的氣氛很有感

染力，讓全場都熱鬧起來！

當日的司儀是高譚慕賢姐妹及連永泉教士，

消息通訊▪港澳視窗

快樂的「身心達人」
2014長者佈道會報導
◎鄭皓茵姐妹／本刊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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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生動的表現及提問，令台下的長者都踴躍回

應。港澳區會司庫黃福基博士也特地來出席支

持，並帶領開會祈禱。隨後有來自恆安老人中心

的7位代表獻唱「和平頌主」（調寄：妝台秋思），並

分別以粵曲的平喉及子喉來演繹，隱約中也聽到

台下有長者一同和唱呢！

跟着有小西灣的職員帶領全場一起玩集體遊

戲，並有該中心的長者帶來賞心悅目的讚美操之

後，便正式來到信息分享時刻。黃德良幹事特意

邀請了他的太太―任職荃灣港安醫院的黃吳巧

女姐妹來為各位長者分享健康信息。吳巧女姐妹

提到「P53」―一種腫瘤抑制蛋白的基因，這種

基因的失活可對腫瘤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

很多臨床實驗中，發現透過關懷、擁抱、穩定的

情緒，對此基因的活躍度都有一定的影響。並且

配合充足的睡眠，並聽從上帝的指示，生活上配

以健康的飲食習慣，這樣有助讓「P53」基因活

躍起來，把不良的細胞除去。因此她鼓勵長者們

要把一切的憂慮學習交託給上帝，從而得到平靜

安穩的心，對自己的身心健康都是好的。吳姐妹

更勉勵各長者要感謝上帝無條件的愛，在我們每

個人出世的時候，已把這種基因放在每一個人身

上。特別一提的是，當吳姐妹一提到「P53」時，

全場都有積極的回應，原來在先前的5天短講之

中，黃德良幹事已向長者們介紹到這種基因，醒

目的長者們果然有留心聆聽，所以當他們一聽到

這名詞時，都明白到箇中道理呢！

經過了5天的相處，各長者都認識黃德良幹事

了！因此當他一上台開始分享信息時，長者們都

表現得更加投入。黃幹事主動提出與太太一起清

唱「喜樂的心」一曲，贈予各位長者，希望他們

常保持快樂的心。然後他與眾長者重溫人生中常

出現的五塊心頭大石，分別是放唔低（放不下）、

憎恨、憂慮、垃圾及自怨自艾。黃幹事以《聖

經》中的話語，提醒長者們，天父與大家同在，

無論遇到甚麼難事，祂也不丟下我們不顧，並給

人類帶來安慰。另外也勸勉大家要把憎恨放下，

這對個人來說也是一份厚禮。面對種種憂慮，

《聖經》也提醒我們不要為明天憂慮，天父極願

為我們去承擔一切。上帝願意賜予人們肉做的

心，把心中的石頭除去，這樣才能得到真正快樂

的生活，成為快樂的「身心達人」！

最後，黃幹事邀請在場的長者舉手表示希望

讓天父來幫助把心中的石頭除去的，大部分的長

者都舉手表示願意。黃幹事特別為長者祝福，祈

求上帝賜福，並帶領長者們身心都能得到健康。

願上帝繼續帶領這三個長者中心的聖工，不單一

眾長者能夠藉此認識上帝，更願他們的家人也能

接觸福音，成為上帝的兒女，全家攜手同行天國

路。

港澳視窗▪消息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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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8日婦女節，適逢安息日，香港跑

馬地先導紀念堂有三重感恩慶祝，一是婦女節特

別敬拜聚會，二是獻嬰禮，三是浸禮。

當日崇拜聚會由婦女團契負責，主席、牧養

祈禱、奉獻祈禱、讀經都由姐妹帶領。在祝邱婉

貞執事的主領下，加上敬拜音樂組的領詩，敬拜

的氣氛感動而激勵會眾。當日的信息由副堂主任

吳綺華教士主講，講題為「不一樣的生命」，以

路得、亞拿、撒瑪利亞婦人和懷愛倫女士四位婦

女的故事，帶出婦女經歷上帝所能活出的生命，

講道期間，由婦女團契―同心環兩次為大家分

享詩歌「親眼看見祢」。證道完畢並由堂主任朱

兆堂牧師為姐妹們祝福，並由男執事向赴會的每

位婦女派發紀念品一份。

本堂的陳漢源執事及林希文執事在2013年10

月又添一名男嬰，名為陳澧澄。他們選擇這一天

在先導紀念堂把男嬰奉獻給上帝。在一個精彩的

兒童《聖經》故事環節後，陳澧澄小朋友由父母

手抱着，並由外公外婆及姐姐哥哥陪同，站在台

前，接受堂主任朱兆堂牧師的祝福，並獲發獻嬰

證書。

崇拜聚會到了尾聲，每位婦女都收到禮物

後，隨即舉行浸禮，由首席長老祝啟祥長老宣讀

浸禮約言，朱兆堂牧師施浸。兩位新受浸的都是

婦女，一位是易慧薰姐妹，一位是劉紅娥姐妹。

易姐妹乃本堂易國才長老的千金，當傳道人探訪

易長老的時候，知悉易姐妹也開始對真理感興

趣，於是堂主任朱牧師多次趁探訪易長老之便，

又順道幫易姐妹查經，她最後決志受浸歸主。

至於劉姐妹是居住在長洲的慕道友，由醫院

得到弟兄姐妹的探訪和教會傳道人的關心，又在

惠州巿本會弟兄開辦的健活農莊接受療養。由於

她的家正位處長洲佈道所所在的金銀灣，教會弟

兄和傳道人經常到長洲為她查經並主持聚會，經

過兩年多的栽培，這天終於受浸歸主。

感謝上帝在這一天賜予本堂多重喜樂！願弟

兄姐妹繼續努力，為上帝的聖工盡力去做，將來

結更多果子！

◎香港／先導紀念堂公關部

先導紀念堂
三喜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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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區會人事／堂會安排
◎香港／港澳區會

人事安排

❶	由於葉志堅牧師因事不能回港工作，故大

埔三育中學校牧一職將由李景琦牧師接

任，同時擔任太和福音堂堂主任。（生效日

期：2014年7月1日）

❷	陳韋豪牧師前往韓國擔任佈道先鋒，工作

至2014年2月28日。

❸	黃文傑教士因私人原因離職，工作至2014

年2月28日。

堂會搬遷

澳門蒙福教會已搬到澳門三育中學校址聚會。

地址　澳門氹仔學院路

電話　（853）2884 1024

　　　（853）2884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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