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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蒙福！我一生中有许多督导。在神学院，许多老师
都是我的督导。他们教导我如何做一个传道，教导我神学、圣
经课程，教导我讲道。四年在新加坡神学院，我有好多好多的
老师当我的督导，甚至在我有需要的时候，额外津贴帮助我。
人们说，一生中有一个督导已经是非常难得! 而我竟有这么多!
感谢上帝！上帝是我的大督导。
打从神学院回来美里福音堂服侍，我就为自己找了一个属
灵师傅。因为我需要一个榜样来学习，需要一个督导。不知不
觉, 回来服侍已经11年了。在服侍的路途上，我从一个初中生,
慢慢变成中学生。我的师傅很棒！她讲道很厉害！在我写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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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道。出去施圣餐，她带着我，我学着如何施圣餐。出去探
访时，有时她会叫我读圣经，分享、祷告，如何牧养羊群。在
我有困扰的时候，我跟她分享，她会聆听，帮我分析。当我遇
上人生危机，身份认同的时候，我很难过，也是她陪我一起走
过。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她常常帮助我，一起度过难关。她
在我的人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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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格喜欢自由，不爱约束、不自律、三分钟热度，如
果所作的事坚持到2个星期, 已属难得；当我面对自身软弱时
我的自制力很差，很难克制自己。在这些事上，我的督导监督
着我，但是我以上的问题，常常让她感到泄气, 她会生气，斥
责我，可是从没放弃我。
就这样，在这种生命督导中，我的生命起了一点点变化，
慢慢长进（的确是很慢，感到惭愧）一步一步更加懂得怎么服
侍、教导、讲道，跟弟兄姐妹相处，牧养他们。更重要的是：
我学会了感恩。如今，我成为文字部的主任，所立下的根基，
是从前打下的基础。我爱我的上帝，我爱我的督导，从不放弃
我这不成材的徒弟，求神帮助我继续经历突破和成长。

佳讯 主题
特辑

浅谈 督导
谢本凯牧师

笔者浅见, 神在教会中藉着很多不同的方式帮
助人在基督里成长。教会的主日崇拜、查经班、主
日学、团契、小组、栽培课程、门徒训练和营会等,
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帮助了某些基督徒灵命成长。

引言

经常於教会中听到一些信主年龄较久，或年纪
稍长的基督徒述说他的信仰历程。他们於多年前听
闻福音，相信耶稣而成为基督徒。仅此，生命不再
教会本应该是一个改变生命，使人灵命更加成
有太大的改变了。他们在自我认知层面，知道自己
熟学像耶稣的地方。然而，生命的成长不单是靠着
已经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所以，在生活中偶尔读
知识传递或训练而来，而是透过刻意去安排、投入
经、祷告, 尽可能参加聚会。然而, 因为工作忙碌,
时间建立关系、真实的生命见证和真理的实践。如
周遭同事、朋友大多是非基督徒，再加上初信之时
此『督导』的课题就成为了教会朝向精心门训旅程
陈雅金牧师
的信仰热忱渐渐冷淡，深感信仰上属灵生命的起伏
之领导力的核心所在。笔者将尝试在本文中专注从
不定，也发现属灵生命成长并不是立竿见影的。
几个角度再思『督导』的理念！
纵观当今许多教会是较多以单纯的属灵劝勉之
方式来作培育教导信徒。故此, 教会中“你必须做
这”、“你必须做那”的清单比比皆是。面对着这
些列出的种种清单，许多信徒虽是知道该做什么或
当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做(也可能仍有不清楚的信徒),
信徒们仍无法去落实他们所学的，也无法经历生命
的改变。
温哥华华人宣道会主任牧师梁海华在其论述教
会健康增长的要诀时提到: 今天, 教会在这个时刻需
要的是一批乐意委身基督、忠心训练别人成为门徒
的属灵领袖, 所以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个别跟进及栽
培初信者, 使他们决志后能不断成长、站立得稳, 成
为基督的门徒。 1
同时，《直奔标杆》作者华理克(Rick Warren)
则表示：『我们的异象从来不曾专注在“建立大教
会”或“建造建筑物”; 相反的, 我们的异象是栽培
耶稣基督的门徒。』 2

1.
2.

(一) 督导的迷思
几方面的迷思成为了教会落实『督导』极大的
妨碍。这也对领袖的传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许多
弟兄姐妹，花了大半辈子，甚至一辈子要找到那个
『对』的人，始终找不到。
1.

只可以有一位督导。

许多信徒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 始终找不到一位
各方面都『对』的导师或引导者, 最终就放弃了。只
能有一位督导的迷思影响他们，所以他们一直在找
完美的人。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每位领袖
都有其不同的恩赐：讲道、探访、布道、行政等,
也有其软弱。因此，在灵程上是可以有多位导师或
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督导。

梁海华，《靠恩成长-教会健康增长的要诀》，
(香港：宣道出版社，2011）, 87。
华理克(Rick Warren), 《直奔标杆-成为目标导
向的教会》, 杨高俐理译(美国賓州：
基督使者协会，19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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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督导关系
会让人的生命带来改变！

2.

2.

督导的年纪应该是比较年长

我们不能否认年纪较长、经验丰富、拥有较多
的知识是我们希望从督导身上学习的地方。然而，这
不表示寻找督导的年纪一定要比较年长才算好。督导
的年龄可以比我们年轻。我们在同年龄中也能找到属
灵的伙伴和指导。
3.

我不需要督导 (心灵深处)

曾听见这样的陈述：『我没有督导/导师，也走
到如今了！』其实，说这句话的背后意思是我不需要
督导！这迷思将促使我们，给自己很多借口，让自己
不在督导关系里。这些借口可以是“我太忙了…没有
时间”、“我现在可以自己供应自己”。事实上，除
了耶稣基督，没有完全人，故每位信徒生命中总是有
不完美或软弱，需要同伴和导师爱的引导和鼓励。
4.

(二) 督导的重要性

1.

3

督导能改变生命

良好的督导关系会让人的生命带来改变！督导
能帮助被督导者挖掘更广阔的成长资源。有智慧的督
导也给予被督导者支援，指出他（被督导者）个人或
事工发展所需的良好资源！

3.

04

督导是双方相互监督，相互推动，共同学习，
共同成长的。在督导的过程中，导师也从中受益！
3.

曾金发,《某确类》, (新加坡: 圣约播道会, 2013), 146-149。

督导能扩大领导层

领袖带领教会，不能只是力图拓展事工。还要
努力扩大领导层。如果没有扩大领导层，却一味的拓
展事工，事工就无法持续发展！扩大领导层的最佳方
式就是透过督导！
4.

督导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督导是令人兴奋且有价值的旅程；将自己的生
命投资在他人生命中，并且经历属灵的繁衍。那些委
身於督导者将会明白，督导是领袖在神国度事工中最
有意义的投资！

我不可能成为督导，也不可能找到督导
(因为有很多软弱)

许多信徒在灵程路上虽然经历很多，但始终找
不到督导，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别人的督导，因着自
己的不完美及软弱。事实上，他忽略了生命成长是一
辈子的的事。所以督导的生命可以不完美，但他是逐
渐成长的。因此，虽然不完美但是仍可成为其他人的
督导或导师。

督导也有助於导师成长

(三) 督导的圣经基础
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督导的例子。
1.

以利亚督导以利沙

列王纪上十九章记载以利沙的蒙召。他本以耕地
过活, 但因著呼召，便跟从了以利亚, 服从他并成为他
的接班人。在督导的阶段里, 以利沙事事跟从以利亚，
从他生命里学习如何做先知, 以利亚死后, 以利沙青出
於蓝，施行的神迹远多於以利亚，被神大大的使用。
2.

耶稣督导十二门徒

新约圣经清楚看见耶稣基督是成功的督导者。
十二门徒跟从耶稣的二、三年半时间里，成为耶稣最
紧密的「受督导者」。在耶稣传道三年半的日子里，
他抓紧每一个造就和教导门徒真理的机会。他针对不

督导是一种
有力的生命投资

同门徒的性格作出不同的回应和教导，与他们一起生
活，以生命影响生命。虽然，门徒在主被捉拿後曾一
度软弱，但主向他们的显现和阐明旧约中的启示，让
他们多年来接受督导的生命力得以发挥出来，成为一
群不怕牺牲、热心传扬主道的殉道者！
3.

巴拿巴督导保罗

2.

使徒行传11章24-26巴拿巴特意去大数寻找扫
罗。找到了就带扫罗回到安提阿，足有一年的功夫
督导保罗。带领他在教会中服事及教训人等。他带
着保罗一起宣教。后来保罗甚至青出於蓝，大大被
神使用成为外邦的使徒，且在圣灵的默示写下新约
大部分书信。
4.

监督关系

督导是一种充满爱的监督。督导者爱的监督能
够帮助被督导者不偏离轨道。
3.

知识、技能和态度

督导不只是传递知识，还涉及了技巧的提高和
态度的形成。

保罗督导提摩太
4.

提摩太本是希利尼(徒十六：1-2)与犹太人的混
血儿, 在路司得遇上了保罗, 从此便跟随保罗接受督
导。他与保罗一起生活，一起传道，成为保罗的福
音伙伴，情同父子。保罗离世前，仍履行督导者的
职责，忠告提摩太要坚守所学习的道，顺从教训
(提后三:10-四:5)。

结论: 督导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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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金发牧师说：督导是一种有力的生命投资，
即通过监督关系，有效地示范和传递知识，技能和态
度，进而给生命带来转变。这定义涉及五个层面：
1.

有力的生命投资

有效地示范和传递

示范是督导的关键。透过督导者亲身示范，被
督导者在过程中学习及成长。换言之，督导的示范是
身教重於言教！
5.

进而为生命带来转变

督导的最终目标是『生命的转变』！如果人的
生命没有改变；到结束时，只是产生了一群死记或背
记教导内容的信徒，这样，督导便徒劳无功。
笔者衷心盼望你我愿意跨出一步成为别人的伯
乐。更要谦卑预备自己成为上帝国度里的好领袖，好
督导！

督导是有力的生命投资！督导是以生命来影响
生命，促使被督导者经历生命的改变。被督导者透过
督导，生命靠着神的恩典，使不能变为可能！

4.

曾金发，《某确类》，
(新加坡: 圣约播道会, 2013),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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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 特稿 I
特辑

从道成肉身看 督导
蒋祥平牧师

在辨别鬼附和精神病其中之一的问题是：你相信耶稣是道成为肉身的吗？约翰二书1:7说:“因为世上有许
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可见魔鬼很不愿意承认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所以你才知道耶稣道成肉身是何等的重要！道成肉身不单是耶稣伟大的作为，它也是我们
“道成肉身”当督导重要的神学基础。

精心门训就是天天跟随耶稣，学像耶稣。督导就是学像耶稣的榜样来监督、陪伴被督导的,
一起跟随耶稣。 耶稣道成肉身给予我们督导至少有五方面的借镜：
一、刻意的督导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
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4:4)“及至时候”
表示是有计划的！督导需要刻意去安排，有计划的
去安排，督导才会落实。意思也就是认真面对，而
不是试试看，漫不经心的态度来参与。散漫的督导
不是道成肉身的精神！

二、谦卑的督导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像, 成为人的样式。”
(腓立比书2:6-7) 道成肉身是耶稣谦卑的行动, 督导
者要谦卑的督导学员, 不要高高在上, 以老师自居,
被督导的学员也要谦卑向督导者学习。马太福音
5:8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道成肉身里的谦卑才能得见神! 而且耶稣说:“必得
见神”。希望到了2021年尾的时候，我们都说在我
督导的旅程中遇见神！一切开始于谦卑清洁的心。

三、牺牲的督导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卑微，存心顺服，以至
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 2: 8)道成肉身
不是一个名词，它代表了耶稣接受委屈、受苦、牺
牲的代价。圣诞节刚过去，我在廉律崇拜中看耶稣
降生的短片时，我哭了。耶稣为了督导人类受尽一
切的委屈和不方便。耶稣需要马利亚照顾他，他成
为一个普通人，要学会翻身、爬和走路，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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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会流泪、会疲倦、要睡觉。不要忘记婴孩耶稣
有神性，他放弃自己作超级婴孩的权柄，他选择放
弃权力，愿与学习真理的人类平等。这是耶稣道成
肉身精神中给予我们督导宝贵的学习。

四、陪伴的督导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
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
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4) 道成肉身是以马内利
的神学。“住在我们中间”--“住”的原文是
(eskenosen) 翻译而来，从一个古字(skenoo)而来，
直译为“扎帐篷”或“立会幕”。意思是耶稣降
卑，搬到简陋的帐篷与我们同住。道成肉身的督导
是陪伴的服侍，是同在，帮助对方成长的事奉。

五、行道的督导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18)有人或者觉得，我
们不是耶稣, 我们怎么能像耶稣那样道成肉身呢？
是的，虽然我们不是道，但当我们信主后，我们里
头有耶稣，也就等于道在我们心里。我们如何让别
人看到我们心中的道呢？耶稣用他的肉身使看不见
的父表明出来。我们效法耶稣用我们的肉身将看不
见耶稣表明出来。我们肉身如何显明耶稣？
(1) 我们内心对耶稣深层的认识、爱慕和敬拜；
(2) 把认识耶稣和耶稣真道活出来，应用在督导也
就是督导者要谦卑不断爱慕耶稣，学无止境、认识
道，和活出道。耶稣和真道看不见，摸不着。透过

督导，活出耶稣的榜样和祂的道，他们从我们的身
上看见了耶稣，看见了道！

我们的一小步，是别人的一大步。 巴拿
巴恩赐不及保罗，但他提拔保罗，陪伴保罗，结果
栽培出一名比他更出色的领袖。 不要因为你自己

意思是我们当上督导时，我们更要全心、全
意、全力去爱我们的主，学道、信仰生活化，以生
命带领生命。

觉得微小，就不做督导，我们不需要伟大才
有资格督导别人，只要我们有爱心，愿意陪
伴别人，栽培别人，那就够了。

结语：

“督导”就是：“成为使人伟大的人”。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
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20:21)
父神差遣耶稣道成肉身，耶稣也照样差遣我们为他
“道成肉身”去督导他人。
耶稣还应许我们可以做比祂更大的事，祂期许
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
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
那里去。”(约翰福音 14:12)

督导：
成为使人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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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 特稿 II
特辑

很自然地, 我被 督导 了!
/杨思妮传道
是否有被督导的经验？印象中，特地指定成
为谁门下、被谁督导的门徒生涯，一直都离我好
远好远...但我感觉自从做了第一次的决志祷告后,
成为主耶稣门徒所该有的样式，在这二十多年来
是越来越近了。圣灵藉着神话语的叮咛、督促是
首要的因素！同时，蓦然回首， 在作门徒的这条

路上，与身边的弟兄姐妹和教会领袖互动时,
我好像很自然地就被他们的生命榜样督导了,
而不自知啊！
中学一毕业，初信主的我仍是个懵懂胆怯的
少女。甫加入美里福音堂联堂这个大家庭，才参
加了两次少团, 我就“被迫”因为“年纪大了”,
直接被转派去青团，跟许多工作者的主内哥哥姐
姐们一起参加团契。还记得我这初生之犊当时才
接受自己已经是18岁的青年，但一时仍难以接受
自己突然从少年人进入青年人的“老了”感觉。
在这过渡期间，最感恩的是青团的余惠芬老师和
绿洲的黄雪梅老师时常关心、问候我，还确保有
人载送我回家。因为有这两位服侍型的好领袖，
我这棵小树苗得以享受每一次在主内的团契或崇
拜，也自在积极地开始了教会生活。
因着参加了两个月的《短训》(现在称为“两
个月短宣”)，我结识了一起代祷、信主二十多年
来，能够成为灵命起伏中彼此扶持的重要属灵伙
伴。读着两年短宣的大哥哥姐姐们，在服侍上的
殷勤也引起了我的关注。无论是婚礼或丧礼, 他们
都会出席。这让我初步认识到服侍教会的范围，
也思考自己是否愿意花更多时间来服侍神。短训
导师张小芳牧师更是当时候愿意陪着我们去看日
出、带着我们几个青年人去人造湖跑步的好牧人。
是她教导自卑的我学习看自己的优点, 也是她在交
谈中潜移默化地灌输我要活出心理、身体、心灵
都健康的生活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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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祥平牧师在台上证道时，常会提及时事
新闻，教导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活出真理。如果，
妳现在要预备考试，没时间天天看报纸，可以礼
拜天去教堂听听他讲新闻。”这就是当初我爸
“诱”我去教堂的钓饵, 也是直到如今仍提醒我，
证道要与生活有关联, 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跟我们的生活与周遭是息息相关的。已故蒋陈秉
好师母曾经在《佳讯》刊登的许多生活小品，也
大大地影响了我的写作模式。我爸更是提醒我要
在生活中传扬基督的好榜样。他25年前“送”了
基督给我，到如今他仍然常常请人喝kopi C，更想
将最好的“C-Christ”主耶稣基督这免费的福音，送
给任何他接触到的人！
离开美里去西马深造后，载送我回家的张在周
执事，常常在车里语重心长地提及需要关心的对
象、该如何更好地牧养神的教会。“思妮啊, 感恩
节就要到了。妳看看可以怎样带领青少筹备感恩
节的呈献，邀请非基督徒小朋友们参加啊！”平
日对我不怎么要求的张长老，但凡接近教会节期,
他就会笑呵呵地走过来，抛下这么一句话给我, 使
我得更加要抓紧我们创意的神，来向祂求智慧, 并
服侍祂给我们的人群! 参与这间教会10多年下来,
张执事已升为长老。即使后来当我成了神学生, 胆
怯推却了上台讲道的服侍时, 他并没有责骂或对我
使眼色, 而是如同慈父般接纳、劝勉我, 使我勇敢
站上属于基督的讲台，成为祂出口的使女。张长
老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自己、聚会中分
享从神领受的话语、夫妻愿意开放自
己的家让青少年来串门子、工作再
忙家庭生活再累也从不缺席任何教
会的聚会。这烙印了在我心中
《牧者心肠》的楷模。张长老
活出基督门徒生命的榜样，
在自然中督导了我10年。

2012年，我们一家三口去了台湾，参与接待
的宣教服侍。海外基督使团有很好的团队架构组
织。他们会刻意地安排一位督导负责关心我们。
初来报道时，我们的督导英国宣教士石明理，会
带我们去办签证事宜和购买日常用品。督导也会
不定期地跟我们交流、为我们祷告，也关心当时
候我们在台湾接待所服侍两年后的服侍方向。
最让我学习到“为何督导那么重要？”, 是后
来我们去台湾嘉义市参与三和福音中心植堂时, 有
机会被督导的经历。每个星期我们会为福音对象
提名祷告后才开始服侍，美国宣教士马台恩和苏
慧芬也会每个星期都刻意地各别安排时间跟我和
吴峰作生命深入交流, 有时也会邀请我们参与家人
一起聚餐。他们带着我们去服侍、听我们的服侍
挣扎、给予我们服侍后的回馈鼓励、纠正调整我
们的服侍、确保我们仍然有平衡的家庭生活时光
等等。虽然只是短短的三个月植堂短宣体验，跟
着他们服侍，我自然地深受他们影响，看重全家
人能够平衡地长久一起服侍神的美好！

15.7.2012被差派去台湾宣教祷告，
张在周长老也是祝福者之一(右一)。

2015年一起为一间幼儿园呈献圣诞庆典。
右边是苏慧芬，左边是马台恩。

督导，固然需要刻意地安排装备门徒的
课程和交流时光；督导，其实也在不经意中
自然地影响了另一个想成为基督门徒的弟兄
姐妹。我，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很自然
地，我被督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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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 特稿 III
特辑

我的 督导 方式:
生命影响生命
罗玛玲(英文堂)

2009年决定回来美里时，其中一件必须做的事
情就是寻找属灵保罗。 虽 然 自 己 从 小 在 教 会 中

长大，但是深知灵命成长的路上需要有属灵
师傅的督导。
我，找到了我的属灵师傅。
我还很记得，我祷告了很久，然后终于鼓起勇
气问她:“你可以做我的属灵保罗吗？如果你看到
我哪里不对，就讲我、骂我；如果你事奉时需要帮
忙，找我。葬礼洗尸体, 我都愿意学习。” 我清楚
知道，我愿意被督导, 因为我需要被督导。
她的生命吸引了我。
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她可以那么享受事奉神,
再累也喜乐。从来没有听过她埋怨神，抱怨身旁的
人，而且口中出的话，没有一句是多余的，句句都
是精华。她会约我一同吃早餐，常常关心我的生活
如何，常用神的话来鼓励我、提醒我。有时候当我
做一个决定之前，我也会问问她的意见如何。
虽然我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装备，但是她却愿意
带我去培训。我真知道，这不是我有多好才可以有
这样的机会，而是我有多愿意学习。透过这样的服
事，让我更渴望在神的话语上学习，更希望活出爱
神的生命。透过这段被督导关系，我成长了，也更
明白基督的心意，更知道原来青岛和雪碧是绝配。

法。透过陪伴，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所以我就向神
说:“神啊, 如果你把人带到我的生命里，我愿意督
导他, 陪伴他！就这样, 我开始了我督导的生活, 让
对方走进了我的生命，我也走进了他的生命。
在督导的过程中，我更需要时时刻刻谨慎、抓
紧真理，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也会影响别人的生
命。我刻意安排时间与对方查经，透过查经一起明
白真理；常常分享经历神的见证，更常与对方一起
喝茶、一起运动、一起祷告、一起服事、一起生
活。其中最享受的就是把他带入另外一个人群中，
让他的生命继续影响别人的生命。
督导是很喜乐的过程：当你看见他因认识神而
改变了价值观、因经历神而改变了生命、因爱神而
享受成为基督徒；这是一种满足。

她用生命督导了我。
我期待看见更多享受成为门徒的基督徒。
在被督导的过程中, 发现到身旁有许多很需要、
也很想被督导的人，但是愿意花时间来督导人的很
少。常常以为自己真的很忙，不可能有多余的时间
来督导人，但是后来发觉到，当自己愿意安排时间
时，足足有余。发现到，原来陪伴是督导最好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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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知道我需要被督导，所以我也愿意用生
命督导人。
你愿意吗？

佳讯 灵粮咀嚼
拼盘

信心眼睛

唯见神

李建安博士

耶稣说：「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马太福音 14:29-33

信心→产生→信靠→顺服→行动。 信心乃是：人，对信实的神的投射；因之，信靠且顺服，
遂以行动交托。
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因为：当他因著信(信心)蒙召时(来自信实的神)， 就遵命(顺服)出去(行
动)......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裡去(交託)？(来11:8) 这就是信心→信靠→顺服→行动的最佳典范。
真信心的来源与对象是：神。 因此，信心是对永不改变、信实的神的投射与交託。
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如此说: Faith is to believe on the word of God, what we do not see, and its
reward is to see and enjoy what we believe. 信心, 乃是相信那我们眼所未见神的话；而它的回报乃是：
看见并且享受我们所相信的。
彼得因信，果真走在水面上( 信心的果效)。但，当他看风大浪大(环境)时，他就沉下去。
当信心的眼睛，不是定睛在信心的源头与对象，而是任何神以外的事、物、环境时，就不能产生
真正信心的果效。
主耶稣斥责彼得：小信、疑惑；疑惑是信心的反面；彼得，因此不能享受信心的果效。
当，疑惑从大门进来时，信心就从窗口飞出去!
不信，看见的是：神前的大困难。信，看见的是：大困难背后更大的神。
信心，有一对能“看得见”肉眼所“看不见”的眼睛。
请问，您看见的是大困难，还是大困难背后更大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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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 经·研·普
拼盘

圣经 就 是历史背景
江仁佑传道

上一篇文章谈及了解圣经背景的
重要性。简单地说, 要认识旧约圣经,
多少需要对古近东的背景有所了解；
要认识新约圣经，则必须认识一些古希
罗的背景。不过，要获取这些背景资料并
不那么容易，中文的参考资料并不多，况且
要大量的阅读，才能有较整体的认知，也
不容易误解了这些背景资料。
还好，要了解圣经的历史背景，另
一份更加重要的资料，就是圣经本身。
例如：出三6中，提及神说：「我是你
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
神，雅各的神。」我们早已习惯，
似乎自然就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但若
是第一次读到这节经文的读者，应该可以想
想像他们的一头雾水：谁是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为何神要这样向摩西介绍他自己？
原来，出埃及记的这节经文，背景资料就在创世记中。
读创世记，就能认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事迹，也会了解神一
直应许要赐福他们的后代，使他们的后代成为大国。有了创世记作为背
景，就能更正确理解出埃及记的经文。
事实上，圣经各书卷的经文往往彼此连贯。学术一点地说，此情况称为文本互涉
(intertextuality)。例如：不只是出埃及记的故事延续自创世记，整卷旧约圣经的叙事其
实一直延续下去，从创世记直到以斯帖记，因此要了解任何一卷，自然要以其余叙事为
背景。之后的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也和列王纪和历代志中的大卫或所罗门有关。
至于约伯记，无论是乌斯(伯一1，参创三十六9，20，28)或提幔(伯二11，参创三十六15)，
都与以东地有关，暗示约伯记的智慧与以东或提幔的智慧有关(参耶四十九7，20，俄一8)。至
于旧约先知书，其实都是以列王纪、历代志、以斯拉、尼希米记为背景。大多数先知书一开始
就明确指出当时在位的君王。
举个例子：赛七1-9节记载，以色列北国和亚兰国，联军攻打犹大南国，以致当时犹大南国的亚
哈斯王及当地的百姓，都非常惊慌。圣经形容他们的心跳动，好像林中的树木被吹动一样（赛七2）。
因此，以赛亚鼓励亚哈斯王，联军必定无法得胜。他劝勉犹大国要信靠耶和华，因为“你们若是不信，
定然不得立稳”。(赛七9)之后，赛七10-14继续记载：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
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
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读了这段经文，或许会产生疑问。为何亚哈斯不求兆头，自认不要试探耶和
华，会使神厌烦呢？表面看来，亚哈斯提的理由合情合理，试探耶和华是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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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在旷野屡次犯的罪(参申六16)。但是，若是翻
查列王纪和历代志中对亚哈斯王的记载，以此作为
背景来读以赛亚书，就能有更正确的了解。原来，
亚哈斯王并非相信耶和华而这样说，事实上，他完
全不相信神，以致他认为根本无需尝试要求兆头。
按照列王纪和历代志的记载，亚哈斯王寻求亚述国
的帮助来应对外敌，后来更敬拜外邦的偶像。耶和
华鉴察人的内心，他知道亚哈斯这样的反应，不过
是用“不试探神”作为堂皇的藉口。
打个比方，如果你对新冠疫苗的安全和功效半
信半疑，那么你可能考虑观望，看看其他打了疫苗
的人情况如何。也就是看看是否有什么疫苗安全的
“兆头”。但是，若你完全不相信，则你根本不会
去尝试，也完全不会观察其他人打了疫苗后，状况
如何。亚哈斯对神完全没有信心，以致根本连尝试
都不想。(话说回来, 各种研究都显示新冠疫苗是非
常安全的, 强烈鼓励所有读者立刻登记接种疫苗。)
到了新约, 就更是处处显出与旧约经文的关联。
新约一开始, 马太福音一章1-16节就是冗长的家谱,
又是一连串只有读旧约才会理解的人名。新约圣经
常引用旧约经文，经常用类似“经上记着说”的语
句来引介旧约的经文。即使没有明言，许多的言
词、形象、比喻，都和旧约圣经大有关联。
再举一例：太一22-23：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
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马太指出，以马内利的兆头
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总之，圣经是越读越容易明白的，因
为圣经各卷之间彼此有许多关联。因此，今天
起就花时间好好读圣经吧。一开始比较难明白，是
因为我们可能连亚哈斯王是谁都不晓得，但只要我
们持之以恒，就能越读越有趣，因为我们能够像寻
宝一样，挖掘出许多像宝藏一样的关联。
幸亏，如今有各种的工具作为藏宝图，帮助我
们理解圣经各部分之间的关联。过去，我们必须依
赖“串珠”圣经，来帮助我们注意到圣经各部分之
间的关联，如今，只要在互联网或是手机圣经软体
中搜索，立刻就能得到许多相关的经文。例如，要
是我们不知道谁是亚哈斯，我们可以谷歌，或是使
用中文圣经网站搜索，立刻就知道亚哈斯王也出现
在列王纪下十六章和历代志下二十八章。关于这一
点，我推荐使用香港圣经公会网站：http://rcuv.
hkbs.org.hk/。除了和合本的经文，还有较新的译
本和合本2010可以参考。
这一期, 读者可以接续上文对以马内利的讨论,
继续研究这主题在圣经中的发展。事实上，约翰福
音第十四章指出，当耶稣离世之后，谁将继续与人
同在？当时的门徒是否面对以赛亚书第七章和马太
福音第二章类似的问题？耶稣又是如何鼓励门徒？
欢迎你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为研究经文，撰写一篇大
约 5 0 0 字 的 文 章 ， 然 后 电 邮 给 我 ： lengyowk@
gmail.com。我将给予你一些回应和意见，适合的
文章也会刊登在下一期的《佳讯》之中。

不过，有了之前对于以赛亚书的认识，就能对
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其实,
马太指出耶稣成就以马内利的兆头后，很快就提到
当时统治犹大地的希律王和耶路撒冷百姓，与亚哈
斯王和百姓类似的反应。当东方来的博士想要朝拜
耶稣时，“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
合城的人也都不安。”（太二3）原来，以赛亚书
和马太福音，都是发生在人们惶恐不安的时代。以
马内利的兆头，是要让人学习相信神的同在，因为
“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读马太福音第
二章的记载，耶稣的降生，其实非常惊险。在希律
王的追杀之下，看来如此脆弱的小生命劫数难逃。
但神却神奇地保守耶稣全家度过危机。耶稣的降生,
实现了神与人同在的兆头，不管外在的环境多么危
险，只要我们相信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我们
就能站立得稳，心灵不至于像林中吹动的树木那样
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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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 福音列车
拼盘

“红尘客栈” 感悟
...望尽天涯，在每一个驿站中留下的痕迹，
可能就是一个故事；也许，走过繁华，经遇
变故，才是对生活最好的诠释。然而红尘世
间的一切，无非始于繁华，终于憔悴，惟独
那永恒不变的上帝，祂一直都在。

朱运利

远离人间尘嚣

柳絮飘执子之手逍遥

簷下 窗櫺斜映枝桠
与妳 席地对座饮茶
我以工笔画将妳牢牢 的记下
提笔 不为风雅 ......

我的记忆里一直有这一首歌。
有一年和家人到台湾旅行，在乘坐计程车前
往宜兰时，电台播放一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
曲和演唱的“红尘客栈”的歌。在听的当儿，很有
感觉。方文山的歌词写得好。

东篱下

多少人留恋青春岁月的绚丽，不肯忘怀昔年没
有结果的感情，抑或失败，又抑或……，从此忧愁
过活，潇洒不来。问一问自己曾否在理想与现实铺
就的生命栈道荒废，因为错过，因为让机会擦身而
过，往后不停地后悔，伤心，难过？

快马 在江湖里厮杀
无非 是名跟利放不下
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
我只求与妳共 华发

那天，走在汶莱大学校园枝繁叶茂花木扶疏的
林荫小道上，时空彷彿回到昔年留迹在加国曼尼托
巴大学的茵茵绿地，记起了当年的年少轻狂。又一
次，回忆停留在时间分崩离析的关口，驻足于现实
中电光火石的刹那……

歌词这么写：
天涯 的尽头是风沙
红尘 的故事叫牵挂
封刀隐没在寻常人家
闲云 野鹤 古刹

剑出鞘 恩怨了 谁笑
我只求今朝 拥妳入 怀抱
红尘客栈风似刀 骤雨落 宿命敲
任武林谁领风骚我却
过荒村野桥 寻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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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里的字字句句，流泻了人在尘世中跋涉，
无法超越名疆利锁，爱恨情愁，一心想远离尘嚣；
时间易流，岁月无情，以及人世沧桑变化的惆怅。
借用古代诗词的歌词，给人一种穿越不同时空，不
知今夕是何年的感慨。

只为妳
古道

折腰

生命无法抵御岁月的摧残，因为时间不留人，
錯过了就是错过了。人生的三部曲：过去、现在和
未来，而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可说三天：昨天，今
天和明天。昨日已逝，活在回忆里走不出來的人是
愚昧的——或许昨天, 我们收获了成功, 或许昨天，
我们经历了挫折。或喜或悲，过了就过了，今天的

路我们还得走，现实我们还得面对；而明天未到，
充满著无限的变数。我们都是平凡人，不能未卜先
知，也就无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明天到
来，一切已经改变，最初的憧憬已面目全非。
难怪朱自清在“匆匆”一文中这么写:“为什
么日子一去不復返？”聪明人的做法是活在当下，
珍惜今天，把握好每一个机会，走好今天选择的每
一条路。不沉溺于过去，无休止的虚幻未來。回首
凝望，我们看著我们沒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红尘，且不知何处是生命最终的归宿。谁能改变生
命的长度？谁晓得永恒是什么？
曾几何时, 年轻的激情蓄势待发；曾几何时,
踯躅于未知数的未来。回首来时路，周杰伦唱著: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 红尘的故事叫牵挂”。于我,
望尽天涯，在每一个驿站中留下的痕迹，可能就是
一个故事；也许，走过繁华，经遇变故，才是对生
活最好的诠释。人生的缺憾无处不在，任谁都无法
置身事外。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勾销和了结的。有，
而后无，历经沧桑，生活就是一张五线谱，其中的
每一个音符，纵使抑扬顿挫，总会有自己的乐章。

绍华已逝，青春不再，那些曾经无法释怀的过
去, 和那一段已回不去的青春岁月，究竟走得丰富,
还是布满挫败？此际，俯视仰望上帝，细说从头,
我们的生命历史，书写了多少故事，眷顾了几许沧
桑，飘落过几回悲欢离合，又见证过多少无奈的曾
经。然而红尘世间的一切，无非始于繁华，终于憔
悴，惟独那永恒不变的上帝，祂一直都在。
《传道书》作者在一片“虚空，虚空”声里，
最后他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
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
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是的, 依旧是那缥渺的歌声, 是谁在斩断前尘,
又念念不忘，剪不断，理还乱。含着苍凉的笑，淌
着思念的泪看空阶乱纷纷落红满径，忆少时睡梦里
烟雨迷蒙。且慢，读一遍《传道书》吧。

《圣经》里的《传道书》叫人默想的就是人
生的短暂和矛盾。许多人也从字里行间窥见了自
己, 当孤独在纷扰之余悄然绽放，前尘往事里，难
抵造化的潋滟。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死，是怎样的一
种无奈，是多重的一声叹息。也许，那是一种超乎
一切无常的幻影，一种冥冥之中不可抗拒的力量，
也许，每个人都不能完全摆脱自己的幽怨，都以自
己的方式走向自己的悲喜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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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 书香畦
拼盘

土地 神学

许意筠(珠巴)

《土地神学》是我第一本在虾皮(Shopee)买的
属灵书籍，由诗巫的生命书坊寄出，下单后几天就
到了。
这本书最早于1977年问世。我手上这一版已经
过了几次再刷，注入了作者这些年对“土地”这个主
题持续的关注与研究。作者被誉为旧约泰斗，所以
不难理解整本书为什么绝大部分章节都从旧约看土
地，由创世纪开始直到先知书，只有少数章节提起
新约。于我而言，书中一些章节一开始读起来不是
那么易懂（也许是因为翻译后的文字句式抑或内容
深度），所以比较费时，不过里面的教导非常深刻
宝贵，值得一读再读。
我个人最喜欢第五章，提到以色列渴望建立像
列国一样的王权制度。还未得地为业之前，生命全
然来自于神，他们渴望消除一切不确定性，让生命
源自政策和制度，完全在人类君权之下。这不也是
今日社会的光景吗？作者首先引述了申命记17章14
至17节表明了以色列的王权制度和土地管理的概念
与其他民族大不相同。“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
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意味着如果想要土
地被善待，王就必须将荒芜和生命、奴役和自由、
饥饿和吗哪牢记在心。这人能辨别权力是被赋予的
礼物同时也是任务，这人不会高压统治社会，迫使
人民成为奴隶。不是为了控制土地，而是为了那些
与王拥有相同忠诚和共同记忆的弟兄。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因为累积马匹
数量是一种倚靠自己的努力；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
立妃嫔”，因为多妻是试探，象征放纵私欲，更也
涉及连带而来可靠的联盟承诺；“也不可为自己多
积金银”，巩固自己君王的地位。这些对其他国家
来说再正常不过的手段，却是以色列王必须尊崇的
禁令，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君王依照自己的意愿寻求
安全的方式，更是保护以色列人民不成为为了维护
君王政权而被利用、被耗尽、被交易、被操弄的资
源。这段教导让我对这段经文有新的认识，也以新
的眼光看待世界各国历史、政策和制度，感悟神的
话万古长新。
此外，这本书其他章节也再次提醒我, 倚靠神!
以色列人总是想要打安全牌，其实上帝摆设的筵
席，总是“在我敌人面前”；人若是要这样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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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到敌人面前来，土地正是单单为那些清楚知
道有危险，有不安，却仍在脆弱中倚靠神行动的
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看见曾经为奴、在旷野漂流
的人得以在土地安然居住是因为盼望，不是因为规
划。没有什么事是靠他们自己去达成的，一切都是
来自神的赐予。事实上，企图靠自己达成什么，只
会有灾难的结果。维持恩典的方式，就是单单忠于
那位赐恩者。就像旷野是神赐予的土地，拥有意料
之外的肉、食物和安息。从以色列人试图存留食物,
我们明显看到一种土地意识，努力获得安全感，但
是神不允许他们存留食物，因为多收的没有余，少
收的也没有缺。
以色列人企求受自己掌控的土地，但是以色列
人也总是学到，上帝赐予的土地会带来生命，受自
己掌控的土地却不然。比如，埃及是由人组织、治
理的一片土地，而其治理目的是确保某一部分的人
永远可以得到过量的资源，而另一些人得到的永远
不够(我想，我们今天的社会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后来，以色列亡国了。当以色列人被掳时（耶利米
书24章4至10节），被掳者的顺服成为祝福，相反
地，紧抓土地不放者至终遭毁灭。
再者，耶利米在以色列人正要完全失去土地的
时间点，购买了一块属于他家族的一块地。从理智
的层面来看，这些举动是难以置信的。这违背人间
的智慧，是按神大能的愚拙去行的（哥林多前书1
章18至31节）。书中最后几个章节陈述了新约与土
地的关系以及用圣经眼光来探讨当代社会经济、土
地管理的课题。
总的来说，书里还有很多教导无法在此一一阐
述，通过一点一点的阅读让我更了解，也更喜欢旧
约，同时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看世界以及自己的眼
光。因此，鼓励你阅读《土地神学》。

书名
：土地神学—从圣经信仰看土地的赏赐.应许和挑战
作者
：布魯格曼 Walter Brueggemann
出版社 ：校园书房出版社

佳讯 心灵博客
拼盘

必须要知道的 三件事
丁华庆牧师

有人开玩笑说，2020年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年。我不晓得你认不认同？
有一个人问上帝：“伟大的上帝，在你的眼里，一千年的时间意味著什么？”
上帝回答道：“一千年只意味著一分钟罢了。” 这人灵机一动，再问“万能的上帝呀，在你的眼里，
一万个金币又意味著什么呢？”“一万个金币仅仅意味著一个小钱罢了。” 这人就逮到机会不客气的
问：既然在你的眼里，一万个金币仅仅意味著一个小钱罢了...“慈悲的上帝呀，那就请你赐给我一个小
钱吧！”“好，就请你稍等一分钟吧！”
这虽然只是一个笑话。但事实是神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这个故事所表达的是神的时间表,“
不同”于人的时间表。神做事情的决策和脚步也不同于人的计划。
去年的今天，没有人会预料到2020年将发生什麽事情。我还记得2020年3月13日, COVID疫情爆发,
因著MCO，所有已经安排好的东西、事情都要搁下和停止。很多人买的机票也都要报销。我们所有的
计划都赶不上这个变化。2020年三月份，我从土耳其坐飞机回国，才知道我坐的那班飞机是最后一班
的飞机，之后飞机就停飞了。回国后，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的14天“隔离”期，一个人住在空旷的房
子。不但如此，大人小孩都没有办法正常上班、上学。口罩、消毒液卖断货，戴口罩成了常态。我简单
的回顾了2020年的大事纪：
1
2
3
4
5
6
7
8
9

截至今天，COVID-19带来全球超过1.05亿的确诊，数百万人丧失生命。
美国和澳洲森林火灾毁掉了大批森林和动物。
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球性的暴动和示威。
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引发香港大示威。
美国选举引发的选举舞弊事件。
黎巴嫩贝鲁特大爆炸带来生命的丧失和家园的毁坏。
东非爆发两次的蝗虫灾难，造成人民生计的严重威胁。
印尼、韩国、中国各发生大洪水袭击。
火山爆发、非洲猪瘟、罕见的暴风雪。

2020年已发生过的事情，会继续发生。我们看见，地震、疫情，伴随著2021已经揭开序幕；印尼
Sulawesi岛发生地震....然而各位，身为一个基督徒，主的门徒，你会是如何来看待2021年呢？
美国的亨利福特，用半杯水哲理，提出这世界上有两种的人：
当你看见你的杯子裡面有半杯水，你的想法是什麽？第一种人的反应是：

17

1. 只剩下半杯水而已！怎么
办？我们注定会渴死！
然而，第二种人的反应是不同的：
2. 感谢主，还有半杯水啊！我们一
定可以善用这半杯水存活下去！
你觉得，基督徒应该是第一种人？还是第二种
人？我上个月看见一则新闻的标题这样写著:
“世界卫生组织宣称:今年疫情或比去年更严重！”
你听了这样的新闻，你的反应是什么？
....是——哎唷！完蛋了啦！
还是——感谢主，还有半杯水，我们一定可
以存活下去！
你是唱哀歌来过2021年，
还是以感恩迎接2021年呢？

2021年，你必须要知道的三件事 ， 第 一
件就是: “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8:28)
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无论发生在我们周遭
事情是好是坏，是顺是逆，我们都要学会知道万事
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所有事情的
发生都绝对不是一个意外！
罗8:28让我想起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处在
犹大历史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 局势很不乐观。那
时,以色列人被掳，耶路撒冷荒凉之后，耶利米坐
下来写的哀歌。他也被称作「流泪的先知」。在他
服事的生涯裡，他必须与政治，宗教领袖敌对，面
对百姓的罪恶与神将临的惩罚，他自己也一再忍受
反对、鞭打、监禁等逼迫。但是当他经历了这一切
的事情，他的服事和眼光却从：
“哎唷！完蛋了！”- 提升到“感谢主，还有
半杯水，我们一定可以存活下去的眼光！”让我们
来看几段的经文：
耶9:1记载:“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
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哎唷！完蛋了】
耶32:17记载：“主耶和华阿，您曾用大能和
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您没有难成的事。”
【感谢主，还有半杯水】
耶利米哀歌3:22-25记载:“我们不致消灭，是
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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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 凡等候
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从耶利米的艰难处境来看，神似乎带领他进入
了一个未知的领域。耶利米在其中经历了艰难的环
境磨练之后，他对神的认识最后也因此得到大大的
提升！真的，从耶利米的身上，我们看见万事都互
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耶利米在极深的忧愁
中, 仍保有极大的盼望, 他的忧愁是因百姓的罪和审
判; 而他的盼望，是从对上帝的信心和应许而来。
虽然2020年打乱了一切的计划，带领我们进入
一个旷野的领域。但是我要见证的是，2020年也真
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一年。
对我个人而言，我看见疫情为我们教会开创了前所
未有的服事机会。教会催生了媒体影音部门。短短
的一年裡面，教会各堂会已经发展成几乎每个堂会
都有自己可以直播的能力或是ZOOM的崇拜。
走过了2020年, 我们累积了什么经验呢？我们
从2020年学到什麽功课？我的学习是，我们没有人
可以预备好或是预知2020年是一个怎样的年。但是
以马内利的神我们的大牧者，却保守了我们同样的
走过了艰苦又充满挑战的一年而且成就了新的事情!
我称它为“疫想不到的牧养”，我也称它为“时势
造英雄”。约14:12记载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
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裡去。”虽然2020
年打乱了一切的计划，但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
却为我们开了另一条的路。

2021年，你必须要知道的三件事，第二
件就是箴言16:9记载: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
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既然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
脚步。那麽我们还需要计划吗？当然要！圣经并没
有叫我们不计划！箴言16:9的意思不是叫我们不需要
去计划，而是我们儘管的去规划我们的生活，但是
在每一个筹算中，神会介入引导我们。圣经对于筹
算, 人生的规划, 是充满了各样正面的教导。例如：
箴言15:22记载:“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士
众多，所谋乃成。”无论是个人的生活或是教会的
事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做个有计划的人。而且箴
言告诉我们要去找有智慧的人一起商量。这样我们
所计画的，才有成功的可能。
诗篇90:12记载:“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
日子，好叫我们得著智慧的心。”我们需要数算自

己的日子，为什麽？因为我们的生命短暂，圣经进
一步形容我们的生命窄如手掌；我们一生的年数，
在神面前如同无有。因此，我们需要计画。你可能
会说：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没关係！因为那是神的
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明天会如何。
徒16:9记载：“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
个马其顿人站著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
们。”使徒保罗在他的宣教之旅就遇见计划赶不上
变化的事情。但是，圣灵会引导！人心筹算自己的
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上帝最终掌权的事
实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规划。它意味著我们应把自
己的工作交託给上帝，并信靠祂依著祂自己慈爱的
旨意来成就我们的计划。
神自己也是一位有“规划的神”；以赛亚书
46:9-10记载：“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
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
悦的，我必成就。」”
2021年在这新的一年裡, 我对你特别的请求是:
抽出时间爲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做计划。并且让所
规划成爲你生命中“有规律的一部分”。在新的一
年，计画养成一个好习惯，并且每天有规律的来进
行。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来开始。各位不要小看你的
这个举动。还记得在落实年主日的时候，我引用了
诗人Emerson的话说：
如果你种下一个念头，你收获一个行为。
如果你种下一个行为，你收获一个习惯。
如果你种下一个习惯，你收获一个性格。
而如果你种下一个性格，你收获一个命运。

太28:20告诉我们，落实我
们所相信的，把我们的信仰传
承，教训给其他人。这就是传福
音和门训。各位，成为一个基督徒
从来都不只是意味著等候上天堂而已。
著名的作家Charles Dickens, 在他的著作:
A Tale of Two Cities 记载：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我非常认同Dickens的创作。看起来，我们似
乎活在the worst of times，最糟糕的时代中，但是却
也是the best of times！因为我们有科技，有网路媒
体的发达，我们真的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工。我
们活在人心惶惶，极度需要神平安的福音的时代。
神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也同时呼召我们去跟
随主, 并门训别人。从事门训多年的牧师 Bill Hull 说:
“今天基督教最大的危机是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领受了福音的知识，但是我们没有去教训别人
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把门训当成是一个可以选择的
事情。因此教会只有基督徒，没有产生门徒。”
最后，我愿意用路8:8的记载跟各位来勉励：
“种子....又有落在好土裡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
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
听！”
让我们在2021年，做个听话的儿女。2021年
必须要知道的三件事：

你可以规划什么好习惯呢？除了运动, 减肥等,
我想今年，我们可以投资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跟
神的关系)给各位来参考：
1
2
3
4

读完新旧约圣经一遍。
每天有规律的灵修，纪录神在你身上的美
事，并为他感恩。善用灵程手册
每天有规律的祷告，并把自己的压力和焦
虑交託给主。
敏锐于神的感动，落实神所吩咐的，让生
命成为别人的祝福，领人归主。

最后，2021年，你必须要知道的三件事,
第三件就是： 马太28:20记载:“凡我所吩咐你们

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
脚步。(要规划，学习建立好的属灵习惯)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
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要去传福音，落实门训)。

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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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 非常见证
拼盘
The following reproduced article i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ustralia Overseas Christian Fellowship
Newsletter in November 2020

My Spiritual Journey
Elder Norman Choo

EARLY YEARS OF MY FAITH
My spiritual journey began in 1963 at a Gospel
Meeting conducted by O.C.F. Melbourne. I was drawn
to accept the Lord Jesus to be my Lord and Savior
when the speaker preached on the verse, “What
good will it be for man if he gains the whole world, yet
forfeits his soul? Or what can a man give in exchange
for his soul?” (Matthew 16:26 NIV) The preacher’s
messag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me and since then,
serving the Lord has been my top priority in life.
I was born in Miri, Sarawak. I had my secondary
education in Chung Hua Middle, a well-known Chinesemedium school in Miri. During my school-days, I was
very much involved in activities seen as unfavorable
by the authorities at that time. Then, as if by divine
arrangement, an OMF missionary, Rev. Percy King, was
sent to Miri to start a church, now known as Miri Gospel
Chapel. Rev. King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ensuring I remained in contact with the church and with
Christianity. He was largely instrumental in arranging an
OMF home-council member to contact me in Victoria
and after that connect me to OCF Melbourne.
The purpose of my going to Melbourne was to
undertake studies at ‘O’ Level and Matriculation Level
in order to qualify for entry into an Australian
university. After I entered Melbourne University to
do Civil Engineering, my involvement in OCF
deepened. I attended OCF meetings regularly
as well as the May camps. However, the
foundation of my Christian faith was grounded
by Morrah Street mandarin bible study on the
Book of Romans conducted for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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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by a member of Singapore Fisherman for Christ,
Brother Huang Yee Yuen, who became my mentor in
my spiritual journey and from whom I learned much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local church in Miri
during the 70’s and 80’s period. In 1969, I was given
the privilege to serve as president of Melbourne OCF.
At the 1970 OCF Mission Camp, I was challenged
by the speaker, David Adeney, who posed the
question, “What role are you playing in God’s
salvation for the whole world?” This has become a
constant reminder for me to live as Paul has said in
Colossians 1:10-12 NIV,
“…live a life worthy of the Lord and please him in
every way: bearing fruit in every good work, growing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11 being strengthened with
all power according to his glorious might so that you
may have great endurance and patience, 12 and giving
joyful thanks to the Father, who has qualified you to
share in the inheritance of his holy people in the
kingdom of light.”
Subsequently, on my return to Miri in 1971, I
rejected numerous attractive job-offers, choosing
instead to work in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so
that I could render assist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setting up of Miri Gospel Chapel (MGC). Eventually, I
was elected to be Chairman of MGC. In 1988, I was
ordained as Church Elder and I served in that
role until I reached the church mandatory
retiring age of 65 and I am now Elder
Emeritus in the Church.
I met my wife, Mui Suan, at Melbourne
Swanston Street Church of Christ. She was then
studying at Monash University while I was preparing
to return to my hometown. Our acquaintance
blossomed on the wings of the Postage Service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letters. We got married in
1974 and were blessed with two sons and today we
are the proud grandparents of two grandsons and two
granddaughters. Suan has always been a teacher –

initially teaching in a local secondary school before
establishing her own English Tuition Centre. On
entering into her 60’s, she closed the Centre in order
to study for a Bachelor of Theology degree at Malaysia
Evangelical College, Miri. She is now teaching
Theological English in that Bible College.

MINISTERING IN MIRI GOSPEL CHAPEL
(MGC)
While serving as a member of MGC Church
Council, I am also involved in thre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The organization I served the
longest is Evangelism Explosion (EE) Organization.
The growth of MGC is very much connected to EE
ministry. This ministry conducts “clinics” to train and
equip church leaders to share the gospel in a
systematic way, with emphasis given to “On-The-Job”
training and multiplication. These “clinicians” will
subsequently carry out EE clinics in local churches.
MGC has been conducting yearly EE training for the
past 33 years until now and we have helped to train
church leaders from other denominations in Sarawak
and Chinese-speaking churches throughout Malaysia.
Many mission trips were also made to train pastors
and church leaders in Creative Access Nations (CAN)
and some South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Lord had
given me the privilege to serve as Board member of
EE Malaysia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later as Chairman
of EE Malaysia. I stepped down as Chairman recently,
but remain a Board member for another year.
I rejoice that MGC is very much involved in
mission field and with a grateful heart, I thank the Lord
for the privilege to sit as a Board Member of CCCOWE
(Sarawak) and a Board Member in OMF Home Council
until I stepped down a few years back. This link with
OMF enables MGC to share vision, challenges and
needs of the mission field. Praises and glory to the
Lord that MGC can send out a good number of
missionaries as well as support many mission workers
in various countries.
Few years after my return from Australia, I was
invited to be a Board member of Malaysia Evangelical
College (MEC) in Miri and I am still serving in that
capacity in the College. This has fostered a link
between MGC and BEM (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
enabling my church not only to render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the College and students, but also to
receive help from BEM in mobilizing interior mission
trips to reach out to churches and schools in interior
areas. This has motivated MGC members to b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mission challenge and also to
encourage MGC branches to “adopt” schools in an
attempt to help students in their studies, to
consolidate their faith as well as to financially support
pre-school Christian teachers. More churches in
Sarawak are now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providing
Christian education, especially at pre-school level, as a
means to preven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from
being misled into an unknown future, and many local
churches are contributing financially towards
this cause.

CONCLUSION
It is my prayer that through the ministries that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I would continue to be a
mentor or along-sider for some on their spiritual
journey so that they in turn can become disciplemakers and mentors for others. Metaphorically
speaking, I have much to thank OCF for pulling me
into their fishing net when I was swimming aimlessly in
unfamiliar waters of Australia.
I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wonderful ministries OCF
(Australia) has been doing all these years in reaching
out to students, sharing the gospel with them,
equipping them in the Word of God and challenging
them to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I pray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one another to live a life of
unconditional obedience to everything God has told
us to do.
Reverend David Adeney’s rhetorical question:
“What role am I playing in God’s salvation for the
whole world?” is still a constant reminder and challenge
to 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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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 非常见证
拼盘
【神仆在马】

倒空后的福杯满溢

拿汀叶秀芳姐妹
采访、整理：锦燕

在马来西亚神经科学协会(MSN)
颁发终身成就奖典礼中，
拿督陈忠登教授
特别感谢夫人拿汀叶秀芳，
为了照顾孩子和家庭放弃事业，
让他能专心致志投入在专业领域。
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这并非循例说说的场面
话，而是肺腑之言! 除了成为丈夫的“帮助者”, 在
孩子稍大时，叶老师也按神给予的恩赐，在圣乐事
工与姐妹事工上为主发光发热。自1984年，她开
始担任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马圣)的声乐老师长达
28年；造就的神学生不知凡几——包括笔者在内，
故至今仍习惯称她为“叶老师”，正如习惯称陈忠
登教授为“陈医生”一般，更感亲切。
同年，叶老师也开始加入中马圣乐促进会诗班
至今，曾担任委员会主席14年。中马圣乐促进会属
世界华人圣乐促进会(WACCM)的分支，她的事奉也
渐渐跨越国界，进入国际领域。WACCM每两年举
办一次国际性的圣乐盛会，叶老师曾当选四届理事
长，现仍担任会务顾问。1986年，从受邀初当讲
员，到后来积极参与了西马华福姐妹会事工直到
今天。

细说从头
叶老师生于砂拉越的民都鲁，是百岁高龄受封
丹斯里拿督的叶明逸弟兄的长女。听眼前这位雍容
优雅的女士谈起，很难想像原来她童年的娱乐就是
在河里游泳，在一堆几层高的“木板”上攀爬，玩
鹅卵石、橡皮筋和捉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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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对基督教信仰的记忆，就是有时女宣教
士到板厂来跟妈妈谈道；那时听不懂，也没什么兴
趣。”
小学毕业后，她被选拔到美里的一所寄宿学校
—— 丹戎罗邦中学 (Tanjong Lobang Secondary
School)。在那里，遇到来自澳洲的OMF海外宣教
士――金福泉牧师(Percy King)夫妇。
当时，她跟朋友去参加聚会，纯粹是好奇要听
“会讲中文”的外国牧师。聚会结束就第一时间溜
之大吉。虽然想“隐形”, 金牧师却还是注意到她,
让高班级的同学邀她到家里吃饭 。就在那里，金牧
师把福音清清楚楚地讲给她听。她受圣灵感动，泪
流满面地接受了耶稣，且把生命交给了祂——当年
她中三。由於她常年在运动场上活跃，被老师选为
许多项目的学校代表，那年的初级文凭考试考到第
三等。不得已，被安排转校到刚开始有英文部的华
校。同时也搬到市区寄居靠近教会的亲属家。
自此, 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经过美里福音堂时，
金牧师会定期交给她一些福音单张并一起祷告。到
校后, 她把单张分发给
每位班长，而当她下楼
时,一些高年级学生就在
上面把单张的碎片洒在
她身上! 但是赞美主, 她
一点也不退缩！后来金
牧师也开始了每周五的
查经班，甚至还曾经受
邀在学校的周会分享。
1965年3月21日，她和
另10人一起在美里海边
受洗；多年后才意识到
中学时代活跃出挑的姐妹

原来他们是美里福音堂第一批受洗的信徒！那年她
也获得学校的模范生奖和油田的奖学金。

事奉之路
回马后，按卫生部的安排，陈医生先在南部新
山一年，居銮二年实习，叶老师也因此被教育部派
到新山和居銮的国中教书。之后来到中马，先是到
一些英文教会观摩，发现他们人才济济；又看了几
间中文教会，最后来到三路福音堂，遇见了一些陈
医生中学生时代参加圣经班的老朋友，就这样定下
来，一家人事奉至今。

参与海外基督徒团契的砂州留学生与金福泉牧师夫妇(1968)
前排居中两位乃金牧师夫妇，叶老师在他们后排中央。

叶老师与母亲是家中最早信主的，当时父亲很
反对；因为金师母常带她到医院探访，有人告诉她
父亲:“你的女儿快成洋尼姑了!”后来，宣教士夫
妇鼓励她到澳洲留学，并协助申请及安排；对此，
父亲倒是相当欢喜！
当她孤身踏上澳洲大陆时，真是举目无亲。但
她马上意识到：“上帝就在这里，祂与我同在！”
当时的感受很深刻，直至她有了孩子，就想:“只
要他认识神，无论去到哪里都不怕，因为神与他同
在。”
在澳洲，上帝的祝福满满，不但安排了她的住
宿与学业, 也让她透过远东福音广播、留学生团契
(OCF)以及渔人团契黄聿源先生的周六华语查经
班，灵命进深，事奉上也有许多操练，并遇见了同
国籍的留学生陈忠登医生。1972年, 他们回马, 携
手踏上红毯，一生相随，鹣鲽情深。

他们育有两个儿子。自1975年第一个孩子出
世, 叶老师就辞去教职, 褪去当年耀眼的教师光环,
甘心成为无名的“陈师奶”。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
委屈与牺牲, 而只是在不同时段要学习的“放下”。
其实，她蛮享受当妈妈的喜悦，还曾对陈医生说：
“早知道那么好玩，就应该早一点生咯！“
生下次子从医院回家，迎接她的是一个大大的
惊喜――竖在大厅的一台二手钢琴！从此开启了音
乐事奉之门。至于声乐――是有一次陈医生在英国
进修时，她在厨房唱着歌准备茶点，陈医生的同事
赞说她的声音很美，应该去学唱歌。回来后，她探
听并找到了国内著名女高音李水莲老师, 怯怯地问:
30多岁才开始学唱歌，会不会太迟？经老师鼓励，
她认真学习，直至考获声乐第8级优等文凭。
“有一回，在课后遇到马圣的音乐老师曾玉珍
——陈金狮师母，邀请我到马圣协助诗班的中音
部。当时马圣就在我家不远的路德楼，我以为是去
唱歌而已，没想到陈师母却向神学生宣布：这位就
是新学期的声乐老师――吓死我了！那时我的第8
级考试成绩还没公布！”当时她不太敢接受，但陈
师母却只一味说：“要有信心！”
当时，陈师母是中马圣乐促进会诗班的指挥，
理所当然也邀她加入，可说是她圣乐事奉的伯乐兼
引路人。在陈师母随丈夫出国深造期间，叶老师也
义无反顾地接下了马圣与中马圣乐促进会诗班的指
挥棒。

与陈忠登教授鹣鲽情深

事奉之路

在巴厘岛举办的“世华圣乐大会”(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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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对我来说, 绝对是上帝的礼物。在旧约,
上帝感动摩西以诗歌教导以色列人；在新约，上帝
用天使的歌颂来庆祝基督诞生。诗歌，就是透过音
乐来讲道、献祭；并且会在新天新地继续长存！”
至于华福姐妹会的事奉，也始于“机缘巧合”
――她深信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带领。
1986年的一个早晨，她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
作者声称音乐宣教是佛教开始的，早在西洋“教主”
出生之前！
“我非常激动, 立即写了一篇实名回应到报馆,
从圣经引述摩西和米利暗如何以音乐献祭及教导,
那肯定是在佛祖之前。陈医生听我说这事，觉得我
胆子真大！”

2017年，她又随陈医生集合其他志愿者开办了
“信望爱安宁疗护中心”(FHL Hospice Care)，在事
奉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
在访谈中，她提到一件很感恩的事：“已经信
主的家人约定每个星期一为父亲的救恩祷告，一直
祷告了20年，父亲终于信主了！且还能有20多年
的教会生活与肢体团契，到104岁才安息，这是他
的福气！”
这一生的信仰与事奉，叶老师说:“对神的认
识非常重要！事奉中，必须认识并相信——不是倚
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
事。我相信不论在哪一个层面，事奉的道路上必定
都会遇到各种问题, 若不靠着神, 一定不能持久；全
然信靠顺服祂, 才能体验什么是‘活水的江河’!”

又一个“始料不及”――她的回应竟然刊登在
报上！当时马圣的陈润棠院长特地打电话询问曾玉
珍师母：“这是我们马圣的叶秀芳吗？”而她的声
乐老师李水莲女士也惊讶于她的勇气，说：“你知
道反驳的人是谁吗？那是全马佛教总会长，释金明
法师呀！”后来，也有很多校友告诉她，他们把这
剪报贴到教会的布告栏了！
因这篇文章，人们开始看到这位家庭主妇的
另一面。后来，西马华福邀请她为当年的妇女大
会讲员。
“当时我犹豫了。自从10年前辞职，就一直呆
在家里，不曾站上讲台；过去曾经活跃的领域和教
学的操练，都很遥远了；陈医生却不断鼓励我接受
挑战。于是我就开始在华福姊妹会事奉, 担任讲员,
到成为委员，到担任委员会主席。”

在澳洲举行的海外基督徒团契会议(1966 年)
左边第4位女生为叶老师，在红毛衣姐妹旁边。

第27届西马华福姐妹大会，在吉隆坡福音堂举办。
前排左： 叶秀芳姐妹，范纯英讲师，黄兼博姐妹，
郑瑞莲姐妹，陈彩霞姐妹。
后排左：吴淑明姐妹，万美云(已故)。
不在其内的大会委员：吴智英姐妹(冯师母)、黎彩凤姐妹

三路福音堂乐龄团契 (叶老师站在最后排最右边)

转载 自文桥网站 之先读为快。每周精选15-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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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 牧者空间
拼盘

《我的灵程手册》

之独特性

《我的灵程手册》有何独特之处？
为何教会鼓励全体弟兄姐妹
积极的使用这本手册？
其独特之处在于：

蒋祥平牧师

PDA
BLESS

一、目标导向的独特
美里福音堂制作《我的灵程手册》为2021-2022
年落实教会异象与使命，成为一间《精心门徒训
练》的教会, 尤其是改变生命的首三个策略: 突破、
祷告与PDA。《我的灵程手册》的封面印了这三个
主题，正凸显了这本手册的重点。因此，本手册非
一般的灵修记录簿，它是一本能帮助我们有计划的
达到改变我们生命的指引手册。
透过突破、祷告与PDA改变生命是一件抽象的
事。但有了手册，我们在操练中把看不见、摸不着
的信念，变成看的见摸得着的生活，把听道变成具
体行道。《我的灵程手册》是落实这项计划重要的
工具之一。
手册中除了每一天向神写“情书”(灵修的领
受与祷告)外, 最大的特色是星期六总是有一页专设
计来作一周“突破、祷告与PDA-BLESS”的反思。
也就是说，每一周里，手册会不断的指引我们走向
“突破、祷告与PDA-BLESS”改变生命旅程的默
想, 经重复的学习而祝福了自己生命的成长。

二、群体生活的独特
《我的灵程手册》另一特色是把手册链接在和
人分享的环节上。手册开始的部分鼓励使用者填写
灵程伙伴, 这伙伴可以是组员, 夫妻, 家庭成员、同
事、同学等，甚至是远方可以定期互动者。为何有
这环节精心的安排？因为生命的改变，乃是透过群体
互动来达致和加速生命的改变。突破、灵修、祷
告虽然是个人的，但它的成长与群体是分不开的。

希伯来书10:25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
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
更当如此。经文中提到：倒要彼此劝勉。这告知基
督徒聚集的重要，因为聚集能带来彼此的劝勉、肯
定和鼓励。经文还提醒末日临近了，更要如此的行!
基督徒要成为门徒是不能与群体分开的。群体
营造了成长和改变的氛围。吃榴莲一个人吃，没有
那么好吃，一起吃就觉得特别好吃。《我的灵程手
册》里，以三两伙伴集合在一起为“落实小组”。
“落实小组”分别有：(1)有架构的小组，如: 团契
小组；(2)没有架构的小组，如：夫妻小组。无论
有架构或无架构，为了落实生命成长，都需要刻意
去寻找至少超过一人的属灵伙伴，成为共同奔走灵
程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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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养成习惯的独特
作门徒不是一周一次的上课，或一周一
次主的日崇拜。门徒是天天作的！耶稣说，
要跟随祂的人就必需天天背起祂的十字架来
跟从祂(路9:23)。“跟随祂的人”也就是门
徒的同义词。如何能天天作门徒，而不是一
周只作一天门徒？《我的灵程手册》是一个
每天指引你我去操练作门徒极佳的方法。
只有重复的东西才会养成一个习惯。
Ralph Waldo Emerson 说：“如果你种下一
个信念，你收获一个行为。如果你种下一个
行为，你收获一个习惯。如果你种下一个习
惯，你收获一个性格。而如果你种下一个性
格，你收获一个命定。”
好东西不一定是舒服的，不过养了成习
惯后，它却是你一生的祝福，就如没有一个人
是很喜欢刷牙的。但是当我们养成习惯了，不
刷牙就会很不舒服。《我的灵程手册》有可
以养成我们属灵操练的独特性，让“突破、
“祷告”与“PDA-BLESS”成为一个日常
(dailyness)的生活方式。刚开始不容易, 但
坚持一阵后, 习惯养成了, 就是莫大的祝福。
美里福音堂的使命就是成为一间精心门
训的教会。教会鼓励你使用这本独特、专为
落实年制作的灵程手册，让它帮助你养成属
灵的习惯，成为你自己及别人的祝福！

使用灵程手册

之诀窍
丁华庆牧师

路24:30-32记载:“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
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
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
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
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2017到2020年教会的精心门训计划(经历
突破, 学习随时随地多方祷告和PDA-BLESS)，
主要聚焦学习经历属灵生命由内到外的颠覆转
化。而属灵生命可以被颠覆归功于每日不断的
操练，建立每日与神亲近的习惯。以马忤斯的
门徒就是与主同行最好的明证，而结果带来心
里火热的颠覆。
本会在今年配合落实年所印刷出版的每日
灵程手册将帮助弟兄姊妹来达到这一个目标。
灵程手册乃是藉著可见，可评估的具体行动，
藉著纪录，透过相关的落实小组来分享，数算
神的恩惠。然而，灵程手册不是一本让你变得
“例行公事”，或是“律法主义”的书，而更
是一本你跟神之间的情书。让我们从小处开始,
每一天养成一个习惯，写一封情书给神！用这
样的一个思维来开始。不要小看你的这个举动,
诗人Ralph Waldo Emerson曾经这样
描绘：
如果你种下一个念头，
你收获一个行为。
如果你种下一个行为，
你收获一个习惯。
如果你种下一个习惯，
你收获一个性格。
而如果你种下一个性格
你收获一个命运。
虽然万事起步难，但是若我们
有很好的规划，一定可以每天享受
与神相遇的火热。首先，我们要养
成一个习惯写情书给上帝(这是好习
惯)，养成习惯要靠重复:“天天”
(dailyness)的重要。

《我的灵程手册》中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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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程手册是经过精心设计，设计美观，也有很
清楚的指示引导我们如何按部就班的来落实我们与
主的以马忤斯旅程：
1. 封面(说明了灵程手册所要达至的三个目标焦点)
2. 内页有清楚的理念说明
3. 每日灵成手册的使用步骤
4. 写给上帝的情书的内容：灵程纪录，每週反思
(落实的反思)，年终突破反思、附录文章、听
道摘要、教会理念的QR扫描。
在这里，我愿意分享使用《我的灵程手册》之
一些诀窍，尤其回答：

联堂少团青团灵程手册记录心得
有一本灵修手册能让我更固定地每天有一个时
间去灵修。每天我都能得到上帝给我的提醒。灵修
也能让我每天接触到圣经，去领受神的话语，让我
明白神的话比世俗的话更重要。少团：龚德怀弟兄
我觉得灵修手册让我可以把所学习到的经文或
者感想记录起来，不然有时看过了就会忘记，有了
灵修手册再翻看的时候又会再提醒自己。少团：刘
添伟弟兄

1. 默想与聆听的分别：
哈2:1记载,“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
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很喜欢作者
所描绘的“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每当我使用灵修手册，我都感觉到神是多么
的美好，在生活中，圣灵都会提醒、指引我，亲近
祂。少团: 黄基盛弟兄

确实我们今天都用眼睛来“听”圣经。圣经是
神话语的启示，也是我们行事标准唯一的准则。所
有的答案已经启示完成在圣经。我们的责任是用我
们的眼睛来“聆听”。我们需要藉著眼睛来阅读圣
经的经文来聆听神的话语。因此聆听的基础就是透
过阅读。

当我使用灵修手册的时候, 我会很有安全感也
很开心。因为这是与神约会的时间。有了灵修记
录, 神时时刻刻的提醒我要有改变。圣灵会常常提
醒我，在灵修祷告时立下的目标，当我去遵守的时
候我很开心，因为可以减少一些罪的发生。少团：
张靖恩姐妹

再来就是“默想”。默想和聆听是一个钱币的
两面。“聆听”的过程提供了“默想”的内容。透
过默想，我们把所领受的灵粮进行消化，成为灵命
的养份。再透过应用的部分写下你将如何行动。

灵修手册对我的帮助就是可以更容易和简洁的
记录每天的灵修 心得，操练自己的品格，活出基督
的榜样。少团：张靖柔姐妹

2. 灵程手册的每周六特别被设计成为一个“领受
神话语的反思”环节，不是叫你暂停灵修，其目的
是“反思”。我们深信你在週间6天的灵程心得将
是神为你拼凑出一副极美的属灵拼图。林前2:9记
载:“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
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当我们在筹算
自己的道路，但是最终惟有耶和华指引我的脚步。
在一切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旅途中，透过反思，反
而看见神的旨意和美意。
最后，鼓励你立马去购买一本《我的灵程手
册》RM10,今天就开始写你跟神之间的情书吧！把
它养成习惯，有如不能离开手机的习惯那样！让我
们每一个信徒想同样的事、走同样的路、建立同样
的属灵习惯！一起同走精心门训的旅途！

感恩能每一天固定有灵修的时间，让我在灵修
中与神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也明白了很多圣经中真
理的教导，有了灵修记录可以帮助我加深印象，将
真理行出来。少团：魏恩琪姐妹
RM10～比一杯珍珠奶茶更有价值的投资,《我
的灵程手册》没有对错，不是比较，不是例行公事,
是我们跟随上帝的专属故事。青团：谢其良弟兄
灵程手册让我操练每天都花时间与神亲近，并
且可以把当中神对我说的话记录下来，这让我的生
活都被祂的话语充满和提醒。青团：刘利波弟兄
灵程手册对我来说是一种提醒。人若离了神，
什么都不能做。每天记录不一样的经文来灵修，对
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和安慰。青团：刘莉君姐妹
有了这本手册后, 我能比较有规律地操练灵修,
在写下灵修心得后也能更好地把心得记住。青团：
潘芸琳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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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 佳美脚踪
拼盘

美里福音堂

全人关怀站
整理：韩佳豪 (廉律)

简介

•
•
•
•

7979是一个全人关怀救助网络的代号。
主要任务：联系并推动全马基督教会从事社区关怀。
例如：急难救助、重灾救援、社区服务及家庭关怀。
美里福音堂于2010年11月18日已成为『7979全人关怀站』的伙伴教会。

为何要去救去救(7979)？为何需要做社区关怀？
•
•
•
•
•

马来西亚是一个美丽，蓬勃发展中的国家，但是，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在贫穷线
上挣扎求存。
一旦遇到突发事故如意外、重病、伤残等，更加导致生活及经济上产生困境。
他们若无法及时得到支援，就成为所谓的「急难家庭」。
我们应遵行耶稣的吩咐，把大诫命和大使命生活化，把爱，盼望及福音传开。
7979社区关怀是要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看重需要者身心灵的需要，要给予他们
全人的关怀。

7979社区关怀的对象
•
•

任何一位有需要者，无分种族，信仰和年龄。
服务包括大灾难回应，一般急难救助，社区服务及家庭关怀如孤儿、
寡妇、贫穷、弱势群体、病痛、被欺压、成瘾、独居老人、流浪者等。

7979社区关怀给予的帮助
•
•

透过探访了解他们的困扰及需要，之后和他们一起解决所面对
的问题。
一般不会直接给予金钱支援，但会帮忙转介有关部门或专业
服务组织，以落实基督的爱，救助他们。

MCO期间的行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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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了照顾人民的健康和性命安全免受新冠肺炎的冲击，自
2020年3月18日起实施行动管制令。然而，这行动管制令却导致
许多原本处于底下收入的家庭受影响。MCO期间无法经营生意、
公司为了缩减成本裁员，导致许多人顿时失去家庭收入。这些家
庭平时就已经处于手停口就停的状态。现在不只面对零收入，还
需要想方设法解决日常生活开销、孩子的学费、生意上的资金借贷
周转等等。虽然政府有采取津贴政策以帮助陷入困境的人民，但也
只是杯水车薪。
因此MCO期间，全人关怀团队与本会携手帮助有需要的家庭。透过本会的
志工接洽及遵守政府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下进行家访，了解处于困境中的家
庭的需要。赠送日常需用品及协助他们申请急难救助金。
在这一年里面，本会共接洽及协助了23个家庭、1间孤儿院。

佳讯
报导

2020年12月3-5日
（线上大会）

感谢主！美里精心门训大会 (IDMC Miri) 于5/12/2020圆满结束，
总共有700余人报名参加。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以及大会是由
各地方的人来参加组成，受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极高。因此，大会主题
与工作坊皆以面子书群组线上视频进行，这是新的尝试。本会是第一次
在线上举办如此大型的大会。委员们非常同心竭力的完成这次工作，参
加者也受益匪浅，给予非常积极的回应。
大会分为3天在线上进行，2020年12月3-5日:
分别为5个主题和4个工作坊。这次大会的主题信息
为“倍增真门徒——引领、培育、与神同行”。
(Multiplying Authentic Disciples: Leading, Discipling
and Walking with GOD.
曾金发牧师(Rev Edmund Chan)以及曾麦翠莲
师母 (Ps Ann Chan) 是此次大会的讲员。曾牧师是
新加坡圣约播道会领袖督导，也是国际精心门训教
会联盟创办人。曾师母是新加坡圣约播道会资深传
道以及国际精心门训教会联盟董事。
透过曾牧师分享宝贵的信息以及自己个人成长
经历、如何被神带领使用、带领门徒的心得等等，
让弟兄姐妹透过这次大会更了解神的心意。5个主
题如下：

主题一

1.

你的价值观必须改变(太5:1-12)。如 果 我 们
的价值观不改变，就不能做主真正的门徒。世
界对成功的看法与天国不一样。世上成功的衡
量在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比如：教会人数有
多少? 教会建筑物有多大？资源丰富吗？但天
国的价值观是注重在你这个人的品格：是否谦
卑、活出圣洁的生命、以及使人和睦。

2.

你的使命必须清晰(太5:13-16)。耶稣呼召我们
在世上要成为盐和光。盐是我们的生命，而光
就是我们生命的影响力。

3.

你的准则必须正确(太5:17-48)。上帝看重的是
我们的内在生命，我们要把心交给上帝，去活
出一个由内至外的基督徒的生命。

4.

你的动机必须纯正(太6:1-18)。真实的灵性是
不要为了引人注意而在众人面前行善。因为天
父是在暗处观察我们，也必在暗处报答我们。

5.

你的忠诚必须真实(太6:19-34)。耶稣论及门徒
的忠诚：我们真实忠心的对象应该是谁？这是
一个心意所向的问题。我们要把上帝的国成为
我们的唯一，成为生命的中心点。

真实门徒的七个标志

真实门徒的七个标志记载在马太福音5-7章,即
是我们熟悉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给予世界不同的
价值观，这是天国观念对世界的一个大翻转(太5:1
～12)。真实门徒的七个标志：

曾金发牧师与曾麦翠莲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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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的关系必须健全(太7:1-12)。耶稣说:“所以
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
怎样待人……”我们作为真实门徒和真实灵性
的最强测试，就是在于我们的人际关系。

7.

你的根基必须稳固(太7:13-29)。耶稣在总结他
的伟大讲题时论及门徒的根基。耶稣告诉我们
上帝的道是真实门徒培训的绝对根基。

主题二
二

4.

差派主要领袖作为选定培训的学习团队。可以
差派主要的领袖去参加门训大会比如IDMC,
或研讨会。之后，参加大会的人必须写一篇文
章，关于在大会所学习到的心得和反思，以致
不是单单成为一个出席者，而是实际能应用所
学并传递。

5.

开发一个所有层次的领导力发展体系。比如：
宣教、社区关怀、辅导等等。

6.

开发一个建基于四个主要的课程:
1 基础课程：教义和圣经、
2 塑造课程：属灵纪律和属灵操练、
3 职能课程：关于技能发展，比方说时间管
理、属灵争战，怎样建立一个健全的人际
关系等等、
4 框架课程：主要是讲到我们的心智模式还
有一些的框架。

7.

设定具体的培训目标和结果。设计一个可以看
见，可以定义的目标和结果。

建立一个门徒训练环境

建立门徒教会的关键，是培养一种门徒培训文
化。门训环境包含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门徒训
练环境；第二、门徒培训群体文化。我们必须透过
群体来改变文化。我们若说要成为主的门徒，就需
要从一个跟随主的人身上学习。这个人必须是合格
的，就如学习游泳，一定要找一个会游泳的老师，
学习成为门徒亦是如此。另外，很重要的是他实践
他所教导的知识。

门徒培训群体文化。
门徒训练所必须考虑的七个实际问题：
1.

要有适切性。将训练与需求感相匹配。意思是
训练的内容必须是和训练的对象相匹配。他们
是年轻的父母吗？是学生吗？是家庭主妇或专
业人士？他们是x,y,z世代的人吗？他们的智
力如何？他们生命的阶段是来到生命的哪一个
季节？

2.

我们相信实地训练。这里有4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我做你看，第二关阶段是督导和被督导一
起做。第三个阶段是你做我看，第四个阶段是
单独一个人做。因为已经有知识和经验了。

3.

使用他人可以提供的培训资源。圣经是门徒训
练的主要材料。但是，也可以使用圣经之外的
材料，比如亨利布克比写的《不再一样》。曾
牧师和师母也写了一些门训材料：《扎根于展
翅》、《生命与传承》、《信心与灵火》。

要建立一个门徒培训群体文化，就必须建立小
组模式。有关世界最大型教会的研究显示三大重要
因素：圣经与祷告、细胞小组与教会群体、布道与
差传。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图片：好像一棵树
1.“上帝的话与祷告”为根。
2.“细胞小组与群体”为树身。
3.“布道与差传”为果子。
小组是教会生活的主要焦点，而不是另一个活
动。在小组里，组员可以得到牧养，也叫每一个人
可以得到关怀，没有竞争对象。我们必须逐渐停止
所有的竞争方案，小组被赋予最高优先地位。
在服事方面，我们以“共同承担责任”的模式取代
“志愿者”的模式。小组赋予教会服事事工的能力
。一个有效的小组基础架构发动教会投入事
工。小组发动教会完成三件事：教牧关怀、传福音
和兴起新领袖。小组照顾初信者和新访客，帮助他
们融入教会。小组关闭教会的后门，提供归属感和
亲近感。

IDMC职员同工线上全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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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三
三

耕耘一个门徒的文化

于耶稣基督。活出与我们蒙召的生活和生命
相称。
5.

在精心门训这方面，我需要懂得怎么样去问正
确的问题。彻底的真门徒有5个明确问题：
1.

2.

答案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作主门徒
不是一个军团之旅而是一个救赎之旅。不在
于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基督教
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
们要降服在耶稣十字架的脚下，并愿意降服
于祂，让祂带领我们，为主而活。

为什么作彻底的真门徒如此重要？
今天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一个严重的现
象。我们言行不一，我们光说不做。我们忘记
了基督教信仰里面所关乎的，就是在日常生活
当中跟随耶稣。这世上有三种教会： 1. 挣扎求
存的教会、2. 成长中的教会、3. 超大型教会。
这三种类型的教会都需要门训。对于挣扎求存
的教会需要门徒训练，因为增长是他们的动力;
对于成长中的教会来说, 他们需要精心门训, 这
样他们才可以持续增长; 对于超大型的教会来说,
门徒训练可以帮助他们的信徒有深度的成长。
如果如此重要，为什么作彻底的真门徒会被
忽略？

怎样最好的完成作彻底的真门徒？

主题四

拥抱一个门徒哲学

核心价值观必须植根于核心信念。它们必须是
以原则为中心。教会领袖要体现门训价值观，就必
须建立关于门徒塑造和门徒培训的内在信念。他们
必须就个人所肯定、所认同的有正确的掌握。
门徒塑造与门徒培训的12大原则：

被忽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门徒训练不
管用。我们觉得不管用，因为我们不理解什么
是门徒训练？精心门训计划(缩写:IDT)：I就是
Inner life ——内在生命的意思。精心门训是内
在生命，它不是一个节目或者项目；D代表
devotional disciplines——说到一些的属灵操练,
比方说读经、灵修和祷告。T代表 transformation
——代表生命的转变。
我们以为门徒训练不过是一个节目、是一
个部门，是要推进的一个项目。但是我们却忘
了门徒训练本身是一个生命。门训需要时间才
能看到果效。精心门训之所以被忽略的一个原
因是因为它很难被衡量。我们不能用数字去衡
量门训的成功，因为生命改变是无法用数字去
衡量的。
3.

主再来的日子临近。罗马书十三11-14说道：
“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
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段
经文让我们看见，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耶稣随
时都会回来。因此, 我们必须成为识时务的基
督徒, 要言行一致。我们要活出真实的信仰, 去
克服自己的私欲, 忠心于耶稣。

2.

由于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因此，目前迫切的事
工为普世宣教。彼得后书三9说道:“主所应许
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
延,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
都悔改。我们对人的灵魂得救、传福音没有负
担。传福音有三个P: 第一个是“Presence”。
我们在自己的家庭、职场，是否反映了耶稣基
督？别人看到我的生命，是否能看到耶稣？第
二个P是“Persuasion”，就是我们的见证。透过
我们的善行来见证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第
三个P是“Proclamation”宣扬，向人传福音。

3.

根据圣经，普世宣教的关键在于精心门训。约
翰福音十五15: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
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
的果子常存。”约翰福音十七9 :“我为他们祈
求，不为世人祈求,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
因他们本是你的。”有一个名词叫NSI，直译
的意思是“自然影响圈”。它讲的就是我们至
亲的家人——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兄弟姐
妹等等。这些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人，叫我们去

作彻底的真门徒所关乎的是什么？
做真门徒不是一个知识的传递，也不是一
个短期的转变。它是一个长期、一个根本，由
内之外生命的转变。

4.

1.

是什么使作彻底的真门徒如此困难？
原因是因为我们害怕降服。我们之所以害
怕降服上帝，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不
寻求上帝，我们不要上帝。我们受到这个消费
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教导。我们给予上帝不过是
一种零星的奉献和委身。我们并没有全然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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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传福音。除了“自然影响圈”，我们也有
在职场上、在学校里面的人，他们也是我们传
福音的目标。
4.

精心门训的首要议题是作耶稣彻底的真门徒。
Radical的意思就是回到最根本，最基础的事
情——就是跟随耶稣基督。活出与我们蒙召的
生活和生命相称。

5.

作彻底的真门徒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路加福
音九26:耶稣说：“手扶著犁向后看的，不配
进神的国。”意思是“没有回头路”。“世界
在我背后，十架在我前头”。我们虽然是活在
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朝向永
恒，朝向神的王国。

6.

作彻底的真门徒的核心是灵命的转变和价值观
的改变。人的价值观是很难改变的。只有当那
个人真实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经历了祂的大能
大力之后，这个人的生命和观点就会改变。

7.

作彻底真门徒的内在生命源于应用圣经中的真
理。有一句短语这么说: “Taking it in, Living it
out”，我们要吃进上帝的话语，也要活出上帝
的话语。重点不在于我们懂得多少, 知道多少,
而是我们有没有去践行所知道和学习到的。

8.

教会已经接受了一个不作门徒的“教会宗教”,
我们必须为此认罪悔改。这意思是说教会只是
一个宗教场所。我们只要求会友来教会参加聚
会，这样就足够了。但其实这不是重点。因为,
我们所要的、所追求的不应该只是让他们来到
教会。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栽培这些人，叫他们
能够深化与主之间的关系、叫他们能够在主的
里面有更多的爱和降服、更久的注目，更加的
愿意顺服神；带领他们到耶稣的面前，叫他们
能与基督面对面。

9.

作门徒不是军团之旅，而是救赎之旅。加拉太
书四4-5：“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
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
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著儿子的名分。”圣
经的66本书卷带出一个主题，一个主要的信息:
上帝的救赎。上帝从我们的破碎、背叛、背离
当中，救赎了我们，还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

10. 顺命先于使命。顺命就是与上帝同行、做祂要
我们做的、说祂要我们说的。换言之就是活在
耶稣基督的主权底下。我们必须顺命于上帝的
教导。当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就能断
开罪恶的捆锁。上帝给予我们突破，我们得以
前进，成为耶稣基督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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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门徒培训不单单关乎我们已准备就绪，而是关
乎我们是否已扎根。除非我们已经扎根，否则
我们永远都不会准备就绪。即使跑在所有人的
前面，不久之后因为没有扎根，很容易就会失
去动力、能力、活力以及聚焦力。精心门训不
是一场的短跑，它是一场马拉松。
12. 活像基督是真实门徒培训的首要标志。作门徒
不关乎要做什么或者学到什么，而是要紧紧的
跟随耶稣直到有一天我们醒悟过来，发现原来
是上帝把我摆放在这个位置上。原来上帝要我
经过这个炼金的火，叫它可以塑造我的品格，
叫我们屈服在祂的十字架下，让祂来做我们的
主，将我们所有一切都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
底下。因为如果耶稣不是全然的主，祂就根本
不是主。

主题五

致力一个门徒的运动

大部份教会里面存着很多问题。如果说没有教
会问题 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不是教会问题, 而是人的
问题。人的问题是关乎心的问题。我们仔细思考,
心的问题是讲到顺服的问题。再往深一点思考，顺
服背后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上
帝，我们就会顺服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有
这个忧虑、害怕、担忧的话，这些都会限制我们。
让我们分心，欺骗我们，叫我们去依赖自己，而没
有去依赖上帝。结果，我们就是没有顺服上帝。
信心问题再往深处思考的话，它背后的问题是
灵命不成熟的问题。灵命成熟背后的问题就是精心
门训的问题。整个问题的核心，是关乎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问题的核心不是生产出主的门徒，要有更
多的门徒训练、计划等等。不是的，重点在于我们
有没有爱耶稣？因此，有关作主门徒最关键就是耶
稣问彼得的那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
翰福音二十一15)门徒训练的核心问题是在于我们
与耶稣亲密关系的问题。关键点是降服在耶稣的主
权底下，让自己完全的沉浸在主耶稣基督和祂的国
度的异象和热忱当中。
跟随主是关乎到重新爱上耶稣, 爱祂比“这些”
(所有人的“这些”都不一样) 更深。如此，我们就
会在灵命上长进，与祂建立亲密的关系，会更多怀
抱祂的国度，进而从主耶稣那里得到装备和强化。
再好的装备，也不能产生出上帝要的工人，除非我
们是以爱耶稣为我们的唯一目标和追求。如果说少
了对耶稣的爱，没有被耶稣的爱所吸引转变的话，
而我们也没有相信上帝，再好的培训和装备都不会
使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它只会带来一个知识上或者

就再讲四个星期、八个星期。甚至请一位外来
的讲员，再更有力的讲四篇传福音信息，但结
果还是没有人去传福音。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能
够靠着言词来带领。人们就是除非有那个参与
感，他们付出行动，否则他们不会有“主人翁
感”。那么应该如何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小组,
鼓励他们，一起出去。而当大家一起去付出行
动的时候，“主人翁感”就产生了。如果说有
“主人翁感”，有“门训感”，还有督导的装
备，会众就会去行动。

是技能上的一种的传递, 或者是教导沟通方面能力的
一个提升而已, 但是不会产生出上帝所要的工人。
门徒训练的问题关乎我们应该怎样的去更多爱
耶稣，顺服主，完成主给我们所有的托付。作主门
徒简单来说就是重新爱上耶稣。这将会给我们带来
关键性的转变。

迈向精心门训教会， 我们要学习10门功课
1.

是谁在负责主管？门徒培训教会的关键在于门
徒培训牧师。我们不能绕过牧师去推进精心培
训，否则精心门训教会就不能落实。

2.

健康的教会文化。我们要有智慧和勇气去改变
教会不好的文化。要做什么？如何改变和改革?
我们也需要有勇气，有胆识去执行、推行，使
精心门训在我们的教会落实。

3.

把价值观人格化。“从捍卫异象推前到价值观
人格化。”当我们活出我们的价值观，当领袖
身体力行、活出榜样，而不只是光说不做的时
候，会众也被影响去做同样的事情。

4.

除去与替代原则。不要开始门徒培训，除非先
做好准备。

5.

督导领袖。透过督导领袖扩张你的领导力基
础。如果我们没有扩大领导力基础，就很难扩
张我们的事工。例如小组事工。我们不要忙于
说，要怎样倍增小组的事工，而是把焦点放在
怎样装备你的小组组长。如果我们栽培了小组
组长，就是准备装备了更多的小组长的话，小
组就会扩大、扩张。如果说我们只是扩大或者
扩张小组事工，小组长就会觉得不能够应对，
他们会觉得很累，身心俱疲。他们就不能推进
小组的工作。

6.

7.

门徒训练环境。没有门徒训练的环境，就没有
可持续发展。这个环境是我们在一起的生活环
境。当我们有这个门徒训练环境，我们彼此鼓
励的时候就彼此的激发了。

8.

强调门徒培训的日渐性。每日的门徒培训必须
取代每周的门徒训练。灵命的成长和属灵操练,
这些应该都是每日的。每日写一些灵修笔记，
即使是短短的两段或三段，每一天都要写。因
为这里的重点就在它的“每日性”。约翰福音
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9.

往深处扎根。从大处着眼、从小事做起、往深处
扎根。当我们深化信徒在主里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帮助他们作主的门徒了。约翰.斯托得
说:“今日基督徒的一个现象就是有成长，没
深长”。我们必须要帮助人深长，深深扎根在
耶稣基督里。我们必须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帮助他们深深的扎根，好叫他们的生命观、异
象、世界观、信念等等都是有根有基，根据圣
经的教导。

我们如何督导领袖呢？就是透过在一起的
时间, 透过一个学徒制度，我们来督导和培养
领袖。比如在新加坡圣约播道会(简称CEFC教
会)。他们有一个学徒制度，无论是在招待的
事工，敬拜或者是什么样的事工，总是会有一
个导师教导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某一个导
师的身上，学习怎样事奉。

10. 传 承 。 培 养 正 面 的 问 责 ， 把 我 们 所 学 习 的 传
承。传承很重要，因为只有透过传承，我们才
真正学习到功课。很多时候，人没有真正的学
习，除非他们需要将所学的东西传出去。传承
关乎四点：发掘真理、应用真理、获益真理、
传递真理。我们要去发掘真理，应用真理，从
真理里面获益，然后我们去传递真理。当我们
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所传的不是一套理论，而
是在生活和生命里面的真实经历。这就是作主
门徒，让人在主里深深的成长，好叫他们一方
面学习、一方面去传递、一方面去分享，更深
化他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在主里面成长。

清晰的方向。除非会众付诸行动，否则他们不
会有“主人翁感”。我们不能只是光听或者学
习一些理论，就觉得会众会去付出行动。比方
说教会要去传福音，於是我们就讲传福音的信
息。如果讲了两个星期好像没有效，那么我们

我们必须要知道作主门徒,他一切的关键是
在于: 活生生的活出，那位救赎主在我们里面的
生命。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营造这样
的一个环境, 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让人作主真
门徒的一个门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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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
报导

《领袖督导年研讨会》

日期：2021年1月1日
地点：廉律堂会

(腓2:8)道成肉身不是一个名词，它代表了耶稣接
受委屈、受苦、牺牲的代价。不要忘记婴孩耶稣是
有神性的。但是他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力，成为人卑
微的样式。
第四是“陪伴的督导”。“道成了肉身，住在
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
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1:14）道
成肉身的督导是陪伴的服侍，是同在，帮助对方成
长的服侍。
会众

2021年，教会正式进入“领袖督导年”。
“督导”的定义是什么呢？按曾金发牧师
(Rev Edmond Chan) 所说：督导是一种有力的
生命投资，即通过监督关系，有效地示范和传
递知识，技能和态度，进而给生命带来转变。
督导有5项须知：(1)督导强调关怀与爱的监督
关系、(2)示范是督导的关键(生命影响生命)、(3)督
导不单是知识的传递，也涉及技巧提高和态度的形
成 、 (4)督 导 的 对 象 是 领 袖 ！ 更 是 未 来 领 袖 ! 、 (5)
『生命的转变』是督导的重要目标！当天分享主题
信息的讲员是蒋祥平牧师。他的讲题;“从道成肉
身看督导”，经文记载在约1:14。

第五是“行道的督导”。“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1:18)
耶稣用他的肉身让看不见的父表明出来。当我们对
耶稣有深层的认识、爱慕和敬拜，并且活出耶稣的
样式，别人虽看不见耶稣，但是藉著我们的行为和
见证，他们看见了耶稣。
结语：
我们的一小步，是别人的一大步，巴拿巴恩赐
不及保罗, 但他提拔保罗, 陪伴保罗, 结果栽培出一
名比他更出色的领袖。不要因为你自己觉得微小,
就不做督导, 我们不需要伟大才有资格督导，只要
我们有爱心，愿意陪伴别人，栽培别人，那就够
了。督导就是：“成为使人伟大的人”。

道成肉身不单是耶稣伟大的作为，它也是我们
“道成肉身”当督导重要的神学基础。精心门训就
是天天跟随耶稣，学像耶稣。督导就是学像耶稣的
榜样来监督、陪伴被督导的，一起跟随耶稣。耶稣
道成肉身给予我们督导至少有五方面的借镜：
第一是“刻意的督导”。“及至时候满足，神
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
(加4:4)。“及至时候”表示是有计划的！督导需
要刻意和计划去安排。而不是试试看，漫不经心的
态度来参与。散漫的督导不是道成肉身的精神！

敬拜赞美

第二是“谦卑的督导”。道成肉身是耶稣谦卑
的行动，督导者要谦卑的督导学员, 不要高高在上,
以老师自居，被督导的学员也要谦卑向督导者学
习。“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太5:8)道成肉身里的谦卑才能得见神！
第三是“牺牲的督导”。“既有人的样子, 就
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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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
24/12/2020
02/02/2021

联堂
都九

13/03/2021

珠巴

共结连理
杨书兴弟兄与林淑馨姐妹结为夫妇。
李耘霆执事夫妇之次男李俊兴弟兄与卫理美安堂黄泽欣姐妹
结为夫妇。
范为程弟兄之唯男范日怀弟兄与官玲珍姐妹之长女陈家幸姐妹
结为夫妇。

添丁弄瓦
08/12/2020
31/12/2020
03/03/2021
04/03/2021

母堂
母堂
珠巴
联堂

陈明凯弟兄、贝青忆姐妹夫妇蒙神赐一男婴。
丁秋龙弟兄、陈秋忆姐妹夫妇蒙神赐一女婴。
林克薇姐妹蒙神赐一男婴。
甘宗豪弟兄、杨洁莹姐妹夫妇蒙神赐一女婴。

赴国深造/工作/乔迁
02/01/2021
06/01/2021

联堂
都九

张秀婷姐妹前往槟城深造。
许迨晴弟兄前往槟城工作。

安息主怀
10/12/2020

廉律

09/12/2020

都九

28/12/2020
06/01/2021

廉律
联堂

01/01/2021
12/01/2021

都九
珠巴

11/01/2021
19/02/2021
03/03/2021

廉律
珠巴
珠巴

赖洲光弟兄之岳母，许夕美姐妹之母亲，赖庆豪弟兄、
庆优弟兄及文宣之外婆沈亚珠老姐妹安息主怀。
Albert Goh 弟兄之母亲，Lily Jong姐妹之家婆，
Simon Goh、Stanley Goh、Debbie Goh之祖母
林月明老姐妹安息主怀。
黄彩琳姐妹之家婆张二妹老姐妹安息主怀。
黄可富弟兄、黄可妃姐妹之母亲、刘丽娇姐妹之家婆、
池文惠弟兄之岳母、黄智龙、智鸿弟兄之祖母、
池芊瑶姐妹之外婆刘德玉老姐妹安息主怀。
陈亚幼老姐妹安息主怀。
詹和盈姐妹、玲玲姐妹、晶晶姐妹、和彬弟兄、秀秀姐妹及
新山恩典堂詹和和弟兄之父亲、珠巴堂会方建文弟兄之岳父、
新山恩典堂沈利珊姐妹之家公詹云友老弟兄安息主怀。
王爱萍姐妹之母亲、林玲姐妹及道良弟兄之外婆陈亲爱老姐妹安息主怀。
陈芝华姐妹之父亲、朱景恩弟兄之岳父陈永福先生息下劳苦。
陈见娴姐妹之父亲、沈建福弟兄之岳父陈宪昌老弟兄安息主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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