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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目標】
愛神愛人 作主門徒

2011年10月9日

滴在曠野的草場上。小山以歡樂束腰；
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穀。這一切
都歡呼歌唱。

【年度主題經文】

這篇詩篇的作者是大衛。他明確指出，上帝如
此豐富偉大的恩惠不是單單只向著神的百姓，或那
些敬畏祂的人。大衛詩歌呼籲的對象不單是以色列
人，他的著眼點乃是向著「凡有血氣的」(2 節)，
「一切地極和海上遠處的人」(5 節)、「萬民」(7
節)、「住在地極的人…日出日落之地」(8 節)等
等，為要喚醒所有的世人來就近這位滿有恩典慈愛
的天父上帝。遠在世人不認識祂、也不敬拜祂之
前，上帝普遍的恩惠早已浩瀚無私的臨到世人身
上－「…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
飲食飽足，滿心喜樂。」(徒 14:17)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
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哥林多前書 13:13)
【十月份經文】
愛人不可虛假；
惡要厭惡，
善要親近。
(羅馬書 12:9)

今天的基督門徒，當我們歸屬主、認識主，並
要接受裝備事奉主的時候，就必須認真學習「愛眾
人」的功課，因為這是上帝的原則與心意，並已經
為我們立下了明確的榜樣。同時，在上帝賜給我們
的誡命裡，「愛眾人」與「愛神」並列，且是最
大、最緊要的。正如耶穌的話說：「你要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
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可 12:30-31)
這個月份，我們教會的短宣隊將到台灣中部，
在山區鄉間裡傳福音。這些人我們從不認識，他們
的背景與我們也很不一樣，但是我們相信神要我們
在那裡傳福音，祂更要我們在那裡學習操練「愛眾
人」的功課。請大家為短宣隊代禱，以禱告托住一
切的事奉。「宣教」是我們信徒共同的使命，無論
是第一線的短宣隊員，或是作堅強後盾的禱告勇
士，都在宣教上有份。感謝主！
親愛的弟兄姊妹，除了為短宣隊禱告之外，我
也向你發出挑戰－如何在你生活週遭環境裡學習
「愛眾人」的功課？請你留意：上帝如何關愛那些
在你週圍的人，特別是那些還不認識神的人？他們
極可能不覺得上帝愛他們。但是你能幫助他們看見
嗎？你要如何成為上帝慈愛的器皿呢？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愛神愛人，做主門
徒」。我們每一季也有分題，涵蓋了「愛神」、
「愛教會」、「愛家」等。本月份進入今年最後
一季，分題是「愛眾人」。
請大家注意：「愛眾人」排在第四季，絕不代
表它的重要性排名最後。一般人認為，人們愛心
的情操都是由個人的自身往外延伸，從身邊的家
人，到至親好友，再擴及到「汎愛眾」。因為親
疏有別乃人之常情。但我們基督徒必須知道，聖
經裡提出「愛眾人」的道理，並不是循著這樣的
思路。我們信徒要學習「愛眾人」，因為這項愛
的情操乃是源自於上帝的心。
聖經有一句很偉大的話－「神愛世人」！這句
話道出了上帝向著普世眾人的永恆心意。祂是創
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何等崇高偉大！但上帝的心
意卻非常貼近世上的眾人，顧念民生的一切需
要。這段詩篇(65:9-13)就是極美的描述：
你眷顧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滿了水；你這樣澆灌了地，好為人預備
五穀。
你澆透地的犁溝，潤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軟
和；其中發長的，蒙你賜福。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
油，

主內

許牧師 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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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求，生有時，死有時，無所增或減。我們信徒看生

凡事都有定期

死沒有分別，只要我們有得救的確據和永生的盼望，

陳愛華

雖然肉體死了，但卻與神同在，直到永遠。
聖經裡有個最長壽的人，名叫瑪土撒拉，活到969

人如果真能體會神的話，就可以做個快活的人，
很輕鬆、很愉快，不管遭遇是好、是壞、是平安、是

歲，他就是後來進方舟的挪亞的祖父。神為什麼要他

苦難、是健康、是疾病，或生、或死。我們既然知道

活到這麼大年紀呢？並非神偏愛他，乃是要借著他的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們就沒有理由憂慮，也沒有理

名字，顯明神的奇妙，瑪土撒拉的意思，就是他死的

由害怕，既不憂慮也不害怕，這人該是何等快樂。神

時候，必有大災難發生，預指洪水淹世。當他活到969

喜歡祂的兒女都做個快樂的人，但由於人的愚昧和無

歲時，也就是他孫子挪亞活到六百歲時，洪水臨到地

知，主觀、偏見常把我們帶到一個非常痛苦憂傷、不

上，把世上的罪人都淹死了。只有挪亞全家八口。相

愉快的光景中去。我們讀經，聽道，就是要從神的話

信神，進入方舟，因此得救。當然，瑪土撒拉的名

語中得到好處，做一個脫離捆綁，真正自由自在的

字，也是神安排的，既然他死了以後有大災難發生。

人。

所以神不讓他死，特別延長他的壽命，免得因著他的
死，大災難立刻臨到地上，神賜給他長壽，好讓世人

在傳道書第三章，傳道者講到“凡事都有定期，

有更多的時日和機會悔改。

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在這段經文裡共提到三十次

弟兄姐妹，神的愛何等奇妙，何等偉大。這也說

[時]字，生死，苦樂，得失，恨惡，喜愛，戰爭和和
平都在神的手中，也都有神的時候。我們人遭遇這一

明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們不要妄求什麼，也不該妄

切事情，好的、壞的，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好，

想什麼，順服神的主權，我們所有的遭遇都是神讓我

也沒有絕對的壞。“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們在其中受經練，所以不要抗議、不要埋怨，更不要

又將永生安置在人心裡”，每一樣東西的出生，成

懷疑神的愛，只要做個順命的兒女，我們就能一生一

長，以至滅亡，都有神的時候，而這些時間都是暫時

世福杯滿溢。神的祝福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有時是反

的，都會過去的，我們要看那[永遠]的東西，不要看

面的，有時反面的福比正面的福分更高、更好。這是

那暫時的，可朽壞的，會過去的東西，宇宙間只有神

我們在時間觀念裡應當學習的功課。許多事情，我們

配稱為永遠，其他都是暫時的，都會過去的。但神是

需要假以時日，不要操之過急，一步又一步，讓神計

永不過去的。他永遠是現在的神，在希伯來文[神]

畫成就，這才是恩典之路、蒙福之路。

字，是不受約束的[時間]。
這位超越時間的神，他願意把自己的那個[永遠]

【門徒更新事工】

放在我們裡面。那是永遠的生命，由於神的恩，加上
人的信，罪人就得到了永生。人有永生在裡面。雖然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

一切事物都將過去。如聖經說天地都要廢去。但我們

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

這些信耶穌有永生的人，在新天新地裡面，有義居在

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其中，有神與我們同在，我們就能夠享受永永遠遠的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

福樂。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12：1~2）

神為什麼要給我們許多好的，壞的，正面的，反
面的，快樂的，痛苦的呢？傳道書三章十四節就是答

《更新的回想》

案：我知道一切神所作的，就必永存，無所增添，無

譚映維

所減少。神這樣行，是使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增

五月份，教會舉行了三個階段的“門徒更新訓

減都在乎神，要順服神的權柄，遵從神的計畫，無須

練”，內容分別是生命的更新、生活的更新及事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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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當我們認識救主耶穌基督以後，領受主的道，

我，在事奉上與丈夫王潔修弟兄同心同行，當他參與

受洗歸入祂的名下，我們就因著主的救恩成為一個有

服事，我就盡力支持，用禱告成為他服事的後盾。一

主耶穌生命內住的人，這就是一個新造的人，此謂生

年前，我們開始一同操練在家中守禱告的祭壇，將一

命的更新。我們肉體所過的生活也必全然改變，但這

切的難處都交托給主，雖然做得不完全，但我們深信

個改變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假以時日，靠主

主耶穌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的力量去過討主喜悅的生活，此謂生活的更新。我們

回顧四十年前，我剛剛信主，什麽都不懂，靈命十

在神的家中學習服事，逐漸投身事奉，此謂事奉的更

分幼嫩，心思意念大都放在操持家務、哺育孩子上，

新。以上這三方面會在我們生命中相輔相成，當我們

直到孩子三歲時，才再回到教會敬拜神，那是常看到

不斷地認識神，漸漸明白神的心意，就會更加努力調

王媽媽和教會的姐妹們參加禱告會，直到深夜才回

整自己，去除生命中的渣滓，與主建立良好的關係，

家。有時白天和姐妹們去監獄、安養院、醫院傳福

用生命在生活、服事中見證神、榮耀神。

音，有時在大街上發福音單張，我漸漸明白服事不單
單在教會裡，也可以走出去傳福音，後來孩子們大

我信主四十年，但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有時灰心
喪志，有時靠主重新得力，每一步都蒙主耶穌的恩典

了，我就開始從日光會（兒童事工）開始學習服事。

與引導。通過參與這次“門徒更新訓練”，對我而

“日光會、日光會，我們爬高山，我們過深水，高舉

言，大得幫助。我重新回顧、省察自己在屬靈的生命

主亮光，照耀全人類……”。這段日光會的口號，至

上、生活上及事奉上需要更加進深，不斷的學習和操

今仍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不斷，在後來，我開始在招待

練。

事工上服事、在廚房幫忙準備愛筵等等，和屬靈長輩
及弟兄姐妹們一同搭配學習，這些點點滴滴的過程，

《聖經》教導我們：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詩

都是我生命中美好的記憶。

篇， 100：2），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

“門徒更新”的課程中有一個問題觸動了我的心：

事主（羅馬書12：11）。一個人重生得救，并受洗進
入教會，自此也就加入到服事的行列中。比如主日參

如果神要我在某一方面事奉，祂就會用特殊的方式讓

加崇拜、唱詩、禱告、讀經、奉獻等，凡事都要像這

我知道，我就阿們！”在今年初一個主日的清晨，有

兩節經文所提醒的一樣，甘心樂意、歡歡喜喜地服

位長輩送了我一些靈修書籍，主日崇拜結束之後，有

事，而且還要以火熱的心來服事。如果沒有這兩樣心

位姐妹找我加入她的事奉團隊，我當下就拒絕了，因

志，服事就會成為一件苦差事。“樂意”和“心裡火

這個事奉的崗位與我的個性完全不合，我推說回家和

熱”的出發點是回應主的愛，因為主先愛我們，并揀

王弟兄商量，禱告過後再回答她。當王弟兄知道後，

選、恩召了我們。

也建議我不要接手這份事工。星期一在公司上班休息
時，想起那位長輩送的靈修手冊，拿出來閱讀，其中

使徒彼得說：“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
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

正好有一篇文章講到事奉的心態，若一個人只事奉自

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

己喜歡的事工，這是用肉體去事奉，如果尋求神的旨

書2：9）。一旦我們服事神的心態正確了，就會很喜

意，順服聖靈的感動，去做自己不喜歡的事工，才更

樂。神樂意陶造我們，成為祂合用的器皿，藉著不斷

能在服事中體會神的帶領和美意。我當下心裡警醒，

地服事神、親近神，我們屬靈的生命就得以成長、成

明白神在透過這篇文章對我說話，於是我立刻禱告，

熟。

認罪悔改，以前在教會中，常常隨從自己的意思去服
事，這種事奉的心態不正確。我回家後與王弟兄分

當我十多年前來到谷區國語浸信會時，發現教會有
一個寶貴之處，就是夫妻同心服事，更有一些家庭，

享，他也認同，於是，我就歡歡喜喜地接受了這份事

全家同心服事，這是何等的美善。“二人若不同心，

工。
感謝神，祂預備了很有耐心的同工教導我，中國有

豈能同行呢？”（阿摩司書3：3）這節經文常常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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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這些年來給予我很多機會和弟兄姊妹

熟悉、不擅長，但我相信“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我

一起操練個人傳福音談道領人歸主.

聖經清楚的記

凡事都能做”。主耶穌是我力量的泉源，我就一無所

載 “我不以福音為恥,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

懼，勇往直前了。

一切相信的.( 羅1:16)”.

更是明確的宣告 “ 萬

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

生命逐漸成長、生活目標方向的不斷調整、服事
的日益更新，這就是經歷神的過程，我漸漸明白了

倚靠我的靈, 方能成事.

(亞4:6).”

故此, 我懇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這個道理，雖

求我的救主耶穌基督, 教導同行的弟兄姊妹和我的的

然知道自己有各樣的缺欠和軟弱，但神仍然使用我，

手指爭戰, 教導我們的指頭打仗. 因為人的得救,

因而就存著順服的心，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神。雖然我

誠然在乎耶和華我們的神.

常常信心不足，但確信主必加添。感謝神，祂以寬容

親愛的弟兄姊妹, 前方的爭戰, 更需要後方的代

和忍耐來幫助、堅固我，好使我能與祂同工、與祂同

禱. 因為 山下的得勝, 乃因山上晝夜的守望和呼求

心、與祂同行！

神.

這是神的心意, 也是神的戰略之一, 你和我都

是耶和華的軍隊, 耶和華是我們的元帥. “衪必帶領
我們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將各樣

短宣代禱信

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主內平安:
感謝

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主! 賜給我在台灣短宣的事工上有份.

(林後10:4-5).

台灣是我的家園, 幾次返台, 放眼觀看各處廟宇
林立, 那地其上的民, 有敬虔之心,

請代禱, 代禱, 再代禱!

卻拜不識之神.

代禱事項如下:

因而激發我每天在父神面前屈膝, 為那地和其上的民
祈禱.

1. 懇求 神, 興旺台灣的教會與福音, 神的兒女放

唯願 主耶穌的寶血遮蓋潔淨, 恩手撫摸醫治

膽傳揚真道.

那地, 使這寶島早日成為基督之島.

2. 預備短宣同工所接觸的人有好的心田, 樂意接

從早期年青的孩子們的阿帕契短宣, 到近年來耳

受基督的福音真道.

熟, 眼熟的哈爾濱短宣, 短宣對我似乎很熟悉, 卻又

3. 短宣的同工有合一的靈, 合宜的配搭服事, 身

很陌生. 熟悉的是, 主耶穌奇異的恩典和奇妙的作

心靈健壯, 服事有果效.

為, 藉著這些短宣的弟兄姊妹的述說, 真是如同雲彩
般的包圍著.

4. 捆綁惡者的作為與攪擾, 使牠們 無計可施.

陌生的是, 總是聽, 總是看, 與我又

好像無關. 感謝

5. 保守短宣同工家人, 動物的平安. 未信的家

主! 慈聲的呼喚 ‘去’ 加上不

人, 早日認識耶穌基督, 飽嘗救恩.

常交談的姊妹突來電話的鼓勵, 並教會牧師對信徒的
教導

願 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常與你們同在.

- 傳福音的四步驟 (禱告, 接觸, 撒種, 收

割). 於是我很虧欠的來到主的面前說: ”

主內

主啊!

我在這裹, 請差遣我!”.

美秀敬上
4

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