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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上帝光明的兒女

2012年1月8日

子，但是從網絡資訊已可以感覺到那種逼真感。如今，
2012 年真的到了，是否這部片子將變得更叫座？我們
不得而知。但是世界末日的話題，恐怕還會不斷出現。

【年度主題經文】

對基督徒來說，「世界末日」是真的嗎？有一天，
真是會有「世界末日」發生嗎？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按照聖經啟示，答案是肯定的！基督徒必須知道，
神確實已經告訴世人，今日我們所見的這個天地不會永
遠如此。有一天，創造萬物的主宰將要叫這個舊天地落
幕，完全改換一新，接著就有「新天新地」從神那裡降
臨(啟示錄 21:1,2)。如此預言不但在新約聖經－「…主
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
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這
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
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
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但我們照祂的應許，
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得後書 3:10-13)；
甚至早在舊約聖經的先知書裡也有－「看哪！我造新天
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以賽亞
書 65:17)；「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樣
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字也必照樣長
存。」(以賽亞書 66:22)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腓立比書 2:15,16)
【元月份經文】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
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
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
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馬太福音 5:14‐16)
隨著優美的聖誕音樂逐漸飄逸遠去，不知不覺間新
年也就到了眼前。2012，是的，轉眼我們已經進入
21 世紀的第 12 個年頭了。
最近無意間與人談起「千年蟲(Y2K)」一事－記得
那是從 1999 年進入 2000 年的前夕，許多人憂心世紀
轉換可能會帶來空前的巨變。因為現代社會絕大多數
事務都已仰賴電腦科技處理，大到國防軍事、金融經
濟、航太安全，小到個人居家生活、工作事業、出入
交通，都不例外。所以當時廣泛流傳著許多令人憂心
的猜測：斷水、斷電、斷糧…等等，叫人聽了很緊
張，但卻又無所適從。這些事想起來仍歷歷在目，好
像還是昨天，沒料到已是十幾年前的往事。那些以為
可能要發生的巨變都沒有發生，「千年蟲」也就悄悄
的消聲匿跡，叫人空緊張了一場。

親愛的弟兄姊妹，上帝為什麼預備救恩？上帝為什
麼差遣愛子耶穌來到人間，並且走上十架為我們捨身流
血？祂為什麼賜下這本聖經，告訴我們過去祂的應許已
經如何實現，也預言將來還有必要發生的事？聖經所說
的，不是電影故事，乃是上帝的啟示。祂沒有透露「世
界末日」何時會到，但警告我們不要隨便猜測。上帝已
為我們預備了真正的救恩方舟－耶穌基督。我們要接受
這個最有保障的恩典，並隨時有所準備。世界末日不可
怕，可怕的是沒有準備！

近幾年，或許你也已經聽說過。根據中美洲 Maya
文化留下的文獻，有人認為 2012 年將是世界末日來
臨的一年。許多人藉此大作文章，網絡上議論紛紛，
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早在兩年前，好萊塢也不甘示
弱，以此為背景拍了部災難電影，片名就稱為
「2012」。片中居然還有現代方舟，建造在中國西藏
的喜瑪拉雅山區裡。這部電影也用最先進的電腦生成
圖像技術，將洛杉磯如何在大地震與滔天海嘯衝擊下
沉入海底的恐怖景象呈現出來。我雖沒有看過這部片

2012 年，教會主題是：「做上帝光明的兒女」。弟
兄姊妹們，無論世界怎麼變化、世代如何震盪不安，耶
和華上帝仍必高高坐在寶座(詩 29:10, 9:7)。祂對我們
的吩咐是－「你們是世上的光」。你看見了嗎？今天的
世界確實需要光－主耶穌的真光！你願意成為上帝可用
的器皿嗎？讓我們振作起來，求主潔淨，求主使用，榮
耀主名！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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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對鄰舍的愛心、以及禱告的能力。主藉著東
埔教會讓我明白以賽亞書30：20所說的，“主雖
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 你的教師
卻不再隱藏， 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我由他們
生活的缺乏，看到自己生活的豐富；也由他們生
命的豐盛， 看到自己生命的貧乏。

臺灣短宣分享
叢抒凡
對我來說，臺灣是熟悉的故鄉， 但是臺灣的
原住民卻是陌生的族群。過去六十年來，在島上
族群間充滿恩恩怨怨、愛恨情仇的政治鬥爭中，
這群臺灣最早的主人， 卻常常被人遺忘。年輕時
候留下的刻板印象， 原住民就是阿里山上能歌善
舞的青年男女。 今年初聽說去臺灣宣教的接待教
會是原住民教會時， 就常常在心中揣摩：他們究

八八水災過後的這幾年，東埔教會在全牧師、
師母的帶領下，開展了向鄰村平地人的宣教事
工。他們初次面對廣大的異族福音禾場，一路走
來四面楚歌，挑戰重重，有來自自己族人與教會
長老反對的聲浪、有平地人歷世歷代民間宗教的
沉重包袱、有世界的誘惑、有人生的重擔、有自
我的驕傲。但是神的旨意人無法阻擋，在全師母
和鳳美、錦蘭、金香、富美幾位姐妹的服事之
下，東埔教會在鄰村建立了一個福音據點 - 同富
傳愛中心， 三年間，從三個慕道友發展到今天的
二十四位信徒與慕道友。這期間， 傳愛中心的同
工飽受當地居民的冷嘲熱諷，笑他們說傳愛中心
裏的都是他們同富村的“精英”：有被先生打得
只剩一顆牙齒的柯阿茶、和她精神異常的成年兒
子，還有智力和語言雙重障礙、長年被兄嫂剝削
做廉價勞工的鄧振春、劉美娟夫婦，這些在村子
裏無人理睬的弱勢族群，卻受到傳愛中心同工熱
情的擁抱，他們在主耶穌基督裏找到了愛、找到
了笑容、找到了自尊，他們現在每週一晚上風雨
無阻地騎機車、或騎單車到傳愛中心聚會。

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神差派這次短宣的心意又
是什麼？
多年來，臺灣原住民一直面臨經濟上與社會上
的雙重困難，高失業率以及教育素質差距衍生而
出的酗酒、單親家庭等問題，一直在族群裏一代
又一代的惡性延續著。 我們所去的南投縣信義
鄉，居民以務農為主，狹窄的山坡地每年要翻種
幾次，輪種著茶樹與各樣的水果 蔬菜。靠天吃飯
的農民們，這幾年經歷了接二連三的天災，九二
一地震後的重建不多久又被八八水災沖壞了，使
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現在有些農民搭蓋溫室種
植蔬果，雖然成本提高，但也減低了惡劣天氣帶
來的影響；山裏也有農民專種像蓮霧這種高價格
水果，利用密集的人力培育，可以賺取較高的利
潤。信義鄉是進出阿里山的門戶，地下有天然溫
泉， 另有些村民靠觀光旅遊業為生，我們所住的
旅館就是原住民家庭租下來經營的，附近一條街
道的餐館與禮品店大多是有觀光客到達時才開門
做生意的。

那天晚上我們的音樂佈道會結束，在回旅館的
車上，我看見夜色中，阿茶騎著單車的背影、風
雨中她賣力地踏著踏板，身上穿著的大圓裙的裙
擺頂著風向兩邊飛揚，好像插著翅膀的天使。美
秀姐妹稱他們是聖經中的人物，我也的確感受到
他們像當年被主醫治的癱子、瞎子、患血漏的、
被鬼附的，在“身得醫治、靈得釋放”之後的雀
躍歡喜。這些聖經中的人物， 也見證了經上所
說：“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
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林前1：27）”“因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
拙，如經上記著說，‘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

這些山居原住民的生活背景， 在我預料之
中；令人驚喜的則是他們的信仰背景， 六十多年
前西方宣教士到臺灣傳福音，每逢在部族裏領少
數人信主之後， 全族的人很快就會一起歸主，
族群的凝聚力極強。接待我們的東埔教會會眾多
是布農族第二、三代的基督徒，布農族人身材比
較矮小，但是他們著名的多聲部合唱卻能產生巨
大的震撼。這次東埔教會震撼我的， 不只是他們
的歌聲，更有他們為主擺上的敬虔、傳福音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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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風潮，就是加強和鼓勵家長（父母）直接
參與事工。現在，北美基督教神學院對從事兒童
和青少年事工的同工，其培訓策略也有所改變，
將側重點從以往的兒童和青少年的事工專門訓
練，漸漸轉移到家庭事工上，重點對兒童和青少
年事工提供領導者的特別訓練。

東埔教會傳遞了上帝奇妙的作為與拯救的心
意，在多年來享受經濟發展與宗教自由、福音卻
未曾廣傳的寶島臺灣，神要使用被祂熬煉六十餘
年的原住民教會，來擔當福音大復興的尖兵。 我
們這個在北美的華人教會，有幸及早加入了這個
動員的隊伍，見證了神創始成終的心意：祂要使
萬族萬民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 得以同為後
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弗3：6）。

家庭事工方興未艾，開始成為教會事工的主要
焦點。在現今教會中，有三種主要的家庭事工模
式被廣為採用。現在，以谷區國語浸信會為例，
讓我們逐一對比分析以下這三種事工模式，比較
各自的果效和差異。

感謝主，也感謝教會的弟兄姐妹，支持這次的
臺灣短宣， 使我又有一次機會親眼、親耳、親身
經歷了上帝奇妙的作為，也更堅定自己要“為主
所用”、“為主而活”的心志。

一、教會為主，家庭為輔
家長將孩子委託給教會，由教會承擔管教、約
束孩子的責任，同時，教會也承擔結果，教會的
領導者們是“專家”和“承包人”。
主要家庭事工的例子如下：

【事工瞭望台】

1、以教會為主導和基礎的兒童事工，如主日
學、周間俱樂會和暑期聖經學校。這些活動用來
增進家長和孩子們共同參與的動力，家長們協助
同工推進兒童和青少年事工。

中國有句俗語：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從中可
見父母對兒女美好的期許。神不僅要我們盡心、
盡性、盡力、盡意愛主，我們的神，而且神諄諄
告誡我們：“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申命記
6:7），“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參見箴言 22:6) 。

2、教會給家長寄送通訊。
3、家庭各成員同一時段共處教會，但分散在
各自的教室（因此，缺乏不同年齡段間的互動）
4、在同一時段，不同年齡層共同禮拜。

是啊，兒女是神賜給我們的產業，如何教育、
帶領他們呢？這是一門歷久常新的功課，教會願
意陪伴大家共同行走在這條任重道遠的路途上，
讓我們齊心努力，共同承擔，教養我們的孩童，
讓他們年幼的心就敬畏神，童稚的眼目就喜悅神
的道路。

二、教會指導，家長參與
教會領導們和家長一起同工，來操練、塑造孩
子們的靈命，教會領導者是“同工夥伴”。
主要家庭事工的例子如下：
1、招募家長成為領袖（教師）和協助者（陪
伴者、監督者）
2、家長資源圖書館

三種家庭事工模式的探討

3、父親/兒子和母親/女兒的活動項目
4、不同年齡段的活動項目，讓大家真正一起
互動（教會舉辦的家庭晚會）

英文部

三、家長和家庭優先，教會輔助

隨著事工的推展，兒童和青少年事工的同工都
逐漸意識到，如果沒有家長的介入和參與，若想
提高兒童和青少年的靈命是徒然無功的。在教會
裡，針對兒童和青少年事工，正在興起一種徹底

首先，家長要經過訓練，能夠承擔在家中管教
孩子的主要責任。教會的領導者是資源的提供
者，扮演幫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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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聯：

主要家庭事工的例子如下：
1、家長訓練的課程研討會。家長的退休會目
標在於教導各家庭如何在家中共同成長。

上聯：愛神愛人愛教會
下聯：同心同工同增長

2、家庭服事計劃

橫批：主恩浩蕩

3、統一主日學的課程，使家長們和孩子們在
主日談論一樣的教學課題內容，提供家中延伸探
討的話題，有利於以家庭為單位家庭操練敬虔。

親愛的朋友們，親愛的弟兄姐妹們，2012年翹
首已至。谷區國語浸信會教牧團隊及執事會、理
事會的全體同工給您拜年，向您致意，也為您感
恩！
願恩惠平安從父神及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給大
家！也祝願新年帶來新氣象，新年帶來新期許，
新年帶來新希望。

4、家庭禮拜或家庭團契成為定期的節目。
（所有年齡層的人都可享受、體驗在以家庭為單
位的敬拜、團契和經驗）
綜上所述，不管選擇哪一種模式，或是混合3
種模式，神總是會鑒查父母是否有照著主的教訓
和警戒養育子女（參見以弗所書6：4），神也會
詢問教會怎樣裝備聖徒各盡其職（參見以弗所書
4：2），但願無論父母，還是教會，我們都能忠
心回應神給我們的託付和任務。

新春報喜－1/21(週六)舉行，主題：「萬象更新」。下午
四時開始有包餃子活動，方便與慕道朋友聯誼話家常，
六時開始愛筵(請一家一樣小菜或點心)，七時半有詩
歌、見證及福音信息，歡迎踴躍邀請親朋好友同歡樂，
歌頌主，迎接新年。

（英文部供稿，本刊編輯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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