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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抉擇        邵銘恩

8/6-8/25

Sabah
沙巴

En Yuan Ho
侯恩源

8/29-9/13 Theological Training神學院二年級訓練 JS Huang黃誌新

8/16-8/18 20th EHDWM Meeting第二十屆東宣會議 東宣代表

8/31-9/28
Malaysia
馬來西亞

Regional attachment by IA sent minister
(Perak Region)聯總差派區會巡牧(霹靂區)

CC Chen
陳建忠

8/15-9/12
Australia
澳洲

Pastoral visit/seminar/Spiritual & 
Evangelistic Convocation (Perth/Melbourne)
巡牧/訓練/靈恩佈道會(伯斯/墨爾本)

Malaysia GA&SCB  
馬來西亞總會 &
新加坡聯絡處

8/6-7, 20-21
Philippines 

菲律賓
Spiritual Convocation(Imelda/Selingan)

靈恩會

Dn Philip &
Pr Ezekiel & 

 Pr. John

8/22-9/5
Kampuchea
柬埔寨

Pastoral
宣牧事工

EL Lin
林恩靈

8/31-9/18 Brazil巴西
Pastoral Work
巡牧

GH Chen
陳建宏

August八月
Ecuador
厄瓜多

Pastoral Work
巡牧

Ming Tang Kuo
郭明道

August八月
Bolivia
玻利維亞

Evangelical & Pastoral and Training 
宣牧&訓練

CM Chu
朱成明

8/7-8/28 UK
英國

National Youth Theological Seminar
(London/Leicester)

全國青年短期神學訓練班(倫敦/里斯特)

Tony Kuo

郭勝祺

7/31-8/3,8/6
Germany
德國

Students Spiritual Convocation & Special
Service with Holy Communion (Heidelberg)

學生靈恩會&聖餐禮特別聚會(海徳堡)

HH Ko
柯恆雄

8/14-8/21
Italy
義大利

Spiritual Convocation(Napoles/Prato)
靈恩會(拿波里/普拉脫)

HH Ko
Bao Qin Wang
柯恆雄/王寶欽

8/25-9/25
West Africa
西非

Workers Training (Ghana)
工人培訓(迦納)

Steve Hwang
黃世明

Divine Workers Spiritual Nurture
聖工人員靈修會

Preachers' Seminar傳道者進修會
Ordained Workers & Wivies' Spiritual Nurture

聖職人員夫婦靈修會 

           一、 人的一生是抉擇的累積

     人從小到老，無日無時不停地在面對抉擇，有的事瑣碎

影響不大，有的事卻是影響既深且遠，甚至經常成為一生中

的轉捩點。俗話說，「男怕選錯行，女怕嫁錯郎」，一方面

指著選擇的不慎，但也直指，選擇錯了之後是影響人一輩子

的艱辛，更告訴人在選擇上的審慎。

二、 選擇相信神對人的警告

     挪亞相信神的話，相信神要毀滅一切活物，於是神所吩

咐的他都照樣行了(創世記六章21節)；希伯來書十一章中記

載，挪亞因著信，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

備了一隻方舟，不僅使全家得救，也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門徒也相信，主的日子要像

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有大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

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但我們照祂的應許，盼

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得後書三章10-13節)。

     今天神的警告同樣在指示我們，那未見之事一樣終必成

就，我們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汙，無可指摘，安然見主，因

主必再來審判萬民，賞善罰惡的主，必按各人所行的報應各

人。

三、 選擇安靜聽主道的福分

    路加福音十章記載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

馬大，接待主到自己家裏。他有一個妹子叫馬利亞，她在耶

穌腳前坐著聽主的道。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裏忙亂，就進前

來請主吩咐馬利亞來幫助她，主對馬大說，「馬大！馬大！

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

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信徒在世上生活，工作壓力、生活的擔子是每個人都必

然會承擔的，但有人知道靠主卸下擔子，殷勤聚會聽道 (希

伯來書十章25節) ，已將那上好的福分緊緊抓住。因知道思

          慮不能加增我們什麼，深信我們先求神的國神的義，我們需

用的一切，我們天父是知道的，他必要加給我們。

 

四、 選擇誠心實意的事奉神

     約書亞帶領百姓進到神應許的迦南地，在他離世之前，

再一次宣告了神的恩典及大能，並見證神一切的作為給百姓

聽，要百姓立定心志，誠心實意的敬畏事奉神，他也宣告自

己和自己的家必定事奉神。

     在馬太福音廿四章記載，主也告訴門徒，要謹慎免得被

迷惑，那時人要把信主的人陷在患難裏，甚至會因信主而被

恨惡、殺害，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古時的操練、主耶穌時代門徒所受的操練、到今日信徒

遭遇的操練，都是未曾停止的。但主應許我們，在世雖有苦

難，在主裏必有平安；主也必因我們遵守他忍耐的道，在普

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我們免去試煉(啟示錄三章10節)

。所以我們當持定所信的道，誠心實意的敬畏事奉神。

五、 選擇撇下一切跟 隨耶穌

    馬太福音第四章中，門徒在主呼召他們的時候，就立刻

捨了網，捨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主耶穌在世上連

枕首之處都沒有，門徒跟隨了耶穌，是捨棄了安定的收入、

安定的生活、溫馨的家庭，迎向艱辛、迎向困頓勞苦。但主

慰勉他們，凡為主撇下的，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來世不

得永生的(路加福音十八章)。

     要跟從主必然要有所割捨，如世上的享樂、工作上的損

失、親情的分離，但雖然屬物質的、眼見的似乎捨棄了，但

屬靈的、屬天的賞賜必有百倍。門徒選擇撇下一切所有的跟

從耶穌，許許多多的信仰前輩也留下美好見證，如雲彩圍繞

著我們。

     生命之中每一次主耶穌給我們抉擇的時候，你選擇了什

麼？



美國教會與聖工發展

     東加及薩摩亞事工報導 *************************************************************************

    哈利路亞，奉主耶穌聖名，美國總會向世界各地的主內
同靈分享目前聖工推動情形及教會發展概況：

宣道與訓練影片製作
    過去幾年以來美總文宣部投入聯總新的網路教學網站工
作，其目標為提供全世界信徒的聖經和牧養訓練，感謝主，
網站於今年稍早時啟用，目前提供的為中文介面。歡迎瀏覽
此網站：learn.tjc.org 觀看或收聽線上課程。此外，美國
總會也持續製作更多宣道影片，包括個人見證和講道短片。

東灣教會
    因著神的賜福，東灣教會於2004年從聖荷西及太平洋教
會分出來，從那時就一直積極地尋找適合的會堂地點。感謝
讚美主，去年東灣教會終於覓得處所並買下作為會堂，並於
2015年12月25日在新會堂舉行第一次聚會。此會堂原為一棟
歷史性建築，尚需許多修理和重建的工作。

美國總會

 按照需求印刷

     美總正在採用按需印

刷的方式，讓地方教會以

及個人能夠獲取教會文宣

出版品。透過網路訂購之 

方式，任何人皆可訂購所

需數量的文宣出版品，即

使數量只有一本，而且供

應端會直接進行出版品 之

運送。這個方式大大降低

了存貨的成本開銷，也減

少發送的工作。有些教會

出版品已經可在網 路上訂

購，包括“Saving Grace”和

“Freshmen Survival Guide”

其他出版品，包括宗教教

育教材，將來也能夠透過

這樣客製化印刷方式，提

供需求。

東灣教會

東加地區               
     東加目前有10位從福清來的信徒，大都經營雜貨販售生
意，2015年 2 月施福安傳道巡牧東加時，特舉辦聖餐。家庭
聚會時有3位慕道友參加。目前此地信仰狀況之大概：
     去年 6 月施傳道至東加，曾提供聖經讀經輔助資料給東
加信徒，希望未來有巡牧人員來時，他們當中有人能帶領讀
經聚會，並能簡單的解說及討論分享，有助當地信徒對聖經
之瞭解。但信徒們覺得壓力太大，加上對聖經道理不熟練，
因此目前在安息日或星期天聚會時以唱詩與讀經方式進行。
     在東加信徒中, 經觀察，有兩家較看重信仰，沒有巡牧
人員來時，他們還會聚集唱詩及讀聖經，其他信徒則較不熱
心，不看重信仰，很少聚會。因此，福音工作不易發展，連
現有信徒的信仰也不易成長。求神憐憫，帶領他們的心歸向
神。 
     黃弟兄的兒子現年約15歲，劉姊妹的兒子現年約17歲，
都正值青春期，需要家人在生活上及信仰上多多關心，也需
要信徒們多多代禱，求主施恩賜給父母親智慧，用主的話警
戒及養育他們，在主裡帶領他們成長。 
    王弟兄的妻子對信仰有進一步的體驗，也較有心，可繼
續跟進，使她在福音的盼望上更進一步的瞭解，而能領受救
恩，全家信主。

施福安
     東加的宣道工作，以目前的工作方式，由東宣、紐西蘭

駐牧傳道以及三間教會派出的工人前往關懷信徒，因工人異

動大，停留時間短，再加上當地信徒對福音開拓不熱心，因

此不論福音開拓或是信徒信仰的造就，效果都不大。此地因

為有許多從中國來的移民及工作者，福清人也不少，他們當

中也有許多人和信徒認識，彼此都用福清話交談，人不親土

親，若有來自中國福清的工人來關懷或巡牧，或許能帶動當

地福清信徒的信仰，以及開拓當地的福音工作。

薩摩亞 

     薩摩亞約有11位信徒及 1 位慕道朋友，來自於中國的福

清，主要開百貨店和小超市，百貨店周日關店，超市每周 7 

天均開店；在沒有巡牧人員時，沒有正常的聚會。建議在可

以組織起來的時機可先做不定期的聚會，希望可進一步推動

每周有一次正常的聚會，若能在星期五晚上更好；若因星期

五忙，星期日晚上也可(因周日除超市外皆休息)。正常的聚

會可以培養聚會和拜神的習慣，並可以逐漸增強信心。

     每次巡牧只有幾天的時間，時間太短，對當地信徒牧養

或宣道幫助有限，若每次巡牧可以長期停留，效果會更好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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