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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光明

一. 前言

   亞伯拉罕是 神所認定「敬畏神的人」(創22:12)，「耶和

   華以勒」就在他經過信心考驗的同時出現。聖經記載：「

   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耶

   和華的山上」是指錫安山，也是指耶路撒冷，對今日而言

   就是基督耶穌所建立的真教會。神既應許要預備，選民就

   不致缺乏，就不必擔憂。

二. 「敬畏神的人」是經得起試驗的

     創世紀二十二章第1節開宗明義即說，「這些事以後」 神

   要試驗亞伯拉罕，這些事是指那些事呢？就是二十一章以

   前，有關亞伯拉罕的信心與美好的行為表現。亞伯拉罕蒙

   神揀選，因信稱義(羅4:9、加3:8-9)，隨處過著築壇獻祭

   的信仰生活，為人處事上充分展現愛神、愛人的美德；從

   與侄子羅得的互動中，更看出亞伯拉罕是一位有慈悲、憐

   憫與愛的長輩。但這樣的信仰仍不足以被認定是敬畏神的

   人。

三. 思想神對亞伯拉罕的試驗

   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叫他說：「亞伯拉

   罕！」他說：「我在這裏。」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

   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

   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創 22:1-2)

你的兒子      1. 

     以撒是亞伯拉罕的兒子，也是神所應許要成為亞伯拉罕蒙

   福的後裔 (創21:12)；亞伯拉罕與撒拉已經過了生育的年

   齡 (創18:9-15)，若非神特別賞賜，亞伯拉罕與撒拉是不

   可能有自己的子嗣。思想神要提醒我們甚麼？聖經告訴我

   們，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提前 6:7)，所擁有的一切

   無論是內在的智慧、聰明、能力，或外在的尊榮、地位、

   財富，看起來「似乎是我們的」，其實就如以撒一樣，都

   是神所特別的賞賜(傳9:11、林前4:7)。

價值觀的試驗
   2. 你獨生的兒子

     亞伯拉罕清楚知道以撒是他的獨生子，為何神要再次的提

   醒他。其實神是要提醒你和我。「獨生的兒子」所代表的

   意義，就是獻出去就沒有了。在肉體生命當中，有些東西

   是獻給神以後就沒有了。最顯著的就如時間，當我們將更

   多的時間獻給神時，用在追求世上的時間就少了。聖經告

   訴我們：「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

   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太6:24).

你所愛的以撒      3. 

   以撒是亞伯拉罕在一百歲時才生的獨生子，亞伯拉罕如何

   疼惜他應是不言可喻。神為何要對亞伯拉罕說「你所愛的

   以撒」?相同地 神也是在對你我說。活在世上有很多是你

   我所愛、所追求的，我們是否願意將所以為寶貴的，完全

   獻在壇上？就像亞伯拉罕願意將自己所最愛的以撒獻在祭

   壇上一樣。
.

四.結語

   神藉著試驗亞伯拉罕，應許我們在神的山上(真教會)必有

   「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出現在信心的試驗之後

   。當 神認定我們是敬畏他的， 神必為我們預備。就如大

   衛作詩時所說：「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

   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詩23:1-

      2)神就像牧羊人一樣，為他的羊準備青草地，帶我們到可

   安歇的水邊。
.

   我們應該從汲汲於為子女預備世上的學歷、才藝、財物等

   ，確實翻轉過來。將重心放在子女信仰的培養，讓他們有

   正確價值觀，成為敬畏神的人。因為聖經清楚告訴我們，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

   也都是實在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林後1:20)
.

   神給亞伯拉罕的試題，就是「價值觀」的考驗。當我們願

   意將神所賞賜給我們的、獻出去就沒有的、我們所最愛的

   ，都獻在祭壇上給神用時，我們才堪被神認定是敬畏他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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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hile Spiritual Convocation D. Liang
11/29-12/24 Theological Seminary Training Courses HH Ko 11/25-11/27 智利 靈恩會 梁得仁台灣 台總神學院課程 柯恆雄

Sabah YZ Li FOZ D. Liang/M. Kuo
11/27-12/20 Students Theological Training Course 11/29-12/8 福斯 梁得仁/郭明道沙巴 學生短期神訓班 李盈朱

Short Term Theological Training Course Ecuador Pastoral Work
巡牧

CM Chu

11/29-12/19
Malaysia SD Li Nov. 11月

厄瓜多 朱成明
馬來西亞

(Chinese/English Class) 
李信德短期神學訓練課程(中英文課程) Evangelical Service/Spiritual Convocation Samuel Kuo

11/12-11/27 Dominican Rep.
靈恩佈道會 郭霈信Hong Kong Internet Evangelism Training JR Chen 多明尼加11/11-11/14

香港 網絡宣道事工訓練 陳錦榮 Germany Holy Works Training & Special Service Steven Shek

11/1-11/7 Philippines
Theological Camp(Laperian) Pr Peter & Pr James 11/25-11/27

德國 (Hamburg)  事工訓練及特別聚會(漢堡) 石文彬

菲律賓
神學聖經營  & Pr John

Nov. 11月
Greece
希臘

Members Visit & Concern / Spiritual
Chi-Jen Hsieh /
Bao Qin Wang11/24-11/25 Spiritual Convocation(Laperian) Pr John &

Pr Ezzkiel Convocation  信徒探訪與關懷 / 靈恩會靈恩會 謝志仁/王寶欽

11/5-6, 12-13, Vietnam Hosea Hoo /
Local Workers19-20, 26-27 越南

Pastoral and Missionary Works 
West Africa

Pastoral ministry/ Training Student Michael Chan /
宣道與牧養工作 11/25-1/1/2017

西非
Convocation (Ghana) Volunteers何西阿/當地工人

陳志榮/義工宣牧／訓練／學生靈恩會 (迦納)
11/4-11/7

Samoa Spiritual Convocation FA Shih
薩摩亞 靈恩會 施福安

學生靈恩會／訓練 (肯亞)

Johnny Liu /
Volunteers11/24-12/25

East Africa
Argentina Pastoral Work & Holy Work Personnel D. Liang

Student Convocation/ Training (Kenya)

11/18-11/24 阿根廷 Seminar 巡牧 & 聖工人員進修會 梁得仁 廖觀煌/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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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牧 / 訓練



歐陸德語區聖工近況

*************************************************************************

     歐陸德語區是由德國、奧地利和瑞士三個國家的教會所組
成的，目前德語區內有四間祈禱所及一個聚會點。
.

德國
.

漢堡祈禱所: 
     位於德國北部的漢堡祈禱所目前信徒人數共約二十名，並
分居在漢堡、柏林、布倫瑞克(Braunschweig)等地。漢堡祈禱
所每年舉辦一次靈恩會以及多次的特別聚會，歐陸青年聯誼會
(CYF)自2013年至今已在此舉辦四屆。
.

萊茵祈禱所: 
     感謝神，萊茵祈禱所於2015年 5 月份獻堂，新會堂能提供
充足的住宿空間，因此十月份德語區的秋季靈恩會開始由萊茵
祈禱所舉辦。平時萊茵祈禱所聚會人數約10人，由於教會信徒
流動性較大，今年底開始向海德堡申請領會人員的援助。
     敬請繼續為萊茵祈禱所代禱，求神帶領興旺教會發展，亦
請為由於工作原因無法常來聚會的信徒代禱，求神眷顧帶領。

海德堡祈禱所:
     海德堡祈禱所約有30名信徒，青年團契契員約有15名，宗
教教育分為三班，有11位教員。感謝神的帶領，海德堡祈禱所
除了牧養當地信徒之外，亦常協助其他地區(如萊茵區、瑞士)
的教會事工，以及探訪西班牙和義大利地區的信徒。今年四月
在海德堡舉辦了青年講道訓練營及春季靈恩會，七月底舉辦兒
童靈恩會，在八月初也為居住在偏遠地區的信徒舉辦聖餐特別
聚會。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太九35)這就是我們舉行醫宣活動的
精神。
 .
    奉主耶穌聖名分享，印尼的福音工作是集中於迦南學校及
開拓區，有些開拓區是總會負責，有些是地方教會負責。感謝
主耶穌，因祂的慈愛使印尼總會宣道處在東爪哇Blitar六個月
內籌劃的第二次醫宣活動能順利舉行 (首次舉辦是在邦加島的
Pangkal Pinang)。 
.

背景，目的，障礙
     Blitar開拓區是瑪朗教會負責，信徒數有26名。Blitar開
拓區的鄰舍很難得到良好的治療。最近的社區醫療中心需要走
約45分鐘，因此Blitar居民常常找巫師醫療。Blitar居民信奉
在當地比較 勢的伊斯蘭教，因此我們的福音工作也受到限制
，當地村長不允許直接傳福音。此外，Blitar開拓區的位置離
城市較遠，使我們難以得到各種資源。因此，我們希望通過醫
宣活動，讓Blitar的居民知道在當地有真耶穌教會，有得救的
寶貴福音。
.
義工與責任
     參加的義工總共20位，包括：15位信徒、3位信徒醫生、2
位慕道者藥劑師，還有 3 位
傳道。15位信徒的責任分為
教導鄰舍怎麼製作健康的食
物、攝影、記錄、接待、做
飯、指引病人義診的流程方
向、Blitar話與印尼話翻譯
、支持鄰舍們依靠真神的醫
治、以及介紹主耶穌。
.

醫宣活動內容
醫宣活動包括以下項目：
1.免費醫療(看醫生、拿藥)  
2.高血壓與健康食物輔導    
3.健康食物製作訓練

     印尼事工報導－Blitar 開拓區醫宣活動

    海德堡祈禱所今年夏天覓得一處合適的新會堂，正積極申
請做為教會用途，請繼續為新會堂購買事宜代禱。
.

瑞士
     瑞士地區目前共有八位信徒，由海德堡祈禱所負責關懷及
牧養，除了在蘇黎世及巴賽爾(Basel)有定期的安息日聚會外，
其他散居於伯恩(Bern)及盧塞恩(Luzern)的信徒，皆自行舉行
家庭聚會，或有同靈不定期的拜訪及關心。
.

奧地利
薩爾茲堡祈禱所 & 維也納聚會點
    兩處聚會地點各有信徒約十名及數位慕道朋友，每年各定
期舉行兩次靈恩會及一次特別聚會，兩地亦常有各地同靈來訪
，齊守安息日。信徒多以青年、留學生及退休人士為主，流動
率較高，敬請為奧國的福音事工代禱，也請為當地信徒的健康
代禱。

2016年9月7-11日
於漢堡祈禱所舉辦之歐陸青年聯誼會

2016年3月25-27日於海德堡舉辦的春季靈恩會2016年10月2-3日
靈恩會後青年利用一天國定假日於教會唱詩

2016年9月30-10月2日 秋季靈恩會(萊茵祈禱所)

2016年9月16-18日
於維也納舉辦的秋季靈恩會

印尼總會
醫宣第一天，2016年5月28日
     義工參與早禱會。早上10點半鄰舍開始來看病。至中午十
二時停止看診，大家吃午飯與進行高血壓照顧輔導，之後繼續
醫療義診活動。第一天總共有83位鄰舍過來看病。下午三時醫
宣完畢，義工聚集舉行安息日的聚會。聚會完畢之後，義工輔
導Blitar開拓區信徒如何做木薯泥，木薯是Blitar第一生產之
農作物之一，希望這裡的信徒能得到一些食品製作知識與發展
技能、幫助日常生活之需要。之後，我們舉行第一天醫宣活動
的評測，然後休息。
.

醫宣第二天，2016年5月29日
     義工早禱會。中午進行健康食物的宣導課程、用午飯，之
後繼續診治。來的鄰舍總共47位。
.

結果
     醫生信徒發現Blitar居民大部分有高血壓問題，他們說「
參加過好幾次醫宣活動，可是這是第一次診治到來看病的人是
真的有病，平時的醫宣活動，來的人只是要檢查自己健康而已
」。並且，Blitar居民對這次的醫宣活動反應良好，希望義工
們能再舉行這樣的活動。來看診的人超過預測，原先只發 100
個邀請，來的人總共有130位。
 .
    這場活動給Blitar居民、教會信徒、與義工們很多的造就
                                  與益處。我們希望這個
                                  活動不單只是讓Blitar
                                  居民身體得到醫治照顧
                                  ，因為肉體得救固然重
                                  要，但是靈魂得救是更
                                  重要的事。在這其中，
                                  也見到每位義工很同心
                                  、很積極、很主動，大
                                  家都深知主耶穌已經給
                                  予許多的祝福，因此要
                                  積極報答神的愛，努力
                                  去傳福音。
                                 

2016年10月2-3日
靈恩會後青年利用一天國定假日於教會唱詩(萊茵祈禱所)

2016年9月7-11日
於漢堡祈禱所舉辦之歐陸青年聯誼會

2016年9月16-18日
於維也納舉辦的秋季靈恩會

歐陸德語區工作小組


	頁面 1
	頁面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