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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時代的祭司是天天站著事奉神（來10：11），而在

新約時代，受洗歸入耶穌基督的信徒都是屬神的祭司，更要

天天站著事奉神。

    事奉神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傳12：13），聖經勉勵我們

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羅12：11）。狹義的事奉是指教

會中的事奉，包括各項聖工的服事和聚會崇拜；而廣義的事

奉，是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活出基督徒的樣式，讓人在我們

身上看見主，因你而認識主耶穌，就是活祭（羅12：1）。

站著事奉神代表的意義：

1.健康的

    肉體軟弱的，有病的人無法站著；我們在屬靈上必須是

健康的，常常吸收屬靈的靈糧，努力靈修（約5：39)，明白

主的旨意，充滿屬靈的喜樂，健康的人才能吃、能行，能站

是有活力的表現（約10：9-10）。求神幫助我們都有一個健

康、豐盛的屬靈生命。

 

2.有能力的，有力量的（弗3：13-16）

    事奉神要有屬靈力量（帖前5：17)，藉常常不住的禱告

從神領受，讓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外在肉體的苦難、貧窮

的生活並不能打倒我們的服事。古聖徒人可倒，但信仰不可

倒，如主耶穌、司提反他們外在肉體上似乎是倒下，但內在

的屬靈卻是極為剛強。有不少屬靈的前輩，肉體的病痛、患

難並無法阻擋他們敬神愛人的服事，肉體雖然軟弱，但內心

的盼望，屬靈的喜樂，堅強的信心仍然驅使對神的事奉，無

論在代禱上、愛心上、聚會上都看到他們內在屬靈的剛強。

3.警醒的（帖前5：6）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時需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

隨時預備好要起行離開埃及；聰明的童女是備油點燈，謹守

警醒；屬靈的守望者在守望台站著觀察四周，是警醒的，知

道時辰、時間、時候，按時指引，發出警戒，並且知道羊群

狀況，按時帶領、關懷、分糧。

天天站著事奉神 陳乃信

4.不被擊倒的

    魔鬼常藉各種方法要攻擊阻擋我們的服事，或藉流言蜚

語，或藉各種試探、苦難，世俗情慾的引誘，讓你愛世界多

一點，愛神的心少一點，隨時尋找可吞喫的信徒，總是想要

阻止打倒我們的服事。然而，我們要在屬靈和真道上站立得

穩（林前16：13），不輕易被擊倒；但也不自以為站立得穩

（林前10：12），要常戰戰兢兢地站立著做成得救的工夫。

5.依靠主的能力（亞4：6）

    事奉神不是靠自己的才能、知識，屬靈的事奉與屬世不

同，但人很容易用屬世的思維或方法來處理屬靈的事，事奉

神更要靠主的力量才能站著服事，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靠主改變自己，靠主幫助加添屬靈的智慧和力量，讓我們勝

了又要勝。祭物不能除罪（來10：11），奉獻、服事不能救

我們，得救要靠主寶血，藉主的救恩。

    要天天站著事奉神，服事神要有恆心、信心，不是忽冷

忽熱；女先知亞拿84歲了仍晝夜事奉神(路2：36-37)，守望

者的工作是日夜不停的（賽62：6)；早晨要撒種，晚上也不

歇手（傳11：6)；主耶穌天天在殿裡教訓人(路19：47)；主

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負

擔、責任)來跟從我（路9：23）；主耶穌天天在殿裡教訓人

(路19：47)；使徒時代，信徒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團契交通，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2：46-47)；庇哩亞人天天考

查聖經(徒17：11);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來

3：13)。

    世人天天勞碌奔波，為追求累積更多的財富，更好的前

途，事奉的是瑪門，我們應把握今天還活著、健康、仍有精

力、主還用我們的時候，在這新年度的開始，立志天天站著

事奉神，盡心盡力盡性服事主，報答主的大愛。願神幫助施

恩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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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聖工近況報導

馬來西亞總會聖工近況報導

●背景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種族和宗教的國家，回教是最大的宗
教亦為國教。雖然憲法制定宗教自由，但在這樣的環境中，建
立教會的工作在這90年裡變得日益艱難。
●教會發展的歷史沿革
    於首七十年，教會的宣教工作主要是在華族社群內。直到
1997年間，首兩名印籍同胞受洗歸入主內，他們之後也把福音
傳給家人和親友。2003年，在一個契機之下，我們把福音拓展
至原住民閃邁族 (Semai)。他們有十二人受洗，第一間原住民
教會於2006年在金馬倫高原山腳處，名為「八英里」的地方設
立。約2011年，藉著到馬來西亞找工作的緬甸信徒，使我們有
機會向居留在本國的緬甸人傳福音，並於2015成立了緬甸團契
中心。 
●教會現況和挑戰
    過去幾年，教會信徒人數的增長率都介於 2 -3 % 左右。迄
今，馬來西亞半島的信徒人數共有 3,390 人，其中包含64名印
籍信徒，約110名原住民信徒，200名沙巴土著及幾位其他國籍
的信徒，其餘皆是華裔信徒。馬來西亞全國共有28所教會， 4
間祈禱所，8處宣道中心及5個原住民開拓區。
    多年來，我們雖多番嘗試著改進宣教文化，灌輸信徒宣道
的精神，激勵各處教會以宣道為主流聖工，然而目標仍遙不可
及。這讓我們清楚的看到我們缺乏了能專注於拓展工作的傳道
人。故此，我們雖在原住民開拓區看見許多福音的良田，但目
前投身此工作的全職工人和志工卻是屈指可數。
    感謝神的恩典，聯總安排了沙巴、印尼、印度、緬甸和臺
灣的工人前來協助我們的牧養和宣教工作。西馬總會也願意將
於近期調遣更多的全職聖職人員，投注於國內與海外的開拓工
作。同時，總會開始訓練更多的本地長執，擔負牧養羊群的工
作。但我們不能安於此現狀，白馬雖然勝了又要勝，魔鬼同時
也滲入教會，煽動會眾。教會如今要與信徒的自滿，淫亂，妥
協真理，迷羊等攻擊爭戰。
    宗教教育和訓練，向來是教會所強調每一代工人傳承的平
臺。過去幾年，學務組不斷的訓練宗教教育教員及輔導員，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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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他們無論在課堂上或教室外隨時隨處地撫育學員。學務組展
望了七個發展前景，即教育、訓練、輔導、牧養、團契、指導
與差派。青年組也開始系統性的訓練，使青年能夠在真理、釋
經學和衛道學上扎根，同時也裝備他們瞭解教會管理的技巧。
青年和大專生在教會有許多事奉的機會，在「指導計畫」下，
短期神學班訓練班結業生，可跟隨全職聖職人員觀察見習一段
時間。然而，在面對淫亂，對教會失去興趣，世界享樂的誘惑
等頭號威脅下，我們所見到的，是這些事如何抨擊教會對年輕
一代工人培育的心力。
●教會人力資源發展策略
    教會在人力資源方面有兩大挑戰：首先，我們大部分西馬
的全職聖職人員（九位傳道，一位長老）經常調派至海外協助
聯總的事工；第二，近年來，招募傳道人的事宜並無顯著的進
展，基於此，西馬總會採取以下的策略：
   *部署全國儲備志工：
    指派退休或有時間事奉的長執和弟兄姐妹，在一段指定的
    時間內，到某些教會或地區，協助當地的牧養和宣道的事
    工。
   *將牧養的角色轉移給地方教會的執事和職務委員：
    實施由地方教會工人擔負起牧養的角色，信徒視他們為牧
    者 (例：定期在指定的地方帶領家庭祭壇 /細胞小組聚會
    等）。
   *強化教區：
    -促進教會間的合作，分享資源與工人。
    -總會按教區的需要協調各區間的資源配置。
●教會願景
    馬來西亞的教會雖在許多方面尚有不足，然而，有豐盛慈
愛的神卻讓我們看見主恩夠用的神蹟。我們眼所見的是我們擁
有的，而非沒有的。我們有限的資源絕不會成為我們拒絕海外
同靈和開拓國家呼召的藉口，這才是體現一家的精神。我們樂
於回應馬其頓人的呼召。最後，我們祈求有更多的青年與工人
能夠被激勵，擔負起使命，完成神將我們的疆界定在馬來西亞
半島的旨意。

統計
1.教會數：14間教會；3間祈禱所；4處聚會點
2.信徒數：1,434位
3.長執數：10位執事；4位女執事；5位傳道
4.學員數：約465位（含40位教員）
組織
    印度聯絡處 (ICB) 仍處於軟弱之中。這裡缺乏教會可仰賴
的忠心屬靈領導者。雖然不斷地透過訓練及進修會來加強領導
者的成長，但領導者所需要的並不是知識上的成長，而是人內
在的靈性提升。一些較健壯及較具發展規模的教會，並沒有辦
法接受聯絡處的協助，且這些領導者並非教會可仰望的榜樣；
僅有那些較軟弱或新成立的教會，願意尋求聯絡處的協助及建
議。
牧養及宣道
    印度聖工小組的成員和志工每年巡牧印度8次。
牧養及宣道的工作，由地方教會推展，輔以聯絡處的支援來進
行。雖然其計畫及制度仍顯不足，但他們精神可嘉。
教會持續進行著訪問和關懷信徒的工作。
    教會與信徒皆掛心著宣道工作，在生活中見證基督是他們
日常的一部分。2016-2017年共有51名受洗(施洗率3.7%)。
青年及教育事務
    過去的20年來，我們投入相當多努力在兒童及青年的培養
上，期望能有屬靈與能力兼備的本地世代，以承擔起印度當地
聖工的責任。
    感謝主，我們已建立起一些制度，並將部分培育工作交付
給各地方教會。近來，我們已協助他們成立全國印度青年委員
會，並向他們說明委員會的目標、組織架構、功能和計畫。
訓練
    訓練仍是我們在印度的主要工作。如前言所述，我們已透
過文字說明，讓印度同靈知道他們將要在靈性上如何成長，並
要為將來的聖工作何種預備。然而知識本身似乎無法改變他們
的靈性及心志。我們必須對此重新評估，並改善我們的缺失。
最近，我們開始差派了資深的長執前往印度，在工作上帶領他
們；除了講課之外，我們更需要親自帶領他們，並為他們做出
榜樣。
財務
    今年，印度聯絡處負責訓練中心的全部經常支出 —50% 的
神學訓練支出，以及50%傳道和專職同工的生活津貼。
    印度聯絡處在財務方面依然軟弱，至今仍無法履行財務承
諾，尤其是 50% 的傳道及專職同工生活津貼。許多地方教會尚
專注於自身的建堂及聖工支出。期望他們在完成各自的財務承
諾後，能對聯絡處給予更多奉獻。
    雖然部分地方教會能在財務上達到自足，但對於聯絡處的
支援仍屬薄弱。多數教會皆看重自身的需求大於聯絡處需求。
當然不可諱言，那些也是聖工方面的支出；但我們仍期望在地
方教會財務狀況穩定後，能給予聯絡處有力的支援。此時，我
們仍須支援並協助他們進行財務管理。
印度北部之開拓工作
    我們已持續探訪印度東北區一段時間，情況不斷在變化。
歸咎原因，主要是我們在當地沒有任何聚會點，並缺乏當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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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作為帶領者。此外，不夠經常性的探訪，也是問題之一。
●西孟加拉邦
    在加爾各答，福音藉由一戶孟加拉家庭傳開；我們也持續
地和中國城的華人社區聯繫。我們利用志工來協助這些開拓區
的工作。
    由於大吉嶺的政局動盪，今年並未安排探訪，但仍透過網
際網路保持聯繫。
●曼尼普爾邦—因帕爾
     7 年前開始和 Alexander 牧師聯繫，他接受本會教義為真
理。期望能儘快為他們施洗。
●印度北部
    我們有一部分信徒從南部遷往德里和孟買。期盼我們能組
織起來，開拓這些區域。
教會建築
    有4間教會已完成獻堂，分別為Thirunilai教會、Ariyalur
教會、Cheenthalar教會及Munnar教會。
    座落於印度政府鐵路預訂地上的 Thiruvothiyur 教會，由
於鐵路的延伸而被拆除。政府在70公里外給予一塊補償地。印
度聯絡處目前正在尋找待租建物作為聚會使用；同時間，聚會
暫在信徒家中進行。
傳教百年感恩聚會
    35位來自印度的代表，前來馬來西亞參加六月份所舉辦的
傳教百年感恩聚會。訪問團中包括2位傳道、1位執事及 2 位女
執事；其中13位同靈，也訪問了新加坡的教會。

Munnar教會獻堂禮 Munnar教會外觀Munnar教會獻堂禮 Munnar教會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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