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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憐憫、順服

7/23-7/26
Hong Kong CB

香港聯絡處

Sacred Music Camp/ Hymnal Leading &
Conducting Training

聖樂營/詩頌技巧及指揮訓練

Grace Hsu
許晨恩

6/29-7/27
India CB

印度聯絡處

Residential Pastoral / Pioneering Work in
North East India

巡牧/印度東北部開拓

Joshua Phoong
馮約書亞

Caleb Chang

7/6-7/12
New Zealand

紐西蘭

New Zealand Student Spiritual Meeting
(East Auckland)

紐西蘭學生靈恩會(東奧克蘭教會)

施福安
JG Tsai
蔡真光

7/12-7/19
Religious Education Training

宗教教育訓練
JG Tsai
蔡真光

7月
Japan CB

日本聯絡處
Pastoral Work
協助聖工

SE Shaw
邵錫恩

7/1-9/2
US
美國

TTP Students Internship 
聯總神學生實習

I-Ju Fang方顗茹
Yi-Yun Liu劉怡昀

7/4-7/11
Canada
加拿大

SSC(Vancouver)
學生靈恩會(溫哥華)

Jason Hu
胡真盛

7/7-7/29
Argentina
阿根廷

Church Council Workshop
教會負責人講習會

FM Tse
車富銘

Evangelical Convocation
靈恩佈道會（7/18-7/28）

Student Spiritual Convocation
學生靈恩會（7/20-24）

7/9-7/12
Chile
智利

Evangelical Service & Spiritual Convocation 
靈恩佈道會

7/11-7/18
Dominican Rep.
多明尼加

Pastoral Visitation & Street/
Park Evangelical Team

巡牧&街道/公園宣道小組

Samuel Kuo
郭霈信

6/22-7/22
UK
英國

Evangelical Spiritual Convocation
(Sunderland/Newcastle/Elgin)

靈恩佈道會(山打崙/紐卡素/澳魯景)

MY Chao
趙明洋

7/2-7/20 South Africa

南非
宣牧(開普敦)／約堡負責人進修／

賴索托開拓／約堡靈恩會

Pastoral Ministry /Johannesburg Church
Board Cultivation

Lesotho Outreach/ Johannesburg 
Spiritual Convocation

Steve Hwang
黃世明

7/14-8/16
Pastoral Ministry /Training

宣牧／訓練
Luke Chan
陳路加

FM Tse
車富銘

7/7-7/29
Argentina
阿根廷

FM Tse
車富銘

    對於嚴肅看待遵從聖經道理的基督徒來說，真理是真實

而無偏見的。我們認為真理是不改變的，因為聖經這樣說，

我們就遵從；我們認為自己遵行神的旨意勝過人意，直到有

一天我們的情感被真理所挑戰。

     先知撒母耳在還是童子時，聽到神威嚴的聲音：「看哪

，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聽見的人都必耳鳴。我指著

以利家所說的話，到了時候，我必始終應驗在以利身上。」

神對撒母耳所說有關他的老師的話完全應驗，而神也繼續培

植 建 立他成為以色列的 先知 ， 使 他 所 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

(撒上三19-21)。 後來撒母耳年紀老邁，聽到關於自己兩個

兒子的惡行 (撒上八1-5)，但是更大的打擊來自於神對掃羅

的棄絕，他是撒母耳所膏立的第一位王，我們看到這位老先

知為掃羅甚是憂愁，終夜哀求耶和華(撒上十五10-11)。

    這件事意義為何？神的旨意與要求必須被遵行，而掃羅

卻失敗了。先知撒母耳必須讓自己為掃羅憂傷的心靈奮起，

宣告神的判決。撒母耳打斷掃羅對他看似幽默的問候：「願

耶和華賜福予你！」，進一步質問這位迷途君王的罪行，甚

至在掃羅為自己辯白時，直接對他說：「你住口吧！」 (撒

上十五13-16)。

我們需要如此嚴厲嗎?

    作惡、行巫術、拜偶像，是對掃羅頑固不順服神命令的

指控(撒上十五19,22-23)。需要用到如此強烈的字眼嗎? 為

何撒母耳要用言語如此譴責掃羅，而其實他仍顧惜掃羅?

    撒母耳在做出神棄絕掃羅為王的兩項清楚的宣告後，轉

身要離去，他的外袍被掃羅扯住而撕斷了衣襟，撒母耳見此

景像，殘酷地說出：「今日耶和華使以色列國與你斷絕。」

直到死的日子，撒母耳再沒有見掃羅(撒上十五35)。我們要

如此嚴厲對待別人，尤其是我們所愛的人嗎?

比神更為憐憫?

    撒母耳繼續默默地為掃羅哀傷，但是神堅決反對他為這

不配作王的人長時間哀傷 (撒上十六1)。好似在說：「他不

值得你掉眼淚，往前走吧！」。神已經預備了某人，所以祂

在厭棄掃羅不久後膏立大衛，即使掃羅仍然在位為王。神決

定廢除這位不順服的君王，沒有人能改變神的決定 (撒上十

五29)。

    我們的確會遇見那些覺得神的作為近乎殘忍的人，而我

們有時也會分享一些相近似的情緒。我們懷疑撒母耳是否曾

經抗議？是的，當他被神告知要膏立一位新王，他爭辯，但

不是為了要護衛掃羅，他知道掃羅的弱點－他甚至知道掃羅

會為了自己的王位殺害神的先知 (撒上十六2)，這一切撒母

耳都知道。

    當情感與理性衝突時，人們往往不會屈服，如同彼得被

主耶穌銳利的斥責：「撒但，退我後邊去！」再一次，責難

的話語出現，是從這位有真實憐憫的救主而來。我們不只是

會以個人的能力想法，也常會以情感阻礙神的計畫  (太十六

23)。 彼得對主耶穌這位永活神的聖者之認知，與他之前對

主賜祂的肉與血給我們喫喝之了解，是一致的，也藉著祂永

生的話語加以闡明 (約六54,63,66-69)；彼得表現出的衝突

不一是他的行為－阻擋主耶穌前往十架之路，儘管耶穌說，

祂會從死裡復活(太十六21)。耶穌如何賜給我們祂的肉與血

，除了藉由祂的死亡和復活之外？彼得之所以不明白，是因

為他的感覺已經將所有他所聽到的真理排除。

    因此我們看到，神知道他對掃羅做什麼，如同祂知道對

耶穌做什麼。當我們要執行神的計畫時，甚至常以極端的標

準來評量，但我們是誰，能夠質疑反對這位全知的神？我們

也許可以大聲表達我們的同情，但我們卻永遠無法比神更有

憐憫慈悲。

讓神作主

    撒母耳在年輕時就被立為一位忠誠的先知，但是他在領

受第一個預言時，必須放掉對以利及其家族的情感羈絆；當

他要領受神的話語膏立以色列第一位王，必須對擔任以色列

士師的兩個兒子斷念；當輪到掃羅時，撒母耳必須從心裡認

知，神的話語雖曾被掃羅拒絕，卻遠比他對這位王的愛更為

重要。我們也許對某些教會做出的某些決議，或者我們參與

其中的決定有不安或混亂的感覺，但我們應該順服遵行神的

話語，以這不變的真理主宰我們的生命。

許彼得



加拿大教會事工概況溫哥華教會事工概況

    近幾年來，溫哥華教會因為移民和受洗人數的成長，信徒
慢慢增多，經常參加聚會的信徒數大約三百人。會堂座位已有
擁擠的現象，餐廳容納也顯得有困難，停車場的車子常找不到
位置，教會需要增加另一個聚會地點。
    目前在素里市(Surrey)租用一個教堂，每個星期五和星期
六可以聚會，安息日大概都有五、六十人參加聚會。
    慕道朋友信主受洗對整體教會的造就很大，猶如在平淡乏
味的群體互動中注入一股活水泉源。去年有一位70歲的天主教
徒在游泳池旁烤箱裡認識我們教會的弟兄，受邀請來慕道，後
來得到聖靈，認真查考聖經，受洗後生命轉變，用生活為主耶
穌作見證，感動其妻子，今年他的妻子也來慕道，得聖靈，於
5月受洗歸主，全教會都為他們歡喜快樂。

教會事工概況多倫多

    感謝主的恩典，在多倫多，真耶穌教會的信徒已逐漸增加
至超過三百人。5月我們舉辦了春季靈恩會，有215位領杯，並
有8位受洗。

     這棟教會建築是於1996年獻堂，由於空間不足，教會正積
極尋求分設並擴大至不同區域。目前教會已在符合條件的情況
下在萬錦市購買了一片土地，並在那尋找建堂的可能性。另一
方面，在West End(基勤拿及劍橋區域)每月有兩次安息日聚會
。這些區域都是距離多倫多將近 2 個小時的車程。藉著神的恩
典，多倫多教會也會在那些地區建立教會。
     另外，蒙特婁祈禱所也正在尋找會堂。

亞伯特省聖工近況

     亞伯特省有兩間教會，卡加利和愛民頓。感謝主，卡加利
教會在20l3年成立教會後，信徒人數也逐漸增加，將近60人。

     感謝主的恩典，亞省春季青年營於 4月順利舉行。總共有  

46位來自愛明頓、卡加利及溫哥華的青年及慕道朋友參加。這
次的主題是「以聖潔的裝飾敬拜神」，藉此提醒青年要過聖潔
的生活，合乎主用。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天，在工作小組盡心安
排下，藉著禱告會、詩歌教唱、主題上課及團契活動，使青年
們都能夠得到屬靈的造就，也能夠在彼此之間建立更深厚的情
誼。

     感謝主的恩典，萊茵教會於 5月24日上午舉行獻堂感恩特  

別聚會，除了本地教會的弟兄姊妹外，有來自德國、荷蘭、法
國、英國、美國、台灣、馬來西亞等地的同靈約八十多人，齊
聚新的會堂。大家 著無比興奮和感恩的心，一起將新堂奉獻
與主，與會全體同靈，再一次見證神的帶領和祝福。
.

    特別聚會由柯恆雄傳道主領，岳約瑟弟兄擔任司儀，柯立
偉弟兄翻譯，林婉婷姊妹司琴。在詩頌與禱告後，先由聯總代
表周惠嘉傳道、歐陸聯絡中心召集人Stefan弟兄、教會代表董
妙齡姊妹致詞，接著是Ronald弟兄奉讀聖經，柯傳道報告教會
沿革與現況，董妙 姊妹報告建堂財務收支；聯總差派的周傳
道主持證道、獻堂、祝福及聖餐禮，歐陸青年、萊茵教會兩個
詩班的獻詩，最後在齊唱獻堂詩歌與祝禱中，完成這場充滿感
恩的特別聚會。.

     按著聖經的應許，主在末世降下晚雨的聖靈，重建使徒時
代的真教會。真教會的確是
末世得救的方舟，要把全備
得救福音傳於普天下，然後
迎接主耶穌的再來。如今這
使命已逐漸實現，真教會已
在世界六大洲，將近七十個
國家建立教會及福音據點。

     萊茵地區始自1985年 
(30年前)起，於科隆輪流在
信徒家庭或租借場地聚會，
一開始就有特別聚會、領聖
餐，大家都懷著使命感，為
建立教會而努力。歷年來積
極宣道工作，約有五十多人
在此受洗，但因信徒流動性
大，如今人數大約仍有三十
名。萊茵是個充滿恩典的教

記萊茵教會獻堂感恩特別聚會

會，經歷了神的能力和奇妙的作為。雖然在成長過程及建堂工
作上，遭遇過許多的艱難與阻擋，但靠著愛我們的主，在祂的
帶領與保守之下，已經一一地勝過，教會中充滿合一與成長的
喜樂。

     我們確信末世主必在歐洲興起福音，萊茵教會將作為未來
聖工發展的重要據點，願主賜福萊茵教會，未來的榮耀必大過
先前，主必賜平安，也求主繼續帶領歐洲及全球的事工！會堂
是我們拜神之處，古代聖徒愛慕神殿，盼望一生一世在神的殿
中，求問神，贍仰神的榮美；會堂是我們最好禱告的地方，稱
為萬民禱告的殿。我們盼望常到會堂敬拜親近神，在其中感謝
、頌讚、祈禱，神必賜福引領；會堂是最好教導、學習真理的
地方，也是最好的佈道場所，當多利用 辦佈道聚會，使萬民
作主門徒，並將主的教訓教導眾人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

                                 萊茵教會會堂是一座四層
                            樓建築，原來是一家餐館，一
                            樓空間較大，包括廚房、餐廳
                            (兼作副堂)、會堂 (60多個座
                            位) 、男女浴室廁所、儲藏室
                            和車庫。二樓為辦公室及教室
                            ，三、四樓分別各兩間男女寢
                            室，每樓層均有浴廁，是理想
                            的小型訓練場所。建築物的購
                            買與整建花費47萬歐元，感謝
                            全體教會的關心、代禱、支持
                            與奉獻，主必賜福。目前尚有
                            從友會借來無息貸款約十三萬
                            歐元待償還，仍請繼續關心。

                                 願一切的感謝、頌讚、榮
                            耀，歸於全能的父神，阿們！

*******************************************************************一個滿有恩典的教會
周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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