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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後，我們就是神國「人生

馬拉松」的選手，「忍耐」

著異於常人的「成功繁華路

線」，我們跑的是一條向上的

窄路，為的是站在審判寶座前

的那一刻，能夠無愧的說：

「我已經奮力跑完，求神憐

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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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的追求，是每個人的盼

望。所以為了得到「喜樂」

的感覺，有人用盡了各種方

法。然而，世界上就是沒有

永恆的喜樂，也沒有不需面

對的痛苦。藥物、酒精可以

麻痺但不能給予心靈上的慰

藉；「刺激」的事物可以帶

來短暫的滿足但不能持久。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安慰

來自於神溫和的話語。祂必

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祂

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祂右

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十六

11）。

喜
樂

繪
圖
／
尚
仁

jean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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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含離島奉獻額： 

請利用郵政劃撥：00201261 
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註明：文字傳道基金《聖靈》月刊奉獻款 
或直接交由各地方教會財務負責人

指定奉獻文字傳道基金專戶。

戶名 財團法人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劃撥帳號 00201261

註明  奉獻 世界傳道基金

世
界
傳
道
基
金

110年8月奉獻額: $293,129

累計結存:$15,583,711

勘誤：本刊上期九月p74，因作業疏忽，造成紙本印刷字句短少，

特此更正如下。

圖／吳雅君

眉批：我向神祈求，讓我不要因同情而違背真理，以免自己成為讓

對方靈性淪亡的夥伴。因為真正的愛，是能彼此一同走向天

家。

首段：那天，我參加了一場學術研討會。在多篇論文發表中，有兩

篇最為吸睛，一篇探討「師生戀」，另一篇則是探討「同志

基督徒」。

jeanhuang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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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後的使徒教會

因聖靈大降而建立的使徒教會，在百年內，由隱藏變顯明，從被壓迫到遍傳地

極，都因順服聖靈，也因門徒不敢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以癲狂般的精神傳揚真

道，前仆後繼，使教會遍地設立，讓不計其數的生命重生。每一個生命的更新，都

是那許多奉差遣出去撒種之後所結的果子。他們因主愛的激勵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成為拯救靈魂的福音工人，與神同工。教會初期的迅速開展，是神的旨意，是

順服聖靈，積極宣揚真道而成就的。然而，從第二世紀以後，教會按著主所說天國

比喻的經綸逐漸走入質變與全團發酵的階段，從此聖靈噤聲，真理掩藏，直到神救

贖計畫中晚雨聖靈降臨的季節來到，隱藏的寶貝將被遇見，重價的珠子終究會被尋

見，他們就歡歡喜喜地變賣一切所有的，買藏寶之地，也買這顆重價珠子（太十三

31-35、44-46）。

末世的真教會

百年多前，真耶穌教會如石破天驚一般，在東方建立。因著真理聖靈的啟示，

全備福音、得救正路，再一次向普天下萬民宣告。初期工人們在應許聖靈的引導

下，以捨己的心，忍苦耐勞、堅持真理，高舉耶穌的聖名，衝破攔阻、傳揚真理，

勇敢地更正一切人意的遺傳，得主同工，以神蹟相隨，證實所傳的真道，一如當

初聖靈與使徒同工一樣。按神的經綸，再一次全備福音的網將撒在動盪不安的人海

中，聚攏各國、各族、各方、各民，網既滿了，人就拉上岸來，天使要出來，從義

人中將惡人分別出來（太十三47-50）。

收不完的莊稼，
你看見了嗎？
文／侯弘哲

靈
修
小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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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教會建立百年之後，倚靠聖靈的心沒變，以真理為依歸的原則沒變，各地自立、

自養、自傳的精神沒變；在代代工人辛勞耕耘下，神國的境界從一國傳開至五大洲六十

多國。真教會從建立以來，神國的莊稼日漸增多，但專職工人增加的速度顯然跟不上，

有些地區甚至連一個長駐的牧者都缺乏。在神的國裡，因缺乏工人而出現莊稼收不回的

窘況；愛神愛教會的你，看見了嗎？

全球各開拓區極需有專職傳道負責宣道與牧養的重任。蒙神賞賜語言恩賜，懂中文

又有外語能力的你（英、西、德，法語，有基礎，願意繼續學習者），願意將從神得來

的恩賜，用在宣道的大工上嗎？靠主有勇氣，有事奉熱誠的你，願意到以當地語言為主

的地區，站上前線，牧養教會，做群羊牧者嗎？

海外宣道班的專職傳道在開拓區工作之後，將隨著教會的擴展，按著神所賜的恩

賜，像一顆活石，在任何一個聖工需要的地區做成善工，建造屬神的靈宮（彼前二5）。

真教會蒙神賜福，組織制度日漸完善，神也感動眾聖徒甘心奉獻，讓神的家有糧；

教會遵照真理的原則，使專職傳道者的家庭得到妥善的照顧，將視差派地區生活水平、

家庭人數，按實際情況調整生活津貼，使工人無後顧之憂，更專心地服事神。

期盼聽見主呼召的你，以堅定的信心回應收莊稼的主：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

六8）

一起加入事奉的團隊，為神國奉獻全生。                                                                   



92 2021.10  529 期

文／加拿大聯絡中心

在疫情中仰望主的慈憐

溫哥華

2020年3月，疫情開始影響加拿大，卑詩省也宣布緊急狀態宣言，全城封

閉，教會也被勒令停止聚會，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情況。開始的時候，教會通知信

徒在線上參與美國教會西北區的線上聚會。後來，溫哥華教會覺得必須在疫情中

鼓勵信徒的信心，並和信徒保持聯繫，因此決定溫哥華教會要有自己的直播頻

道。感謝神，透過網路，信徒在線上聚會，信心得以保存。6月，政府宣布可以

每次集會50人為限，職務會馬上安排分區、分時段來教會聚會，在安息日最多有

四堂的聚會。感謝神，每堂聚會幾乎全滿，大部分信徒都非常渴慕前往神的殿。

2020年11月至2021年6月18日，由於疫情的關係，會堂聚會再次被關閉，信

徒只能在線上聚會，但各項團契、查經班、宗教教育都改在線上進行，沒有停

止，因為大家知道絕不能停止聚會，否則便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既知道那日子

臨近，就更當如此。2021年7月1日起，實體聚會再次恢復，求神帶領一切能如常

進行。

本拿比

因為會堂本體老舊及結構上的問題，使得工程進度一

再延宕，但教會全體弟兄姐妹不斷地代禱，終於有所突

破與進展，請大家繼續關心代禱，教會也積極培訓聖工人

才。感謝主，在2021年7月7日首次在教會的餐廳（Dinning 

Hall）作臨時聚會之所。由於主會堂的工程仍然進中，請大

家繼續代禱和奉獻。

消息 

專欄

232期

疫情前仍可一同出席全國教會代表會議 2021年全國教會代表會改以線上會議舉開

2020年3月加拿大全國教會代表會議於卡加利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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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東區各教會

2020年1月25日，加拿大第一例冠狀病

毒患者在多倫多確診，在同年3月11日當世

界衛生組織公布病毒大流行的時候，加拿大

已有超過100例患者，17日安省宣布進入緊

急狀況。因為疫情變化很快，職務會決定由

現場聚會改成線上聚會，18日星期三晚上聚

會就成了我們最後一次正常教會聚會。教會

視聽組緊急應對，於21日安息日開始線上直

播講道。為了讓信徒們在安息日有團契互

動，我們也開了三班線上的查經聚會，中文

分50歲上下兩組，英文一組。宗教教育改由

線上舉行，幼小班因不適合線上聚會，由宗

教教育老師提供教材與作業，請家長在家中

與孩童一起學習。感謝神，雖然疫情來的又

急又快，但教會弟兄姐妹努力同工，讓聚會

沒有間斷，使信徒能繼續聚會，信仰得以繼

續建造。

蒙特利爾祈禱所與基奇納／滑鐵盧祈禱

所也都轉為線上聚會，在宗教教育方面，由

於多倫多教會有網上授課，當地的孩童也可

藉著網路參與多倫多的宗教教育，反而在疫

情中，增進了各地孩子們的互動。

過去三次的靈恩佈道會也由三間教會和

祈禱所合力舉辦，從線上詩班的錄製，到

當場的翻譯領詩，三地同靈同心拹力興旺福

音。為了增進福音工作，福音事工小組開始

了每週的福音事工團契，邀請所有的慕道朋

友及信徒，每週有一個福音主題，經過帶領

者二十多分鐘的主題報告後分成三組，在三

個各別的討論空間（breakout rooms）討論三

個被分配到的問題，最後再一起總結。經過

了幾個月的福音事工團契，我們發現弟兄姐

妹對道理有較深入的認識，對福音的事工也

更加的熱心。願主繼續帶領，在回到會堂聚

會後，這些線上新起的福音事工可以維持，

繼續耕耘網上福音的良田。

愛蒙頓

2020年3月疫情爆發，信徒不能來教會

聚會，必須改為網路線上聚會，本來教會的

設備沒有網路，緊急購買相關器材，得以順

利的進行網路播放，信徒才可以參加網路聚

會，這也促成了愛蒙頓教會的進步。

鑑於愛蒙頓、卡加利和雷特橋（Lethbridge）

相距遙遠，因此運用網路社交媒體的平台，

進行團契的查經聚會，每週一晚上的聚會都

有來自三個區域的弟兄姐妹8-10人參加，大

家對聖經熱切查考，彼此分享與造就。

靈恩佈道大會也是網路聚會，有美國總

會差派的傳道或執事來講道，因為網路方

便，也特別邀請美國教會的姐妹作見證。這

些都是網路帶來的好處。

卡加利

雖然疫情爆發，福音工作仍然不能停

頓，教會在2020年舉辦兩次的網路福音茶

會，點心在家裡自己享用。感謝主，經過個

別的邀請，兩次福音茶會有十幾位慕道者參

加。以後會繼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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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規定不得有團聚活動，

但是訪問不能停止。於是我們運用社

交媒體平台和信徒對話，打開視訊，

彼此看見交流，還可以請學樂器的孩

子演奏樂器，對孩子很有鼓勵作用。

結語

加拿大各教會在大約一年半的社

交封鎖下，除了2020年9月間疫情稍

緩，每堂聚會可以容納十分之三的信

徒數進入會堂，其他時間幾乎沒有機

會讓所有信徒到教會聚會。教會在這

一年半的期間進行線上聚會，以及線

上查經和訓練。感謝主，很多信徒預

先準備、積極參加，從查經中得到深

入的學習，而線上的講道訓練和教員

進修也造就許多聖工人員。

但是，這個疫情對不少信徒還是

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少數信徒染疫，

需長時間調養；有些信徒因社交隔

離、長期與人少有互動，又未積極參

與教會的線上聚會和查經團契，因而

心靈頓感沉悶、無助。目前加拿大的

疫情漸趨減緩，各種商場和運動場所

也陸續開放，教會的聚會已可適度迎

進信徒的現場參加。祈求主施憐憫、

看顧所有信徒，在沉寂一段時日後，

可以因聖靈的同在和激勵而踴躍參加

教會的各項聚會和活動，從新得力，

在信仰的道路上走得更穩健，更能在

事奉中榮耀主耶穌的聖名。               

孟加拉國大約有1.63億人口，其中89%

的人口是穆斯林教徒。10.7%的人口是印

度教徒，他們大部分都集中居住在與印度

接壤的邊界。在這一帶地區的村莊，大多

數的人都是印度教徒。由於他們遭受到了

來自穆斯林教徒的逼迫和威脅，因此這些

印度教徒多為保守派，並且極其保護自身

的印度文化，抗拒來自外界的一切威脅。

0.6%的人口是佛教徒，多來自印度。基督

徒只佔了總人口的0.4%。在這裡的大多數

基督教派都是從英國殖民時期開始沿襲至

今。幾乎所有基督教團體都參與了社會福

利或教育性質的工作。由於他們無法公開

地傳教，因此唯有通過這些管道來讓教會

得以繼續在當地扎根。他們大多數的崇拜

都只侷限於在社會福利機構或學校裡面。

我們於2018年開始與當地的一位朋友取

得聯繫。他在網路上瀏覽了我們教會的教

文／東宣部

在孟加拉國的 
    開拓事工

聚集在庫爾納專區巴乾鄉Chaultary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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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以後，親自聯繫上我們。在經過短暫的

交流以後，我們於2018年9月份拜訪他們。

這一群與我們聯繫的人，居住在位於孟加

拉國西北部的庫爾納專區，切尼達縣卡利

甘傑烏帕齊拉Borovatpara鄉（Borovatpara, 

Kaliganj, Jhenidha, Khulna）的一個印度村

莊。他們一開始認識耶穌是源自於一群曾

經到訪他們村莊的傳教士，給他們觀賞了

一部有關耶穌的影片。其中有一對夫婦在

看了影片之後深受感動，決心跟隨基督。

他們不確定該做些什麼，也不知道如何敬

拜神。起初的階段，他們遭受到了來自村

民們的各種逼迫。他們被禁止與村民共用

村子裡的池塘和水井作為盥洗和飲用的用

途，而需要前往較遠的水源地點取水。

他們的孩子不被允許在鄰近村莊的學

校上學。他們需要將孩子送往其他地區的

教會寄宿學校。按照不同的學校管理層所

屬不同基督教派的教導，他們的孩子學到

了各式各樣的敬拜方式和做法，並把這一

切都帶回村莊。由此，他們開始了自己的

崇拜聚會，並採用了各種不同的崇拜方

式。然而，他們並不屬於任何一個教派。

當這些孩子慢慢長大以後，他們

開始比較各教派之間不同的崇拜方

式。他們不再滿足於這些教派所給出

的解釋，便開始尋找真理，他們其中

的一人，就這樣瀏覽到了真耶穌教會

的網站。他們彼此探討了本會的教義

以後，發現這所教會完全是按著聖經

的教訓而行。故此，決定聯繫我們。

從2018年9月到2019年12月，我

們一共去了孟加拉國四次。在探訪期

間，我們在租賃的地方舉辦查經班。

安息日聚會則是在他們的家裡進行。

我們感謝神，因為在那裡的朋友

們是真心誠意地在追求真理：

• 在我們所舉辦的查經班裡，他們格

外認真地學習真理。

• 在闡明真理以後，他們接受了

我們的教義和崇拜方式。

• 他們很積極地要把這喜信傳給

他們的朋友，還把我們帶到

了位於庫爾納專區巴乾一帶

（Bagan, Khulna）的一個村莊

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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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他們想要更進一步地學習道理，並且

想要與他人分享喜信，因此他們還主動地

要求協助翻譯我們的信條。我們目前已經

將十本福音系列和基本教義翻譯完畢。

我們所面臨的挑戰：

˙來自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反對。在

其中一次探訪中，該村莊的領袖們聚集在

一處，商討要如何對付我們和我們的朋友

們。當聽聞消息以後，我們的朋友們趕緊

把我們送離村莊。

˙我們不可以公開地舉辦基督教活動。禱告

和唱詩的時候必須控制音量。所有住宿的

地方和會堂，在得知要舉辦基督教活動之

後都拒絕租借給我們。

˙外國人不得參與任何宗教活動。當他們對

我們的活動有所懷疑的時候，就會拒絕發

放入境簽證給我們。

自2020年的年初開始，因疫情的緣故，

我們無法進入孟加拉國。但是神卻為我們打

開了福音的恩門。

起初，在庫爾納專區卡利甘傑烏帕齊拉

（Kaliganz, Khulna）一帶開始了開拓事工，

目的是先建立起一群慕道者，然後再往庫爾

納專區巴乾一帶鄰近的地區去接觸更多朋友

們。雖然其中一位慕道朋友的工作地點位於

450公里之外的錫爾赫特市（Sylhet），但是

我們並沒有計畫要往那裡去開拓事工。

那位在錫爾赫特市工作的慕道朋友決心

要在錫爾赫特市和他的家人一起守安息聖

日。他也邀請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們來參加聚

會。漸漸地，有大約10個人在那裡參與安息

日聚會。他們請求我們透過網路和他們一起

進行線上安息日聚會。接下來，我們將和他

們進行一系列的基本信條查考。

雖然行動受限，但神的話語絕不受限。

一旦有機會，我們就會和他們安排在錫爾

赫特市與卡利甘傑烏帕齊拉兩地進行線上聚

會。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受限於政府頻繁實

施的行動管制令，以及互聯網的供應問題。

祈求神繼續帶領。願一切榮耀都歸給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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