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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喜樂是一種從內在深層

中，所生發出的屬靈之樂，在

看似負面，甚至惡劣的環境

下，仍有因著信靠神而得的平

安、滿足、穩妥、心緒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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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對於喜樂有著不同的

「體驗」，也就存有不同

「層面」的說法。

    在聖經中，保羅說「喜樂

是聖靈所結的果子」（加五

22）；簡單地說，「喜樂」

就是基督徒能順從聖靈而表

現出來的結果。

    因著聖靈的工作，在人身

上有著各種面向的成熟生命

之行為，可謂一體多面的效

果。因此，如從這個的角度

來看，喜樂可以視為基督徒

所需要培養的「品格」，或

擁有的「特質」；喜樂可以

是一種心態、價值，而非專

指情緒反應或心理狀態。

你
多
久
沒
有
喜
樂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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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昌

主耶穌是一位獨行奇事的神，祂能使瘸子行走、瞎子看見、死
人復活！甚至連風和海都聽從祂。《聖經》在馬可福音二章1-12

節，癱子蒙醫治的神蹟中，四個抬癱子的人對主有信心、對病人有

愛心，在工作上同心，雖然沒有人知道這四個人的名字、年齡及身

分，也不知道他們已信主多久，但我們知道，他們極其關心一位患

病的朋友。他們也深信主耶穌能解決他的問題和滿足他的需要。最

叫人感動的，是他們不單只停留在心意上的「關心」和信念上「知

道」的地步，他們對朋友的熱切關懷更帶來了實際而及時的行動。

他們有著共同的愛心、信心與決心，以致心手相連，步伐一致地將

癱子帶到主前。有幾點很值得我們思想，讓我們也成為抬擔架的

人：

一、克服一切困難 

就眾人而言，同心同行能否持續，必受相當的考驗。此四人中

若一、二人遇到層層困難就宣告放棄，這樣工作勢必受影響，不是

不能完成，但進行必更困難。然而他們在人群擁擠中將他→送上屋

頂→拆通→下縋，無一不是同心且耐心地堅持到底，最終排除萬

難，如願以償的來到主耶穌的面前。在服事上，有時在起初確實能

夠同心，但往往在進行中因見解不同，遭逢一、二次困頓後，一部

分的人欲罷手，一部分的人欲繼續，也因彼此都缺乏真正的愛心、

同心與忍耐到底的心來克服一切困難，工作因而受阻。令人遺憾！

靈
修
小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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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見識與智慧 

「……因為人多，不得進前，……就拆

了房頂。」他們在沒辦法中動腦筋，設法找

出一條路，而能絕處逢生。這代表他們有真

見識、真智慧。

主耶穌要求我們的乃是做忠心又有見識

的好僕人。因此服事眾人不只是撥出寶貴

的時間，如何以智慧臨機應變，以聖經為原

則，使所做的工有果效，又不致浪費時間，

乃是由神而來、是神所賜的智慧。若沒有神

所賜諸般智慧與見識，便難以能完成艱鉅服

事的工作。

三、心思細膩行事謹慎 

「……既拆通了，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

褥子都縋下來。」他們不只將癱子縋下，而

是連同包裹他的褥子縋下。事情進行中，必

須小心翼翼，避免病人受到碰撞，也要讓他

感到安心、平穩。可見四個人心思之細膩，

行事之謹慎。今日我們當留意在服事的工作

及言談舉止間，是否曾因不小心或欠缺考慮

而傷害到他人呢？

四、將人引到主前

他們把癱子連褥子縋到當中，正在耶穌

面前。這並非巧合，乃是經過思考、小心

引領。我們服事人首要的任務是要將人帶到

主前，讓他用信心去經歷神赦罪與救贖的恩

典，藉此被稱為義，與神和好。在神的眼

中，「罪得赦免」永遠是最優先的，而這正

顯示了一切服事工作的重點並不在於眼前的

神蹟。保羅教導我們：「用諸般的智慧，勸

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

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西一28）。服事若能

建立於神的道上，我們會直接就近主前，且

會對主感恩不盡，歸榮耀與祂。癱子得醫治

之後，據經上記載乃是「歸榮耀與神」，因

主赦其罪、賜他平安。因此，他的認識與信

仰全定睛在主身上。這也告訴我們，凡事都

要引人到主前，並且歸榮耀給神。

Ｘ                    Ｘ                    Ｘ

請問，您的身邊，有誰正「躺臥在褥子

上」等待著你？誰需要你的擔扶、引領，才

能到主的面前？而你願意去「抬」他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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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印尼總會

神親自開拓的方式

印尼的教會從2020年3月初至今，將近有一年半左右無法實體聚會，安息日只
能採直播聚會，現場只有領會和相關人員在會堂，信徒都在家裡。團契、早晚禱

告會都是線上進行的。去年年底，慢慢地有小教會陸陸續續恢復實體聚會，人數

限定在30名以內可以參加實體聚會。

在變種冠狀病毒 DELTA 進入印尼後，六月分開始第二波的疫情。 這次有許多

弟兄姐妹們受感染，一戶接著一戶快速地傳播，醫院都滿載了，人民大部分只能

居家檢疫，疫情十分危急、嚴峻，我們只能禱告倚靠神。政府重新嚴格地管制，

實施封城，大部分的室外活動皆被禁止。這一次，連領會人員也無法進入會堂裡

領會，聚會完全改用線上方式進行，包括：領詩、司琴、領會、會後報告等。

原已歷經了一年半的線上聚會方式，到了第二波疫情卻更慘，在家裡事奉，

的確不是容易的事，因為網路有時候不穩定，唱詩到一半聲音斷斷續續，因此，

我們想辦法先錄起來；此外，還有種種的困難我們必須面對 。 

感謝神，雖受疫情的綑綁，我們教會仍不斷地有神的看顧，神默默的一步一

步帶領，無論何種景況，依然有能力牧養信徒，照樣可廣傳福音，包括靈恩會和

佈道會。神用祂的方式來彰顯祂的權柄和奇妙作為。

從疫情開始，印尼教會想盡辦法把所有的聚會、早禱會、晚禱會、兒童聚

會，還有為了長青的需要，將每日的靈糧集錄音供長輩聆聽。沒想到神開路，

慢慢就累積了一些APPs（應用軟體），例如：podcast、Spotify、TJC APP（印尼文

版）――裡面有講道集、聖經、讚美詩 、靈糧集（靈魂的錨），ASAF樂團（讚

美詩歌以印尼傳統的樂器與曲調呈現），加上先前已開設的 Facebook 、LINE 、

Instagram、Telegram等，這些都是神開的路，藉此把屬靈的網路張開到各地區。

消息 

專欄

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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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親自開拓的方式

從去年起，印尼總會透過文

宣處，為了傳揚神的道和真理

至各地區，在媒體工作上一步一

步的創作。神讓我們學習到：雖

然無法直接與信徒有實體互動，

但福音由近處傳到遠方，都有神

的工作：「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

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

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國、各

族、各方、各民」（啟十四6）。  

去年在三寶瓏有一位先生看

到印尼真耶穌教會的網站，他

就寫信透過網站通知我們，詢問

有沒有兒童聚會，我們即開始跟

進工作。感謝神，他們全家五人

受洗歸入基督的名下，目前也很

認真地聚會。不但這樣，迦南學

校也進行佈道工作，每逢安息日

早上特別為家長聚會，有一位家

長、一位老師還有三位學生、兩

位校友受洗。

雖然我們在疫情之下，不知

明天如何，但現在我們明白，神

有祂的旨意和方法來彰顯祂的權

柄，讓人類曉得神很偉大。     

因COVID-19疫情依舊嚴重，安息日仍採
取線上聚會。為改善聚會效果，方便視頻

交流，今年年初訂購開通為期一年、使用

無時間限制的Zoom會議軟體授權。由於疫

情，有八位同靈滯留境外未能返俄，且去

年和今年沒有施行洗禮，所以莫斯科教會

信徒人數和聚會人數有所減少。

開拓工作除了每月第一個安息日舉行

一次佈道會之外，以個人佈道為主，近期

沒有新增固定的慕道者。探訪工作多為電

話和網路問候關懷，對於兩位年長的姐妹

會偶爾不定期的見面探訪及提供生活上的

幫助。宗教教育在中斷一年多後，於今年

八月恢復上課。

1月1-2日舉開主題為「患難與恩典」

的網路新年靈恩會，加拿大郭勝祺傳道

克服7小時的時差協助此項聖工，求神紀

念他的辛勞。1月4-7日舉開主題為「聖經

論」的網路青年靈恩會；5月1-2日舉開網

路春節靈恩會，主題為「主裡的平安」；

6月8-12日舉開以「真智慧」為主題的網路

文／宋力強

三寶瓏全家五人受洗

消息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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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教會 
2021年之聖工近況

線上聚會



96 2021.11  530 期

學生靈恩會，由英國總會徐尚俊弟兄、張以斯

拉執事、陳志榮傳道、張福華傳道等四位工人

協助。

5月29日、6月5日、7月3日，從晚間6-9點

舉開領會人員講習會。所有講道、帶領查經和

安排分享的13位同靈全程參加，由加拿大蔡恆

忠執事幫助。原講習會只計畫兩次，但在學習

過程中感到還有一些內容需要學習，加拿大教會教務負責特別安排蔡執事騰出時間為莫斯

科教會另增加一次講課。感謝神！

去年10月開始每週兩次的晚上查經聚會，除主領人和教務負責之外，每次也特別安排

兩位同靈分享。今年5月開始制訂全年見證安排表，在每月一次的見證禱告會中安排三位同

靈分享個人、親友，或聽或看到其他同靈的見證。感謝神！被安排的同靈都能認真準備、

積極參與。

莫斯科教會共同參加今年4月2-4日德國曼海姆教會線上所舉辦之春季靈恩會；有四位

同靈參加去年底至今年5月9日期間，每星期日一次的歐陸地區講道者網路培訓班；有七位

同靈參加自去年4月開始至今仍持續進行的歐陸十大信條網路講習班；還有三位同靈參加歐

陸教會每週三晚上的網路青年團契。

今年4月有兩位主內父子感染COVID-19先後住院，教會發動全體信徒為其代禱。感謝

神！二人很快出院，父親完全康復，兒子雖身體仍有不適，但化驗檢查結果基本正常，大

家仍每天共同為他代禱。按照當地規定，今年九月中旬前簽證到期的外國人必須離境，有

些同靈面臨回國和身分延期的困難。

一切求主帶領眷顧！請各地同靈為莫斯科教會代禱！哈利路亞！阿們！                           

莫斯科新年靈恩會 2021年1月1-2日 網路靈恩會 2021年5月1-2日

青年靈恩會 2021年1月4-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