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教會

封面裡　文／盧杏梅  浦忠義補述

       枋寮祈禱所 

社論

4  文／陳勝全

家庭祭壇之管見 

真理

靈修

8  文／劉明賢  圖／Dora

信仰熱度與深度

信仰生活

12  文／林玲修  圖／Rainie

愛讓新事發生

讀經心得

16  文／まつ  圖／張黑熊

阿珥楠的禾場 

19  文／陳殿晃  圖／紫筆

從歲首到年終
聽道筆記

22  文／魏迦瑪列主講  李思蓉整理  圖／安其

明天，我依然愛祢

靈修小語

30  文／Boaz 

從前的權柄

主題：光，凸顯我們的價值與尊貴
33  文／劉怡昀  圖／玻璃海

光明之子比不上今世之子？    

39  文／林永基  圖／玻璃海

點亮新的一年

43  文／DL  圖／玻璃海

人不是那光，但要為光作見證

47  文／裘渚廉  圖／玻璃海

照耀在人前的光     

如何讓主的光不斷點亮我們

的家？最好的方法就是要

建立家庭祭壇，體會神的道

讓人有信心克服生活中的困

難，神的靈讓人有能力在家

中力行彼此相愛；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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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養眾多、遍滿地面、管理

大地的一切，是神對我們最

大的祝福。學習的人生、付

出的人生過後，人生的另一

個階段，不再以辛勤工作為

目標，而是能更負擔神所交

付的使命！年長者如何將自

己接下來的人生做更有效的

規劃跟安排？如何讓信仰傳

承一代接一代？如何讓自己

猶如聖殿中的長青樹？到老

仍然滿了漿汁，多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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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Boaz 

彌迦預言，最高的山嶺將復興使徒教會的榮耀（彌四8），甚

至大過先前的榮美。神的榮光要透過教會以各種方式顯現出來

（弗三21）。教會是聖靈的居所，神的百般智慧都要透過聖靈啟

示出來，使執政的、掌權的都得知（弗三10）。使徒的教訓構成

晚雨時期信仰規模的根基（弗二19-22），這個道理很簡單：耶

穌是兩個時期教會的創建者，因此祂的教會在使徒時代賴以建立

的根基，也必須是晚雨時代教會的根基。

在使徒時代建立教會之後，歸信耶穌的人順服地遵守使徒的

教義（徒二42），因基督的認可（約十五20；路十16），使徒

的教訓構成教會的基礎，使他們有力量說明、闡揚耶穌傳講的教

訓。因此，教會必須傳講使徒所傳的道，將之全備發展為基督希

望末世真教會所了解、講述、傳揚的道理精意。為達此目的，道

理需要建立在同一個根基上（林前三11）。教會藉由思想起初所

領受的道，靠著聖靈持守純正話語的規模（提後一13-14），將

領受更多的領悟（參：提後二7）。

教會的建立，必須繼續持守在使徒教訓的基礎上。如此一

來，就會不斷有人湧入這最高的山嶺，以單純的信心見證神話語

的權能。若教會尚未能針對某些問題提供滿意的解答，我們絕對

不可因此而心生懷疑，使神的道變得複雜深奧。信仰之路若偏離

了起初的信心，絕對不是向前邁進的道路方向，最後只會使神的

道更為晦暗不明，澆熄信徒的熱誠與熱情，破壞合一的精神。若

能藉由神的道保守合一，無論何時傳講福音，定能發出吸引人的

力量。

教會的榮耀展現在從上頭來的平安。當聖靈與教會同在，教

會得著權柄，斷絕仇恨、攻擊與強暴（彌四3）。相較之下，脫

離神國度的世界，根本無法將基督所應許的平安提供給世上可憐

的靈魂，因我們還目睹了不斷湧現的暴力事件與動亂不安。在具

預言性的詩篇中，詩人邀請讀者觀看神的作為（詩四六8-9）。

靈
修
小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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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四六9」可以拆成三部分，1.祂止息刀兵：最高的山嶺，就是教會，教會使湧

流進入這山的人經歷轉變，不再學習戰爭（賽二4；彌四3）。2.祂折弓、斷槍：另一篇

詩篇提到，在神所居住的錫安，也就是教會，祂要折斷弓箭、盾牌、刀劍、爭戰的兵器

（詩七六2-3）。3.把戰車焚燒在火中：與這句話最接近的描述，就是神摧毀北方集結而

至的軍隊和馬匹（結三八6-8、15）。

這些軍隊雖是懲罰以色列（神的子女）的軍隊，但他們和他們的兵器都要被滅（結

三八21-23，三九9-11）。有時，教會內部會出現各種問題，當教會經過火煉的試驗而得

以煉淨時，神的平安終會勝過一切。

既然教會是唯一能使人真正體會平安的地方，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順服聖靈

的權柄，讓神的平安治理教會。此外，為使教會達到平安，每個人都要讓平安在我

們心裡作主（西三15），這必須藉由我們彼此都與神建立愛心的完美連結，也唯有

如此，才能恢復神在教會的治理，將基督的平安帶給相信祂的人（該二7-9）。                                                          

                                                                                                                                      

這裡提到兩項互相衝突對立的工作，一是神

使這地荒涼。祂允許此事發生，乃因百姓已

離棄祂；這在始祖被逐出伊甸園之後的幾代

就發生過（創五-六章）。

第二項工作就是拓展和平：「祂止息刀

兵，直到地極；祂折弓、斷槍，把戰車焚燒

在火中」（詩四六9）。這段經文是為了比

較兩種存在方式。一種是世界上的恐懼不安

（詩四六2-3），另一種則是在神的城裡所

體會到的寧靜安穩（詩四六4-7）。因神的

同在，城裡的居民得享平安與穩定，遠離世

間喧鬧的風暴。顯然，神的城就是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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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這麼想：「我真的有能力在市集獻詩嗎？我喜歡唱詩，

也想透過唱詩服事神，但是今天的表現不到我實力的1%。我是不是該就此退出，把唱

詩當成興趣就好？」那天在睡前還為這件事哭了一下。後來又因為學校種種的繁雜事

物，只能借譜自己在家練詩，不斷地聽學長錄的鋼琴音檔，在房間裡獨自練習。

在這段期間，我一直將能在市集獻詩的事放在禱告上，期待神垂聽我的禱告，讓我

能跟上其他人的進度，達到足以上臺的程度。最後我順利地上了市集獻詩名單（當下真

的超開心）。之後在第一次和聲的時候，我感動地快哭了，也越是認真的練詩、禱告。

雖然上臺的當下還是很緊張，不過很感謝神，感謝神讓獻詩順利的完成了。

很感謝神，讓我能在升大學的第一學期，就得到了如此多的感動。不論是在市集攤

位的籌備，還是自己額外參加的小詩班，這兩件事在準備的過程中多少有挫折，認為自

己無法勝任。但在我傷心失落時，我內心一直有一個聲音，告訴我：「我可以的。」最

後我還是堅持到底，盡自己可能的付出。因為我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只要倚靠祂，祂

會成全我們，更何況是在合祂心意的事奉上呢？

最後，願一切榮耀歸給天上的真神，願神賜平安喜樂給這次市集所有參與人員。  

真耶穌教會國際聯合總會，為了激發各地青年愛主的事奉心志，建立青年健全的
事奉制度，促進青年團隊的事奉搭配，發揮青年恩賜的事奉果效，提升青年生命的事

奉傳承，在1981年成立「國際青年聯誼會」。召集年滿十八歲至四十歲之本會各國青

年，接受各項工作訓練，用以支援各地聖工，不論在宣道、宗教教育、翻譯、詩頌、文

宣，甚至建堂等硬

體的事工。希望促

進各國青年恩賜之

搭配，發揮團隊事

奉之精神，興旺福

音、建立教會。隨

著世界局勢的變化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20222022年網路國際青年團契年網路國際青年團契

     文／聯總訓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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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真教會在全球各地拓展的需要，「國際青年聯誼會」經

歷了三十年的運作後，在2011年轉型為「國際青年事奉委

員會」(International Youth Ministry Committee)。

「國際青年事奉委員會」的主要任務：第一，推動及

協助、輔導各總會、聯絡處、直屬傳教區建立青年組織，

籌組各種事工團隊，健全事奉制度，激勵青年投入聖工；

第二，舉辦各種事工訓練，培訓青年事奉之正確態度、精

神與技能，在事奉中學習長進，儲備教會接棒人力；第

三，建立青年人力資料及開拓青年事奉管道，支援聯總、

各總會及傳教區之聖工；第四，聯繫全球主內青年，促進

交流與認識，增進教會一家精神，彼此激勵愛主心志。因

此，視需要舉辦全球性或區域性之青年交流與聯誼活動。

國際青年事奉委員會自從成立以來，過去的十年已經

在英國、馬來西亞、美國、韓國舉辦過全球與區域的青年

團契活動。除了靈修、詩頌、見證、事工分享等靜態的聚

會之外，也有協辦總會所安排之訪問教會或參與宣道等動

態活動；例如，在馬來西亞參與西馬原住民的醫宣佈道，

藉以深化宣道經驗。國際青年的團契活動提供各國青年難

得的交流機會。來自各國，在不同的語言與文化下成長的

青年們，交流參與各項聖工的經驗，藉著分組討論，彼此

激勵對教會發展的使命感，是兩年一次難得的機會。 

自2020年3月全球新冠狀病毒大流行以來，許多的聚

會與團契都受限而無法實體舉辦，原本預定在2021年舉辦

的國際青年團契也因此順延。今年，因著網路平台的普及

與軟、硬體資源的支援，各國青年的交流與互動，可藉由

網路模式繼續推動，彌補了因疫情而中斷，無法實體互動

的團契機會。因此，國際青年團契於2022年，將藉由網路

模式，分成東、西半球舉辦，主題為「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值此末世之際，希望藉著這個機會，讓各地的青年

團聚一起，共享主恩，並思考神在這末世中所賦予真教會

的使命，藉著聖靈的大能挑旺傳福音的熱誠與心志。

「為何要裝備自己」

遊戲互動

午餐交流

2015年IYF於馬來西亞波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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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藉由網路可跨越空間的限制，然而，礙於網路

容量的侷限，能同步參加網路團契的人數，東半球為

500名、西半球為300名。歡迎各地青年踴躍參與此盛

會，額滿為止。團契時間與申請參加之說明分別如下：

西半球網路國際青年團契（IYF-WH）

主辦單位：歐陸青年事奉委員會

團契時間：2022年6月12至14日（星期日～二）

人數上限：300名

東半球網路國際青年團契（IYF-EH）

主辦單位：印尼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

課程時間：2022年7月23至24日（星期六、日）

人數上限：500名
�	

◎ 課程資訊與申請表格已發文至各國總會與聯絡處，

請詢問當地教會相關資訊，或掃描QR Code下載。

◎ 請申請者先詳閱報名資訊，於2022年3月15日前將申

請表繳交至當地教會，再由當地教會轉交給該國總會或

聯絡處。

◎ 各國總會、聯絡處請於2022年4月1日以前，將個人

申請表彙整轉寄給聯總美國辦公室（ia@tjc.org）。

◎ 申請者請於收到「課程通知」信函後，上網登記報

名。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不

斷激勵著你和我，為真教會的青年們禱告，為這網路的

青年事工禱告，讓東、西半球各地的主內青年，同心合

意、興旺福音。                                                              

加州馬林縣健行

  訪問三溪教會

進行活動

開幕式

2017年IYF於美國

2019年IYF於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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