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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氣的產生，沒有人喜歡，也

是不好的行為。雖然喜怒哀樂

是與生俱來，但表現過度也是

讓人覺得不大舒服。凡事有所

節制，是基督徒該有的品德。

在該生氣時，適時的表達，是

懂得明辨是非的體現，只是

要能如經上所說，生氣不要犯

罪，也不可含怒到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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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裡。耶穌和祂的

門徒也被請去赴席。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祂說：「他們沒有酒了」（約二

1-3）。

婚禮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是一件盛大而且重要的事情。大多數人會提前幾個

月、一年或更長的時間準備。他們細心規劃了這一切，包括舉行的日期、邀請的

對象、婚宴的場地、在哪個教會進行、穿什麼樣的婚紗、提供怎樣的餐點等等。

這段期間，家人都相當忙碌，無非希望婚禮能順利進行。

如果在婚禮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事先準備的食物或飲料用完了，而許多受邀

的客人仍陸續來到，該怎麼辦？這勢必會讓主人家感到擔憂。

人的計畫並不完美

聖經記載，在迦拿的筵席上所發生的事情，反映了我們的生活。我們每個人

都會制訂許多計畫來實現目標，並希望獲得良好的結果，也會嘗試預測、降低風

險，但我們制訂的計畫有時無法實現，甚至可能會經歷不少失敗與損失。

回顧在2019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我們是否為隔年制訂了很多計畫和目

標，但突如其來的疫情震驚了世界。我們感到很驚訝，因為從未預測這樣的事情

發生。當計畫很難實現，我們的心情如何？也許害怕、難過和擔心，那該怎麼

辦？當然，我們必須表明立場，決定如何去應對這一困難的局面。

品嚐最好的葡萄酒

文／張便雅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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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

城裡去，在那裡住一年，作買賣得利。」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

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

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

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事，或

做那事」（雅四13-15）。

困境中尋找耶穌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發現酒用盡了，立刻

去找耶穌。但耶穌說：「母親（原文作婦

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

到。」祂母親對用人說：「祂告訴你們什

麼，你們就做什麼」（約二4-5）。

馬利亞尋找耶穌，因為她知道並相信耶

穌可以解決發生的任何問題。馬利亞有信

心，所以她告訴用人，耶穌所說的話，他們

應該聽從。馬利亞的態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

在困境中保持冷靜並憑信心禱告是非常

重要的。在困境中，我們可能會想，為何這

樣的事情會發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準備

一切，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結果呢？有時我

們一直問卻找不到答案，即使不明白發生了

什麼事，仍然必須相信神從未在生活中以惡

意對待我們。凡事都出於神的旨意，讓我們

看到了祂的奇妙作為，並且最終可以讚美神

的名。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都在乎神；我力

量的磐石、我的避難所都在乎神。你們眾

民當時時倚靠祂，在祂面前傾心吐意；神

是我們的避難所（詩六二7-8）。

對耶穌來說，沒有難成的事

馬利亞懇求耶穌之後，耶穌對用人說，

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約二7）。耶穌使用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器

具，就是用來清洗的石缸，也用一般的水來

彌補酒的不足。這都是普通的東西，沒什麼

特別的，但是當主耶穌使用它時，奇蹟發生

了，水變成了酒。

主耶和華啊，祢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

臂創造天地，在祢沒有難成的事（耶三二

17）。對耶穌來說，沒有難成的事，因為祂

是創造天地的神；神是全能的，高過一切萬

有。因此，當我們面臨困難時，要用信心信

靠神。

聖經記載許多神蹟，例如：以色列人到

了瑪拉，因為水很苦，即使口渴，卻不能喝

那裡的水。神用祂的能力幫助他們將苦水變

為甜。祂用什麼來彰顯祂的能力？只是將一

棵樹丟在水裡（出十五22-25）。當以色列

地因長期不降露、不下雨時，耶和華告訴以

利亞往東去，藏在約但河東邊的基立溪旁。

在那段期間，喝那溪裡的水，和烏鴉早晚叼

來的餅和肉維生（王上十七1-6）。



25http://joy.org.tw    holyspirit@tjc.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品嚐最好的葡萄酒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

是哪裡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

席的便叫新郎來，對他說：「人都是先擺

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倒

把好酒留到如今！」（約二9-10）。

水變成了酒，用人們知道並見證了神

蹟，因為是他們照著主耶穌的吩咐，把缸倒

滿舀起來的。管筵席的品嚐用人帶來的酒是

最好的葡萄酒，顯示主耶穌所做的一切都是

美好而且完美的。用人對主耶穌的順服就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沒有拒絕或與主耶穌

爭論；他們沒有嘲笑主耶穌，雖然他們有理

由這樣做。畢竟，主耶穌當時的吩咐是讓人

難以理解的——因為倒進缸裡的水，經過攪

拌，當然還是水。這是主因著體貼主人的心

意，行了奇妙的神蹟。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

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

的；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雅一17）。

總歸一句，只有單純、順服地信靠神，

我們才能感受到神美好而完美的恩典與憐

憫。                                                                                                                          



2021年6月及11月，分別出現  Del ta  及 

Omicron 變種病毒，襲擊了澳大利亞（以下簡

稱澳洲），造成第三波新冠疫情。兩個主要的州

――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都受到嚴重的影

響。然而，感謝神的恩典，在祂的保護和帶領下，許多澳洲教會的聖工得以繼續

進行。

澳洲的邊境管制是由各州來決定的。因此，澳洲各州有不同的限制。例如：

昆士蘭州（布里斯本）、西澳州（坎寧頓和但尼拉）和南澳州（阿得雷德）等地

的教會，能在2021年整年度舉行實體聚會，只有偶爾封城時才暫停實體聚會。

2022年1月及2月，陸續有墨爾本教會、雪梨教會開始實體崇拜。達爾文聚會點每

週都有線上聚會。黃金海岸聚會點在2021年底開始租用社區禮堂，每週舉行安息

日崇拜聚會。斐濟的開拓地區每月都有線上聚會的支援。黎為昇傳道於2022年3

月開始巡牧各教會。感謝神的恩典，我們看到新冠疫情的狀況逐漸改善。

由於旅行限制，2021年5月7日至9日的全國教會代表會議，和澳聯負責人會

議皆透過 Zoom 舉行。聯總總負責趙明洋長老和東宣部部負責馮約書亞長老也參

加了會議。

雪梨貝克斯里教會翁飛飛弟兄（Brother Austin Weng），在2020年6月的澳聯

負責人會議上，被提名按立為執事。感謝神，2021年4月3日，雪梨教會的信徒以

超過2/3的多數票，贊成翁弟兄被按立為執事。翁弟兄於2022年2月26日，受按立

為翁阿摩司執事（Deacon Amos 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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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後疫情的澳洲近況 文／澳洲聯絡處

消息 

專欄

238期

True Jesus Church

立職禮 - 翁執事全家與長執同工（社交距離）

按立翁飛飛弟兄為翁阿摩司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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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信徒的增加，阿得雷德教會於2020年12月31日收購了一處新物業。該建築目前

第一階段的裝修仍在進行中，預計於2022年3月搬進新會堂聚會。

墨爾本教會在城北郊區――普雷斯頓（Preston）地區購買了一處新房產，他們將儘

速著手裝修工程。

澳洲全國社青講習會和 2021-2022 短期神學訓練班透過 Zoom 來舉辦。來自澳洲、

斐濟、紐西蘭、香港和新加坡五個國家，共有67名社青和38名神訓班學員全程參與。有

四位講員協助了這項工作，分別是許彼得傳道（新加坡），張巴拿巴傳道（新加坡），

呂那鴻傳道（馬來西亞）和黎為昇傳道（澳洲）。

我們祈求神繼續帶領和保護，無論面臨什麼障礙，都會永遠堅定對祂的信心（參：

太二四13）。                                                                                                              

短期神訓    布里斯本班

短期神訓    布里斯本班

2021-22期澳洲短期神學訓練班Zoom合影 澳洲全國社青講習會

短期神訓   雪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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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印尼總會

印尼總會2022年之事工概況

感謝讚美主耶穌基督，今年在神的帶領下，透過

總會之教牧處、宣道處與文宣處共同擬定計畫，並

安排在部分教會進行。

教牧處

信徒已習慣了近兩年的線上聚會，教牧處積極

鼓勵信徒們重新回到會堂參加聚會，這項計畫稱之

為「回到教會運動」。為青年開設的衛道學課程也

持續進行。自2020年以來，各教區設有 Covid-19 

援助小組，就近為染疫的信徒們提供社會服務。至

於印尼之「真理研究委員會」已由總會選出一委

員，就聯總真理研究委員會的題目，持續和各國進

行深入的討論。

宣道處

我們指定專人至各教區，輔導推動以宣道方式

進行家庭祭壇。宣道小組將巡訪各地教會，面對面

分享如何宣道的方法。對於開拓區或偏遠地區的宣

道方式採現場模式，在信徒或信徒朋友的家中舉開

家庭佈道。此外，將已畢業之迦南學校的學生資料

分發給教會做跟進，他們以前在學校很積極參加學

生團契，現在他們散居各地。校園佈道也需升級，

不僅邀請學生參加團契，也讓他們成為信徒及基督

身體裡的工作人員。這些計畫由文宣處支援各種文

宣品，以有效的運用於宣道目的上。

消息 

專欄

238期

第三屆全國青年靈恩會 - 衛道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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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處

撰文供教牧處與宣道處於社交媒體使用。我

們也強化網路社群答問的志工（COV, Community 

Outreach Volunteer）。感謝主，有五位學生透過

這種宣道方式歸主，加入我們的教會。所有的福

音小冊、雜誌、讀經指引、研經等書籍，皆已轉

檔建置於本會的電子圖書網站。為了偏遠地區的

宣道工作，仍會出版一些書籍或福音小冊。為了

提升信徒對聖經教義與真理的認識，透過電子圖

書增加數個計畫：將英文講道翻譯並轉錄成印尼

字幕；以聖經書卷、講道、深入研究聖經中的某

些段落作為基礎，撰寫每日靈修小語。

願神繼續帶領印尼教會與全球教會，祂開闢

了一條有別於傳統宣道的方式，以網路形式繼續

宣傳福音，就如啟示錄十四章6節記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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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成長靈修課程   Survival Mode

「往普天下傳福音」是耶穌

升天前對門徒的吩咐，也是身為

真教會信徒應有的使命。當我們

聽了許多寶貴的道理，深知這福

音是救人靈魂、引人進天國的途

徑，更應快快將內心的火熱與人

分享。

倘若您身邊有關宣道福音

的小故事、感人的服事、慕道

者的帶領事蹟，或是有關宣道

的個人心得、感想，都歡迎投

稿 至 holyspirit@joy.org.tw。 

希冀日後集結成冊，作為本會福

音事工的相關專書。

 

字數：1500-2500 字以內

長期徵稿

福音小舖
專欄 徵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