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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人被愛滿足的生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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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國路上避免有人落後落單而

彼此照應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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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餘暉無限好，雖近黃昏

美不勝。生命的終局，每個

人都必須面對，只是有人可

以讓生命的最後一刻依舊精

彩。就像聖經中告訴我們

的：「年老的有智慧；壽高

的有知識」。這些值得讓人

尊敬的長輩們用他們的一生

譜出美好的樂章；也讓後輩

的我們可以繼續傳唱。

jeanhuang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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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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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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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一般而言，不論是在準備講章或是宗教
教育課程上，查經基本上可分為兩種切入方

法：經文研究與主題研究。本文將示範如何

應用真耶穌教會研發的瑞馬（eRhema）研

經網站其中的專題工具，來做聖經主題研

究。

在瑞馬聖經工具發布上線之前，一般要

做主題研究，都會從經文彙編搜尋或聖經

主題彙編等參考資料進入。例如，要查考聖

經中的「教會」，可用中文「教會」一詞

做全文查詢，或從聖經主題彙編資料裡找

「教會」的主題。若是已經知道如何使用 

Strong’s 編碼做原文字彙查詢，也可找出同

一個希臘文字但不一定同譯為「教會」的經

文（例：徒十九32的「聚集的人」）。

簡介瑞馬網站的聖經專題

自從瑞馬聖經工具上線後，為了幫助信

徒與聖工人員研經，本會陸續地提供各種

不同的內容與資料，其中一個項目就是聖經

專題。本會有一團隊同工不斷地查考，並整

理聖經中的各種專題，以主題將所有相關經

節加以組織並串連在一起。這是長期性的工

作，但目前我們可就已建置完成的主題進行

研究。

瑞馬網站上的聖經專題，其內容與一般

的經文彙編或主題彙編資料比起來，更加進

階與豐富。首先，瑞馬的專題研究盡可能地

追求完整性，將所有含有與該專題有關的原

文字詞之經節都包括在內。其次，這些專題

研究將相關經文按其內容加註，並有意義地

歸類編排，幫助使用者從其中明白重要的真

理。

瑞馬聖經主題工具

文／谷慕霖

瑞馬網站上的聖經專題， 

其內容與一般的經文彙編或主題彙編資料比起來， 

更加進階與豐富。

▲瑞馬網站 ▲瑞馬iOS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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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研究網頁

前往網址 bible.tjc.org，在畫面右方點選「聖經主題」，點選有九個小方塊的圖

形，便可顯示所有主題。

我們以「教會」這個主題為例進行示範。從「所有主題」視窗中找出「教會」，

或於上方欄位輸入「教會」搜尋，找到後點選「教會」這一主題打開內容。

主題研究內容所呈現的第

一個畫面，是有關「教會」的

主要經文分類，例如「神與教

會」和「教會的屬性」。打開

每一個分類標題便可看到與該

標題有關的經節，而這些經節

也按照經文內容細分於子標題

之下。點選經節時，視窗右側

即顯示該經文內容，得以直接

快速的閱讀這些經文。

另一個進入聖經主題工具

的方法，就是從某個有關「教

會」的經節為起點。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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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正在瀏覽以弗所書一章22節，經節中提到神使主耶穌基督「為教會作萬有之

首」。在網頁右上方導覽列中點選「聖經主題」，便可檢視所有與以弗所書一章22節

相關聯之主題研究的標題與子標題，包含「教會」這一主題的搜尋結果。點選搜尋結

果中任一單元主題之下的子標題，便會直接跳至該單元的頁面，並顯示該主題研究之

項目，與所有分類之子標題。

「聖經主題」的好處

每一個主題下面的分類，可以幫助我們在查考聖經主題時直接進入狀況。若是我

們僅依賴字詞查詢，得到的結果可能是許多含有「教會」一詞的經節，但這些經節的

排列在實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幫助。然而主題研究以歸類方式呈現，卻讓我們對整個主

題有一個宏觀概念，並且能幫助我們思考如何去表達或詮釋這個主題。瑞馬所提供的

標題式和歸類法當然不是絕對的，不同研經者可依自己的需求進行不同的歸類，但至

少瑞馬網站呈現的參考資料，可作為我們個人查考時的起點。

舉例來說，假使我們想要在證道中或課堂上分享「聖經對教會成員的職責」這

方面的教導，我們可以參考「教會」主題研究下面的子標題──「對教會肢體的勸

勉」，該子標題已經將相關的經節列出，並作了更詳細的分類。我們可自行再將這些

經節加以整理，也可以找出針對這個題目可用的其他經節，成為講章或上課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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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好處，負責編輯瑞馬主題研

究的同工團隊，因為經過聖經原文，和釋經

方面的訓練，可以幫助未曾受過相關訓練的

同靈，透過他們專業編輯的主題內容，來發

覺聖經中一些重要的信息，並可進一步深入

了解。

以「教會」這個主題為例，或許我們還

未曉得，在舊約聖經裡就已經含有與「教

會」相關的字詞。在主題研究的第一個標題

下面，我們看到幾個希伯來文字詞與「教

會」有關，這些字詞的基本意思就是「聚

集」或「會眾」。這些希伯來文字詞的希臘

文翻譯，與新約希臘譯文的「教會」相同。

點選這些字詞，即可以直接看到含有這些字

詞的經文。當我們得知「教會」的概念早在

舊約已存在，我們對這主題的認知便可更加

寬廣。

再舉出另外一個透過主題研究幫助我們

研經的例子。在「教會」主題下的第二個標

題是「新約中 ekklēsia, κκλησία 的用法」，

從此處我們可以曉得，「教會」這個希臘文

字詞，其實也有通俗的用法。這個字在非宗

教的場合用於大眾的集會，即使徒行傳十九

章32、39、40節的用法，不過若只看中文

聖經譯文，便無法看出這幾節經文中的「聚

集」其實在原文中與「教會」是同一個字。

我們從此觀察可以明白，聖經中「教會」的

原文用詞在基本的觀念中，本質上就是一種

聚集，而主耶穌身體的教會，在屬靈層面上

則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聚集。

願神繼續帶領瑞馬聖經工具的開發，藉

著類似聖經主題研究等資源，使所有信徒與

神的僕人，都能在神的話語上更加裝備與造

就自己。                                                      



92 2022.07  538 期

消息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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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的菲律賓事工近況
文／沙巴總會 菲律賓事工小組

儘管自2020年3月出現新冠肺炎大流行至今，仍受到許多限制和阻礙，但

在神的恩典與帶領下，菲律賓的聖工仍順利進行。信徒依然可面對面實體崇

拜，也能透過 Facebook Live 使用直播聚會。

目前所有教會的活動依然可進行，僅少數染疫病例數高的地區實施封

鎖。跨區活動仍受菲律賓政府某些程度的限制，以遏止疫情蔓延。這些活動

只有在獲得醫生報告和通過拭子測試等情況下才能進行。

艱困中得蒙的祝福

儘管經歷了艱難時期，但感謝神，在疫情期間仍有新受洗的信徒加入。

我們從看似糟糕的環境學到許多；雖然不利的情況經常帶給人失望和沮喪，

然而，我們始終保持正向積極和感恩，因為神告訴我們：「凡事都按神的旨

意，萬事互相效力」（羅八28）。反觀來看，若不是疫情大流行的緣故，我

們也不會經歷這些祝福――油價大幅下降，道路交通量、空氣污染及犯罪率

降低等等。

在疫情中仍保有的美好

疫情中或許存在許多限制和擔憂，仍有美好的教訓及學習。例如在疫情

之前、中、後需要的準備，並了解災難、疾病、殘疾與最後的死亡。

準備

疫情期間，無論是醫療前線，或是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在信仰上都有許

多準備工作。當政府準備實施封鎖和限制時，作為神的兒女，也須做好準備

以支撐我們的信仰，並繼續屬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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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與疾病

地震、颱風、山洪、火山爆發等自然

災害在世界各地都會發生。我們無法控制

它何時發生，就如 Covid-19 疫情毫無預警

的來臨。但是，若我們做好充分的準備，

如疫苗接種等，風險便會降低，如同俗語

所說：「預防勝於治療」。

失能/殘疾

假如我們因不可抗力之因素，例如受

殘疾的打擊而無法繼續工作；如果我們未

預備自己，許多聖工作就無法進行。舉

例：若我們不接種疫苗或不遵守政府的規

定，聖工即可能受阻。

死亡

生死權柄掌握在神的手中。我們是否

已準備好面對死亡和神的審判？疫情奪走

許多的生命，人們可能正思考著死亡；然

而，對於死亡的認知卻不夠。不僅我們肉

體的生活需要準備，屬靈的生活也要預

備。「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

有審判」（來九27）。神早已說明、鼓勵

並不斷地提醒我們，必須在靈性上做好準

備，直到死亡的那一刻。如此，當我們在

審判中面對神時，便不會虧欠祂的榮耀，

並可披戴得勝的冠冕。

菲律賓各區教會近況

【北區】

 馬尼拉教會（Manila）──讀經班

在首都馬尼拉交通封鎖期間，藉著神的

恩典，雖然只能在窄小的地點進行家庭聚會

和禱告會，教會仍出現一些機會。任職於

Barangay Kabayanan的警察局長，藉由Peter 

傳道請求真耶穌教會的協助，詢問是否可

以舉辦聖經分享和聖經研讀會。感謝神，彼

得傳道和當時的神學生（現按立為 Jeremiah 

Liaging 傳道）立即把握機會，從2020年5月

至12月，每週帶領一次查經。

洗禮

在疫情期間，由於公眾聚集之管制令，大

部分的牧養工作僅能線上進行。即使疫情延

續至2021年，靠著神的恩典、帶領與眷顧，

在10月29至31日，仍可舉開靈恩佈道會。

食物賙濟

此外，在疫情期間，教會也伸出援手

協助Barangay議會，發放食物給Barangay 

Kabayanan 的居民，同時藉此分發福音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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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宿霧教會（Cebu）

在疫情期間，皆以線上直播進行崇拜聚會、靈恩佈道會、聖工講習會和青年團契講習。

2021年4月1日於宿霧教會舉開聖工人員講習會，
講員是 Ezekiel Maglasang 傳道，共有18人參加。

7月16-18日舉辦靈恩佈道會，87人參加，13人受洗。

【南區】

感謝主，2021年得以順利舉開靈恩會、佈道會和聖工講習會。

宿霧教會洗禮



Napulan教會

2021年5月15日聖職人員講習會於 Napulan 教會舉開，講員為 John Mon 傳道。

2021年10月31日-11月2日由 Pagadian 教會舉辦音樂課程，有6位學員參與，Laperian

青年志工協助。

Laperian教會

2021年7月31日至8月1日舉開靈恩會，共有65位同靈參加。

2021年12月22-24日舉行 Mindanao 青年團契聚會，有76位同靈參加。

菲律賓聖工小組（PMC）

感謝主，讓沙巴總會的PMC小組在非常時期有服事的機會。在疫情爆發後，因兩國的

邊界封鎖，苦無機會前往訪問菲律賓的同靈。儘管如此，講習會及會議等活動大都以線上

進行，但仍會遭遇其他困難。願神繼續用祂的杖牧養祂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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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青年講習會

疫情期間的行動限制令，迫使PMC小組無法前往菲律賓訪問青年，並開辦講習會與課

程，但仍可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進行。2021年11月27日，有108位學員透過 Google Meet 

直播參與課程，講員由 Zacchaeus Yong、Malachi Lee、Isaiah Simon 傳道和 Jason Teo 執事

協助。主題分別有「培養靈修」、「在疫情中的青年」、「建立青年委員會」、「時下青

年面對的危險」。

神的帶領

雖然教會中的聖職人員和前線

人員，在疫情期間冒著高風險持續

探訪同靈和慕道者，但藉由聖靈的

引導和力量，得以履行職責；傳道

人也盡最大努力做好事奉，在疫情

中繼續榮耀神的名。疫情中，崇拜

聚會、靈恩會、聖工講習和青年團

契講習會都以網路和直播進行。早在疫情蔓延之前，教會已開始使用直播聚會，遇上疫情

後，也得以善用直播的方式進行崇拜聚會。藉著神的恩典，仍有多人在疫情期間相信並受

洗歸入主耶穌基督。

結論

疫情大大地影響了全世界人類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聖經說：「叫你們的信心既被

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

榮耀、尊貴」（彼前一7）。由於疫情，我們能有更多的時間在家度過，應該在靈性上準

備和培養自己，才能堅定我們的信仰，最後歸榮耀於神。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家與民

族，但我們都是神的兒女，必須準備好等候耶穌的再來。因此，我們敦促所有信徒當彼此

代求。

最後也最要緊的，我們感謝神不斷地帶領，並感謝所有為菲律賓代禱和支援的聖工人

員。願神記念你們的辛勞，願祂在這個艱困時期，繼續帶領菲律賓所有的聖工。將一切榮

耀歸給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菲律賓線上青年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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