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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開討論真理的事上，我們應

有的修養是互相敬重，共同研

究；而不可彼此歧視，更不該互

相排斥。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擴

大我們的靈知領域，提高我們的

靈智，造就我們的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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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信仰危機（下） 

當以色列百姓的信仰一

代傳承過一代，從敬畏

神的百姓開始慢慢地忘

了神的信仰，直到痛極

了，才懂得呼求神。

四十年曠野路的磨練，

讓他們重新認識神！真

耶穌教會走過百年，已

經有第五代或第六代，

以及其他新血的加入，

我們是否還記得真耶穌

教會的使命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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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安靜
文／許彼得 

世界即便有局部零星的動盪，大致上仍然享有平靜、安穩的時刻。然而，疫情隨
之來襲，接著，又發生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

聖經撒迦利亞先知的第一和第八個異象，呈現了寧靜安泰的景象（亞一11，六

8）。巴比倫傾倒，戰爭平息了；列國似乎臣服在波斯第三代王——大利烏的統治下

（亞一1）。就連神的百姓在被擄之地安然度日，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該一4）。

然而耶和華激動猶大省長所羅巴伯、大祭師約書亞，並剩下百姓的心，重建荒

廢了約十五年的工程（該一14-15；拉四章）。主為耶路撒冷心裡極其火熱，他們又

怎能安逸呢？（亞一14-17）。時候到了，「神必震動萬國」；其實祂必震動天地

（該二7、21）。

神火熱的心及祂對列國安逸的怒氣，乃是回應站在番石榴樹中間那人的發問：

「萬軍之耶和華啊！祢惱恨耶路撒冷……不施憐憫要到幾時呢？」（亞一12）。數世

紀後，這問題再次從耶穌門徒的口中發出：「主啊，祢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

嗎？」（徒一6）

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撒迦利亞書中耶和華的回覆，與耶穌給門徒的答案相吻合：向被擄的百姓，主

說祂的殿必重建在耶路撒冷，祂的城邑必再豐盛發達（亞一16-17）；而基督宣告祂

的國度將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擴張直到地極（徒一8）。

約書亞的加冕和撒迦利亞的第四個異象對照（亞六9-13，三8），就可看出這

是指基督照麥基洗德的等次，登基為帶有祭司職分的君王。五旬節那天，耶穌坐在

神的右邊，賜下聖靈，差派見證人如軍旅出征（徒二33-35，一8；參：詩一一○1-

4）。

以色列國的復興即將展開，然而，必須經歷許多艱難方能完成（參：徒十四

22）。神要作王治理全地，即和平的天國治理萬民，但要先要責備、嗤笑那些爭

   動盪動盪之間之間
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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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謀算虛妄事的列邦和萬民（詩二4-8，

四七2-3、8）。

寶座前的七盞燈

撒迦利亞在第五個異象，看見一個燈

檯，燈檯上有七盞燈；有兩個受膏者以兩

棵橄欖樹的形狀立在燈檯左右；七盞燈就

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亞四2-3、10-

14）。其實，這情境就是使徒約翰見到天上

有門開了，被呼叫上去，所看見有寶座的地

方（啟四1、5）。寶座前的七盞燈就是羔羊

的七眼，也相同於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神的

七靈（啟四5，五6）。

這些事物，很奇妙的一脈相連：羔羊被

稱為「猶大支派中的獅子」，祂的血從各國

中買了人，使他們「在地上執掌王權」（啟

五5、9-10）。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兩個見證人

在啟示錄中，那兩棵橄欖樹被稱為兩個

見證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啟十一4）。

他們見證的力量，不僅如同摩西和以利亞

所行的神蹟，更在於他們至死忠心（啟十一

6-7）。

自五旬節那日起，教會從聖靈得著能力

作見證；在最黑暗的時候，忠心的見證人起

來對抗氾濫的腐敗和異端。逼迫和殉道註無

法封閉見證人的口；因為必有他人興起，接

續他們的行列（啟六11，十一7-12）。隨著

歷史進展，使徒時代過後，抵擋真理之徒似

乎勝利了；然而，神按祂所定的時間，興起

真耶穌教會承續使徒時代的使命。

主向所羅巴伯解釋兩棵橄欖樹的奧祕，

所說的話賦予極大的保障（亞四6-9）：

◆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

事。大山哪，你算什麼呢？在所羅巴伯面

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搬出一塊石頭，

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說：「願恩惠

恩惠歸與這殿！」

◆  所羅巴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

必完成這工。

最後留在世間，並流放到拔摩島的使徒

約翰，肯定因這啟示大大歡喜，即撒迦利亞

的異象已蒙肯定――「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

主基督的國」（啟十一15；亞十四16），時

候一到，動盪的世代就會過去，往後唯有永

遠的平安與安然（參：亞三10；彌四4；王

上四25）。

結論

耶穌遊走在堂皇的聖殿時，卻宣告將來

這聖殿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太二四

1-2）――全然被拆毀！然而，我們知道祂

身體的殿卻要再次建立（約二19-22）。

宣告聖殿被毀之嚴峻訊息，耶穌繼續談

論世界所面臨的不安，並且戰爭和瘟疫都只

不過是「災難的起頭」（太二四6-8）。

在這不安當中，「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

天下，對萬民作見證」（太二四14）。

我們是否站在全地的主面前，極力為祂

作見證？！                                                     

   動盪動盪之間之間

希臘文的「見證者」，與「殉道者」相同。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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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渴慕神家 
──在疫情期間的南非教會

奉主耶穌聖名，報告南非教會在2022年初的聖工概況：

哈利路亞！感謝主耶穌的恩典。在新冠病毒Omicron嚴峻的情況下，南非教

會在2022年2月，依然有兩處教會順利舉辦夏季靈恩會和工人講習會。在被迫停

止了兩年的靈恩會之後，能再一次的舉辦，同靈們甚是渴慕能來到神的殿中領

受神的恩典。

在這次的靈恩會中，有遠在七百多公里外的弟兄姐妹前來參加，也有很多

弟兄姐妹從各省分放下世上的事，關店前來參加，這是神莫大的恩典。本次的

靈恩會，也看到弟兄姐妹們順服教會的安排，大家都按著疫情防範措施，規規

矩矩地遵守著。在這麼多人聚集的情況下，大家未受到疫情所帶來的危害，深

深感受到，這是神對南非教會特別的眷愛。

開普敦教會於2022年2月13-16日舉辦工人講習會，參加人數共9位。夏季靈

恩會於2022年2月18-20日舉開，參加人數約60位左右，領杯人數53位，新受洗

者3位，靈洗人數3位。

文／南非聖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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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尼斯堡教會於2022年2月25-27日舉

行夏季靈恩會，參加人數約120位，領杯人

數有104位，受洗人數3位，靈洗人數2位。

靈恩會後，隔日2月28日至3月3日也緊接著

舉辦工人講習會，參加人數有19位。

感謝主耶穌的帶領，在經歷了兩年左右

的疫情，疫情終於逐漸減緩，南非教會各

地的信徒，都已經恢復了正常上班和開店營

業；弟兄姐妹們也漸漸地明白，要放下個人

的事務來遵守安息聖日。兩處教會都已經恢

復正常的安息日崇拜聚會與時間（一個星期

三節課）。在遠地無法來教會參加安息日聚

會的信徒，都透過約堡教會網路直播，在線

上聚會守安息日。

求主繼續帶領南非教會在疫情期間的聖

工發展，願主與南非教會同在，看顧弟兄姐

妹們在疫情中的信仰生活，保守他們平安順

利。願一切榮耀與頌讚，都歸於主耶穌基督

聖名。哈利路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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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27日 南非約翰尼斯堡教會 夏季靈恩會 



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詩一二二1）。

筆者所屬的教會，因疫情被迫暫時關閉，弟兄姐妹已超過一年多的日子沒

有實體聚會，也無法見面。經過近十五個月的漫長時間，弟兄姐妹終於可重新

回到教會舉行實體的聚會，也真正體會到大衞所寫的詩：「人對我說：我們往

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

新冠病毒從2020年3月開始在英國急速上升，人心惶惶；2021年5月，政

府實施封城措施及發布禁令。為減少「瘟疫」的傳染擴大，英國各地教會於當

年同月底，開始配合政府措施暫停群體聚會，那段時間的崇拜全面改以網路線

上方式進行。

在疫情的這段期間，考驗促使人在信仰上覺悟，從人生歷練中成長，讓人

從驕傲變為謙卑，不順從變為順服，常常憂慮變為時刻交託神。由患難至喜

樂，並非一朝一夕達成，這是一個蛻變的過程，也是神大能的塑造，為要讓我

們成為祂的工作，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弗二10）。這個過程是需要「時候」

的；時間會改變我們，修正腳步，可以調整心態，成為更成熟的基督徒——謙

卑服事，並在愛中除去恐懼，常存天國的盼望，把握機會傳揚福音。

政府自從去年7月份開始解除禁令管制，由封城逐步走向完全解封。因西

方大部分疫情已經得到控制，尤其英國到了11月，已開始讓大家重回工作崗

位，公共場所如足球場及大型集會都開始放鬆。因此從去年7月底起，英國有

些教會已回歸實體崇拜，無疑較以往有更深刻的體會。

感謝神，大家在回到實體聚會時，皆能遵守教會負責人所擬訂的防疫規

定。例如：來教會之前，必須在家中自行快篩，結果為陰性，才可參加教會的

安息日實體崇拜。如家人是陽性或是發燒、咳嗽，則鼓勵在家參加網路直播。

政府已決定要與疫情共存，所以鼓勵人民儘快接種疫苗。

文／張以斯拉

往神殿去的喜樂 
──英國聖工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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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封的情況下，英總去年11月底靠主

憑著信，舉行一年一度的全國各教會實體代

表大會，非常感謝神，讓會議順利完成。會

中也討論哪些措施，可幫助各地教會在疫情

開放的過渡時期，讓每位同靈可放心前來參

加實體崇拜。因此決議大型的屬靈活動，仍

暫時以網路方式舉辦，並維持到2022年6月

底。各地教會的聚會、靈恩會及總會會議皆

已恢復實體。

在神的旨意之下，自去年7月底至今，

信徒陸續回到教會進行實體崇拜，神一直帶

領每一處的教會、祈禱所及聚會點。雖偶有

極少數的同靈染疫，但並未因此而停止回到

教會聚會。負責人及全體同靈，都為著能回

到教會聚會而禱告，能在每一週安息日回到

教會，心中充滿了無比的感動及喜樂。

的確，失去過才懂得寶貴與珍惜，也深

深感受到大家同到會堂敬拜的感動及喜樂，

大家一起唱詩、禱告的聲音、靈裡團契、彼

此以愛相待，得再次充滿在神的殿中，真是

讓往神殿去的弟兄姐妹喜樂。

願一切頌讚、榮耀都歸於在天上的父

神。阿們！

註：英國到目前已經完全開放，回到疫情之前的狀態。 

                                                                   

▼2021年11月21-23日英總負責人會議暨教會代表大會

▼2021年教會代表大會會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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