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教會

封面裡　文／關西教會提供

   關西教會

社論

4   文／吳明真  圖／文蓁

要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真理

靈修

8  文／黃煥超  圖／Rainie

靈修成績單

靈修小語

17  文／ＨＣＨ  圖／Anyu

被囚而有指望的人 

主題：信徒的信仰危機（下）

20  文／劉怡昀  圖／張黑熊

還要作獨居的民嗎？ 

26  文／裘渚廉  圖／張黑熊

你的靈修跟上腳步了嗎？

29  文／ＤＬ 圖／張黑熊

準備一篇給自己的講章

33  文／曾恩榮  圖／張黑熊

不要找我，我做不來──談服事的危機與轉機

37  文／黎為昇主講 稅彩豔整理  圖／張黑熊

我去哪間教會有關係嗎？（下） 

41  文／陳素娟  圖／張黑熊

代言人

信仰

默想集

6   文／謝順道 

無微不至的看顧

7  我為什麼活著呢？

當我們在鄙視教會之際，所厭棄

的不是他人，而是那為我們捨身

之基督的身體。因此，我們必須

要有深刻認知，即在教會服事中

務必謹慎，不可因人事的紛擾而

失了焦，忘記教會真正的領導者

還是那位大有公義與憐憫的耶穌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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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與忘記 

成功和失敗，一生中有

可能會經歷。這些「美

好」的經驗，必須變成

我們向前走的動力。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不

是要你得了健忘症而忘

了過去所有的事情；重

點是要忘記過去的得失

榮辱，不陷在過去的光

環與沮喪，而忘了把握

當下、展望未來！

主題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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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琳之泉

81　文、圖／吳盈光

聽道就像喝奶茶

心派生活

83　文／羽亮  圖／尚仁  

我去叫醒他

86　文／畀予  圖／Sukay·A Kang

約拿跑路

回首驀見

87　文、圖／小豐

愁苦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88　文／珼珼    

明白知識的追求

消息

25　文／聯總

瑞馬研經工具APP

真光通訊

90　文／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 紀榮威

北區「社區樂齡」發展（下） 
──豐盛恩典

聯總簡訊 244期

94　文／加拿大聯絡中心

加拿大聖工近況

96　文／郭霈信

中美洲聖工近況

紙上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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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專欄靈
修
小
語

文／HCH  圖／Anyu     

你們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轉回保障。我今日
說明，我必加倍賜福給你們（亞九12）。

人們被囚入監，有各樣的原因：觸犯法律、寃

屈、戰爭、信仰等等因素。被囚的人，指望早日得釋

放，重獲新生。只是他們所盼的自由，有時遙遙無

期，甚至不能實現。

這兩年半來，因疫情的蔓延，人們或因染疫或因防

疫，有形無形地被侷限在某種環境中，期盼可以早日

恢復往常的生活，除去疫情的陰霾，卻也因變種病毒

不斷的出現，不知何時是盡頭……，如同身陷囹圄。

再者，我們活在世上，不論是否有上述被囚的體

驗，每個人都還要面對一場接一場，看不見的爭戰――

屬靈的爭戰。信主之前會遇到，信主之後也一樣。

屬靈爭戰的對象，首先是天空屬靈氣的惡魔（弗

六12），其次是內心的私慾。若無法戰勝，我們就被

擄，成為罪的奴僕、死的俘擄（約八34）。一旦成為

罪與死的奴僕，便是屬靈戰爭的俘擄，是被囚、失了

指望的。

感謝神，祂差遣主耶穌釋放了我們，脫離罪的掌

控，使我們不再成為罪和死的俘擄，叫我們得以自

由，有天國的指望（加五1）。因此，我們在這世上，

縱使身心靈被囚，在屬靈上，我們是有指望的人。

被囚而有指望的人
在困難時，人往往求主轉向我們、 

垂聽我們、光照我們，卻忘了自己要先轉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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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才能成為 

一個被囚而有指望的人？

轉回「保障」（亞九12），也就是回到

基督耶穌裡（羅八1-2）。

許多人覺得生活被困住，被囚在無形的

空間；表面看似自由，卻是被罪捆綁、被私

慾困住，想作的善行不出，不想作的惡卻去

行，對情慾及物質無止盡的追求……；沒有

力量，無法掙脫！

我們若在這處境中，可以仔細的反思，

可能自己已經遠離主，不在基督耶穌裡。這

時要緊的是，趕快轉回到主的身邊，因為只

有在基督耶穌裡，我們才有保障，才有指

望，而且回轉歸向祂，還有主應允加倍的福。

「轉向神」一直是舊約先知書的重點，

神藉先知從早到晚，勸勉、警誡百姓要轉向

神。在困難時，人往往求主轉向我們、垂聽

我們、光照我們，卻忘了自己要先轉向神，

我們若轉向神，神就轉向我們（亞一3）。

轉向神的先決條件――要深深考察自

己，再歸向神（哀三40）。因神喜愛的不是

自義自滿的心，乃是虛己痛悔的心（伯四二

6、10）。約伯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回轉歸

向神，且為他的朋友禱告，主賜給他的，比

他先前所有的更多。

如何知道我們已經歸向神， 

是回到耶穌基督裡的人？

約翰的書信中指出一些「在

主裡面」的教導：領受聖靈、彼

此相愛、遵守主道、不犯罪等

等。總結是，「人若說自己住在

主裡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

行」（約壹二6）。 

能夠照主所行的去行，就是

以基督的平安在心裡作主（西三

15）。不是世上的價值、風俗

文化作主，也不是有名望或權柄

的人作主，而是讓基督的平安作

主。

以基督的平安作主，照主所

行的去行，這就是有基督耶穌在

我們裡面，也就是回歸向神。從

此，我們這肉身在世被囚的，就

有了自由和指望，因我們的指望

在乎永生的神、萬人的救主！

（提前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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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聖工近況
文／加拿大聯絡中心

受到疫情各種程度和層面的影響，為遵守加拿大各省政府規定的 COVID-19

防疫方針，教會歷經了關閉和重新開放的各種階段。根據社交距離的規範，

我們從線上崇拜聚會，調整為個人輪流參加實體聚會。目前，加拿大多數地

區，都恢復了安息日與全體供餐的實體聚會。由於缺少會堂，蒙特婁祈禱所

仍是加拿大唯一未恢復實體聚會的地點。

牧養工作

為能更加好好地關懷在大型教會的信徒，部分教會以教區劃分，並成立

了牧養小組。我們感謝神，這些牧養小組的協調員，在他們各自的地區扮演

關鍵角色；除了傳遞教會訊息，也能作為和不易接觸的信徒之間溝通的橋

樑。在政府尚未撤銷禁制令時，他們也努力鼓勵和協助信徒，每週上網進行

線上崇拜聚會。目前大部分的限制已經解除，部分地區也恢復了家庭聚會。

訓練工作

自從教會重新開放以來，我們需要更多的聖工人員，並鼓勵許多年輕的

成員參加各樣聖工。加拿大各教會舉辦許多培訓，有領會人員講習、翻譯研

習、讚美詩指揮

和司琴訓練、宗

教教育教員進修

會等。年輕人和

新的聖工人員，

正同著經驗豐富

的聖工人員一起

學習。

▲2022年多倫多教會春季靈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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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工作

即使在疫情期間，仍有許多詩班

透過線上錄製讚美詩及網路播放來服

事神。目前會堂已完全開放，許多詩

班也恢復在會堂的常態練詩，為教會

的靈恩會與婚禮做準備。

教會分設

除了從溫哥華新分設的本拿比教

會外，大部分加拿大的教會也積極

地展開分設計畫；尤其是蒙特婁祈禱

所，他們正在找尋一處可進行共同崇

拜的聚會點。

感謝神帶領並保守加拿大的真耶

穌教會，儘管發生了COVID-19大流

行，但神的恩典和祝福持續賜予我們

所有人。                                           

1

2

3 4

1.卡加利教會春季靈恩會
2.基奇納-滑鐵盧祈禱所團契活動
3.本拿比教會春季靈恩會
4.溫哥華教會春季靈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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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霈信

多明尼加教會信徒▲
在過去兩年（2020-2021年），由於新

冠疫情嚴峻，工人們無法訪問多明尼加共和

國、墨西哥和瓜地馬拉的信徒與慕道者。儘

管在此期間透過網路進行了線上聚會，但在

疫情之前所安排的許多工作計畫都被打亂。

然而，感謝神，從今年開始，我們能夠恢復

巡牧工作，並重新努力。

今年有工人兩次前往多明尼加共和國探

訪信徒，一次在二月，另一次在六月。許多

當地的信徒正面臨高齡化以及健康問題。雖

然他們的信仰可能很堅強，但仍需要有更多

的支持來建立下一代的信仰，並維持當地的

宣道工作。

在疫情期間，有少數來自中國的信徒移

居多明尼加共和國；總體而言，中國信徒的

信仰相當穩定。目前他們仍在等待當地政府

的批准，改建他們三年前在聖多明哥市購買

中美洲聖工近況

的大樓作為會堂。美國的

工人也繼續透過網路，進

行大約每月兩次的線上安

息日聚會，來造就他們的

信仰。

疫情期間的每週日晚上，美國的工人利

用網路，與在墨西哥城的中國信徒一起在線

查經聚會。今年，到目前為止，他們曾兩次

前往墨西哥牧養當地的中國信徒，分別在二

月及五月。我們為當地信徒設定一個短期目

標，鼓勵信徒向政府註冊登記，並找到一個

更合適的聚會場所，以便舉辦佈道會，並向

當地人傳福音。教會計畫在七月舉行一個線

上安息日佈道聚會，由美國工人每月兩次在

安息日分享福音，並計畫於今年九月到墨西

哥，與當地的墨西哥人進行一次佈道活動。

至於瓜地馬拉的近況，三月份進行了一

次巡牧旅行。瓜地馬拉的真教會信徒家庭，

雖然人數不多，但與朋友和尋求真理的人建

立了許多聯繫，因此有很多傳福音的機會，

九月也計畫前往巡牧一次。

正如耶穌所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

的人少」（太九37），讓我們繼續為中美洲

的這些事工和神的國度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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