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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的冠冕 文／陳乃信

這條通往永生的路，是一條引領你得救的道路， 

但願每個人都能持定目標往前走。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

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

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後四7-8）。

在信徒的追思禮拜中常用這個經節回顧、描述故人的一生，然而實際上更要

謹慎的是，正行走在這條信仰道路的每一位同靈。 

美好的仗，打過了

人在世上豈無爭戰嗎？（伯七1）。我們在生命中常有各種的爭戰，如工作、

生活、健康，而美好的仗是在艱難的爭戰中得到勝利，更重要的是善與惡、屬靈

與屬肉，以及屬天與屬地的爭戰。

每日的靈戰

在靈戰上，我們是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六12），所以不要自以為

剛強、智慧、聰明、虔誠；與之爭戰，就當恐懼戰兢，做成得救的工夫（腓二

12）。世人常隨著自己的感覺、喜好、個性做決定，即隨著自我的情慾，但情

慾常和聖靈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我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加五17）。

原來，信仰生活中，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魔鬼只要在我們不留意的時候搧風點

火、火上加油，就足夠讓我們與神的關係越來愈疏遠。

屬靈的爭戰是無時無刻，就在這世界在每天的生活上演。肉體的情慾、眼目

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都是從世界來的（約壹二16）；參孫是勇士、大衛是國

王、猶大是使徒，最後都敗給自己的情慾。

現實生活中，我們也看到少數的弟兄姐妹，在這場屬靈的爭戰上中彈倒下

了。不久前，教會幼時的同伴傳來五十年前宗教教育學生的團體照，我看到照片

中有人離道了，有人不知去向了，當然也有很多一樣熱心服事主的。這都在提醒

靈
修
小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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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屬靈的爭戰是無時無刻存在的，也

隨時在身邊發生，在這條天國路上每個人

有自己的戰場。甚至，人生中許多重要的

抉擇，常常都是一場屬靈的爭戰。而魔鬼就

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彼前五8）。

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前六12）

我們要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腓一

27）。末世有越來越多異端、假師傅、假先知

的出現，抹黑攻擊神的工人、批判教會，傳講

似是而非的道理，冒用真耶穌教會的名字迷惑

人，這是真教會必然要面對的。因此我們必須

非常謹慎，不要受迷惑，要堅定主道，將起初

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來三14）。

我們爭戰的兵器既然不是屬血氣的，這

屬靈的仗又該如何打呢？

1.時常禱告：省察自己，明白神的旨意，認

清自己的軟弱，祈求聖靈的幫助，認罪悔

改。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

在此儆醒不倦（弗六18）。以色列人與亞

瑪力人爭戰得勝的關鍵，在於摩西不斷的

禱告，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

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

2.順服神：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面對堅固的

耶利哥城之戰，因為完全順服神而得勝。

我們要順服聖經教導的真理、要順服神，

魔鬼就必離開我們逃跑了（雅四7）。

3.有信心：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魔鬼（彼前

五9），因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喜悅（來

十一6）。古聖徒因信心得主耶穌的拯救、醫

治的例子比比皆是，因為使我們勝了世界

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壹五4）。

當跑的路，跑盡了

信主後要跑不一樣的路，走和以前不同

的道路。這當跑的路，這是神要你跑的，有

神的旨意和目的。信仰的道路也要自己走，

別人只能給予幫助和代禱，是無法代替你

的。這條通往永生的路，是一條引領你得救

的道路，但願每個人都能持定目標往前走。

敬拜神的路

主耶穌說：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

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十八20）。有

一姐妺見證，疫情期間在家中第一次的網路

聚會，結束的禱告後，見母親哭了。母親說

禱告中見天使充滿屋內，非常的喜樂感動，

而一起參加的一位慕道朋友也得到聖靈。因

此，我們要常存誠心和充足的信心到主面

前，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祂。因為我們親近

神，神就必親近我們（約四24；雅四8）。

服事神的路

每個人當按照自己從神所得的恩賜彼此

服事，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在主裡面的

勞苦不是徒然的（林前十五58）。服事神是

將道理實踐在生活中，無論作什麼，都要為

榮耀神而行（林前十31）。主耶穌說：這些

事你們作在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

在我身上了（太二五40）。在家中、學校、

社會、教會，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

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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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窄路、進窄門（太七13-14）

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約十四6）。人都喜歡走寬大平坦的路，

也就是放縱私慾而行，但卻是引人滅亡的；

走窄路，就是要照著聖經道理而行，受道理

規範的行為。如同火車必須在軌道中行進，

否則就會出軌；我們也要照著馬路上紅綠燈

的指示而行，否則就會出車禍；飛機與輪船

在浩瀚的天空與大海都有當走的航路。而

跑盡了，就是跑到人生的盡頭；倘若走偏了

路，就要靠著神的話語，加上聖靈的幫助，

修正我們的道路。

所信的道，守住了

真教會具有純正全備的福音，相信領受

得救恩。聖經警戒我們，末後的日子，人

必厭煩純正的道理。從古至今，神的道是不

變的，只是人心思變，將道理扭曲了。真教

會的歷史上，離道的工人都是在重要的教義

上變質，和自己過去講的道理不同，令人

惋惜！保羅提醒所有的基督徒，「無論是

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有人傳福音給你

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

咒詛」（加一8-9），又要用信心、愛心常

常守著，靠聖靈的幫助牢牢地守住這份善道

（提後一14）。

在打過了美好的仗，跑完了當跑的路，

守住了所信的道，將有公義的冠冕留給得救

的聖徒。屬靈的冠冕代表一種身分和榮耀，

世上物質的冠冕終必朽壞，儘管如此，世人

仍拚命地追求。魔鬼頭戴七個冠冕（啟十二

3），要成為世界的王，甚至想要奪取神的

王權。牠用各種情慾、謊言迷惑人，把假冒

的冠冕戴在人的頭上，人卻自以為是榮耀。

結語

這三年來困擾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

（Coronavirus），因為在顯微鏡下觀察的

形狀，呈現王冠般的尖刺，所以稱為冠狀病

毒。這是冒牌的皇冠，這種冠冕應該沒有人

要得吧！

我們所該努力獲得的冠冕應是永不衰殘

的榮耀冠冕（彼前五4）。公義是從真理而

來，公義的冠冕是因行主道而得救的榮耀，

這生命的冠冕是賜給守道愛神的人。但願每

位同靈都能持守所有的，免得被惡者奪走了

你的冠冕，更期盼將來我們都能很負責任地

說：「那美好的仗，打過了；當跑的路，跑

盡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必有公義的冠冕

為我存留。」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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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從2021年的下半年開始，美國新冠疫情已逐漸趨緩，各地教會也積

極勉勵信徒回到教會聚會，各教會參加實體聚會的人數已逐漸增加，幾乎回到

疫情前的聚會人數；但目前仍然有少數的信徒因為已習慣參加線上網路聚會，

或因健康考量，還沒有回到教會參加實體聚會，因此講臺的勉勵和電話探訪的

工作仍需要持續進行。

美國總會在2022年訂定的年度主題是「一體的成長」，鼓勵地方教會擬

定計畫，以推動各教會的牧養工作。傳道以及講道人員也藉由以弗所書上的經

訓，勉勵信徒和負責人實踐教會一體的成長。另外，特別提醒地方教會加強以

下三個方面：第一、加強信徒對本會基本信仰的認識；第二、推動並加強地方

教會的各項團契；第三、積極尋找迷失的羊。感謝主，有些地方教會因積極推

動，也聽到了許多美好果效的見證。

在五月中旬，宣道處在喜瑞都教會舉辦了中區、西南區的宣道講習會，主

題是「一體的宣道」，藉由幾位傳道、長執的勉勵，並由各教會分享在疫情中

如何有效推廣宣道活動，彼此學習，約有三十多位宣道人員參加。

除了各教會的春季和秋季佈道會，各區亦利用網路舉辦線上佈道會，以俾

更多的慕道者參加網路佈道會，得到寶貴的救恩。

文／翔

2021年第46屆全國教會代表會  於爾灣教會

傳承 接棒 繼續為主──
美國總會2022年聖工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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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月上旬，教牧處在伊麗莎白教會舉

辦了全國婚介人員講習會，總共有二十四位

婚介參加此次講習，積極協助主內青年聯婚

事宜。

另外，教牧處在今年開始試辦青年輔

導，由社青青年志工組成輔導小組，負責輔

導仍在大學或高中之青年的信仰及就學。感

謝主，有許多青年願意報名參加，接受年長

一輩的青年予以輔導。

美總文宣處之各項事工，以支援聯總媒

宣部之計畫和未來發展為導向，特別在英語

媒體影音及文字內容的製作，並協助瑞馬網

站及APP之軟體開發及內容。

美總訓練處2020年該屆的神學生訓練，

已於今年五月中旬完成第五學期的課程。目

前兩位神學生正在各教區，由當地駐牧傳道

帶領實習牧會工作。暑期實習工作結束後，

將於八月底回總會神學院，完成最後一學期

的課程，並將於明年一月，開始為期一年的

牧會實習工作。

美總目前有三十間教會及祈禱所，以及

三處可能成立祈禱所之聚會點，因此亟需更

多的全職傳道工人，在這幅員廣大的美國來

發展聖工。在2021年九月底，梁得仁傳道已

退休；2023年底葉文銓傳道亦將屆齡退休。

美總目前有兩位受訓中及一位實習中的神學

生。今年仍繼續招募三位神學生，求神親自

感動有志青年報考，加入全職事奉的行列。

美國教會在主的帶領下，歷經四十年，

已逐漸走上一個成熟的階段。不論宣道、牧

養、訓練、文宣，或行政各部門，都已經在

主的幫助下成熟地推動各樣聖工。而在美國

成長的第二代青年，在多年宗教教育、學生

靈恩會、青年神訓班的培養下，已逐漸在地

方教會帶領一些事工，如宗教教育教員、班

負責、系負責、講道、職務會負責人、甚至

擔任總會負責人。就如同約書亞在過約但河

前接續了摩西的工作，教會各方面的傳承都

需要時間及時機，神給人時間裝備自己，成

為神所合用的器皿。時間一到，神即奇妙地

安排接棒工作，並賜接棒人智慧與能力，將

各項聖工做得更好。

願主繼續施恩帶領美國教會的成長，也

求主讓我們大多數的同靈都用心參與教會各

項聖工的服事，懂得重視自己本身的靈修，

隨時隨地多方禱告，並努力堅固自己家庭的

信仰，使教會繼續走在神所喜悅的路上，直

到主再來的那日！                                       

2022年全國婚介人員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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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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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期

柬埔寨2021年宣教事工概況

文／姚信義

2019年底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2020年全球大流行，導致許

多國家封鎖邊境，不許外國人入境；對真耶穌教會柬埔寨宣教中心，也造成許

多工作上的變化。2021年，我們感謝神，在禱告中，神依然帶領柬埔寨宣教

中心，各項聖工得以持續進行。

靈恩會舉開

2021上半年度，因為

疫情管制延後舉辦，但一

直到下半年度10月初，柬

埔寨政府才公告有條件的

逐漸開放，直到11月才恢

復正常。因此柬埔寨全國

的靈恩佈道大會，為符合

柬埔寨政府規定，便採用

各省增加場次舉辦以分散

信徒人流，以達到政府的

規定要求。

下半年度從10月22日

起至11月14日止，全國共

計有17個地點舉行靈恩會

並辦理聖餐禮，其中有四

場洗禮、洗腳禮，受洗人

數26名、受聖靈2名、領

杯302人次、靈恩會感恩

奉獻4,558,781瑞爾，折

合美金$1,108.56。

2021柬埔寨靈恩佈道會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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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邊會堂空間規劃及第三宿舍新建工程

搬入新會堂使用一段時間後，發現空間略有不足之問題，因此，原本二樓

多功能教室進行隔間，成為兒童教室一間並保留原多功能教室，作為禱告室、

影音教室、會議室等用途。

感謝主！賞賜我們機會，停車場旁的屋主向房東（教會信徒）提及是否可

以購買，經房東和屋主議價後，於2021年3月以美金$75,000購置完畢，進行簡

易規劃後於2021年10月開工，預計12月底交屋，提供金邊教會使用。空間規

劃一樓為教會公務機車停車場，二樓作為專職家庭第三宿舍。

宗教教育現況

舉開首屆柬埔寨教員培訓會

2021年11月16-20日柬埔寨宗教教育教員培訓，於金邊教會舉行。本次課

程主要針對兒教組，以現有幼稚班教材及詩歌本作為研習材料，教導從鄉下來

的主內青年學習如何應用，藉以培訓成為教員，協助牧養主小羊的工作。本次

參加人員共有：班務人員10名，講員11名（弟兄6名、姐妹5名），學員共16

名（姐妹10名、弟兄6名），總計37名。                                                           

第三宿舍新建工程 2021年第一屆柬埔寨教員培訓會  於金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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