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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之後，不禁感慨帳幕歲

月，客旅人生。不同的是，我

們有真實的確據，經歷失落哀

傷，卻讓我們更親近主耶穌，

對天家的想望更清晰成形在心

裡。原本以為的失落，原來只

是一場夢，心中不禁燃起邁向

天家的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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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經歷。這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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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向前走的動力。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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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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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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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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臺灣教會的受洗和受聖靈的人數似乎停滯不前，甚至有減少
的趨勢；教會各層級事工組織因著關心此現象，也有許多相應的討論，

但這些討論，若不自覺加進了人意，神的同在與幫助就會變少。真耶穌

教會有學問、有能力的工人真的比早期剛成立時多了不少，財力也漸漸

沒有匱乏，那麼，問題出在哪裡？也許如同醫療發達的地方，醫院普及

了，信徒生病依靠主的心也漸漸減少，單純尋求主的醫治甚至成了信徒

次要的作為，或成為不得已時最後的選項與備案。經上說：「萬軍之耶

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亞四6）。

這裡「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是主的提醒，「乃是倚靠我

的靈」是主的教導。我們聽見了嗎？我們今天除了有忠於使徒教會

的真理之外，也有效法使徒教會的信心與做法嗎？在神面前，既

然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那我們擔心的是什麼？神

的工不能開展不是神能力的問題，是人信心的問題；神的

旨意不會受阻，阻擋神旨意的往往是人意。所以，教

會要恢復往日聖靈大降、聖工興旺的盛況，就是要

引領全教會回歸真理，重視基本信仰，每日讀

經、建立家庭祭壇；看看聖經怎麼說，我們

就怎麼做。事工帶領者放下自以為是的

想法，願意完全讓聖靈來帶領，相信

各教會專心倚靠神的靈之後，方

能成事！

文／高以賽亞  圖／Sara回歸真理引導， 
      尋求聖靈能力

神的工不能開展，不是神能力的問題，是人信心的問題； 

神的旨意不會受阻，阻擋神旨意的往往是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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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我們可以由這段經文提出三點來做

思考：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

息（太十一29）。

一、心裡柔和謙卑

柔和謙卑，是一個人願意放棄成見，不

去爭辯的表現。當神的工人願意靜下心來，

不去糾結自己的學位有多高、是哪方面的專

業人士、曾有什麼豐富的經驗時，就願意完

全回歸聖經真理，不堅持用自己的方法，不

效法其他基督教會的作法，不效法這個世界

而替主擔心，並且願意接受真理託付者的引

領，順服屬靈的權柄，依真理去行事。

二、負主的軛

經上說：「信與不信不可同負一軛」。在

猶太人的農村，耕地的牛必須是兩頭一起負

軛的。主耶穌邀請我們負祂的軛，很可能軛

的這邊雖然是邀請我們來承擔，然而軛的

另一頭卻是主耶穌，所以稱為「我的軛」。這

麼一來，負主的軛一定變輕鬆了，難怪祂說：

「我的軛是輕省的，我的擔子是容易的。」

今天我們要真負主的軛，「方向」只能

和耶穌一樣，也就是「順服神的旨意」。

若教會帶領的方向與耶穌不同，當然就只能

「自己負自己的軛」，結果是走自己的路，

耶穌並沒有一起負軛，所以不覺輕省。另

外，「快慢」也必須和主耶穌一樣，也就是

要「等候神的旨意」，所以有時要快快跟上

主的腳步，有時卻要等候，否則還是一樣自

己負自己的軛，只有沉重。

三、學主的樣式

主的樣式就是完全虛己，只照差祂來者

的旨意去做、只照差祂來者所說的去說，

沒有自己的意見，也沒有自己的想法，完全

順服；神怎麼說，他就怎麼做。所謂的「忠

心」是指身為僕人的，對於所交辦的事，百

分之百去完成，不加油添醋，也不問為什

麼，就像傳福音一樣，只要去傳就對了。不

用擔心對方會不會接受？會不會被禱告的聲

音嚇跑？這樣直白講福音，會不會聽不懂？

主耶穌的工，其實是輕省的，但是有時

我們不自覺地加添好些師傅後，才埋怨神

為何不同在。我們當成為清心的人，單純相

信神，以單純的心回歸聖經真理的帶領，尋

求聖靈能力的同在。當教會常做神喜悅的事

時，從每日讀經、家庭祭壇為基礎做起，相

信神的教會就可以天天見主的面，然後常常

看見神同工的明證。

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祂沒有撇

下我獨自在這裡，因為我常做祂所喜悅的

事。耶穌說這話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信祂

（約八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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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主耶穌聖名問安！

感謝主，新冠肺炎的疫情從去年底開始緩和，因此可再次前往各地教會

訪問。因著神的帶領，過去這兩年我們已習慣藉由網路傳達神的話，也舉辦

了許多場線上課程，例如：「教會負責人訓練」、「宗教教育教員訓練」、

「教義課程」、「如何準備講道」等。儘管如此，開拓區的信徒們，仍殷切

期盼實體的巡牧訪問。

當我們可再次實體舉開靈恩會與特別崇拜聚會時，我們看到了耶穌如何

地帶領教會度過這段艱困的時期。雖然，我們也會擔心弟兄姐妹們信心軟

弱，但主耶穌總是時刻看顧祂的群羊，且「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

（約十27-28）。

2021年10月，靠著神的恩惠，在短暫找尋及翻修後，喬治亞國的提比

里斯（Tbilisi， Georgia）祈禱所順利獻堂。在本次靈恩會期間，喬治亞首

度舉辦洗禮，受洗

人數2名。我們需

持續代禱，求神繼

續帶領教會，讓弟

兄姐妹們信心能繼

續成長。

文／Stefan Boerninck

在歐洲傳播祂的道
──2022年歐陸與開拓區近況

消息 

專欄

245期

2021年10月喬治亞國
提比里斯祈禱所獻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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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2年初，西班牙阿爾巴塞特

（Albacete，Spain）的同靈開始建置教會的

組織架構，並選出了第一屆職務會。在疫情

期間，當地的弟兄姐妹們的信仰成長許多，

他們現在定期聚會並共同遵守安息日。感謝

神，我們也找到了一處合適的出租地點供靈

恩會及特別聚會使用。現在信徒們正忙著為

教會找尋合適的建築物；同時，他們也準備

組織和舉辦宗教教育班。我們也需繼續為他

們代禱，讓阿爾巴塞特的教會成為耶穌基督

的光。

在疫情特別嚴重的義大利，我們看到了

教會最大的發展。普拉托（Prato）的同靈

們找到了一處可重新實體聚會的地點；而恩

波利（Empoli）教會亦於2022 年8月21日獻

堂。過去一年半的翻修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

難，若沒有神的幫助，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克

服這些困難。「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

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詩一二七1）。但在

神的恩典和恩波利弟兄姐妹們極大的交託

下，神的新家得以落成和獻堂，並舉辦歐洲

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靈恩會，有130多

▼西班牙阿爾巴塞特教會靈恩會

2022年08月21日  義大利恩波利教會獻堂禮▲

位同靈參加，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神榮耀的臨

在。此次靈恩會共有3位受洗者，並有5位同

靈領受聖靈。

自恢復訪問以來，共有18名新同靈在歐

洲八處教會接受了洗禮。這表明我們的同靈

們在疫情限制下，仍持續傳播耶穌的道。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堅固各地教會及他

們的信仰，和訓練信徒參與教會，將會是很

重要的工作。為此，歐陸聯絡中心（後簡稱

ECC）已開設更多宗教教育講員培訓課程；

他們也計畫在馬德里祈禱所開設鋼琴課程，

以訓練年輕人為詩頌伴奏。ECC也正為希臘

的真耶穌教會進行註冊中，並協助阿爾巴塞

特（Albacete）和布達佩斯（Budapest）的

同靈找尋合適的會堂建築。這些任務都需耗

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若沒

有神的幫助，這都是不可能

完成的。因此，我們必須信

靠祂帶領的權柄，藉著神的

恩典，我們將繼續在歐洲傳

播祂的道，好叫人們可以看

見祂偉大的榮耀。

願一切榮耀和尊貴都歸於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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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家庭祭壇」能在各教會信徒的家中
執行，教牧處成立「家庭祭壇影音教材小

組」製作家庭祭壇影音集，名稱為《屋簷下

的時光》。影音集放置於 YouTube 平臺上，

每週五上線，每集約5-10分鐘，每週一集中

文版，每二週一集英文版、臺語版。影音內

容涵蓋：家庭、親子、生活、婚姻、人際、

工作職場、教會服事、學業、生死、休閒等

一切生活相關主題，根據聖經與本會信仰的

觀點，做深入淺出的分享。期能讓少數個人

（家中只有一人或部分信主之狀況者）或是

一家人觀賞之後，能得到信仰生活上的造

就，再自行禱告結束；也或者能夠觀賞後，

再以此做後續交通分享，然後禱告結束。

消息 

專欄

245期

文／簡明瑞

信仰建立從家開始──
臺總教牧處教材編修聖工概況

為幫助信徒從零開始建立「家庭祭壇」，

教牧處與腓利門書房配合，出版《耶穌抵家

――家庭祭壇實務分享》。透過這本書，幫

助我們認識家庭祭壇，讓信仰的建立能從家

開始。以此鼓勵弟兄姐妹，如何開始進入家

庭祭壇的方式，與一些地方教會執行過的例

子，讓大家看看各種不同的家庭祭壇心得，

也看到大家之所以能夠堅持進行下去的過

程；期許各位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建立屬於自

家的家庭祭壇，讓「耶穌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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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教組的教材，因時代環境的變

遷，許多教材的資料與數據，已不符

現況。2016年，教牧處決定重新編寫

一套全新的青教組教材，以適應時代

環境變遷中教會青年的需要，期使神

國青年的生活能更貼近真理。教材於

2021年正式上路，預計2023年完成。

兒教組教材，已歷時37年，卻僅

有小幅度修改。為因應社會快速變

遷，科技日新月異發展，及價值觀的

迅速轉換，課程對多元成家、兩性與

婚姻、科技時代、人本自我等議題之

回應已然不足。故從2020年5月成立兒

教課程委員會，分為七組，進行課程

重編。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新課

程已於2022年9月上路，必定對各班的

宗教教育有所幫助。

為充實目前使用之讚美詩內容，教牧處

聖樂科於2022年初，開始修編讚美詩470-

525首詩歌歌詞與音樂，後續進行校稿、打

譜，並請聯總協助購買繁體中文讚美詩版

權；1-469首也開始進行詞曲修編、校對，

及重製詩譜工作。此外，為在聚會時投影播

放使用，亦製作繁體中文讚美詩1-469首之

歌詞，與鋼琴彈奏音樂影片；並開始錄製

1-469首讚美詩四部人聲及分部音檔。

為使信徒方便搜尋使用讚美詩與本會出

版之創作詩歌、聖樂專輯之影音資料，及推

廣版權知識和充實聖樂事奉相關知識，架

設了聖樂網；並製作 Android 與 iOS 系統之

讚美詩App，建置中文與阿美語版本讚美詩

譜，以供同靈使用。

為鼓勵聖樂事奉，七月辦理線上聖樂營，

分為合唱、小詩班、創作三組舉行；並與腓利

門書房合作，於七月中出版

創作詩歌譜集「呼求者的讚

美」，集結本會同靈創作詩

歌譜11首。今年度亦至各區

辦理會眾詩頌之領詩與司琴

人員訓練，推廣「一部簡譜

和弦讚美詩」試行本，期能

輔助各地教會的聖樂事奉，

儲備訓練聖樂人才。        

▼真耶穌教會聖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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