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VOL.92
March 2014 月

12  全球總會會長的話――上帝帶領祂的教會

20  數算恩典

36  港澳區會三年聖工發展計畫出爐

拓 展 上 帝 的 國 度
复兴与预言真理

教會合一08



02 ■ 末世牧聲92卷3期‧復興與預言真理

真情語錄▪會長的話

繪畫末世地圖
◎翁穎彤姐妹 譯 ／本刊助理編輯

如果要充分理解我們所看的，最好的方法是後退一步，才能觀全大局。當

我們只專注於眼前的東西時，那麼我們的焦點便會被現實所限制。這樣的生活

和研經態度是很危險的。

〈啟示錄〉第12章─教會歷史101

本章的概述是圍繞〈啟示錄〉中三天使信息的內容。我不會逐一的解經。

相反，我會按《聖經》中的預言簡單地敘述〈啟示錄〉第12章至第14章。

 

〈啟示錄〉第12章至14章的敘述涵蓋了基督時代至祂再次復臨期間教會

的歷史。這故事由一位婦人開始。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婦人，她是一位「身披日

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啟12：1）《聖經》中常以婦人比喻為上

帝的子民，我們可以從舊約及新約清楚看到（參閱賽54：6；耶3：20；林後11：2；弗

5：25～32）。但上帝的子民亦有不忠心的時候，因此在預言中，教會被描繪成墮

落、離經叛道，就像女人被喻為妓女（參閱何1：2）。

〈啟示錄〉第12章中的教會提及到新約教會前亦有忠心的子民，這婦人

就是耶穌的生母。畢竟耶穌誕生時，還未成立新約教會。相反，那婦人在耶穌

誕生時預表上帝的信實，而約瑟和馬利亞、撒迦利亞和伊利莎白便預表了那婦

人。從本質上說，我們在〈啟示錄〉第12章所找到先知的圖像，描繪了上帝的

忠心的子民，上帝賜下祂的愛子─耶穌基督。同時，這個故事的另一角色隨

之出現，就是魔鬼，也被稱之為龍。

基督誕生後，龍試圖摧毀基督，但不成功。上帝保護了祂的兒子，讓祂逃

到埃及，避過希律的嫉妒。最後，耶穌征服了罪惡和死亡，耶穌被提到天上與

傅博仁牧師
華安聯合會會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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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真情語錄

上帝相會，完全脫離了魔鬼和他的惡使者。龍因

上帝的兒子逃脫他的掌握而憤怒，龍把憤怒遷移

到基督的教會─婦人（啟12：13）。她逃到曠野，

在那裏她得到保護，就像古時以利亞為逃離崇拜

巴力的亞哈王一樣，逃到曠野。她逃到上帝所為

她預備的曠野達預言中的1260日或年之久。從羅

馬帝國滅亡至建立現在稱之為羅馬天主教會的宗

教領導，守上帝真道的教會遭受了迫害和宗教壓

迫達1260年─從公元538年至公元1798年。在這

段時間裏，一群忠於上帝的子民戰勝了龍，不是

靠自己的功勞或力量，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

所見證的道」（參閱啟12：11）。

一載又一載

讓我指出這敘述的有趣之處。《聖經》中提

及1260天的次數比任何其他預言時期要多。我們

讀到〈啟示錄〉第12章6節及14節，兩節經文以不

同的形式顯示「一載二載半載。」而預言時期的

一載代表一年。所以一年加上兩年，然後加上半

年，共三年半的時間。當我們使用希伯來語來計

算日子，一年便是360天，加起來成為1260年。有

趣的是，1260年在〈但以理書〉和〈啟示錄〉中

共提到7次。這是非常重要的。這預言時期在以下

經文中曾提及：

•〈但以理書〉7：25　一載、二載、半載

•〈但以理書〉12：7　一載、二載、半載

•〈啟示錄〉11：2　四十二個月

•〈啟示錄〉11：3　一千二百六十天

•〈啟示錄〉12：6　一千二百六十天

•〈啟示錄〉12：14　一載二載半載

•〈啟示錄〉13：5　四十二個月

為甚麼要多次提到這個時段？所指的是教會

在曠野這段預言時間。明顯地，這是非常重要的

題目，為甚麼呢？畢竟，教會在曠野的經歷可算

是教會史上最絕望的時期。當你研究這個時期的

歷史時，你會注意到這些年，被稱為黑暗時期，

上帝的子民似乎全被征服。《聖經》被忽略，甚

至在絕大多數基督教中被刻意隱藏起來。《聖

經》的傳閱受到操縱，以致較少的教會領袖信奉

正教，他們只做自認為合適的事，威脅和迫害違

例者。可悲的是，這段期間數以百萬計的忠於上

帝、敬畏上帝的人受到這可怕和反覆無常的宗教

迫害而死。

縱使忠於上帝的教會受到攻擊，教會機構變

得腐敗，「教會」的生活愈開放，充滿通姦和淫

亂愈能誇耀教會的權力。如果你翻閱查看當時教

會的紀錄片，真是叫人難以想像是憑甚麼的《聖

經》標準稱之為基督徒。



04 ■ 末世牧聲92卷3期‧復興與預言真理

The Last Day Shepherd's Call VOL. 92MAR 2014
http://www.chumadventist-ldsc.org

3VOL.92
March 2014 月

12  全球總會會長的話――上帝帶領祂的教會

20  數算恩典

36  港澳區會三年聖工發展計畫出爐

拓 展 上 帝 的 國 度
复兴与预言真理

教會合一0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誌字第1244號
中華郵政登記北臺字第1131號執照第一類新聞紙
ISSN 1605-8526
2014版權所有 如欲轉載 請來信申請

 拓展上帝的國度 ◎黃彩雲

08 教會合一

復興與預言真理

 安息日‧情操 ◎張美田

1 4  甘於使命
 健康亮點 ◎亞蘭‧漢德賽得　彼得‧蘭得里斯　

1 6  適量飲酒？
 i世代家庭 ◎胡孫麗俐　

1 8  i世代夫妻還能相守一輩子嗎？（下）

牧養專欄

 人生百味◎趙溫子珊 撰　鄭皓茵 整理

20 數算恩典
 學生博客◎李嘉欣

23 天上的爸爸

見證主愛

本刊創刊於1920年，原名《行傳錄》；1921年更名

《末世牧聲》，期間因戰亂停刊兩年，現由華安聯合

會編輯，每月出版一期。出版：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華

安聯合會。經文引自：《新標點和合本聖經》（上帝

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凡本刊所引用的《聖經•新標點和合本》經文，當中有

關上帝和耶穌的代名詞，均採用人字部的「他」，至

於經文以外的內容，則以「示」字部的「祂」來作為

代名詞。

 會長的話 ◎傅博仁 撰　翁穎彤 譯

02  繪畫末世地圖（上）
 執編的話 ◎張曉明

07 知己知彼

真情語錄

消息通訊

 北亞太新聞網◎北亞太分會 撰　翁穎彤 譯

25 北亞太分會出版章程修訂會議在韓舉行
 聯合會訊◎本刊編輯團隊

26 2014年行政祕書工作評估落下帷幕

2011-2015 全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總主題
向世界宣告“Tell the World”
復興與改革 Revival and Reformation

2011年 復興使命 Revival  for  Mission

2012年 復興與聖言 Revival and His Word

2013年 復興與基督徒生活 Revival and the Christian Life

2014年 復興與預言真理 
 Revival and Prophetic Truth 

2015年 復興與基督復臨 Revival and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拓展上帝的國度 ◎魏泰德 撰　翁穎彤 譯

1 2  全球總會會長的話─
 上帝帶領祂的教會

 全球會訊 ◎所雷斯‧亞撒佛

24 加納數十萬復臨信徒
 慶祝聖工開展125周年

p.08

p.18

p.20

p.26



■ 05末世牧聲92卷3期‧2014年3月‧http://www.chumadventist-ldsc.org

有關會長的信息分享，可
透過QR-CODE到希望電視
台網站瀏覽最新短片。

會長的話▪真情語錄

然而，在中世紀期間所發生的蒼涼和腐敗、宗教和個人的妥協；聖徒受到嚴

峻的考驗和迫害，真理的火焰不能，也不會被熄滅。也許，這個預言不斷重複的

原因是因為這個時期的教會歷史令人沮喪，上帝要確保祂的子民看到隧道盡頭的

曙光。

這個建議的問題在於這段時間，幾乎沒有任何信徒能夠接觸到《聖經》─

更不用說瞭解1260天／年的預言的背景。如果他們不知道這件事，經文便不能成

為鼓勵他們的話語。因此，問題仍然存在。為甚麼這預言比《聖經》任何其他預

言提及的次數要多？

我認為《聖經》反覆提及這預言有兩個重要的原因。首先，我相信上帝傳

遞一個清晰的信息，曠野的經驗來到尾聲時，世界悲慘的歷史去到最後一頁。過

了1260年這段時期，我們將看到世界政治格局有着明顯的變化，迎來世界的最後

的信息。從本質上說，在末世這個重要的時期，地球最終一章的歷史已經展開，

「末世」已臨近了。

另一主因是，我相信上帝希望我們今天多加留意。祂預言教會將於1260年

這段期間經歷巨大的困難，即便如此，祂會保存教會，免受毀滅。我們現在所面

臨的是更嚴重和黑暗的時刻─就是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執掌地上四方的風

卸除他們的負擔和蒼涼。我們是祂的孩子，聖徒準備好與預言中的邪惡作最終對

決。祂想告訴你和我：「不要害怕！經過這些艱難的日子，我已在這艱難的時候

看到新婦─教會。我不僅預料一次，而是七次，讓你知道我在掌管。我對你們

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直到世界的末了。』」上帝對你和我說：

「正如古時的聖人，在這艱難的時候仰望羔羊以支取力量和勝利，同樣地，你也

一定能勝過，控告你弟兄的人必被摔下去。」

現在，讓我們回到基督教會的故事。婦人在曠野生活了1260年後，不再躲藏

起來。可悲的是，龍繼續敵視那些敬拜基督的人。祂正與餘民、婦人的後裔和那

些「守上帝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參閱啟12：17）同在。（下期續） 

傅博仁牧師
華安聯合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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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常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基督徒也常說我們的人生是善惡之

爭的人生，耶穌基督用祂犧牲的大愛在呼喚我們跟隨祂，走永生的道路，同時撒

但也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在人生善惡之爭的戰役中，

我們怎樣去作戰呢？我們怎樣知己？我們又怎樣知彼呢？

當我們打開《聖經》的時候，從創世之初開始，《聖經》向我們真實完整地

介紹了人類的起源，始祖的犯罪，人類在善惡之爭中的角色，三位一體的上帝和

罪惡的始作俑者撒但之間的關係等等。在先祖和歷代先賢身上善惡之爭的歷史以

及耶穌基督的教訓，使我們瞭解我們罪人的軟弱和基督的大能和剛強，與此同時

我們也對善惡之爭的另一方撒但有了更加清晰的瞭解。可以說基督徒藉着讀經、

禱告和聖靈的感動，跟上帝的關係愈親密，我們也就愈清楚我們多麼需要耶穌基

督的救恩，我們也會更加瞭解我們的仇敵撒但的計謀和陰險。

撒但在我們先祖和先賢們的人生中屢屢得勝，一些人像被耶穌責備的法利

賽人和文士那樣執迷不悟，更多的人像被撒但慫恿要釘死耶穌的會眾一樣不明就

裏，也有人像掃羅迫害基督徒那樣自以為是。我不想用智慧來形容撒但的伎倆，

但《聖經》卻真實地告訴我們撒但原來的身分，它的能力和它的目標和目的。同

時《聖經》警戒我們要常常儆醒，不住地禱告。在世人的身上，撒但傾注了它所

有的智慧和精力。有時我們總以為在善惡之爭中總是大事大非的選擇，所以我們

派重兵圍堵我們品格中的缺口，誡命中的字句，豈不知當富有的少年官問耶穌永

生之路時，耶穌要他變賣家產分給窮人，然後來跟從祂的要求使他打了退堂鼓。

耶穌基督需要我們撇下一切所有的來跟從祂，祂知道我們的軟弱，祂以自己犧

牲的愛來補足我們的缺陷，這是祂一再強調的信心的功用。祂需要我們的全部身

心，而不是部分。撒但不需要把我們變成一個有明顯犯罪作惡跡象的人，它只需

占領我們身心的一小塊陣地就可以達成目標，它可能在肉體的情慾中使你陷於曖

昧的情感糾結，不需要你越軌，只需要你的目光或精力偏離基督和使命就可以

了。或者在眼目的情慾中使你留戀網上虛擬世界的無拘無束，或交流，或遊戲，

或新聞，或興趣，只要能多占用你一分鐘，撒但總是不遺餘力。權利，金錢，榮

譽的角逐則是今生驕傲的展示舞台。

羅得的妻子差一點就得救了，少年官差一點就成為耶穌的門徒了，五個愚拙

的童女差一點就等到新郎了。撒但在窺探我們的軟弱和小信，儆醒吧！善用我們

的時間，因為時間就是我們的生命。

知己知彼

張曉明長老
華安聯合會
本刊執行編輯

執編的話▪真情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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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一
如果說「教會合一」是指一個地方教會的一班信徒，那可以

是數目幾十位的小教會，也可以是數百甚至上千人的大教會。在

耶穌開始傳天國福音的時候，祂從十二個門徒開始，祂呼召他們

來跟隨祂，差派他們，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

病痛。（參閱太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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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你

們不要走；撒馬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迷

失的羊那裏去。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醫治病人，叫

死人復活，叫長大痲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地得

來，也要白白地捨去。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錢；行路不要帶口

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拐杖。因為工人得飲食

是應當的。你們無論進哪一城，哪一村，要打聽那裏誰是好

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時候。……我差你們去，如同羊

進入狼羣；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你們要防備

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也要在會堂裏鞭打你們，並

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

作見證。……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

徒。……」（參閱太10：5 ～38） 

「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就離開那裏，往各城去傳

道、教訓人。」（太11：1）如果說耶穌和十二個門徒是第一個教

會的話，那這個教會就是不斷到處走的教會，行許多的神蹟，

講很多的道理，安息天經常去會堂聚會，但當祂講到世界末了

的時候，「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

期才來到。」（太24：14）在祂升天之前祂吩咐十一個門徒說：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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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與預言真理▪拓展上帝的國度

因為很多信徒們在猶太人的會堂裏被趕出

來，於是他們就於信徒（門徒）家中在安息日聚

會。保羅與巴拿巴等一些人，他們也是漸漸地在

各處各地建立了不同的地方教會。從約翰寫信給

亞細亞七個教會，從保羅寫信給不同的教會書信

中就可以看得出來，要不同的教會彼此有聯絡，

要各教會在愛心、信心上共同合一。叫他們在捐

獻上支持有需要的耶路撒冷眾教會，統一信仰的

要道。

那當時講到教會，就不單只是指單一的地

方教會的教會。如果那個教會是與一所中學，或

是一所大學，一所醫院連在一起的，那麼，你們

若彼此相愛，人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耶穌

說，我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服事人。我來

不是要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悔改，有病的人才需

要醫生（參閱太20：28；可2：17）。那麼我們都是有同

一的使命，便是要服事別人，並等如是事奉主，

是要罪人得饒恕，是要有病的人得醫治，是要愚

拙的得智慧，是要死亡的得生命。那機構與地方

教會，就真的是為耶穌作見證，拯救世人把榮耀

歸與上帝。

如果那教會是指亞細亞的教會，是指整個

希伯來國家的教會，是指當時整個地區甚至全個

國家的眾教會，那保羅與使徒所說的就不單是一

個地方的教會和有機構相連的教會，那就可以算

是地方區會甚至是地方聯合會了。教會的合一是

指一個地方區會數十所教會，數百所教會，甚

至地方聯合會，及整個國家上千甚至數千個教會

的合一。那教會好像一個家，一個家庭，同一個

父親，同一個長兄，他們是弟兄姐妹一家人彼此

照顧；他們是一團麵糰，愈發愈大；他們是芥菜

種，是種子裏面最小的，但是要長成像樹一樣；

他們是主耶穌的身體，與主全然合一，都是肢

體，主耶穌是他們的頭。

這個到底會不會是指我們的港澳區會？是

不是在說我們的這個聯合會？裏面的頭，裏面的

家庭教會，甚麼派，甚麼派的都包括在內的。

天國的福音是這樣變大的，
表明我們有天國，
有天國一般的家庭生活，
像天國裏的弟兄姐妹一樣的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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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否也把我們包括在裏面，是那糰愈發愈大

的麵糰，好像天國，是傳天國福音，叫自己，叫

人都悔改的福音。那我們這個聯合會的《末世牧

聲》，在末世的牧者的聲音，是否說我們這港

澳，整個中國大陸，不包括台灣，數千個小教

會，我們的信，如果有芥菜種這麼小，都可以長

成菜蔬裏最大的，像樹一般。比喻我們天國的福

音是這樣變大的，表明我們有天國，有天國一般

的家庭生活，像天國裏的弟兄姐妹一樣的相愛。

懷師母說過，上帝要我們在這世上可以預嘗

天國的滋味，就是在上帝的家─教會中。我們

不需要等到我們死了以後，等到耶穌再來叫我們

起來的時候才開始享受天國。上帝要我們今天，

在教會裏面實行天國的教訓和福音，要我們今天

就可以在教會裏預嘗天國的滋味與生命。這是上

帝要我們在香港、澳門及整個中國大陸的教會的

弟兄姐妹，在主裏面所要享受，所要得着的嗎？

我們真的可以在地上彼此相愛，無條件的愛，好

像有了天國在心裏面的那樣的愛行出來嗎？

如果是這種的天國和福音要傳到地極，如

果是這種天國的福音要向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

才來到，那教會所指的是包括台灣、韓國、日

本，還是要包括菲律賓、寮國、泰國；教會是指

俄國、非洲、印度、法國、德國、美國嗎？如果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我父是栽種

的人；那麼試問：我們整個港澳、整個中國所有

的教會，所有的弟兄姐妹，我們與日本、俄國、

德國、菲律賓、印度、非洲都是連在一體的肢體

嗎？我們都讓耶穌把我們接在祂那葡萄樹的身上

黃彩雲牧師
香港／九龍教會堂主任

嗎？凡不結好果子的，天父都要把他們剪掉嗎？

我們是否有結出如天國一般的生命果子─仁

愛、喜樂、和平、恩慈、忍耐、信實─在教會

的生活當中嗎？我們的天國到底有多大呢？我們

的眼光到底有多大呢？我們能容忍多少呢？

如果天國是很大的，如果上帝的心，天國

的心是很大的，那教會所指的就不單是全球總會

及全球總會的十三個分會，那《聖經》所指的教

會就不單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更不是我們所處

的地方教會、機構、港澳和整個中國的教會，不

僅整個天主教和各宗派的基督教都在讀同一本

《聖經》，向同一個天父、耶穌及聖靈禱告，我

們甚麼時候從家人，把骨肉之親的兄弟姐妹變成

敵人、仇人的呢？我們不是都是傳同一個天國的

福音嗎？那我們真的是要活在天國裏面嗎？耶穌

要我們禱告，求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

的人 （路11：2～4）。上帝的心有多大，祂的教會

的心也要有多大；大方一點的饒恕，大方一點的

愛就是天國活在我們的中間，就是耶穌可以進去

活在已經打開心門的老底嘉教會的中間。

教會之所以能活，那是因為主活在教會裏

面，因為祂的愛，祂的生命活在祂的教會裏面，

教會拓展也是因上帝的國度在教會的信徒、門徒

的心裏拓展，耶穌說：天國就活在你們的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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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在〈馬太福音〉第16章18節，耶穌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

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這個教會不像有些人要我們相信的，並不是

某些人為、人造或官僚的機構。根據救主自己的話，祂已建立祂的教會，即

便是陰間的權柄也不能勝過教會。

上帝帶領祂的教會
◎節錄自《評閱宣報》專題文章

◎魏泰德牧師 撰／全球總會會長

　翁穎彤姐妹 整理／本刊助理編輯

全球總會會長的話 ―

〈哥林多前書〉第12章說教會是基督的身子。〈以

弗所書〉第5章說教會是基督的新婦。〈彼得前書〉第2

章說教會是基督的家。〈彼得前書〉第2章第9節說使徒

宣佈上帝的百姓「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是屬上帝的子民。」

勝過地獄的權勢

基督把祂的教會放在自己的手中。教會在這個背叛

的世界上是祂的堡壘，祂的逃城。教會是黑暗中的光，

是夜色中的燈塔，是照亮前行道路的明光。我們在《使

徒行述》第一章，第7段中看到：「上帝曾維持祂的教

會，歷經幾世紀的迫害，鬥爭，與昏暗。沒有一片落在

教會的黑雲，未經上帝的部署；也沒有一種阻礙聖工

的反對勢力，是祂所未曾預知的。一切均按祂所預示的

發生了。祂並未撇棄祂的教會，反而在預言的宣示中說

明將要發生的事，凡經祂的靈所感動先知預言的，無不

一一實現了。祂的一切旨意都必完成。祂的律法是與祂

的寶座相連的，任何罪惡的權勢都無法加以破壞。真理

編者按：本篇與2月號〈迫切的預言呼召〉同是〈預言中的緊迫呼籲：來自全球總會會長的
信息。〉節錄版的第一部分內容。讀者如欲查看會長講話的全文和視頻，請登錄以下網站：
http://adventistreview.org/an-urgent-prophetic-c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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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出乎上帝的靈感，又受著祂的維護，就必勝過

一切的反對。」

在這些世界歷史高潮的時刻，我們看到了上

帝真理勝過魔鬼權勢的明顯證據，並且清楚地知

道基督正在帶領着祂的教會。我願意和大家分享

一些奇妙的事實：1863年，世界上每373,000人中

才有一名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信徒，如今世界上每

400人中就有一名。本會用了92年的時間，信徒人

數突破了百萬。現在我們每年的受浸人數就有100

萬。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的七萬多所教堂裏，有

接近兩千五百萬人參加我們的聚會。聖靈正在以

顯著卓越的方式運行！

復興和改革

我們最近幾年一直在強調復興、改革和使

命。我們所說的「復興」就是指每位信徒天天在

心靈和思想中經歷屬靈的復甦。我們所說的「改

革」就是指加深屬靈上的獻身程度去照上帝的心

意而行，每天省察自己的生活，在我們一切所行

的事上討耶穌的喜悅。改革只有在我們每天把自

己的心意降服於基督的心意時才能實現。那時，

基督才會讓我們看明祂對我們個人以及教會所定

的使命。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是否需要復興和改革呢？

或者這只是另一種教派性的活動呢？懷愛倫在以

下文字中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我們一切需要

中最重大而迫切的需要，就是要在我們中間復興

真實的敬虔。謀求這種復興應是我們首要的工

作。要獲得主的福氣，必須付出真誠的努力，並

非因為上帝不肯賜福給我們，而是因為我們沒有

準備好領受。地上的父母都願意把好東西給他們

的兒女，我們的天父更願意把聖靈賜給尋求祂的

人。但我們必須藉着認罪、謙卑、悔改和懇求來

滿足主應許賜福的條件。復興必須以應允禱告為

前提。」（《信息選粹》卷一，第121頁）

由衷的期盼

沒有神聖、超自然能力的幫助，上帝的工

作是無法在我們有生之年完成的，或許它在這個

世界上永遠也無法實現。我們顯然不是邪惡勢力

的對手。我盼望聖靈沛降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一

切盼望的事情中，我最渴望聖靈以其全部能力沛

降，好完成上帝在地上的工作，使得耶穌早日復

臨！我們最重大、最緊急、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聖

靈的沛降！

你願意和我並全球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領袖

及信徒一道，藉着懇切的祈禱在上帝面前謙卑己

心，尋求聖靈的全然沛降嗎？上帝正在呼籲我們

在這地球歷史的關鍵時刻更加深入地把自己獻給

祂。眼下就是全然獻身於基督和祂信息的時刻。

奇妙的結果

上帝正在祂的教會中施行大事，有時我們

會為其結果驚訝非常。我在這裏想要說的事情太

多了。《善惡之爭》計畫就是上帝能力顯著地運

行的例子之一。我們設定的目標是散發五千萬

本，理想目標是一億本。然而靠着上帝的能力和

干預，我們總共散發了一億四千萬份各種版本的

《善惡之爭》！我們為上帝工作的顯著拓展而讚

美祂！全球千百萬人正在閱讀這本書，它會給世

界帶來巨大的改變！作為上帝預言性運動的一部

分，期待基督的馬上復臨，我們有太多的感動可

以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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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論是崇拜聚會、安息日學、團契、講座、

會議或是會後，總會有部分信徒，「忙」於接收

或發放信息。怪不得最近網上流傳一篇名為「這

陷阱偏我遇上」2的文章，部分內容值得我們深切

的反省：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iPhone。』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老友牽掛check甚麼，

睇（看）甚麼；為friend牽掛send甚麼。

真正的老友不勝於like嗎？

真正的friends不勝於online打麻將嗎？

你們看那天上的雁群，也不用facebook，也不用QQ，

也不開手機開群組，你們的天父尚且團結他們。

你們不比雁群貴重得多嗎？

你們哪一個能用Samsung使真正友情增多一點呢？

何必為網上娛樂牽掛呢？

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

它也不用升level，也不追網上排名。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

他所娛樂的，還不如這花一朵！』」

事實上，大部分的現代人忙於追逐收發手

機上的訊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我不能被遺

智能（智慧型）手機近幾年發展神速，至今已

成為主流，更威脅到電腦市場地位，未來更會進

一步強化成為必需品。原來智能手機IBM"Simon"早

於 22 年前便面世。1992年11月23日（美國時間），

IBM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 COMDEX 展覽會（當年全

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展覽會，12 年前已被 CES 所取代）上，

展示了代號為"Angler"的"Simon"智能手機，結合手

機及PDA功能，能夠接收電話之餘，還有電子郵

件、傳真、觸控屏幕及手寫筆等功能，在當年仍

是「大哥大」（手提電話）及互聯網（Internet）初萌芽

的時候，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產品，直至1997年

"Smartphone"智能手機這名詞才由手機品牌愛立信

（Ericsson）提出1。

今天的智能手機，已發展至具備其中一個的

功能，就是人們能使用熱門的社交網站與群組：

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騰訊微博（QQ）、

連我（Line）、"WhatApps"等等應有盡有。

現在無論大街小巷，各種的交通工具上，

均看見「機不離手」忙於低頭盯着手機的「低頭

族」。難怪香港的地鐵及火車各月台上，均有廣

播呼籲乘客使用扶手電梯時，緊握扶手，切勿只

顧低頭看手機！與此同時，這股風氣已入侵教

甘於使命
記念安息日者應有的情操（廿五）

拒絕「引人注目」的試探

牧養專欄▪安息日‧情操



1.  玩生活‧樂科技網站：http://unwire.hk/2012/11/24/the-
smartphone-is-20-years-old-today/news/

2  佚  名，〈登山寶訓的回應（太六24~34）〉，《燭光網
絡》，香港：明光社，Jan2014 vol.17.1，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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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別人一定要高度、高速注意我。是的，這是

何等大的陷阱，叫我們的身心被困在如小方盒般

大小的手機內，失去自由！

日光之下無新事，自古以來人們經常面對

「引人注意」的試探或陷阱，連耶穌也不例外。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對他

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

上記着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對他說：「經上

又記着說：『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太

4：5～7）

撒但要引誘耶穌，為了要祂顯示「我」是很

重要，「我」必須受到上帝「高度的關注」，就

試從殿頂跳下去，然後使上帝施行非比尋常的神

蹟來救自己一命；頃刻，上帝、眾天使、撒但、

殿頂下面群眾的目光一聚焦在耶穌身上。耶穌

勝過撒但的試探，是因為祂甘於自己的使命。祂

的使命是甚麼？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

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10：

45）「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

認識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的

害。」（太17：12）「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

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來

12：2）

啊！耶穌基督是藉着甘願承受羞辱、迫害、

苦難、死亡來達成拯救人類脫離罪惡和永遠死亡

的使命。這是異於世人的「成功」之路，更不是

「引人注意」之路。

張美田姐妹
本刊助理編輯

耶穌從手握大權到無權無勢

從偉大變成渺小

從富有變成貧窮

從強壯變成軟弱

從成功變成失敗

從被擁戴變成被羞辱

從聲名顯赫到寂寂無名

親愛的弟兄姐妹，每當我們親近那位既是救

贖主，又是安息日的主之時候，就讓我帶着一顆

謙卑的心，坦誠地面對自己，在耶穌面前反省：

①

②

③

④

我事奉的動機，是基於曾經體驗到上帝無

條件的接納、無私的愛嗎？

假如我的存在或事奉，沒有被人接受、讚

賞、注意、感激、理解，我仍是甘心樂意

為主作工，心存感恩、喜樂、滿足和平安

嗎？

我是感到被耶穌完全接納，以致我不盲

目、衝動渴望被看見、被稱讚、被肯定，

並行使自己最大的自由，心悅誠服地讓祂

引導我走上服事的道路嗎？

作為耶穌的門徒，當我事奉主的時候，有

着與祂同樣的經驗：「人為人子恨惡你

們，拒絕你們，辱罵你們，棄掉你們的

名，以為是惡」（路6：22），我仍會甘心

樂意盡忠到底嗎？

願安息日的主—基督耶穌的愛激勵我們！

記念安息日者應有的情操（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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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專欄▪健康亮點

當然不會，有兩個必然的原因：首先，酒精

是一種危險的毒藥；第二，更重要的是，身體也

是聖靈的殿，必須保持清潔不受玷污。讓我們來

看事實。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11年2月發表

的報告：每年因與酒精相關的原因而死亡的人數

約為250萬人。在所有死亡個案中，有百分之4與

酒有關，即由酒精導致的傷害、腫瘤、心血管疾

病和肝硬化。

每年約有 32萬名年齡在15到29歲之間的年輕

人，死於與酒精相關的原因。這個數量占到了該

年齡階段總死亡人數的百分之9。1

2010年，由英國獨立科學委員會為各種毒品

以其對自身和他人的傷害性之標準來排列，總結

出酒精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毒品。2 此外，在全球範

圍內，酒精是使用最為普遍的消遣性毒品，遠遠

超過了煙草、大麻和其他化學品。

酒精是全球第三大的疾病危險因素。

飲酒對家庭有着極其負面的影響。飲酒經常

對於家庭經濟造成壓力，並與家庭暴力、虐待兒

童和胎兒酒精綜合症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與飲酒相關的所有類型的犯罪和暴力，並

眾多在意外中無辜的受害者，對社會造成負面影

響。

適量的飲酒據稱對健康所有的那些益處，

尤其是關乎到心臟健康方面的，其實不是不分年

齡、種族和性別的各種變數都能普遍這樣說。青

年（年齡低於35歲的）飲酒毫無益處。

即使是適量飲酒也會造成許多負面影響，

例如攻擊行為和脆弱的道德抉擇力。即使攝入量

很低，酒精仍是癌症（乳腺癌、結腸癌等）的致病因

素。

《聖經》上明確教導說，身體是聖靈的居

所。此外，聖靈是通過我們有意識的、理性的思

適量飲酒？

本文選自《復臨信徒世界》“Adventist  World”，
2014年3月號，第11頁

最近我讀到，過去曾提倡禁酒的基督教機構和大學／

神學院等，正要為雇員和校園解除有關酒精的禁令。

那麼，復臨教會會不會也放寬對於飲酒的立場呢？

健康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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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蘭．漢德賽得
退休認證臨床婦科醫生，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全球總會健康事工部前任幹事。

彼得．蘭德里斯
認證臨床顯微心臟科醫生，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全球總會健康事工部幹事。

《復臨信徒世界》中文版網站

‧帶你跳出堂會的框框

‧突破本地的界限

‧掌握全球復臨教會最新趨勢

2014年3月號文章推介
❶預言中的緊迫呼籲（下）：從今日教會四大危機中醒覺

❷尋根之路： 一起追尋美國東北部復臨先賢足跡

❸上帝看着都甚好！：創造、死亡與自然界中的邪惡

歡迎登入http://chinese.adventistworld.org 瀏覽

March 2014

想與我們溝通。任何程度的酒精攝入都會對人的

認知、判斷、和推理功能造成影響。為了保持身

體處於最佳健康狀態，為保持我們的思想與上天

的溝通管道清楚暢通，我們應當避免使用酒精。

此外，為了遵守上帝所發「愛鄰舍如同自

己」（參閱利19：18）的誡命，考慮到飲酒對家人、

朋友、和社區造成的不良後果，例如暴力犯罪、

家庭暴力、交通事故、性放縱、性傳播疾病，禁

戒飲酒的道德誡命就顯得更為緊迫了！

耶穌用自己的血救贖了我們。因此，保羅宣

稱：「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

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上帝。」（林前

6：19～20）這是我們主張全面禁戒酒精的最強有力

的論據。

考慮到飲酒的巨大風險，而且要預防和治

療心臟病已有可證明的方法，包括運動、健康飲

食、在必要時服用不會上癮而  經過驗證的藥品，

這樣，倡導飲酒其實是毫無意義的。

生活方式的選擇保護我們避免酒精所必然

帶來的問題。這些選擇包括運動、休息、健康飲

食、新鮮的空氣、陽光、潔淨的水（內飲和外用）、

與上帝之間信賴的關係、社會支持、積極樂觀的

心態，當然，還有節制。節制鼓勵我們明智地採

用那些對身體有益的東西，並靠着我們恩主耶穌

基督的能力堅決摒棄所有對身體有害的事物。

1. 世界衛生組織，《酒精與健康的全球現狀報告2011》。
http://www.who.int/substance_abuse/publications/global_alcohol_
report/en。報告沒有中文，但有新聞稿：http://www.who.int/
mediacentre/news/releases/2011/alcohol_20110211/zh。

2. David J. Nutt, Leslie A. King, and Lawrence D. Phillips, “Drug Harms 
in the UK: A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The Lancet 376:9752 
(2010):1558-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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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專欄▪i世代家庭

這是一個有史以來，人們往來，互通音訊，

超速快遞而便捷的網絡世代。科技日新月異、突

飛猛進的發展，已將手機的功能躍進成多元化，

而不只局限以往一般的通話使用；現在的智慧型

手機、iPad等，幾乎就像一部隨身的小電腦般；只

要接上網路，便可超越時空而不停地連繫或搜索

想要的資料，其世界無遠弗屆。這些都不知不覺

間深深影響着人們的思維模式、工作方式和生活

型態，對婚姻和家庭而言，正如一刀兩刃帶來破

天荒的利弊，若能擅用，的確帶來無限的方便，

但如沉迷不節制卻也會引致危機，甚或演變成夫

妻間或親子關係的疏離而導致痛苦的禍害。

現今透過智能手機、iPad...等傳送電子郵件

（Email），或使用臉書（Facebook），Skype，Twitter，

Viber，Whatsapp，LINE，微博，微信……等等均

為盛行、快捷、方便又普遍的通訊工具，已成為

我們生活中難以割捨、重要的跟身物品。人們可

以藉着它處理工作事務，亦可促進友誼，增加感

情；也可以藉着它接收到非常美好並遼闊的好資

源及精神糧食。我們很容易連續數小時不罷手、

廢寢忘食，打亂了生活作息。試問我們每天花多

少時間使用？又花多少時間與上帝、配偶或孩子

溝通？這確實影響着人際關係，影響到家庭成員

之間的互動和親密關係。睡覺前、半夜中、清

晨、即使在假日或休假的時段……我們是與上帝

先來往，與家人先溝通，或時刻掛心着要查看手

機中的電郵或臉書？如此，它就會成為我們生命

中不能卸下的一個捆綁。請深思省察，防範它被

撒但利用，霸占了我們人生的優先地位，變成比

上帝和配偶更重要。

i 世代夫妻還能
相守一輩子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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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可用來公布好消息宣揚福音，不過也

可能被撒但利用，變成破壞、攻擊及傷害人的利

器。要防備網絡上的色情文化和網上婚外情。不

少人在事業成功、愛情淡化、生活公式化，或是

要測驗自己的魅力，往往會藉這些管道結交不必

要的社交情誼，放縱自己屈服試探而沉迷於社交

網絡上不當的友誼發展。要注意：婚外情往往就

是從很正當很正常的接觸開始，然後任由自己趨

向試探而發展出來的。所有的感情出軌或愛情走

私的關鍵是在夫妻關係的緊密和甜蜜與否。

誠懇地奉勸已婚有配偶的基督徒要做好管

家，願聖靈催促我們靈性的覺醒，求主保守我們

有清潔的心、正直的靈（詩51：10），時刻回想記

住戀愛初婚時的心境，刻意去營造並享受與配偶

交談、來往的品質時間，而避免耗費大量的時間

於社交網絡，以免墮入危險的感情漩渦，害人害

己。

我喜歡參加婚禮、婚宴，我愛看新郎新娘

彼此示愛的甜蜜和浪漫；但我更愛看那些互相攙

扶、年邁的老夫妻。在我們主持的一些婚姻和家

庭研習會中，大家最喜歡重溫舊夢之環節，出乎

我意料之外的是國內一些長者夫妻對此非常喜愛

和看重，最令我感動的是有一對中風行動不變的

老先生在老太太的攙扶下，堅持在結婚進行曲

中，一起走完紅毯，到前台簽名。想想看，一對

夫妻在人生的歲月中，不多不少都會經歷大小不

一的酸甜苦辣，究竟有多少對可撐過，而相守一

輩子，甚至相惜相愛至永恒？

現今，決定要結婚的青年男女，似乎大多

數偏重婚禮的籌備，多於接受或重視婚後生活成

長的輔導或探討。要認清：再華麗的婚禮只有一

天，婚宴可能因男女雙方親友住在異地而舉行數

日。但重要的是婚姻生活卻要過一輩子。夫妻的

愛情需要許多愛的維生素（關懷、信任、忠誠、親密

感、尊重、責任、寬容、理解、溫柔、安全感）來營養。

夫妻相處，要不褪色地相愛不簡單，需要刻意不

懈地灌溉和建立，重要的不僅是我愛你，更要我

包容你的所有缺點。美滿的婚姻是夫妻要相守一

輩子，在這世上現實的生活裏，除了耶穌基督是

完人外，要知道我想覓得一位完美至善的配偶根

本是天方夜譚，因此要學會用完美至善的心態去

鼓舞並欣賞一個不完善的人；夫妻倆要學習共同

成長，互相調適，不要計較或比較；要注意：上

帝設立的婚姻是兩人相屬，結為一體，亦有排他

性的界限；最理想的乃是夫妻在婚後變成對方終

身的知己，是一輩子的情人。婚後各自的異性朋

友最好成為夫妻的「共同朋友」。擁有「共同朋

友」是愈多愈理想，愈幸福。當然，每個人還是

應該有適當的自由空間，但要小心的處理。

對於基督徒來說，唯有個人與上帝保持一個

良好的關係，對上帝忠貞，方能維繫夫妻彼此間

的誠信。世界上最偉大的力量是愛，最厲害的武

器是感動。婚姻的確要灌溉，努力經營，注重品

質時間，刻意保鮮，防範公式化，日常例行化，

才能避免愛情褪色；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要學

會饒恕的功課，這很不容易，但多禱告讀經，祈

求聖靈幫助，儘管配偶過去對你造成傷害，靠主

得力，終會療傷得到釋放與醫治。唯願每一對夫

妻都不要忘記愛的初衷！以基督為我家之主，i世

代夫妻是能相守一輩子的！（全篇完）

胡孫麗俐幹事
華安聯合會家庭、兒童、婦女事工部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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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趙文沾牧師本為香港三育書院神學系系主任兼港澳區會傳道協會幹事，他一向在神學教育培訓方面積極為上帝栽培牧羊人。2013
年8月，趙牧師參加韓國濟州舉行的宣教大會，就在大會結束的晚上在酒店突然中風並被送入醫院搶救。消息傳來，教會內的弟
兄姐妹都懇切為趙牧師及其家人禱告，求上帝帶領一切。本刊特別邀請趙牧師的太太──趙溫子珊師母分享她這段日子，如何倚

靠上帝度過這一切難關，但願大家都體會趙師母多次在訪問中所強調的：願上帝的名在這事上得着榮耀，願祂的名被高舉。

緊急開腦手術後，病情時好時壞。在那段期間，

我的心情也隨着時起時落，真有如坐過山車，心

想：這種日子不知還要等多久啊？每天只好祈

禱、等待，希望他快點清醒過來。

事故發生後，港澳區會安排在港工作的韓籍

牧師韓吉路牧師在我們身旁細心照顧幫助。北亞

太分會會長李在龍牧師帶同多位分會同工探望趙

牧師，更在經濟上全力支援我們，而吳偉進牧師

也親自來打氣，蔡潔珍博士又送來大袋物資。濟

州中央教會及濟州語言學校教會等弟兄姐妹也一

直給予我們很多的支持及照顧。

區會也給予很大的支持，會長范藍興牧師

親自探望，返港後又再飛來，並帶來大袋應急藥

物，及後又不停電話問候，而行政秘書湛志凡牧

師與區會辦公室同工十分關懷；華安聯合會及香

港三育書院都給予很大的支持。

區會傳道同工組成禱告鏈不停為趙牧師代

禱，各堂、中國及海內外同工、信徒、神學生不

間斷地懇切為趙牧師呼求，甚至很多教會及好些

「深哉，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

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

過他的謀士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

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

們！」 （羅11：33，35）

我的丈夫趙文沾牧師在濟州準備回港的前一

晚中風，左腦大量出血，嚴重受損，無論是對家

人、親友或是所有認識我們的同工與信徒來說，都

是一件難測的事！然而，上帝既容許這難測而令人

驚愕的事情發生，一定有祂豐富的智慧，並且背後

亦有祂完備的旨意，今雖不明白，甚至經歷椎心的

刺痛，流淚問上帝；但相信過後總會明白，因為上

帝的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2013年8月31日，趙牧師在韓國濟州中風昏

迷，本來等待回家的心頓感六神無主，剎那間一家

人的生活完全改變了，不知所措的我忽覺生命的脆

弱，除了擔憂，還是擔憂。

在濟州整整的一個月中，言語不通，濟州的

醫療設備也不及首爾及香港的先進。趙牧師自做了

數算恩典
從趙文沾牧師中風後
瞥見上帝的恩手帶領

◎趙溫子珊師母　撰／香港

　鄭皓茵姐妹　整理／本刊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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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為他禁食禱告。

趙牧師的妹妹也從新加坡飛去濟州探望哥

哥；我的妹妹也由香港飛去韓國，帶來大量食物

與煲湯材料，抵埗後又天天為我們燒飯；而女婿

呢？又帶來很多食用罐頭，食物真是多到吃也吃

不完。

2013年9月24日醫生終於批准趙牧師回港繼

續就醫。2013年10月3日彷彿出埃及過紅海般經歷

長長的旅程平安返抵香港，從早上在濟州的醫院

出發，直到當日深夜把趙牧師送抵香港廣華醫院

繼續接受治療。但照顧趙牧師日常生活及康復進

程的道路才剛剛開始。由於他臥床不能動彈日子

過長，加上已開始做物理治療，整個身體的各部

位都非常疼痛，十分辛苦，加上語言能力未能恢

復，有時不能表達，以至情緒有時激動。但令人

牽掛的是，醫生及復康小組不斷提醒我們要準備

出院後的安排，又常說醫院聯繫的黃大仙療養院

根本沒有床位可以接收，所以要考慮出院後是要

回家還是要到甚麼護理院。

而有關趙牧的康復院舍安排方面，本已計

畫於2013年11月24日把他送去深圳鹽田港一間由

香港復康會監管營運，設備及環境都算不錯的大

型院舍；豈料於11月14日，我突然接到廣華醫院

電話通知，說：「明早十時前請到醫院等候陪伴

趙文沾轉去黃大仙療養院。」嘩！我當時很驚

訝，還以為自己聽錯了，因為廣華醫院一直說黃

大仙醫院沒有床位，要我們自己尋找院舍安置趙

牧師。但意想不到，我們奇妙的上帝竟為祂的兒

子行了奇事，當我正準備繳付到深圳之復康院的

住院費用時，祂就出手了，不遲也不早，實在奇

妙！因此，趙牧師便可於出院後轉往黃大仙療養

院，真是很感恩！2014年1月17日，鑑於黃大仙醫

院認為他的病情已穩定，因而判定他必須於當天

出院。

2014年1月21日晚上，當晚只有我和趙牧師

兩人在家。我為趙牧師按摩了左腳及右手，接着

預備按摩他的右腳，正操練說話的趙牧師還在開

心地笑後，就在剎那之間，他的身體震動一下，

然後整個人傾斜倒在輪椅上；我見到他這樣子，

不停大叫他，他沒有反應，眼睛也定了，我驚恐

得不得了，不停大聲呼喊上帝：「救文沾，救文

沾！」接着致電999（香港的緊急求助電話），大叫

快點來救中風病人。不久，有四五位男女警察來

到，接着救護車來到，馬上送上救護車，上了救

護車後，見到趙牧師已清醒了。啊！他又經歷了

另一次死蔭幽谷！

後來趙牧師的情況一直都很穩定，健康亦漸

漸進步，但想不到在平穩中又突然發出雷響，他

在2月21日的下午從日間醫院做完物理治療回家吃

飯後，剛上床準備休息睡覺之際，突然全身抽筋

不省人事，當時我們進到房間一看，看到他在震

動，並已咬傷了嘴唇，且毫無反應，當時我很心

慌，不斷呼求上帝救他，但總算較上一次冷靜，

我立刻把他的身體轉側（恐防他會嘔吐，食物入肺引致

窒息），致電999及聯絡家人。上了救護車後，見

到趙牧師已清醒了。啊！他第三次經歷了死蔭幽

谷，感謝上帝保守他拯救他，謝謝大家不間斷的

為他及為本人代禱，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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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牧師現在回到家中，已能進食固體食

物。也許因為回到家中，心情輕鬆得多，所以

吃的份量也漸漸增多，這可幫助他有足夠力量

去做運動。另外，每週也安排了物理治療、推

拿及針炙等治療，再配合在家中做運動，希望

可以幫助趙牧師四肢的活動能力能夠恢復過來。

中國人常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為甚麼趙牧師不在9月1日於飛機上中風呢？若

是，他早已沒命了，所以真是不幸中的大幸！為

何會在濟州這言語不通，又盲又聾又啞的地方

發生？這大難會有甚麼後福，當然無人知曉，想

不通更不懂，或許多經歷苦楚，就多得恩典吧！

的確，這艱難實在不易過，然而，最少能鍛練

我們一家團結的心，更在未來照顧趙牧師的長久

日子裏，考驗我是否能有長久忍耐與堅毅剛強的

心；這突如其來的大艱難，使我們更深深的體驗

「生命原來是如此的脆弱，一點也沒有可誇口的

地方！」。故此，願我們世界各地每一位主所愛的

復臨信徒，今天真的要認真地重新為自己的生命定

位了，並且把握每一個機會熱心事奉主，領人歸向

祂。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要來，並不

遲延，所以要興起發光，把光照在別人的面前！最

後，還一再多謝大家的關心，不斷的鼓勵與代禱，

願上帝在這事上得着榮耀，祂的名得以被高舉！

經歷了這一切，我深深的感受到上帝仍看管、

掌管我們的生命。求主幫助，讓我天天以長久忍

耐的愛去陪伴那與我共度四十多年的丈夫，肉體與

心靈正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能勇敢面對未來漫長

之路的康復治療大挑戰！這條路是不容易走的，然

而，「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

4：13）最後，請懇切代禱，因沒有了禱告的襯托，我

們早已沒有力量打這一場硬仗了，謝謝！

趙文沾牧師兒子趙志誠弟兄：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羅

8：28）一切事是為了成就祂在我家中的美意而發生並

前進，事情的次序和時刻都有上帝的時間表。事情在大

會剛結束後，上飛機前發生，又有韓吉路牧師在異地的

照顧，其中有太多恩典。

港澳區會行政人員
（范藍興牧師、湛志凡牧師、黃福基司庫）：
當趙牧師在濟州中風後，港澳區會立即安排韓吉路牧師

留在當地協助。行政人員回港後，第一時間與保險公司

聯絡，希望可以提供最好的安排。從事發至今，區會盡

力配合趙牧師及趙師母在各方面的需要，並且繼續呼籲

弟兄姐妹為趙牧師一家禱告。在此表達我們對趙牧師及

趙師母的深切問候。我們很感謝上帝的恩典，讓趙牧師

在前一陣子能開始回到教會參加聚會，在此我們衷心希

望趙牧師及趙師母能夠回到我們的大隊中，一同為上帝

的聖工繼續努力工作！

新蒲崗教會教友董淑艷姐妹：
自趙牧師中風後，教友們一直都很關心他，並不斷為他

及其家人禱告。雖然教會暫時少了一位為主作工的人

才，但是我們會承繼他的工作，繼續為主的真理發熱發

光。願主保守他能夠早日恢復健康，也鼓舞他的家人彼

此勸勉及相愛。

香港三育書院神學生張穎雅姐妹：
還記得您紙短情長給我們的贈言，每句扎心。

還記得您來去匆匆給我們趕課，瀝瀝在目。

還記得您上課時講解的語調，字字鏗鏘，擲地有聲。

還記得您提及耶穌大愛時不禁落淚，觸及我心。

還記得您激情勉勵我們獻身傳道的良言，銘記於心。

還記得您去年慶賀生日時的笑顏，歡樂時光。

還記得您教書時的大包小袋，為勸我們博覽群書，七句

回憶，也是七句謝言。

謝謝您以身教言教扶持我們成長。

感謝主耶穌深恩給我們這一位師長！願您健康平安。

感想與鼓勵
趙牧師在家中勤做運動。

回港就診的趙牧師與趙師母 韓吉路牧師一家探望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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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我進入九龍三育中學讀書，感謝主按着衪的旨意，

讓我認識了一位與我一起信主的好朋友Ceci，以及加入了前鋒會

和教會。未認識上帝之前，我跟隨媽媽拜偶像上香，有時也會跪

拜偶像。但自從我在九龍三育中學修讀宗教課、透過查經及上教

會，我才知道甚麼是基督教，甚麼是祈禱，也學習了許多不同的

《聖經》故事，漸漸認識那位自有永有、三位一體的上帝。終於

我在2012年12月受浸決定信主，一生跟隨主耶穌。

小時候，我就像野小孩一樣沒有人管我，因為爸爸整天顧着

下棋賭錢，而媽媽則外出上班。每天上學我常常遲到，放學的時

候沒有人接我回家，總是等到所有人都走了，爸爸才來接我。在

學校我是個壞學生，常常欠交功課，被老師罰站，而且不停在課

堂睡覺，以致成績一落千丈。在校外，我就是一個說粗言穢語的

野小孩，常常在公園流連，認識許多不愛回家的朋友，跟他們玩

耍。

有一次，我在家發現了爸爸的錢包，我偷了二十元買東西

吃，後來還是被他發現了，被他打了一頓。有一天，爸爸突然因

癌症離世，我的生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媽媽安排我轉到表姐的

學校讀書，我才由一個野小孩的生活，變回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在一次音樂佈道會上，表演者運用他們美妙的歌聲加上簡報

的動畫，帶出基督的故事，開始的時間出現了一個女孩的聲音，

畫面上是一個扶手電梯的梯級在動，女孩訴說自己的父親因病離

世。我聽後，眼淚已凝在眼眶，我邊聽《傷口》這首歌，一邊流

淚，我想到八年前爸爸因癌症離我而去，我很難受，也想着媽媽

一個人養育我、愛我，我心裏很疼，眼淚一直止不住。在最後離

開時，我和Ceci跟台上的表演者握手，其中一位男主唱為我們兩

個祈禱，那一晚的感覺強烈得這輩子也不會忘記，感謝主讓聖靈

感動了我。

縱然失去了地上的爸爸，但我得到了天上的爸爸，衪賜予無

微不至的愛及無時無刻的照顧，甚至賜下獨生子來為我們世人贖

罪，衪讓我有了一個正確的價值觀，而且告訴我，我並不孤單，

因為衪永遠會陪着我。

天上的
爸爸
◎李嘉欣姐妹／香港／

　九龍三育中學／中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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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納數十萬復臨信徒
慶祝聖工開展
◎所雷斯．亞撒佛／加納聯合會公關傳播部幹事

　七方 譯

2013年12月7日，兩萬多名加納復臨信徒，揮

舞着白手絹，高唱着讚美的詩歌，以感恩崇拜總

結整年的125周年紀念活動。這次活動在非洲加納

阿克拉體育運動場舉行，主題為「宣揚並活出基

督徒生活」。

在全國直播的敬拜聚會中，加納總統約翰．

德拉馬尼．馬哈馬發來的賀詞由大阿克拉地區區

長朱利斯．德布拉宣讀出來，讚揚教會對國家社

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尤其是不分種族，給所有人

提供教育和醫療設施。

復臨運動傳入加納的歷史中值得注意的是，

正當其他教會因宣教活動而引入時，本會信息卻

藉文字傳到加納。1888年，一位名叫佛蘭西斯．

多費金的加納人在中部地區阿帕姆的海邊撿到了

一份小冊子，閱讀了其中的內容，便接受了復臨

信仰。

1894年，在多費金發現復臨信息的六年之

後，第一組宣教士愛德華．桑福德和卡爾．魯多

夫來到阿帕姆。1895年，全球總會派遣另一隊宣

教士，由達德利．海爾率領，來到當時西非教會

的總部海岸角。

從1897年的第一次為4個人舉行的浸禮開始，

如今加納的教友和兒童接近一百萬。通過媒體佈

道，復臨信息每週在48家廣播電台和4家電視台播

出。

教會還因着學校、醫院和安澤加納的人道

主義救援服務，影響着加納的社會經濟命脈。教

會經營着超過600所小學，14所高中，3所護士學

校，以及位於亞所寇里的一家大專院校。加納的

山景復臨大學是加納政府認可的第一所私立大

學。

加納的復臨教會經營着13所醫院、12家診所

和一家藥店。除了為人民提供醫療服務之外，加

納教會還以兩家護士培訓學校培養醫療領域的專

業人員，並在全國開展預防性健康教育。

這次感恩聚會還標誌着加納教會在單一行政

單位管理下最後一次聚會。從2014年開始，加納

將分為兩個聯合會。

1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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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亞太新聞網▪消息通訊

出版事工部的格言是「將希望帶進每一個家

庭」像前所未有的一樣！出版章程修訂委員會於

2014年1月20至23日於北亞太分會舉行了是次的會

議以訂出策略推展文字事工。

12位來自不同聯合會和直屬分會的區會代表

出席參與此次的會議。當中包括：韓國聯合會、

日本聯合會、華安聯合會、台灣區會、蒙古區

會、韓國出版社、日本出版社、時兆出版社。由

全球總會出版部幹事Howard F. Faigao 牧師及北亞

太分會出版部幹事福井輝帶領此次會議。

所有北亞太分會出版章程修訂委員會所提出

的建議提交到分會出版委員會，由兩個委員會共

同決定那些建議是否合理和可行。是次會議由北

亞太分會行政祕書鈴木博士主持，北亞太分會會

長助理朱民鎬博士、北亞太分會副司庫劉東晉先

生及復臨佈道部權政行幹事均有出席。

所有的代表和分會幹事共同審查出版章程並

修訂章程。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讓我們互相學

習，一同推展出版事工。經每一位代表研究並討

論後，出版章程在各聯合會和區會中變得更加合

適和可行。

此外，2014年為北亞太分會地區文字事工

及出版事工提倡，着重文字事工和文字佈道，鼓

勵所有教友參與「全球落葉」運動，這個運動是

透過在全球各地，包括兩個分會文字佈道代表大

會，分發十億本關於福音的書籍，以鼓勵文字佈

道士和表揚他們獻身的精神。

上帝的信息應該在我們這一代內宣揚。根據

預言我們的文字事工必須承擔起這個託付給我們

的重任。北亞太分會出版事工部準備好擔起上帝

的使命。

北亞太分會出版
章程修訂會議在韓舉行
◎北亞太分會　撰／翁穎彤姐妹　譯／本刊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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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通訊▪聯合會訊

2月11日至13日，由全球總會行政祕書處，北

亞太分會行政祕書處和韓國聯合會，蒙古佈道區

行政祕書團隊組成的行政祕書評估小組對華安聯

合會和港澳區會以及台灣區會的行政祕書工作進

行了系統的評估。

此次評估是全球總會行政祕書處每五年一

次的例行評估，目的是對各聯合會，區會行政祕

書工作監督和促進。10名評估小組成員分別來自

總會，北亞太分會和轄區其他聯合會的行政祕書

團隊，還包括一名聯合會範圍內的堂會牧師和一

名聯合會部門幹事。評估小組分別從行政祕書的

2014年行政祕書工作評估落下帷幕
華安聯合會，港澳區會和台灣區會獲優良評價
◎本刊編輯團隊

職能、領導素質（包括屬靈生命和行政管理）、

關係、內部行政職責、設施配備、存檔方式，加

上行政祕書本人自評等七個方面，對行政祕書的

工作進行整體的評估。評估小組分別從聯合會，

區會範圍內邀請了除行政祕書以外的其他行政人

員，部門幹事，工作人員以及地方教會傳道人，

平信徒代表，聽取他們對行政祕書工作的評價，

並現場察看了聯合會，區會的執委會，年議會，

代表大會議程、議案、議案分發、議案索引以及

行政祕書的年終報告等相關文件的記錄和保存情

況。另外，評估小組還對行政祕書處檔案的保管

場所，防火防盜設施等進行了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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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會級別的項目總

分為600分，區會級別

的項目總分為665分。

評估標準分為優異，優

良，一般，較差和很差

（需要注意）。

華安聯合會、港澳區會

和台灣區會行政秘書工

作的評估等級如下：

在對行政祕書的整體工作作出評估之前，評

估小組還聽取了行政祕書對其工作的闡述並提出

了一些問題。評估小組對被評估者的工作提出了

具體的評價意見，包括對其工作成績的褒獎和肯

定，以及一些尚需進步的方面。評估小組分別向

華安聯合會，港澳區會和台灣區會的全體員工通

報了評估結果。

全球總會副行政祕書以色明‧邁倫（Iseminger 

Myron）代表總會行政祕書評估小組對華安聯合會，

港澳區會和台灣區會在行政祕書工作中所取得的

優等成績表示祝賀，並對各行政祕書及其團隊未

來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挑戰。

華安聯合會
行政祕書處

優異

Outstanding

港澳區會
行政祕書處

優異
Outstanding

台灣區會
行政祕書處

優良

Good to 
Very Good

1. 華安聯合會行政祕書焦望新牧師（右三）回答
有關會議紀錄等資料方面的提問。

2 華安聯合會行政秘書工作評估小組合影。
3 評估小組查看聯合會檔案存放設施。
4. 港澳區會行政祕書湛志凡牧師（左）回答評估

小組的提問。
5. 港澳區會有關人員和評估小組面談。
6. 台灣區會行政祕書沈金義牧師（右二）向評估

小組作介紹。
7. 台灣區會有關人員聆聽評估小組的口頭報告。

1

2

3

65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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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華人事工部幹事同時兼任復臨佈道部幹事（ 本區 ）
 ➡陳健振、焦望臨、伍國豪、邱松海、莫偉中、符潤

❷	佈道先鋒計畫協調人➡艾約翰

❸	復臨佈道部協調人➡劉栢加

❹	健康事工部幹事➡李祝和（兼任）

備註：
原健康事工部幹事章約翰博士工作至2014年1月31日，華安聯合會衷心感謝他過去之忠心服務及貢獻。

華安聯合會人事安排

港澳區會人事安排（2014～2016）

部門 職位 姓名 生效日期

安息日學及
個人佈道部

幹事 謝發籽教士 1/2/2014

香港時兆
聖經函授學校

校長 陳國強教士（兼） 1/2/2014

青年事工部

幹事 馮俊傑牧師（兼）
1/2～31/7

/2014

幹事 戴文傑教士 1/8/2014

副幹事 符亭亭教士（兼） 1/2/2014

助理幹事 蕭家岐教士（兼） 1/2/2014

助理幹事 馮子健教士（兼） 1/2/2014

傳道協會
祕書 陳振星牧師 1/2/2014

副祕書 馮俊傑牧師（兼） 1/8/2014

健康事工部 幹事 黃美玲女士 1/2/2014

部門 職位 姓名 生效日期

兒童事工部 幹事 陸惠霞教士（兼） 1/2/2014

家庭事工部 幹事 張賽玲女士 1/2/2014

婦女事工部 幹事 張賽玲女士 1/2/2014

教育部 幹事 譚偉明博士（義務） 1/2/2014

傳播部 幹事 湛志凡牧師（兼） 1/2/2014

公眾事務及
宗教自由部

幹事 湛志凡牧師（兼）
1/2～31/7

/2014

幹事 馮俊傑牧師（兼） 1/8/2014

復臨佈道事工 幹事 謝發籽教士（兼） 1/2/2014

預言之靈 幹事 謝發籽教士（兼） 1/2/2014

文字佈道部 幹事 陳振星牧師 1/2/2014

管家事工部 幹事 黃福基博士（兼） 1/2/2014

信託服務部 幹事 黃福基博士（兼） 1/2/2014

社會服務部
幹事 黃德良先生 1/2/2014

副幹事 馮肖莊女士 1/2/2014

會　　長：范藍興牧師
行政祕書：湛志凡牧師
司　　庫：黃福基博士

▲▲▲部門人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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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 職位 現任 調動 生效日期

九龍教會
堂主任 黃彩雲牧師 ─ ─

副堂主任 鄭伙好教士 ─ ─

九龍三育中學

校牧 曾漢妮教士 黃彩雲牧師（兼） 1/7/2014

副校牧 ─ 符亭亭教士 1/9/2014

副校牧 朱大為教士 ─ ─

聖經講座
堂主任 馮俊傑牧師 ─ ─

副堂主任 符亭亭教士 曾漢妮教士 1/9/2014

堂會 職位 現任 調動 生效日期

海光教會

堂主任 李景琦牧師 陳振星牧師 1/7/2014

副堂主任 李宝如教士 ─ ─

助理傳道 羅紹俊教士 ─ ─

新蒲崗教會

堂主任 ─ 周敬仁牧師 1/7/2014

副堂主任 戴雄文教士 ─
1/7/2014起
不設副堂主任

西貢教會 堂主任 謝發籽教士 謝發籽教士（兼） 1/2/2014

堂會 職位 現任 調動 生效日期

港安教會 堂主任 陸惠霞教士 ─ ─

先導紀念堂
堂主任 朱兆堂牧師 ─ ─

副堂主任 吳綺華教士 ─ ─

小西灣教會
堂主任 馮仲君教士 ─ ─

副堂主任 連永泉教士 ─ ─

堂會 職位 現任 調動 生效日期

山光教會
堂主任 韓吉路牧師 ─ ─

義務傳道 李祝和牧師 ─ ─

荃灣教會 堂主任 蔡華教士 ─ ─

屯門教會
堂主任 黃景平教士 ─ ─

副堂主任 伍慧霞教士 ─ ─

元朗教會

堂主任 戴文傑教士 戴文傑教士（兼） 1/8/2014

副堂主任 ─ 張賽玲幹事（兼） 1/2/2014

助理傳道 廖旌婷教士 ─ 另行通知

中區
▲▲▲堂會人事安排

東區

南區

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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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 職位 現任 調動 生效日期

恆安佈道所 堂主任 陳順儀教士 ─ ─

沙田教會 堂主任 張彩玲教士 ─ ─

大埔教會 堂主任 翟潤全牧師 ─ ─

太和福音堂

堂主任 周敬仁牧師（1/2職） 李景琦牧師 1/7/2014

副堂主任 吳巧玲教士 ─ ─

副堂主任 馮子健教士 ─ ─

副堂主任 ─ 戴雄文教士 1/7/2014

大埔三育中學
校牧 周敬仁牧師（1/2職） 葉志堅牧師 1/7/2014

副校牧 馮子健教士 ─ ─

堂會 職位 現任 調動 生效日期

菲僑教會 堂主任 白邦度牧師 ─ ─

國際教會
堂主任 曹奎昇教士 ─ ─

副堂主任 陳國強教士 ─ ─

堂會 職位 現任 調動 生效日期

蒙福教會 堂主任 譚永青牧師 ─ ─

澳門教會

堂主任 譚永青牧師 ─ ─

副堂主任 蕭家岐教士 ─ ─

義務傳道 Rodelio Gotos ─ ─

氹仔教會

堂主任 譚永青牧師 ─ ─

副堂主任 蕭家岐教士 ─ ─

義務傳道 Osborn Timothy James ─ ─

澳門三育中學

校牧 Osborn Timothy James 學校委派 ─

副校牧 蕭家岐教士 ─ ─

助理校牧 Rodelio Gotos 學校委派 ─

助理校牧 ─ 廖旌婷教士 另行通知

北區

其他

澳門

▲▲▲堂會人事安排

消息通訊▪華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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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研究律法，尤其研究為甚麼很多基督徒─誤解律法與恩典之關

係─落入一個陷阱中，就是去否認十條誡命的持續有效性，從而不知情地

幫助了撒但那「推翻」上帝律法的企圖。

《聖經》說得很清楚：「我們遵守上帝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約壹

5：3）我們對上帝的愛與守祂誡命的關係，要比我們所瞭解的更強。我們可以

愛上帝，因為我們住在一個有愛的宇宙中，有愛，是因為宇宙是有道德的。

那道德建基於甚麼？至少對我們受造的個體來說，是建基於上帝的道德律法

─而這正是我們要探討的主題。

各級安息日學研經指引推介
2014
《基督與祂的律法》 ◎安息日學及個人佈道部

內容
簡介

基斯‧奧古斯都‧伯頓，是橡林大學宗教系教授，同時他是復臨

信徒與穆斯林之關係的中心協調人。他在西北大學所寫的博士論

文，集中討論保羅寫給羅馬人書信中，律法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
簡介

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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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目的

與此同時，本聯合會要帶領港澳區會、非組

織地區去「拓展上帝的國度」，深深感受到耶穌

所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

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

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約15：5），因而需

要藉着全體同工同心合意地禱告，祈求聖靈晚雨

沛降，才能夠達成以上的目標。

負責策劃及推動這次的禱告週，是禱告事

工部協調人傅德麗師母、助理幹事鄭皓茵姐妹。

雖然全球總會訂定今年1月8日～18日為「十日聯

合禱告日」，但是這是建議日期，各機構和地方

教會可按各自的實際情況及需要，另訂日期舉行

「集體禱告」。

禱告重點—城市佈道

由於目前世界的人口超過一半居住在城市，

因此今年的禱告重點是「向城市佈道」的計畫，

目標是630個的大城市，其中有18個在本聯合會所

管轄的非組織地區之內。該佈道計畫已於2013年

在紐約啟動，並於今年及明年繼續推展。本年的

主題是「主禱文」，十天的材料是來自下載華安

聯合會網站：www.chumadventist.org或「十天聯合

禱告」www.TenDaysofPrayer.org，歡迎各機構及堂

會自行下載使用。

藉着今次聯合會的禱告，同工們的靈性也獲

得造就，以下是部分同工的心聲：

消息通訊▪部門消息

◎傅德麗幹事 資料提供／禱告事工部協調人

◎張美田姐妹 整理／本刊助理編輯

◎彭義泰弟兄 攝影／華安聯合會傳播中心技術員

十

華安聯合會
禱告週報導

為了響應全球總會「十日聯合禱告」，本聯合會於2014年1月20～24日（星期一至五）舉行禱告
週。舉行時間是在該週的星期一至星期四，一天兩次：上午8時至9時，下時1時15分至2時15分，星期五
只有上午時段，合共5天。此段期間，大部分要出差的同工均返回辦公室，上下一心齊集一起禱告。「十
日聯合會禱告」是在2006年以「全球祈雨行動」推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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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禱告迅速蒙應允

本聯合會禱告週期間，我們親身體驗代禱的能力，實在

要感謝、讚美主。

1月21日（星期一）晚上，趙文沾牧師（去年8月底中風）因

抽筋過度被送進醫院。翌日早上（1月22日）禱告週時段，同

工們同心合意為他禱告，結果，上帝聽我們的代禱，在祂的

看顧和保守下，趙牧師於1月23日出院。

1月24日（星期五）早上，為沙田教會郭燕微姐妹禱告，

因為她媽媽是長期病患者，給她很大的精神折磨。她在1月

23日到護老院探望母親時，她情緒十分波動，對郭姐妹造成

很大的心理壓力和困擾。當我們得知此事，大家也懇切求上

帝安撫郭伯母的情緒，終於在1月24日晚上，郭姐妹再探望

她時，她整個人變得很平靜，當下郭姐妹如釋重負。

到戶外禱告

1月23日下午禱告時段，當天的主講人黃兆堅牧師領我

們到辦公室樓下十樓的平台花園，體驗離開工作環境，到戶

外禱告，讓大家更享受安靜地親近主。同工們分成男、女兩

組各自禱告。

▲彭義泰弟兄／傳播中心技術員
「感謝上帝的帶領，藉着濃厚的禱
告氣氛，我再一次透過感恩、讚
美、祈求及交託自己給主。」

▲羅蘭芳姐妹／安格亞洲大學文員
「作為上級機構的華安聯合會舉行
禱告週，是給各機構和地方教會一
個很好的榜樣：我們不是為工作而
工作，最重要的是以上帝為首，藉
禱告在主裏找到屬靈的工作方向，
彼此配合。」

▲焦望臨牧師／華人事工部幹事
「願感動以利亞的靈，加倍感動我
們。」

▲董淑艷姐妹／祕書
「禱告週讓我珍惜與上帝交通的時
刻，更使我明白上帝一直與我們同
在。」

同工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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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荃灣港安醫院短訊五則
◎香港及荃灣港安醫院市場部 

香港港安醫院

新增設放射碘治療室

港安腫瘤中心新增「放射碘治療室」，特殊的牆壁可阻隔輻

射。病人可以在這專屬的治療室裏接受隔離治療，並安心休養。一

般來說，放射碘治療主要針對甲狀腺癌病人，通常用於術後的輔助

治療。

香港港安醫院

全新心律治療中心現已啟用

全新的心律治療中心已於2014年起投入服務，早前更舉行了簡

單而隆重的儀式慶祝。中心內置先進的心律治療系統，由經驗豐富

的心臟科專科醫生和專業的醫護人員，為心律不整病人提供全套的

電生理檢查及導管消融術。同時，中心亦提供各項植入治療，從起

搏器、除顫器到心臟再同步化治療等。

第1則

第2則

放射碘治療室由大門至牆壁均可阻隔輻射。

此乃全港首間設於私家醫院的同類型中心。

「心律治療中心」啟用當天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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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港安醫院

荃城健康巡禮嘉許暨啟動典禮

荃灣港安醫院

五十周年巡迴崇拜聚會

為慶祝50周年，荃灣港安醫院今年將舉行連串活動慶祝，歡迎

各界人士一起參加，同賀金禧。4月至7月期間，荃灣港安醫院將於

不同教堂舉行「50週年巡迴崇拜聚會」，感謝主一直以來的帶領。

首次崇拜聚會將於4月26日（安息日）假海光教會舉行，由香港及荃灣

港安醫院健康生活與院牧副院長胡子輝牧師與大家分享。其他聚會

日期將稍後陸續公布，請繼續留意。

荃灣港安醫院

港安金禧慈善行暨嘉年華

第3則

第4則

第5則

自2009年起，荃灣港安醫院與荃灣

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合作舉辦「荃城

健康巡禮」，旨在推廣「全人健康」的理

念，務求能幫助市民改善體質，活得健

康。於2014年1月，我們舉辦了「荃城健

康巡禮嘉許暨啟動典禮 2013至2014，筵開

25席低碳素盆菜，超過三百人參加，包括

荃灣區內政府部門、社區團體、公司的領

袖和荃灣區居民，更有幸邀請到醫院董事

局主席傅博仁牧師蒞臨主禮並致歡迎辭。

成功舉辦這次活動，令我們更有信心於未

來與各機構及大眾攜手建設一個更健康、

更美好的社區！

繼去年成功舉辦「新春行大運」，今年

荃灣港安醫院再接再厲，舉辦「港安金禧慈

善行暨嘉年華」，既推廣健康生活，又與大

家同賀金禧。活動將於3月30日（星期日）上午

於荃灣公園二期廣場舉行，有得玩又可以做運動，還可以為荃灣港安醫院新院大樓籌款，兼贏取各籌

款大獎，慈善大使麥貝夷也現身支持，萬勿錯過！報名及查詢：852—3616 6889。

為五十週年紀念而設計的標誌。

主禮嘉賓、地區團體領袖和各表演團體一同合照。

醫院董事局主席傅博仁牧師用普通話致歡迎辭。



36 ■ 末世牧聲92卷3期‧復興與預言真理

消息通訊▪港澳視窗

2013年12月，港澳區會第十二屆代表大會選

出了新一屆的行政人員和區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由會長范藍興牧師，行政秘書湛志凡牧師和司庫

黃福基博士組成的行政團隊將繼續帶領港澳地區

聖工的發展。近日，經港澳區會執行委員會議決

產生了新一屆的部門幹事，區會所屬各堂會的堂

主任調配工作業已完成。2014年2月13日，本刊編

輯就未來三年港澳地區的聖工發展方向和工作重

心採訪了區會三位行政人員。

加強傳道人的培訓是港澳區會三年工作的一

個重心。范藍興牧師介紹說：「港澳區會非常注

重傳道同工的進修和培訓，我們鼓勵同工進修碩

士課程，也選擇性接受部分同工申請修讀博士學

位，以期在真道和實踐上裝備一線的傳道同工，

使傳道救靈的工作更有果效。與此同時，區會還

利用同工退修會的時間，從國外邀請有多年傳道

經驗的牧長來開展培訓，力求從理論，實務和傳

道經驗方面培訓傳道同工。另外，教會發展僅僅

靠傳道人是不夠的，平信徒的參與非常重要。從

今年開始，我們也加強了這方面的工作。區會的

一些委員會和區會部門的工作中，都有一些有相

關專業知識，擁有多年經驗的平信徒代表參與，

這樣可以調動教會平信徒參與事奉的熱情，發揮

上帝賦予他們的恩賜和才幹，擴大教會福音工作

的覆蓋面，最主要是發揮教友對於是教會主人翁

的責任感，調動教會各種力量和資源投入傳道救

靈的工作中。」

談到港澳地區聖工的發展，會長范藍興牧

師頗有感觸。他說：「港澳區會始終以堂會的需

要為本，這是多年來我們一直遵循的原則。可以

說目前港澳地區整體聖工的發展面臨幾方面的挑

戰。第一，我們要面對的就是受浸人數的下降這

個嚴峻的現實。過去幾年我們的傳道同工通過佈

道會，聖誕報佳音活動，學校福音週等不同形式

的佈道活動傳揚福音，但是受社會大環境的影

響，佈道效果不如預期。從2014年開始，港澳區

會將加大佈道力度，各堂會都制定了相應佈道計

畫，開辦佈道會。在教會機構中加強佈道工作，

增派人手，利用福音週積極向學生傳福音。在各

堂會舉辦撒種佈道會的基礎上，今年10月，港澳

港澳區會三年聖工
發展計畫出爐

重視
佈道

遏制
流失

強化
培訓

◎張曉明長老／本刊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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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將舉辦大型收割佈道會，動員全體傳道同工

積極參與。

第二，教會的教友流失情況嚴重。當然這

不僅僅是港澳地區的問題，全球教會都面臨同樣

的挑戰。據最近全球總會的調查報告顯明，基督

復臨安息日會教會整體教友的流失率高達百分之

四十以上，教友生活壓力很大，忙碌到沒有時間

參加教會崇拜，教友婚姻出現問題到離開教會等

等都是導致教友流失的原因。在港澳地區，教友

在信仰還未扎根之前就流失的情況比較普遍，特

別是年輕的教友。怎樣保留教友，教會在他們有

需要的時候能及時伸出援手，用基督的真道和愛

心留住他們，這是我們今後一段時期工作的重點

之一。

第三，是教會機構佈道工作進展緩慢。當然

這和目前我們教會學校本會老師缺乏，學校整體

的宗教氣氛不濃厚息息相關。我們學校本會的老

師人數逐年下降，這和我們以前讀書時候學校的

屬靈氣氛無法相比。再者現今政府對學校的教學

要求愈來愈高，學校和老師的教學壓力也很大，

整天疲於應付教學上的要求，沒有太多的時間和

精力去做佈道的工作。針對目前的情況，港澳區

會和學校共同研究策劃，一方面鼓勵本會老師多

參與福音佈道工作，另一方面我們將加強學校的

佈道力量，盡力在人力資源上作出調配，增強校

牧人手。今年針對澳門三育中學羊多牧人少的情

況，我們將加派一位傳道人參與該校的佈道工

作。」

港澳區會行政秘書湛志凡牧師介紹了加強教

會福音外展工作的一些舉措，他說：「區會的社

會服務部將藉助我們本會的特色服務來拓展福音

工作。因應信徒以及社會上的需要，正開始發展

專業輔導服務，他們做了詳細的計畫，對一線的

社工和傳道人進行專業知識方面的培訓，前不久

他們為部分傳道同工剛剛舉辦了一期培訓，整體

反響很不錯。我們希望藉助培訓和具體的社會服

務實踐，能總結和發展出一套具有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特色，且能適合港澳地區聖工發展之社會服

務機制需要。」

三位行政人員在強調加強佈道工作和傳道人

的培訓時一致表態說：「針對港澳區會這三年的

聖工發展方向和工作重點，區會將不遺餘力地從

經濟方面支持區會的各項佈道工作。與此同時，

區會也會更加關心傳道同工切實的工作和生活需

求，使傳道同工在前線衝鋒陷陣的時候不會有後

顧之憂。」

港澳區會會長范藍興牧師 港澳區會行政祕書湛志凡牧師 港澳區會司庫黃福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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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區會一年一度的聯合敬拜聚會於2014年

2月15日假座香港大埔三育中學舉行。這一次舉行

的目的，除了讓港澳地區的弟兄姐妹能夠相聚並

交誼之外，更希望讓教友可以在一年之初重新立

志，把自己獻給上帝，並在這末世時代積極為上

帝的聖工出一分力！

感謝主！今年參與聯合敬拜聚會的人數比

往年增加，整個禮堂座無虛席。上帝的愛召聚了

來自港澳地區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來敬拜祂，當

我看到一張張熟悉的臉孔，看到由嬰兒長成的小

孩，看到一副副陌生臉孔，都為此而感恩，因為

這真正代表了教會正在增長。

「……這世代，我們用敬拜爭戰，我們用禱

告改變世界，這世代，聖靈要更新澆灌我們，這

世代，是耶穌時代。」在大埔教會敬拜隊帶領會

眾唱出振奮人心的詩歌下，揭開了安息日學的序

幕，接着由香港三育書院合唱團以非洲部落的方

言唱出意思為“Praise the Lord”的特別音樂，讓大

家感受到讚美上帝的方式是無分國界和言語，而

音樂便是我們共通的語言。

今年的聖工消息有別於過往的形式，由大

埔教會少年團以話劇形式呈現，這種生動活潑的

報導手法使會眾留下深刻的印象，投入在其中。

隨後大會播放了一段十分鐘，由全球總會所製作

的「創造」影片片段，這部影片可以讓世界各地

的人們瞭解到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對上帝用六天時

間創造天地萬物堅定的信仰，明白我們是以《聖

經》為信仰根基的一個教會。

至於崇拜聚會，由港澳區會會長范藍興牧師

證道，題目為「復臨信徒的信仰生活」。范牧師

以〈路加福音〉第10章第27節來勉勵大家：「你

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

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范牧師提到教會就像一

個堡壘，我們活着在這善惡之爭的世界，而上帝

在地上設立了教會，這個地上天國的家要保障我

們，當我們面對生活的壓力和困難時，可以回到

敬拜聚會報導
聯合

◎翁穎彤姐妹 撰／本刊助理編輯 

　彭義泰弟兄 攝影／華安聯合會傳播中心影音技術員

2014
會場座無虛席

台上各機構及堂會代表舉起手上的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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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家，讓我們重新得力。

接着是獻身禮環節。范牧師及港澳區會行政

祕書湛志凡牧師逐一為台上來自港澳區會各機構

及堂會的代表燃點起手上的蠟燭，並同時邀請會

眾將港澳區會送贈的電子蠟燭開啟，一同把蠟燭

舉起，代表願意將自己再次獻上，為主使用並領

受祝福。

下午舉行了音樂分享會，由聖樂佈道團連同

15所堂會帶出美妙動人的音樂分享。當中包括合

唱團、詩班、小組合唱、獨唱、舞蹈和樂器演奏

來高舉上帝的名，讚美上帝。喜見各堂會的老、

中、青、少、幼均積極參與，從元朗教會兒童聖

經班的小孩們手舞足蹈、真摰、可愛的演出，可

看到喜樂充滿在他們的心中；大埔教會的青少年

人活力十足，抱着一顆熱誠的心讓福音歌聲永不

停；九龍教會的樂器三重奏組合以優美的純音樂

令人再次默想上帝的鴻恩，深信主必保守；恆安

佈道所的讚主福音粵曲組帶出了濃情主恩深，整

個音樂分享會再次提醒會眾，要在這世代好好善

用我們的才幹和恩賜來榮耀上帝。

1.安息日學各堂分班研究研經指引

2.安息日學兒童班活動

3.安息日學少年班活動

4.由大埔教會青年人演出話劇，帶出安息日學主題信息。

5.崇拜聚會主講人范藍興牧師

6.音樂分享會──聖樂佈道團以歌聲讚美。

 7.音樂分享會─東區：海光教會／香港三育書院合唱團同心頌唱。

 8.音樂分享會─南區：國際教會獻上動聽詩歌。

 9.音樂分享會─西區：元朗教會兒童聖經班學員以唱遊形式帶給大家祝福。
10.音樂分享會─西區：屯門教會以舞蹈演譯「雲上太陽」。

11.音樂分享會─中區：九龍教會以樂器三重奏演奏「主必保守」。

12.音樂分享會─北區：恆安佈道所的長者們以福音粵曲獻唱。

各機構領袖及全場會眾一同舉起手上的燭光，再次立志獻上自己為主使用。

1 2 3 4 5

7

8

10 11

12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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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這是多麼美麗的

邀請啊！一群小天使美妙悅耳的讚美歌聲每天在

元朗的角落響起，我心裏不禁讚歎：「天父，祢

真偉大！小孩子也曉得用歌聲敬拜祢！」。這裏

是我事奉的地方─元朗三育幼稚園。感謝天父

的帶領，我在這裏工作已有四年時間，面對小朋

友及家長，我要如何將天父真理的種子植入孩子

的心中呢？如何藉活動帶領家長認識上帝呢？時

刻祈求天父賜予智慧是我這四年的功課。

每天的《聖經》課、每週的福音週會，小

朋友都很留心聆聽《聖經》的故事，同時我亦深

信天父在觸動着每一顆小小的心靈；在我參與家

訪時，我見證着一個個活潑的見證……一位家長

告訴我一件讓她十分感動的事，就是她聽見孩子

為她禱告：「求主耶穌醫治好我媽媽的病。」又

有小朋友欣然告訴家人，天地萬物都是天父所造

的。更難忘的是畢業學生的家長告訴我，她的一

對雙胞胎正就讀佛教小學，每當學校唸佛經的時

候，他們就向主耶穌禱告和背金句，在家中也不

時唱詩禱告，並告訴家人天父才是真神最後這位

家長還肯定地說：「當孩子要選中學時，我一定

會替他們選一所基督教的學校，我會尊重他們所

◎梁春梅姐妹／香港／元朗三育幼稚園宗教老師

元朗三育幼稚園佈道工作分享

讓小孩子
到我這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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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宗教信仰！」真想不到短短三年的基督化

教育對孩子有多美好的薰陶啊！

日前，學校的靈育組為小朋友舉辦了主題名

為「奇妙的救主」的福音週。當中以一系列生動

活潑的活動─話劇、音樂、故事、扭氣球、小

把戲等把福音的真理帶給小朋友們。最後一天，

元朗教會堂主任暨幼稚園校監戴文傑教士回顧了

過去幾天的內容，教堂裏每位孩子都歡欣雀躍地

回答問題，他們都把每天的福音信息牢牢記在心

中。最後，以天父對每一個小朋友的愛作為總

結。願天父的愛繼續伴隨着他們成長。

此外，學生家長也踴躍參與教會舉辦的一系

列的家長活動，如：健康講座、興趣班、親子旅

行、函授課程及一年一度的佈道會「健康快樂家

庭工作坊」等。安息日下午亦有兒童《聖經》班

及家庭團契「喜樂創意工作坊」讓教友及家長參

與。

盼望元朗教會及元朗三育幼稚園成為元朗區

的一座燈塔，照亮四周的人。這園地的工作並不

是倚靠勢力和才能，惟獨倚靠聖靈方能成事。願

主賜福並帶領這一切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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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神學系有大約200位學生，其中大部分是校外的學生。在校

生有40位，來自中國、馬來西亞、韓國、美國和台灣。

課程簡介

神學系開設6個學位。神學士（BTh）是充當神職人員的基本入職

要求。宗教文學士（BA in Religion）為文科專業，特別為一些對基督教、

《聖經》知識並宗教研究感興趣的人而設。教會行政文學士（BA in 

Church Admin）幫助學生準備在教會、非營利機構管理並領導方面所具有

的挑戰性任務。教牧學士（BMin）幫助學生在非住宅、事奉模式工作。

學位結構是特別有幫助於忙碌又有家庭的牧師，對他們來說，在

校內學習，課堂教學的傳統形式是不方便而且學費昂貴。健康促進學

士（BA in Health Promotion）提供宗教與健康教育並重的課程。教牧學碩士

（MCM）是與安格大學（美國）合作的研究生課程，主要為傳道人及教會

工作人員而設，使他們在學術上及教會事工上獲得更多的提升。

◎梁雅安牧師／三育基督學院教務長（教牧學、哲學博士）

三育基督學院
神學系新動態

獲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公認

神學士、宗教文學士和教牧學士是獲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ATESEA—Association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所公認的。其協會是基督教神學院和神學等大專院校的組織。該會總部設在菲律賓的馬尼拉，在16

個國家現有102網路學校。它也作為神學教育在該地區的認證機構。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也是世界會議神

學院校協會（WOCATI - World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s of Theological Institutions）的正式成員，如同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神學

院校協會（ATS -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美國神學圖書館協會（ATLA - American Theological Library Association），以

及在印度的賽蘭坡神學教育學院委員會（BTESS - Board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of the Senate of Serampore College）藉着網絡

通訊與世界各地其他的區域協會和神學教育認證機構工作。上圖是本院近日接獲ATESEA核准本院可合格

辦理頒發的學位證書。 

三育基督學院所提供的學位也是獲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學校、學院、大學檢定協會（AAA - The Accrediting 

Association of Seventh-day Adventist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所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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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的慈愛眷顧之下，我，一位白髮蒼

蒼的老人，正享受人生中健康幸福的晚年。雖

然年紀老邁，已到了高齡84歲，但無任何疾病的

痛苦，思維清晰，步伐輕巧，能稱得上是「眼

不花，耳不聾！」我不但自己生活能自理，還能

幫助家裏做飯做菜，料理家務。我的女兒孫女被

主揀選，獻身做主工，周圍的人都說我福氣好。

我自己也深深感悟到我的一切都是上帝賜於我的

恩典。祂的應許是絕不落空的。我晚年生活的幸

福，是耶穌的應許在我身上的體現，因此，我心

裏充滿了感謝主的恩典，用一生的時光也述說不

盡主奇妙的恩典！

1956年，我母親的一位好姐妹經常給我們

傳福音，邀請我母親與我一起去教堂聽道，在她

不斷的熱情邀請與勸導之下，我們母女倆感到情

面難卻，就一起去教堂看看。當一踏進基督復臨

安息日會在學前街的教堂時，我的心立刻被講台

上所講的真理所感化而折服，內心中深深感到這

是多麼美好的真理啊！從那時起，每個安息日，

不論雨雪風霜，我都要去教會參加聚會。通過學

習，我知道了上帝律法的要求，祂教我們如何行

事為人，並懂得了安息日的重要性，並立志要遵

守安息日。第二年，我和母親便一起受浸歸向了

主。

1958年時，教會暫時關閉，我們失去了參加

教會敬拜生活的機會。感謝主，主藉着聖靈引導

我這只剛剛來到祂面前的小羊，將安息日的真理

銘刻在我心版上。雖然那時，從人的眼光看來有

無法逾越的困難，但是主一直與我同在，使我能

立定心志，在家裏做接單子，繡毛衣上的圖樣，

既得以養家餬口，又能守好安息日。雖然生活中

也會遇到考驗，有時經濟窘迫，耶穌基督仍攙扶着

我的手，一步一步，使我的信心也在這時得到錘

煉。

我不僅自己得着這自天而來的恩典，好希望我

的家人都能在天國裏團聚，希望我的後代也能敬拜

上帝。因此，在我女兒年幼時，我常常給她講《聖

經》故事，並強調安息日的重要性，以致她從小學

起就開始守安息日。後來學校的老師反映到宗教

局，他們就要我去參加政治學習，並要我表態放棄

信仰。但靠着主的幫助，我穩穩地站住。在眾人面

前認耶穌為我的救主，在非常時期，我雖然受到衝

擊，但是，上帝奇妙的保守，使我家裏珍貴的屬靈

書籍、懷訓書籍能一一保存下來。

後來，上帝賜給我孫女，我便忙裏偷閒，利用

吃飯時間，給她講《聖經》故事，讓她從小認識耶

穌，長大後，她願意獻身服事主。感謝主，垂聽了

我這個卑微罪人獻上的懇切禱告，悅納我一點點的

心意！

主所賜的福氣真是數算不盡！我拿甚麼來報

答耶和華呢？唯有我的口稱頌主的名，直到永永遠

遠！

◎馮菊穎姐妹／中國／江蘇

述說主恩不盡
本文作者馮菊穎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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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

27日，是我終生

難忘的日子。我

在新西蘭奧克蘭

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華人教會

受浸歸於主耶穌名下，一同受浸的還有Mary姐妹

和褚姐妹。我和兩位姐妹一樣，在柯腓力牧師為

我們施浸時，特別有聖靈的感動，我的眼淚奪眶

而出。上帝的恩典和喜樂如同生命的江河一樣流

在我們的心頭。每一個基督徒重生的心路歷程都

很曲折而精彩，而以前的我是一個罪孽深重的罪

人。我想起〈約翰福音〉第3章第16節：「 上帝愛

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天父的愛是何等的

長闊高深啊！

我和妻子2003年移民新西蘭。當我第一次

登陸新西蘭時，看到這真是一個美麗的國家，到

處鮮花盛開，芳草如茵，空氣清新乾淨，氣候溫

和，藍天白雲和美麗的海灘讓人流連忘返。

藉接觸洋人學英語認識主

我妻子基本每週去一對老洋人夫婦家裏讀

《聖經》。 因為一來是新移民缺少朋友，想早點

融入洋人社會。二來是想學英語，很多華人都是

通過這個途徑，在提高英語的過程中接受了主耶

穌。

我記得在他們家裏讀英語《聖經》的時候，

對《聖經》迷迷糊糊，甚麼都不明白。但是我清

楚地記得，他們說不能拜偶像和假神。當時我還

不知道，在舊約裏拜假神和拜偶像是被上帝厭惡

的。

回中國不拜偶像

後來回國後，有幾次到寺廟旅遊的機會，都

沒有去拜偶像。2004年我有機會到上海和浙江旅

遊，去了佛教四大名山普陀山。一起去的高級知

識分子都迫不及待拜了又拜。看到我沒拜，他們

很詫異。

◎常　征弟兄／新西蘭／奧克蘭華人教會

認罪悔改　重生得救

常征與另外兩位受浸姐妹



■ 45末世牧聲92卷3期‧2014年3月‧http://www.chumadventist-ldsc.org

海外視窗▪消息通訊

2006年終於決定長期在新西蘭定居，但是

跟旅遊的感覺完全不同。前兩次是來旅遊，這次

來是來生活。登陸後才發現，在一個陌生的環境

中，一切都要重新開始，連開車使用信用卡都不

會。我心中充滿了焦慮和無助，煩躁和不安，也

經常和妻子吵架，感覺前途一片茫然。

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學校的一個女同學邀請

我到一個洋人家中做關於旅遊方面的訪問。老先

生叫Tony，也是個老好人。喜歡幫助亞裔移民，特

別是中國人。他邀請我們下一次到他家裏。後來

我一個人去了，沒想到老先生把我帶到教會。

幾天後的晚上，教會播放福音影片，我反

正在家呆着沒事，就被老Tony又邀請去了。電影

故事是關於一對台灣夫婦的故事，男的在外面做

生意，整天花天酒地，婚姻到了破滅的邊緣。這

個男的一次偶然的機會被請到教會，他就一直流

淚，從頭到尾，當時悔改信主。

聖靈藉台灣夫婦的故事叫我知罪

我不就是這樣的一個罪人嗎？我以前在國內

的時候，由於生意關係，不也花天酒地嗎？我們

夫妻現在總是吵架，不也是婚姻走到盡頭了嗎？

我邊流淚邊感到心情平靜了下來。以前的不安和

煩躁一下子沒有了。現在回想起來，一定是聖靈

的感動和主的幫助。

信主後看見神蹟

信主後的人特別希望看見神蹟，同時希望

自己也能親身經歷神蹟，來確定上帝的存在。感

謝主，其實神蹟無處不在。我自己生命的改變是

一個神蹟。我的朋友阿田的妻子得了白血病，站

不能站，躺不能躺，坐不能坐，臉色蠟黃。我聽

她講站久了，坐久了，躺久了，就覺得關節疼痛

難忍。吃了很多種藥都不管用。我們也沒辦法幫

她，就對她說，你到教會來吧。我把他們一家帶

到了教會。他們現在每週都去教會。他妻子後來

找到了全職工作，每週工作5天。他妻子以前90％

多白血球不正常，現在90％多正常。以前面色蠟

黃，現在面色紅潤。

我真的不敢想像這個神蹟，前後在一個白血

病人身上的變化太大了。我問起她的信主經歷，

她說：「我這個病沒救了，就把自己交給上帝

吧！」其實信主很簡單的啊！感謝主，揀選她，

醫治她。

2009年我妻子在新西蘭北島東海岸的城市

Hastings的醫學化驗中心找到一份工作，她當時住

在一對洋人夫妻家中，這對洋人夫妻是當地基督

復臨安息日會的成員。有的週末我要開車400多公

里從奧克蘭通過東海岸崎嶇的山路趕到Hastings和

妻子團聚，有一天早上，我看見老太太Joan一個

人在客廳角落的沙發上靜靜地讀《聖經》，她抬

起頭來看到我，兩眼掛滿淚痕對我說，「Henry，

整本《聖經》都是上帝的愛啊！」我心裏想，是

啊，上帝是何等地愛我們啊！



46 ■ 末世牧聲92卷3期‧復興與預言真理

消息通訊▪海外視窗

認識安息日的真理

2010年我們在奧克蘭東區Howick買了一間咖

啡店，一週工作七天，很辛苦而心中也沒有喜

樂。這時候年輕帥氣的當地洋人本會的Tony弟兄

來到我們咖啡店傳道。他每個星期三都要過來跟

我上課，我看到他就像看到天使一樣，通過他的

課程我學習了《聖經》，也提高了英語水準，乾

渴的心靈也得到滋潤，真心感謝上帝。他介紹我

參加了華人教會胡子明長老的英語學習班，通過

胡長老和柯牧師的闡明，我認識了安息日的重要

性。後來我來到奧克蘭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華人教

會，很快在胡長老和柯牧師的幫助下參加了教會

的服事工作。

加入本會參與網路視頻廣播事奉主

我們是本會華人教會中極少數在每個安息日

通過網路直播證道節目的教會。教會開始時人數

少，財力不足。但是，就像胡長老說的，只要我

們去做，上帝就會為我們開路。當教會開始準備

網路直播福音佈道時，弟兄姐妹們被上帝召喚來

到教會服事。有的去做唱詩敬拜，有的去做音響

調音，有的去做現場視屏剪輯。現場有三台攝像

機，以前胡長老一個人跑前跑後操控，現在三個

攝像機都有攝影師操控，我就是其中一員。因為

我在國內以前做過電視記者，所以感謝上帝揀選

我為祂的事工服務。

我們教會在當地TV33頻道有兩個電視專欄節

目，一個是每週一到週五的《靈命日糧》節目，

一個是週六和週日的《腳前的燈，路上的光》節

目。當胡長老和柯牧師開始做電視福音佈道時，

人力物力都很缺乏，電視節目的播出經費也沒有

着落。感謝上帝的帶領，柯牧師，胡長老，Cindy

老師和秀芳姐妹就把車庫當做攝影棚錄製節目。

雖然條件簡陋，但是大家有一顆喜樂的心。

一步步地學，一步步有上帝開路。設備解決了，

經費也解決了。現在不斷地有新的弟兄姐妹通過

網路直播和電視節目認識到福音真道，來到我們

教會參加安息日敬拜。也有弟兄姐妹看到我們的

節目後，打越洋電話鼓勵我們，也有弟兄姐妹為

我們的事工捐款。我們參加2013年4月奧克蘭東區

洋人和華人安息日聯合敬拜的時候，有個洋人姐

妹聽到我們的故事，當場掏出身上的現金捐給我

們。

從中國大陸移民到新西蘭，我感覺最大的收

穫就是成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一名基督徒，我

立志一生跟隨主，一生傳福音，一生事奉上帝，

一生榮耀祂。我不但經歷生命的改變，也收到了

來自天父的恩典和慈愛，平安和喜樂。感謝主，

願頌讚、榮耀都歸於我們在天上的父神上帝。

地址：474 Pakuranga Road,Auckland 2012，New Zealand
電話：＋64 9534 1145＋64 9537 4812
電郵：enquiry@acsdac.org
網址：acsdac.org
成立日期： 26 ／7／2008 
堂主任：柯腓力牧師
長老：胡子明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奧克蘭華人教會簡介

聚會
時間

安息日學及《聖經》研習班：每安息日（週六）上午10時至11時
崇拜聚會：上午11時15分　聚會人數：平均85～90人

書記：金　濤
司庫：閔星瓊
敬拜讚美：杜秀芳
關懷及個人佈道：常　征、毛凱琳
電視 、媒體：胡子明、柯腓利
青年佈道：曹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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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職品位

時代需要
◎周翠珊 姐妹／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哲學博士候選人

本會是美國有女信徒參與建立的最大本土基督教派，先賢懷愛倫

在確立教義和事工發展高瞻遠觸的視野是毋須爭議的。對於女信徒在

教會事奉上所扮演的角色，懷愛倫早期的教導是，女性要平衡妻母的

家庭職責，但她同時鼓勵女信徒積極加入傳道大軍。這教導與當時英

美教會，對婦女在家庭中擔負起屬靈領袖的期待完全一致。

與

在19世紀復臨教會還沒有高度

科層化的年代，復臨信徒普遍相信

基督再來的日子近在眉睫，禾場上

需要大量全職和義務的工人，熱心愛

主又具備專業知識的女信徒熱切響應懷

愛倫的號召，趕快把末世福音傳遍天下，

如凌愛倫（Ellen Lane） 是首位女信徒取得本會頒

發的傳道證（Ministerial license）；美國紐約州六成的教

假如不看本會教會歷史和西歐社會文化的發展，我們也許會誤

以為近年發生在復臨教會關於按立女牧的爭議，只是本會的個別事

件，並且相關的爭論只停留在《聖經》與神學的層面。本文引用復

臨教會英美史學家與社會學家的著作，1嘗試梳理自十九世紀以來，

本會就女信徒在教會專職事奉的討論與反思。經歷了兩個世紀的發

展，本會對於女信徒參與傳福音的工作，盡量採取共識路向。這一

段歷史雖然曲折迂迴，但同時反映了全球教會始終對少數聲音的重

視，並且盡量從制度的層面在教義、聖禮、教會管治上維繫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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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是慧諾蕾（Lulu Wightman）的努力成果；美籍非裔

女傳道奈安娜（Anna Knight）遠渡非洲開發新工；林

菲比（Phoebe Lamson） 是首位獲本會醫院聘用的女醫

生；林嘉蒂（Kate Lindsay）在1883年開設了首間護士

學校；最後威科娜（Flora Williams）在1907年成為戰

壕大學（Battle Creek Academy，安德烈大學前身）首位女校

長。可見除了懷愛倫之外，女信徒在教會機構中

擔任領袖角色極為普遍。2 

女信徒的事奉固然是教會內部的事宜，不過

縱使教會有着超然的神聖身分，但存在於社會中

的教會，並不能免於與社會、經濟、文化制度產

生互動，西方社會從十九世紀中業開始的女權和

平權運動，對教會男女事奉制度提出挑戰，通過

按牧制度所形成「男尊女卑」、「同工異酬」等

的不成文規定漸漸經不起考驗，這當中與兩次世

界大戰關係密切。

兩次大戰造成了勞動力的緊張，大批女性投

入軍事工業，但當戰爭過後軍人退役，女性被迫

給男性讓出就業機會，回到家庭當賢妻良母，這

種社會安排進一步強化了「男主外女主內」的社

會共識。1950年至60年代歐美高等教育的擴展，

造就了一群有學識具獨立思想的女性，主動為自

己爭取權益，正式開始了西方女權運動。面對這

種壓力，美國長老會和衛理公會在1956年正式按

立女牧。3  

安德烈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蘭特（Gary Land）指

出，復臨教會相對成功地回應了五、六十年代不

少文化和社會議題，比方說搖滾樂、時尚服飾、

種族歧視；然而面對女性平權的呼聲，教會卻並

沒有立時反應過來，4 直至1973年有美國女同工

把教會告上法庭，才迫使教會認真正視職場上性

別差異的問題。1973年1月，任職於太平洋出版社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的茜美琪（Merikay Silver）

經過八個月爭取晉升總編輯一職不果，她於是訴

諸法律行動，入稟法院控告出版社違反公民法。

同一時間還有數宗性質類同的訴訟困擾着復臨教

會。在茜美琪案件上，全球總會以美國憲法第一

修正案作為辯護，指政府沒有權力干涉教會內部

事宜。事件最終得到庭外和解，出版社並在1983

年付給140名女員工達60萬美元的工資補償。5 

這些訴訟案件讓總會行政人員意識到，教會

對女性事奉角色的觀念已經未能跟上法例與時代

的要求，求變已是大勢所趨，於是在1973年及其

後的數年，分別兩次委派神學家研究相關課題。

本會英國紐邦特大學（Newbold College）首席講師

皮亞遜（Michael Pearson）分析兩次研究成果時指

出，神學家們以扎實的《聖經》考據為基礎，有

力地證明了女性在公共事奉上的位分，儘管所提

交的論文不乏反對按立女牧的觀點，但普遍的共

識是，教會有必要提高女信徒在聖工上的決策和

議事參與。有份參與1973年研究的女神學家們，

積極向該年度的總會年終會議建議按立女牧。可

是由於未能產生共識，年終會議決定不按女牧。

七十年代的這些神學論文其後都沒有正式出

版，讓關注事件的信徒無緣知道正反雙方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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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和神學根據。不過，因着這些學界與牧職人

員的討論，總會行政階層和資深同工已經開始積

累神學資源，為日後回應按立女牧問題舖路。

八十年代中期標誌着總會對女信徒事奉在制度

上的前進。發行多年的《復臨婦女》（The Adventist 

Woman）於1984年被定為總會官方刊物，得到財政

和編輯人手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地方教會也在

八十年代獲准按立女長老。

需要指出的是，「擴大女信徒參與事奉」、

「同工同酬」、「男女事奉機會均等」、「按立

女牧」是互相連繫又彼此獨立的議題。因着懷愛

倫的證言，復臨教會對「擴大女信徒參與事奉」

一直採取開放態度；此外，七、八十年代教會基

本上回應了「同工同酬」的訴求。至於「男女事

奉機會均等」並且與之密不可分的「按立女牧」

問題，卻始終未能得到完滿解決。

箇中爭議首先是教義與神學，以及教會對

自身神聖身分的理解，任何與聖職品位相關的決

定，必須擁有堅實的《聖經》神學作為理論依

據，並且教會必須以文化神學的角度出發，釐清

「文化」、「歷史」與「真理」的關係。讓問題

更複雜化的是，教會架構隨着聖工日益發展，出

現等級分層的管理模式，教內議事與決策講求民

主化，還要符合大多數教會領袖的意願。各地復

臨教會的神學教育發展有着地域差異，某些地區

仍然存在着「字面解經」、注重懷氏著作的字句

解釋，形成「牧職不對女性開放」的牢固神學思

想。

全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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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ael Pearson, Millennial Dreams and Moral Dilemmas: Seventh-day Adventism and 
Contemporary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4-181; Gary 
Land, "Coping with Change: 1961-1980," Gary Land, ed. Adventist in America, 2nd edition 
(Berrien Springs, MI: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5-176; Malcolm Bull and Keith 
Lockhart, Seeking a Sanctuary: Seventh-day Adventism and the American Dream, 2nd editio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Bull and Lockhart, Seeking a Sanctuary, 262.
3. Pearson, Millennial Dreams, 154.
4. Gary Land, Adventism in America, 175.
5. 同上, 176.
6. Bull and Lockhart, Seeking a Sanctuary, 270-271.

誠然，當「按立女牧」被提上總會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事情

就再不是神學爭議或者教會能否適應文化拷問那麼簡單了。「按立

女牧」在1990 年和1995年兩次總會大會被否決，動議與得不到發展

中國家的教會代表支持不無關係。在2005年總會大會上，反對按立

女牧的代表，更成功阻撓女信徒可以出任全球總會會長一職。6

「按立女牧」是一個錯綜複雜的議題，平信徒也許沒有機會

參予2015年全球代表大會關於這個決定的議事與投票，但是本着孕

育個人靈命和關心教會聖工發展，瞭解正反雙方的見解，對信徒

有着正面的造就作用。具備英語能力的讀者，不妨注意以下幾本復

臨雜誌的報導，它們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按立女牧」的各方意見：

Adventist Review與 Ministry反映總會官方立場；Adventists Affirm則代表

了最保守的觀點；Spectrum最支持按立女牧。所有刊物都備有網上

版本。

隨着復臨運動愈來愈全球化，並在各個社會與文化領域不斷壯

大，總會行政組織一再面對多元主義的訴求；另一方面，經學界在

釋經方法學上的變動風向，也在影響着本會神學家和經學家對《聖

經》的解釋；還有，本會學者一直提醒我們，在引用懷著時要注意

有關文獻的成書時期，並且懷氏是在甚麼處境下寫作，針對甚麼問

題作回應，註解懷著的專論繁多，增添了討論按立女牧的複雜性。

不管如何，通過議事程序，2015年全球總會代表大會必須就

按立女牧給出一個共識立場。然而這個共識立場是否能夠滿足非組

織地區教會的發展需要，並且如何在「教會合一」的精神下協調分

歧，怎樣對待已經被按為女牧的同工，都是復臨信徒始終要誠實面

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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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先修文憑課程是本地認可之課程，為有志繼續升學的同學而設。除
語文科目外，學生可選修商業、心理學或健康科學的科目。成功修畢本
課程後，學生可直接升讀本院之聯校美國學士學位課程、銜接本地其他
學院或海外大學的其他課程。

進階英語
基礎中文
數理認知
體育
生活教育
宗教及倫理
資訊科技

商業
心理學
健康教育

1.完成新高中及中學文憑試英文達等級二
    及兩科達等級一之水平；或
2.中學會考五科合格及包括中英文；或
3.毅進課程畢業或副學士先修課程畢業；或
4.年滿二十一歲
*未能達英、數水平需修讀有關基礎課程

核心
課目

入學
要求

選修
科目

★更多的學科選擇
美國大學的學習方式為第一年與第二年教授通識科目，第三與第四年則為主修科目。如在修讀途中，個
人對其他主科如有興趣，可以在第三年選擇到美國升學。在美國安德烈大學中，有多達130個學科選
擇，當中包括航空、平面設計、生物化學、建築學、生物醫學等之課程。

★降低到海外升學的費用
在香港修讀的首兩年，您將節省到美國留學所需的龐大學費、住宿費、生活費……。香港三育書院位於
清水灣，校園景色怡人，教師與學生皆可選擇在校住宿，且有利學生課餘之時在英語的環境中，耳濡目
染地接受美式教育與英語的訓練，並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查詢：852-2719 1667 林小姐
電郵：admin_hkac@hkac.edu

聯絡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