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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期金句

劉雲龍
由於上一期稿擠的緣故，楊莉師母的《教會宣教事工狀況及展望》只
登了一部分，今期續登完下一部分。若沒有看過 上一部分的弟兄姊妹，
請參閱上一期的《福音季刊》(2021年第三期)。

人不制伏自己的
心，好像毀壞的城
邑，沒有墻垣。

在聖誕節彼此互送禮物似已蔚然成風，成為世人不可或缺的活動。你

（箴言25:28）

知道送禮物背後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嗎？你知道在聖誕節人們可收到最大
的禮物是什麼及為了什麼原因嗎？黃文耀牧師的《最大的聖誕禮物》一
文提供了答案。
盧宛玉 (Maggie) 姐妹的《感言兩則》都觸及基督徒夫婦能過和諧溫

本期要目

馨(在地若天)生活的要素，她舉了兩宗事例來說明，看似簡單卻經常為
我們所忽略。要知個中三昧，不要錯過此文。

最 大 的 聖 誕 禮 物 …………………… 2

王健姐妹的 《非凡的2021年》見證分享，説到她因重病入醫院，卻

非 凡的 2 0 2 1 年………………………3

遭遇到兩種天壤之別的對待，體驗到人性善與惡的兩面; 繼而出院後 因 年 終 感 恩 分 享 ……………………… 5
苦惱埋怨神及後在神面前作深沉的反思及懺悔; 最終她更得到神的保
教 会 宣 教 事 工 状 况 及 展 望 ……… 7
守，疾病得以迅速復原而發出對神無比大愛的感恩並諄諄勸勉弟兄姊
妹。見證感人。

感 言 兩 則 …………………………… 8
彩 虹 下 的 約 定 ……………………… 9

教會在2021年12月19日首次成功舉行了 「婚姻盟約更新與祝福
禮」，有16對夫婦在神和眾人面前更新他們與配偶的婚盟，場面感人，
觀者無不讚賞。雷祖雄弟兄在 《彩虹下的約定》一文有詳盡和生動的記

奧古斯丁 浪子回頭…………………10
真理問與答…………………………11

述。
在蔡蘇慧英 (Winnie) 姐妹的《年終感恩分享》一文中，述說了她以
往街頭傳福音的經歷。她舉了5宗實例，從她的見證中，可以看到她對傳
福音的熱心、耐心及不畏困難和挫折的精神。對有志於在這方面去傳福
音的弟兄姊妹樹立了楷模。

教會簡介
黃金海岸華人基督教會是一個獨立
的福音派教會，教會宗旨是：高舉耶稣

在網絡文摘《 奥古斯丁 浪子回頭》一文中，筆者石溪記述了奥古斯

基督，廣傳上帝福音，並栽培造就信徒

丁如何由一個放蕩不羈的年青人而最後竟成為基督教文壇泰斗，著述甚

在真理上紮根，生命成長。教會成立至

豐，對基督教影響深遠。林鄭素枝師母不久前也在講臺證道時說到我們

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目前會員約有

如何開始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否善終，良有以也！

二百人，教會長期聘有牧師和傳道人來

相信有不少基督徒在 「基督徒是否一定要奉行十一奉獻」的事上或
多或少都有些掙扎，楊炳榮弟兄今期的《真理問與答》從聖經的角度多
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欲知結論如何，請閱讀此文，便知分曉。

和負責擴展教會各項事工。
教會每週日上午有華、粵、英分語
崇拜及兒童主日學。週間在黃金海岸不

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予我們至高的神！

*

牧養教會肢體，並設立同工會管理教會

同的地區有教會小組聚會。歡迎弟兄姐

*

聨絡：gardenteam@gccc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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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及慕道朋友踴躍參加。

誕禮物因聖誕節而來，而最好的聖誕

最大的聖誕禮物

禮物，就是「耶穌基督自己」。

黄文耀 牧师

第一，耶穌基督是神向世界的愛的

贈送聖誕禮物，幾乎是聖誕的節期慶祝的一個主

表達 ─ 約3:16「神愛世人，甚至將

要傳統的環節，正如我們在教會的聖誕表演裡看到

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耶穌降生後不久，就有東方的博士或智者帶著禮 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最
物來朝拜嬰孩耶穌。
珍貴的禮物，必然包含著愛，神差派耶穌基督降世，
是出於祂深刻、無法測度的愛，神將祂獨生愛子耶穌

對許多人來說，交换聖誕禮物是一件很有價值的

事情；你這個聖誕節從家人或朋友收到什麼禮物？你 基督賜給了世界，叫這世界從基督的降卑、捨己、為
心裡是否想到某一個人，想到某個聖誕禮物是你很想 人而受苦，看到神深深的在意所有在世上徘徊、迷失
的人。基督是神的偉大禮物，因為基督的降世，捨己

送給他的呢？

的犧牲，代表著神以具體行動，清楚彰顯出神對世界

我剛收到很遠城市而來的一份禮物，是一張電子

的永不放棄的愛。「...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

禮卡，金額不大，可是彼此都了解到這份禮物所傳達

因信

的情誼和意義。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第二，耶穌是神給世界偉大的禮物，神gave 耶穌

你收到過最難忘的聖誕禮物是什麼？ ─── 也

成為 gift，因為：藉著耶穌神使人可以得到一份這

許你會同意，有時候禮物的對我們個人的意義，並不

世界給不了的禮物：「永恆的生命」。基督教相信人

一定是那份禮物本身的商品價值，而更多是在於禮物

的整個生命，包含了靈魂與身體，而我們人都受到罪

所包含的某種深刻內涵，使我們的心思歡欣、感動。

的損壞，這使得人與神之間存在著看不見、無法跨越

相反地，如果缺乏情感的要素，聖誕禮物很可能

的鴻溝，一個人按著他本身的狀態，他是與神遠離

變成麻煩或是一種壓力，相信有不少的人因著這個原 的，是失喪的，他的靈魂無法感知神的真實，他和神
因，並不是對聖誕送禮感到欣喜或期待。
的美善祝福是斷絕的。這樣的斷裂是人的集體悲劇，
使人都要承受罪所帶來的死亡，以及面對永恆的審

在一本The Gift書中，作者Lewis Hyde探討關於

「商品」和「禮物」的本質差別，他從這點來分析資 判。但是，耶穌基督的降世，改變這一切，帶給失喪
質才幹的運用，到底是應該被視為商品，還是禮物。 的人福音與超越死亡的希望。
羅馬書6:23說「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

商品是出於自我利益，關切的是成本利潤計算，

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基督

講究的是激發對方需求的慾望。而禮物是完全不同

的，禮物是出於愛，它之所以對送禮以及收禮的人成 誕生是為了世人的過犯而死，他成為生命靈魂的出
為一件十分在意的事情，因為它代表著對另一方的看 路，這就是「神的恩典的彰顯」，恩典就是白白而來
的，就是神的禮物。為了救贖人靈魂而降世，他的救

重，禮物是贈送者承載著一個人的心思、關切、善

意，祝福的。有另一位基督徒說，「當我給人一份禮 贖使我們與創物主之間破碎的關係得以被修復完好，
物，我不止給了一個禮物，而是把某個代表自己的事 神因此把新生命賜給相信基督的人。因此，我們說：
耶穌基督是神給人最大的禮物。

物給人」（"When I give you a gift, I'm not
just giving you a gift; I'm giving you

第三、耶穌基督是神偉大的禮物，因為「赦免饒

something of myself."）

恕」是所有人生命最需要的禮物之一，今天許多人的
痛苦是，他過去的過錯、犯錯不能得到赦免。基督今

在今天的時代，即使聖誕節被商業化，聖誕的宗

教內涵逐漸被稀釋沖淡，但是人們還是很明白聖誕節 天證明了他是神偉大救贖的實現，神白白恩典的彰
的起源是關於耶穌基督，基督是聖誕的意義所在。而 顯，神樂意藉著基督的降世，顯明一個真理：聖潔的
從「神與世界」之間關係來說，「耶穌基督就是神送 神也是慈愛的神，他藉著基督的降世，呼召人看清自
給這世界最大的禮物」，聖誕節是因耶穌而來，而聖 己生命的真像，看清自己靈魂被罪 (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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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所轄制的事實，他呼喚人觀看耶穌基督

第四、耶穌基督是神偉大的禮物，是一項繼續帶

十字架上如何為了所有罪人而死，深刻體認到神就

來祝福的禮物，因為藉著相信他，與他聯合，我們

像一位慈愛的父親，等待著他誤入歧途、放蕩悖逆

能夠一生之久、不斷的來經歷神的恩惠、信實。─

的孩子回家，知道他在基督裏被赦免了，以致他向

─神藉著賜給我們耶穌基督成為人生命的聖誕大

著父親幡然悔悟。弗1:7「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

禮，不是像那些應景的過節禮品，過了聖誕之後就

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赦免

不再有什麼保留的意義（通常在聖誕之後，你在

過犯──成了基督徒信仰一個最優美的信念。

Gumtree 、eBay就可以看到人把收到的聖誕禮物拿

三十年前在美國愛荷華大學（Iowa University）
曾發生過一個悲慘的校園槍殺事件：一位中國物理
系博士研究生盧剛因對校方有所不滿，釀成一場殺
人後自殺悲劇，被害人包括當時的大學女副校長
Anne Cleary，這位父母曾在中國宣教多年的Anne，
生前極為愛護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她的不幸遇害，
帶給她的家人和認識她的人極大的震驚和傷痛，包
括她生前所關心的許多中國學生。在她的追思禮拜
裡，她的兄弟們發表對她的追悼記念：「我們剛經

出來拍賣，或者捐到Salvos 或 Vinnies 二手
店）。神給的聖誕禮物，就是耶穌基督的祝福，並
不是如此。一個因相信基督救恩的人，神與他建立
起一種「父親與兒女」的生命關係，是一生之久，
直到永恆裡。神的恩惠、帶領、眷顧、祝福是繼續
不斷的，從今生直到來生。在座的弟兄姊妹，在慶
祝聖誕節時，你是否感受到神不斷的同在和恩惠，
我們慶祝聖誕的同時，也是為了神賜給我們的這份
偉大的、持續不斷的禮物，來向神感謝。

歷了一場慘痛的悲劇，我們失去了引以為傲、我們

耶利米哀歌3:22-23「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

所親愛的姐姐。... 當我們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

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每早晨，

時，我們也在我們祈禱中記念你們－盧剛的家人。

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
們也一定和我們一樣為週末所發生的事所震驚。安
妮相信愛和寬恕。我們也願意在這一沉重的時刻向
你們伸出我們的手，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禱告。在這
悲痛的時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們心中充滿了憐
憫、寬容和愛。... 我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與你
們分擔這一份悲痛。讓我們一起堅强起來，並相互
支持，因為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
這是基督信仰所蘊育的愛與赦免的一個深刻寫

聖誕節的真正主題，是耶穌基督，是「神給世界
的偉大禮物」，這禮物裡包含這：「神的愛」、
「永恆生命」、「神的赦免」、「基督裡的恩
惠」。這份禮物裡不只表達出 神在意關切世上的
人，祂把自己全然的給了我們，救主成為人生命的
禮物。這份生命禮物，你也可以得到，可是沒有人
可以代替你收下，只有你自己向神說我願意打開心
門來相信接受耶穌，神的偉大的聖誕禮物就成為你
生命的祝福。

照。

非凡的2021年

会忘记祢的恩惠，我们的好处，不在祢以外。主恩
常在，我们在地上在教会的大家庭里，有属天的平

王健

安喜乐！荣耀归于祢。

时光飞逝，一眨眼就是一天，一回头就是一年。

这一年教会的发展壮大，牧者的调配，虽然航班

回顾2021年，心潮起伏，过往发生的事，仍然历历

来往受限，但牧者的岀入，都能顺利定时到达。 青

在目。真是难忘的，不平凡的一年！远看战火纷

年人聚会崇拜火热兴起，影像设备的更新，福音单

飞，到处病毒疫情肆虐，一幅末世的景象。我们在

张的派发，所有事工的兴旺发达，这一桩桩一件件

上帝天父和救主耶稣的庇护下，生活、工作在黄金

都是祢大能的彰显，是祢让这地复兴的神迹。除祢

海岸这块宝地上，没有战火的災难，没受病毒侵袭

以外，別无拯救。我们歌颂赞美祢的创造，拣选拯

伤害， 让我们从内心发出感恩的呼声：慈爱的阿爸

救之大恩直到永远。(轉下頁)
欢迎参加教会、团契小组活动，让我们一起认

天父、親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祢，永远不

识耶稣，得着耶稣，我们生命将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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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下面用我个人的一段不一般的切身经历记 恶，美丑 俱 全。有些 人就 是冷 酷 无
实，见证神的荣耀。我们的神确实是昔在，今在，永 情。他们不認知耶稣的大爱可以遮盖
在的至高偉大的神。
事情发生在3月底4月初，我后背突然巨痛，痛得
有活不下去感觉。请律师作了合法的遗嘱，一心准备
回天家。女儿急忙叫来急救車，但她不知去哪个医
院，経急救检查，我们糊糊塗塗地，被送到Robina医
院，骨科急救门诊。沒想到接待我的医生，像多年未
见的老朋友一样，耐心检查，拍片子，得知脊椎骨7
一8节粉碎性骨折，上边2一3节有老伤；贴近肝有一
个拳头大小的囊肿。怎么处理呢？当时我体温正常，
一般是不会留下住院的。等到下午4点多已经安排好
了住院床位，医生告诉我女儿：＂因留下了一張必须
拍照的较重要的片子明天早上起来就拍，今天就暂时
住下了＂。他陪我们一天，作了精心的策划，一切都
安排就緒后，他才离开。多么有爱心的好医生！真是
从天而降，对我关怀备至，在这繁华污秽的人间，竟
让我遇到了这么善良的医生，何等奇妙！我深受感
动，向父神和救主谢恩。我没有再见到这位医生。住
了三夜四天医院，病房的主治医生迟迟地不来复查。
只是测血压，血糖，送止疼药，通便药。第三天见我
之后，告诉我，卧床三个月，给了我一个沉重的大夹

一切的污秽，罪孽。真是没有得救的
悲哀！有感傳福音的重要，但又半卧
在床上，非常迷茫。 我祷告：＂求父神接我回天
家， 解脱人间的劳苦。＂不问父神旨意如何，而是
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向父神祈求。感觉不到有任何回
音，内心有些沮丧！我说了几句话：＂父啊，祢不要
我这个不配的女儿了，是吗？祢创造了我，祢先爱
我，祢的爱永不变，我爱祢直到永远。＂我一闭眼碰
到床边有一本我受洗时，教会赠给的圣経，不経意打
开，正好是《约伯记》。心里突然闪现一种悟性，这
不是巧合。这次肉体的损伤，疼痛，是魔鬼在父神允
许之下，对我的试探，圣灵让我恍然大悟。边读边对
魔鬼说:＂你试探我，沒用。我生，我死都是耶稣基
督的人，我和基督有约：祂永远不离弃我，我爱祂直
到永远。奉我主的名，赶你快离开我。＂教会查経组
一位张姐妹，她没见到我，在微信网上為我祷告，也
奉主名驱赶魔鬼快快远离我，真是灵命相通！神是垂
听祷告的神，肉体疼痛減轻，弟兄姐妹们的祷告，呵
护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在此，向大家再次深深地致
谢！

板，带在身上，不能坐，也不能躺；只能半卧床，很
不舒服。 做夹板的人说：＂带上，就是让你不舒

在这次父神的试验熬炼中，有时间反思自己，为
谁而活？做為一个蒙恩的神的儿女，遇到肉身的痛

服。＂我听到此话，真不像从人口中说出来的，好像 苦，就不想活下去了。看到我的软弱无能，認识到悖
魔鬼的语言。因为在第二天第三天夜里，在一堆洗澡 逆神的本性。不是遇事把神摆在首位，思想神的旨
毛巾中，看到有嘴歪眼斜的鬼脸坐在那里。我纳闷， 意，还是老我在前，我行我素。看到自己的罪过，不
白天明明是一堆洗浴用毛巾，怎么会有丑陋的面孔出 配为神的儿女，有损神的荣耀。我诚实地向神忏悔，
现？我没有惧怕，因吃大量止痛药昏昏沉沉地入睡

認罪悔改。病痛我沒流泪，此时激动的心情，使我泪

了。白天我仔细去观察，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洗浴毛 如雨下。我很愧疚，亐欠神，亐欠人太多，求神宽
巾别无它物。对这种后背脊椎骨折，医生说：无药可 恕，求人原谅。内心涌出一股动力，要坚强地站起
治，只能卧床休养，协商后，准备周五岀院。第四天 来，顺服神的旨意，成为祂任意使用的器皿。
下午四点多钟突然来了一位陌生的管理人员，让我立
刻岀院，比医生安排的日程提早一天。当时护士正在
给我测血糖，血压。不让测完，立即拔掉仪器，对患
者，蛮横冷酷，不讲道理。我女儿認為和医生讲好的
岀院时间，怎么说变就变呢？想找医生或院领导。当
时我有一种感觉＂此地不必久留，多呆一夜也无益，
咱们收拾随身携带衣物，回家为好。＂就这样打电话
给家人，开車过来接我们匆忙离开医院，回到家里。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
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
赛亚书55章8一9节）回想多年来，与父神交流祈祷，
自己是受造者的身份，没有摆正。用自己 的意念，
胡思乱想，不是神使用我们，而是我们想用神的大能
大力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次的磨练，圣灵确实时时与
我同在。躺在床上没有疼痛，可以读圣经，背誦唱圣

上帝让我親身経历了这世俗污秽的大千世界的善 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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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你的爱不离不棄；轻轻听；唱一首天上

我们的罪，受造者，被神称為义人。我们真作到了

的歌）能背诵歌词。像我这样的9O后，（九十岁）

名符其实的义人吗？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关系位置

对当时的记忆力，我自感惊奇！我祷告：＂在天上

摆正了吗？处理好各种关系也实属不易！（犹太，

的阿爸父啊，我的一切都是祢给的，我要诚心诚意

外邦、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家庭父母子女之间等

地谦卑下来，把身心灵全都献上给祢，回转向祢，

等，各种复杂难处的关系，静下来認真反思，我真

顺服祢、服侍祢，成为祢喜悦的女儿。单单荣耀祢

差得远呢！）

的名。祷告奉主圣名，阿们！＂神奇的力量加在我
心上，一周多就不带夹板了，三周多就可以下地行
走。教会的范姐妹给我送来可推扶的轮椅，还介绍

我们不谨被神称为义，还要努力成圣，不是吗？
成圣之路怎么走？让我们大家認真思考，共同努力
前行吧！成为神的好儿女，天国的好子民。

给我一位呂女士，公司名字叫：首护天使（1st Care
在此插一个寓意深长的小故事：有两个人，為一

Community）。带医生、护士到家来观察我的情况，
给予我物质上意想不到的供应。配备了豐富的实用
物品：送来不能倾倒的坐椅，新的轮椅，拐杖，帮
我穿袜子的工具等等⋯ 还派人来帮我洗澡，打扫卫生
间，卧室卫生，体能训练，按摩，剪腳趾甲，真是
应有尽有。这种福份是父神使贫穷的我变为富有；
软弱的心志变為刚強。感动的我，不知如何报答天

件事争吵起来。甲说：三八二十四；乙说：三八三
十，爭吵不休，打架，最后，告上法庭，请法官审
判此案。弟兄姐妹们，你若是法官，你怎么审判？
你知道当时的法官是怎样审判的吗？宝書圣経里，
有深奥，明确的答案。谦卑下来，抓紧时间，在牧
师的带领下，我们共同努力用心学习宝書圣经吧！

上阿爸父神的奇异恩典，如此的厚爱。有限的言语

2022年既已来临，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大家攜

述说不尽神无限的大爱和豐盛的恩典。让我俯伏在

起手来，努力朝神的目标迈进。尽最大的所能行動

神脚前敬拜，歌颂赞美祂，高举祂圣名，直到永永

起來，參加當前教會開班的培訓班，學習班，每週

远远。

禱 告 會。让 我 们同 心 合一 向 神 祷告 ： ＂阿 爸天父

圣灵引导我回到教会大家庭参加主日崇拜，努力
学习神的话语，指引我走好前行的天路。参加周三
晩上，弟兄姐妹同心协力的祷告会，相互鼓励彼此
相爱，让父神喜悦，得欣慰。积极参与华语迦勒查
経组，这一年，从头到尾学习了《罗马書》，内容
豐富，大家收获满满。灵粮比食物更珍贵。我们的
認知有了很大提升，弄明白各种关系和道理对我们
当代的基督徒真十分重要。当我们还是罪人时，就
白白得来救恩。＂本乎恩，因着信，被称为义。＂
创造者的大恩赦免了我们的罪，救主的宝血洗净了

年終感恩分享

啊！可否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用圣経真理严
以律己宽以待人，丢掉老我，成为一个真正為神而
活的新造的人，努力把福音传揚到世界各个角落，
使人人得救，无一人沉沦，实现祢的心愿。时时铭
记圣经的教导：＂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
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馬可福
音：12章30一31节）可否赐圣灵督责我们不偏离这
立命之道，活岀耶稣基督的样式，彰显您的仁慈公
义。一切荣耀，都归于至高三一真神。祷告奉主名
求，阿们！＂谢谢大家，与弟兄姐妹们共勉。
關牧師學習傳福音，講了兩次。我不知道這些聲音
是否從 神而來，我即管試一試。

蔡蘇慧英（Winnie）

在 Face Book 裏，聯絡上關牧師。我經過他的查

在2015 年参加把握時機課程，認識了關牧師。在 問：我的名字，所屬教會以及是否讀過把握時機課
Face Book 上，時常看到他寫的文章。
程和那一年等等。他答應教我，叫我上他的家。
經過在 2018 年的3月，在教會暈倒之後，讓我看

星期二早上九點，我準時到達。關牧師和師母馬

到 神是掌管每個人的生命。我們的起居飲食，心思

上帶我到對面的公園，會見公公婆婆。他們的孫兒

意念，行為， 神是完全知道的。

在玩耍。(轉下頁)

在2019 年的某一天，聽到 神的聲音，呼召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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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關牧師和公公爺爺閒談，師母與婆婆閒

3. 2021年2月20日。在 Southport

談，她叫我看着她，怎樣從閒談中帶入福音。回家

電車站旁邊，向兩位澳洲少女傳福

後，關牧師將《你是一個好人嗎？》的福音册子，每 音：Sally & Maggie。 Sally 聽過耶
張教導我怎樣講。午餐後，他帶我到 Toowong 示範

穌名字，Maggie是無神論者。當我説

怎樣傳福音給街上的人。由那時開始，我每週二都上 到耶穌是 神的兒子，Maggie 説：不
Toowong 傳福音。現在我將這兩年多裏，五個不同感 想聽，不要講；Sally 則説：我想聽
受的信息，和大家分享。

聽，繼續講。當我講了一半福音，Sally 便大聲咀咒
耶穌，我想離開，不再講，但是 Maggie 説：我想

1. 2020年的 7月7日。當我在 Toowong 巴士站傳

聽，繼續講。我知道她們玩弄我，我本可以馬上離

福音給澳洲少女Ann 的時候，我不知道她的男朋友

開，但我希望種子能够放在她們心裏，所以我繼續講

（Terry）何時來到，在我背後聽着我傳福音給

下去。當我講完福音，Sally 再次大聲咀咒耶穌。我

Ann。當Ann 上了巴士後，Terry 説聽不淸楚我講的

説：願 神祝福妳們平安，便馬上離開。回到車上，

福音，要求我再講多一次，我便詳細講多一次給他。

為她們禱告。求 神赦免她們的罪，因爲她們不知道

他聽後，願意悔改信靠主耶穌，問我要怎樣做，才可

自己在作甚麽，不認識主祢是一位又真又活的 神。

以成為基督徒。我本來可以為他決志，但我想：進入
教會，靈命才能成長。於是我給他卡片

當時關牧師還未下來 Gold Coast 作街頭佈道，

（“Power to Change“)，叫他找 Kenneth，他講

只是我一個人，我感覺很平安，沒有發怒，因為我知

解真理後，便會介紹教會給他。當他完全明白後，認 道作街頭佈道，會被人辱罵，輕視和批評。但我都不
罪悔改，接受耶穌成爲他的救主，之後牧師便會為他 理會，只聽從 神的吩咐去做。這些也是我靈命上的
施洗，他便成爲基督徒了。

操練，學習。感謝 神！

我覺得有時向人傳福音，很多人都不願意聽，拒

4. 2021年8月12日。在 Southport 巴士站，向一位

絕我們。但今次 神安排好一個罪人在我面前聽福

菲律賓女士 Elisa 傳福音。初時她不接受單張及聽

音，而且願意悔改，回轉歸向 神，這都證明 神的大 福音、後來我説： 神爱世上每一個人。她大聲説為
能。祂鼓勵我繼續努力向前行，因為祂與我同在，與 何 神不聽她的禱告。我説：可能背後有 神的美意，
我同行。感謝主！榮耀歸於真 神！

神的計劃，妳不知道。我講了一見證給她聽，關於
911 美國飛機撞向大樓的事件：有一基督徒，臨出發

2. 2021年的1月26日。在 Toowong 遇見一位澳洲

前，禱告祈求 神，賜平安乘坐飛機抵達目的地。但

少女 Helen，她坐着等巴士。我行過去問她：妳認識

往機場途中，車輪爆軚，換軚後，他趕不上乘坐這班

耶穌嗎？她大聲的説：不要講耶穌，我不想聽，你再

機，便抱怨 神不聽他的禱告。晚上，當他看電視新

講，我會離開這裏。當我正想離開，她還比我快，拿

聞，才知道 神救了他，他便認罪悔改。Elisa 聽到

起所有東西離開。關牧師行過來，問我發生甚麽事？
我解釋給他聽。之後，我向兩位中國來的 UQ （昆士
蘭大學）學生傳福音。當我講完福音，大若十分鐘左

這見證後，看她已經平服下來，明白 神的工作。
禱告不蒙應允，是有 神的美意，神的計劃，我們

右，轉頭看見 Helen 回來，坐着原位等巴士。 神感 不要抱怨，應該耐心等候 神的安排。
動我再次行過去。我説：Helen，好嗎？妳知道 神愛

感謝讚美主！

世上每一個人嗎？她沒有回應，我便傳福音給她。之
5. 2021年10月21日。在 Southport 巴士站，遇

後，我問她願意悔改，信靠主耶穌嗎？她説會想想這

到一位澳洲男士Chook，他是個基督徒。他每天早晚

個問題。巴士到達，她便離開了。

禱告，靈修，聆聽 神的話語，與 神親近。但是他不
在此看到，十分鐘前，一個態度很粗暴的少女，

参與教會裏的主日崇拜。他曾經在他教會的 Face

轉變為一個很溫順的小女孩。這件事情，讓我看到

Book 上，寫下信主後的感受，看到教會裏的基督徒

神的大能，衪能改變一個人。人不能做的事， 神可

及管理上的問題，他説接受不了(轉下頁)

以做到。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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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教會裏的種種問題，恐怕自己受到影

感謝 神的帶領，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裏，我由初期

響。我説：饒恕他們吧！饒恕也是美德。主日崇拜

每週一次至現在每週兩次作街道佈道。初期每次傳

的目的，就是感恩 神所賜給我們的恩典，也是敬拜

给三至四個人至現在可以傳到十人左右。這些都是

與讚美 神。如果害怕被不好的事情影响自己，主日

神賜給我的恩典。傳福音不但是拯救靈魂，自己靈

崇拜後，可以離開，不跟從他們或者勸勉他們不要

命還會不斷成長，感受到與主同在，看到 神的帶

狂飮和沉迷玩角子機，這些都是 神不喜悦的事。他

領。感謝主揀選了我這個不配的器皿，做祂的工。

聽後，他説會想想這個問題。巴士到達，不能再

我會繼續努力，向不同國籍的人傳福音，達成底線

談，他要離開。

的祝福，我會盡力為主要我做的事。感謝讚美主！
將榮耀歸給天上的父神！

庄稼熟了，打发工人去收割
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宣教事工状况及展望
杨莉 師母
（接上期）
4.积极栽培、鼓励、推动教会年青人奉献宣教。
教会要不断发展，年青人需要兴起。海外华人第二
代成长于跨文化的环境，具备专业技能、多元文化
和语言的优势，教会应特别栽培他们的国度胸怀和
世界眼光，鼓励有心宣教的年青人去神学院接受装
备，认识差会、探索工场，在合适之时推送他们出
去做跨文化宣教。我们教会Carolene Leung姊妹曾
加入YWAN(国际青年使命团)去巴布亚新几内亚
（PNG）短宣，也接受了基本神学训练，目前在等待
合适工场。教会要为向这样的年青人搭桥引路，与
差会、神学院、准宣教士建立起“铁四角”关系，
推动有心和恩赐的年青人走上宣教路。
5.本地布道和跨地域文化差传比翼齐飞。
在宣教学概念里本地布道属于M1宣教，只在本地
同文化中传福音。只有跨越地域、语言、文化等至
少一个障碍的才叫M2,M3宣教（差传）。澳洲是多元
文化社会，我们生活的城市充满来自不同国家文化
背景的人，只要我们装备好走出去，就可以做本地
或近邻的M2差传了。以前华人教会比较封闭，只是
在同胞中传福音，也不太跟西人教会联络，今后要
走出去接触不同族群的人。教会现在每周一次街头
派单张就是很好的本地差传实操。鼓励教会同工带
头，激励更多弟兄姊妹参与，特别对年青人是很好
的锻炼。本地一些西人教会和校园事工团体在训练
年青人传福音方面做的很好，值得我们学习。

西文化教育和信仰，他的多元文化成长背景和经历
很吸引听众，在2019年澳纽华福大会上DR.Chan专门
对ABC“信二代”的成长做讲座，很有启发。他就是
华裔澳洲人做本地跨文化宣教典型例子。我们要装
备引导海外成长的年青人成为跨文化基督徒，在职
场社区为主做见证。
教会还可以做近邻宣教，如帮助图文巴
（Toowooba）、班德堡（Bundeberg）等建立当地
团契和教会，但要评估距离时间和教会能动用的人
力资源。本地同文化布道除了继续原来长者事工，
在以下三个方面还可以做强做大。
（1）留学生青年事工。培养教会华青和粤青团
契，让年轻人生命成长、活出信仰。组织好校园派
单张、迎新活动和新人跟进等外展事工，吸引留学
生进入教会，鼓励年青人参与服事和宣教。
（2）新移民事工。黄金海岸越来越吸引华人定
居，是我们传福音的禾场。这一年从香港来的新移
民增多，及时关怀跟进，让新移民认识教会，进入
小组。
（3）植堂异象。这一年多华语北区组的弟兄姊妹
通过开展众多传福音活动如羽毛球、健美操、跑
团、亲子课程班、启发课程等吸引了一大批华人家
庭、慕道友，如今北区大组聚会人数将近一百人。
新人融入教会后紧跟着要有慕道班、初信栽培和门
徒训练，让新人生命强健不至流失。这需要牧者同
工们齐心协力来牧养。长远考虑北区植堂，激发活
力，让更多新人参与服事、委身基督。(轉下頁)

华人做本地跨文化差传有华人的优势应善用。像
Dr. Sam Chan是悉尼圣经论坛（City Bible Forum）的公共讲员，他就是华人第二代基督徒，医
生、传道人。他经常到社区、学校和年青人分享中

請把［福音］
傳給你的親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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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教会都属移民教会、面对多重的挑战

6.支持短宣、参加宣教会议、探访工场、关怀宣

与困难：文化、语言、教育、身分、

教士。参加过短宣或访宣体验的弟兄姊妹往往对主

经济、尤其是第二代的需求。然而，

的大使命有更真切的认识，更关心教会差传事工和

移民教会也有其特别的优势，处於多

宣教士。教会应实际关怀本教会或所认识的宣教士

元文化、多元宗教、多元民族的社会

及其家人，给与他们经济上精神上的支持。当宣教

环境中，无形中开启前所未有的跨文

士回来休整时邀请到教会分享。鼓励教会领袖牧者

化宣教契机。华人教会领袖需要认真正视这实际的

参加普世宣教大会。如每五年一次的世界华人福音

议题、思考策略与管道、善用此优势、强化第二代

会议（简称华福会议）招聚了全球各地华人教会代

的牧养，推动落实跨文化的宣教。” 陈博士还说要

表齐集一堂，华福会议成了全球华人教会沟通连

履行大使命要先成为“门徒”，让信仰生活化，装

结，增进互助合作的重要平台。还有华人福音普传

备自己成为信仰-生命-使命整合的基督徒。

会（下简称华传）、华人“回家”大会等。参加这

刚召开的2021全球华人宣教网络会议，讲员之一

些会议开阔视野，了解最新宣教动态，促进海外华

是六代服事华人的戴德生第五代孙戴继宗牧师，他

人教会的合作发展宣教。当然，在疫情下短宣和外

说： “二十一世纪的宣教，已不是从西方到万方的

地开会受阻，但可利用网络会议。

宣教，而是从各方到万方。…当今从亚、非、拉洲
差派的宣教士大大超过了从西方国家差派的宣教

7.为宣教事工定期持续的祷告。葛培理牧师曾
说：“布道中最重要的工作第一是祷告、第二是祷

士。二十一世纪是全球教会都在参与宣教的伟大时

告、第三还是祷告。”教会宣教事工要做得好一定

代。” 虽然福音已在各大洲传开，但在全球现有

要定期持续祷告。可以在教会恒常祷告会中定期专

16650个族群中仍有7100个族群是“未得之民

门为宣教事工祷告，也可以为着某个特别的差传事

（Unreached people groups）”，戴牧师认为华人

工专门让所有参与人一起祷告。也可以参与像布里

要突破“华人种族情结”，不能只关注华人，只向

斯本教会“万民祷告”每月一次的联合祷告会。当

华人传福音。海外华人身处各国，神已把各族各民

年安提阿教会就是在教会领袖禁食祷告中同感一

放在我们周围，海外华人教会一定要参与到跨文化

灵，圣灵拣选最优秀的人才差派去宣教。

宣教行列中，与中国教会和各地教会一起接过普世
宣教的棒子，去完成神托付的大使命，正如华福运

主说：庄稼已经熟了，打发工人去收割吧！刚卸

动口号：“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

任的前华福总干事陈世钦博士说：“所有海外华人

感言兩則

主临”。(完)
亮。
「謝謝婆婆，妳也很漂亮啊！」我說。

盧宛玉（Maggie）
（一）天國的門票
一個週末的午後，在購物中心看見一個熟悉的身

「我老了，我不漂亮，你很漂亮⋯⋯」她回答說。
（我們倆就在互相恭維中，一來一往逗得彼此哈哈
大笑）
我說：謝婆婆你喜歡吃巧克力，我去買一包給妳

影安坐在長椅上。
我走近的問候說：請問小姐，妳在等人嗎？

吃。
她說：不行，我老公說我們要給別人吃，不能吃

她茫然的看著我，卻像個孩子般微笑的回答：我
老公在裡面買菜，他叫我在這裡等他。
我笑著說：那我們一起等他，好嗎？

別人的東西。我老公也覺得你很漂亮⋯⋯。（說著說
著，不久謝伯伯站在我倆面前） (轉下頁)

欢迎参加教会、团契小组活动，让我们一起认

見我坐下，她露出滿眼好奇卻充滿疑惑的目光，
微笑的說：我好像看過你喔。因為我就覺得你很漂

识耶稣，得着耶稣，我们生命将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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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你看，最帥的謝伯伯來了。」我說。

一位女士告訴心理學家，她恨透她的丈夫，因此
非離婚不可，她嚷著說：「我一定要好好教訓

「Maggie 妳不能說我帥，她會吃醋的。」謝伯伯

他。」心理學家向她建議：「既然已經走到這個地

滿臉幸福的說著。

步，我勸妳盡量想辦法恭維他。當他覺得不能沒有
「她，我不吃醋，她人很好很漂亮，我真希望每

妳，以為妳深愛他時，妳便斷然跟他離婚。」

個禮拜都能見到她。」謝婆婆手舞足蹈的說著，像
女士覺得心理學家不愧為專家，給她出的點子倒

個孩子似的⋯⋯。

蠻新鮮的，幾個月後女士又回來找專家，說，一切
見他們買了許多冷凍食品，也到了用餐時間無法

都進行得很好。專家說：「行了，現在你們可以辦

久留，便揮手道別，看見謝伯伯溫柔的幫婆婆戴上

理離婚了！」

口罩，細心地牽著她的手慢慢地一起回家，我的心
她說：「什麼？離婚？才不呢！現在我打從心裡

也跟著柔軟而感恩⋯多美好的見證啊！如果人生走到

愛著我的丈夫哩！」

晚年終將失去記憶，那麼只記著眼前人的好，那將
是多麼蒙恩的饋贈。

看完這段短篇，不禁令人莞爾一笑，婚姻的確是
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來，城裡的人想出去， 然而

謝婆婆這些年「老人失智」狀況越發明顯，對於

能真正待住的，是那些找到「寶藏」的人。當夫妻

身旁親人的記憶似乎越來越模糊，如今只記得眼前

每天活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煙火氣裡，

那位對她呵護備至的老公，聽她老公老公的呼喚

要心平氣和的確不容易，在這不容易的世道裡，主

著，這何嘗不是謝伯伯如今最甜蜜的負擔，我彷彿

耶穌耳提面命要我們「愛人如己」。「愛人如己」

看見那個單純相信/純真透明的小女孩，在她初戀的

這道命令揭示了夫妻之間最真實的奧秘，那就是夫

男人身旁依偎著，文革時的苦楚還未曾經歷，那時

妻本是同根生，在神的約中「共屬一體/同屬一命」

的他們只是單單地相信「愛情」。

當我們讚美了對方便如同讚美了自己。箴言裡教導
望著他們漸行漸遠的身影，想起了這段話：遇見

“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喜愛他的，必吃他所結的果

的都是天意，擁有的都是幸運，不完美又何妨，萬

子。" 更說到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

物皆有裂痕，那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網子裡。"

馬太福音18:2-3：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

感謝/讚美是基督徒通往生活在地若天的鑰匙，遇

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

見可愛的讚美，遇見不可愛的還能讚美，神必紀

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念。愛我們的神體恤我們的軟弱，必為那渴慕的兒
女賜下新的眼光新的心，要我們不再憑靠自己，透

孩子的生命清澈透明，當成年的我們慢慢蛻去苦
毒，憂慮，憤怒與不平，單單的相信，仰望愛情，

過耶穌基督親自為我們的婚姻翻翻土/除除草/撿撿

那清澈的目光必讓我們看見在地如同在天的美好。

石/施施肥，好叫柔軟的心/鬆軟的土種下新的愛
苗，等待 神的恩雨傾倒而下，我們必能領受在 神

（二）舊婚姻/新愛苗

愛裡的～日久彌新。
見證下，宣告在主裡的聯合，重

彩虹下的約定

立、堅立、更新婚姻盟約，夫妻彼

雷祖雄

此交換愛的承諾和誓詞。

2021年12月19日星期日，對許多人來說，也許是

禮儀當天，教會被鮮花，彩帶和

一個平凡的禮拜天，不過，對於黃金海岸華人基督

各種心形掛件裝飾得典雅溫馨。大

教會，卻是一個別開生面的主日。

堂中間鋪有一條紅毯，入口處裝飾
著一道花環拱門，下午2點前，眾

這一天，教會舉行了首次「婚姻盟約更新與祝福

弟兄姊妹、親朋好友和孩子們都已入座，大家臉上

禮」儀式。十六對夫婦攜手來到主面前，在眾人的

充滿了喜悅和期待。(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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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2點整，立約夫婦踏着弦樂三重奏：帕赫
貝爾《卡農》的節奏，隨着司儀熱情的介紹，及眾
人的掌聲與歡呼聲，手牽手走上紅毯，進入大堂。
每對夫婦都是盛裝打扮，丈夫西裝革履打領結，妻
子著婚紗或美麗紛呈的禮服。
儀式由敬拜讚美開始，一首粵語詩歌「同度這
生」和一首華語詩歌「盟約」，唱出了十六對夫婦
的共同心聲。
隨後大屏幕上播放了五分鐘的短片，將十六對夫
婦結婚時的靚麗，到如今歲月留下的痕跡，通過幾
幅精選照片的動漫效果展現出來。
接著，在主禮牧師十分鐘的短講和勸勉後，分別
邀請十六對夫婦，每次兩對走上講台。牧師帶領他

對方許下承諾，然後深情相擁。有的丈夫對着妻
子，把誓言當歌唱給妻子聽，有的夫婦流着淚說完
他們的感恩和誓約，台下會眾也被深深感動，很多
人也是熱淚盈眶⋯⋯。

們做盟約宣告：「願意把自己的生命和婚姻的主權
交托給主，求神掌管和保守；立志終生倚靠神的恩
惠，按著神的心意，學習效法基督捨己的愛，夫婦

禮畢，牧師為立約的二對夫婦頒發更新禮證書，
並做祝福禱告。
十六對夫婦依次禮畢，最後全部來到典禮台前，

追求終生相愛、終生服侍，彼此饒恕、彼此敬重，
攜手同心建造美好的婚姻和家庭來榮耀神。」
在接下來的「重立婚約」問答環節中，夫婦們再
度同聲立約：
一，願意繼續在基督裡與配偶聯合，堅定委身於
兩人的婚姻和家庭，並按著基督愛我們的無比大
愛，來愛自已的配偶。

其中最年長的已78歲，婚齡超過金婚4年；最小的才
28歲，婚齡不到二年，由最年長的夫婦做代表，舉
行切蛋糕儀式，拍攝更新禮紀念大合照。
儀式在全體合唱詩歌《彩虹下的約定》中完美結
束。夫婦攜手一對對在祝福的歌聲中，經過紅毯，
緩緩步出禮堂，有的夫婦甚至興高采烈地一路舞出
禮堂。

二，願意繼續尋求仰望上帝的恩惠與引導，使得
自己的婚姻更加的美滿蒙福。
三，願意憑著單純信心，專心倚靠聖靈的大能，
以致婚姻得蒙上帝保守，凡事見證父神的榮耀。
最感人的場面是夫妻交換誓約。只見夫婦倆走到
台中間，手拉手，眼對眼，在神和眾見證人面前向

感謝讚美主的恩典，雖然處在疫情大流行的時
期，然而一切都未受阻，教會的首次「婚姻盟約更
新禮」圓滿順利舉行！深願神在耶穌基督裡悅納和
保守十六對夫婦的盟約和心志，求神的恩惠和慈愛
充滿他們的婚姻生活，看顧和賜福他們的婚姻和家
庭，一生一世，永永遠遠，阿們！
《論上帝之城》等。他對基督教義的精確詮釋，影

網絡文摘

奧古斯丁 浪子回頭

響了教會近一千七百年。
奧古斯丁於主後354年，出生於北非之塔迦斯特。

石溪
被譽為「教會博士」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父親是位小職員，家境並不豐裕；母親莫妮嘉，是
位敬虔的基督徒，因她「以貞忠事夫，以孝順事

354-430 A.D.），是羅馬帝國末年的神學家、辯論

親，以誠篤治家」， 被稱為基督徒婦女典範。奧古

家和文學家。

斯丁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按當時羅馬的三級制，7

他著述甚豐，至今流傳下來的，仍有200多封書
函， 300多篇講道……最著名的有《懺悔錄》、

至12歲學習數學和語文；12至16歲學習文法、詩歌
和歷史；16至20歲學習雄辯術、(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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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修辭學和哲學等。

主後384年的秋天，奧古斯丁被羅馬市長委派，到
米蘭去擔任雄辯術教授。他因禮節所需，拜訪了米

他自入學開始，便顯出過人的聰明智慧，學業成

蘭主教安布羅斯，傾談之間，發現主教談吐優雅、

績十分優異，但生活卻荒唐放蕩，16歲即與一非裔

學識淵博，頓時產生敬佩之心。從此常去教會聽

女子同居，並生下兩名私生子。此外還「受情慾的

道，發現基督的真理，原來如此博大精深，對《聖

驅使」，與其他婦女發生曖昧關係。他的反叛行

經》的疑問和難題，也迎刃而解。33歲那年的復活

為，令母親十分憂傷，她每天流淚禱告，盼望兒子

節，他決定告別以往的荒唐生活，受洗加入教會，

悔改成為基督徒。

他母親多年的信心禱告，終於得著美好的回報。
奧古斯丁在19歲時，似乎有些轉變。他因受哲學
後來，奧古斯丁獻身事主，擔任希坡城主教達35

思想的啟迪，「決心追求真理」，並開始研讀《聖

年之久，他在繁忙的教區工作之餘，還為捍衛正統

經》，但淺讀之下，卻認為《聖經》「單調而缺乏

的基督教義，斥責異端邪教而努力筆耕，他很多著

哲學思維」，從此踏上迂迴曲折的信仰之路。他曾

作如《論自由意志》、《論基督的恩典與原罪》

信奉摩尼教，也曾沉迷星相術，對世上的虛榮成

等，都是鏗鏘有力的衛道文章，至今仍是教會的珍

就，更刻意追求。

寶。他對主耶穌的虔誠忠信，使他成為留芳百世的
他於22歲時，在迦太基成為修辭學教授，被學術

古聖徒！

【摘自：《號角》澳洲版】

界公認為後起之秀。29歲時更上一層樓，到羅馬去

名人名言

擔任教職，但一到羅馬即染上重病，他在與死神搏
鬥時，隱約記起童年生病，母親跪在床前禱告的情

如果没有正义，政权是什么？

形。他想此時此刻，母親雖不知道他生病，卻必會
像過去一樣，天天懇切為他禱告。因此他心被恩

不过是有组织的强盗罢了。

感，生出悔過之意，並默默為自己的病祈禱，幾天

――奥古斯丁

之後即痊癒。

為萬物皆神所擁有。「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

真理問與答–30

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詩24:1) 這是基本

問：基督徒是否需要十一奉獻？

原則，卻常被忽略。將原來是神所給的取出十分之

答：現今的世界是一個利己和崇尚物質追求的年

一來，作奉獻歸還給祂，簡單來說就是神所定下給

代。個人收入所得，都用作購買物資、娛樂享受及

人的命令。人作十一奉獻不單是由於命令使然，更

改善生活上，但神對他子民有不同要求。翻開聖

重要是明白人的一切好處都出於神的恩惠，承認神

經，我們可看到神怎樣藉著十一奉獻的方式來供應

是一切的擁有者。

神家所需。

聖經記載第一次的十一奉獻是在創世記，當亞伯

從個人所得中每十取一獻給神，就是十一奉獻的

蘭打敗四皇後，他將戰利所得十分之一， 獻給麥基

意思。在舊約時代，神要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

洗德 。(創14:18-20) 這麥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
從杖下經過的、每第十隻要歸給耶和華為聖。」(利 司，又是撒冷王，接受亞伯蘭奉上的十分一，又為
27:32)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 亞伯蘭祝福，他同時君王又祭司的身份，也預表了
華．」(箴3:9) 這是神對立約子民的要求。「地上

主耶穌基督。雅各跟隨祖父阿伯拉罕的例子，當神

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

重申他對亞伯拉罕的應許時，「雅各許願說，神若

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利

與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

27:30) 更明確指出人在地上所得之十分一乃屬於

喫、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親的家、我

神。

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凡你所賜給我的、我必將

究竟神為何有權要取十分之一？原因很簡單，因

十分之一獻給你。」( 創28:20-22) (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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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這些都發生在神頒佈律法以先，可見十

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

一奉獻這原則自古已有，而非單單舊約律法要求。

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

到後來以色列成為大族，神藉摩西領他們逃離埃

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3:10)

及地，在曠野中事奉神，十一奉獻被列於神與以色

當我們履行十一奉獻時，是將我們的態度與行為

列人所立之約中。利未族成為神的祭司，要辦會幕

與聖經的原則吻合，承認信靠那位天上的供應者。

的事，他們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產業，利未人從以

十一奉獻反映我們不再只看到自已，而願意樂意盡

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再從那十分之一中取十

心獻上給我們的造物主和供應者。神希望我們能與

分之一、作為舉祭獻給耶和華，從這十分之一中、

祂一樣願意樂於給予。主耶穌說「施比受更為有

將所獻給耶和華的舉祭歸給祭司亞倫。(民18:23,

福 」(徒20:35)。

26-28)
可惜在之後的日子，十一奉獻慢慢的被忽略了，

保羅將在舊約聖殿的侍奉的利未人，與今天教會
作一比較， 就是在教會中作工的當得到教會的供給

帶來嚴重的後果。 到先知尼希米的日子，整個敬拜 支持：「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喫殿中的物
神的體系已經毀壞，聖殿敬拜停止， 因為利未人所 麼．伺候祭壇的、就分領壇上的物麼。主也是這樣
當得的分無人供給他們，惟有各自回到自己的田地

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林前9:13-14)

去養活自己。(尼13:7-10) 尼希米見這情況，斥責

主耶穌並沒以十一奉獻為不當，他對法利賽人

官長，再次招聚利未人供職，使猶大人恢復十一奉

說：「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芸

獻及對利未人的供給。(尼13:11-13)

香、並各樣菜蔬、獻上十分之一、那公義和愛神的

今日教會中的十一奉獻，為整個敬拜群體敬拜的

事、反倒不行了．這原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

重要組成之一，其意義在於鼓勵我們在經濟上倚靠

不行的。」(路11:42) 意指行公義、愛神，與十一

神，鼓勵我們去適切地評估如何平衡的運用我們的

獻上皆是應行的事。

資源，及好好看待個人與神的關係。忽略十一奉

有些信徒會認為十一奉獻是舊約律法時代的標

獻，終會為個人及教會帶來負面影響，對敬拜、事

準，今日是恩典時代，不須履行十一奉獻的條例。

奉、福音事工、個人的靈命的成長、信靠神的心都

唐佑之牧師在「教會與我」一書指出：「其實恩典

沒益處。

的標準必須高過律法，因為恩典之下是在律法之

怎樣看十一奉獻的失敗呢？先知瑪拉基向猶大舉

上，應超越律法。」故此，新約恩典時代的奉獻，

國的人說：「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

不但是十一奉獻而更是「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的

的供物、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

奉獻 (羅12:1)，是全人所有的奉獻。

呢？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

任何人在十一奉獻上，從來都應該是甘心樂意

上。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的供物、咒詛就臨

的。神雖然以不作十一奉獻看成奪取祂的物，但並

到你們身上。」(瑪3:8-9) 為什麼猶大人不遵守十

沒有強迫任何人去作十一奉獻 。是否十一奉獻，出

一奉獻的定例呢？原來他們正在經濟困境中，加上

於每個人的決定，也出於每個人信心的大小。當我

農作物失收。 故此，他們不再盡責奉獻。 似乎他

們能以信心踏出，履行十一奉獻來支持教會和福音

們具有充份的理由不奉獻，但這些理由其實是他們

的工作，認同作神子民的責任時，神也一定賜福給
的問題的癥結。 他們得不到豐收，在經濟上窘迫， 這些以信心行動來表達他們敬畏神的心的人，我們
是由於他們不奉獻，所以遭受咒詛：有旱災，蝗蟲 有瑪拉基書上神向每個人的挑戰及應許：「萬軍之
之災，和農作物黴爛受損（參該1：5-11）。 瑪拉

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

基先知指出這原因：「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

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

的供物，咒詛就臨到你們身上。 」（瑪3:9）既然

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

他們集體犯罪，奪取神的供物，故此他們也集體受

3:10) 弟兄姊妹們，有這信心嗎？

神的咒詛。

【楊炳榮 2022年3月】

但同時，先知卻發出得福的邀請：「萬軍之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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