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幹事的話 

感謝神，加上今年四月底畢業

的同學，恩福神學院已有接近四十

位畢業生，並且他們中間大部分都

在教會全職服侍。但教會的事奉不

能單靠這些專職的傳道人，更需要

眾多弟兄姊妹們的搭配服侍。最理

想的當然是能夠全民皆兵，弟兄姊

妹們不單能在各自的家庭、工作單

位上為主做出美好的見證，也能在

教會的事工上熱心參與。而事實卻

是很多教會都有事奉人手不夠，或

是事奉人員不給力的現象。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在耶

穌訓練門徒的過程中學習，如何在

教會中訓練能搭配事奉的弟兄姊

妹。主耶穌在世上最重要的工作，

當然是完成神的救贖大功，但另一

項不可忽視的工作，就是在三年間

訓練了一批門徒。以致在祂復活升

天後，在短短的幾十年裡，教會就

能有很大的增長。 

     主耶穌對門徒的訓練包括了下

面幾點： 

一. 細心挑選 

教會因事奉人手缺乏，有時不

管弟兄姊妹是否真正合適，就把他

們安排到事奉崗位上。不少

姊妹只因爲當了媽媽，就莫

名其妙地被當上了兒童主日

學的老師。在耶穌傳道三年

的時間裡，追隨祂的人成千

上萬，但祂只挑選了十二門徒來跟

從祂。《路加福音》第六章裡記載

到：「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

整夜禱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門

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 

      有鑒於此，恩福協會在針對全 

職事奉的弟兄姊妹開設有神學學

位的神學院以外，會再增加一個針

對在教會搭配事奉的事奉同工證

書班，以配合教會實際的需要。過

去我們也一直在舉辦「兒童主日學

老師培訓」、「如何帶領小組」、

「教會的敬拜」、「長執的角色」

等講座，但弟兄姊妹參加了講座，

到底學了多少？有沒有在教會應

用？我們都沒有繼續跟進。我們計

劃在今年內把這些講座按照教會

的需要，更有系統地整理成爲不同

的證書課程，有相應的作業和實習

要求，帶到不同地區，與教會搭配，

盼望能更好地來裝備服侍的弟兄

姊妹。 

三. 給與權柄 

        耶 穌 不 單 給 與 門 徒 有 能

力，同時也給與他們有權柄。當

弟兄姊妹在搭配事奉時，教會

也應該給與事奉的同工有相應

的權柄。教會需要給同工們劃

出一個清楚的事奉職責，權限

範圍和財務預算。凡在他們的

職責與權限以內的，讓他們能夠自

己作决定，有一定的自由度，不必

凡事請示，只需要有定期的報告即

可。但在事奉時若遇到一些決定是

超越了他們的權限範圍或財務預

算時，那時才需要在事前取得教會

的批准。正如主耶穌在打發十二個

門徒出去前，也有很清楚的囑咐，

說：「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

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寧

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

去…。」（馬太福音 10:5-15） 

                                        (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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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他們為使徒」（路加福音 

6:12-13）。《馬可福音》記載這

事時說：「他就設立十二個人，

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

們去傳道。」(馬可福音 3:14 ） 

對這十二個人的基本要求就

是，他們能常和主耶穌同在，並且

也願意承擔被差派出去作傳道的

任務。同樣在教會挑選服侍的弟兄

姊妹時，首先要看看他們是否願

意、並且能夠把時間擺上來服侍

主，其次也要看他們是否能夠也願

意承擔事奉的責任。 

二. 給與能力 

        很多在教會中事奉的弟兄姊

妹常覺得事奉有心無力。他們有熱

心，但卻缺乏事奉的知識和技巧，

不曉得如何把交托給他們的工作

做好。耶穌挑選了十二個

門徒後，在《路加福音》第

九章繼續記載到：「耶穌

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

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

鬼，醫治各樣的病，又差遣

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醫

治病人」（路加福音 9:1-2）。我們

雖然不能像耶穌一樣給與弟兄姊

妹一些超然的能力，但當我們把一

個事工交托給弟兄姊妹的時

候，我們也應該給他們有一

定的基礎訓練，讓他們能夠

勝任。倘若教會牧者能夠自

己教導、訓練弟兄姊妹成爲

搭配同工，這是我們要向神感恩

的。但不少教會，特別是小教會，

資源不夠，牧者也沒有時間、能力，

對各項事工的人才提供足夠的訓

練。 

但祂只挑選

了 12 個門

徒跟隨祂。 

我們也應該

給他們有一

定的基礎訓

練，讓他們

能夠勝任。 



學問更嚴謹嗎？筆者要求自己盡力做

到以下三個「持守」： 

第一，以基督為中心 -「你們要謹慎.恐

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 , 不

照著基督, 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

小學就把你們擄去」（西 2:8）。保羅

的這番話是一個深刻的警醒：傳道人

傳講的是聖經之道，講章的內容豈能

不以高舉基督為中心，以榮神益人為

目的呢？豈能被哲學、心理學、管理學

等人間的學問所掣肘呢？！ 

第二、以聖經為依據 -為了能「作無愧

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

後 2:15）。傳道人豈能不在研修經文上

狠下苦功呢？筆者曾想，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何不向名家偷師，多多參考、

模仿著名講員的優秀講章呢？然而一

經嘗試，發現這一條東施效顰的「捷

徑」根本行不通。因為技巧雖然可以模

仿，但屬靈的啟示必須是講員個人的

領受。怎麼辦？  

第三、遵循聖靈指引 - 主曾經安慰保

羅，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

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

後 12:9）。這一節經文給予了筆者極大

的提醒、安慰和鼓勵。是的，傳道人在

詮釋神話語的時候遇到了困難，為什

麼要借助他人之力，而不是憑著信心

直接求告神，謙卑地尋求、遵從聖靈的

指引和幫助呢？ 

願與各位立志忠心傳講神話語的傳道

人共勉。 

        *蒙允轉載《華基家訊》2018 年 4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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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者 分 享 

文，不得已，只好海闊天空地神侃哲學、

科學、人文、歷史，以「豐富的學識」

為幌子，領著會眾逛花園。 

第三，不接地氣，故事來湊 

        因為閱歷和經驗不足，講道中缺乏

生活應用的現實例子，可是又擔心講道

不接地氣，變成空洞的「說教」，不得

不借助故事、笑話、或者文學技巧來補

救，講道顯得浮誇而不扎心。 

設定標竿 

       意識到上述的誤區，現在每當預備

講章的時候，筆者會反覆自我提醒：為

什麼要講這一篇道呢？這篇講道要達

到什麼目的？韓愈在《師說》的起首點

出為人師表的使命：「師者，所以傳道

授業解惑也。」而傳道人身為屬靈的教

師，講道更應達致以下目標，責無旁

貸：  

第一，傳道：即要把聖經講解清楚明

白，層次分明，重點突出，不跑題； 

第二，授業：即要能引發聽者心靈的共

鳴，感同身受，進而繼續思考經文對他

們的意義； 

第三，解惑：即能給予聽者屬靈的啟

迪。會眾來，不是要聽人說教，而是要

透過聽道來尋求屬靈的指引，能夠有所

得著，才能面對不同的際遇，活出合神

心意的生命。  

邁向標竽 

       給自己設定了講道的目標，接下來

怎樣預備呢？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指

出，「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

經過三種之境界。」預備講道豈不比做 
 恩福臨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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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醜媳婦總要見家翁的。當筆者走出

神學院，踏上教會講壇的那一刻，才體

會到這一句俗話的那份無奈。作為傳道

人，誰不希望能講出幾篇像樣的道呢？

可是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有差距。就像筆

者，雖然躊躇滿志，卻常常感到心有餘

而力不足。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講道的

恩賜，何況在靈命上、解經功力上、牧

會經驗上、人生閱歷上、以及在會眾心

目中的威信等方面，初出茅廬的小傳道

怎能與講壇服事經驗豐富的資深牧者相

提並論呢？筆者常常為自己講道的水平

與弟兄姊妹們的期望之間的落差而深感

無奈。 

走進誤區 

        講道是每一位傳道人一生的功課。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為了儘快提高講道

的水平，筆者在預備的過程中曾嘗試過

「劍走偏鋒」想走捷徑，可是事與願違。

譬如：  

第一，釋經不力，神學搭救 

        剛開始的時候，因為欠缺火候，筆者

喜歡挑選自認為容易的經節來講，每當

遇到疑難，就搬出大小教理、四大信經等

神學教條為「救兵」，反而把經文晾在一

邊；有時為了「與時俱進」，就選人們感

興趣的話題來講。找不到經文支持的話，

還可以拋書包，講一堆神學術語，來掩飾

自己在釋經能力上的不濟。 

第二，研經不深，神侃搭救 

       解經乏力通常是因為沒有下功夫去

研經，所以領悟不到作者的原意，把握不

住經文的主旨，以致沒能按正意解釋經 

從預備講道的煩惱說起 



以堅持下來，但我當時只是堅定地

知道上帝呼召我去讀神學，即使這

件事情在我自己看來，在別人看來

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我

當時只知道，如果這真是神的呼召，

那麼祂一定會成就這件事情，我只

有單純地去信靠神，除此之外，別無

幫助。而現在我真的畢業了！當我

回頭再看這幾年的過往，真的感嘆

每一步都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也是

上帝所行的一個神蹟。 

       的確，讀神學真的很難，有很

多功課，也有很多的實習，因為學

校為了讓我們不僅僅是學知識，也

可以在教會中去真實地服事，學習

更多的經驗，有更多實際的操練，

讓我們的生命可以被神陶造，成為

一個有知識、有智慧又謙卑的僕

人。 

       學校的每一位老師都是已經服

事了幾十年的資深牧者，我可以從

每一位老師身上學習到僕人的品

質，從他們身上學習到謙卑、忍

耐、智慧。不單是他們所傳遞的知

識讓我收穫良多，他們的生命更無

時無刻地感染著我，激勵著我更多

的願意學習順服在上帝的面前，跟

隨上帝。 

       學習四年，同時也在教會服事，

讓我的生命繼續被神陶造。四年中，

遇到過困難，似乎走不下去，而上帝

的話語卻成為我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在我面對低谷困難的時候，上帝

總是用：「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 

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

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賽 41:10) 

上帝知道我的軟弱，給我夠用的恩

典，扶持我面對生命中的挫折，讓我

的生命經過流淚谷，卻成為喜樂的

泉源。讓那些挫折、痛苦成為我生命

中恩典的記號，成為我生命中的祝

福，以至於我可以成為上帝手中的

器皿去祝福更多的人。 

       上課的時光對我來說總是非常

美好的，四年的時光也是一閃而

過，有很多在神學院與同學和老師

相處的快樂時光，讓我也很捨不

得。但我也知道神學院畢業不是一

個終點，因為這條恩典之路還在繼

續，更是一個新的開始。 

        我現在已經正式開始在教會

服事。我知道未來的道路不會是一

帆風順的，但是我有很多的同路人

一起來走，所以我並不覺得孤單，更

重要的是我知道上帝必會與我同

在，帶領我走這條恩典的信心之路，

就像保羅所說：「我只有一件事，就

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

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

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 3:13-14) 

因為我所指望的是那在天上的更美

的家鄉。 

 

 

 

  

 
    見 證 分 享  

   馮艷姊妹              

    我畢業了！我無法想象，我只

有讚美上帝的信實，讚美上帝的恩

典，祂在我生命中竟成就了這樣的

大事！ 

        2014 年，我蒙召進入恩福神學

院讀神學，那時的我其實無法想象

畢業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或者說

甚至不敢去想我什麼時候可以畢

業，因為能夠讀神學對我來說真的

是一個神蹟。 

        2012 年來到加拿大，4 月份就

決志信主，那一年也經歷了人生中

最黑暗的時刻，身體的軟弱，只能

臥牀，導致我憂鬱症、自殺。就在

這樣破碎的生命中, 我卻遇見了上

帝，就像約伯一樣，「我從前風聞

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伯

42:5) 

       因著上帝的恩典，我被醫治，

被改變，也被上帝呼召去讀神學。

經歷了上帝的恩典和拯救的我，實

在知道我的生命若不交給神就沒有

任何的意義，但我仍然感嘆我這樣

的人，怎麼能夠被上帝所揀選？但

當上帝問我：「你愛我嗎？」的時

候，我便不能拒絕，因為我知道是

上帝先愛我，祂的愛激勵我，讓我

不得不鼓起勇氣去接受上帝的呼

召。 

       其實，在我決定要去讀神學的時

候，有很多人問我：「讀神學也是很

辛苦的，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堅持下來

呢？」其實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可 
 恩福臨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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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及書冊   55  

影音製作    0  

單張    2  

累積總數    57  

                      

 

                     

                8 月 10-12日 (星期五至日) 

  講員: 李彼得老師, 寧子老師 

  地點: Redeemer University College  

  777 Garner Road East, Ancaster, ON L9K 1J4  

  聚會語言: 普通話 

  查詢詳情: 416-297-6540 

 多倫多最新消息:海外中國人福音生活營  

        主題 : 活出精彩 

“心靈盼望”系列《界限》（簡、繁體） 

作者：瓊·亨特 

通過本書學習建立良好的界限，讓個人生活有條有

理，使周圍世界井然有序。同系列《戒賭-離開亡命

之徒》《上帝眼中的我》同時有售。 

  

《活在當下的奧秘 - 啓示錄今讀》（繁體） 

作者：王陸翠生 

本書很適合做教會主日學教材，共分五章十二課。

透過淺顯的文字，讓對《啟示錄》望而却步的信

徒，可以深入淺出地瞭解這卷書的奇異異象。 

恩福書室三、四月份最受歡迎屬靈書籍排行： 

1    與上帝和好的步驟 ( 簡體 ) 

2    殘年憶史 

3   上帝眼中的我 ( 繁體 ) 

4    聖經人名地名詞匯詞典 

5    問得好 

6    游子吟 ( 簡體版 )( 大 ) 

7    香港三元福音倍進布道小册子 

8    與上帝和好的步驟 

9    操練與神同在 

10  怎樣清楚得救 簡體  

中國福音事工 

《以賽亞書 》(簡體字)       作者: 楊鶴皋牧師 
本書原是主日學的教學提綱，探討《以賽亞書》中神要賜給我們的信息，側重于查考其

中的預言與應驗。更深了解《以賽亞書》的屬靈意義。認識真神及神的救恩與以色列的

關係。透過聖經所傳達的信息從而知道如何在今日為主而活。 

本書適合作爲個人讀經研經輔助閱讀資料、小組查經資料、主日學教材。 

歡迎教會及個人免費索取, 自由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