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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奉差遣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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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8—20).
並且人要奉祂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我要將我父所應許
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路24;47-49)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给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16:15-16).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使1:8)
真教會已經從主得應許的聖靈;權柄;能力.是奉主耶稣差遣及教會的使命.因信徒的分散,在英國已建立了多處分佈全國的聚會點:
Aberdeen; Belfast; Cardiff; Dublin; Limerick; London South; Manchester; Peterborough… Glasgow; Birmingham; Great Yamouth .英總又負责
欧陸,何蘭; 比利時; 莫斯科 非洲…但在英國還有許多未得之地.所以我們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主必把這地赐给我們(創 13:17).
神應許亞伯拉罕說:地上萬國必因你得福,.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地上的萬族都因你得
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12: 2-3).這實在也是應許衪所設立的真教會.耶穌叫了門徒來,给他們權柄…差他們兩個兩出去,往各城
各地方去傳道,吩咐他們…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你們白白的得來,也要白白的捨去(太10:1—8).主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
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你們去罷.我差你們出去…(路10:1—3). 英總如何把福音從英國全地,
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證?這是我們共同面對的挑戰.

面對挑戰

石文彬

願頌讚歸於我們的父，就是那始終透過祂的聖靈明明作工、建造教會，來推動各種將要及正在進行的福音工作的神！
我從某個教會那裡得到一個啟發。在有「擴大宣道」之前，傳福音的先鋒行動就已在一個核心小組的同工當中開始了。接著因神
的恩典，這個核心小組非常有效地帶動了教會其他成員一起參與福音活動。這真的值得稱許，因為他們使得其他神所愛的信徒也
能投身其中。於是我開始思考，為何他們能夠如此？
最近幾年，我發現個人佈道的精神很有成長。過去，往往只有少數資深的福音工人能持續帶領她們的朋友來慕道，並得到她們的
姐妹團契的支援。最近，神則不斷在那些開始帶領同事、同學來教會的信徒身上動工。但我仍好奇，為什麼他們會開始這麼做？
於是我產生了一個頓悟！這是因為他們隨從神聖靈的帶領，去面對給基督的挑戰。這個核心小組在面對挑戰時，從個別面對，轉
為一起去面對。於是整個小組，加上所有參與其中的信徒，便能同享喜樂。福音小組的新兵名單日漸增長，因為愈來愈多人回應
神的呼召，去面對個人佈道的挑戰。
當然，毫無疑問地，「若不是神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神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一二七 1）」
既然我們已開始去面對宣道的挑戰，就讓我們繼續用大衛的精神去面對我們的歌利亞吧！「又使這眾人知道神使人得勝，不是用
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神。祂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撒上十七 47）」當歌利亞起身，迎著大衛前來時，大衛乃是
急忙起身，迎著這非利士人往戰場跑去的！
願神的靈保守我們那用信仰慢慢培育的心，能去面對各種挑戰，並渴望那祂要賜給我們的，得勝的甘甜喜樂！願我們的主施恩與
你們，使你們站穩腳步，不改心志，在信仰之路上忍耐專向前行！要仰望我們在天上唯一的父神，在祂那裡有永遠的賞賜在等待
我們。要察看我們的內心，因為祂的靈真的住在那裡，且真的在我們裡面工作，因祂就是我們力量！看看耶穌道成肉身時所立的
榜樣，並從中得到啟發吧（弗四 6）！
消息:
原本 3 月 8--9 日之總會負責人會議,因總負責陳西拉父親陳仕贊弟兄蒙主召回安息舉行喪禮, 因此巳改在 4 月 19—20 日舉開了.
4月18日全國分區舉開了宣道訓練. 4月19日在紐卡素教會舉開了全國弟兄團契. 5月17—19日在山打崙擧開中區教會負責人,
領會者進修會.課程:教務實務,教會論(神的救贖計畫與真教會).講員:侯恩源長老.

5月24---25日在纽卡素教會舉開全國長青

團契.主题:聖經中的長青樹. 6月14—15日在愛丁堡教會舉開全國姊妹靈修會.主題:信仰與習俗.
全國青年聯誼會.

6月20--24日在山打崙舉開

下次會議之日期,由原訂之6月7--8日改訂為今年7月12--13日舉開,地點則在: 愛丁堡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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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與試煉

張福華傳道

在英文中，這兩個詞有顯著的區別。前者主要帶有引誘的意味。而後者在現代的用法，意味著進步、提高程度。在西
伯來文中，舊約書卷似乎有一些不同的辭彙表達這兩個術語的意思。但是，在新約中的希臘文，它們都源自同一個字
‘peirasmos’。在聖經中這兩個辭彙的應用則視上下文而定。
明顯地，這兩個詞在新約中被廣泛應用，以凸現出上下文的意思。英文及中文聖經的翻譯者已分辨了 ’peirazo’ 在各上下文中的
意思，雖然我們未必完全贊同他們的譯法。藉這些翻譯完成的聖經書卷，我們不難明白‘試探’該辭彙的意思。他帶有惡毒的意
圖，要暴露人的軟弱使人跌倒。‘試煉’的目的則是提升素質，培養美德。但是，‘試煉’這個辭彙，不一定應用在積極和正面
的方面。例如：猶太人帶有敵意地來試煉耶穌（可八 11）。爲了要明確分辨，在此文章中‘試探’代表存有惡毒的目的，而‘試
煉’則代表好的、高尚的目的。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
我們常認爲受試探的人就是品格有缺點的人。但是，雅各卻說，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雅一 12）。要引出該章節的真正意思，
我們必須確定雅各所指的是試探而並非試煉。這段經文，12－15 節肯定指的是試探，因爲聖經是一致的。這裏清楚記載受試探的
過程，進而談到至於死的地步。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引誘的。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雅一 14－15）。
約瑟的故事就闡明了雅各的論點 －他堅決不屈於主母的誘惑，以至主母憤怒誣告他。他所受的試探是極嚴酷的。另一個例子是
約伯。他忍受了來自撒旦一連串的攻擊。在生活中要面臨試探，是確實、無法避免的事實。在聖經中有哪個聖徒或成年的信徒從
未面臨試探？

重要的是我們不能與試探妥協。這樣，立即可得到神永遠的同在。對於七教會不斷重復的資訊是要得勝（啓二 7a, 11a, 17a, 26a; 三
5a, 12a, 21a ）。而對於那些勝過試探的人，總會提及他們將得到的獎賞（啓二 7b, 11b, 17b, 26b-27; 三 5b, 12b, 21b）。有鑒於此，

當面臨試探的時候，克服它的方法就是堅持忍耐地按神的旨意而行。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但是，對於雅各的教訓，我們必須謹慎地說明。我們不應認爲因按自己的意願而行受試探結果是可接受的。事實上，我們不應因
自己的情慾或軟弱而受試探。因此，耶穌說：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太二十六 41）
無可否認的，遇到試探是與人的軟弱有關。主禱文就強調我們需要主帶領我們遠離試探（太六 13a）。耶穌的意思是什麽呢？單
靠禱告就能做到嗎？除了禱告以外，克服軟弱，過得勝的生活，是避免因軟弱而跌倒的最佳辦法。約瑟能夠得勝，因爲他忍耐並
逃離所面臨的試探。在生活中繼續做得勝者，撒旦就不會有得逞的機會來損害我們的靈命。這也是主如何拯救我們脫離惡者（太
六 13b）。
當我們接近或進入試探，我們肯定會受到引誘。然後，我們就會在軟弱中，被肉體的情慾所牽引。把受試探的責任推到神身上是
絕對不可接受的作法。一些人對於試探持有不正確看法，他們認爲 － ‚是神試探我的‛，因此雅各在書卷中作了解釋。他所提
出的理由是，‘神不能被惡試探’而‘神不試探人。’

神不能被惡試探
把神形容爲試探者（神絕對不是這角色），就是以惡試探神。出埃及記及民數記中記載著一些人藐視並挑戰神的信實。同樣地，
他們的下場讓我們看到神絕對不容忍任何人試探祂 （出十七 2；民十四 22；參申六 16；詩七十八 18，41，56；九十五 9；一百
零六 14；太四 7；路四 12；林前十 9）。
選民不久前剛體驗過神如何拯救他們脫離法老的欺壓，但現在他們又開始向神埋怨。藉著過紅海的事件，他們親眼目睹了神對於
他們無法測度的愛。當他們來到訊的曠野，他們把神對於他們的善意看爲對他們的殘忍惡意〔出十六 3〕。他們歪曲了事實。同
樣地，他們深知神絕無意把他們帶出埃及，讓他們渴死；但他們卻爲此怪罪於神（出十七 3）。在患難中，他們扭曲了神的善意，
雖然心裏確實知道神並非如他們所說的惡。
限制神的能力也是試探神的其中一個方式。十二個探子到加南地去偵探，十個帶了壞消息回來。他們低估了神消滅加南人的能力。
詩人形容他們輕視了神的能力（民十四 22）。

‚他們再三試探神，惹動以色列的聖者。他們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贖他們脫離敵人的日子。‛（詩七十八 41－42）。
從這個故事我們應吸取的教訓是，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可輕視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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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神的另一個方式就是不聽從祂。在這個例子中，神指示選民消滅所有的迦南人，起初因爲他們缺乏能力，所以他
們並沒有那麽做。但是，後來當他們強盛起來，他們卻不願意把迦南人完全滅絕。反之，讓迦南人爲他們當苦役（書
十六 10；十七 13；士一 27－36）。結果，他們被迦南人引誘去拜巴力（士二 11－13）。詩人下結論說，這就等於試探神。

‚他在他們面前趕出外邦人，用繩子將外邦的地量給他們爲業，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們的帳棚裏。他們仍舊試探，悖逆至高
的神，不守祂的法度。‛（詩七十八 55－56）。
衪不試探人
哪神會試探人嗎？既然在這段經文中，雅各所強調的是‚情慾、‛，‘他也不試探人’（雅一 13）這句話應被理解爲：神是不會
以情欲誘惑或試探我們的。
很多時候，當一個人肉體的情慾很想得到一樣東西，這樣東西就可能成爲一種引誘的力量。例如，對於那些誠實及知足的人，錢
財並不顯得誘人。但對於貪婪的人，錢財則會使他們犯罪，比如他們會偷竊，最後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提前六 10）。這也就
是猶大爲何出賣耶穌。當參孫到迦薩去的時候，他因爲受誘惑，就去找妓女，雖然妓女並沒有勾引他（士十六 1）。後來他來到
梭烈穀遇到大利拉，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士十六 4）。
肉體與屬靈的總是相對抗，使我們行在神眼中看爲惡的事。要成爲一個屬靈的人則需要消除屬肉體的事。因此我們的信仰生活總
是集中在這無可避免的屬肉與屬靈的衝突。能夠勝過自己將得獎賞。反之，若成爲肉體的俘虜則是可怕的。
因此，肉體所帶來的失敗不能成爲我們怪罪於神的理由。他已經賞賜真理及所應許的聖靈住在我們內心。現在，選擇是我們的 －
我們是否立志順從肉體而活或靠著聖靈治死肉體的惡行（羅八 13）？
現在，我們明白了神不試探人。我們應該關注的並非試探或試煉的性質，乃是如何順從神，在生活中的每一方面都得神喜悅。相
信神與神話語的信實，使得歷史中很多信心之士在艱難中堅定不移，戰勝試探。(下期待續)
浪子的醒悟

紐卡素教會 陳煌來弟兄 2009 年 11 月

哈利路亞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

陳美中姊妹代筆

小弟離開教會已很久了,或許在外面什麼都玩盡, 什麼都賞過,享受過了,

就覺得這世界很模糊又虛空, 是回歸教會的時候了. 有一段時間非常低潮, 我向鄧雅各執事傾訴, 經他的開
解勉勵後,更想回教會了.但又覺得去教會很浪費時間, 心裏很矛盾.

過了不久, 就和紐卡素教會同靈們一

起到台灣旅遊.這次旅遊是探訪教會.我太太擔心我不會適應這方式的旅遊.第一天,去到第二間教會時,感謝
主我已適應了.因聽見小朋友唱詩我感動得流淚. 其實是開心又喜樂 .我喜歡過群體生活,感覺很開心.同樣
地,今次旅遊和一群弟兄姊妹一起出外訪問教會;是很有做就,且是正面的開心快樂!
旅遊回來的星期六我見太太準備要外出, 就問她要去哪裏, 她說星期六當然是去教會! 於是我很自然地說,
等等我, 我也要去.當我繼續參加了兩次安息日聚會後便有所感動. 我在想, 一星期有七天, 我只需抽兩小時來聚會不是很多, 我
應該做得到的! 就這樣我便下定決心要守安息日參加聚會了.
約在 09 年 5 月下旬, 我發覺其他人刷身而過常常掽到我, 其實是我的右眼看不見,掽到人及東西而不察覺. 有一天 在工作期間雙
眼出問題了, 又覺頭暈, 家人陪同我到醫院檢查.但醫生說一切正常, 沒有問题. 但我堅持說一定有事, 要不然不會這樣的. 跟着醫
生將我轉到 RVI 大醫院作掃描檢查, 一經掃描後就得知有個瘤在後腦裏. 於是立即安排接受手術. 當我聽到後, 感謝神我很鎮定,
沒有晴天霹靂的感覺! 我只是以 “ 看看怎樣” 的心態面對. 我知道我不可以倒下來, 如果我倒下來家人怎麽辦呢? 傷心難過大哭
一場都不能改變事實. 只有藉着祈禱交託才使我安然面對. 在等候接受手術期間, 感謝神我完全沒有擔心過,還可以跟人及醫生開
玩笑.我一點也不害怕, 甚至不怕死! 因我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後,就將一切交託主.
手術那天, 當我要被推入手術室之前的一殺那就有些感觸. 如果主耶稣要我走 ,我也要接受, 我在想我已比很多人長壽了, 我什麼
都玩過;享受過, 還有何求呢? 只是放心不下家人, 流着淚將一切事情交帶太太,她安慰我不要哭,打了麻醉針沒有知覺, 不用擔心,
心裏祈禱交託. 她在這段期間也時常鼓勵我禱告. 之後我就被推入了手術室. 這時我太太的眼淚才大滴地流下來! 哭完後就和兒
女一起為我禱告. 禱告完她完全沒有擔心我,繼續做她的的事情, 沒有一點想着我正接受手術, 只記住護士吩咐下午五時打電話來
問我的手術是否完成. 有親友來我家探訪, 我太太以平常心和親友有說有笑, 沒有掛心!
手術做了約六個小時. 當我一醒, 我便立即起床, 這刻我心裏很感謝神, 我不感覺到痛, 像平常人一般, 我太太一進來我對她說感
謝神我一點痛都沒有, 只是行路有少許困難, 右眼有些不舒適, 因右眼在手術中有少許東西被割了出來. 第四天醫生叫我嘗試沖
茶. 第五天晚上, 我很清楚地聽見一聲音對我說: “ 你起來, 我將一切東西還給你”, 聽後我仍未起來, 不久又聽到這聲音說: “ 你
起來, 我將一切東西還給你, 你打開眼一看便清楚”. 於是我就起來, 眼睛一開, 果然看得很清楚, 比以前還要清楚呢! 跟着我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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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跪下禱告感謝! 我這麼大的手術只住院八天, 實在是神的恩典.感謝神還給我一切東西, 不但使我看得比以前更清
楚, 連我的糖尿病也減輕了很多! 以前我要打糖尿針, 現在只吃輕量的糖尿葯, 不用靠打針!
手術之後曾有多次的特發病痛,經禱告便得醫治. 尤其是第一次接受電療及化療之前就患上大感冒. 頭部做手術的部位腫了起來,
整個頭很痛, 很辛苦.其實我剛接受完手術有這樣的症狀應立即入院治療,但我只藉着禱告求主醫治, 甚至沒有告訴醫生.感謝神,
第二天已康復了, 實在是神的大恩! 除此之外, 當我外母離世時, 見到太太非常傷心, 而我自己又想得太多, 所以情緒很低落, 很
消沈, 這時有人安慰, 甚至安慰一千句都沒用, 但若我不祈禱, 就不能得安慰! 感謝神, 每次遇上不愉快事或不舒服, 一經祈禱就
蒙神垂聽, 得到安慰平安.
接受電療及化療時, 因聽了其他人說會引起負作用; 不能吃喝, 如死一般那麼難受, 我就被打沈了 ! 手術時我不怕, 因當時有足
夠信心,時常祈禱. 但聽到電療及化療的負作用就非常害怕,失去了信心. 第一次電療時, 整個人被困綁得緊緊的不能移動, 呼吸也
非常困難, 當時我真的失去了信心, 想對醫生說放棄不做這療程. 感謝神這時我就想起要祈禱, 而且又唱詩, 我不懂詩歌的, 這首
詩記得少許, 那首詩記得一些,就混合起來唱, 就這樣的度過首次的電療.
我總共接受了六星期的電療及化療, 其間只嘔過一次, 感謝神.這段期間雖然沒什麽胃口, 但我為媽媽而吃了两碗飯! 我不想她見
我瘦了而擔心. 經電療和化療之後也沒有影響我的四肢, 只是有時兩手有些麻脾而已. 由我發現了有腫瘤, 經過這麼大的手術,又
經過了電療和化療至現在, 痛楚的時間真是很少,止痛葯只吃了少許,醫生說如果沒有痛就不用吃了.感謝神!
小弟與大家分享的就是要凡事藉着禱告, 將一切事交託神, 完全的交託後就不要再去煩惱. 現在我幾乎忘記了自己的病. 不常提
及病情而受困擾煩惱, 見到人便說開心的話.向患病的人多說信心鼓勵的話,靠神克服種種療程. 故此我太太吩呼來探我的人不要
只提到我的病情, 要多說信心的話.我從來沒有讀聖經.不明白神的話. 感謝神由始至終我完全沒有埋怨人或神,以我這樣的人, 什
麼都玩過, 享受過, 神也這麼的恩待我, 我還有何求呢?回教會向神認罪悔改後, 整個人都輕鬆了.便將一切事交在神的手中! 最後
小弟希望弟兄姊妹繼續為我代禱, 使小弟的信心不再搖動. 願一切榮耀, 頌讚歸於主耶穌基督, 阿們!
有一個兒子…把應得的產業…都收拾起來,往遠方去了.在那裏任意放蕩,浪費貲財.旣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就窮苦起來…他恨不得
拿豬所吃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给他.他醒悟過來…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裹去…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父親卻說…
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路 15:11---32).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路 15:10).
耶穌復活是聖經(信仰)的基楚,應該要有說服力的人來作見證,為何耶稣卻首先找被人輕視的婦女…馬利亞作見證人(约二十章).
雖然她還不明白復活的事,但仍然相信耶穌巳經復话了.今日我們也會遭遇不明白的事情…但只要我們能與主有親密的關係,衪要
親自安慰我們;撫平我們的傷痛,使我們相信主一定有衪的美意.
一個對主復活沒有深刻認識的婦女,只因為對主有一顆感恩的心…竟讓她成為看見主復活的第一人.今日或許我們與馬利亞一樣
沒有高深的學問,沒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對聖經的認知也有限,但只要有一顆對主感恩的心,相信神也會藉由我們成為替祂作見證
的重要工人,完成美好的聖工.(摘自聖靈月刋374期2008年的11月12頁)
澳魯景教會消息: 2 月—3 月

教會消息: 山打崙教會靈恩會 4 月 12—14 日

*石約瑟傳道夫婦巡牧,聚會中, 以「真理的接棒與交棒」
為主題勉勵, 又前往阿巴甸牧養該處信徒.
*陳志榮傳道於新年度首次到來牧會,期間主持多項聖會.計有:
宣道訓練, 靈修會、夫妻團契、查經…;及阿巴甸區牧會工
作等.崇拜聚會又以「施恩座的基路伯」和「約櫃前的基路
山打崙教會靈恩會合照:來自愛丁堡;迦福園;纽卡素..等同靈. 靈恩會主題海報.

伯」勉勵.如經上所記:「要用金子錘出兩個基路伯來,安

在施恩座的兩頭」(出廿五 18).但願有形的基路伯能銘刻於心,藉著主的靈將人間帳幕打造成在地如天的形像(來八 5).陳傳道完成此
梯次牧養工作後, 又前往沙巴出席聯總之真理研討會會議. 來去匆匆, 真是全為主, 勤為主, 忠誠永為主!
*總會之真理研討會假座本會舉開,出席人數包括書記、隨員共十二位.期間教會安排聚會,張福華傳道以「約瑟的故事」互勉,從約
瑟的一生闡明愛與寬容;和生命的意義.原來生命不在於長短,不在於財富.生命乃在於敬畏神、擁有神;和看清神的旨意.傳道語重深
長之勉勵、提醒讓我們重新思想生命的意義.感謝主!

2010年5月10—12日 迦福園教會靈恩會: 主题:豐盛的生命. 歡迎参加,共沐主恩.
2010年6月27—30日 澳鲁景教會靈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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