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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要你的才幹，
神不要你的才幹，神要你。
神要你。
＊不注重宣教的教會，
不注重宣教的教會，終將成為宣教工場。
終將成為宣教工場。
＊一個新約教會有多健康，
一個新約教會有多健康，不在於能坐多少人，
不在於能坐多少人，
而在於能差派多少人。
而在於能差派多少人
。
會
＊「精神不正常
＊「精神不正常」
精神不正常」的定義：
的定義：持續用同樣的方法做
宣 道 年
同樣的事，
同樣的事，卻希望得到不同的結果。
卻希望得到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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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腳蹤宣教進修之旅

鄧麗儒

今年夏天我參加了保羅腳蹤宣教之旅，走過了保羅當年走過的許多地方。這
個旅遊活動豐富了我的生命，也在我生命中留下美好的回憶。
旅途中，我看到了許多聖經中所描寫的地方，體驗到保羅當年的心路歷程，
也明白了保羅時代的背景和他傳福音的艱苦和勇氣。他真是一位傳播福音最偉大
的使徒。

保羅在庇哩亞

耶穌升天前吩咐門徒說，「但聖靈要降臨在你們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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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一:8)
保羅就是這一個把福音廣傅出去的最重要人物。

保羅當年所走過的地方有古老的小城，也有昔日擁有輝煌歷史的軍事文化經
濟大城，如雅典、哥林多、以弗所、腓立比、羅馬等。這些古老美麗的城市當年是西方文化的發源地。如今，歐洲經濟
不景氣， 人民生活相當困苦，但是這些古城還是美麗如昔。這些古城也保留下來許多數千年前雄偉的建築，如祭壇、
神廟和許多其他的雕刻偶像。保羅當年在這樣一片屬靈荒地中，面對這許多偶像，傳講「耶穌是基督」的信息。他的聽
眾人品混雜，很多是對基督真理懷疑和不信的人。保羅在會眾市場、在淫亂的廣場和在會堂中放膽公開傳講福音。但是
保羅所傳的福音很少打動那些固執剛硬不化的心。保羅被眾人追殺，他被鞭傷，他被人拿石頭打，很多時候他跟死神面
對面。這些苦難不是每個人都能忍受得了的，但是保羅為了基督，他不顧一切，獻上自己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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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有許多偉人，如亞歷山大大帝。他征服了許多國家，把希臘文化傳揚出去。又如凱撒大帝，他征服了歐
非兩洲，把羅馬的軍事與宗教傳到各地。還有哥倫布，他發現美洲新大陸，將歐洲的文明和罪惡傳到美洲。這些人的成
就和勇氣讓很多人感嘆敬佩。但是保羅這位空前絕後的福音戰士，他只是單獨一人，帶著幾位同工，開始他的佈道旅
程。他不知自己前面的道路，也不以自己的生命為可貴，只是一心遵守主的旨意來行事為人。他真是一個神所創造的最
偉大的使徙，連他的敵人也稱他是一個震撼世界的人。
保羅這位傳福音的沙場老兵，最後成為囚犯，帶著鉸鏈被送到羅馬去。到達羅馬時，他那顆勞累的心還是非常喜
樂，因為他看到基督教如果要成為一個普世性的宗教，這福音必須在羅馬生根。他來到了羅馬，回顧自己的事奉生涯，
相信這福音會從羅馬照射到當時世界最邊遠之地，因此他滿心喜樂、滿心感謝神。
在羅馬的監禁中，保羅不但繼續傳福音，並寫下了很多書信。在整個新約聖經二十七卷書中，他的著作占了十三
卷，包括其中最為人熟悉的一段經文，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4-8 節，「愛是恆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這些書信一直留存到今天，還在幫助我們這些生活在二千年以後的信徒，看到屬靈的亮
光。
保羅腳蹤宣教之旅的最後一站是羅馬。我們看到他埋葬之地，聖保羅大教堂。主後 67 年，保羅在羅馬被斬首，為
主殉道。他給跟隨他的年輕同工提摩太寫了遺言，「那美好的仗我己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
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
慕他顯現的人。」(提後四:7-8)
保羅在他寫的羅馬書第一章 16 節說，「我不以福音為恥。」他也在腓立比書第三章 8 節寫著，「我也將萬事當作
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願我們都能效法保羅，靠主站立得穩。求神日日更新我們、改變我們，讓我們能更像保羅。求神鑒察我們的心思意
念，讓我們在事奉神的生涯中，能更像保羅這一位傳福音的最偉大的使徒。

保羅用了將近二 年的時 來
他的宣教活動。他走過了一 二千 的 路和 路，他 有一個
有力的
在經濟上
他，
要自己
生 。在宣教途中，他經歷
， 經 天
在
大 中。
他
，被
， 過多少個不
。他
，不
受到
。他 有一個 ，也 有一個
人在身 。在他宣教
，
的
加上多年 身的
苦，他 經像一
年的
，但這 將 的
為
、為 發 ，他一 也不
，
保 一 傅福音的 心。

Page 3

幸福人生何處覓 聖詩聖樂告訴你

維子

幸福人生音樂佈道會掠影

完 秋 華府地區，秋意漸濃。隨著陣陣秋風，幾片落葉一高一低在眼前飄過。公路兩旁原本單一翠綠的
樹林，開始在樹梢上抹上了紅色、黃色、褐色的脂粉，吸引著匆匆開車而過的人們。大華府的秋天是美麗的，而一群
從意大利羅馬而來的聲樂家們的心意更美，他們不是來欣賞華府的秋景，而是用他們的歌聲來傳播耶穌的愛，喚醒世
人沉睡的心靈。
九月二十七日晚，他們在新澤西州若歌華人教會的演出剛落下帷幕。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他們的身影又出現在馬
利蘭州洛城的中華聖經教會。這是他們風塵僕僕的美國巡迴音樂佈道的第五站。看，他們不顧旅途的疲勞，正和聖經
教會的樂隊緊張地進行彩排，為的是當晚又有一場演出。聖經教會樂隊小提琴手林恩澄說：「他們的嗓音太好了，唱
起聖詩，非常清純，感動得我熱淚盈眶，我們很榮幸能和這群專業的歌手們合作。」
這群來自羅馬、深有造詣的華裔基督徒聲樂家們是：吳恩斌老師、張金龍老師、林德忠老師、葉潔芝老師、白雲
老師、耿立老師，鋼琴伴奏李周姬老師。此外，還有來自新澤西州若歌教會的男高音林偉生老師，馬利蘭州中華聖經
教會的女高音劉黃懷甯師母。
華府地區的華人基督徒及慕名而來的僑胞們，早早來到教堂。三百多個座位的禮堂座無虛席，大家靜靜地等待這
群華裔歌唱家登台獻唱。音樂佈道會以合唱聖詩「您真偉大」拉開了序幕：「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你手所造
一切奇妙大工；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你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
大！」美妙的四部和聲，氣勢恢弘，一下捕獲全場觀眾的心。一曲完畢，掌聲雷動。這首詩創作於 1880 年，作者是一
位年輕的瑞典牧師包博（Carl Boberg）。有一天包博郊遊時，突遇雷雨。一時雷聲隆隆，電光閃閃，暴雨傾盆而降。
然而瞬間雨過天晴，樹木花草上綴滿著晶瑩水珠，在陽光下熠熠發亮，小鳥飛回枝頭跳躍歌唱。他震驚於宇宙主宰創
造的偉大和奇妙，屈膝讚美神的大能，於是寫下了這首詩，配上瑞典古老民謠的曲調，一直流傳到現在。1974 年基督
教論壇報稱「你真偉大」和「奇異恩典」是現代最受喜愛的二首聖詩。
聖經教會劉傳章牧師以路加福音 12 章「無知的財主積攢財富」的故事與大家分享。這位財主有大量田產收成豐
盛，於是拆掉舊倉房建了更大的糧倉，好收藏糧食和財物。他並且對自己的靈魂說，你有這許多的財物，可作多年的
費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樂吧。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於誰呢。（路加
福音 12:19-20）是啊，世上多少人就像那無知財主，只知道積攢財寶在地上，卻不知道「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
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 16:26）
這群從意大利來的年輕聲樂家們有著先天的金嗓子、銀嗓子，還有後天的專業訓練和名師帶領。或許他們可以到
各地舉辦演唱會，迎合世俗社會的口味，唱些世俗的歌曲，也能財源滾滾，名利雙收。可是他們卻沒有被世界的榮華
富貴所迷惑，聽，他們用柔和的歌聲傾訴他們樸實的情懷：「我寧願有耶穌，勝於金錢；我寧屬耶穌，勝過財富無
邊；…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卻仍受罪惡捆綁；我寧願有耶穌，勝於世上榮華、富貴、聲望。」
聖詩聖樂蘊含著一股神奇的力量，散發著玫瑰花般的芬芳。她尊貴高雅，通過基督徒歌手唱出來，韻味無窮，妙
不可言。聽者感受到了上帝奇異的愛，當晚就有數名觀眾舉手，表示願意打開心門，接受耶穌基督為他們生命的救
主。在場的基督徒們以熱烈掌聲，祝賀他們找到了幸福人生的泉源。因為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
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翰福音 6:35）
女高音歌唱家耿立是恩韻音樂事工團隊中最年輕的歌手，在 1985 年生於台灣高雄。她在台灣上高三時，面對著考
大學的壓力，又遇上家中重大的變故，在生命的低谷中，她來到耶穌面前，把生活的煩惱、學習的重擔都交託給了耶
穌基督，從此，道路越走越光明，擔子越挑越輕省。2008 年耿立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並於同年考上義大
利羅馬音樂學院。別看她年輕，她已經在多次的重大聲樂比賽中得獎。今晚她身穿淺綠色的連衣裙，秀麗端莊，用她
甜美的嗓音，虔誠地唱出對神的讚美：「當如何訴說你為我成就的事情？我何等不配，但你卻用愛向我顯明； （接下頁）
剛過 中 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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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雖然有千萬天使歌頌，仍難表達我的感恩。我今願意將一切所有的，完全都歸於你。」
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
華府音樂佈道會圓滿地結束了，雖然夜已深，這群年輕的聲樂家們卻不能休息，馬上要搭車
到賓州的蘭城。次日早晨，蘭城中華聖經教會將有一場音樂佈道在等著他們。
我開著車回家，一路上，仍然沉浸在音樂會帶給我的美妙感受中。劉師母唱的讚美詩「空谷
的回音」縈繞在我的耳邊：「有人曾經告訴我，耶穌正在尋找我；他愛能夠保護我，他手能夠醫
治我。哦我心中多快樂，我又見到那太陽；我心緊緊跟隨他， 我唇還要讚美他 ……。」

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繁/簡 => 資源寶庫 圖書館新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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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粵語 CD） 詩篇（粵語 CD）
何傑博士主講
何傑博士主講

新生命聖詩--讚美輯《你真偉大》CD
默想式生命讀經—原則與實際操練 新生命華人宣道會詩班
作者：陳興蘭(賴建國博士師母)
從讀經、解經、查經到信息分享～ 前路求索--福音信仰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
主編：姚西伊
附馬可福音全卷示範。
內收論文十一篇，內容以圍繞家庭為主。
領受祝福的大能--發現你在基督裡的真實身分和命定 作者：泰瑞及美莉莎.博恩
本書涵括了泰瑞及美莉莎.博恩在祝福研習會中所教導的主要內容，它將告訴你如何
獲得祝福。看過本書，你會知道你生命中需要什麼樣的屬靈祝福，以致能了解你在
基督裡真正的身份和命定。從聖經中許多的見證可以發現，當你領受祝福之後，你
的生命就會獲得屬靈的健康並且找到神所賜的人生目的。
詩裏藏真--聖經文學技巧與詮釋
作者：費哈洛
本書作者主要探究舊約的詩歌體裁。如果聖經是文學，甚至是優異的文學著作，那聖
經也是「反文學」(anti-literature)。文學作品可自娛娛人、供作欣賞，但聖經既
是文學又超越文學。本書引導讀者透過經文文字藝術及詩作探索神，及隱藏於文字背
後讀者意想不到的驚奇，從中我們必發現原來神是如此愛人、如此偉大。
改變生命改變心--聖經輔導方法與技巧
作者：保羅.大衛.區普
如果說神將我們的成聖交在一些受過訓練的專家手中，我們可能會很放心，但這不是
祂的計劃。相反地，藉著教會內每一個肢體的服事，整個教會才會在基督裏成熟。這
本書幫助我們發現自己和別人的生命中需要改變之處，並揭示如何跟隨耶穌的榜樣去
認識人，以及如何以愛心向他們說誠實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