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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細嚐

(希伯來書十一：13-16)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說這樣話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
  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 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
      並不以為恥，
        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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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這些人" 存著的是怎樣的"信心"?

他們所盼望的應許是甚麽？

他們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的是甚麼?

為何他們未得著應許，仍可存著信心？

你是否羨慕更美的家鄉？如果羨慕，我們在世的生活又是否朝著這
個目標？

我們的信心生活可否見到神的信實及榮耀到祂，以至神被稱為我們
的神，並不以為恥？



今期團友專訪

你哋屋企有咩家庭成員?
Jeff：

朱思：

你哋鍾意食啲咩或者唔鍾意食啲咩?
Jeff：

朱思：

你哋有咩嗜好?
Jeff：
朱思：

你哋幾時去加拿大? 你哋喺加拿大嗰邊既生活係點架?
Jeff：

朱思：

P.3

我屋企有爸爸、媽媽同妹妹，爸爸住喺香港，媽媽同妹妹住喺加
拿大。妹妹細過我2年，已經讀完書。
我屋企有媽媽、2個家姐同2個姐夫、姨甥仔，我而家同大家姐、
大姐夫、姨甥仔同埋媽媽一齊住。

我所有野都鍾意食，但我比較怕麻煩，所以對於有骨或者有殼既
食物，例如：好多骨既魚、蝦、蟹…我會較少揀來食。
我最鍾意食魚，我唔係咁鍾意食飯，因為成日都要喺屋企食飯，
同埋唔係咁鍾意食紅蘿蔔或者中式既食物。

我鍾意打機同睇波。
我鍾意睇歷史記錄片、跑步同打機。

我同媽媽、妹妹喺97-98年期間，已經搬左去加拿大住；一直以
來，我都係同屋企人住，所以生活上無咩困難。我喺加拿大修讀
「工程」，讀完大學後，我出來做左幾份短期合約(大概幾個月)
既工，全部都係同工程或者同會計有關既工，跟住就返來香港。
我係讀完中七先至去加拿大，第一年我係住學校既宿舍，之後我
同朋友搬出來一齊租屋住，所以成日都要搭車出去買餸同煮野俾
自己食，我會煮一啲簡單既食物，例如﹕意大利粉，有時都會煮
漢堡扒、叉燒排骨。喺加拿大住最大既困難係成日都等唔到巴士
，其實我係有考車牌，但由於開車保險太貴，所以一直都係「無
車一族」。我喺加拿大修讀「國際關係」。

Jeff 朱思



今期團友專訪

你哋而家喺香港做緊咩? 你哋喺工作上或讀書上有冇遇到咩困難?
Jeff：

朱思：

你哋信左主幾耐? 你哋係點樣信主?
Jeff：

朱思：

你哋最鍾意邊首詩歌?
Jeff：
朱思：

你哋返左約書亞團幾耐? 習唔習慣?
Jeff：

朱思：

P.4

阮崇楷(Jeff)、朱穎思(朱思)

我而家做緊會計既工作。初頭都幾辛苦，因為公司既人手唔係好
穩定，但當公司既Financial Director被人炒左之後，我就好好多
，因為唔使再做咁多野。我而家對工作既要求係唔使咁夜走，可
以早啲返到屋企讀書；另外，我而家修讀緊有關會計既課程，依
個課程最快可以1.5年就讀完，每半年就考1次試，來緊6月尾就
係第1次考試。
我而家喺香港大學讀緊法律，黎緊6月既學期，我要修讀2科。初
頭會比較辛苦，因為有1堂係朝早上，有1堂係夜晚上，所以比較
麻煩。

我係2004年決志信主。有一年我返香港時，我有一個已經信主
既姑姐帶我返教會，由於返教會既感覺唔錯，所以我返到加拿大
之後參加左大學既團契，同埋去搵教會繼續聚會，幾個月後喺一
間教會佈道會裏面我決志信主。
我大概11年前信主。由細到大我都喺基督教學校讀書，所以一直
都無抗拒依個信仰。喺中學時期，我有返中學既團契，就喺團契
既佈道會，我決定信主。

我最鍾意聖徒詩歌220首：《我是個罪人蒙主恩》。
我鍾意Fanny Crosby姊妹填詞既詩歌，例如：金色黎明、有福
的確據。

我返左幾個月，由於聚會既模式同加拿大教會差唔多，所以都幾
習慣。不過同弟兄姊妹就唔係咁熟，最熟係阿劍，因為喺加拿大
已經認識，跟住熟少少就係自己小組既弟兄Thomas同振昌。
2006年，我已經返左來約書亞團，所以都好適應團契既聚會模
式，熟既姊妹有Jackie同Lynette。



今期團友專訪

你哋而家既屬靈狀態係點?
Jeff：

朱思：

我哋有咩可以為你哋祈禱?
Jeff：

朱思：

P.5

阮崇楷(Jeff)、朱穎思(朱思)

我既屬靈狀態係麻麻地，間唔中先至會靈修同讀經，我每日都要
用差唔多2個鍾來搭車返工同放工(屯門住，香港返工)，再加上
讀緊密集式會計課程，放工之後又要溫書，所以所剩既時間唔係
咁多、身體同精神都比較累。
我都係麻麻地，雖然每日都有靈修同讀經既生活，但係個人未能
夠進入狀態，靈修同讀經變左循例上既工作。無論係得閒或忙既
時候，個人都唔係太想靜下來。

1) 時間既分配，因為來緊6月尾要考會計試。
2) 教會生活既適應，希望能夠同弟兄姊妹有好既關係。
1) 屬靈既追求，希望能夠有一個清晰既追求方向。
2) 6月新學期的時間分配，因為有好多天地堂。
3) 能有一個安靜既心。



傳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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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願 透 過 以 下 的 文 章 及 一 點 的 分 享 ， 各 弟 兄 姊 妹

能 對 神 的 福 音 有 更 多 的 體 會 ， 彼 此 勉 勵 。

見證重於工作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林前10:31

現今的許多教會及基督教機構越來越著重工作。他們不斷發展各種各樣，
大大小小的事工，呼籲信徒出錢出力支持神的工作。另外他們又極力提倡
聯合工作，呼籲各宗各派教會放下各種的教義上的分歧，合作傳福音。他
們抱的宗旨就是「凡我所作的都是為福音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益
處。」最近有一位信主很久的基督徒向我說，我們教會應該放棄一向持守
的保守立場及路線，與立場不同的各方各派人士，包括靈恩派及教義上有
偏差(但不影響救恩)的教會合作傳福音，因為傳福音為基督徒最重要的使
命，神喜悅萬人得救。我們應該拋開所有成見及固步自封的思想，放下以
往保守分別的立場，不要左批評右批評，說這樣不對那樣不對。我們要同
心合意，興旺福音，使萬人得救，這豈不是最榮耀神嗎？乍聽之下，以上
言論好像很有道理。我們真的可否為了福音的緣故，妥協一下，放寬一點
，為了使更多人得救呢？我的答案是：不能。在我舉出我的理由之前，我
想先澄清一點，我絕對不反對傳福音。我知道傳福音是很重要，我也承認
我們傳福音傳得不夠，我們信徒需要付出更多力量來興旺福音。我所反對
的是放棄真理立場，不由分說地與不以聖經為最高權威及指引的教會及人
士合作事奉。現在我要述說我們不能與他們合作的原因。

(一)他們當中有些人傳的福音不是純正的福音

有些人認為靈恩派傳福音很熱心又有果效，我們應該與他們合作。但問題
是，他們所傳的是否純正的福音？他們往往用神的恩賜來代替神自己來吸
引人信主。他們高舉恩賜如說預言、講方言、神醫 、趕鬼及其他神蹟奇事
。他們的所謂信心，不是信而得救的信心，而是信而得著以上恩賜的信心
。但種種跡象顯示，這些所謂的「恩賜」根本不是出於聖靈。美國一位宣
道會牧師就曾經 用約翰一書四章試驗說方言的人，發覺有百分之九十是出
於邪靈！靈恩派也提倡「健康、成功、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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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Wealth, and Success Gospel)的福音，連他們自己也是這樣承認
。但可惜福音派人士為了工作，連這樣的福音也可以接受，以為人也可以
藉著這樣的福音得救。另外有人以總之傳福音時提到神的愛，信主得著赦
免、永生、種種神賜的福氣等道理便是福音了。但許多未信者 ，必須要知
道及接受的真理如認罪、悔改、捨已等都沒有提及，以至所謂的「決志者
」根本不明白何謂真正的信。最明顯一例，現今的許多佈道會講員越來越
少說及罪，也很少呼籲人認罪悔改。他們認為在講台上講罪有損人的自尊
心，人本性不愛被人責備，你責備他們犯罪他們就不會再來教會。有一位
著名的華人神學家也是這樣說：傳福音不應強調罪，只需說及神的愛，因
為愛比罪大！我的回應是，若不強調罪的可怕，如何帶出神為贖罪而捨身
之愛的偉大？施洗約翰、使徒及主耶穌自己都是吩咐人要先悔改，後信主
。但現在有的傳道人企圖越過悔改之步驟而叫人單單信主，這就是不完整
的福音。現今的世俗佈道家更加離譜，不單沒有叫人為罪悔改，反而用盡
一切 方法叫人笑破肚皮，叫聽眾以為信耶穌是輕輕鬆鬆的事，甚至是很好
玩的事。我更加不能接受，基督教的大佈道家竟然與不承認因信稱義的天
主教合作傳福音。這明明是「別的福音」，是靠行為聖禮得救，我們怎能
與他們合作？有人天真地認為我們可以在聚會中向天主教徒作見證，幫助
天主教教徒明白真理而回轉。但我從來沒有看見這些佈道家指出天主教錯
謬的教義，更加無意叫他們離開天主教，只懂互相讚揚抬舉，彼此稱兄道
弟。我實在看不到有多少天主教徒，因這些人的言論而放棄天主教各樣錯
謬的道理，歸回正統信仰之教會。這叫做為主作見證？一個是非不分，完
全沒有道德勇氣，指出天主教致命的異端道理的所謂「愛心合一見證」？
神不要這樣的見證！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與以上這些人合作傳福音，因為
他們所傳的福音的的確確是「別的福音」，我們不能在這惡事上有份。

(二)傳不完整福音只會產生更多軟弱及假的信徒

有很多信徒以為不論他們用什麼方法也好，總之有人來聽福音，有人信主
就夠了，我們不應反對他們。但聽這樣「福音」而「信主」的人，究竟有
多少個日後在信仰上能站得著腳的？我們只看見大型佈道會的人山人海，
呼召時有多少人舉手決志，多少人走到台前站立，但有沒有人統計過，舉
手決志或走上台前的人，有多少個以後會到教會穩定地聚會？舉手決志的
人多，真正信主返教會的人少，這是公認的事實，但為什麼沒有人查根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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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真正的原因豈不是佈道會中講員所傳的「福音」有問題？有傳道人認
為，今日教會之所以這麼軟弱，出現這麼多內部問題，作出種種與世為友
及犧牲真理的事，最大原因就是教會中充滿著許多有名無實的假信徒。這
些自以為信主，其實不是真信的人是從那裏來的呢？就是從參加那些傳不
純正福音的聚會而「決志」的人來的。退一步說，就是有些人在那些聚會
中真正得救，他們很可能被帶返，舉辦那些聚會的世俗化及聖經教導鬆散
的教會受餵養，結果就是產生了一大班信仰根基不穩的世俗化基督徒，不
能為主發光，反而在生活言行中處處令神蒙羞。當然，凡事都有例外，有
些人蒙神保守，不受周圍環境影響，保持單純的心愛慕神話語及祈禱，以
至靈性得以長進。但這些例外真是十分少。一般的定律是：教會怎樣教導
，信徒也怎樣表現。教會不著重聖經教導，忽略分別為聖，從不為真理爭
辯，信徒也會靈性軟弱，貪愛世界及忽視真理立場。這又說明了一個原則
，就是二人不同心就不能同行的道理。好比兩家建築公司，一家著重方便
及快捷，一家著重可靠及穩固，請問他們可能同心合作興建一項工程嗎？
屬世的工程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屬靈的工程！屬靈的工程最重要的是根基
。若信徒在福音上根基不穩，他們的靈命成長或遲或早都會出現問題，到
時才補救便很難很難了。有人傳福音著重決志人數，但我們認為該著重屬
靈質素，兩者能協妥嗎？有人說能， 但神說不能。得救人數神一早已經預
定了，神自己會添滿人數。我這樣說，當然不是主張我們不需傳福音了，
反正神一早預定得救的人數。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必須去傳福音，但神
既然已經定了得救的人數，我們就不需要自作聰明，自作主張地用一些神
不喜悅的方法，企圖令「更多人」信主。若果我傳一個純正的福音，只有
很少人信主，但傳一個妥協變質的福音或用神不喜悅的世俗方法去傳，有
成千上萬的人表示「信」，我們也絕對不會動搖。不是我們不想更多人信
主，而是添滿得救人數是神的責任，用合神心意的方法去傳純正的福音是
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責任與神的責任要分得清清楚楚，我們不能逾越不是
我們責任的範圍。我們要作忠心的僕人，作工多的未必能得主人稱讚，因
為作得不合主人心意；惟有遵照主人吩咐而作的僕人才得主人的喜悅。

(三)神要的是見證，不是工作

如上段說過的，僕人要遵照主人心意而行的，才算是忠心，才能得主人的
喜悅。那麼神對人最大的心意，或是神造人最大的目的是甚麼呢？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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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們信主的人榮耀祂？當然我們要為神作工，要為事奉神，要傳福音。
但我們作這些事的動機就是榮耀神。所以我們傳福音或為神作工的時候，
我們絕對不能用不榮耀神的方法去作，例如用世俗的方式傳福音，放鬆真
理立場與信仰上有偏差的人士合作。有人認為若是堅持要求這麼高，便會
阻礙福音傳揚，因而減少人信主。這說法是完全不合聖經的，難道主耶穌
及使徒們在傳福音時會好像我們一樣避重就輕，或試圖降低福音向人的要
求，為要多得人嗎？有人以為只要我們肯稍為妥協及遷就一下，傳福音便
有更大的果效，有甚麼不好呢？我的答覆是：若果真是有果效，是神自己
的憐憫，是神撇開人的軟弱用自己的主權來救人，與人用不合祂心意的方
法來作工全無關係，神將來一樣要追討我們不忠心的罪，好像神用猶大來
成就祂救贖的工作，但猶大卻要為自己的罪負責任。更何況我認為這些人
所追求的所謂「果效」，很多根本不是真正的果效，只是虛有其表的假像
，好像狂熱靈恩派信徒的種種光怪陸離的表現，及俗世基督徒在生活工作
上的種種比不信更差的行徑，結不出聖靈果子，極有可能還未得救。但妥
協派人士卻一直沾沾自喜地沉迷於他們所謂的「果效」，從不質疑那些人
是否真正得救，實在令人非常遺憾。

其實，如果神真的要果效，為何要用我們這樣軟弱無力，時常犯罪犯錯的
人來傳福音呢？神不可叫天使來傳嗎？答案是明顯的。第一，神喜悅我們
得著傳福音時帶來的喜樂及榮耀；第二，神要考驗我們是否忠心實踐祂交
給我們傳福音的託付。神沒有應許我們傳福音一定有很大的果效，一定有
很多人信主(主明明說進窄門走窄路的人是少的)，主沒有這樣應許我們。
聖經反而處處指出為主作見證會有反對，會有逼迫，會受苦難。主卻應許
為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所以，神不是按我們作工的果效來審判我們，
乃是按我們作工時的忠心來判斷我們。弟兄姊妹，不要再被「果效」這兩
個字蒙蔽了。真正的果效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讓我們安於本份吧，
不是不傳福音，而是要忠心地傳福音，絕對不可犧牲真理立場，試圖增加
作工機會及果效。我們堅信，只要我們忠心按著聖經來為主作工，神會賜
下真正的果效，我們會得著主的賞賜及稱讚，最重要的是，神會得著最大
的榮耀及滿足。

(基要書室)
http://www.fundamentalbook.com/article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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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錢我們都會盡力找回來，更何況天父失去的是兒子。

傳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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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福音工作

感謝主!在過去團契的出隧佈道中，弟兄姊妹都很熱心參與福音工作，一
同為著神的國爭戰，興旺福音。聽見大家的分享，相信大家亦會有不少的
體會，經歷神很多奇妙的作為。但願你們所撒的道種，在往後的日子能夠
生長，早日結果，並神親自記念你們所作的勞苦。

想到今天福音工作實在不易﹐社會風氣已瀰漫著各種各樣攏弄人心的事情
。今天作基督徒，假若你要行真理，求公義，可能你的生活已經格格不入
了!? 何況話仲要說「傳福音」，「宣揚主的救恩」!不知道過多多久的日
子，傳福音會成為我們的歷史片段，「屬靈」這個詞語會變成「冏」!只
會是我們茶餘飯後的話題!想起保羅在加拉太書所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
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今天，福音我們已經領受
了，我們蒙了神的憐憫，白白領受了主的恩典，大家也繼續在主的路上前
行吧!

講到傳福音，信徒面對傳福音的其中一個最大的難處，我想，會是如何讓
福音對象明白福音，接受福音。又或者是，對象連福音都未聽，十分之抗
拒，連福音都未能完整說明，就被福音對象「落閘」了。我想這些情況，
比比皆是。有什麼福音技倆或策略可言?今天要作的工，實在是很多，邀
請新朋友，約他們吃飯，建立關係，談道。又或者有人要說，傳福音要等
時機，等候時機成熟，才能夠讓人明白福音。相信今天大家對神話語的認
識，已不是初信主的時侯，心靈裏會對神的救恩會有更多的明白，對神有
更大的倚靠，相信這些東西必定有助大家將福音帶到四周不同的圈子裏。
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家信心的禱告，神作工的基本。慕廸先生有一句話這
樣說:「一切偉大的復興運動，無不起自肯跪下禱告的人。」所有生命建立
或任何福音的工作，必定要從神而來的信心去抵擋一切仇敵的火箭，但願
大家也一齊努力，能有一個愛人的心腸，帶著信心、愛心及盼望去為主作
見證。

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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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朗氣清, 是傳福音的好日

在預備的過程中, 我們總討論到雨天的安排, 而出隊當日就天朗氣清, 有很
多街坊出來, 甚至一組弟兄姊妹也不足以接觸那麼多對象, 只感禾場廣大, 
需要更多作工的人。

為搶救靈魂, 盡上我們的一份

有一次默想聖徒詩歌156「自伯大尼」, 想到主不能忘記自己的應許, 要接
我們和祂同在, 但我想為何現在祂還未回來, 我覺得是因為還有這個未信主, 
那個未成長, 主很想回來, 但主還要救一些靈魂。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配合
主的心意。

一天在李鄭屋球場附近出隊, 看見一個伯伯, 我就趕緊就向同行的弟兄示意, 
要接觸他, 因我看見他手拿一本由某異端出版的刊物。我很希望可以和他
談, 因正看見他在受異端的影響! 在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同時撒旦也在努力
用很多方法牢籠人的心, 雖然看上去我們能夠做到的不多, 只是派派單張, 
談談信仰的事, 但那就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為搶救靈魂, 盡上我們的一
份!

家禎

如果我們真正認識耶穌是誰，我們對他的態度將大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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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豐太28:19
    徒1:8

在傳道部事奉，方向總離不開如何去遵行神的旨意，去把救恩傳揚。
除了為福音對象守望外，亦想到團契中的弟兄姊妹，幫助他們實踐行道，
作一個「福音人」。

我們該見證神的道

為甚麼神要我們去？心想如果神只是單單要人得救，只管差天使對預定的
人講明便可，為甚麼要我們去作？可見神要我們去，是因為愛我們，是要
我們得益處。益處除了為主作工，得將來天上的賞賜外，還有生命上的益
處。
自己在出隊佈道的時候，總有一個感覺，就是自己所能作的實在太少。面
對各個不信的人，我所能作的就只有「撒種」；遇見能領他信主的，都是
出於神，只是我們出去「收割」而已。去為主作工，確實令我自己更謙卑
伏在神面前，學會作一個順服的人，並將一切所作所得的，都歸給神。
另外，注意到聖經中主吩咐的，不單是去「傳福音」，而是要去「作見證
」。傳福音的時候，除了四律之外，自己更留意自己究竟給別人留下怎樣
的印象呢﹖我是否一個愛神、愛人的基督徒呢﹖與別人接觸時，總會留意
到自己生命中還有很多的攙雜，很多需要神去對付的事情。這些種種，都
叫我們的生命得著益處。

出隊佈道及關係佈道

傳道部將會定期有出隊佈道的時間，但我們不應把「傳福音」和「出隊佈
道」劃上等號。生命的見證，不應只停留於教會的聚會及活動中，而是要
帶到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弟兄姊妹面對不信的家人、朋友、同事，究竟有
否愛人靈魂的心﹖究竟能否為主作見證﹖這亦是傳道部常守望的事情。
在關係佈道的事情上，傳道部能幫得上弟兄姊妹的實在不多。一方面，我
們希望大家能透過出隊佈道，看見神國的需要，在心志、知識及技巧上的
建立，帶到生活當中。另一方面，我們從禱告出發，希望神讓弟兄姊妹能
在生活上作見證。盼望弟兄姊妹也為此事禱告，亦為自己的福音對象禱告
，叫我們知道能為身邊的人作甚麼，帶領他們認識神。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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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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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

傳福音 - 對每一個基督徒來說並不陌生。不論你是初信，還是信主幾十年
，也不論你是平信徒，還是教會的長執、傳道人，傳福音都是你的責任。

馬太福音28章19-20節告訴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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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信主，這個傳福音的責
任就已交託我們了，直到世界的末了。就如約翰福音4章那個撒瑪利亞婦
人剛信主，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裏去傳揚主耶穌在她身上的作為。約翰福
音4章35節又說：「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麼？我告訴
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我們應當趁著還未
到世界末日，盡量拯救失喪的靈魂，世界末日一到，就沒有人能信主了。

讓我分享一個初信主時的傳福音經歷：中二下學期，那時我信主還不足一
年，我有機會向一個佛教徒傳福音，他是我的同班同學。在開始講福音的
時候，我非常緊張，不知如何說好，但感謝神，我越講越有平安，聖靈不
斷賜下話語，讓我能順利地把福音講完一次，雖然他沒有立即信主，但我
仍很喜樂。這個經歷告訴我們，縱使你只有很少的傳福音經驗，但只要你
踏出第一步，向身邊的親友傳福音，神就會賜給你當說的話。不過，你也
要常作準備，平時多讀聖經，多背誦福音金句，多練習講自己的得救見證
，多練習使用福音工具如福音橋、四律等，最重要還是多禱告，把福音對
象交託神，依靠聖靈放膽傳道，你一定會經歷神的同在和帶領的。

願我們多結福音的果子，天父因此就多得榮耀。

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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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若天

Honey Comb

Breakthrough

呂康豪 陳若天高頌朗譚偉然

我們的小寶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