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教会崇拜继续同时在教会和在线直播，每周⽇下午15:30-
17:30. 请留意教会群的连线信息。

祷告会  
每星期天崇拜前14:30-15:10 祷告会在教会办公室举⾏，⼤
家为教会弟兄姐妹为崇拜和⼩家聚会祷告。 
每个⽉第⼀个星期六早上9:00-11:00教会祷告会，牧师带领
弟兄姐妹在线上⼀起祷告。11⽉7⽇ ，12⽉4⽇有祷告会。 

⼉童主⽇学 
因为疫情的关系，主⽇学少年，⼤班和中班是⽤Zoom在星
期天早上上课，每个⽉最后的主⽇，11⽉29⽇有实体合并班
主⽇学，在dance studio举⾏。 

宣教主⽇ 
11⽉15⽇教会崇拜举⾏宣教年会，葛牧师和宣教同⼯报告我
们宣教事⼯。 

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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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临期崇拜 
11⽉29⽇开始将临期崇拜预备迎接新⽣王耶穌基督，道成⾁
身来到世界。


圣诞节 
12⽉20⽇崇拜庆祝聖誕節。


教会清洁 
11⽉7⽇⻘年⼩家

11⽉28⽇提摩太/路得⼩家合作清洁教会


这福⾳是 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
到他⼉⼦—我主耶稣基督。按⾁体说，是从⼤卫
后裔⽣的；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复活，以⼤
能显明是神的⼉⼦。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

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

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 

罗⻢书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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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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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洪品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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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家 
Natacha/Eve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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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家    
袁之詠/苏雅丽

076 620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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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 
14:30-16:30

⼴东话⼩家    
李少娴

079 895 9325 

周六 
16:00-18:00

⻘年⼩家    
Ken/David 

078 629 7081 
078 730 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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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宣教焦点
活在危机中

⼈犯罪堕落，结果带来深远的危机。这危机⼀直延续下
去，直⾄有⼀天罪被打垮了，基督做王统管这得赎的、被
挽回的世界为⽌。

在这个⽇⼦来临以前，地上满了灾难，居在其上的⼈天天
活在危急的状态中。

政客和经济学者满怀希望地在谈论如何“恢复正常状态”。
但⾃从“⼥⼈见那棵树的果⼦好 作⾷物，......且是可喜爱
的，能使⼈有智慧，就摘下果⼦来吃，又给他丈夫，他丈
夫也吃 了”那⼀刻开始，世界就不曾正常过。

光说我们是⽣活在充满道德危机的时代中，是不尽实的; 事
实虽然如此，但这个说法还未 够全⾯。举个例⼦，战争是
国际和平受到破坏时的⼀种危机，但只是如此轻描淡写地
把战争及其破坏⼒略过不提，根本就没有全⾯地说出战争
是怎样⼀回事。其实，战争会带来⼴泛的破坏，令到⽆数
⼈家破⼈亡，财物荡然，饥民遍野，疾病 遍传，精神或⾁
⾝上经 历难以形容的折磨。这些灾害带来的各样痛苦，如
⼤⽕燎原⼀般，吞噬了⼤幅的⼟地，祸及成千累万的⽣
灵。

⼈犯罪堕落，不但造成了道德上的危机，它还给⼈在天
性、伦常、理性、⼼态、灵性和⾁⾝每⼀⽅⾯，都带来影;
整个⼈都受到伤害。⼼灵⾥的罪性渗透了整个⼈的⽣命，
影响了他与神、与⼈，甚⾄与⼀切事物的关系。

⼈犯罪后，⼤⾃然、地球，甚⾄全宇宙都给连累了; 这样的
说法是有圣经根据的。

神把⼈从东⽅的伊甸园赶出去以后，在园⾥安设了基路伯
和四⾯转动、⽕焰熊熊的剑，以防⼈归回。从此，⼈类的
历史，只不过是⽇渐升级的灾难实录罢了!

如果说我们最早的先祖逃离了神的⾯以后，在地上颠沛流
离; 那就未免⾔过其实了。又如 果说⼈因此失去了那位创
造者的⼤爱与关怀(因⼈曾经狠⼼地悖逆祂)，那 就更不正
确。 神从来没有丢弃祂按着⾃⼰形象⽽创造的⼈。假如⼈

没有犯罪，神就能让⼈在祂⾯前，蒙祂眷爱。⼈如今虽然
犯了罪，神却仍是⽤祂的权能看顾保守， 直⾄这群蒙救
赎、得重⽣ 的⼈能再次见祂的⾯(启⼆⼗⼀ 3，⼆⼗⼆ 4)。

⼈失丧了，却并未被神丢弃;这就是圣经的信息，也是教会
受托付要传讲的信息。在⼤风雪中的旅客虽然迷路，但因
为知道拯救⼈员正在尽⼒寻索⾃⼰，他就不致绝望。朋友
们不⼀定能及时赶得及救他脱险，但因为⼼存希望，他就
能在饥寒交迫和极度惊悸中⽀撑下去。

如果某处⼈⼜稠密的地区突然发⽣⽔灾或⽕灾，那时任何
⼀位⾝体健全的市民，都会义不容辞、竭尽本分地参与救
亡⼯作，不达成任务决不罢休; 又当死亡威胁着某 条村落
时， 没有村民敢松懈下来。这都是我们社会公认的道德标
准。⼩部分⼈的危急成了全体的灾难， 上⾄政府⾼官，下
⾄⼩区童军，都不免受牵连。洪⽔⼀天不退 去，⼤⽕⼀天
不被扑灭，就没有⼈敢恣⾔⽣活在“正常状态”中。当有⼈
还瑟缩于毁灭的阴影下，根本就谈不上是正常状态。

在极度危急的时期，普通的措施都不管⽤。今天世界正处
于危机中，只有基督徒还有条件负起拯溺救亡的⼯作; 我们
绝不敢漠视这危机，更不能视之为“正常状态”⽽放松不警
醒。 处于这罪恶满盈、⼈欲横流、满布死亡阴影的时代
中，没有任何事可以称得上是正常的。

我不能了解⼀些福⾳派基督徒在危机中竟能泰然安居，好
像根本没有危机存在⼀般。他们以侍奉神为⼰任，但同时
不忘每天保留充裕的时间来让⾃⼰优闲消遣，游荡享乐。
世界正在⽔深⽕热之中，他们却悠闲⾃在，还给⾃⼰的⾏
径列出不少动听的理由，甚⾄必要时更引经据典地⼒辩呢!

我怀疑还些基督徒究竟是否真正相信⼈已堕落了。

— 摘⾃「午夜的復興」--- 陶恕

在主⾥问候你们, 许久未出现在⼤家⾯前,出现了也仅是⽚刻. 从3
年前开始宣教地的情势越来越紧张, 很多的事⼯因当局对宗教态
度特别是基督教的管理的法规的改变⽽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但
这只是序幕… 
   今年开始⼤规模的逼迫与问话便在各处燃起烟硝, 五⽉我所参与
的团队开始被当局针对, 每天从各城市的传来的负⾯消息, 同⼯们
不断的被约谈, 被限制⾏动范围, 许多宣教⼠被赶⾛, 各地的办公室
与聚会场地被搜查已属正常情况,每天都在处理各样的危机, 我的
团队也都做了最坏的打算, ⽽我每天带着这样的恐惧与担忧,害怕
接到任何消息或电话,祷告时只有哭泣, ⽆法好好⼊睡, 这样的不安
渐渐漫布在不论被调查或或没被调查的同⼯身上, 因此不仅要帮
助各地的团队的领袖, 在这样的景况中⾯对危机但却不失了信⼼
以致不敢⾏动. 也要安抚⼤家的恐慌, 那段的混乱两个多⽉也慢慢
清楚政府的意图后, 我的团队知道必须做出重⼤的改变, 才能在这
极度监控与封闭的地⽅继续推展福⾳的⼯作. 
   虽然政府的⼿越发的沉重的在我们身上. 但看到所服事的⻘年族
群他们不畏威胁, 对福⾳真理的渴慕与信⼼回应,（是的,谁能阻挡
神在⼈⼼⾥的⼯作,）感⼈的⻅证也同时不断从传出⽲场传出, 这
是最安慰与激励我们的时候. 当政府不断加⼤对我们的限制与威
胁时,同⼯们及所带领的弟兄姊妹也开始去思想我现在还要传福⾳
吗？ (冒着被拘禁的危险), 什么是跟随基督 ？这些的答案都带领
我们可以稍微体会耶稣与初代使徒当年所经历的危险与逼迫.逼迫
转化成对我们信仰的祝福, 传福⾳成为⼀个⼼志⽽不只是事⼯计
划, ⻔徒造就成为⽣命与信⼼互相激励与相扶持的过程. 从事⼯的
⽬标的各种计划活动⾥, 回到简单与专注做传福⾳, 真理与⽣命影
响⽣命的建造, 祷告成为⼀切的基础. 
   回想过去宣教地的历史1966-1976期间是逼迫最⿊暗的时期,但
却是福⾳拓展最快的时候.今年的情势感受到这⾥已经进⼊另⼀个
⿊暗的时期, 但经历前⾯⼏个⽉的恐慌与冲击后, 如今我们感谢神
给我们类似的机会, 我们祷告可以像过去那些忠⼼且⼤有信⼼的
属灵前辈, 紧紧地跟随神, 并期待祂的⼯作并再次复兴这地. 感谢神
在这段时间给我们虽被压伤, 但却不失去盼望, 异象与策略也更清
晰, 我的团队也正在预备各地区的事⼯进⼊⼀个⼤的转变, 但⽼实
说⾯对的挑战仍然是多⽽⼜多的, 「混乱,」「不确定」是我们最
常挂在嘴边的字眼, 对未来的迷茫和不安, 这对我及所带领的事⼯
领袖们也是很⼤的考验, 请为我们可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经历祂
的同在与能⼒⾛过这⼀个困难的阶段. 
很需要你们在后⽅的⽀援与祷告. 愿我们⼀同在主⾥经历祂⻓阔
⾼深的爱. 

⼩如

台湾学园传道会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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