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
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
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
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
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
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
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
居住。』(赛54:1-3)

以上经文，是紧接着弥赛亚受苦和復活

的经文而写的。就犹太人的观念来说，没有结

婚，或是婚后不能怀孕生子，都是咒诅；这样

的人活在世上，生不如死。然而，神透过以赛

亚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反而可以成为更多人的

祝福。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4-6节所説，

苦难愈多，从神而来的安慰就愈多，因我们的

经历而得着安慰的人也愈多。「大使命」不单

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20节，或者使徒行传1章

8节出现，其实2,700多年前的以赛亚书，也有

记载。

上述经文的重点是什麽？

第一：大使命的「量」不要限止(1节)

这段经文既是预言，也是呼召。它预言

到教会是因为主的受死、復活、升天，以及圣

灵降临、信主的人接受圣灵的洗而成立(参弗

1:13-14；林前12:13)，并且信徒在基督里都可

以成为新造的人(林后5:17)。

第二：大使命的「质」不要限止(2节)

聚会的人数多了，帐幕(聚会的地方)便要

扩大。帐幕愈大，绳子就要愈长，而将帐幕牢

固地钉在地上的钉子也要愈深。钉得不够深，

帐幕就容易倒塌。这个比喻十分贴切：教会大

而无质，门徒根基不够稳固，就很容易会流

失。门徒在神话语的基础愈深，他的人生观、

价值观、苦难观、死亡观等方面的改变就愈彻

底，这个人的使命感就愈强。

「不怀孕、不生养」的人内在生命改变

了，一切人所认为是「咒诅」的，都会变成自



己及别人的祝福。试看胡力克(Nick Vujicic)、

蔡苏娟、杏林子等等，都是一些「痛而不苦、

残而不废」的门徒。以赛亚忠心传讲神的话，

劝导君王和百姓悔改、归向神，虽然据说年老

时被王绑在木上，拦腰锯断而死，但他仍旧说

话。因为他像亚伯拉罕等一样，相信有一个更

美的家乡已经为他预备了，所以他能够欢欢喜

喜地面对肉身的离开。

在此，我鼓励所有因为自己的病、身体的

残缺、事业的鬱鬱不得志、学业的失败、生意

的失败、婚姻的失败等等耿耿于怀的弟兄姊妹

们，善用你们这些一般人认为的「咒诅」，将

这些经历奉献给主，神必定会使用你们：吸毒

者可以变成助人戒毒的大使；赌徒可以成为助

人戒赌的大使；癌症患者可以成为癌病者的安

慰及同行者，甚至成为他们属灵的师傅。

第三：宣教的「地域」不受限止(3-4节)

神叫我们「向左向右」观看，寻找更多宣

教的地方，直到「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

是什麽意思？其实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以及

马太福音28章19-20节的大使命。

感谢神，虽然疫症令我们不能有正常的实

体聚会，但网上的聚会却让我们超越牆壁，无

远弗届。去年我们网上聚会的人数，比实体崇

拜的人数要多得多。为什麽？原来不少弟兄姊

妹的家人，平日不会到教会聚会，但在家中，

却可以一起透过网上的聚会听到神的话语，以

及弟兄姊妹的见证。

《联宇网上教会》的梦想

我们的梦想若要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不要

限止」，便要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胸

襟：「思及全球，行于本地」(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盼望更多人能够「为己无所求，

为主求所有」！

在此，我有几个呼吁：

第一，但愿更多有经验、对释经讲道有恩

赐及负担、对建立门徒有使命感的牧者，将你

们已经讲过的信息奉献出来，让神建立全球的

门徒。

第二，将你们「痛而不苦、残而不废」的生

命见证，或者那些「不可能用巧合来解释的经

历」献呈给主，让主建立更多人的生命及信心。

第三，《联宇网上教会》是「行一步、见

一步」的信心历程。若你愿意与我们同行，请

为我们祷告，并为这个事工奉献。

谨祝你们新年快乐，为主更上一层楼！



(一) 塑造灵命的方法

在灵命塑造的历史上，有很多属灵操练的

方法。我们要选取哪些操练，才能使灵命更成

熟、更完全，使我们的生命更像基督呢？

基督教历来有不同灵命塑造和属灵操练的

流派。例如：圣本笃、圣方济、加尔默罗、耶

稣会、路得宗、安立甘、循理宗和灵恩派等。

倘若不加以辨别和过滤便引用和学习，轻则产

生灵命成长的偏差，重者甚至会误入「歧途」，

变成异端或极端。因此正确的神学思想非常重

要，能帮助操练者避免重蹈前人的神学错误。

近代的灵命操练较多操练与自己的关係，

与传统的方式有所不同。例如：我们会从心理学

方面去塑造灵命(包括：个人成长、原生家庭、

自我形像等等)，先探索和认识个人的生命，

再从圣经正确的价值取向帮助灵命的成长。这 

与中世纪偏重与神的关係的向导有所不同。

现代教会谈到属灵成长路，很多时会与 

「事工」挂勾。例如：信主后接受栽培，被栽

培后需要成为栽培别人的人；这其实是属于 

「群体关係」的操练。塑造灵命时若太急进，

没有先了解和关心初信者所面对的困难与挣

扎，过于着重让他们接受装备、承担事奉，便

会偏重「事」(doing)多于「人」(being)。操

之过急的灵命塑造，往往会揠苖助长。笔者也

曾在这种「教会成长路」的模式中被塑造，信

主不够一年便成为栽培员，对很多初信者所发

的问题都不懂得如何回答。

塑造灵命的方法有很多，我们需要平衡   

「四重关係」(见下图)，按部就班去帮助信徒

成长，相信这个属灵婴孩的生命，必定能够健

康地成长。

信徒灵命未能渐渐成长，所缺少的或许

不是方法、不是成长路，而是缺少了属灵的父

母。如上文所说，婴孩得以健康成长，需要父

母照顾。作为教会新丁，假如没有得到灵命成



熟的属灵前辈照顾，很容易便会「营养不良」、 

「飢饿过度」，最终「随流失去」。这种情

况，比比皆是。

要塑造灵命，除了需要外在的助力，还需

要内在的动力。但是，甚麽是内在的动力？

(二) 灵命塑造的内在动力

当信徒认清终极目标，是学效耶稣像天父

的完全，我们还需要有积极的态度去实践信仰

的生命。从主耶稣所吩咐的「大诫命」，我们

可以找到这个内在的动力。主耶稣说：「第一

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

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

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

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可12:30-31)。

这就是灵命塑造的内在动力。

当信徒能以主耶稣所吩咐的大诫命为目

标，并以积极的态度去追求成长。不管过去的

生命有多麽不济，现在的困难有多少，将来的

挑战有多大，只要认定神是独一的神，全然依

靠祂，并愿意倾出生命去爱神爱人，所有的经

历都可以塑造我们的灵命，帮助我们成长。

当信徒都愿意这样行，相信初信者绝对不

会缺少愿意照顾他们的属灵父母。他们会与初

信者同行，同渡生命种种不同的软弱与困境，

使他们纵使遇到挫折与失败，也不会轻易放弃

信仰。因为，在逆境中有同路人的支持，能使

信徒更体验到信仰的真实，更经历到神的同在

和大爱。

(三) 灵命成长的表现

有了外在的助力与内在的动力，我们还

需要有从内而外的生命成长的表现。这不是要

用来计算或评估灵命成长的阶段或程度，因为

这外在的表现，与灵命成长的阶段没有必然关

係。正如彼得后书1章5节所说：「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你表现出来的行为，反映着你内在的生命，但

这两者却没有必然的关係。

信徒在灵命成长的四重关係中，要均衡地

建立与成长。这个生命与神、与自己、与人、

与群体的关係，都会长大与成熟，就如「耶稣

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

增长」(路2:52)一样。当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

灵命被神塑造，神将劝人和好的职份赐给了我

们(林后5:17-19)。每一个经历神大能更新改变

的生命，应当与人分享这个恩典带来的好处，并

乐意遵行主耶稣升天前所吩咐的「大使命」，

领人归主、传福音，使更多人作主基督的门徒 

(太28:18-20)。这是自然不过的生命流露。

总结

灵命塑造的终极目标，是学效基督、像

天父的完全；塑造灵命成长的方法，是外在的

助力。主耶稣吩咐的「大诫命」，是积极追求

成长的态度，是内在的动力和信仰的实践。最

后，遵行主的「大使命」，是灵命成熟的表

现。这更像耶稣，更像天父的生命成长与导

向，可归纳为四重的关係：与神、与自己、与

人、与群体，当我们在这四重关係中，都有着

美好的建立，并实践圣经的教训。这样，我们

的生命就能更像主耶稣、更像天父完全一样。 



1. 你刚从教会牧职退休就来到《联宇圣经学院》，这跟一般人希望退休后不用工作的想法很不同。是什麽使你
不停下来休息而加入《联宇》呢？
答：我从教会退休是因为年满70岁，但我心裡的「牧会」意欲没有减退。幸好苏牧师介绍我到《联宇圣经
学院》来事奉，使我不致变得「閒懒不结果子」(彼后1:8)。感谢主让我有健康，有生之年我都会乐意去传福
音、去分享得救见证，领人信主。

2. 在新工作中，你有什麽学习和抱负？这几个月在《联宇》事奉，有什麽最深刻的印象？
答：参与《联宇》工作三个多月，看见同工们每天在自己的岗位默默耕耘，尽心尽意肩负神学教育的工作，
令我深受感动。大家都认真工作，并且有默契、互相帮助、坦诚分享。同工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神学教
育推广，让更多信徒受惠，正如腓立比书1章5节所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
音。」这令我深深感受到事奉的喜乐，也感到得力。

3. 不少同工都见证你有布道的恩赐，你遇过最难的一次传福音经验是什麽？还有哪些亲友是你希望可以向他们
传福音的？
答：感谢神，我37岁时蒙神怜悯得闻福音，悔改信主，人生得以进到一个平稳发展的机遇。我深知、也经历
过福音的大能，因此立志要还这福音的债。所以，我努力去传扬主耶稣的美善。

福音对象信主，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是之前已经有人「撒种」，我只是适逢其会去
「收割」。约翰福音4章36-37节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穀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
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传福音有时也会遇到困难，最难传福音的人是他
们不表态、不回应福音的话题、不置可否，甚至
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也守口如瓶。遇上这种情况，
我会为他祷告，并留意继续与他保持良好关係，
静候神的时间。

传福音有时也会遇到阻力，以我太太82岁的大
哥为例，多年来都未肯信主。他已经听明白耶稣
基督的救恩，还说中学时是读基督教学校的呢！
有几次我们一起去「饮茶」，当我讲完福音、请
他决志信主时，他说，停在这裡就可以了，又说
多谢我有心！我和太太惟有继续祷告记念他！

4. 回想你丰富的人生阅历，有什麽做人的智慧或原则是你至今仍然持守着的？
答：活了一把年纪，曾经得到许多好朋友的帮助。关係是要互相维繫和照应的，有时自己会吃亏一点，有时
自己也得到别人的协助。父亲常常教我做人的道理，说人生就如泥水匠造门，要「过得自己、过得别人」，
意思即是要有「易地而处」的思维。所以，我做人常持守「待人以宽、律己以严」的态度。信主后，我更以
圣经的教导作为我人生的指南。当有纷争时，我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因为圣经说：「宁可让步，听凭
主怒」(罗12:19)。我认为亲戚、朋友或同事之间，若有争执的话，应互相让步、留些空间或后路，方便「日

后好相见」。

(编按：今期开始，院讯增加「同工专栏」，让大家认识《联宇》同工。
今期首先访问四个月前加入本院、任职佈道事工的郭炜成传道。)

今年五月本院将推出「个人布道法」的新课程，由
郭炜成传道主讲，盼学员能从老师身上学习布道心
得和技巧，课堂内容包括：

• 认知福音对象及布道的部署；

• 布道技巧及常用经文；
• 家庭探访布道及公开布道法；以及
• 如何福泽家人至亲等课题。

授课语言为广东话。

如有意报读此课程，请即申请夏季 
入学。扫二维码查询报读本院课程。



反思新常态下的线上牧养

因受疫情的影响，不少信徒都因未能实体聚会而感到无助，困惑和孤单。感谢天父奇妙

的恩领，去年本院院长苏颖智牧师有机会与学生们举行网上圣餐崇拜，以下为两位同学

的体会。

王同学

现在有一句话特别流行：「生活需要仪式感。」

过往，我对基督教很多礼仪是不理解的，觉得这些礼仪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甚至觉得有一

些礼仪是在浪费时间；在教堂裡礼拜的时候，总希望一些礼仪快点结束，好去做自己的事情。

但透过今次聚会，我和众位同学和牧长一同领受圣餐时的感动很大。虽然大家没有在同一个地方

聚集一起领受圣餐，但是带给我的触动却是极大的。在预备「饼」和「杯」的时候，我是持怀疑态度

的。因为每个月领受圣餐时，我只不过将领受圣餐当成了一种宗教形式，内裡其实已经没有感动和奉献

的心志了，更何况是隔着电脑屏幕，觉得肯定感受不到现场的氛围。但当苏牧师带领我们祝谢领受圣

餐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动非常大，我清楚地感觉到圣灵在工作，我在电脑前面泪流不止，想到了主耶

稣基督的牺牲，也想到了自己的罪，深感自己不配在主面前服侍。这次圣餐礼拜，我将会毕生难忘。

通过这次圣餐礼拜，我学习到在特殊情况下，教会要用不同的方法来牧养信徒。因为疫情的影响，

网络上的聚会是必不可少的，教会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做出不同的调整，才能适

应时代的发展，才能更好地牧养教会的弟兄和姐妹。

卢同学

根据疫情的发展和专家们的预测，这次的病毒会将人类社会带入一种「新常态」。病毒并不会很快

被遏止，疫苗的生产也没有那麽快。「新常态」的一种表现，是人们不能像以往那样群聚。

在这次聚会裡，苏牧师讲解了有关圣餐的真理，同时实际操作示范在当下网络聚会的处境中，如何

带领圣餐礼的敬拜。这给笔者较多的学习和思考，因为在疫情之前，我们应对不能聚在一起的方式，是

分成小组来聚会。但在疫情当下，我们被迫採取了线上聚会的形式。

相对来说，线上讲道还比较容易调整和适应。最有挑战

的，应该是教会中的各项圣礼。婚礼不常有，葬礼也一切从

简，洗礼可以等待疫情过去，然而圣餐却不能等疫情过去。面

对当前「新常态」对教会的挑战，我们不能因为停止了面对面

的聚会而停止圣餐，反而要好好地使用网络资源，带领会众通

过线上的方式一起领圣餐，一起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一

起表明我们的信仰和盼望，因为我们同属一个身体—基督的

身体。



� 
联宇网上教会启播了！

感谢神，联宇网上教会已于本年1月3日启播。首月参观者人数共2,032位，参观次数为3,133。

欢迎各地弟兄姊妹透过这网络平台参与崇拜。崇拜影片每週更新，并于每週主日凌晨开始上载到网

站。浏览本院网页或扫QR code即可收看。

崇拜讲道除了由本院讲师和传道同工负责外，更邀得世界各地华人资深牧者参与。盼望肢体们可以

嚐到他们宝贵的信息和牧养，也鼓励弟兄姊妹邀请其他亲友一起收看。

此外，网上崇拜得以开展，有赖各教会敬拜队的参与。他们的服侍成为世界各地华人的祝福。感恩

有他们同行，愿主报答。

有来自加拿大、英国、菲律宾等不同地区的肢体表示，网上崇拜信息能给予他们牧养之馀，更能装

备自己于当地服侍。有些身处偏远的小镇的信徒，实在没有机会出席教会聚会和接受装备。他们也认为

网上教会可成为当地其他同工在灵命上的供应。

深愿我们的摆上，能成为别人「随时随地」的帮助！

电话：(852) 3462 2882  　 WhatsApp： 6443 9607  　 　　电邮：info@cbiglobal.net  

网页：www.cbiglobal.net               通讯地址：九龙中央邮政局邮政信箱70412号 

· 各地华人呼声 – 我们看见基于工作、环境、健康、交通、疫情、等等因素，许多

        信徒未能恆常参与教会聚会及如常实践信仰、完成使命。

· 宣教工场需要 – 宣教士、其家庭成员以及信众，极需要支援、关怀和牧养。

· 偏远地区贫乏 – 严重缺乏牧者、培育和属灵供应，急需支援。

网上教会正好可以回应这世代的需要，补足现有之缺欠。

联繫各地华人教会、善用网络科技平
台、团结装备基督门徒、广传平安福音
信息(将逐步安排崇拜、查经班、小组/
团契、及系统神学课程)

为未能出席教会实体聚会者提供敬拜、
相交、装备及传福音的平台，让信徒能
继续活出信仰，完成大使命。网上教会
并非取代实体之聚会，鼓励信徒在环境
许可的情况下参加教会实体聚会。

操普通話和廣東話人士，適合世界各地
華人信徒及慕道者參與。

崇拜信息每周于主日凌晨十二时上
载到本院网站存放一周，信众可按
当地时间随时参与及鼓励亲友收
看。一周后影片将转放在YOUTUBE
平台，可继续收看。

繁体版        简体版



1. 为网上崇拜的开展感恩，祈求神使用，在疫情下藉网上崇拜让人得牧养，并求主帮助，让我们
得以联繋各地华人牧者和敬拜队，让事工能顺利进行。

2. 为佈道会的决志者祷告。愿他们得到教会肢体的培育，成为主忠心的门徒。

3. 为学生祷告。他们在疫情期间，虽然生活各方面受限制，但盼望人心可以靠着神的话语，得着
力量过每一天。

4. 为学院经济祷告。在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受到史无前例的影响，学院的奉献收入也大大减
少，严重影响学院未来几年在教学上的发展。求主记念和供应。

2020 年 4 月 - 12 月 常费总收入： HK$  2,269,479.34
2020 年 4 月 - 12 月 常费总支出： HK$  2,379,572.03                                               
                  不敷：  HK$  (110,092.69)

1)  转数快识别码  (FPS ID)：donation@cbiglobal.net
      收款人：联宇圣经学院有限公司  

请使用网上银行的讯息栏输入捐款人姓名和手机号码以兹识别

2)  划线支票
      抬头请写：联宇圣经学院有限公司
      或：ConnectAll Bible Institute Limited

3)  银行转帐 / 存款
      中国银行 (香港) 帐号：012-740-1-020084-9
      请将捐款收据寄回或电邮至本院

4)  PayPal

1. 南澳工场主任James Leung于去年12月在当地教会开展简明宣教课程，鼓励信徒委身走「宣教下
一步」，有35名学员出席。为到弟兄姊妹寻求被主差遣作见证的心而感恩。

2. 感谢神！「新人新希望，夜尽见曙光」佈道会已于1月31日于香港、英国 
和澳洲顺利同步举行，该次聚会有400多位参观者 (截至1月31日23:50)。 
愿主祝福决志信耶稣的朋友能继续在教会中认识主耶稣。若大家有亲友 
藉佈道会信主，请替他们填写回应表(于网页)，以便安排跟进。

3. 春季课程(网上或视讯)已于1月25日开课，证书/文凭及学位课程共27 
科，总报读人次为212。请祷告记念学生们的学习，愿主保守他们身 
心灵健壮，多结果子！

 (捐献方法详情请参本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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