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條鐵鍊即使每一環都能承受一百斤，若有

一環只能承受一斤，這條鐵鍊也只能承受一斤的負

荷。同樣，教會要合神心意和要健康，就不能單單

在領導層面努力按神心意去牧養和帶領。教會是由

信徒組成的，而只要一個信徒軟弱，就成了一個破

口，讓撒但有機可承去攻擊神的家。所以，我們同

樣看重每一位信徒是否健康和合神心意。

從屬靈的角度，我們當怎樣評定一個信徒是否

「健康」呢？我們可以從聖經的教導歸納出信徒生

活的「六大要領」。

第一要領：敬拜生活

敬拜一詞的原文（προσκυνέω）意思是基於

認識神本身的偉大、榮美和尊貴而俯伏。每當來到

這天地的主、至高的神面前，都以跪拜、歌頌、讚

美、獻禮等行動來表達內心的崇敬！（參啟四4-8；

五11-14）我們若能認識神並經歷祂，必能從心底

發出敬拜和讚美，將祂配得的歸給祂。

信徒的敬拜生活包括集體敬拜和在私人空間的

個人敬拜。而最重要的不是敬拜的地方或敬拜的模

式，而是敬拜者的態度與心態！主耶穌曾清楚地指

出，『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

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

心靈和誠實拜祂。』（參約四23-24）可見祂最重

視的不是外表的形態而是內裡的『心』與『誠』！

第二要領：祈禱生活

祈禱是屬靈的呼吸，是信徒生命的表現（參羅十

12-13），也是參與屬靈爭戰的行動（參但十章）。

舊約的詩人在遇到困難或面對敵人時祈禱，但在經

歷神恩典要感恩敬拜時也祈禱。可見，他們是常常

禱告！

除了私禱之外，也有在小組中彼此代禱、或

禱告會中的公禱、或禱告網，但無論那一種禱告，

都不離「信心」，因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

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

賜那尋求他的人。」（來十一6）。

有一次在街上與一位多年沒有返教會的信徒碰

面，聽見他說：『雖然我現在還未有力量參與崇拜聚

會，但我還是每天祈禱。請你也為我禱告，希望很快

就有力從新開始！』他說的一點也不錯，我們要藉禱

告幫助那些落在軟弱中的信徒，使他們復興起來。



六大要領圖

第三要領：相交相愛

主耶穌在離開門徒之前曾吩咐他們要彼此切

實相愛，但要達成相愛的命令，我們首先是要有相

識、相交、相知、相通、相關，然後才能相愛！事

實上，均衡的基督徒生活必定要與信徒相交相愛、

建立生命的關係和支持系統，才能滿足主的要求！

初期教會的信徒能得到神和人的喜悅，得救人數不

斷增加，就是因為他們相交相愛！（參徒二46-47）

在數以千人聚會的教會，我們容易覺得失落和

孤單。想要有理想的信徒相交生活，就必定要加入

小組。小組中，除了查經外，我們互相關懷代禱、

彼此探訪關顧、有家庭聚會，使我們在平順時能一

同追求成長，而在患難時，更成為互相的幫助，務

求將教會建立為屬靈的『家』，使人能享受家的愛

與溫暖！

第四要領：完成大使命

主耶穌在離開門徒升天之前，頒下了大使命，內容

包括領人歸主及栽培信徒長大（參太廿八18-20）。 

聖經多處告訴我們，完成大使命的信徒是蒙福的

人，因為他們能不斷經歷神同在（太廿八20）、是

體會神心意的人（參提前二4）、是有佳美腳踪的人 

（羅十15）、是快樂的人（路十五7、10、32），更是

蒙神稱讚的人（啟三7-13）。若我們致力完成大

使命，在見主面的時候，必能有許多屬靈的果子呈

獻給我們的父神，那是多麽美好的時刻！讓我們都

向人分享見證，不論是得救見證、生活見證、聽道

領受、追求心得等，成為別人的幫助。

第五要領：真理裝備

當然，若要更有效地完成大使命，最佳的方法莫

過於接受有系統的裝備和訓練。希伯來書的作者勸

導信徒要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

步（來六1）、保羅勸勉信徒要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得以長大成大，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四13），而

猶大更提醒當在真道上建立自己，才能面對末世的

危機不至失腳！（猶20），可見均衡的基督徒生活

不可能缺少真理裝備！

信徒除了可以編定自己的讀經和讀屬靈書籍之

外，也可以參加教會主日學或不同的神學課程，向

著標竿進發。初信的信徒當以堅定信心、打穩信仰

根基為首要責任。但已清楚得救及受浸的信徒，就

可以按個人的使命及事奉負擔去裝備自己，只要假

以時日，必能成為主合用的器皿，成為多人的祝福

並完成神在自己身上的托負。

第六要領：事奉

聖經告訴我們：

1.	 每一位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即每一位信徒

都應當像舊約的祭司那樣，負起使人與神和好

的責任（參啟一5-6，五9-10；彼前二9）。

2.	 每一位信徒都有恩賜去事奉神（參林前十二1-11； 

太廿五）。聖靈將不同的恩賜分給信徒，讓他

們彼此配搭，完成聖工。既然要「配搭」，教會

就不可能缺少組織和管理，而事奉團隊中也就

不可缺少彼此順服和尊重的關係。

3.	 每一位信徒到主再來之時都要向主交賬。祂將

向我們追討我們的一生，看我們怎樣運用聖靈

分給我們的恩賜才幹！既是這樣，我們就要好

好的事奉，到那日就可以得著神的稱讚和獎

賞！

4.	 每一位信徒都應當事奉，因為這正是我們活著

的價值所在（參腓一21-25）。若我們活在世

上不事奉，就不如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

最美好的！

總而言之，我們認定信徒生活不可能缺少事

奉，盼望每一位信徒都積極地、主動地起來參與事

奉，一同拓展神的國度。

六大要領圖



2020年是人最不能預算的一年，你不知道

你可否離開境外，你不知道你可否離開居住的屋

苑，有些人更不知道可否離開醫院？

2020年是人最不能常常聚集見面的一年，不

知道餐館酒樓重開時間，不知道體育場地重開時

間，不知道公共圖書館重開時間，不知道教會重

開時間？面對著封城下的生活，神要我們去學習

什麼？反思什麼？

走進當地工場

我和太太由2020年2月去了澳洲探望讀書的

女兒，因疫情的影響未能安排回國事奉，回程機

票日期一改再改，結果我們滯留在澳洲。於出發

去澳洲前，曾與聯宇聖經學院副院長談及去澳洲

的事情，她鼓勵我在澳洲可了解一下華人教會的

情況，和信徒裝備的需要。在經過數次的航班取

消下，我們夫婦禱告求神引領，最後決定留下來

在澳洲的華人教會作短期事奉，憑著信行一步見

一步，祈盼疫情盡快消失。

我們到了唐人街一間華人教會，在南澳的

華人教會一般牧者人手不足，我們剛好可協助華

人教會出一分力，了解南澳華人教會事工上的需

要。感謝主，我們開始認識當地的信徒，看到有

些信徒有一顆追求渴慕神話語的熱心，我跟他們

分享聯宇聖經學院的課程，他們對網上課程很感

興趣，有幾位弟兄姊妹更嘗試報讀學院的課程，

奇妙的旅程如此展開了。

南澳有不少華人，從國內來到的同胞佔華人

的比例也有不少，由二月到四月疫情反覆不定，

教會從實體敬拜轉為網上敬拜，教牧同工與弟兄

姊妹由不習慣使用電子產品作網上敬拜，變得熟

能生巧能多元地運用網絡聯繫，相反帶來了另一

面的好處，節省了時間；跨越了空間。除了作網

上敬拜外，我們開始舉辦一些網上培訓課程，網

上團契查經，更因網絡帶來的方便，開辦了網上

聖地遊，使困在家多時的弟兄姊妹放鬆一下心

情。

教會牧師也給我們夫婦有事奉的機會，在華

語及粵語團契協助帶領查經，更有機會參與宣教

事工，去到近鄰小鎮探訪華人，組織查經小組，

帶領主日崇拜。太太協助兒童事工，我們更多了

解信徒裝備的需要。

發現網上課程參與人數有所增多，出席率

也比較穩定，我們便藉此推出六課的組長培訓課

程，在封城下抓緊教會的生活，使弟兄姊妹屬靈

生命不受疫情封城而退減。

(編按：梁傳道在神奇妙帶領下到了南澳，更成為本院於南澳的工場主任，協助推動佈道與神學教育)



整裝待發，走下一步

隨著南澳的疫情漸漸穩定下來，教會實體的

敬拜與團契也逐步恢復，經過封城下的網絡教會

生活，我們也對弟兄姊妹加深了認識，為加強教

會的弟兄姊妹對宣教有進一步的認識與認同。我

們配合教會舉辦了兩課的宣教課程，希望弟兄姊

妹了解宣教事工，不單是宣教小組的事工，更不

單單是宣教士的事工，而是全教會的事工，是全

教會信徒同心同行的宣教路，行出主吩咐的大使

命。

過去我們夫婦在追求神話語的日子中，尋找

神學院讀神學的過程中，也曾遇到不少的難阻與

壓力。全時間事奉的疑慮，宣教路上的起伏，事

奉上信心的挑戰，生活上經濟的考驗。希望從我

們過往面對的經驗，能協助一群有心追求神話語

的信徒，明確有信心的踏上奉獻之路，享受學習

神話語的樂趣與甘甜，不用多走彎曲之路，更不

走回頭之路，踏上神為他們所揀選的道路，背起

十字架走上信心之路。

城市解封後，停頓了一段時間的近鄰宣教事

工重新啟動，我們與宣教小組的弟兄姊妹，組織

了到近鄰小鎮探訪華人。當地有五十多個國內華

人家庭，有十多位主內信徒，有部分是新信的小

羊，但當地沒有華人教會。

我們到了這小鎮聯絡當地的西人教會，借用

下午時段用來作我們崇拜之用。還借用了小鎮的

乒乓球室，在不同的節日舉辦了一些社區活動，

吸引小鎮上的圈外羊，透過社區活動，家庭探

訪，參與崇拜的人也漸漸增多了。期望小鎮的弟

兄姊妹能有每週定期查經聚會，我們正在尋索更

好的方式，加強小鎮的宣教事工。求神引領，成

為得人漁夫，疫情雖迫使我們封城，但卻封不了

我們宣教的熱誠，願榮耀頌讚歸給天上的父。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

都要加給你們了。	(太六33)



筆者年少蒙召，一九八二年神學院畢業，在教會、差會及機構全職事奉已歷三十九載，也擔任不

同事工機構的董事或顧問等；當然，亦曾在多間海內外神學院兼任客席講師，教授佈道及宣教等實用科

目。筆者相信，事奉者需要終生學習和自我裝備，在生命品格和屬靈知識的塑造與增長上不斷提高及充

實，才能適切不同時代的事奉需要，並更好的被神使用。這信念驅使著筆者要持續成長，並且參與教學

事奉，以達致教學相長的目的。況且，培訓神國工人是不同時代所需重視的，所以筆者樂於配合不同神

學院的需要，盡力貢獻所長；除在略有研究、心得和經驗的科目上傳授知識及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在

事奉生命上感染和鼓勵學生。尤其當年紀漸長時，傳承下一代的使命感及迫切性更為明顯，因為人的生

命和精神體力畢竟有限，所以該趁著還有力量和機會時盡量把握。

從剛清楚蒙恩得救開始，筆者就自然地在內心生發出佈道的熱誠，深覺這是對神揀選與救贖恩典的

理所當然回應。一則遵行基督大使命的吩咐，二則想到人靈魂的寶貴，自己既然不過是罪人，卻蒙神厚

愛，所以切望有更多人能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是的，沒有甚麼比生命更寶貴，因此也沒有甚麼比拯救人

的生命更加重要。相信是被基督的愛所激勵和聖靈的感動與催逼，筆者年少時已自發地獨自到公園分發

福音單張，與閒坐者談道，領人歸主；而神也實在給與恩賜和使用，慢慢地建立起信心和操練技巧，並

累積不少佈道的經驗與心得。所以，神給我的獻身呼召都是在佈道、宣教方面，及後在「三福」機構事

奉時，更能盡情發揮，竭力履行神給我的託付，直到今天。

筆者自小也鍾情於歷史，可能與喜歡念 

舊的個性有關。神學院期間開始對教會歷史 

和中國教會歷史產生濃厚興趣，都是源於希 

望更多知道神在歷世歷代中的作為，務求從 

中領略人生和今天事奉所需要的智慧。其實， 

中國教會歷史與宣教歷史是分不開的，因為 

中國教會是由宣教士所建立；因此，當研究 

中國或華人教會的宣教未來時，也不能不多 

點了解中國教會史。

(編按：余牧師為本院客席講師，主講《中國教會史概覽》課程。)

今年九月本院將開辦《中國教會史概覽》課程，由

客席講師余俊銓牧師主講，其中探討清代、民國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時期教會的特色和挑戰。今天

華人教會已遍布世界各地，他們也在各地建立起教

會。盼望透過對歷史的學習，讓華人信徒承接福音

的棒，於他們的社群中作美好見證。

授課語言為普通話。

如有意報讀此課程，請即申請秋季 

入學。掃二維碼查詢報讀本院課程。

編輯部



學生們心目中的健康教會

談到健康教會，本院的學生們有何想法？以下跟你分享他們的一些親身體會。

異象的傳遞

首先教會理應在屬靈領袖的帶領下，通過禱告確立教會的異象，並將教會的異象分享給每一位會
友。按著聖靈的恩賜，動員和鼓勵會友為達成異象而參與到教會的服侍中來，使每一位會友都為達成異
象而有自己的責任和目標，成為人盡其才﹑全民皆兵的教會。

其次，根據教會的異象和當前的狀況以及前一年的經驗總結，領袖團隊應當制定出教會當年的目標
和計劃，並且有詳細的執行步驟，執行步驟當有清楚的時間和責任人，對於責任人，理當有完整和詳細
的工作說明，如：職務，功能，與異象和目標的關係，資歷，職責與責任權限等。對責任人任命前，要
充分禱告和瞭解，任命後，要充分授權和信任，並且多鼓勵。

最後，針對事工中的執行問題，增加相應的監督機制和評估機制。監督機制的主要作用在於督促事
工計劃能夠執行到位，使參與事工的肢體有持續的動力，也可以把一些執行問題防患於未然。同時在事
工開展一段時間後，對所開展的事工開始評估，事工的果效如何，是否在前期的計劃中有不足的地方，
失敗和成功在什麼地方，有否需要完善和調整的地方。根據評估結果，積極論證並處理其中的問題。

李同學

同行與接班

牧者與同工要建立良好的關係，牧者不是雇工，長執同工也不是老闆，牧者作主導，長執同工配搭
協助推行各項事工，牧者與長執同工是戰友、同工、拍檔夥伴關係，牧者與同工是分工及合作之關係，
也是互補的關係，牧者與長執同工都是叫人口服心服之帶領者、訓練者、事奉者。這樣的配搭才是健康
正常的。沒有高矮之分，大家按恩賜配搭服事，一同建立基督的身體。

教會要建立屬靈的軍校，培養建立接班人，目前我們教會在做，但做的不夠，在養育訓練的過程
中，牧者自己帶幾個訓練班，因此不能完全照顧到每一班每一個人，我也建議牧師擇優少帶，多付代
價、時間與精力，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將這班人帶出來後，讓這班帶下班，這樣會更好，也促進每個人
的成長。不是牧師一人在服事，而是帶動大家都來服事，人人皆祭司，不要少部份人演戲，大部分人看
戲，以致少部分人耗盡，大部分人鏽盡。

孫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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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印度和在艱難中抗疫的地區禱告，願抗疫資源能有效分發到有需要的人。

2.	 為各地教會禱告，願他們能在封鎖中持守信心，並能經歷靈命復蘇。

3.	 為學院經濟禱告，願弟兄姊妹能積極回應籌募經費之緊急呼籲。

2020 年 4 月 - 2021年3月常費總收入：	HK$		3,211,758
2020 年 4 月 - 2021年3月常費總支出： HK$		3,264,568	                                                  
                           不敷：  HK$     (52,810)

1)  轉數快識別碼 (FPS ID)：donation@cbiglobal.net
						收款人：聯宇聖經學院有限公司	

請使用網上銀行的訊息欄輸入捐款人姓名和手機號碼以茲識別

2)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聯宇聖經學院有限公司
						或：ConnectAll	Bible	Institute	Limited

3)  銀行轉帳 / 存款
						中國銀行	(香港)	帳號：012-740-1-020084-9
						請將捐款收據寄回或電郵至本院

4)  PayPal

本院為亞洲神學協會之準會員

1.	 本院已獲亞洲神學協會(https://www.ataasia.com)接納成為準會員(Associate	Member)。聯宇聖
經學院是主要透過網絡平台以培訓教會信徒領袖及傳道同工為使命，已開辦由證書至道學碩士之
各科學位課程。歡迎有心裝備事奉之信徒報讀參加。詳情請到本院網頁查閱。

聯宇網上教會

2.	 網上崇拜：感謝主，聯宇網上教會一至五月份崇拜參觀者累計有5,623人，參觀次數達10,427。願
主繼續使用聯宇網上教會，祝福多人。

3.	 聯宇網上教會查經班：線上實時粵語查經班本年以末世信息為主題，有來自香港、澳洲及英國的
弟兄姊妹一同參加，每次聚會由本院講師帶領查經，查經後有小組分享禱告。感恩，夏季查經班
「從原文釋經看約珥書的末日啟示」已於本年四、五月份順利舉行。而秋季查經班「從永遠到永
遠—啟示錄研讀」將計劃於七月中舉行，由蘇穎智牧師以粵語於線上主講，歡迎報名參加。有關
報名方法，請留意院訊內海報。

第五屆環球華人釋經培靈大會講道重溫

4.	 本院贊助協辦的「第五屆環球華人釋經培靈大會」於本年三月份順利舉行。
願神的話語激勵與復興每顆生命。欲重溫「絕處逢生，恩典同行」培靈會各
堂信息，請掃右邊二維碼。

	(捐獻方法詳情請參本院網頁)

執行編輯：何允聰	 			 	 					編輯顧問：陳佩恩	 	 										設計：3R	Design　	　															

聯宇聖經學院董事：梁海國	(主席)		、		蘇穎智	(院長)		、		鄒雁媚		、		徐松年		、		陳永明		、		陳爾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