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铁炼即使每一环都能承受一百斤，若有
一环只能承受一斤，这条铁炼也只能承受一斤的负
荷。同样，教会要合神心意和要健康，就不能单单
在领导层面努力按神心意去牧养和带领。教会是由
信徒组成的，而只要一个信徒软弱，就成了一个破
口，让撒但有机可承去攻击神的家。所以，我们同
样看重每一位信徒是否健康和合神心意。

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当怎样评定一个信徒是否

「健康」呢？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教导归纳出信徒生

活的「六大要领」。

第一要领：敬拜生活

敬拜一词的原文（προσκυνέω）意思是基於

认识神本身的伟大丶荣美和尊贵而俯伏。每当来到

这天地的主丶至高的神面前，都以跪拜丶歌颂丶赞

美丶献礼等行动来表达内心的崇敬！（参启四4-8；

五11-14）我们若能认识神并经历祂，必能从心底

发出敬拜和赞美，将祂配得的归给祂。

信徒的敬拜生活包括集体敬拜和在私人空间的

个人敬拜。而最重要的不是敬拜的地方或敬拜的模

式，而是敬拜者的态度与心态！主耶稣曾清楚地指

出，『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

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

心灵和诚实拜祂。』（参约四23-24）可见祂最重

视的不是外表的形态而是内里的『心』与『诚』！

第二要领：祈祷生活

祈祷是属灵的呼吸，是信徒生命的表现（参罗十

12-13），也是参与属灵争战的行动（参但十章）。

旧约的诗人在遇到困难或面对敌人时祈祷，但在经

历神恩典要感恩敬拜时也祈祷。可见，他们是常常

祷告！

除了私祷之外，也有在小组中彼此代祷丶或

祷告会中的公祷丶或祷告网，但无论那一种祷告，

都不离「信心」，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

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

赐那寻求他的人。」（来十一6）。

有一次在街上与一位多年没有返教会的信徒碰

面，听见他说：『虽然我现在还未有力量参与崇拜聚

会，但我还是每天祈祷。请你也为我祷告，希望很快

就有力从新开始！』他说的一点也不错，我们要藉祷

告帮助那些落在软弱中的信徒，使他们复兴起来。



第三要领：相交相爱

主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曾吩咐他们要彼此切实

相爱，但要达成相爱的命令，我们首先是要有相识丶

相交丶相知丶相通丶相关，然後才能相爱！事实

上，均衡的基督徒生活必定要与信徒相交相爱丶建

立生命的关系和支持系统，才能满足主的要求！初

期教会的信徒能得到神和人的喜悦，得救人数不断

增加，就是因为他们相交相爱！（参徒二46-47）

在数以千人聚会的教会，我们容易觉得失落和

孤单。想要有理想的信徒相交生活，就必定要加入

小组。小组中，除了查经外，我们互相关怀代祷丶

彼此探访关顾丶有家庭聚会，使我们在平顺时能一

同追求成长，而在患难时，更成为互相的帮助，务

求将教会建立为属灵的『家』，使人能享受家的爱

与温暖！

第四要领：完成大使命

主耶稣在离开门徒升天之前，颁下了大使命，内容

包括领人归主及栽培信徒长大（参太廿八18-20）。

圣经多处告诉我们，完成大使命的信徒是蒙福的

人，因为他们能不断经历神同在（太廿八20）丶是

体会神心意的人（参提前二4）丶是有佳美脚踪的

人（罗十15）丶是快乐的人（路十五7丶10丶32），

更是蒙神称赞的人（启三7-13）。若我们致力完

成大使命，在见主面的时候，必能有许多属灵的果

子呈献给我们的父神，那是多麽美好的时刻！让我

们都向人分享见证，不论是得救见证丶生活见证丶

听道领受丶追求心得等，成为别人的帮助 。

第五要领：真理装备

当然，若要更有效地完成大使命，最佳的方法

莫过於接受有系统的装备和训练。希伯来书的作者劝

导信徒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丶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来六1）丶保罗劝勉信徒要在真道上同归於一，得

以长大成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四13），而犹

大更提醒当在真道上建立自己，才能面对末世的危机

不至失脚！（犹20），可见均衡的基督徒生活不可能

缺少真理装备！

信徒除了可以编定自己的读经和读属灵书籍之

外，也可以参加教会主日学或不同的神学课程，向

着标竿进发。初信的信徒当以坚定信心丶打稳信仰

根基为首要责任。但已清楚得救及受浸的信徒，就

可以按个人的使命及事奉负担去装备自己，只要假

以时日，必能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成为多人的祝福

并完成神在自己身上的托负。

第六要领：事奉

圣经告诉我们：

1. 每一位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即每一位信徒

都应当像旧约的祭司那样，负起使人与神和好

的责任（参启一5-6，五9-10；彼前二9）。

2. 每一位信徒都有恩赐去事奉神（参林前十二1-11；

太廿五）。圣灵将不同的恩赐分给信徒，让他

们彼此配搭，完成圣工。既然要「配搭」，教

会就不可能缺少组织和管理，而事奉团队中也

就不可缺少彼此顺服和尊重的关系 。

3. 每一位信徒到主再来之时都要向主交账。祂将

向我们追讨我们的一生，看我们怎样运用圣灵

分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既是这样，我们就要好

好的事奉，到那日就可以得着神的称赞和奖

赏！

4. 每一位信徒都应当事奉，因为这正是我们活着

的价值所在（参腓一21-25）。若我们活在世

上不事奉，就不如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

最美好的！

总而言之，我们认定信徒生活不可能缺少事

奉，盼望每一位信徒都积极地丶主动地起来参与事

奉，一同拓展神的国度。

六大要领图



2020年是人最不能预算的一年，你不知道

你可否离开境外，你不知道你可否离开居住的屋

苑，有些人更不知道可否离开医院？

2020年是人最不能常常聚集见面的一年，不

知道餐馆酒楼重开时间，不知道体育场地重开时

间，不知道公共图书馆重开时间，不知道教会重

开时间？面对着封城下的生活，神要我们去学习

什麽？反思什麽？

走进当地工场

我和太太由2020年2月去了澳洲探望读书的

女儿，因疫情的影响未能安排回国事奉，回程机

票日期一改再改，结果我们滞留在澳洲。於出发

去澳洲前，曾与联宇圣经学院副院长谈及去澳洲

的事情，她鼓励我在澳洲可了解一下华人教会的

情况，和信徒装备的需要。在经过数次的航班取

消下，我们夫妇祷告求神引领，最後决定留下来

在澳洲的华人教会作短期事奉，凭着信行一步见

一步，祈盼疫情尽快消失。

我们到了唐人街一间华人教会，在南澳的

华人教会一般牧者人手不足，我们刚好可协助华

人教会出一分力，了解南澳华人教会事工上的需

要。感谢主，我们开始认识当地的信徒，看到有

些信徒有一颗追求渴慕神话语的热心，我跟他们

分享联宇圣经学院的课程，他们对网上课程很感

兴趣，有几位弟兄姊妹更尝试报读学院的课程，

奇妙的旅程如此展开了。

南澳有不少华人，从国内来到的同胞占华人

的比例也有不少，由二月到四月疫情反覆不定，

教会从实体敬拜转为网上敬拜，教牧同工与弟兄

姊妹由不习惯使用电子产品作网上敬拜，变得熟

能生巧能多元地运用网络联系，相反带来了另一

面的好处，节省了时间；跨越了空间。除了作网

上敬拜外，我们开始举办一些网上培训课程，网

上团契查经，更因网络带来的方便，开办了网上

圣地游，使困在家多时的弟兄姊妹放松一下心

情。

教会牧师也给我们夫妇有事奉的机会，在华

语及粤语团契协助带领查经，更有机会参与宣教

事工，去到近邻小镇探访华人，组织查经小组，

带领主日崇拜。太太协助儿童事工，我们更多了

解信徒装备的需要。

发现网上课程参与人数有所增多，出席率

也比较稳定，我们便藉此推出六课的组长培训课

程，在封城下抓紧教会的生活，使弟兄姊妹属灵

生命不受疫情封城而退减。

(编按：梁传道在神奇妙带领下到了南澳，更成为本院於南澳的工场主任，协助推动布道与神学教育)



整装待发，走下一步

随着南澳的疫情渐渐稳定下来，教会实体的

敬拜与团契也逐步恢复，经过封城下的网络教会

生活，我们也对弟兄姊妹加深了认识，为加强教

会的弟兄姊妹对宣教有进一步的认识与认同。我

们配合教会举办了两课的宣教课程，希望弟兄姊

妹了解宣教事工，不单是宣教小组的事工，更不

单单是宣教士的事工，而是全教会的事工，是全

教会信徒同心同行的宣教路，行出主吩咐的大使

命。

过去我们夫妇在追求神话语的日子中，寻找

神学院读神学的过程中，也曾遇到不少的难阻与

压力。全时间事奉的疑虑，宣教路上的起伏，事

奉上信心的挑战，生活上经济的考验。希望从我

们过往面对的经验，能协助一群有心追求神话语

的信徒，明确有信心的踏上奉献之路，享受学习

神话语的乐趣与甘甜，不用多走弯曲之路，更不

走回头之路，踏上神为他们所拣选的道路，背起

十字架走上信心之路。

城市解封後，停顿了一段时间的近邻宣教事

工重新启动，我们与宣教小组的弟兄姊妹，组织

了到近邻小镇探访华人。当地有五十多个国内华

人家庭，有十多位主内信徒，有部分是新信的小

羊，但当地没有华人教会。

我们到了这小镇联络当地的西人教会，借用

下午时段用来作我们崇拜之用。还借用了小镇的

乒乓球室，在不同的节日举办了一些社区活动，

吸引小镇上的圈外羊，透过社区活动，家庭探

访，参与崇拜的人也渐渐增多了。期望小镇的弟

兄姊妹能有每周定期查经聚会，我们正在寻索更

好的方式，加强小镇的宣教事工。求神引领，成

为得人渔夫，疫情虽迫使我们封城，但却封不了

我们宣教的热诚，愿荣耀颂赞归给天上的父。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 (太六33)



笔者年少蒙召，一九八二年神学院毕业，在教会丶差会及机构全职事奉已历三十九载，也担任不

同事工机构的董事或顾问等；当然，亦曾在多间海内外神学院兼任客席讲师，教授布道及宣教等实用科

目。笔者相信，事奉者需要终生学习和自我装备，在生命品格和属灵知识的塑造与增长上不断提高及充

实，才能适切不同时代的事奉需要，并更好的被神使用。这信念驱使着笔者要持续成长，并且参与教学

事奉，以达致教学相长的目的。况且，培训神国工人是不同时代所需重视的，所以笔者乐於配合不同神

学院的需要，尽力贡献所长；除在略有研究丶心得和经验的科目上传授知识及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在

事奉生命上感染和鼓励学生。尤其当年纪渐长时，传承下一代的使命感及迫切性更为明显，因为人的生

命和精神体力毕竟有限，所以该趁着还有力量和机会时尽量把握。

从刚清楚蒙恩得救开始，笔者就自然地在内心生发出布道的热诚，深觉这是对神拣选与救赎恩典的

理所当然回应。一则遵行基督大使命的吩咐，二则想到人灵魂的宝贵，自己既然不过是罪人，却蒙神厚

爱，所以切望有更多人能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是的，没有甚麽比生命更宝贵，因此也没有甚麽比拯救人

的生命更加重要。相信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和圣灵的感动与催逼，笔者年少时已自发地独自到公园分发

福音单张，与闲坐者谈道，领人归主；而神也实在给与恩赐和使用，慢慢地建立起信心和操练技巧，并

累积不少布道的经验与心得。所以，神给我的献身呼召都是在布道丶宣教方面，及後在「三福」机构事

奉时，更能尽情发挥，竭力履行神给我的托付，直到今天。

笔者自小也锺情於历史，可能与喜欢念 

旧的个性有关。神学院期间开始对教会历史 

和中国教会历史产生浓厚兴趣，都是源於希 

望更多知道神在历世历代中的作为，务求从 

中领略人生和今天事奉所需要的智慧。其实， 

中国教会历史与宣教历史是分不开的，因为 

中国教会是由宣教士所建立；因此，当研究 

中国或华人教会的宣教未来时，也不能不多 

点了解中国教会史 。

(编按：余牧师为本院客席讲师，主讲《中国教会史概览》课程。)

今年九月本院将开办《中国教会史概览》课程，由
客席讲师余俊铨牧师主讲，其中探讨清代丶民国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时期教会的特色和挑战。今天
华人教会已遍布世界各地，他们也在各地建立起教
会。盼望透过对历史的学习，让华人信徒承接福音
的棒，於他们的社群中作美好见证。

授课语言为普通话。

如有意报读此课程，请即申请秋季
入学。扫二维码查询报读本院课程。

编辑部



学生们心目中的健康教会

谈到健康教会，本院的学生们有何想法？以下跟你分享他们的一些亲身体会。

异象的传递
首先教会理应在属灵领袖的带领下，通过祷告确立教会的异象，并将教会的异象分享给每一位会

友。按着圣灵的恩赐，动员和鼓励会友为达成异象而参与到教会的服侍中来，使每一位会友都为达成异
象而有自己的责任和目标，成为人尽其才、全民皆兵的教会。

其次，根据教会的异象和当前的状况以及前一年的经验总结，领袖团队应当制定出教会当年的目标
和计划，并且有详细的执行步骤，执行步骤当有清楚的时间和责任人，对於责任人，理当有完整和详细
的工作说明，如：职务，功能，与异象和目标的关系，资历，职责与责任权限等。对责任人任命前，要
充分祷告和了解，任命後，要充分授权和信任，并且多鼓励。

最後，针对事工中的执行问题，增加相应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监督机制的主要作用在於督促事
工计划能够执行到位，使参与事工的肢体有持续的动力，也可以把一些执行问题防患於未然。同时在事
工开展一段时间後，对所开展的事工开始评估，事工的果效如何，是否在前期的计划中有不足的地方，
失败和成功在什麽地方，有否需要完善和调整的地方。根据评估结果，积极论证并处理其中的问题。

李同学

同行与接班

牧者与同工要建立良好的关系，牧者不是雇工，长执同工也不是老板，牧者作主导，长执同工配搭
协助推行各项事工，牧者与长执同工是战友丶同工丶拍档夥伴关系，牧者与同工是分工及合作之关系，
也是互补的关系，牧者与长执同工都是叫人口服心服之带领者丶训练者丶事奉者。这样的配搭才是健康
正常的。没有高矮之分，大家按恩赐配搭服事，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

教会要建立属灵的军校，培养建立接班人，目前我们教会在做，但做的不够，在养育训练的过程
中，牧者自己带几个训练班，因此不能完全照顾到每一班每一个人，我也建议牧师择优少带，多付代价
丶时间与精力，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将这班人带出来後，让这班带下班，这样会更好，也促进每个人的
成长。不是牧师一人在服事，而是带动大家都来服事，人人皆祭司，不要少部份人演戏，大部分人看
戏，以致少部分人耗尽，大部分人锈尽。

孙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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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印度和在艰难中抗疫的地区祷告，愿抗疫资源能有效分发到有需要的人。

2. 为各地教会祷告，愿他们能在封锁中持守信心，并能经历灵命复苏。

3. 为学院经济祷告，愿弟兄姊妹能积极回应筹募经费之紧急呼吁。

2020 年 4 月 - 2021年3月常费总收入： HK$  3,211,758
2020 年 4 月 - 2021年3月常费总支出： HK$  3,264,568                                                   
                           不敷：  HK$     (5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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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为亚洲神学协会之准会员

1. 本院已获亚洲神学协会(https://www.ataasia.com)接纳成为准会员(Associate Member)。联宇圣
经学院是主要透过网络平台以培训教会信徒领袖及传道同工为使命，已开办由证书至道学硕士之
各科学位课程。欢迎有心装备事奉之信徒报读参加。详情请到本院网页查阅。

联宇网上教会

2. 网上崇拜：感谢主，联宇网上教会一至五月份崇拜参观者累计有5,623人，参观次数达10,427。愿
主继续使用联宇网上教会，祝福多人。

3. 联宇网上教会查经班：线上实时粤语查经班本年以末世信息为主题，有来自香港丶澳洲及英国的
弟兄姊妹一同参加，每次聚会由本院讲师带领查经，查经後有小组分享祷告。感恩，夏季查经班
「从原文释经看约珥书的末日启示」已於本年四丶五月份顺利举行。而秋季查经班「从永远到永
远—启示录研读」将计划於七月中举行，由苏颖智牧师以粤语於线上主讲，欢迎报名参加。有关
报名方法，请留意院讯内海报。

第五届环球华人释经培灵大会讲道重温

4. 本院赞助协办的「第五届环球华人释经培灵大会」於本年三月份顺利举行。 
愿神的话语激励与复兴每颗生命。欲重温「绝处逢生，恩典同行」培灵会各 
堂信息，请扫右边二维码。

 (捐献方法详情请参本院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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