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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2020，庚⼦之年。⼀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世界天翻地覆，無⼈能置⾝其

外。

疫年不易，在這⼀年中，各位弟兄姊妹過得怎麼樣？我們的⽇常⽣活、⼯作和

教會⽣活發⽣了哪些重⼤的改變？我們是否有過驚慌失措的時候？是否有過迷

惘疑惑的時候？我們如何在這百年不遇的動盪中緊緊抓住神的⼿？

教會這⼀期的雜誌，就是作者們對上述問題的親⾝感受，彌⾜珍貴；敬請各位

弟兄姊妹，抽空⼀讀，必定開卷有益。

Editor’s Words
For many people, the year 2020 is a year
of disaster. No one was spared by the
unexpected Covid-19 pandemic that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Brothers and sisters, what was your
experience during this pandemic year?
What were the major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in our daily life, work and church?
Did we panic at times or feeling baffled
or lost? During the worst turmoil in a
century how did we hold tightly on to
Godʼs hand?

In this edition we have authors sharing
their preciou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hese challenges. Brothers and sisters, I
urge you to take time to read and trust
youʼll find it bene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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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年中的恩典 趙辰年

在圣诞将来临之际，回顾今年确实是个多难多灾的⼀年，先是森林⼤⽕，这
次受灾⾯积之⼤、⽕势之凶，简直让⼈感到胆颤⼼寒，我们的消防队员们冒着
⽣命危险，不分⽇夜，奋战在熊熊烈⽕第⼀线，志愿者们也不顾个⼈安危奔赴
战场，政府想尽了⼀切办法，仍⽆济于事，在这紧急关⼝，我们全国教会在牧
者组织带领下，号召千⼈祷告、万⼈的祷告，恳求上帝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并向上帝忏悔！认罪！祈求！我们的神倾听我们万⼈祷告，终于降下倾盆⼤
⾬。这是救命之⾬，恩典之⾬，⼀夜间⼤⽕扑灭了，干旱解决了。亲爱的⽗神
主耶稣基督，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世上独⼀的真神，是超越⼀切的神。我们万
民要敬拜祢！歌颂祢！赞美祢！祢给我们恩典真是太多太⼤。通过这教训使我
们明⽩，⽆论遇到多⼤困难，我们⼀定要依靠我们的神，坚信主耶稣基督必
胜，要有耐⼼和决⼼坚持祷告，⼀切要顺从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安排。

在此时间，中国武汉从年初起即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这是⼀种流⾏性疾
病，已成为全球瞩⺫焦点，很快在全世界先后也爆发了疫情。传染性强，来势
凶猛，病情恶化迅速，死亡率⾼。在治疗上⽆特效药。特别年⻓者更危险！我
们澳洲也难逃这场灾难冲击，悉尼是世界上旅游胜地，每天来往国际航班数量
極多，还有从重灾区逃难⽽来的境外输⼊者；⼜是个游轮停靠的港⼝。刚开始
⾯对这百年不遇的动荡，发病⼈数和死亡危重病⼈快速增⻓，政府也感到惊慌
失措，在管理上也出现了漏洞，造成疫情失控。在神看顾下，我们主耶稣基督
伸出了⼤能的⼿，让澳洲政府作出了决策，学习中国武汉经验采取了隔断措
施，开设了⼤量传染病院，调动了⼤量医护⼈员，关闭国际机场封城，对外来
⼈员和可疑者进⾏隔离，免费测试核酸，严格消毒，要求⼈民戴⼝罩，学⽣实
⾏⺴上教育……这样⼀来疫情渐控制下来，我们居家隔离，感谢主恩典！我们
的情绪也⻢上稳定了，深深体会到，在这充满苦难的世界上，主啊！唯有祢是
我们随时的依靠和帮助，是我们⽣命的保证，愿祢的杖和祢的竿都安慰我，有
祢在我们⾝边，我们什么也不怕。我们天天灵修，时时祷告，恳切地祈求，及
时认罪，悔改，坚信神的安排，有信⼼有决⼼和耐⼼，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考
验，使我们成为⼀个真正基督徒。

在疫情中，虽然我们不能去教会参加崇拜，在牧师和师⺟带领下，在敬拜队
集体⾟勤努⼒下，为我们安排了⺴上崇拜，为了创造更优越的条件，郑牧师和
师⺟在百忙中上⻔来看望我们，⼜为我们在⼿机上设置ZOOM，⼜把⼿机上的
youtube和电视机上youtube连接起来，这样图像和声⾳效果会更好，更希望
我们能参加家庭礼拜能⼀起学习。我们的Vivian姊妹，不辞劳苦，只要灵修书
《每⽇活⽔》⼀收到，⽴即为我们下载，⼜會等待⼤家上教會去取书，从不厌
烦，总是笑脸迎接。Lucy姊妹总把读经⼼得与我们分享，帮助我们对经⽂理
解。我们组⻓George带领我们学习，总是认真负责，对我们嘘寒问暖，⽆微不
⾄的关⼼。我们⽅⽼师对神学⻓期刻苦钻研，⽂章的逻辑性很强，分析全⾯，
下功夫之深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倪医⽣发⾔总是简明扼要，使我们容易理解。
朱医⽣夫妇在疫情期间，还为我们社区⽼年⼈服务，给我们送来温暖。在这阶
段，我们最盼望和⾼兴的是星期天，我们在⺴上⻅⾯特别亲热，有个归属感。
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个个健康！红光满脸，⼈也胖了，感谢主！希望明年疫情
能更好控制，我们能去教会参加实体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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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芳⼿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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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由於新冠病毒影響，⾃三⽉中全
⾯實施抗疫措施，嚴厲限制聚集⼈
數。中浸於 22/3主⽇開始取消現場實
體崇拜，改由網上直播祟拜，詩班因
此暫停在教會練習和獻唱。

在種種壓⼒和疫境之下，我們在安静
禱告中尋求上主的同在和帶領，藉著
資訊科技，讓詩班員在疫情期間安在
家中練習和錄⾳，其後更帶領網上崇
拜，這全賴神豐盛的恩典，得以持續
地獻上歌聲讚美神、傳揚神、榮耀
神。

實施「網上崇拜」，在事奉過程中，
確實有著不⼀樣的體驗和操練：

• 参與獻詩的詩班員，須各⾃在家聽
著預先分部的錄⾳，練好⾃⼰的聲
部，然後聽著琴伴奏錄⾳進⾏個⼈
錄唱，待收集各⼈清唱錄⾳後，再
經混⾳處理，達成和聲合唱，最後
在網上直播崇拜時段把錄⾳播出。

• 感謝神的供應，藉著⾳響器材、資
訊科技、錄⾳程序、混⾳處理，每
⼀個環節均讓我們有以下多⽅⾯操
練：

禱告祈求 安静等候 信⼼交託
謙卑順服 無懼困難 樂意事奉
活出召命 時間管理 恩賜運⽤
才幹配搭 同⼼合意 彼此守望
合⼀⾒證 忠誠委⾝ 凡事謝恩

在艱難多變的⽇⼦底下，既不能按預
定的計劃⽽⾏，但亦不能不作好任何
準備。下⼀步該作何打算?重新編
排、善⽤資源、禱告祈求、作好準
備是必要的，但能叫事奉⽣命繼續
下去的是上帝。回望過去⾜不出

户，互不相⾒，只能在家按著指⽰
練歌錄⾳，帶領網上崇拜、獻唱，
事奉⽅式全改變。感謝神從歲⾸到年
終的供應，聖靈⼀路引導，遇到困難
時，默默禱告，憑著信⼼⼀⼀跨過，
在聖樂事奉的路上留下最難忘的⼀
刻，也是詩班得著最真摯、最寶貴的
經驗、回憶和傳承。縱然在⼀切限制
中，卻在主裏享有那無限的豐盛、滿
⾜和喜樂。

主啊!感謝祢的同在，祢的靈在我們
裏⾯堅⽴我們事奉的⼼志，讓我更明
⽩如要有⼀個歷久常新的詩班事⼯，
是需要有使命感、忠誠委⾝、懇切禱
告、彼此配搭，才能活出召命，並能
應付極富挑戰性的⼀年。

在此多謝 Fiona姊妹完成所有詩歌鋼
琴伴奏的錄⾳，Vanessa姊妹完成所有
投影⽚排版製作;特別多謝我兒恩澤
完成所有混⾳處理，她/他們的服侍和
⽀持成為我們事奉⼀⼤動⼒，還有詩
班弟兄姊妹們每⼀把歌聲，盡⼼盡意
獻上讚美，我深深感謝主賜恩給予粵
語早堂詩班事⼯，願我們繼續藉著歌
頌獻上「嘴唇」的祭，⼝唱⼼和讚美
上主。

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以感謝稱祂
為⼤。（詩 69 : 30)

來阿，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
我們的磐⽯歡呼。我們要來感謝祂，
⽤詩歌向祂歡呼。(詩 95 : 1, 2)

粵語早堂詩班在疫情下的服侍
江謝敏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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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国语三福事⼯–神的预备

（“活出爱”：将我们从圣经学到的付诸于⾏动– “雅各书 2:17”）
⾺麗華, Jenny Syme-Previtera

1. 神赐下成员的⼼志

委⾝

神亲⾃预备了⼏位在⼼志上有共识的肢体来做今年的国语三福事⼯。从統
筹、负责⼈、灵修、领诗、茶点、关怀、跟进、教课、栽培到祷告守望群等
等的每个肢体都是完全委⾝的。虽然我们⼈数不多，然⽽牧师的⼀句话 “重
质不重量”⾜以给了我们很⼤的⿎励去发奋图强，专⼼仰望主，去全⼒以赴
的传福⾳。

祷告
今年是我们在这事⼯上祷告最多、最专⼼、最有爱的⼀年。
凡事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当中，成员以不住的祷告来依靠神，虚⼼学
习、服侍，从⼩组祷告、委员会祷告、私祷、群祷，到教会周⼆的祷告会，
作为事⼯的轴⼼基础。果然得神垂念，事半功倍。

神开路
神不但今年为我们传福⾳事⼯开辟了新的道路，⽽且赐下诚信合意、任劳任
怨的同路⼈⼀起来服侍。感恩主，当中有爱我们的郑牧师和袁传道来带领和
教导我们，这真的更激励了我们勇往直前。因为，在疫情当中，所能看⻅的
都是集体组织的⼈数⼤幅減少，或居家隔离的现象。但是神却让我们在这个
特殊的艰难时期，能够重启三福的福⾳事⼯，这的确是神的开路。

2. 神奇妙的安排

组织
神亲⾃安排我们从招募学员、预备⼯作，到个⼈使⽤不同恩赐和⼯作上的搭
配都在最短的时间⾥顺利成功地⼀⽓呵成。

出席
这真的是“疫情中的祝福”，听起来好像相当的搞笑。因为疫情，使那些本来
在福⾳事⼯上“有⼼⽆⼒”的肢体，现在可以安⼼地留在悉尼。因为他们⽆处
可⻜，⽆“机”可乘，便下定决⼼使⽤这个美好的“⻩⾦时刻”来参加这次传福
⾳的课程，也可以很专⼼并且顺利的完成整个课程。当中，我们当然有⾝体
和⼼灵上的软弱，但靠神赐的⼒量已誇胜。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凡事都能。” - ⻢可福⾳9:23
“我们有这宝⻉放在⽡器⾥，要显明这莫⼤的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
们。我们四⾯受敌，却不被困住。⼼⾥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
丢弃。打倒了，却不⾄死亡。⾝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也显明在
我们⾝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在
我们这必死的⾝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上发动，⽣却在你们
⾝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
们也信，所以也说话。⾃⼰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
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同站在他⾯前。” - 哥林多后书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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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对象供应
往年以来，由于事⼯课程上的需要，每队都需要找福⾳对象，是⼀件不容易
的事。但在这疫情期间，我们每周上课所需的福⾳对象，神在全程都有供
应，从未中断过。课程还尚未完成时，学员的实习次数已经满额达标了，只
等待考试和毕业。（我们的福⾳对象中有来到现场听福⾳的，有⺴上的，也
有电话上的讲述，他们有在本地的，也有在国外的）。神的供应丰丰富富！

3. 成员的灵命成⻓

学员、导师
神透过这个课程中的灵修、阅读、实习、祷告、关怀、查经等环节，让我们
在灵命上有着很⼤的帮助和成⻓。这包括新学员和导师在神话语上的顺服和
遵守，忠⼼和热诚的投⼊。神也使我们扩展了事⼯上的多种语⾔的基本信仰
栽培。当福⾳对象信主后，我们有感动，便即时开始初信栽培的课程。由于
初信者中，也有只懂英⽂的兄弟姐妹，我们因此也设⽴了英⽂的初信栽培班
和团契。这是我们以前没有的服侍，这⼀切都是神对祂⼉⼥的恩典！

4. 神在疫情中的拯救

2020年是很艰难的⼀年。但是神却让我们经历到灵命、信⼼、顺服的操
练。这训练，让我们的信⼼，对神的认识上更上⼀层楼。在疫情中，我们对
开班学习这个课程意念，从“不可能”，到“半信半疑”，到 “试试看”，“顺服凭
信⼼尝试去做”，⼀直到“完全顺服”，“完全实践”去执⾏神的恩典和拯救计
划，都⼀次⼜⼀次地应验神的⼤能。在这13周的福⾳课程中，我们没有中
断、没有缺席、没有缺乏、没有异议，只有感恩！
神不但在疫情中，让⼈听到福⾳、得拯救，并且也让我们看⻅祂的特殊恩
典。

有⼀次，我们有⼀位约好的福⾳对象突然爽约，我们便即时改变出队计划，
通过及时联络，去探访⼀位在智⼒上有阻碍的⼩弟弟。基本上来说，向⼉童
传福⾳是⼀件不容易的事，何况是要向这位⼩弟弟传讲福⾳，更是“难上加
难”的事。然⽽，我们愿意凭着信⼼去尝试向他讲述⼉童福⾳。神是信实⽽
有怜悯的，并且“福⾳是神的⼤能，要救⼀切信祂的⼈。” 这个⼩弟弟竟然断
断续续地愿意听我们讲的简短的⼉童福⾳故事。最后，⼜看⻅他愿意跟着我
们“有⼀句、没⼀句”的祷告，然后⼜说“阿们！”。

当然，对他来说，初信栽培是“免谈”的！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在祷告中記
念他。过了⼀段时间，住在他家附近的姐妹看⻅他在⾝⼼上有明显的改善，
⼈⽐较安静了，也能够⾃⼰玩耍，没有像以前那样粘着妈妈了。更开⼼的
是，他的奶奶也信了主，虽然她不太识字，但是在姐妹的帮助下，完成了初
信栽培的课程，也可以和我们⼀起在⺴上崇拜。感恩主！盼望神赐福这个⼩
弟兄，早⽇得到完全的医治，能够像正常的⼩孩⼀样去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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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完这篇⽂章时，⼼⾥不住地唱起盛晓玫的那⾸圣歌，“我们⼀起向世界活
出爱。。。”
请问你也愿意向世界活出爱吗？ 新冠疫情何時了？

疫苗尚未晓！！

患病指数⼜衝峯，

⼀波⼜回封鎖中！

科技联盟虽犹在，

只是⼈⼼要悔改！

段夢莎繪



iCentral Corner Vol 9

10

Thai ministry 2020

Many of our Thai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early in the
pandemic. A food parcel project was initiated to help the
Thai community around our church. With the support
from brothers and sisters, 350 food parcels containing
rice, eggs, canned food, masks and sanitisers were
distributed. Because of this project the Thai community
got to know about our church with some subsequently
starting to attend the Thai fellowship.

Food Parce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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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 Our Super Hero
Due to pandemic travel restrictions, the planned April mission trip
to Thailand was postponed. The Blaze Thailand Mission team held a
school holiday program in September for the Thai children with the
theme “Super Hero”. 31 children joined the program and they had
a great time. One family started to come to our Sunday School and
Thai fellowship after this program. They feel being loved in our
church.

A Thai X’mas Service was held on 20 December 2020 with about
50 people attended. The sermon by Rev. Johan Linder, spoken in
Thai, was about Jesus - our super hero. The Royal Thai Consulate
General was invited to the service and he came with his family.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for him to attend any church activity and he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our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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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

去年聖誕節前⼣, 在教
會⾨前有唱詩慶祝及派
福⾳單張。當時有⼀位
⼥⼠Angela 經過，我
們三福同⼯和她分享福
⾳。感謝神，她願意悔
改決志信主。

今年神賜三福同⼯⼜有
機会跟進 Angela, 替
她做初信裁培, 我也陪
伴她參加慕道班（EBS)
及後她也參加冼牧師所
教的初信⾨徒訓練班。
她對神的道很有追求,
给我很⼤的⿎勵。後來
她的丈夫也因三福隊員
跟進, 他也决志信主。
感謝讚美主！

2. 耶和華以勒
(神必有預備)

『要收的莊稼多,作⼯的
⼈少, 所以, 你們當求莊
稼的主, 打發⼯⼈去收他
的莊稼』 （路10:2）

在今年的疫情反覆中,信
徒如何可以去實踐呢?

感谢主, 神必有預備！
三福在六⽉中開始第
⼀階段裝備信徒訓練，
在⼗⽉中已經順利完
成。因為神⾃⼰預備了
兩位學員接受裝備, 她們
很認真的學習和出隊，
在聖靈的領導下, 將來必
會領更多⼈歸主, 成為福
⾳的精兵。⽽我亦能在
裝備過程當中參加做導
師。在疫情沉寂的⽣活
中, 能夠有機會事奉, 真
的是恩典。

3. 耶和華拉法
(神的醫治)

我的丈夫在這疫境中, 亦
受很⼤的影響, 情绪很波
動, ⾒他這樣, 真是⾮常
難過, 只有為他禱告, 姊
妹們也為他切切祈禱。
感謝神的憐憫和安慰的
醫治, 現在他已完全康復
了。我也學會：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神 ——就是
發慈悲的⽗, 𧶽各樣安慰
的神。我們在⼀切患難
中,祂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
能⽤神所賜的安慰去安
慰那些遭各樣患難的
⼈』 (林後1: 3-4)

耶和華我神

Anita Lam

在今年的疫情中, 我們仍能靠主恩站⽴得穩平安渡⽇。還透過網上賜給我們很多
不同教會的牧者和學者們講道, 得著靈裏飽⾜, 真的全是恩典。

今年神賜我的恩典實在很多, 擇記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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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end of each year, we like
to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ake time to reflect on the year
that has passed and prepare for
the new year to come. A common
question one may ask is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2020?
For some this may be a difficult
question, for others it may be
easy. However, regardless of
what our 2020 might have looked
like, Iʼm sure a common
reoccurring response would be
ʻchallengingʼ.

Taking on the PA role in 2020
has been a very rewarding but
challenging experience. There
were a variety of uncertainties
and challenges occurring in
unexpected ways and it definitely
was not what I imagined the role
to be like. From going through
the uncertainties of COVID-19,
working with three different
pastors, and working from home
instead of going into church, my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evolved
during this year. During moments
of greatest uncertainty, I felt
uncertain of what would happen
next and even a bit lost.
However, through each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this year, God
taught me to lean on Him, to
trust in Him and let Him take the
driverʼs seat. I am a planner and
a lover of routine, but this year
was nothing like that. Despite
this, I am thankful for the
changes that happened and the
periods of uncertainty, for I know
God has a plan for yesterday,

My 2020 Challenges
By Letitia Tjen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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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看來好像是⼀個很完整的數字，
但卻是顛覆了整體⼈類的⽣活秩序和規
律模式。

COVID-19真如同吼叫的獅⼦遍地遊⾏，
叫世⼈惶恐不安。甚⾄世界各國的政府
費盡思量也找不出妥善安全政策來保護
⼈民和抗疫。因此恐懼不安的世⼈⼜只
能無奈地在⽇常⽣活中以清潔、謹慎，
預防作為基本保護；或盼望有突破性疫
苗能夠盡早有效地平安⾯世。

聖誕節臨近特別思念愛我們的主耶穌，
道成⾁⾝來到世上是為要拯救世⼈，叫
相信祂的⼈不⾄滅亡反得永⽣。

今天我嘗過天恩的滋味，成為神的寶⾙
⼥兒、眼中的瞳⼈，眼⾒短短的不⾜10
個⽉時間就已經有超過1,700,000⼈因感
染疫症⽽忽然就喪失寶貴⽣命。這就引
致我⼼裏所真正關注的問題：「這些因
疫症突然離世的⼈，究竟今天是在何處
呢？」。願神施恩憐憫光照拯救無助的
世⼈！

記得在幾年前參加⼀個靜修營，牧師派
發每⼈⼀⾯⼩鏡⼦，讓我們看看有什麼
發現。當我透過⼩鏡⼦細⼼察看卻發現
⾃⼰的樣⼦有很⼤的改變。當然皺紋是
多了，眼睛和笑容也不復昔⽇的神采
了，剛剛染了的頭髮⼜再漸漸變⽩了。
但當我再仔細察看卻發現⾃⼰當天披上
⼀件⼗分漂亮名貴的圍⼱。這是我昔⽇
最喜愛並以此為最美麗的圍⼱。但此刻
的我卻好像不再被它所吸引。忽然⾃⼰
也⼗分驚訝對這名貴的它為何在我⼼中
卻突然失去其重要的地位呢？當牧師問
我在⼩鏡⼦看到什麼時，我就將⼼裏所
看到的感受⼀⼀仔細地告訴眾⼈。並且
說：「因我外體雖然漸漸地改變，但感
恩卻發現內⼼的意念卻是⼀天新似⼀
天。」這個「新」是從何⽽來呢？
這個「新」是從我的救主耶穌基督更新
⽽來的！感謝恩主！

回想昔⽇的我是⼀個頑梗叛逆、⼼蒙脂
油，常在虛荒中找平安的瞎眼⼈。奇妙
的神卻藉着⼀張福⾳單張甦醒了我⼀家
沉睡昏暗的⼼靈；⼜拯救了我⼀家18⼝
的⽣命離開⿊暗的權勢，進⼊祂愛⼦得
勝光明的國度裏。真是滿⼼感恩讚美
神！

神藉着祂的福⾳拯救了我，⼜改變了
我，我的⽣命不再為⾃⼰⽽活。傳福⾳
是我終此⼀⽣的使命，因為我實在是⽋
了福⾳的債。今天藉着神所托付和賜給
我的⼀羣對失喪靈魂有負擔的親愛三福
同⼯們肩並肩，⼼連⼼藉着施恩聖靈的
帥領傳揚和⾒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好消
息，並領⼈歸主，作主⾨徒，榮耀主聖
名。感謝親愛的聖靈與孩⼦們同⼯！

前幾天偶然發現 2021神家的年曆就是
引⽤林後4：16的經⽂。這再⼀次勾起
我美麗圍⼱的回憶，以⾄我要再次向神
舉⼿宣告：「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
雖然毁壞，內⼼卻⼀天新似⼀天」。

甚願神每天都更新我們的⼼思意念，好
叫我們能夠察驗何謂祂所喜悅的事。因
此：「你要保守你的⼼，勝過保守⼀
切，因為⼀⽣的果效是由⼼發出。」箴
4：23。因為有清潔的⼼就能夠親近聖
潔的神; ⼼能夠藏有神的道就⽐仇敵更
有智慧。

感謝賜⽣命氣息的主在孩⼦這短暫平凡
的⼈⽣中仍然從歲⾸到年終以憐憫作看
顧，以恩慈作扶持！

甚願神施恩普世教會在這⿊暗寂靜末世
中作最好的裝備；等候迎接神所賜黎明
的曙光來臨。因為經上說：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他
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
倦，⾏⾛卻不疲乏。」賽40：31

感謝讚美深愛我們天上的阿爸⽗！

⼿寫我⼼獻給天上恩主
Monita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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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nd goes where its pleasure takes
it , and the sound of it comes to your
ears, but you are unable to say where
it comes from and where it goes : so it
is with everyone whose birth is from the
SPIRIT. John 3:8

Jesus said to her , everyone who takes
this water will be in need of it again:
But whoever takes the water I give him
will never be in need of drink again, for
the water I give him will become in him
a fountain of ETERNAL LIFE.
John 4：13-14

Have no fear, daughter of Zion: see
your King is coming ...... John 12:15

Jacman Yu’s encounter

And if any man gives ear to my words and does
not keep them, I am not his judge : I did not come
to be the judge of the world but to give salvation to
the world. John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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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宏⼤
朱桂珍

庚⼦多灾⻛复⾬，环球祸害遍⻄东。
纵然瘟瘴狂侵扰，神佑黎民恩泽鸿。

今年以来，⼀场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漫延，致使⼏千万⼈感染，⼀百万⼈死

亡，世界各国陷⼊恐怖的灾害之中。我家在这场灾祸中，也泛起了两股漩涡。主的恩

典，都转危为安，平安脱险。

早在2019年，我的孙⼥吴怡⻘，上海⼤学毕业以后赴英国读研究⽣；我的外孙⼥
Melinda在澳洲⾼中毕业以后赴英国上⼤学。不料英国成为⼀个⾼危国家，留英学⽣
纷纷逃离。

我的外孙⼥本来想安置好⾏李以后回来，我⼥⼉吴颖叫她舍弃⾏李⽴即回澳。相争之

下，我为她祷告，希望她早⽇回来。结果她匆匆收拾⼀下以后就回来，第⼆天就封国

了。神的恩典，使她安全脱险。

我的孙⼥因课程只剩半年便可毕业，她坚持学成以后回国。回国时机票很难买，且很

贵。⼀般要⼗⼏万元⼈民幣⼀张机票。在同学帮助下花了2万⼈民币便買到返程机
票。原先的⾏程是⾃英国到沈阳，在沈阳隔离以后回上海。恰巧遇航线直⻜上海，隔

离点在上海宾馆。这⾥离她外婆家很近，每天可以饮⾷照顾，既省钱，⼜温馨。现在

已安全回家，和⽗⺟团聚。

常⾔道，⼀⼈信主，全家蒙恩。我的两个⼩宝⻉平安回家，由衷感叹主恩宏⼤。恩泽

已充满在我的第三代⾝上。感谢主，哈利路亚！

旭霁云滋出彩虹，拱⻔⾼聳满天红
神兵镇癘凯旋返，万众欢欣乐意融

彩虹報吉祥
吳林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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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疫乱全地？
莫视道有⽅。
狂疫肆虐何乱，
政令下封城。
群体活动尽停，
教会领袖不慌，
道⽐疫⾼。

神展威，天地动，
驱疫魔。
全能真神，

灭疫消灾民平安。
主⽇崇拜救主，
⼀切活动依旧，
教会创辉煌。

⽔调歌头《驱疫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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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

锣⿎声锵歌嘹天，
五洲欢腾舞蹁蹁，
万户欢呼举觞祝，
圣⼦诞⽣在⼈间。

耶稣真神

古今神坛神位多，
全能真神有⼏何?
愿君识得真神⽒，
耶稣真神天地歌。

耶稣是光

⽟宇炯炯亮神光，
⼤地⽣辉熠熠昉，
耶稣光射狂魔遁，
神国⼉⼥乐安康。

耶稣爱⼈

爱⼈如⼰耶稣魂，
神爱⽆限万国尊，
为民赎罪献圣体，
神恩浩⼤动乾坤。

耶稣神威

⼆〇⼆〇疫情急，
疫魔肆虐民⼼恻，
避疫求⽣何处有，
耶稣神威将疫铡。

耶稣神医

凄凄瞎⼦遇耶稣，
耶稣仁慈当⼤夫，
唾沫拌泥敷盲眼，
清洗顿觉眼睆舒。

圣诞颂救主耶稣
邱⽟科

唐昊（潘瑜姊妹姐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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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念你是誰 : 辨明身份

當我讀到盧雲說：[ 耶穌(作為⼈⼦）
和我們之間，没有本質上的分別; 我
們是上帝的兒⼥，正如耶穌是上帝的
兒⼦] ，我即時的反應是：耶穌和我
之間在本質上有分別，因為耶穌是上
帝的兒⼦。當約翰為⼈⼦耶穌施冼，
聖⽗對聖⼦耶穌所說的話:[ 你是我的
愛⼦，我喜悦你。] (路3:22) 。我有
這個反應因我忘記了⾃⼰是誰，⾃⼰
的⾝份。信仰核⼼信念，是我們都是
上帝所愛的兒⼥。我忘記聖經的話。
上帝透過聖經說明，上帝從萬世以先
向我說: [ 我已經以⾧存的愛愛你］。
在萬世以先，上帝已經將我的名字寫
在祂掌上。祂在地的深處塑造我，在
我⺟親腹中覆庇我，编織我。上帝愛
我，懷抱我。上帝屬我，我屬上帝。
彼此相屬。原來這就是我的⾝份。耶
穌是上帝的兒⼦，我們也是上帝的兒
⼥。藉着耶穌，我們與祂同作後嗣,
可以承受耶穌的所有基業，並分享上
帝的⽣命。

當我不斷宣稱⾃⼰真正的⾝份:我是上
帝所揀選的⼥兒，我是上帝所愛。我
能從神的眼中看⾃⼰: 我是可愛的，
我是寶貴的，我是獨⼀無⼆，我是上
帝深深所愛的。從前我眼中的⾃⼰:
孤單，內向，無⾃信，不可愛。

盧雲說:我們要辨明⾃⼰的⾝份，領受
上帝無條件的愛，就能⾃由活着，並
且结出最美的果⼦ - 喜樂，這喜樂能
與⼈分享上帝無條件的愛，可以為別
⼈變得與上帝相像。

我好多時禱告:我犯罪，我得罪神，得
罪⼈。求主赦免。

我忘記宣稱⾃⼰為上帝所愛。以致⽤
⾃⼰眼光看⾃⼰。⽣命活得無意義價
值，失去⼒量，傷痛和軟弱、陰喑
中。

我若經常宣稱我是上帝的⼥兒，我是
上帝所愛。不是因我做了什麼，⽽是
因我是誰，我的⾝份。我就活在上帝
的慈愛，被上帝的愛充滿。就會以上
帝的愛去愛，按上帝⼼意服事！⽣命
不再⼀樣，也能認識⾃⼰和我的召
命。

聖靈啊: 讓我每天宣告: [ 我是上帝所
愛的。] 緊記我是上帝所愛的⼥兒，
這是我在上帝裏⾯的⾝份，不再⽤⾃
⼰眼光看⾃⼰，⽽是被為上帝所愛的
⾃⼰看⾃⼰， 讓上帝的⽣命在我⽣命
作轉化⼯作。

古時，耶和華向以⾊列(原⽂是我) 顯
現說: [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
慈愛吸引你。] 耶利⽶書31:3
從今天起，每天宣稱: [ 我是上帝所愛
的。]這是我真正的⾝份。我相信聖靈
⼯作，上帝會在我⽣命中施⾏醫治。
回復真我，明⽩上帝的⼼，祝福⾃⼰
同時祝福别⼈的⽣命。奉主耶穌基督
聖名求，阿們。

陳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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