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

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揚聲歡呼；因

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

耶和華說的。『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

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

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

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

居住。』(賽54:1-3)

以上經文，是緊接着彌賽亞受苦和復活

的經文而寫的。就猶太人的觀念來說，沒有結

婚，或是婚後不能懷孕生子，都是咒詛；這樣

的人活在世上，生不如死。然而，神透過以賽

亞告訴我們，這樣的人反而可以成為更多人的

祝福。就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1章4-6節所説，

苦難愈多，從神而來的安慰就愈多，因我們的

經歷而得著安慰的人也愈多。「大使命」不單

是在馬太福音28章19-20節，或者使徒行傳1章

8節出現，其實2,700多年前的以賽亞書，也有

記載。

上述經文的重點是什麼？

第一：大使命的「量」不要限止(1節)

這段經文既是預言，也是呼召。它預言

到教會是因為主的受死、復活、升天，以及聖

靈降臨、信主的人接受聖靈的洗而成立(參弗

1:13-14；林前12:13)，並且信徒在基督裏都可

以成為新造的人(林後5:17)。

第二：大使命的「質」不要限止(2節)

聚會的人數多了，帳幕(聚會的地方)便要

擴大。帳幕愈大，繩子就要愈長，而將帳幕牢

固地釘在地上的釘子也要愈深。釘得不夠深，

帳幕就容易倒塌。這個比喻十分貼切：教會大

而無質，門徒根基不夠穩固，就很容易會流

失。門徒在神話語的基礎愈深，他的人生觀、

價值觀、苦難觀、死亡觀等方面的改變就愈徹

底，這個人的使命感就愈強。

「不懷孕、不生養」的人內在生命改變

了，一切人所認為是「咒詛」的，都會變成自



己及別人的祝福。試看胡力克(Nick Vujicic)、

蔡蘇娟、杏林子等等，都是一些「痛而不苦、

殘而不廢」的門徒。以賽亞忠心傳講神的話，

勸導君王和百姓悔改、歸向神，雖然據說年老

時被王綁在木上，攔腰鋸斷而死，但他仍舊說

話。因為他像亞伯拉罕等一樣，相信有一個更

美的家鄉已經為他預備了，所以他能夠歡歡喜

喜地面對肉身的離開。

在此，我鼓勵所有因為自己的病、身體的

殘缺、事業的鬱鬱不得志、學業的失敗、生意

的失敗、婚姻的失敗等等耿耿於懷的弟兄姊妹

們，善用你們這些一般人認為的「咒詛」，將

這些經歷奉獻給主，神必定會使用你們：吸毒

者可以變成助人戒毒的大使；賭徒可以成為助

人戒賭的大使；癌症患者可以成為癌病者的安

慰及同行者，甚至成為他們屬靈的師傅。

第三：宣教的「地域」不受限止(3-4節)

神叫我們「向左向右」觀看，尋找更多宣

教的地方，直到「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這

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使徒行傳1章8節，以及

馬太福音28章19-20節的大使命。

感謝神，雖然疫症令我們不能有正常的實

體聚會，但網上的聚會卻讓我們超越牆壁，無

遠弗屆。去年我們網上聚會的人數，比實體崇

拜的人數要多得多。為什麼？原來不少弟兄姊

妹的家人，平日不會到教會聚會，但在家中，

卻可以一起透過網上的聚會聽到神的話語，以

及弟兄姊妹的見證。

《聯宇網上教會》的夢想

我們的夢想若要像以賽亞書所說的「不要

限止」，便要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

胸襟：「思及全球，行於本地」(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盼望更多人能夠「為己無所求，

為主求所有」！

在此，我有幾個呼籲：

第一，但願更多有經驗、對釋經講道有恩

賜及負擔、對建立門徒有使命感的牧者，將你

們已經講過的信息奉獻出來，讓神建立全球的

門徒。

第二，將你們「痛而不苦、殘而不廢」的

生命見證，或者那些「不可能用巧合來解釋的經

歷」獻呈給主，讓主建立更多人的生命及信心。

第三，《聯宇網上教會》是「行一步、見

一步」的信心歷程。若你願意與我們同行，請

為我們禱告，並為這個事工奉獻。

謹祝你們新年快樂，為主更上一層樓！



(一) 塑造靈命的方法

在靈命塑造的歷史上，有很多屬靈操練的

方法。我們要選取哪些操練，才能使靈命更成

熟、更完全，使我們的生命更像基督呢？

基督教歷來有不同靈命塑造和屬靈操練的

流派。例如：聖本篤、聖方濟、加爾默羅、耶

穌會、路得宗、安立甘、循理宗和靈恩派等。

倘若不加以辨別和過濾便引用和學習，輕則產

生靈命成長的偏差，重者甚至會誤入「歧途」，

變成異端或極端。因此正確的神學思想非常重

要，能幫助操練者避免重蹈前人的神學錯誤。

近代的靈命操練較多操練與自己的關係，

與傳統的方式有所不同。例如：我們會從心理學

方面去塑造靈命(包括：個人成長、原生家庭、自

我形像等等)，先探索和認識個人的生命，再從

聖經正確的價值取向幫助靈命的成長。這與中

世紀偏重與神的關係的向導有所不同。

現代教會談到屬靈成長路，很多時會與 

「事工」掛勾。例如：信主後接受栽培，被栽

培後需要成為栽培別人的人；這其實是屬於 

「群體關係」的操練。塑造靈命時若太急進，

沒有先了解和關心初信者所面對的困難與掙

扎，過於著重讓他們接受裝備、承擔事奉，便

會偏重「事」(doing)多於「人」(being)。操

之過急的靈命塑造，往往會揠苖助長。筆者也

曾在這種「教會成長路」的模式中被塑造，信

主不夠一年便成為栽培員，對很多初信者所發

的問題都不懂得如何回答。

塑造靈命的方法有很多，我們需要平衡   

「四重關係」(見下圖)，按部就班去幫助信徒

成長，相信這個屬靈嬰孩的生命，必定能夠健

康地成長。

信徒靈命未能漸漸成長，所缺少的或許

不是方法、不是成長路，而是缺少了屬靈的父

母。如上文所說，嬰孩得以健康成長，需要父

母照顧。作為教會新丁，假如沒有得到靈命成



熟的屬靈前輩照顧，很容易便會「營養不良」、 

「飢餓過度」，最終「隨流失去」。這種情

況，比比皆是。

要塑造靈命，除了需要外在的助力，還需

要內在的動力。但是，甚麼是內在的動力？

(二) 靈命塑造的內在動力

當信徒認清終極目標，是學效耶穌像天父

的完全，我們還需要有積極的態度去實踐信仰

的生命。從主耶穌所吩咐的「大誡命」，我們

可以找到這個內在的動力。主耶穌說：「第一要

緊的就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神

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

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

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可12:30-31)。

這就是靈命塑造的內在動力。

當信徒能以主耶穌所吩咐的大誡命為目

標，並以積極的態度去追求成長。不管過去的

生命有多麼不濟，現在的困難有多少，將來的

挑戰有多大，只要認定神是獨一的神，全然依靠

祂，並願意傾出生命去愛神愛人，所有的經歷

都可以塑造我們的靈命，幫助我們成長。

當信徒都願意這樣行，相信初信者絕對不

會缺少願意照顧他們的屬靈父母。他們會與初

信者同行，同渡生命種種不同的軟弱與困境，

使他們縱使遇到挫折與失敗，也不會輕易放棄

信仰。因為，在逆境中有同路人的支持，能使

信徒更體驗到信仰的真實，更經歷到神的同在

和大愛。

(三) 靈命成長的表現

有了外在的助力與內在的動力，我們還

需要有從內而外的生命成長的表現。這不是要

用來計算或評估靈命成長的階段或程度，因為

這外在的表現，與靈命成長的階段沒有必然關

係。正如彼得後書1章5節所說：「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你表現出來的行為，反映著你內在的生命，但

這兩者卻沒有必然的關係。

信徒在靈命成長的四重關係中，要均衡地

建立與成長。這個生命與神、與自己、與人、

與群體的關係，都會長大與成熟，就如「耶穌

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

增長」(路2:52)一樣。當我們成為了新造的人，

靈命被神塑造，神將勸人和好的職份賜給了我

們(林後5:17-19)。每一個經歷神大能更新改變

的生命，應當與人分享這個恩典帶來的好處，

並樂意遵行主耶穌升天前所吩咐的「大使命」，

領人歸主、傳福音，使更多人作主基督的門徒 

(太28:18-20)。這是自然不過的生命流露。

總結

靈命塑造的終極目標，是學效基督、像

天父的完全；塑造靈命成長的方法，是外在的

助力。主耶穌吩咐的「大誡命」，是積極追求

成長的態度，是內在的動力和信仰的實踐。最

後，遵行主的「大使命」，是靈命成熟的表

現。這更像耶穌，更像天父的生命成長與導

向，可歸納為四重的關係：與神、與自己、與

人、與群體，當我們在這四重關係中，都有著

美好的建立，並實踐聖經的教訓。這樣，我們

的生命就能更像主耶穌、更像天父完全一樣。 



1. 你剛從教會牧職退休就來到《聯宇聖經學院》，這跟一般人希望退休後不用工作的想法很不同。是什麼使你
不停下來休息而加入《聯宇》呢？
答：我從教會退休是因為年滿70歲，但我心裡的「牧會」意欲没有減退。幸好蘇牧師介紹我到《聯宇聖經
學院》來事奉，使我不致變得「閒懶不結果子」(彼後1:8)。感謝主讓我有健康，有生之年我都會樂意去傳福
音、去分享得救見證，領人信主。

2. 在新工作中，你有什麼學習和抱負？這幾個月在《聯宇》事奉，有什麼最深刻的印象？
答：參與《聯宇》工作三個多月，看見同工們每天在自己的崗位默默耕耘，盡心盡意肩負神學教育的工作，
令我深受感動。大家都認真工作，並且有默契、互相幫助、坦誠分享。同工們有共同的目標，就是把神學教
育推廣，讓更多信徒受惠，正如腓立比書1章5節所說：「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
音。」這令我深深感受到事奉的喜樂，也感到得力。

3. 不少同工都見證你有佈道的恩賜，你遇過最難的一次傳福音經驗是什麼？還有哪些親友是你希望可以向他們
傳福音的？
答：感謝神，我37歲時蒙神憐憫得聞福音，悔改信主，人生得以進到一個平穩發展的機遇。我深知、也經歷
過福音的大能，因此立志要還這福音的債。所以，我努力去傳揚主耶穌的美善。

福音對象信主，是聖靈的感動、聖靈的工作。其實，很多時候是之前已經有人「撒種」，我只是適逢其會去
「收割」。約翰福音4章36-37節說：「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俗
語說：『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可見是真的。」

傳福音有時也會遇到困難，最難傳福音的人是他
們不表態、不回應福音的話題、不置可否，甚至
對自己的生活習慣也守口如瓶。遇上這種情況，
我會為他禱告，並留意繼續與他保持良好關係，
靜候神的時間。

傳福音有時也會遇到阻力，以我太太82歲的大
哥為例，多年來都未肯信主。他已經聽明白耶穌
基督的救恩，還說中學時是讀基督教學校的呢！
有幾次我們一起去「飲茶」，當我講完福音、請
他決志信主時，他說，停在這裡就可以了，又說
多謝我有心！我和太太惟有繼續禱告記念他！

4. 回想你豐富的人生閱歷，有什麼做人的智慧或原則是你至今仍然持守著的？
答：活了一把年紀，曾經得到許多好朋友的幫助。關係是要互相維繫和照應的，有時自己會吃虧一點，有時
自己也得到别人的協助。父親常常教我做人的道理，說人生就如泥水匠造門，要「過得自己、過得別人」，
意思即是要有「易地而處」的思維。所以，我做人常持守「待人以寬、律己以嚴」的態度。信主後，我更以
聖經的教導作為我人生的指南。當有紛爭時，我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因為聖經說：「寧可讓步，聽憑
主怒」(羅12:19)。我認為親戚、朋友或同事之間，若有爭執的話，應互相讓步、留些空間或後路，方便「日

後好相見」。

(編按：今期開始，院訊增加「同工專欄」，讓大家認識《聯宇》同工。

今期首先訪問四個月前加入本院、任職佈道事工的郭煒成傳道。)

今年五月本院將推出「個人佈道法」的新課程，由
郭煒成傳道主講，盼學員能從老師身上學習佈道心
得和技巧，課堂內容包括：

• 認知福音對象及佈道的部署；
• 佈道技巧及常用經文；
• 家庭探訪佈道及公開佈道法；以及
• 如何福澤家人至親等課題。

授課語言為廣東話。

如有意報讀此課程，請即申請夏季 
入學。掃二維碼查詢報讀本院課程。



反思新常態下的線上牧養

因受疫情的影響，不少信徒都因未能實體聚會而感到無助，困惑和孤單。感謝天父奇妙

的恩領，去年本院院長蘇穎智牧師有機會與學生們舉行網上聖餐崇拜，以下為兩位同學

的體會。

王同學

現在有一句話特別流行：「生活需要儀式感。」

過往，我對基督教很多禮儀是不理解的，覺得這些禮儀很多時候只不過是一種形式，甚至覺得有一

些禮儀是在浪費時間；在教堂裡禮拜的時候，總希望一些禮儀快點結束，好去做自己的事情。

但透過今次聚會，我和眾位同學和牧長一同領受聖餐時的感動很大。雖然大家沒有在同一個地方

聚集一起領受聖餐，但是帶給我的觸動卻是極大的。在預備「餅」和「杯」的時候，我是持懷疑態度

的。因為每個月領受聖餐時，我只不過將領受聖餐當成了一種宗教形式，內裡其實已經沒有感動和奉獻

的心志了，更何況是隔著電腦屏幕，覺得肯定感受不到現場的氛圍。但當蘇牧師帶領我們祝謝領受聖

餐的時候，我內心的感動非常大，我清楚地感覺到聖靈在工作，我在電腦前面淚流不止，想到了主耶

穌基督的犧牲，也想到了自己的罪，深感自己不配在主面前服侍。這次聖餐禮拜，我將會畢生難忘。

通過這次聖餐禮拜，我學習到在特殊情況下，教會要用不同的方法來牧養信徒。因為疫情的影響，

網絡上的聚會是必不可少的，教會不能一成不變，而是要根據不同的現實情況做出不同的調整，才能適

應時代的發展，才能更好地牧養教會的弟兄和姐妹。

盧同學

根據疫情的發展和專家們的預測，這次的病毒會將人類社會帶入一種「新常態」。病毒並不會很快

被遏止，疫苗的生產也沒有那麼快。「新常態」的一種表現，是人們不能像以往那樣群聚。

在這次聚會裡，蘇牧師講解了有關聖餐的真理，同時實際操作示範在當下網絡聚會的處境中，如何

帶領聖餐禮的敬拜。這給筆者較多的學習和思考，因為在疫情之前，我們應對不能聚在一起的方式，是

分成小組來聚會。但在疫情當下，我們被迫採取了線上聚會的形式。

相對來說，線上講道還比較容易調整和適應。最有挑戰

的，應該是教會中的各項聖禮。婚禮不常有，葬禮也一切從

簡，洗禮可以等待疫情過去，然而聖餐卻不能等疫情過去。面

對當前「新常態」對教會的挑戰，我們不能因為停止了面對面

的聚會而停止聖餐，反而要好好地使用網絡資源，帶領會眾通

過線上的方式一起領聖餐，一起紀念主耶穌基督為我們死，一

起表明我們的信仰和盼望，因為我們同屬一個身體—基督的

身體。



� 
聯宇網上教會啟播了！

感謝神，聯宇網上教會已於本年1月3日啟播。首月參觀者人數共2,032位，參觀次數為3,133。

歡迎各地弟兄姊妹透過這網絡平台參與崇拜。崇拜影片每週更新，並於每週主日凌晨開始上載到網

站。瀏覽本院網頁或掃QR code即可收看。

崇拜講道除了由本院講師和傳道同工負責外，更邀得世界各地華人資深牧者參與。盼望肢體們可以

嚐到他們寶貴的信息和牧養，也鼓勵弟兄姊妹邀請其他親友一起收看。

此外，網上崇拜得以開展，有賴各教會敬拜隊的參與。他們的服侍成為世界各地華人的祝福。感恩

有他們同行，願主報答。

有來自加拿大、英國、菲律賓等不同地區的肢體表示，網上崇拜信息能給予他們牧養之餘，更能裝

備自己於當地服侍。有些身處偏遠的小鎮的信徒，實在沒有機會出席教會聚會和接受裝備。他們也認為

網上教會可成為當地其他同工在靈命上的供應。

深願我們的擺上，能成為別人「隨時隨地」的幫助！

電話：(852) 3462 2882  　 WhatsApp： 6443 9607  　 　　電郵：info@cbiglobal.net  

網頁：www.cbiglobal.net               通訊地址：九龍中央郵政局郵政信箱70412號 

•	 各地華人呼聲	–	我們看見基於工作、環境、健康、交通、疫情、等等因素，許多
		 	 	 	 	 	 	 	 	 	信徒未能恆常參與教會聚會及如常實踐信仰、完成使命。

•	 宣教工場需要	–	宣教士、其家庭成員以及信眾，極需要支援、關懷和牧養。
•	 偏遠地區貧乏	–	嚴重缺乏牧者、培育和屬靈供應，急需支援。

網上教會正好可以回應這世代的需要，補足現有之缺欠。

聯繫各地華人教會、善用網絡科技平
台、團結裝備基督門徒、廣傳平安福音
信息(將逐步安排崇拜、查經班、小組/
團契、及系統神學課程)

為未能出席教會實體聚會者提供敬拜、
相交、裝備及傳福音的平台，讓信徒能
繼續活出信仰，完成大使命。網上教會
並非取代實體之聚會，鼓勵信徒在環境
許可的情況下參加教會實體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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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信息每周於主日凌晨十二時
上載到本院網站存放一周，信眾可
按當地時間隨時參與及鼓勵親友收
看。一周後影片將轉放在YOUTUBE
平台，可繼續收看。

繁體版	 	 	 	 	 	 	 	 	 	 	 	簡體版



1. 為網上崇拜的開展感恩，祈求神使用，在疫情下藉網上崇拜讓人得牧養，並求主幫助，讓我們
得以聯繋各地華人牧者和敬拜隊，讓事工能順利進行。

2. 為佈道會的決志者禱告。願他們得到教會肢體的培育，成為主忠心的門徒。

3. 為學生禱告。他們在疫情期間，雖然生活各方面受限制，但盼望人心可以靠著神的話語，得著
力量過每一天。

4. 為學院經濟禱告。在疫情影響下，全球經濟受到史無前例的影響，學院的奉獻收入也大大減
少，嚴重影響學院未來幾年在教學上的發展。求主記念和供應。

2020 年 4 月 - 12 月 常費總收入： HK$  2,269,479.34
2020 年 4 月 - 12 月 常費總支出： HK$  2,379,572.03                                               
                  不敷：  HK$  (110,0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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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澳工場主任James Leung於去年12月在當地教會開展簡明宣教課程，鼓勵信徒委身走「宣教下
一步」，有35名學員出席。為到弟兄姊妹尋求被主差遣作見證的心而感恩。

2. 感謝神！「新人新希望，夜盡見曙光」佈道會已於1月31日於香港、英國 
和澳洲順利同步舉行，該次聚會有400多位參觀者 (截至1月31日23:50)。 
願主祝福決志信耶穌的朋友能繼續在教會中認識主耶穌。若大家有親 
友藉佈道會信主，請替他們填寫回應表(於網頁)，以便安排跟進。

3. 春季課程(網上或視訊)已於1月25日開課，證書/文憑及學位課程共27 
科，總報讀人次為212。請禱告記念學生們的學習，願主保守他們身 
心靈健壯，多結果子！

 (捐獻方法詳情請參本院網)

執行編輯：廖惠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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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學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