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1-2年 月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人教会公报VOL.98 
THE CHINESE CHURCH PAPER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过年得福
特別企划 100周年纪念特刊



02 ■ 末世牧聲98卷1期‧我願去

张美田姐妹
本刊执行编辑

执编寄语
灵粮蜜语

耶和华是我的福分
新年伊始，本刊出版同仁在此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心�安康！

提到「安康」两字，对于身处香港的市民及�临信徒，去年�
实过得不容易，大家心中经常问：「社会的困局何时了结？平安、安康
的日子何时再来？」

曾几何时，香港人认为「香港」是一个福地，但没想到去年 6月
中后，一切变得……。于是，我反问自己：「今天活在香港的我，仍然
是有福的人吗？」

在迎接 2020年 1月时，公曆和农曆新年在同一个月内，大家也
希望这一年过得比去年好，更有福气，对吗？

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真正的福气必定包括�性、身体
和心�获得满足，而来源必定来自创造万物的真神上帝：

「上帝啊，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诗16：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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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编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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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祷告恳求主�助我：「天父，健康、平安、
工作、物质都是祢所赐给我的福气，我�意以感恩的心领
受，也以感恩的心与人分享。因为这本是祢的美意。更重
要的，�助我看重祢的同在和心意过于这些『好东西』，
爱慕祢多于祢所赐的一切。诚然，没有祢时刻的同在与看
顾，就没有任何真正的福气、好东西。」

所以，当我们认定以上的看法，即使我们生活在任何
环境及状况，也是有福气的人！

藉传福音分享真福
今年本刊为了配合 2016～ 2020全球教会总主题「福

音传遍天下」，主题文选以福音的六个特质为信息，鼓励大
家看完把本刊分赠�友，作个人布道：

①	从《圣经》读出道理：
解读《圣经》的入门。

②	故事、律法与预言：如
何看懂《圣经》各种不
同的文体。

③	「正义的外邦人」：在二
战拯救犹太人的�临信
徒。

新动向
今年陆续推出的新设专栏有：〈职场圣所〉、〈心�关

顾站〉、〈细味经文〉、〈末世谈〉、〈百年光影〉等，并计
�选取一些文章录制为「有声版」。期望本刊在今年出版
踏入第 100年之际，继续秉持以「读者为中心」，传扬末
世盼望、牧人慈声！阿们！

❶上帝是真福之源　　　❷免于恐惧　　　❸得真自由

❹叫人重拾尊严　　　　❺以善胜恶　　　❻使公义彰显

2020年《复临世界》

①	一堆缩略字：本会为何
强调健康信息？

②	控罪成立：如何为本会
健康信息辩�？

③	后院布道：教堂的�居
因被迫在室外举行的布
道会而受浸。

推介文章

1月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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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选
我愿去

�人重视过年，每逢农曆新年，�人社会都有�程占卜的习俗，希望在新一年得福气，
趋吉避凶，而在各种媒体如电视、电台、书刊中，也常常看到这方面的讲解。人无法

预测将来，但又很想知道，于是就想尽办法寻找对将来的说法，各样的�程占卜也应�而
生，但仔细看看就能发现，这些所谓的预测，并没有甚么实质的东西，例如，「12星座事业
�势预测之山羊座：突然被解�，山羊男、山羊女今年会有突如其来的变化……有可能突然
被解�，突然转变自己的工作环境，可以是自己决定的，又可以是自己突然想转工、突然想
走。」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罗列出来，又有甚么预测可言？

北宋大臣吕蒙在「破�赋」中写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
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不能自
通。」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是人想要做而做不到，想得到却无法�及的。

过年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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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选
我愿去

焦望新牧师／华安联合会行政秘书／本刊主编
撰

既然人无法靠自己知道将来的祸与福，更无
法避祸得福，就必须承认自己的渺小，并倚靠人
以外的力量面对挑战与困难。

《圣经》的作者之一耶利米这样说：「耶和�
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
定自己的�步。」（耶 10：23）耶利米这样说的理
由是：「耶和�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
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耶 10：12）这位耶和�
上帝不但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
和夏娃，所以祂能「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
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
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赛 46：10），并且祂能向
人指明应该行走的道路和方向。「你或向左或向
右，你必听见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
在其间。』」（赛 30：21）

因此真正的福气来自上帝，人不能预测和
掌控的，祂都知道。但或许你会问，我怎么知道
上帝会把福气给我呢？上帝说：「我知道我向你
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
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 29：11）上帝�
意把福气给人，和父母爱子女的心是一样的，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
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
吗？」（太 7：11）。

上帝对人的爱开始于祂�手造人，并将生
命给人的那一刻。「耶和�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
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的活
人，名叫亚当。」（创 2：7）上帝�定要爱我们到
永远，无论祂付上多么大的代价，「我以永远的
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 31：3）

正是因为这样的爱，所有相信并把生命交给
上帝掌管的人，都能从上帝得到恩典与福气。

朋友，如果你对将来感到迷茫，我邀请你在
这个新年开始，去认识这位从你未出生时就爱你
的上帝，祂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
了。」（路 12：7）祂很瞭解你生命中的一切，你投
在祂的怀抱中，就得到世界无法给你的平静、安
稳、快乐与福气！



08 ■ 末世牧聲98卷1期‧我願去

职场圣所
牧养群羊

�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在这个专栏向大家分
享「职场《圣经》原理」课题时，也反问

自己：我是一位牧师，我的职场就是在教会作传
道的事奉，到底我有没有按上帝的旨意工作？有
没有视它为一份神圣的职事？是否称职？无论
任何人，包括我在内，必须把从《圣经》领受的
真理，�用在生活当中，而不单单只是停留在头
脑的认知上。因此，我深切盼望大家能够把《圣
经》中的职场生活原理、价值观应用在日常生活
之中，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思考的问题
在我们探讨职场《圣经》原理之前，我建议

大家先作个人反省或小组讨论，题目如下：
① 你的职业跟信仰是否有关�呢？

职场《圣经》原理
② 无论是过去或现在，你是如何理解「安息日」
与「工作」的关�？

③ 你�意在职场上把工作「分别为圣」的吗？
④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信、望、爱，我们是否带
着信心、盼望、爱心在职场上工作？

工作是召命
最近，我看到两则令我感受很深的新闻报

导。第一则是安徽有一个女干部，因为要进入一
个小区，被守门的保安拒绝，她竟然破口大骂对
方是「看门狗」，那位 63岁姓周的保安员，当场
气得倒地身亡；结果女干部被停职，并向家�作
出赔偿。

另一则发生在湖北一间宾馆足疗（�底按摩）
店内，当时有男顾客一行三人光顾该店，其中一

编者按：�为鼓励及牧养在职信徒，本刊于今年起整理朴素牧师的文章，分为六期连载
于〈职场圣所〉专栏，并同时提供粤语及国语的「有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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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圣所
牧养群羊

位向邓某提出要求「性服务」，她立时拒绝，结
果其中一位男人拿钱砸向她的头，女方不甘受
辱，立即手持修�刀与他们争执，于是一个受
伤，一个被刺破喉咙伤重死亡。

以上的悲剧反映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职业
观：认为保安员、足疗师的工作及地位低微，不
值得尊重。那么《圣经》的职业观是甚么？它如
何看待职场和工作呢？让我们看看吧！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

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你上帝
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
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
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造天、地、海，和其
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赐福与
安息日，定为圣日。」（出 20：8～ 11，另参阅申 5：

12～ 14）「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
和�─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
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你的上帝吩咐
你守安息日。」（申 5：15）啊！原来十诫中的第四
诫，包括两项呼召与命令，分别是「六日劳碌工
作」，并「第七天记念安息日」，所以工作是召
命，也是神圣，因此只要是正当的职业，任何人
的工作和职位都应该受到尊重！

两者均重要
本会经常把焦点只放在第四�诫命─「记

念安息日」的真理上，而忽略了教导信徒重视
「六天劳碌工作」；只强调不工作，却疏忽了如
何在牧养上�助信徒面对六天有血、有肉、有
泪、有挣扎的职场生活。这是由于我们相信耶稣
再来占了我们信仰重要的部分。没错，基督�临
是本会信仰的终�，不过，在耶稣回来之前，我
们该如何生活，如何在职场上活出基督徒见证，
流露耶稣的生命也是同样重要。既然一�之中，

工作占了六天，安息日是占一天，换句话说工作
是占一�的七分之六，安息日只占七分之一；那
么，教导信徒及他们学习如何在这六天内好好工
作，带着信心、盼望、爱心在职场上工作，与教
导他们谨守安息日是同样重要的。

守安息日条件
正如以上〈出埃及记〉第 20章 8至 11节

提到，上帝吩咐我们要「六日劳碌工作」，然后
才「记念安息日」；因此若我们要获得守安息日
的权利和福气，就必须先在六天之内辛劳工作，
完成这个责任与义务，方可拥有和享受记念安息
日的权利与义务。

工作的价值
其实，有不少的神学研究是从《圣经》的角

度来肯定工作的价值：「创造神学」认为上帝藉
着工作呼召我们与祂同工，参与创造；「圣�神
学」主张工作是圣�在动工，是一项恩赐；「救
赎神学」高举工作是救赎，参与上帝再创造之
工；「工作神学」指出工作是上帝的呼召；「圣
洁神学」的立场指工作是上帝的管道，藉劳苦和
劳动�助我们迈向圣洁，及�富人类的生命；而
「国度神学」则宣扬今生工作是有价值的，其能
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

�爱的弟兄姐妹，假如您要获得记念安息日
的权利和福气，就必须带着信、爱、望「六日劳
碌工作」；还有您若想在六天的职场生活都能喜
乐、平安、见证主，也必须抱着敬上帝、爱上帝
的心记念安息日，把当天在敬拜中得着的圣�、
信心和力量，带着使命再走进职场及人群当中，
活出耶稣的形像和生命，阿们！

朴素牧师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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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主爱
人生百味

 过去两年多我在飘泊的幽谷当中，的�改
造了我的�魂。我大半人生都是一名强

壮和热情洋溢的工作狂。坦白说，工作不单是我
喜爱的事，也是对付心�创伤的一种方法。然而
在肉体上，我比狮子更强壮。

我是一名宣教士的女儿，在巴西长大，在
台湾教了六年英语，是安德烈大学的亚洲招生主
任，又在该校教授英语第二语言，这一切都是我
所渴望的，不是单单教人以嘴唇说一种新语言，
我希望�助人的心�唱新歌。在取得了神学硕士
学位之后，我受聘出任佛罗里��院居家�理
院牧一职，同一时期进修「临床牧关」（CPE）课
程。2004～ 2013年间，我在佛罗里��院同
时兼任院牧和安德烈大学保健科学导师，并通过
病人、职员和学生们的故事和心思而得以改造。
但我之所以能维持这么久，真是一个神�。

在 2006年尾和 2007年初，我经历了一次
严重的跌倒和脑震荡，一次对美健温热按摩�疗
床的可怕过敏反应，一次对多剂量环丙沙星抗生
素的毒性反应，以及几次�疗事故。这一切导致
了我的小脑和脑干受损。我被�诊患上了共济失
调、肌张力障碍和多发性神经病变。托上帝的洪
福，我还能继续上班，每天挣扎着去探望病人和
完成其他职务。

上帝扶持着我，虽然期间并非一帆风顺，直
到 2013年，我搬到俄勒冈州，出任 10间长期
�理设施的院牧服务部主管。我负责监管 7位院

牧和推行多个项目，同时仍然与我的神经性问题
抗争着。我有说自己是很坚强的吗？很不幸的，
在 2015年，我经历了一次毒性反应，大大加剧
了我的症状。我不能再工作了，只好从自己最喜
爱的岗位上退下来。一个星期后，我撞在门上跌
倒，脑部再一次受到震荡。自此之后，我就无法
踏出家门了。

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每天卧床 23小时。由
于独居，我经常都要躺在充满呕吐物的床上，因
为我身体太弱了，无法清理。其他时候，我会尝
试遛狗五分钟，但又会受到因神经损毁而导致的
�电感的折磨，以致几乎会昏倒。我会坐在地上
大叫：「耶稣呀，救我！耶稣呀，�我回家啊！」
有些时候，我躺在床上，疼痛得抓着枕头，反覆
地大声呼叫耶稣的名。更多的时候，我只能移动
几步，并且一半是弯着腰、驼着背来走的。

有些时候，我向上帝咆哮，质问祂为甚么容
许这些事情发生？我只不过是想事奉祂而已！无
法再忍受痛苦的时候，我乞求祂让我不必再次醒
来。痛苦有它使人浸淫在自我之中的方法。当你
生活在零收入甚至快要被赶出门口的时候，当你
因为身�没有家人或朋友只得天天独处的时候，
甚至连你的狗也因为你的症状而逃跑躲藏的时
候，你只会全神贯注在自己的需要上。当那些能
够�助你的家人拒绝这样做，又拒绝相信你的时
候，很难避免心生苦毒。被拒只会令路途更崎岖
难行。

我曾渴望得到信任和瞭解。只可惜，我认识

残疾中显能力 ◎洛瑞．恩格尔（Lori Engel）

「

「苦难幽谷乃造灵之谷。」─尼古拉斯．伍斯特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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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主爱
人生百味

↓本文作者

到有些人就是怎么也不会明白的。但有时单单
被上帝明白就足够了。当人选择了不去同情的
时候，我的泪水在上帝的膀臂中找到了慰藉。

超过两年时间，我费劲地处理申请社保
的伤残补助事宜，期间我一点收入都没有，除
了一些人回应了我的电邮和脸书（Facebook）

帖子而寄来了一些爱心回应，还有近期对
「GoFundMe」的众筹回应。沦落到要乞求�
助的痛苦更因这等回应而更深：「我不会与我
认识的人分享你的故事，你只是想要钱。」我
的心�破碎了！但上帝是一个在不可能中寻找
出可能的上帝。我人生中的黑暗，被朋友、甚
至陌生人的鼓励和支持所驱散。一个朋友因为
自己半年毋须交租金，就把那些钱寄来给我交
租。一位女士听到我的遭遇后，把美金 1,500

元寄来我租住屋苑的管理处，可是她把帐号弄
错了。为自己的错误而内疚，她把自己的礼物
加到 3,000元。其他�爱的朋友们也定期�忙，
维持了我每月的基本需要。

最近上帝施行了另一个神�，对我个人
和我的事业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通过朋
友的介入，�临教会院牧事工的保罗．安德逊
博士听到了我的情况，和怎样静候机能的失丧
来到。他写了一封满载天恩的信，述说了我的
故事和「GoFundMe」众筹帐号，然后发送给
每一位院牧。三天内，他们筹集了足够我生活
六�的善款。这是一个奇�，使我保持对上帝
的信任，知道祂是看顾着我的，不管别人怎样
说、想或做。我的任务是清晰的：冷静下来并信
靠祂。上帝在为我争战！

有时距�被赶走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上

帝就送来奇�，提醒我─
祂看到了我的困境，并且祂
相信我，也在为我争战。祂
一再的对我说：「要休息（静下
来），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会为你争战。你只需要平
静休息。」（参阅诗 46：10）我学
习到要在安静中等候，当我躺下的时候要平静我
的心，然后等待上帝为我打那些我不能独自赢取
的战争。

我或许是残障的，但我得着能力了。得到全
然信靠上帝的能力，不单是在知识上，也是在我
赖以生存的能力上。我得着了能力与上帝同行，
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患难给了我能力，使我的心
�懂得盼望。

当我等待着解救的时候，我紧抓着这些应许
「从患难中出来的，是最刚强的灵魂。上帝的

伤兵常成为祂最精锐的军兵。」—无名氏

「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带领我们所走过的路，否

则我们一无所惧！」—怀爱伦（1827 ～ 1915）

「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

痕。』」（耶 30：17）

上帝应许了有一天会使我痊�，因此我�
着信生活。我知道上帝在过去为我施行的所有神
�，都是对我将来的应许。我盼望有一天，我的
伤患会再一次蒙征召―入伍上帝的事奉大军。

不管你面前的巨人有多高大，冷静下来，并
让上帝为你争战。

祂所拥有的神�，比你的困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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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闻
消息发送

2019年 12月 3～ 4日，�安�合会假荃湾港安�院举行了年议
会。因应全球总会年议会通过议案，由 2020年起重新规划

北亚太分会地域并将�安�合会列入全球总会直��合会，是次会议亦有全
球总会副会长慕彭恩牧师（Pr. Geoffrey G. Mbwana）、副行政秘书 Elbert Kuhn、
副司库 Daisy Orion三位总会代表参与其中。此外，中美分会代表 Samuel 

Telemaque牧师及�临信徒国际研究所院长 Ginger Ketting-Weller博士亦首
次列席会议当中。连同北亚太分会会长金时英牧师及团队、�安�合会执行委
员会成员及干事、港澳区会和机构代表、中国地区等代表，是次会议共 51人
出席。

本年议会会议除了通过总会、分会及�合会各规章事项等议程，与既定议
案讨论及各部门机构年终报告外，亦有全球总会勉词、答谢北亚太分会过去支
持的感恩仪式、并 2020年全球布道书籍《希望的未来》献书礼等特别时刻。 

2019年华安联合会
年议会圆满落幕
◎周承宇弟兄／本刊助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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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闻
消息发送

�安�合会在过去一年积�开展各地圣工。
与 2018年比较，教友人数增加 1.83%，福音圣
工虽仍然艰难，但蒙上帝保守与圣�感动，受浸
人数反增 14.52%。财政报告方面，面对动荡不
稳的经济环境下，因上帝的赐福， 2019年结合什
一、捐款及投资等各项收支，总资产值仍比 2018

年增长约 10.58% ，而资金比率只轻微由 155%

下调至 151%。

港澳区会 2018年重点投放资源于前线布道
教室计�，以及增设媒体布道中心，并新增以白
田布道所为据点的校园布道事工等项目，全年受
浸和�信接受人数 95人，总教友人数 4,559人，

比去年回升 4.29%。现有 20所教会，4所布道
中心，传道同工 44位，崇拜聚会平均出席人数
1692人。

最后，会议由�合会会长傅博仁牧师作
总结并答谢各与会代表过往一年的努力，尤其
北亚太分会于过去超过二十年的支持。全球总
会副会长慕彭恩牧师高度肯定并感谢所有行政
人员并同工的忠心耕耘，并献上祈求圣�沛降
的祝福祷告，勉励各方抱着基督快来的迫切使
命，无惧风雨迎向 2020的一切未知，以信心
盼望定睛基督。�上帝继续�领掌舵全球�人
圣工，�耀都归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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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如夏的马来西亚，热情的太阳，总让人想贪吃几口冰凉的
甜品。学校假期对于学生来说，就像手中的雪糕令人爱不释

手，一口接着一口。繁重的课业常让人喘不过气来，放假就可以暂
时「冷却」过热的脑袋。所以许多学生都会计�回家探�、出国旅
行或是宅在家里，但今年有些学生选择了以不同的方式来度过他们
的假期。

2019年 5月，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长假之中，马来西亚半岛区
会举办了《第六届•文字震撼力》学生文字布道营会，主要以学
生为培训对象，从 5月 26日至 6月 2日举行为期 7天的训练，这
次的地点选在马来西亚北部怡保。

整个训练期间有五大目的让学生经历并学习：
传扬耶稣─ Witness for Jesus

经历上帝的大能─ Experience God's Power

塑造品格─ Character Building

销售技能培训─ Canvassing Skill Training

赚取零用钱─ Earning Pocket Money

海外来讯
消息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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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来讯
消息发送

这次的营会，共有 30位学生文字布道士，
他们�意藉着短暂的假期，成为上帝的传道先
锋，将主的福音传给需要的人。感谢我们天上的
父，因祂总是将最好的福气，赐予祂所喜悦的子
民。感谢每一届�意支持并奉献的弟兄姐妹，也
感谢每一个代祷，让这些孩子能因着营会认识上
帝，也让那些需要和渴慕上帝话语的人，得着�
盛的恩典以及满足的喜乐。

文字布道士不是容易的工作，尤其是接近末
时，上帝的话语成为唯一的亮光。在怀爱伦所着
的《文字布道士》一书中，特别提到「全力以赴
在人们所在之地接�人。我们不应再疏忽主的工
作，将之列于�世利益之下。我们没有时间闲站
着，也没有时间灰心失望。福音要传给全世界。
书报中含有现代真理的亮光，要传到各地。要组
织文字布道�动来销售我们的书报，好让世人得
蒙光照，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事。」上帝赋予文
字布道士这样重大的使命，为要将上帝的慈爱以
及耶稣的牺牲，藉着文字的力量传�出去。正值
懵懂时期的青少年，他们�意将自己献身为主使
用，上帝不仅悦纳这奉献，并加倍赐福他们。感
谢主，因上帝的带领，以及多位弟兄姐妹们的代
祷和奉献，让 30位学生文字布道士，短短 6天
的时间就有亮眼的成绩：

在整个文字布道营会中，有许多还未受浸
的青年人，但每一位学生都各自经历了上帝的恩
典，每一位学生都拥有了彼此间美好的回忆，见
证了上帝同在的喜悦。然而整个卖书过程并非一
帆风顺，许多第一次参与的学生，在第一天并没
有卖出任何一本书，哭诉着当天的遭遇：被人臭
脸拒绝、被人无视、被狗追、被刁难等等。但他
们并没有就此放弃，上帝的�安慰他们的心，并
且激励他们的勇气，即使没有卖出一本书，仍旧
不失望不丧�，因为他们已经晓得藉着祷告，上
帝必然与他们同在。就如上帝要拯救世人时，魔
鬼撒但多方阻挠，试图破坏上帝伟大的救赎计
�，但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圣经》〈马可福
音〉第 10章 27节说到：「……在人是不能，在
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灰心失望的
同时，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一直都够我们用。

 

在末后的世代中，虽然物质愈来愈电子化，
书籍也愈来愈少人主动翻阅，但上帝的福音却不
会就此停下来。我们的使命就是将上帝的福音传
遍天下，文字布道就是其中一个管道，需要的是
更多�意献身的人，为主传福音不易，但〈申命
记〉第 31章 8节说到：「耶和�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
惧怕，也不要惊惶。」

青少年学生们，明年的「文字震撼力」在等
着你报名。不妨用你短暂的假期，来发现祷告所
带来的美好祝福，体验与上帝一同作工的喜悦，
并感受上帝藉着文字体现的震撼力吧！总共卖出1608本书，平均一人卖出55本书。

儿童教育书籍 健康书籍 属灵书籍

421 324 863本 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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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来讯
消息发送

我们的父�梁显耀长老于
1923 年 8 月 20 日 在 中

国广东省开平县龙旌镇新⻩村
出生。青年时期的他，为了生
计，独自一人于 1948年�堂叔
从乡间移居香港。之后�师学
习一技之长，成为一名酸枝木
雕工匠，直至退休为止。

1953 年，父�偶然经过
位于九龙界限街的九龙教会，
被一幅上面写有「信耶稣得永
生」的布道会横额吸引，继而
参加陈湖生牧师主讲的布道
会，自始开始认识真理。蒙上

我们的父亲
◎梁咏梅姐妹／香港／九龙三育中学副校长

帝眷顾，父�在 1954年 11月
6日决定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
救主，由陈牧师施浸加入基督
�临安息日会九龙教会。那天
受浸人数众多，当中还包括我
们的母�（当时他们还未认识）。

父�热心研读《圣经》，特
别专心追求关于基督�临的信
息，在他钟爱的串珠《圣经》
中，凡是有关基督再临的经
文，他都在旁�划满记号。他
常说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不只
是今生得百倍福乐，来生还要
得永生。

父�常常在人面前讲述
一个见证：他有一次独自参加
崇拜聚会，在九龙教会大门口
的石梯级处目睹其他教友们拖
男带女，一家乐也融融的赴聚
会，他当下羡慕不已，就驻
足站在教会门前，默默向上帝
祈求，求上帝赐他一位佳偶伴
侣，好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1955年父�经由韩江润娣
师太介绍认识陈秀霞姐妹（我们
的母�）。两人志同道合，非常
投契。两年后的春天，他们在
九龙教会举行结婚典礼，由陈

梁显耀长老庆祝97岁生辰与众儿孙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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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来讯
消息发送

湖生牧师证婚，正式成为夫妇。婚后，上帝赐给父母�最大的产
业，就是八位儿女。夫妇二人在上帝的恩典中互相扶持，携手共
同度过 60多年的美好生命岁月。

父�常说：「认识上帝，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福气，因为上
帝总会在患难中为我开路。」他最大的安慰，就是儿孙、媳妇和
女婿都信主。全能的天父应允了他多年前在教会门前的微声祷
告！

父�经常叮嘱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而他自己殷勤赴安息
日学，参加崇拜聚会及祈祷晚会，又加入信徒布道团参加探访工
作，还曾经长期在安息日下午开放自己的家─就是我们位于九
龙塘喇沙利道的模�村旧居作为安息日学分校。他带领儿女们主
动邀请�近的小朋友赴会，当时的聚会有唱诗，讲述《圣经》故
事等，还不时有九龙教会的传道人和牧师到来，向坊众分享福音
真理。蒙上帝赐福，赴会的小朋友多�二、三十人，特别是圣诞
佳节庆祝基督降生时，聚会的人数就更多了，逼近七、八十人！
记得朱天明牧师、冯效良牧师及曹德森牧师等，都曾先后在圣诞
聚会中分享信息。

在子女的眼中，父�勤恳刻苦，为人谦厚低调，却又非常
聪明，虽读书不多，但充满睿智，对人对事都有高度的洞察力，
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也很强。作为木匠的他，手�好，一切工作
需用的工具差不多都是自制的，连一家十口居住多年的木平房也
是他在经济不充裕的环境下一手建造出来的。他厨�了得，要求
高，结果原本懂得入厨的母�也都不用操心儿女的三餐，因为父
�抢着一手包办了。他就是如此一位爱惜妻儿的 「大丈夫」！

父�在今年 10月下旬进入眼科�院，后再转往伊利沙伯�
院。留院期间，得到众多教会弟兄姐妹及�友探望和慰问，湛志
凡牧师及冯俊�牧师更到床�为父�抹油祈祷。11月 3日凌晨 2

时多，父�安睡主怀，终年 97岁，等待基督�临之时与大家在
云彩中再相见！在人生最后的日子，父�留下以下的文字：「蒙
神恩赐，含笑入地，息了劳苦，候主复临」。

开放家中开办安息日学儿童班

与陈秀霞姐妹于九龙教会共谐连理

参与教会活动

与九龙教会弟兄姐妹合照

对伴随大半生的《圣经》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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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来讯
消息发送

2019年 12月 14至 15日，三
年一届的港澳区会代表

大会假圣经讲座举行，此次共有 169位
正式代表及 19位列席代表参加。经由�
安�合会会长傅博仁牧师主持的提名委
员会讨论后，顺利选出新一届行政人员
和执行委员会人选，现任三位行政人员
均连任。

本届会议过程顺畅，各代表均就不
同议题发言，当中以力尽完善职工核薪
委员会成员的组成方法、怀氏着作的翻
译及传播准�性、以及面对香港地区出
生率下降、教育环境持续改变下本会一
众三育学校所面临之挑战等议题尤其受
到关注。

新一届行政人员名单于第二天的会
议通过后，傅牧师为新一届行政人员祝
福，祈求圣�沛降�自引领。�着宣读
感恩致谢案来到会议尾声，本届大会于
感恩、儆醒、献身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港澳区会第14届代表大会快讯
◎周承宇弟兄／本刊助理编辑

港澳区会第14届
代表大会提名委员会名单：
主席：傅博仁（�安�合会会长）
委员：许婉琪、Stephen GUDAVALLI、周敬仁、
陈振星、张咏恩、⻩倩侬、邱婉贞、李耀翰、范蓝
兴、⻩杨楝名、陈家朗、刘�智、谢梓信、刘正
国、梁艳、唐致远、吴婉婷、⻩文�、文伟智、萧
家岐

2020年港澳区会行政人员及
执行委员会名单
会长：湛志凡；行政秘书：冯俊�；司库：李子�

执行委员会：
主席：区会会长
书记：区会行政秘书
委员：区会司库，青年部干事，传道协会干事，
大埔三育中学校长（前半）、九龙三育中学校长（后
半）、澳门三育中学校长、香港三育书院院长、港安
�院院长、邹瑜、许婉琪、洪妙�、刘詹月清、吴
威恩、谭林小娜、全永�、周翠芳、梁颂恩、萧家
岐（2020）、朱大为（2021）、刘正国（2022）

左起：行政秘书冯俊杰牧师、
会长湛志凡牧师、司库李子杰
长老

代表大合照 第14届代表大会提名委员会成员



■ 19末世牧聲98卷1期‧2020年1-2月‧歡慶100周年

台湾来讯
消息发送

2019年台湾区会传道协会为教士们举
办「教士研习班」，日期为 10月

6至 8日，地点位于三育基督学院橘林客房。三
育的优点是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开城市举
办活动的最佳地点。很多同工到了学校总有回家
的感觉。

研习会第一个报到的是台安�院院牧部主任
溥又新教士，他还协助我们布置会场，感谢溥教
士的�忙！也很感谢学校发展部庄逸君姐妹提供
研习会所需的设备与器材！这次「教士研习会」
着重在「传道人的道德与职责」，因此我们研习
会的主题是「至死忠心」（参阅� 2：10）。这次研习
会每天都有安排课程到晚上 9点才结束。第一天
晚上我们有「相见欢」等破冰游戏的节目，同工
们彼此介绍自己及分享事工。

10月 7日早会�修邀请吴林惠君师母分享，
第一堂研习课程由干事分享传道技巧与管理，第二
堂请到北屯教会权纯�牧师分享传道经验方法。权
牧师是韩籍 PMM（布道先锋）牧师，全家�乡别井
来台湾传道的日子虽然不长，但传道方式很有规
�，他以努力并具创意的方法吸引人来教会，教
会人数增长有目共睹，目前教会空间显然不足使
用。是现今布道先锋来台传道很成功的案例。

当日下午设有考试，考试内容是《牧师手
册》第九章〈传道人的道德与职责〉，大家都很
紧张，因为毕业好久了，已经对「考试」这回事
很生疏。大家都很认真完成试卷。考完了紧接着
是传道实务操练，分组进行模��院拜访、公司
拜访、查经等。最有趣的一组角色扮演是牧师拜
访一对同性恋的青年，看传道人如何回应，这现
实的议题给我们很大的冲击和�示。当晚，每个
教士同工有事工报告，听了同工的事工报告，感
到似乎同工们都很辛苦，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挑
战，传道工作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0月 8日有接近两小时的「温暖交流」，特
别邀请会长及行政秘书来一起与教士同工们面对
面（有关传道、教会事工、家庭生活等）进行广泛的沟
通。同工们很珍惜沟通的机会，更关心区会的展
望与未来。献身会前有一个颁奖的时段，同工们
都很期待是甚么奖，要颁给谁？第一要奖励考试
第一名的同工赵光平教士。第二要奖励第一个报
到、服装最整齐、研习期间不会�意走动的溥又
新教士。最后由会长赖立俊牧师主持献身会，赖
牧师用〈腓立比书〉第 1章 3至 6节动之以情的
鼓励教士同工们一起努力，成全福音事工直到耶
稣基督的日子。

台湾区会教士研习班简报
◎吴义敦牧师／台湾／台湾区会传道协会干事



20 ■ 末世牧聲98卷1期‧我願去

神州来讯
消息发送

葛美菊长老（1926～ 2019）1926年出生，是
第三代�临信徒，祖籍山东莱阳县，现

在青岛市南葛村。父�是葛肇谅牧师（1898～

1986），祖父是本会教友，葛肇谅牧师毕业于
本会上海三育大学，曾担任�北三育研究社社
长，�北�合会会长，重庆三育神学院圣经导
师。葛美菊是葛肇谅牧师次女，上面有一个姐
姐葛美恩，哥哥葛恩光，下面有一个妹妹葛爱
光，小妹葛美�。

葛美菊从小在教会学校接受基督化教
育，从三育小学到初大毕业，她在本会
上海卫生疗养院担任护士。

1949 年，担任上海卫生疗养院护士学
校代理校长，1951 年，教会医院被海
军接管，照顾教会留用人员的宗教信
仰。

1953 年，「 三 反 」 运 动， 葛 美 菊 作 为
护士学校校长受到冲击被重点批斗。但
经过这次运动后，葛美菊长老很快成长
起来。1954 年，医院当局不再照顾宗
教信仰，许多人信仰冷淡，整个医院教
职员工只有三位女青年坚守信仰，葛美
菊，焦洪志师母沈斌义 ，北京黄志明长
老爱人朱爱珍师母。 沈斌义，朱爱珍因
信仰被开除。

悼念葛美菊长老
◎李春生传道／中国／陜西

葛美菊因着信仰缘故，在祷告主后，辞
去海军医院医生职务。她因参加过 1953
年沪中教会全国夏令营，何秉端牧师在
最后一天讲到了撒母耳蒙召，何秉端牧
师呼召青年人来到台前献身，葛美菊来
到台前，何秉端牧师的那堂课坚定了她
的信仰。

葛肇谅牧师呼召女儿葛美菊来济南传道
三年，葛美菊于 1956 年在燕京神学院
读书半年。

1958 年「反右」，葛美菊同父母一起来
到天津，葛美菊在冶金医院担任内科医
生，她在一个保健站当站长。

以后葛美菊长老在天津医院工作了二十
年，于 1979 年退休。1980 年天津教会
恢复时大约只有十个人。以后教会逐渐
发展起来，人数也逐渐增多。

文革中，葛美菊被迫停止了工作，被关
半年，遭受了大会小会多次批斗，大会「坐飞
机」，小会「拿一盆水泼在她脸上」，挂着「美
蒋特务葛美菊」的牌子。她每天扫路拔草，一
�拔一�唱着赞美诗。晚上睡觉前祷告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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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来讯
消息发送

然入睡。葛肇谅牧师在文革中也被囚禁起来。
1958～ 1979年期间，葛美菊与其父葛肇谅牧
师还在暗自拜访信徒。主还是保守了祂的仆人。
他们经过了那样大的试�。她曾软弱过，在写材
料中曾表示放弃信仰。但从那以后，她一直在主
面前祷告认罪悔改，并立志以后无论遇到任何考
验，都要靠主坚强的站立。由于参加工作时间较
短，她的退休工资微薄，生活简朴，但她不看重
经济利益，以圣工为至上。葛长老平时言语寡
少，默默地在教会服务。

改革开放恢�聚会后，她以义工身分服事
主，未曾在教会领薪。每逢安息日，她总是很早
来到教会，最后一个�开教会，几十年如一日，
为主的圣工勤勤恳恳。她总是关心教友，一个月
内拜访了教会内所有教友。除了聚会，她总是一
家接着一家的拜访教友，言教身教。

自从 1980年开始恢�聚会，她就一直写�
记，一直记到手不能写字的时候。记录着教会事
工存在的问题，教友生活中的问题，以及解决了
甚么问题，她都记录下来。多年前，�者曾路过
天津，受葛长老的妹妹葛爱光老师，妹夫基督教
着名�家李维三先生的委托，顺道拜访了葛美菊
长老，葛长老热情接待，临别时葛长老赠送�者
一袋水果，至今回忆起来，她老人家那谦卑和蔼
的面容还在眼前！

葛美菊长老为圣工奉献了一生，她的言行
成为牧者，信徒的榜样，她在教会不贪图名利地
位，为余民教会留下了�富的��遗产！葛美菊
长老从 1980年直到去世之前，为天津地区教会
发展付出了一切。�主早日�临，与葛美菊长老
及众先贤相遇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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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光影
历史回廊

 1918年6月
 第一期《行传录》
《末世牧声》的前身2～3页〈论饶恕〉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说：「自己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被基督的『饶
恕』所吸引。」怪不得从昔日的《行传录》至百多年后今天的
《末世牧声》，宣扬及倡导实践饶恕的精神，一直从未间断过！

 1918年6月
 第一期《行传录》
《末世牧声》的前身2～3页〈论饶恕〉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说：「自己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被基督的『饶
恕』所吸引。」怪不得从昔日的《行传录》至百多年后今天的
《末世牧声》，宣扬及倡导实践饶恕的精神，一直从未间断过！

◎本刊编辑室



  
投稿须知
与人分享您将「圣言」化成「福音传遍天下」的动力

更正

您定期阅读、代祷、推介与奉献，能支持《末世牧声》出版及网站运作！
项目 奉献金额 ( 请勾选 ) 份数 合计

《末世牧声》双月刊
全年 7 期及

（含 11 月祷告周论文）

□ HK$ 287
□ NT$ 1,116.0
□ US$ 36.70
已含航空寄送邮资 TOTAL

2020年《末世牧声》双月刊印刷版及网站支出预算(全球发行量每期4,000本)
总金额 HK$1,146,583.00

❶凡引用经文请使用《《圣经》‧新标点和合本》（上帝版）。
❷凡用电脑撰稿者请用全形标点符号，以助大大减省修改的时间。
❸凡属圣工活动、信仰心得、见证分享，欢迎本会弟兄姐妹、各堂会、

机构来稿。
❹来稿请具真实姓名及所属堂会或机构，发表时可用笔名。
❺每篇消息稿刊登字数约500～1,000字，见证或属灵分享1,000至3,000

字为限，本刊保有刊登、上载来稿至网站的最终决定权及删改权。如
有特殊要求，作者请来稿时说明。

❻请尽量提供个人照片或资料图片及图说；相片刊载完毕，若需归还请
注明。

❼来稿请寄「香港新界沙田小沥源源顺围28号都会广场12楼，《末世牧
声》收」，或传真852-28346119或电邮至ldsc@chumadventist.org，
并请注明「《末世牧声》」稿。

❽每期截稿日期为前两个月的20号。
❾照片必须有300DPI或1MB（1024KB）以上像素，方有良好印刷效果。

奉
献
栏

提供以下两种付款方式以便完成付款程序 
1信用卡专属付款单

2支票付款

本刷卡单填妥后请传真至：886-2-2740-1448 
或挂号邮寄至「10556台北市八德路二段410巷5弄1号2楼　台湾时兆出版社营业部  收」

如欲奉献，请填妥以上资料，可传真至852-28346119或连同支票，抬头请写「华安联合会有限公司」或「Chinese Union 
Mission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Limited」，寄交「香港新界沙田小沥源源顺围28号都会广场12楼，《末世牧声》收／
The Last Day Shepherd's Call, 12F., Citimark, 28 Yuen Shun Circuit, Siu Lek Yuen,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请向慕道友及新加入教会教友推介阅读与浏览《末世牧声》双月刊及网站http://ldsc.chumadventist.org 

□本人愿意自己的姓名刊登在鸣谢栏内。所属堂会：　　　　　　 

2F, No. 1 Alley 5, Lane 410, Dec. 2, Ba-De Rd., Taipei, 105 Taiwan

2019年11～12月号
有三处需要补充及更正，敬希见谅！

①	P.2 ……选读相关的书籍，继续在自己所服事的方面
进修学习。帮助自己不致停滞不前，或变得不受教。1 

　	 出处：1苏文隆，《神国的人力资源》，徒书馆e新
园，2015。

②	P.4……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后面的逃不到一百
步罢了，此亦是逃走呀！」2

　	 出处：2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五十步笑百步

③	P.24 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和罗马琳达大学儿童医院
获得了美国心脏协会及美国中风协会的2019 年度康复
质量成就奖，奖项数目为「3金1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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