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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疫風同行

正當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這一疫從中

國開始爆發性地蔓延至全球的世紀災難，

看似失控地肆虐不同國家與地域：意大利

與歐洲各國，伊朗、美國、日本、南韓等

疫情不斷直線上升。處身在一個步步為營,

四處搶購物資，擔心家人與自己生命安全

與經濟的衰退，股市大跌等強大壓力下，

作為主的門徒，我們應如何面對及看待？

正如聖經說：「我將這些事告訴你
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
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

經勝了世界。」(約16:33)。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
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
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14:27)。

主沒有把災難從基督徒頭上移走，但

卻應許祂常與我們同在，祂是我們的大牧

者，我們是祂草場的羊。

證主仍繼續為你服務

在這段動盪不安的

日子裏，證主仍照常為

你服務，如你有任何

要訂購的書籍及資源

與事工詢問，你可以撥

總幹事  陳蓮香

打 (713)778-1144或電郵 cciusahouston@
gmail.com與我們聯絡，我們會盡快回覆。

並且我們亦會透過不同媒介不定期提供「

與主疫風同行」的見證與專題，有聖經話

語的安慰與鼓勵，屬靈書籍中的提醒，弟

兄姊妹經歷神的見證，在家庭中如何與家

人相處，親子共聚如何促進感情,如何活在

主的平安中。每一段心聲與文字，都是弟

兄姊妹自己的體會。深願這段生活的休止

符只是讓我們暫停忙碌的生活，重新思考

與神、與自己、與家人的關係。

同心代求

˙我們也學習為美國，為全地的百姓，

為在得病與與恐慌中的人們代求。求主天

天以恩典包圍我們與全地的百姓，保守我

們各人平安走過每一步。

˙為世界各地衛生防疫中心、醫療人員

的安全與付出、以及疫苗的早日出現代求。

˙	願主感動衆人的心，能夠彼此相顧，

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一同發揮互助精神，

˙願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要同心向主呼

求，明白神在這段日子在全地與在你、我

當中的心意。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們。

我相信，這段日子是有意義的。期待與

您同迎接彩虹再現的一天!

願神賜福予您，賜您平安！

美國證主

陳蓮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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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with the Lord 
in COVID-19 

Lillian Chen

This millennial disaster exploded from China 
is spreading the world causes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It is devouring different area of the 
world uncontrollably. Italy and other EU countries, 
Iran,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spike high 
affected counts. Everyone starts to be cautious 
and shops for house necessaries, worrying about 
their lives and about th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stock market drop. How should we, the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 look at it? . 

The Bible says:
I have told you these things, so that in me 

you may have peace. In this world you will have 
trouble. But take heart! I have overcome the world. 
———John 16:33

Peace I leave with you; my peace I give you. 
I do not give to you as the world gives. Do not 
let your hearts be troubled and do not be afraid. 
——John 14:27

The Lord didn’t remove the disasters from 
Christians, but He promised to be with us. He 
is our shepherd, we are His sheep.

CCIUSA keeps on serving you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CCIUSA still 
serve you as usual. If you need to order books  or 
inquire ministry information, you can call (713) 
778-1144, or you can email cciusahouston@
gmail.com to reach us. We will reply as soon 
as we can. We will also provide “Walking in 
COVID-19 with Lord” life witness and articles  
at times through different media channels to you. 
You will read Bible verses and encouraging and 
comforting literatures, family witness and family 
time tips, parenting and live in His peace. Each 
word is from the heart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Lord. They are the true feelings from them. 
I deeply wish that the current rest time pressed 
a pause key to our busy schedule, reconsider 
our relations with God, with family and with 
ourselves.

Pray together
• We learn to pray for the people in US and 

the world, we pray for those in sickness and in 
fear. We pray that the Lord’s grace covers us and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Keep us walk peacefully 
in our life.

• Pray for the medical management and 
frontiers for their efforts. Pray that the vaccine 
could be developed soon. 

• Pray that our Lord moves peoples heart, 
we care for each other, encourage our caring soul 
and do good to support each other.

• Pray that all Christians pray to our Lord 
with one heart. We understand His will to you, 
to me to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for now. Pray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Amen!

I believe, this is a meaningful period of time. 
I am looking forward welcoming you to see the 
rainbow soon.

Blessings to you, peace to you!

CCIUSA

Lillia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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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的弟兄姊妹或

多或少知道我是多年因

免疫系統造成肝硬化的

病人，去年中開始出現

較嚴重的病徵。2月11日
晚間在家中突然進入昏

迷狀況，緊急送醫，經

過昏昏醒醒，腦中一片

空白的10多小時，終於

清醒過來。從此便開始

住院20天，也天天經歷

神憐憫與恩典的日子。

當人不明白的時候，

我們的神卻已為我們預備

道路。由於病情急轉直

下，使我迅速成為可等

候換肝的候選人。在醫院

完成了約二十項的檢查與

測試，原想出院後在家慢

慢等待通知，但神的意念

高過我們的意念，當我

還沒有被通知出院，竟奇

蹟地被通知已有捐肝者我可移植，主啊!我要

如何述說對你的感恩!是你的愛如海浪般圍繞

著我。經過六個多小時的手術，一個新的肝

進入我體內，一周後(3月2日)我得以順利出

院，展開另一段恢復的旅程。

這段期間，在家人的日夜照顧，休士頓

眾教會與海外教會牧者與弟兄姊妹，證主董

事與同工，許多認識的朋友都加入代禱行

列，為我加油打氣，就像把我舉在軟軟的雲

端，承接我的正是你們一波又一波的關心與

代禱。我變得很輕省，很喜樂!新的肝也有了

很好的適應，感謝神!

在此特別感謝每一位的問候與關愛，使

我雖在艱難中仍得以靠主一步一步前行。請

繼續在主裏記念前面展開的一段漫長的適

應與復建期，幫助我天天投靠在主的翅膀底

下。

進入手術室前的禱告

手術後的歡樂

For thos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knew me over the years know 
that I am a liver cirrhosis patient 
cause by my immune system issues. 
I started to have sever symptoms 
since the middle of last year. I 
passed out in the evening of Feb. 
21 when I was home. I was sent 
to ER immediately, I woke up 10 
hours after of dizziness and blank. 
I started my 20 day in-patient days 
from then on and experience His 
grace daily.

Our Lord prepared His way 
when we are in unawareness. Because 
of my downspiral symptom, I turned 
to be a candidate of liver transplant 
in a very short time. I had about 20 
different testing and examinations, I 
thought I need to wait for my time 
at home. However, I was informed 
to have a suitable  liver transplant 
donor before I was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Oh my dear Lord, how 

can I express my gratefulness! Your love embraced 
me like ocean waves. A new liver transplanted in 
my body after 6 hours of surgery. I was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one week after on March 2. A new 
journey is waiting for me.

At this period of time, my family take cares of 
me day and night. Churches, pastors,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Houston and other places, my board and 
colleagues in CCIUSA, they all pray for me. They 
encourage me. Just like they lay me on the top of a 
cozy cloud. It is your caring heart and deep prayer, 
lifting me up, so I can live easy and joyful! My new 
liver adapts my body really well. Praise the Lord！

I appreciate all your greetings and love to 
every and each of you. I could walk in the Lord 
at this difficult time. Please remember me in the 
Lord to the long recovering period laying before 
me. Help me hide under His wings.

躺臥在雲端—奇妙的換肝歷程
Miraculous Liver Transplan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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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子女靈命健康專欄― 
家門前的禱告

「你工作還好嗎？」這是我見到男性朋友

時(不論是淺交或老友)慣常用的寒暄。可是，

那天或許我不該問這個問題！當我如此不經意

地問候時，老朋友卻面無表情，沉默良久。

「壓力太大？還是老闆太可惡？」我故意

逗他，但話一出口，就後悔了。

朋友看看我，無言以對。

「怎麼了？說來聽聽吧！」我誠懇地問

他，察覺事態嚴重。

「三天前，我和老闆單獨討論新項目，我

們各有不同理念，起初我以為他蠻支持我的，

但是他突然批評我不尊重他，也不重視他的職

位，甚至生氣的說這是我最大的弱點！」他停

在這裡，然後長長嘆了口氣。我屏息以待。

「這使我非常震驚，接著整個週末都十分

鬱悶。我對妻子說，我可能在這家公司待不久

了，要有隨時離開的準備，這老闆實在逼人太

甚。」

「我總是替他收拾殘局，別人做不好或不

能及時完成的工作都由我來善後，他卻到大老

闆前領功！那些沒本事的人可以晉升，我卻一

直原地踏步……忍耐是有限度的！」老朋友喪

氣地說。

「嗯……」我想說點什麼，但還是決定先

讓他盡訴情緒。

這位朋友相當有主見且性情剛烈，不過這

些年來已經收斂許多。說實在的，朋友和我都

有同樣個性，看見別人做得不夠好就會給意

見，對事不對人。我們也不是對辦公室的遊戲

規則、職場的生存之道無知，也學過許多人際

溝通的技巧，知道團隊配搭的重要，然而，總

是覺得老闆能力不比我強，自己被利用，功勞

遭抹殺。

「你的妻子怎麼看……」我問。

我們兩家彼此相熟，朋友是典型的「大男

人」，朋友妻子雖然不是職業婦女，卻能體會

丈夫在職場的不順和壓力。我和妻子都認為她

的確是個好太太，當先生回到家一肚子氣時，

她懂得疏導他。

「昨天傍晚，我們夫妻照例去散步。我告

訴太太我實在不想幹了，打算再找另一份工

作。我坦白對她說，我心底著實不想重複從前

辭職換公司的經驗，我也知道自己年紀不輕，

孩子需要教育費用等等，但是，我實在受不

了……」他痛苦地、一口氣說完。

「妻子只是耐心聽我的剖白，一路都沒說

什麼。回家前，她說那天她讀到一段話：『

上帝使用障礙和困難，讓我們知道祂要塑造

我們，考驗我們順服神的心。神允許別人施

壓力，甚至極力反對我們，但是神總是會讓

我們有學習，並且使用這些難關幫助我們生

命成長。』接著，她牽著我的手，我們就在

家門前禱告，祈求上帝給我智慧知道如何走

下一步。」朋友說。

「那天晚上我睡不著，凌晨三點起來，寫

一封電子郵件給老闆解釋我不是不尊重他，而

是我有理由不能照他的意思做。」朋友疲憊地

說。

「在我準備按『傳送』的時候，心中不舒

坦，想到妻子和我在門前的禱告，便重寫內

容！」

「你寫了什衆？」我滿心好奇。

「我向老闆道歉，承認我的態度不合宜、

表達的方式也不好，我誠懇的請他原諒，並表

示願意改進，我會完全支持他、信任他的決

定。」朋友說完後，臉孔輕鬆許多。

「結果呢？你的老闆……」過了片刻，我

忍不住問。

「他在週末也給我回信，接納我的道歉。

今天在辦公室裡，我們之間第一次沒有火藥

味，我也能很自然地問候他！這是極大的改

進，一個新的開始！」他點頭微笑。

李道宏牧師主講「信二代牧養」：

歡迎免費使用李道宏牧師主講「信二代牧

養」，網址	xinerdai.world 。

本文視頻：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rRmX_TLrkOg：

夫妻同心——關懷與貼心

李道宏牧師躺臥在雲端—奇妙的換肝歷程
Miraculous Liver Transplan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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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睿思
「在證主‧讀經典」—
 你把重擔交出去後又收回來了嗎？

《信徒快樂秘訣》
(Th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

作者：史哈拿	

	 (Mrs. Hannah Whitall Smith)
翻譯者：彭子材

出版者：基督教福音證主協會

讀許多認真的基督徒都有同樣

的經驗：我極想把自己的重擔交託

給主，可是為什麼憂愁總是攪擾我

的心，讓我不得安寧，落入無法解

決的憂慮中！相較於憂愁的攪擾，

我的交託顯得極為軟弱無力！作者

說這唯一的原因是我們把重擔交託

給主後，又拿回來自己擔，以致讓自己又回

到從前那樣的愁煩中。

有解決的方法嗎？

作者說，絕對有解，且極為容易：「我

把我的擔子交給主了，就留在祂手裡，自己

不再去管。倘若愁煩回來，我就再次把它交

出去，我不斷這樣做，直到最後把我所有的

難處都忘記了，我就得著完全的安息。」

作者在本書第一部份先提醒讀者信徒生

活的特性：基督信仰對的原旨就是要叫人遠

離愁煩、充滿喜樂。平安喜樂的生活是神

在基督耶穌裡的恩賜，不是由我們自己的努

力獲得。明白這一點，所有的問題解答就都

非常簡單了，

這解答就是「

對神的信心」

。信心是接受

任何恩賜最重

要的基礎，主

說主給我們成

全什麼事的準

則是「照著你

們的信」(太九

29)。要得著平

安又得聖的生

活，需要實行

兩個步驟：第

一是完全的交

出；第二是絕

對的相信。生

活中有太多難處折損我衆對主的信心，作者

在書中第二部份舉出八項常見的折磨基督徒

的狀況。作者也在每一個艱難的狀況中，為

讀者提出有解的方法與教導，提醒我們如何

憑著信心、靠著主的恩典勝過這些難處！

此書第三部分則整理出單純靠著對神的

信心，我們的生活會有哪些改變。正如以賽

亞書四十章31節告訴我們：「但那等候耶和

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脫離

苦難、愁煩唯一的方法是「展翅上騰」，

而不是靠著自己「騎馬奔走」(賽三十16)；
而「展翅上騰」的祕訣就在「那等候耶和華

的」為我們做成交託給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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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證主‧讀經典」—
    《信徒快樂秘訣》經典短句

葛睿思

《信徒快樂秘訣》
經典短句

˙ 在成聖的事工上，有屬神的一部

份，也有屬人的一部份；屬人的

這部份是「倚靠」，屬神的部份

是「動工」。人一倚靠，主就動

工。

˙ 主動工的結果就是要使祂的孩子

「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

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三

18)。

˙ 生活中，所得的福份有多大，取

決於我們遵行神的旨意有多少。

˙ 信心是接受任何恩賜最重要的基

礎。

˙ 主來，不但是要救我脫離將來的

刑罰，也是來救我脫離現在的綑

綁。

˙ 說自己沒有信心，不是不相信自

己，乃是不相信神，這是「將神

當作說謊的」(約壹五10)，而且

認為聖靈是完全靠不住的。

˙ 一個信徒如果能倚靠，就不再為

他所交託過的事煩惱。如果仍然

煩惱，就清楚證明他不能倚靠。

˙ 每一次的倚靠，必減輕下一次倚

靠的困難。

˙ 在一切疑惑的事上，要禱告、等

候清楚的亮光。

˙ 疑心一起，我們必須立刻把它交

給主，由主去對付。

˙ 信心是抵擋一切惡魔的堅牆。

主說：「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

了。」(太八13)。

˙ 在信心生活中，最大的攔阻是

「沮喪」，最大的幫助是「放

心」。

˙ 一切的沮喪，都是出乎魔鬼。

˙ 主來，就是要替我們背負重擔，

我們應當把一切的思慮都放在祂

身上。

˙ 事情變成如何，不在乎事情本身

為何，而在乎我們如何看待它。

˙ 神安排我們生活上一切的訓練，

都是為了要教導我們展翅上騰。

˙ 如果不放下世上思慮的重累，就

無法展翅上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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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由於新冠病毒的影響，所有中

國植苗地區也採取了封村措施，交通都被限制

了，即使住在偏遠地區也不能衆便外出。筆者也

取消了寒假的所有行程，使用微

信和各區同工及植苗青年

聯絡。他們大家都平安，我

也提醒他們要謹慎小心，利

用這次電視媒體密集報導疫

情的機會，提醒家長們教導

兒童一起改變衛生習慣，強調

洗手的重要性。

2019年絕大部分資助人都

會收到被資助兒童的相片及成

長報告，下面是一封資助人寫給

孩子的信：

親愛的潤梅，

很高興每年都收到您的相片和

簡報，請原諒我們從未寄過賀卡給

您們，都是因太懶太

缺乏愛心。但是這麼

多年來，眼見您己長

得婷婷玉立，也是一

個生性勤奮的好孩子，

我們實在很感恩。我們

也很高興這點滴的支持

能助您升學和生活。盼

望主耶穌賜福給您和您

的社區，能夠更加富裕平

安，願祂賜福您有理想和

希望，做您擅長的事，將

來報答家人，造福社會。

我們一家都住在加拿大

多倫多，三個孩子分別是16
，9，4歲，這是我們一家去

年的照片，願您們一家也快樂平安！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三：16)

廖家	2019. 12

圖/文：溫子植苗近況 Seedling Project Upd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because of the spread of 
corona virous, our supported villages were all closed. Even 

the very remote places were blocked, and 
I thus cancelled all the visiting plans. I 
communicated with our coworkers and 
the supported youth through WeChat. 
I’m glad that they are all fine and I 
reminded them to be cautious. Since 
various medias all emphasize on this, 
it is a good opportunity to teach the 
childre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washing hands.

Most of our supporters had 
received the growth reports and 
photos of our children. The 
following is a letter written by 
one of our supporters:

Dear May,

Every year, we’re glad to 
see your letter and photo, 

sorry for our laying-back and lack of 
passion that we haven’t even sent a card to 
you. We’re glad to see that after these years, 
you’ve grown into a graceful young lady. 
We’re thankful that you’re so diligent, 
and we can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upport you a little bit.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your community, may 
your future be prosperous and your 
family full of peace; also we pray that 
you keep seeking your dream and can 
excel your talent, and thus pay back 
to your family and the society.

We live in Toronto Canada, 
our three children are 16, 9 and 

4 years old. Attached is a photo we 
took last year. Best wishes for your family be happy and 
peaceful!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John 3:16

Love,

The Lau’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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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兩個月的時間裏，中國各地好像被

鐵桶包住了一樣，開始了居家隔離。按照禁止

出門的行政命令，只能在自己家裏活動。大部

分地方出門要有『出門條』，都有比如”每週

只能出兩次門去買菜“等限制。

不僅僅這樣，因衆大家都被隔離在家，所有

基督徒的禮拜也被完全禁止。但神也給了我們

『靈巧如蛇』的方式，比如通過ZOOM進行網

上聚會，或者通過微信平臺傳播聚會音頻，或

者其他的平臺傳播視頻。但不是每個地方都能

進行直播式講道，在北方的一些大城市，家庭

教會主日禮拜曾經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直播。

之後相關管理部門就要求他們只能錄播，否則

會取締教會，或者對教會負責人有所訓戒。

但在北京和上海的家庭教會，仍然可以通過

ZOOM現場直播講道，教會的小組活動也都搬

上了網絡。

在教會的網絡中，大家可以積極分享神的

話語，互相鼓勵造就。他們說：我們理解當前

的疫情狀況也願意配合政府的隔離舉措。弟兄

姐妹們藉著隔離的機會與家人朋友傳福音，告

訴他們，病毒的潛伏期只有14天，但罪惡的潛

伏期更長。雖然看不見的病毒很可怕，看不見

的上帝卻很可靠。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中國的家庭教會仍

然信仰堅定地跟隨主的腳步，一刻不停。他們

還成衆疫區人們的安慰和鼓勵：組織教會捐款；

贈送醫用級別口罩；直接聯繫到有需要的醫院

或個人，把需要的物資點到點，快遞到人地傳

出去；衆在封城中的骨肉同胞送去物資，送去神

的恩典和弟兄姊妹的愛……

正如主所教導的：『弟兄們，我願意
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
旺，以致我受的捆鎖在禦營全軍和其餘的
人中，已經顯明是爲基督的緣故；並且那
在主裏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
不疑，越發放膽傳上帝的道，無所懼怕。
』腓1:12, 14

新冠肆虐下的中國家庭教會
House Church thriving under COVID-19

In the last two months, China looks like a country 
sealed by the “steel cover”. Under the strict executive 
order, people are only allowed to stay home or their 
current shelter. No one was permitted to go out of the 
confined area without a permission slip. No one was 
permitted to step out of their community at all unless 
for emergency needs.

Everybody is locked down at home, and the same 
to every house church. But the Lord had given them 
the wisdom to be shrewd as a snake. They shifted from 
on-site worship and to on-line worship right away.  
The local house churches used Zoom, WeChat and 
other social media to provide live worship service. But 
it doesn’t happen everywhere. Some city governments 
requested house church leaders to broadcast only the 
recorded preaching. The churches could be closed if 
they didn’t follow the guideline. However, live zoom 
worship still exist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The 
churches use the online meeting not only on Sunday 
morning but also as a platform to care for each other 
as small groups.

In each small group, church members could 
share their lives and care and encourage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They used this chance to bring the 
Lord's salvation to families and friends. Christian in 
China said to their neighbors that the virus has 14 
days incubation, but sin has a longer one. The unseen 
virus is horrifying, but the unseen God is all-loving.

Under the pressure of social distancing, house 
churches are still strongly growing and developing.  
House church organized its members to purchase and 
donate necessary medical essentials to the doctors in 
nurses in Wuhan city and surrounding area. Their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connection to those individuals 
in the needed areas to give not only face mask, goggles 
but also love, encouragement and comfort and Jesus 
too.

Just like what our Lord told us: 12 Now I 
want you to know,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what 
has happened to me has actually served to advance 

the gospel.   14 And because of my chains, 
most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become confident in the Lord 

and dare all the more to proclaim the 
gospel without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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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瑞士宗教改革之旅見聞(下)

8. 德國的康斯坦茨

	 (Constance)

舉行審判的康斯坦茨羅馬

大公會開會1414 to 1418 的建

築。胡斯在這裡受到審判，並

且被關押，以火刑處死。他也

是因為反對羅馬教廷的腐敗，

主張信靠聖經。他把聖經從拉

丁語翻譯成捷克語。羅馬教

廷到1999年才承認他們燒死胡斯是一個錯

誤。他為馬丁衆路德的宗教改革做了很好的

鋪墊。

9.	瑞士的蘇黎世	(Zurich)

慈運理(UlrichZwingli)基督教新教神學

家，瑞士宗教改革運動的領導者。他是路德

的同輩。慈運理的想法是受到了威克裡夫、

胡斯的影響。慈運理本身反對教會傳統、贖

罪券和崇拜聖母瑪麗亞等傳統信仰。在蘇黎

世開始宣揚宗教改革的思想。他指出在教會

階級的腐敗，提倡教士結婚，並攻擊禮拜場

所使用聖像。

1 0 .法國城市斯特拉斯堡修道院	

(Strasbourg)

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被再洗派

分子(Anabaptists)稱為「希望之城」和「正

義的避難所」(City of Hope, and Refuge of 
the Righteous)。這也是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在系統神學上撰寫他的著名書籍的地

方，另一位宗教改革領導人馬丁·比塞爾

(Martin Bucer)幫助引入宗教改革。加爾文

應邀重返日內瓦領導宗教改革及市政工作。

改革主要為：廢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長

老制;教會聖職只包括牧師、長老和執事;長

老一般由有威信的平信徒擔

任，簡化宗教儀式，宣佈《

聖經》是信仰的唯一依據，

因此在聖事中只施行聖經所

記耶穌親自設立的洗禮和聖

餐禮等。

加爾文主義五要點(TULIP)

•全然敗壞 (Total depravity)
或完全無能力 (Total inability)

，人類由於亞當的墮落導致原罪，而

無法以自己的能力作任何靈性上的善

事。

•	 無條件的揀選 (Unconditionalselection)
，上帝無條件地揀選得救者，並非因

為該人的行善積德，也非預言了該人

即將因信稱義。

•	 限定的代贖(Limited atonement)基督受

極刑，是為那些天選之人而死，不是

為世上所有的人。

•	 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又稱

有效的恩典 (Efficacious grace)，天選之

人不可能拒絕上帝的救恩，上帝拯救

人的恩典不可能因為人的原因而被阻

撓，神恩之強勢，無法拒絕。

•	 聖徒恆忍蒙保守 ( Perseverence of the 
saints )，又稱永遠的保障 ( Eternal secu-
rity )、一旦得救永恆得救 ( Once saved, 
always saved，OSAS) 已得到的救恩不

會喪失，上帝必能保守並引導天選之

人在信仰的路上得勝。

加爾文對宗教改革的貢獻

•	提倡教育包括信仰以外的學問，他相

信知識教育的學習，可以幫助人明白

真道。

高志平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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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瑞士宗教改革之旅見聞(下) 高志平姐妹

•	他將聖經翻譯成法文。

•	他寫的《基督教原理》是基督教的第

一本系統神學著作，至今仍有很大的

影響。

•	強調神的榮耀。教會最主要的目的就

是榮耀神。

11.	日內瓦	(Geneva)

彼得大教堂 (Saint Peter’s Cathedral )。
日內瓦大學內的宗教改革紀念碑

From left to right
   William Farel (1489–1565)      
   John Calvin (1509–1564)
   Theodore Beza (1519–1605)
   John Knox (c.1513–1572) 

這次旅行和西雅圖南區教會的弟兄姐妹

一起走過了14天的旅程。深深感到神的愛

在我們中間，他們待我們像自己的姊妹一

樣。林牧師及師母一路上關心年老的，體

弱的。為他們禱告。在車上帶我們唱讚美

詩，講解聖經的經文，對每日要走的路有

更深理解。我也看見了弟兄姊妹之間彼此

真心的關懷.	有人掉隊了,	大家就一起等.	有

人生病了,	大家就一起關懷。點點滴滴見真

情。在此不能一一道出了。真心感謝神賜

我這個機會去，走馬丁衆路德當年走過的地

方.	感受他愛主的心，讓我學習馬丁衆路德的

榜樣，為神擺上自己的一生。

總結

•	與主同行，聖靈的一路陪伴。

•	弟兄姐妹彼此相愛。

•	宗教改革家為主獻身的精神值得我們

學習。

•	 鼓勵大家都去看看，

一生受益無窮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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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新舊約聖地學習團

12

https://www.cc-us.org/聖地遊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