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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創世記12:1-3
在過去，神在祂的計劃當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事

情，就是祂做事的方法，或說是神的方法論。這個方
法就是祂先贏取一個人，然後藉著這個人贏取一小群
人，再藉著這小群人贏取更大群的人。如果你看創世
記十二章1-3節的話，神就是用這個原則先贏取亞伯拉
罕，然後透過亞伯拉罕，贏取一個民族以色列，再藉
著這個以色列民族，成為萬邦萬族的祝福。

亞伯拉罕之約(創世記12:1-3) 

  1.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2.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3.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 
  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這三節聖經我們稱之為「亞伯拉罕之約」，是神
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這個約裡面有要求，有祝
福，有神的應許，並且隱含了神如何成就這約。這個
約關乎到萬民，是與我們的救恩有關的，這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約。

   亞伯拉罕之約的本質──三個要求，三個祝福

我們看第一節：「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
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在這
「約」裡神對亞伯拉罕提出三個「離開」的要求，第
一，就是你要離開原居地；第二，要離開父家；第
三，要離開你的本族親人。神同時還說「往我所要指
示你的地去」，這個時候，亞伯拉罕根本不知道去哪
兒。神沒有提他的目的地是哪兒。

另外，在第二及第三節裡，神也提出了三個祝福。
第一，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們都知道這大國就是後
來的以色列，是亞伯蘭血緣上的後裔。第二，我必賜
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這是神給亞伯蘭個人的賜
福，今天基督徒都知道亞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們也
因為他的緣故，進到神福氣的裡頭，第三，我也要叫
別人因你得福，這個福氣是國際性的，普世性的。這
福氣在第三節裡又重覆出現，而且強調「地上的萬族
都要因你得福」。這個重要的祝福，在亞伯蘭的概念
裡，是他從來都不可能想到的，也無法明白的，但是
神將祂對普世的拯救計劃說出來了。這裡頭隱藏了一
個真理，它牽涉了宣教，牽涉了福音，牽涉了主耶穌
基督──地上萬族都要因亞伯拉罕這一位特殊的後裔 
而得福。這個約的重要性就在這裡。（下轉第二頁）

從亞伯拉罕之約看普世差傳
常思恩牧師



2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從亞伯拉罕看普世宣教的原因。

亞伯拉罕之約有三個特點，第一，是神主動來
立約的，並不是亞伯蘭本身有什麼好處，第二，是
單向的，第三，沒有條件的。這三點的重要性在哪
兒？因為這約和普世救恩計劃有關，所以這約的特
點和救恩的特性完全一樣──救恩是神設定的，救
恩是單向的，救恩是沒有條件的。所以今天你還沒
信耶穌的話，要明白這些，救恩是神設定的，是祂
賜給你的禮物，救恩是單向的，你不需要做任何
事，而且是沒有條件的，你要做的就是順服。
  

這個約要等到亞伯蘭完全履行了神對他的三個要
求──離開本地，父家及本族之後，神才跟他有一
個正式簽約的儀式。這儀式是怎樣的呢？請大家打
開創世記第15章1-17節。

亞伯蘭和羅得分手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
伯蘭說：「亞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地賞賜你」。在此耶和華神重申祂在十二章
的祝福，「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
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
要如此。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
義。」「信」這個字很重要，就是因為這個字，亞
伯拉罕得蒙賞賜。請記得此時亞伯蘭可能已過了七
十五歲。還沒有兒子。保羅後來在羅馬書第四及五
章對「因信稱義」有詳細的說明。「惟有基督在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
顯明了。」

第7及8節說「耶和華又對他說，我是耶和華，
曾領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
亞伯蘭說，主耶和華阿，我怎能知道必得這地為業
呢？」這裡好像有點兒矛盾，前面說亞伯蘭「信」
，這裡好像又不信了，有懷疑了。但聖經學者說，
這是合理的懷疑。這一點其實你我都知道，比如說
你我都相信神的權能，然而遇到災難來臨的時候，
就開始懷疑神的權能。此時，神來堅固亞伯蘭，再
次說明祂的祝福。

第9節神說：「你為我取一隻三年的母牛，一隻
三年的母山羊，一隻三年的公綿羊，一隻斑鳩，一
隻雛鴿。」這是什麼？這些是獻祭的牲畜。神主動
與亞伯蘭立一個血約，表示祂是說真的。第10節說
「亞伯蘭就取了這些來，每樣劈開，分成兩半，一
半對著一半地擺列，只有鳥沒有劈開。」第12節說
「日頭正落的時候，亞伯蘭沉沉地睡了。忽然有驚
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亞伯蘭沉沉地睡了是重
要的，前面說過這約是單向的。簽約通常有兩方的
人，但是這裡亞伯蘭在睡覺。所以這個約是神跟自
己立的約，也跟人立約。我們的神是信實守約的

神。第17節說「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著
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這個情景，解經家說
就是神自己，是神的榮耀顯現。因此，這約是神單
方面立的約，也是無條件的約。為什麼呢？因為亞
伯蘭正在沉睡中。從這裡可以看到救恩就是這樣，
不是我們有什麼好處，而是神設定的，透過耶穌基
督，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是無條件的，我們就白
白地得到救恩。這是多麼奇妙的一件事。

亞伯拉罕之約與普世差傳的關係

第一，要了解「萬民都要因你得福」的含意。這
個約牽涉到亞伯拉罕最重要的一個後裔，就是耶穌
基督，因他成就了這個約，耶穌是普世的救主，萬
人都要因耶穌基督得到救恩的好處。

第二，這個約也與我們基督徒有關，今天我們因
信耶穌基督而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這個約使我們
蒙福，神要我們也使他人蒙福。今天神仍然在這地
上尋找，找哪一個人會願意將這福音給傳出去。如
果我們個人或是教會不服從的話，就斷掉了福音的
傳遞，福音工作就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這個人就
是你跟我，我們沒辦法推搪的。神今天對我們說同
樣的話：「我必賜福給你，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第三，教會存在的價值就是為了往普世宣教。
教會的功能有四個：教會往上對神是敬拜，往下對
會眾是教導，往左團契是雙交，往右對外是宣教。
在這教會的四個功能的裡頭，有三個是我們現在必
需要做的，而且將來也會做的，惟有一個傳福音的
工作，是現在要做，但當耶穌再來，教會被提的時
候，我們就不需要做了。我不知道主哪天會回來，
主耶穌基督可能明天來，也可能下午就來，我不知
道，但是神要求我們的就是忠心地把福音傳揚出
去。特別是今天這個時刻，是世人多苦難的時候，
福音傳的特別快。還記得911事件嗎？那時紐約所
有的教會的禱告會都是人滿滿的，因為那時候人的
心在尋求答案，他們在苦難的裡面，想要找到一個
可靠的東西。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新冠肺炎，若純
粹是從人的角度看，真的是苦難。但是若從神的角
度看，可能是一個傳福音的機會，教會在這個時候
不能退縮，不能懶散。要更加積極，抓住機會傳福
音。教會存在的價值就是要往普世宣教。

結論

神是一位宣教的神，神希望萬人得救，不願一
人沈淪。祂願人人明白真道，讓認識耶和華榮耀的
知識傳遍天下，這是神的心意，從亞伯拉罕之約，
到耶穌基督，到今天的教會，神的心意永遠不會改
變。我們願意像亞伯拉罕一樣，順服神的話，被神
使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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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語會長語

新進義工介紹

王 建 東 來 自 於 中 國
大陸，201 4年決志信
主，2015年復活節在北
京家庭教會受洗。在國
內從事社區福音事工和
家庭事工。2017年就讀
於 達 拉 斯 神 學 院 中 文
部。
2018年開始接受屬靈老
師一對一的門徒訓練，

歷時20個月（每週一次）。同年，接受DTS屬靈生
命塑造小組一年的訓練。在這個寶貴的階段中，
我經歷了屬靈生命的重生。逐漸清晰神對我的呼
召和異象，根據神賜給我從前從事網絡服務的背
景，結合神學院接受的神學裝備，參與中文聖經
教導的服侍，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個人信仰歷程：

2015年復活節在北京家庭教會受洗。

2016年在達拉斯恩友堂聚會。

2017年秋季讀達拉斯神學院。

2019年在恩友堂協助泰勒華人浸信會講道事工。

2019年在四海之家週二下午餐飲業崇拜服侍，主要

      參與講道事工。

2019年成為Frisco Salt and Light機構的中文網絡服

      侍的義工。

2020年5月起在基督教創作傳播中心實習。

引言：

新冠狀肺炎在過去五個多月裡橫掃全球，帶來了
莫大的威脅和生活上的許多不便。到目前為止，我
們對這個病毒的源發地，傳染的方式和途徑，和防
護的對策還是迷糊不清？但有一樣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從此我們的生活方式，將會有大幅度的改
變：比方說在公共場合要戴口罩，人與人之間的社
交距離要保持六呎，見面時不握手、只揮手等等。
有一些行業會從此消失，但卻會有一些新興的行業
崛起。

如果從教會的事工角度去看，未來要面對的挑戰大
約有以下幾點：

1. 牧者傳媒化 - 牧者開始要學習和習慣對著鏡頭說
話。有可能講道的時候台下連一個觀眾都沒有，有
的是幾位直播的工作人員而已。以後牧師開講前，
很可能先需要補一下粉和處理一下頭髮才可上鏡。

2. 訓練網上化 - 很多神學院早在十年前就開始發展
並廣泛推動網上課程。美西南浸信會神學院和達拉
斯神學院都是在那時候開始的。網上上課的好處就
是學生不必到校上學，只要按時閱讀，按時交功課
即可。目前四海聖經宣教學院有在英國和中國進修
的學生，效果還不錯。

3. 內容綜合化 - 除了主日崇拜的現場直播之外，很
多的節目可以走Podcast或者是訪問的形式以增強節
目的多元化。

4. 關懷小組化 - 以後教會的探訪事工將會是一個極
大的挑戰，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會越來越
遠，重回以前家庭探訪的方式會比較困難。因此透
過小組的關懷，把教會的每一位信徒都納入一個全
盤的網絡裡，一個也不漏掉。一有任何事情或是需
要之時，教會能馬上行動，與以合時的援助。

5. 牧養遠距化 - 現在有很多的學校畢業典禮是遠距
離的。也有一些婚禮，牧者只是對新人和幾位的近

親好友主持婚禮，透過現場直播把婚禮情況傳送出
去。我上週亦參加了一位姊妹的母親之火化禮，當
時就是在自己的辦公室，透過Zoom的方式、目睹整
個的過程。

結論：

   有一句說話：「活到老、學到老」。我自從一
九七九年服事至今己達四十多年，以為什麼事情都
看過了。但未想到這新冠狀肺炎又把我打回原狀，
很多東西都要重新學習和適應。只求神加恩典、智
慧，為主再來戰爭，打那福音的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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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中的成長

                                加拿大督導Donna Chiu 

早在三、四年前，常師母開始有多倫多班加入
現場與網路同步上課的計劃。但礙於我是一個徹頭
徹尾的「電腦盲」，同工和學員也是一班婦女，對
新科技較難學習或控制，於是，將這件事擱置了…
雖然如此，神卻沒有停止推動此事。三年前來了一
位新學員，從事電腦支援，退休後也有教授電腦知
識。2019年底姊妹願意自薦加入成為同工，經面談
及培訓後正式參與事奉崗位。

2020年一月底，疫情的擴大下，很多學員不敢來
聚會，與師母商量後，決定採用現場與網路同步進
行學習的計劃。這次我沒有推辭，因看到這事的急
切性，及班中有「電腦人材」的協助。由於有網路
上課，學員寧願學習上網的技巧，也不敢冒險前來
聚會地點。所以，我們在政府還沒有全面宣佈隔離
政策時，早在二月份已開始完全在網路上課。神為
我們預備一切，是在適合的時間，適合的人選，適
合的設備。

我們使用讀經會提供的GoToMeeting線路，分組
討論時每組在Skype上以小組(不多於8人)的方式進
行學習。起初是有不少困難的，因為大部份學員根
本不懂下載GoToMeeting及Skype，幸好有熟悉電腦
的同工的支援，神使我們這班「電腦盲」一小時內
完成下載及嘗試連線成功。這樣我們就進入了「嶄
新」的網路課程。

感謝主，衪為我們供應一切。現在所有的學員都
熟悉了使用網路上課。在這艱難時期，學員人數不
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是我們始料不及的，更感恩
的是旁聽的學員不斷增加，學員的出席率是100%。
疫情中隔離在家，不是刑罰，而是祝福。學員連同
家人一起網上上課，藉神話語蒙安慰，得鼓勵。神
是奇妙的，使用「電腦盲」藉網上授課與學員一同
「享受」神話語的祝福。

願榮耀頌讚歸與神！

四海讀經會

「加拿大多倫多班上課情形」

馬其頓的呼召—英國歐洲事工的開始

歐洲區督導 盧國權弟兄

2016年是我第一次參加四海讀經會，當時那一班
有好多位師母和傳道，壓力大到不敢開口參與討
論。除了功課壓力，那時我還在做生意，要犧牲每
週二不能出去買貨的時間。我曾經想過要放棄，但
透過組員的鼓勵和分享，在加上神話語的安慰，經
過禱告後，我決定把每週二分別為聖出來，單單給
四海讀經會，無論什麼事，通通都要推掉，專心上
課。

參加讀經會之前，我脾氣暴躁、大男人主義，像
頭野牛似的。參加讀經會後，我深深體會主透過這
樣的查經方式，藉著聖經裡的教導，我的生命一天
天被主更新，開始明白神的話，不知不覺愛上讀經
了。

2017年的十二月份，有一位傳道來我們教會講
道。我有一個習慣，凡是新來的講員我都會錄音，
那天我發覺他講道裡有許多不符合聖經的教導，於
是我馬上請教四海的牧者，我當怎樣做。經過牧者
的指導，我把他所講的不符合聖經的教導列出來，
然後從聖經的真理原則來對應他的錯誤，之後再把
資料交給教牧，教牧開會後就決定不再讓他來講
道。我能夠這樣分析，完全是因為上了讀經會的課
程，以經解經，強調聖經的權威，讓我受益良多，
並且守住教會的真理。

在神一步步的帶領下，知識增加和生命的改變，
讓我有機會被邀請加入讀經會成為同工。我不敢相
信，也不敢接受，因為我知道我不配，生命還有許
多破口沒有好好的去處理，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
來自我太太。因為我以前脾氣暴躁，天天包青天，
只有我對，別人都是錯，導致她患了憂鬱症。我承
認她的憂鬱症是我一手所造成的，所以我如何改
變，她都沒有辦法看到。後來牧者教我禁食禱告，
唯有禁食禱告才能把這兇惡的軛給折斷，這對我來
說難過登天，為什麼呢？因為我是一名廚師，我愛
吃愛煮，兩百多斤的身材如何受得起誘惑？因為禁
食禱告，不只我生命在蛻變，連我太太的生命也被
主改變。以前我見到我太太的樣子，我會很討厭
她，現在我看她樣子是多麼的可愛，像熊貓一樣，
見到她就想抱抱她，我的婚姻已經有二十年沒經歷
過這種的甜蜜。感謝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
能！現在我太太要我每天和她一起讀聖經，並且今
年她還參加了英國開的四海讀經班，我心裡的喜悅
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後來經過禱告後，神用三處的經文給我印證加入
四海讀經會成為同工。

1. 創2: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
看守。神告訴我你加入四海讀經會，與他們一起
修理與看守。



52. 箴言16:3 你所作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
就必成立。神就告訴我，你在四海所有的服事，
神必成立。

3. 提後3:1-17（14-17）令我極其感動。但你所學習
的、所確信的，要存在心裡，因為你知道你是
跟誰學的。並且知道你是從四海讀經會裡明白聖
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你要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去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
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4. 神透過這一段經文約14:31的最後一句話（起
來，我們走吧），2018年1月31日，我正式加入
四海成為同工，感謝讚美主！同年我也決定不再
做生意了，下半場要過一個討神喜悅的人生。

每週五晚上十一點半我們都有同工訓練，有時到
凌晨兩三點結束，我告訴自己，無論多累，都要堅
持，無論多忙，都不缺席，白白得來，白白捨去。
我剛開始帶組，什麼都不會，尤其是電腦，感謝
主，同工無私的付出與教導，並加上神賜給我智慧
與能力，我很快就上手。我愛每一個組員，常常為
他們禱告，希望他們在神的話語上更認識祂，我更
知道禱告的能力，沒有禱告什麼都不能做，我負責
的那一班，最少人的時候只有三位，但我不放棄對
他們的教導，聖經告訴我們要在小事上忠心，就自
然會在大事上也忠心。

過去的幾年，我不斷的在英國推廣四海讀經會，
可是人們卻完全沒有反應，不是拒絕就是毫無興
趣，但我不放棄禱告，因為神告訴我說：你所做的
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神的時間不是
我們能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能停止禱告，不能停
止、不帶組，我絕對相信神有一天會在英國開路。
感謝主，主的時間到了，祂告訴我「起來，我們走
吧！」

主耶穌要在英國的曠野開道路，在沙漠裡開江
河。主與我同工同行，2020年四月份，在英國一個
月內竟然開了兩班網路班，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
了嗎？沒有，祂從沒有忘記英國，沒忘記歐洲，更
不會撇下歐洲的華人教會為孤兒，主耶穌要復興歐

洲。我祈求主，透過四海查經，帶給歐洲華人教會
最大的祝福！求主復興整個歐洲，復興華人教會。
神要在歐洲信徒，去經歷這聖靈的工作，去見證主
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我感謝四海，除了讓我成為他們的同工之外，
還無條件的栽培我，今天他們還讓我成為歐洲的督
導老師，在歐洲代表四海，有時在想我是不是在發
夢，這是神給我更大更艱難的工作，要我去完成主
的使命，可能嗎？在我最貧窮的時候，可能嗎？在
歐洲完全沒有同工的情況下，可能嗎？感謝主，因
為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但現在我不怕了，因為主與我同工，並且祂的旨
意是要教會為主作見證，祂的旨意是要教會合一。
所以我大膽的禱告主、按著祂的旨意復興歐洲，復
興英國華人教會，藉著四海讀經會的系統查經，回
歸真理、回歸聖經。求昔日感動保羅的靈，今日也
同樣感動我，昔日神如何成就使徒時代的教會，今
日還要成就歐洲華人的教會。我現今雖然貧窮，但
卻因主而富足。

謝謝四海給我機會服事主，也謝謝常師母，她的
教導與她生命流出的香氣給了我服事主一個很好的
榜樣，她是我屬靈的母親，教導我、牧養我並為我
代求。最後我需要大家的代禱，求神的力量加倍給
我，我知道我不是孤軍作戰，因為昔日上帝留下了
七千人沒有向巴力敬拜，現在求上帝親自呼喚他們
起來，親自揀選他們加入四海，一起去完成主的大
使命。同時也為我在四海聖經宣教學院的裝備而禱
告，盼望盡快完成學業，正式成為一名傳道人，為
主做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願頌讚、榮耀、都歸
給那坐在寶座上的上帝，直到永永遠遠阿門！

疫情 二零二零

疫情急劇轉惡化

人心惶惶甚驚怕

各國元首心思花

個人衛生警覺加

福音之事不放下

搶救靈魂榮耀衪

禱告感恩不偏差

信靠信服愛亞爸

信心生活不浮誇

努力作工收莊稼

信心與忍耐

勝過苦難憑信心

不怨天也不尤人

成敗得失不計分

不是問你能不能

只要回應肯不肯

時刻忍耐盡本分

目標在望心興奮

堅持信念是大能

藉著恩典榮耀神

短詩分享 作者：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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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齋戒月遇上新冠肺炎

本會宣教組

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所受到的影響 
今年齋戒月之前，在三月裡，亞洲國家如馬來西

亞、巴基斯坦和印度境內，各舉辦了幾場超大型的
伊斯蘭傳道會（Tablighi Jamaat）集會，參加者動
輒數萬人以上。例如3月10日至12日巴基斯坦第二大
城拉哈爾（Lahore）舉辦傳道會，約10萬人參加。
其中許多人來自中東及其他亞洲國家。穆斯林返回
各國之後，即爆發當地新冠肺炎感染潮，凸顯大規
模宗教聚會的威脅。根據4月6日Al Jazeer 的報導，
單是巴基斯坦就限令兩萬人禁足，要與會者居家防
疫。伊斯蘭世界疫情的擴散和這樣的大型集會有密
切關係。

世界衛生組織(WHO)曾呼籲暫停齋月活動，限縮
暴露風險。以穆斯林為主要人口的國家為因應疫
情，在為期一個月的齋月期間祭出廣泛限制措施，
包括禁止在清真寺祈禱，也不能在黃昏時與親友群
聚一起吃「開齋飯」。這些國家的宗教領袖認為當
局對新冠病毒擴散的風險恐懼過甚，因而對這些管
制措施有許多的不滿及反抗。齋戒月遇上新冠肺
炎，防疫與信仰熟輕熟重，看法不一，給本來應該
是家人團聚，安靜守齋戒，專一尋求安拉的日子，
增添許多紛爭及不安不滿的情緒。例如印尼民風保
守的亞齊省(Aceh)最高伊斯蘭組織，公開反對國家
這項「待在家」的要求，四月23日有數千名信徒不
理會政府宣導，在亞齊省省會大亞齊(Banda Aceh)出
席晚禱集會，不過人數比平日減少許多。             

新冠肺炎全球肆虐，是末世來臨嗎？
末世來臨有什麼跡象，在馬太福音及啟示錄裡

都有說明，有所預備的基督徒面對新冠肺炎全球流
行，當不致感到意外和驚恐。穆斯林也講末世及審
判，他們的末世論是他們的基要信仰之一，他們所
說的末世前兆也有天災、地震、飢荒、氣象變化，
瘟疫，道德淪喪，不法之事增多等等，穆斯林也等
待著他們的救世主「馬赫迪」來到，到時候全球的
人都要歸順伊斯蘭。因此，疫情擴散之時，有不少

穆斯林上到基督教網站討論末世的問題。藉著新冠
疫情，可以促進基督徒與穆斯林的對話，讓基督徒
根據聖經介紹主耶穌基督的再來。

今天的基督徒比起初代教會較不重視末世的來
臨，如果他們真的重視，他們的生活態度、禱告及
服事會大為不同，他們就會努力遵行大使命，致力
於傳福音及宣教。或許2019新冠肺炎大流行對基督
徒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開齋節聚會」

齋戒月面面觀
本會宣教組

伊斯蘭是世界第二大宗教，信仰伊斯蘭的人，就
是穆斯林。2020年全球人口將近77億，而穆斯林人
口將近18億。按照伊斯蘭曆法，每年的9月即賴買丹
月(Ramadan)是他們的齋戒月，成年穆斯林都要參加
齋戒和禁食，可以說是全球最大規模的宗教活動。

穆斯林為什麼重視齋戒月？
據說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也是伊斯蘭的創教

者，經常去麥加附近的希拉山洞內默想，公元610年
的賴買丹月(Ramadan)，天使向他顯現，告訴他安拉
的啟示，並要他出去傳道。後來，穆罕默德將這個
月訂為齋戒月。穆罕默德死後，他的跟隨者將他所
得的啟示寫下來，成為他們的聖書《古蘭經》。所
以這個月被穆斯林視為「聖月」。穆斯林相信這個
月的禱告比平日的禱告更蒙安拉垂聽。

什麼人要守齋戒月？
全球穆斯林18歲以上的成年人，除了老人、病

患、孕婦、乳養孩子者，或是在旅途中的人，都要
遵守齋戒。一時不方便參加的人，可以找時間補
齋。有時兒童自願守齋戒的，也可以讓他們參加。

齋戒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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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齋節彼此問候」

齋戒月期間，每天天亮之前可以進食，稱之為封齋
飯。然後從日出到日落之間都要禁食──不吃不
喝。日落之後可以進食。日落時有開齋飯，家人會
一起分享晚餐，也會邀請客人來同享美食。他們除
了禁食，還要禁慾、讀《古蘭經》、尋求真主、至
少一天五次按時拜禱，去清真寺集體敬拜，以及行
善、助人。這是一個高度屬靈活動的月份。齋戒月
臨近時，人人企盼著它的來臨，人們內心有很高昂
的情緒。

問題：基督徒如何討上帝的歡心及赦罪？基督徒如
何進行屬靈活動？

守齋戒月的目的
•是好穆斯林必須遵行的五功之一。
•藉著齋戒，對安拉表示極度虔誠的敬拜。
•藉著棄絕屬世的享受、克制邪念及慾望，表示對
   阿拉的順從。
•藉著齋戒為罪、為過犯及錯誤求得贖罪，希望得
   到安拉的獎賞。
•全球各地穆斯林集體禁食，表示在安拉面前人人
   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

問題：基督徒的禁食與穆斯林有什麼不同？

齋戒月的重要日子
•能力之夜(Night of Power)又稱高貴之夜，是伊曆
九月二十六日晚。穆斯林認為這個夜晚就是穆罕默
德第一次蒙安拉啟示之夜。有的穆斯林會整夜禱
告、讀古蘭經、尋求神。

•開齋節(Eid ul-Fitr, 又名得勝日)──Eid是「歡宴」
；Fitr是「停止齋戒」之意。齋戒月結束後的第一
天，就是開齋節，按伊斯蘭曆是十月一日。有時穆
斯林舉行接連三天的慶祝活動，他們高高興興地穿
上最好的衣裳，在社區參加特別的拜禱集會。集會
或在清真寺舉行，或在空曠的田野或廣場舉行。通

常穆斯林會互相探訪家人、朋友，互贈禮物，吃應
景的食物。他們也打長途電話給遠方的親人，彼此
祝福「開齋節蒙福！」並分送金錢和食物給窮人。
這是穆斯林一年當中數一數二的大節，有如我們慶
祝聖誕節或華人過春節一般。

如果你有穆斯林朋友、鄰居或同事，請熱烈地問
候他們，說一句“Eid Mubarak”(開齋節蒙福)。如
果他們請你到他家作客參加慶祝，表示他視你為好
朋友呢！

「開齋節聚會」

穆斯林歸主者所面對的難處
對於穆斯林歸主者來說，齋戒月則是特別困難

的日子。齋戒月可能是一個孤立的、甚至是危險的
時期。歸主者要麼隱藏自己的信仰，假裝遵循齋戒
月，要麼暴露自己的信仰，面對其家人和社區的排
斥、憤怒甚至暴力。隨著新冠病毒的傳播，政府規
定人民居家防疫，請試想一下，一個秘密信徒和家
人「被困」在一起會如何？可能真的免不了被發現
而受逼迫。

外籍基督徒的機會
齋戒月也提供了一個好時機，讓基督徒去關懷穆

斯林朋友，特別是那些不抗拒談論屬靈事情的人。
我們經常聽說宣教士陪伴他們的穆斯林朋友守齋
戒，為他們的需要禱告、與他分享福音及見證，和
他們談論耶穌。齋戒月期間有些狂熱的穆斯林會攻
擊教會或基督徒，各地基督徒適時的援助，對受逼
迫的教會及穆斯林歸主者伸出援手，多加關懷，堅
固他們的信心，幫助他們度過艱難的一個月，見證
上帝的愛。

結論
站在基督信仰的立場看，上帝已經將追求永生的

心放在穆斯林心裡(傳道書三11)，也把向萬民傳福音
的使命托付給我們。目前他們在尋覓中，他們需要
正確的啟示、引導及教導，才能尋得真理。身為基
督徒，你願意體貼上帝愛穆斯林的心腸，來愛穆斯
林嗎？請你就從禱告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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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中心的經濟需要代禱。

2.為中心同工 Ronny 仍然滯留在印尼禱告，

  求神為他開路能返回美國與家人團聚。

3.為中心準備購置一套錄影和現場直播的器材

  禱告，若需費九千多元。 

4.為常存理傳道十二月四日的畢業代禱。

5.為東馬的讀經會事工推廣禱告。

6.為常牧師的身體和繁重的事工代禱。

7.為中心同工林牧師代禱。他的肝發現有腫

  瘤，準備做手術。

8.為中心在台灣和馬來西亞的同工代禱，她們

  都非常擺上，求主記念他們的辛勞。

9.為中心的長久性會址代禱，求神開路和預

  備。

1.準備出版常牧師和林牧師的講道集。

2.準備四刷「貓狗神學」。

3.準備廣推網上四海神學課程，由方平牧師    

 督導。

4.準備推出「一日家庭講座」，四個講員：

 常牧師、方平牧師、李師母和高主任。

5.準備繼續推動達福本市的回宣事工。

6.準備招攬一群神學生作建植教會的事工。

7.準備明年訪問加拿大和台灣四海讀經會分

 會並舉行領袖密集營。

8.準備於六月九日頒發傳道資格給四位弟

兄，以強化他們傳道的火熱。

9.準備明年訪問歐洲並推動四海事工。 

財務報告

2020 年一月至四月財務報告

         總收入：$ 72,554.27

      總支出：$ 106,445.96

        欠缺：$ 33,901.69

經濟支持

愛心認獻支票抬頭：C.C.C.C.，您也可以在網
上(www.4c-ministries.org/support/)用信用
卡藉PayPal作奉獻。所有美國國內奉獻均享有
稅項減免。

您若要用股票奉獻,請直接轉到
FBO name: Christian Creative Communication 
Center, Scottrade號碼: 21154294, DTC#: 0705

更多季刊訊息和電子版，
請掃描QR code連結瀏覽。

編輯委員會

常思恩牧師
伍凱鈴傳道

代禱需要 事工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