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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上帝的話語來完成神的大使命

引言
許多華人在佈道會中信主後會上教會、參加崇拜，

也會去讀經，然而他們的靈命卻始終停滯不成長。
在中國大陸、香港、及東南亞的華人教會中，興起
多種異端、假教師、與靈恩運動。這些假教師們結
合了華人過去固有的宗教與基督教信仰，創造出一
種深具吸引力的混合式宗教。他們的教導使那些因
為教會不注重教導神的話語，會眾到處尋找靈糧與
能力來完成主的大使命，殊不知惟有神的話語才能
滿足人心靈的飢渴，並給予我們能力和力量來完成
主交託的使命。要矯正此情況的一個方法是需要強
壯的門徒訓練，如此能使教會信徒靈命成熟而不致
迷失。故此，發展出一種深入研經的方法是不可或
缺的，因為在神話語上的建造，幫助堅固信徒完成
大使命的決心。

事奉經歷
筆者曾見過許多人帶著渴慕之心來到教會，盼望

能被神與祂的話語充滿。當他們與筆者一起研讀聖
經後，發現原來基督便是他們亟欲尋求的答案。神
的話語是活潑、帶有能力的，且能解決人所遇見的
一切問題。過去幾年中，一些新成立的華人教會試

著開辦門徒訓練課程，但內中不乏誤入歧途的例子。
不少華人教會面臨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教會領袖
想要服事神卻深感力不從心。

這些教會領袖都由衷的盼望，能被訓練成為有效
率的屬靈領導者，也想學習如何對神的話語有真實的
回應。四海讀經會即是針對此問題而設立的。這篇文
章之所以意義重大，乃在於它能加增對聖經知識的了
解，且能強化聖經的權威。衷心盼望這文章能使華人
教會意識到，他們迫切需要領導力與門徒訓練，而訓
練領袖與培養門徒的不二法門，則是經由學習神的話
語。

聖經與神學基礎：門徒訓練
透過研究基督教的人論、墮落、罪論、救恩論，

與成聖論，我們可以了解人類最大的問題就是罪。
而且處於這樣的景況當中，人是毫無盼望的，於是
基督是人類問題唯一的解答。信徒信主後，聖靈便
開始每日更新這些重生的人。神的話語有改變生命
的大能，因為信徒靈命的更新，是靠神的話語透過
聖靈使信徒越來越像基督，這也是神對祂子民的心
意。因此，教導聖經為門訓的主要途徑，結果使教
會成員成長成為使他人作主門徒的人。

    常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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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世代期待基督徒不但自己
能委身做門徒，還能培育他人成為
主的門徒，使他們都更像基督 ( 羅
8：28-29)。這並非意謂信徒會變
得“完美無缺”，而是指神將透過
在基督裡受苦的經歷，使基督徒成
全完備。門徒的培育是個漫長的過
程，並無捷徑可速成。" 與基督聯
合 " 意謂信徒會透過基督的死與祂
建立關係，而這關係將持續成長，
直至信徒變為成熟的基督門徒。因
此，教會中藉由教導神的話語來裝
備每個信徒是非常重要的，因會眾
接受裝備來幫助他們完成基督的大
使命。

基督吩咐祂的門徒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所有基督
徒都當以這種“門徒培育事工”為生命的首要任務。
基督徒之所以能在生活中確實行出這樣的優先次
序，全是因為受到基督的愛所激勵 ( 林後 5：14)。
只是，基督徒需謹記： 門徒的培育 ( 門訓 ) 是一個
過程，結果全然屬神，神必全程掌權、主導。簡言
之，神必賜下夠用的恩典及能力，使信徒能完成祂
所託付的工作。

聖經對作主門徒的大使命 
在新約聖經中有五處提到基督大使命的命令 ( 太 

28:18-20; 可 16:14-18; 路 24:44-48; 約 21:21-23; 徒
1:8)。這作主門徒的使命呼召基督徒要教導信徒“凡
主耶穌所吩咐的，都要教訓他們遵守”。這個教導
會帶出知識與生命轉變兩方面的結果。神的話語啟
示神對祂兒女的旨意，即去結福音果子，並結基督
生命的果子 ( 約 15：5-8)。故此，教導聖經乃是必
須之事，而非選擇可做或不做。教會領袖若希望會
眾能成為實踐神話語的人，就必須在教會中教導聖
經，否則信徒無從得知神的旨意，無法在生活中活
出神的話語。 

教會在作主門徒的使命上的角
色，乃是要幫助信徒在靈命上能長
大、成熟。基督離世升天前把大使
命託付給門徒，要他們去使更多人
成為主的門徒。教會存在的目的，
是為了要火熱，積極的完成大使
命，透過教會的五種功能：傳福
音、門徒訓練、團契、服事、與敬
拜，使每個會眾都能在基督裡成全
完備 ( 徒 2：38-47)。基督徒需要
透過四海讀經會 : 一個紮實的研經
計畫被訓練為門徒，如此才能變得
滿有活力和能力，被裝備完全去傳
福音，並完成主的大使命。

使徒保羅指出，門徒訓練的終極
目標，是要藉著教導神的話語來預備神的子民，使
他們能各盡其職，教會因此被建造。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弗 4:12-13) 

保羅囑咐提摩太去尋找忠心教導他人的人，把他
們從聖經中學到的去教導別人 ( 提後 2：2)。聖經的
教導是門徒訓練不可或缺的要素，並非是一個可有
可無的選項。我們無法拿聖經以外的事物來餵養會
眾，因此，門徒訓練的關鍵在於人認識神的話語。
俗諺說：「兒童是未來的盼望」，然而成年人卻是
今日的盼望。教會若缺乏年輕的一代便會後繼無人；
但當下若沒有成年人做為中堅份子，教會即刻就會
瓦解。所以，當教會重視聖經的教導時，必會帶來
復興，因為靠聖靈而生者，必靠聖靈行事 ( 加 5：
25) 。

聖經的教導是極重要的，它讓平信徒明白他們生
命中的主要任務，是去完成主的大使命。當然，這
任務必須透過聖靈的介入和幫助、及其他信徒的參
與才能完成。  

會長語                                                     常思恩 牧師

美國今日通貨膨脹率是 7.9%（2022 年 2 月的數
據）。這是美國 40 多年來從未見過的高點。那是
什麼原因導致這個情況的呢？原因非常複雜，主要
是從政治上引起的。不過也跟以下的因素有關：

自從拜登總統自去年上台後，他馬上推行了一列
系新的能源政策路線有關。基本上是與前任總統川
普的美國能源獨立的方針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在疫情當中「供應連鎖」因工人缺乏而導致貨源的
緩慢供應巿場需求也是其中一個使物價飛漲的原因。

自烏俄戰爭之後，美國禁止入口俄國的原油是第
三個原因。

按專家的分析，這通貨膨脹的情形還會持續一
陣子，看來美國經濟的恢復還需要一段漫長的日
子。活在這麼動盪的一個世代的裡頭，基督徒應
該有的態度是應該怎樣？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第
23 、24 、25 章那裡，非常清楚描述了在末世的
時候有哪些的跡象：比方說國要攻打國、民要攻
打民。到處都有饑荒、地震。這是末世的開始。
這些情況，我們已經親眼目睹，活生生的活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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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眼前，因此我們要警
醒禱告，不住的傳福音，趁
著白晝，努力做主工！讓我
在此，簡單地分享一下創傳
中心今年的一些的走向：

I. 第二批的 PMP 畢業生
在 3 月 6 號第二批的 PMP

有八位培訓生畢業。他們當
中有幾位是在學的神學生，
有一位眼科醫生，還有多位
全職的傳道人。他們經過了 15 個月的培訓，透過
多方的實習，終於取得了傳道的資格。希望他們以
後忠心的傳講主道。第三期的教牧培訓班將會在四
月開始。

II. “Going All In” 的翻譯
目前這本書的翻譯如期進行。相信還有一兩個月就

可以完成。我們跟出版商的協議是預計在九月初把它
出版。盼望大家能為這本書的翻譯小組多多代禱。

III. 暑假的學習機會
在暑假的時候我們將會推出一連串的科目：有「歌

羅西書」、「以弗所書」, 五月份開始報名。

IV. 兒童的節目
在七月中，創傳中心推出兩項兒童節目：四個週

日下午的「兒童音樂營」和一整週的「兒童歡樂
營」。這是讓孩子們經歷了二年多疫情下的孤獨氛
圍的環境中出來，重新建立學習和與人相交的社交

生活而設的。詳情請注意日後
的消息公佈。

V. 同工的需要
A. 創傳中心目前有兩個崗

位是需要填補的：第一位是視
頻 後 期 處 理 員， 而 另 外 一 位
是 Facility Manger, 祈求以勒的
神會在短期內提供這二位的同
工。

B. 本中心租用隔壁的地方 , 
需要大家的代禱 , 能夠很快地拿到市政府的「使用
許可證」。

VI. 特別的活動
A. 四月二日本中心將舉辦一特別講座「如何向穆

斯林見證」，由 John Bitar 博士主講。他是達神的
講師 , 將在本中心舉行。

B. 五月廿一日的按立典禮。四海之家將準備按立
二位傳道人成為牧師：王健東和韋丹維。三月十九
日是二位的滙考。通過後即在新堂舉行此盛會。

結論：
我們的兒媳婦的預產期是六月廿四日。正在為孫

女起中文名字。另外常師母剛做了腸鏡，醫生說情
況良好。不過她近日發覺右腹下面有些疼痛，醫生
安排了超音波測試，希望沒有大碍。我一切安好，
只是忙了一點，願主加添能力！順祝復活節蒙恩！ 

四海讀經會澳洲發展史感言                            Jerusha

約書亞記 1: 8-9「 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
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9 我豈沒有
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 神必與你同在。」

神的恩典使我們在七年前，有機會認識到創立四
海讀經會的負責人常師母，我們參加了她在澳洲連
續幾場的禁食禱告特會，聽了常師母的生命見證，
神如何改變她的信仰生命，五層讀經法的信息…等，
這使我們對四海讀經會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五層
讀經法如何有系統地引導信徒来查考神的話語，生
活中應用神的話語，養成讀 神的話語，訓練學員成
為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完成主的使命 ( 提後 2:2; 
太 28:18-20)，這些激發了我們内心對 神話語追求
的渴望，願意在這有系统的讀經方法引領下，更深
在聖經 神的話語上札根，活出榮耀 神，使人得益

處，討神喜悅的生命。

感謝 神，有了神話語的印證，以及家庭的支持，
與常師母的會談面試之後，使我更加的堅定願意參
與四海讀經會的侍奉與學習，及幾位師母的認同下，
澳洲四海讀經網路班在 2016 年 1 月開始开班上課。
我們来自不同的教会和地方，有墨爾本，雪梨，在
網路上讀經學習 神的話語是最好的方式，我們從讀
經會，主賜福使我們的生命更豐盛，我們彼此關心
禱告，為主而活。

如今我們將進入第七年頭，回顧過去幾年裡在四
海讀經會的侍奉與學習，我們的生命有很大的更新
和突破，今年神特别的恩典臨到我們，使澳洲四海
讀經會在線上網路班從周一到周日都有小组讀經
班。感謝 神，將榮耀歸給祂，願 神繼續的賜福與我
們，讓我們編織更多的見證！ 

   四海讀經會（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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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姐妹 
感謝神，今年查考先知書神永不改變的愛，我有很多的得著與學習。
首先認識神那長廣高深的愛實在無法能用言語形容，神愛世人祂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得救，

求主幫助我常向身邊末信者談論神的愛特別是主耶穌十字架上的愛。我也看到神藉著先知向祂的子民傳達祂
的話語。如今，神的話語已經寫在聖經上了，基督徒都是神的代言人，身為神的兒女必須每天讀經禱告與神
親近 , 有聖靈的引導 , 裝備好自己才能夠清楚地傳達神的話使人歸主。此外，以色列人的遭遇提醒我，需要有
對罪更加敏銳的感覺，求主幫助我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最後，從疫情地震看到基督再來的
日子近了，我要以基督隨時要來的事為念，在聖潔生活上敬醒，並把握機會靠主不灰心對未信主的家人朋友
迫切積極的傳福音，以致他們的名字記錄在生命冊上。

  願將榮耀頌讚歸於神，阿們！

 厲姐妹 
受邀來到四海學習和參與事奉當時看起來似乎是偶然，後來卻發現其中滿有主的帶領和祝福。第一次參加

四海同工培訓，恰好查到申命記，那時我剛領受全職事奉的呼召，神就藉著祂吩咐摩西祝福和勉勵約書亞的
話語“你要剛強壯膽（申 3:38）”大大鼓勵了我。

感謝主給我恩典過去二年在四海帶領小組，每週與同工們一起禱告，與學員們一起學習領受主話語的祝福。
對我而言，在四海的服事和學習是輕省而喜樂的，因為學習是以主的話為中心；主藉著祂的僕人解開祂的話
語，主的話常常照亮和安慰我的心，非常感恩能與一群愛主的弟兄姐妹同工同行。

透過先知書的學習，我看到神從前借眾先知所發出的勸告和安慰一樣適用於今日。在各種思潮匯聚、疫情
衝擊下不安的時代，神的慈愛和信實從不改變。神的慈愛藉由救主耶穌基
督向我們顯明，祂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約 14:6）。主耶穌要再來，
到那日，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珥 2:32 ）。讓我們積極預備自己、努力
傳揚主的福音迎接祂的再來！

 馮姐妹 
  今年讀先知書，受益很多。感謝神藉著祂聖經的話語和同學們彼此互動，

對先知書有了更完整的了解。從內部看以色列得罪神，不聽神的誡命，時
常沒有真誠的悔改，從外部看以色列被周圍的的敵人接二連三的攻擊、嘲
笑；但這些因素並不會阻⽌神的旨意和計劃。從歷史的⻓河中，我看到⽆
論是昨日、今日、未來，神都參與其中，所有的事件都在神的計劃中一一
實現。所以我認為自己更應該把目光對準神，將盼望存在神的國當中。

儘管現在的社會已經開始雪崩，同性戀合法化，墮胎合法化，安樂死合
法化等都成為了法律許可並保護的對象，這讓愛主的信徒感到痛心。但當
自己讀完先知書後，更加相信神在其中有祂自己的心意。萬事都相互效益，使愛神的人得益處。這樣的世界
更需要我們去傳揚福音，將失喪的靈魂帶來歸主；使更多的人，不再被魔⻤欺騙，不再被空中掌權者所牢籠，
在這末世仍然站⽴的住。願自己可以效法先知，對神有一顆忠誠的心，對同胞有一顆愛的心，勇於在現今的
處境中，逆流而行，為主做鹽做光，與主同行，常被聖靈所感，對人說造就、安慰和勸勉的話語。

 Dorothy
  讀先知書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可以細讀每一卷大小先知書，與過去神學院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用 10 個

月的時間慢慢琢磨慢慢細讀研讀品嚐神的話語是一種享受，也更加了解每一個先知在不同時代的使命，看見
先知們順服主的心，不看環境，指責罪惡，不向罪惡的勢力低頭，中流砥柱，這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也看
見先知們憑信心抓住神的應許，像但以理先知，他定意向神禱告，不灰心的禱告，恆切的禱告是每個信徒學
習的榜樣，相信神必因著我們的禱告，在我們個人，家庭，教會以及國家來行奇妙的大事。

我喜歡四海讀經裡的大綱訓練，雖然常常要花很多時間去思考分項，分段，中心思想，真理原則，應用等。
但卻是幫助我們在讀經中抓到經文的要義，而且能夠把經文更加深刻的烙印在我們的心裡。我不是以為自己
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
來得的獎賞（腓 3: 13-14）。

{ 學 員 見 證 分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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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leen
我從 4 月份開始參加《創世記》的學習，到現在有半年的時間。當時吸引我參加四海讀經會，是其中的大

綱訓練部分。在練習寫大綱的時候，需要反复閱讀經文，練習觀察，分項分段，思考它的主題和屬靈功課。
平時讀經都是粗略的讀過去，沒有進行仔細觀察，也沒有好好地體會一段經文的教導。大綱練習幫助我養成
細讀經文的好習慣。現在，我會習慣性地使用這些方法，反復觀察經文，並思考如何分段，找出主題。讀經
的樂趣也增加了。

通過研讀《創世記》，我看到神是掌管生命的神，人的一生都在祂的手中。祂對約瑟有祂的計劃，同樣，
祂揀选和呼召我，也一定有祂美好的旨意在我身上。無論在何處，高山或是低谷，我都相信祂帶領我並與我
同在。或降卑，或升高，我都應當喜樂，因為祂是我的神，祂掌管我的一生。

  Tina
我從 2020 年開始參加四海的讀經會學習。 《讀經會》的讀經方式 , 是從神的話語 , 引入生命的反思 , 讓我

們的生命得以改變。過去自己讀聖經按字義去理解 , 沒有與生命聯在一起 , 沒有活出基督的馨香。
從《保羅書信》到《先知書》, 每一卷書的學習都很有收穫 , 特別是《帖前》、《帖後》, 從保羅身上看

到他對主的完全擺上 . 保羅說 : 自己像乳養孩子的母親 , 又像嚴父 , 又像喪失子女的母親 . 保羅的生命改變
了我對信仰的態度 , 對主更有敬畏的心 , 常讀經、禱告；對人更有憐憫、寬容 . 看到教會的一些姐妹不懂讀經、
禱告 , 自己肯花時間與她們一起讀經 , 學習禱告 , 讓她們屬靈生命漸漸成長 , 委身在小組裡學習和服侍 . 正
如《提後》三章 16 節 :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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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謝主 , 賜下祂寶貴的話語給我們 , 成
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 求神幫助我紮根在祂的話語裡不斷地成長 , 
成為合付神心意的器皿！

 Jess
非常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加四海讀經會，通過系統性的方式來讀神的

話語，在小組學習中和學員們彼此分享，在主里相互勉勵，一同追求靈
命的增長。我發現我漸漸喜歡上這樣的讀經方式，這也讓我忘卻了每週
要完成功課的壓力，反而很期待每週能透過讀經以及答題的方式來思想
神的話語。

 這一年裡，我和學員們跟隨著四海讀經會的老師們一起查考了創世
紀，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從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身上都看到了神做工
的手，雖然他們的經歷都不同，可不變的是神總不離棄他們，也一直在
成就他的應許，這鼓勵了我不管環境如何，信實的神都與我同在，他總
不撇下我。通過創世紀，我也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有限，依靠自己的小

聰明是無法在神面前站⽴住腳跟的，唯有依靠神的恩典我們才能得勝。以往的我雖然嘴上總說著要將自己
交託給神，可是其實我心裡清楚在每一次身處不順遂的環境中或者是面對不確定因素時，小信的我都會習
慣性的用人為的方法解決，而不是讓神動工。因此，現在的我對順服有更深的認識，並正在努力學習交託，
禱告以及耐心等候神的時間。

  James
從亞伯拉罕的例子裡，我看到自己的生命要學習等候神。亞伯蘭聽從了妻子撒萊的安排，收使女夏甲為妾

（創世記 16 章），想以人自己的方式得子孫。這並非是神所應許的，也直接造成通過夏甲所生以實瑪利成
為了今後以色列人的仇敵（即今日的阿拉伯人）。這提醒我人的手段不論多麼聰明，經常是與神的心意南轅
北轍，背道而馳的。作為主耶穌的門徒，我更需要做的是，努力尋求神，明白神的旨意，並且加上耐心等候，
才能按照神的方式行事，實現神完美的計劃。

我生命中有⽴刻馬上就想要做的事情，希望實現的目標。我現在學習先慢下來，讓神來做工，把主權交給
神。我做好我分內的本分，相信上帝會在合適的時間，以他的方式在我的身上實現他的旨意。即便最終我內
心所求的並沒有實現，那我也相信那是神的旨意，他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

我對神有主權的屬性有了更多的認識。神不但是生命的主，也是歷史的主。亞伯拉罕因恐懼，兩次撒謊稱
妻子為妹妹，照成妻子被奪走，幾乎破壞了神應許之子的計劃。神親自介入，說明神有絕對的主權，不使自
己的計劃因人的錯誤而落空。這使我認識到，不管我的生命中發生什麼，神他都是有主權介入的。沒有什麼
會使神感到措手不及或無法應對。神的主權給了我最大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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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姐妹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參加四海查經小組的學習，從 2021 年 2 月 1 號開始學習先知書，通過這段時間的學習

讓我對聖經中的先知書有更深的了解，更加明白神的話每句都是帶著能力，正如尼西米記告訴我們“靈命復
興，是從神的話開始”。每天早晨我都會從學習神的話開始，因為主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照亮
我走每一天的路。撒加利亞書告訴我們“在患難中求告主，祂是我們的幫助”。通過學習，我對神的屬性有
更深的認識，神是全能的神，祂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Mary 
我覺得查《創世記》特別有價值，因為這本書涵蓋了：人類的起源，人類的墮落，神的恩典救贖，揀選

特別的族類，以及宣揚救恩的延續。它為我們解答了人從哪來，人生的意義在哪，以及生活中倚靠神的智
慧等。

大綱訓練的優點是歸納聖經重點以及思想真理的運用。以前讀聖經總感覺古代的生活與現在格格不入，
無法將真理與生活連結，大綱訓練就幫助我解決了這個難題。讓我在往後的讀經中常常思想經文的真意以
及反省自己的不足之處。討論作業以經解題的方式，讓我們看到新約與舊約前後呼應，聖經是融會貫通的
一個整體。在《創世記》鼓勵我 , 神對人的憐憫，帶領，同在。讓我更加認識神，更確信我所信的神那麼
愛我，我能坦然無懼來到祂面前認罪悔改求幫助，更多倚靠祂的扶持走向得勝的生活！

  Lucia
感謝神帶領我參加四海查經學習，讓我在基督裡與肢體相互連接， 生命上因著有系統規律的學習真理而

持續成長，對神的認識也漸漸深入。先知書查經幫助我對於每卷先知書的歷史背景理清了以色列及猶大的
歷史主線。我開始明白每個先知為何在特定的時期被神興起，要代神傳講怎樣的審判信息。藉著學習，我
也更認識神的屬性，他聖潔公義而施行審判是大而可畏的，而他極豐盛的憐憫恩慈又是怎樣引人真實悔改
迴轉的。

看到以色列的興衰史，看到以色列民的頑梗悖逆，看到神對他們出於愛的管教，先知們面對生命受到的威
脅卻仍然堅持真理，敬畏上帝，在外邦人以及君王面對做了極美好的見證，也讓我深深意識到自己的驕傲悖
逆，但神以他獨生愛子耶穌，沒有放棄我，慈愛引領我，得恩惠蒙憐恤。

 童貴微
參加了四海有系統的學習讀經讓我有很大的得著和收獲！每一次在做分享問題時都讓我再一次回顧我過去

的人生，每一次在寫的過程，數算了過去主的恩典和帶領常常讓我再次更堅定對主的信心和重溫神怎樣一歩
一歩帶領我走過人生的高低起伏。

神是信實的神，祂的應許永不落空，祂過去如何應許亞伯拉罕，祂今日也同樣帶領亞伯拉罕的子孫我們。
神是憐憫的神， 每一次我們犯錯了主並不撇棄我們，祂靜待我們回轉歸向祂，一再地給我們機會悔改，重新
走在主的正道中。神是慈愛的神，每一次的困境和看似絕路都可看見神的身影，祂明白我們的困境並抹乾我
們的眼淚，更在荒漠和絕境為我們開道路。

從組員們的見證分享也得到很多寶貴的學習和提醒，甚至是警剔，我做的每個决定和選擇都定要尋求上帝
的心意。家庭教育篇也讓我這個急性子的媽媽學著放下既有的偏見和認知，每一次事情發生不要急著做决定
下判斷更不要急著責罰孩子而是要給孩子有一個開口的機會、問問事情緣由又或是孩子會做出這個决定 / 行
動的心意和動機是什麼。

澳洲與馬來西亞同工與學員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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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  
我最初開始進入四海的時候，對於寫作業這個方式覺得不錯，但對於分享題很撓頭，很多的時候空著寫不

出來， 對這些題目有很大的掙扎，但是幾年下來我逐漸發現這些分享題在幫助我踐行信仰， 單單知道真理是
不夠的， 更要去行出來！分享題也幫助我記起神在我生命中許多恩惠的作為， 也在分享中聽到神在其他弟兄
姐妹身上的奇妙作為，更深認識神的美好，激勵自己更深相信祂，倚靠祂， 願意被祂修剪，為祂而活。

在小組討論中我也經歷神豐富的供應。以前對四海有些題目有看法， 比如分享你在苦難當中怎麼經歷神，
我答不上來，覺得這題目要修改成有什麼難處而不是苦難，但我聽到很美好的在苦難中經歷神的見證，之後
明白為什麼上帝說受苦於我有益， 弟兄姊妹在苦難中經歷了神特別的安慰和扶持， 認識了我這沒有經歷苦難
的人所不曾認識的， 與主有了特殊的關係，是我所羨慕的！感謝主，藉分享， 主恩的滋味我也可淺嚐！並且
不再懼怕苦難。

另外一個很大的得著就是大綱訓練，這也是一開始非常掙扎，做得很粗糙，只分段不分項， 寫大致意思，
後來越做越仔細， 且嚴格按照經文濃縮時，我發現聖經字裡行間所隱藏的很多意思，是我過去沒有讀出來的。
舉個例子，約翰福音 13:3-15 就是耶穌為門徒洗腳的那一段，我在那次濃縮經文的時候，我看見那麼多的細
節，忽然間，主為門徒洗腳的一舉一動，變得歷歷在目，好像看見主如何站起來，如何脫了衣服，如何拿了
一條手巾，束腰，然後倒水在盆裡….. 而且我也體會到老約翰在寫下這一段的時候，他已經是垂垂老者，主
洗腳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了，但當他想起他的主那次為他洗腳，他一點一滴都記得，我讀出來了約翰寫
下這事時的眼淚， 自己也淚流滿面，這真是終身難忘的經歷！

感謝主賜下四海這樣的讀經課程，讓我這個粗枝大葉的人開始越來越能夠自己來讀聖經，並且讀出裡面的
甘甜和美好， 也讓我知道要活出所信的， 成為主恩典的見證人！

  四海讀經會（紐西蘭）

  Beatrice, USA BRC  
Currently, I am training to become a cell group leader at my church because I want to 

expand my knowledge of the Bible and teach others a holistic perspective from the Scriptures. 
Additionally, it was at my church’s Bible study, over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that I realized how 
much I still had to learn about the Word. 

While attending the 4C Bible study over John, the Homiletics Training section was riveting. 
By paraphrasing the verses, I consolidated the passage into a core message that I could apply 
to my life. Moreover, it helped me in my personal devotions, as I could study and easily recall 
the central truth of the passage, and in my local church, as I adopted these methods when 
preparing for my cell group. Overall, the 4C Bible studies have been a blessing personally, in 
ministry, in learning how to study God’s Word, and how I can faithfully follow Christ. 

  Jennifer, USA BRC 
After encountering some difficult questions in cell group, I had a desire to become equipped. 

In 2021, God convicted me to dig into His Word and when 4C classes were offered in English, I 
saw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grow in biblical knowledge. 

When studying John this year, God takes what little we offer and uses it to bless many 
in abundance even though it seems impossible. Thus, I will continually lead my cell group 
because God has called me, and he will provide in abundance! 

  四海讀經會（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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