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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化教會
引言
七個月前，美國人有誰會想到從三月開始，邊境
會關閉，國際航班取消，學校停課，經濟崩潰，七月
中失業人數達到一千四百萬人以上，三百多萬人感染
疫病，十多萬人死亡？許多人被迫在家工作，國民居
家防護十五天。現在看來，Covid-19疫情非但沒有變
好，反而惡化。為了遏制病毒的傳播，恐怕我們需要
做更多的努力。

常思恩牧師
1. 與人連結－在人和人不能見面的情況下，如何與人
保持聯繫？這是一大挑戰。我們需要探索一些方
法來保持與人連結而無需(近距離)身體上的互動。
老實說，我們不習慣這樣。我服事教會很多年了，
而我所知道的唯一服事人的方式就是與人面對面互
動。但是現在我必須改變我的事工理念，並做出必
要的調整。我們需要想出一些法子，能夠維繫彼
此，並保持互相聯繫，這是至關重要的。

對於教會而言，許多教會順應情勢，被迫停止室 2. 社區－人天生就屬於群體。在居家防護令下，我們
內大型聚會，改採網路直播；若有集會，人數限制在
如何能創建一個虛擬社區，但又能使大家仍然相互
十人以下。如此一來，未來要如何傳福音？我認為那
歸屬並確保這種紐帶關係。
些能夠適應環境變化、並不斷有創意的教會，將會度
過難關，不僅現在得以存活，而且能持續傳福音到未 3. 溝通－遇到緊急情況或危機時，教會如何能將緊急
和重要的信息分發給全體會眾，是很重要之事。
來。
這可能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現今的教會需要
新的挑戰及機會
更新全教會的個人及家庭的聯絡資訊，以保持最新
資訊。幸運的是，在這件事上，我們的通訊網絡是
我觀察到舊的教會聚會方式及管理都面對了新的
完整的，但是如果網絡不通或受損，無法正常運作
挑戰及機會，那些能夠存活和挺進的教會，是能夠以
時，那該怎麼辦呢？
網路直播自己的敬拜或其它事工的教會，是能產生優
質的數碼化節目，並能夠以全新的方式服務人們的教
4. 關懷－在自己的會員有需要時，我們必須照顧他
會。以下是一些關鍵的要素：
們。接觸有需要並即時幫助的人非常重要，當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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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失業、經濟困難或健康出問題時，我們需要及
組(還可以更多)。這些小組要研讀聖經書卷。
時與他們聯繫。一旦關鍵時刻消失了，服事的機 4. 每月一次，由主任牧師主持小組聯合會議，討論
會也就會喪失掉。
重要事務或緊急之事。
5. 週中禱告會－使用Zoom聚會。
5. 奉獻－教會必須建立措施或機制，使用Venmo, 6. 每週的「四海讀經會」(4C BRC)－在星期一上午
PayPal, Apple Pay, Quick Pay或其他方式，以幫助
和星期四晚上，使用Zoom上課。
大家在捐獻上更加便利。教會得作決策，盡快建 7. 特別培訓課程－使用Zoom上課。
立在線捐贈。還有其他的方法：如直接存款、信
託或基金會。捐獻是一個指標，表示我們的心放 結論：
在哪兒。
這是一個快速變化又動盪不安的時代，然而這也
6. 福音機會－面對新冠狀病毒，我們不必解釋未來 是一個可以藉數碼化，將福音廣傳的世代。主耶穌
災難是怎麼一回事了，我們現在已經明白了，因 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
為我們目前就生活在其中：大批人感染，大量死 然後末期才來到。」（太24:14）可見不論得時不
亡，大量失業，大批人戴著口罩和其他維生必需 得時，我們都要積極傳福音。讓我們在適應變化之
品，大規模的商店關閉，醫療用品的嚴重短缺。 際，存心學習，以興奮的心情廣傳福音，等待耶穌
然而，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時刻，去向心懷恐懼和 再來。
對未來不確定的人做見證呢？現在就去分享福
四海之家在六月九日下午兩點于 創傳中心舉行傳
音，幫助人們看到他若沒有基督，結局就是永恆
道資格頒授典禮，頒授了六位傳道人：四海讀經會
的黑暗和痛苦。
歐洲區督導盧國權傳道、張健牧師、王建東傳道、
新的需要及作為
喻君強牧師和澳洲四海讀經會同工朱慧玲傳道與張
威超傳道。
建立數碼化教會，將有許多新的需要：
1. 升級影音設備，以應對當今非常流行的數碼化挑
戰。
2. 建立一個小型錄音室，用於直播和其他節目。
3. 徵聘員工來幫助現場直播或製作節目。
4. 牧師要專注於編寫優質的教學和講道材料。內容
很重要。每個人都可以直播，但是只有那些優質
的內容才能吸引人，打動人心，領人歸主。
5. 建立禱告熱線，讓人打電話來，輔導員可以為他
們祈禱，與他們一起禱告。
6. 定期更新我們的網站，在頁面上發布重要的信
息。
7. 加強牧師關懷，以便我們受命待在家中時，可以
更有效、更有意義地服事他人。

「圖片」傅國朝牧師為傳道們祝福禱告。

8. 我們必須積極思考，並繼續在教會中養成良好的
衛生習慣：常洗手、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
以四海之家為例
對於「四海之家」(4CFellowship)來說，我們未來
會走向什麼樣的「數碼化教會」呢？根據我們目前
的資源——人力、物力、財力、包括場地，或許會
採取以下方式：
1. 週日崇拜－網路直播(有現場音樂或預先錄製好
的崇拜)
2. 禮拜後的分組討論－小組討論，每個小組由牧長
帶領。
「圖片」傳道人合影留念。左起為王建東傳道、傅
3. 星期五晚上的小組聚會－由各牧長帶領，至少四
國朝牧師、常牧師、喻君強牧師和張健牧師。

會長語

A. 短期內將會印製三本講道集，作者分別為常
思恩牧師、林興群牧師和王建東傳道。
B. 十一月十四日是創傳的十九週年慶祝，屆時
一半實體、一半直播，希望大家與我們同
慶。
C. 明年一月三號，四海之家正式恢復聚會，聚
會時間將由周二轉到週日。
結論：神是一位行奇妙事的神，祂關了一道門，但
卻會開另一扇門。在這動盪不安的世代裡，我們儘
管拭目以待，祂會如何為我們開這福音的門，而創
傳就是在這世代，藉創新媒體，將福音廣傳！

引言：
在寫會長語之際，德州的疫情稍為紓緩了一些，
但前幾天颶風Laura卻在路易斯安那州著陸，傷亡人
數不多，但產物破壞卻成萬上億的，再加上種族議
題和大選逼近，多少造成了人民的內心不安，這是
可以理解的。但也在這種情況下，對福音的推廣正
是大好的時機。謹此向大家介紹創傳中心在這一段
時間，神給我們的託付是什麼？事工又有什麼新的
拓展：
1. 新的方向—自從疫情以來，實體的聚會和教導都
必須轉變型態成為數碼化。三月中，政府的限令
是所有聚會不得超過十人，因此唯一方法乃是向
數碼化世界進軍，走網路路線。
2. 新的器材—在五月間，美國政府因鼓勵小型企業
（包括教會）不要辭退員工，而提供了一項援助
（P.P.P.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數目為
一萬美元，中心就用這筆款項購置了一套現場實
錄器材，透過網路，把我們的教導和講座播出，
成效還非常不錯！
3. 新的節目—除了在六月推出的「末世論」、七
月的「基要神學」和兩週的「兒童音樂」課程之
外，在九月將會有「詩篇」和「屬靈一角」。「
詩篇」是由方平牧師教導，是四海聖經宣教學院
的常規課程。「屬靈一角」是一個多元化的節
目，裡面有見證分享、採訪報導、聖經教導和神
學問題探討，希望在靈裡為弟兄姊妹提供一清新
的一角。

愛的藝術是今年創傳中心再版的書籍，此書為第
二版的印刷，由許振偉牧師著，用寓言和生動的描
述，來解釋雅歌書的每一章節。許牧師願這本書能
激起信徒對神話語的渴慕，明白目前屬靈的光景，
靠著聖靈的幫助，重新在靈裡得力，向著標竿直
跑。
此書建議奉獻是一本十元，如您願意購買，可至
創傳中心購買或是與我們聯繫。電郵4cinfo@gmail.com
編者註：創傳中心網站提供各樣的資源，近期陸續
改版中。您可以在網站中獲得各學院最新消息，網
上輕鬆報名，快樂學習！

新增的「宣教事工」網頁，能幫助您認識穆斯林
世界，請關心和為這群未得之民禱告。雖然疫情影
4. 新的同工—為了要迎面趕上數碼的需求，創傳在
響傳福音方式，又拉大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我們
七月十三日招聘了李文榮弟兄為影音同工，專職
相信藉由創傳中心及其網站、YouTube等多媒體途
負責錄製音樂敬拜、實體教導和直播等事宜。
徑，必能使福音廣傳。
李弟兄非常有才華，在這一方面有多年專業的經
歷，我們深慶得人！
創傳中心網站：http://4c-ministries.org/
5. 新的未來—
Youtube: 4C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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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讀經會

直播。感謝主，預備不同的肢體來教導我，讓我在
摸索學習的過程中輕省許多。記得剛開始做直播控
記「疫」中神恩典
制時，緊張得手發抖呢！想想站在講臺教課時，都
胡碧蓮傳道 還不曾腳發抖，做網路班的壓力還真大。感謝主，
四海讀經會馬來西亞督導 直到如今已經完成四堂以上的網路課程！

當然，這個過程也是有困難的，同工為了服事，
願意學習克服這些不熟悉的程式。有一位組長分享
她在過程中有埋怨，但也得到主的話語鼓勵。她分
享在疫情行動管制期間，工作忙碌緊張(同工是開雜
貨店的，所以允許經營)。四海讀經班這時又要線上
上課，對於初學電腦的她，是一大挑戰，心情一下
子就跌到谷底，負面的情緒一湧而來。甚至埋怨為
什麼四海讀經班就不能停課呢？當她讀到約翰福音
6:20，主說：「是我，不要怕。」原來主已看見她
「馬來西亞新山班上課情形」
的難處，用話語來安慰她。當她回到神面前，主就
賜下肢體來幫助，解決電腦方面的問題，讓她順利
記得神呼召我加入四海讀經會，其中一節印證經 的在線上與弟兄姐妹一起研讀話語，工作量也慢慢
文，是出埃及記3:12神說：「我必與你同在。」自 緩和了不少，心裡頓時有滿滿的平安和喜樂。感謝
2019年12月至今肆虐全球的新冠狀病毒(Covid-19)疫 主，垂聽我們大家的禱告，讓同工能夠克服困難來
情中，我再次體會神是與我們同在的。
用網路繼續課程。
我身處大馬的南部，柔佛巴魯與新加坡只是一水
之隔，由於新加坡有兩所教會出現感染群，也讓柔
佛巴魯的教會紛紛有所警惕，陸續施行防疫措施。
我負責的柔佛巴魯班及金山園班在農曆新年過後於
二月十一日復課，配合借用教會的防疫措施，例如
小組聚會、聽課後噴灑消毒液、清潔桌椅、患病者
需請假等。當疫情越來越嚴重，我們預測教會或
許會停止實體聚會而轉為線上聚會，因此我在2/16
開設臉書同工群組，2/18教課時同步做線上直播測
試。不過，在三月十日之前我們都能順利的進行實
體班，完成約翰福音的七堂課。

在疫情期間，異端全能神教也積極的在影響基督
徒，他們冒充正統基督教宗派之名，在臉書開設群
組邀請基督徒參與。我也體會在這種時候信徒更需
要主話語的餵養，不然信徒極容易被異端影響。感
謝神讓我們整個團隊同心的克服困難，堅持繼續課
程，沒有因限制行動管制令就讓我們放棄學習，放
棄服事。我們當思念天上的事，為他人的益處與神
的榮耀多付出努力。無論風暴有多大，神是平靜風
浪的主，只要有主在我們的生命中，祂必定帶領我
們到達目的地。我們只管信靠順服祂，因為主是信
實的，要與我們同在的應許沒有落空。

大馬的累計病例至3/15已經達到428宗，開始每天
以三位數的個案在不斷增加中。3/16晚上馬來西亞
首相丹斯裡慕尤丁宣佈，政府決定從3/18至3/31，
實施行動管制令(後再延續至5/12)。行動管制令有
一項措施是「國內所有行動和群聚皆禁止進行，包
括宗教、體育、社交及文化活動」；因此教會的任
何聚會都是被禁止的。
我們也深知只要疫情還沒結束，行動管制令會
繼續延續下去。因此我們必須預備好在復課的時候
用網路模式來上課。讀經班正好放假兩週，讓我跟
同工們可以有時間學習如何在3/31復課的時候進行
網路班。對直播技術陌生的我們真是費了許多時間
學習Free conference call 和Zoom這些應用程式。我先
處理了組長們跟組員連線的需要，同工們都積極配
合，一些比較年長的學員也學會使用這些程式。我
也學習使用Open Broadcaster Software (OBS)在臉書上

「加拿大北約教會結業式合影留念」

線上學習末世論課程見證
南美波多尼各讀經會網路學員Elisa
一年多前就想讀啟示錄，想知道生命結束後將何
去何從。這次參加末世論線上課程學習後，幫助我
更清楚的了解。雖然課程中還是有很多部分不能領
會，但已能讓我看重永恆，要在乎神冠冕的獎賞、
免除白色大寶座的審判…提醒我要加緊向家人傳福
音！以前，聽基督徒殉道的見證，好難理解。如今
藉由這次課程，讓我更加明白了，感謝神。求主繼
續對我說話，每日愛主更多！
加拿大南卡城班招生和推廣四海讀經會

編者註：四海讀經會自二月份開始，各地受疫情影
響，部分班級從實體班逐漸改成網上學習，也移除
學員家人對現場上課的憂慮。改成網路課後，學員
四海讀經會英文部實習心得
在家方便且更能準時上課，各班的出席率也都大大
提高。四月份我們也開設了英國班，這是四海讀經
Grace Myint Myint Kyu 會在歐洲的第一個班級。目前積極推廣歐洲的事
我來自緬甸，在西南神學院就讀，目前在四海 工，希望未來提供更多的班級給弟兄姊妹學習！
讀經會英文部實習。感謝神，能和常師母一起配搭
今年暑假與往年也是特別的不同。原本計畫在加
服事。我主要的服事是協助中英文講義的翻譯和帶 拿大舉辦的粵語同工退修會，也被迫取消。雖然無
年輕人的查經班。當我們在籌備四海讀經會英文事 法面對面的聚會，但神的計劃是超過我們的。四海
工時，我問師母為何要開設英文班？當時師母的回 讀經會因此在六、七月分別開設了「末世論」和「
覆還記憶猶新。師母鼓勵地說道：人要趁著年輕時 基要神學」課程，又和四海宣教學院共同舉辦國語
好好的，多讀神的話。如果年輕時沒有好好學習神 和粵語線上課程，本次除了同工學習外，也開放給
的話語，當人年紀老邁時，聽力和視力都退化，心 學員和信徒來上課。感謝主，國語班和粵語班的上
裡和腦裡都沒有神的話可以默想。那一瞬間，我明 課人數平均超過四百人！未來在寒暑假時，也會開
設短期課程，還請留意我們網站上的公告。
白人若沒有神和祂寶貴的話語做人生的支撐點，那
生命會是多麼寂寞和空虛啊！因此我被激勵要好好
四海讀經會目前在全球已超過八十個班級，分佈
學習，也要和其他學員一起成長，見證神話語的寶 在北美、加拿大、馬來西亞、台灣、英國、澳洲、
馬來西亞。除了實體班以外，也提供網路班學習。
貴。
誠摯邀請您們加入讀經會的行列，一同在主裡學習
目前四海讀經會在北美和澳洲有兩班的英文查經 和成長！http://4c-ministries.org/4cbrc/
班，學員們都非常踴躍的參加！幾週前在北美班的
小組見證分享會，其中一位學員說他從小就讀馬太
福音，但是讀經會的講課和討論，讓他對原本已經
熟練的經文有了更多的認識。另一位學員說，神透
作者：慕
短詩分享
過每節課都回應她當下的處境，讓她更加明白神的
心意。這段時間因為疫情，美國包括世界各地很多
地方都封城。大家都放慢了腳步，家人之間有了更
信心與忍耐
居家與自由
多的時間溝通。疫情雖然減少了娛樂社交活動，但
增加了個人獨處的時間。這讓我領悟到只有在安靜
勝過苦難憑信心
限令居家失自由
時刻才能清楚聽到神的聲音。希望我們不論環境如
何，都能花時間閱讀和默想神那又活又有效的道。
不怨天也不尤人
無所事事費籌謀
也邀請您或您身邊的人一起來和我們學習神那永不
成敗得失不計分
被困日子雜念浮
廢去也不落空的話。
不是問你能不能
細思對策掛心頭
您也可以為我們禱告：1.求神繼續賜下喜愛學習
只要回應肯不肯
互相聯繫靠電郵
祂話語的心給同工和學員，2.讓同工和學員都活出
時刻忍耐盡本分
自由可貴應嘗透
美好的見證，3.願主繼續拓展四海讀經會，讓更多
目標在望心興奮
緊握救恩真自由
人來認識祂、愛祂,，服事祂並且有顆忠心傳福音的
心。因為神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堅持信念是大能
罪得釋放不用愁
編者註：目前Grace帶領美國中部時間週一晚上七點英文
藉著恩典榮耀神
永生得著樂悠悠
查經班，歡迎報名參加！http://4c-ministries.org/4cb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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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穆斯林朝覲的屬靈意義

朝覲行程不論長短，重點活動簡述如下：
1. 往麥加去：朝覲之旅是仿效亞伯拉罕長途跋涉，
為獻上他的愛子。古蘭經並沒有說是哪個兒子，
本會宣教組
但按伊斯蘭的傳統說是以實瑪利。男穆斯林到達
朝覲和「五功」
麥加時，在特定場所換上全白的「戒衣」，女性
伊斯蘭曆法的第十二個月音譯名稱為「都爾黑哲月」
換上端莊的衣服，每個人都要宣稱他 / 她將以一
(Dhu al-Hijjah)，意思是「朝覲月」，這是穆斯林前往沙
顆純淨的心完成朝聖之功，進入受戒狀態。
特阿拉伯(以下簡稱沙特)麥加朝聖的月份。朝覲是每年全
世界穆斯林最大規模的聚會之一，據統計，2019年朝覲
2. 朝聖者來到大清真寺，口中誦念禱詞並按逆時針
人數達到250萬人，其中190萬人來自世界各地。

方向繞行天房(又名克而白)七次。穆斯林認為天
房位于地球的正中央，也是人能和安拉最親近之
處。它被尊奉為亞伯拉罕甘願獻子以實瑪利的地
點。

朝覲是伊斯蘭教的「五功」之一。這「五功」就
是──1.唸功：信仰確認；2.禮功：一天五次定時
對準麥加禮拜；3.齋功：特別是齋戒月守齋戒；4.
課功：奉獻所得的2.5%濟貧行善；5.朝功：凡身體
健康，經濟良好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要朝覲一 3. 在同一天，朝覲者可以從「滲滲泉」汲水吸飲，
並在薩法和麥爾瓦兩個小山丘間來回走七趟，旨
次。穆斯林朝覲返鄉後，被人視為靈命新生的人，
在重現亞伯拉罕的妾夏甲，在曠野裡為兒子以實
受人尊敬，男的稱為「哈吉」(Hajji)，女的稱為「
瑪利找水，有天使協助她，在此地找到滲滲泉的
哈賈」(Hajjah)。可見朝覲是穆斯林極為重視的一
一幕。這滲滲泉及兩座小山丘都位於大清真寺
項屬靈活動。
內。
朝覲的儀式及活動
4. 往米納鎮去。朝聖者將徒步往距離麥加北邊四公
每年朝覲月的第八、第九(阿拉法日)及第十天(
里半的米納鎮去。他們將在那兒日夜誦念禱詞，
獻祭日、宰牲節，或稱古爾邦節)三天稱之為「大
從米納再走3.3公里去莫玆德里法鎮，在這兒拾
朝」。外地人來麥加朝覲可能需花三天以上的時間
取石頭，回到米納鎮用石頭擲打三根「向撒旦投
完成一次朝覲。 朝覲期間有一套儀式及活動是所有
石柱」，他們向每一根柱子投擲七個石子。這三
參加者都要做的，做完才算朝覲成功。這些儀式和
根石柱代表撒旦三次試探亞伯拉罕，要他不要獻
活動，據伊斯蘭傳統的說法，是與亞伯拉罕及伊斯
子，但是亞伯拉罕向撒旦投擲石頭，將牠驅離。
蘭的先知穆罕默德有密切關係，然而穆斯林所信的
因此投石表示抗拒撒旦。
不符合聖經的記載，基督徒需要清楚明白聖經是如
何說的，才有分辨的能力。
5. 「阿拉法日」是朝覲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日，這
天，朝覲者將徒步到阿拉法山。它位在米納鎮
外，是穆罕默德最後講道之處。朝聖者將在此地
整日敬拜安拉，祈禱、默想、背誦古蘭經、悔改
及求赦罪。許多人離去時感到「重生無罪」，並
且打算改過自新。朝聖者如果沒在阿拉法山度過
這整個下午，他的朝覲會被認為是無效的。
6. 「阿拉法日」的次日，稱之為「獻祭日、宰牲
節、或稱古爾邦節」，他們獻祭一隻羊、牛或是
駱駝，以紀念亞伯拉罕順服安拉，甘心獻子以及
安拉為他預備了祭牲。這一天也是全球穆斯林獻
祭慶祝的一日。
7. 其它活動還有男的要剪髮或剃頭表示重生；他們
可能會選擇去清真寺或參觀亞伯拉罕的「踏腳
石」。
今年，按沙特政府公告的朝覲日期，是7月28日
「圖」伊斯蘭教第一大寺(AI Haram Mosque) 這寺 晚至8月2日晚，但因今年新冠病毒疫情嚴重，沙特
的建築有三層，同一時間內可容八十多萬人一同祈 政府已取消國外穆斯林來朝覲，僅開放有限名額給
禱。
國內穆斯林朝覲。雖然今年新聞裡不會對朝覲有太
多的報導，但因它的重要性，而且古爾邦節是一年

之中，全球穆斯林都要守的一個重要節日，因此， 金。」(箴 8:10)
基督徒需要明白朝覲的屬靈意義，不但為之禱告，
本書教導我們如何教育兒女。我們初為人父人
而且有機會時，可以用朝覲作為話題，與穆斯林鄰
母時，會有望子成龍的期盼，從小培養孩子不惜付
舍打開話匣子，並將聖經真理告訴他們。
出一切代價。但結果是沒有達到預期甚至是失望，
最終孩子也不理解父母用心，導致孩子隨著年歲增
基督徒可以做什麼？
從以上簡單的敘述，可以知道穆斯林在尋求救 長，和父母的關係越來越疏遠。箴言裡從不同面告
恩，但是伊斯蘭沒有給他們救恩的確據。伊斯蘭要 誡我們如何教育兒女。第一，做人比做學問更重
他們積功德，用人的方法找救恩。因此，最虔誠的 要，首先要誠實。第二，從小就培養孩子有一雙愛
穆斯林參加朝覲之後，仍然會感到有罪，不確定有 勞動的手，殷勤人的手必掌權，懶惰的人必服苦。
永生的確據。事實上，許多人又返回舊習慣及往常 第三，教導孩子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賺不義之
的態度，並且不改敬拜的儀式，實令人悲嘆。那 財。第四，教導孩子做錢的「主人」，不做錢的「
麼，基督徒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呢？首先，就是禱 奴僕」，做錢的好管家。
告，將他們帶到上帝寶座前，上帝愛穆斯林勝過我
從箴言裡也學習到夫妻間該如何相處。溫和的語
們對穆斯林的愛，因為主耶穌也為他們捨命。當我 言是愛情的潤滑劑，千萬不可低估，一句良言，使
們禱告時，上帝會進一步感動我們，按祂心意去服 人歡樂。放下驕傲學會謙卑，也是夫妻相處之道不
侍穆斯林。
可缺少的功課。丈夫要永遠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
妻子更要效法才德婦人，才德婦人是丈夫的冠冕。
禱告：
1. 在朝覲期間，求主耶穌親臨穆斯林，親自向他們
開啟，令他們心中對儀式化的朝拜感到不能滿
足，但渴慕與真神建立關係！
2. 當他們繞行天房時，願他們認清耶和華才是人生
命的重心！並且明白唯有主耶穌才能給人生命的
活水。
3. 當他們在阿拉法山上時，願主使他們能真實地感
覺到自己的罪，以及有需要得到赦罪和潔淨。
4. 祈求穆斯林能認出主耶穌才是贖罪祭的真正祭
牲！祈求他們渴盼重生，生出活潑的信心來！

箴言的教導，每天縈繞在我的腦海裡，滲透到我
的生命裡。它的營養極其豐富，我們要每天抽時間
從這裡汲取營養。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
不加上憂慮。感謝主！你使我心裡快樂，勝過那豐
收五穀新酒的人。

詩篇

四海聖經宣教學院
學習箴言的感想
學員劉玉蘭
在美國的華人基督徒，能找到用母語，有系統的
學習聖經是我夢寐以求的。兩年前我找到了「四海
四海聖經宣教學院將在9/10-12/14開設「詩篇」課
聖經宣教學院」，這是一所用國語、英語、粵語三
程，方平牧師將在網上授課。時間為美國中部時間
種語言授課的學院。
下午一點至四點。僅收課本雜費$200，歡迎線上報
我們每天不斷的變換身份，但當我們來到基督面 名參加，學習神的話語！報名：4c-ministries.org
前，就只有一個身份--神的兒女。當神的兒女一起
學習神的話語，是多麼美好！我們不用走出家門，
只要打開網路就能聽到講課，課後可以互相交流和 四海聖經宣教學院因新冠疫情的影響，今年度學院
溝通。講員給我們講義、課堂錄音和作業，每一個 課程都改為網上學習，使用Zoom線上課程。學員課
學員的靈命都得到了健康和有果效的成長。今年4月 前預習當週資料，課後也會發送課堂錄影，提供更
13日起，我開始了方平牧師教授的「箴言」課程， 全面的學習。四海聖經宣教學院在寒暑假也會開設
短期密集課程，讓弟兄姊妹有更多的選擇。學院預
透過三個月學習很有收穫。
定明年開設粵語課程，更多的課程訊息，都請上宣
以前每天讀一篇箴言，但總覺不夠了解。這次 教學院網站查詢！
學習完後，讓我對箴言有更深更細的理解。讓我再
次感受到「智慧大師」諄諄教誨的寶貴。他說：「
你們當受我的教訓，不受白銀，寧得知識，勝過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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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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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us)用信用卡藉
PayPal奉獻。直接轉帳至Bank of America, CCCC
Account# 004773424883
所有美國國內奉獻均享有稅項減免。

2020年 1月至8月財務報告

您若要用股票奉獻,請直接轉到
Stock trader: TD Ameritrade
Account Name: Christian Creative Communicaiton Center
Account #: 422192591

總收入：$197,003.20
總支出：$227,125.60
欠缺：$30,122.4

更詳細奉獻方式，請掃描QR
code 了解更多。

代禱需要

會長行程

1. 為常牧師將於九月二十七日從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退下他代理主任牧師的職位，轉而全心專注在四
海的事工上。

1. 10/4 四海之家將嘗試恢復實體聚會

2. 為常存理傳道（副會長）在紐約的事奉代禱。如
一切順利，他將於明年五月從西南浸信會神學
院畢業，他亦於今年七月初訂了婚，準備明年結
婚。

3. 12/5 四海之家同工策略研討會

3. 為四海讀經會九月全球開課代禱。

6. 1/3

4. 為盧國權傳道代禱，他是新同工，駐守英國，是
歐洲的四海讀經會主任。

2. 11/14 創傳十九週年慶祝晚會
4. 12/6 教牧訓練班畢業典禮
5. 12/19 創傳同工聖誕聯歡會
四海之家十四週年堂慶

5. 為中心同工喻君強牧師的R-1簽證中請代禱，求
神為他開路。
6. 為中心同工Ronny禱告，他現仍滯留在印尼，等
候回美的簽證。
7. 為中心的出版事工代禱，希望在年底前出版三本
講道集。
8. 為中心的一項新創作事工代禱。「屬靈一角」
將於短期內推出，內容有見證、採訪、分享和信
息。
9. 為中心新設立的影音部代禱。
10. 為中心的永久會址代禱，求神開路讓我們能盡快
找到。

編輯委員會
常思恩牧師
伍凱鈴傳道

更多季刊訊息和電子版，
請掃描QR code連結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