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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冠病毒帶給我們的啟示
路加福音 21: 7-28 常思恩牧師

引言：

自從去年3月16日前總統川普發佈命令，要全國人民盡量居
家避免外出，至今已經快十七個月了，美國人病毒感染的情況
並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

有人預測全球將會有三億以上的人會染上這肺炎，而死亡
人數將會超過八百多萬人，與上面公佈的實際數字還有一段距
離。人類正在經歷一場巨大的浩劫！疫病的威力和殺傷力正在
挑戰人類的智慧及能力！既然目前新冠病毒疫情還沒有終止的
跡象，我們應當以什麼態度來面對它呢？

I. 疫情的起因──我們要知道…

這一次病毒之所以如此蔓延，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一， 美國跟一些西歐國家在防䕶病毒方面失策以致失控。

 過去一百年来沒有碰過這種場面，人類對它不知所措。

第二， 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缺乏各種資源，無法抗衡病毒 
 所帶來的挑戰。

第三， 病毒突變很快，疫苗研發追不上它的突變── 從
 Alpha, Delta到近日的Lambda,陳出不窮。

自去年三月以來，很多傳道人所講的信息常環繞著病
毒；也有一些傳道人很肯定的說世界末日來了！究竟這病毒
跟末世有沒有關係？如果有的話，又是怎樣的關係？這是我
們要探討的。

在尋找答案之前，先問您一個問題──這場病毒的災禍是
不可避免的嗎？究竟人在這件事上有沒有任何責任？答案是肯
定有的！

專家們說這次病毒之災所以會發生，有以下各種因素：

第一， 整個地球生態系統被破壞了而導致失調。

第二， 森林的砍伐造成地球嚴重的炭化。

第三， 因為有一些的人食用野生動物而染上了這類病毒。

第四， 都市化使城市人口密度過高，讓病毒容易傳染。

第五， 交通發達帶來旅行便捷，大量的人口流動促使病毒
 散播。

第六， 政府先後持續的錯誤，只注重軍事的發展而疏忽了
 病毒的防範和疫苗的研發。

第七， 普遍對人生命的貶值和輕看。

第八， 環境的污染和破壞而造成了氣候的改變。

第九， 物質主義使人崇尚享受而忽略了環保。

2021年8月15日有關疫情的數據：

全球感染人數：208,241,865

全球死亡人數：  4,379,184

美國感染人數： 37,468,069

美國死亡人數：    637,561

疫情幾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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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人的貪婪和不知足造成了貧富的失衡和懸殊，反 

 映在醫療及其他资源的取得上面。

第十一， 人罪性的彰顯──自私、傲慢、不依靠神。

當人偏行己路到了無法迴轉的時候，神會用祂的方法叫
人回轉、知錯、悔改，方法之一就是神透過瘟疫來喚醒祂的
子民。

II. 疫情的挑戰-我們要面對

猶太人認為主來臨之時將會有瘟疫的發生，在路加福音
廿一章7-11節清楚提及：

他們問耶穌說：「夫子…這事將到的時候，有什麼徵兆
呢？」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
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又說：「…你們聽見打仗和
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
立時就到。」 當時耶穌對他們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
打國；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
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

耶穌在馬太福音廿四章裡對末世的景象同樣描述得相當
清楚，只是沒有提到瘟疫。綜合路加及馬太的福音，我們來
看看末世時有什麼徵兆或景象呢？

第一，末世會有宗教上的迷惑。

第二，會有打仗跟打仗的風聲，這就是政治的動亂。

第三，多處必有饑荒。

第四，末期也有地震的發生，馬太說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第五，彼此陷害、彼此恨惡。

第六，不法的事增多。

第七，還有瘟疫。

以上這七件事我們現在全都看見了，因此我可以斷言未
世的喪鐘已經開始；但同時可以斷言世界的末日或終結却仍
未來到。因為教會還未被提，敵基督還未出現，哈米吉多頓
之戰還未發生，千禧年之王國還未建立，白色大寶座亦沒有
發生，新天新地也未來臨，所以我肯定的說這病毒雖厲害，
但神仍掌權，並且祂會率領我們得勝！

聖經描述這一段的時間為「主的日子」。先知約珥、阿
摩司和撒迦利亞都宣告有一天神會在地上大大的審判眾人，
伸張他的公義。

撒迦利亞書十四章5節和9節：「…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  
有一切聖者同來。」，「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
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

這一位將來要來的王帶給猶太人末後的盼望，他們曾經
歷了侮辱、戰敗、迷失和被擄，但是這將來要來的王使他
們有盼望。

主再來的日子也滿足了啟示錄六章10節那些被殺之人靈
魂的呼喊，他們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
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在主的日子裡，耶

和華神不再有任何的保留，祂要擊打那些悖逆的人。

III. 疫情的功課-我們要學習

疫情跟末世是有直接關係的。從某個角度看，新冠病毒
肺炎成就了神在以賽亞書廿六章20節的預言：「你們要進入
內室，關上門，隱藏片時，等到憤怒過去。」但這次瘟疫並
沒有帶來世界的末日，因為在末後的日子裡還有比這病毒更
大的東西！是否你會想，還有什麼大得過這瘟疫呢？

啟示錄九章15節說：「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原是
預備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時，要殺人的三分之一。」如果
以目前全球人口七十八億計，三分之一就是二十六億，是今
天全球因病毒致死人數之六百倍。這才可怕！

但是信徒能得安慰的是，末後這一場大災難來臨時，基
督徒是不會經歷的，啟示錄三章10節神對非拉鐵非教會的
承諾是：「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
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為什麼呢？因為教會已
經被提了。

結論：

這次新冠病毒肺炎雖來勢洶洶，卻還不是神最後的審
判。聖經說在將來還有那更大的災難，是沒有人能夠忍受的
或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雖然病毒兇惡，但我們知道只要
持守着信心，有一天終會看到神的公義。

信徒處在這時代當儆醒禱告，求神收回他的怒氣。大
家透過網路或是實體的聚會把我們的心連起來，一同向神
呼喊！

另外亂世是傳福音的好時機！讓我們抓緊機會為主作見
證，並讓我們的好行為成為福音的預工。

再者，信徒亦應抓緊機會來教堂參加主日實體敬拜。網
上敬拜只是權宜之計。信徒必須要有實體的相交，因為這是
成為基督身體的要素。我們四海之家去年十月一日就開始恢
復了實體敬拜。撒旦喜歡用的詭計之一就是在信徒心中種下
那存疑和害怕的心。我們不要輕易中了牠的圈套！

最後，在疫情中讓我們切實相愛，共同渡過此難關。小
組此刻可發揮至大功能，替牧者多加關顧小組組員，成為第
一缐的守護者，把組員連結起來。

疫情終會過去的，因為神掌權。將來在新天新地裡是沒
有病痛和病毒的。我們信主的人是有盼望的，因主會再來接
我們進入那永遠的榮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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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思恩牧師

 引言：

 八月十六日阿富汗已被塔利班控制。美國與塔利班爭戰

廿年，終歸決定撤離，但我相信沒有人會料到竟是如此狼

狽的離開。廿六日傳來首都喀布爾兩處人身炸彈引爆的恐

怖攻擊，炸死了十三名美軍，百多名阿富汗人，還有許多

傷者。此舉無疑已嚴重影響到美國和塔利班之間的和平協

議，無法在八月卅一日之前讓美籍人士和阿富汗人平順離

境。

 這種突發事件令人感到世事難料，變化無常。只有在耶

穌基督裡才有真正的平安和穩妥！

 創傳中心在神的引領下將進入第二十個年頭，今年十一

月十三日將在瑞鏵飯店舉行廿週年慶祝晚會。屆時極盼能

見到你們！

以下讓我跟大家分述創傳中心一些最新的發展：

I.   新標誌：創傳中心為了慶祝廿週年紀念，準備設

計一個新的標誌，既能代表我們過去的服事，亦能捉捕到

將來要成就的。深慶有陳克儉弟兄來幫助我們，至目前為

止，他已提供了九款不同的設計，我們在短期內會作最後

的選擇。

II.  新同工：創傳的團隊繼續在擴增中。自九月一日

起，我們又新增了一位文字好手，她的名字是Sophie Fan，

以前的專業是記者，很會寫文章，同時對社區關懷特有負

擔。她以後會在這兩方面上事奉。

III.  新出版：《塑造領袖的心》這本書經過數月的努

力，從與原著者的商議，翻譯、校對及排版的仔細和辛

勞，到最後的印刷，這一路走來頗不容易！但感謝神的帶

領和恩典，這本書終於出版了！我將會在九月先開一門為

期三個月的課程，教導書裡豐富的內容。日後亦會邀原作

者來一次英語的教導，希望藉此能幫助這一代的信徒領袖

能培育有基督的心腸，以謙和的品格、剛強的毅力和無比

的勇氣去贏得這世代的人。

IV.  新節目：創傳中心的異象是「藉創新媒體、將福音

廣傳」。自疫情肆虐之時，中心開創了二項新的節目：「

屬靈一角」和「如此我信」。前者是屬靈話題的分享，後

者是生命見證的專訪。自推出後，都頗受歡迎。自從八月

鄭弟兄加入團隊後，經過了商討和研發，決定推出第三款

的節目，就是「真理之窗」，目的在於教導真理。目前正

在錄製約翰福音，大約十一月初即能推出，希望到時大家

能觀看並喜歡。

V. 新課程：除了「领袖心」之外，下一季會開「以賽亞

書」研讀，由方平牧師授課，她非常富有教導恩賜。希望大

家盡速報名。

VI.  新空間：隨著同工增多，中心目前的空間已不敷使

用。過去我們曾積極搜尋適合的地方，都沒有什麼大的進

展。沒想到我們正感到沒有出路之時，神卻為我們開路。現

在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距離我們辧公室二十碼的隔鄰有一個

空單位出租，面積約三千多呎，月租約三千五百多元。目前

與房東已有口頭協議，只等磋商好了誰出錢作室內裝修，即

能簽約。敬請大家為此事向神刻意的代求！

 結論：耶和華神是信實慈愛的神，同時亦是一位不斷作

新事的神。創傳在這疫情中親眼目賭神的奇妙和祂的恩典。

只要我們靠著無比的信心，仰望祂的能力，必會在日後的日

子裏，看到更多更大的神的榮耀！

會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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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
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
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的道理
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都比
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
房下滴的蜜甘甜。」 (詩篇19:7-10) 

感謝神，不知不覺我在四海宣教學院已經學習了兩年
多。首先，我謝謝四海給我這個機會讀神學。還沒上四海宣
教學院之前，我在2016年就開始參加四海讀經會，記得第一
課唸的是約翰福音。自從有系統的讀聖經之後，我發覺神的
話語改變了我的生命，以前我很固執，很大男人主義，脾氣
暴躁，上了四海讀經會後，我整個生命被神翻轉，我的屬靈
光景從一攤死水變成活水。神的話語還喚醒了我十六歲那年
對神的許諾，我曾經立志奉獻給神做全時間傳道人，但卻做
了三十五年的逃兵。我跟神說：「神啊！赦免我，我人生的
上半場幾乎為了自己活。現在，我人生的下半場要為祢而
活，過一個討神喜悅的生活」。我决定兌現自己對神的諾
言，像我父親一樣走全時間服事的道路，做全職傳道人。感
謝主，因神的憐憫和恩典，四海宣教學院就收了我這位半桶
水的學生進入學院讀神學。

我一邊在四海服事，一邊讀神學，我曾經害怕自己不能
畢業，因此常常求神給我聰明智慧，使我能夠明白聖經中
的奧秘。我想使我持續不斷完成神學院給我安排的課程，
其中最大的動力是來自於神的話語。我在神的話語裡找
到永生，在聖經中找到真理，在神話語裡面找到蜂房下滴
的蜜，我越讀越喜樂，越事奉越起勁。我告訴神來燃燒我

吧！我有多少我都願意全然獻上，就算是最後一口氣我也
要把它獻上給祢。

在四海宣教學院的這兩年裡我獲得了很多聖經知識，但
是只有知識而沒有生命是沒用的，神透過許多的苦難來磨練
我的生命，藉著苦難把我所學到的活出來。這兩年裡我經歷
到神的信實，在我最貧窮的時候，祂要我把我僅有的奉獻出
去，感謝神，當我順服的時候，經歷到祂豐盛的供應，祂豐
豐富富給我的超出我本來僅有的十倍。

另外，我也學會了禱告，經歷到神是聽禱告的神。開始
讀神學後不久，我兩個兒子反目成仇，兩兄弟不再講話，我
試過各種方法都無法幫助他們和好。最後我向神祈求：「神
啊！祢說過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
給你們開門。神啊，我現在求祢用祢的方法讓兩個孩子重新
和好，讓我經歷到祢的信實，我相信祢。」就這樣我完全交
給神，讓神做事。今年七月的一個晚上，不知道什麼原因，
兩兄弟竟然和好了，我和妻子高興地抱在一起，無法用任何
言辭來形容我們對神的感謝，只知道祂就是那麼的愛我，祂
應允了我的禱告，祂是建立家室的神，我願意將一切榮耀歸
給神。

神不但讓我透過禱告經歷祂的大能，也讓我能成為和
平之子。在事奉中，面對人與人之間關係上的不合，事奉
上的不同心，同工之間的誤解，我都一一靠著神去解決，
讓神得榮耀、得稱讚。感謝神，現在祂給我一班很好的同
工，在神學院賜給我很好的老師，在四海讀經會給我很好
的栽培。我一直告訴自己神是主人，我在神面前不過是個
僕人。我會繼續用我所學到的應用在我的生活上，讓神的名
得榮耀、得稱讚。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
盧國權/四海聖經宣教學院

恩爱愛夫妻

父子三人

盧傳道所帶領的英國讀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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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家，是隸屬於基督教傳播中心的教會。2020年疫

病尚未流行之前，四海之家在週二下午聚會，會眾以餐飲業
者及長輩們居多。去年疫情嚴重期間，為避免群聚感染，曾
經停止實體聚會幾個月，只有線上聚會。但是牧者們對長輩
的關懷沒有減少，像林牧師錄製詩歌送到老人公寓；林傳道
按時打電話慰問及關懷長輩，用電話帶領人讀經、禱告及陪
伴就醫等。

後來疫情稍緩，教會做了全盤考量，十月裡勇敢恢復實體
聚會，並於線上同步播出，聚會時間改為主日上午十一點，
但能夠來的老人家少了許多，兒童及年輕人則增加了一些。

對於無法來教會的長輩，牧者們繼續關懷他们。有些老
人家即使與自己的孩子同住，也常感到寂寞，喜歡與人說說
話；身體又衰弱多病，需要關懷；有的人對救恩不明，要不
間斷與他在電話裡讀經禱告，總之，每個老人家都需要鼓勵
安慰。服事長輩就是不斷以愛心耐心服事，是只求付出，不
求回報的服事。服事者也會有感到服事乏力之時，最大的
安慰或許就是記得耶穌說的話：「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
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40)

下面是兩則老人家的見證。

姚媽媽生命的改變

姚媽媽年輕就守寡，她吃苦耐勞又能幹，獨自辛苦帶大
一兒一女，後來還帶大孫兒孫女。目前女兒住在上海，姚媽
媽和兒子同住公寓，生活由兒子照顧。

她曾經住在老人公寓很多年，公寓裡另外住著一位姐妹
很有愛心，常去看她，2009年介紹她來四海之家聚會，成為
林傳道經常關顧的長輩。姚媽媽說自己受過洗，但不明白真
理。她過去是個很固執、喜歡掌控、不聽勸的人，因此和家
人及公寓鄰舍的關係也不好，常和人吵架。聽道時則喜歡批
評講道的好壞。

後來姚媽媽經常摔跤送醫，從2017年離開老人公寓後，

四海之家愛心關懷長輩
關懷組

住過養護中心(assist living)及康復中心(rehab)。2019年
因摔跤住醫院時，醫師說她離世的日子近了，那時候姚媽
媽開始變得柔軟，出院後，兒子與她同住公寓。目前她九
十多歲，喜歡人去探訪她，同她唱詩歌、禱告、唸聖經，
口裡常說感恩及讚美上帝的話，一改過去愛罵人愛批評的
口氣。看到她生命的改變，只有感謝主耶穌。

尉媽媽的見證

尉媽媽年過八十，寡居，有三個孩子，自己住老人公寓。
她說老伴去世後，她執意不願和孩子們同住，而是住到普蘭
諾的老人公寓裡，為了靠近教會，能來聚會。沒想到有一個
兒子竟然生氣，從此不理她，已經超過兩年之久。尉媽媽說
起這事時，語氣平和，沒有激動之情。她說老人公寓生活很
方便，買菜、就醫都有公寓專車接送，女兒定期探訪；來教
會有牧者或弟兄姊妹接送。她身體還健康，就是右腿疼痛，
不過每天還是勉強走走路，不能不動。她心裡平安，沒有怨
言，是一個真心依靠主的老姐妹。

她說自己沒讀多少書，英文不好，過去從事的都是勞力
工作，可是一生都蒙主保守賜福。說起生活見證來，是滿
籮滿筐的，每次講到耶穌的恩惠就興高采烈。主耶穌在她
身上的作為明顯，令人非得歸榮耀給主，正如經上所說「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美
的，越發得著俊美。」（哥林多前書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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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學習心得       

四海讀經會禁食禱告的經文分享心得   

---民數記20-24章

 我跟隨四海讀經會的老師們學習了幾個月的時間，深感
受益匪淺。我現在居住在南美洲厄瓜多爾的旅遊城市昆卡，
這裏的主要信仰是天主教，主要語言為西班牙語。我的西語
程度有限，很難有機會參加厄瓜多爾人的團契，幫助自己靈
命成長。

 在這情形下，得蒙主的指引，我參加了四海讀經會，不
僅可以跟隨深諳神話語的老師們學習，又在小組學習中，從
同學們的分享看到自己的不足，激勵自己追求靈命進深，同
時也能和同學老師們互相為生活裡遇到的困難代禱，使得自
己為人處世、面對困境時能更加自信，剛強壯膽。 

 通過常師母對《羅馬書》的講解，我對神的慈愛有了更
深的了解。特別講義中提到「神賜人律法，是要使我們知
罪，使我們看見自己需要救恩。我們得救是靠神的恩典，成
聖也要靠神的恩典。與罪的爭戰是一生的，而且無法靠自己
的力量得勝，必須要依靠主耶穌基督的恩典才可以勝過。」

 第四章中提到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故事，我更明白了在
神沒有難成的事。人力有時盡，而神是信實且大有能力的。
我不再為自己身上不完美的地方抱有罪疚感，而是認識到自
己的力量有限並且交託給神，通過向神禱告的方式求神賜恩
典給我，讓我可以藉此做的更好，更有基督的樣式。

 以往我雖口裡說交託給神，讓神指引我、替我安排，但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或不順利的處境時，我又會想方設法地
去解決問題，之前所說的「交託」在那一刻早已從我腦子
裡消失了，而事情非但沒有解決，反而越發混亂，我的心
思意念也因此動搖，產生自我懷疑、憤怒等一系列不好的
情緒。現在我我對「交託」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並學習禱
告及忍耐等候。

 以上是我在四海學習的一些心得，與大家共勉。

 八月裡四海讀經會舉辦了七天禁食禱告的操練，這對四
海同工來說非常的重要。在事奉的時候我們實在很需要有一
段靈裡安息的時間。在事奉時，如果沒有常常親近主，而是
忙於神給我們的事工，我們就會慢慢在靈裡退步，處理事情
時容易帶著血氣。藉著禁食禱告也能夠幫助同工在四海服
事時更加的謙卑、衰微，讓主耶穌在我們生命中興旺。民數
記20-23章讓我們看到以色列人的抱怨，然後摩西以血氣來
處理事情。但我們也看到神的恩慈，祂沒有以選民的過犯來
待他們，繼續引導帶領他們走最後一段曠野路，也賜與他們
在爭戰中得勝。之後因為他們的抱怨，有火蛇(毒蛇)去咬他
們，神就設立醫治、得救的方式──就是仰望銅蛇。這預表
將來主耶穌在十架上，為我們的罪被舉起，所以我們在這裏
看到神的恩慈，祂沒有按我們的過犯待我們，祂讓主耶穌來
擔當我們所有的過犯，仰望祂的就必得救。我們任何時候軟
弱了，都可以來到主的面前。我們信主的那一刻仰望祂，之
後還要常常的抬頭仰望祂。我們什麼時候心裡受不住，我們
仰望祂，打開神的話語，就可以經歷到生命的活水湧流在我
們心中。我們回轉，就得安慰。

常師母 

新西蘭奧克蘭班 陳傳琛 

 為所有的督導、老師和同工來感恩，看到神使用眾同工
繼續擴大神的事工。我們需要藉著禁食禱告，在主裡面有安
息，重新得力。我們禱告盼望有更多人來參加讀經會。我們
的主說祂的羊群散佈在高岡上，他們需要主的話語。求主繼
續在各處還沒有讀經會地方，能夠興起督導、老師和同工，
讓更多人在困苦的環境裡，因學習神的話語而能夠經歷到主
的真實和安慰。神帶領以色列選民，戰勝亞摩利王巴珊、西
宏。即將進入迦南之前，我們看到撒旦的工作，它是暗地
的，就像牠使用巴蘭，想要以咒詛的方式來消滅以色列民。
這是屬靈的攻擊。但是以色列是神的選民，蒙神的保護。神
的計畫是沒有人能夠越過祂的旨意，沒有任何勢力，任何人

能夠勝過祂。

 神為四海讀經會開了門，建立很多新班，我們也要小心
仇敵的工作，求主把我們放在隱密處不受人的計謀。撒旦想
反對我們，我們要緊緊的跟隨主。主是我們的大牧人，在前

面引導我們，神會保守祂所興起的事工，仇敵不能越過神! 
感謝神，我們是在做主的工作，我們在執行祂的大使命，
祂應許要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四海讀經會，是要
讓學員、同工們藉著查考神的話語執行主的大使命。主耶
穌在復活升天之前，頒佈大使命，叫我們「去使萬民做主
的門徒，…，凡主所吩咐我們的，我們都要教訓他們去遵
守」，這是大使命的兩部分。我們四海讀經會的宗旨是： 

訓練學員成為那忠心能 (把主所吩咐的) 教導別人的人。

 願主十字架的愛激勵、挑旺我們。我們盼望全球還沒有
進入讀經會的朋友來學習神的話語。當他們在生命中、在
疫情中遇到各樣的難處、困苦，他們就有神的話語幫助他
們面對各種壓力挑戰，並得安慰。感謝神讓我們同工一起
操練禁食禱告，願主繼續賜福拓展四海事工，來完成主的
大使命!

四海讀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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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y 姐妹

新進同工介紹

為受苦的阿富汗禱告

四海音樂學院簡訊

陳克儉弟兄 Harkim Chan

 陳克儉弟兄在香港生長,十七歲來到美國上大學,獲得達拉

斯大學藝術學士學位,以及羅德島設計學院繪畫和版畫藝術碩

士學位。起初他的工作是印刷設計師( print designer)，後

來在互聯網起飛期間，開始了網頁設計工作，並且還在好萊

塢從事動態圖形工作達十年之久。2006 年他前往中國，在廣

告公司從事營銷傳播和企業品牌推廣工作。

  克儉表示，自從他修讀藝術到從事視覺設計工作，從中學

到了許多東西，並且領受到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作為藝術

家,一切都與個人的故事有關，而個人想要製作和表達的東西

都是主觀的；但作為視覺設計師，他將自己視為解決客戶問

題的人，過程是客觀的，亦即都是關於手頭的問題，與設計

者想要什麼或喜歡什麼無關，是客觀地看待事情，總是為了

解決客戶的問題，而講述客戶的故事。

 兩年前，克儉從中國回到達拉斯陪伴年邁的父母。多年

前，他住在這裡時，是DCBC的會友，並曾積極參與教會服

事，擔任青少年輔導及協助 Awana。目前能運用上帝給他的

恩賜，在創傳中心服事，令他感到十分榮幸。

鄭路加弟兄 Luke Zheng

 鄭路加弟兄，生於中國貴州省。2006年在前往北京的途

中，遇見了一位基督徒向他傳福音，到北京之後受到了另

一位基督徒的影響，使他開始了教會生活，並於兩年後歸

信基督。之後開始參與在主裡的服侍，帶領崇拜，以及讚

美詩歌的創作。

 信主第二年，路加加入CBN電視台，參與負責錄製基督

教題材節目。兩年後，去往美國學習音樂。2014於「聖安

東尼奧第一華人浸信會」中文堂，服侍帶領崇拜，並擔負

中文傳道。

 2016年，路加進一步接受神學裝備，進入西南浸信會神

學院，委身攻讀。三年後畢業，隨即攻讀DBU第二神學學

位，同時創辦個人網絡傳道事工「平坦之路」(https://

www.youtube.com/luweizheng) ，繼而於2021年畢業，階

段性回應、完成了神的呼召。

 羅馬書一章10節「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或者照神的旨

意，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裡去。」是路加弟兄在傳

道中時常被激勵和安慰的經文。為此，他在「成為牧師，

牧養華人教會」的呼召下，委身於「向華人傳福音」的使

命中。

 路加弟兄承認，傳道之路是一條坎坷之路，因為撒旦

會不遺餘力地挑戰神的話，以及阻止神的話在人群中的傳

播。因此，若在義人的禱告中，若在基督徒那一點點認信

基督之道的倔強中，去遵照神的旨意而行，主耶穌必為傳

道人打開一條通向羊群的平坦之路。

 隨著政府垮台、伊斯蘭教法的頒布、極端主義的擴張、

糧食短缺和疫情肆虐，阿富汗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

全球教會的緊急祈禱。

1. 請為國內的一小群信徒禱告。祈求他們站立得穩，在

神的應許中找到力量、智慧和超自然的平安。

2. 願大批人民能看清伊斯蘭本質而歸向主耶穌。

3. 為國內及國外難民禱告。阿富汗國內已有數十萬人民

流離失所；預計新一波難民將從阿富汗湧入中東和世界其他

地區。祈求神在他們的旅程中保護和供應他們。

4. 為婦女禱告。許多婦女擔心塔利班的統治將剝奪她們

受教育及工作的機會。

5. 為病人禱告。該國的新冠病例正在激增，醫院所能提

供的服務有限。祈禱醫療系統不會崩潰。

6. 祈禱阿富汗不會成為極端分子的避風港

 感謝主！四海音樂學院今年暑期舉辦「偉大的基督徒古

典音樂家」音樂營，已經順利結束！繼加拿大，澳大利亞之

後，今年暑假很榮幸可以跟英國的教會合作，在網路上一起

學習古典音樂家的生平、鉅作以及神如何引領這些作曲家。

我們看到這些基督徒作曲家在碰到人生大大小小的挑戰時，

仍努力學習信靠神，用神給他們在音樂上的恩賜，譜出動人

的音樂，並將這些音樂獻給神。在他們身上看到人是多麽的

渺小，能力是多麼的有限，唯有被神使用，才能發揮自己在

世上最大的價值。

 看到參與課程的小朋友從一開始對作曲家的陌生，到可

以認識並答對這些作曲家的名曲，很替他們開心。在課程當

中，也有許多音樂相關的遊戲，雖然隔著螢幕，大家還是相

當積極的參與！感謝神！希望這些課程可以激發他們對音樂

的興趣，將來可以用音樂來服事神。

 若是您想更深入了解網路音樂營或是參與四海音樂學院

的活動，請與主任Jenny 聯絡，email：4cmusicacademy@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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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塑造領袖心》已經出版，求神使用
 這本書塑造更多合神心意的屬靈領袖。
2. 為Sophie Fan姊妹的宗教人員身份簽
 証申請代禱。
3. 為四海之家的神學生代禱：Jason, 
 Libby, Jerry和 Yu Jin。
4. 為「真理之窗」的節目製作禱告。準
 備在十一月初推出。
5. 為冬季的兩門新課程禱告：以賽亞書
 和領袖心。
6. 為四海聖經宣教學院急聘一位半職行
 政同工代禱。
7. 為中心的教牧培訓課程禱告。目前有
 八位實習生。
8. 為中心需要更多的空間禱告。現有可
 能把現址隔離的一個單位給租下來。
9. 為中心十一月的廿週年慶餐會籌備代
 禱。
10. 為中心的經濟需要代禱

9/11     「聖經資源中心」開課勉勵

9/11     「合一音樂事工」新辦工室奉獻禮

9/17-19   達福地區聯合華人培靈大會

10/1-3     四海之家差傳年會主日証道

10/7        達福地區華人教牧同工聯禱會

10/24      費司可社區聖經教會主日証道

11/13       創傳中心廿週年慶祝晚會

12/2        達福地區華人教牧同工聯禱會

12/4        四海之家同工策略研討會

12/18       創傳中心同工聖誕聯誼聚餐

四海YouTube
在線內容共享

Click Here or Scan QR code

CHRISTIAN CREATIVE COMMUNICATION CENTER
Wednesday, September 01 2021

Profit & Loss
Jan 01, 2021 through Aug 31, 2021 Accrual Basis

(22,783.83)
NET INCOME

241,540.52
INCOME

264,324.35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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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21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In 1,000s

Income

UNPAID PAID

0.00
OPEN INVOICES

0.00
OVERDUE

0.00
PAID LAST 30 DAYS

Expenses
Jan 01, 2021 through Aug 31, 2021

116,618.63
PAYROLL EXPENSES

32,441.50
OCCUPANCY EXPENSES

28,628.72
4C MINISTRY

86,635.50
OTHER ACCOUNTS

264,324.35

Accrual Basis

財務報告

2021年 1月至 9月
總收入：$ 241,540.52
總支出：$ 264,324.35
  
欠缺：   $ 22,7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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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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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常思恩牧師
  陳弟兄    Sophie

代禱需要

會長行程

更詳細奉獻方式，請掃描
QR code 了解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