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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世光 長老
巴蘭看著那面帶微笑的耶和華的使者，再看著

能清楚看見神異象的人說，

那怒氣衝天的巴勒。

能眼睜開俯伏在地的人說。

「原來以為水到渠成、可以輕而一舉得到的榮

我看見萬民的君王，但不是現在，而是未來，

華富貴、和衣錦返鄉的願望，現在都成了泡影，」

我看見萬民的君王，但不在這裡，而是他處。

巴蘭自言自語，「我平常占卜問卦的眾神真沒用，
他們聯合一起都無法抵擋以色列人的那一位神耶

有一顆明亮的星必從雅各而出，這明亮星將成
為萬民的君王；

和華，如今這趟來到摩押砸了自己法師的招牌；
我要想辦法扳回一些顏面。」

有一支權柄的杖必從以色列興起，這萬民的君
王要執政掌權；

巴蘭慢吞吞地走到巴勒面前，「在我離開之
前，」面帶著微笑說，「我想用先知的身分為你卜

這萬民的君王必打碎摩押人的頭顱，摩押人將
會歸順臣服進貢；

個卦看看在未來的日子裡有什麼事情會生。」
「好吧！」巴勒漫不經心地回應。

這萬民的君王必粉碎舍特人的頭骨，舍特人將
會有禍和會滅亡。
這萬民的君王必得以東作產業，以東的領土成

巴蘭開始說出耶和華默示的信息；
「比珥的兒子巴蘭說；

為他的領土；
這萬民的君王又得西珥作產業，西珥的土地成
為他的土地；

能清楚睜眼看得見的人說，
能清楚聽見神話語的人說，

這萬民的君王帶領帶以色列人必會勇敢地爭
戰。
有一位從雅各而出的君王必掌權，

能清楚瞭解神旨意的人說，

掌權的君王要除滅城中餘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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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蘭得到耶和華的默示，他看見亞瑪力人的異象。
亞瑪力人是以色列人的頭號敵人。以色列人出埃及不

神一路帶領見證

來自大海的基提人，他們的船隻將在地中海的海
岸和島嶼航行；

久，亞瑪力人來在利非訂攻襲以色列人、但戰敗了，

基提人將用他們的戰船征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

耶和華咒詛和起誓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和亞瑪力人爭

基提人將用他們的戰船征服閃的後代希伯人；

戰。三十八年前，當以色列人在加低斯拒絕進入應許

基提人也將難逃被毀滅的惡運，終將被榮耀的君

之地後，又嘗試要進入應許之地時，亞瑪力人和迦南

黃撒拉 姊妹

王征服。」

人聯合擊敗了以色列人。神諭的信息臨到巴蘭，他開
口說。

巴蘭說完神諭的信息後，看到巴勒的氣憤減少了不

「亞瑪力啊！你現在是列國中諸國之首，

少，就大膽地走到巴勒的身邊說「我不能咒詛以色列

你國力強盛，你野心勃勃，你豪奪巧取，

人、因為你知道我不能違背耶和華的話；我雖然不能

但你最終的下場還是會被毀滅沉淪，

咒詛以色列人，但我可以獻給你如何對付以色列人計

你的名號將從天下全然地被塗抹掉。」

策。」

巴蘭得到耶和華的默示，他看見基提人的異象。神
曾經應許亞伯拉罕擁有基尼人的領土。摩西的岳父流
珥，又稱葉忒羅，是基尼人，也是米甸人的祭司；流
珥的兒子何巴與以色列人同處於西奈山下直到他們

「除了咒詛，」巴勒眼睛為之一亮問，「還有其
他的方法對付以色列人？」
巴蘭走近巴勒身邊，細聲細語地對巴勒說出對付
以色列人的計策。

要往耶和華所應許之地去，何巴離開以色列,人回到本

巴勒眉開眼笑，憑憑點頭。

族去。基尼人一直與以色列人保持友好的關係。神諭

巴蘭說完後，牽著他的驢，離開了。

的信息臨到巴蘭，他開口說。

巴勒目送巴蘭離去後，也回去了。

「基尼人啊！基尼人啊！你們的自信是徒然的。
你的家在一個堅固安全的地方，在迦南南部岩石
高地上可以高枕無憂；
你的家就像懸崖峭壁上的巢穴，在岩石高地峭壁
用稻草樹枝築你的家；
基尼人將來必會衰微，你在高處的家和在峭壁的
巢穴終將會被火燒毀的；
基尼人會被亞述擄去，你將會被在尼尼微閃的後
裔亞述人制服成為俘虜。」
巴蘭得到耶和華的默示，他看見基提人的異象。雅
完的兒子，雅弗的孫子，基提的後裔在地中海的賽浦
路斯海島的基提安城分開居住。巴蘭說出了他最後的
神諭的信息：
「禍哉！當神開始運行時，誰還有機會存活！除非
神願意，否則誰能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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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靈修分享
神賜人智慧

今日靈修回應：為什麼等「明天」?

楊榮國 弟兄

趙國英 姊妹

人們帶來前進的熱情、 衝勁與方向，促進人主觀

今天我們讀到神在埃及地降下災難，法老的心
剛硬，不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其中有一災是

進取向上， 也給人帶來人生的光明與希望，也是

蛙災:

讀了箴言彷佛在讀一本勵志書， 或座右銘，給

提供人生活、 行事為人的原則、基本道德準則和

行法術的也用他們的邪術照樣而行，叫青蛙上

價值觀。而聖經的箴言乃是強調人去認識神、 接

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請

觸神、 敬畏神，也強調智慧教導人如何在生活裏
行事為人。箴言 4:7「智慧為首；所以，要得智慧。

你們求耶和華，使這青蛙離開我和我的民， 我
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華。』摩西對法老說:『任
憑你吧! 我要何時為你和你的臣僕並你的百姓祈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聰明。」箴言 4:11「我已

求，除滅青蛙離開你和你的宮殿，只留在河裡

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導你行正直的路。」這裏所

呢?』

說的智慧並不是指世上的智慧（林前 1:20），包

回答太不可思義！為什麼不是回答：「現在，

括人的哲學、常識、理解、分析、判斷、思考的能

現在就為我求神讓這些討人厭的青蛙離開」？

力，而是指聖經《箴言》所説的「敬畏耶和華是智
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

他説:『明天。』」(出8:8-10)。法老的

而是「明天」。法老在等什麼？等那些行法術
的用邪術將青蛙趕走？我想是的，這樣就可以
證明：我，是有能力的法老。

9:10）。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神是全智者，祂

許多時候我們也在等「明天」。等我先用自己
可以塑造人心，洞察人一切的行為（詩篇 33:15）。 的方法來解決事情，解決不了再求神；等我讀
如果認識神， 懂得祂的法則，敬畏祂而遵行祂的 懂聖經再信主；等我賺了錢再來奉獻；等我退
旨意， 這就是真智慧，它是來自於神，保羅也説

休再來服事…等啊等，結果，越等離神越遠，

「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

越等, 心越剛硬。
求神讓我知道我在等什麼？等自己的方法、能

識，都在他裏面藏着。」（歌羅西書 2:2-3），有
了這種智慧，人在生活上就能夠表現出聖潔、 公
義、良善的、高貴的品格和超越的道德。

力還是等候神的帶領和時間？「當趁耶和華可
尋找的時候尋找他， 相近的時候求告他。」(賽
55:6)。主啊！幫助我今天就來親近祢，更幫助
學習等候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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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心得
神透過異象向人説話

楊榮國 弟兄

我想每個人都有作夢的經驗，而且夢境真實又精彩，但經歷神的託夢，或在夢中神向你説話卻
是很稀奇的事。我喜歡作夢，而且每覺必夢，夢見許多人的顯現向我説話，但又從不敢確認神曾
經向我説話。眾所週知，作夢是一件神奇的事，經常被人當作預感、徵兆、幻覺，甚至是靈異現
象。夢境內容五花八門，卻又找不出它的根源所在，或許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吧。在約伯記
三十三章對夢的異象有獨特的見解和觀點，引起我高度的興趣和探索。
在約伯記33:15-33節，以利戶提出，神透過兩種方式向人説話，15-18節神借著夢和異象對人
説話。以利戶認為「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時候， 神就用夢和夜間的異象，開通他們的耳朵，將當受
的教訓印在他們心上,」(伯33:15~16)。以利戶的意思是：人在晩上睡覺時，神藉著夢（創20:3、
6 ），或異象 (但2:19），開通他們的耳朵，將神的啓示和旨意傳達到人的內心。這些啟示都是對
人有益處的，能使人心靈甦醒，從自己的謀算和驕傲中轉回，得以消除人的困惑和迷茫。藉著神

的聖靈澆灌在我們基督徒的身上，神除了透過夢和異象對我們説話之外，祂也透過聖經對我們説
話，使我們的心靈甦醒。主賜給我們能聽的耳及受教的心，其目的就是讓我們的生命得到神的智
慧和管教，使我們得益處。
以利戶認為約伯口口聲聲辯駁自己是無辜的，正顯出他內心那驕傲、執著的心態，因此，他勸
誡約伯除去這種不當的態度與行為。 以利戶認定神藉著夢或異象向約伯説話，關心約伯，目的是
要約伯了解神的心意，以解除他心中的困惑。我們接受「夢」或「異象」可以成為神啟示祂心意
的媒介，我們可以藉著神透過異象對我們説話，讓我們更認識神、更親近神，更清楚了解神在我
們身上所作的一切工作。
神除了通過夢和異象的方式向人講話，在約伯記33:19-33，神也透過苦難對人説話。以利戶認
為「神藉著困苦救拔困苦人,」(伯36:15)，由於以利法強調苦難是神的管教與責備，是神提醒人悔
改的管道（伯5:17)，暗示約伯遭受苦難的原因是因為犯罪， 因而引起約伯的憤怒和不滿。以利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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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 神管教人不是為了審判，而是為要從死
亡的深坑救回人的靈魂（伯33:24)。以利戶提
到，當人不理 會神的 勸告時，神仍 然不放 棄

為俄烏戰爭禱告
Phoebe Wu 姊妹

人，神常用「疾病和痛苦」來對人說話 ；「人
在床上被懲治 ，骨頭 中不住地疼痛 ， 」（ 伯
3 3 : 1 9 ； 「 以 致 他 的口 厭 棄 食 物 ， 心 厭 惡 美

親愛的主耶穌，

味。」（伯33 :20）;當人肉身和靈魂受折磨

求主憐憫無辜的民眾，保護在戰火中

時，神又差遣使者向他説話，使他醒悟過來，

依然仰望祢救恩的人，

若是人肯認錯悔改，轉向神，接受神的救贖，

懇求祢用祢聖潔的寶血和無限的恩慈

遵行神指示的路，神能使他脫離病痛，神與人

遮蓋祢所揀選的人民，

的關係會進入一個比以前更美的境界。因此，

祈求和平的君王主耶穌來攔阻戰火，

在以利戶看來，約伯的苦難使他遠離驕傲和過
犯; 苦難實際上是神的「使者」，它的使命乃是
挽救人從罪中出來，將他帶到神的祝福之中。
約伯的朋友一直認為苦難是神的審判，而以利
戶認為苦難有「管教作用」，背後的動機仍然

求主不要讓這戰爭奪走更多祢所愛的
人的生命，
求主親自安慰因戰爭而支離破碎的家

庭，讓人們團結起來，讓福音廣傳，
用愛化解苦毒與怨恨。

是神的愛。我 們要常 常感謝神借著 許多的 苦
難，反而「 神救贖了我的靈魂免入深坑；我的
生命也必見光」（伯33:28）。感謝神，讓我們
學習在苦難中 得到益 處，得到屬靈 生命的 成
長，甚至有苦中作樂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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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我們禱告這一切是奉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 阿們 !

讀聖經故事分享
黃滬珠姊妹 轉載

這是所聽過形容讀聖經最好的故事！

臺雅各 牧師
智慧團契契友主內平安:
上主日(1/23) 從李光傑弟兄手中接受團
契預備的愛心禮物, 實不敢當, 特函致謝 !
願在虎年的日子中, 與您們彼此勉勵, 一同
活出:
自信 (詩篇 3:3)
勇敢 (來 10:35)
無畏 (詩 27:1)
生命的品質
敬祝 新年蒙福
雅各牧師、師母 敬上
1-31-2022

趟少鵬 弟兄
新生命宣道會智慧團契同工主內平安：
感謝神，因着你們的愛心，仍然記得我
媽媽在農曆新年之際，將你們的愛與關懷
帶到我家。雖然我媽媽由於癡呆症的緣
故，無法真正在頭腦上領受你們的愛心，
只好讓身為兒子的我代為接受了。從心底
的深處謝謝你們！
願神賜福智慧團契每一位年長者，主恩
滿溢，也感謝諸位同工們週詳的安排。

爺爺：慈笑的說，孫子把旁邊裝煤的竹籃拿來。
孫子很疑惑，還是跑去把髒兮兮的竹籃拿了過
來。
爺爺：又發話了，拿了這個竹籃去河邊打點水上
來。
孫子疑惑了，但還是照做，很明顯竹籃是沒辦法
裝水的。
孫子氣惱的跑回來，爺爺你到底要我做什麼？爺
爺說你再去試試。
就這樣反複跑了幾次，水還是沒打上來。
爺爺這時候對著惱怒的孫子說，孩子你看看這是
先前的竹籃嗎？
孫子一看愣住了，先前髒兮兮的竹籃，經過幾次
的清水清洗，已經煥然一新了。
爺爺這才說到：
讀聖經過程就像是這竹籃打水一樣。
雖然每次都會從竹籃縫隙中流走，表面上看好像
我們什麼都沒有得到，但不知不覺中，人的心靈
就像這竹籃一樣，已經被淨化的澄澈明亮。
這就是讀聖經的意義。
你讀過的聖經內容雖然不一定都能記得，但還是
會融入你的骨血影響你。
就像吃飯，你不記得你吃過什麼，但會因你吃什
麼東西，而長成什麼樣的骨肉和血。
聖經讀多了，會改變容顏和性格，甚至命運！

敬祝
以馬內利

一對爺孫在河邊聊天，孫子天真無邪問著爺爺
爺爺：你每天都在看聖經，你能記住多少呢？
反正都會忘記看的內容，那你為什麼還要看？

少鵬、秀靈

好文分享給您 !

1/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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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二十一世紀的好男人
Phoebe Wu姊妹 轉載

Anne Chang 姊妹

作者: 臺大教授 張文亮
親愛的同學，你問我：「什麼是好丈夫？」
我回答：「有才德的丈夫，誰能得著呢？他的價

值遠勝鴻海。」
他每天清理剩菜，打掃飯渣、倒垃圾跑第一；他
好像運鈔車，按時把薪水帶回來。
每天一早，他就起來，去買豆漿，上班時，他把
工作分給別人，自己節制不做工作狂。

姊妹團契於主日(3/20)為主獻詩

工作之餘，他還買一點房地產、股票、保險，以
分散風險。
他保持運動，以能力束腰，肚腹凸得有限，他努

力賺錢，但是奉獻大方，尤其對有需要的事。
在家裡，他常注意妻子的打扮、孩子的穿著，有
時，他的穿著也尚可。
他的妻子在外走動，人家說她快樂得比電影女星
漂亮，他想到日後妻子、孩子會更幸福，就喜
笑，他開口就有智慧，舌頭上好像掛著溫柔的叮
噹。
他在街上不亂看美女，在家不看色情電視。

他的兒女起來稱說他是好爸爸，他的妻子也說
他：「街上的男人許多，唯獨你最棒，英俊是虛
假的，肥胖是虛浮的，唯獨敬畏耶和華的男人，
值得稱讚！」

小麥子團契於主日(3/20)帶領頌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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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女守望

禱告

耶穌的家庭語錄
Phoebe Wu 姊妹

父母信心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鼓勵大
家在空格處____唸出自己孩子的名字，
天天為孩子守望禱告。

Phoebe Wu 姊妹

02/26/2021
我：妳知道媽媽好愛妳嗎？
Abigail：我知道啊！
我：從哪邊知道媽媽愛妳呀？

禱告文03
親愛的主耶穌，祢是顯我們為義的神，我們為孩子
____像祢呼籲的時候求祢應允我們，在孩子的心陷入
困苦時，祢使他(她)的心能安歇躺臥在祢預備的寬廣
之處，使____在床上的時候要心裡思想並要肅靜，當
獻上公義為祭，又當倚靠耶和華神。求祢向____仰
臉，使他(她)心裏快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
孩子在祢懷裡必能安然睡下， 因為獨有祢 - 耶和華
神 能使他(她)安然居住。懇求祢憐憫我們為人父母的
呼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 阿
們!

禱告文04
親愛的天父，求祢柔軟____的心，當我們為孩子
錯誤的行為責備他(她)的時候，他(她)能勇敢承認
並回轉聽從父母的訓言指示，能聽進去一切的勸
戒。主啊，祢使____立志不做愚昧人，順服聖靈
的帶領，在主裡安然居住，得享安靜，不怕困難
的環境與災禍。求主保佑孩子的成長過程有健
康，有平安，在主裡長成神要他(她)成為的樣
式。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 阿們 !

第八頁

06/17/2021
David帶團去LAS VEGAS把客人
安頓在飯店後自己去中國城找吃
的。
David 傳簡訊跟我說：PHO 倒
了！只能吃台灣料理了

我說： 佛倒了，上帝依然站立 !

01/22/2022
Abigail：媽媽，人是怎麼做的呀？
我：是神做我們的啊。
Abigail：我想跟祂說謝謝。
我：可以啊！

Abigail：我現在就要說謝謝，媽媽
妳也要說。

神一路帶領見證

十架之路

四十 天
黃莎拉 姊妹

回應

專欄

十架之路四十天完整視頻歡迎上網觀看

態度來看，她們遠遠的觀看主耶穌受虐，婦女們

網址: https//ch.nlcac.org

難、死亡到復活，都守在主耶穌身邊,

回應第三十八天: 馬太福音 27 章 57-66 節

服事主，默默地支持著主耶穌，從祂的佈道、受
主。那份愛是堅韌不摧的;

沒有離棄

這些忠心謙卑的跟隨

者身上讓我們學習到無畏的勇氣，愛的忠誠，凡

Tracy Zhong 姊妹

專心安靜隨從主的人，主的榮耀必像他顯現。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自己的平安賜給你們；

「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

我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給的。你們心裡不要難

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多 2:13) 感謝主向我們

過，也不要恐惧。”( 約 14:27）主啊，謝謝祢把最

顯現祂的救贖福音 ，使我們得以在祂懷裡得到平

好的：從耶穌基督而來的平安留給我們，我們就

安，感謝主恩浩大，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獻上

坦然無惧地面對我們生命中風浪,

感恩的禱告 阿們 !

在風浪中更多

經歷祢的信實。阿們！

回應第三十九天: 馬太福音 28章1-20節

Phoebe Wu 姊妹

Tracy Zhong 姊妹

看到祭司盤算的詭計，在神眼裡卻顯愚拙。 「因

“也没有因著不信而疑惑

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

移，把榮耀歸給 神，满心相信 神所應許的 神必能

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就如經上所記： 我

成就。”( 羅 4:20-21）主啊，我們相信祢的應許，

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

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祢已經將一切權柄賜給了我們，我們只管坦然無

(林前 1:18-19) 從經上所載明著, 跟隨主的門徒經

惧地遵守祢的道，將福音傳到地極，等候祢的再

歷了主耶穌受審、定罪、受刑、釘死在十字架

來！阿們！

神的應許，反倒堅信不

上，這些過程折磨主耶穌的肉身，也擊打祂的羊
群（門徒）有背叛的、不認主的，也有到處四竄

趙立普 姊妹

的。反倒是暗暗作主耶穌門徒的財主約瑟冒著生

感謝神，直到主耶穌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三天後

命危險向彼拉多求安葬主耶穌的屍體，「又有尼

從死裏復活，神偉大的救贖計劃徹底向世人顯明，

哥德慕 ，就是先前夜裏去見耶穌的，帶着沒藥和

籍着我們的主復活的大能，憑着我們的信，可以徹

沉香約有一百斤前來。」(約 19:39), 預備為主作

底脱離罪和死的束縛和轄制，從黑暗進入神的同

君王式的安葬。此外還有卑微的婦女。「有好些

在中，進入光明中，求神徹底打開我們的心眼，把

婦女在那裏，遠遠地觀看；她們是從加利利跟隨

聖靈接入我們的心中，讓神做我們生命的主、生活

耶穌來服事他的。」(太 27:55 ) 從追隨主耶穌的

的主，引領我們走義路，使我們的生命能發出基督

黃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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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馨香之氣，吸引周圍的人都來歸向主，不僅成

回應第四十天: 加拉太書 6 章 14 節

為蒙福的人，也成為祝福的人。感謝讚美主！

楊榮國 弟兄

神一路帶領見證

從加拉太書 6:14 的啓示清楚告訴我們，當基督成

黃莎拉 姊妹

Phoebe Wu 姊妹

就了神的旨意釘死在十字架，祂不僅讓我們與基

感謝主的教導， 從前夏娃帶人類進入死亡，以至

督一同釘在十字架上，祂也讓世界釘在十字架上。

於女人的地位卑微；但神看中的是人愛祂的信

如果我們不能逃避十字架的審判，這世界也逃不

心，祂使用女人成為第一個報佳音的人。主耶穌擺

掉十字架的審判。我們如果清楚明白這個真理，我

脫了纏綑祂的死亡進而復活，得到天上地下的大

們就不再處心積慮地想棄絕我們所愛的世界，因

權柄，這些都帶給我們安慰、平安、盼望及大大的

為我們看見十字架早已棄絶了它。我們也不必再

喜樂。我們信徒得到救贖的恩典後絕不能像兵丁

逃避這個緊緊捆綁我們的世界，因為這個世界已

一樣、像死人一樣無感，更不能散佈謊言阻止福音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們就已脫離世界的轄制。

的傳播。報佳音讓人真心接受主基督耶穌成為眾

感謝主！藉著主的十字架，我們已經不屬世界，

人生命中的救主，將靈魂歸向聖父、聖子、聖靈，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
把主的教訓教導給所有人作生命更新的操練，主 情慾，並今生的驕傲,」(約壹 2:16), 保羅也告訴我
基督耶穌就常與我們同在。這是主耶穌親口頒佈

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

的大使命及應許。無論高山或低谷，我們都向神獻

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悦的旨意。」

上信心與行動， 盼望主更多的顯現，因有主的同

（羅 12:2） 願主幫助我天天背負十字架跟隨主，

在勝過一切。

擺脱世界的誘惑和轄制， 追求分別為聖的生活。
阿們！

楊榮國 弟兄
親愛的主耶穌，藉著你釘死在十字架，三天後從死
裏復活，為諸天之國帶來新的起頭、新的時代，結
束了一切舊造，帶進了新造。主説：「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
11:25），主復活的生命戰勝了死亡、黑暗和魔鬼
的權勢，成為得勝的生命。 感謝主！我們都奉了
父、子、聖靈的名施洗，進入基督的名，因為基督

Tracy Tzong 姊妹
“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着心意的更新而改
變過來， 使你們可以察驗出什麼是

神的旨意，

就是察驗出什麼是美好的、蒙他悦納的和完全的
事。”（羅 12:2）主啊，我的老我也和祢一同釘
在十字架上，現在是全新的我，單單要討祢的喜
悦，求聖靈親自带領，引導我。阿們！

乃是三一神的具體化身，並且成了復活生命的靈，

它進入我們裏面成為內住的聖靈，天天與我們同
在，不僅讓我們結束老舊的生命、脫離老舊的光
景，進入新的境地，也讓我們享受神聖的生命，有
份於神一切的所是。阿們！

黃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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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3:15「我也必將合我心的牧者賜給你們。他們必以知識和智慧牧養你們。」
彼得前書5:2「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 神的群羊, 按著 神旨意照管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
乃是出於甘心; 也不是因為貪財, 乃是出於樂意。」
感謝主的恩典, 2022年3月27目(主日), 陳牧師在宣道會區
監督 Rev David Gilmore 及王智仁、鄭式儀、彭鴻基、任
世光諸位長老按立下, 受按牧師。我們在此表達祝賀之
意, 並真誠地感謝陳牧師與師母對教會敬虔地付出, 為神
忠心地擺上。在陳牧師的身上見證耶穌奇妙的救恩和牧
養神的羊群, 為此我們要把最大的感恩與榮耀歸給神, 讓
神更多開展他的心志和遠見。(謝謝James Yin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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