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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神國伙伴   「興起發光」

興起發光
(All Arise Shine)簡介

    興起發光是2017年在美國正
式註冊的非營利宣教機構，機
構開始運作的時間則是從2015
年2月就開始了，創立這個福音
事工的是Gordon Chen陳中和。
陳弟兄本身是一位醫師，來自
台灣，是加州大學醫學院的研
究教授。

    興起發光相信: 
    1. 受造的目的是要成為一個
發光的器皿;

    2. 沒有神，我們的生命無處
可走，有了神，生命的道路將
極其寬廣，且充滿了盼望;
    3. 因著神是一個全能的神，
只要生命擺在他手中，就有無
限的潛能及可能，可以成就超
乎我們所求所想的事情。因著
神，生命可極精彩而有意義。

    興起發光事工重點包含以下
幾個項目:
    1. 認識真神 (Spread and Share 
gospel);
    2. 自由飛翔的生命 (Set free 
and Soar);
    3. 在信心中行走 (Stroll in 
faith);
    4. 活出命定 (Sure for destiny);
    5. 為主火熱並獻上自己 (Shed 
light and Shine);
    6. 幫補窮乏軟弱的肢體 
(Support and Supply);

    前5個事工項目是藉著講道，
分享，見證與文字工作，激勵
神的兒女，真實的認識神的美
善，與神對齊，除去生命的殘
累，活出神的命定。興起發光
的第6項事工主要是回應馬太福
音第25章的教導，專注在弱勢
，貧窮，破碎，孤獨，與流離
失所者的服事。

    我們服事的原則是 ---“恩典
為前鋒，福音為後盾。" 也就是

說，我們在弱勢族群的福音工
作，先是以幫助他們為主，之
後，再跟他們傳講耶穌基督的
愛。我們在過去幾年發現，以
這樣的方式傳福音的確容易許
多。

    興起發光過去幾年來服事的
地區有: 海地丶墨西哥丶中國西
南山區丶台灣弱勢族群及南部
丶緬甸中北部戰亂區丶尼泊爾
丶泰國丶柬埔寨丶越南丶馬來
西亞丶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美
國丶非洲多哥丶辛巴威丶寮國
丶不丹丶敘利亞丶印度丶吉爾
吉斯丶哈奇克丶及烏茲別克等
。目前的服事是以緬甸丶尼泊
爾丶海地丶辛巴威丶中國丶以
及墨西哥為重心。

    我們在各地的服事項目林林
總總，包含興建學校，建立和
幫助教會，挖掘水井，供應飯

食(或大米)，供應太陽能電燈，
殘障教育，孤兒院，成人識字
班，英語教學，拖鞋製作班, 課
後輔導班，紅燈區，街友服事
，破碎和單親家庭，婦女事工
，監獄事工，弱勢兒童音樂教
育，愛滋病事工，孤兒教育，
幫助神學生，戰亂家庭及兒童
幫助，苗族福音培訓班，幼稚
園，福音佈道所，寡婦人家，
幫助“孤鳥”傳道人福音工作
，冬衣及保暖物資供應等。

    在這麼多地方的工作，我們
投注最多的是緬甸及海地。緬
甸的工作主要以支持多個兒童
中心，難民工作與山上教育工
作為主。

    明年我們也會撥出額外的預
算做村莊佈道與戒毒傳福音的
工作。海地的福音工作則以學
校教育，村莊傳福音與建立教
會，殘障教育，與幫助孤兒院
為主。

    在各樣的福音工作中，我們
特別關注弱勢族群(The Last, The 
Least, and The Lost)，包含了貧
窮家庭，破碎家庭，孤兒寡婦
，愛滋病家庭，受虐兒童，與
婦女...等. 針對各地弱勢族群的
事工，我們都有專職的福音工
人來負責。

    弱勢族群的福音工作，物資
的幫補是很重要的一環，譬如
太陽能電燈，冬天保暖衣物，

毛毯，兒童文具，挖掘水井等
等。透過各地弟兄姊妹，與其
他宣教夥伴的幫助，我們竭力
提供大量的物資，供應前線的
需要。

    興起發光的各樣福音工作雖
有強烈的異象與使命(Vision & 
Mission)帶領，但我們不只專注
在自己關心的事，我們希望國
度的各個福音工作是沒有高牆
的。

    因此我們以身作則，樹立典
範，看到有需要幫忙的其他福
音機構的工作，只要異象與性
質跟我們的負擔是一致的，我
們就毫不猶豫會跳入幫忙。也
就是說，我們很多的花費其實
是投注在幫助其他的福音夥伴
的工作上。 

    我們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
，我們清楚的知道，在我們手
上的這一些資源都是屬神的，
而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以2020年為例，我們年度預
算的20%左右是用在支持其他
宣教機構的需要上，未來當上
帝給我們更多供應的時候，我
們也要持續當一個祝福的出口
，幫助更多其他的福音機構。

    神國廣大禾場的需要，非單
一個教會或機構能夠完成，實
在需要大家拆毀高牆，屏除己
見，同心協力，一起來完成。

    我們歡迎弟兄姊妹以實際的
行動來參與大使命的工作，您
可以:
    1). 實際到禾場去參與服事;
     2). 以奉獻和各樣的資源來支
持; 
    3). 成為代禱者，求神看顧保
守我們在各地的工作; 
    4). 做一個連結者，把各樣的
資源和對福音工作有興趣的弟
兄姊妹連結給我們。

    宣教與信仰的文字工作: 除了
在各地禾場前線實際的參與並
管理福音工作之外，我個人另
外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在宣教與
信仰的文字工作上的投入。

    這是神感動我，要把前方禾
場發生的故事帶給後方的弟兄
姊妹與教會，讓大家對大使命
的託付有一個覺醒(Awareness)
與行動(Action)，畢竟大部分的
教會與弟兄姊妹對神國福音工
作與需要可能都很陌生。

 

    自2016年9月開始，我以圖片
配合簡短文字的方式，已經發
表超過一千一百篇在各個社群
平台。藉由這些短文，我明顯
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心真的被
激動起來，而且能夠實際來參
與各樣的福音工作。

    以下是一篇短文的例子。這
一篇短文的標題為”教會是甚

麼?” 是描寫我們的宣教夥伴，
一對白人夫妻早年到非洲辛巴
威傳福音的時候，因沒有教會
建築，就站在大岩石上，或者
草原上，與群眾聚會的情況。

   “教會是甚麼？”

    在辛巴威宣教多年的白人牧
師前兩天送給我幾張珍貴的相
片，是他們十幾年前剛到辛巴
威從事福音工作時所拍攝的。
這些相片再次提醒我們去思想
教會的意義，以及教會到底是
什麼？十幾年來，這對白人牧
師在辛巴威結了很多美好的福
音果子，並且建立了不少教會
，但這些教會的早期形式卻跟
我們想像的很不一樣，因為根
本就沒有教會的建築，而是以
天空為帳篷，以大地為地板。

    在他們服事過的一個地方，
稱為Balancing Rocks，因為有很
多自然形成的大石頭奇妙的堆
疊在一起。

    據那位白人牧師對我描述，
他們剛到這個貧民區傳福音的
時候，就是站上大石頭上，對

周圍的群眾傳講福音的。

    往後教會慢慢形成，他們的
聚會仍然是用這種方式進行，
也就是一顆大的岩石就是他們
的教會所在。即使十幾年過去
了，當地福音的工作開展了不
少，有了學校教育當地的孩子
，他們教會聚會的場所頂多只
是轉換到學校的教室而已，仍
然沒有專屬於教會的教堂。

    他們在非洲的福音工作也常
常是在野外進行的。車子一停
，擴音器一拿出來，即使沒有
音樂伴奏，仍然可以傳講福音
，聚集很多不認識神的當地民
眾來聆聽。

    這個真實的發生在十幾年前
的辛巴威前方禾場的故事，告
訴我們一個事實，教會最重要
的是人，而不是教會的教堂建
築。

    一個教會如何時時都有扎心
的見證與訊息來餵養它的會眾
，讓他們不斷地長大成人才是
最重要的任務與挑戰，而不是
華美的教堂建築。

    世界上現在還有多少這種沒
有教堂建築的教會呢？我想一
定還有不少，至少過去十幾年
來我就在前方禾場看到幾個，
是在田野或樹下敬拜的。

    寒冬的時候，下雨下雪的時
候，酷熱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不知道，也沒有答案。

    只是當我們在教會建築內聚
會的時候，抬頭看看教會內的
裝設，不管是音響燈光或是種
種佈置，我們是否會想到讓我
們的教會建築簡單一點，因而
能夠省下一些錢來幫助神國內
很多仍然沒有教會建築的弟兄

姊妹們，如果真會這樣想而且
能夠付諸實行，這樣的教會真
的就是長大了。

    今天如果您恰巧讀到這篇短
文，我殷切的期待您成為那個
神國“良心的聲音”，回到您
的教會，也把這樣真實的神國
價值傳遞開來，讓弟兄姊妹們
不再以有一個華麗的教堂聚會
自滿自樂，而是能真實的去思
想，教會到底是什麼？祝福大
家，也祝福神的教會。”

    過去七年多來，興起發光感
謝神一路的帶領與供應，與很
多弟兄姊妹的同工，我們才能
夠走到今天，而且服事的境界
也被大大的擴張。

    我們的跨文化宣教工作還要
繼續往前行很多年。我們歡迎
各位奉獻者，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想了解更多有關於我們在各
地宣教工作的概況，請隨時透
過電子郵件或社群媒體跟我聯
繫，我將詳細的為您解答與說
明。

    再次感謝各位的參與，我們
相信有你們與我們一起走，我
們服事神的道路將走得更遠更
久。

緬甸北部克欽邦新建的一個難
民村。

尼泊爾偏遠山區新建的一個教
會正舉行開幕典禮。

陳中和醫生
(編者按：感謝主，我們
通過林正一董事，我們與
「興起發光」(All Arise 
Shine) 負責人接觸。當
我們認識「興起發光」的
源起與事奉目標後，我們
樂意與他們合作，並於
2020年12月23日簽訂合作
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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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發光
(All Arise Shine)簡介

    興起發光是2017年在美國正
式註冊的非營利宣教機構，機
構開始運作的時間則是從2015
年2月就開始了，創立這個福音
事工的是Gordon Chen陳中和。
陳弟兄本身是一位醫師，來自
台灣，是加州大學醫學院的研
究教授。

    興起發光相信: 
    1. 受造的目的是要成為一個
發光的器皿;

    2. 沒有神，我們的生命無處
可走，有了神，生命的道路將
極其寬廣，且充滿了盼望;
    3. 因著神是一個全能的神，
只要生命擺在他手中，就有無
限的潛能及可能，可以成就超
乎我們所求所想的事情。因著
神，生命可極精彩而有意義。

    興起發光事工重點包含以下
幾個項目:
    1. 認識真神 (Spread and Share 
gospel);
    2. 自由飛翔的生命 (Set free 
and Soar);
    3. 在信心中行走 (Stroll in 
faith);
    4. 活出命定 (Sure for destiny);
    5. 為主火熱並獻上自己 (Shed 
light and Shine);
    6. 幫補窮乏軟弱的肢體 
(Support and Supply);

    前5個事工項目是藉著講道，
分享，見證與文字工作，激勵
神的兒女，真實的認識神的美
善，與神對齊，除去生命的殘
累，活出神的命定。興起發光
的第6項事工主要是回應馬太福
音第25章的教導，專注在弱勢
，貧窮，破碎，孤獨，與流離
失所者的服事。

    我們服事的原則是 ---“恩典
為前鋒，福音為後盾。" 也就是

說，我們在弱勢族群的福音工
作，先是以幫助他們為主，之
後，再跟他們傳講耶穌基督的
愛。我們在過去幾年發現，以
這樣的方式傳福音的確容易許
多。

    興起發光過去幾年來服事的
地區有: 海地丶墨西哥丶中國西
南山區丶台灣弱勢族群及南部
丶緬甸中北部戰亂區丶尼泊爾
丶泰國丶柬埔寨丶越南丶馬來
西亞丶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美
國丶非洲多哥丶辛巴威丶寮國
丶不丹丶敘利亞丶印度丶吉爾
吉斯丶哈奇克丶及烏茲別克等
。目前的服事是以緬甸丶尼泊
爾丶海地丶辛巴威丶中國丶以
及墨西哥為重心。

    我們在各地的服事項目林林
總總，包含興建學校，建立和
幫助教會，挖掘水井，供應飯

食(或大米)，供應太陽能電燈，
殘障教育，孤兒院，成人識字
班，英語教學，拖鞋製作班, 課
後輔導班，紅燈區，街友服事
，破碎和單親家庭，婦女事工
，監獄事工，弱勢兒童音樂教
育，愛滋病事工，孤兒教育，
幫助神學生，戰亂家庭及兒童
幫助，苗族福音培訓班，幼稚
園，福音佈道所，寡婦人家，
幫助“孤鳥”傳道人福音工作
，冬衣及保暖物資供應等。

    在這麼多地方的工作，我們
投注最多的是緬甸及海地。緬
甸的工作主要以支持多個兒童
中心，難民工作與山上教育工
作為主。

    明年我們也會撥出額外的預
算做村莊佈道與戒毒傳福音的
工作。海地的福音工作則以學
校教育，村莊傳福音與建立教
會，殘障教育，與幫助孤兒院
為主。

    在各樣的福音工作中，我們
特別關注弱勢族群(The Last, The 
Least, and The Lost)，包含了貧
窮家庭，破碎家庭，孤兒寡婦
，愛滋病家庭，受虐兒童，與
婦女...等. 針對各地弱勢族群的
事工，我們都有專職的福音工
人來負責。

    弱勢族群的福音工作，物資
的幫補是很重要的一環，譬如
太陽能電燈，冬天保暖衣物，

毛毯，兒童文具，挖掘水井等
等。透過各地弟兄姊妹，與其
他宣教夥伴的幫助，我們竭力
提供大量的物資，供應前線的
需要。

    興起發光的各樣福音工作雖
有強烈的異象與使命(Vision & 
Mission)帶領，但我們不只專注
在自己關心的事，我們希望國
度的各個福音工作是沒有高牆
的。

    因此我們以身作則，樹立典
範，看到有需要幫忙的其他福
音機構的工作，只要異象與性
質跟我們的負擔是一致的，我
們就毫不猶豫會跳入幫忙。也
就是說，我們很多的花費其實
是投注在幫助其他的福音夥伴
的工作上。 

    我們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
，我們清楚的知道，在我們手
上的這一些資源都是屬神的，
而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以2020年為例，我們年度預
算的20%左右是用在支持其他
宣教機構的需要上，未來當上
帝給我們更多供應的時候，我
們也要持續當一個祝福的出口
，幫助更多其他的福音機構。

    神國廣大禾場的需要，非單
一個教會或機構能夠完成，實
在需要大家拆毀高牆，屏除己
見，同心協力，一起來完成。

    我們歡迎弟兄姊妹以實際的
行動來參與大使命的工作，您
可以:
    1). 實際到禾場去參與服事;
     2). 以奉獻和各樣的資源來支
持; 
    3). 成為代禱者，求神看顧保
守我們在各地的工作; 
    4). 做一個連結者，把各樣的
資源和對福音工作有興趣的弟
兄姊妹連結給我們。

    宣教與信仰的文字工作: 除了
在各地禾場前線實際的參與並
管理福音工作之外，我個人另
外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在宣教與
信仰的文字工作上的投入。

    這是神感動我，要把前方禾
場發生的故事帶給後方的弟兄
姊妹與教會，讓大家對大使命
的託付有一個覺醒(Awareness)
與行動(Action)，畢竟大部分的
教會與弟兄姊妹對神國福音工
作與需要可能都很陌生。

 

    自2016年9月開始，我以圖片
配合簡短文字的方式，已經發
表超過一千一百篇在各個社群
平台。藉由這些短文，我明顯
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心真的被
激動起來，而且能夠實際來參
與各樣的福音工作。

    以下是一篇短文的例子。這
一篇短文的標題為”教會是甚

麼?” 是描寫我們的宣教夥伴，
一對白人夫妻早年到非洲辛巴
威傳福音的時候，因沒有教會
建築，就站在大岩石上，或者
草原上，與群眾聚會的情況。

   “教會是甚麼？”

    在辛巴威宣教多年的白人牧
師前兩天送給我幾張珍貴的相
片，是他們十幾年前剛到辛巴
威從事福音工作時所拍攝的。
這些相片再次提醒我們去思想
教會的意義，以及教會到底是
什麼？十幾年來，這對白人牧
師在辛巴威結了很多美好的福
音果子，並且建立了不少教會
，但這些教會的早期形式卻跟
我們想像的很不一樣，因為根
本就沒有教會的建築，而是以
天空為帳篷，以大地為地板。

    在他們服事過的一個地方，
稱為Balancing Rocks，因為有很
多自然形成的大石頭奇妙的堆
疊在一起。

    據那位白人牧師對我描述，
他們剛到這個貧民區傳福音的
時候，就是站上大石頭上，對

周圍的群眾傳講福音的。

    往後教會慢慢形成，他們的
聚會仍然是用這種方式進行，
也就是一顆大的岩石就是他們
的教會所在。即使十幾年過去
了，當地福音的工作開展了不
少，有了學校教育當地的孩子
，他們教會聚會的場所頂多只
是轉換到學校的教室而已，仍
然沒有專屬於教會的教堂。

    他們在非洲的福音工作也常
常是在野外進行的。車子一停
，擴音器一拿出來，即使沒有
音樂伴奏，仍然可以傳講福音
，聚集很多不認識神的當地民
眾來聆聽。

    這個真實的發生在十幾年前
的辛巴威前方禾場的故事，告
訴我們一個事實，教會最重要
的是人，而不是教會的教堂建
築。

    一個教會如何時時都有扎心
的見證與訊息來餵養它的會眾
，讓他們不斷地長大成人才是
最重要的任務與挑戰，而不是
華美的教堂建築。

    世界上現在還有多少這種沒
有教堂建築的教會呢？我想一
定還有不少，至少過去十幾年
來我就在前方禾場看到幾個，
是在田野或樹下敬拜的。

    寒冬的時候，下雨下雪的時
候，酷熱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不知道，也沒有答案。

    只是當我們在教會建築內聚
會的時候，抬頭看看教會內的
裝設，不管是音響燈光或是種
種佈置，我們是否會想到讓我
們的教會建築簡單一點，因而
能夠省下一些錢來幫助神國內
很多仍然沒有教會建築的弟兄

姊妹們，如果真會這樣想而且
能夠付諸實行，這樣的教會真
的就是長大了。

    今天如果您恰巧讀到這篇短
文，我殷切的期待您成為那個
神國“良心的聲音”，回到您
的教會，也把這樣真實的神國
價值傳遞開來，讓弟兄姊妹們
不再以有一個華麗的教堂聚會
自滿自樂，而是能真實的去思
想，教會到底是什麼？祝福大
家，也祝福神的教會。”

    過去七年多來，興起發光感
謝神一路的帶領與供應，與很
多弟兄姊妹的同工，我們才能
夠走到今天，而且服事的境界
也被大大的擴張。

    我們的跨文化宣教工作還要
繼續往前行很多年。我們歡迎
各位奉獻者，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想了解更多有關於我們在各
地宣教工作的概況，請隨時透
過電子郵件或社群媒體跟我聯
繫，我將詳細的為您解答與說
明。

    再次感謝各位的參與，我們
相信有你們與我們一起走，我
們服事神的道路將走得更遠更
久。

海地偏遠村莊的一個簡易學校
學生正在專心的上課。

辛巴威首都附近的一個貧民區
居民正在最近剛挖掘完成的一
個深水井旁邊取水。

墨西哥提瓦納的街友們正在領
取我們供應的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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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感謝主，讓「恩霖」
能扮演促進催化角色，幫
助天父聖工在世上的運作
。本期的內容只刊登兩大
文稿﹕興起發光與余滿華
之文章。兩者的事奉是相
輔相成----前者把神的
愛用行動活出來；後者把
福音的真理或生活見證用
文筆宣揚出來。

興起發光
(All Arise Shine)簡介

    興起發光是2017年在美國正
式註冊的非營利宣教機構，機
構開始運作的時間則是從2015
年2月就開始了，創立這個福音
事工的是Gordon Chen陳中和。
陳弟兄本身是一位醫師，來自
台灣，是加州大學醫學院的研
究教授。

    興起發光相信: 
    1. 受造的目的是要成為一個
發光的器皿;

    2. 沒有神，我們的生命無處
可走，有了神，生命的道路將
極其寬廣，且充滿了盼望;
    3. 因著神是一個全能的神，
只要生命擺在他手中，就有無
限的潛能及可能，可以成就超
乎我們所求所想的事情。因著
神，生命可極精彩而有意義。

    興起發光事工重點包含以下
幾個項目:
    1. 認識真神 (Spread and Share 
gospel);
    2. 自由飛翔的生命 (Set free 
and Soar);
    3. 在信心中行走 (Stroll in 
faith);
    4. 活出命定 (Sure for destiny);
    5. 為主火熱並獻上自己 (Shed 
light and Shine);
    6. 幫補窮乏軟弱的肢體 
(Support and Supply);

    前5個事工項目是藉著講道，
分享，見證與文字工作，激勵
神的兒女，真實的認識神的美
善，與神對齊，除去生命的殘
累，活出神的命定。興起發光
的第6項事工主要是回應馬太福
音第25章的教導，專注在弱勢
，貧窮，破碎，孤獨，與流離
失所者的服事。

    我們服事的原則是 ---“恩典
為前鋒，福音為後盾。" 也就是

說，我們在弱勢族群的福音工
作，先是以幫助他們為主，之
後，再跟他們傳講耶穌基督的
愛。我們在過去幾年發現，以
這樣的方式傳福音的確容易許
多。

    興起發光過去幾年來服事的
地區有: 海地丶墨西哥丶中國西
南山區丶台灣弱勢族群及南部
丶緬甸中北部戰亂區丶尼泊爾
丶泰國丶柬埔寨丶越南丶馬來
西亞丶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美
國丶非洲多哥丶辛巴威丶寮國
丶不丹丶敘利亞丶印度丶吉爾
吉斯丶哈奇克丶及烏茲別克等
。目前的服事是以緬甸丶尼泊
爾丶海地丶辛巴威丶中國丶以
及墨西哥為重心。

    我們在各地的服事項目林林
總總，包含興建學校，建立和
幫助教會，挖掘水井，供應飯

食(或大米)，供應太陽能電燈，
殘障教育，孤兒院，成人識字
班，英語教學，拖鞋製作班, 課
後輔導班，紅燈區，街友服事
，破碎和單親家庭，婦女事工
，監獄事工，弱勢兒童音樂教
育，愛滋病事工，孤兒教育，
幫助神學生，戰亂家庭及兒童
幫助，苗族福音培訓班，幼稚
園，福音佈道所，寡婦人家，
幫助“孤鳥”傳道人福音工作
，冬衣及保暖物資供應等。

    在這麼多地方的工作，我們
投注最多的是緬甸及海地。緬
甸的工作主要以支持多個兒童
中心，難民工作與山上教育工
作為主。

    明年我們也會撥出額外的預
算做村莊佈道與戒毒傳福音的
工作。海地的福音工作則以學
校教育，村莊傳福音與建立教
會，殘障教育，與幫助孤兒院
為主。

    在各樣的福音工作中，我們
特別關注弱勢族群(The Last, The 
Least, and The Lost)，包含了貧
窮家庭，破碎家庭，孤兒寡婦
，愛滋病家庭，受虐兒童，與
婦女...等. 針對各地弱勢族群的
事工，我們都有專職的福音工
人來負責。

    弱勢族群的福音工作，物資
的幫補是很重要的一環，譬如
太陽能電燈，冬天保暖衣物，

毛毯，兒童文具，挖掘水井等
等。透過各地弟兄姊妹，與其
他宣教夥伴的幫助，我們竭力
提供大量的物資，供應前線的
需要。

    興起發光的各樣福音工作雖
有強烈的異象與使命(Vision & 
Mission)帶領，但我們不只專注
在自己關心的事，我們希望國
度的各個福音工作是沒有高牆
的。

    因此我們以身作則，樹立典
範，看到有需要幫忙的其他福
音機構的工作，只要異象與性
質跟我們的負擔是一致的，我
們就毫不猶豫會跳入幫忙。也
就是說，我們很多的花費其實
是投注在幫助其他的福音夥伴
的工作上。 

    我們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
，我們清楚的知道，在我們手
上的這一些資源都是屬神的，
而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以2020年為例，我們年度預
算的20%左右是用在支持其他
宣教機構的需要上，未來當上
帝給我們更多供應的時候，我
們也要持續當一個祝福的出口
，幫助更多其他的福音機構。

    神國廣大禾場的需要，非單
一個教會或機構能夠完成，實
在需要大家拆毀高牆，屏除己
見，同心協力，一起來完成。

    我們歡迎弟兄姊妹以實際的
行動來參與大使命的工作，您
可以:
    1). 實際到禾場去參與服事;
     2). 以奉獻和各樣的資源來支
持; 
    3). 成為代禱者，求神看顧保
守我們在各地的工作; 
    4). 做一個連結者，把各樣的
資源和對福音工作有興趣的弟
兄姊妹連結給我們。

    宣教與信仰的文字工作: 除了
在各地禾場前線實際的參與並
管理福音工作之外，我個人另
外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在宣教與
信仰的文字工作上的投入。

    這是神感動我，要把前方禾
場發生的故事帶給後方的弟兄
姊妹與教會，讓大家對大使命
的託付有一個覺醒(Awareness)
與行動(Action)，畢竟大部分的
教會與弟兄姊妹對神國福音工
作與需要可能都很陌生。

 

    自2016年9月開始，我以圖片
配合簡短文字的方式，已經發
表超過一千一百篇在各個社群
平台。藉由這些短文，我明顯
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心真的被
激動起來，而且能夠實際來參
與各樣的福音工作。

    以下是一篇短文的例子。這
一篇短文的標題為”教會是甚

麼?” 是描寫我們的宣教夥伴，
一對白人夫妻早年到非洲辛巴
威傳福音的時候，因沒有教會
建築，就站在大岩石上，或者
草原上，與群眾聚會的情況。

   “教會是甚麼？”

    在辛巴威宣教多年的白人牧
師前兩天送給我幾張珍貴的相
片，是他們十幾年前剛到辛巴
威從事福音工作時所拍攝的。
這些相片再次提醒我們去思想
教會的意義，以及教會到底是
什麼？十幾年來，這對白人牧
師在辛巴威結了很多美好的福
音果子，並且建立了不少教會
，但這些教會的早期形式卻跟
我們想像的很不一樣，因為根
本就沒有教會的建築，而是以
天空為帳篷，以大地為地板。

    在他們服事過的一個地方，
稱為Balancing Rocks，因為有很
多自然形成的大石頭奇妙的堆
疊在一起。

    據那位白人牧師對我描述，
他們剛到這個貧民區傳福音的
時候，就是站上大石頭上，對

周圍的群眾傳講福音的。

    往後教會慢慢形成，他們的
聚會仍然是用這種方式進行，
也就是一顆大的岩石就是他們
的教會所在。即使十幾年過去
了，當地福音的工作開展了不
少，有了學校教育當地的孩子
，他們教會聚會的場所頂多只
是轉換到學校的教室而已，仍
然沒有專屬於教會的教堂。

    他們在非洲的福音工作也常
常是在野外進行的。車子一停
，擴音器一拿出來，即使沒有
音樂伴奏，仍然可以傳講福音
，聚集很多不認識神的當地民
眾來聆聽。

    這個真實的發生在十幾年前
的辛巴威前方禾場的故事，告
訴我們一個事實，教會最重要
的是人，而不是教會的教堂建
築。

    一個教會如何時時都有扎心
的見證與訊息來餵養它的會眾
，讓他們不斷地長大成人才是
最重要的任務與挑戰，而不是
華美的教堂建築。

    世界上現在還有多少這種沒
有教堂建築的教會呢？我想一
定還有不少，至少過去十幾年
來我就在前方禾場看到幾個，
是在田野或樹下敬拜的。

    寒冬的時候，下雨下雪的時
候，酷熱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不知道，也沒有答案。

    只是當我們在教會建築內聚
會的時候，抬頭看看教會內的
裝設，不管是音響燈光或是種
種佈置，我們是否會想到讓我
們的教會建築簡單一點，因而
能夠省下一些錢來幫助神國內
很多仍然沒有教會建築的弟兄

姊妹們，如果真會這樣想而且
能夠付諸實行，這樣的教會真
的就是長大了。

    今天如果您恰巧讀到這篇短
文，我殷切的期待您成為那個
神國“良心的聲音”，回到您
的教會，也把這樣真實的神國
價值傳遞開來，讓弟兄姊妹們
不再以有一個華麗的教堂聚會
自滿自樂，而是能真實的去思
想，教會到底是什麼？祝福大
家，也祝福神的教會。”

    過去七年多來，興起發光感
謝神一路的帶領與供應，與很
多弟兄姊妹的同工，我們才能
夠走到今天，而且服事的境界
也被大大的擴張。

    我們的跨文化宣教工作還要
繼續往前行很多年。我們歡迎
各位奉獻者，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想了解更多有關於我們在各
地宣教工作的概況，請隨時透
過電子郵件或社群媒體跟我聯
繫，我將詳細的為您解答與說
明。

    再次感謝各位的參與，我們
相信有你們與我們一起走，我
們服事神的道路將走得更遠更
久。

辛巴威貧民區的居民在大岩
石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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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滿華真理必叫爾得自由(五)

    幾年前，我選了一門課﹕善
終關懷(Hospice Palliative Care)。
二戰結束後，加拿大無戰事，
社會和平，醫學進步，生活平
安穩妥，加拿大迅速步入了高
齡社會，面臨許多發達國家相
同的社會問題﹕人口老化，因
此，也要開始思考和落實如何
「優雅老去getting old gracefully
」，以及善終關懷。
    據中國官方所稱，2019年12月
27日，湖北省武漢巿發現首例
新冠狀病毒所造成的肺炎。13
個月後，武漢肺炎業已席捲全
球每個角落，2021年1月27日這
一天，累計確診病例突破一億
例，病殁累積逾215萬人。雖然
一個月前一些國家開始施打極
速開發出來的疫苗，全球染疫
人數仍在持續增長，且出現了
英國、南非和巴西感染力更强
的變種病毒株。死亡在咆哮，
四處遊蕩，攻城掠地擄人，各
國紛紛閉關鎖國，仍難以抵擋
其凌厲攻勢。
    死亡，是人違背上帝命令的
後果，包括了上帝與人，人與
人，人與大自然，三者之間關
係的破裂死亡，以及最終我們
身體的死亡。
    基督徒不但擁有從上帝而來
的四大自由﹕一) 免於匱乏的自
由，二) 免於恐懼的自由，三) 
言論自由，四) 宗教信仰自由，
還有第五大自由，也可以說是
人生最大的自由，那就是﹕出
死入生的自由。
    世界上有許多宗教，然而，

惟有基督教膽敢宣稱，耶穌被
釘上十字架，死了，三天後復
活，如他生前所宣告的。耶穌
在世傳道時間不長，僅短短三
年，核心信徒十二人，一人見
利忘恩負義，背叛出賣了他，
餘下十一人也在他死後樹倒猢
猻散，躲藏起來。
    然而，當他們遇見復活了的
耶穌，頓然脫胎換骨，由膽怯
變得剛强，他們到處傳講耶穌
復活這件事，既使遭恐嚇被打
被殺，仍堅持「我們耳聞目睹
的，不能不說！」
    耶穌在死而復活之後，他應
許，每一個基督徒都有這出死
入生的自由。
    在寫給腓立比教會的信中，
保羅說﹕「我殷切地期待和盼
望﹕我不會感到任何羞愧，乃
是放膽無懼(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管是生是死，都一如既往地
使基督在我身上得到尊崇，因
為對我來說，活著是為了基督
，死了也有益處。」
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他更
直面死亡，說﹕「死亡啊！你
的勝利在哪裏？死亡啊！你的
毒鈎在哪裏？」
    這是一個全然自由的人生，
無論是物質匱乏(失去工作)，甚
至是疾病死亡，都奈何不了的
人。耶穌是這樣描述其人的，
「風隨意吹動，你聽見它的聲
音，卻不知道它從哪裏來，往
哪裏去，凡從聖靈而生的人也
是這樣。」
    像風一樣的來去自如，自由
自在，這樣的人生，是你和我
可以靠著耶穌基督得到的。

    民初的藝術大師李叔同曾言
驚四座，他說﹕「沒有自由，
那來的創意，那來的美！」
    自由和創意息息相關，回顧
中外的歷史，將不難發現，沒
有自由的社會，就必定是死氣
沉沉，停滯不前，最終專制獨
裁，箝制人民自由的政權被推
翻，社會得以恢復蓬勃生氣，
創意迸發。
    從十九世紀迄今，歐美國家
先後立法明文保障自由，如今
已經蔚然成為普世價值。然而
，無論人如何努力，人是有罪
的，人的智慧有限，能力也有
限，所以，人設立的制度也有
種種短板和漏洞，執行時更常
常力有不逮，顧此失彼，或鞭
長莫及。
    還有，人，只能盡其所能讓
一個人可以善終，卻不解決人
人終有一死的千古難題，秦始
皇傾一國之力，也沒有找到長
生不老藥。
    上帝是宇宙萬物的創造主，
是全知全能的，惟有歸回到上
帝，我們才可以得到更闊更大
的自由，而且可以得著永生。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
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惟願我們人人時時順從聖靈
的引導，張開我們的雙手，不
再大事小事都緊緊抓在自己手
中，乃是凡事相信上帝，凡事
依靠耶穌基督，由祂牽我們的
手，帶領我們去到祂要我們去
的地方。一路行來，不知不覺
已得豐盛的自由人生。

出死入生的自由 豐盛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