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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回顾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过程时，

或许会发现有时是自己刻意决定亲近主，例如

灵修、参加主日学、小组聚会等。但是也有好

多时候，上帝透过人、事、物触动我们、塑造

我们。我记得我“离家出走”多年后，在大学

的迎新周时，听见心中的微声:“该回家

了！”当下我心中就有股冲动，便毅然报名参

加了学园传道会。这好比浪子回家，但是回家

以后要委身又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我参加查经

小组是断断续续的，通常也缺席祷告会，基本

上就是没有动力，所以无法委身。我感恩的

是，当时的导师从没放弃我，经常花时间一对

一的约见。除了这位导师，上帝在接下来的日

子，也透过我生命周遭的人激励我、陶造我;

这些人都是上帝的恩典慢慢地转化了我的生

命。 

 Disciple making is not an assembly line。塑造

门徒的确需要架构、系统和策略，但是我们不

能自负的认为只要有了对的策略和工具，让信

徒经过这个系统，就会得到质与量有保障的

“产品”（门徒）。 

 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董家骅牧师曾经这么

说：耶稣在讲解天国时，常用栽种的比喻（马

太福音13章）。教会的目的，不是消除信徒彼

此间的差异，而是要创造一个环境，使人学习

尊重彼此，相互成全，帮助他人回应上帝的呼

召。教会的领袖不是工程师，必须控制工厂的

流程，确保产品的一致性，而是像园丁，预备

肥沃的土壤，使不同的种子健康地生长。 

 教会不是工厂，而是上帝的艺术创作室。

保罗以上帝的作品来形容门徒，每个门徒都是

在基督里创作出来的艺术品（以弗所书

2:10）。教会不是要机械式地制造出一批批的

门徒，而是要参与上帝的创作，雕塑出一个又

一个门徒。 

 在接下来3年，教会的主题是“塑造门徒-

---带一育一”。透过属灵认领，我们齐心合

力在小组认领1位未信者；透过祷告、关怀与

分享，带领他/她信主；透过关怀与属灵道路

同行，我们为主培育门徒。 

 曾经听过一个小故事，在一个雷雨交加的

晚上，小女孩非常害怕，跑进妈妈的房间。妈

妈在安抚着女儿的时候对她说：“别害怕。耶

稣时时都与你同在。”小女儿很自然的回应： 

“But Mommy I need someone with skin on。”小女

孩需要的是有血有肉、摸得着、可以拥抱、得

安慰的一个人。这不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

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使我们可以认识天父

的主耶稣吗？ 

 让上帝也透过我们的生命去祝福另一个 

生命。在上帝雕塑祂子民的过程中，让我们都参

与其中，一方面接受雕

塑，另一方面也参与上

帝对他人的雕塑。 

      

1月 2023年 

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 

宏茂桥堂 

2023教牧团 
主理：何秋吟牧师 
协理：许就凯牧师 

2023教会主题 

何秋吟牧师 

塑造门徒  
带一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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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道摘要                       

一.应许地之路不是一条易路 

从埃及走到应许之地是何等艰难的事。

当摩西和亚伦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他

们受到许多拦阻；上帝介入降下十灾，法老才

让以色列人离开。离开的时候，法老派军兵阻

挡他们，上帝再一次伸手为他们开了红海，让

他们平安抵达海的对岸。 

过了红海，他们发觉所经历的并不如所

想象的那么平顺，不但路途遥远，也缺乏水和

食物；他们发怨言，甚至想倒回去埃及。 

应许地之路不是一条易路，却是一条正

确的道路；我们要持守，越是上帝的道路，挑

战就越多。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应许，因为祂

所应许的必然成就。 

 

二．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

念高过人的意念 

当我们提到上帝的道路和意念时，有一

个重要的观念是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时间也高

过我们的时间。人喜欢掌控事情而忘了上帝的

主权；祂是决定万事的上帝，在我们所行的事

上要寻求祂的心意，等候祂的时间。 

出埃及记13:17-18让我们看到：上帝带

领百姓绕道而行是要塑造他们的生命。这提醒

了我们要学习等候上帝的时间，在等候时要预

备自己；当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地回

应上帝的带领。不要轻易忘记我们所认为的

“冤枉路”，上帝有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有要

磨练我们之处，有要我们悔改的；让我们把自

己放在上帝永恒的带领里，每一步都有上帝的

引导、主权和掌管。出埃及记17:10-11也让我

们看到上帝是为我们争战的上帝，祂既然带领

我们走这条道路，祂必定为我们来争战。 

 

三．旷野之路亦是恩典之路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忘记这四十年的

旷野之路，因为忘记会使我们重蹈覆撤。旷野

之路亦是恩典之路，尽管百姓埋怨，态度错

误，上帝依然供应。旷野之路让我们看到祂是

信实守约的上帝。出埃及记14:15-16、19上帝

用云柱和火柱保护、带领祂的子民，哪怕他们

是多么地叛逆，上帝依然爱他们，上帝的保护

没有离开过他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让我们以申命记8:1-10彼此勉励，成为

谨守上帝的诫命、遵行祂的道、敬畏祂的百

姓。 

证道：四十年旷野之路    经文：申命记 8:1-5 

    在信仰的路程中，上帝要我们纪念一些事情。当我们在欢

庆立会四十周年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的带领，以及给我们许

多学习的功课。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历史，不但是要让以

色列人记得，同时也是要我们这群“新以色列人”记得，并从

中得到鼓励。 

讲员：吴乃力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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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庆庆典      

T shirt 设计比赛 

优胜作品 

设计者：林子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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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宴                      

立会40周年 
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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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走廊           

历史走廊 

1982 1992 

2022 

历史走廊就设置在

一楼圣殿外左侧墙

面，四个版面记录

了本堂在上帝的引

领下所走过的40年

恩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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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2002 

2012 



 

8《磐石》1/2023 

 

 

 

        华人年议会第47届议会            

欢迎午宴服侍团队 

筹委团队 

全体牧者 

茶点服侍 

 华人年议会第47届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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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立牧者感言 

 感谢上帝的带领，经历了三年的神

学装备，再加上约四年在不同堂会的牧

职学习和训练，期间更得到堂会的信任

与长牧的提携，我终于可以“毕业”

了！我的心情是既兴奋又战兢，兴奋是

来自可以成为长牧，完满了职分所赋予

的圣礼施行，相信这是每一位蒙召牧者

的心愿之一；战兢是因为按立成为长牧

之后，要为主的缘故，肩负起在属灵战

场上奔赴前线的职责。 

 我自觉仍然有很多不足，这圣职是

任重道远的，特別是在后疫情时代，若

沒有上帝的恩典及牧长们的指导，我必

然是寸步难行。盼望日后能以这职分发

挥更大的作用，完成这终生的托付。求

主帮助！ 

 谨此由衷感谢宏茂桥堂的教牧同

工、领袖和弟兄姐妹的关爱、支持与代

祷。愿上帝祝福你们，忠心服侍上帝，

同心建造神家。 -林国柱牧师 

 非常感恩，能够被按立成为长

牧！我要感谢宏茂桥堂的牧者、领

袖、同工和众弟兄姐妹们所给予我的

帮助、鼓励、包容和代祷！ 

 正像第47屆华人年议会闭幕礼上

荣休牧者所分享的，家人是我们牧者

非常重要的支持；所以我也要特别感

谢我的太太，她是上帝给予我很好的

帮手；若没有她的理解、牺牲和付

出，我今天可能不会被按立。 

 我更要感谢天父的拣选、引导和

怜悯！祂知道我有软弱有挣扎，但还

是愿意施恩予我，让我有机会能够参

与更多、更广的服侍。 

 我深知成为长牧意味着更多的责

任和压力，在此，恳请牧者、同工和

弟兄姐妹们，在您的祷告中常常记念

我和我的家人。 

 愿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我们

的天父上帝！阿们！- 王海斌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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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言            

金光闪烁尊贵天子， 

本处高天降卑为人。 

门训信徒力传天道， 

徒步各处医病赶鬼。 

生活行为成众楷模， 

命令门徒忠心追随。 

树立信心拒绝妥协， 

下达使命召唤回转。 

结队同行共赴灵程， 

出动圣民宣扬福音。 

硕果累累成众目标， 

果断前行不负主旨。  

        魏忠灵 

《门徒》课程的首几课是圣卷，我觉得有点沉

闷，但智慧书就真正把我带进信心、喜乐、满

足的学习之旅。透过视频和研读经文，我获益

良多。九个月的学习生活是精彩有趣的，师生

间建立了友谊，我们也制作和交换卡片，互相

勉励。上课当然离不开美食，其中姝婷姐妹爱

心预备的普洱节糕点，庆祝我孙儿出世的热腾

腾的猪脚醋….这些都令我怀念。 

           潘宜浩 

我对《约伯记》感同身受，它解答了我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基督徒在尽

力过基督徒生活的情况下仍然有挣扎？

虽然我明白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一

帆风顺，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没有或少有

障碍？学习了《约伯记》后，上帝确实

想告诉我：无论环境如何，对祂要有信

心，要顺服于祂的权威。 

        林伟强 

《门徒》课程帮助我更有系统和纪律地读经，并从

不同的角度和新的视野更深入的去研读圣经。课程

也帮助我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在生活中，成为彻底

的门徒，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信心社体的标志。 

陈玲玲 

金本《门徒》学员结业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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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言 

我从《门徒》课程里学习到如何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及

认识圣经真理。藉着导师们的引导及有系统的研经，我

不但认识到现今人性的光景，也晓得如何以真道去胜

过。身为彻底的门徒，我必须要有委身与行动，活出信

心社体的标志，愿意付上代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李加才 

《启示录》中主耶

稣责备老底嘉教会

不冷不热的态度让

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我愿意立志火

热起来，热心参与

教会的侍奉，为主

作美好的见证。让

我们同心兴旺福

音，过一个丰盛和

讨主喜悦的生活。 

    梁耀强 《门徒》课程引导我们从

人性问题意识到自己的光

景，并从研经的过程中，

在真道上与主相遇。因为

经历了主，所以我立志要

活出彻底门徒的要求，让

主的道不断塑造我的生

命。结业只是信心旅程的

另一个转捩点，我们要坚

持忠心跟随主，在生活中

持守主道，见证主名！ 

      柯志启 

金本《门徒》课程里导师用心备课耐心教导，学员们也极积分享

让我受益匪浅！学习从不同角度看圣经，开阔了我学习真理的视

野，也增加我对神话语的渴望与追求。特别是《启示录》里的七

福，更是提醒我要忠心持守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我也回应上帝对

我的呼召与命定，更願意带着使命在事奉中学习，成长。结业不

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我要以真门徒的态度来

活出基督的样式，由主掌权过敬虔的生活，实践真理！  

               陈月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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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喜事 

研读《雅各书》后的感想 

 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在线上听完善容老师的教导。虽然只有4周，但是

在老师清楚讲解和分析背景及历史后，我深刻感受到雅各书不但内容丰富，

同时指出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和行为。雅各劝勉和指导，更强调行为和信心的

重要。论到贫穷和富有（1:9-10），讲到考验和试探（1:13）“人被试探不

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上帝不会试探人……”，在试炼中当向上帝求智

慧，因有智慧的人才会按上帝旨意行事。 

 第二章，警告偏私。有时我们看到华丽貌美的人，想上前与她拥抱，那些被人看不起眼的，

就冷落一旁。但作者告诉我们，信徒不可重富轻贫，不可以貌待人，要一视同仁。经上说：要爱

人如己。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论到舌头，虽然在百体中最

小，但却能说大话，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有杀伤力，

很难制伏。所谓“祸出口出”，使你身败名裂。因此我们应当

求上头来的智慧，温良柔顺，多结善果，没有偏见；而且学习

听道后要行道，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动怒。 

 第五章，我学到忍耐和祷告。15节告诉我们出于信心的祷

告主必垂听。因此，信徒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因义人祈祷

所发出的力量，大有功效。最后，信徒为何会失迷？因他们远

离真理，与世俗为友，不依靠上帝，不肯悔改，单单听道而不

行道，缺乏爱人如己的心。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按外貌待人，

在教会中有斗争。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

卑的人。 

 上完《雅各书》，给我很大的警戒与提醒，要遵行主道，

顺服上帝的带领，以信心过每一天的生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

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12:2）。阿们! - 黄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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