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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生活 01/2018 导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祝愿你们有丰富的属灵祝福和丰满的与神同在
的经历。

在新年伊始时互相交换美好的祝福是一个很好的
传统。但我们可以为彼此做的和更多：可以彼此
代祷，并求神：“祝福我的弟兄！增强我的姐
妹！保护并安慰他们。”

这是我们一年中每天都可以做的事情。我想到那
些生活在战争、困苦和暴力地区的弟兄姐妹们，
也想到那些在身体和心灵上受苦的人。亲爱的弟
兄姐妹们，你们要知道很多人在为你们代祷！

使徒们会特别为每个人都能达到信仰的目标而祷
告：基督的再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也为此准
备，继续跟上培训项目，和每年在变化的焦点。

我们过去已关注了 爱、喜乐、得胜和荣耀神的主
题。今年，我们会将关注点放到新妇教会另一个
重要的特征上：忠于基督。

除了爱与喜乐，忠诚是新妇本性的另一个特征。
不会有其他的方式。但我们怎样表现自己对基督
的忠诚呢？请允许我提到以下四点：
■ 忠于基督意味着跟随他的榜样；
■ 忠于基督意味着即使在困难中也要保持我们

的爱；
■ 忠于基督意味着想要侍奉；
■ 忠于基督意味着持守我们的承诺。

以上是最重要的几点。在崇拜聚会中，我们会发
现这些对我们自己的意义。

忠诚的主题是非常广泛的。它包含了一些中心思
想，比如真诚，可靠，坚持和值得信赖。在即将

到来的一年中，我们会研究忠诚的很多不同方
面。

为什么？其实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对基督的忠诚
对我们的信仰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很多语言
中：“信仰“和”忠诚“是同一个词。

带着这样的思想意念，我祝愿你们在2018年有很
强的信心。愿我们保持对主的忠诚和真实！

你们的，

让-卢克 施耐德

忠于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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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敬拜聚会团契生活 01/2018

去吧!
我最亲爱的弟兄们，今天能在你们中间，对我来
说很特别，因为我知道全国的很多弟兄都连接在
这个特别的敬拜聚会中。这并不常发生，因此，
首先借此机会表达我们对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帮
助和你们的服侍的感谢。我特意说“我们的感
谢”因为我想作为使徒们的代言人。你们知道，
我们完全依靠你们的帮助和工作。耶稣差遣使
徒，是我们的信心和确信，认为耶稣基督也差遣
了新使徒教会的使徒们。他赐下极大的使命，靠
使徒们自己无法完成。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需
要你们的祷告，也需要你们的支持。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如此感谢，你们预备好自己，与使徒们一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

徒，奉父、子、圣灵的命名给他们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

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 

马太福音 28: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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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使徒让-卢克施耐德于2017年6月10日，星期
六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了全国的牧职人员敬拜
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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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为耶稣基督做工。在你们的按立上，你们对接
受部分使徒的权柄和使命说是。换句话说，我们
责任共担。那按立你们的使徒将一部分他的权柄
授权给你。你完成这个使命不是像你在公司完成
工作，而是要出于爱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不单单
是一个要完成的工作，这是信心的工作，爱的工
作，需要很多的奉献和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如此感谢，你们当时准备好了接受这个任务。作
为牧职人员，你们是使徒的代表。通过按立，你
们获得使徒权柄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牧职和牧
职权柄只有在你与使徒职分连接时才有效，只有
你在奉使徒差遣时才有
效。这是新使徒教会的独
有特征。在其他的教会并
非如此。事实上，有些教
会的牧职可以随心所欲-
只要会众同意。在我们教
会不是这样。牧人的牧职
权柄-牧师职分和执事-只
有在遵行使徒的使命时才
有效。

时不时的，弟兄们会有一些可笑的想法：“如果
我们可以这样做或那样做多好？”然后我不得不
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你是否确
定你是奉使徒的差遣在工作吗？如果不是的话，
你没有权柄这样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情
况下，我们的弟兄都是按照使徒的使命去行，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心存感谢。好吧，在美国，这个
比例是百分之百。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因为这很重要。我们都得
到了一个特别的使命。作为牧人，你们按照你们
使徒的使命去行，而使徒从耶稣那里得到他的使
命。这就是我选这条主题经文的原因，因为这对
我们大家都很重要-执事，牧师职分和使徒-认识
到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使徒的使命，他们再将
部分使命分给其他按立的圣职。

因此，有时候想想我们的使命具体由哪些部分组
成也会很有趣。耶稣说的很清楚：“去吧！”这
是使命的第一部分。当你被按立为圣职时-我很
确信这里我不需要提这一点-并不是说你被提任
了。你不会变成老板。你获得的是工作的任命。
你有一个使命：”去吧！”这意味着行动。这意
味着，我们，就是使徒们，也包括其他的职分，
必须深而又深的浸入耶稣基督的知识。我们不
可停滞，认为自己知道一切。我们必须深而又深

的浸入耶稣基督的知识。因此我们需要圣灵的指
引。我们需要跟随圣灵的指引。让我们这样做，
去到弟兄姐妹那里。

福音的教导需要与人接触。耶稣并没有把这个呼
召给到一个组织或公司。这呼召是要到我们每个
人那里：使徒和他们的同工。“去吧！”我们不
可以说，这是教会的任务。如果是那样的话，我
们就可以说，“好吧，让我们打一些广告，让福
音和新使徒教会的信仰广为人知。让我们做一个
公共关系的活动。”那不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受

托要做的是，“去吧！”
耶稣想要我们加强与人们
的关系。你不可能通过
电视或其他渠道的广告活
动获得信徒。与人接触是
我们使命的一部分。我们
必须认识到：“去吧！”
你们要去到人们中间，你
们要告诉他们，使他们相
信，激励他们。这就是基
督教会、特别是神的工，
与公司的不同。我们不能
做的像个公司。我们得到

的使命是去。我们必须行动，到人们中间，亲自
与他们交流。

我们必须要去做什么？使万民作门徒。作门徒意
味着我们要激励人们跟随耶稣。这就是任务。“
门徒”的定义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使万
民作门徒意味着我们要激励人们跟随他。那意味
着我们必须首先相信福音是对万民有效的-不论
他们生活的状态，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经济
状况，或是他们的过去。这适用于福音的整体。
我们不可以限制说，“这律法适用于所有人。那
些不行神旨意的人将会被惩罚。”这只是福音的
一部分。福音的整体是对万民有效的-对世上的
每一个人。弟兄们，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一点。我
们必须要去万国。这是我们的先父所理解的：我
们要去各处，去每一个国家，将福音带给那里的
人，并让他们熟悉新使徒教会的信仰。我们为此
而感谢，他们也配得我们的尊重。北美地区的牧
职人员和信徒们在将好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方面成
就很大。这是重要的一点，但只是其中一点。

马可福音谈到：“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
民听”（可16：15）。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要
去各个国家的基督教会，并将福音传给他们，而

让我们去告诉万民耶稣
基督的荣耀，并将此种
在人们心中，让他们爱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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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传福音给万民。我们要去到每个人那里，不
论他们的状态、文化、年龄或贫富状况。这是我
在看世界各地会点时比较担心的地方。我们常常
自问，“我们的会众是否能反映一个国家人口的
横截面？”还不能。但我们的任务是去万国传福
音给万民，没有例外。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
仔细想想：全人类，“万民”。那具体来说我们
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鼓励
他们跟随基督。我们不
想承诺他们什么。如果
我们跟穷人承诺说，他
们只要跟随基督-更进一
步，成为新使徒教会的
一员，就会变得富有，
那就很容易了。如果我
们跟病人说，“如果你
有信心，如果你跟随基
督的使徒，你就会得治
愈。”去跟受压迫的人
说：“如果你跟随基督，你就会得自由。”这些
都很容易，但这不会让他们成为门徒。

很多人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盼望奇迹。他们希望

得治愈。但这些不是耶稣想要的门徒。还有人希
望耶稣改变他们的境况，将他们从罗马人的枷锁
中释放。这都没有实现。耶稣希望门徒跟随他因
为爱他，因为信靠他，并且准备好撇下一切跟随
他。因此，通过承诺人们祝福、财富、成功和解
脱是没有意义的。这不是你们赢得信徒的方式。

也不需要以大灾难威胁
人 们 ： 如 果 你 没 有 信
心，你就要和其他人一
起 受 苦 ， 但 我 们 会 得
救。没有必要去威胁任
何人。

我们怎样使万民做耶稣
的门徒呢？我们要使他们看到基督的荣耀，要将
基督的爱种在他们心里，要帮助他们发现并认识
到耶稣的伟大：耶稣是神，神就是耶稣。他谦
卑，他爱人，他是恩典，他是忍耐，他是全能的
神，却很谦卑。他以同样的爱爱每一个人。他爱
富人同样爱穷人。我可以继续说几个小时，但你

我们的任务是教导耶稣基督

的律法-不是我们自己的律

法，我们自己的规则，或是

我们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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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们解释，当他们通过水和圣灵洗礼之后，他
们得到了特别的力量：“你们得到一种能力，取
决于你们自己要怎样用这个能力。这个能力让你
可以做一些事，比如爱耶稣，赦免他人，跟随耶
稣，改变人的道路，变得更像耶稣。”有时候，
我有点担心。我不确定，为圣灵印记礼做准备这
一点是否足够的重视。我们必须向将要受洗礼的
人讲清楚，他们受圣灵印记礼会得到怎样的能
力，以及凭着这能力他们能做什么。

解释某事最好的方法就是展示它。上个星期天，
我提到我们应该成为榜样。这是一种让我们通过
神圣印记获得力量的方法。给那些相信他们的人
施洗。让他们明白受洗意味着什么，并告诉他们
这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是开始。告诉他们，他
们将接受他们所需要的力量，才能长成基督的
身量。这是我们使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去吧，给所有国家的信徒施洗…”

然后“叫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的一切”。接下来
我们要鼓励他们跟随基督。他们已经发现了耶稣
基督的荣耀，爱，恩典和忍耐。他们已经感受到
了他对他们的爱，出于爱决定跟随他。现在他们
想追随他，变得像他一样。现在，只有现在，我
们才能告诉他们，他们如何跟随基督，以及他们
必须做什么。有一些规则需要遵守：基督的律
法。在这个阶段向他们解释这一点不再是一个问
题，因为他们的行动和决定不再受惩罚的恐惧所
驱使。现在他们爱基督，我们可以告诉他们：“
如果你想讨耶稣喜悦，那么就这样做，但不要那
样做。”他们会出于爱去做这件事。出于爱所做
的事都不会有问题。

可悲的是，有时我们做的恰恰相反。我们经常告
诉人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那样做。”如果
你做了，你就会下地狱。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你
就会得到祝福。”我们必须忘记这一点。人们首
先必须爱耶稣，然后才能告诉他们如何跟随他。
一旦他们这样做了，就不再是问题了。但我们必
须像耶稣所吩咐的那样教导他们。这听起来不难
但是也不容易。这实际上是一个要达到的大目
标，即使它的规则目录比较简短。

我们的任务是教导耶稣基督的律法，而不是我
们自己的律法，我们自己的规则，或者我们自

们也一样知道：那就是我们要做的。让我们告
诉人们耶稣基督的荣耀，并将这荣耀植入他们心
里，让他们爱耶稣。之后，他们会跟随耶稣，因
为他已经发现了耶稣对他们的爱，耶稣为他们而
死：他想要拯救我们；我跟随他因为他爱我，我
想与他一起进入永恒。我跟随他因为他是我的榜
样。我想要变得像他。

这才是跟随基督的真正动力。弟兄们，我们的任
务是要去告诉所有人，不论他们的环境、文化和
社会地位。去鼓励他们跟随耶稣，向他们彰显耶
稣基督的荣耀。跟随耶稣的决定将是他们的自己
的意愿，因为他们知道：我要与耶稣一起；我想
要变得像他；我想要在永恒中与他一起。这就是
门徒。

之后我们要为他们施洗。作为牧师职分人员，你
们有权柄施行水洗礼。之后灵魂要准备好通过使
徒们受圣灵。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必须表达清
楚，通过水和圣灵重生不仅仅是需要完成第一个
条件，在那完成之后就万事大吉。我们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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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传统。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讲道和教导都
集中在福音上，那就是耶稣和使徒们在圣经中所
教导的。他们做教的一切都与拯救有关。我们必
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与拯救有关的事情上，而不是
那些所谓的规则或者条例。你们知道我所指的是
什么，这些都与我们的教牧或者拯救计划无关。
我们不能说我们正在行使使徒教牧所赋予我们的
权利。这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的牧职使命很
明确：“…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事,”耶稣说，我们所定所想的不都是正确的，
我们必须将福音传导给他们。

跟随基督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我们需要意识到
这点。正如一开始我所说的，我们必须相信福音
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不论他们的环境，出身，
文化背景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当你很穷的时
候，你可以跟随基督。当你很富有的时候，你
可以跟随基督。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可以跟随
基督。当你健康的时候，你可以跟随基督。当你
年老时，你可以跟随基督。不管你生活在什么环
境下，你都可以跟随基督。我们需要变得越来越
有这种意识。我们不能指望人们遵从我们为榜
样，只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来表明
你是基督的信徒。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在他们所处
的境况和环境下跟随基督的福音。他们不需要改
变。我们不需要确保他们变得富有，以便能够跟
随基督。这绝对不是我们的任务。当然，我们希

望穷人的情况得到改善，那些生病的人可以得到
医治。但这与耶稣耶稣的使命无关“…教导他们
遵守我所吩咐你的事。”这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事
情。

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将来的任务是去万民那
里，鼓励他们跟随基督而不做任何形式的承诺。
让我们向他们展示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爱。这就要
求我们去和他们说话，一旦他们爱上了耶稣，我
们就可以用水来为他们施洗。然后我们可以让他
们接受圣灵。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他们将获得
什么权柄，我们可以向他们展示他们如何使用这
种权利。然后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如何跟随基督，
并使他们明白，他们也可以在他们的环境中这样
做。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不需要变成法国人来表
示衷心。他们也不需要穿着同我一样，他们不需
要吃我吃的东西。他们不需要喜欢我喜欢的音
乐。我相信你们理解这点。让我们尊重人民的尊
严。

这也适用于年轻一代。让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和他
们生活的世界中享受他们的青春。他们不需要像
我们年轻时那样，也不需要变得像我们现在这
样。让他们成为他们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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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使徒理查德寇博 (美国)和 Raúl 
Eduardo Montes de Oca (巴西) 受召

进行助讲 

的世界和时代中。他们可以在他们的世界他们的
时代跟随福音。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会
令人不舒服。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这要求很高，
但却是神的意愿。这是使徒使命的一个部分，我
们参与其中：“…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的一
切。”这就是我们在布道中所教的。

有时，我亲爱的兄弟们，我们的教导也包括树立
榜样。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要经历考验。记
住，上帝不是在惩罚我们。这并不是他不再对我
们感兴趣的迹象。这并不是说我们做的不好导致
上帝不祝福我们。我们和上帝其他的孩子以及其
它所有人一样都面临着审判。但是当我们要经历
考验的时候，当我们要背负特殊十字架时，上帝
对我们有稍高的期待，他想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成为一个榜样，并遵行他所吩咐的我们的工作。
不要气馁，如果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不要难
过。以身作则，也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如果这
种渴求在我们当中：“天父，我要履行你在这特
殊的时候给我使命，我要成为你所吩咐我们的榜
样，我告诉你们，弟兄们，你们会经历耶稣的应
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这样的时刻，你会特别体验到这点，上帝会以
一种特殊的方式祝福你。

核心思想

我们向万国和万民展示耶稣的荣耀，

并鼓励他们跟随他。我们教会他们什

么是他们得救的必要条件，并要求他

们遵守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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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0日，总使徒主持在绍里木（安哥
拉）的曼格拉斯球场的敬拜聚会，有3200个弟兄
姐妹参加。

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生和死上体现，总使徒施
耐德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为了将人类从罪
恶中脱离，洗去原罪，并罪得赦免，而献上他的
生命。通过他的榜样和教导，我们学会要过讨神
喜悦的生活，并为基督的再来而准备自己。

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

1. 通过弃绝罪 。“当我们看到基督的受苦和受
死时，罪的本性就变得很明显。耶稣不得不经历
仇恨，暴力和不公。人们堕落了，满口谎言和伪
善。”我们不想成为这样权柄的奴隶，总使徒继
续说。

2. 通过践行福音。 耶稣为了救我们脱离罪而死。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爱我们！让我们以他

跟随耶稣的
榜样 

的话语和福音为榜样去生活。我们践行他的教
导，不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是因为我们想要
为自己争取。我们按他的话去行，因为我们已经
认识到了耶稣的爱。

3. 通过跟随耶稣。耶稣献上了自己的生命，这样
我们可以与他在一起。我们对他的爱促使我们寻
求他的靠近。我们总是寻求与他的团契：这是我
们今天在敬拜聚会中做的—我们在圣餐礼中寻
求与他的团契—也渴望与他在天堂中有永恒的团
契。

4. 通过显示谦卑和悔改。 主耶稣战胜了罪和死，
因为他是完全无罪的。他获得了复活的身体，并
可以回到父那里。我们有同样的目标：进入神的
国，并与圣父和圣子在一起。但我们认识到尽管
所有的努力，还是很容易犯错误。我们完全的依
靠恩典，这既是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忏悔和悔改
的原因。

对 和 信是 常 。从 开 做 工来回应 只是一
小步。总使徒 -卢克 德提到我们 合信心和做工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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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赦免我们的邻舍。 我们需要罪的赦免。主
耶稣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怎样感谢主赐给我们
的恩典呢？如同他赦免我们一样，赦免我们的邻
舍。让我们出于对神赐恩典的感谢，去赦免我们
的邻舍。

6. 通过在试炼中得胜。神子在天上，但因为他
想要救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经历了每一
件人要经历的事情。人们经历不公，耶稣也经历
过。人们感到忧伤，耶稣也是。人们遭受背叛，
耶稣也遭受背叛。人必有一死。作为人，耶稣也
死了。因为我们爱耶稣，就准备好为他受苦，并
与他一起受苦。我们经历试验并接受它们。我们
由于跟随耶稣基督，放弃了很多事情。

7. 通过做见证。 耶稣基督为全人类牺牲。我们想
要尽可能多的人可以参与这牺牲和救赎中。这就
是我们服侍主的原因。让我们把福音告诉邻舍。
并成为耶稣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见证人。

核心思想

提多书 2: 14

“ 为我们 了 己， 救 我们 一
恶，又洁净我们， 作 己 子

民， 心为 。”

和 导 信徒 恶， 喜悦

，并为基 再来 做准备。

右边: Manuel Quefasse Mupila和Capote Mar-
cos Misselo使徒为离世人接受圣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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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4日，总使徒让-卢克施耐德在澳大利
亚的墨尔本举行了敬拜聚会。地区教会获得一个
新的使徒，彼得舒尔特，他也被任命为新的教区
使徒助手。

总使徒用到的主题经文谈到约翰从天使手中拿过
一本小书卷，并吃了。“这个小书卷可以作为神
的话语的象征，”总使徒在解释这个形象时如此
说。我们一定要吃，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沉浸其
中，并付诸实践。从原则上来说，福音是大喜的
信息，因此跟蜜一样甜。但是，总使徒继续说，
也有界限和限制，人们可以解释为苦。总使徒提
到了几个有关苦-甜的教训。

神是爱。多么甜美的信息！“神平等的爱所有
人。不论我们是谁，来自哪里，也不论我们的
弱点，和我们的失败：他爱我们。这是甜的信
息。”当你更深入一些时，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神
真的爱所有人类，不仅仅是某个具体的人。“
他爱我的邻舍，如同爱我一样多。”对有些人

福音的苦-甜滋味

来说，这句话听起来有一些苦。并不是所有人都
能接受。他们很高兴神爱他们，但他们不能接受
神爱他们的邻舍一样多。“让我们接受神的爱。
他爱我也包括我所有的软弱，这是多么美妙的事
情。因此，这就是他爱我和爱我的邻舍一样多并
不成问题的原因。”

神是恩典。更多的甜美的消息。耶稣基督是救
主，战胜了地狱和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他能从
死中救出信徒。但这也意味着耶稣基督是救赎的
唯一道路！没有其他的路。有些人觉得这一点很
苦。对他们来说，这条信息要求太高。他们相信
有其他的道路通向与神的团契。当然，成为更好
的人有很多条路。做善事也有很多条路。但是福
音里说，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子，才通向
天父。

神是自由。多么甜美的信息！神赐给人自由的意
愿。“我们有选择的自由。他从不强迫我们违背
自己的意愿。”另一方面，神希望信徒自由的选

果你嚼 包 够 时 ， 会开 尝到 味。 是 学 。圣 是一样。
可 包一样 ， 可 一 。与总使徒一 来品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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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基督，并以清晰和确定的方式—没有妥协。这
就是这个决定苦的一面，总使徒说到。但耶稣
清楚的表明，他会在父面前认那些在人前认他的
人。“让我们不要羞于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承认
我们相信福音。让我们宣扬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
信仰。”这并不容易，他说，但是主已经应许我
们，他会在他的父面前承认我们。

神是荣耀。多么美好的信息！有信心的人可以成
为他荣耀的继承人。多么美好的未来！苦的一面
是：我们要跟随他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得不背
上十字架，处理试炼，并与邪灵做斗争。“对有
些人来说，这要求太高了。跟随基督进天堂可
以，但放弃自己—自己的想法，意见和计划—并
把自己放在与基督一致上，就要求太高了。”为
了神的荣耀，每一个斗争都是值得的。我们甚至
都不会记得自己受的苦。没有人可以通过自己的
美德获得这荣耀。“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恩典，我
们不希望因为即使我们有信心，但神没有让我们
远离每一个忧伤而生气。我们的回报是与基督的
团契！”

总使徒施耐德说：“那些接受福音的界限和限制
的人，对福音的信心是救赎的源泉。”

核心思想

启示录10: 10

“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 来，吃尽
了，在我口中果 ，吃了 后，
子 得发 了。”

受 和 制 人，对 信心是
救 泉。

走向墨尔本（澳大利亚）的市政中心：安凯教区使徒，总使徒让-卢克施耐
德，教区使徒柯柏生(从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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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翻译人员来说是绝对的噩梦。”这是总使
徒让-卢克施耐德描述他在2017年7月30日在德国
采伯尼科主持的敬拜聚会的主题经文时所说的。
因为在德语圣经中说的是“敬拜聚会”，而在英
语和西班牙语的圣经中说的是“荣美”，在法语
圣经中是“荣耀。”诗篇的作者知道：如果我真
要享受你完全的照顾，我必须进入神的殿，“教
会带领人在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解释神的殿之前说
到。

神服侍人
在敬拜聚会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神，总使徒说。“
这不是人服侍神，而是神服侍人，”总使徒继续
说：

 ʂ 首先，我们了解到神的荣耀的意愿。那什么
是神的意愿呢？神希望你得救赎，我得救赎，我
的邻舍得救赎。

 ʂ 即使所有人类都达到技能和知识的极限时，

保持在耶和华
的殿中 

神还是有出路，神还是有解决办法，神还是有答
案。

 ʂ 即使我们已经做了很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
忏悔自己的行为—神告诉我们，“一切都好。我
赦免你。”

 ʂ 我们可以通过举行圣餐礼经历到神的同在，
神遇见我们，主耶稣说，“你—我非常爱你。我
为你而死，我与你同在，我离你很近。”

神在团契中的靠近

如果我们想要经历到神的同在，就不能仅仅作
为一个孤单的人去经历。为了完全经历到神的
看顾，我们必须成为信徒团契的一部分—换句话
说，就是基督教会的一部分，总使徒继续说到。

因此，请求住在神的殿中实际上由以下几个向神
的祈求组成：

你在哪 找到 ？每个 方 ，对吗？ ， 是无所不在 。你在哪 历到
？ 家中。 下 拜 会 是 于 居住 三个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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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ʂ 帮助我克服所有让我与您分离的事情。

 ʂ 不论发生什么，请允许我认识到，您把我们
带到一起。

 ʂ 让我们一起服侍；让我们一起工作；让我们
一起得胜。

怎样在团契中经历神的荣耀呢？

 ʂ 无论何时，会众以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同心
同灵的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神就会回应。他不
一定会做我们期望的，但是他会回应！

 ʂ 当我们看到神怎样对待他的孩子，在这人和
那人软弱时多么耐心，并让这人认识到，“我还
是像以前那样爱你。”

 ʂ 当他通过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安慰我们时。这
里我们必须说，“神差遣你来我这里。”

神住在人里面

“这里还有第三种神的殿：神，圣灵，住在我们

里面，”总使徒说。“愿这也是我们的请求，在
我们里面一遍一遍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然而，
要有这经历，我们必须要进入神的殿：我们要自
己审视，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对我们的意向是
什么。

核心思想

27：4

“ 一件事，我曾求 和 ，我仍 寻
求： 是一 一世住在 和 殿中，
仰 ，在 殿 求 。”

我们通过在敬拜聚会中寻求与神的团契、继续坚定

的保持在弟兄们的团契中、并在心中为圣灵留下空

间而经历到神的看顾。

采伯尼科的会点搬进一个新的教堂。总使徒施耐德在2017年7月30日举行
了落成仪式。前一天，会众们在新教堂参加了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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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巨人从非利士军队中

站出来。他叫歌利亚，有

三米多高。他头上戴着铜

盔，身上的铠甲、腿上的

护膝都是铜制的。他的肩

上扛着铜戟。有一个拿盾

牌的人走在他前面。歌利

亚对着以色列民的军队

呼叫，挑战他们说：“如

果你们中间有人可以战胜

我，非利士人就作你们的

仆人。我若胜了你们，你

们就作我们的仆人。”四

十天来，他都嘲笑以色列

人。扫罗王和以色列众人

都害怕歌利亚。没有人想

去应战。大卫的三个哥哥

也都在以色列的军中。他

们的父亲已年长，无法战

斗。他就差遣他的小儿子

大卫，将烘了的穗子和饼

送去军营给另外几个儿

子。并将新鲜的芝士送给

千夫长。

当大卫到达军营的时候，

军队正在备战。大卫跑去

找他的哥哥。当他与他们

交谈时，歌利亚突然出

现，并再次挑战以色列军

队。大卫就问，“这个嘲

笑活神的军队的非利士人

是谁呢？”人们跟大卫解

释说，扫罗王承诺了：“

我要赏赐那战胜歌利亚的

人大财，并将自己的女儿

给他为妻。”

大卫说，“我要争战歌利

亚！”大卫的高傲，就是

他相信自己可以战胜歌利

亚，惹恼了他的大哥。扫

罗王对大卫说：“你不可

大卫和歌利亚
(撒母耳记上 17)

非利士人为征战做准备。

扫罗和以色列民也聚集，

要打仗。两军驻扎在对面

的山上，中间有一个山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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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争战这非利士人。你年

纪太轻，而他是有经验的

战士。”

大卫回答说，“我为父亲

放羊，无论何时，狮子来

了，熊来了，衔一只羊羔

去，我就追赶它，击打

它，将羊羔从它口中救出

来。它起来要害我，我就

将它打死。当我战胜那些

狮子和熊时，神帮助我。

同样他会帮我战胜非利士

人，因为歌利亚侮辱了活

神的军队。”

王认识到大卫是唯一一个

敢于挑战歌利亚的人，就

把自己的战衣、铜盔和铠

甲给他。大卫把刀跨在战

衣外，却无法行走。然后

他就决定脱下战衣，并带

上自己牧羊用的杖，并在

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

头放在牧人带的囊中。他

拿着自己的机弦就去迎歌

利亚了。

“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

岂是狗呢？”歌利亚问，

并诅咒大卫也诅咒神。“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

和铜戟；我攻击你，是靠

着万军之耶和华的

民，就是你所咒骂

的。我今日要战胜

你，这样所有人

都看到以色列中有

神，”大卫向歌

利亚吼着

说。

非利士人驻扎在巴勒斯坦西南沿岸，大约基督

降生前1200年左右。他们最早来自于希腊附近

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地区。以色列人受非利士

人的苦，因为非利士人有先进的军队和军事组

织。他们的平均身高较高，并善于炼铁。相比

于对手，他们能制作更坚硬的保护性盔甲，更

强的盾杯，更好的匕首和矛。巴勒斯坦（非利

士的拉丁文写法）得名于非利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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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蒂拉的惠丽缇家里

（法属波利尼西亚）

大溪地也以其美丽的花朵闻名。最为人熟

知的是蒂阿瑞花，并制成摩诺伊油。这是

一种让你的头发柔顺的香氛油，并帮助缓

解日晒。我们迎接客人时会戴蒂阿瑞花制

成的项链。

Io Rana（“你好”的意思），所有的孩子们。我的名字

是惠丽缇。我今年十岁，住在陶蒂拉，大溪地的一个小镇

上。就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

大部分人都听说过大溪

地。很多人都梦想着有

生之年来这里一次。

大溪地确实很美。我

们全年都享受着温暖

的热带气候。这里的生

活也很好。热带的温度

使外来的水果繁盛，就像红

毛丹，荔枝的一种。

这里到处都是花。我们到外面采

花来装饰圣坛。我们从来不用买

花。

我们的教会有很多孩子。我喜欢去

教会，并常常帮助照顾小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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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法国或是新喀里多尼亚的牧人一年会来

探访我们几次。法国真的很远，即使新喀里

多尼亚也在大溪地以东5000多公里。那个

弟兄周六早上从新喀里多尼亚等级，并在周

五晚上到达大溪地。这怎么可能呢？那是

因为他实际上逆着时间飞行，并穿越了国

际日界线，就是太平洋的中间。通过这种

方式，你可以庆祝两次生日哦！

我的家里有我的父母，两个哥哥惠图安和惠马那

（这里有与马丽娅罗斯姐妹的照片，她是我们地

区巡回牧师的太太），还有我。

妈妈，我，教会的一个宝宝，还有我阿姨。

从没来过这里的人通常不知道这里的海滩上都是黑

沙。这个岛原先有火山。但是不要担心，踩上去感觉

跟白沙一样舒服。

我们大溪地人热爱游泳，也喜

欢冲浪。太平洋上浪很大。

赛艇是国民运动。这里也有很

多的鱼，甚至是在空中作为一

朵云…

星期六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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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世人的国度：
关键问题 

我们目前的做法衍生自圣经章节（参看团契生活
04/2017）,然而，也是通过使徒教牧的授权而有
效，他们的使命是通过适当并及时的方式解释福
音，并传播和宣讲。

对离世人的圣礼上的关怀绝不能与招魂说混淆。
在招魂说中，阴间最终被认为这个世界的一部
分，人可以像开发新大陆那样去探索。

新约和基于新约的新使徒教会信仰在对离世人的
世界的描述非常谨慎。毕竟，这不是获取或增加
对阴间的新的知识的事情。这不是有关获取阴
间、离世人的状况或任何这样问题。阴间决不能
混淆于现在当下，或者由现在当下来决定。这不
是有关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而是要表达救赎的应
许，平等的适用于活着的和死了的人。

到这里，可以问两个问题，首先，死了的人发现
自己处于怎样的状况？第二，为什么他们需要圣
礼？

死了的人发现自己处于怎样的状况？

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在以下情况成立：这人
认识到人的连续性，不论生死。人的实际存在确
实在死时结束，然而，它仍是一个离世的个体。
这意味着，这个人曾经想过的、经历过的或是做
过的每一件事—他的成功也包括他的失败—都是
他的一部分。个体的人格即使在死后仍保持不
变。离世的个体是独特的，并仍然是神所能认识
和说话的 个体。

离世灵魂的状况，表达成与神的距离的远近，是
有很大差别的。无论如何，离世灵魂并不会由
于死亡而经历任何的改变。那些离世的灵魂发现
自己处于远离神的状况，并需要特别的关爱和代
祷。根据新使徒教会信条，圣礼的分发带来离世
灵魂状况的改变。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为那些
不是新使徒教会的灵魂重新受洗，或是那些受圣
灵的灵魂成为新使徒教会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所相信的，“人类不可能改变他们在
世时对神的态度”，或是“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
了，因为人类在死时已经设定了”，这些想法与

信 况是可 改 ， 信 万人得救： 是 使徒 会所 导
世 义 两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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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徒教会教义是相悖的。考虑到这一点，在地
狱的永刑和永恒诅咒的概念是没有基础的。任何
积极改变的基础—各处的—都是神的关爱，和信
心。因而，离世人并不能免除相信的必要性。信
仰的基础和支持—就是带来与神新的关系—就是
圣礼，也就是圣水洗礼，圣灵印记礼和圣餐礼。

为什么离世人依赖圣礼?  

根据新使徒教会信仰，作为基督徒是基于圣礼，
并通过圣礼增强。因此，圣水洗礼是完全必要
的，因为这组成了神对个体的肯定。换句话说，
那些想要得到救赎的，信心想要得以维持和增强
的，依赖于圣礼。根据新使徒教会的理解，这同
样适用于活着的和死了的人。新使徒教会的教理
这样说，同时强调了使徒职分的重要性：“使徒
们完成了耶稣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赦罪，并
主持圣礼—为活人也为死人。他们代表基督也以
基督的名去行。正如耶稣基督将牺牲带到地上，
救赎也通过使徒带到地上。由于圣礼总是需要有
形的部分，也可以在有形的国度举行。圣礼作为
给与救赎的必要组成部分的果效，对活人和死人
是相同的。” 

出版人：让-卢克 施耐德, Überlandstrasse 243, 8051 
Zürich/Switzerland
Verlag Friedrich Bischoff GmbH, Frankfurter Str. 
233, 63263 Neu-Isenburg/Germany
编辑：彼得 约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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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做法
与招魂说

的区别

有时候新使徒教会面临这样的责备：认为教会有
关离世国度的理解与招魂说的行为类似，甚至认
为是属于招魂范畴。以下清楚的表明，我们对离
世人的理解与招魂说完全没有关系。

招魂说是什么？

开始很有必要定义什么是招魂说。招魂说假设已
死之人的灵魂所住的世界在现实中存在。这基本
的假设不光在招魂术中，也在很多过去和现在的
宗教中存在。新使徒教会也假设离世的灵魂住在
阴间。然而，这一基本假设被招魂说扩大了，不
仅宣称这些灵魂存在，也宣称有能力与他们联

系，比如，通过一个媒介。

圣经中的例子

招魂，就是招魂说的基本行为，在旧约中就有提
及，因为招魂术是以色列民所处环境中的异教做
法。因此，旧约强调要拒绝所有形式的招魂-包
括占星术，算命等等，都是拜偶像的形式。比
如，在申命记18：9-12中我们读到：“你到了
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
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
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
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

代 不是与 世人沟 ， 圣 动 不是人 奇： 使徒 会 世人
与招 毫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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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性
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
面前赶出。”另一个熟悉的例子是隐•多珥女巫
（灵媒），在扫罗的吩咐下联系撒母耳的灵魂（
撒母耳记上28：7-20）。旧约的叙述也证明，
联系死人是被禁止的，也是有可能通过人来实现
的。然而，这段圣经的述说并不是为了证实招魂
术的可能性，而是表明已经离神多远。先知最终
出现为的是表明王已被神弃绝的事实。

现代的招魂术

在一段时间之后，特别是17世纪之后--启蒙时
代—有关人可以进入与灵或死人的连接被认为是
迷信。不仅在十九世纪—一旦人们厌倦于在每个
方面跟随启蒙思想的理性—这个行为就会再次发
生。

现代的招魂术在19世纪产生。过去与灵或者离世
的亡灵连接过去是宗教行为的一部分，现代的招
魂术不再与宗教有清晰的联系。这里的想法是找
到一个系统或几乎是科学的办法，与灵或是死去
的灵魂接触，不仅为了证明死后还有生命，也是
为了证明阴间世界的存在，这本身就成为进一步
探索和询问的话题。比如，死人被问到，他们的
状况如何，阴间是怎样的。

因而，招魂术通过询问死者，证明不死的灵魂的
存在，以及阴间的存在。阴间，以及离世的灵
魂，因而成为招魂说研究和询问的课题。通常离
世的人不过是人类好奇的课题。因此，世界与阴
间的对比—超然存在及无所不在，已经不再受到
认真对待。然而，阴间的世界在现在代表一种不
可见，在那里与物质世界适用相同的法律法规。

通常，招魂术也被理解为基督教的一种替代方
式，它宣称基督教深陷于教条之中，却对阴间的
好奇不足。

我们的行为是否与招魂术有关？

所以，应当如何评估有关我们对离世人国度的理
解是招魂术的一种形式的批评，或者至少，是不
是与招魂术紧密相关？当招魂师叫来死去的灵
魂，为了了解他们的一些事情，我们有关离世人
的行为并没有以任何形式跟他们交流，并不是为
了更多的了解他们或是阴间。在我们的理念中，
离世人不是人类好奇的目标，或是任何要研究的

科学课题。阴间也不被作为现在不可见的地方，
可以通过科学探索。而是，仅仅作为完全不同，
不可计算、不可探索的领域来接受。

我们有关离世人的行为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就
是行圣礼—救赎所必须的—让离世人也可以得
到。这不是人类出于自己的冲动或是自己的特殊
利益在阴间去行动，而是神自己利用人类—就是
使徒—确保阴间的灵魂可以得到圣礼。关于那些
离世的灵魂得到圣礼—换句话说，谁得到救赎，
谁又得不到—对我们仍是隐藏的。

我们对离世人的理解也只是清楚的表明神希望万
人得救的意愿，包括活人和死人。在我们的行为
中，没有与离世人本身的接触。而是，我们为他
们代祷，求神展现恩典和怜悯给那些未被救赎的
灵魂。通过这样的代祷，通过对邻舍的爱的行
为，我们向神展示，我们不仅对自己的救赎或是
对活着的人的救赎感兴趣，也真诚的对离世人的
救赎感兴趣。这也表达了活着的和死了的灵魂组
成大的需要救赎的团契的确定，基督的教会本身
就是由活人和死人的团契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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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得到
一位教区使徒助手

彼得 尔 从九月 开 已 成为 使徒 会 大利亚 二 人。总使徒 -卢克
德 先 成为使徒， 后 命 成为 大工作 域 使徒助手。

“我们现在共同走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总使
徒在对彼得舒尔特开始讲话时说到，他过去几年
作为地区长老，负责澳大利亚东部地区。总使徒
说他非常理解地区长老在这个情景下的感受。

14年之前，他也受召到祭坛前，先是接受使徒
职分，之后马上接受支持教区使徒作为助手的任
命。“但我可以安慰你的话是：不要害怕！神与
你同在！”教会的带领人向他保证，他可以感受
到神的大能，和这么大的国家里会众们祷告的力
量。

爱在先，带领在后

作为使徒和教区使徒助手，他的第一个任务就

是与他的弟兄姐妹们熟悉，并
凭着爱看顾他们。“你也要学
着带领教会，并走在这部分世
界的会众的前面。”总使徒继
续说，这会很容易，因为他有
一个可以信赖和学习的教区使
徒。

有信心的人

彼得舒尔特（*1963）住在昆
士兰州萨里那。作为教区使徒
助手，他将直接向现任教区使

徒汇报。“我非常感恩，在我一生的经历中都
感受到神的指引，”现任教区使徒安凯说。“目
前也是这样—这个改变已经祷告了很久，也是
蒙神祝福的。彼得舒尔特是一个有信心的也非常
刚强的人，”教区使徒说，他这样描述他的继任
者。“他将带领一个很大的区域，以自己的习惯
的冷静和清醒的方式。”教区使徒个人的愿望是
工作交接可以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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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9月24日墨尔本（澳大利亚）
的一次敬拜聚会中，总使徒按立地区长
老彼得舒尔特为使徒，并按立他成为教
区使徒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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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maps: 会点就在
弹指之间 
世 60,000个会 。旅 很多 人会 其中 一 。没 人可 住所

址， 没 必 。智 手机 户 一个 单 办法：nacmaps。

有了最新开发的应用，会点可以通过列明城市名
称来定位，或用第二个功能“附近的会点”。

最新的地址
新使徒教会的最新应用有最新的地址清单。会点
的合并，新建的会点，或是刚有一个会点新增了
方便轮椅进出功能—一切都会在几小时后正确的
展现在应用中。很多国家都已经在数据库中注
册，更多的国家会跟进。这些数据也可以离线连
接，就是不连接互联网的情况下。

邮件或电话联系人
会点的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存在数据库
中—也可以展示在应用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点击屏幕，就可以直接连接对的
人，不论是通过邮件或是电话。

导航和教会网址

一旦你找到正确的会点，只需点
击“计划你的路径”，应用就会
通过谷歌地图或是手机上的自有
地图软件进行导航。

而且如果会点有自己的网页，其
上有更多的信息呢？网址会存在
该会点的应用页面上，点击一下
就可以。

很多应用种第一个

nacmaps是新使徒教会第四个应用，可免费从
苹果商店或是谷歌的安卓商店下载。除了nac-
maps以外，新使徒教会还提供专注于新闻和信
息的应用（nacnews：苹果和安卓商店），教
理应用（naccatechism：苹果和安卓商店），
教理问答应用（nacfaq：苹果和安卓商店）。
所有应用都是免费的。

显示附近的所有会点或特定的一个会点--对
nacmaps来说，就像一、二、三一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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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克里西！ 
日常的悲剧

克 德 了。 个 年带 在 团 交
战中 — 样 剧在南 是日常

一 。当一个人 和暴力所包围
时， 出信仰 味 什么？ 下提供了一

。

2017年8月12日，星期六，快到下午六点：克里
桑德拉澳普曼刚刚从Ruyterwacht青年短途旅行
回来。这个30岁的年轻人刚从家走出去，问朋友
借一个三角铁锅。她爸爸听到枪声。走上街去，
发现自己的女儿头上有个洞，她死在了医院里。

犯罪团伙要的是鲍鱼。就是海里的蜗牛：一种
美味，特别是在亚洲-南非的新“白金”，受保
护，但非法捕捞。一整车的违禁物品被警察抓
获—价值60万美金，警察在卡普顿郊区的Bish-
op Lavis进行突袭并抓获。现在警察受到袭击。
开始只是抛射石头，之后就开火了。其中一个子
弹打中了克里桑德拉。

“大家都爱克里西，她对每个认识她的人都有积

极的影响，”她妈妈说。800人参加了她在Ne-
treg会点的葬礼。“她有一个美好的灵魂”，安
格斯麦肯齐区议员说。克里桑德拉在脸书上的最
后一条留言是摘自腓立比书4：19：“我的神必
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
需用的都充足。”

被害人众多
科特尼，四岁，在2017年3月5日被谋杀。查尼
尔，八岁，2016年12月11日被开车经过的人击
中。塞尔文，2017年5月31日被刀捅死。邓泽
尔，克里西，查德文：枪击，枪击，枪击。这是
2016年5月至2017年5月由于暴力犯罪被害人的
名单—仅包括了来自埃尔文维藤会督地区。半数

� 
Ir

m
el

am
el

a 
– 

Fo
to

lia
.c

om

� 
pr

iv
at

e



27

团契生活 01/2018 全球新闻

以上都是20岁以下的，几乎没有超过30岁的。

每三分钟就有一次闯入，每五分钟就有一次袭
击，大约每三十分钟就有一次杀害。南非的犯罪
率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
收入如此不均衡。城镇中贫困横行，住宿区域的
划分从种族分离时期就开始了。这里的失业率高
达60%。

神特别的产业
必须24/7保持警惕。对生活在城镇中的人来说，
那是唯一的生存方式。使徒彼得蓝博特在法拉克
福（德国）参加2016年青年会的时候描述说：人
们生活在最拥挤的条件中，团伙头目和贩毒头目
掌管那个区域，经常加入武力斗争。孩子们早上
去学校时，父母永远都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到自
己的孩子。即使去教会的路也可能是有生命危险
的，如果正好要经过起冲突的两个团伙的边界的
话。

“我们天父特别的产业“是2015年二月发布的
一份纪录片的标题。三个区域的会众一起讨论生
活在这样的暴力环境中是怎样的体验。他们说，
会众在敬拜聚会之后还是待在一起，因为外面还
在交火。他们谈到歹徒会冲进教会中，寻找隐藏
的竞争对手。他们还谈到会众由于暴力冲突而死
亡，不论是无辜的受害者，还是本身就是犯罪团
伙的一员。

“安全第一”是这里的带领人的口号。如果有冲
突发生，敬拜聚会就会缩短时间或是完全取消。
如果不允许会众聚集很长的时间，牧职人员就举

一整车走私的鲍鱼被警察控制住-价值超过$600,000美元

行家庭聚会。只要可能，教会的活动都会在下午
五点之前结束，因为那是犯罪团伙开始射击的时
间。

安全的避难所
毒 瘾 ， 强 暴 ， 谋 杀 — 对 牧 人 来 说 是 极 端 的 环
境。“我知道你们看到了，”总使徒让-卢克施
耐德2016年底对教会里坐满的驻堂牧师说。人们
眼里含着泪水。Leiden中部教会坐落于戴尔福
特，犯罪团伙的大本营。

这个教堂在工作日是作为体育馆。300个孩子把
这里作为避难所，每天过来接受食物和家庭作
业的帮助。“这是孩子可以学习的地方，并得到
处理每天灾难的工具，”新使徒教会救助机构
Masakhe的Ursula Poggenpoel-Smith说。

约翰 L. 克里尔教区使徒将此作为所有会点的榜
样：“如果我们每一个教堂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救
助就值得了，”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但现实中
的有限资源限制了可能性。然而，每一个教会—
没有例外—都可以成为人们灵魂所需的避难所。

人们来安慰克里西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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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 为 使徒 会 会 之二：在喜 山 Ghankula（ 2,151 ）和
Naugaon（ 1,435 ）。每天 ，出 和 拜 会- 是另一个世 。

这两个印度北部、位于西藏边界的会点有三十五
个会众，由三个牧师照看。Ghankula会点属于
Uttarkhand地区，而Naugaon在Gherwal地
区，都属于同一个使徒区域，占1,500公里的地
方。这里离首都德里的航空距离为350公里。该
地区的会点很小、分散，并难以到达。该区域的
人们说印地语。

用GPS查找会点 

谷歌地球提供了该区域的卫星图，但这里的路
径网络没有完全绘制在地图上。会点很容易通
过GPS来定位--至少在线上是这样：Ghankula
会点30.175297，78.907718；Naugaon会点
30.14666667，78.94166667。幸好生活在这个
区域的弟兄姐妹认识路。两个会点的直线距离只
有五公里，但由于蜿蜒的山路，且有两座山要
翻越，距离就上升到40公里，大约需要步行3小
时。

这些偏远地区的人们务农为生。大部分家庭都有
牲畜。不在地里工作的人就捡柴火为生。旅游业
正在逐渐快速发展。路上有一些小的客房，景色

令人惊叹。很多当地人—包括我们的会众—有自
己的四轮交通工具可供出租。很多朝圣者要参观
班德里纳特和可得里纳特庙，也有很多游客想要
看山上的独特风景。

飞行，开车，爬山

教区使徒助手大卫德瓦拉在2017年3月去那里的
时候也只能走陡峭的山路。“地势非常险峻。在
喜马拉雅山脉的陡峭山路中，步行是唯一的路
径，”他回来后报道说。他探访了四个会点，举
行了两次敬拜聚会，主持培训，并将余下的时间
探访会众。在他最后爬山到村庄之前，他要先走
过2,440公里-就是搭乘两次飞机并在蜿蜒的山路
上开七小时。

“被印度教的发源地和朝圣中心所包围，这里的
会点经历了困难的试炼时期，“大卫德瓦拉说。
他惊奇于他的弟兄姐妹的信心。喜马拉雅山脉的
会点由Ram Sahae使徒（1932-1986）在80年
代建立。会众很分散，并生活在基督徒的小群
中，周围大部分人都宣讲印度教或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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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拜访
世界屋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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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屋脊

教区使徒助手大卫德瓦拉惊奇并很受鼓舞：“被
大自然的美景包围，并被渴望等待的温暖的心拥
抱，本身就是一个盛宴。难以想象。现在我觉得
需要更多的帮助这些会众。”下一步将是在这个
区域建立教会，以增强这里弟兄姐妹的信心，使
徒德瓦拉说。

敬拜聚会，培训，家庭探访

在Ghankula会点的敬拜聚会之后，他走上崎岖
的山路去探访Naugaon地区的会众，那里的教
会首先在Gherwal地区建立。他主持了教导培
训，之后是包含圣水洗礼和圣灵印记礼的敬拜聚
会。山上的小会点非常喜乐，并坚持邀请使徒和

教区使徒助手大卫德瓦拉在去敬拜聚会和家庭探访的路上

他的团队去会众家中。这就需要从一座山坡穿越
到另一座，会众门走起来毫不费力。但对于城市
长大的到访者来说就没那么容易了。

在博卡拉村，德瓦拉使徒探访了三个家庭，他在
那里的探访是在周中的早上，并且是在非常恰当
的时间。当地的牧师刚刚住院，使徒说。他与会
众在一起，并安慰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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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
传播福音

不仅仅是 中做 事 。歌唱、 、一 做 乐，告 人 事 ，
是其 和 拜 方式。我们在 弟兄 们正在引 。

超过400个来自十八个不同区域的年轻人聚集在
尼日利亚的Asamato/Osisioma参加青年活动。
与Chima Okpara Ibekwe使徒一起举行了敬拜
聚会，谈论他们的信仰，并见证了同辈青年人的
按立。青年人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一起相处
交新的朋友，运动，玩游戏，唱歌，通过圣经测
验来练脑，并参加不同的演讲。

Bright Samuel，一个年轻的弟兄，这样总结三

天的活动：“能遇到这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基督
里的弟兄姐妹，我真是太高兴了。这个活动真的
很棒！”

青年人也利用这样的机会见证周围乡镇的耶稣的
福音。他们走上马路并跟人们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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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距离
带来挑战

对 人来 到 会 又 又 。不是每个国家 或是 共交 。
形 ，人们不得不 件来完成。

婆罗洲。八天八场敬拜聚会。这是Samuel Had-
iwidagdo使徒去婆罗洲的行程。他乘飞机、船
和车到这“千江之岛”上，就是人们对婆罗洲的
称呼。仅此于格陵兰岛和新几内亚岛，婆罗洲是
世界第三大岛。它分成了三个洲：东北部文莱的
伊斯兰君主领地，西北部的马来西亚和南部的印
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人称他们那部分的岛为加
里曼丹。使徒从文莱的伊斯兰君主领地中的慕阿
拉会点开始他的行程。新使徒教会还没有得到官
方认可，这就是会众在租借的场所聚会敬拜的原
因。从那里使徒继续前往马来西亚部分的岛屿，
并在那里举行敬拜聚会。他行程的最后一个聚会
时在加里曼丹的坤甸建辉。

阿根廷。在Concordia的新教会让很多会众节约
了几公里的路。该教会由Gerardo Zanotti使徒
在2017年8月6日建成。Concordia在恩特里利
乌斯省境内，离布宜诺斯艾利斯400公里左右。
会众满心欢喜终于有自己的教会。教堂的落成
仪式有130人出席，其中有一个人就住在教会隔
壁。他说这地方之前经历了很多忧伤，但如今，

随着新教堂的建成，喜乐又回来了。

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高加索地区的教会都离的
很远。会众需要走过很长的路才能参加敬拜聚
会，为他们增加了困难。教区使徒Rainer Storck
在2017年8月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牧养探访。在
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他为地区长老Peter 
Ugrimov举行退休仪式。地区长老在过去20年中
格鲁吉亚的新使徒教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
已经75岁了。在过去十年中，他是格鲁吉亚的教
区长并负责那里的教会。从2012年开始，他被要
求看顾阿塞拜疆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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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徒教会

日程安排 
2018年1月7日 班珠尔（冈比亚）

2018年1月14日 科隆（德国）

2018年1月19日 拉哈尔（巴基斯坦）

2018年1月21日 卡拉奇（巴基斯坦）

 2018年2月11日 兰德夸特（瑞士）

 2018年2月18日 开普敦（南非）

 2018年2月25日 迪堡（德国）

 2018年2月28日 雅温得（喀麦隆）

 2018年3月2日 巴塔（赤道几内亚）

 2018年3月4日 利伯维尔（加蓬）

 2018年3月18日 布尔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2018年3月19日 罗萨里奥（阿根廷）

 2018年3月24日 奥克马修斯（罗马尼亚）

  2018年3月25日 巴亚马雷（罗马尼亚）

 2018年3月30日 科特布斯（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