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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生活02/2018 导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作为基督徒，可以庆祝主日是一个有益的传统。

我们承认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仰。

经过一周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很多不公，也看到世上
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情。然后我们主日聚集在一起，
并承认说：“然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
战胜了死亡，魔鬼和罪。他是正确的。他有最终的发
言权！”这是结束上一周、开始新一周的极好方式。

我们承认对死人复活的信心以及对自己改变形象的盼
望。

我们等待死人复活、活人改变形象。无论我们经历了
什么，过怎样的生活，或见过什么：我们的盼望都建
立在基督再来的基础上。在主日聚集的时候，我们发
出信号，并将生活的首要位置留给重要的事情。

我们承认对良善的信心。

人们的表现有不同原因，时常也因为他们想要展
现：“我们不同意这个或那个。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
不同。”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同意不公义或是邪灵的
权势。这就是我们周日聚集在一起举行敬拜聚会想要
展现的。我们相信善能胜恶。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第
一次复活和他的再来。

让我们每个主日都这样庆祝。

真诚的，

让-卢克	施耐德

庆祝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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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洲的敬拜聚会团契生活02/2018

属神的恩赐

“ 各样 恩惠多多 加 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 ， 多 各样

事。”

哥林多后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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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总使徒让-卢克	施耐德去年到澳大利亚以及巴布亚新几
内亚度过了漫长的十一天旅程。2017年9月28日周四这
一天，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Kombikum主持了敬拜
聚会，与弟兄姐妹们共同庆祝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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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生活02/2018 在大洋洲的敬拜聚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与你们经历这次的敬拜聚
会，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喜乐和恩典。这是个特别的
敬拜：我们今天庆祝感恩节！我们将感谢献给神，
感谢他赐给我们的一切。很明显的是，神不需要我
们的感恩或奉献。他不像我们人类，通常在做事的
时候期待一个感谢，如果没人感谢的话就会沮丧甚
至恼怒。神不需要我们的感谢，也不需要我们的奉
献。他想要我们感谢他的唯一可能原因是，他想
要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因为我们在准备感恩节的时
候，都会做什么？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并认识到神
赐给我们的有多少。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的恩典有多
大。当我们为感恩节做准备时，也认识到我们在神
里面是多么富足。祝福隐藏
在我们认识到自己在主里有
多么富足这一事实中。喜乐
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祝福。

使徒这里写到神为我们准备
了丰盛的祝福。当我们庆祝
感恩节时，我们承认自己对
天父神的信心。我们相信一
切都来自于天父神，一切都
出于恩典。天父神是所有生
命的来源。神是生命的来
源，我们为此而感谢他。人类无法创造生命。生命
成为可能是因为造物主的恩赐。神创造了世界-自
然-并将之作为礼物赐给人类。他赐给我们他完美
的创造，是我们应感谢的礼物。

但他给我们的更多。毕竟，他也维护他的创造和所
创造的生命。他赐给我们健康，赐给我们工作所需
的力量，他也祝福我们的工作。

健康是恩典。没有什么是我们配得的。我认识很多
比我优秀的人。尽管他们什么都没做错，但他们生
病了。所以我认识到健康真是恩典。我们也感谢这
恩典。神也给我们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力量。这也是
恩典，我们为可以工作而感谢。但我认识很多人，
非常努力的工作，却没有成功。如果神不祝福，工
作就不会成功。让我们感谢神，为他赐给我们的健

康和力量，为他祝福了我们
的工作。

神也将身边的人赐给我们。
我肯定你会同意我：丈夫和
妻子都是恩典。孩子更是个
特别的祝福。甚至身边其他
的人也是祝福。如果我们孤
身一人，生活会困难很多。
我们总是依赖他人的帮助。
成为家庭的一部分也是恩
典。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是极

大的恩典。在他的爱和智慧中，神也赐给我们律
法：诫命。这也是恩典，因为如果我们遵守诫命，
生活就会平衡和平安。我们感谢神赐的诫命，他的
律法。

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最
少，而是丰丰富富，
让我们有足够多，可

以做好工。

超过24,000参加了在	Kombikum	（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感恩节敬拜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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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洲的敬拜聚会团契生活02/2018

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创造，生命，健康，
力量和祝福，身边的人，属神的诫命。我们知道也
相信神赐我们足够多，这样我们可以行善事。然
而，他不仅赐我们最少，而是丰丰富富，因此我们
有足够多去做好工。

哪些好工呢？第一个好
工是我们对神的感谢。
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的
一切。我们相信他赐给
我们足够多，这样我们
可以说谢谢。总有足够
多的恩赐，我们可以带
给神感恩的奉献：“这
属于您，因为您祝福了
我们。”

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想要展示的很强的信心。
神总是赐给我们足够多，让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

奉献来表达感谢。我们有足够多，可以向周围的人
伸出援手，与他们分享。事实上，我们可以承担不
仅仅考虑自己。神已经赐给我们周围的受造之物，
在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不仅仅可以考虑周围
的人，还可以考虑下一代。我们相信有足够多的

资源，但也要合理的对
待环境，且不仅仅考虑
自己。即使我们没有很
多，仍然相信神赐我们
的足够多，可以帮助身
边有需要的人。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同
意这一点。他们抱怨
说：“我们很穷，什么

都没有。”作为神的孩子，我们相信神已经赐给我
们足够多，可以帮助身边的人；我们也相信，神赐
给我们的足够生活，并能承担的起遵守他的诫命。
我们并没有被迫犯罪去得到自己所需的。很多人认
为他们所有的不够生活，而成为小偷。他们由于想

作为神的孩子，我们相信
神已赐我们足够多，可以
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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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生活02/2018 在大洋洲的敬拜聚会

督，感谢圣灵。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赐给我们特
别的的恩赐。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得永
生。通过他的牺牲，让我们有可能进入神的国，并
与他有永恒的团契。除他以外，没有人可以战胜死
亡和邪恶。说实话，我们配不上。当耶稣为我献上
他的生命时，我甚至还未出生！没有人知道我有一
天会存在。但他如此爱我，并为我而死。多么大的
恩典！我们什么都贡献不了，他却把一切都给了我
们。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献身，为永恒的生命而感
谢。

我们感谢圣灵。没有圣灵，我们当然可以读圣经中
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却不会对我们有帮助。但通
过圣灵的活动，我们可以通过神的道和圣礼得到永
恒的生命。圣灵帮助我们，或者说让我们有能力获
得永恒的生命。他通过他的道和圣礼维持这生命。
这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并跟随他是极大恩典的原因。
我们如此感谢圣灵，因为他赐给我们跟随耶稣的力
量。

要的更多，而失去了所有的诚信。这不是我们的信
仰。我们应满足于自己所得的，并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相信神赐我们的足够多，可以遵守他的诫命。

我们甚至相信，自己得到的已经足够多，可以承担
起照顾自己灵魂的工作。很多人说，“你们的教会
很好，但我没有时间去教会。我要赚钱养家。”然
而，我们相信神为我们准备了一切所需的，可以照
顾自己的灵魂，而不用担心由于去教会而受到“惩
罚”。我们可以负担的起去教会，并照顾自己的灵
魂，而不用因为日常生活的拮据而受苦。

神赐给我们很多恩赐。通过恩典，他给我们足够用
的，让我们可以感恩，考虑他人，并帮助他们。他
赐给我们足够多，使我们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并照
顾自己的灵魂。

但我们不仅要感谢神我们的天父，也要感谢耶稣基

很多人走了七天才得以参加敬拜聚会。为了给所有人准备足够的食物，会众
在数月之前就开始加大粮食种植数量，他们也建了很多的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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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洲的敬拜聚会团契生活02/2018

神也将其他神的孩子赐给我们。我们都是基督教会
的一部分。我觉得你们会赞同：如果我们独自一
人，保持信心会很困难。我们如此感谢拥有这么多
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并与我们一同
受苦，为我们受苦。

通过圣灵，神也赐给我们特别的律法。你是否知道
耶稣基督的律法？结果和成功对他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我们的爱和努力。如果神数算的都是我们能成
功的事情，会很可怕。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人会
很少。至少，我不会在这里，因为我向神做了很多
承诺—我要在这一点上得胜，我不会再那样做，我
承诺会为你做这件事—但都没有实现。感谢神，他
不考虑这一点。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我对他的
爱，奉献和努力。这就是我们感谢基督的律法的原
因。他赐给我们爱的律法和赦免的律法。否则，我
们彼此之间不会有这样的团契，这是神赐给他的子
民的律法。因此，人们可以彼此连接，保持在一
起。

这些是属神的恩赐。通过恩典，神赐给我们永恒的
生命，并通过他的道和圣礼来维持。他赐给我们恩
典，可以成为神孩子团契的一部分。他赐给我们恩
典、爱和赦免的律法。他赐给我们如此多，让我们

可以做好工。他赐给我们的如此多，我们可以放弃
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他赐给我们如此多，我们
可以负担得起放弃自己的思想意念，接受耶稣的想
法。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那么多，因此这样说
并不会消耗我们太多，“好吧，你不赞同我的意见
吗？那我放弃自己的想法，像你那样想。”如果耶
稣告诉我们，“我不同意你想问题的方式”，我们
会说，“好吧，耶稣，我会改变。”

我们可以负担的起是因为我们如此富足：他已经赐
给我们的荣耀和即将赐给我们的荣耀-与神的永恒
团契，并变得像耶稣一样。这是如此伟大，以至于
我们可以忍受地上的痛苦，服侍主和我们身边的
人—仅仅因为我们知道，与基督一同受苦、为基督
受苦是值得的。将自己投身于神的工作是值得的。
对此的奖赏是与基督的永恒团契。我们将要经历的
荣耀非常大，让我们不会再想到所受的苦和所做的
服侍。甚至是那些一生都在受苦的人，一旦与耶稣
基督在他的国中团契时，也不会再想到曾经受的
苦。神已经赐给我们很多，并应许赐给我们更多，
使我们愿意侍奉，甚至受苦，如果必须这样的话。
这是非常美好的神圣应许。神赐给我们足够多，让
我们可以在千年和平国度中做仆人。想象一下！尽
管我们是软弱的罪人和不完美的人，神却如此丰富
的祝福我们，使我们可以在千年和平国度中成为耶

坐在祭坛边的：
教区使徒助手		

Edy	Isnugroho
和彼得,	

教区使徒安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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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生活02/2018 在大洋洲的敬拜聚会

稣的仆人，可以为全人类作神手中的器皿。即使在
今天，神也赐我们足够多，让我们可以与身边的人
分享属灵的财富。甚至今天，我们得到足够多，可
以与他人分享信心和神的恩赐。不仅是在和平国度
中，还有现在。

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和圣灵那里得
到的恩赐的举例。我们为此非常感恩。让我们用这
些恩赐做好工。让我们放弃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让
我们为神受苦，并服侍他。我们得到足够多的恩赐
来这样做。让我们今天就与身边的人分享这些恩
赐，并宣扬耶稣的教导。在基督再来时，我们会成
为神国中的仆人，并为万民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
们有如此多的原因赞美和感谢神。这感谢会成为我
们所有人的祝福。

核心思想

我们所得到的丰丰富富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在地上

做好工，并成为主的真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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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欧洲团契生活02/2018

开始的赞美诗是由朝圣者在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路上
所唱的，是2017年11月26日在艾森（德国）所举行
的敬拜聚会的中心。

“首先，我们将耶路撒冷和圣殿看作天上耶路撒冷的
象征，”总使徒让-卢克施耐德说，并列举出五个我们
应当喜乐的五个原因。

•	 我们的动机不是要逃避已经宣布的灾难，也不是
要逃离我们无法忍受的现在。我们想去那里是因
为我们爱神，并渴望与他在一起。

•	 自然的，以后不会再有苦难，没有痛苦。但对我
来说更美妙的是：我们将从罪、不完美和过错中
得拯救。

感觉好的教会的
奥秘

•	 在神那里，有足够的空间给所有人。他想把每个
人都带到他身边。

•	 我们不仅想要进入神的殿，因为我们想得救。我
们想要去那里因为我们想要帮助人，也想支持
神。

•	 我们只能共同走这道路。个人主义者到不了那
里。让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也可以将耶路撒冷看做是如今教会的象征，会
众聚在一起举行敬拜聚会，”总使徒继续说，并列举
了另外五个喜乐的原因。

•	 我们喜乐是因为如今我们就与神有团契：通过神
的道和举行圣餐礼。

在一个 会中，每个人 受到欢 并 。怎样才 做到？总使徒 是：每个人
可 。 喜乐 十个原因，和 成 样一个 会 五个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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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生活02/2018 访问欧洲

•	 我们很高兴进入耶和华的殿，因为只有在那里，
我们可以得到力量，继续行走那通往属天的耶路
撒冷的道路。

•	 我们喜乐的进入耶和华的殿，因为我们今天就可
以从罪的负担中得自由。

•	 我们喜乐的进入耶和华的殿，因为在那里我们可
以共同祷告。我们也知道：祷告总会有用。

•	 我们喜乐的进入耶和华的殿，因为在那里，我们
可以得到团契和建立合一所需的一切—尽管我们
有差异。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共同活在平安中所
需的一切。

总使徒解释到，有一个任务与此连接：“所有的新使
徒教会信徒都有责任，使每一个来到耶和华的殿的人
得喜乐。”

•	 在耶和华的殿中，你可以感觉并经历到：耶稣基
督有最终的发言权；他的律法在这里适用，他是
主人。

•	 一定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些人在教会中把什
么事都做了，而另一些人只是“客户”，当他们
有需要的时候才出现。让我们都经历到共同服侍
的喜悦。

•	 你可以成为和平的制造者。你可以帮助建立并保
持和平。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所有神的孩子都
得到这样的恩赐：你不用总是说出你所想的；你
也不用总是正确的。

•	 这样我们可以喜乐的进入耶和华的殿，有一些事情
是必须的，因此我们也需要钱。这里也一样，让我
们将自己的恩赐运用在服侍神和服侍教会中。

•	 如果每个人都做自己所想的，并一时兴起运用自己
的恩赐，就会很混乱。一定程度的组织是必要的。
我们也需要教会的领导阶层：全球的，区域的和会
点的。这并不容易，但我们努力将它做好。

很多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每个人在自己的会点可以发
现一切都如自己所喜欢的那样。“但这是完全不可能
的”，总使徒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人，都不一
样，”他解释说。他的定义：“一个每个人都感觉好的
教会是，在这里每个人都寻求耶稣基督—并找到他。”

核心思想

122：1

人对我 ：我们往 和 殿去，我 欢
喜。

我们盼望很快就能获得与神的永恒团契。我们喜

乐的参加敬拜聚会，在那里我们可以获得达到目

标所需的一切。我们谦卑的运用自己的恩赐来服

侍教会。

教区使徒Joseph	Opemba	Ekhuya,	教区使徒助手r	Edy	Isnugroho,	以及教区使徒	
Enrique	Eduardo	Minio助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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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美洲团契生活02/2018

“神想要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这是总使徒让-卢克	
施耐德在2017年8月6日在纳塔尔（巴西）主持的敬拜
聚会中，对会众说出的明确信息。

耶路撒冷，神国的象征

“今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角度理解了这段经文，”总
使徒在开始他的讲道时这样说。耶路撒冷是教会的象
征。它是属天的耶路撒冷的参考，是信徒的团契。“
神对这个团契的人说：“我将让你们从恶者那里得自
由！我也将带领很多人进入耶路撒冷。”

•	 耶稣已经战胜了地狱和死亡。他将与我们分享这
荣耀。他一定会将我们从恶者和死亡中就出来。

“愿我有足够多的
词汇来描述它”

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再与恶者有任何关系。当耶稣
再来时，我们将会参与他的得胜。

•	 耶稣已经获得了复活的身体。带着这个复活的身
体，他是第一个进入神国的人。在那里，他是很
多弟兄中的长子，并将与我们分享。

•	 我们将进入神的荣耀。真希望我有足够多的词汇
来描述它。但对此没有词汇可以描述。有一个想
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来设想它：这荣耀是如此伟
大和壮丽，我们在永恒中的每一天都有新的理由
来感谢和赞美神！

不仅是明天，今天也是

未来 国 是怎样 ？对 一 回 ，总使徒 单 失去了 。但可
圣 上对 一 会 所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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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使徒说，“我们不必等到主来。今天就
可以先尝。在敬拜聚会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给我们
的恩典。即使今天，我们就可以从耶稣基督的美德中
获益。”他劝诫说，而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应当注
意的。

我们的未来-现在-责任

毕竟，耶稣为全人类而死，因此，他的牺牲对所有人
有效。他仍将引领众人进入他的城。这就是为什么以
下这些话适用于在他那里已经有一席之地的人：“走
出去，向他们指明道路，挪开他们路上的石头。”他
说，这是我们的任务，也就是通过的我们的行为、见
证、言语和行动为他们指路。

我们的总使徒施耐德总结说：“我们要指引人，为他
们指路。那是我们的未来，那是我们的现在，那是我
们的责任。”

核心思想

以赛亚书62：10-11

“你们当从 ， 备 ； 大 ，为
万民 大旗。 哪， 和 曾宣告到 ，对

居民 ：你们 拯救 来到。 在
， 报应在 。”

主再来时，他将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多亏了基

督的美德，我们今天就可以与神团契。耶稣想要

把所有的罪人带到他身边。他让我们把他们带到

他那里。

	

His	 sermon	 was	 interpreted	 into	 Portuguese	 at	 the	 altar	

2017年8月6日，超过400位信徒聚集在纳塔尔（巴西北里奥格兰

德）的假日酒店，参加总使徒主持的敬拜聚会。他的布道在祭坛

翻译成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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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5日，超过114,000人参加了总使徒让-
卢克施耐德在开普敦（南非）的克莱尔蒙特会点的聚
会—大部分是通过视频转播的方式参加的。

向前看全景

当耶稣说这些的话的时候，他跟门徒们在一起，告诉
他们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背叛，受苦和沮丧。
门徒们在一起，但耶稣将他们的视野扩展。他告诉他
们，他将去到父那里。总使徒解释说，这是目的：“
他想让他们知道故事的结尾。”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真实的。“我们知道自己不得不经
历困难，不得不背负重担。”但神没有把我们带进风
浪和困难。事实上，他想把我们带出风浪和困难，进
入他的国。“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开阔的视角，让我们
通过圣灵看得更远。”

人想要去的地方

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首
先，这是人应该在的地方。神创造人类，因为他想与

回家的路 

人一起生活，让人与神有团契。但在犯罪之后，人们
就失去了与神生活在一起的特权。

总使徒指出，耶稣来要再次预备这个地方：“通过他
的牺牲受死和他的复活，他使人类有可能进入神的
国。”这地方很久前就准备好了。“一切都已准备就
绪，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地方。就在那里，预备
好了等候我们。”

去为我们 备 方。 一个惊喜： 方在很早之 准备完成了。 二个惊喜：人
已 去 。 在 是，我们怎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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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停在路上是不够的，我们要前行

路是清晰的。“我就是道路”，耶稣说。“让我们走
这条路”，总使徒说。他的道路是：

•	 信心的道路。“我是一个想要理解和证据的人。
一件事在我的脑子里必须很清楚才可以。但如果
涉及到耶稣和他的工作，我不得不接受我无法理
解它的事实。让我们跟随信心的道路。”

•	 圣礼的道路。无论何人想要进入神的国，必须先
从水和圣灵重生。无论何人想要被提，必须领受
耶稣的身体和宝血。“这不是教会的发明。而是
耶稣自己定义的。”

•	 顺服的道路。“无论何人想要跟随耶稣，必须遵
守他的诫命。让我们保持在这路上，即使很困
难。这是唯一的道路，耶稣所铺设的道路。”

•	 自我否定的道路。“耶稣想要的不仅仅是顺服的
子民。他想要我们改变成他的形象，这样他的想
法就会成为我们的想法。我们是否仍在改变形象
的路上呢？”

•	 合一的道路。“我们必须学会在基督里合一，因
为他不会回来带某个人到他那里。他会再来将合
一的子民带到他那里。”

“仅仅停在路上是不够的。我们要前行，”总使徒总
结说。“耶稣会再来。他会来与我们相遇，因为他知
道我们无法自己完成。如果我祷告：‘主耶稣啊，求
你快来！’那我就可以听到他在我灵里的回应：‘是

的，我必快来，但你也要来。不要停下来，要不断前
行。’”

核心思想

14：3-4

“我 去为你们 备了 方， 必再来 你们到我
去，我在 ，叫你们 在 。我往哪

去，你们 ； ，你们 。”

通过耶稣的牺牲和复活，他在神那里为我们预备了

地方。他会回来带那些达到他期望的人回他那里。

总使徒对	John G. Stephens,使徒说话，他在44年的牧职之后退休，其中
17年是作为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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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可 咐 头
成 。”

回 ：“ 上
：‘人 ，不是单
，乃是 口 所出 一

。’”

之后 把 带到
，叫 在殿 上，对
：“你 是 儿子，可
下去，因为 上 ：‘

主 为你 咐 使 手
你，免得你 在 头

上。’”

对 ：“ 上又
：‘不可 主-你 。’”

又带 上了一座
山， 世上 万国与万国

。

受
马太福音	4:	1–11

当 在 旦河受
洗之后，圣 带到旷 。
在 受 ，但

了所 惑。

四十个昼夜：
什么 没吃，后来 了。

来，对 ：“你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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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你 俯伏拜
我，我 把 一 你。”

回 ：“ 旦， 去
吧！因为 上 ：‘当拜
主-你 ，单 奉 。’”

于是， 开了
， 天使来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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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 梅 小朋友家
（乍得）

乍得座落在非洲的中部。北部地区很干，大部分都在
撒哈拉沙漠中。那里也有很多的火山。往南是撒赫勒
地区，属于半干旱地区。乍得的南部是森林和广袤的湿
地，其中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两条最大的河流，沙里河与洛贡河，横穿整个国家。恩贾
梅纳就在沙里河与洛贡河的汇
合处，之后流向乍得湖。我们
生活在城市的外延。如果想要
进城，就要穿过沙里河。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辛西娅，今年十二
岁。一年前，就是2017年1月，总使徒
让-卢克施耐德在乍得主持了三场敬拜聚
会。其中一场就是在恩贾梅纳，我们的
首都。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被要求献
花给他作为欢迎礼。

来认识一下我的家人。后面一排你可以看到我
的妈妈，她的名字叫Sabine，我，我的表姐卡
洛琳，和阿姨Felicite。站在我外公边上的是我
的表弟Frederic。我的表妹Anastasia和我的
外婆在右边。我的爸爸Christian不在照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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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是个护士，不得不经常出差。所以我就
住在阿姨家，和表姐卡洛琳住在一起。她非常爱
我们，并教我们写家庭作业。卡洛琳和我都在读
五年级。学校早上七点半开始上课，晚上五点下
课。周六不用上学。乍得有两种官方语言：法语
和阿拉伯语。哦，我差点忘记介绍我们的狗狗，
他的名字叫耐心。

我从出生开始就是新使徒教会的成员。我外婆
Odile在会点非常活跃。我外公的
名字叫Dakoua。他是使徒。他鼓
励我在唱诗班中唱歌，并在主日
学中帮忙。在照片上你可以看到我
们会点的主日学，家长和主日学老
师。正常的主日聚会中，会点通常
有五十人。

我在Toukra会点的主日学唱诗班担
任指挥。这让我非常欢喜。我们每
周练习三次，有时候如果我稍微

晚到一点，他们就会跑来我家
里，问唱诗班的排练什么

时候开始。卡洛琳和

我还会吹八孔直笛。教区使徒助手John	Sobottka将这个乐器
引进到乍得的新使徒教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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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天新地中的
救赎 

教理清楚的表明，新使徒教会宣扬对基督再来的信
仰，正如在早期教会信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相信耶
稣基督会在（权柄和极大的）荣耀中再来，为要审判
活人和死人（使徒教牧，教理问答34），“我们寻
求…未来世界的生命”（教理问答35条中尼西亚-君
士坦丁堡教义）。

当我们谈到基督的再来，我们首先提到初熟果子的被
提。这是使徒工作的重心，因为新妇教会的聚集和准
备是十九世纪重新建立使徒职分的主要原因。然而，
在这里，重要的是不要失去对神圣救赎计划作为一个
整体的眼光。

神是万物之主

神的作为使得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能进入救赎。初熟
的果子，就是主将带到自己身边的，将和那些为了基
督的原因在大灾难中丧生的人一起。在千年和平国度
中，救赎将提供给全人类。所有那些决定为了基督的
人都将有机会进入新天新地，他们将得到完全的属神
生命。毕竟，“神是万物之主”（林前15：28）。
人类将活在与神的永恒团契中。平安和喜乐将永远长
存，因为一切事—新天，新地，和住在其中所有人—
都将遵行神的意愿。

更加与主 ： 会在 国度中 什么 ？是否 一个 殊
？ 会与主更 吗？ 是 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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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天新地中的
救赎 

关于未来的形象

耶稣基督谈到救赎时用了不同的形象。才华的比喻（
路加福音19章）似乎暗示了救赎的“等级”：贵胄
应许了第一个仆人掌管十座城，第二个仆人掌管五座
城。然而，这个比喻并未指向救赎的等级。相反，它
强调了获得救赎的态度。当耶稣基督谈到“有权柄”
，是暗示信徒：

•	 会与他共同掌权，换句话说，就是分享他的荣
耀；

•	 会分配到工作的区域，意味着他们将继续侍奉
主。

救赎没有等级

问题产生了，新妇教会在新天新地中住在哪里。耶稣

基督的启示录谈到了新耶路撒冷，以及将要服侍神并
与主一同做王的仆人。

这是人类将享受的与神团契和彼此团契的形象。参考
启示录的记载，有关新天新地中将有两种类型救赎的
想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真的可以说在新天新地中将
有两种等级的团契吗？我们真的可以宣称，那些参与
基督再来的人，将在新天新地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吗？

这样的概念不符合新约的见证。如果神是万物之主，
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超越其上。没有什么可以比永恒生
命的完全、或是在三位一体神的荣耀和光中与他有永
恒团契更伟大！

对所有人：与神团契

对神的爱不可分割的与我们对身边人的爱连接在一
起。耶稣期望属他的人爱人，就像主爱他一样。他爱
他们。他，完美的主，准备好与我们罪人分享他的产
业，因为他爱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像耶稣爱我们那样
爱人，我们就不会在他将同样的赏赐给身边的人时，
感到愤愤不平…

还有人担心，如果神将未来与他的永恒团契向所有人
敞开的话，我们自身的救赎可能会出现问题。然而，
让我们记住，我们被拣选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唯一被
拯救的，而是为了有机会成为首先被拯救的！让我
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救赎首先是一个呼召：我们受召
服侍主，宣扬赞美神，不管是今天还是在千年和平国
度。让我们带着喜乐完成这样的服侍，为了感谢神的
恩典，而不是为了获得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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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礼誓言
的意义

现今的坚信礼誓言包含在一段公元三世纪撰写的文字
中。这段文字被称为Traditio	 	 Apostolica，从拉丁
语翻译过来，意思是“使徒的传统”。这个使徒的传
统由学者希波吕托斯所写。仅次于十二使徒遗训，就
是“十二使徒的教义”，可追溯到二世纪，使徒的传
统是有关早期基督徒教会生活和敬拜聚会秩序的最重
要信息来源。

坚信礼誓词包含在使徒的传统有关水洗礼的具体说明

中。因此最早是一个水洗礼誓词，作为规则，是由转
变成基督教信仰、并完成了水洗礼指引课程的成年人
做出的。当儿童受洗时，他们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
要代他们起誓。

在新使徒教会，这古老的水洗礼誓词被用作坚信礼誓
词。当他们这样起誓时，受坚信礼的人确认他们的父
母在他们的水洗礼和圣灵印记礼时代他们所起的誓。

坚信 受洗开 。 使徒 会 坚信 已 1700年了。 天更多 是 到它
历史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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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一词由拉丁语衍生过来，意为“增强”或“
坚固”。在坚信礼上，受坚信礼的人增强了他们受圣
礼时人们代他们说的是，因而承诺过跟随基督的生
活。

坚信礼誓词包含两个信条，一个是放弃的信条，另一
个是认罪的信条，表达的是作为基督徒的一些基本决
定：对邪灵说不，是弃绝撒旦；而对三位一体的神说
是，表明认耶和华为我们生活的主。

放弃的信条这样说：“我弃绝撒旦和他所有的工及道
路。”（原始版本中说：“我弃绝你，撒旦，你所有
的浮华和所有的工。”）

这一信条背后的想法是
受坚信礼的人已经决定
完全远离邪灵，就是拟
人化为撒旦的。从那以
后，这就是他们自己的
责任了！邪灵的工作的
例子包括使人远离神的
诱惑，甚至是起来背叛
神，也包括偶像敬拜，
蔑视基督的牺牲，无视
神的意愿，没有爱，对
权力的无限渴望。那些
凭着信心说出誓言的
人，表达了远离所有这
些事的愿望。

然而，放弃的信条并不意味着那些这样说的人突然就
没有罪了，或者他们总是可以抵挡邪灵的影响。而是
说，受坚信礼的人认识到他们的罪，不想生活在邪灵
的范围中，反对神。这就是为什么圣灵的支持和帮助
是必要的，受坚信礼的人已经得到了圣灵的恩赐。只
用人类的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坚守这誓言的。

放弃的信条之后是认罪的信条，这样说到：“我…将

自己交在你手中，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
啊，以信心、顺服和坚定的决心向您保持忠信，直到
生命的末了。”

首先，读出这些誓言的人清楚的表明，他们接受三位
一体的神作为他们的主，神将主宰他们的生活。信心
和顺服是与神一起生活的必要方面。相信神是要信靠
他。顺服神的意愿是信心的必要结果。

在这誓言的结尾，受坚信礼的人说出了真诚的决心。
这里表达出忏悔的信条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而是那些
这样说的人会认真的执行。因此他们承认希望按照符
合信仰的方式去生活的意愿，—换句话说，直到生命

末了保持对神忠信的意
愿。这里受坚信礼的人
所承诺的忠信不过是他
们对神的忠信的回应，
在领受了神的圣礼、保
护和支持后的表达。

出版人:	Jean-Luc	Schneider,	Überlandstrasse	243,	8051	Zürich/Switzerland
Verlag	Friedrich	Bischoff	GmbH,	Frankfurter	Str.	233,	63263	Neu-Isenburg/Germany
编辑:	Peter	Johanning

“我弃 旦和 所 工
，并 己交在 手中。

哦，三 一体 ，圣 、圣
子和圣 啊， 信心、 服和
坚定 心向 忠信，

到 命 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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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唱诗班开始的
职业生涯		

一个十 岁 年 孩正 南 使徒 会 到 佩。开 们为了 个 拿
。 在 们 享 。一个 会 乐和 乐 成功故

事。 

一个在南非的斯瓦比亚人正忙着做传统的德国面疙
瘩。来自德国南部的Joachim	 Schmit正与新使徒教
会摩托车协会一起在南非旅行，支持每年的玩具跑（
全部收入用于公益）。电视机开着，突然间主人开始
欢呼，“她成功了。她赢了！”

“她”指的就是Paxton	 Fielies，来自开普顿的年轻

女孩，辍学并开始追逐她最大的梦想：音乐。她的父
母也支持她。她说，这是冒险，但却是值得的。这个
17岁的女孩在南非偶像这一电视节目的第十三季，被
投票成为南非的最新偶像。

在南非偶像的竞赛中，这个姑娘有自己坚定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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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唱 在一 (上图：中 ; 左图：右 二) 

Paxton 作为年 唱(上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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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新使徒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做的也不仅仅是
合上手为她祷告。甚至南非新使徒教会也在其Insta-
gram和脸书的的官方账号上，支持她的音乐活动。

这一切都开始于新使徒教会儿童唱诗班

“我太太和我已经追了好几个礼拜了，”当教区使徒
John	 L.	 Kriel被nac.today采访时说到。他们也都希
望能通过电话进行投票，为了帮助他们喜爱的候选人
晋级到下一轮的竞赛环节。

“我们真的很自豪”，教区使徒说。毕竟，Paxton作
为歌手的职业始于教会，具体来说就是新使徒教会儿
童唱诗班。她九岁加入唱诗班，这一唱诗班在南非一
带非常有名。她直到坚信礼之前都是唱诗班的一员。

来自世界各地的祝贺

有一点害羞，但带着微笑：这是人们对当时Paxton的
印象。害羞和内向也是电视节目的导师给她的评价。
但在竞赛中，她完全绽放了，并夺得了导师和观众的
心。

不仅是南非，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照片、视频和信息
的方式，发来赞美和祝贺。这其中也有很多来自德国
的美好祝愿，2014年，Paxton	 Fielies与新使徒教会
儿童唱诗班一起为一个叫“为了非洲的孩子”的项
目，去那里完成了她的首次国际巡回音乐会。

脚踏实地

Paxton给Bishop	 Lavis地区的人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
象，就是开普敦郊区她生活的地方。人们称她为希望
的灯塔。暴力已经成为这个社区的日常状态：失业，
贫穷和犯罪。但这个十七岁的歌手给了人们希望，教
区使徒Kriel说。她的成功体现了一个人通过决心和奋
斗可以实现的一切。

尽管她的流行和知名度，她还是那个友好和谦卑的女
孩，教区使徒说。他最近刚跟她通过电话：“她是一
个来自忠信家庭的有信心的女孩。”这个年轻的明
星将脚踏实地作为她的计划。当问到生活中最重要的
事情时，Paxton	 Fielies回答说：“上帝，家庭，音
乐”-就是这样明确的顺序。

个十 岁 年 孩在 人 --南 十三
 ， 为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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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的文化财富 
同一个信仰，同一个 义， 文 各 不同。“忠于基 ”是 使徒 会2018年 口号。

创 大 了很多体 口号 志。

在新年伊始之际，东南亚的新使徒教会的会点里兴奋
异常。在全年的第一个敬拜聚会中，弟兄姐妹们不仅
听到总使徒向世界发布的新口号，有些会点也在敬拜
聚会结束之后共同观看他的新年问候视频。此外，去
教会的人也会收到一个带有新口号的宣传扣，可以每
天佩戴。

持守和承诺

有表现力的深蓝色字体放在淡蓝色背景中，并带有一
些橙色。“忠诚”这一字母中的“t”取了十字架的形
状，代表基督。其中的“u”被设计成打钩的样子，
代表对基督信仰的信靠和接受。“圆形的标记表明了
对耶稣基督永不改变的承诺，”Keefe	 Setiobudi牧
师解释说。

跟随耶稣的脚印

南美洲新使徒教会将2018年的口号“忠于基督”以一
个人的轮廓跟随一排脚印来体现。毕竟，想法是要跟
随耶稣铺设的道路，我们的通讯员Viviana	 Aloy说，
并举例道，比如持守在爱中，忠心的服侍他，以及保
守我们的承诺。

不解之缘

持守和承诺也体现在巴西/玻利维亚地区教会的标志
中。深蓝色背景上的白色十字架代表耶稣基督。背景
和十字架都坚固的围在橘色的钻戒当中—作为不解之
缘的象征。这是我们nac.today的通讯员Karin	 Zwar
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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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徽章的伙伴

加拿大新使徒教会用了一个简洁的设计来表现年度口
号：瘦长的字体在抽象蓝色背景下，外面有一个抽象
的框。这一设计也有背后的原因：nac.today的通
讯员Christy	 Eckhardt说。这样的话，年度口号的标
志就不会与教会的徽章竞争。相反，徽章和年度标志
相得益彰，使用相同的标准设计颜色，都可以很好的
运用在信纸设计、邮件签名档、海报和其他宣传媒体
中。

十字架下立约

南非新使徒教会将关注点集中在有信心的人的团契
上，蓝色和橙色的元素通过抽象的人来表现，就是一
个家庭。他们上面是两条弯曲的线条，看起来像个彩
虹—旧约中立约的象征—戴上十字架的冠冕，代表与
基督立新的约。

多样化：传统和节目

西德新使徒教会在设计标志的时候决定将注意力集中
在教会的国际化特征上。“忠于基督”以九种不同的
语言来表现，就是他们所照看的国家中使用的语言。
印度新使徒教会每年都用不同的颜色。他们的设计汇

集在年份上—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标志会用在每年的
日历上。

这种多样化已经成为我们教会的传统。自从总使徒让-
卢克施耐德在2014年发布第一个口号开始（在爱中做
工），各个地区教会就尽一切努力来创造引起共鸣的
想法：在网络上，信头上，杂志上，日历上。而创造
力是有感染力的：来自不同会点的设计在社交媒体上
传播—不是官方的，却是用心在做。

“我们是一个国际性教会，并生活在很多不同的文化
区域中，”教会发言人Peter	 Johanning说。他欢迎
教会签发的核心信息被地区教会通过标志的方式接受
并分享。但有一个例外：教会的官方徽章是不可以调
整的。“这是我们在国际上官方认可的徽章；必须保
持这样的辨识度，”Peter	 Johanning强调说。“除
此以外，”他说，“我们可以很喜乐的展示我们是一
个有活力且多样化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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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
改变世界 
使徒 会在 十二个救援 。 十三个 已 庆 了 日并 定引 名字。

新使徒教会救援组织给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提供了
所需的帮助—通常是与当地的合作伙伴或机构共同协
作。他们提供灾难救助，建立福利项目并提供资金支
持，帮助人们自助，并为培训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有
很多方式可以帮助身处困境的人。来自德国威斯特伐
利亚北部的青年人正在做出他们的贡献，提供可能的
帮助。他们的救助项目今年已经庆祝了第十五个周
年。

50万欧元的捐助

自从2002年，年轻人已经开始筹集资金，并用于各种
活动。最主要的支出是用于支持国外的年轻人，特别
是这个地区教会照顾的区域。第一年，筹集的资金有
20万欧元。资金用于支持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年轻

人。

在德国，除了各个区域教会各种不同的筹资活动以
外，青年交响乐团和北威斯特伐利亚青年唱诗班也为
此做出了贡献。这两种活动都将收入捐赠给“年轻人
改变世界”。今年，筹集了28,000欧元：之前几年分
别筹集了23,000欧元，21,700欧元，33,000欧元，和
24,000欧元。在过去的几年中，总共筹集了超过五十
万欧元，并通过青年人的活动传递出去。

幼儿园，音乐课程和职业培训

项目清单很长：通过建立乐团并购买39件乐器的方式
鼓励安哥拉的音乐教育；资金支持卢安达中心教会的
音乐课程（三个教师，一百人参与）；财务支持科索

� 
O

liv
er

 R
üt

te
n,

 N
A

K 
N

or
dr

he
in

-W
es

tf
al

en
, N

A
C 

Ko
so

vo



29

团契生活02/2018 全球新闻

沃的一家幼儿园（照看60个孩子，购买一辆面包车）
；支持马塔拉（安哥拉）新使徒教会学校的扩建；以
及职业训练课程（比如，护士）。

最近，两个项目已经完成，北韦斯特伐利亚新使徒教
会在它的网站上公布：在圣托美为年青人建造的娱乐
中心，以及财务支持奥本豪森（德国）国际和平村的
建造。

圣托美的娱乐中心

新使徒慈善基金会，是在圣托美和普林西比岛的一个
宗教基金会，已经在圣托美岛北部运营一个农场数
年。在这个农场上有一块儿很大的开放空间，未来将
用于青年聚会。圣托美和普林西比的新使徒教会成员
有近20,000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小于25岁的。2017
年，“年轻人改变世界”通过捐献20,000欧元来支持
娱乐中心的建造。

奥本豪森的国际和平村

“国际和平村是一个致力于帮助战争破坏地区的孩子
的组织。它组织医疗救助到那个国家，或者将孩子带
回德国治疗。和平村与德国170多家医院合作，提供
治疗的免费场所。在治疗之后，孩子们有机会回到和
平村中，并从痛苦中恢复。在那里他们将得到医生的
照顾，而医生是作为志愿者工作的，”北威斯特伐利
亚新使徒教会说，该教会已经运营这个年轻人救助组
织多年。“一旦孩子康复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人
那里，在那里医生还将继续监控他们的情况。此外，
家庭也得到支持，比如衣服或事物。青年人在2017年
主动向国际和平村捐助了10,000欧元。”

下一个大项目：IYC	2019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都受邀参加在杜塞尔多夫（德
国）的2019国际青年会（IYC	2019）。他们中的很多
人都无法自己承担这样的一次旅行。这就是为什么德
国的青年人想要做一些资金上的捐助，并帮助其中的
一些人。这特别适用于那些德国以外的欧洲国家，在
北威斯特伐利亚地区教会照顾的年轻人们。为此项目
已经拿出30,000欧元。该项目被称为“IYC	 2019旅游
基金”。

在其十五周年之际，青年人计划改了名字。它不再
叫做“青年人互相帮助”，而改为“青年人改变世
界”—这正是青年人所做的。他们将事情向前推进，
并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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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
社交媒体政策

不 定 会对 书 司 态度？当发布 态时，不 楚怎样 业、个人和 会
？ 使徒们 准了 使徒 会 交 体 引，为明智和恰当 使 交

体提供方向。

我们应当欣赏他人，并带着尊重对待他们。我们鼓励
透明和真实。这对基督徒来说是无须多言的。在虚拟
个性、昵称和线上简介的时代，问题应当是我们怎样
才能做到？

对教会成员的指引

在最近一次教区使徒与总使徒让-卢克施耐德在多特蒙
德（德国）的会议中，他们讨论了社交媒体指引，一
个工作小组在过去几周总结出来的。这一指引是为教

会成员所写，也为国家教会的交流人员及牧人们提供
了信息。清晰的立场和推荐使这份指引与众不同。

与福音一致

在前言中，总使徒施耐德解释了需要这样一个指引的
原因：“牧人和教会的工作人员，也包括教会成员，
非常自然的在线上承认他们的信仰。他们应当知道
新使徒教会在社交媒体的活动中的立场。”他接着
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认识到以欣赏和尊重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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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说话和行动的结果，并与福音一致。”

交流是前所未有的快速和公开。联系人和对话的数量
在不断增长。信息和新闻通过社交媒体网络是可见并
且是免费可得的。“让我们有责任的使用社交媒体，
并在仔细权衡后使用我们的时间和语言，”总使徒施
耐德要求说。对教会的带领人来说，我们谨慎自己在
网上所交流的内容，是很重要的。

良好行为的政策在这一准则中描述；十个要点并不是
灵丹妙药，而是表达推崇的做法，并鼓励使用者在数
字世界中以相互尊重的方式交流。

指引的核心：准则

1.我们尊重身边的人。我们尊重身边的人。保持尊重
的口吻，并认识到我们是在与其他人交流。我们会考
虑他们的情绪和感受。要避免造成种族歧视、暴力、
极端主义、性别歧视、歧视或是其他攻击性的表达方
式。我们只发布在个人对话中会说的话。

2.我们是友好的。清晰、可理解的话语—远离讽刺、
挖苦和煽动—是有建设性的意见交换的基础。愤怒，
生气和沮丧不会通向何处。批评是可能的，只要不是
伤人的或针对个人的。与个人的问题不应当在公共场
合讨论。我们保持冷静，即使他人不冷静。

3.我们诚实且真实。我们用真名，不欺骗。如果我们
不是为教会的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服务，就可以自己
决定，是否要在个人档案中写出为教会全职工作或义
务工作。

4.我们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内容，不论是文字还是
图片，只能在原作者的允许下发布（产权）。当第三
方要引用时，必须清楚的表明引用及来源。引用只是
作为某人自己观点的补充（并有权利引用）。如果发
布照片和视频，其中的人必须同意（肖像权）。

5.我们有责任的去行。每个人都要为他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的内容负责。我们不推测。在网上的交流一般都
是简单和平庸的。一旦涉及到教会的话题，我们要努
力让对话超出一般水平。

6.我们传播好消息。我们是信仰的见证，也是教会的
公众形象。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体现了基督徒的
价值观。

7.我们保护个人空间。我们认识到在互联网上的交流

基本上是公开的。即使我们努力将社交媒体上的活动
只对一部分人可见，但这些内容还是可以随时转发，
不论是无心的还是有意的，变成公开的信息。个人的
信息一定要保持隐私。这包括，个人的数据和保密信
息。

8.我们将政治和商业与教会分开。对于教会的社交媒
体行为，我们避免任何政治党派的言论。同样，我们
必须划分严格的界限，在自愿或教会参与，商业或职
业兴趣之间。

9.算我们一个。在工作时间有责任的使用社交媒体是
可能的。我们与老板沟通清楚，在怎样的程度上，我
们可能在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建立联系人，增长
知识，及建立社交圈。

10.我们不一定要知道每一件事。如果不确定，可以问
负责的人。我们不要传播谣言。犯错的话，我们要承
认，道歉，并从中学习。



国际
新使徒教会

日程安排
 2018年4月1日	 诺丁汉	(英国)

	2018年4月8日	 卡尔斯鲁厄	(德国)

2018年4月15日	 多伦多	(加拿大)	

	2018年4月22日	 特雷巴塞莱盖	(意大利)	

	2018年4月29日	 利文斯敦	(赞比亚)

	2018年5月10日	 特里尔(德国)	

	2018年5月20日	 华盛顿	(美国)

	2018年6月3日	 奥斯特蒙迪根	(瑞士)

	2018年6月10日	 罗安达	(安哥拉)

	2018年6月17日	 莱比锡	(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