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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語句對不同的人，會衍生出不同的意義。首三個詞

語，是對基督教信仰傳統的表達，給人一種“何謂信主”的籠統

觀念。後兩個句子，卻是邀請人從一個不平凡的角度，來體驗在

基督裏的新生命，　神要我們來探索，並享受祂為其兒女們所預

備的一切。

	 當我們信主之初，也許對如何活出一個信主後的新生命，

已有相當清楚的概念。但是，當我們信心的歷程，去到第二、第

三、第八或第十個階段時，方向可能就會模糊起來，對下一步失

去了把握。此刻就是思考「怎樣走下一步？」的時候了。

	 初期教會的信徒，也曾面對同樣掙扎，保羅便以歌羅西

書第三章，來回應他們。從這一章經文，明白到　神對我們的期

望，以致知道，如何去配合　神和聖靈的作為，使我們能更像主

基督。

〔新生命…			

			在基督裏的新生命…　

			聖潔…　

			神對祂兒女的期望…　

			神對你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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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信徒屬靈的光景，跟　神對祂子民

的期望，有很大的差距。由於福音派教會普遍都跟

隨主流文化的價值觀，一般來說，都看不出基督徒

與非基督徒群體有什麼差別。又為了許多實際的因

素，基督徒很容易便與外邦人妥協，融為一體。

	 此刻就是要誠實面對，以下這個問題的時

候了：「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應當怎樣才能從目前

的階段，繼續進深到另一個更像主耶穌基督的層次

呢？」歌羅西書三章一至十七節，便指示如何邁進

這目標之法。

「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3:1〉

	 身為基督徒，是處於不斷爭戰的狀態中：

住在這個世界，卻不屬於這個世界。這就是哥林多

後書五章的重點：我們所屬的，是比這地上的生命

偉大，超越一切我們所熟悉的。保羅在歌羅西書第

三章說到：不要只看地上的生命，或只看週遭的環

境；他的意思是要我們「往上看」。

	 把目光放遠，超過眼前一切事物，不斷地

尋求在上面的事，每個信徒均能做到，因為我們已

與基督一同復活，得著在基督裏的新生命。就如保

羅所說：「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

藏在　神裏面。基督是你們的生命，當祂顯現的時

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西3:3-4〉在

基督裡，我們所擁有的，確是好得無比。我們在創

世以前已蒙　神揀選，得到聖靈加給我們的力量，

神賜給我們的，是遠超過一切所想所求。

	 基督徒啊！時候已到，要繼續在信心的路上

奔走，從現有的里程，繼續進深到下一個階段。可

能你已經上路很久，或者是你才剛起步。無論你已

走到那個歷程，是第二、第十、或第八百個階段也

好，　神都要引領你不斷往前。

  

	 約翰形容為「行在光明中」，保羅論及「

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主耶穌說要「專注在天上的

事」，詩篇的作者，也用不同的隱喻來說明此理。

無論用什麼詞句來形容，最終的真理很明顯：你的

生命已經不再一樣，不要只思念地上的事，還要注

目天上的事。

	 這觀念與一般教會的表達迴異。過去教會的

教導，是偏重於自己缺乏的地方，因而忘記自己該

走的方向。我們只看見事情的表面，卻未能以　神

的眼光來看透箇中真相。因此，往往被難題所困，

並忙於找出不妥善之處，而未能去看看，怎樣才

可以做的更好。對於這種現象，大家都不會感到驚

訝，畢竟目下整個社會，都是以這個觀念來運作。

舉個例子，如果你去找醫生做定期檢查，醫生問：

「你好嗎？」，你一定不會回答：「很好、我沒

事。」就像你在教會裏，回答其他人的問候一樣。

反之，你十分清楚自己是不妥當的，你會告訴醫生

這裏有痛、那裏有痛，在甚麼時候有不舒服。你若

回答：「我很好」，醫生就會問：「那麼，你為什

麼來看我？」你若說：「我想保持最佳的狀況，所

以來看你。」那麼，他一定會介紹你去看其他科的

醫生了。

	 這種注重問題的心態，也會在生活中不同

的情況下出現。假設你將車子開到修車廠去，修車

師傅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的車子哪裏壞了？」如

果你說：「車子沒有壞，我只想確定它不會壞，所

以，請儘量修理可能會壞掉的地方。」相信那位修

車師傅，一定會很喜歡你。

	 整個社會都在注重和教導，以解決問題為取

向，大家經常被要求去解決問題。很多基督徒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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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心態來看信仰，但　神卻不然，祂的方法比

這個更好。

	 神的方法是根據祂對每個人的期望。祂對

信徒的期望，是他們必定能夠達成的。經文說得很

清楚，　神的靈在你身上動工其中一個目的，是要

最終將你塑造成為耶穌基督的樣式。這真理同樣記

載在羅馬書第八章之末，　神的靈要預備所有的信

徒，成為那無瑕疵、無玷污，基督的新婦。

	 我們現今的光景又如何？我們不單止未能達

致這地步，而且還有一段很長的路呢！雖然如此，

這是　神對祂孩子們，並祂的教會所存的期盼；就

是對你跟我的要求。　神是以祂子民將來完美的樣

式，來看待一切信徒，而不是現在還是滿有缺點的

你跟我。　神要邀請你與祂一起造夢，踏上祂為你

所預備的路上。

你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不是注目於你生命中，那

些仍缺欠的地方。

	 歌羅西書經文繼續講到，要撇下舊我，就是

撇去那些阻礙你前進的東西。這幾段經文要我們對

付老我人性的一面；誠實去對付自己個性軟弱和黑

暗的一面。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

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因這些事，神的忿

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西3:5〉保羅所容易的，

是肉體的罪，他要基督徒把它們治死；就如字面的

意思，要它們死。因這些罪惡和那在天上，與主基

督一起的生命，是完全不相配的。身為基督徒，你

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基督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

而你的生命，也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這是保羅

所描述的圖畫。

	 現在，讓我們仔細看看，這些不斷被強調

的行為，這些淫亂、污穢、邪情、惡慾等行為，是

完全不配合天上的景象，因它們完全是兩個不同的

世界。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黑暗面，經文告訴　神的

兒女，要誠實地去面對。在你的內心深處，有那些

東西是你容讓它們阻礙你前行的。在第八和第九節

裏，保羅提醒基督徒要除掉「惱恨、忿怒、惡毒、

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此外，還有不可撒

謊。在基督裏，你已經是新造的人，惱恨、忿怒、

惡毒、毀謗，是完全與你不相配的。

	 可能你曾經覺得某人的靈性相當高，十分欽

羨，沒想到往往只是一句話或一個動作，便完全改

變了你對這個人的看法，他在你心中的形象，完全

被摧毀。但是，這裏所講的不是「形象」而已。我

想強調的，是我們的真正「身份」，這些舌頭和情

慾的罪，跟我們在基督裏的新生命，是不該有的，

所以，這些經文鼓勵　神的子民，要把惡行除去。

	 舉一個例子，我讀高中時，曾在一個農場

打工。每天上學前，必須先往農場擠牛奶。每個星

期六更整天在農場工作，從早上六點一直到晚上八

點。許多時候，我們要打理四五百隻牛，花上十四

個小時和牛在一起。當我下班從農場走出來的時

候，我的樣子和身上的氣味，都不好受。八點鐘回

到家，是又髒又臭的，然後八點半又要趕去約會。

我必須用兩三種洗髮精和肥皂來清洗，加上至少半

打的古龍水，來薰我的身體，然後才能洗擦乾淨。

在這半個小時後，你認為我應當穿什麼衣服去赴約

呢？難道是那些髒衣服嗎？除非我想被約會的對象

拒絕，否則，在我潔淨以後，仍會穿上那又髒又臭

的工作服，那就是太荒謬了。

	 當你的心被主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後，若再

過著那未信主前的老我生活，這不是很奇怪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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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徹底被改變了，主已經將你從農場帶出來，將

你完全洗乾淨。現在，你的氣味是　神所喜歡的。

　神藉基督賜給你一個新生命，舊的習慣已經不適

合你了。無論是肉體的情慾，口中的污穢，或是一

顆苦毒的心，這些都配不上你新的身份啦。再以這

些舊我的態度生活，就好像再穿上那又髒又臭的工

作服，去參加你所看重的約會一般。

	 傳統對基督徒的生活觀念，是著重於表現，

但因看重表面的完美，卻忽略了內涵。我們經常檢

視自己的表現如何，無論是在領聖餐或早上靈修。

我們不斷地問自己，究竟表現如何，而忘記了問　

神，祂在我們身上的計劃是甚麼。

	 就好像奧林匹克運動會，雖然這國際性賽事

十分重要，卻也是很惱人的。無論在世界那個國家

最優秀的運動員，都會在其國家代表甄選賽中，彼

此角力，其中只有兩三位最好的選手，才能參加奧

運，其他的人都要被淘汰。來自各國的精英，也只

有三位可贏得獎牌，並且是要奪金，才算是最高榮

譽。有很多運動員，非但要拿到金牌，還要創造新

的世界紀錄。所以，就算非常優秀的選手，也都因

此而心生挫敗感。

	 這種挫敗感，並不是　神要你有的。祂已經

揀選你，把你潔淨，你與祂的兒子，已一同從死裏

復活，坐在祂的右邊。　神給你的計劃是最好的，

祂造你不是要你和別的基督徒一模一樣，所以，不

要拿自己跟別人比較。沒有一個人和我一樣，　神

也不要我用別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我要做的，

是靠著　神的恩典，將自己最好的一面顯明出來。

	 在基督裏的新生命，是一個過程，不是一

個表現，是　神帶領你達到那完美地步的過程。是

的，在過程中，你會遇見許多危機，就如許多初信

的基督徒，常常在信主後不久，就會遇見困厄。這

個歷程也是成長的必經之路，你需要從現有階段，

進入下一個更像主耶穌的層面。這旅程不斷能邁進

的秘訣，就是這經文所指的：你要將心思和意念

放在天上，不是在自己的身上，要定睛在主基督裡

面。

﹝下期接續﹞

Dr.	Martin	P.	Sanders	是宣道會神學院

教牧學系教授。Dr.	Sanders也是Global	

Leadership機構的主管，他積極為教會

栽培領袖，常常往世界各地進行訓練

工作。著作有“Power	 of	 Mentoring”

和“How	 to	 Get	 Family	 You	 Always	

W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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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到了聖誕節，我一般都會處身中東聖

地。就算人不去，我的心也會不斷想念。我的太太

還戲言聖地是我的「第二生命」。有一天，我偶爾

翻開一篇在很久以前所寫的短文，才發現聖地懾獵

我的心，已經有一段日子了。因此，我選擇了以「猶

如昨日」為標題。因為當年的經歷，就好像昨日一

樣的清晰。

	 我抵達以色列已經有一個多星期了，我坐

在加利利湖邊的一個山坡上。在耶穌的時代，這裡

曾經是地方政要聚居之地。這個名為Sepphoris的

城市，當時只有一小部份被挖掘出來，也很少人預

料到，這個遺跡會對研究耶穌早年的生活，以及新

約時代的社會結構，是如斯重要。主耶穌是在距

離這裏五英哩的拿撒勒城長大，祂一定會對這個商

業發達、社會繁榮和高度文明的大都會相當稔熟。

也許，在希律王安提帕統治期間，修建這城之時，

救主耶穌也曾在這裏作過木匠學徒。在一九七三年

之秋，我也曾坐在這個山坡上。那時，這裏仍被兩

千年的塵土淹蓋著，我也未曾想過，這古跡會是如

此珍貴。不過，那時我卻早已明瞭，這個地方將會

永遠影響我的一生。因為，它已使我與主耶穌，有

更親密的關係，並且對那些聖經人物有更深入的認

識。在耶路撒冷舊城的一位店主說得很對：「只要

你來過聖地一次，你就會永遠被它吸引著，牽引著

你再回來。」在過去的廿五年，我真的不斷地再回

來呢!

	 自先知和耶穌時代以來，雖然聖地經歷不少

變遷，但還有許多地方，仍保存昔日的面貌。你還

可以見到牧羊人，在夜間看守羊群；住在沙漠的遊

牧民族，仍然過著亞伯拉罕和撒拉時代的生活；漁

夫在加利利湖邊撒網捕魚；死蔭的幽谷；在約旦河

舉行洗禮；還有與鄰國在政治上的紛爭等等。每當

我走近耶路撒冷的舊城牆，或踐踏在那些曾經過無

數年代，卻還能留下來的希律時期石塊時，我總覺

得時間彷彿為我停頓下來，或許這些石頭，也曾感

受過從前耶穌基督，對這城市所發出的哀痛。

	 不過，後來我卻發現，讓我不斷回來的緣

由，不單只是這些石頭或地方，還有這裏的人。這

裏的人民，他們每日的生活，均與聖經時代的人物

緊扣相連。因為他們就是聖地文化中的一部份。這

裏的環境，雖然帶給他們生活上不少限制。我們

住在地球的另一端，那些習以為常的事，對他們而

言，卻是需要具備真誠，以及堅毅不屈的態度，才

聖經背景：

  「猶如昨日」

Bryan R. Widbin

翻譯小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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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繼續生活下去。

	 我發現在聖經的記載中，主耶穌基督有三

分之一的話語，是祂向門徒的警告─生活在一個安

穩、凡事都可預料及掌控的環境裡，確是信心成長

的一大障礙。然而，當　神規劃祂國度的版圖時，

祂選擇了這片只有一百五十英哩長、五十英哩寬，

並且是水源缺乏的地方。這些不利的條件，卻逼使

著人真正去倚靠祂，不是依靠那些華麗的宗教言

詞。凡此種種，就是吸引我不斷去聖地的原因：不

斷去經歷信心的更新，信靠那位完全掌管我生命每

一部份的　神。「猶如昨日」，就是我從聖地及當

地居民中，所領受到的深刻感受。

Dr.	 Bryan	 Widbin	 是宣道會神學院的

舊約及閃語語言教授。Widbin	 博士曾

居住以色列多年，對中東的生活及文

化非常之了解。他更能操多種當地語

言。Widbin博士熱衷於帶領學習團到

聖地，提供實地體驗和考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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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分享

聖地之旅

羅乃基

翻譯小組翻譯

	 去年一月我參加了神學院的聖地學

習團，跟隨Widbin博士前往以色列十四天。

由於當時Gaza(加沙地)戰事頻仍，為了遠避

戰區，我們便修改了行程。雖然旅程稍有改

動，日程安排仍極其緊湊，參觀了許多聖地遺

址。Widbin博士不單止是隨行的考古學家、歷

史學家、神學家、牧師、也是導遊，使我們有

一個非常美滿的經歷。

	 我能親身前往以色列各地參觀，讓我更

領會到地理環境的知識，對明白聖經是如此的

重要。Widbin博士對流奶與蜜之地的教導，增

加了團員對以色列南北兩端，在環境差異上的

了解。在北面農業區的生活文化，與南面沙漠

地區有很大的分別，因此，對他們如何經歷　

神，以及　神如何向他們啟示自己的方式也不

同。看過南部由流水衝擊而成的山丘地勢後，

不單止幫助我更了解大衛逃避掃羅追殺時的情

形，更讓我明瞭牧羊人怎樣在山區帶領群羊，

為它們尋找食物和水源。藉此令我在閱讀詩篇

時，有更深入的理解。另外，聖地之行使我更

明瞭不同地點之間的距離，並它們在地理上的

關係。當我親眼目睹在客西馬尼園，和大祭司

該亞法家之間，那兩英哩長的路徑後，使我更

能體會到，耶穌基督在被捕後，被人拖拉著走

在那山丘細石路上時的傷痛。在這次行程裏，

其中一個最感動的時刻，就是當我身處在耶

穌基督在逾越節晚上，被拘留的牢房之中。

這個空洞的囚室，不像其他的遺跡，已被其

他建築物所遮蓋，或充滿著焚香和裝飾，它

卻仍保存著在耶穌基督時代的景象。我們在

牢房裏停留了一段時間，安靜和默想耶穌基

督為了拯救我們而經歷的一切痛楚。大家更

默想了詩篇八十八篇，對耶穌基督內心的掙

扎，有更深刻的體會。

	 還有，認識當地的地理文化，能幫助

信徒對聖經的明白。當去到該撒利亞的腓立

比，那是耶穌基督詢問祂的門徒，是否知道

祂是誰的地方，Widbin博士便給我們解釋，

此問題背後的意思。其實這個地方，設置許

多神壇和偶像，耶穌基督所問的問題，是要

表明和突出祂具有彌賽亞的身份，與其他的

偶像，不可相提並論。同樣，我們在當時的

大都會	 Bet	 Shean的遺址裏，目睹那時富有階

層的生活情況。那裡的劇場、浴室、商業市

場等地方，都展示出一種追求物質和情慾的

典型希臘羅馬城市文化。其實，當時的人放

縱情慾和不道德的行為，與現今世代的人無

異；雖然時代改變了，但人心所追求的，卻

是一樣。所以，耶穌基督的教導依然適切現

今世代的人。

	 Widbin博士對當時猶太人婚姻習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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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也是這個行程的另一個高潮。他向我們清

楚解釋猶太人婚禮的程序和步驟，幫助基督徒更明

白，耶穌基督如何以新婦來看待祂的子民。在約翰

福音十四章一至三節裏所指的「主要為我們預備地

方」，其實是要表達一個婚禮的預備。同樣，在啟

示錄三章二十節所指的，是新郎在新婚之夜，進入

新房前所需要做的事。當我明白到這些經文的真義

後，使我更深刻感受到，　神的兒女們在祂眼中，

是何等的寶貴！

	 在戰爭時期抵達聖地，也讓團員們對以色

列長期陷於爭戰的情況，有更多實際了解。耶路撒

冷舊城被分為四個區域：猶太人區、回教徒區、基

督徒區、和亞美尼亞人區。遊人如織的市場，讓我

聯想到亞洲地區的街市，從各式各樣的商店，到討

價還價都很相像。可是，在忙碌商業交易的背後，

卻隱藏著種族、政治、經濟和宗教上等等的衝突。

當我們探究耶路撒冷的歷史，明白到不同民族群體

之間的衝突和張力，是由許多世紀累積下來的恩怨

所造成的。在旅程最後的一天，剛巧是巴勒斯坦人

為了抗議以色列政府進攻Gaza(加沙地)，他們的商

店都在下午關閉了。看到這個情景，我的心便感到

異常沈重，在這個「和平之子」被殺之城，仍然

是充滿著紛爭和衝突。這個經歷提醒了我，我們的

拯救，只有藉著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

典，緬懷歷史悠久之地，不能帶來生命的改變，除

非我們願意打開心房，讓耶穌基督來改變。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遊歷以色列，在途中享

受兄姊間的團契，並且擴闊我的眼界，使我日後讀

經時，也不再一樣。我盼望將這次旅程所學到的屬

靈功課，應用在事奉和學習之上。

羅乃基畢業於去年五月。他畢業後

便在紐約的宣道會基導堂作為期兩

年的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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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分享

鄺兆根

翻譯小組翻譯

沙漠的生活

	 當我太太打開鳳凰城旅遊資料的第一

頁時，她就尖叫了起來，說：「四面都是沙

漠呢！」當時，我對這新工場的前途也不大

起勁。那裏又熱又乾燥，我們已經習慣了紐

約四季分明的氣候；我們在紐約有很多朋友

和親戚，在鳳凰城卻一個人也不認識。一連

串的藉口不斷湧現在我的腦海。我想還是將

搬遷的計劃擱置吧，但　神卻沒有容許。

　　　

	 有一天晚上，當我們正要一起靈修

時，我突然有感動，邀請七歲的女兒加入。

她所用的聖經，是新國際版的兒童聖經。她

正在閱讀的經文，竟然是創世記第十二章。

　　	

	 我就對自己說：這只是巧合，千萬

不要太過興奮。我們決定一起用她的聖經來

讀。當我們讀到第九節的時候，發現這個版

本，解釋亞伯拉罕的車隊向著南地(尼革)走

去，在經文的最後，出現「沙漠」兩個字，

便立刻感覺到，　神打開了我們的眼睛和心

靈。真的很想拒絕這個啟示，因為不是我們

心目中理想的地方。我們雖然立即查考其他

聖經，卻找不到在那個版本第九節所提到的

「沙漠」。惟有我女兒的這一本，用了這兩

個字。還有，這事情的發生，剛巧在我們得

知有這個在「炎熱」鳳凰城的事奉機會。因

此，我們就順服下來。

　　　

	 在預備搬家的時候，忙著和朋友家人

道別、聯絡、打包和處理傢俱的事，而掩蓋了

我們內心的不安和畏懼。但是，在那個地方，

我們沒有朋友，沒有人可以倚靠。除了上帝以

外，也沒有一個可以談心的人。理論上，這

是一個祝福，但實際上，我們畢竟只是平凡的

人。等到我們坐在飛機上的時候，那懼怕的感

覺就湧現心頭。就是這樣嗎？就是這樣便向那

住了23年的地方說再見嗎？就是這樣向了那和

我一起成長的教會說再見嗎？還有許多同工和

牧師朋友、美好的回憶、和親密的家人說再見

嗎？那種感覺真的不好受。若不是抵達後忙於

教會工作和適應新職位的挑戰，我們恐怕早已

被激動的情緒淹沒了。

　　

	 在過去一年，　神不斷向我們印證，這

就是祂的帶領，祂是與我們同在的　神。有很

多事臨到我們，叫我們曾懷疑所作的決定，包

括：兩位家人離世；一位家人腰部受傷；無端

端地捲入一宗訴訟案件、導致我必須回紐約兩

趟；還有我被診斷得了糖尿病；教會要適應前

任牧師離職，和我這個新任牧師的轉變；突然

間，教會還收到通知要遷離租借了九年的聚會

地方。這些對我們的家庭和教會，都構成了崎

嶇難行的一年。然而，有來自　神話語的平安

和應許，與從新朋友及會友們的支持，使我們

心裡得安慰，並謙卑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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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為事實了。

　　我既身為教會唯一的牧者，有時候會覺得工作

壓力太大。每週要講道、教主日學、帶禱告會、查

經、出席團契、探訪、打電話、和門訓等，多而又

多的事工。但是，感謝　神，給我們一群委身和愛

主的執事同工，樂意地分擔我的重擔。

　　這次的事奉旅程，是一段很特別的經歷，完全

超乎自我的計劃和想像。我們有信心不足，和想要

按自己的方式來走的時候，也曾經懷疑過，怎麼可

能走到現今的地步。我唯一能想到的答案，就是一

切都靠　神的恩典。願一切的榮耀，都歸給　神！

	 感謝　神！這些挑戰好像海浪一樣，一波

接一波，不像大海嘯般同一時間湧來。來自會友和

執事們的支持和鼓勵，使我們不致懼怕，因為我們

不是單獨地面對這些困難。更叫人感到安慰的事，

是　神在每一件事上，都與我們同在。每次家人的

過世，都有人因此而信主，總是有讚美稱頌主的時

候。每次有身體受傷或有病痛的，總讓我們的信心

增強，更加仰望　神，決志得到身心靈的健康。就

算教會曾經沒有地方聚會，同工們也看得出，在經

濟不景氣時，卻是買下永久聚會點的最佳時機。

	 神以全速來帶領，甚至我這個習慣緊湊生活

步伐的紐約客，都感到驚奇。在六個月之內，教會

搬遷了兩次。最近的一次，是去到一個非傳統作息

的教會，這使我們可以在早上敬拜，越過鳳凰城炎

熱沉悶的下午。弟兄姐妹也可以在主日的下午，有

更多時間ㄧ起團契。來到新的地點，和換了新的聚

會時間，更加吸引了不少新朋友，這些都是額外的

收穫。

	 神真的在改變人的生命，有越來越多的信

徒，感覺到自己要警醒，要追求靈命成長，並甘心

樂意出來事奉。總體而言，教會變得更加敏銳別人

的需要，並給予實際上的幫助。很多人看到別人信

心增長，而心生喜樂；參加門徒訓練的人數，也超

乎我們想像。真是感謝讚美　神！

	 至於我個人方面，我開始認識當地的牧師，

和宣道會在洛杉磯的教牧同工們。在這兩個團契

裡，我和太太都受到熱情的接納，並享受和他們在

一起的分享禱告。曾經禱告了多年，希望能夠和太

太一起事奉。過去她在紐約必須工作，使得此夢想

離我們好遠。現在會友的需要，和　神幾次阻擋她

找工作，更加讓我們決心交託主，由祂來供應我們

一切所需。一起事奉的夢想終於實現了，有更多時

間一起禱告讀經、運動。這些期望不再只是可能，

鄺兆根是在零六年完成神學訓練

的。畢業後，他便在紐約的宣道會

基導堂作為期兩年的實習。在零八

年實習完畢後，兆根便攜同妻子及

一對兒女遷往亞利桑那州，開始在

鳳凰城區的華人宣道會全職事奉。

圖為鄺兆根與家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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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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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事奉工場及崗位

David Herling (零八年十二月畢業)：將要加入一所宣教機構，參與在亞洲的華人宣教工作。

林豐欽 (一九九九年畢業)：已於去年由台灣返回美國，繼續在新澤西州的若歌教會全職事奉。豐欽曾

被若歌教會差派往台灣數年，開拓當地的校園福音工作。

按 立

張雲台 (零五年五月畢業)：已於去年十月十七日舉行了按牧典禮。雲台現正在威斯康辛州麥迪森市的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事奉。

胡中生 (零六年十二月畢業)：也於去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康州的丹城華人宣道會舉行按牧典禮。中生在

丹城華人宣道會事奉了四年。

鍾向天  (修讀中)：將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康州的新港華人宣道會舉行按牧典禮。向天在新港華人

宣道會已事奉了八年。

Rockland 校 舍

Leadership and Pastoral Ministry in the Chinese Church
講 師：伍國禮博士

時 間：九月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  逢星期二  晚上六時正至九時正

Theological and Cultural Issues in the Chinese Church
講 師：蕭保羅博士

時 間：九月九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逢星期四  晚上六時正至九時正

開辦課程：二零一零年秋季

Fo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Chinese Studies Program at  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350 North Highland Ave., Nyack, NY 10960  Tel: (845) 770-5723 or  (845)353-2020   www.nyack.edu

學 院 消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