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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不留一手計畫

當
我自己還是學生，或者剛出社會時，

的 確 時 常 會 有 「 大 人 們 思 想 好 古

板」、「我們的方法比他們好多了」、「要

是我是老闆一定不會那麼做」之類的念頭產

生；然而當自己在社會工作多年、成為主

管，甚至有了孩子之後，我的想法上也有了

另一番轉變。

如果你看武俠小說、或者許多拜師學藝、師

傅想找接班人等相關的電影，一定可以理出

個公式：師傅發現可造之材的徒弟，雖然暗

自竊喜但是仍然要扳起臉孔的訓練徒弟，縱

使徒弟已經做得很好但絕對不可以讚美他，

甚至還要有點變態的加倍折磨他以防徒弟覺

得自己很厲害翅膀硬了就飛走了。教徒弟武

功絕對要稍微留一手以免他太早變成武林盟

主，除非等到自己快死了才能把絕世武功的

最後一招的使用手冊給徒弟。不過也因為快

死了所以說不出話來也爬不起來演練一遍給

徒弟聽，只能說聲「武林天下與全人類的興

亡大任就交給你了」之後就上天堂去了。

我始終覺得，下一代會變成什麼模樣，永遠

都是上一代的責任，說他們爛草莓、沒有抗

壓性、太躁進、為了反對而反對、不尊重、

態度不好等等，那都是因為師長，甚至是父

母沒有好好地教育他們。縱使到了現代，青

少年的自主意識抬頭、上一代也比較願意成

全下一代，上下兩代之間有了比較多的對話

與彈性，但許多時候在面對「彼此尊榮」、

「以天父的愛成全下一代」、「給予高度的

自由」、「在愛裡面質」等課題時，曾經是

徒弟而如今變成師傅的上一代，好像莫名之

間還是會依照上個師傅的教法，無意間又吝

嗇、自私、留一手起來。

在天國文化的基礎下，營造在地如在天的氛

圍，這是終極目標。但是過程中的最大變數

永遠是人。我們不像耶穌，可以那樣無私、

有那麼多的愛，毫無保留的把身上所有的寶

藏與恩膏都傳遞給下一代，但慶幸的是，我

們已經走在竭力像祂、以及繼續透過天國文

化調整我們思想文化的路上。青年要銜接，

上一代該傳承給他們的應該是傾聽、陪伴、

讚美、放手、多點笑容，以及運用時下年輕

人習慣的方式，毫無保留的把自己的智慧與

態度，都教給下一代。這樣才是真正的「上

一代的地板，成為下一代的天花板」。

信中牧師特別強調，我們所講的下一代不應

該只是青少年，而是降低年齡至國小的孩子

身上。所以感謝神，今年開始，我也身體力

行的前進到偏鄉的國小，教授他們攝影課

程，目的除了培養他們的美感之外，也是希

望攝影能成為他們翻轉自己，並翻轉世界的

另一項工具。所以，起身行動吧！這一代的

師傅們。應該是跨出自己的舒適圈，去尋找

自己的徒弟並傳授武功的時候了！

文｜徐振傑
Asia for JESUS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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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口醫治病人！我覺得復興已經到下一代

了，但神再次語重心長的對我說，你要成為號

角，呼召你的世代興起來帶領下一個世代。我

才明白，這不是關乎我自己一間教會的事，神

在說的是關乎整個世代的事，我需要讓我的世

代不再是停留在自己所經歷的復興當中，而是

要帶著下一代一同經歷神國的豐盛，他們配得

我們這樣付上代價，因為下一世代所要面對的

是末世重要的關鍵！所以已經不是談論一間教

會的大小，而是看見一個世代的需要，以及為

他們的崛起做預備！

今年才藝品格營剛好是第十屆，我們將搬回東

海大學，以至於可以容納3000個學員，我們渴

望有超過1000個非基督徒在我們中間，為了得

著他們，所有的內容及卡司全部升等，只願為

神多得下個世代的靈魂；另外在7月17~20、22

日每天晚上，天國文化裝備課程系列裡的根基

課程，<啟動天國人生>全新改版，全新內容、

嶄新開課，相信將會祝福許多正在放暑假的學

生，對神更加認識並委身於地方教會，同時這

個課程也將在後半年會巡迴台灣五大城市！

8月22~24日的青年覺醒特會，我們期待對象

不再只是針對學生，而是要提升到對社青；因

為我們渴望不只是在校園充滿宣教士，在職場

的七座山上也要充滿卓越的社青，帶來整體國

家性的翻轉，因此聚會中不只會有牧者們的挑

旺，更將會加上各行各業卓越的佼佼者們，一

同傾囊相授，我們渴望新的世代被興起，勇闖

迦南地！

Asia for JESUS是從青年運動起家的，10

年前，我們都在各自的國家、城市、

教會經歷神所賜下一波波的復興浪潮，看見

幾萬人聚集在佈道會中，也經歷一次超過千

人的收割！

如今當我們的核心牧者團隊都超過40歲，正

值人生的強壯時期，神卻提醒我們放慢速度

來成全下一代，因為沒有延續到下一代的復

興就不能被稱為真正的復興！

如果你有帶過門徒、做過門徒訓練就一定知

道這個步驟：1.教導，2.做給門徒看，3.討

論，4.帶著門徒一起做，5.討論，6.讓門徒獨

立做並從旁觀察，7.教導與討論。

這其中最困難的步驟其實就是在旁邊看，然

後讓門徒獨立做，若門徒夠成熟，那還比較

輕省，但若門徒年輕氣盛，當他們一開始被

賦予權柄開始承擔大任，往往可能會做出我

們不想看到的過程及結果，但我們又決定不

能插手，那才叫做對領導者的考驗！

2016年時，神用極大的催促告訴我，「2017

若不做下一代，台灣將會失去下一代！」我

心裡納悶，我不是一直在做下一代嗎？我已

經興起許多自己教會及外教會30歲的年輕牧

者領袖，他們也真的是很優秀，我也常常挑

旺20幾歲的學生及小社青為神火熱，甚至就

連3-6歲的幼兒事工、及7-12歲的兒童主日學

都是我在負責，在醫治佈道會上，我更放手

讓孩子直接發知識的言語，並且經歷神藉由

新青年領袖的銜接計畫

文｜晏信中牧師
Asia for JESUS 副執行

長暨媒體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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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北復興堂　柳子駿牧師

過
去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擔任心理協談的工

作，專門在協助許多人釐清生命問題，並找

出力量解決。這些問題中，不外乎是感情交友、婚

姻家庭、情緒困擾、親子衝突或生涯規劃等幾類，

在這許多案主的生命故事中，最常聽到的一段經

歷，往往就是：「本來明明就知道該怎麼做，但是

最後就是沒有力量完成它，我是個失敗者。」

朋友，我不知道這會不會也是你曾經的故事，在過

去的生命裡，有沒有一段時間，明明知道什麼事是

對的、也知道該如何去解決，但倒頭來就是沒有力

量達成，或著還被自己給搞砸了，總覺得做什麼都

提不起勁，甚至註定失敗。今天，我想用列王紀下

第五章，有一段關於驍勇善戰的將軍的故事，跟你

分享如何讓自己重拾信心，勇敢面對未來。

乃縵大將軍是當時亞蘭王的手下大將，可說是眼前

紅人，這位將軍的才勢、智慧、身手和兵法，我想

肯定是當時的佼佼者，他為亞蘭人贏過無數場大小

戰役，在人前可是擁有令人稱羨的官位，但聖經卻

用「只是長了大痲瘋」來形容他。

多大的一個反差啊？！也就是他可以用戰袍遮住所

有傷口，但回到家卻騙不了自己和周圍的家人。有

很多人也同樣經歷這樣有苦難言的光景，在外面很

風光，是校花或系籃帥哥，但私底下卻是個情緒

常失控的人；也有很多人在職場是強勢的公司主管

或上司，但在家裡卻是個失敗的丈夫或母親。同樣

的，我們也身處在一個過度包裝的社會中，外表看

到的都是繁華、時尚、購物、夜生活，但實際上卻

隱藏著無數失序、崩壞的經濟和互信。

今天，從這個反差極大的乃縵將軍，如何重新再起

的過程，一起學習三件事：

一、控制情緒，是神工作的開始。

以利沙打發一個使者，對乃縵說：你去在約但河中

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復原，而得潔淨。乃縵卻發

怒走了，說：我想他必定出來見我，站著求告耶和

華─他神的名。(王下五：10-11)

當時以色列是亞蘭王的手下敗將，乃縵要不是因為

久疾困擾，我想絕對不會去尋求一位戰敗國的先知

來幫助他，又加上先知以利沙請他去約旦河裡沐浴

七回，乃縵驕傲地覺得自己不堪受辱，一時忘了自

己是來求醫的，竟然對以利沙生氣，並發怒離開。

其實我想，在河裡洗七次澡並沒有什麼魔力，全天

下最能感動神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降服在神的主

權下。神一定知道，乃縵要面對的，一定不只是身

上的白斑和膿瘡，更要面對的是生命及性格裡的惡

臭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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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總覺得神沒有聽你禱告，說不定，沒有照你禱告

的成就，才是真正垂聽了你的禱告。

三、付上代價，讓神完成祂的計劃。

於是乃縵下去，照著神人的話，在約旦河裡沐浴七

回；他的肉復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潔淨了。

(王下五：14)

約旦河主流位於撒馬利亞東方約50多公里，就算

走到支流也需要20多公里。乃縵從亞蘭走到以利

沙家，又從以利沙家走去約旦河，這段路正是考驗

他的信心之旅，因為隨時都可以反悔回家，而沐浴

七回，每一回都有可能半途而廢，不想再繼續。這

個將軍之所以最後能夠得醫治，是因為他堅持不放

棄，戰勝了所有會讓他回頭的藉口。

今天想要告訴每一個年輕人，我們不是失敗者，更

不是戰敗國，我們裡面其實住了一位比這世界更大

的戰士，只不過惡者常用欺騙的伎倆要我們相信，

我們不能了、我們無法成功了、我們達成不了目標

了。朋友，說不定，你只是要多一點對付自己的脾

氣個性、降服神的主權和計劃，並且克服懶散地付

代價去跟隨，你會重新成為這時代的戰士，為主打

美好的仗。

看過太多人，想要高度，但沒有寬度；領導得了別

人，但勒住不了自己的舌頭；在外面是個人見人愛

的好人，在家裡卻是口出惡言的暴君。

如果想要被神用好用滿，一定先要學會控制脾氣，

調整性格，才能真正得著全人的醫治。

二、不照你意，是神工作的法則。

乃縵卻發怒走了，說：我想他必定出來見我，站著

求告耶和華─他神的名，在患處以上搖手，治好這

大痲瘋。大馬色的河亞罷拿和法珥法豈不比以色列

的一切水更好嗎？我在那裡沐浴不得潔淨嗎？於是

氣忿忿地轉身去了。(王下五：11-12)

在這裡乃縵有三個非常有自信的把握，就是：

1.以利沙一定會出來見我。

2.以利沙一定會當著我的面求告耶和華。

3.以利沙一定會在我的患處搖手。

但最後結果，卻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個樣子！

我們真的需要知道，神不照我們意思，祂才叫做

「神」，我們以為現在最適合的，往往不是對我們

將來最好的。

我在教會中有一個快七十歲的弟兄，我們為他們一

家禱告了多年，但他卻一直遲遲不肯受洗，原因

居然是擔心母親知道他信主會難過，想要等到九十

幾歲的老母親過逝後再來受洗。但是誰都沒想到，

九十六歲的老母親，因著一間鄉下教會持續的關

心，就在去年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不但比這位弟兄

還先受洗，還催促我們弟兄快點受洗，成為了最好

的助力。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

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二:9）。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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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
才藝品格營

The War Of BABEL － 巴別塔之戰
時間：2017/7/3~2017/7/6
地點：台中東海大學

曾經最信賴的人、最好的伙伴，竟成為最大的
敵人！？
正義的背後藏著權力與貪婪，如何才能破解，
贏回世界的自由？

Asia for JESUS特會時程

2017.02-03
「相信的力量」巡迴分享會

2017.01
超自然創意敬拜晚會

超自然繪畫研習營

2017.01
天國文化領袖高峰會

2017.05
錄音混音工程＆鍵盤音色與技巧
時間：2017/5/12-2017/05/16
地點：
5/12-13 台北靈糧堂宣教大樓一樓
5/14-16 台北靈糧山莊大堂

講員：Luke Hendrickson

2017.07
天國文化裝備系統

啟動天國人生 ( 新版 )〈台北場〉

2017.08
青年覺醒特會

CALLING
時間：2017/8/22-8/24
地點：台北靈糧山莊
講員：Steve Chong、周巽光、廖文華、
　　　晏信中、周巽正

2017.09
天國文化裝備系統

蒙福人生 〈台南場〉

君尊的敬拜 〈台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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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孩子，其實不是你的孩子，他們是生命對於自身渴望而誕生的孩子。他們通過你來

到這世界，卻非因你而來….你可以給予他們的是你的愛，卻不是你的想法，因為他們自己

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護的是他們的身體，卻不是他們的靈魂，因為他們的靈魂屬於明

天，屬於你做夢也無法達到的明天。」

～紀伯倫〈你的孩子，其實不是你的孩子〉

紀伯倫的詩如同鐘槌，將我們老舊沉重的鐘鏗鏗敲響，有時我們都忘了以上帝的法則來培育

孩子。當我們說要傳承給下一代，我們的牧養模式其實已經從過去律法、宗教的靈，轉變為

天國文化；當我們談論要興起下一代時，這裡的下一代，其實已經從「青少年」更往下延

伸至國小，甚至是學齡前的孩子。這樣的體認來自於，第一，上一代的青年領袖已經邁入壯

年，並且也都成家生子；第二，天國文化談論的是「文化」，是一個基督徒從出生到死亡就

都應該浸泡其中、耳濡目染的文化，所以越小的孩子越早接受天國文化的思想會最好。這種

變動的過程其實不容易、也不舒服，並且上一代還要順應時代變遷下所產生的新的青少年文

化，以他們較為孰悉的方式和他們傳講屬天啟示，並帶領他們成為禾場的宣教士。

於是我們看見上一代正竭盡所能地為著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打造著以天國文化為基礎的銜

接計畫，所以廖文華牧師創辦了服務弱勢與中途學生的夢想之家，他秉持OPEN OFFICE的精

神和教會青年打成一片；JPCC敬拜團的Sidney牧師，他總是關心「我們」可以一起做甚麼，

並且幫下下一代的年輕敬拜團出專輯，放手讓他們主領敬拜；我們也看見在家自學的陳慧

潔，小二起在家自學，八歲跟著牧師父親為獨居老人送餐，投入社會公益，十四歲起就應邀

到各大學演講，分享生　命故事；而周巽正牧師則體認到生命與適性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創

辦了「濯亞國際學院」，期待孩子可以在天國文化之中學習與成長。

這個銜接計畫其實是個長遠的，且須不斷變動的計畫，也因此，上一代應該孰悉變動，並隨

時調整自己的方式，去尋找孩提時的約瑟、大衛和撒姆耳，這便是本期亞洲復興誌最中心的

主旨。也唯有如此，下一代才能學會尊榮並虛心學習，讓自己成為最鋒利的箭，好搭載上一

代的弓上，往前恣意飛翔。



下一代領袖銜接計畫

撒
母耳記上第十六章，記載了大衛在青少年時期受

膏的故事，當時曾有一段小插曲：當撒母耳踏進

耶西的家中，一眼就相中了以利押。從經文記載中，我

們也許可以推測，以利押相貌堂堂，同時身為哥哥，看

上去必定較為成熟穩重。正常情況下，如果你正在尋找

的是一個王國未來的接班人，理所當然會優先考慮以利

押，然而神卻不是這麼看的，當耶西七個較年長的兒子

都來到撒母耳面前，卻沒有一個是神所屬意的人選；神

將祂百姓的未來，託付給了那個在兄弟中年紀最小、當

時不過10多歲少年大衛。

	 你的接班人	現在在哪裡呢？

將時空拉回我們所處的時代，任何一家企業、一間公司

乃至一間地方教會，都需要尋找合適的接班人，並且趁

早開始預備他們、使他們生命態度成熟，將來可以承接

並繼續管理現有的產業，甚至可以做比現在更大的事。

然而問題是，這些未來的接班人，現在在哪裡呢？

距離現在大約10-15年前，在台灣北中南東部，興起了許

多教會中的新生代青年領袖，帶動了當時一波的青年復

興，並且蓬勃發展持續了許久。在那段時間，每年的寒

暑假，必定有許多透過不同教會、或不同單位所舉辦的

大型營會、特會、短宣、中宣等等，許多學生在其中火

熱的回應神，並且更進一步將福音帶入校園中；直到成

為社青，他們一邊在職場中努力著，一邊仍然持續在教

會中服事。

在這一波青年復興運動蓬勃發展的期間，「Asia for 

JESUS國度豐收協會」誕生了，開始了許多青年、以及

國度性的事工，並陸續跨教會地與許多青年領袖、青年

牧者連結。而這些年過去，當時的青年領袖，紛紛從上

一代手中接棒，或成為主任牧師，或承接了更重大的責

任，如廖文華牧師、柳子駿牧師、張光偉牧師…等。如

今這一群承接了上一代的產業與祝福，得以開始發揮更

大影響力的領袖，也必須開始做好預備，讓下一代可以

成長擁有成熟的生命，將來能夠為神所使用，並且承接

更豐盛的產業。

	 拿掉框架	

	 　　讓年輕人活出生命的獨特與創意

「新一代智慧型手機發表會展開，鏡頭再升級」、「電

子競技加入國際主流體育賽事行列」、「人工智慧與人

類對弈」、「通訊軟體更新，訊息已讀完即銷毀，讓父

母看不見」…每一天我們會透過網路接收來自四面八方

的消息，而這些新消息的內容，往往會告訴我們，科技

的進步又往前了一步，時代的變化又再加快了一些。而

這些「改變」正快速席捲我們的生活、改變我們的思維

和步調，在這個世代中生活的青少年，他們相對知道得

更多、想得更多，提出的問題也更多了，教會中的青年

事工與牧養所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多樣。

他們來的時候，撒母耳看見以利押，就心裡說，耶和華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

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上十六：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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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5歲開始全職做青年事工，至今已10多個年頭，台

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周巽光牧師觀察到，近幾年來

的青年事工，比起以往多出許多了挑戰，「20年前可能

年輕人還是比較單純，因為那時候他們面對的就是升學

壓力，很單純的就是讀書升學，但現在因為教育走多元

化，加上媒體、手機很多這些訊息，再加上社群網站等

等，資訊太爆炸，很多反而變得非常複雜。」過去在牧

養時，輔導或小組長的教導很容易為年輕人所接受，然

而現在因為獲得資訊的管道多，學生們開始有許多自己

的想法和解讀，溝通的方式也跟著必須需改變。

面對青少年思考方式及態度的改變，巽光牧師認為，在

天國文化的氛圍中，教會也可以開始學習看見每個人的

獨特，並用不一樣的方式對待所牧養的門徒。「自從天

國文化的這些信息以後，就變得比較自由，比較尊重他

們(年輕人)能夠有一些自我意志和思想，讓他們自己去

思想，而不是要求每一個人都要一樣的反應。」讓每個

年輕人可以擁有很多獨特、創意的想法，從牧養的角度

來看，確實會成為很大的挑戰，因為代表著不能夠用同

樣的框架，要求每個人都成為一樣的樣式，而是需要因

材施教，使每個人生命中的獨特都能夠發揮出來。

	 善用新媒體		

	 以年輕人的語言走進他們的世界

「我們的思考邏輯是，一定要常常的變化，讓自己充滿

很多新鮮感，以至於可以吸引到年輕人的目光。」台北

復興堂的柳子駿牧師，2016年底從父親手中接下了牧

養教會的重任，但仍持續牧養年輕人。他觀察到因多媒

體盛行，短片以及大量圖片訊息成為傳遞資訊的管道，

青少年注意力的時間因此變得更短，也需要更大量的刺

激，然而面對這些改變，他反而認為自己也需要不斷變

化，勇於嘗試年輕人習慣的溝通管道，找到他們的語

言，才能夠走進他們的世界中。

「信息是不變的，但是我們有很多的作法可以一直

換。」因此如果看子駿牧師的Facebook，常會看見各種

有趣的po文、圖片，底下也時常有年輕人熱烈的回應，

但有時他也會發布聖經經節、靈修讀經的感想、所領受

到的啟示或是正面的例句。「一陣子我就會希望上面

(facebook)有一些不一樣的分享。我一直在看，到底現在

聖靈的工作在這些年輕人身上是什麼？神怎麼樣透過這

些對他們生命說話？」陪伴年輕人是子駿牧師不變的心

志，但是學習、嘗試年輕人所用的語言，則是他樂於改

變並且願意接受的挑戰。

也許我們認為現在的年輕人，與10、20年前相比，在心

態、價值觀、行為上已經有相當大的改變，但是隨著整

個社會氛圍改變的速度仍然不斷加快，也許再3年、再5

年，再下一個世代青少年，他們身上將會有更多令人驚

訝的改變，而我們需要學習的是保持彈性，不斷翻新自

己的思維，並學習青少年們溝通的方式及語言；但不需

要改變的，則是持續走在天國文化中，學習看重年輕人

生命中的獨特，並且透過陪伴，幫助他們在神的眼光中

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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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成全與成全

新店行道會的主任牧師張光

偉，2016年從父親張茂松牧師

手中接下棒子，開始牧養教會；

從過去負責青年人的事工，到現

在承接起一間大型教會，光偉牧

師回想起來，最初父親的「放手」

即是最大的成全，再他接下來的事奉

中，有著深遠的影響與幫助。

「張牧師在帶青年人，他是完全的『放』，意思就是讓

我們去嘗試，」光偉牧師這樣形容當他開始負責青年事

工時，父親張茂松牧師給予他和同工很大的彈性與空間

去發揮，「他從來不會來問說你們在做什麼？為什麼要

這麼做？你的目標是什麼？所以當時我們在做的時候就

很自由。」

甚至，連青年事工的預算都是獨立出來的，因此無論要辦

營會、辦活動甚至外請講員，只要預算允許，他們都可以

自由地安排與規劃。張茂松牧師給予了極大的信任，這對

當時的光偉牧師和同工而言是十分大的祝福，也讓教會的

青年事工得以發展的「很好玩」、「吸引年輕人」。

在上一代的基礎上再建造	吸取 40 年經驗

「當然青年人要做一件事情，青年人也要讓成年人感覺

到安全。」備受成全與信任的同時，光偉牧師反而十分

看重教會中年輕人的態度，他認為青年人不要抱持著要

推翻過往的制度或是要來改革的心，「我們是要來支持

教會的異象，不是走自己的異象。」他堅持青年人需要

讓教會感覺到，他們是與成年人越走越近的，並且要能

夠融入教會，因為青年事工的蓬勃發展，目的是讓教會

青年化、有新血進去，而不是因此從心態上變成好像有

兩間教會存在。

因此即使有學生表達說無法參加周六的青年崇拜，光偉

牧師也會鼓勵他們可以參加星期天的聚會，「我不限

制年輕人一定要留在哪一場聚會，我只堅持『你要聚

會』。」他甚至鼓勵年輕人勇於與教會中的長輩連結，

學習長輩的生命態度與身量，讓世代之間可以建立更多

的交流與信任。

這樣的堅持，也反應在他從父親手中接下整間教會的過

程。光偉牧師認為兩代之間是否具備同樣的異象，是

彼此連結最重要的關鍵，從過去在父親的遮蓋之下服事

年輕人，光偉牧師一直認為他是要來完成教會主任牧師

所領受的異象，而非自己的，「如果一進來我就說，聽

著，我要變，現在是新的世代了，全部翻轉。那我們就

沒有看重、沒有尊榮過去40年所做出來的事情。」

在接棒的過程中，光偉牧師說他曾問自己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有一個師父在這邊，他有40年的經驗，我要

不要去問他？還是我要說：不，我都不需要？」因此直

到現在，即使已經可以做主管理教會的一切事務，光偉

牧師還是會問父親：「你覺得如何？」

	 完全地放手	是最美的成全

張光偉牧師

當我們著眼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渴望預備、成全並興起他們時，必須先回過頭，從過去的軌跡中探索關於「成全」

真正的意義以及對人生命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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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5歲開始服事年輕人，到成為青年牧區的區牧長，

巽光牧師時常爭取更多的機會與資源，渴望投資青年事

工中，而在過程中，他認為最大的祝福，就是從上一代

的牧者身上，感受到他們願意看重、並且投資在年輕人

中；不硬性的規定他們一定要符合框架標準，而是給予

他們很大的發揮空間。

因著這些自由度，他與同工得以將許多的點子付諸實

行，一步步規劃、打造出一個能夠吸引年輕人的青年牧

區，甚至得以發展許多大型活動、外展事工，並且開拓

許多新的青年事工據點。

巽光牧師也強調，並非「放手」才是讓青年事工能夠發展

的唯一方式，每個教會都可以摸索出屬於自己風格的「成

全」方法。「靈糧堂是這樣子，

不代表其他教會也是這樣子。

我們教會的領袖是非常寬廣為

父的心腸，讓我們有這樣子

的彈性。這不代表其他教

會，也一定要用同樣的方

式才行的通。」

從周神助牧師到現任的

主任牧師區永亮牧師，巽光牧師說，在互動的過程中，

他時常感受到的是，他們非常尊重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文

化，而也因著過去是在彈性和自由度中被成全，他也渴

望將同樣的DNA延續到下一代的領袖身上。

「我是要根基在上一個世代的基礎上再建造。」即便是

接棒以後，他也堅持要走在教會原本已經領受到的異象

中，不輕易改弦易轍，只是可能透過不同的包裝形式呈

現，但他深深相信，讓原有的DNA能夠延續，是尊榮文

化的精神最佳的體現方式，唯有先尊榮上一代所建立的

一切基礎，才能夠在下一代有更豐盛的建造，當兩個世

代在彼此尊榮的精神中互相連結在一起，教會將更加興

盛、更加不一樣。

	 上一代最美好的祝福：給予空間、樂於投資
周巽光牧師

	 無論何時都「在場」	就是最大的支持
 柳子駿牧師

「上一代給我的成全是，

好像就是給我機會吧，讓我

去試，做年輕人的工作，好

像給我一張白色畫紙作畫。」

對子駿牧師而言，會接下青年

事工的事奉，是他人生規劃中的

意外發展，因為當時的教會急需

有人承接青年事工，於是他決定回應這個需要。而當接

手後，對於青年事工該怎麼安排、規劃，是父親也是主

任牧師的柳健台牧師，幾乎全權交由子駿牧師與同工負

責，讓他們在這張白色畫紙上自由揮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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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而言，當時父親給予他最大的祝福就是「在場」：

「我記得我的爸爸是只要有時間，他一定會坐在台下聽

我講道。他就跟著年輕人一起聚會……主任牧師不是非

得一定要來參加青年人的聚會，但他只要能來，就一定

會來坐在下面，有時候他不能來，他還會講說是因為什

麼事情，所以他不能來。」

單單是「在場」這件事，對子駿牧師而言，就是一種成

全，偶爾當他講完道，柳健台牧師也就會來跟他討論哪

裡講的好、或是哪裡需要調整，給他幾句建議。雖然有

時被糾正的感受並不那麼好受，但是事後想想子駿牧師

就能明白，這是父親表達支持的一種方式。

	接棒是：從上一代手中接過貴重寶物

「我覺得教會是上帝託付給我們的羊群，我感覺也好像

是很珍貴的一籃雞蛋，所以這些都很寶貴，它更不是一

個事工或職務而已。」

接棒成為主任牧師後，當子駿牧師回頭看這段過程，很

像是上一代交付了一樣寶貴的東西到你手上，就好像媽

媽將一籃雞蛋交到孩子手上，孩子總不會摔了就走，而

在這一個交付、一個接收的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其實

是雙方彼此信任的心。「下一代一定要夠尊榮上一代，

他一定要感覺的到，我不是從你手中奪去一個東西，我

是很需要你，我們有一個很寶貴的歷程，就是我們兩個

同時扶著這一籃蛋的歷程。」

現在看著教會中年輕的同工和會友，子駿牧師也常常將

責任一點、一點的交給他們，「我在跟他們相處的過

程當中，我覺得也是我一直望著他們，我就愛他們、很

喜歡他們現在所做的這些，當他們在牧養的時候，我很

放心把羊群交在他們手上。」從上一代身上所感受到的

愛、信任與成全，子駿牧師也用同樣的眼光望著下一

代，希望有更多的同工，因著感受到被信任，更加樂意

與教會走在一起。

「在一起」就是預備年輕人最直接的方法

成全年輕人，並不只是單單把事工交給年輕人去做，在

子駿牧師心目中，因著父親過去藉由「在場」所帶來的

支持，讓他決定也要時常跟年輕人「在一起」，不僅是

事工上的合作，他更重視花時間和年輕人相處、了解他

們的心。「我會覺得成全他們是我常常跟他們在一起…

就跟著這群年輕人一起生活、分享或是逛夜市吃飯。在

過程中，就會慢慢發現有哪些人跟我走在一起，有一樣

異象、也愛上帝，那我就會常常把我心裡想的東西告訴

他們。」

藉由花時間相處，漸漸地年輕人的DNA會和牧者越來越

像，面對教會中這群年輕了15歲、甚至20歲的年輕人，

子駿牧師堅持要讓他們知道，他們是一起打拼；而現在

教會開拓了分堂，子駿牧師也親自帶著年輕人一起做，

讓他們也感受到牧者的「在場」。

預備下一代興起
每個時代，無論在教會中、或是在職場，神都會興起不同樣的人，成為大有能力與影響力的人。那麼，面對這一個充

滿變化的時代，我們該怎麼預備新一代的領袖興起，幫助他們生命成熟，能夠發揮神擺在他們裡面特質，影響我們的

社會與國家呢？有什麼樣核心價值，是無論環境如何變遷我們都應該持有，並且可以幫助我們興起下一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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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光牧師曾數度在講道中引用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的這段名言，他認為，因著上一代牧者而領受到豐盛的

產業，他會希望下一代可以有更多不同的發展。就如同

這段引言所描述，第一代也許是打下基礎，第二代就可

以多一點，但可能還是很基礎的建造，但是這樣到了再

下一代，就可以有許多充滿創造力、非常多元化的發展

機會；因此不論我們身處在哪一個階段，能夠為下一代

所做的，就是看見他們的潛力，並且將舞台預備給他

們，「你要做的就是去成全，預備這個舞台給他們，要

知道說我今天能夠有慷慨的基礎，是因為不但有我這一

代的資源，我還有上一代的資源和產業，我之所以豐盛

是因為有上一代，然後不斷累積這個產業。」

抱持著為下一代預

備舞台的信念，巽

光牧師明白更需要

花時間與所帶的領袖

在一起，了解他們的夢

想與負擔，幫助他們挖掘

熱情所在，再慢慢將責任

放給他們。但是同時間，他也看

重這些領袖是否足夠有肩膀，承擔他們所說的夢想或是

目標。而這就是門訓的過程，目的是幫助年輕人的生命

能更加成熟，並且有覺悟去付上代價讓事情成就。

然而每一個同工、團員的特質都不同，都需要因材施教、

用不同的方式牧養；不只幫助他們找到神放在生命中的感

動，更要幫助他們可以將這份感動具體地付諸實行，巽光

牧師強調：「我想法是，你不單只是把異象落實在單一教

會中，更要可以持續祝福眾教會；如果你有這樣的決心，

甚至有願意承擔責任的心，我會盡可能地去成全你。」當

同工懷抱著夢想與決心來時，他盼望自己能成為他們的資

源和支柱，幫助同工們去嘗試、並在過程中一步步修正方

向，以至於將來能站到對的位置上，成為地方教會、甚至

眾教會的祝福，發揮更多的影響力。

	 別讓資源問題	成為發揮熱情的攔阻

「我必須修習政治學與戰爭學，我們的後代才能在民主之上修習數學、哲學；我們的後代必須修習數學、哲學、

地理學、博物學、造船學、航海學、商學及農學，以讓他們的後代得以在科學之上學習繪畫、詩歌、音樂、建

築、雕刻、繡織和瓷藝。（I must study politics and war, that our sons may have liberty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Our sons ought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and naval architecture, 

navigation, 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give their children a right to study painting, poetry, music, 

architecture, statuary, tapestry and porcelain.)」

─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周巽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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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預備年輕一代，子駿牧師

特別想起大衛受膏的故事，並

且分享到，應當放眼於現在

10多歲的青少年，從他們還

年少時開始栽培，預備其

生命，使他們能真實經歷

神，並且成長成熟，就好

像當年大衛在年少時期就

蒙神揀選一樣。

也許看著現在的國、高中生，很難想像他們日後成為領袖

的模樣，甚至可能他們自己都無法想像，然而子駿牧師深

知，當初連他都不認為自己可以承接責任時，他的父親或

教會中的長者，也是憑著信心願意將責任交在他們身上，

因此他告訴自己也要改變看青年人的眼光，去看見埋藏在

他們身上的寶藏，因為每個時代，神一定都會興起合適的

領袖。「我心裡覺得，我們一定要為他們這一代來禱告，

一直觀看神的作為，等候上帝的手，因為每個年代神都在

尋找領袖…我覺得神也在找每個世代的那個人，我的想法

就是，要觀看神的作為，盡我所能為他們預備一個好的環

境，讓他們可以承接。」

光偉牧師從開始事奉以來，一直都是牧養年輕人，升任主

任牧師之後，他將整個青年事工交給太太負責，但是讓底

下的一群同工自行討論要做什麼規劃、如何執行，同時他

也安排其中幾位同工，每個月和他一起輪流講道。他認為

越早讓同工操練講台分享越好，因為技巧是磨練出來的，

把該犯的錯都犯過，將來一定會越講越好。同時他也承襲

父親的作風，在事前他會先看過同工的講章大綱，但是輪

到當天同工講道時，他反而不會留在現場，讓同工感覺到

被信任，能夠自由發揮、放膽地去做。「我覺得最重要的

是讓他們知道，我是幫他們搭台的，我是給他們一個舞

台，我的目標是讓他們成功，而不是成就我的事工。」光

偉牧師這麼形容。

當談到如何預備更年輕一代的學生時，光偉牧師十分有想

法，他並不特別多著墨於屬靈層面的預備，因為在他的觀

念中，無論是讀經、禱告或是與聖靈親近，都該是每位基

督徒的基本功；在他的觀念中，反而認為教會應該要起

來，裝備年輕人的實力，使他們能在學校、或在社會中有

實質影響力。因此他在教會中推動英語遊學團，由傳道人

帶學生去到菲律賓宿霧，在全英文環境之下學英文，而因

為由傳道人領軍，因此屬靈生命仍能夠被餵養；同時他也

推動讓教會中已經是CEO或是商業人士，親自傳授經驗，

教導年經人學習去面對以及解決問題，「我們要做的是讓

下一代的年輕人，10歲也好，20歲也好，是他們的專業

能力被提升。所以除了屬靈上面，我們也要教導他們怎麼

在教會外面成為成功的人。」

光偉牧師相信，現在年輕人雖然在複雜的環境中成長，但

是他們卻會更加聰明，因此教會更可以主動從他們年幼

時，就裝備他們，使他們內在有神的話語作為生命基礎，

外在更有與社會競爭的能力，將來在社會上才夠有話語

權，真正為神發光發熱，「既然他們活在一個資訊爆炸的

時代，不如就由教會帶領他們走入這個時代。」

Sidney牧師經常會挑戰他的團隊要跳出框架，不要再想著

過去寫得哪些歌最受歡迎，或哪張專輯是做過最好的一張

專輯，因神使萬事都更新，因此不要再想著過去的成功，

而是要放眼現在的季節，然後學習冒險。

	 放眼少年人	使他們還年幼時就能被栽培
柳子駿牧師

	 裝備青年人的競爭力	使他們在社會上握有話語權
張光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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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的年紀很像是一個橋樑

的世代，就是有比我年長的上一

代，也有比我年輕的下一代。」

2017年正式成為台北真道教會主任

牧師的廖文華，以「橋樑」來比喻

他自己所處的階段；教會已經有40

年的歷史，重視聖靈的工作、敬拜

讚美、宣教等等，該如何在這些美

好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建造，並且持

續地突破、更新，將來將這些產業再傳承下一代，他認為

是現階段所必須學習的重要課題。

在傳承的課題上，文華牧師特別以父母親做為比喻，他分

享到，在服事的不同階段，他與同工們可能領受了特定的

使命，並且致力於完成它，因此他們可能在各地甚至國外

辦佈道會，或辦各式各樣的特會，或做許多的牧養工作。

然而就像父母親不能夠永遠只忙於事業，更需要看重孩子

的課業、品格，需要經營家庭生活，身為牧者，他永遠必

須記得回過頭來，關心他的屬靈孩子，與他們有真正團

契、交心的時間。

「我們營造的氛圍，首先，我是open office。」為了讓屬

靈的孩子們明白，當他們有需要的時候，教會中的屬靈父

母都在，文華牧師將辦公室大門敞開，任何人有需要的時

候，都能夠敲敲門找他談一談。另外每個月他也邀請不同

部門的同工一起吃飯，剛開始這些同工們都很緊張，以為

吃飯同時也需要開會或是討論事工，但是在文華哥的心

中，將這段吃飯時間定義為建立關係的時間，不談工作、

不討論事工，一邊吃飯一邊聊家庭、婚姻等生活中的大小

事，結束後再為同工們做祝福禱告。「他們就很訝異，因

為真的什麼正經事都沒有談。」但是文華牧師認為，這就

是團契的生活，他希望同工們都能夠享受在關係中。

除了全職同工以外，文華牧師說他也禱告，並且找到了一

些他感覺到神有特別的心意在他們身上的年輕人，定期地

與他們，關心他們的生命。就在2017年年初，他找到了

10位願意在接下來這一年當中辦佈道會的年輕人，有些

人想去街頭佈道、有些人想要做校園佈道、有的則希望做

音樂佈道，當他們一一分享完這些夢想，他就為他們禱

告，事後更成立群組，聽這群孩子談關於佈道這個夢想的

後續發展，是否已經完成神給他們的呼召

和託付。

面對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文華牧師相信神會用很多正式

和非正式的方式，呼召年輕人興起，然而很重要的是，上

一代是否願意經營與年輕人之間的關係，是否願意偶爾暫

停手中的事業和事工，與經營「家人」之間關係。「給他

們精心的時刻，給他們肯定的言語，然後送給他們禮物，

對這些孩子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有些時候有服務的行動，

有時候是肢體的接觸，去拍拍他們去擁抱他們，告訴他們

說我真的非常以你為榮，我覺得經營這個家的關係是非常

重要的。」

	 承接與傳承	其實就是經營一個家庭的關係
廖文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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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渴望團隊能夠永續經營，唯有當身為領袖仍願意

不斷學習，這才有可能發生。而在Sidney牧師成長的年

代，功夫電影曾相當流行，從這些電影中，他發現了一

個模式：師父們在訓練徒弟時常常會留一手，以防有一

天徒弟變壞。這個觀察讓Sidney牧師對傳承有了新的體

會，假設一個師父會10招，卻只傳授給徒弟9招，有一

天徒弟變成師父，他教下一代時只傳授了8招，每一代的

師父都留了一手，到最後一代可能再沒有任何招式可以

教的了。因此他教導團隊，不僅不要停止學習，並且更

要去教導你所學習的，與別人分享你所知道的。

	 Build	to	Last	永遠要想著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
Sidney Mohede 牧師

來自印尼雅加達十分具有影響力的

JPCC教會，同時也是JPCC敬拜團主

要負責人的Sidney Mohede牧師，曾

與Asia for JESUS團隊分享到，這幾

年來，他的焦點一直擺在如何建

立團隊，因為對他而言，他想的從

來不是個人的事工，而是地方教會與團隊；他關心的不

是「我」，而是「我們」可以一起做什麼？

「當我們還是小孩子，通常只會想著別人可以為我做什

麼？長大後，我們想的是可以為自己做什麼？一直到更

長大成熟，我們開始會想自己能夠為別人做什麼？但我

相信神呼召我們，應該是要想得更遠。」Sidney牧師通

常會教導同工，不要只停留在可以為別人做什麼的想法

中，而是要進一步思索，可以一起和他人完成什麼？當

這樣想的時候，他相信會有更多神蹟奇事發生。

因此雖然團隊有多達300多人，但是每個月都會有一次

的聚會，不談任何的事工，只是一起團契並且敬拜，

然後彼此分享、彼此建造，讓「關係」成為他們團隊

的核心價值，Sidney牧師稱這樣的團隊關係為「Build to 

Last」，因為他們渴望的是能夠一代延續著一代，「我

們永遠要想著下一代或下下一代。」

同時他也分享了9個他認為十分重要的原則，這些原則來

自他服事的經驗，也是他渴望使團隊能夠不斷傳承、延

續的重要核心思想：

如同馬太福音第5章所寫：「你們是地上的鹽、是世上的

光，光與鹽。」Sidney牧師指出，神的意思並不是說「你

要成為」，彷彿有一天夠好了、做完一切的工之後，就能

夠成為光與鹽；聖經說「你是」，代表現在你就是光與

鹽。因此不要小看自己在團隊中的影響力，因為人們會因

為領袖真實活出來的生命而願意跟隨你，而不是單只是因

為領袖所說的話語。「如果我一邊服事，同時在社群網路

上講很多抱怨的話，我們其實是在給下一代樹立壞榜樣，

這會讓他們對於服事神很困惑。」

二、永遠不要停止學習	Never	Stop	Learning

一、不要小看你做為榜樣所能夠帶出的影響力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You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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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忘初衷	Never	Lose	Sight	of		"Why	We	Do	What	We	do?"

莫忘初衷這四個字，對Sidney牧師個人來說也是最重要

的，「永遠不要忘記為什麼你現在正在做這些事，為什

麼我們當初要成立這個團隊？目的是甚麼？我們是為什

麼而做？」

身為教會領袖，如果有一天突然發現做這一切事工不是

因著愛耶穌，也許是為了餵養家庭、或者只是需要工作

等其他理由，也許就需要重新審視內心的核心價值和排

序，重新點燃心中最初願意服事的火焰。

四、愛一個人，而不是因為他的才能	Love	People,	Not	Just	Their	Talent

「在一個團隊中我們看彼此不應該只是工人而已，而

是要將對方當成自己弟兄姊妹或朋友看待。」在Sidney

牧師的敬拜團中，他們把這點視為使命，因此當有同

工遇到生命問題，他們不會認定這個人從此不能留在團

隊中，而是會問說：「我可以怎麼幫你？」而這樣的思

維，也在團隊中帶下很不一樣的氛圍。

五、我們的服事是為了建造人，而不是用人來建造我們的服事
　					Use	Your	Ministry	to	Build	People,	Not	Use	People	to	Build	Your	Ministry

Sidney牧師認為既然是團隊的領袖，就更需要花時間和

同工團契、分享生命，因為服事最終的目的，不是要打

造多麼偉大的事工或教會，而是服事身邊的人。他說，

在外面的事工往往會反映出對內同工們怎麼看待彼此，

如果在團隊中無法彼此相愛，又怎麼夠期待同工在外面

能夠愛人呢？

這裡的關鍵字是「成全」或是「賦予權力」，Sidney牧

師分享到，這代表著領袖把同樣的權力賦予同工，讓

他可以做同樣的事。對很多基督徒領袖、團隊或教會

而言，要成全交棒給下一代年輕人，告訴他們「你可以

的」，也許並不容易，然而這樣的想法，對今天這個世

代卻非常重要。

在分享的同時，Sidney牧師的團隊正在為下一張專輯忙

碌，「昨天他們就拍照和把他們的群組對話給我看，我

要說的就只是，『非常好，繼續！』我不需要他們把細

節一一都給我看，我給予他們權力，並且相信他們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身為一個父親，我對孩子也是一樣的，

因為我希望他們可以成長，代表我需要給予他們權力，

讓他們學習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成全」並不是自然而然發

生的，然而如果能夠成全下

一代，將教會或是團隊中文

化持續傳承，直到下一代認

定這也是他們的文化；當這

個文化變成他們自己的，他

們就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六、成全他人以傳承文化	Empower	Others	to	Carry	the	Culture

「如果你希望打造一個永續的團隊，那就要學習不斷

鼓勵人。」Sidney牧師說，這樣的想法也許不太符合華

人的文化──華人的文化中通常習慣批評更甚於鼓勵

──但身為基督徒應該只有一種文化，就是屬天的文化

(Heavenly Culture)。鼓勵是需要刻意操練的，因為批評的

話往往很容易說出口，但是要講正面的話語，就需要刻

意的練習。然而鼓勵也是最簡單、卻最重要的方式，可

以投資在團隊中的，同時也會澆灌同工裡面的恩賜。

七、鼓勵	Encourage

Cover Story：下一代領袖銜接計畫



八、在不同季節設下目標然後勇敢冒險
　					Intentionally	Set	Goals	and	Take	Risks	in	Every	Season

「沒有異象，民就滅亡，所以要確定你是有異象的。」

Sidney牧師認為這對於團隊的傳承是非常重要的，他鼓

勵每位領袖都可以問自己，5年之內想要達成什麼目標？

然後可以問團隊，10年後渴望看見什麼成就？當有了答

案之後，就應該要勇敢地去冒險。

如果教會與團隊都能夠這樣去做，Sidney牧師深深相

信，不僅能夠延續到下一代、下下一代，甚至將能夠不

止息的傳承下去。

「你怎麼定義年輕？又要多

年長才能夠足以擔任一間教

會的主任牧師或是一間機

構的負責人？」印尼泗水

沙崙玫瑰教會腓力‧曼都

法(Philip Mantofa)牧師拋

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因

為在他眼中，年輕人是

值得信任的，年輕人也

可以充滿智慧並且是有成熟度的，可惜不僅是社會上，

有時候在教會中，人們往往會看重年紀而不願意倚重年

輕人。

腓力牧師特別舉聖經中記載著，在神眼中「一日如千

年，千年如一日」，如果用這樣的方式來計算，即使是

20年的差距，在神的眼中，可能只有半小時而已。因此

無論是20歲、40歲或是60歲，在神眼中其實都是在「同

一天」，

「年輕人們，不要看你們自己年輕就是次等的。」在腓

力牧師的想法中，他相信年輕人需要學習尊榮上一代，

並且向上一代學習，無論是他們大有能力的一面、或是

曾經走過的錯路，這些寶貴的生命經驗都是值得學習

的。但是不要因為年輕，就認為自己沒有辦法做上一代

所在做的事情；就好像保羅教導提摩太：「不可叫人小

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四：12)，年輕人不要

自認沒有辦法承接上一代所做的事，因為「我靠著那加

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書四：13)。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牧養眾多會友、本身也有3個子女的

腓力牧師也說，身為教會中的長輩，他看見許多20初頭

的年輕人正在教會中興起，甚至開始在許多事工中佔有

一席之地，而他願意成為為他們預備的舞台的人，「我

知道在神眼中，我其實和他們相差無幾。所以我必須預

備他們，即使他們將來因為站在我肩膀上而做了更大的

事，我也永遠不會成為他們的絆腳石使他們洩氣。」

	 在神眼中	我與年輕人相差無幾
腓力 ‧ 曼都法牧師

九、沒有異象	民就放肆	Where	There	is	No	Vision,	the	People	Perish

2016年中，JPCC Youth推出一張《You in Me》專輯，這

是由JPCC敬拜團的新生代所主導、製作的專輯，「當我

成全下一代去做這張專輯時，其實我也是在冒險，因為

他們當中很多人沒有錄過音，但最後他們的製作水準卻

遠超過我們的期待。所以我們要學習去冒險，有句話

說：『人生從跨出舒適圈開始(Life begins outside of your 

comfor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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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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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年紀	而是看神放在人生命中的的寶藏

《15歲，改變世界的傳奇》的作者韓哲克(Zach Hunter)，

在12歲時發現世界上仍有許多兒童被當成奴隸販賣，因

而在各大中小學校園發起「零錢，零捆鎖」的解救兒童

奴隸募款運動，渴望解救兒童奴隸得到真正的自由。無

獨有偶，來自加拿大的魁格‧柯柏格(Craig Kielburger)，

也是在12歲時，讀到一篇講述巴基斯坦男孩，從4歲起

就被賣掉成為的童工，最後因為敢於爭取權益而喪命的

故事，因而與志同道合的同伴們成立「解放兒童」(Free 

the Children)組織，致力於改變童工的境遇。

也許就如當年撒母耳看大衛是一個出乎意料的人選，當

我們放眼現在10幾歲的青少年，有時候也難以想像他們

如何能為神所使用。但在神眼中，無關乎年紀，每個人

都能夠在這世界上作光與鹽。我們的責任，就是餵養少

年人使他們生命成熟，教導他們使他們有好的品格，裝

備他們使他們能夠有影響力，並且幫助他們挖掘出神放

在他們心中那份獨特的呼召，進而翻轉世界。

結  語

呼召青年覺醒	起來服事下一代

下一代領袖興起，也是Asia for JESUS團隊所渴望看見的

畫面，尤其每一年暑假，團隊更投入大量資源在青年事

工中，舉辦如專門提供國高中生參與的才藝品格營、以

及喚醒學生內心對神熱情的青年覺醒特會等，目的是不

僅是收割靈魂，也期望在當中能夠裝備年輕人，使他們

親自遇見神，並且回應放在他們心中各樣的感動。

向來十分關注教育的生命培訓學院院長周巽正牧師，不

只是在學院中與老師們一起幫助基督徒經歷生命的翻

轉，同時他也深知，孩子生命的成熟度，應該從更小就

開始培養，因此與幾位同樣渴望翻轉教育的基督徒教育

家，聯手成立了「濯亞國際學院」，期待以愛陪伴孩子

成長，更進一步幫助孩子們除了學習知識以外，能夠在

天國文化的氛圍中培養出好品格，認識自己是神的兒

女，並能成為下一個世代的領袖。

Asia for JESUS執行總監陳麗吉特別分

享到，過去舉辦好幾屆的青年覺醒特

會，已經很久沒有特別呼召願意投身

於青年事工、並全職服事的基督徒；今年的青年覺醒特

會，將以「CALLING」為主題，期望鼓勵年輕人勇敢地

走入命定，無論是全職服事、或在職場，都能起身回

應這個世界的需要。這次也將開設兩種不同主題性質的

「AWAKENING TALK」，共邀請六位不同領域的職場菁

英、以及四位在不同地域宣教的宣教士，分享他們是如

何回應神的呼召，從原本所處的舒適圈跨出，與神一起

築夢。特會中，更將再次呼召一批願意投身青年事工、

以及改變國家、世界的人，使復興可以一代延續一代，

一代比一代更加火熱、興旺。

從這幾位處於「橋梁世代」的牧者分享中，可以看見他們幾乎都有一致的心志，就是要為下一代預備舞台。因著過

去他們所領受到的信任及成全，他們也願意用同樣的心志看待現在的年 輕人；因著他們從上一代手中所繼承的豐盛

祝福，他們渴望將更豐盛的產業交在下一代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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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是我們的祝福，下一代是我們的希望，他們就好

像勇士手中的箭。曾經有人說過，摩西若是沒有經過

40年在皇宮中的訓練，恐怕無法帶領幾百萬的以色列

人民出埃及，因此讓我們對待孩童，就好像他們是君

尊的皇族，是King ’s Kids；他們將會是改變世界、勇

闖迦南地的世代，而你，開始培養你的接班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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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也要傳揚你的大

能。(詩篇一四五：4)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被一些人深深的影響一輩子？時

間回到1979年，當時我剛升上國小一年級，我還記

得兒童主日學和詩班的老師，他們總是穿著長裙、

留著長髮；他們對我們充滿耐心、帶我們唱詩歌、

常常擁抱我們，並教導我們要一生跟隨耶穌。每次

主日學結束前我們會背一節經文，背完就有小禮

物，直到今天我能夠隨口背出的經文，其實都是小

時候背誦的。當年的主日學可以說奠定了我對神認

識的基礎，而那時的老師們，則是影響我一生非常

重要的角色，我真的要對這些願意為著下一代付出

擺上的老師們，獻上真摯的感謝。

改變世界的契機 就在下一代手中

我自己有三個孩子，我相信每位母親在內心一定都

有過這樣的吶喊：「讓我休息五分鐘就好了！真的

只要五分鐘，拜託，五分鐘就可以！」有時候連去

工作都像是出去放風，我曾經有一段時間非常享受

上班和工作，即使是再辛苦都彷彿是置身天堂，然

而每一天，你終究還是要面對「下班回家」這個殘

酷的事實。孩子天生似乎有種魔力，會擴張你走出

你的舒適空間，看到自己裡面有無限的潛力，因此

我能夠瞭解為什麼有些人不那麼喜歡兒童，但是我

必須說，改變世界的契機，就在下一代的這些兒童

身上！我們來看看聖經到底怎麼說：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裡誰是最大

的﹖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

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

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凡為我的名接待

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十八：1~5)

當時的文化背景普遍是輕視孩子的，因此耶穌說的

這段話，其實相當具爭議性；而門徒在問這段話時，

他們想要在耶穌的面前爭寵、爭看誰可以為大？耶穌

卻反而透過一個小孩來教導門徒，如果不願意回轉像

小孩，是無法進天國的。耶穌在這裡教導我們，不是

透過做多少服事、傳多少福音使我們可以進入天國，

而是要拿掉我們大人內心世界的複雜、傷害，像小孩

般學習完全的倚靠，單純的相信，才能夠進入天國。

對照現今我們的社會，對於兒童是充滿保護的，你會

在小學或幼稚園的放學時間，在外面看見一排排的車

等著接小孩放學；在我小時候都是自己上下學，但是

現在兒童福利法規定，不可以留12歲以下的孩童獨自

在家中、或車上任何有可能發生危險的地方；現在孩

子一出生，坐車必須要有安全座椅，但是以前我們搭

車，可能媽媽就是我們的安全座椅；現在每個孩子學

個直排輪，全身上下全部都是裝備，就是害怕他們摔

著了，但是過去我們學腳踏車、滑板、溜冰這些運動

時，幾乎沒有帶過任何護具。

我們想盡辦法給孩子一個最安全的環境，然而反過來

看──特別是從屬靈的層面來看，世界卻充斥著更多

的危險。有研究報告指出，現在兒童平均在網路上會

接觸到色情資訊的年紀是九歲，而今天的社會對基督

教更是充滿攻擊性。我們以為社會創造了一個更安全

的環境給兒童，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而教會應該負起

責任帶來社會的改變。

不要禁止孩子到耶穌面前

當耶穌教導門徒要回轉像小孩時，當時的環境其實卻

對孩童的成長十分不利，特別是女孩，有一些一生出

來，因為沒有價值，就被丟棄在沙漠、森林中，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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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盡辦法提供孩子最安全的環境，然而從屬靈

的層面來看，世界卻充斥著更多的危險。教會應該

負起責任帶來社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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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歲就被嫁出去，以兌換牛羊回來。他們看輕孩

童，將孩童當成資產買賣，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耶

穌卻破天荒叫一個孩童來到祂的面前，耶穌在這裡強

調的是，在人眼中認為沒有價值的人，包括孤兒、寡

婦、窮人、妓女、痲瘋病人等等，在神的眼中卻都是

充滿價值的。

門徒雖然聽了耶穌的教導，仍然沒有回轉像孩子，因

此才有第19章的故事發生。「那時，有人帶著小孩子

來見耶穌，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門徒就責備那些

人。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耶穌給他們按手，就

離開那地方去了。」(太十九：13~15)

這群人也許聽過耶穌愛小孩、接受小孩，所以把孩子帶

來見耶穌，但是門徒馬上責備這群人；門徒們好像馬上

就回到他們成長背景的文化中，忘記了耶穌才教過他們

的，所以在馬可福音描述到這一段時，形容耶穌是「生

氣了」，祂對門徒說：「不要禁止他們」。

同樣在教會中，我們也不要成為禁止孩子來到耶穌面

前的人，很多的時候我們沒有好好為孩子設想，他

們到底需要什麼？如果只是一昧的把我們想要的給他

們，其實只是希望他們能夠活在宗教裡，因為活在宗

教中的孩子，大部分都會很乖、很好管，他們都會做

大人認為對的事。但是耶穌大過宗教！

如果是已經身為父母的我們，我們更需要留意自己是

否也曾在無意間，禁止了孩子來到神的面前？在一個

主日的早上，有一對夫婦不太想去教會，卻要他們的

孩子參加教會活動，當媽媽幫孩子穿好衣服、準備要

出門時，孩子跑到還穿著睡衣，慵懶地坐在電視前的

父親面前問說：「我要到幾歲才可以像你們一樣不

用上教會？」這位父親一陣驚嚇，想了一下子說：

「等一下，爸爸和你一起去教會。」

另外也有一些父母、師長在乎功課比孩子跟神的關

係更多，以至於常常為了考試或是補習，而要孩子

不用去教會。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現在的行為，

都正在門訓我們的下一代，所以不要禁止孩子來到

耶穌的面前！

拋下信心的錨在孩子心中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當孩子來到教會，不是因為愛

上教會的活動、或是愛上這個宗教，我希望他們單

單愛上耶穌。當然我們無法強迫或控制孩子要愛耶

穌，但是我們可以預備一個良好的環境，一群充滿

信心的同工，引導孩子把自己獻上，讓神的火能夠

點燃他們，更深的愛耶穌，以至於他們一生走在神

的心意當中；就算有孩子不小心離開神，他們也不

會離的太遠，因為我們已經把那個信心的錨深深地

拋下在他們的心中。

其實這份渴望，正是我過去的寫照。即使過去是這麼

的敗壞，卻是內心深處那份深刻對耶穌的愛，吸引我

再次回到祂面前，是「愛」使我再次被挽回。當年我

在兒童主日學所感受到的愛、所背誦的經文，都成為

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當我腦中的信仰已經完全瓦解

時，是在內心深處的信仰把我挽救回來。

我們現在的行為，都正在門訓我們的下一代，所以不

要禁止孩子來到耶穌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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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孩子們真實愛上耶穌，在他們還小的時候，

就明白是耶穌付上代價拯救他們，是耶穌給了他們

一個新的身分，他們的生命會有清楚的歸屬──只

要他們學習深愛耶穌，相信無論未來如何，耶穌能

夠拯救他們到底。讓我們持續為下個世代的孩童來

禱告，相信他們就是我們改變世界的關鍵，所以我

們也要投資更多的人力及資源還有禱告，讓他們能

夠深深愛上耶穌。

讓教會成為孩子們學習犯錯的「家」

有些人會誤以為，教會是聖潔或完美的人才能來的

地方，參加的人都是不會犯錯的，或是只要有人犯

了錯，不久之後也會自動消失不見。但事實上，教

會是個讓一群軟弱、甚至會搞砸一切的人來的地

方；因為我們知道神愛我們，接納、瞭解我們的

軟弱；教會不是為了假冒為善、或自以為剛強的人

所設立的，而是為軟弱有需要的人。我相信總有一

天，軟弱的人會因著被接納，而變成剛強倚靠主的

人，這就是教會！

因此我渴望看見，我們的下個世代不需要帶著面具

假裝自己很剛強，而是能有極大的安全感，知道教

會接納他們的軟弱，當他們越認識自己，才能開始

活出屬神的剛強生命。教會不是來完成宗教儀式的

地方，教會是我們的家。

我愛我的教會，在這裡我找到一生的朋友，我在這裡

受洗，在這裡被聖靈充滿、經歷醫治釋放，我在這

裡找到我的老婆，結婚、按立在這邊，甚至三個孩子

的奉獻禮也在這裡；喜怒哀樂在這裡，生死與共在這

裡，這就是我的家。雖然過去我有許多次軟弱、離開

教會，但教會總是用愛等待我回來。如今我仍然不是一

個完美的人，但是我認識了一個完美的耶穌，祂教導我

只要緊緊跟隨祂，愛教會，就會有盼望。

下一代就是勇士手中的箭

教會是這個社會的盼望！教會已經經歷了2000多年卻

從未消失，有一天你所熟悉的科技產品可能會消失、百

年的老品牌可能會消失，但教會卻會一直存在，直到耶

穌再來，教會會成為聖潔無瑕疵、無玷污的新婦，等待

耶穌再來迎娶，我渴望我們的下一代就在其中。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

賜。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滿

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

不至於羞愧。(詩一二七：3~5)

兒女是我們的祝福，下一代是我們的希望，他們就好

像勇士手中的箭。感謝神，我們能夠成為勇士，但是

勇士若是少了箭，威力就減少了很多，惟有箭袋充滿

的人就是有福之人！

曾經有人說過，摩西若是沒有經過40年在皇宮中的訓

練，恐怕無法帶領幾百萬的以色列人民出埃及，因此

讓我們對待孩童，應該要把他們視為是君尊的皇族，

是King ’s Kids；他們是華人未來的希望，也將會是改

變世界、勇闖迦南地的世代，而你，開始培養你的接

班人了嗎？

教會是個讓一群軟弱、甚至會搞砸一切的人來的

地方；因為我們知道神愛我們，接納、瞭解我們

的軟弱。教會是我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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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經歷突破性的翻轉後，在所有基督徒中間只有巴拿巴願意相信他；而

當後來保羅變得更有恩膏，恩寵越來越多，巴拿巴也為保羅的成功慶賀。

隨著使徒行傳繼續進行，我們再也沒聽到關於巴拿巴的故事。巴拿巴沒有

在新約寫下任何一個章節，但是他興起大能的領袖，包括後來的馬可。

我希望教會能夠成為巴拿巴的家。當人們來到這裡，我們會為他的身份而

慶賀。當我們開始相信他們，投資他們，我們已經對付自己的心；當神的

手和恩寵臨到他們的生命，我們不會介意誰的名字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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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常看見各領域傑出、偉大的人信主後在教會

聚會。不過我也在思考：為什麼教會無法孕

育改變世界的人。

每週我們有兩小時的聚會，加上小組聚集，難道這

樣就能塑造偉大的領袖嗎？在聖經中，談到五重執

事最終的目的，就是裝備聖徒，各盡其職。那麼，

要如營造成全的文化？如何實際裝備每個人走在自

己的呼召？

成全的文化從心開始

成全的文化從心裡塑造。如果你沒辦法相信自己是

偉大的，就沒辦法相信別人是偉大的，以至周遭人

的 偉 大 會 威 脅 到 你 的 不 安 全 感 。 以 弗 所 書 第 二 章

18-19節：「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

得以進到父面前，這樣，你們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在我們還沒來

到父面前時，都是外人和客旅，充滿孤兒的靈。大

多 時 候 ， 若 是 沒 有 處 理 孤 兒 的 心 ， 在 成 全 的 過 程

中，你會漸漸開始掌控、打壓要成全的對象，因為

對方逐漸威脅到你。

這種外人和客旅的思維存在於每個人生命中。華人

甚至有「留一手」文化，深怕傾囊相授後，對方就

會把自己撇在一邊，形成不安全感。然而，使徒性

教會要帶出來的，就是讓我們因著主耶穌基督被聖

靈所感，一同來到父面前，因為只有父才能幫助我

們脫離客旅和外人的思維。

在神的家中，我們想要也希望能成全人。但是大家

需要明白的是，你只能在周圍創造出內在已經有的

系統，因此當我們提到我們想要成全，卻總是創造出

控制人的系統，因為外人和客旅的思維正是我們內心

真實的光景。

不正確的成全 就會淪為掌控和壓制

我們需要了解這種外人和客旅的心態。當你沒有成全

他人時，他們就是外人和客旅，不過，當你邀請人

們進入你的圈子，代表：我們想要在這家中賦予你權

力。你猜怎麼樣？身為一個領袖，你開始感覺到威脅

和不安全感，這種感覺反而讓你覺得自己是個圈外

人。如果我們的成全是客旅和外人心態的成全，到頭

來就是掌控、壓制，就是不成全；破壞我們口裡想要

營造的文化，因為這個文化從來沒有發生過。

經歷天父的愛，無法立刻就能跳脫客旅和外人的思

維。我有三個孩子：Abby、Zack和Ri l ey，這三個孩

子都能來到我的面前。但是他們之間還是有比較和競

爭，也希望能得到父母的注意力，我最小的孩子Riley

只有三歲，總是想盡辦法藉著打哥哥姊姊的小報告來

獲得注意力。他讓我想起幼年的自己，從小在團體當

中，身為年紀最小的我也總是做一些讓自己獲得關注

的事情，因為我不只希望能成為大家的一份子，我更

希望成為團體最核心的人、最高層的人物，這就是真

實的情況。

選擇成為你願意成為的人 就是一次次訓練品格的機會

外人和客旅的思維存在於每個人生命中。我們只

能在周圍創造出內在已經有的系統，因此當我們

想要成全，往往卻創造出控制人的系統，因為外

人和客旅的思維正是我們內心真實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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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我的使命宣言，不論是夢想管理者，很渴

望成全他人（empower others to be powerful），可是

當我成全他人時，我最先遇見的挑戰就是自己的心。

如果要建立成全的文化，我們首先就要面對外人和客

旅思維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因為當你感受到威脅時，

你會變成連自己也不認識的人，在不知不覺中，透過

一些言語，小動作表達出來。因為在成全的過程，你

也很在意自己，在意這份尊榮該歸給誰。

在面對心裡的掙扎時，我們需要選擇不跟著自己的感

覺——就是那些嫉妒、論斷的聲音。這就是天國文化

的核心信念，我們的人生應該要是原則導向，如果我

們的人生是情感導向，就會活在軟弱的光景中。因此

當我們選擇面對這個問題，就是訓練品格的機會。在

自己心裡不想要，卻做正確的選擇，就是塑造品格的

肌肉。其實掙扎的感覺不會馬上離開，但就像重量訓

練一樣，在多次的拉扯下，你學會「選擇」成為你願

意成為的人。

我開始了解到，神真的教導我，人們或許不會記得某

些你說過的話，但他們永遠會記得你讓他們有什麼

感覺。你可以說一些恰當的話，例如「我愛你」、

「這真是太棒了」、「去吧」等等。但還有更深層

的，一切都關乎於我們的心。我們可以聲稱人們配

得，但當你真的走過，你會發現這真的會考驗你的

心，唯有通過這個考驗才能鍛鍊我們的品格。

如果我們的心態不調整，成全只不過是一個口號，

使徒性教會也淪為隨口說說。

保羅寫新約 巴拿巴興起大能領袖

在使徒行傳中有個名叫巴拿巴的使徒，他的真名應

該 是 約 瑟 ， 但 是 大 家 稱 他 為 巴 拿 巴 ， 意 思 是 勸 慰

子 。 他 是 個 能 鼓 勵 人 進 入 命 定 的 人 。 在 使 徒 行 傳

中，我們看見保羅有突破性的翻轉，他了解自己先

知性的命定，並嘗試藉著與其他使徒連結讓自己的

命定成真，然而卻都被拒絕。

聖經記載，只有巴拿巴相信保羅。他為保羅擔保，

讓保羅能與使徒連結。從使徒行傳第九章到第十三

章，聖經多次提到巴拿巴和掃羅，就好像巴拿巴帶

領、投資掃羅。之後，神開始在保羅身上工作，保

羅開始長大成熟，變得更有恩膏，恩寵甚至也比巴

使徒行傳繼續進行，我們卻再也沒聽到關於巴拿

巴的故事。然而我希望教會能成為巴拿巴的家。

當人們來到這裡，我們會為他的身份而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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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真的教導我，人們或許不會記得某些你說過的

話，但他們永遠會記得你讓他們有什麼感覺，而這

一切都關乎我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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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我們已經對付自己的心；當神的手和恩寵臨到他們

的生命，我們不會介意誰的名字在前面。

前陣子我在伯特利教會的特會，幫一位牧師翻譯時，他

突然轉過來對我發預言：「你的名字是Jona than，就是

約拿單，因為在沒有任何人能認出大衛是誰時，就認出

他身上的恩膏。而且他願意透過犧牲自己的王位來成全

大位。」我相信這是我的使命，一個成全他人的文化。

當一個人還不相信自己時，透過屬天的眼光、先知性的

眼光，將他的命定宣告出來。但首先，得先對付自己的

心。說真的我還在這個旅程中，我也還會嫉妒，也還會

不自覺地批評論斷，可是我知道我當選擇的是什麼。

我邀請你把心向神敞開，求神幫助我們面對內心的問

題，幫助我們解決孤兒的心所帶來的不安全感，解決外

人和客旅的思維，那種感覺讓我們對抗我們口裡所宣

告、相信和投資的一切。我們承認自己仍舊在意誰得到

最多的關注，仍舊在意誰的名字在前面。主，但是我們

選擇不要貶低人，我們選擇仍然相信人，選擇投資，成

全人。主幫助我們鍛鍊自己的品格，幫助我們面對嫉妒

和不安全感。主，感謝你的恩典和憐憫，奉耶穌的名禱

告，阿門。

拿巴更多。這時，聖經開始改變提及兩人的順序，

從「巴拿巴和保羅」轉變為「保羅和巴拿巴」。對

很多人來說，誰的名字在前面很重要，不過巴拿巴

完全可以接受，甚至開心地慶賀保羅的成功。

當兩人要回去造訪他們首次建造的教會時。巴拿巴提

議邀請自己的親戚——馬可同行，然而在先前的旅

程，馬可中途悖逆，保羅並不想再給馬可機會，而這

見事件對兩人來說是很大的衝突。巴拿巴想再給馬可

一次機會，帶著馬可同行，然而保羅卻不願意。

使徒行傳繼續進行，因為作者路加跟著保羅走，我

們也就再也沒聽到關於巴拿巴的故事。但我們能看

到的是，巴拿巴相信馬可所帶來的影響。即便在馬

可重大失敗後，他持續支持馬可。在保羅生命的最

後這樣說：「把馬可帶到我這裡來，他對事工有

益。」保羅寫了三分之一的新約，馬可則寫了馬可

福音，巴拿巴沒有在新約寫下任何一個章節，但是

他興起大能的領袖。

我希望教會能夠成為巴拿巴的家。當人們來到這裡，

我們會為他的身份而慶賀。當我們開始相信他們，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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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超自然創意敬拜晚會

我們的創意不應該被忙碌的行程表和時間掩埋，甚至

當越是忙碌，反而更要將發揮創意的時間分別出來，

因為每一次的創作，都是與神相連結的時刻。Dan 

McCollam牧師說當他試著在忙碌的步調中，將創作的

時間分別出來，神就擴張了他的時間。

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帶出事半功倍的恩膏

「一位非常有名的奮興家曾說過：『我今天有很多事

情要做，我沒有辦法完成一切，除非我早上先花4小

時禱告。』」Dan McCollam牧師提到，正因為有太多

事情必須完成，我們必須花更多時間與神在一起，與

神相交，將帶出倍增和事半功倍的恩膏。

每一次創作，都是我們與神相交的時刻，因為創造力

是從神而來，當我們創作時，便是與聖靈相交，因此

我們必須要把發揮創意這件事，看為生命中重要的優

先次序。而當我們預留時間發揮創意力的時候，神會

擴張我們的時間，就好像牧師在緊湊繁忙的生活中，

仍然能夠持續地創作。Dan McCollam牧師鼓勵會眾，

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並且不只是為神創作，更要與

神一同創作。

與三個領域連結 帶出更大的影響力

在最後一天晚會，Dan McCol lam牧師透過詩篇67篇

5-7節，分享在這段經文中有三個對敬拜者而言十分

重要領域，分別是：天、地土，以及人的領域。

管理地土是神所賦予人的權柄，我們受造時就被呼召

要管理全地，當我們更多明白敬拜與土地之間的關

聯，敬拜將能帶出更大的影響力。而關於天的領域，

我們更需要敏銳於神的聲音，連結於天堂所發生的

2017超自然創意敬拜晚會 & 超自然繪畫研習營

喚醒你的原生創意 帶動全新文藝復興
文│陳珮瑜、鄭亦如　照片提供│Asia for JESUS國度豐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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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多年前Dan McCollam牧師曾經在阿拉斯加帶領一

場敬拜聚會，在他們敬拜的過程中，天堂開始回應他

們，許多人都聽見天使與他們一齊歌唱，牧師形容那

是非常美的時刻，然而一位同工沒有察覺此刻正在發

生的事，突然跳上台開始報告事情，在那一瞬間所有

天上的聲音就停止了。牧師以這個故事鼓勵會眾，要

學習聆聽當下神在說什麼，並在敬拜中以同樣的頻率

或信息回應，才能夠真正帶出超自然的氛圍。

最後牧師提到，敬拜者也需要留意人們在敬拜中是否

能夠有所回應；這並不代表敬拜者需要刻意討人的喜

悅，而是要帶領會眾一起連結於天堂，回應神此刻說

話的聲音。「主藉這首詩歌要對百姓說什麼？我怎麼

讓樂器發出這樣的聲音？我怎麼讓會眾可以投入在當

中？這些都是我們要顧慮到的領域。」

當我們在敬拜中，樂器能夠連結於地，旋律能夠與人

連結，並且包含了從神而來的信息，這三個領域結合

在一起，大有能力的事就會發生。

2017 超自然繪畫研習營

Lyn Lasneski是Asia for JESUS首度邀請來台的講師。

她不僅是一位藝術家，同時也是無人地帶的飛行員與

培訓者，更擁有阿拉斯加大學航空科學的學位，是一

位專業飛行員，並創辦了School of Creative Genius機

構。她深信藝術不是少數人才擁有的天賦，而是人人

在一出生時上帝就給予的能力。這次她來到台灣，不

只在課堂中傳遞概念，更引導大家進入實作，一起找

回內心的熱情與創意天賦。

「我是創意的天才」

真正的天才是什麼？天才指的是當我們出生的時候就

被賦予的。天才一詞的英文「Genius」，和創世紀的

英文「Genesis」是同樣的字根，代表著神在創造我們

每一個人的同時，也將屬於我們個人獨特的創意放在

我們裡面。這份創意不會消失，卻有可能被越來越多

的知識、理性思考給掩蓋，因此我們需要做的，就是

喚醒這份原來就在我們裡面的創意。

關閉左腦工作 才能讓創意不斷被釋放

我們的大腦結構，分為左腦和右腦兩個部分。左腦擅

長理性知識面的思維，就是文字、理性邏輯的思考模

式，右腦則是創意的思維，也就是視覺化思考。大部

分的人，透過從小接受的教育、訓練，讓我們花很長

的時間鍛鍊左腦，然而要能夠開啟神放在我們當中的

創意，就需要更多操練右腦思考。而畫畫，就是最容

易訓練右腦思維的方式。

開始你的右腦思考練習

多才多藝的Lyn Lasneski，在課堂中不斷以各

種實作練習，挑戰學員切換右腦思考。在進行

「盲畫練習」過程中，因為等於強迫關閉已久

的右腦開始運作，有些學員甚至感到些許不

耐，但這在切換的過程中其實是十分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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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上，Lyn Lasneski邀請學員先進行「盲畫練

習」：每位學員需要一邊仔細觀察自己的左手，右手

一邊慢慢地描繪左手的輪廓，過程中雙眼只能專注於

左手，不能看向畫紙，畫得速度則必須十分緩慢，藉

以強迫主宰視覺化思考的右腦開始運作。

Lyn Lasneski提到，許多時候我們以為我們所看見的

人事物，其實是大腦根據過往經驗篩選出的訊息，並

非我們雙眼實際所看到的，因此我們需要學習用眼睛

去看，並且是「真實的去看」，不受腦中既定印象的

影響。

而另外一種練習方式，則是「顛倒畫」，學員必須先

找到夠清楚的人像或物像圖，將圖像顛倒過來，讓大

腦放棄對人像畫既有的解讀，僅憑藉著色塊、線條、

以及明暗等臨摹作畫。一位來自繪畫科班生的姊妹分

享到，過去自認無法畫出人像畫，卻在這堂課中，藉

由顛倒畫的練習完成了人像畫；而一位就讀小學的男

生，則在顛倒畫練習中，臨摹出了Lyn Lasneski的畫

作：一隻獅子，而且成果非常接近於原本的畫作。

以創意影響世界 帶動的文藝復興

我們常用的思考區，只是整個大腦區域的3%，是屬

於充滿知識的區塊；然而，神更喜愛運用那97%的淺

意識區對我們說話，意即當我們更熟悉右腦思考的方

式，就能夠更多與神對話。

神是滿有慈愛憐憫恩典的神，祂從不論斷人，Lyn 

Lasneski特別提到，我們的右腦不會貼標籤也不會論

斷，是神喜愛跟我們對話的領域；當我們能夠運用右

腦思考，心思意念將不會停留在羞愧感當中。

我們可以透過訓練重啟右腦的運作，一旦能夠開啟我

們的視覺化的思考，將能夠釋放出更大的創意──我

們受造原就是要以創意影響這個世界，當每個人踏上

這個獨特的旅程時，將能夠帶來新的文藝復興時代。

畫出漸層10階漸層的挑戰

Lyn Lasneski請學員們練習畫出從最淺到最深的10

階漸層色，許多人紛紛表示，在想像中要調出這些

顏色很容易，但等到真的開始畫時，調半天卻仍然

卡關，但練習完後真的會發現，原來色彩的變化，

比想像中還要細膩、豐富。

來吧，我們來畫顛倒畫
左邊的獅子是Lyn Lasneski原本的創作，右邊則是

小男孩在「顛倒畫」的練習中臨摹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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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天國文化領袖高峰會

從上到下的轉化 帶來更有影響力的教會
文│陳珮瑜　照片提供│Asia for JESUS國度豐收協會

連
續舉辦數年的天國文化特會，今年以領袖高峰

會的模式於台北靈糧山莊舉行，搭配一系列深

度信息，讓對於天國文化的轉化有負擔的教會領袖、

弟兄姊妹，在其中都能夠更深入的思考，期望最終能

帶下天國文化的轉化在教會中。

認識神國度的法則 是地與人都歸榮耀給神

「認識天堂的運作是很重要的。」在25日上午的信

息中，現為伯特利教會(Bethel Church)使徒性治理團

隊資深領袖的比爾‧強生(Bill Johnson)牧師，與會眾

分享天國文化是如何實質地影響地上文化。

神所給我們的使命之一，是要捆綁在天上已經被綑綁

的，釋放在天上已經被釋放的。前者對我們而言並不

難理解，因為我們已經明白如失落、毀滅、死亡等在

天堂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地上能夠奉主的名綑綁黑暗

權勢；然而若要能夠釋放在天上已經被釋放的，比爾

牧師強調，我們每個人需要先有遇見神的經歷，才能

有足夠見識，完成神所託付給我們的使命。

在最後一晚，比爾牧師特別有感動，以詩篇六十七篇

為主軸，講到神樂意賜福給祂的百姓，並且透過祂百

姓的興盛，將使列國得蒙祝福。我們受造原本就是要

領受從神而來的恩寵和祝福；也許有些人會認為，身

為基督徒應該要活在無私裡面，但領受祝福卻不代表

活在自私的心態中，比爾牧師明確指出，若是保留所

領受到的祝福不與人分享，才是自私。

我們虧欠這世界一個顯明如何「真正活著」的蒙福人

生；當我們活在神的祝福與恩寵中，會讓世界得以看

見並認識神良善慈愛的本質，並願意就近祂。更進一

步說，當我們靈魂興盛，將會帶出地的興盛；當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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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的公義真實行在地面時，地也可能生產出超乎我

們所求所想的物產。詩篇六十七篇一開始是一個向

神求賜福予我們的禱告，然而最後帶出的結果，則是

「願萬民都稱讚你！」(v5)並且「地的四極都要敬畏

他！」(v7)，宣告地與人都要將榮耀歸給神。

從門徒到使徒的七個階段

「天國文化是不是已經在我們的裡面？我們的家裡面

是天國文化嗎？我們的教會是在天國文化裡，還是在

一般的文化裡？」信息一開頭，靈糧全球使徒性網絡

主席周神助牧師，就向台下的會眾拋出連串問題。

周神助牧師從耶穌在世的三年，到被釘十字架、復

活、升天，歸納分成七段落的進程，與會眾分享從四

福音書到使徒行傳，門徒究竟是怎麼轉變成為使徒，

以及又是如何從過去失敗的文化，轉變為得勝的天國

文化？

在這七個階段中，我們可以看見耶穌不只與門徒們

「談」何謂天國文化，更多時候祂是真實的活出來。

然而直到耶穌釘十字架，從死裡復活並且升天，門徒

才深切體會到他們已經與耶穌一同釘死，然後一同復

活，這樣的生命才能夠活出天國文化。而到了五旬節

聖靈降臨那一天，聖靈降臨就彷彿是使徒的就職典

禮，從門徒到使徒，彼此的生命、關係不再一樣，在

聖靈裡面，能力也再不一樣。

「天國文化不只是一些真理，更是從生命來的，是從

耶穌基督為我們釘、為我們死、為我們復活所帶來天

國的文化。」周神助牧師最後更強調，天國文化不只

是教會文化，更是國度性的文化，盼望每一個人都能

夠如同使徒，讓復活的主在我們生命中，並轉化這一

個世代。

憐憫貧窮 不可忘行善和捐輸

「憐憫窮人一直都是福音的本質跟特色。」台北真道

教會主任牧師、同時也是夢想之家創辦人的廖文華牧

師，提到路加福音第四章18節，描述當主的靈臨到我

呼召以慈惠的方式傳福音

廖文華牧師在分享完「擁抱天國文化 抓住關鍵

的三塊拼圖」的信息後，特別呼召願意憐憫貧窮

人、以行善捐輸的方式來服事神的會眾；現場有

許多牧者與學員在淚眼中來到台前；神的愛極大

運行在會場中，觸摸每個人的心。

感受那肋旁的釘痕

「當耶穌向門徒他們顯現，我覺得耶穌會一個一個

跟他們握手，門徒會說：『你為我釘在十字架上，

為我流血，我相信耶穌。』耶穌會一個一個跟他們

擁抱，在擁抱的時候，門徒感受那肋旁的釘痕，挑

動到門徒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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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身上時，我們可以做各樣大事，「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則排在第一項。另外在希伯來書第十三章，不只

提醒我們敬拜讚美的重要，下一句也緊接著「只是不

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

的。」(v16)，神在這邊把敬拜讚美和幫助窮人放在

一起，對基督徒而言，因此這兩件事情都十分重要。

文華牧師特別分享了自己多年前在聚會中領受的異

象：有一輛裝滿了熱騰騰麵包的車子，教會的人們

都坐在車子裡，一邊嫌著麵包不夠可口，但車子外卻

聚集了沒有任何食物吃的窮人。「我感覺這很像教會

的光景：我們常像一群消費者、想說這個講道我聽過

了，可是外面的人什麼都沒有。」最後文華牧師勉勵

所有人，不要成為消費者，而是無論在屬靈或是實質

的層面上，都能夠使貧困的人得飽足。

尊榮帶出了天國的恩典文化

Asia for JESUS國度豐收協會執行長周巽光牧師特別

分享到，在教會中若是我們以嚴格的要求和掌控來防

範錯誤發生，生命的問題並不會真正被解決。他提及

過去在感情裡最痛苦的那一年，他成了自己最鄙視的

那種人，因為感到羞愧和懊悔，而害怕父母對自己很

失望。神此時卻對他說：「我永遠不會放棄你，我的

恩典和愛大過你的羞恥。」

在聖經中耶穌營造一種尊榮、恩典的氛圍，驅散了人

的審判和論斷。而世人（非基督徒）是透過我們來認

識神，因此我們需要透過尊榮和恩典的文化，重新呈

現天父的愛，讓這個世界真實的認識這位以尊榮眼光

看待我們良善父親。

見證一

在兩代合一中看見天國文化落實的可能性

─南台中基督喜信會蕭景模牧師

南台中基督喜信會的蕭景模牧師分享到，這幾年來他

們一直不斷在思考，教會該如何從文化層面開始轉

化。從2009年開始，他帶領弟兄姊妹參加天國文化

特會、閱讀伯特利教會牧者們所撰寫的書籍，一開始

很為其中的信息所感動，但仍在觀察天國文化究竟如

何實際植入在教會中。

直到2016在高雄所舉辦的天國文化特會，當看著一

整群年輕同工穿梭在其中，以成熟、謙卑的態度服事

眾教會的牧者們，特別同工彼此間的同心合一，與對

Fire Tunnel釋放恩膏與祝福

特會最後一天(1/25)下午，由天國文化特會的講員

群：比爾‧強生牧師、周神助牧師、周巽光牧師、

以及廖文華牧師，以及Asia for JESUS連結的眾教

會牧者，共同組成Fire Tunnel，一一為在場所有牧

長、會眾祝福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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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渴慕的心，以及當他看見不斷被強調的「兩代

合一」，他開始體認到天國文化落實在教會中的可能

性，「在三代之中，有哪一種信息可以，就是聖經裡

面的核心真理，叫做天國的真理、天國的能力，而且

它需要文化去營造。」他也向總會推薦，邀請喜信會

的眾牧者們動員起來，一起來了解天國文化。

受到蕭牧師邀請，三年前才開始接觸天國文化系列信

息的張蕙淑牧師，則在這次周神助牧師的信息中特別

被感動，並且從心中湧出很深刻的呼求：「要帶下天

國文化，不是別人、不是弟兄姊妹先，而是從每間教

會的牧者傳道開始。」當領袖生命被更新，相信翻轉

就會在教會中發生。

見證二

實踐天國文化的關鍵是先經歷到復活

─奧克蘭靈糧堂主任牧師夫婦 Daniel Poon&林育吟

對每一位全職服事的牧者而言，路程總有高山低谷，

相較於喜信會蕭牧師在天國文化的信息中，找到教會

轉化的關鍵，來自奧克蘭靈糧堂的Daniel Poon牧師與

林育吟師母，則是在這一股的水流中，找回那份對人

起初的愛。

在建立教會時，神感動他們服事貧困的人，因此選擇

在奧克蘭比較貧困的區域開始跨文化的福音事工。

2014年左右，夫婦兩人開始接觸天國文化系列的信

息及裝備課程，也發現這是教會所需要的信息，然而

在嘗試落實的過程中，卻發現實踐並不容易。直到今

年的聚會中，透過牧者的分享，他們再一次的經歷生

命被灌溉，「我發現我們之前好像只是聽道，但是就

好像那些門徒一樣，沒有真正經歷到『復活』。」

更特別的是，這次聚會中他們的孩子也全程參與，更

在廖文華牧師信息最後呼召時，上前一起回應牧師的

呼召，讓夫妻兩人大受感動；而夫妻兩人也在一堂接

一堂的聚會中不斷經歷恢復，並深刻體會到，文化的

轉變是一個過程，最重要的是要將核心價值在每一個

生活細節中活出來。

見證三

讓「追求神同在」成為教會最重要精神

─頭份家庭教會麥素嫻（Eva）傳教士

「我很喜歡參加天國文化特會，每一次都是不同的體

會。」來自丹麥的麥素嫻傳教士，說著一口流利的中

文，現於頭份家庭教會服事，幾乎每一屆的天國文化

特會她都會參加，她特別分享到在第一個晚上，比爾

牧師分享到基督徒需要為著國家的領袖祝福、禱告，

透過感謝帶出真正的尊榮，對她而言是十分具突破性

的提醒。

「要走進天國文化的思想不是聽一次就夠了，而是我

們要不斷浸透在這些想法中。」麥素嫻傳教士也提

到，天國文化特會是頭份家庭教會每一年的重點特

會，這次他們也來了20多位牧者領袖，當每一次的特

會信息，都為他們的生命和教會帶來新的改變，「每

一次都調整一些，好像如果這是有一點宗教的靈在其

中，就要調整一下，才是真正活在沒有羞恥、沒有定

罪，完全活出尊榮在教會裡面。」

跟隨天國文化系列的信息多年，「神同在」已經成為

教會裡面最重要的精神。因著將焦點調整對準神，教

會開始一次次經歷了翻轉，麥素嫻傳教士的先生就曾

領受到神對他說：「你帶領教會走錯誤的方向，你

帶領教會有很多好的節目和活動，但你要開始以我為

中心。」因此他們調整了主日的聚會的方式，包含將

教會前面的椅子撤掉、改換成地墊，讓會眾能夠在主

日全心、全人地投入敬拜神，而如果聖靈很強烈的工

作，他們就花更多時間敬拜；同工們也從知道聖靈，

到開始經歷聖靈，看見聖靈不斷運行在每位弟兄姊妹

身上，而神蹟奇事和超自然的醫治，也開始不斷地在

教會中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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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才藝品格營，以「30秒捲起平底鍋」的

金氏世界紀錄席捲全場、造成轟動的「大力士

(Jon)」，今年再度造訪北中南共七個城市，舉辦「相

信的力量」巡迴分享會，在青少年族群之間引起相當

大迴響。

在同儕中被排擠 卻在耶穌的愛中找回自己的獨特

身形魁武的Jon，在每次分享會的開場總是以精采、

紮實的表演，展現自信及力量，讓台下觀眾驚呼連

連；然而這樣的舞台魅力卻非天生，因為事實上從孩

童到青少年時期，他在校園中都經歷了被排擠、沒由

來的欺侮，也就是我們所孰知的「霸凌」。

「霸凌」儼然與他不愉快的青少年時期畫上了等號，

但是在母親的鼓勵下，Jon非但沒有放棄自己，還突

破了語言與心理障礙考上了大學；他努力矯正發聲

的方式，甚至動手術，讓說話能夠更自然；更重要的

是，他遇見了耶穌，從此生命經歷很大的翻轉，逐漸

明白自己的存在是特別的，也明白即使自己會犯大大

小小的錯，但他的存在絕對不會是一個錯誤。正因著

透過神的眼光，重新找到生命的意義，他開始渴望能

夠以自身的生命見證，幫助那些也許有著同樣遭遇的

人們。

每場分享會，Jon總會不斷告訴台下的觀眾：「你是

特別的」、「你不是一個錯誤，你很特別。」在聚會

尾聲，他會回到台上仔細觀察台下，然後走下台將自

己的球棒或是護腕送給某一位觀眾，並擁抱、鼓勵對

方。許多觀眾在Jon的擁抱中落淚，獲得了勇氣與信

心，甚至一些有著類似過往經歷的人，也因為他的分

享而得著安慰和恢復。八場巡迴佈道會累計下來，總

2017「相信的力量」巡迴分享會

「相信的力量」席捲北中南 神的愛使眾人連結在一起
文│陳珮瑜、林仕崡　照片提供│Asia for JESUS國度豐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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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7,394人次出席，285人決志將生命交給耶穌。

以生命鼓舞生命 讓每個人明白自己的獨一無二

在台中場的分享會，當Jon講到過去經歷時默默落下

男兒淚，全場一片寂靜時，卻有一位觀眾拿出衛生紙

走到台前給他。這位觀眾在事後接受採訪時表示，當

遞出衛生紙後，他突然體會到，有時候人們以為稀鬆

平常、甚至可能因為覺得太簡單而沒有付諸實行的舉

動，對他人來說卻可能意義重大；而他也決定日後要

更多留意周遭人的需要，哪怕只是給予簡單的問候，

都希望能夠成為他人生命中的溫暖。

在高雄武昌教會的分享會，有一位罕見疾病的新朋

友，他從小都要戴著口罩才敢去學校，因為頭髮很稀

少，門牙只有兩顆尖牙，從國小到國中都被霸凌。這

次去到分享會，他仍是戴著帽子和口罩參加，當他聽

了大力士的分享後，很被激勵也得到了勇氣，最後在

聚會中決志信主，並期許自己將來有一天，也能夠拿

下口罩自信過生活。

「當朋友傳給我大力士的講座訊息時，一看到就覺得

好心動，想去聽他的分享。結果臺北下起大雨，但我

努力說服自己下雨並不是藉口，然後突然間就燃起

一股能量，很熱血地從臺北的昆陽轉捷運，再搭火車

前往基隆的仁愛國小去聽分享。雖然很遠、很花錢、

花很多時間，但是卻覺得很值得！」這位女生從出生

就沒有雙臂，她曾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瑕疵品，也期

待禱告後，神就能將她的手臂變出來。雖然在分享會

中，她的手臂仍沒有長出來，但是她感動地表示：

「大力士告訴我，雖然我會犯錯，但我絕對不是一個

錯誤，我會經歷失敗，但我絕對不是一個失敗的人！

他讓我明白，沒有誰的存在是錯誤的，每個人都是獨

一無二的！」

團隊透過社群網站所做的宣傳，也獲得一些令人驚訝

的成果，基隆長老教會的青年牧者簡安得長老分享

到，當聚會結束後，教會在聯繫決志者時，發現有一

位學生，從未去過教會卻是從網路得知聚會的訊息，

大老遠地從瑞芳去到了會場，並且做了第一次的決志

禱告，目前已經轉由瑞芳當地的教會繼續跟進。

北中南牧者串聯 兩代同心服事促成分享會

這幾場巡迴分享會，也是各縣市許多教會彼此連結所

促成的結果，無論在基隆、宜蘭或桃園等地，都是由

數間地方教會串聯起來，投入人力宣傳、邀請、並且

一同在佈道會中服事。在台北場的分享會中，來自台

台北 基隆 宜蘭 桃園

台中 台南 高雄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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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真道教會的學生，更預備了精彩節目抓住觀眾的注

意力，為分享會帶來熱血無比的開場。

在籌備前期擔任負責聯繫與溝通角色的，是Asia for 

JESUS的公關主任周曉薇，她特別提到基隆場的動員

力讓她印象十分深刻。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基隆看似

不容易留住青年人口，青年事工的資源也相對較少，

但在籌辦過程中，因著渴望看見福音能在當地大大開

展，基隆的眾教會展現出強烈的動員力，從年輕同工

到父老輩的牧者都很願意參與，甚至在活動當天，當

地教會的牧長還自行招聚、組成了代禱團，在會場後

方為聚會守望，這一幕帶給同工們很大的感動。

平鎮浸信會的黃祈翰傳道很興奮的提到，經過許多年

的耕耘，終於看到桃園地方教會之間能有這樣的連

結、動員。一直以來，他們都十分希望在桃園的青年

牧者之間，能夠有一個平台建立關係、在事工上互相

連結，因此在籌備期，他也特別到桃園基督教聯盟的

核心牧者群中報告，傳達他們渴望能夠在父老的遮蓋

下，將平台建立起來的心願。「很感恩這次透過Asia 

for JESUS大力士巡迴的聚會，把我們串聯起來。」這

群青年牧者在分享會結束後，仍持續相約、分享彼此

的計畫與感動。

負責牧養台南靈糧堂的學生牧區梁天顧傳道，在巡迴

分享會之前，特別先與同工辦了一個「力量遊戲」的

活動，讓孩子們體驗比腕力，為分享會的主題「相信

的力量」做鋪陳。在分享會當天，幾乎全教會都動員

一起一起投入服事，無論是行政、招待、陪談等，都

看見學生與長者通力合作、熱情擺上。大力士的生命

故事也特別讓她想到周圍的許多年輕人，也許外表看

似光鮮亮麗，心中卻可能有著不為人知的經歷，這時

就更需要有人告訴他們，耶穌在乎他們的人生，讓他

們在年輕時就找到永恆的盼望，「不管在什麼樣的環

境中都可以堅持下去，找到神給他們的那一份豐富的

禮物」。

在高雄的武昌教會與FIGHT.K教會，則看見大批的年

輕人投入聚會中服事，在細微處堅守崗位，使整場聚

會能夠順利進行。武昌教會的周子甯牧師分享，教會

中現在服事的年輕人幾乎是全新的一批同工，過去他

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陪伴、訓練他們，而這次配搭在

巡迴分享會中，他們也特地調整聚會時間，讓所有的

團隊可以共同投入在其中，一邊練兵、一邊累積實作

經驗，並且期待同工們可以在其中培養出成熟的生命

來服事神。

幕後推手：保持彈性，讓聖靈帶領我們合一

分享會巡迴開始後，Asia for JESUS團隊每一天都面

臨許多挑戰，包括不同場地有不同的條件，同工們必

須隨時準備應變，曉薇分享到：「很多東西幾乎都需

要客製化。」在現場保持彈性成為很重要的守則；而

配搭在其中的約書亞樂團，也需要因應場地因素、廠

商搭台的時間、以及與當地教會牧者配合等等，在流

程上不斷討論、調整。「但是神也把合一放在我們當

中，聖靈親自帶領我們走在同樣的頻率中，讓神可以

很順暢地觸摸和工作，我覺得很感謝神。」

約書亞樂團
這次與大力士Jon一起巡迴，在基隆、宜蘭、桃園、

台中以及台南、高雄武昌教會場都有帶敬拜服事。

Revival Movement×NO.29

40｜Revival Movement 特會回顧與預告

Asia for JESUS→亞洲復興誌



2017才藝品格營─巴別塔之戰

黃金陣容迎接今年 一起贏得下一個十年
文│高品懿、林仕崡、陳珮瑜　照片提供│Asia for JESUS國度豐收協會

來管理世界，但豐富的資源與權力，卻帶來了貪婪，

使訓練師們逐漸失控。資源供應網的總指揮率領核心

成員，並徵召來自各地自願前往的人，接受訓練與裝

備，預備贏回世界的自由。今年營會以「寬容、忍

耐、尊重」三個主要品格為信息主軸，期待學員在面

對複雜多變的環境中，能用開闊的心胸，容忍他人所

犯的錯誤，包容和接納每一個獨特的個體。同時能在

困苦的環境中堅持不放棄，帶著勇往直前的意志力，

能夠在個人生命和群體中，發揮堅毅的精神。也學習

站在他人的角度為他人著想、感同身受。重視每個人

生來不同的性格，並以正面積極和平等的態度，面對

不同生活背景的人。

學員真實經歷瞭解天父的愛 明白自身價值

在去年(2016)才品第一天晚會後的小組時間，明正國

全
台最大的夏季國高營會─才藝品格營，已進入

第十年！每年當大會同工看見孩子們在營會中

被改變更新，都是莫大的鼓勵，也是讓團隊持續舉辦

營會的原因！去年以中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身份參與

才品的少年超過300名，也有第一次參與營會的教會

帶領青少年加入，透過講員分享的信息，讓青少年重

拾信心和盼望！

故事帶入品格 培育青少年生命

今年營會的主題「巴別塔之戰」，將極受學員歡迎

的領袖訓練師(SHIFU)設定為反叛人物，延伸了去年

的故事：在氣候崩壞、物資缺乏的景況下，人們仰

賴資源共應網互助生活著，卻仍不懂珍惜善用僅有的

資源，各地紛爭不斷，訓練師們感到失望而憤怒，

將資源暗地集結至「BABEL」塔裡，原想要代替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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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郁忻分享到，隊輔當下就邀請每個人說出「最想

對媽媽說的祝福的話」，並且當場直接打電話給每個

隊員的媽媽，「輪到我的時候，我哭得很傷心，連話

都說不清楚，…其實我自己平常和媽媽的關係真的很

不好，我很懊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我就先和

神說：『我把媽媽交給祢，我願意饒恕她，放下所有

的一切和她重新開始。』當我說完後，心中好平安、

也好有安全感！」

來自竹圍國中的盈瑄，因著參與了去年的才品，使她

更認識神，除了與教會的弟兄姐妹關係更好，生命也

變得更成熟了！「我曾在校隊中被霸凌，每次的練習

時間，就是我痛苦的開始。我完全不敢講話、非常

自卑，飽受攻擊和批評。但隨著時間過去，我反而開

始變成霸凌者，在班上看見有同學被欺負，我也跟著

嘲笑、霸凌那些同學。」盈瑄感動的表示，因為聽了

講員大力士Jon的信息，讓她知道，不論她犯了多少

罪，耶穌會用祂的寶血洗淨罪，並且祂會以永遠的愛

來愛著她！「謝謝神，我不只是祂的朋友，也是祂寶

貴的兒女，我永遠保有自己的價值，我的價值永不改

變！」

「小時侯，爸爸除了打媽媽，還會拿刀子威脅她，我

看了很傷心。」義方國中的楊同學慢慢的道出了她

的心聲：「在小學二年級時爸媽離婚了，在他們最後

一次的吵架中，我非常害怕，因為事情鬧得很大，除

了警察還有黑道來到我們家。那時候我覺得爸爸不要

我了，但我也不忍心繼續看著媽媽被打、被踹，或被

提起來再往地上摔下去。」曾經有過輕生念頭的楊同

學，因為聽了母親的話說：「自殺是不能上天堂的，

因為這樣妳會把神賜給妳的生命丟了、輕看了。」一

直到參加才品，她在營會中聽了講員的分享，「我真

正知道天父爸爸其實很愛我，而且是用最適合我的方

式來愛我，而我也知道─我很特別，我很棒！」

碰觸到青少年的內心深處

除了營會中每日的小隊時間以外，每晚的晚會，往

往也是收割靈魂的絕佳良機，2016年的才藝品格

營特別透過戲劇、講員生命故事的分享等方式，與

孩子們談夢想、談兄弟義氣、也談自我認同，許多

孩子因著心靈被觸摸，

而願意對耶穌敞開心。

透過互動讓彼此熟悉

營會中最重要的就是讓隊員之間彼此熟悉，因為在

接下來的四天三夜中，小隊輔與小隊員們，將一起

完成許多闖關任務。大會節目活動組往往絞盡腦

汁，就是為了讓學員有著又好笑又難忘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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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生命的改變 家長都看得見

學生們從台灣各個縣市來到才藝品格營，因著遇見神

經歷了生命的翻轉，甚至從心底湧出盼望，期待自

己能夠有所改變；即使不是一時半刻就能夠達成，但

是在父母眼中，當孩子的生命開始不一樣，絕對是有

目共睹。開設茶餐廳的王莉菁，家中高二的兒子正處

於對愛情懵懂卻充滿憧憬的年紀，去年是他第一次參

加營會，在品格講座的時間，聽見張蒙恩牧師分享到

關於兩性之間的話題，才了解到原來女生想的和男生

不一樣，並且交往中原來有許多需要付出和留心的地

方，不能夠隨便看待；王莉菁也發現，孩子從營會中

回來，除了對於愛情有更成熟的體會，更重要的是他

變得更認識自己，「我覺得孩子可以在營會裡面，享

受在跟神、跟人還有跟自己和好的關係，我覺得這就

很重要，小孩子可以透過營會發現自己的價值。」

現為台北靈糧堂全職同工的林炯甫、張碧菁夫婦，有

一個15歲的女兒，個性非常的內向，有時候夫妻倆

想要邀女兒出去，她卻寧願待在家中，站在父母的立

場難免會擔心，「其實我很清楚知道上帝在她裡面有

一個寶貝，只是我作為媽媽，也不知道怎麼樣去啟動

她裡面的寶貝。」張碧菁分享到。兩人送女兒連續參

加了3屆才品，前兩年女兒的反應都當平淡，直到去

年，女兒從營會回來後，竟然主動和母親分享，自

己在營會中因著大力士Jon的分享而感動落淚，那一

刻，張碧菁確信女兒真實經歷了上帝的愛。林炯甫補

充說到，自從營會過後，女兒開始穩定委身在崇拜

中，而且主動每天靈修20分鐘，即使面對最愛吃的食

物也不為所動，就是要把神擺優先，「當她這樣穩定

靈修和主日之後，整個個性還有脾氣都改變了，變得

很活潑外向，而且也會邀約學校同學來參加聚會。」

今年女兒突破自己害羞的性格，在夫婦倆的鼓勵之

下，主動邀約學校同學一起參加營會。看著女兒越來

越有自信，張碧菁十分感動：「現在世代的青少年都

非常多才多藝，其實他們的才藝、上帝給他們的恩賜

已經非常非常豐富，我覺得最重要是，我期待看到我

的孩子在生命當中可以找到自己…可以認識神，這位

天父是創造他的天父。」兩人除了為著女兒的改變獻

上感恩，也進一步期待，女兒的同學能夠在才藝品格

營中遇見神，經歷生命的翻轉。

使用新世代語言 贏得下一個十年

舉辦了9年的才藝品格營，今年邁入黃金的第十屆，

對於Asia for JESUS來說，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里程

碑，許多同工跟著一同參與了好幾個年頭，進入全新

的世代，前年開始在才品中安排藝人於晚會活動分享

的晏信中牧師，在一次分享裡提到現在的影音、影像

對孩子的影響力，已經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因此

若要跟新的世代對話，我們需要使用這個世代的語

言。今年的才藝教室除了特別邀請到世界街舞大賽得

獎團隊TBC、富邦勇士隊…等豐富的師資外，更邀請

到Sandy(吳姍儒)等藝人參與在晚會的節目中，與學

員分享生命的價值與信仰的真實，配搭溫暖的戲劇及

深刻的信息，期待這個專屬國、高中生的營會，能夠

影響與得著更多的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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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文化裝備系統─從台灣跨足海外

超過5000人受裝備 多角度切入落實天國文化在每個人生命中
文│林仕崡、陳珮瑜　照片提供│Asia for JESUS國度豐收協會

弟兄姊妹生命的需求陸續引進、開課。就在今年3月

份，巽光牧師受到邀請，帶領團隊前往馬來西亞新山

與沙巴，開設「啟動天國人生」與「君尊的敬拜」密

集課程。透過當地教會的聯絡網，無論是在新山或是

沙巴，都有超過10間教會、200多人出席課程，他們

大多是教會中的牧者、小組長與領袖，因著渴望接受

裝備而來到其中。

不只是聽課 學員更在課堂中真實經歷神

當團隊在新山講授「啟動天國人生」時，有一堂課特

別從聖經的角度教導有關聖靈充滿以及方言，來自長

老教會的黃姊妹，在課堂尾聲的敬拜中領受了方言，

「剛才我就覺得，我們禱告要以方言來禱告，我就想

要領受這個恩賜。」過去她也曾在其他聚會中聽過方

言的教導，卻是她第一次決定打開心尋求，「透過課

「
天國文化教會裝備系列」的課程，從「啟動天

國人生」開始一直到「蒙福人生」，至2016

年底，已在海內外不同國家開課超過20場次，超過

5,000人受過裝備訓練成為師資。

促使這系列課程誕生的周巽光牧師強調，在這系列中

的每套課程都為獨立的主題，既能配搭教會已有的裝

備系統使用，而課程內容無程度深淺之分的特性，也

讓弟兄姊妹能夠按著需求或負擔，選擇合適的主題上

課，不僅許多弟兄姊妹得著造就，也有教會牧者開始

於教會內推行，期望透過多元面向的主題課程，幫助

弟兄姊妹得著全方位的裝備。

跨足海外 與更多華人一起經歷神的國

除了在台灣的教會與基督徒，甚至海外的華人社群，

包含中國、紐澳以及美國東西岸，也有教會開始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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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我才明白，原來方言也是與神相交的一個管道。」

除此之外，在該系列課程的最後一堂課，講員往往會

邀請學員實際操練為彼此疾病得醫治禱告，有許多學

員紛紛做見證，他們當場就經歷了神超自然的醫治。

在東馬的沙巴，來自SIB KK Harvest教會的敬拜團主

領Sherley特別提到，其實教會早在2016年就已經透

過精裝版教材DVD開過課，第一次聽課時，她對於

其中「翻桌」的教導特別有共鳴─在課程中提到，

Gateway教會的牧師曾經為了引導弟兄姊妹全心、專

注敬拜神，將許多使人分心的事、物擺在桌上，最後

將桌子翻倒，象徵拋下所有可能使我們分心的事物─

某一次當她在教會中帶領琴與爐的敬拜時，就有感動

示範「翻桌」，教導弟兄姊妹要將心的焦點對準神，

「那天早上午我們整個教會的敬拜，好像每個人的心

都開了，好像都覺得說，原來我們的心還可以更真

實，完全的擺上，讓耶穌來掌權。」

除了「啟動」與「君尊」這兩堂最早完成的課程，

2016年甫開課的「蒙福人生」，在洛杉磯也有美好

的見證產生，「蒙福人生的課程，使我更清楚明白，

不是只照神的要求做就好，而是要做得對，更能合神

心意，討神的喜悅。」Frank上完課後，在想法上有

很大的改變，他說：「以往都是照做十一的奉獻，但

上了課後，更明白要『奉獻頭生的』，因此我和妻子

Wendy決定，每次拿到薪資，馬上先做十一奉獻，再

付其他的款項。因為，我們決定做合神心意的事而蒙

福！」就在課程結束後的隔天，Frank到公司後，卡

了一年半苦無對策的費用，一早就簽下來了！

更多元的主題課程 幫助信徒全方位建造健康的生命

目前最新的裝備課程─「先知學校」，盼望能開啟弟

兄姊妹重新瞭解先知的職份與恩賜的重要性，並知道

如何更有果效地投入先知性的事奉中。「美滿婚姻革

新」則結合了Gateway教會的婚姻事工，透過實用的

教導與互動練習，希望能夠幫助每對夫妻在關係中一

起健康成長，成就美滿婚姻。雖然目前團隊暫時沒有

針對這幾套新課程開班授課的規劃，但是透過教材中

的影像教學，希望仍然可以祝福願意在這些領域受裝

備的弟兄姊妹。

今年開始正式開班授課的「ID走入命定」，則是一套

幫助會友發掘恩賜才幹、熱情負擔，並找到人生使命

與命定的一門課程，使每個人更深地連結於神所賦予

的身份，並幫助每個人能在職場、教會事工或志工團

隊中，找到最能被發揮和成全的位置。另外團隊也即

將推出全新的「天國元素」課程，在課程中將進一步

勾勒出健康教會的藍圖，其中包含使徒性與先知性教

會的文化、尊榮文化、超自然，以及兩代合一等缺一

不可的元素；巽光牧師深信，唯有當我們將心思意念

與天堂同步，不斷更新變化而成為新皮袋，才能夠承

接神國的新酒，看見神的國降臨在這地。

Asia for JESUS團隊在今年度已經規劃在台灣台北、台

南與馬來西亞等城市開設「天國文化教會裝備系列」

課程，另外也將前往美國、加拿大及中國授課，各

場次詳細內容歡迎上網查詢。期待透過這一系列的課

程，能在「建造榮耀的教會」的異象中，一同發揮最

大的綜效，以天國文化影響台灣、亞洲甚至全世界！

君尊的敬拜-台南場

啟動天國人生 & 君尊的敬拜-馬來新亞新山、沙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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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中人瘦骨嶙峋，雙肩下垂，發黃稀疏的髮絲垂落，

滿臉皺紋。她空洞的眼神看著鏡中的自己，衣服

掛在她瘦弱的身軀上，手腳瘦得像竹竿一樣。她在鏡前

蜷曲發抖，心中不斷出現自我挫敗的念頭。她渴望從俘

虜她的捆綁中得自由，但她對人生的眼光蒙蔽了她的雙

眼，她老覺得自己太胖。她得了厭食症，她所相信的謊

言影響了她對自己的看法。

我們看事情的方式非常重要。在舊約中先知有時被稱為

「先見」，因為他們可以看見別人看不見的事情（參考撒

母耳記上九章 9 節）。他們的先知性事奉是憑著他們可

以看見那看不見的事情，然後將他們所看見將來要發生

的事情說出來。雖然我們不常稱呼新約先知為「先見」，

但這個名詞還是跟他們有關。「先見」確實描述我們恩

賜的運作方式，和我們如何知道未來的事情。在事情發

生前，我們就能真正「看見」它發生。

當然，我們用來看未來的鏡片必須乾淨、沒有瑕疵和扭

曲，這一點十分重要。先見的鏡片若有瑕疵就會影響他

看未來事件的眼光， 造成偏見，這一點不難了解。換

言之，看事情的眼光若有一點扭曲，對先知的預言可

能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們來看剛剛我提到那個有厭食

症的女人，這位年輕女子用「謊言的鏡片」看她自己，

欺騙嚴重扭曲了她的眼光，讓她過一個謊言人生。 

對先見而言（或任何其他人），核心價值是決定我們對

人生看法的鏡片。有時我們的核心價值像破碎的鏡片，

看待人生的眼光扭曲，根本就不可能看清楚前面的事

情。有時我們的核心價值就像是說話帶著口音一樣，

每個人說話都有口音，雖然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直

到我們遇見口音與我們不同的人。（當然，我們都會認

為是別人有口音。）我們大部分人不了解的是，我們看

事情也有口音。這個視覺的口音是一個處理事情的鏡

片，形塑我們對世界、對神和對我們自己的看法。我

們通常喜歡看見我們預備看見、想要看見和期待看見

的事情。

我以前相信預言應該完全是從神來的，但現在我不再

相信這種說法。請不要把這本書丟進垃圾桶，容我先

解釋一下。我當然不認為我們應該捏造預言或在神賜

給我們的預言上加油添醋，但事實上我們的先知預言

不可能完全沒有「口音」。我們的經驗、種族、信仰體

系等，製造了我們的口音。大部分的時候我們甚至不

知道我們有口音，因為它們就是我們根深蒂固的一部

分。神大有智慧，事實上是祂在透過我們說話時，製

「伯特利超自然事奉學校」共同創辦人兼資深督導

克里斯 ‧ 韋羅頓 Kris Vallotton

周神助、周巽正、周巽光、章啟明、張恩年、謝宏忠、楊寧亞、廖文華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聯合推薦

《先知學校》
第四章  先知的眼光（書摘）

翻　　譯｜林 淑 真

圖片提供｜異象工場 

我們用來看未來的鏡片必須乾淨、沒有瑕疵和扭曲，

這一點十分重要。先見的鏡片若有瑕疵就會影響他

看未來事件的眼光，造成偏見，這一點不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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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我們的口音，讓我們成為先知話語的一部分。神

特別選擇透過特定有色的鏡片來看這個世界的人來對

某些特定的人說話，因為他們需要從有那樣生命經歷

和味道的人那裡聽到預言。

想一想先知耶利米、但以理和以利亞三個人多麼不同，

一個是哭泣的先知，一個是智者謀士，一個是有著戰

士的性格。他們並不一定破碎，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獨

特的味道，使他們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領域事奉特

別有成效。

破損的鏡片

打個比方，鏡片有不同的顏色，生活有不同的味道，

是件正常的事，但當先知的鏡片破碎、弄髒了或壓壞了，

就會有問題。耶穌說：「所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

也要奪去」（路加福音八章 18 節）。我們經常質疑我們

所聽見的，但很少質疑我們如何聽見。在看見上也是

如此。很多時候我們質疑我們所看見的，但很少質疑

我們如何看見。本章一開始我提到那個有厭食症的可

憐女孩照鏡子時看到的是一個胖女孩，因為她沒有質

問她是如何去看自己的身體。但既然先知是蒙召的先見，

他們必須質問他們是如何去看事情，否則扭曲的觀點一

定會影響和污染他們所發的預言。耶穌這樣解釋：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

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那

黑暗是何等大呢！（馬太福音六章 22 ～ 23 節）

上面的經文中「昏花」的希臘文是 poneros，意思可以是

「犯罪」和「惡者」，或者是「勞苦、忌妒、有害、惡毒、

邪惡、無用」。核心價值就像生命的教練一樣，它們可

以為我們解釋或重新解釋我們世界所發生的事件。你能

想像有一個生命教練的名字叫無用、邪惡或嫉妒，日日

夜夜影響著你，主導你看人、事和神的方式？得到厭食

症的人是一個用「不好的鏡片」或有一個無用的生命教

練（仇敵）的最好例子，他扭曲事實，使無辜人成為受

害者。

不好的翻譯

核心價值為我們的生命塗上色彩，加上味道，給我們一

個美麗、有價值和獨特的口音。但我們用我們美麗的口

音要說什麼，卻取決於我們不同的核心價值。我們基本

的核心價值成為我們決定何為實際、真實和正確，何為

虛假、錯誤和邪惡的原則。

我想用一個很多年前我在墨西哥的經歷來稍作解釋。我

我們經常質疑我們所聽見的，但很少質疑我們如何

聽見。在看見上也是如此。很多時候我們質疑我們

所看見的，但很少質疑我們如何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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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核心價值就像一位翻譯同工，如果他們是乾淨、

清潔、正確的，你聽到的是真實的生命信息，你看見

的是真實。但如果你的翻譯同工有偏見，你所會看見

和相信的真實其實是被扭曲的真理。耶穌說：「你們

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八

章 32 節）。這裡「真理」的意思是「真實」。很多先知

生活在「虛擬真實」中，感覺是真的，看起來是真的，

但卻不是真的，只是一個幻覺。

和比爾．強生一起主領一場好幾千人的佈道會，第一和

第二個晚上是比爾講道，最後一個晚上是我講道，我們

看見很多的果實和無數的神蹟。我很高興在最後一場聚

會講道，這樣我可以讓整場佈道會結束在高潮。但是我

的墨西哥翻譯同工卻有不同的想法。當天晚上我的主題

是基督要改變你，使你從罪人變成聖徒。問題是我的翻

譯同工成長在一個相信只有基督徒死後才能被稱為聖徒

的教會，他無法理解還活著的信徒怎能被叫做聖徒，所

以他根據他的核心價值來重新翻譯我的信息。

我聽不懂西班牙文，所以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情況。但

我有注意到比爾講道時，大家的反應非常熱烈，但現在

聽到我的信息卻似乎很冷淡、死氣沉沉，所以離開講台

時我心裡非常困惑。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心裡覺得奇怪，無法理解是怎麼回

事，也覺得沮喪。我坐在前排聽幾位會講英文和西班牙

文的墨西哥牧師分享，其中有一位跑到我旁邊解釋整個

情況。我的墨西哥翻譯曲解了我的信息，讓大家以為他

們是被罪捆綁，毫無盼望。

基本核心價值就像一位翻譯同工，如果他們是乾淨、

清潔、正確的，你聽到的是真實的生命信息，你看

見的是真實。

有關《先知學校》更多購買
資訊，請上約書亞購物商城
或洽全省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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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那年年底，我相信我是有史以來最渴慕神的

人……那是我魂裡的飢渴和愛慕，祈求要比以前更

多認識神……我的魂渴望更多進入神裡面，進入祂的

愛、祂的同在和能力。」──約翰 ‧ 雷克

就某方面而言，約翰 ‧ 雷克對我的生命產生的影響比

歷史上任何其他人物更大。他對神的國度和勝過黑暗

權勢的權柄人生的理解，無人可及。我總覺得他比同

時代的人超前了一百年。

 使徒呼召 

約翰 ‧ 雷克（1870-1935）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使徒，

為神大大使用，尤其是在醫治領域。他的好幾位家人

在約翰杜威（John Alexander Dowie）的事奉中得到醫

治，自此之後他才開始認識神的醫治。雷克在為隨時

可能撒手人寰的妻子禱告後，妻子完全得醫治，消息

一傳出，他的醫治事工於焉開始。雖然看見很多人得

醫治，甚至有死人復活，但他在 1907 年經歷到一股

「電流」，領受聖靈的洗之後，將他帶進更大的能力和

恩膏中。這事之後，他蒙召前往非洲，很短的時間內

就得到極大的成功。他也開始為他的使徒呼召建立非

常重要的根基和結構，同時也施行更大、更奇特的神

蹟和奇事。後來他回到北美建立了醫治祈禱院（Healing 

Room），這服事一直延續到今天。他不斷強調要完全被

聖靈掌管，以權柄勝過疾病。

富者更富

如前所述，雷克在領受聖靈的洗之前，他已經有兩次使

死人復活的經歷。他在神蹟的領域看見極大突破。他在

屬神的事上非常富有，而且還領受了周遭所有人所說的

聖靈的洗。很多人無法經歷屬天的相遇是因為他們自滿

於好的神學。雷克卻非如此，他知道在主裡還有更多。

而他一生中聖靈的能力在他生命中運行可能比周遭百分

之九十九認基督為主的人更多。但他卻還是渴慕更多，

渴慕在聖靈的事上變得更加富足，帶領他走進超乎尋常

的突破。

雷克領受聖靈的洗的方式是像電流一樣射穿他的身體，

這樣的相遇方式很難忘記！當一個人有這樣的經歷，無

論一生中是發生一次或一千次，他都有責任要成為好管

家──負責將神所分賜給他的一切釋放到地上。這樣的

經歷要付上代價，因它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讓尋求的人「覺

得興奮」，而是要帶領我們進入神的深處，永不再退後。

這些經歷讓我們更加愛戀行做奇妙萬事的那一位。

神要將這種非比尋常、與神相遇的經歷賜給每一個人，

但並非每一個人都已預備好將在與神相遇中所賜給我們

的好好行出來。若是與神相遇的經歷無法賦予我們能力，

我們會變得剛硬，不在乎要在地上發揮轉化的影響力。

神蹟的領域是神的賞賜，當我們回應祂，我們在地上就

會成為無法阻擋的一股力量；當我們不回應祂，我們就

翻　　譯｜林 淑 真

圖片提供｜異象工場 

伯特利使徒性治理團隊資深領袖

比爾·強生 Bill Johnson

命定之家 (Destiny House) 創辦人

珍妮佛 ‧ 蜜斯克芙 Jennifer A. Miskov 

巴柝聲、周神助、周巽光、章啟明、張以諾、曾國生、潘劉玉霞、

廖文華、劉群茂、謝宏忠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聯合推薦

《命定時刻》( 上冊 )
第八章  統管：約翰 ‧ 雷克（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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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像曠野中的以色列人一樣，對每天降下嗎哪的神蹟

不再感到稀奇。他們因為抱怨環境，想回去埃及做奴

隸，他們的讚美衣變成了沉重之靈。神賜給他們、要

讓他們珍惜行作奇妙事的那位神的東西起了反作用，他

們反而輕視神蹟。神的榮耀和神蹟的領域是信徒所能擁

有最令人興奮的領域，但它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就某方面而言，雷克的故事說明了敬虔管家之職分。他

擁有恩膏──聖靈的同在在他身上──他擁有獨特的恩

賜，神透過他行出超自然的事，帶領許多人進入神國。

但雷克在主裡的突破開始讓他更多渴慕神，然後他對

「更多」的渴慕變成更多尋求神的面，而不是領受神的恩

賜。它成為尋求神自己。雷克的屬靈飢渴事實上對他的

身體有害：嚴重損害他的正常生活功能，直到他的渴慕

完全被神所滿足。當神在史波肯遇見雷克，雷克生命中

聖靈的能力已經很強烈了，神賜給他的能力是用來形塑

周遭的文化，使史波肯成為世界上最健康的城市。靈性

富有的人變得屬靈上更加富足！

我聽過人家說我們不是要尋求神的手，我們是要尋求神

的面。我喜歡這種說法，但它不完全正確。耶穌從不責

備或糾正任何尋求恩賜的人，包括醫治或神蹟。同樣的

原則適用在我們身上。保羅也吩咐我們要切慕恩賜！所

以，我們要尋求神的恩賜，然後當你看見神的手，在稍

微抬頭往上看──你會發現祂的臉其實離我們不遠。

宣教角色

我喜歡看見人投入世界宣教。內人和我自婚前就支持

宣教，一直喜樂的持續到現在。我們也在全世界各地

參與過無數次短宣。離開熟悉環境去尋找神要賜給你

的，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事。

慕迪和約翰 ‧ 雷克的事奉是在他們到其他國家服事時

爆發。對雷克而言，那是非洲。離開舒適圈有時會幫

助我們找到自己在主裡所攜帶的恩賜。

原始的信心

門徒丟下一切跟隨耶穌。（例如馬可福音十章 28-30

節。）但他們學到只要跟著耶穌，所有的事情都被照顧

好了。他們從魚嘴巴中拿出他們所需要的銀錢（參考

馬太福音十七章 24-27 節），他們看見食物倍增（例如

馬可福音六章 33-44 節）。他們學會如何一無所有，卻

樣樣都有。路加是個富人，他丟下一切跟隨耶穌。有

時在不可能的環境中學習信靠神會讓我們擁有屬靈「房

地產」，活出我們人生的呼召。

將所有的一切給出去不一定是跟隨耶穌的先決條件，

所以，我們要尋求神的恩賜，然後當你看見神的手，

在稍微抬頭往上看──你會發現祂的臉其實離我們

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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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個完全信靠祂的人生對每一位認基督為主的人都很

重要。神造我們的方式讓我們不能單單只是安靜等候耶

穌再來。耶穌不是完成所有的事，讓我們無事可做。相

信神對我們應該是常態，對神有信心是我們在基督裡性

情的一部分。這個性情必須表現出來，因它是我們真實

的所是──我們是信徒 ( 一群相信的人 )。

完全充滿

約翰 ‧ 雷克是一個充滿神能力的人，他看見非比尋常

的神蹟，生活在聖靈領域，其生命的超自然工作影響了

文化的形成。他說出以下的這段話，會讓你感到稀奇。

這個世界所見過、領受聖靈的洗之生命最大的表彰，不

在於使徒的講道；不在於他們手中所行出來神奇妙的彰

顯；而在於教會所表現出來的無私。請好好想一想！從

五旬節那天開始在耶路撒冷有三千名領受了聖靈的洗的

基督徒，他們愛鄰舍的兒女如同自己的兒女……這樣的

彰顯比醫治更大，比歸信基督更大，比領受聖靈的洗更

大，比說方言更大。這是很多人傳講過、卻未曾擁有過

的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愛的彰顯。（367）

「其中最大的是愛」，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結尾

所說的這句話意義深遠。這是聖經的宣告，因此我們知

道它是真理。但當這句話是由一個展現出非凡的屬靈能

力，經常看見聖經的神蹟奇事發生，經歷過我們大多數

人所渴慕的每一種彰顯和祝福的人所說出，它就一定是

真理。我們再說一次：神一切的彰顯，其中最大的是愛！

 閱讀心得 

約翰 ‧ 雷克的見證對我的激勵和挑戰超過所有其他人。

我渴望跳進他的領會和見證的深淵，直到我的所思和所

見不再一樣。我保證這樣會用掉我很多時間，但我們必

須切記，雷克的屬靈突破、事奉和彰顯是在他極度渴慕

神的時候出現。如他所說：「我相信我是有史以來最渴

慕神的人。」他要追求的是「更多」，而不是聚會結束時

的一個有趣經歷。他渴望活出第一世紀使徒們的生活樣

式，渴望到都會心痛。沒有任何其他事物可以滿足他。

他知道他們的經歷是召喚他經歷自己的突破的見證，他

的經歷現在對我們說話──呼召我們、邀請我們在主裡

進入一個極少人知道的地方。雷克讓我們看見它是每一

個人都可以進去的地方。

有關《命定時刻》更多購買
資訊，請上約書亞購物商城
或洽全省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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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ity Interview×NO.29
Asia for JESUS→亞洲復興誌

當藝術結合時尚 成為行動福音的見證者─
腓力‧曼都法x YEZZO
「不論是作品中的信息或是出現在畫面上的巧合，這些都不出於我，對我來說

這是在創作中，一場與神的冒險。」
採　　訪｜陳珮瑜　撰稿整理｜黃詩絜

圖片提供｜Arture 正藝美學空間

「來吧，讓我跟你們說說這幅畫作的故事！」剛從台上走下，以雙手熱情招呼眾

人的不是別人，正是來自在印尼沙崙玫瑰教會副主任牧師腓力 ‧ 曼都法 (Philip 

Mantofa)。在今年於台灣的個人畫展「崇心而藝」的開幕會上，他興奮地向眾人介紹

每一幅畫作背後與神相遇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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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像多數人盤算著如何在事業上再創高峰、或是規

劃下半生的退休生活，過了不惑之年的腓力‧曼

都法牧師，又多出新身份——藝術家。去年以「屬天視

界」為名舉辦首個畫展，除了分享 14幅描繪夢中異象的

藝術品，更道盡了他與神的親密故事。時隔一年，他不

但狹著更多創作與大家分享，更與時尚潮牌YEZZO合作，

希望這些深具啟示性的畫作能烙印在街頭男女的心中。

與神一起畫畫 來場與神創作的冒險

「不論是作品中的信息或是出現在畫面上的巧合，這些

都不出於我，對我來說這是在創作中，一場與神的冒

險。」腓力牧師在每週安息日，連續作畫12小時，這個

過程，他禱告、與神對話，而上帝也藉著許多巧合參與

其中，打造出一幅幅兩人攜手的結晶。以最新畫作《寂

而不孤─死蔭幽谷》（LONELY BUT NOT ALONE ~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為例，當腓力牧

師以潑畫手法創作，將畫布浸入水中後，取出的那一剎

那，畫布竟出現了十字架的形狀。這個未經設計的巧

合，正是腓力牧師與神一同創作的確據。

《寂而不孤─死蔭幽谷》

作品取自詩篇23篇3節：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

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如

果你曾迷失，無法明白主

對你的計畫，唯一能做的

就是跟隨那使你靈魂甦醒

的神，只有祂能向你顯明

計畫。在這幅畫中，主角

在森林中迷失，但就像歷

史總說著，只要延著溪水走，很快就會發現小鎮，跟著生命泉

源走也是如此。腓力牧師也強調，迷失時，會特別需要屬神的

家人在旁扶持，因為神不希望你成為孤兒，而這也是地方教會

存在的原因。如果想走在神的計畫，就不要獨行，我們都需要

屬靈家人的陪伴，讓地方教會帶領我們走上屬神心意的道路。

積極以藝術表達聖經 讓世界看見真理

「我不會因為畫作都圍繞在聖經上而感到抱歉，因為聖

經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那本書，也因為世上人需要神的

話，我也會以藝術來表達這樣的想法。」身為傳道人時

對聖經的堅持，同樣出現在身為藝術家的腓力曼都法身

上。當世界認為聖經艱澀、難以明白時，他的創作靈感

卻完全出自自己唯一相信的話語。「當聖經故事落入不

對的人手中，真理也有可能會被扭曲。」腓力牧師深深

明白真理的重要，這也是他如此積極以藝術表達聖經真

理的原因之一。因為即使不通曉聖經的人也熟知其中的

主題，不論是愛、饒恕、忠心、平安、喜樂、耐心等，

這些都是世界所需要的，而當他透過藝術表達這些真

理，觀眾便會在一幅幅的創作中按圖索驥，找尋答案。

讓藝術成為影響世界的媒介

你可能懷疑，基督徒的藝術可以成為世上有力的影響嗎？

「如果擁有卓越的藝術，其實是可以透過這個管道影響

世界。」很多人將先知性藝術和卓越的藝術分開，因此出

現了不動聽的屬靈歌曲、充滿情色暴烈的高價藝術，但是

對腓力牧師來說，連結先知性和出眾的藝術，就好比他的

最新任務。傳達正面、使人愉悅，以及如同無價之寶的高

貴，都是藝術應有的模樣——兼具聖潔與美麗。

確實，也正如腓力牧師所說的，欣賞畫作的大眾，陸續

出現心得平安、與心相呼應的回饋，甚至有人考慮將掛

「

」

《主是我牧者(THE LORD IS MY SHEP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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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for JESUS→亞洲復興誌

在牆上的情色藝術換成屬神、有創意的作品，因為這些

人都發現了在作品裡所蘊含的祝福。

與潮牌YEZZO合作 藝術結合街頭時尚傳遞福音

除了腓力牧師的最新創作，這次在台展覽也出現另一亮

點，就是他與馬來西亞時尚潮牌YEZZO合作，精選出去年

展出的《屬天視界 Visions from Above》以及今年《崇心

而藝 The heART of Worship》展覽中的畫作，和衣著結合

的系列，期待眾人將藝術穿在身上，成為影響世界的契

機。「屬神的樣式並不等於落伍，聖潔是美麗的，我真

心希望大家可以因為穿上我們的衣服而覺得美麗，而且

我也希望人們因這些轉印在服飾上的藝術而啟發。」背

後隱藏聖經意義的藝術印在衣著上，又會成為一個分享

福音的契機。

除了是傳道人、父親、藝術家，又結合作品到服飾進入

時尚領域，兼具多種身份的腓力牧師下一步想要嘗試什

麼呢？「其實我還有更多身份呢，對於能跨越多種領

域，自己真的很開心，因為我的神很大！」令人驚訝的

是，腓力牧師仍然持續寫作，除此之外在音樂領域，他

也是作詞人，也參與專輯製作。不只如此，現在的他開

始跟朋友一起創作劇本，準備在印尼拍攝電影。「我們

根據路得、拿俄米的故事撰寫腳本，將這些聖經故事從幾

千年前的時空轉換至現代。」對腓力牧師來說，即使在忙

碌的行程中，無論如何，他都渴望用他所有的一切，積極

榮耀神的名。「我想要為著神的榮耀，讓我手中所擁有的

更加出色！」

《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O LORD, HOW MAJESTIC IS YOUR NAME IN ALL THE EARTH!)》

雙方合作

的契機

腓力牧師在台灣的畫展已在今年2月底結束，為了讓更多

人能看見這些帶有先知性的藝術，他也和馬來西亞設計

潮牌YEZZO合作，推出聯名款系列，以《不要憂慮——祂

餵養天上的飛鳥！》、《獅—勇氣》、《熊—保護》、

《鷹—敏捷》、《豹—警慎》和《痕》為主題，分別設

計各類街頭服飾，藉由傳達圖像意義，成為另類的行動

福音。

說起這次的合作契機，就不得不提起YEZZO創辦人

Jaymes、Christine和Josh，某一次在印尼泗水，他們向與

腓力牧師的妻子Irene隨口提到：「為什麼不把腓力牧師的

藝術放在衣服上？」沒想到這個提議，居然引起腓力牧

師夫婦的共鳴。隔了一年，就請藝術經紀公司將原畫掃

描，傳至YEZZO的設計部，開啟了這場合作序幕。

這次合作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崇心而藝 The heART of Worship

腓力 ‧ 曼都法 2017台北春季個展

透過藝術與服飾把福音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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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後記︱
本期雜誌發刊時，腓力牧師的畫展正於上海展出，預計至5/20結束。

欣賞腓力書的畫作，往往像是在「看」一篇篇信息，而與他交談的過程

中，則更像是在學如何「活著」的生命課題。他不只是牧師，也是藝術

家、作者、更踏足電視節目製作的領域…，但如果你問他，會驚訝地發

現他還有一連串的計畫清單等待付諸實行；他從來沒有打算停止學習，

也不會踟躕於嘗試新的挑戰。當一邊欣賞他的作品，並驚嘆於其中的構

圖、材質、色彩，以及故事性的同時，希望你也能對未來萌生出新的期

望─期望自己更多勇於將夢想付諸行動，並且活出不設限的精采人生！

Jaymes：最大的挑戰就是腓力牧師的作品中，每個顏色、

筆觸都帶有聖靈的恩膏，當我要去做的時候有種「正面

的」壓力。也因為這樣，我們以戰戰兢兢的態度面對。

聯名款系列所呈現的重點，就是希望大家清楚看見畫作，

在設計上，我也以基本的方塊呈現，沒有做太大的改變。

其實「設計」不是只是把圖像放在衣服上就好，我們做

了許多嘗試，直到自己滿意後才呈現給腓力牧師看。我

們也解釋為什麼會把他的藝術品放在長袖、T-Shirt上，而

他也很喜歡這樣的設計方式。

有沒有什麼穿搭的建議呢？

Josh:為了讓大眾的接受度更高，我將這個聯名系列定調

為基本款，都很好搭配。

YEZZO已成立三年左右，你們的服飾與其他潮牌相比有

什麼樣的特色？

Jaymes：以閩南語來發音的YEZZO是「耶穌」的意思，而

我們也將這個品牌設定為基督信仰的時尚潮牌。在推出

每款設計前，我們透過禱告、經文傳達聖經中的信息，

像是有個系列是Birth of Messiah，就是透過服飾傳達基督

的身份。

聽說YEZZO的異象是：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在落實異

象時曾經碰到什麼困難嗎？

Jaymes：由於我們成立於伊斯蘭教國家馬來西亞，基督

徒的比例偏少，我們就曾碰到伊斯蘭教徒反問我們為什

麼要販售基督信仰的東西。除此之外，我們在打造品牌

的過程發現，對非基督徒而言，有時福音並不是一下就

能明白，它需要透過分享，使人更多認識這份寶貴的價

值，因此我們也盡量以簡約的設計和圖像呈現。

有沒有消費者想更進一步認識信仰的例子呢？

Christine：由於YEZZO的設計比較直接，所以通常以簡單

文字及圖像傳達。不過在實體店或是網路上，都有被客

人詢問設計意義的經驗。我們曾出了一件Psalm 77（詩篇

第七十七篇）的服飾，也有消費者主動問Psalm77所代表

的意義，另外像是之前出了「最後的晚餐」服飾，店員

也會主動介紹背後的故事給消費者。

你們如何分配工作？會有意見不同的時候嗎？

Christine：在工作上Jaymes比較負責業務端，Josh則是

設計總監，而我之前讀時尚設計就在生產端，負責所有

剪裁等實際面的執行。有的時候Josh可能會想把一款設

計推到市場，但身為業務的Jaymes可能覺得市場還未成

熟，需要暫緩。這時我們就會一起討論，試著找出平衡

點，可能結果是，現在還是能推出，但是可能推出限量

版來試水溫。每次摩擦後並不會有裂痕，反而是讓我們

的關係更上一層，藉著溝通我們更瞭解彼此考慮的點。

你們對這次合作有什麼心得嗎？

我覺得上帝很奇妙的安排這個過程，穿在身上的衣服，

其實是個行動性的傳福音利器，同樣的，腓力牧師作畫

也是想把藝術作為傳福音的管道，我們兩方都有相同的

看見：就是從藝術、服飾上，把福音帶出去。Irene師母

就曾提到，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腓力牧師的畫作，可是

當他的畫作與服飾結合後，人們就除了更有機會擁有，

而且也能更輕鬆地傳遞畫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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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故事

Joshua Band

記
得在高中時，有一天在跟教會朋友聊天，聊到以

後的夢想，對方問我有什麼夢想希望以後能夠實

現？我說我想要加入一個專職的敬拜團，無論是全職或

半職的方式都可以，我想要打鼓服事神；因為我非常清

楚打鼓是神賜給我的恩賜，我想要用神所給我的恩賜來

回饋神，服事祂！ 

第一次看到爵士鼓這樣樂器，是在某年的聖誕節。那時

我跟媽媽走在街上，被遠方傳來的音樂給吸引，於是就

走過去，發現是我以前在香港去的教會正在街頭佈道。

那時音樂聲中最吸引我的聲音就是鼓，我記得那當下覺

得鼓是最大聲、也是最明顯，顆粒狀似的，並有節奏性

的一樣樂器。而當天我媽媽被教會的人按手禱告，她感

覺到被禱告時，有一股暖流在她的喉嚨流動，禱告完後

她的喉嚨痛就好了，之後我就跟著媽媽去了這間教會。

一開始進到教會時，在敬拜讚美當中最吸引我的樂器，

依然是爵士鼓。在教會聚會結束之後，我就跑去碰台上

的爵士鼓，有一次被當時敬拜團的鼓手看到，他就來教

了我兩招，但是當下他也只教了我幾個基本節奏而已。

等到我重新再碰爵士鼓，已經是高中搬回台灣的時候

了。當時我在教會認識到一群也喜愛玩音樂的朋友，因

此我們就常聚在一起玩音樂，後來也組了一個團。也因

為這樣的機會，讓我有機會再次碰爵士鼓。我記得非常

清楚，我時常在放學後在家裡聽著CD，然後自己試著抓

CD裡面的鼓是怎麼打的，然後就在椅子上Air Drumming

（模擬實際在打鼓的樣子空打），試著把聽到的節奏打

出來。也因此，我從許多不同的CD當中學到了不同種

類的節奏型態跟過門，更多打開了我爵士鼓的「資料

庫」。過一陣子之後，教會師母也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

敬拜團，我當下馬上就答應了，這也是我第一次加入教

會的敬拜團。 

隨著退伍後面臨到找工作的階段，當時其實不知道除了

打鼓以外自己還能做什麼，或者說，也不知道自己還會

想做什麼，但因為害怕音樂無法當飯吃，而自己也給

自己找工作的壓力，當下就還是找了一份正職的工作。

在工作一年多後，有一段時期，因為不適應的關係，時

常一邊騎車時想著：到底什麼事情我去做是會覺得有意

義的？也是我想去、並有熱情去做的？那一陣子想來想

去，其實心裡早就已知道那個答案，只是當時的我還不

文｜洪德耀
圖｜洪德耀、Asia for JESUS、趙治德、約書亞樂團

大家都說我很溫和
但事實上  我確實很溫和
發脾氣的次數  一隻手算的出來

只要單純相信並順服

學習跨出信心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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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去面對罷了。

在上班期間我還是有組樂團，有一次我們團員在聊天

時，BASS手就問我實際想做的事情是什麼，當下我就回

答：音樂。剛好那陣子也想轉換工作，在聊天的過程當

中心裡就有個心聲，決定要去試看看。在那過後我就做

了這個決定：辭職，然後去做音樂相關的工作。同時也

給自己一年的時間，如果這一年裡做的順利，當然感謝

主，但如果不順利，也感謝主，至少我試過了，不會等

到以後老了才來後悔當初沒有去嘗試過。

開始踏入音樂這個領域後，我真的感覺到神的帶領跟開

路。辭職後的一個多月，約書亞樂團的BASS手（同時

也是當時跟我一起組樂團的BASS手）來問我有沒有興趣

加入約書亞樂團，他們正好缺一位鼓手。當下我其實心

裡有一點不可置信，心想「這也太巧了吧？我夢想想要

加入一個專職的敬拜團，而現在剛好就被邀請進入『約

書亞』？這機會實在是太難得了！」之後我回去思考並

禱告，同時也跟我當時去的教會的輔導說。約略一個禮

拜過後，我便答應了，隨後也跟團長周巽光牧師碰面聊

聊，順利的加入了約書亞。

進入約書亞樂團對我來說，是進入音樂圈一項很大的鼓

勵，它代表著我在音樂圈工作的開始，也是很大的支

持。我非常感謝主，這樣那麼快並清楚的回應我，心裡

更是確定這就是神要我去做的事情，對我的呼召。

當然神的帶領，不止於此。在約書亞服事的同時，開始

也有其他演出的案子機會，同時我也有在教爵士鼓，隨

著時間的累積，我的學生也慢慢的增長。一直到現在我

仍然在從事音樂相關工作，我想我這一生都會一直用音

樂服事神、服事人，進而影響這世界更多的人。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

去。」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

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裡去...（馬太福音十四：28~29）

回顧自己的過往到現在，實在心裡充滿感恩，感謝神在

我身邊擺下的人，賜給我的機會，並支持鼓勵我的人。

我也很感謝神透過我自己的這個經歷讓我學習到要用信

心跨出那一步，當你跨出那信心的一步時，神一定會帶

領你的。就像當時耶穌在水面上呼召彼得從水面上走過

去，彼得當下就立刻下水從水面上走過去，我想當下彼

得的心是沒有疑惑的，所以當彼得踏下那信心的一步

時，神蹟奇事就發生了，他行走在水面上。只要單純相

信並順服神所命定我們去做的事，神必會引領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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