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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祂祂癲癲狂狂！！  

為為主主冒冒險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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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心 

2008年 5月四川發生大地震，震憾了四川，也震撼了我的

心!!在災難現場，許多畫面及對話歷歷在我眼前：孤兒驚懼的

眼神、父親空洞無助在學校旁燒著紙錢、母親站在已是碎石堆

的家屋前發呆、千人葬區上孩子照片前堆著許多糖果玩偶、許

多父母親期盼的在公告欄上尋找失蹤名單、頓時失去十幾位親

人的婦人一語不發呆坐在板房內，一位很茫然的七歲孩子問

我：「我的同學都死了，且都死在我身邊」，他當時的眼神，讓

我忘不了……自己內心開始有些對話及思索，問自己能做什

麼？ 

 

真理的「異象」 

讀到雅各書 1:27~「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

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

俗。」期許自己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災難發生，

生離死別的傷痛，對於人生的意義及未來的盼望，都有極大衝

擊!!自己也許不能做什麼，但卻是可做「與哀哭的人同哭」(羅

馬書 12:15)；深深感觸自己過去的日子也常常渴慕主的愛更多

為主冒險！為祂癲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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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到自己，安慰自己，但許多年的經歷卻常是在「需要的人」

身上找到了上帝極寶貴的愛!!也更加明瞭到人生的價值及意

義!!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 

(箴言 3:27)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

耶穌的心為心。(腓 2:4-5) 

 

為主冒險 

於四川 1 年後，當自己尋求是否繼續留下來時，有天一位

老師從台灣來到四川分享，說到：船若是停靠在港口也是船，

但若這船出港到大海，可能會遇風浪，但是卻可以更知道船的

價值意義—堅固；同樣基督徒若是可以為主冒險，更能知道當

基督徒的價值及意義!!信心不是「看」，而是去「經歷」!生命

往往也從「信心」開始!! 

這三年多，許多人總會問「為何你要離開舒適的台灣生活

而到災區的四川生活呢？」原因？應該就是為祂癲狂吧!!保羅

用「癲狂」這兩個字，如今自己略略體會了，需要跨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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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需要超越環境的限制，需要突破種種限制，需要有勇敢

的信心!!在如此的環境中，自己常常禱告「不求患難減少，但

求倚靠祢的心不住增加!!」Let’s A4C!!! 

 

 

 

中國愛心行動義工協會 

行政督導 

淑彦(Claire)於四川 

201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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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的話 

長老 
 的話 

樂昌教會段偉玲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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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宣教士1： 

您好！提筆之時，祝您全家身體健康，心靈體平安喜樂，

阿們！ 

感謝天父上帝的恩典，您與鄧牧師
2
來到樂昌教會，為我們

培靈我知道鄧牧師與您本來都很忙，特別是現在的您，還要管

堂會，又要管差傳部，您們卻抽出寶貴的時間來，為我們培靈，

謝謝您對我們教會的關愛，扶持和幫助，請您原諒我們的虧欠，

您們出力出錢來到這裡來幫助我們，連伙食費用和車費也要您

們為我們出，我覺得我太過份了，心中真的覺得好慚愧，現您

是代堂主任，教會的一切開資，您都要負責任，現的擔子卻重

了很多，牧養要管，行政要管，經濟要管，還要考慮傳道人，

工作人員的工資，我們教會突然給您多增加這一項培靈方面的

開資，這會不會壓力太大，如壓力太大，您就看能在其他地方

能否尋得到這錢，尋不到這部份的錢，就別勉強您為我們挑這

麼重的擔子了。我心中過意不去，我不能幫您分擔擔子，我還

加壓力給您，我就心不安了。 

您原來不需管教會經濟，我就好像您能幫我，您也不需承

受經濟壓力，現您必須考慮全教會工人吃飯，和辦公費用等……

                                                 
1  樂昌教會領袖喜歡稱禮明為宣教士。 
2  鄧牧於禮明亦師亦友，在宣教、愛心行動義工協會、本地堂會牧養等範疇同工及提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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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費，我自己經歷做一個堂主任，擔子實在太重，像我們要

分管這麼多堂點3，還有三溪、大洞己建了教堂的二個教會，問

題多得很，所以您現在要做您教會的堂主任，我突然心中對您

有一種特別不同的體貼，太難了。我禱告求神大大使用您，但

神突然太快給您這麼重的擔子了。 

我十分敬佩和尊重您，我怎麼忍心自己所尊敬的人，為我

承受壓力呢？這次就沒辦法了，以後來我們做這培靈，您一定

手中要有這錢，您才辦這培靈班，因您來辦一次費用太大了。 

在過去多年到如今，您幫助我們建教堂，和傳道人的生活

費，牧養等，我已經心滿意足了，我們雖然在牧養方面很困難，

有需要這樣去培訓工人，但我也不能光考慮自己教會的需要，

就不考慮您，這是自私的表現，您單能繼續幫助我們教會傳道

人的工資，我已很感謝您了。 

現我隨信將這次辦培靈班的，車費、伙食費的開資寄去給

您，請審核，按您心意給不要太為難，我理解的，您擔子重，

您也要學會偷偷懶。我聽鄧牧師說，也聽您說，要去幫助那些

不太好的青年，常與這些人談心到深夜，但這會影響您的身體，

為神的家作僕人，那顆火熱的心也要，但注意身體也十分重要，

                                                 
3  樂昌教會長老、堂委義工及一雲南全職傳道人夫婦擔起牧養這 800人的樂昌堂及週

邊近 30個聚會點(數小時車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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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過去，我也很忘我，也常不知道多陪家中的親人，更

談不上去關心，當我丈夫離開我後，我才覺得我十分虧欠他，

心中後悔，我沒很好的關心他，很多愛主的僕人，都存在光顧4

教會，冷落了家人，並且到年老，就已很多的病了。所以我一

聽您現是代堂會主任，又為您感恩，又為您掛心，是我真心話。 

您要多保重，我現更覺得，我們要加強為您禱告，現神已

賜您權柄管理衪的家，求神賜您智慧，賜您管理的能力，求神

感動您教會的弟兄姊妹，也能隨時為您禱告，支持您的工作，

讓您所侍奉的蒙神喜悅，求神賜您的教會福音興旺，賜福您的

家庭美滿幸福。阿們！5 

今天信寫到此。 

祝神恩充沛 

 

樂昌教會弱肢段偉玲敬上 

2011 年 10月 15日 

                                                 
4 意為:只專注。 

5 注腳為禮明後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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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與侍奉 

裝備與侍奉 
樂昌教會(義務)同工‧王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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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香港劉禮明宣教士和鄧達強牧師為樂昌教會培靈聯

想。 

(太 9:37-38)主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

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地處廣東粵北山區的樂昌基督教會，因地區貧窮，經濟落

後，帶給教會的缺乏，(無論在經濟上，屬靈栽培上)都無法避

免。感謝神的恩典，祂定意復興樂昌教會，渴慕主的福音的人

日益增多，教會興旺，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教會。 

我們一方面為此滿心謝讚美上帝的祝福，另一方面感謝我

們的責任和面臨的困難。 

我們的責任：即這麼多的羊群需要帶領和牧養。 

我們的困難：教牧同工需要有屬靈的裝備，要培養工人，

我所面對的是『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我們所需的工

人是傳主的福音的工人，作信徒靈性的牧羊人，他們要能牧養

羊群，使羊出入得草吃，我們懇切祈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去

收祂的莊稼。 

感謝神的慈悲和憐憫，垂聽我們的禱告，真如春風送來甘

露，於 2011 年 10 月 10-13 日差派香港劉禮明宣教士和鄧達強

牧師來樂昌教會辦培靈班，教會所有教牧同工，詩班班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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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點帶領同工和願意參加學習的會眾，都參加學習。接受裝備，

更好地待奉神。 

參與教會的侍奉是很重要的，無論講台服侍，詩班服侍，

或青年團契查經，或參加接待、衛生工作等，都是非常難得的

服侍機會，在參與中能更好的操練自己，經歷神的同在和保守，

使命感和責任感更加強烈，這將成為我們裝備的動力，從而更

明白為著『按時分糧』而『按需裝備』的重要，成為有忠心有

見識的時代工人。 

在上課劉宣教士勉勵我們：「抓住很短的時間，決定你永遠

的榮耀。」是的，培靈的時間是很短的，人生的年日也是有限

的，但我們必須抓住這有限的時間和機會，成就那永遠無限的

榮耀。把握這美好培靈機會，接受神的裝備，就能在事奉中重

新得力服務教會，侍奉獨一真神。有的學員說：「這樣的培靈太

好了，真盼望天父能給我們預備有下次」。有的學員說：「感謝

神為我們差派這麼好的牧者給我們上課。」他們將聖經真理深

入淺出的釋放，劉宣教士和鄧牧師的講解既清楚又明了，短短

三天課程，使我們茅塞頓開，獲益無窮，將榮耀歸父神和主耶

穌基督。 

學習中提醒我們重視同工的品格，(加 5:22)重視聖靈的能

力忠於祂，勉勵我們天天讀經，懇切禱告，讓聖靈充滿教會的

宗旨。闡明教會的宗旨是得著年輕一代，開拓無牆教會，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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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之城，使人早信基督作門徒，愛神、愛人、愛證恩。我們

事奉的方向，在基督裡領人愛主，屬主、跟主、事主、傳主，

為主的再來預備祂的新婦。 

勉勵我們順服神的呼召，見證基督，擴展天國，轉化世界

一同踐行信仰，指明我們服侍的態度是效法基督榜樣，走進羊

群，謙卑服事，隨從聖靈引導彼此結連，各盡其職…等。我們

感謝神的恩典，正如聖經所說：「這恩典是神用諸般的智慧聰

明，充充足足賞賜給我們的，都是照祂自己所預備定的美意，

叫我們知道祂心意的奧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在天上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面同歸於一。我們也在祂裡面

得了基業……。叫祂的榮耀以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著榮耀。(弗 1:8-12) 

同工們的裝備與教會事奉都很重要，兩者緊密相連、相互

促進。裝備是為了更好服侍教會，從聖經，從神學上指引教會

健康和諧有序地發展，使教會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我們必須

不斷了解自我，更新自我委身基督，心系教會，牧養教會，在

神的家中盡忠，作基督的僕人。 

求神祝福劉宣教士和鄧牧師他們的教會福音興旺，福杯滿

溢，將一切榮耀歸給神，阿們！ 

樂昌教會(義務)同工‧王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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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歸主名 

榮耀歸 

主名 
一主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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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神召會劉禮明宣教士，與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鄧

達強牧師，在 2011年 10月 10號-13 號，為樂昌基督教會，及

教會發展的 28 個聚會小組，和下屬二個鎮已建了教堂，共 30

個聚會點的帶領同工，和樂昌教，會傳道人，義工辦培靈。這

次的培靈使我們得到很大的幫助和復興。這完全是神的憐憫，

垂聽了我們的禱告，差派祂的忠心又良善的僕人，來扶助祂的

教會。 

這次辦班後，好多聚會小組的代領同工，深受感動馬上行

動起來，到那些已軟弱不來聚會的信徒，一家一家去探訪，讓

那些軟弱的信徒都回來聚會，挑旺了侍奉神的信心。大家都說：

「這樣的培靈太好了，感謝神差派這麼好的牧師和宣教士來為

我們培靈。 

我們感謝劉禮明宣教士，鄧達強牧師，在他們百忙中出錢

出力來扶持我們，為我們培訓工人，謝謝他們！也求神紀念他

們，更祝願他們侍奉的教會福音興旺，阿們！ 

我們自己也知道，樂昌十分需要有這樣的培靈，但是由於

樂昌這個地方是廣東省最粵北的一個貧窮山區，因為教會在這

窮山區裡，也同樣是在各方面都很缺乏，樂昌教會在 1884 年成

立，現已 120 多年，由於歷史的變遷，教會在 1951年停止聚會，

在 1997年迎來了改革開放，直到 1985年 5、6個人，在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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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聚會，在 1988 年 19 人，搬到政府辦教會落實的，一間很破

爛的危房聚會。現已有一千多的信徒，下面的聚會小組和樂昌

堂的代領，我們都很缺乏經驗，帶領人員自身素質跟不上牧養

的需要，教會人材培養速度與教會發展有很大差距，我們也深

知，我們需要有好的牧養教來為我們培訓，這談何容易，因為

培靈不是那麼簡單，我們下屬成立的聚會點，信徒很少有人奉

獻，他們自己的生活也很困難，多數信徒是有病，年老還有的

是有殘疾的，在這種情況，辦班都得由教會出車費，生活費，

還有老師的伙食費，還得請老師來上課。教會也無能力舉辦全

市 30 多個堂小組帶領的培靈。 

香港神召會元朗堂的劉禮明宣教士，看見了我們的需要，

他為我們籌辦班的資金，他與鄧牧師親自來，為我們培靈講課，

我們感謝神的恩典，神知道教會的需要，就透過祂的僕人來幫

助我們。榮耀歸主名，阿們！ 

一主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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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昌教會 

培靈 
的果效 

一主僕 
 

樂昌教會培靈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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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10月 10日至 13日是主特別恩待樂昌教會的日子，

慈愛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祂顧念樂昌教會的需要，特意差

遣香港(新界)神召會劉禮明宣教士和香港中華基督教基道堂鄧

達強牧師來到樂昌教會舉辦了四天的培靈聚會。日子雖短但受

益非常深刻，眾弟兄姐妹對聖經的知識有著很大提高，信心的

根基更加堅固，屬靈生命有很多的長進。因為以這種圖像形式

同步進行培訓講課，在樂昌教會還是第一次，大家都盼望這種

培靈機會能更多一些。所以在恩主面前我們獻上祈禱，求主為

樂昌教會預備更多的學習聖經知識和提高屬靈生命的培訓機

會。這次劉宣教士和鄧牧師的講課內容豐富，從多方面引導啟

發了教會發展的方向和思路，實在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效果。為

此，我們將榮耀都歸給天父上帝。 

樂昌地處廣東省邊界地帶，各方面有利條件相當落後，加

上每一年會有大小不同程度的災情發生，這裡的弟兄姐妹肉身

生活的需求時常承受著困難的同時，信心和靈命的成長也遭受

很大的沖擊，一次又一次的災難過後，如今的樂昌教會弟兄姐

妹還是滿滿的坐在教堂來聽主的話，這真是福音的大能，是主

的大愛借著香港來的牧者幫助樂昌教會辛勤牧養的好見證，將

榮耀歸神同時，也實在感謝劉禮明宣教士和鄧達強牧師，願神

大大記念他們的勞苦，祝福他們所在所到的每一間教會，更盼

望他們能多來樂昌幫助我們。 

一主僕 



- 19 - 

 

代禱事項 

1. 為樂昌教會負責人段偉玲長老的身心靈禱告，在這條艱辛的牧
養路上，讓她看到神的恩手仍然懷抱著她與教會。 

2. 為 9-12/4/2012在樂昌教會舉辦的培訓課程禱告，求神保守接
受者的心懷意念，也保守天氣及一切的安排。 

3. 為廣寧教會負責人歐陽香蓮禱告，求神保守她們一家的服事，
讓他們在忠心服侍神家的同時也被祢親自的服侍。另在舊堂址
建設活動中心的事上，賜下合宜的方向及合一的心。 

4. 為中國愛心行動義工協會的轉型及更有效的協助地區教會回應
天災，以愛的行動回應主，回應人身、心、靈的需要。 

5. 為青海省西寧市及玉樹州的團隊的異象、合一、信心及能力祈
禱，求主為他們打開福音之門，保護及賜平安予他們且供應他
們一切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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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支持的宣教士梁儀蓮姑娘 

代禱事項 

1. 計劃到某省區探索福音的工作,求主有清楚的指引,使我明白
神的心意。 

2. 為培訓五位學生的領袖,他們功課,要抽出寶貴時間栽培,求
主賜他們有心力、靈力和充沛的信心,在上課時有好的體力,
精力面對忙碌的學習,培訓兩位小領袖和兩位姊妹帶領祈禱
的聚會。 

3. 記念我的母親的身體,她患老人 呆,連信主也忘記,我的耳鳴
仍未康復,腰骨有時酸痛,求主醫治。 

4. 記念我的家人仍未信主,大哥一家、二哥、弟弟一家、妹妹一
家,求主憐憫早日揀選他們。 

5. 請記念一位學生的母親温珍鳳,她患上腰推盤突出,行路困難
和非常之痛楚,現在做物理治療,有小小好轉,求主的大能手
醫治她,感謝神她已決志信主,求主醫治她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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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e Bailie, South China 

 

 God has been very good to us during the past 

few months. We are especially thankful to Him for 

His protection. 

 

 Just recently one of our aged Christians has 

gone to be with the Lord. He longed to go home, and 

left word for friends not to grieve for him. It is 

wonderful to know that through missionary and 

other effort there are some Chinese who have the 

hope of heaven. 

 

 One of the young men of our church in Paak Nai 

(廣東白泥) got married a short time ago. The Chinese 

wedding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our American 

weddings. There are three days of feasting, one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one the day of the wedding, 

and the last the day after the wedding. All the 

relatives gather for the feasts. We were glad that we 

could have services during the feasts. We were able 

Annie Bailie,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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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esent the Word of God to many who otherwise 

would have no occasion to hear. The wedding was 

performed at the church. When time came for the 

ceremony there was such a large crowd gathered we 

had to have a guard to assist the bridal party through 

the crowd. 

 

 The work in Canton has kept us quite busy of 

late. There are some blessed times of waiting upon 

the Lord. We solicit your prayers especially for the 

girls of the Bible School that they may have a real 

desire to seek the in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April 2, 1949 

The Pentecostal Evangel 

number 1821, page 11. 

 

 

 

Annie Bailie 李希望教士為新界神召會創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