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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神和
他的创造！

NAC

亲爱的弟兄姐妹：
2017 年我们的格言是：“赞美神，我们
的父！”，这当中包含了三项我们要完成的
使命。这三项使命中首要的就是认识神的荣
耀和他的作为。真正从心里认识到神的荣耀
和伟大，并非易事。然而依靠圣灵的帮助，
我们一定能真正领会到神的作为。那么，哪
些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呢？
神创造了可见的世界。万物皆从神而出，
他的旨意是万物之源。让我们认识到神就是 识神、传福音的基础。
最 后， 我 希 望 大 家 能 从 更 深 层 次 认 识
造物主，毫不质疑他的权柄和能力：“但不
信的人仅惊叹于受造之物的力量和美好，却 神！
不明白造物主岂不更加伟大！因为通过受造
诚奉此言！
之物的壮丽和美妙，就应当晓得造物的主是
何其伟大”（次经所罗门智训 13:4—5）
神创造了不可见的世界。除了可见的世
界，也就是物质世界，神还创造了属灵的世
界。人的灵魂就属于这个世界。神还建立了
总使徒吉恩·卢克·施耐德
人重返与神团契的道路：“神爱世人，甚至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
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这就是
道路，这就是圣灵指明我们的道路。
神让万物为人所用。神是一切创造的拥
有者，他维系着万物生存。他委派人类治理
可见的世界：“⋯⋯治理这地”（创 1:28）。
让我们精心照料全地，满怀责任心地履行使
命。
让我们真正认识并明白神是造物主。神
是为人类创造了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这个
认识使我们荣耀赞美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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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位弟兄姐妹在现场参加了总使徒于 2016 年 10 月在佩斯歌剧院举行的崇拜聚会。另有 1300 人观看了

NAC 澳大利亚

现场视频转播。

坚固的锚
希伯来书6: 19—20

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非常高兴在这里
与大家共同分享神的信息，也感谢唱诗班精
彩的演奏，特别是那首赞美《主是我们救赎
之光》令人印象深刻。
非常喜乐能在澳大利亚的佩斯聚集，我
们刚刚也在这里召开了教区使徒会议，这几
天的圣工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力量、祝福和
喜乐。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
牢靠，且通入幔内。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
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
我们进入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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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题经文似乎有些难懂，希伯来 会让我们的盼望实现。我们的盼望是扎根在
书中有多处经文都看上去比较深奥。作者在 基督信仰的根基上。
这里将“指望、希望”比作是“灵魂的锚”。
我们满怀信心地盼望神应许的实现。那
我想在澳大利亚佩斯这个海滨城市，大家一 么神有哪些应许呢？神应许人永生，与神永
定很容易理解这个比方了。船停靠时要放下 恒的团契——这是神赐给人最根本的一个应
锚，锚扎在海底就能稳固住船，使船不被风 许。神还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主再来的应
或水流移动。
许——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主题经文说“指望”是“灵魂的锚”。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
那么我们的“指望”在哪里？我们的“指望” 你们也在那里。”（约 14:3）。神给人的第
在于神，在于耶稣基督，正是这个“指望” 三个应许是：“看哪，我造新天新地⋯⋯”
（赛
让我们不被漂移，让我们
65:17）。 在 与 神 永 恒 的
持守在神的家中，正如刚 主题经文说“指望”是“灵 团契中，将不再有死亡、
刚唱诗所唱的。
魂的锚”。那么我们的“指 邪恶和痛苦。这些都是神
主题经文还说这个锚
的应许。我们的盼望就在
望”在哪里？我们的“指
“且通入幔内”。这又有
于这些应许。我们的盼望
些不好理解了。圣殿中的 望”在于神，在于耶稣基督 之锚是扎根在神那里，神
幔子是将“至圣所”与圣
是信实的，“神决不说谎”
殿的其它部分隔开的，旧约中“至圣所”被 （来 6:18），神所说的都是真理。
认为是神的居所。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锚
主题经文还说，作先锋的耶稣为我们进
是通入到神的居所里，所以我们的锚是扎根 入幔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比方，我非常喜
在神那里。这就是这个比方的意思。
欢这个比方！现在不知道是否还是如此？过
一般说到“指望、希望”，意思就是对 去是这样，一艘大船要停靠的时候不会直接
某事有期待，盼着某事发生。但我们作为基 就抛锚，而是会先让一艘小船装着锚划到要
督徒，我们有更高层面的盼望：我们有盼望， 停靠的水域，看海水够不够深，再抛下锚。
并且神会让这一切实现。神是完成人所不能 这就是这个比喻所说的。耶稣是先锋，他是
完成的，我们指望神，只要符合他的旨意他 复活的主，是初熟的果子，他先进神的国，
▲总使徒、教区使徒及教区使徒助理在佩斯召开会议。
这是今年的第二次教区使徒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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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我们先抛下锚。这是
多么好的一个比喻！我非
常喜欢这个比喻！主为我
们预备道路，只要我们顺
服 他、 跟 从 他， 我 们 就 能
经验到复活，就能进入与
神永恒的团契——这就是
耶稣这位先锋所应许我们
的。
主现在正在做什么
呢？ 他 在 我 们 祷 告， 他 是
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指望能
又坚固又牢靠。
当 然， 今 天 我 们 还 没
法看见我们所盼望的。圣
经 中 说：“ 所 见 的 盼 望，
不是盼望；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
忍耐等候”（罗 8:24—25）。今天我们虽然
不能看见所盼望的，但我们能见到盼望的结
果，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经验到盼望的果效。
这盼望是现实的，是可见的。
有时，我们会经历风暴。船会被风浪翻
滚，但坚固、牢靠的锚会稳固住船。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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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美好的比方。今天，我们会因患难摇摆，
会因试炼困惑，会因一些经历而痛苦，但我
们有坚固、牢靠的锚，我们不会远离神，不
会离开与神的团契。
让我们持守信心。我们知道将来的事比
我们现今所经历的，要更加伟大、更加重要。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之锚”，又坚固又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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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要经历的不总是暴风雨。就像
这里我告诉大家，我们都经历过那恶者
我们在佩斯这座城市所看到的大海，非常美 的权势，那恶者总是在阻挠神的工，总是在
丽、非常平静。但即使是在平静的水域，停 阻挠我们传播福音，总是在阻挠我们传扬耶
靠的船也需要锚来稳固。所以说，当我们一 稣基督的再来。有时那恶者的权势甚至很大，
切都平稳时，也需要“盼望之锚”。我们不 几乎要动摇我们，但我们一想到我们的“盼
会总在患难中，我们的生活常常都是平稳的 望之锚”是扎根于神的，我们就有了力量。
状态，忙于日复一日平淡
就像保罗使徒说的，
的生活，这个时候许多人 即使是在平静的水域，停靠 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
甚至忘记了神的存在，甚 的船也需要锚来稳固。所以 让我们继续主工，事奉主，
至感到不需要神了。我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
说，当我们一切都平稳时，
以想象，在澳大利亚的许
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林前
多弟兄姐妹，生活都非常 也需要“盼望之锚”
15:58）。弟兄姐妹们，这
好，很健康、很富足、也
就是我们的锚。
很快乐。但我们作为神的孩子，要时刻持守
保罗说：“在指望中要喜乐⋯⋯”（罗
这锚，盼望与神永恒的团契。
12:12）。这个指望，也就是这个锚，让我
我们所有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事奉神。 们时刻喜乐，哪怕身边并没什么显而易见的
这里，我特别想到那些在新西兰以及周边其 喜事。一艘船，锚一旦抛下了，锚就看不见了；
它国家做工的弟兄们，他们很辛苦地付出， 但能看见的是：船稳固在那里——这就是锚
但还没有收获到所盼望的成果，这是很艰难 的果效。
的。
盼望带给我们喜乐。想想未来将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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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使徒助理

教区使徒

教区使徒

教区使徒

罗伯特 t 恩萨巴

迈克尔 t 恩瑞奇

伦纳德 t 科尔伯

诺埃尔 t 巴恩斯

（赞比亚）

（德国）

（美国）

（南非开普敦）

的事，我们将与主永远在一起，将分享他的
荣耀，脱离死亡，脱离一切的痛苦，脱离那
恶者⋯⋯这一切都是我们喜乐的源泉。盼望
中的喜乐——我们灵魂中伟大的锚。
还有一点，在一艘船上，船长会决定什
么时候抛锚，什么时候起锚。一旦起锚了，
船就会顺着风浪飘动了。如果一个船长他是
无知的或是醉酒的，他随便起锚，船就会被
风浪翻沉。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将锚牢
牢扎在耶稣基督里，切不可动摇！如果我们
内心里不将耶稣基督当作首位了，当我们把
别的事看得比基督还要重了，那就是我们的
锚动摇了。简言之，一旦我们把自己的愿望
看得高于神的应许时，我们的信仰就出现危
机了。
我们希望神实现我们的愿望，垂听我们
的祈求，这是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这也
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之一。神是无所不能的。
但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愿望看得高于神应许的
实现。否则我们就处于信仰的危机中了。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按照主的旨意来生
活和工作时，他会祝福我们。我们的盼望会
让我们充满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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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思想
神应许赐给我们永生，差遣他的儿
子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充满信心和
耐心地等候应许的实现。正是这个盼望，
让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持守对主的信
心。

团契生活 2017年2月 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崇拜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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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安慰和新生活

一段古老的经文，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这是一首被人们吟唱至今的诗歌，也是一个上达
天听的祈祷。在近日总使徒举行的崇拜聚会中，他再一次引用了诗篇中“清洁的心”、“正
直的灵”这段经文。
2016 年 9 月 18 日， 总 使 徒 在 德 国 的 恩的福音仍在我们当中传播。
莫城格兰巴格 Mönchengl adbach 举行崇拜聚
心
会，在现场或通过转播参加聚会的人数达到
25000人。崇拜的主题经文是诗篇 51 篇 10节：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
总使徒说：
“神赐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
新有正直的灵。”
旧约强调遵行律法，在耶稣基督则是由爱代
替了律法。总使徒接着说，神并不是要惩罚，
创造者
而是让人类不断体验到他的爱。
神赐下了恩典，让我们的心能从每天的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总使徒 罪中得以洗净。让我们立志遵行神的旨意：
吉恩 t 卢克 t 施耐德布道开篇提了这样一个 聆听他的话语，并照着行。
问题。主题经文中“求你为我造⋯⋯”，诗
灵
篇作者说明了造物主为我们带来救赎。让我
们一起来关注神的作为。
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
总使徒强调说：“在第一个圣灵降临节，
我们，为我们带来了福音。历史长河中，人 神赐下了圣灵。从此，圣灵就在地上活动；
类虽然历经各样的战乱、不公和缺憾，但救 从未离开过这地，离开过人类。”圣灵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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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聚会是在瑞亚德特 Rheydt 的市政厅举行，
七百人在现场参加聚会。聚会实况向莱茵—威斯特伐
利亚地区的教会以及该教区下辖的各国教会转播。

与我们同在，他总是在安慰我们，指引我们
亲近耶稣基督。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在我
们受圣灵印记礼的时候，神赐给了我们一个
新的生命。新生命的灵充满了力量，让我们
能不断战胜“旧我的本性”。

核心思想

回答
“看，神就是这样在做工。他回答有信
心的人的祈祷。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祷告？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话要向神表达。”
在祷告中，我们要首先感谢神的恩典，
表达我们的渴望，再接着祷告：“主啊，求
您赐我恩典，赐我神的话语，洁净我，饶恕我，
帮助我。让我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永
远不能离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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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51:10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
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三位一体的神是造物主。
◼ 他洗刷了我们的原罪，他爱我们，赐
给我们恩典。
◼ 他赐下圣灵安慰我们，让我们更新。
我们感谢赞美神的救赎，求神帮助
我们，拯救我们。

团契生活 2017年2月 美洲之行

仅仅遵行诫命是不够的

NAC 美国

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信仰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但在信仰的历程中，仍会经历斗争、
苦难、跟从和顺服。在这篇总使徒的崇拜讲道中对此做了解释。

帕萨德纳是距洛杉矶不远的一座城市。
2016 年 11 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总使徒吉恩 t
卢克 t 施耐德在当地的会堂举行崇拜聚会，
这令这座美国西海岸的大都市熠熠生辉。
总使徒首先讲解了主题经文。这段经文
讲的是当时神搭救以色列民，神将以色列民
从埃及法老王的手中释放出来，去往应许之
地。这个“释放”就是恩典！恩典意味着把
人本不应得的东西赐给人。当然，以色列民
得到了恩典之后，还必须服从神的旨意，朝
着目标前行。以色列民还必须穿越旷野，打
败敌人，才能到达目的地。
努力达到目标
总使徒说：“今天神要释放我们人类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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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罪的辖制，进入神的国”。这个恩典并不
是靠着我们自己就能得到的。为了达到信仰
的目标，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付出
自己的努力。
我们要相信神恩典的作为——神差遣爱
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作我们的救世主。正
因为他的牺牲，我们才能得救。我们除了要
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子，他的死和复活，还
要相信：
◼ 他的教导；
◼ 按照福音而行；
◼ 在福音上坚固。
福音不仅仅是指良好的道德或是成功人
生的准则。从水和圣灵得重生，举行圣餐礼，
预备基督的再来，都是耶稣基督教义里核心
的内容。

◼ 是否愿意努力。
◼ 是否愿意与基督一同受难。
◼ 是否能忍耐。
神会把完全的救恩赐给那些真诚渴望的
灵魂！

核心思想
以赛亚书 48:17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
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
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

跟从基督就是道路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藉着他的牺牲，
他从罪中释放了我们。他赐给了我们教义，
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为了得到救赎，我
们必须要遵从他的教导，学他的榜样。在
他再来时，他将完成他的工。

神向我们指明了如何进入他的国——跟
从耶稣基督。通过从水和圣灵里的重生，不
断参领圣餐，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成长。属
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取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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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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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能的神清扫道路
什么会阻止神拯救一个灵魂？即使对于全能的神，仍有一个障碍需要清除。这是我们人
自己所要做的。此次崇拜聚会，总使徒详述了五个方面。
“有一样东西会阻止神拯救我们。”总
使徒吉恩 t 卢克 t 施耐德在南非的银城举行
崇拜聚会时这样说。“神不会违背我们自己
的意愿来救赎我们，这是个关键点。神希望
救我们，但我们自己要清扫道路。
2016 年 12 月 18 日，有超过十万人在
现场或通过电视转播参加了总使徒在银城的
崇拜聚会。

与罪决裂，战胜邪恶。我们要与一切的罪决
裂，不仅是可见的大罪，包括所有的罪。
第二步：将自己分别为圣，预备参加崇
拜聚会。

第一步：抵挡罪。
总使徒强调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

14

在崇拜聚会中，我们能遇见主。我们要
为主预备道路，清洁我们的心，做正确的选
择：“主啊，你知道我的顾念、需要和盼望，
但最重要的是进神的国。”要想在崇拜聚会
中分别为圣，以下态度是必须的：“神啊，
你差遣来的仆人虽然并不完全，也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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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使徒施耐德与新成立的南非教区带领人合影

但求你让我能从他们身上认识到你！”
第三步：奉耶稣的名聚集。
想要经验到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必须
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今天因为信仰我们弟
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我们不能把彼此当作
罪人、陌生人，我们要清除彼此间的障碍。
神不会亲自帮我们做这些，我们要自己和好，
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
第四步：在福音中找寻人生方向。
▲前任总使徒威廉 t 雷伯与前任教区使徒诺埃尔 t 巴
恩斯

神也要拯救我们身边的人。有信心的人
也要为神清扫道路。无论新使徒教会还是我
们信徒都是不完全的。正因为此，我们要做
好圣工，彼此宽恕，彼此相爱，彼此包容。

核心思想
马可福音 1:2—3 正如先知以赛亚
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
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第五步：投身圣工。
做圣工是我们踏踏实实地为主清扫道路
的方式。让我们乐于奉献，勤于事奉。

我们通过抵挡罪，将自己分别为圣，
奉耶稣的名聚集，在福音中找寻人生方向，
投身圣工，来为主清扫道路。

总使徒最后总结说，做到以上五个方面
我们就是在为主扫除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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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 der Bibel
耶稣祝福小孩子
（马太福音18，19章）
有一天人们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
前，他们希望耶稣祝福孩子们。但耶
稣的门徒却上前来斥责这些人，让他
们把小孩子带走。

门徒担心小孩子会让耶稣烦心。
门徒们错了，殊不知耶稣是多么地喜爱
小孩子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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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门徒们问耶稣，天国里
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站
在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
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
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耶稣还说：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团契生活 2017年2月 孩童园地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
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你们
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
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天父想要拯救每一个小孩子。”

在经文所说的时代里，社会经济非常贫乏，人
们为了养儿防老，生养孩子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但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较
低。因为小孩子对社会没什么贡献，他们不能
供养家庭，也不能持守宗教的律法；而且因为
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很多孩子都会在童年夭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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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的格温多林一家（新喀里多尼亚）
大家好！我名叫格温多林，我十岁了，我是新
喀里多尼亚人。
你们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群岛。在世界
地图上，你可以在澳大利亚的东面找到新喀里多尼
亚。这个群岛最早是由著名的英国探险家、航海家
詹姆士 t 库克在 1774 年发现的。
South China Sea

BRUNEI

Pacific Ocean

MALAYSIA

PAPUA NEW GUINEA
Jayapura

Jakarta

Wewak

I N D O N É S I A
SOLOMON ISLANDS

Daru

Port Moresby
Kup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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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S T R A L I A

Noumea

Brisbane

NEW CALEDONIA

Perth
Adelaide

Sydney

Canberra
Melbourne

Auckland

Wellington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新喀里多尼亚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镍
矿储量。镍主要用于钢铁制造业。生产厨房水
池、洗衣机、发动机、刀具、人造珠宝⋯⋯都
需要用到镍。镍能防止钢铁生锈。我爸爸就是
在一家很大的镍矿企业上班。

我们这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鸟，
叫“咔咕 Kagu”，这种鸟只有新喀
里多尼亚有。这种鸟不会飞，叫的声音
很好玩，像狗叫一样。
我妈妈名叫琳达。我爸爸名叫理查
德。我哥哥叫肯迪瓦，12 岁，他和我一
起上主日学，右边照片上站在我们身后的
是我们的主日学老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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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是我们的主日学合影。
我们家的房子在金山。因为早年这里很容
易找到金子，所以这里被叫作金山。
金山位于首都努美阿以南 30 公里处。我
们的教会就在努美阿（图中黄色箭头标注），
我家开车到教会要 45 分钟。

我们教会经常有从法国来的牧人，
我会采葡萄柚送给他们。右边的照片里，
你能从树后面看到我吗？
我喜欢养宠物，我有一条狗，一只猫，
一头羊。
我是给吃货，哪里有好吃的，我就
会在哪里。右边的照片就是我们在教会
过完感恩节之后聚餐。

2015 年总使徒访问我
们这里。我们一帮孩子们
在教堂门口唱诗欢迎他。
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心都
快要跳出来了。能见到总
使徒，我们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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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职的权柄和带领的职责
2016年最后一次教区使徒及使徒大会的重要议题是“圣职的新概念”。这个议题有何重
要意义呢？圣职将把我们带往何方呢？本文将会详述。
基 石 已 经 打 下， 根 基 已 经 奠 定 —— 在
澳大利亚佩斯举行的今年秋季教徒使徒会议
上，对“圣职的概念”这一议题作了的重要
规划。“信仰问题研究小组”已经领命撰写
一篇关于此议题的《崇拜导引（特别版）》。
《崇拜导引》是我们教会专供圣职人员阅读
的刊物，翻译成 70 多种语言。
既是神学课题，也是社会课题
一 个 作 为 有 150 年 历 史 的 教 会， 为 什
么还要研究“圣职的概念”这个课题呢？自
2012 年我们新使徒教会出版了《教理》一书
后，我们向全世界展现了我们主要的信仰内
容。该书的第七章讲的就是“圣职”。2013
年前任总使徒雷伯说：“同时又有其它相关
的问题产生了”。什么是圣职？圣职的功能
是什么？按立带来了什么？⋯⋯这些仅仅是
▲ 2016 年 10 月在澳大利亚佩斯召开的教区使徒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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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础的问题。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两个问
题：圣职有什么权柄？圣职的带领职责是什
么？
总使徒施耐德在 2014 年国际教会公约
的小组讨论会中指出，圣职作为神学课题已
经充分研究了，目前关注点应更侧重于圣职
作为社会课题的研究。谁有权柄任命圣职？
教会接受怎样的圣职？哪些事需要在国际领
域解决，哪些事只需在地区领域解决？
三个层次：圣职及其权柄
新使徒教会设立的圣职分三个层次：
◼ 执事职分，有权柄宣讲神的道；
◼ 牧师职分，除了执事的权柄，还有权柄
施行水洗礼，宣告罪得赦免，主持圣餐礼。
◼ 使徒职分，除了了执事、牧师职分的权柄，
还有权柄施行圣灵印记礼，按立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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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教区使徒会议

建立教义，全世界共同做工
2014 年春，我们教会关于“圣职的概念”
课题的研究正式启动。“信仰问题研究小组”
已经收集了各方面的神学资料，包括历史背
景资料。从 2015 年 3 月的教区使徒会议开
始，每次教区使徒会议都会讨论这一课题的
进展。
总使徒倡议每一位使徒都要对这一课题
发表自己的意见，以书面的形式或是会议上
发言的形式均可。在《教理》的阐述中，使
徒职责之一就是建立教义。此外，在圣职的
构架方面还要充分考虑各地文化的差异。
在澳大利亚召开的教区使徒会议上，总
使徒施耐德充分肯定了教会关于圣职课题的
研究成果，一个完全的、有灵有生命的属灵
成果将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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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仅有家庭会堂的国家
这里没有专门用于崇拜聚会的教堂，在这里的教会生活中没有大型的宗教活动。接下
来，地区长老亚历克斯t米歇尔t雷伊t德t马丁斯为你讲述古巴弟兄姐妹的信仰生活。

▲教区使徒马科斯·费尔鲍姆（后排左二）、地区长老

▲地区长老雷伊（右一）在家庭会堂举行崇拜聚会

雷伊（前排右二）与会众合影

加勒比海的旋律，美丽沙滩，昂贵的雪
茄⋯⋯古巴是位于墨西哥湾和大西洋之间的
一个国度，在四千多个加勒比海岛中古巴是
最大的一个岛，也是独具特色的一个。古巴
有 1100 万人口，其中也有我们新使徒教会
的信徒。
亚历克斯 t 米歇尔 t 雷伊 t 德 t 马丁斯，
今年 33 岁，出生在古巴圣地亚哥，已经结
婚了并育有一个 7 岁的女儿。2016 年初教区
使徒马科斯 t 费尔鲍姆按立他为地区长老。
现今，他照管的教会有六位地区巡回牧师和
其他牧人。

欧洲参加会议和培训。他是一位记者，为多
家杂志撰稿。他说：
“古巴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我要用我手中的笔把古巴的美丽描述出来”。
2016 年 10 月他去欧洲的时候，教区使
徒费尔鲍姆让他在瑞士的巴拉克主持一场崇
拜聚会。这是他作为牧人第一次在教堂主持
聚会。他从未在大的教堂建筑里主持过聚会，
在古巴他只是在家庭会堂里聚会。
在家庭会堂里欢乐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新使徒教会在古巴没有建造教堂，
也没有像在有些国家一样租用固定的聚会场
所。我们教会在古巴都是在当地个人的家庭
房屋里举行崇拜聚会。
亚历克斯 t 米歇尔 t 雷伊告诉我们：“新

第一次在教堂里主持聚会
每一年亚历克斯 t 米歇尔 t 雷伊都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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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理》APP 最新版完成
信仰读物、工具书、纯正的教义⋯⋯我
们的《新使徒教会教理》包罗万象。近日，
最新的一款《教理》APP 投入使用。
这款 APP 囊括了《教理》的全部内容，
并有书签、查询、查找经文等多项功能。具
体新增的功能包括：
1、日常阅读记忆。这个功能可提醒读
者每天阅读。设置该功能后，APP 会记住你
所读到的位置，下次再开启时可直接从记忆
位置开始阅读。该功能还可选择具体章节开
始阅读。

▲地区长老雷伊在接受采访

使徒教会在古巴的各个省都有这样的家庭会
堂，从最西北的阿尔特米萨省到圣地亚哥省。
所以我照看教会得开着车到处跑。从阿尔特
米萨省到圣地亚哥省有差不多一千公里呢。
因为大部分弟兄姐妹家里都没车，所以我得
到他们家里或是离他们家比较近的地方去探
访他们。”
感谢神的亲近
亚历克斯 t 米歇尔 t 雷伊用西班牙语告
诉了我们他的座右铭：诗篇 23 篇——“耶和
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说：“主
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没有任何
缺乏了。最重要的是：主与我们同在，主帮
助我们。”
地区长老雷伊最后说：“古巴的弟兄姐
们，我们大家建立起一个个小的团契，举行
圣餐，分享信仰经验⋯⋯从中我们得到力量，
加添喜乐。并且，周围的人也看到了我们的
信仰，这对周围的人也是一种道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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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屏视图。该功能在苹果和安卓系
统中都可使用。如果你在学习教理时，要同
时查阅经文、做笔记，该功能特别便于使用。
3、支持云打印和谷歌云打印服务。使
用《教理》APP 时，可直接从苹果和安卓系
统中使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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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工作推动教会发展
她们建立了团契的生活，但不局限于她们自己：由我们新使徒教会在赞比亚、马拉维和
津巴布韦的姐妹们组建的“国际姊妹团契会”，在推动非洲教会及社会发展上起到了积极作
用。
马拉维的姆祖祖市的卢威加中学里，欢
声笑语、载歌载舞，但其中的主角并不是学
校的学生，而是 3600 位来自赞比亚、津巴布
韦和马拉维的姐妹们。2016年 8 月 25—28 日，
“国际姊妹团契会”年会在此举行，本届年
会的主题是“靠着基督得胜”。
会议报告内容涵盖医疗保健、法律维权
和经济发展
年会期间，各类报告交流内容丰富，涉
及面广泛。当中的有个报告主题是《教理》，
谈到了感恩、奉献和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来
自姆祖祖市医院的一位医生，在报告中谈到
了艾滋病、妇女乳腺癌、宫颈癌、高血压、
糖尿病、白血病等疾病的防治。有位当地政
府公职人员在报告中谈到了性别歧视及暴
力，早婚，财产侵权，拐卖人口等问题。还
有的报告讲到了妇女创业，提高生存技能等

问题。
姆祖祖市位于马拉维北部，有十三万人
口。年会在该市举办期间，姐妹们除了在一
起欢聚交流以外，还积极参加当地的公益活
动。会议期间，姐妹们探访了当地的病患、
孤儿、穷苦等弱势人群。年会在教区使徒助
理阿诺德 t 穆汉高主持的崇拜聚会中落下帷
幕，此次崇拜聚会的主题经文是哥林多前书
13 章 11 节：“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
孩子的事丢弃了。”
活动纲领：牧养、健康和增收
此次年会将赞比亚、马拉维和津巴布韦
的姊妹会工作推向了高潮。“国际姊妹团契
会”为了能更好地健康发展，协助好牧职人
员的工作，2011 年姊妹会成立了管理委员会，
制定了活动纲领。活动纲领中指出，姊妹会

▲约有 3600 位来自赞比亚、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的姐妹们来到马

NAC 赞比亚

拉维姆祖祖市参加“国际姊妹团契会”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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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尾声，教区使徒助理阿诺德 t 穆汉高主持崇拜聚会

在会点、长老教区和使徒教区三个层面成立
管理委员会，协助牧人做工。在使徒教区层
面的管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由一位有见
识、有文化、有经验的姐妹担纲负责，各长
老教区再推选一位姐妹参加委员会，另有三
位牧职人员作为委员会成员。
活动纲领由教区使徒查尔斯 t 达恩达拉
审核发布。纲领涵盖了“照管灵魂和属灵团
契的活动”、“健康保健和福利建设活动”、
“创富增收活动”等等。
积极推动圣工发展
姊妹会在经济方面主要有两
个目标，一是增强姐妹的就业生
存能力，提高妇女在经济上的独
立性；二是在经济上支持教会的
工作。仅姆祖祖市年会期间的募
捐额就达到五万美元。这些款项
将用于建设育婴房、学校和教堂。
对于姊妹会的巨大作用，教区使
徒查尔斯 t 达恩达拉如是说：“新
使徒教会的姐妹们在圣工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际姊妹团契会”在姆祖祖市开展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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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使徒与教区使徒、教区使徒助理合影（2016 年 10 月于澳大利亚佩斯）

使徒团动态
目前，全球共有345位使徒在做工。本文将讲述2016年下半年使徒团的人员变化。
徒施耐德还任命帕特里克 t 曼德拉 t 马科哈
沃纳兹（1963 年生）为教区使徒助理。新成
立的教区共有信徒六十六万人。
2016 年 11 月 6 日在马拉维的第二大城
市布兰太尔，总使徒施耐德在崇拜聚会中按
立雅各 t 姆瓦恩萨（1957 年生）为使徒，照
管赞比亚的教会。姆瓦恩萨和其他 24 位使徒
一起，共同协助教区使徒查尔斯 tSt 达恩达
拉照管一个信徒达一百万人的教区。

目前，新使徒教会在全球共有六万个会
点，九百万信徒，有二十六万牧职人员、数
千位教师在做工。教会分为 17 大教区，包
括 1 位总使徒，17 位教区使徒，8 位教区使
徒助理在内，共有 345 位使徒。教会的属灵
领袖是总使徒吉恩 t 卢克 t 施耐德。
按立和任命
2016 年 12 月 18 日在南非开普敦银城
教会举行的崇拜聚会中，总使徒吉恩 t 卢克 t
施耐德按立约翰 t 莱斯利 t 科瑞尔（1956 年
生）为教区使徒，任命他照管新成立的南非
教区。之前的开普敦教区和东南非教区合并
为现在南非教区。在此次崇拜聚会中，总使

退休
在 2016 年 12 月 8 日在银城的崇拜聚会
中，教区使徒诺埃尔 t 爱德华 t 巴恩斯（1949
年生）退休。他作为使徒做工超过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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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教区诞生

从 1996 年 到 他 退 休， 他 和 11 位 使 徒、24
位会督共同照管开普敦教区。
2016 年 12 月 4 日，使徒约瑟 t 马里奥 t
堪宾达（1958 年）因为健康原因提前退休。
他 是 由 总 使 徒 理查德 t 费尔于 2005 年 3 月
13 日在赞比亚卢萨卡按立为使徒的。
2016 年 8 月 14 日， 使 徒 汉 斯 t 彼 得 t
施耐德（1950 年生）在德国海德堡退休。总
使徒施耐德对他多年的事工表示感谢。他服
侍教会 39 年，担任使徒 18 年。
2016 年 7 月 17 日，刚果东南教区的使
徒诺伯特 t 闪姆巴 t 卢柏格（1950年生）退休。
他事奉事奉教会长达 36 年，担任使徒 18 年。
总使徒施耐德在刚果（金）卡南加举行的崇
拜聚会中宣告他退休。
2016 年 7 月 31 日，使徒沃尔特 t 雷金
纳德 t 达尔德瑞克斯（1951 年生）退休。他
在开普敦教区做工达 44 年。
2016 年，共按立了 1 位教区使徒、19
位使徒，任命了 1 位教区使徒助理；有 16
位使徒退休；有 1 位退休的教区使徒，6 位
退休的使徒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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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18 日， 总 使 徒 吉 恩 t 卢
克 t 施耐德在造访南非开普敦期间，将开普
敦教区和东南非教区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
教区——南非教区；按立了一位新的教区使
徒——约翰 t 莱斯利 t 科瑞尔。
总使徒说，这次调整教区的时机非常恰
当。值此教区使徒诺埃尔 t 爱德华 t 巴恩斯
退休之际，约翰 t 科瑞尔接任他被按立为教
区使徒，将管理合并后的新教区。来自约翰
内斯堡的教区使徒帕特里克 tt 马科哈沃纳兹
将作为教区使徒助理协助照管新的教区。
新成立的教区命名为“新使徒教会南非
教区”。新教区的信徒人数将是原来教区的
两倍，但人数仍少于刚果 - 西教区、刚果 东南教区以及赞比亚教区。
新教区照管的区域包括：博兹瓦纳、莱
索托、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罗德里格斯、塞舌尔、圣海伦娜、
南非、斯威士兰等地。教区总部设在南非的
开普敦。
总使徒向支持教区调整工作的教区使徒
表示感谢，并宣告教区调整于 2016 年 12 月
18 日生效。他说：“我相信这次的教区调整
一定会让本教区的弟兄姐妹受益。”

总使徒日程安排
2017年4月2日
2017年4月5日
2017年4月8日
2017年4月9日
2017年4月14日
2017年4月16日
2017年5月14日
2017年5月18日
2017年5月21日
2017年5月28日
2017年6月4日
2017年6月11日
2017年6月18日
2017年6月25日
2017年6月27日
2017年6月30日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门多萨/阿根廷
巴拿马城/巴拿马
巴拿马城/巴拿马
温特图尔/瑞士
马堡/德国
Tiling/菲律宾
Lampung/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印度尼西亚
Joachimsthal/德国
维也纳/奥地利
芝加哥/美国
法兰克福/德国
赞比西（中）/赞比亚
Mansa/赞比亚
Thika/肯尼亚

新使徒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