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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週，我一直在學習一件

事，就是「框架的藝術」。 在本

地一家教會擔任牧師時，我認識

了一位出色的藝術家。她分享

道，要為她的繪畫作品選擇合適

的框架所花費的時間，幾乎與實

際繪畫所花的時間一樣多。當我

問她為什麼時，她回答說：「框

架可以增強或縮小藝術家的視

野。 正確的框架能夠讓藝術家畫 

出原想的細微差別。」 此道理不

僅限於藝術領域上的應用，更在

人生舞台上，也能幫助我們每一

個人。 此道理的含義是，當我們

選擇怎樣結構一件事情的框架

時，我們對事情的理解方式會隨

之改變。 保羅亦暗示了這一點，

他寫道：「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

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 

8:28) 「框架可以增強或縮小藝 

術家的視野。」 也許聖經其中一

個最發人深省的框架之一是記載 

在腓立比書 4 ： 8 中，保羅寫

道：「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

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

的、清潔的、可 愛的、有美名

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

讚，這 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即使在大流行中？ 是的，尤 其

是在 大流行中！ 多年來，

Agnes 和我都一直渴望與我們的

鄰居建 立關係。 但是，那一直

都非常困難，因為我們的鄰 居

都非常含蓄和謹慎。現在不再如

此！ 我們現時 共同面對的困難

和感受到的脆弱，讓我們開始與 

彼此對話，甚至是彼此禱告。

Agnes 認識了一個家庭，其妻子

正患癌症。當 Agnes 主動地希

望為她祈禱時，丈夫欣然同 

意，並順服和渴望地舉起手來。 

那一刻真令人感動。我們決定要

為這困難的季節加上一個禮物而

非悲傷的框架，因這是上帝策劃

性拯救的時刻，而不全是荒涼之

景！ 我記得拜訪這位藝術家

時，她的家全然展示了她的才華

和想像力，我感到很驚奇。在走

廊的一個角落裡，她畫了一個彩

繪的樹枝，上面棲息著一隻美 

麗的知更鳥。當我問道時，她微

笑著說：「牆壁上有一個大裂

縫，我們本想要以將其維修，但

是當我看著它時，我看到的不僅

僅是一條裂縫，更看到了一些美

麗的東西，所以我畫上了樹枝和

知更鳥。意思是，即使在裂縫

中，我們也能看到上帝的榮

耀。」新型冠狀病毒、被迫隔

離、失業、經濟衰退、灰心和沮

喪的經歷是我們周圍看到的裂

縫。 但是，在此裂縫以外，我們

還看到耶穌的救贖大能嗎？我們 

有此機會去參與這框架的藝術—

能夠看見耶穌無形的手正在實行

衪的心意，為我們帶來救贖、盼

望、 和醫治。想請問，您現時處

於什麼心境？我們要選 擇正確的

框架，那就是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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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 大組, 之後用 WhatsApp 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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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都有神的美意– 作者 羅莉.海契 Lori H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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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宣 週 報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 

8:28) 

這句大家都熟習的經文，也是在困難中提供

很多基督徒安慰及希望的經文。但不幸的

是，這也是聖經裡最常被錯誤引用的經文之

一。我想要分享三個這段經文中比較少為人

注意的重點。 

第一，羅馬書 8:28 不是說我們可以任意妄

為，神反正會修補一切。要正確了解這一段

經文，我們不能只斷章取義的說”萬事都互

相效力”而忽略後半段”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這句經文是

神對那些得救並愛神，盡心盡力去體察神的

心意並順服神的人說的。儘管基督徒在世的

生活中仍然會有苦難，悲傷和病痛，但神可

用這些事來塑造我們的生命成為對我們和對世

界的祝福。 

第二，神說萬事互相效力，但沒說每件事都會

是好事。(God can use all things for good, not 

all thing are good)。不管我們用如何樂觀的態

度去美化發生在我們周遭的事，癌症，販賣雛

妓，死亡還是醜陋的。在主再來之前，我們還

是住在這個為罪所污染，逐漸敗壞的世界之

中。羅馬書 8:28 告訴我們，雖然撒但的權勢猖

狂，但神仍然掌權。我們所在的世界雖充滿了

罪惡，但神是可以將苦水變甜的神。他可以將

萬事都轉為對我們的生命有益處的功課。 

最後，很多人也都忽略了後面緊接的經文羅馬

書 8:29 “因為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定下

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

子． ”但這才是神最終的旨意，要叫所有因信

基督成為神孩子的基督徒藉萬事塑造我們成為神

愛子基督的樣式，這才是我們所獲得最大的益

處。 

曾有一個聖經老師跟我說:[神只有兩個原因讓萬

事在我們生命中發生，一是讓我們認識祂，二是

讓我們長成更像祂愛子耶穌基督的形象。] 

只要我們還活在這個世界中，人們總是會在災難

和難處中懷疑神的旨意。羅馬書 8:28 提供給我

們一個確據：神做工直到如今，且以萬事來讓我

們的生命得益處，並榮耀祂的名。當我們在試煉

中不能了解為什麼苦難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時

候。這段經文給我們神永遠掌權，並且在萬事中

都掌權的確據。 

               文章來源： crosswalk.com 

 

驗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或目前正在等待檢驗結

果？ 

2.在過去 14 天內，除了到美國上班的弟兄姊

妹，你有沒有從國外入境的情形。 

3.過去 14 天內，你有沒有近距離接觸或照顧

感染者或參加會有暴露在病毒中風險的病毒

研究。 

4.在過去 14 天內，您有沒有經歷比平常嚴重

的感冒症狀如發燒，咳嗽，呼吸急促，喉嚨

痛，胸悶，極端疲倦，肌肉痠痛，連續性的

頭疼，腹瀉，嘔吐，發冷，因發燒發抖及味

覺嗅覺喪失等症狀。 

如果您回答上面任一個問題”是”，這週就請

您在家裡休息。如果都是”否”，請您填上姓

這週美國的新聞，一個阿拉巴馬州的教會

上週末舉辦了一個三天的退修會，結果參

加的四十幾個會員全部感染新冠病毒。 

對我們來說，一個弟兄姊妹因聚會而感染

都嫌太多。所以一旦教會開放聚會，我們

會嚴格的執行各項安全措施。 

未來教會開放時，為了保持安全距離，我

們會採取預先註冊的方式。如果您要到教

會參加週日的崇拜，需要以網上註冊或聯

絡各語聯絡人方式先登記。我們好統計參

加人數。 

主日早晨離家之前，您需要填一份包含以

下四個問題的健康問卷。 

1.過去 14 天內，你有沒被醫生或透過檢

名及連絡電話，並在進教會前將問卷投入收集

箱中。收集箱會封存三週後銷毀。在這期間若

教會有發生感染，這些資料會交給衛生局作接

觸追蹤。 

安大略省這週除了溫莎雅斯郡地區，將進入第

三階段開放，這是好消息，表示加拿大疫情趨

緩。但從美國的教訓，我們知道我們不可以掉

以輕心。畢竟病毒是不管你在第幾階段的。如

果我們不小心，爆發感染的機會還是很大的。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我的見證： 

Lizette 生長於一個天主教家庭。從小信仰對

她來說是一個儀式。直到大學時她在校園團

契中遇到一個福音派牧師。在校園團契中參

加查經六個月後，聖靈開啟 Lizette 的心讓

她真正的歸主。畢業後 Lizette 成為高中老

師並繼續在教會中服事。但在靈裡，她總是

渴望能更多的服事神。在第一次參加的宣教

年會中，Lizette 決志要成為全職工人。後來

神帶領 Lizette 到非洲的幾內亞服事。在幾

內亞的工場，神充分使用 Lizette 的教導及

憐憫的恩賜，從 1990 年起，啟今已在幾內亞

事奉了 30 年。 

我的異象 

我的異象是透過事工向未得知民傳福音，透

過教會牧養及門訓信徒。讓歸主的人可以在

主裡面長成工人，能以基督的心腸來拓展神

國，成為福音的種子。  

目前的重點項目： 

目前我的工作的重點在傳福音及門訓。用神

的話語來裝備新的信徒，讓他們能具備向當

地人傳福音並牧養教會的能力。同時，我們

也透過慈惠事工來傳福音。送文具給在學的

孩童，讓他們可以受教育。同時我們有一個

高風險孩童中心，專門收養愛滋病患的嬰

孩，有些孩子有感染愛滋，有些如繼續住在

家中，面臨感染及營養不良的危機。危機中

心透過愛，在社區做福音的見證。 

我們的同工： 

0LFKHO�DQG�'HQLVH��&ROHWWH��請為我們的事

工禱告 

宣道宣教士： Lizette Lavo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