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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現代傳媒，向普世華人宣揚耶穌基督恩惠的福音。

真正的主角
蘇揀選牧師

2020年聖誕節如期翩然來臨，我們卻不期然地驚
覺，新冠病毒（COVID-19）已經「陪伴」我們將近
一年，仍沒有「離去」的跡象。不僅「歸期未知」，

許多地區又「二次爆發」，宵禁、封閉、居家等措施

再次搬上檯面，望眼欲穿的疫苗仍舊是個未知數。過

去濃烈的節日氛圍似乎淡化了：度假旅遊，不敢去；

聚餐派對，不能去；購買禮物，上網站；聖誕燈展，

也只能 Drive Through⋯⋯。
往年的聖誕節是極忙碌的日子。我們在忙著拍 

照片、送賀卡；忙著買禮物送朋友、送客戶、送孩子

的老師；忙著公司聚餐、朋友聚餐，安排度假旅遊、

訂旅館機票；忙著看聖誕燈展，吃聖誕大餐、舉辦 
派對、交換禮物⋯⋯我們以聖誕之名盡情享受。

被遺忘的主角

我們忘了誰是真正的聖誕主角！聖誕節，通俗地

講，就是給耶穌過生日。可是，我們有為耶穌預備禮物

嗎？準備生日蛋糕嗎？唱《生日歌》嗎？所有我們為別

人慶祝生日時做的事情，都沒有做在這位主角身上！

我們忘了給耶穌預備一份禮物！忘了給聖誕的主

角預備蛋糕，唱生日歌！甚至沒有想過，我們在為別

人慶生時做的事情，都沒有做在祂身上！當我們在交

換禮物時，是否想過，生日的主角卻沒有禮物！

環顧我們耳熟能詳的聖誕節裝飾，都是有意義和

內涵的：

聖誕禮物：今天饋贈禮物的傳統，源於東方博士

呈獻禮物給耶穌，源於神將耶穌作為最貴重的禮物賜

給我們。

聖誕燈：今天所看到的聖誕燈飾，引自耶穌是世

界之光；天黑時，亮起聖誕燈，不只為了美觀，而是

表明耶穌是世界的光，指引正確的道路，使我們脫離

黑暗進入光明。

聖誕樹：聖誕樹採用綠色常青的松柏樹，代表耶

穌所賜永恆不衰敗的生命。香柏樹代表耶穌王的身

分；冬青樹鋒利的尖端和紅橘子，代表基督釘死在十

字架上。

樹上的星星：聖誕樹掛滿琳琅滿目的裝飾品，頂

端放一顆特大的星星，象徵引導東方博士的明亮晨

星，更是代表耶穌。禮物放在聖誕樹下，代表把禮物

獻給耶穌。

聖誕花環（Christmas Wreath）：許多人家的門

上都掛著聖誕花環，綠色的常青樹枝代表生命，圓形

象徵永遠，象徵耶穌的犧牲使我們得著永恆的生命。

等價的交換

慶祝聖誕時，我們喜歡作「交換禮物」活動。這

活動有個規則，就是要預備一份價值相等、價錢相近

的禮物。禮物要等價，才不會虧欠人家。

神愛我們，將耶穌作為最貴重的禮物賜給我們，

我們獻上什麼禮物給耶穌？如果禮物要等價、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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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領受別人恩惠而忘記的人，是忘恩負義。

但得到上帝恩惠而記念的人，又有多少呢？

詩篇一百零三篇是大衛的感恩詩。開始時，他對

自己說：「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

的一切恩惠！」（詩 103:2）
大衛在詩中數算上帝的恩典：「祂赦免你的一切

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祂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

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

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詩 103:3-5）
上帝所賜實在豐富，包括物質的恩惠，如日用所

需、疫情中得保守、社會動盪中得平安；還有屬靈的

恩惠，如罪得赦免，與上帝和好，疾病得醫治，和仁

愛、喜樂等聖靈的果子（加 5:22-23）。
四百年前，第一批歐洲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登陸

美洲，旅途經歷艱辛，又遇嚴寒冬天，不少人死去。

生還的人憑著信心，靠上帝的幫助，在新大陸建立家

園。到第二年，風調雨順，得到豐收，他們深切體會

恩典，無限感恩。直到現在，美國的錢幣上仍刻有 
“In God We Trust”（我們信靠上帝）這幾個字， 可
惜今天很多人丟棄上帝，忘記主的恩惠。

聖經記載，有一次耶穌醫好十個長大痳瘋的人，

但只有一個回來，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祂。耶穌說：

「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裡呢？」（路

17:17）今天，我是那個回來感恩的人，還是屬那忘
恩的九個呢？

華人移民遍佈世界各地，不畏艱難，辛勤工作，

得到很多成果。從歲首到年終，我們得著上帝的恩典

和祝福，這是不可、也不應該忘記的。

讓我們同心祈禱：

慈愛的天父，感謝讚美祢在歷史中奇妙的作為，

帶領我們在各地建立家園，貢獻當地社會，感謝上帝

對各人不同的帶領和賜福！

不可忘記主的恩惠
寧靜時刻

周子森牧師

我們該怎麼做呢？神將耶穌賜下，我們唯有獻上自己

給神。其實，這樣做都夠不上「等價交換」的標準，

唯有盡力獻上最好的給耶穌，就是接受神的救恩，不

再為自己活，乃為主而活。

讓主居首位

歌羅西書一章 18節：「祂是元始，是從死裡首
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耶穌作我們

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在我們的生命居首位。職業、工

作、金錢、配偶、孩子、興趣、愛好，都不能在我們

的生命佔據第一，唯有耶穌居首位、掌王權。

英文的 FIRST（第一），代表基督在生活的五個
重要層面居首位。

F, Finance：財務、金錢上居首位；

I, Interest：興趣、愛好上居首位； 
R, Relationship：各種關係上居首位；
S, Schedule： 每天的日程表上居首位，佔據我們

最精華的時間段；

T, Troubles： 每個難處上居首位，面對難處時，
第一件事是到耶穌面前。

今年是個機會，讓我們擺脫以往聖誕節的忙碌，

來思想那位真正的主角！當天使向伯利恆之野地裡按

著更次看守羊群的牧羊人顯現時，明確地對他們說：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

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

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

了。」（路加福音 2:10-12）
這個「大喜信息」的主角，正是那位馬槽裡的嬰

孩。這份獻給耶穌的聖誕禮物，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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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藉著祢的訓詞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

道。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篇 119:104-105）
研讀聖經和默想神的話語，是每個基督徒每日都

應該做的事。為了提高弟兄姊妹對查考聖經的興趣和

比較嚴謹地讀聖經，從 2020年三月開始，開路者國
際傳播協會製作「聖經好好聽」查經節目，希望對基

督徒的個人靈修，甚至小組查經有幫助，正如一首名

叫「每一日」的詩歌說：「每一日，我主，我懇求三

件事，更深刻認識祢，更虔誠敬愛祢，更緊緊地跟隨

祢、每一日。」

現今人們生活節奏迅速，奔波勞碌，每天要尋找

一段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已經不容易，要求有恆心地

讀聖經實在困難，加上資訊發達，可以選擇的東西

更不勝枚舉，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屬靈生活中作出平衡

呢？為此，我們向弟兄姊妹發出一個極其謙卑的請

求，就是每星期兩次、每次花 10分鐘、8分鐘的時

每天 分鐘，一起讀聖經 

間，跟我們一起查考聖經，希望從神的話語中，明白

真理，支取力量與信心。

本節目無意取代教會的查經班和主日學。我們願

意提供輔助教材，希望能在資源和人手短缺的情況

下，幫助大家研讀聖經和個人或家庭靈修。「聖經好

好聽」以視頻製作，盡量為觀眾講解每一節聖經，並

引用其他經文和輔助資料，使內容更加充實和豐富。

除了視頻，我們也提供查經講義，以簡單的辦法將兩

者連結起來。

「聖經好好

聽」以每一課四

集為基礎，兩個

星期內播完；每

隔一個星期日，

會將一連四集

的視頻同時播出，方便大家一次便能查考完這一課的 
經文。

目前在 YouTube上架的有粵語《提多書》、《俄
巴底亞書》和《猶大書》，現正播放中的是《詩篇》。

邀請弟兄姊妹在觀賞 YouTube其他節目時，也能在每
個星期二和星期五，每次大約 10分鐘，跟我們一起
查經，從而加深對基督教真理的認識，更加明白神的

心意和作為。

感謝弟兄姊妹收看「聖經好好聽」查經節目，歡

迎您提供我們寶貴的意見和批評，我們會更加努力，

將這個節目做得更好。

聖經好好聽

林  彬

天父，今年世界各地疫情蔓延，帶來恐慌不安，

但祢的恩典夠用，覆蓋祢的兒女，求祢繼續保護、祝

福我們，也教導我們凡事謝恩，不忘記祢的一切恩惠。

慈愛的天父，祢是有憐憫、有恩典的上帝，祢沒

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乃是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

因信耶穌，得稱為祢的兒女，得到永生的盼望，和屬

天的基業。

求天父教導我如何報答祢的恩惠，獻上當獻的，

傳揚祢的救恩，做祢旨意要我做的事。祈禱奉主耶穌

基督聖名。阿們！（本文取自開路者《禱告平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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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特別是基督徒，都有這種經驗：在走到

路的盡頭時，就會來到神的面前，求祂為我們開路。

我反省自己跟神的關係，也發現當我遇到困難時，好

像跟神特別親近。但是當順境時，不知不覺跟神的關

係就比較疏遠，因為無所求，就比較無所謂了。

作父母的或許可以體會這樣情況：孩子到我們面

前，跟我們要這個要那個，除非孩子要的是對他有害

的，就不會給他，要不然我們都會盡所能的滿足。如

果這個孩子每次來到我們面前，就是跟我們求東西，

當他無所求時，就不來找我們也不來問安，不來跟我

們說幾句貼心話，父母可能心裡會覺得不是滋味。

我想，天父可能也有這樣的為父心腸吧！如果我

們每次禱告，只是跟神求我們想要的，求祂幫助，求

祂成就一些事情，卻忘了平時也到祂面前親近祂，告

訴神說：祢對我真好，我真愛祢，我真需要祢。我想

當天父聽到這樣的傾訴，祂的心腸應該也會得到滿

足。中國人比較含蓄，總覺得這種話好像說不出來，

如果覺得說起來很困難，要不要試試看用唱的，可能

就容易了。由 Cheri Keaggy作詞作曲的《天父》就是
一首對天父所唱的情歌，歌詞翻譯大致如下：

天父，親愛的天父，是否忘記告訴祢，

我愛祢，告訴祢我需要祢

天父，親愛的天父，讓我記得天天來告訴祢

我愛祢，我需要祢，除了祢以外，我別無所愛

天父，祢是我王，祢是我主，

親愛的天父，我多麼需要祢

祢對我的愛不改變，從永遠到永遠，

我一生屬於祢，歲歲年年，

天父，祢是我王，祢是我主，

親愛的天父，我多麼需要祢

我愛祢，我需要祢，除了祢以外，我別無所愛

很多美國人喜歡把「我愛你 I love you」放在嘴
邊，有時候一天要講上幾遍，搞得後來好像是有口無

心。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就過分含蓄，有些人作了一

輩子的夫妻，好像都還沒有跟對方說過「我愛你」，

總覺得這種事情有什麼好掛在嘴邊的？兩人的關係只

可意會不可言傳，一切盡在不言中。而且我們常常會

假設不講對方也知道，可是如果對方真的不知道，豈

不是很遺憾呢！

一首鄉村歌曲叫What's going without saying shall 
be said，意思是要說的話就應該說出來。歌詞主要講
到，有個孩子長大成人就離開家，後來有一次他回去

看望 85歲的年邁父親。當他走進門時，遠遠看到爸
爸坐在搖椅上的背影，突然腦海裡浮現，一幕一幕父

親年輕時帶著他去做好多好多事的景象，看到他爸爸

每天送他上學，陪他騎腳踏車，帶他去爬山，東西破

了幫他補起來。兒子越想心裡越感動，就走到父親

面前，在父親滿是皺紋的臉上親了一下，然後看著父

親，就說：「爸爸有一句話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告

訴你，我現在要對你說：爸爸我愛你，你是世界上最

好的父親。」這個老爸可能當時聽了有點錯愕，可是

他心裡該是有多麼溫暖呢！

表達自己的情感，有時是需要勇氣。如果你是屬

於那種「愛你在心、口難開」的人，願這個分享帶給

你一些勇氣，向周圍愛你的人、你所愛的人表達自己

的感情，對他說聲謝謝你了，甚至是我愛你，相信你

們的關係可以更美好。更不要忘記跟天父說，「我愛

祢！」（本文取自開路者《音樂廣場》頻道）

天父，我愛祢

音樂廣場

曉  玫



我有一台二手車，我很喜歡，也必須坦承它只是

台很普通的小車。只是，最近停在我家的小區，居然

被小偷在半夜砸了車窗，也不知道小偷究竟看上了什

麼，因為根本沒放什麼看來值錢的東西，結果是除了

事後讓我貼了錢去修車窗之外，小偷從我車裡偷走的

東西，只有一個舊保溫瓶和一包喉糖。真不知道他會

不會覺得太虧本了。

不過，對我來講，當然是無妄之災，平常這麼用

心愛護的小車，莫名變成了這樣，真是又氣又怕，難

免要向親友訴苦一番。可是我發現當中有一類人很有

意思，他們自己也有車，聽到我的事，不但沒有同情，

反而馬上幫我開檢討會，一口咬定我一定是在車裡放

（播出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b3bvKb-fWo）

了值錢的東西，要不就是停車位置不對，沒留意安全

等等。總之，小偷會偷一定是我有什麼做不對，好似

我故意引誘小偷偷車。

坦白說，我真不明白，他們不能理解我的難過也

就算了，為什麼不去指責犯罪的小偷，卻來指責受害

的我呢？後來看到一篇心理學的分析，說有的人就是

喜歡檢討受害者，因為這樣他才有安全感，只要越能

證明受害者有犯錯，而且是他不會犯的，他就越肯定

自己不可能受害了。約伯記六章 25節就有些諷刺地
問這種人說：「正直的言語力量何其大！但你們責備

是責備什麼呢？」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人？或

者，你也曾做過這樣的事呢？

大家好！開路者節目「愛說兩分鐘」向各位廣求題材囉！

您有記下神給您各樣感動的習慣嗎？神怎樣透過您或您的親友每天生活

發生的大小事，讓您看見祂的同在和引領？想不想也將這些和他人分享，成為

福音的見證呢？

現在，可以透過開路者的「愛說兩分鐘」，來完成這份心願了！

請將生活中遇到的事，您體會到神的教導、感動、引領或勸誡寫成敘述文字，

讓我們將它製作成影音，使更多人聽聞！ 

欄目：愛說兩分鐘（歡迎上 YouTube開路者視頻，實際了解更多節目內容）
字數： 請限定在 600-700字。
           文末務必提供真實中英文姓名、筆名（若發表時要使用筆名）、
           聯絡方式（Email、電話及住址）。
投稿： 請 email: kairos@kairos-usa.org或寄到開路者信箱：
           P.O. Box 569,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註明：投稿「愛說兩分鐘」。
稿約： 郵寄稿件者請自行保留一份文檔，開路者不另外退稿。開路者保留審編權利，所

有來稿都可能潤飾、修改，以符合節目播放。一經採用，並製作成影音作品，在 
「愛說兩分鐘」欄目播出時，必然註明原作者。開路者保有影音作品所有版權。

愛檢討受害者的人 
張  靜

徵稿啟事！！

愛說兩分鐘

2020年 12月   5
該圖片由 Robert Armstrong在 Pixabay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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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感恩慶典圓滿舉行

由於疫情的緣故，開路者 35週年感恩慶典改為線上舉行。對於開路者同工們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嘗試，
面臨很多的挑戰。在慶典籌備的過程中，開路者有幸邀請了多位牧者、弟兄姊妹，來到開路者拍攝錄製了過去

與開路者同工同行的點點滴滴，以及對開路者的勉勵。牧者弟兄姊妹們也藉此更了解開路者媒體事工的最新近

況，並探討了將來各教會和開路者在媒體事工上一同為主作工的可能性。感謝主，經過同工們不懈的努力，感

恩慶典於 10月 17日在線上圓滿舉行，超過一千人在線上觀看了開路者 35週年感恩慶典的直播。

顧問來訪，同慶生日

10月 23日，開路者顧問林惠芬
姊妹到開路者探訪同工們，帶來了美

味的午餐給同工們享用。林惠芬姊妹

在 35週年感恩慶典的籌備過程中也
參與了拍攝錄製，了解到開路者同工

們都在全力以赴地籌備線上慶典活

動。在感恩慶典結束後，她藉著生日

的契機來到開路者，與同工們一同慶

祝，同時也慰勞同工們的辛勤工作。

拓展觀眾群體，攝影棚升級改造

截至目前，開路者視頻 YouTube頻道訂閱用戶已經突破 2300人，視
頻的總播放量突破 32萬。開路者也開始在其他新的視頻平台，如西瓜視
頻、抖音等，拓展觀眾群體，將開路者製作的精良福音節目推廣給更多

的人。同時，開路者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拍攝 Studio的升級改造，目
前正在搭建超寬的綠幕拍攝背景，將來在這個可以容納多人的綠幕背景

前，多機位、多人互動節目的拍攝將成為可能。

事工近況

辦公室趣聞

不一樣的舒壓

知道開路者同工們在工作累了

的時候，是怎樣舒壓，好讓自己多

一點創作的動力嗎？

種些小花小草？放個小魚缸？

找個安靜的地方聽一陣音樂，看一

會兒書，或喝個熱茶吃個點心？還

是更厲害一點，聽我們自己製作的

靈修節目？

這些，我猜您都能想到，我們

也確實都有這麼做。不過，還是有

不走尋常路的時候。畢竟，這些舒

壓時刻也是為了事工上的創作，當

然也要有些創意發揮嘛！

我們還用過一樣東西來自娛，

就是：養毛蟲。

想像不到吧？但我們真的有養

過哦！而且不只是一隻兩隻，是一

次培養好幾隻，等到一批成蛹化蝶

後，再接著養子養孫，生生不息。

看著他們的成長變化，只要不

怕蟲，真的很舒壓，最後放飛時還

有些捨不得呢。

開路者，這裡確實不大一樣。



感恩與代禱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 5:16-18）
親愛的開路者之友，2020年即將過去，回顧這

一年，無論大環境如何變化，主的恩典仍然與我們同

在，更擴張我們的帳幕。請與我們一起獻上感恩，也

繼續為我們製作各類各樣節目主前代求。

1感謝神！今年 5月開路者的同工還居家上班
期間，已經開始在 YouTube「開路者頻道」
上（https://www.youtube.com/c/KairosCSI/

videos），推出了幾個不同系列的國粵雙語節目。其
中「聖經中的家庭」和「大人物小故事」節目，每集

約 6-7分鐘，不但適合個人觀賞，也適合作傳講信息
時的輔助內容，歡迎使用。

2感謝許多開路者之友，關心「開路者查經有聲 
書」的進度。這節目的特色是有兩位主持人，

由於目前的錄音室設置，無法讓兩位不戴口罩

的主持人保持安全距離，因此必須暫時停錄。祈求神

憐憫， 使疫情早日結束，可以繼續製作。已製作好
的國粵語「有聲查經節目」，除了可以在「開路者學

院」收聽到部分書卷，還可以從開路者發行的「伴我

同行隨身聽」收聽到更多的聖經書卷，歡迎和我們聯

絡索取。

3感謝林文旌長老夫婦（林彬和芷珊），今年參

與錄製「聖經好好聽」粵語視頻節目，義務擔

任主持人。這個節目是帶領弟兄姊妹，每天用

8-10分鐘的時間，一起查考聖經。每週一到週五在
YouTube「開路者頻道」播出。已播出的書卷有《俄
巴底亞書》、《提多書》和《猶大書》，目前正在播

出的是《詩篇》，歡迎觀賞。《雅歌》和《腓利門書》

已錄好，待剪輯，請代禱！ 

4感謝主，《撒母耳記下》17課查經教材已經
改編完成，加上之前完成的《撒母耳記上》19 
課，共完成了 36課。特別節目《神說人說》

的團隊合作很好，到 10月底已完成了 33個單元節目。
請為同工們的眼睛禱告，要閱讀和整理的內容太多，

眼睛非常疲勞。

5求主保守《愛說兩分鐘》系列節目，讓大家透

過短短兩分鐘，能看見原來生活的小故事裡就

有許多神的好道理。 

6求主帶領《禱告─平安系列》，盼望每次都

有聖靈的話語賜下，使每一則禱告都帶著安慰

的力量。

7感謝神，35年來透過每月的「開路者之友通
訊」代禱函，許多人以禱告與我們同工，使開

路者能藉著傳播媒體，傳揚福音，建造教會。

從本期開始，這份通訊將改為雙月、8頁篇幅出刊。
請為通訊的編輯製作代禱，求神使用它，成為連結開

路者之友的橋樑，也能接觸到更多福音朋友。

《伴我同行《伴我同行――隨身聽》隨身聽》
國語版、粵語版

隨身攜帶，不需WiFi

播放器裝置開路者 30多年精心製作的聖經查經節
目，含《聖經導讀》和《查經有聲書》系列，靈修單
元及讚美詩歌

免費贈
送，自

由奉獻

2020年 12月   7



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
Kairos Communication Service International
516 Monterey Pass R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Tel: 626-282-8470, Email: kairos@kairos-usa.org
www.kairos-usa.org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ALHAMBRA, CA
PERMIT No. 193

開路者微信公眾號

開路者 YouTube頻道

開路者臉書

開路者 PayPal奉獻

開路者網站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以賽亞書四十三 19）

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I am making a way in the desert and streams 

in the wasteland.” (Isaiah 43:19)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聖誕快樂，新年蒙福！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敬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