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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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多端傳揚福音
陳寶聲牧師（洛杉磯國語浸信會代理主任牧師）

網路功能無遠弗屆，祝願開路者能掌握這個「神
的特殊時機」，按照現今教會的發展、牧養、造就及
差傳等需要，不斷製作創新各樣多媒體查經視聽和靈

• 29 節：傳揚福音的動力─盡心竭力
今天要看的焦點，是 28-29 節保羅傳揚福音的目標
和動力。

修教材，成為多媒體查考聖經視聽及文字教材的供應
站。祝福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的事奉更上一層樓，更
蒙神的賜福和使用。

歌羅西書 1 章 28-29 節

傳揚福音的目標─將人完全地帶到主前
（28 節）
1. 使人在基督裡長大成熟
保羅傳揚福音的最終目標，是要「使人在基督裡

《聖經當代譯本修訂版》說：「我們傳揚基督，

長大成熟，好把他們帶到上帝面前」。《和合本》的

用各樣的智慧勸誡、教導眾人，使他們在基督裡長大

翻譯是：「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成熟，好把他們帶到上帝面前。為此，我按著祂在我

《中文標準譯本》是：「好讓我們使所有的人在基督

身上運行的大能盡心竭力，不辭勞苦。」

裡成熟，能夠獻給神」。

《中文標準譯本》說：「我們傳揚基督，用一切

像農夫耕種農田，鬆土後播種，按時澆水除草和

的智慧勸誡所有人，教導所有人，好讓我們使所有的

施肥，最終希望播下的種子能發芽生長，開花結果，

人在基督裡成熟，能夠獻給神。我也為此勞苦，藉著

有好的收成；像父母撫養子女，看著吃奶的嬰孩一天

祂在我裡面的大能作為而爭戰。」

天長大，讀書受教育，成家立業。傳揚福音，帶領人
信主，也是如此。「完完全全」就是長大成熟的意思。

歌羅西書 1:25-29 裡，提到保羅傳揚福音的心態：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2:19-20 說：「我們的盼

• 25 節：傳揚福音的態度─照著神所賜的職份

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甚麼呢？豈不是我們主耶

• 26-27 節：傳揚福音的責任─顯明歷世歷代的

穌來的時候、你們在祂面前站立得住嗎？因為你們就

奧秘
• 28 節：傳揚福音的目標─將人完全地帶到主前

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得見辛勞耕種的農田
有豐收，讓農夫多麼喜悅快樂；得見兒女長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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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父母多麼欣慰。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最後的祝

不辭勞苦，不惜代價地付出。我們必須竭盡己力地傳

福，是一個心願：「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

揚福音。「勞苦」的英文可以翻譯為 agony，痛苦呻吟

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

的意思。努力工作使人甚至筋疲力竭。保羅在帖撒羅

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帖前 5:23）

尼迦前書 2:9 說：「弟兄們，你們記念我們的辛苦勞
碌，晝夜做工，傳神的福音給你們，免得叫你們一人

2. 勸誡教導，帶人到主前

受累。」保羅既像母親的服事─存心溫柔，如同母

傳揚福音「使人在基督裡長大成熟，好把他們帶

親乳養自己的孩子；又像父親的服事─勸勉你們，

到上帝面前」，是要透過勸誡和教導。我們所傳的福

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

音是神的話語，是聖經。提摩太後書 3:16-17：「聖經

樣。

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

佈道家慕迪有一天睡覺前禱告說：「神啊，我今

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

天累死了，阿們。」保羅傳福音的動力是來自神在他

的善事。」傳揚福音必須誠實地勸誡人，教訓，督責，

身上所運行的大能。歌羅西書 1:29《聖經新譯本》是：

使人歸正。我們傳揚的是基督耶穌的福音。偉大的佈

「……按著祂用大能在我心中運行的動力，竭力奮

道家 George Whiteﬁeld 曾說："Other men may preach the

鬥。」保羅說，是神用大能在他心中運行的動力，讓

gospel better than I, but no man can preach a better gospel.”

他可以為福音竭力奮鬥。

（或許有人比我更會傳福音，但沒有人能傳比福音更

全力傳揚福音

好的內容。）我們傳的是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是平
安的福音，是賜予人生命、改變生命的福音，沒有人
能傳比基督福音更好的內容。

保羅傳揚福音的目標和全力以赴的態度，值得我

在 28 節裡講到「勸誡各人，教導各人，為了要

們效法學習。在這日新月異的時代，主賜我們各樣的

使各人在基督裡得到完全」，三次提到「各人」，是

智慧、傳福音的科技與方法，可以不斷地創新。然而，

指每一個人。至聖先師孔子的教育理念主張「有教無

古老基督的福音永不改變，傳福音的熱情和心志更要

類」，他認為施教的對象不應該有貧富貴賤的分別，

歷久彌新。

只要有心向學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因此，他門下弟

多年前，非洲有位女士信了耶穌，心中充滿感恩。

子有三千人之多，其中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首開平民

她願意為主做些事情，但因年過七十、眼瞎，沒受過

教育先河。

甚麼教育，沒甚麼文化，就拿著一本法文聖經到宣教

在傳揚基督福音上，保羅提倡的是「有救無類」，

士那裡，請宣教士用紅筆在約翰福音 3:16 下面劃線。

所有人都需要神的拯救，神的救恩是人人都需要的，

宣教士覺得十分好奇，就跟著這位初信主姊妹，看看

不論貧富、貴賤、教育水平、文化高低、不同民族、

她要做甚麼。這位姊妹到家附近一間小男生的學校門

不同地域、不同國家，神給人都可以有接受救恩的機

口，坐著等學生放學。學生下課，走過她身邊時，她

會和權利。傳揚基督的福音要本著「有救無類」，因

就問一、兩位小男生會不會法文？會的話，就請他們

為「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唸有紅筆劃線的經文，唸完後，問他們明不明白剛才

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

所唸的是甚麼意思。然後，就將耶穌的福音告訴他們，
與他們分享。

傳揚福音的動力──盡心竭力（29 節）

那位宣教士分享，因著這位七十多歲瞎眼、沒教
育文化的女士所做的，多年後，有 24 位小男生成為牧

歌羅西書 1:29：「為此，我按著祂在我身上運行
的大能盡心竭力，不辭勞苦。」
保羅說到，傳揚福音必須勞苦，殷勤地作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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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這位姊妹用的不是現代化的高科技，是一顆忠心
願意的心，主就給她智慧，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本
文為作者在開路者 36 週年感恩餐會的粵語場信息。）

主恩說不盡，
感恩餐會實體登場
10 月 2 日、3 日，是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歡
慶 36 週年的日子，兩天裡共迎來了近 200 位關心
開路者的牧長、義工和嘉賓。這是自去年新冠疫
情以來，首次舉行的實體感恩募款餐會，分別用
國語和粵語，在開路者會址舉行。
餐會雖有場地和人數限制，大家也需要戴口
罩參加，但能聚集交流，聆聽一年多來開路者的

真光長老會國語敬拜團（國語場）和聖蓋博

成長，格外令人興奮。幾位第一次來到開路者的

第一衛理公會敬拜團（粵語場），首先將會眾帶

嘉賓，開心地參觀攝影棚並留影，體會作網紅主

到神面前敬拜，看見教會與機構配搭的美善！

播的感覺。
餐會能圓滿完成，誠如開路者榮譽主席趙蔚
然牧師所說：「按神的時間，做神的事。」除了
感謝大家的參與、同工及董事們盡心地準備，最
重要的是，榮耀歸於神！

2021 年 12 月 3

國語場由國際神學研究院榮譽院長唐崇懷牧
師分享（信息內容刊登於 10 月的通訊）；粵語場

林黃之慧長老在粵語場中，特別作了粵語視
頻節目巡禮。

由洛杉磯國語浸信會代理主任牧師陳寶聲牧師分
享（本期通訊首頁）。

餐會由開路者董事會主席陳筱芬醫師致歡迎
詞，和最後的感恩與呼召。感謝王惟中牧師、周
子森牧師為餐會開場禱告，趙蔚然牧師、黎彼得
牧師、陳榮超牧師的祝福禱告，和陳以諾牧師的
謝飯禱告。

開路者同工製作了 10 分鐘的事工介紹短片，
讓大家快速掌握這一年的成果。蘇揀選牧師更熱
切地將開路者期待展開的新局面：成為培育基督
徒媒體人士的平台，呈現在來賓面前，也請大家
為此挑戰代禱。

觀看感恩餐會國語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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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感恩餐會粵語場

• 成為多媒體查考聖經視聽及文字教材的供應站
• 建立普世教會及基督徒傳揚福音真理的
延伸膀臂和牧養的靈糧倉房

用現代傳媒，向普世華人宣揚耶穌基督恩惠的福音。

「視、聽、讀」三合一的「靈糧倉房」

視

聽

讀

開路者視頻 YouTube 頻道

「伴我同行隨身聽」播放器

《聖經中的家庭》書籍

有新聞、訪談、身心靈健康、講
道、靈修、查經、神學等節目，
超過 1600 個福音視頻，涵蓋 28 檔
國語、15 檔粵語、2 欄英語欄目。

不需網路，隨時收聽聖經講解。
內有聖經書卷導讀和《查經有聲
書》系列，靈修單元及讚美詩歌
等等。定期更新 SD 芯片。

集視頻、經文閱讀、思考問題、
團 隊 互 動 為 一 體， 可 以 作 為 個
人靈修、小組團契聚會討論的材
料。

開路者學院 E-learning
歡迎掃描二維碼

提供新舊約聖經課程、查經有聲系列以及
查經錄像書。隨時可以使用學習。

開路者網站

開路者 YouTube 頻道

開路者臉書

開路者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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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開路者同工
編輯室

「哇！這張會議桌和椅子都還

固定幫開路者做郵寄、摺紙、打字、

Jeff 提到，看「聖經導讀」以及

在。」開路者長期義工饒長老夫婦

包裝 CD 等行政工作。每年開路者感

團契用《小先知書導讀》，讓他們受

Jeff 和 Teresa 來訪，Teresa 看到當年

恩餐會，他們動員教會團契 10 幾位

益匪淺；Teresa 說，與開路者一起同

的工作桌時不禁有點激動。

弟兄姊妹一起投入，從佈置、招待、

工服事很喜樂。「為神的工作付出，

當年他們以馬忤斯路德會每週

甚至準備飯食，像家裡辦喜事般地

得到的比付出更多，」他們語重心

到老人院探望服事，有天聚會，突然

張羅，期待 200 多位與會者能賓主

長地表示。2015 年開路者搬遷後，

傳來一個甜美的聲音，原來是開路者

盡歡。

Teresa 因體力、路遠，就漸漸交接棒

趙蔚然牧師曾把兩箱開路者《交

給新一批義工。此次難得回來，看到

流》雜誌交 Teresa，請她整理、輸入

幾位年輕的新同工，他們為開路者的

饒長老夫婦除了工作，並在教會

資料。那段時間她天天進來，終於

傳承和使用現代媒體傳播福音感恩，

帶查經、參加詩班、團契，十分忙碌。

把開路者的歷史紀錄有系統的歸檔。

也鼓勵更多人能參與義工的行列。

然開路者有需要，他們就來幫忙。

若非她的職場經驗，熟悉不同電腦

（註：請參《開路者》通訊末頁所

2005 年 Teresa 從職場半退休後，更

的操作，這個大工程可能無法完成。

列義工的需要。）

古姊妹到老人院探望母親。從此，他
們夫婦與開路者有了深厚關係。

消息報導

• 新版開路者學院網站即將完成更新
開路者學院網站 www.kairos-elearn.org 正在作節

• 研經培靈會會場擺設展示攤位

目的更新，並將增加《信仰與實踐》視聽講座新欄目，

10 月 22-24 日，大

以回應第一線服事的牧者和傳道人需要。還高興地通

洛杉磯華人教會同工聯

知您，一個嶄新的《新約聖經注釋》欄目也會呈獻給

會在洛杉磯國語浸信

大家，方便查找聖經注釋。在此感謝 Enduring Word

會，舉辦南加州華人教

免費提供我們版權使用。我們正在更新程式，請為此

會聯合研經培靈會。開

代禱，爭取年底前，能在新版的開路者學院網站開放

路者在會場擺設攤位，

使用。

向眾教會介紹開路者產
品，三天晚上同工們輪流駐守會場。

• 開路者最新製作《大先知書三合一查經系列》
集《以賽亞書》、《以西結書》、《耶利米書》、

• 第一本視頻書《聖經中的家庭》來了！

《耶利米哀歌》、《但以理書》五卷大先知書的有聲

好消息！視頻書《聖經中的家庭》

書、e 文字教材、錄像書，以及舊約專家邵晨光博士

已抵達開路者辦公室。本書集視頻、

《大先知書概論指導講座》於一身。方便攜帶，是查

文字、圖片、經文金句、思考問題、

經的好幫手。如有需要，請與我們聯繫。

團隊互動為一體，適合個人、團契、
家庭禮拜使用。免費贈送，自由奉獻。
如 欲 索 取， 請 電 郵 kairos@kairos-usa.
org 或電洽 626-282-8470 開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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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1

Cindy 姊妹經過認真努力的
學習，順利通過考試，並拿
到了開路者學院《那鴻書》

3

第 二 輯 的 13 集 粵 語「 說 文

經節目。由林文旌長老夫婦擔任主

解字」正在籌備中，請為撰

持人，正在剪輯中，將於明年一月

稿和主持人謝君文姊妹代

開始播出。

國粵雙語的查經靈修節目

6

「聖經中的家庭」系列，共

幫助我們不斷地更新，期望每個節

56 集，十月底已在 YouTube

目都能「榮神益人」。請繼續為我

的喜愛。這套教材不僅適合自學，

「開路者視頻」播完。十一月開

們所需要的智慧、人力和物力代禱。

也方便傳道人在小組查經或培訓班

始，將製作和播放新的、國粵雙語

的訓練中，作為輔助教材來應用。

的「祂是誰？」系列。內容主要根

和《彌迦書》兩門單科結業嘉許證

禱。粵語事工希望增添一個詩歌欣

書。在此祝賀她，並為她繼續學習

賞節目，在構思中。另外，請為羅

神的話語，跟隨基督禱告！

馬書查經節目的後期製作代禱。

2

開路者三合一查經教材《保
羅書信》系列受到不少聖經
學校和傳道人培訓班學員們

4

據耶穌基督在世上的事蹟，結合查
經和靈修。每集不超過十分鐘，用
於佈道或造就，兩相宜。

5

感謝神帶領我們在 YouTube
「開路者視頻」，每天播出
新的節目。謝謝不少「開路

者之友」收看後，提供寶貴意見，

7

感謝一位多年支持開路者事
工的開路者之友，認獻訂購
了「開路者」製作的所有國

語查經有聲書、查經錄像書、伴我
同行隨身聽等，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感謝您為開路者的「查經視

願神繼續使用開路者多年來製作的

頻節目」代禱！目前已新拍

各種福音產品。

攝了《撒迦利亞書》粵語查

反饋和迴響

一

我

來都要靈修。當教會牧者把

得生動，圖片也配得好！讓人耳目一新，又學習到聖

開路者製作的「伴我同行隨

經人物背後的故事。感謝開路者同工們的辛勤努力！

身聽」送他們時，他們感動

（Cindy，美國 • 聖路易斯）

對百歲老夫妻思想清楚，
靈性美好，每天一早起

把「聖經中的家庭」系列節目推薦給教會一個讀
經群，他們非常喜歡！大家說開路者的稿子寫

得 熱 淚 盈 眶， 連 聲 說：「 感
謝主！謝謝開路者！」

靈修、默想、贈禮的首選──

「伴我同行隨身聽」

從歲首到年終，感謝您在愛中支持開路者
祝

聖誕歡樂

新年蒙福！

含《聖經導讀》系列、《查經有聲書》系列、
靈修選輯和讚美詩歌輯。
分粵語版和國語版。
每台成本 50 元。歡迎致電或
來函索取。
2021 年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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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感謝您支持開路者多媒體福音事工

奉獻者資料 （請用中／英文正楷填寫）
姓名（中）：

（英）

（先生／小姐／女士／教會／機構）
開路者 YouTube 頻道

電

郵：

聯絡電話：

（手機）

（住宅）

（辦公室）

通訊地址：

奉獻方式
郵寄支票 Payable to: Kairos Communication Service Int'l

開路者微信公眾號

郵寄地址： 516 Monterey Pass Roa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銀行 Zelle 轉帳奉獻 : kcsi@kairos-usa.org （請在 Memo 註明聯繫方式）
信用卡或 PayPal 奉獻：
• 請掃描右側 PayPal 奉獻二維碼 支持我們
• 或至 www.kairos-usa.org 選擇 「奉獻支持」，點擊「PayPal 奉獻」，
即可使用信用卡奉獻支持我們

開路者臉書

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為非營利福音機構，所有在美國國內的奉獻均可收到免稅證明
電話 : 626-282-8470 電子郵件 : kairos@kairos-usa.org 網址 : kairos-usa.org

我要索取聖經播放器─伴我同行隨身聽
國語 （聖經 66 卷書 / 靈修小品 / 詩歌）

台

粵語 （聖經 31 卷書 / 靈修小品 / 詩歌）

台

開路者積極攝製多元多樣視頻，期待能將人引到神面前。誠摯邀請您成為義工，參與下列服事：1. 寫作、採訪、
編輯；2. 翻譯；3. 網頁設計與維護；4. 多媒體及社交網路推廣。請聯繫：kairos@kairos-usa.org。謝謝！

開路者網站

訂閱、點讚，
轉發即是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