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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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神蹟
蘇揀選牧師

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

迦拿婚宴、水變為酒」（約2:1-11），
人盡皆知；但祂所行的「第二件神

蹟─醫治大臣的兒子」（約 4:46-
54），卻鮮少人重視。實際上，這
兩件神蹟發生在同一個地方─加

利利的迦拿，時間相隔不久。聖經

的記載，有著深刻的用意。

婚宴，多麼令人愉快，但沒有

酒，誰能解決？第一件神蹟，喻表

耶穌對婚姻的重視。變水為酒，改

變了我們生命的密度，將如同水那

樣平淡無味的人生，變為香醇美味

的人生。

大臣，權勢令人羨慕，但兒子

得病，誰能醫治？第二件神蹟，喻

表耶穌對家庭的重視。醫治大臣生

病的兒子，改變了我們生命的長

度，將瀕臨死亡、絕望無助的人生，

變成充滿盼望、得著永恆的人生。

父親節臨近之時，讓我們透過

耶穌所行的第二件神蹟─醫治大

臣的兒子，思想一位父親對耶穌的

信心所產生的莫大功效。

一、愛子情深（約 4:46-47）

1. 身份：大臣

大臣，原文是 Basilikos，這不
是個小官，而是加利利分封的王

──希律安提帕，朝廷中位高權重

的官員。

2. 角色：父親

他也是一位愛子情深的父親。

在耶穌所行的 26件醫治神蹟中，
只有 4件是醫治孩子的神蹟。
當中以父親的角色為兒女代求

的，除了大臣之外，只有管會堂的

睚魯（參太 9:18-26）。
3. 代價：親見耶穌

「愛」是需要付出代價的。父

親的慈心，促使這位大臣放下身

段，親自來求耶穌，而不是差派僕

人來找耶穌。讓位高權重的大臣去

求人並不簡單，何況在人看來，耶

穌只是一個 30出頭的木匠，充其量
不過前些天行過一次神蹟。從迦百

農到迦拿，距離16哩（20多公里），
步行需要 1-2天。我們可以感受到，
一位父親對孩子深切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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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醫心切（約 4:48-49）

1. 慕名求醫：願意嘗試

人不管有多高的社會地位、多

少財富，總會遇到無法解決、束手

無策的事。疾病面前，人人平等。

疾病讓我們看見人的軟弱、無奈和

無助。為人父母者特別能體會看著

自己孩子經歷病痛折磨時的內心煎

熬，對孩子得到醫治、祛除病痛的

渴望比誰都更加強烈。當想盡辦法

仍然無法使孩子恢復健康時，更深

刻體會到人的有限和渺小。這位大

臣有個難能可貴的地方，就是他願

意嘗試。

2. 心理預期：時間方式

約翰福音 4:49，那大臣說：「先
生，求你趁著我的孩子還沒有死就

下去。」

大臣慕名來為兒子求醫治。求

耶穌醫治是信心的體現，因為相信

耶穌能醫治，有醫治的能力。但是，

當時他的信心還是有限的，他給耶

穌劃定了時間和方式。

時間：要及時。「趁著孩子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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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死」，言下之意：人若死了就來

不及了。方式：要親臨現場。必須

到孩子的身邊，他兒子才能得醫

治。

正因如此，主耶穌對大臣，也

是對旁邊的眾人說：「若不看見神

蹟奇事，你們就是不信。」這話是

責備，更是提醒。誠如以賽亞書

55:8-9，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
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

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

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

過你們的意念。

三、未見而信（約 4:50）

1. 不可思議

約翰福音4:50a，耶穌對大臣說：
「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在人

看來，耶穌什麼也沒做，連禱告也

沒有，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一句：「回

去吧⋯⋯」。

如果我們身處當時的場景，會

怎麼反應呢？感到疑惑，覺得不可

思議；覺得失望，是不是糊弄我？

或者忐忑不安，再三懇切邀請：「可

不可以還是勞駕先生親自到舍下一

趟！馬車已經準備好了，現在就接

您一起下去。禮金加倍！」

2. 憑信回去

約翰福音 4:50b，那人信耶穌
所說的話就回去了。這個行動不簡

單！這是信心的回應。希伯來書

11:6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
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

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

人。」

什麼是信？大臣給我們作了榜

樣，就是信神所說的話。耶穌正是

要藉著大臣的這個經歷，讓他明白

什麼是真信心，就是「不憑眼見」

的信心。正如希伯來書 11:1所言：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

事的確據。」人普遍的心理，是「見

而信」，神的法則，卻是「信而見」。

四、醫治應驗（約 4:51-53a）

（大臣）正下去的時候，他的

僕人迎見他，說他的兒子活了。他

就問甚麼時候見好的。他們說：「昨

日未時熱就退了。」他便知道這正

是耶穌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

候。

如果這孩子在是大臣遇見耶穌

之前就好了，說不定是以前的治療

或者藥物起了作用。但是僕人明確

地說出準確的時間：「昨日未時熱

就退了」，大臣就知道這正是耶穌

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候。耶

穌的醫治是權柄的醫治，因為這是：

1. 立即生效的醫治

病人用藥，發揮藥效最快總要

幾分鐘吧，但主耶穌說「活了」，

大臣兒子立時得著平安。

2. 超越時空的醫治

大臣的兒子在迦百農，而耶穌

在迦拿，兩地相隔約 16哩。但耶
穌的一句話，遠在迦百農的大臣

之子熱病立時退去。因為神的能力

不受空間的限制。在耶穌所行的神

蹟中，這是三件隔地治療的神蹟之

一，其餘兩件是百夫長的僕人和迦

南婦人的女兒得醫。

五、全家皈主（約 4:53b-54）

約翰福音 4:53b，他自己和全家
就都信了。

1. 大臣自己信了耶穌

大臣未「看見」兒子被醫治時，

就相信（約 4:50），但這只是初步

的信，半信半疑；直到僕人告訴他

「兒子活了」，他印證得醫治的時

間，確信是耶穌醫治了他兒子，才

堅定不移地相信了。

神蹟，原文的意思是「記號」，

是神說話、作事留下來的記號，顯

出神的榮耀、帶下神的恩典，證明

神恩惠的福音。就像「指路牌」，

指示人到上帝的兒子耶穌那裡去。

所以，神蹟的目的，是要叫人信耶

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人

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2. 大臣全家信了耶穌

這是新約中第一個信主的家

庭。全家人為什麼會信主？經文中

沒有寫，但顯而易見，大臣一定

跟他的妻子、孩子、父母、親人講

述親身經歷的見證。經歷神恩典的

人，必然會是傳福音、作見證的人。

新約聖經多次提到「全家」信

了耶穌的事情，因為「全家得救」

是上帝救恩計畫中寶貴的應許。並

且，聖經中提到「全家信主」的記

載都與弟兄有關！例如：哥尼流（徒

10:2）、禁卒（徒 16:34）、基利司
布（徒 18:8），可見「父親」角色
在家庭救恩中的重要性。

結語：

羅馬書 1:17：「因為神的義正
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

信，以致於信。」

這位大臣的信仰經歷，是漸進

式的經歷，從慕名而來、嘗試一下，

到半信半疑，再到堅定相信，乃至

全家信主。在他身上，也讓我們看

到一個愛孩子、愛家庭、有信心、

傳福音的好父親，一個值得我們學

習效法的榜樣。



今年年初，得到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同工的鼓

勵，我分享了一個有關「作門徒和福音」的節目。

在開路者平台稱為「門徒觀輕談」，一共有 10講。
目的乃是希望給信徒聽眾在信仰上一個不同角度的解

讀，在教會事工上一個新的觀點。詳情在此就不多講

了。（請掃描二維碼觀看）不過，我

想在這裡擴充「門徒觀輕談」節目其

中一小段，關於教牧事工上牧者們所

面對的挑戰和困難。我用「心 /場─
平衡」來形容這個狀況。

「心 /場」是描述牧者所面對的三個現實情況。
一、如何處理他 /她的心腸情緒；二、如何適應他 /
她所事奉的牧養工場；三、怎樣平衡這情況。

近年來， 社會給老百姓帶來多種損害身心的因
素。焦慮和懼怕情緒特別明顯，容易思緒混亂，想入

非非，心浮氣躁。如果周邊的群眾如此，牧者群也難

倖免。只是其他群眾或者可以逃避，牧者卻需要面

對，而他 /她所面對的會更加尖
銳。跟進這想法，讓我指出這

些挑戰所在的一些因素（註）。

一、教會模式的何去何從

目前談到教會模式都是偏向管理學。大約可以歸

納為四類：企業、會所、社會服務、學校研究院。在

一個尋求迅速果效，快速集成的氣候下，上述的管理

理念帶來一定的吸引力。不少辦教會理念來自高校管

理學的課程，然後添點基督教氣味，以為就可以用在

教會和機構層面。不過代價也不低，多數牧者們對於

這類的管理環境感到陌生。比較在神學院時期信心信

仰的單純學習，突然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本末倒置的深

坑裡，迎來了何去何從的無奈感。

二、神學路線的迷糊

牧養議題─教牧的「心 /場─平衡」篇 
陳榮超牧師 /博士

門徒觀輕談

2021年 6月   3

（美國宣道會榮休牧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兼任牧養研究課教授）

門徒觀輕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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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需要清晰的神學思考，來支配正確的思想。

進入工場後，卻發現好像處於神學觀點的萬花筒，也

好像鬧市中的雜音，一團錯亂聲音，令人煩惱。不同

時代出現不同的神學音調：有人喜歡鬧鐘式破口大罵

信息；也有敲警鐘喚醒人的內疚感；建制教會希望維

持和諧的聲音，希望達到順得哥情又得嫂意；近年來

靈修神學主導的題目特別多，默觀安靜，進入超然狀

態，也有走火入魔的個案。在這些聲音的十字路口，

牧者難以選擇聽什麼講什麼。

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牧師的情緒和牧養需求而

來的壓力。心腸和工場往往容易失去平衡。這些問題

在牧者群真是要好好的面對和處理。不過我想鄭重宣

告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在牧養事奉上是沒有成功或失

敗的地方，人數多少絕對不可以構成一張成績表。正

如帶孩子，沒有所謂成功或者失敗的父母。不是每個

孩子都能取得博士、音樂天才、籃球霸主，因為我們

是接觸生命，不是數據。

 結束的時候，讓我分享以生命為本的牧養素質。
除了教會信徒人數數據外，我們還需要留意另外三種

牧養的素質：（1）會眾的智商。聖經的基本知識和
個人神學獨立思考的能力是成長的培植肥料；（2）
會眾的情商。建立信徒與信徒間的人際關係，這是肢

體的健康存在空間，必然需要滋潤和培育的；（3）
會眾事奉的參與熱量。一直以來，會眾事奉參與都是

偏低，而且事奉者的年齡偏高。這高低都導致事奉效

率下滑的狀況。但是，當我們在智商、情商和參與熱

量都把好關時，教會的活力會再次冉冉升起，牧者們

也能慢慢地把心與場平衡起來。

註： 一共是四個因素。其他兩個是：牧師形象的扭曲、
身體和靈魂的失調。篇幅緣故，在這裡，我選教

會模式和神學路線來分享。

‧疫情阻斷了我們去中國大陸的行程，但雲端熱

線仍使我們在主裡相連。最近聽到的好消息是，疫情

之後，那裡的教會都已重新開放，神學院 /聖經學校
等也相繼恢復正常上課，同時也面臨不少疫情後的挑

戰。

一位在城市教會服事的傳道人分享說：「後疫情

時代，對教會的生存和聚會的方式帶來蠻大的挑戰。

教會已恢復聚會，但一些信徒仍喜歡在網上崇拜，聚

會的人數有明顯下降⋯⋯。」其實，在美國的教會也

面臨類似的狀況：因著疫情，太久滯留在家中，使一

些基督徒的信仰變得冷淡，懶得去教會，更失去起初

宣教的激情。願主重新喚起我們昏睡的靈魂，幫助我

中國事工消息

們回轉，重新燃起信心的火焰和傳福音的熱情。

‧五月新事：開路者將「伴我同行隨身聽」這一

小小福音禮物，送給我們曾涉足訪問過的教會、神學

院和培訓中心，藉此將主的愛心和肢體的關懷帶給我

們常思念的弟兄姊妹。

不少主內朋友們在收到送去的「伴我同行隨身

聽」之後，紛紛來信致謝。摘錄分享：「收到開路者

的禮物，非常感謝你們的關愛和幫助。禮物已發給教

會同工團隊及培訓班的老師。」「禮物收到，能隨身

聽，真好！謝謝你們惦記著我們。」「非常感謝你們

的禮物！這對我的教學帶來幫助。」

微笑支持開路者

很多人有上亞馬遜 Amazon購物的經驗，現在不只購物消費，亞馬遜每季也會將您購物總額的
0.5%奉獻給個人選定的慈惠團體。弟兄姊妹可透過 Amazon Smile，在購物時也間接支持開路者。
購物前，請先進入 https://smile.amazon.com/ch/95-4002723，然後開始選購，所有購物程序都一樣。
Amazon Smile Foundation會根據您的購物金額，從他們的利潤中按比例捐給開路者。購物所產生的
捐款，不是您直接的捐款，您沒有額外支付任何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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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路者粵語事工最近開始製作以下三個全新節目，不久即將在 YouTube等平台跟大家見面，敬請留意。

粵語事工

粵語「伴我同行隨身聽」，歡迎索取更新版！

粵語「伴我同行隨身聽」更新版裝置的查經節目，由原來的 21卷書增
加到 31卷書，歡迎曾索取粵語「伴我同行隨身聽」的朋友，前來索取更新版
的 SD卡，聆聽更多聖經書卷。國語「伴我同行隨身聽」更新版有聖經 66卷
書的查經節目。這台機器是靈修、默想或贈禮的首選。

若您想獲得或要贈送長輩「伴我同行隨身聽」，無論國語版或粵語版，

都歡迎來函或致電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

「說文解字」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以漢文化為主體。中國（漢）字為

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統之一，傳說起源於倉頡造字，根據日月形

狀、鳥獸足印等而成。從甲骨文到小篆，經歷了從鉅細靡遺描繪意象的

方式，往簡化成容易記錄刻畫的方向變遷。至於中國文化，歷代聖賢流

傳的處世為人之道，有很高的價值。拿這些道理跟聖經的道理比較，我

們會發現兩者有許多十分相似的地方。

開路者粵語事工開始製作名為「說文解字」的新節目，由謝君文主

持，在拆解漢字的同時，讓我們一起思考其背後的屬靈意義。

「漫步人生路」

「諱疾忌醫」是中國人一個普遍的現象，對「家醜不外傳」這個概

念我們也很理解，為此，開路者粵語事工為大家製作一個有關心理和家

庭輔導的全新節目「漫步人生路」。節目裡，我們會邀請加州執業婚姻

與家庭治療師，和持牌臨床心理學家作為嘉賓，向大家講解和分析有關

心理輔導與家庭輔導的問題，熱門話題包括：如何處理學生霸凌，教導

兒女理財之道，如何以朋友身份輔導朋友，輔導是否靈丹妙藥等，也會

根據一些病學名稱和心理專題，分析並提供心理治療建議。

「漫步人生路」由芷珊主持，希望儘快會跟大家見面。

「頌主之聲」

一個全新製作、由陳添主持的「頌主之聲」，將很快跟大家見面。

頌讚主恩的敬拜歌聲，是主日崇拜和聚會不可缺少的環節，詩歌的每一

段旋律和每一句歌詞，皆代表主的福音。開路者雲集近代聖樂事工的三

位女翹楚：甄燕鳴、黎雅詩與古丹青，從神量給各僕人的恩賜，以粵語

詩歌，為主發熱發光。每一集皆以一首詩歌、一次誕生、一些故事宣揚

主基督愛的信息，將主的聲音從網絡視頻傳遍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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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辦公室剪影

1感謝主！ 2月到 4月開路者
視頻的粵語「聖經好好聽」

節目，和大家一起查考了舊

約聖經的《雅歌》，得到很好的迴

響。尤其兩位義務擔任主持人的林

彬和芷珊是同心事奉主的夫婦，由

他們來分享這卷「詩情畫意」的聖

經書卷，顯得格外生動和感人。有

弟兄姊妹還拿去用作小組查經的材

料。 

2粵語「聖經好好聽」視頻節

目，4月底已接著查考舊約
聖經的《約拿書》，之後接

著查考新約聖經的《雅各書》。另

外一卷小先知書《瑪拉基書》，已

於 4月裡，在開路者的攝影棚拍攝

完成，正在剪輯階段。會聽粵語的

弟兄姊妹，請千萬不要錯過為您精

心製作的查經視頻節目。在此也謝

謝收看這節目的「開路者之友」給

我們的鼓勵，請繼續為我們代禱。

3感謝您的代禱！更新版的粵

語「伴我同行隨身聽」已在

3月發行了。其中的查經節
目內容，已由原來的 21卷聖經書
卷增加到 31卷，並有一千多集的
「生命旋律」靈修節目，也有新增

加的「禱告：平安系列」，還有好

聽的讚美詩歌集。若有需要，歡迎

與我們聯繫！

4開路者學院 e-learning網上
查經課程的《列王紀上》（19
課）已經完成。這卷書介紹

所羅門王朝從全盛到衰敗，以及他

死後分裂成南北兩國的歷史，並用

很大的篇幅介紹先知以利亞的生平

和所行的神蹟。「溫故而知新」，

對今天的世界和信徒是很重要的提

醒。也請為接下來兩卷書《列王紀

下》和《路得記》的完成禱告。

5感謝主，開路者視頻「愛說

兩分鐘」節目自今年開始徵

稿以來，已蒙好些觀眾惠賜

稿件，求主幫助開路者能在審稿和

製作上有智慧與能力，使用這些寶

貴的投稿為福音帶來美好果效。

‧雖然疫情肆虐，弟兄姊妹

彼此相愛的心卻未冷淡。四月初是

開路者一位資深同工的生日，同工

們在那天預備了生日蛋糕，一起慶

賀。疫情雖然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要求保持社交距離，但大家彼此相

愛的心卻更近了。

‧開路者同工們不只忙著寫

作、製作、播放、送出各種節目視

頻和產品，努力傳揚福音。當接到

需要禱告、安慰的消息時，也會在

辦公室禱告時間為需要者代禱，深

願和開路者之友建立更多的屬靈夥

伴關係。

‧開路者每週二、週五播出的

〈快看新聞〉，在新聞最後增加了

「有獎問答」，觀眾只要回答一個

簡單問題，並將答案留言給我們，

開路者將從留言中抽出一位幸運的

朋友。得獎朋友若住在美國，將獲

得開路者國語版「伴我同行」福音

隨身聽一台；若在其他地區，我們

也會贈送驚喜的獎品。

實習心聲

我叫海萍，是國際神學院神學

碩士科在讀的學生。感謝主賜給我

在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實習的機

會。

在開路者的服事，忙碌且充

實。謝謝同工們給予我的耐心指導

和悉心關照，陪伴我度過了最初的

「菜鳥」階段。讓我僅僅過了幾個

月的時間，就從新人變成一位「老

同工」了，這種感覺是幸福的。

半年多的事奉，我親眼見證了

開路者的各位董事、同工和義工是

如何兢兢業業地事奉主，如何不計

勞苦、全身心地投入到傳福音的事

工。還有很多支持開路者的弟兄姊

妹，雖然在疫情期間，他們的經濟

或多或少都受到些影響，但是仍然

全力支持開路者的事工，不僅繼續

奉獻、代禱，也時時看望、鼓勵我

們。雖然服事主的日子一定充滿挑

戰和艱難，但是主的恩典夠用，弟

兄姊妹的關愛夠多！我深信以馬內

利的主會繼續指引開路者，並且賜

福恩待祂自己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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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牧：上午聽完《門徒觀輕談》第八講：跟隨主，

短短 15分鐘，把馬可福音作了上下部分的剖 
析，從地圖到結束，跟隨的概念、資訊、方向、志向

幾方面解讀，很深入的研究。我以為自己已開始認真

地在跟隨主，聽完您的講座，發現原來我仍未感受到

步入死亡的道路，仍在「玩泥沙」，更不用說一去不

回頭，我做不到。我會再重看第八講，也期待您的第

九講上線。

陳博士，聽了您的第十講後感想很深，對門徒生

涯的理解更清晰，除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包袱。我還會

重溫前幾講的內容，輕裝上陣，跟隨主！（來自中國）

我從朋友那裡聽到開路者製作的「伴我同行隨聲

聽」，真是很喜歡，也很得幫助。不僅我需要，

我也想到了遠在中國的父母親，他們剛信主，需要靈

命上的跟進，能請你們幫助寄給他們吧？為開路者所

作的感謝神！（來自洛杉磯）

收聽《睿聽心晴》已經一年了。感謝神的帶領，聽

見證、故事、神的話語，使靈命增加不少。每天

不聽，好像少點甚麼。真是受益匪淺。有個石誠和劉

文主持的節目非常好，還有《禱告時刻》和《愛說兩

分鐘》。（含羞草）

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發行，信義之聲合唱團演唱，

收錄於「喜樂之源」專輯的《賀他為王》，得到

來自西瓜視頻觀眾的肯定：「這種大合唱的方式，真

的有很多人都喜歡聽啊！」「這首歌曲唱的真棒！非

常好聽，合唱真的很震撼人心。」「願信心、希望、

平等博愛照亮每個人的心靈。」

歡迎投稿  1. 愛說兩分鐘：
      將生活中遇到的事，體會到神的教導、感動、引領或勸誡，

             寫成敘述文字。（字數：600-700字）

2. 大人物小故事：
                 介紹古今中外已故的大人物，帶出正面積極或警戒性的信息，並以聖經經文

           作總結。（字數：1600-1800字）

3.生命見證：
    寫下信主得救，或生活中、患難時，經歷神的作為等見證。（字數：1600-1800字）

4. 節日慶典：
    華人節日、教會性節期的故事、意義，及個人的經歷。（字數：1600-1800字）

稿約：

＊所有來稿，編輯都可能潤飾、修改，以符合節目播放。

＊文稿末尾請附上基本資料，含真實中英文姓名、筆名（若發表時要使用筆名）、

    聯絡方式（Email、電話及住址）。並簡介您的專業、工作、來自哪裡、現居何處等。
＊請電郵至 kairos@kairos-usa.org，註明投稿欄目。來稿錄用後，將敬奉稿費以致謝誠。
＊ 文稿一經採用，製作成影音作品，播出時必然註明原作者。作者同意授權本機構用於網路、
影音節目。開路者保有影音作品所有版權。

＊請勿一稿兩投。未被選錄，恕不另行通知，敬請見諒。歡迎電郵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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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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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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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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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媒體及社交網路推廣。請聯繫：kairos@kairos-usa.org。謝謝！

訂閱、點讚，

轉發即是宣教

感
謝
您
支
持
開
路
者
多
媒
體
福
音
事
工

開路者微信公眾號

開路者 YouTube頻道

開路者臉書

開路者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