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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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走盼望之路
鄭黃鳳瑛（開路者總幹事）

第 362期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這句話，以前說來很

容易，但今年說來卻似乎特別困難；因為當我們還

未趕走新冠病毒之際，另一個更加詭譎的變異株

Omicron，悄悄地不請自入了。我們還能用樂觀的態
度來看待新的一年嗎？能的！因為在前面引領我們的

神，祂是無比信實的。

神的信實，一方面顯明在，祂給我們的話語上。

在耶利米書 29章 11節寫著：「耶和華說：『我知道
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

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神的話語提醒我

們，不要把眼目定睛在所看見的災禍上，而是要專心

仰望神，從神得到平安和盼望。

神的信實，另外一方面是顯明在，祂過往賜給我

們的恩典上。開路者在剛過去的 2021年裡，真是經
歷到神許多的恩典。神使我們不受疫情的影響，十月

初在開路者的會所，舉辦了實體的開路者成立 36週
年感恩餐會，而且是頭一次有國語和粵語分開的專場

慶典。由於疫情的關係，限制各場一百人，大家歡聚

一堂；在經常播放的節目方面，去年無論是國語、粵 
語，還是英語，都不斷推出新的視頻系列和講座，有

數千個節目之多。其中的類別包括：查經性、靈修 
性、輔導性、禱告性、聖詩性、人物專訪性和新聞性

的節目，以及有關信仰與實踐的各種專題講座。我們

更在 YouTube的「開路者視頻」，為眾教會、福音機
構和神學院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感謝主！去年一年，

「開路者視頻」收看者有 819,062人次。如果從兩年

前開始在YouTube播放算起，收看者已達到 1,203,813
人次，訂閱者有 7,220位。
開路者在中國的事奉，雖然因為疫情的緣故，無

法前往；但是我們和那裡的教會和牧者並未失去聯

繫，反而有更多地彼此代禱。我們也通過網絡提供他

們所需的資源。主要為服事中國牧者和基督徒的「睿

聽心晴」微信公眾號，訂閱者已超過四千位，兩年來

的收看總量達到一百多萬人次。

2022年裡，我們將繼續遵照開路者創立之初的信
仰宣言：秉承主耶穌宣告的大使命，擔當傳福音的責

任，努力成為多媒體查考聖經的視、聽和文字教材的

供應站，謙卑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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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們會擴大服事眾教會和宣教機構，除了提

供傳福音和事工交流的平台之外，也願分享神賜給開

路者的傳媒硬件設備和各種節目的資源，歡迎和我們

聯絡。在節目方面，除了原有的，也會製作新的視頻

系列和講座。一月份剛播出的新節目：國語有「祂是

誰？」系列和「一縷陽光」系列；粵語有「聖經好好

聽」系列的《撒迦利亞書》和「說文解字」第二個系

列。還有，今年會加強「開路者學院」的內容，最近

新增的欄目是「新約聖經註釋」。

在此特別感謝一直以來關心開路者、不斷支持我

們和為我們禱告的教會、牧長與弟兄姊妹。願主親自

記念報答，並且保守您們十分的平安。讓我們一起倚

靠信實的主，同心走上祂所賜的「盼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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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說：「一年之計在於春。」

2022年剛開始，如果我問新年有什麼新希望？
相信很多人都會說：希望疫情趕快過去，大家身體健 
康，社會經濟好轉。可是這一切都不是人可以掌握

的。所以我認為，一年之計在於神。就是我們所敬拜

的神。

我們新年的希望在乎永生的上帝。

人生是短暫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的這一刻，上帝

卻掌握過去、現在和將來，因為「我們的生活、動

作、存留都在乎祂。」（徒 17：28a）2021年剛過去，
它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人的罪。人今天的問題是不信上

帝、拒絕真理、放縱情慾，就像羅馬書第一章裡所描

寫的一樣。人不信靠創造的上帝，卻把希望放在科學

和人的智慧上。結果就是今天的世界變得罪惡充斥、

混亂、邪惡，只有招致上帝的忿怒。

人的希望是悔改，回歸上帝，和復興教會。

摩西臨終時遙望迦南，勸勉以色列人：「你們當

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

你的上帝和你同去。祂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申 31：6）
盼望我們接受上帝帶領我們進入 2022年！

而我們新年的計畫是要好好研讀和遵行主的話語。

尋求上帝最好的途徑是讀主的話語，就是聖經，

還要去遵行。從前摩西吩咐以色列的祭司和眾長老，

「要招聚他們男、女、孩子，並城裡寄居的，使他們

聽、使他們學習，好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申

31:12）
新的一年，面對不論是疫情、社會、教會和家

庭，我們都要每天有計畫地研讀上帝的話語，來指引

我們！尤其我們的下一代，他們面對愈來愈邪惡的世

代，不論是教育政策、社會道德、家庭的變化等，對

他們而言都是大挑戰。願我們在家裡、在教會，都用

主的話語來好好教導下一代。

讓我們同心祈禱：

慈愛的天父，感謝讚美祢，帶領我們進入新的一

年！祢是時間和歷史的主宰，也是我們的希望。我們

面對未知的將來，願將一切交託在祢恩手中，求聖靈

賜我們智慧，使無論大小的抉擇，都能合乎祢的旨

意。又使我們靠祢的幫助，能剛強壯膽，勝過一切的

挑戰。

求主使我們的國家、城市都願悔改，離棄罪惡，

歸向祢，以致祢醫治這地，加倍賜福。

天父，求祢使我們在未來的一年，訂下每日讀經

的計畫，好好研讀祢的話語，並且立志遵行；又求祢

使教會和家長們，能認真地把祢的話

語教導年輕一代，使他們能辨別是

非，行走正確的道路，又使教會得到

復興。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

名。阿們！

2022 新年新希望 

禱告時刻

周子森牧師

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是舉世知名的人物，他從

來沒有打過敗戰。20歲繼承王位，到 30歲的時候，
他已經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空前大帝

國。亞歷山大大帝有個習慣，就是喜歡穿上便服去視

察他的部隊。

有一次，軍隊駐紮在森林附近，他視察之後走迷

了路。當時他看見一位軍官口裡含著煙斗，躺臥在樹

下休息；於是，他過去問：「我要往司令部去，應該

走哪條路？」那位軍官瞧他不過像個士兵，就反問他

說：「你猜猜看我是誰？如果你猜對了，我就告訴你

應該走哪條路。」亞歷山大首先問：「你是上士嗎？」

對方回答說：「比上士還要大！」亞歷山大接著就 
從中士一直猜到大佐，對方才很得意地回答說：「你

猜對了！」亞歷山大馬上反問那位大佐說：「那麼，

你猜猜看我是誰？」對方就從士兵猜起，直猜到大

佐，亞歷山大都是回答說：「還要大。」軍官立刻站

起來，猜他是少將，當然還是不對。這位軍官最後終

於猜到他是皇帝，就嚇得向亞歷山大下拜，而且求他

饒恕。亞歷山大笑一笑，饒恕了那位「有眼不識泰山」

的軍官。

亞歷山大大帝是誰？今天對我們來說，毫不重

要，因為他雖然了不起，但也只是個歷史上的人物；

不過，有一位不會成為歷史的永活者，祂是誰？你和

我就不可以不知道答案了，因為那是一個關係重大的

問題！

摩西所認識的神

根據聖經的記載，最早想弄清楚「祂是誰」的人

是摩西。當摩西還是嬰兒的時候，曾經被埃及公主搭

救和領養，成為埃及王子。摩西長大之後，知道自己

是希伯來人，他為被欺負的同胞打抱不平，而殺死了

一個埃及人，結果惹怒了埃及王法老。摩西就逃亡到

米甸去，躲避法老的追殺。出埃及記 3章 1到 15節
寫著：

摩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司葉忒羅的羊群；一日領

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華的

使者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

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耶和華神見他過去

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

「我在這裡。」⋯⋯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

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

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故

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

列人從埃及領出來。」⋯⋯摩西對神說：「我到以色

列人那裡，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神打發我到你們

這裡來。』他們若問我說：『祂叫甚麼名字？』我要

對他們說甚麼呢？」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

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

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神又對摩西說：「你要對

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

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裡

來。』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紀 
念，直到萬代。」（出埃及記 3:1-15）

我們看到，摩西起先單單知道，呼召他的那一 
位，是他歷代祖宗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敬拜的

神。這是不夠的。唯有他更深入地知道，這一位神是

「自有永有」、存到永遠的耶和華神，他才可能有超

過尋常的信心、勇氣和力量，去擔負起解救以色列民

的重任。 

保羅經歷到的神

至於聖經中所記載的，最後一位想弄清楚「祂是

誰？」的人，是後來成為外邦人使徒的保羅。保羅本

來是個狂熱的猶太教信徒，他認為歸信主耶穌的人，

真是大逆不道的叛徒，於是就開始追捕基督徒。使徒

行傳 9章 1-5節寫著：

祂是誰？─ 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 

2022新年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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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去見大

祭司，求文書給大馬色的各會堂，若是找著信奉這道

的人，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掃羅行

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他

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

為甚麼逼迫我？」他說：「主阿！祢是誰？」主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使徒行傳 9:1-5）

保羅是生活在新約時代的人。那時候，「三位一

體神」中的聖子已經「道成肉身」，成為人的樣式，

取名叫耶穌，生活在世人當中。我們透過耶穌，就能

夠更深入、更直接地認識真神。保羅並不在主耶穌所

揀選的十二位使徒裡面，他是等到主耶穌復活、升天

之後，才在主的大光之中，認識了他所逼迫的那一位

是誰？而且就是這一位選召他、並且賜給他非比尋常

的智慧和能力，去到複雜的外邦世界傳揚福音、領人

歸主。又因為保羅後來對主耶穌有了正確的認知，就

使得他願意不顧自己的性命，去為主搶救靈魂。

我所敬拜的神是誰？

今天我們可以問問自己：我真的認識我所敬拜的

神是誰嗎？我真的認識主耶穌基督是誰嗎？讓我們

編按：本文敘述 Burklin一家三代到中國宣教的
故事，第三代 Erik Burklin口述部分以楷體顯示。

熱愛中國的宣教士有很多，其中有個與中國有著

百年情緣的宣教士家庭，一家幾代人都和中國結下了

不解之緣，這就是熱愛中國的「百年夥伴」Burklin
一家。

第一代──林立德 Gustav Bürklin

Gustav Bürklin中文名叫林立德，是 Burklin家族
裡第一代到中國的宣教士。他出生於德國，神學院畢

業後被神呼召，於 1925年到中國服事。
Erik：我祖父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帝僕人。記得小

時候，祖母常和我分享他們的故事，說他們曾住在中

國。我問，為什麼會去中國？祖母說：我們是宣教士。

等我長大後才明白有關宣教的涵義，知道祖父在年輕

時就蒙召去中國宣教。

祖母也是受了同樣的呼召，單身去了中國。祖父

母在中國江西相識、相愛和結婚，並在中國生了 3個
孩子。老二就是我的父親。當時，要學習中文必須去

英國。因為所有教材都是中英教材，沒有中德教材。

你能想像要到第三國去學習第二國的語言嗎？我的祖

父母就是這樣學習中文的。

在中國服事要面對艱難的環境和種種生活的困

窘，他們的二兒子林明膽便是在父母顛沛流離時，於

安徽蕪湖呱呱墜地。雖然林立德與斐琳夫婦飽受艱

難，常經憂患，但他們深深愛上這裡的人民，在江西

開荒佈道 25年，直到 1949年移居德國。
我的祖父為了傳福音，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地探望

他的中國朋友。我父親常和我講起祖父母在中國的宣

教事工。他們很愛中國朋友，中國朋友也很愛他們。

第二代──林明膽Werner Burklin

青少年林明膽，在上海參加「青年歸主」皮鮑柏

牧師帶領的聚會時，立志奉獻一生，服事耶穌基督。

他隨父母從中國移居德國時，已是青年小夥，在巴黎

一所聖經學校學習期間，遇到並愛上了未來的妻子英

格。林明膽後來也成為牧師，熱誠地傳揚福音。他曾

在 100多個國家宣揚福音，成千上萬的人通過他的事
工認識了耶穌。儘管這樣，林明膽內心深處卻一直思

念他出生和成長的中國故鄉。

我父親很風趣。我有三個弟妹，每次父親下班回

家後，我們都喜歡和他一起玩。父親熱衷於宣講主的

話語。

八十年代的中國對外開放，林明膽牧師便立即出

發，重訪他和父母曾經生活和服事過的地方。隨著後

來越來越多的探訪，他與當地教會和信徒建立了深厚

的友誼。林明膽牧師看到許多中國弟兄姊妹在家裡敬

拜，想幫助他們建教堂，在教堂裡敬拜神，於是創辦

了中國夥伴 China Partner事工，幫助中國教會的建立
和發展。他就這樣成為 Burklin家族第二代服事中國
的宣教士。

「中國夥伴」的宣教異象和宗旨是「服事中國」。

「服事」是我們事工的座右銘。因為我們去中國，不

是要自己去向中國人傳福音，不是去那裡建新教堂，

不是去叫他們開展什麼事工，而是盡力提供服務，幫

助改善和促進本地教會的事工。

林明膽牧師為中國教會的建立和發展持續禱告，

也為那裡的需要盡上本分。他曾協助江西老家聖經學

校和教會的建立籌集資金；邀請世界各地的佈道家、

神學教授和牧師，到不同教會及神學院培訓中國牧

師、神學生及教會的同工。他說他生在中國，長在中

國，和中國有特殊的親密關係，作為半個中國人，擁

有中國文化背景令他自豪不已。

我父親被邀請在教會講道或和中國朋友交流分享

時，常形容自己像一顆雞蛋，外面是白的，裡面是黃

的。父親說，他雖然外表是白人，但裡面是（黃色的）

中國人。他非常愛中國人，喜歡去中國，對於出生地

中國，有著深厚的感情。甚至說，他死後願意被葬在

中國。

第三代──林銘立 Erik Burklin

熱愛中國的「百年夥伴」─ Burklin一家 

一起來更深入地認識祂，使我們能夠像當年的摩西

那樣，對神的認識不只是從上一代、或者從別人傳來

的信仰而已，乃是要求自己對主有更深入的認識和體

驗。唯有這樣，我們的生命才會不一樣，也才會有能

力去為主成就大事。如果有人像使徒保羅從前那樣，

因為無知而抵擋主；那麼，在真正認識主之後，必定

會有全然不同的改變。

最後，就讓我們來把以弗所書 1章 17-19節的內
容，化為我們向神的禱告。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求祢將那賜人

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我們，使我們真知道祢。也祈求

祢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使我們知道

祢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祢在聖徒

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

且知道祢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

力是何等浩大！感謝祢垂聽我們懇

切的禱告。阿們！

註：「 祂是誰？」系列是開路者 2022年新推出的查
經靈修系列。內容主要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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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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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饋和迴響

感恩與代禱

1感謝神賜給開路者的粵語事工，有非常強大的

義工團隊。去年一年，無論在查經、靈修、禱 
告、採訪和聖樂各方面，都有很精彩的視頻節

目。今年除了「聖經好好聽」和「禱告平安系列」繼

續進行之外，「說文解字」將推出第二個系列，《羅

馬書》查經節目會完成剪輯和播出，「祂是誰？」系

列也會開始製作。還有其他全新的節目正在策畫，請

在禱告中記念。

2感謝主！國粵雙語的查經靈修視頻節目「聖經

中的家庭」系列，共有 56集，其中 26個家庭
的內容和視頻做成禮物書之後，已經在去年聖

老夫婦，數十年來在開路者擔任過許多類節目的主持

人，願主記念他們的辛勞！遠在聖路易斯州的田男夫

婦，負責國語的配音。他們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加入開

路者義工的團隊，願主記念他們的擺上！

4感謝神！粵語「聖經好好聽」視頻系列，在元

月初播完《哈巴谷書》之後，已在 1月 18日
接著播出《撒迦利亞書》。另外一本回歸之書

《哈該書》也已完成拍攝，等待剪輯。謝謝代禱！

52022年伊始，開路者推出《一縷陽光》，一
個近兩分鐘的靈修短視頻。每週一、週三在

YouTube「開路者頻道 Kairos Media」，週二、
週四在開路者微信公眾號「睿聽心晴」與大家見面。

節目由開路者在香港的義工團隊撰稿，美國開路者團

隊參與後期的編輯與製作。撰稿人有著不同的年齡、

背景，但是都經歷過生命中被主照進來的那「一縷陽

光」。您將看到他們中有少年人的單純，青年人的真

誠，中年人的堅強，和老年人的感悟，希望您也能多

多看到自己生命中的那一縷陽光！

6開路者學院網站新增設了由 David Guzik牧師
撰稿，Enduring Word機構授權開路者使用的
中文版《新約聖經注釋》。這個逐章逐句查考

的《新約聖經注釋》，是供我們學習查考、不可多得

的查經工具。

7開路者學院網站即將開設《信仰與實踐》講座

專欄，請為我們後期的設置和上傳的程式禱

告，使之儘快能向公眾免費開放！

大陸來鴻

四川都江堰教會自 2018年始，制定了「十年門徒栽培提升計畫」，內容是 2018-2020每年通
讀聖經兩遍，2021年的任務是聖經書卷逐卷的導讀；2022-2027為研讀聖經階段，深入查

考每一卷書。該教會牧師告知，他們很喜歡使用開路者學院的查經課程，用此資源作為他們研

經計畫的輔助教材。在此也為他們的「十年門徒栽培提升計畫」的順利進行禱告！

讀者迴響

我們教會新的一年讀經計畫剛剛開始，我分享了「聖經中的家庭」的〈洪水之上的挪亞之家〉

和〈只顧眼前的羅得之家〉。教會的弟兄姊妹們非常喜歡。（Cindy，美國‧聖路易斯）

在挪亞之家的錄像最後說到，「如果我們能夠像挪亞一家那樣，在洪水氾濫之時，做到對神

的順從和信靠。那麼我們也能在災難如同排山倒海而來的時候，因著神的保守，一直活在

洪水之上。」這句話不就是目前的大瘟疫如同大洪水氾濫時，最好的啟示嗎？（Jin，美國‧聖
路易斯）

看了開路者贈送的禮物書《聖經中的家庭》，印刷精美，內容很適合作靈修的材料。我預備

下載寄發給我的組群，鼓勵在個人靈修時使用。（開路者之友，洛杉磯）

林銘立作為林明膽牧師的兒子，隨著父親多次訪

問中國，也深深地愛上中國和中國人民。後來神感動

和呼召他，在他父親的挑戰下，加入了中國夥伴的事

工。 
有一天，我父親打電話給我，說計畫定期訪問中

國，並期待有更多機會參與服務。邀請我參與「中國

夥伴」，和他一起同工。在這之前，我參加過在中國

的短期研討會等，看到了可喜的發展前景。

父親說：「Erik，你願意和我一起服事中國嗎？」
當時，我完全不瞭解中國，只知道祖父早年去中

國，父親出生在中國，我個人沒有去中國的呼召。可

是當我所敬重的父親邀請我和他一起服事，我感覺很

酷！我和太太為此禱告後，欣然接受了父親的邀請。

1993年，我加入了「中國夥伴」。
參與「中國夥伴」，讓我有機會和父親定期訪問

中國。在那裡認識了不少領導、教會牧者和朋友，就

這樣，我開始熱愛中國和那裡的人。儘管我們來自不

同文化，但在主裡我們是合一的。很感恩神給我如此

的榮幸，認識了這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服事中讓我最受鼓舞的是：看到年輕一代興起，

並且被裝備和訓練。看到不少曾受「中國夥伴」幫 
助，現成為教會的主任牧師、神學院和聖經學校的校

長，能和他們保持主內的真情和友誼，讓我特別感

恩。

2020年 7月，林明膽宣教士安息主懷，他熱
愛福音和中國人民的這份遺產仍然存在。「中國夥

伴」這個百年事工傳承，也是一個家庭幾代人的歷史 
裡，何等有力地見證了聖經中的一句應許：愛，是永

不止息。

祖父是 1925年去中國的，現在已是 2021。我們
一家三代能與中國有如此長久的淵源，真是太奇妙

了。耶穌對彼得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這磐石

上。」（太 16:18）是誰建立這教會？是祂。這是誰
的教會？是主的教會。神會繼續建立祂自己的教會。

不是靠 Erik Burklin、「中國夥伴」或是我父親，而
是依靠我們的主。我們感到榮幸和喜樂能參與主的聖

工。是主通過我們這些願意追隨祂的子民，來完成祂

的大使命。中國夥伴是個很小的基督教宣教機構，神

是超乎萬有的神，祂願意邀請所有願意跟從祂的，一

起來參與祂的聖工。

神的愛摸到了 Burklin一家，藉著他們，在過去
的一百年裡觸及了數不清的中國人民。我們相信，被

這愛摸到的人，也一

定會將這份愛傳遞出

去。但願我們能因被

主所愛，也成為傳遞

這份愛的接棒人，讓

愛，可以永不止息。

誕節之前，寄給了關心開路者事工的牧者和弟兄姊

妹。非常感謝參與寄發工作的義工們，因為有他（她）

們伸手幫助，我們才能如期寄出。如果您沒有收到、

或者需要更多本，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正在籌備，為

其他 30個「聖經中的家庭」出版另一本書。請代禱！

3感謝您為「祂是誰？」這個新的視頻系列代 
禱，此系列將於今年開始播出。內容主要根據

耶穌基督在世上的生平事蹟，是專題式的查經

和靈修節目，共有 16集，每集不超過十分鐘。感謝
神為這系列預備了兩對很有恩賜的義工夫婦，分別負

責國語和粵語的幕後配音。負責粵語配音的林文旌長

熱愛中華的百年夥伴
國  語

熱愛中華的百年夥伴
英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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