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 10 月 維也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代禱信
『能夠適應任何情况』
能夠適應任何情况』
主內敬愛的
主內敬愛的牧長
敬愛的牧長、
牧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感謝主恩典的眷顧，
謝主恩典的眷顧，來到維也納服事已滿一年，
來到維也納服事已滿一年，蒙上帝恩手帶領
扶持及眾兄姊懇切的代禱，
扶持及眾兄姊懇切的代禱，在維也納的服事正一步一步向前邁進
在維也納的服事正一步一步向前邁進。
向前邁進。回
想一年來的點點滴滴，
想一年來的點點滴滴，心中充滿感激，
心中充滿感激，上帝實在恩待他的僕人，
上帝實在恩待他的僕人，讓我
們平安的、
們平安的、感恩的
感恩的經過第一年。
經過第一年。也讓我們學習更加以
也讓我們學習更加以信心仰望上帝
加以信心仰望上帝，
信心仰望上帝，
更迫切的祈禱。
更迫切的祈禱。讓我更能體會舊約所說『
讓我更能體會舊約所說『寄腳的』
寄腳的』的心情及留學生的
的心情及留學生的
甘苦。
甘苦。
現在回想起 2009 年 9 月 14 日剛到維也納的種種，
日剛到維也納的種種，再看到
再看到一些
新來的留學生所面對的問題，
的留學生所面對的問題，不禁要大大開口感謝上帝，
不禁要大大開口感謝上帝，一步一
一步一步都
有上帝奇妙
有上帝奇妙恩典的帶領
奇妙恩典的帶領。
恩典的帶領。窗前的綠樹已
窗前的綠樹已悄悄的
綠樹已悄悄的加
悄悄的加上金黃色的外衣，
上金黃色的外衣，是
美麗的秋天到了
美麗的秋天到了。
秋天到了。祝您在上帝的恩典
祝您在上帝的恩典中充滿
上帝的恩典中充滿力
中充滿力氣向前奔跑。
向前奔跑。
維也納秋天的氣溫相當於台灣的冬天
維也納秋天的氣溫相當於台灣的冬天，
秋天的氣溫相當於台灣的冬天， 中秋節過後沒有陽光的
中秋節過後沒有陽光的
早晨大約十度 C。陽光稀少的冬天
陽光稀少的冬天不用說就更冷了
的冬天不用說就更冷了。
不用說就更冷了。可以想像
可以想像去年剛
到維也納的那種涼意。
到維也納的那種涼意。感謝上帝眷顧，
感謝上帝眷顧，一切漸漸都有進步
一切漸漸都有進步。
漸漸都有進步。感謝台灣
許多兄姊不斷為我們代禱，
許多兄姊不斷為我們代禱，目前生活漸漸適應
目前生活漸漸適應，
生活漸漸適應，服事也漸漸看到成
果。特別趁今年３
特別趁今年３月底回台灣參加總會年會的
月底回台灣參加總會年會的機會
為維也納教會
年會的機會，
機會，也為維也納教會
購買鋼琴募款，
購買鋼琴募款，短短三個禮拜的時間蒙教會兄姊熱烈的
短短三個禮拜的時間蒙教會兄姊熱烈的奉獻
教會兄姊熱烈的奉獻支持
奉獻支持，
支持，讓

我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滿滿，
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滿滿，祂早就預備好了，
祂早就預備好了，只等待我們伸出信心的
手，接住從上帝來的福份。
接住從上帝來的福份。
再一次感謝柳原教會、
再一次感謝柳原教會、烏日教會、
烏日教會、萬丹教會、
萬丹教會、力行教會、
力行教會、彰化基
督教醫院和
督教醫院和眾
院和眾兄姊的
兄姊的大力奉獻
大力奉獻，
奉獻，你們的奉獻支持
你們的奉獻支持讓我感動不己
奉獻支持讓我感動不己，
讓我感動不己，也感
謝總會同工大力協助，
謝總會同工大力協助，讓募款工作順利進行。
讓募款工作順利進行。(共募得新台幣:716,809
共募得新台幣:716,809
元、歐元 1,000 元)。回顧以往在大專中心的服事亦是如此。
回顧以往在大專中心的服事亦是如此。傳福音的
的事工，
的事工，上帝必眷顧，
上帝必眷顧，我們有機會能參與其中，
我們有機會能參與其中，是何等的福氣。
是何等的福氣。
在此要特別感謝鳥日教會的支持，
在此要特別感謝鳥日教會的支持，你們的愛讓我們很感動
你們的愛讓我們很感動，
的愛讓我們很感動，讓我
們在回台灣期間可以住牧師館，
們在回台灣期間可以住牧師館，許多兄姊關心我們在維也納的生活點
許多兄姊關心我們在維也納的生活點
滴，約翰長老提供一部轎車方便牧師南北往返
約翰長老提供一部轎車方便牧師南北往返。
往返。願烏日教會更蒙上帝
賜福，
賜福，多結果子榮耀上帝，
多結果子榮耀上帝，成為更多人領受上帝恩典的地方
成為更多人領受上帝恩典的地方。
典的地方。
吳忠宏長老、
吳忠宏長老、潘志如長老在 9 月 7 日同時寄來祝福的經文
同時寄來祝福的經文，
寄來祝福的經文，非常
感謝，
感謝，聖經的話每句都帶著能力，
聖經的話每句都帶著能力，樂意與大家一起分享。
樂意與大家一起分享。
腓立比書 4:13(
4:13(現代)
現代)「藉著基督所賜的力量，
藉著基督所賜的力量，我能夠適應任何情况。」
我能夠適應任何情况。」
(和合)
和合)「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凡事都能。」
(台)「惦佇(tiam
惦佇(tiam(tiam-ti)賞賜我氣力的
ti)賞賜我氣力的，
賞賜我氣力的，我事事攏會。」
我事事攏會。」
感謝主，
感謝主，經過人生不同處境的歷練，
經過人生不同處境的歷練，我更深的領受經文的感動。
我更深的領受經文的感動。
這段經文也
這段經文也就成為 9 月 19 日我到維也納服事
我到維也納服事滿一年的講道題目
服事滿一年的講道題目:
滿一年的講道題目:

「能夠適應任何情况」
能夠適應任何情况」，在經歷各種環境的試鍊後，
在經歷各種環境的試鍊後，保羅領受了
保羅領受了---領受了---「藉著基督所賜的力量，
藉著基督所賜的力量，我能夠適應任何情况。
我能夠適應任何情况。」我期待自己，
我期待自己，當面
對一個具有許多挑戰的新環境，
對一個具有許多挑戰的新環境，能夠適應。
能夠適應。也鼓勵眾兄弟姊妹--也鼓勵眾兄弟姊妹---無論
---無論
住在本國或外國，
住在本國或外國，藉著基督所賜的力量，
藉著基督所賜的力量，能夠適應任何情况
能夠適應任何情况。
適應任何情况。
腓立比書 4 章 10 節寫著保羅的心靈狀態 『我在主的生命裏有極大的
喜樂。
喜樂。』一個喜樂的狀態在他的心裏，
一個喜樂的狀態在他的心裏，如江水湧流，
如江水湧流，領受了極大的
領受了極大的恩
極大的恩
典。而且保羅也分享他學到了一個態度就是對現狀滿足
而且保羅也分享他學到了一個態度就是對現狀滿足。
態度就是對現狀滿足。11 節『我
已經學會對現狀滿足。
已經學會對現狀滿足。』另外保羅還有一個密訣就是知足。
另外保羅還有一個密訣就是知足。12 節『我
已經得到秘訣，
已經得到秘訣，隨時隨地，
隨時隨地，豐富也好，
豐富也好，缺乏也好，
缺乏也好，我都知足。
我都知足。』最重
要的就是保羅心中靠著基督的力量。
要的就是保羅心中靠著基督的力量。13 節『藉著基督所賜的力量，
藉著基督所賜的力量，
我能夠適應任何情况。
我能夠適應任何情况。』保羅相信一切都沒有問題。
保羅相信一切都沒有問題。
讓我們彼此勉勵保持一個喜樂的心靈狀態，
讓我們彼此勉勵保持一個喜樂的心靈狀態，擁有一個對現狀滿足
的態度，
的態度，得到一個隨時隨地都知足的密訣，
得到一個隨時隨地都知足的密訣，謙卑的仰望從基督來的力
量，這樣就能夠適應任何情况
這樣就能夠適應任何情况。
夠適應任何情况。我非常喜歡現代中文譯本的譯文『
我非常喜歡現代中文譯本的譯文『適
應』，用
』，用「適應」
適應」來展現「
來展現「能力」。
能力」。從基督領受力量
」。從基督領受力量，
從基督領受力量，就有能力來適
就有能力來適
應任何情况。
應任何情况。讓我們彼此代禱，
讓我們彼此代禱，能夠 領受這樣的福份。
領受這樣的福份。
保羅也很
保羅也很感激腓立比教會
感激腓立比教會兄
腓立比教會兄弟姊妹對他的傳道事工的關心支
持，特別在他發生困難的時候，
特別在他發生困難的時候，14 節『但是，
但是，在我困難的時候，
在我困難的時候，你
們來幫助我，
們來幫助我，我很感激。』
我很感激。』這個幫
。』這個幫助
這個幫助的行動不只一次而且豐富有餘，
的行動不只一次而且豐富有餘，

16 節『不只一次，
不只一次，我有需要，
我有需要，你們就來幫助我。』
你們就來幫助我。』18
。』18 節『你們所送
的超過了我的需要。』
的超過了我的需要。』腓立比教會的幫助讓保羅在傳福音的事
。』腓立比教會的幫助讓保羅在傳福音的事工上獲
腓立比教會的幫助讓保羅在傳福音的事工上獲
得大力的支持，
得大力的支持，最後保羅祝福兄弟姊妹都能得到耶穌豐富的福澤
羅祝福兄弟姊妹都能得到耶穌豐富的福澤。
耶穌豐富的福澤。
19 節「我的上帝會照著他在基督耶穌裏那豐富的福澤把你們所需要
的一切賜給你們。」
的一切賜給你們。」
請大家繼續為我們代禱，
請大家繼續為我們代禱，事工的進展、
事工的進展、留學生課業的學習
學生課業的學習、
學習、生活
的挑戰，
的挑戰，讓我們靠著信心奮力向前。
讓我們靠著信心奮力向前。安立和安祈繼續在 Wiedner
Gymnasium
Gymnasium 公立中學就讀
公立中學就讀七年
學就讀七年級和
七年級和五
級和五年級，
年級，這個學期開始要
這個學期開始要參加考
試。九月起安立和安祈也到 Prayner Konservatorum 私立音樂院上課，
私立音樂院上課，
安立主修鋼琴，
安立主修鋼琴，安祈主修低音管。
安祈主修低音管。晚上六點安立和安祈要到語言學校
晚上六點安立和安祈要到語言學校
上德文課。
上德文課。課業繁重壓力大
課業繁重壓力大，
繁重壓力大，請大家關心代禱，
請大家關心代禱，祈盼一天比一天更有
進步。
進步。
室內樂團也安排
日)早上
早上將訪問維也
室內樂團也安排一系列的
也安排一系列的活動
一系列的活動，
活動，10 月 31 日(日
早上將訪問維也
納市改革宗教會，
日)禮拜後
禮拜後參加台視
納市改革宗教會，11 月 14 日(日
禮拜後參加台視在禮拜堂
參加台視在禮拜堂採訪留學
在禮拜堂採訪留學
生的音樂活動。
日)訪問南維也納改革宗教會
訪問南維也納改革宗教會，
生的音樂活動。12 月 12 日(日
訪問南維也納改革宗教會，12 月 18
日(六
六)教會舉辦聖誕節音樂會
教會舉辦聖誕節音樂會，
教會舉辦聖誕節音樂會，邀請維也納台灣合唱團一起歡慶聖
誕。12 月 19 日(日
日)預定與日本教會聯合慶祝聖誕
預定與日本教會聯合慶祝聖誕。
預定與日本教會聯合慶祝聖誕。
10 月 16-17 日教會遠赴布達佩斯舉辦迎新野外禮拜，
日教會遠赴布達佩斯舉辦迎新野外禮拜，感謝同工
們精心的籌備策畫，
們精心的籌備策畫，行程一切順利，
行程一切順利，共有 35 人參加。
人參加。在公園、
在公園、旅館，
旅館，

禮拜、
禮拜、晚禱，
晚禱，一起演聖經話劇，
一起演聖經話劇，一起欣賞多瑙河美景，
一起欣賞多瑙河美景，讓我們的心更
加凝聚在一起。
加凝聚在一起。新學期幾位 Linz 的交換學生也參加了教會的聚會
的交換學生也參加了教會的聚會，
生也參加了教會的聚會，
希望有機會能多關心 Linz 的留學生，
的留學生，Linz 的交換學生以長榮大學居
多。期盼維也納教會能夠給留學生有回家的感覺
期盼維也納教會能夠給留學生有回家的感覺，
留學生有回家的感覺，在溫馨的氣氛中彼
此關懷。
此關懷。 請繼續為維也納教會的事工代禱，
請繼續為維也納教會的事工代禱，讓我們更有力量關心留
學生，
學生，更有機會服事
更有機會服事台
服事台灣僑民。
灣僑民。
感謝維也納教會的眾同工，
感謝維也納教會的眾同工，願意一起參與教會的服事，
願意一起參與教會的服事，分享信仰
的成長，
的成長，您們的熱情令我感動。
您們的熱情令我感動。我們一起流淚撒種，
我們一起流淚撒種，也要一起歡呼收
割。
在此要向一直為我們一家在維也納教會服事、
在此要向一直為我們一家在維也納教會服事、生活、
生活、學習代禱的
眾牧長、
眾牧長、兄弟姊妹說聲謝謝。
兄弟姊妹說聲謝謝。您們的關心代禱支持我們順利的經過國
外生活的第一年。
外生活的第一年。
與在奧地利的兄弟姊妹互
在奧地利的兄弟姊妹互相勉勵，
相勉勵，信仰是從
信仰是從生活中體驗出來的
生活中體驗出來的，
信心是對所盼望的事有把握，
信心是對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對不能看見的事能肯定。
對不能看見的事能肯定。不是只靠自己
的努力,
的努力,更要學習仰望上帝
更要學習仰望上帝，
學習仰望上帝，你們在生活上有挑戰
你們在生活上有挑戰，
在生活上有挑戰，牧師和你們
牧師和你們一樣
和你們一樣
面對挑戰，
對挑戰，你們在學業上有壓力
你們在學業上有壓力，
在學業上有壓力，牧師一樣面對壓力。
牧師一樣面對壓力。願腓立比書
4:13 同樣成為你們的祝福。
同樣成為你們的祝福。「藉著基督所賜的力量，
藉著基督所賜的力量，我能夠適應任何
情况。」
情况。」

借用鄭明堂老師譯的
借用鄭明堂老師譯的一首歌
鄭明堂老師譯的一首歌「
一首歌「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的歌詞，
的歌詞，來分享目前
的心情並彼此代禱紀念。
的心情並彼此代禱紀念。
『有時我掛慮真想要知影，
有時我掛慮真想要知影，我的頭前與我的未來，
我的頭前與我的未來，總是主叫我
當來跟隨祂，
當來跟隨祂，學習完全交托，
學習完全交托，祂要掌管未來
祂要掌管未來；
未來；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祂引導擱保
護，祂了解我亦知我需要
祂了解我亦知我需要；
知我需要；我不知我將來欲行佐位去，
我不知我將來欲行佐位去，所以我一步一
步來跟隨我主。
步來跟隨我主。主曾講放落你重擔與所有掛慮，
主曾講放落你重擔與所有掛慮，要吃什麼與欲穿什
麼，當先求祂的國與求祂的義
當先求祂的國與求祂的義，
與求祂的義，祂欲賜你一切親像你惦在天。
祂欲賜你一切親像你惦在天。一步一
步，祂引導擱保護，
祂引導擱保護，祂了解我亦知我需要；
祂了解我亦知我需要；我不知我將來欲行佐位去，
我不知我將來欲行佐位去，
所以我一步一步來跟隨我主』
。
所以我一步一步來跟隨我主』
願神恩滿溢
頌以馬內利

微僕陳啟應敬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