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园地

第十四期 (二零零九年七月)

北美基督徒中心出版

主啊，我愿意将最好的献给你
将你的最好献与主，献你青春的力量，
用你纯洁热情的心灵，勇敢赴真理战场 。。。。。。
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教会在 Abbortsford 圣经学院举办了 2009 年春季生活营。有九十多位的弟
兄姊妹们参加了这一次的特会。
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弟兄姊妹们尽情地享受着神丰富话语的喂养，大家一起祷告、唱歌、读经、交通。同时享
受着郊野的恬静，和那初夏温暖的阳光。一同用餐、运动，喜乐、融洽又和谐，好一幅和睦同居的甜美画面。 这次聚会
主要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和儿童组。成年组的主题为“永恒的投资”，青年组为“在生命中事奉”。此外，特会还举办了
“如何关怀孩子”的专题讲座。
对于成年组的弟兄姊妹们来说，
“永恒的投资”这一主题并不是那麽容易理解。什麽是永恒的投资？什麽是忠心
有见识的管家？我们如何做这样一种永恒的投资？感谢主！通过朱永毅弟兄深入浅出的讲解，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交通，
以及对神话语的认真研读、琢磨和思考，神终于让我们看见，“永恒的投资”，就是将渺小、短暂的我与永恒的神的旨意
挂钩。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就是为神照管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 在生命和灵里服事主；要过一个知足而敬虔的生活；
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让神成为世世代代的神。
神的话语就如耀眼的亮光，照亮了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大家都从心里面发出真诚的呼喊：主啊，谢谢你！你给了
我们那来之永恒的启示！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路加 12：33)

你让我们看到了“永恒投资”，

让我们有分于神的永恒。我们都愿意投身到你的“永恒的投资”中，做你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将最好的献给你！
---- 江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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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投资
------ 生活营第一、二堂信息摘要
教会这次选《永恒的投资》这个题目作为本次春季家庭
生活营的主题，是一个非常应时，合适的题目。
一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事，特别是金融海啸。它不光影
响北美国家， 也影响了全世界。金钱损失是对人的心情冲
击很大。当人心惶惶的时候， 我们实在需要神的话语来供
应和保证。虽没有把握和没有经历过，但有主话的人就不会
无所适从。所以，神要我们在环境上圣别出来，在心情上也要分别出来，让主预备我们的心，让主的话在我们中
间被解开。永恒的投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们在教会中很少谈到投资。基督徒该不该投资。我们要从圣经中来
认识神的投资观。
路加福音 12 章就讲到了神的投资观，这一章非常有意思。投资的目的是为着将来。圣经的投资观就是为着预
备门徒和我们这些信主人的心，如何面对将来。主耶稣在这里，用了很多不同的动词，都是跟投资有关的，也有
思虑的问题，因为投资要用脑子，不能糊里糊涂。路加福音 12 章说到投资是有讲究的，要种，要长，要收，要积
存，还有加等等。
主耶稣说到仆人等候主人要警醒，要预备，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就要来。当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彼
得就问了一个问题（41 节）：“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我们”是指跟随主耶稣的门
徒们。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彼得的问题，而是反问一个问题：“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
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43 节接着说主人看见仆人这样行，仆人就有福了。
世人的投资都是注重具体的方式，但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投资观，不是注重方式，而是注重人。仆人和管家有
什么不同呢？仆人注重在方式上的事情，而管家是人的问题，是知道主人意思的。圣经讲到的投资观跟人的投资
观是不一样的。人的投资观是讲究怎么做，而圣经的投资观是讲做怎样一个人。主耶稣是说“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而不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管家”一词重在“家”，不是重在管，管是指管理，“家”是这个字根。以弗
所书 3 章 9 节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里的“安排”
和“管家”是同一组的字。提摩太前书 1 章 4 节说“也不可听从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
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里的“章程”也是跟“管家”有关系的。“安排”“章程”从希腊文原文直
接转化成英文就是“经济”。管家做的事就是现在的经济。
我们所交通永恒的投资，不是告诉我们怎样投资成功，而是告诉我们要怎样做一个正当的人。因为路加福音
讲到主耶稣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一个人上之人。神是永远的，是无限的。神造人，把人摆在时间和空间里面，
因此我们在地上的岁月是有限的。
投资的问题在世人的眼光看来是指时间的长短。但圣经给我们看见，投资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神的旨意
不是借着一个单独的人，乃是借着一个团体的人来完成。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正确的投资观，必须对神的旨意
有所认识。这个投资不止是在地上，不止是为着时间的长短。圣经不是讲投资的方式，而是讲人要认识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永远的。人活在地上是短暂的，而跟神永远的旨意是可以挂钩的。怎么挂钩呢？是指人活在地上不是
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时间上可以延续。
神给我们看见永恒的投资，让我们在主面前学习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其实神把很多资源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今天当学会怎样运用神给我们的资源。今天主给我们时间，给我们精力，给我们体力。我们可以把神给的资
源妥善地用在永恒的投资上。主把我们摆在这个时代，是他在主宰。神给我们的这个家，不只限于自己的小家，
这个家就是神的教会。创世记的亚当夏娃这对夫妇其实就是预表基督与教会。以弗所书 5 章 32 节说“这是极大的
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提摩太前书 3 章 14 节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在这
里把教会比作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在这里把教会比作神的家，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在这里把教会比作神的家。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就是告诉他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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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神的家中作管家， 同时也是告诉我们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作管家。
我们应该把神的资源好好利用，知道怎样投资。父母要从小开始培养小孩作管家。但我们不能用世界上的方
法教导孩子去投资，而应该好好教导下一代做属灵的永恒投资。孩子们有很好的潜力， 要教导他们从小就好好利
用时间天赋和各种资源， 培养他们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希望这次的交通不仅对年长及成年弟兄姊妹有开启， 同
时也能带动所有的家庭。相信现在的孩子们所见所闻所接触到的比我们还多。
最近在香港就有青年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他们对金融海啸比成年人还关心，因为他们非常担心将来。因此，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教育他们的机会，把握明白神应时的警告和提醒。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学习和重新估量人生的
价值观和它们的先后次序。很多时候神用非常的情形让我们停下来。现在整个社会的哲学是导致这次金融海啸的
主要原因。经济学家归咎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是次贷及透支将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这样透支将来， 对永恒倒
需要透视。当今信用卡最易推销的市场就是大学生， 没有任何信用也能透支， 这种气氛和哲学就是要人透支将
来， 而对于永恒的事没有透视， 没有看见。所以要告诉下一代不要透支将来， 却要透视永恒。这种看见将会改
变整个的局面，否则很难， 因为孩子们聪明， 可以用电脑及各种资源， 但遇重大事件却无所适从。好比支付信
用卡的最低付款， 但成本的利率高昂， 从而导致透支。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从这样的迷局中救拔出来， 而对真正
永恒的事有透视。弟兄姊妹们， 希望年长的对于投资有正确的认识，也把这个带到下一代。捷径主义和靠近边缘
地带是当今的潮流。我们自己要认清这个危机，并帮助下一代。帮助下一代不能靠‘不’来控制， 要对永恒有透
视才能开启下一代。盼望通过这样的交通和信息， 弟兄姊妹们都学会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早上的交通是说到圣经里的“投资观”，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来看见圣经怎么样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投资
观。基督徒是应该讲投资的，不是讲世界上的投资，而是讲圣经里的投资。主耶稣在回答彼得问题的时候，他是
用一个问题来回答：“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耶稣提到管
家这一个词，路加福音十二章是新约里第一次提到。 “管家”一词， 一定给彼得留下深刻印象， 所以在彼得写
《彼得前书》时， 就用到“管家”这词。 并认识到“管家”所有的资源都是从主人来的。 我们读两处圣经。《雅
各书》1: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

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彼得前书》第 4:10：“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他
写这一句经节很有意思，在路加福音 12:41 彼得问说：“主啊， 这个比喻是向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呢。”主
没有直接回答，可是他用到“管家”这个词，再等到他写“彼前”的时候，彼得已经领会了，这是为众人写的。
所以他这里写：“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因此我们就看见管家这个词说到了圣
经里的投资观。 今天早上交通到旧约里摩西是一个神的好管家，对神的旨意有认识， 因此在诗篇 90 篇因着对
神旨意的领会，

他有一个回应，

有一个心声：“主啊，

你世世代代作我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
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神是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的神， 这个中间过程
乃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继续下去的。有一个姊妹问，朱弟兄，
如果中间缺了一代怎么办？ 我回答她， 路加福音 12:32
里主耶稣说: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真正能够看见神
的旨意，对神永恒的投资有一点点看见的人不多，但是这个
托付很重，我们怎样才能承受这个托付呢？所以主在这里特
别鼓励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我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是没有穷尽的，
中间有时间这条线，也有神国的这条线，我们不必替神的国担心。神是全能；全智；有他的主宰。当然我们看见
神的旨意，乐意把自己投身进去，可是我们若是真的有看见，那态度会很豪迈。约书亚有一个非常豪迈的宣告：“若
是你们以事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事奉的
利人的

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

神呢？ 至於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 24 章 15 节）他不替神说话，也不管别人怎样，自己豪

迈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不要忘记神能从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在这里我们人数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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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心情必须豪迈。
《马太福音》第三章，当施洗约翰出来在约旦河里施浸，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了，施洗约翰对他
们说，讲得很凶：“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
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是豪迈的说法，有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十
分的把握，或者我们自己看见的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常常有“犹疑”的态度。盼望我们有态度说出：

“至于我和我的全家，

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早上唱的第二首诗歌我非常欣赏，这首诗歌是一位姊妹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ｕｔｈ写的，就是救世军创办人的太太，

人称“兵母”，写的多豪迈，
“当人弃绝地的贿赂，前来为神而活，他的所得无限富有，口舌难以述说，因为万有全是他的，生、
死或是事、物；基督是他生命，呼吸，也是他的住处。
”
（诗歌选集 443 首）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有看见，有启示的时候，他不
在乎人数的多少，他有豪迈的心胸。我希望我们能把这样的心志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１２章４２节，主耶稣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彼得的问题，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本节照原文可翻译成：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照顾家中需要医治的人。”因“家里的人”一词
在希腊原文中不仅有“家中的人” 的意思， 还有温暖和医治的意义。 这里的医治这个词与启示录 22 章 2 节“树上的叶子乃
为医治万民”的医治是同一个词，在张弟兄的编码圣经中将启示录中的医治翻译为保健，因为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需要医
治了。医治这个词与温暖这个词很有关系，物理治疗也是先把人放在一个温暖的水床上。 管家的作用也是物理治疗，保健，
主要是温暖人的心。圣经的投资观是重在人， 而不是重在方式或做法上，不是重在你投资投在哪里，而是在人。这个人是怎
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要有忠心，有见识，而且要有同情人的心情，要温暖人的心， 还要按时分粮给他们。管家这个词自路
加福音十二章 42 节用过之后， 一直到十六章再提到。中间加插了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三个比喻，失羊、失银、及浪子回家
的故事。浪子， 不仅是流浪， 更是指他浪费。接下来十六章就讲不义的管家。不义的管家也是因为浪费主人的财物。浪费这
个字的意思， 根据张弟兄的编码圣经是指通过蝎子咬了以后并散布它的毒液。你们知道这次金融风暴就是由于美国各大银行
的有毒资产（Toxic Assets）, 这是由于人们尽情地浪费， 无信用的借款造成的， 有很多人都被席卷进了这次金融海啸中。
我想，浪子也是被席卷在那个时代的金融海啸中。但是浪子回家了，他恳请父亲的原谅，而父亲也欢欢喜喜地接纳了他。 不
义的管家却没有这样，如果他恳求主人的恩免，我想主人也许也会动了慈心，宽恕他的。在马太福音 18 章有一个人欠了 一
千万两银子， 当时是工作一天得一钱银子， 一千万两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那是一万万天的工资啊，一年 365 天，人工作一
辈子是 30 年， 也就是一万天， 那一千万两就是一万个辈子的工钱啊。这个欠钱的人是不可能还清的，但他乞求主人的宽免，
主人都把他放了回去。我们再看看不义的管家，他却自作主张， 慷主人之慨。这个比喻的要点在于十六章的 10 节“人在 最
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
义。”这告诉我们忠心和不义是相对的，神要的是忠心的管家，不忠
心就是不义。神的心意希望人悔改回转，愿意得着一些忠心而有见识
的人。现在我们任何一个被席卷进这次金融风暴中受到影响的人都可
以借着浪子的故事回转， 要学浪子，不要学不义的管家。 管家的第
一个资格条件（qualification）就是忠心，然后才是有见识，即聪明。
没有忠心， 就是不义， 忠心的就不会不义。什么是义，义就是与神
的关系是对的，与人的关系也是对的。什么是与神的关系对？当我们
对神的旨意有认识的时候，我们遵行他的旨意，与他的旨意合拍，不
因环境而有任何的更改，我们的魂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里面被神的
话点亮， 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我们活在地上的价值，投身在无
限的永恒中，将神赐给我们的，乐意地摆上来。 主给我们的托付是按
着我们的度量给我们的， 主并没有要求拿两千两银子地去赚五千两，
当然对一千两的也不希望他将银子埋起来。聪明的人是被圣灵充满的
人。 神给我们两个大的礼物，外面有圣经，里面有圣灵。靠着常常读
圣经， 来点亮我们里面，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来亮光点亮我们里面
的灵。愿神在温哥华的教会中有更多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照顾我们
的下一代， 让神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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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投资

---生活营第三堂信息摘要

教会通常是不会讲到永恒的投资这样的题目。而我很惊讶圣经讲到投资的事情。圣经有圣经的观点。在过去
六个月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我们用海啸来形容。海啸一词来自日本（因为它是一个岛国，那里有很多地震）。
2004 年末，在印尼发生 9.1 级特大地震造成海啸，死亡人数在 20 万 30 万之间。所以很多人借用这一词来形容这
次的金融危机。
金融海啸影响了许多国家和个人。青少年中最关心的两件事：婚姻和职业；现在应加入新的题目-- 金融，因
为他们很关心当他们毕业时金融和经济状况是怎样的。我们成年人聚会所选的题目---永恒的投资---适用于我们
每一个人。对我而言也是很惊奇的，因为我从来没想到用圣经的观点来学习投资。昨天早上我们查看路加福音十
二章，经节讲到投资和交易。主耶稣特别讲到服事的仆人要有很强的警戒心，这里用了一个比喻说“谁是那忠心
有见识的管家呢？“（路加 12：14），“管家“一词比 Servant 更贴近原文。“家”不是指你我的家而是指神的
家。这里管家就是管理并治理家，是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投资和金融海啸是有密切联系的。在过去六个月
发生的事情是非常突然而且严重的，使很多人都麻痹了。“管家“在原文中还有治疗的意思，也就是要保暖。如
果你是个好管家你会照顾那些需要治疗的人；希望在这次聚会中，我们能彼此治疗，也都能保暖并被暖起来。所
以我们要帮助人做永恒的投资，需要我们抬高眼光，不要只是问长期的看法是什么，到底什么时候经济才能恢复?
这事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投资不是长期的投资, 而是永远的。如何来看我们所生活的时间和地点去做永恒的投资?
我们也需要成为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在旧约里摩西就是这样一位管家。 摩西在神的家里是忠心的, 在诗篇第九

十篇里, 摩西祷告说：“主阿，袮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袮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
袮是神。” 神从亘古到永远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只是活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一代一代地活下去。 我们需要
联系到主的心意，这也是做永远投资的意思。我们活在时间的一段里，而不仅仅只是投资这个时间段，怎样能做
永恒的投资呢? 我用金融海啸来作开始, 很多人对过去六个月发生的事情产生许多不同的想法, 就象海啸的发生
源于地层深处的震动。如果有精密的仪器就能早期测出这些震动，知道这些震动的人是不会惊呀海啸发生。 在过
去六个月发生的事情却让每一个人惊呀。 有很多的专家看到金融海啸发生， 就说他们已经知道迟早会发生这个
问题, 而且说到汇率问题, 用今天贷未来的问题。 他们用这些词来形容, 还有一个术语”经济自杀(Economic
Suicide)”。Sam 弟兄是个眼医，他会告诉你如何保护你的眼睛以及你的眼力是不是很好，正常的视力是 2.0(美
国是 20/20)。所有发生之后才看到的事情，他们的视力都是 20/20。 在金融海啸之后, 这些专家的眼力都变得非
常好,都是 20/20. 所以他们用了这一术语“经济自杀(Economic Suicide)”。 而当我们在 Google 上搜索这个词
时，会发现这个词并不是 2009 年的新词, 却和一个人有关联---William Wilber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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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历史上，大约 200 前, 有一个年轻人約翰牛頓， 他最有代表性的诗歌<<惊人恩典>>非常有影响力，感
动了许许多多的人。約翰牛頓生於英國倫敦，父親是西班牙人，母親是英國人，是一位愛主的姊妹。她深切盼望
牛頓能受好的教育，將來能事奉神。為此，她常在主面前屈膝禱告。牛頓七歲那年母親被主接去，十歲時便隨父
親過航海的生活。少年的牛頓，沾染了水手們的惡習，恣意放蕩、無所不為。然而在他幼年時母親对他在主裡的
教導，讓他時感罪惡深重。後來，他在非洲販賣黑奴的時候被捕，過了幾年非常悲慘的生活。一七四八年他得到
釋放，於是乘船返家。在歸途中，忽然遭遇狂風巨浪，正在千鈞一髮、命在旦夕之際，翻騰的大海，使他沉睡的
靈甦醒過來，於是他向他母亲的神呼求。樂意施恩典的主，垂聽了他懇切的禱告，不只拯救他的肉身免於死亡，
更使他的靈得著了重生。那一天，他是真正地遇見了神。牛頓悔改蒙恩之後，生活、行為有了極大的改變，而且
被神那無比的愛所得著，因此願意獻上自己，做主耶穌基督的見證人。他放下職業事奉主時，年已三十九歲。他
的故事我早巳知晓但我所不知道的是他做永恒的投资。那时牛顿帮助了许多年轻人, 其中有一个叫 William
Wilberforce, 不仅帮助他成为一名基督徒，也把不要贩卖奴隶的思想放进了他的心里, 后来他成为英國的年輕議
員。威廉韋柏霍斯是「屬基督的政治家」，不是「屬政治的基督徒」。他要將「基督徒倫理實行在政治、法律中，
因為基督徒應是世界的光」。在那个时代, 整个经济都是维持在奴隸販賣的制度上。威廉韋柏霍斯提出禁止奴隸
販賣的法案，在那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禁止奴隸販賣的法案在当时就被批为”自愿经济自杀”。“Economic
Suicide”也是从那时第一次使用。他在 1837 年去世，禁止奴隸販賣的条款是 1833 年通过的。这个时间非常接近美
国内战的时候。在英国通过这个条款是不流血的争战，而在美国却是流血的战争。 这就是威廉韋柏霍斯所开始的
工作。他是被一个买卖奴隶的人影响的。我相信約翰牛頓将这个思想放入威廉韋柏霍斯就是一个永恒的投资。 在
法案通过以后，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英国的经济没有自杀反而成为经济的强国，而且带进了属灵的唤醒。
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是受益于那个时代。那时代带进了弟兄会的黄金时期，他们开始了海外的宣教工作，中
国内地会也是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时期开始的， 大家知道“剑桥七杰”， 他们激励了很多年轻人，包括乔治·慕勒开
始他的孤儿院的工作。英国的没落不是因为经济自杀。对我来说， 这次金融海啸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不是需要哀
哭，而是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要象約翰牛頓和威廉韋柏霍斯那样做永恒的投资。特别是从摩西身上看到，要一
代接一代，我们要将负担交通出去, 事奉年轻的一代，能和神的旨意联结。我们不单是给他们讲一些道理，更是
把我们所看见的这一个异象“我们活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却有永远的价值”传输到下一代。 这样， 神的见证就能
持续。但愿他在教会中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阿门！

她们和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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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human beings, we worry a lot. It seems we
agonize the most over our families and jobs. But in
Luke 12: 22-23, we are reminded to “not worry about
your life, what you will eat; nor about the body, what
you will put on. Life is more than food, and the body is
more than clothing.” For example, the year 2009 was
considered the year of ‘hope’ – largely due to the
election of President Obama. But the grisly economy
only exposed how fragile man really is, especially when we plant, grow and reap our investments from
the flesh. And as we know, the flesh is man living independently from God – whereas God desires
man to depend on him.
And for children, making good friends is their investment. At their age,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o a true friend is when peer pressure equates to feelings of acceptance and respect. These “bad
friends” may also further influence them to behave from the flesh. But in Proverbs 13:20, it shows us
that “He who walks with wise men will be wise, But the companion of fools will be destroyed.” And we
can’t forget that being a good friend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finding good friends. A good friend is
someone who is loyal, genuine, gives good advice and is there in times of need.
We can also apply this investment principle to the church life. Because Christ is the bread of
life, we should plant, grow and reap God’s investments according to his will, and not our own. In other
words, we serve the Lord and give the glory to Him. By doing this, we become faithful and wise
stewards, and in return He will take care of our every need.

-- Carol –

This year’s topic for the young people’s conference
is serving the Lord by the way of life. Service without
the way of life is equivalent to vain service. And service
in the flesh without the Spirit is serving man and not the
Lord. Serving the Lord sometimes seems like a suffering,
but it is actually an investment for eternal glory. We must
understand these concepts and learn to serve the Lord by
the way of life.
In the beginning, God placed two trees in the Garden
of Eden,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and the Tree of Life. God specifically said whoever eats of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will surely die. Also God presented the choice of life or death to man many times, God has
recommended life, but man chose the other. Since man would not choose life, God sent life through
Jesus Christ to us. So before we serve in the church, we must have this life in us. We must read the
word as if we are eating food, and we must eat it until we are full of Christ’s life. This way, Christ’s
life grows more and more in us and we are “ful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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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esh, the mind, emotion, and will, and the Spirit are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3-circle
diagram”. The flesh or body is on the outermost circle surrounding the mind, emotion and will and the
Spirit. The mind, emotion and will are in between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and the Spirit is the
innermost circle. The point of this diagram is to show the battle for our mind, emotion and will
between the flesh and the Spirit everyday, every moment of our lives. In order not to serve with the
flesh but with the Spirit, we must practice everyday to turn to our Spirit and grow a little in our Spirit.
When we grow and grow in the Spirit, the Spirit wins the battle bit by bit against the flesh until the
Spirit takes over the mind, emotion and will. If we grow even more, the Spirit will take over the flesh
and eventually will saturate our entire being. If our minds are set on the flesh, we will die, but if our
minds are set on the Spirit, we will have life and peace.
In the beginning, when Adam and Eve chose the wrong tree to eat, they fell and the result is
suffering. If Adam and Eve did not choose the wrong tree, there would not be any suffering at all. But
they did, and suffering in our lives is inevitable. We suffer in everything we do, school, work, even
serving in the church. However, that is not the way we Christians only focus on sufferings. But we
suffer for Christ’s sake and count everything loss for Him. There is no way that our suffering is as
worse as His. When we suffer, God said there will be glory ahead. So we do not suffer for no reason,
we suffer for the eternal glory that God had promised. In other words, no suffering, no glory; more
suffering, more glory; and much suffering, much glory. “For our affliction, which is but for a moment,
is working for us a far more exceeding and eternal weight of glory” (2 Cor. 4:17).
To serve the Lord by the way of life, we must read the word as if we are eating the bread of life
and fill ourselves up with Christ. When the Spirit is saturated in us, we are full of it and serve not in
the flesh but in the Spirit. And though these services seem like a suffering, but we as Christians look
at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gain glory. To sum up, service for the Lord is serving in life, in the Spirit,
and the outcome is glory.
-- Andr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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