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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的內涵

委身的基督徒都渴望看到神的大作為，渴望復興的臨到。復興的廣度超

過我們想像，我們可以從三方面加以了解。

1、更新（renewal）。面對新舊物品的抉擇，通常我們會選新的事物，

但若新東西品質差，我們寧可用舊的。上帝在基督裡為我們預備的救恩與

福分，是最高品質的新禮物！

救恩就是一種更新的經驗。林後五17告訴我們：「若有人在基督裡，他

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得救即經歷新的創造，不單

在信主的那一刻，終其一生都可不斷經歷。羅馬書十二2講到「心意更新而

變化」。歌羅西書三10提到，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而且這新人要在知

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保羅曾說過一句足以描述基督徒真實盼望的一句話：「所以，我們不喪

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林後四

16）。在亞當裡，我們天然的生命（以外體為代表）會走向

毀壞；但在基督裡，我們可以不斷更新。這包括對神和祂旨

意的認識，對神恩典、大能的經歷。在救恩中，更新應該是

進行式。

2、奮興（revival，或譯「復興」）。若說更新是

從陳舊到新穎，那麼奮興或復興，就是從死寂的狀態

到復甦。十六世紀的改教家早就看到，並提醒教會，

「真實改革的教會，必定不斷自我革新。」

很不幸，宗教改革不過半個世紀之後，更正教

各個團體就進入了正統教義時期，信義宗如此，

改革宗也是如此。強調教義的正統很對，更是應

該；但十七世紀的正統教義時期，卻發展出死寂

和冰冷的特質。信仰不再以是否愛主、遵行主旨

來衡量，而是以能否正確陳述正統教義為標準。

這種死寂、冰冷的狀態，需要重新經歷火熱、復

甦，與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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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三十七章講到一個奇特的景像：平原遍

滿骸骨。神問以西結：「人子啊，這些骸骨能復活

嗎？」接著神使骸骨生筋長肉，並賜下氣息，使枯骨

成了大軍。這是神終極的心意，也是祂在教會中所要

做的事！

3、覺醒（awakening）。聖經多次呼籲，叫神的

兒女不要沉睡，要醒起。教會歷史的發展，也顯示神

於歷代興起祂的僕人，傳講使人心甦醒的信息，且使

教會復興的震撼擴及整個社會。史上稱為大覺醒運動

的，是十八世紀發生在北美的大事。愛德華茲牧師所

傳講的「在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因聖靈奇妙的工

作，使人心受震撼，並徹底悔改。不過，愛德華茲提

醒我們，覺醒不能只是感情的、外在的，更須是全人

的、由內而發的。當時的復興，發生在大西洋的兩

岸，除了北美，還有英國，且由約翰衛斯理等人所帶

動。

身分的覺醒與復興

以上所講復興的定義與屬靈特徵，若應用在個人層

面，那就是每個信徒都需要經歷身分的覺醒與復興。

弗五1-21這段經文，幫助我們從蒙愛之子、光明之

子、智慧之子三方面來看。

1、蒙愛之子。身為基督徒，表示我們是蒙愛的兒

女，上帝的愛透過基督捨身流血的救贖已經臨到我

們，因此我們也要憑愛心行事。基督之愛所展現的是

捨身流血的犧牲；清楚傳遞一個信息：愛就是捨己。

然而，舊人的特性卻是自我中心。神的兒女，必須脫

去六種舊人的心思與態度：苦毒、惱恨、忿怒、嚷

鬧、毀謗、惡毒。且憑愛心行事：以恩慈相待，也就

是以仁慈、親切、和藹的態度、方式善待他人。也就

是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

們一樣。像蒙愛的兒女一樣效法上帝！

此外，保羅還提醒我們，不要在性的方面開玩笑，

乃要感謝。這是一個性開放與混亂的世代。自我中心

的人放縱情慾、貪得無厭，至於生命改變的基督徒，

則是以神為中心，願以真愛與犧牲為動力，並為上帝

豐富的賞賜獻上感恩。基督徒絕非禁慾主義者，對於

性的議題不需羞於啟齒，不需有恐懼心理。我們清楚

知道，性是上帝的禮物和創意，因此存感謝的心面

對，既不拿來開玩笑，更不放縱情慾。開玩笑只是加

以貶損，心存感謝則是肯定它應有的價值，承認那是

上帝的禮物，需在婚約的委身中被保護。

2、光明之子。黑暗代表無知、錯謬與邪惡；光明

表明的是真理與公義。保羅提醒我們，過去我們是暗

昧的，如今在主裡，卻是光明的。因此改變的不僅

是所處的環境，更是生命特質。成為基督徒的重要意

義，在於我們的生命改變了，從黑暗變成光明。這一

切都因為基督是世上的光（大光），而我們這些信靠

基督的人也成為光（小光）。

生命改變了，生活就能夠且必須跟著改變。所以行

事為人當像光明之子，發出良善、公義和誠實的光

輝，結出光明的果子。光明之子生活的消極面，是不

與人同行暗昧無益的事；積極面，則是揭露暗昧無益

之事的錯誤。要責備錯誤的事，讓它被光顯明，使之

無所遁形。更關鍵的，是宣揚福音，使人能有機會被

基督光照，使睡著的人醒過來，看見黑暗、罪惡的可

怕，使人悔改歸向基督。所以保羅在這裡大聲呼籲，

睡了的人要醒過來，死了的人要活過來，在黑暗當中

的人，要行在基督的光中！

3、智慧之子。聖經要我們作智慧人，不要做糊塗

人，更不要成為愚昧人；所以要在主裡過有智慧的生

活。智慧人的記號有三，首先是愛惜光陰。這裡的愛

惜是贖回，買回；而光陰指的是稍縱即逝的機會，須

讓神所預備的每個機會發揮最大的功用，因為過去可

能就沒有了。為什麼？因現今的世代邪惡。愛德華茲

在廿歲那年就下定決心，絕不浪費一刻光陰，總要盡

最大的努力加以利用，為主從中得到最大的好處。何

等心志！

智慧人的第二個記號，是清楚分辨主的旨意。得著

屬天真智慧的途徑只有一個，那就是上帝的旨意。主

耶穌是我們的榜樣，若非出於父的吩咐，祂就不說、

不作。面對十架苦難時完全順服，乃因基督立志照父

的意思，不照個人的意思。當我們用主禱文禱告時，

我們所求也是願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智慧人的第三個記號，是被聖靈充滿。這不是一時

的經歷，而是時刻的體驗；不是事奉者或靈命高超之

人的特權，乃是每個基督徒該有的裝備；它絕非可有

可無，而是得智慧、得勝的不可或缺。被聖靈充滿不

僅得著能力，19-21節還特別提醒我們，這樣的人會

讚美主、感謝父上帝，並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我們若渴望教會的復興與覺醒臨到，讓我們在神面

前切切祈求，也讓我們每個人時刻活在神所預備的恩

典中，經歷身分的復興與覺醒，預備神更深的工作成

就在祂的教會，成全在這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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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李建儒口述／應秋鳳整理

《 經文：太六 5 -10 》
禱告連結了天與地  ●●●●●●●●●●●●

禱告連結了天與地，禱告可以說一方面將地帶往

天，讓我們離地上騰，不再受世界的纏累，到父的寶

座前向祂傾心吐意；另一方面是讓天降下地，讓神來

介入我們的世界。這段經文是主耶穌對於禱告非常基

要的教導。禱告，就像呼吸般的自然。不知道當你剛

信主的時候，帶領你信主的人有沒有告訴你基督徒一

定要讀經與禱告，讀經好像吃飯，禱告好像呼吸，那

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能。我們會對人說話、溝通，也就

同樣的來對神說話、溝通，這是一種本能，是不需學

習、自然而然就會的。就像小嬰孩吸吮母乳，不需要

人家教，自然就會吸母乳。禱告，對一個重生得救的

基督徒而言，是像呼吸般自然不過的一件事。

不知道你的經驗如何，對不少人，禱告好像漸漸變

得不自然了，常常很自然的就忘記禱告，不再呼吸的

人其實就是一個靈性死亡的人。很自然的不需要神，

不呼求神，神好像不在我們的心上，只有在發生很大

的事的時候，才來尋求祂。我們變得不禱告或扭曲禱

告，因常常早已習慣靠自己，以自己為中心，靠著以

往信主的經驗，靠著我們自己。禱告極其自然！卻又

極其不自然！我們好像渴慕神，想與神親近，卻又遠

離神。天與地很近，相連在一起，卻又很遙遠！

停止虛假！ ●●●●●●●●●●●●●●●

在這段經文，主耶穌教導我們兩組的禱告的不要與

要，關乎禱告的攔阻與禱告的要素。第一組的不要與

要關乎著把地帶往天去。首先是不要效法假冒為善的

信徒。禱告，它不是個表演，不是在炫耀我們宗教的

虔誠。那假冒為善的信徒，他們喜歡站在會堂和十字

路口群眾聚集的地方，向人展現他們的宗教虔誠。主

耶穌說他們禱告的動機不對。他們禱告乃是故意、刻

意的，帶有不良動機。他們禱告的對象也不對。禱告

不是對著人說話，不是說給人聽的，是對著上帝的。

主耶穌不是反對公禱，但是這些假冒為善的人是針對

人說的，並不在乎上帝。他們禱告的本質也不對。他

們將原本是內在的事變成完全完全是外在的，但禱告

的本質本是隱密的。登山寶訓可說是主耶穌教導門徒

生活的天國的大憲章。門徒生活很重要的是它的隱藏

性，是我們屬靈生活的根基。禱告是私密的，就像兩

個戀人間甜蜜的情話。但這群人他們要的是舞台、燈

光、群眾，當這些都具備，馬上就人來瘋。他們居然

把一件最崇高的事情變為最卑下的事情，上帝淪為他

們的配角，跑龍套的。主耶穌說他們的禱告已經得到

他們想要的，賞賜已經得到，交易已經完成，銀貨兩

訖。他們要的只是人欽羨的眼光、人的讚美，而對這

樣的人主耶穌的判語是可怕的，在天上再沒有什麼留

給他們的，他們將會貧貧窮窮的進上帝永遠的國度。

主耶穌在這裡給我們的警告是：停止虛假！唯有停止

虛假，才能進入真實，才可能跟永恆的上帝有真實的

靈交。我們無法欺騙屬靈的世界，做假會攔阻我們離

地上騰，一直停留在屬地的光景，做假摻雜對屬靈生

命有極深的傷害。真實禱告的人往往是隱藏的人，不

是那種喜歡曝光，愛出鋒頭，惟恐天下不知的人，他

們常渴慕單單活在神面前。

從世界抽離‧轉向神 ●●●●●●●●●●●●

要治療假冒為善的傾向與危險，主耶穌要我們禱告

所要積極從事的是：進內屋，關上門。到隱密處與神

獨處、與神關鎖，去單獨與神同在，學習過一個隱

藏的生活，培養內在的生命。禱告首要的是從世界抽

離，轉身背對世界，不再被世界吸引、誘惑，換言

之，也就是對自己的慾望說不。「世界」在聖經裡

有不同的意義，不見得是不好的，也可指世人。問題

是「世界」真的很迷人、很可愛，我們很容易在群眾

的掌聲當中迷失自己。主耶穌常常在人看來是成功的

事奉之後，離開群眾去獨自禱告。我們生命中的矛盾

常是，「最好」的敵人不是「不好」而是「好」，若

不從其中抽離，我們的心其實很容易沈湎在成功的餘

波裡，在成功的餘波中被淹死。而我們也常不知道怎

麼處失敗，有時覺得這世界太可惡了，群眾太沒眼光

了，理盲又濫情。成功或失敗的事件與場景已經過

去，群眾已經散去，存留的其實是我們的記憶，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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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論是榮耀或羞恥的感受，感受是真實的，但人

事已過，感受越深越久，表示我們的心很鮮活，涉入

甚深。有些人經歷某些屬靈的高峰經驗，就以為自己

已在屬靈高原，殊不知那只是經驗，經歷是真實的，

是神給我們屬靈突破，指出屬靈的豐盛美地要我們努

力上升前往，而很可能我們目前的真實光景只是在平

原甚至是低谷；我們卻將之變為誇耀的資本，且希望

經歷再現，深陷對經歷的追求與追憶。如此，我們的

禱告就不是在尋求神本身。

主耶穌要我們從世界抽離，轉身背對世界，尋求

神，這是一個心的操練，是我們心之所向、心之所

慕、心之所求的考驗與操練，在考驗著我們到底還在

不在乎神？還真要不要神？神還是不是我們的心上

人？原來往上走的路是往裡頭走，再往更深處走，而

神正在那個地方等候我們。神當然是無所不在，如果

我們不親近祂，我們會遠離神的。或許你會問說：那

神在不在我們當中？當然在！祂無所不在。問題是我

們的心是否安歇在祂的裡面，活在祂的裡頭，住在祂

的裡頭，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們親近神，神就必

親近你們」，尋求神、親近神是我們主動要去做的；

但另一方面，魔鬼像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主動到處

尋找可吞吃的人，「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

們逃跑了」。很多人都沒有聽到魔鬼的獅吼，他們聾

了，因為他們一半的身子早在獅子的口中。牠知道用

什麼來餵養你，如果我們不小心，不住在神的裡面，

很快地，我們就會成為魔鬼的擄物。主要我們轉身背

向世界，從世界抽離，來與神一同關鎖，看透世界的

虛假，這個世界永遠不可能真正滿足我們，我們也不

可能把世界的需要全部填滿。主耶穌在世的時候沒有

醫治所有的病人，餵飽所有的人，到底我們最在意什

麼？我們心之所向、心之所慕、心之所求的到底是什

麼？當我們關上門來尋求神的面，當我們從世界抽離

轉向神的時候，主耶穌給我們一個偉大的應許，那就

是天會回答地，天父會公開的報答你，我們應當在禱

告裡期待上帝垂聽。

但禱告中的困難往往是覺得呼吸中的氧氣不足，問

題就在這裡，當主耶穌說進入內室，關上門，禱告你

「暗中的父」，上帝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

近的光裡，是人未曾看見，也不能看見的，就像我

們不能直視太陽一樣。極度的光與極度的黑暗是同樣

一回事，都已超過人視線所能承受的。摩西曾冒死做

這樣的禱告，求顯出的榮耀給我看。上帝說不，你根

本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麼。如果答應摩西，他馬上就

會死。沒有人見上帝的面還能存活。但神垂聽他的渴

望，是在他面前彰顯出一切的恩慈，讓他看到背影、

榮耀的餘暉。即使所看的是上主的背影，摩西臉上所

映照的榮光仍令百姓畏懼。主耶穌說你進到內屋禱告

的時候，你的父在暗中察看，禱告困難就在這裡。祂

在暗中察看，我們在禱告室裡常渾然不覺祂在，以為

祂不在、祂沒聽，氧氣不夠，我們忘記一件事情，那

就是祂在訓練我們的肺活量，訓練我們屬靈的身量。

好像雅歌裡那位良人不見了，新婦習慣她的良人與她

在一起，新婦就在路上、半夜裡尋找：「我心所愛

的，你到底在哪裡？」很多基督徒經歷這樣的光景，

覺得上帝不見了，靈性低潮與枯乾，如靈修神學中提

到的「靈魂的黑夜」。這是一段煉淨、降服的過程，

也是一段老我死亡的過程，把我們裡頭所有的摻雜全

部都煉淨。事實上，基督徒的禱告是主動的被動，我

們要主動的尋求、親近上帝，但作為一個被造物，我

們只能謙恭的侍立在神面前說：主，請說，僕人靜

聽！祂何時說，我們無法掌控祂，但其實就在那段覺

得枯燥寂寥的時間神正在我們生命中做偉大的工作。

慢慢地，世界對我們不再有吸引力，屬地的味道慢慢

從我們身上褪去，不知不覺中，我們已被祂操練到我

們的心常安置在祂裡頭，過了不知多少時候，猛然發

覺，祂早已把我們背在祂的翅膀上，離地上騰，乘駕

在地的高處。原來我們已經離地很高了，心被操練到

世界已不能滿足我，原來我已經脫離了虛假，我已經

進入到一個屬靈真實的世界。如此，我才能夠在世人

當中恰如其份的活著，去愛這個世界，愛世人。這是

第一組禱告的要與不要。

停止不信！停止掌控！放手！●●●●●●●●●

第二組禱告的不要與要，關乎讓天降下地，讓神介入

我們的世界。主耶穌說你們不可以像外邦人、異教

徒。他們用許多重覆的話，無意義的話，他們想要催

眠上帝，轟炸上帝，其實那是一種不信的表現。只有

沒有信心的，才會用很多的話，甚至咒語，以為有

效，不斷的累積重覆，就像以利亞面對四百位巴力的

先知，他們從早到晚不斷的呼喊，以利亞在旁邊看

著，直到他們筋疲力竭。但以利亞只一句信心的話，

火就從天而降。我們禱告中的多言與無語，對上帝而

言，並沒有差別，但是對我們人是有差別的。我們嘴

巴說愛你，心卻遠離祂，我們騙不了上帝的。禱告說

出來，可以使我們的心思意念集中，話語對我們是有

意義的。可是當我們越深的禱告時，我們會發現禱告

的言語不夠，有時經歷流淚，或說不出來的嘆息，就

像詩篇說的，從我的深處呼籲，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在地上是寄居的，我是客旅，求可憐我、憐恤我，

我是困苦無依的。能說什麼呢？在神面前已經是無言

了。在神面前言語與無言是沒有區別的，重點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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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頭到底在呼籲什麼。挪威信義宗神學家哈列斯比

所著的《禱告》說道：「禱告不獨在乎言語，它比言

語更深。當你禱告的話還沒有說出來以前，它已經在

你心中。當你禱告的言語結束之後，它還存留在你的

心裡。」他說那就是禱告。

主耶穌說不要效法外邦人、異教徒，他們以為那些

話語可以催眠神、說服神，主耶穌說那根本是無效

的，那是一種不信的表現。主說停止你們的不信，因

為你們是來到父的面前，像一個孩子來到父的面前。

當一個孩子要求父母要給他一些東西是父母親不會

答應的，他越是不斷的訴說，不停的唸，就越顯出他

的心虛與沒有信心，試圖用一直說、用話累積起來想

改變父母的想法。主耶穌說你們禱告不要像那樣，因

為那是不信的表現，要停止不信，為你的不信悔改！

不可效法外邦人，用許多自認為有效力的話，好像異

教徒用的咒語，想要操控神，要操控屬靈的世界，那

是行巫術。主在說，停止掌控！停止告訴神祂該怎麼

做、如何做，停止要神照我們的訂單，我們的時間表

做。放手！不會放手，就不會抓住神所要我們緊緊握

住的，只有放手，神才接手。放手! 讓神做祂要作的。

從自我抽離‧榮耀神 ●●●●●●●●●●●●

停止不信，停止掌控，這些都是以自我為中心而有

的表現，也攔阻了神介入我們的世界。我們要帶著

充足的信心，像孩子信靠父母那樣單純的信心，讓

祂做！信靠祂會做！祂絕不會棄我們於不顧！為什

麼？「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

的父早已知道了。」神既然已經知道，我們還要開口

求麼？親愛的弟兄姐妹，主呼召我們將一切需要、一

切重擔帶到父面前，如果我們不帶到神面前來，我們

要帶到哪裡？誰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難道自己想辦

法？也不要說這是小事，不好意思麻煩神，不需要祂

幫助。禱告是承認我的無能、貧窮，真的在一切事上

需要祂！需要祂的幫助，祂的指引，祂的加力。禱告

是承認貧窮，渴求恩典！主耶穌說帶著你的需要來到

父的面前，需要是真實的，但是「需要」不能擺在上

帝跟我們中間，否則當我們禱告是以我們的需要為中

心的時候，禱告就開始挪移焦點，變成又是以自我為

中心，當我們將我們的需要擺在神和我們中間，結果

往往越禱告，越述說問題與需要，沒有耐心等候神的

垂聽，看到事情的改變，就越禱告越焦慮，失去安

息，又扭曲了禱告的本質。

主耶穌講的是，帶著你的需要和重擔來，因神早已

知道我們的需要，所以重擔要擺在一旁，不是放在神

和我們中間，要知父掌權！焦點不是我們的需要，而

是上帝的榮耀！禱告是從自我中心抽離，轉向以神為

中心，榮耀神。開始以神的榮耀為念、以神為中心，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將我一切需要都與神的榮
耀、神的國相關連。禱告是顧念上帝的事、上帝的榮

耀、上帝的旨意，讓天在地上能夠通行無阻，讓天能

夠介入地，這時禱告中，我的問題變成是要榮耀你

的。我的疾病、我的難處，我一切的需要，不管是什

麼，我都要帶到神的面前；就算是我搞砸的問題，我

的過錯、羞恥，也求介入，讓它們都來榮耀！以神的

榮耀為念，神也必看顧我的事！連我最卑微的需要也

都可以祈求，也都與祂的國度有關連！後面的主禱文

就是為我們身體靈魂一切的需要禱告，但那個焦點是

上帝的榮耀。這樣，我們的禱告就有一個不一樣的方

向與本質，問題與需要不再橫亙在神跟我們中間了。

當我們禱告的目標變成是上帝的榮耀，問題還沒有解

決的時候，我們已經開始在讚美神，感謝神，等候神

介入我們的世界。

我們在美國讀神學院結束時，心想都沒出去玩很可

惜，就報名參加旅行團前往優勝美地。出發前一天，

內人去看一位很愛主的牙醫師，處理一個小問題。治

療後醫生沒有給任何止痛藥，說旅行路上不會有問題

的，要我們放心。沒想到第一天過了中午，我太太牙

就痛了起來，一路上為她禱告都不見舒緩，一直到晚

上睡前都如此，她也因此無法入睡。我曾在經過下榻

飯店的櫃台時詢問有無止痛藥，他們說沒有。看到內

人一直痛得無法入睡，很心疼，禱告仍無果效，突然

湧上一念頭，我對她說，我要再去櫃台問看看，說不

定換班的人有，但我肚子不舒服，等我上完廁所後才

能下去問。下樓後，櫃台的先生說剛剛不是說過沒有

嗎？沒有就是沒有。結果，旁邊站著一位先生卻說：

「我有！」我欣喜若狂，原來他是一位醫生，彎身拿

起身旁的007手提箱，從夾層中拿出一個罐子整罐送給
我，並吩咐說只要吃一顆就好。他說不知怎麼的，已

在櫃台十幾分鐘了，他早就想走了，只是櫃台的先生

一直跟他聊天讓他走不了，說完就道別了。我知是上

帝為了我拉肚子，叫那人等了十多分鐘為要給我止痛

藥！我連忙回到房間，對著太太喊著說：止痛藥！止

痛藥！止痛藥！很奇妙，吃下去十分鐘她就睡著了。

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們的天父老早就知道我們一切

的需要嗎？你是祂的兒女，祂顧念你！停止我們的不

信，帶著我們的需要來到神面前，輕輕的擺在一邊，

以神的國為念，以神的榮耀為念。停止虛假，進入真

實。開始學習過一個隱藏的生活，培養內在的生命，

從世界抽離，轉向神，讓祂的旨意在我們的身上暢行

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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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智牧師

華神第十三屆校友

現為台南聖教會主任牧師

華神董事

  1982年六月……，剛好是卅年前的現在，帶著海

軍陸戰隊沉重的忠誠袋，退伍回到家，算一算離七月

初考華神只剩25天，簡單訂一個讀書計劃，然後每天

拼命讀聖經，25天再次讀完六十六卷，然後帶著惶恐

的心應試，其中英文靠著神的恩典，考了62分勉強過

關，讓我有幸成為華神大家庭的一員。

  1985年畢業，開始開拓士林聖教會，會友從零開

始，直到今天台南聖教會1,500多人，歷經了許多眼

淚的爭戰與無窮的辯論，甚至無情的攻擊，如今教會

幾乎汰換成一新的樣式。我喜歡用「耶和華的軍隊」

來描述現況。是感恩與盼望的圖畫、更是充滿異象與

合一的喜樂。

＊＊＊＊＊＊＊＊＊＊＊＊

常有人問我們教會現在的特色是什麼？是音樂嗎？

是查經嗎？是禱告嗎？是小組嗎？也許在人數成長上

都有不同的感恩與欣慰？但相對的在同樣的感恩事件

上，卻也常遭致許多的批評與針對豐富而不以為然的

指責……。

論到我們都只會走高格調的路線，就不顧那些可

憐、卑賤、沒恩賜的人，因此我們就常要思想，是否

要把教會鋪設成一個貧窮、哭泣、沒有恩賜、沒有盼

望、有許多人在哀哭的樣子……，如此才能證明我們

是一個有愛心的教會。因此，我們又出現「因噎廢

食」與「必也臨事而懼」的消

極態度與做法，其實這一

直都是教會裹足不前

的面面觀。

但神給我們看見這一條救恩的道路，應該是從眼

淚、哭泣、絕望……直到在神愛中的一切變化與祝

福，都充充滿滿的應驗，而成為豐富、恩典、恩膏、

能力…。事實上，這一切應該是並行的。「我來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10）

因此我們仔細思量與觀察，教會中每一個人的故事，

果真看見許多人起初剛進教會時的無助與眼淚，更有

瀕臨自殘趨向的危機人物，但親眼見到他們學習與主

同行，並信賴的腳步後，在教會中一個個成為亮麗、

喜樂、恩賜滿滿、充滿祝福的見證人，如果這都是那

麼真實，那我們就不要為了一般人無謂的質疑，而要

把教會搞成可憐兮兮的樣子來自我安慰。

我們從神領受的應許與祝福如果一直應驗，那就不

要遲疑，繼續勇往直前，讓神的恩典與神蹟，一直出

現在「相信的人」身上，並以此鼓勵那些不信的人，

一起跟上這福音的祝福與恩典。但願我們如同聖經所

給我們的應許，一起朝向一個「令自己驚奇的教會」

而努力奔跑。有三個方向是我們的禱告也是期待中的

應許。

一、一個因異象而強盛的教會

「神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

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

們！」（弗三20）

教會不要朝向大型教會的指標走，因這樣會變成企

業化管理的教會，然後組織條例、人事法規等充滿在

教會行事日誌中，最後長執會（董事會……）管理牧

者，牧者只能成為管會堂的人。

我們應該走強盛教會的路線，那是因牧者看見異象

而引導的道路，並天天看見「出人意外的平安與得

勝」的感動，這種教會不只是大而且是會改變世代、

邦國的耶和華軍隊。這種教會的法規會漸消失，而代

之以想像不到日新月異的策略與感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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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個向著標竿直跑的教會

若我們只會談愛心、安慰、祝福，卻

沒有異象的感動。那就像在埃及地，當

年神降下十個災難，如果摩西只是展

開全面救災行動，來贏得民心，甚至責

怪神為什麼降災。那就陷所有先知於不

義，並且使神的百姓在時代中，失落救

恩與應許，而變成更大的悲劇。「沒有

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

有福。」（箴廿九18）當標竿的清晰

使「出埃及」（進迦南的道路）成為真

實，這樣的日子是列邦列國所震撼與敬

畏的。

三、一個因合一而喜樂的教會

我們要的是「合一相愛」的喜樂，而

非只「得著恩賜」的喜樂。因前者是永

恆與主動的，後者卻是短暫與被動的。

當年耶路撒冷教會經歷了聖靈的澆灌，

大家認罪悔改的更新，成就「彼此合

一、彼此相顧…..同心建造」的強度，成

為當時彎曲世代的亮光，教會每天充滿

神蹟奇事，充滿讚美歌聲。因此，主將

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這也是我們

今日最享受的教會生活。

「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裡

的奧祕⋯⋯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

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這

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

裡所定的旨意。」（弗三9∼11）新的

日子，我們所擁有的不應該是體制與傳

統，我們要看見得勝與復興，並且享受

在一個天天為主來夢想而且一直實現的

日子裡。相信教會必充滿喜樂的祝福。

光陰如梭，轉眼間三年就過去了！昨日還是一個少

不更事的神學生，明日就要成為一個事事關心的牧

者。但今日我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尤其是上帝用來成全我的那些弟兄姊妹，在此我更要

一一感謝。

  首先，我要感謝母會拿撒勒人會信德堂的弟兄姊
妹。他們在我進神學院以前就不斷鼓勵我、接納我、

抬舉我，在就讀神學院以後也持續關懷我們一家，在

禱告、奉獻上一路支持我們，讓我們十分感動，也很

懷念過去一起服事、生活的日子。

其次，我要感謝實習教會的弟兄姊妹。無論是過去

信友堂的牧長們、學青輔導和學生們、方舟小組（散

居各地）的戰友們，還是現在真理堂的牧者們、弟

兄們，雖然與您們相處歲月不算太長，但卻讓我有很

寶貴的學習，也很期待這樣的一份情誼能繼續細水長

流-----無論將來如何，都能在主裡互相守望相顧。

再來，我也要感謝華神的師長同工和同學們。師長

們的細心教導、傾囊相授是我們受用無窮的，校方所

安排的專題聚會更是叫我們眼界大開，而同工們的服

務精神也是讓人相當受寵若驚的；同學們在課業上互

相請益、在球場上切磋球技、在小組內彼此代禱，家

眷們在生活上互惠互利，小孩們一起歡笑嬉戲……這
一切一切都是值得感恩的地方，也讓這裡成為一個叫

人難分難捨的地方。

  雖然如此，這地卻不足以叫我們流連忘返、樂不思
蜀，因為度過了這一道恩典的約旦河，前面尚有一個又

一個我們每個人蒙召要去得著的不同山頭，故最後僅

以王少伯絕句一首與諸君共勉，望靠主恩得勝有餘：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望靠主恩得勝有餘

■道碩／葉永盛
畢   業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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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在台灣地區，如欲奉獻請詳劃撥單。  

若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列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若您在加拿大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列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80295,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V5H 3X5

2011學年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1年7月1日∼2012年6月30日 單位：新台幣元

第三期建校

奉獻基金

項 目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金

宣 教 中 心 基 金

設 備 增 添 維 修

合 計

全學年需要 五月份收入
七至五月

累積收入

七至五月

預計支出
收支差距

60,644,148
2,151,050
1,355,320
4,025,700

68,176,218

4,284,104
52,925

399,261
270,731

5,007,021

新校區建設基金 五月份收入 累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1,712,840 167,825,942 -432,174,058

64,686,000
2,379,000
1,875,000
4,260,000

73,200,000

2,826,240
406,500
127,781
374,970

3,735,491

神已將桃園縣八德市長安街的新校地賜給華神，後續工作包括向教育部申請立案、地目變

更、新校區的開發建設及募集設校基金及建築費用。請您繼續為華神第三期建校的事工的需

求禱告及奉獻，共同加入華神擴校奉獻的行列中。

64,928,252
2,203,975
1,754,581
4,296,431

73,183,239

給予是我們對神的愛的自然流露，是神榮耀的彰顯。

《校本部招生快報》

華神海外招生作業大致完成，總計錄取四人。今年

度海內外報考總人數121人，已於6月18、26-27日舉

行筆試及口試，7月2日則公告國內考生錄取名單，有

關錄取名單屆時請上華神網站查詢。http://www.ces.

org.tw。

另神學碩士科國內錄取名單業已出爐，共招收舊約

組四人，新約組四人，神學歷史組兩人。

《暑期海外短宣》

暑假到來，參與短宣的同學們已整裝待發，地區包

括亞洲泰國、歐洲的葡萄牙、荷蘭，更遠至南半球斐

濟等國，不論國內國外，求神供應所需的智慧、體

力，尤其為每位身體健康禱告。求神與每一支短宣隊

伍同在，讓隊員們彼此同心服事，在愛裡彼此包容和

學習。也求神預備當地人的心，能喜樂接受福音，並

為參與短宣隊員的弟兄姐妹的家人守望，好叫在前線

爭戰的同學們，沒有後顧之憂！

《2012台北研經培靈會》

2012年台北研經培靈會將於10月2∼4日（週二∼

四）假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台北市南京東路

2段110號）舉行，此次大會主題為「尋求主的面」，

兩堂研經：下午2：00∼3：30由華神胡維華老師講授

《西番雅書》、下午4：00∼5：30由新加坡浸信會

神學院孫寶玲院長主講《馬太福音》（太四12-17、

太十六13-18、太二十八1-20），晚間7：00∼9：00

培靈則邀請華神周功和院長主講，三天將由「瞻仰榮

光」、「奉耶穌的名」及「進入至聖所」等子題加以

闡述。為嘉惠大台北地區以外的弟兄姊妹，大會提供

有關網路即時同步播出服務，若貴教會或基督教機構

願意開放場地，加入網路直播，請與研經培靈會籌備

處聯絡：（02）23659151分機215查主任。誠懇邀請

華神之友、各教會弟兄姐妹屆時踴躍參加。

《學院活動》

學院於6月8日華神舉行期末的感恩見證會暨謝娜敏

老師惜別會，多位同學踴躍上台作見證，還有男聲三

重唱獻唱，場面熱烈倍感溫馨，求主引領謝老師未來

的服事與生活，滿有主的恩典，手所作的工都榮神益

人。

《圖書館調整夏令時間》

迎接暑假，為方便讀者，圖書館調整開放時間。時

間如下：自6月18日至9月25日（週一至週五）上午

8:00-12:00；下午13:30-17:00。週六、週日則一律休

館，9月26日正式開學後，恢復正常開、閉館時間。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想進一步詢問者，可電洽或上

華神網站查詢。

《宣教中心》

感謝神，白德禮老師已於6月6日順利完成疝氣手

術，隨即於6月8日出院，求神保守他傷口的癒合及體

力的恢復迅速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