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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來有越來越多的呼聲，說廿一世紀應是華人基
督徒興起，負起跨文化宣教責任的時代。他們
說，教會遵行復活主所賜予的大使命，類比跑接力
賽，而華人基督徒應接下最後一棒。筆者同意這是
華人基督徒應該興起的時候，只是認為接下最後一
棒的，應是普世的教會，而不是任何一個民族的信
徒。中華福音神學院的創校院長，戴紹曾牧師（19292009），是一位來華宣教士，也是來華宣教士的兒
子、孫子與曾孫。華神在以往四十多年的歷史裡，曾
培養出一百多位跨文化的宣教士。雖沒有交白卷，但
也須承認以後應有更佳的成績。本文簡單地探討使徒
保羅的宣教觀念與實踐，希望能勉勵華神以及廣泛的
華人教會更積極地參與普世宣教事工，以致在本世紀
結束前，完成主所賜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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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向

保羅的志向，就是不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
福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他希望福音得以廣
傳，讓未曾聽見的人都能明白（羅十五20-21）。在第
一次宣教旅行時，他在加拉太一帶建立教會；在第二
與第三次宣教旅行時，他把福音由亞洲傳到歐洲，在
馬其頓與希臘建立教會。他寫羅馬書的目的之一，是
希望經過羅馬，蒙該地的教會送行，到西班牙去宣教
（羅十五22-25）。所謂「送行」，包含物資與人力
（林後一16；多三13）的供應（注1）。西班牙是當
時羅馬帝國西邊的「地極」。可見保羅有心在他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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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年日裡，遵行復活主的吩咐，把福音傳到地極（徒
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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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

世界很大，人很多，所以傳福音需要有策略。保
羅的策略，是在神所引導他去的每一個地區，選兩三
個重要的城鎮，在其中建立教會，然後轉去另一個地
區繼續拓展（注2）。如果要在任何一個地區把福音
傳給每一個人，他就不可能說，「我從耶路撒冷，直
到以利哩古，到處傳了福音。」（羅十五19）他所
謂的「傳了福音」，就是戰略性地在每一個地區的建
立能成長、能傳福音的教會。由此看來，大使命的成
就，可能不是世界上每一個人都聽到了福音，乃是每
一個民族都有自己的教會。
筆者認為，若是要成立健康、為主作見證的教會，
那教會的成員應有自己語言的聖經，至少有新約部
分。威克理夫聖經翻譯會有一個目標，就是到了2025
年，餘下的還沒有開始聖經翻譯的一千九百多種語
言，都有人開始聖經翻譯的工作（注3）。既然每一
個民族擁有自己的聖經是本世紀可以達成的目標，表
示在本世紀結束前，餘下的大約三千四百民族都有自
己教會，也是可以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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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靈的大能
傳福音需要聖靈的大能。保羅見證說，神藉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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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作為，用神蹟奇事的能力，並聖靈的能力，使
外邦人順服。」（羅十五18）若不是聖靈的大能持續
地彰顯，福音的進展會很慢，大使命的完成就遙遙無
期。十八世紀在新英格蘭有大復興，稱為大覺醒。有
一位神所重用的牧者、佈道者與神學家，愛德華滋，
從救贖歷史的觀點，認為從舊約時代直到主再來的日
子，神會不斷地賜下一波一波的復興（注4）。教會
的復興使福音的傳播得以突破性的開展。事實證明，
二十一世紀在亞洲、非洲等地，聖靈的大能正在彰
顯，使教會快速地增長。華人基督徒應積極地參與靈
魂的大收成，並且不停地向神禱告，求聖靈的火繼續
在信徒心裡焚燒，使我們為基督的聖名發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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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學
保羅的神學與他的宣教負擔息息相關。福音是神

的大能，拯救一切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其他的
民族（羅一16）。世人都犯了罪（羅三23），因為
都在亞當裡墮落（羅五12-21）。墮落的人不接受神
在自然界清楚的啟示；神的忿怒在他們身上（羅一
18-25）。罪的工價乃是死，唯有神的恩賜，在主耶
穌基督裡，乃是永生（羅五12-14；六23）。墮落的
人若是憑著肉體（血氣），想要立自己的義（靠立功
之法），就不可能得救（羅三27；四1-2；十3；加二
16，21；弗二8-9）（注7），因任何時候我們願意為
善，便有惡與我們同在（羅七21）（注8）。任何人

方法

得救，是因信靠耶穌基督（羅三21-26）（注9），因

保羅傳福音與建立教會的方法是言教兼身教（例

被神算為義，不算為有罪（羅四1-8；加四5-14）（注

如帖前一4-5；二6-12）。保羅建立教會有一個特色，
就是速度非常快！他在一個地方逗留五、六個月，就
成功地建立了教會，並且很快就按立長老。跟著，他
就向那教會告辭，兩三年後，才回來探望那教會（注
5）。我們今日建立教會的速度，比起保羅，真是望
塵莫及。保羅的方法值得深入地探討！
對保羅而言，一項非常重要的事奉，是向外邦教會
募款，帶去周濟耶路撒冷教會裡貧窮的信徒（羅十五
25-28；林後八-九）。外邦信徒在物質方面幫助猶太
信徒，是前者還福音的債，也促進兩者主內的合一。
神藉保羅所行的神蹟，包含在他在所建立的教會裡，
猶太人與希臘人（以希臘文化為本的人）和睦地共存
（參看；林前九19-23；弗二11-22；三6）。這是非常
不容易的事，也是今日跨文化事工的典範與理想（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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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傷
同胞的不信，使保羅心裡時常傷痛（羅九1-5）。

不過，照著揀選的恩典，有部分以色列人是信主的
（羅十一1-6），包括他自己。不信的以色列人，如同
橄欖樹上被砍下來的枝子。至於信主的外邦人，好比
野橄欖枝子逆著性被接在橄欖樹上（羅十一17-24）。
不過，保羅在傷痛中得到神的安慰，因為神啟示他，
有一天，等到外邦人的數目添滿了，以色列全家要得

基督被設立作挽回祭（羅三25）。凡信靠祂的人，就
10）。即使許多以色列人不信，神的話沒有落空，
因為從以色列生的不都是以色列人（羅九6-18）（注
11）。凡效法亞伯拉罕之信的，都是亞伯拉罕的後裔
（羅四11-13；十4）。
每當傳福音有了成果，就需要牧養教會。保羅對教
會的牧養有豐富的教訓，但不能在本文討論。這一段
所提到的，是要凸顯保羅所傳的福音有其必須性與普
世性。必須性，是因為全人類都被捆在罪中，走在滅
亡的道路上；普世性，就是福音對所有的人都一視同
仁，沒有分別，因罪人都需要藉著信靠基督，白白地
稱義（羅三22-24）。白白的恩典也是傳福音的驅動
力。正如保羅說，「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
蒙了憐憫」（提前一15-16）。如此的神學，就是大使
命的神學。

結

論
今日的華人信徒應效法保羅的志向、策略與方

法，把福音傳給萬民。我們應為未信的群眾憂傷，懇
求聖靈復興教會，使教會能早日成就大使命。希望
華神今後栽培出更多跨文化的宣教士，持守純正的信
仰，心被恩感，委身大使命。如果神所賜的召命是牧
養教會，也要成為滿有宣教負擔的牧者，領導教會的
信徒積極地參與大使命。

注釋：
1.原文προπεμπω的意義，很接近今日常用
的『差傳』。
2.Roland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2), pp.
10-17.

道學碩士科（教牧組、神學組）
招收對象為蒙召全職事奉者。

3.http://www.charismanews.com/world/34848-isthe-end-near-wycliffe-reports-2000-plus-bibletranslation-projects-underway。

本課程是整全的聖經、神學和實踐課程的專

4.Jonathan Edwards, A 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 (1776). 這書是愛德華滋死後
十六年才發表。

能力。

5.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 pp. 84-85. 作者所
舉的例，有路司得與帖撒羅尼迦。

招收對象是蒙召接受裝備成為傳道同工，搭

6.如果保羅知道他死後不久，外邦人與猶太
人不能在基督裡彰顯主內的合一，他一定
非常傷心，無法接受。
7.參看Douglas J. Moo 反駁E. P. Sanders 與
J. D. G. Dunn 對第一世紀猶太教的詮釋。
Moo,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The New

業學位，作為蒙召傳道的基礎裝備，使他們
具備正確闡釋聖道和牧會專業事奉的知識與

聖經碩士科
配牧會事奉者；或已在教會全職事奉、有心
在職進修之傳道同工。本課程是以聖經、神
學和實踐課程作為蒙召傳道的基礎裝備。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一般組、職場宣教組）
一般組／招生對象為教會推薦之培育師資、
在教會事奉之實習傳道、預備提早退休、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日後有心全職事奉者、有心接受完整神學教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pp. 211-217.

育，進深裝備之教會同工或信徒領袖。

8.這一節所講的，就是『犯罪的律』、『罪
的律』、『罪與死的律』（羅七23，25；
八2）。
9.Moo認為『神的義』在羅馬書三21-22節是
指使人成為義，在25-26節是指神自己的
正義。Moo, Epistle to the Romans , pp. 218243.
10.注意羅馬書四1-12這段經文裡『算』
（λογ
ι
ζομα
ι）這個詞的使用。
11.羅馬書九到十一章，處理『神的話是否
落空』（羅九6）的問題。參看John Piper,

職場宣教組／招生對象為職場領袖與信徒。
本課程是以聖經、神學和實踐課程作為基礎
的裝備。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
招收對象為有多元化事奉呼召和非全職服事
的信徒。本課程提供研究院級核心扼要的神
學教育，協助同學對聖經、神學、事奉與基
督徒生活有全面性的了解。

中華福音神學院 http：//www.ces.org.tw

救（羅十一25-30）。我們應效法保羅，為被砍下的枝

The Justification of God: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of Romans 9:1-23 (Grand

校本部招生電話：

子（以色列人）而憂傷，也為未被接上的枝子（未信

Rapids: Baker Academic, 1993).

E-mail：academic@ces.org.tw

主的外邦人）祈求。盼望在這個世紀裡，世上的萬族

（02）23659151轉258教務部曾姐妹

都被接到橄欖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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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
&新娘的朋友
編者按：
本文為康牧師於華神週三崇拜之講稿，
經作者過目。發人深省，值得一讀。

■康來昌，第五屆校友，現為中華基督教長老會信友堂牧師

法老督工的，責打他所派以色列人的官長，說：「你們昨天今天
為什麼沒有照向來的數目做磚、完你們的工作呢？」以色列人的官
長就來哀求法老說：「為什麼這樣待你的僕人？督工的不把草給僕
人，並且對我們說：『做磚吧！』看哪，你僕人挨了打，其實是你百姓的錯。」
但法老說：「你們是懶惰的！你們是懶惰的！所以說：『容我們去祭祀耶和華。』
現在你們去做工吧！草是不給你們的，磚卻要如數交納。」以色列人的官長聽說
「你們每天做磚的工作一點不可減少」，就知道是遭遇禍患了。他們離了法老出
來，正遇見摩西、亞倫站在對面，就向他們說：「願耶和華鑒察你們，施行判斷；
因你們使我們在法老和他臣僕面前有了臭名，把刀遞在他們手中殺我們。」摩西
回到耶和華那裡，說：「主啊，你為什麼苦待這百姓呢？為什麼打發我去呢？自
從我去見法老，奉你的名說話，他就苦待這百姓，你一點也沒有拯救他們。
所以摩西第二次轉述神的應許時，他們就因「苦工愁煩、不肯聽他的話」（出
六9）。

經文：約三29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見新郎的聲音就甚
喜樂。故此，我這喜樂滿足了。」
新郎是耶穌，新娘是教會「新耶路撒冷由神那裡從天而降，預備好了，就如
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啟廿一2）。施洗約翰講自己是新郎的朋友，我
們也是新娘的朋友。保羅（新娘的朋友）說他把哥林多教會（新娘）「許配給
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女，獻給基督」（林後十一2）。後來哥林
多教會（新娘）對基督（新郎）不貞，新娘的朋友（保羅），就起了「神那樣
的憤恨」。傳道人常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勸人信耶穌，說耶穌愛你，你要接受祂的愛就是信祂，你要愛祂。我
們是新娘的朋友，告訴新娘，這位新郎「白而且紅，超乎萬人之上」（歌五
10）。但常有信徒和非信徒說：「我體會不到神的愛」；「我信耶穌信累
了」。他們把「起初的愛心離棄了」（啟二4）；或者，他們始終都不信神是
愛。我們必須繼續對新娘、教會、及每個人包括自己，說耶穌愛你，你一定信
祂或繼續信祂，新娘啊！你要跟耶穌化敵為友，你要與神和好，「所以我們作
基督的使者…勸你們…求你們：與神和好」（林後五20），這才夠朋友。
摩西是神和以色列人的媒人，是這對夫妻的朋友。以色列人在埃及作奴隸，
神要摩西告訴自己的妻子，做丈夫的並沒有忘記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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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來是要救他們脫離埃及人的手，領他們出了那地，到美好、
寬闊、流奶與蜜之地。」（出三7、8）摩西、亞倫把這話轉述給以色列人，百姓
「聽見耶和華眷顧他們，鑒察他們的困苦，就低頭下拜」（出四31）。這是佈
道？培靈？還是神學課程？這群人跟上帝沒有關係已有四百卅年，他們的祖先
從迦南地到埃及，出來是為了躲避飢荒，後來被當作奴隸，這應用在基督徒或
非基督徒都可以。非基督徒不認識上帝，遠離上帝，不知道這個世界有位全能
愛他們的上帝，他們不知道什麼是真愛，他們是罪和死的奴隸，我們必須跟他
們傳得自由的福音。對遠離上帝、遠離教會很久的基督徒，我們勸說：神仍然
眷顧你。不知道摩西跟這群百姓講的時候，這群百姓對上帝還有多少信心？認
識多少？摩西跟他們說神怎麼好，他們聽進去了，這是聖靈的工作。
罪人憑自己的肉體「我們…不靠著肉體」（腓三3）、看環境「我們行事為
人是憑著信心，不是憑著眼見」（林後五7），聽不懂、聽不進、看不出：
「神是愛」。憑自己的感覺看環境不覺得神愛你，可能覺得神是約伯的神，很
兇、不可理喻等等，不過我們還是相信神的話、相信聖靈的工作、相信耶穌的
救恩，傳述神是愛你的，你要跟祂永結同心。以色列人接受了這樣的信息。但
接受沒有多久，環境更惡劣，他們就不信了。出五、六章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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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耶穌過程也常常是如此，碰到困難就不想信了。但感謝主，雖然他們不
信，上帝還是帶領他們出了埃及，過了紅海，來到西乃山立約。摩西一直不斷的
講，從埃及開始直到曠野，在西乃山立約以後，跟上帝的新娘說，上帝非常好，
你要專心的愛祂：
「以色列啊，…神向你所要的是什麼呢？只要你…愛祂…你要…
愛耶和華—你的神。」（申十12；卅20）
「你們要分外謹慎，愛耶和華—你們的神。你們若稍微轉去，與你們中間所剩
下的這些國民聯絡，彼此結親，互相往來，你們要確實知道，耶和華—你們的
神必不再將他們從你們眼前趕出；他們卻要成為你們的網羅、機檻、肋上的
鞭、眼中的刺，直到你們在耶和華—你們神所賜的這美地上滅亡…耶和華
—你們神所應許的一切福氣怎樣臨到你們身上，耶和華也必照樣使各
樣禍患臨到你們身上，直到把你們從耶和華—你們神所賜的這美地
上除滅。」（書廿三11-15）
這是我們的信息，不斷對新娘說對自己說。人人（傳道人、
平信徒、神學生、神學家）都要聽，因為人人（包括我）
都淫蕩成性，拜偶像成性，好朋友會說逆耳的忠言，何
西阿、以西結等先知都以妓女來形容上帝的新娘。
所有神的兒女都是神的新娘，也是新娘的朋
友，我們勸每個神的兒女，也勸非基督徒，
要回到神那裡，接受神的愛，要專心的
愛祂。
一位基督徒有個相愛的女朋友。
他說我實在太愛女友，要我
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的上
帝，辦不到。好像如
此，人會覺得，多
愛（多關心）財
富、兒女、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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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論文等，就必定少愛神一點。相對的說，多愛神
一點，在這些事上，就必定少愛一點。就人的有限而
言，這想法正確，魚與熊掌不可兼得，忠孝不能兩
全。面面俱到、左右逢源、雙贏、皆大歡喜不可能長
久。

我，恐怕我傳福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了。」（林

「一個僕人不能事奉兩個主；不是惡這個愛那個，
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不能又事奉神，又事奉瑪
門。」（路十六13）

約拿單是神的新娘的好朋友，是大衛的好朋友。他

想兩面討好，又愛世界又愛上帝的基督徒，既賺不
到世界，還會賠上自己。「那十角與獸必恨這淫婦，
使她冷落赤身，又要喫她的肉，用火將她燒盡。」
（啟十七16）

心裡一點都不信。做牧師久了，希望有更多的名聲、
地位，有更多人的稱讚，還厚顏的勸人說你要專心愛
主。求神幫助我們，真實信神、愛神。

在大衛最艱難的時候，「使他倚靠神，得以堅固」
（撒上廿三16），約拿單是頂天立地的好漢。
掃羅嫉妒大衛，這完全不必要，大衛對掃羅忠心耿
耿，不會取代他。但大衛可能威脅到約拿單。掃羅如

這時，新娘的朋友要告訴神的新娘：神是慈愛全能
的，你要堅心仰賴主。

給新娘呢？怎麼能在新娘不愛新郎的時候，提醒她，

曠野的樹林裡；掃羅的兒子約拿單起身，往那樹林裡去

新郎是獨一無二的好，「忽略這麼好的老公，怎能補

見大衛，使他倚靠神得以堅固…」（撒上廿三15）

償呢」（參來二3）、「結局就是焚燒」（來六8）；

我們勸新娘（世人、信徒）跟丈夫（耶穌）和好；
身為「新郎的朋友」，我們要跟新郎、跟耶穌、跟神
講什麼？我們不斷的跟祂講：拜託拜託，要愛你的太
太。
提醒新娘愛新郎，有非常好的理由，因為新郎的確
美好：「我的良人白而且紅，超乎萬人之上。」（歌

子若在世間活著，你和你的國位必站立不住」（撒上

五10）但我們怎麼跟上帝說你要愛你的新娘？說她賢

但我們又從聖經中清楚看到，只信神愛神的十架窄
路，卻是「這些東西都要加給你們」的康莊大道（太
六33；林前十六9）。看耶穌為至寶，看學術（或財
富、權力等任何受造物）如糞土，是在學術（或財
富、權力等任何受造物）上有成就又不被它們轄制、
腐蝕的唯一方法。單單愛我們的丈夫耶穌，耶穌把一
切都給我們，祂是最獨佔、又包羅萬有的主。

廿31）。然而約拿單沒有瑜亮情結，他沒有求神使自

慧？善良？美麗？說不出來，因我們又老、又醜、又

己做第一把交椅，使大衛做老二，「門徒起了爭論，

髒、又淫蕩（結廿四43；弗五26）。

他們中間哪一個可算為大」（路廿二24）。他主動

要做新郎、新娘的好朋友，必須不斷更認識新郎的
美好。你不認識新郎，說不出新郎好，怎麼把他介紹

「大衛知道掃羅出來尋索他的命。那時，他住在西弗

死，百姓可能會立大衛而非約拿單為王，「耶西的兒

「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呢」（來十29）、「我們的
新郎乃是烈火」（參來十二29）。神學院和教會唯一
的責任就是使人認識神，認識神的救恩，當然我們也
講人的罪惡，但我們更應越來越知道神的美好。不要
推銷自己都不信、不認識的產品，不要重複沒內容、
沒感情的台詞。新郎的朋友要認識新郎，不斷的更認
識他，摩西就是這樣。
出埃及記卅三章，摩西非常灰心，因為以色列人這
新娘跟上帝剛結婚（立約，出廿四8、18），四十天
後就外遇（拜金牛犢），變心變得太快了。摩西為新

我們對新娘說，你要愛新郎，理由是：因為他是好

娘求，耶和華聽了朋友的勸，赦免了妻子，允許他們

新郎。我們對新郎說，你要愛新郎，理由一樣，因為

進迦南。不過神說，我不跟你們一起去，免得你們惹

你是好新郎（不是因為：她是好新娘，她不是）。你

有些人就是那麼美好，但他們注定是悲劇的角色。

我氣，消滅你們，我派使者去。摩西的回答說：「你

曾應許你的公正、慈愛、聖潔、善良不會改變：「我

神兒女沒有終極悲劇，而是全盤喜劇，但從人看來，

若不親自和我同去，就不要把我們從這裡領上去。」

以永遠的愛愛你。」（耶卅一3）因為你是好新郎，

耶穌是我的丈夫，我鼓勵我丈夫多愛別人，我也鼓
勵別人多愛我丈夫，人間沒有這樣的例子。我們在傳
福音給別人，說神多麼美好，祂愛你，你要接受祂的
愛，要愛祂，我們絲毫沒有嫉妒、擔心：「主啊！如
果你愛他，或他愛你多一點，你愛我就會少一點。」
十字架的道路很奇妙，我們單單愛主，得到的是一切
的豐富，包括得到一顆寬大、樂於分享的心。

約拿單是悲劇角色。他最愛的兩個人彼此為敵，一位

如果夫妻感情不好，旅遊時就會希望配偶不要一起

所以你要愛你的壞新娘，愛到她變好，用你的十架，

是父親掃羅「掃羅和約拿單—活時相悅相愛，死時也

把她洗得美善。

去，再好的景點，同行人不和，就不愉快。我們跟上

詩篇中常有這樣的建議：你們要好好的愛主，你們
要領受主的愛。當我們被全能全善的神愛，又愛祂的
時候，我們不僅自己快樂，而且希望每個人都領受
祂的愛，每個人都愛祂，沒有嫉妒、衝突、不安、擔
心、害怕，只有更多的豐富。

（徒十六6），好「叫我們不靠自己，只靠叫死人復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便知道祂是美善；投靠
祂的人有福了！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祂，因
敬畏祂的一無所缺。」（詩卅四8-9）「女子啊，你
要聽，要想，要側耳而聽！不要記念你的民和你的父
家。」（詩四十五10）「我們不將這些事向他們的子
孫隱瞞，要將耶和華的美德和祂的能力，並祂奇妙的
作為，述說給後代聽。」（詩七十八4）新約同樣強
烈的傳講這位美好的良人。

掃羅的嫉恨。很多人說基督教不食人間煙火，剛好相

基督徒常覺得他的新郎就是神或基督並不好，一看
到約伯式的小說就心有戚戚焉，我們要拒絕這種自憐
自義，我們要用諸般的智慧勸誡、教導新娘，更把自
己獻給他的新郎：「我們傳揚祂，是用諸般的智慧，
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裡完完全全地
引到神面前。我也為此勞苦，照著祂在我裡面運用的
大能盡心竭力。」（西一28-29）我們尤其要勸自己且
全心的愛祂，領受祂的愛。「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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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九27）最大的危險是我天天跟人講神的美好，自己

甘居大衛之下：「你必作以色列的王，我也作你的宰
相。」（撒上廿三17）無比高貴的心靈！

不分離」（撒下一23），一位是好友大衛「你向我發
的愛情奇妙非常，過於婦女的愛情」（撒下一26）。
他無法改變父親，無法作和事佬。神常常讓祂的兒女
在世上走投無路，「神用籬笆攔住我的道路…又使我
的路徑黑暗」（伯十九8）；「聖靈禁止他們講道」
活的神」（林後一9）。
約拿單無奈，大衛也無奈，他不能反擊掃羅，因為
掃羅是上帝的受膏者；他不能為自己辯護，因為越辯
掃羅越瘋狂；他越奮不顧身為掃羅作戰，就越引發
反，聖經從不虛擬雲端天堂，聖經最食人間煙火了。
聖經把人不願意承認、不敢面對的現實（包括人有
罪，人會死，聖徒有苦難），不斷放在我們眼前。聖
經一向提醒信徒，在世界，我們信全能全善的神，卻
有躲不了、解不開的苦難（「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約十六33）。這是十架神學）。國王不聽的時候，
王子公主為大衛關說都不行，他沒地方可以去，只
好逃亡，他逃去的地方，還被國王屠城（撒上廿二
19），大衛只好投敵—逃到非利士地，他，「如同曠
野的鵜鶘；好像荒場的鴞鳥。我警醒不睡；我像房頂
上孤單的麻雀」（詩一○二6-7）。約拿單沒有逃命之
苦，但他看到親愛父親的瘋狂而不能攔阻，那也是錐
心之痛。
信靠上帝，困難未必會減少。甚至可能越信，越為
義受逼迫。

帝走天路，會不會說：「我們要去的天堂很好，路上

創世記十八章記載新郎的朋友對新郎的勸告。亞伯

的名利富貴平安喜樂也很好，但主自己沒什麼好，我

拉罕為所多瑪的惡人和義人求，你能不能為城裡的

要神的祝福但不要神，不要神同在同行，祂實在很

五十個或更少的義人，饒恕城裡的人（饒了你的新

煩。」真信徒會說：「天堂如果沒有上帝，我就不去

娘）？那段是新郎的朋友對新郎沉重的提醒。願我們

天堂；上帝如果在地獄，我就去地獄會祂，地獄對我

也這樣禱告。絕不是因為我們配（代禱者及被代禱者

就是天堂。」如果我們愛神，就一定會這麼說。摩西

都不配），也不是代禱者有能力、被代禱者是好的。

說你不跟我們去，我們就不要去了。耶和華本來不同

亞伯拉罕或我們的代禱，是基於上帝的應許、上帝的

去了，後來被朋友（摩西）勸服了，好好好，看在你

信實、上帝的公義。

的面子上，我和你們一起去。

摩西常勸新郎愛新娘，「求你照你的大慈愛赦免這

摩西不是只求神同去，他也求神使他更認識神，也

百姓的罪孽，好像你從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們一樣」

就是更認識神的美好：「我如今若在你眼前蒙恩，求

（民十四19）。撒母耳也如此。他為掃羅禱告，為百

你將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認識你。」（出卅三

姓禱告，為他們的罪惡求上帝的寬容、赦免，再給機

13）摩西早就認識上帝，我們早就知道上帝的愛，小

會，上帝，不要休了你的妻子。「至於我，斷不停止

時候就知道、信耶穌後知道、蒙召時就知道、進神學

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撒上十二23）耶

院知道。那知道與認識需要更新？一定需要更新。學

利米也是，他自己被神的新娘（以色列）氣死了，卻

琴的說：「終於把巴哈彈完了！」老師說：「小姐你

還是不斷要神愛以色列人，以致於耶和華說：「你不

可以不彈巴哈了，你不會把巴哈彈完了。」「聖經我

要為這百姓祈禱；不要為他們呼求禱告，也不要向我
為他們祈求，因我不聽允你。」（耶七16）
教會很少教導：有時不可為人禱告。但聖經有：
「人若看見弟兄犯了不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
神必將生命賜給他；有至於死的罪，我不說當為這罪
祈求。」（約壹五16）或許有不可代禱的時候，我不
敢說。不論如何，我們向新郎求，絕不是因新娘可愛

已經看完了！」「少爺，你可以不看聖經了，你不會
把聖經看完的。」
「我已經認識上帝！」「如果你認識上帝，必定會
更想認識祂。」「求你想到這民是你的民，顯出你的
榮耀給我們看。」顯出你的榮耀，讓我看到你的榮
耀，認識你的美好。

而求，她不可愛；不是因我們很好而求，我們不好。

新郎啊！顯出你的美好給我看，我好告訴別人（你

我們只能因為上帝應許恩待教會，就求神恩待祂的教

妻子），你多麼美好；我好告訴自己（也是你妻

會、祂的新娘。

子），我多麼幸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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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康牧師為獻身者禱告

《4/12與華神相遇》

「2013與華神相遇」已於4月12日圓滿結束。計有七十五位弟兄姐妹加上本院師生約二百多位與會。從下午半天
的課程體驗、小組聚會到晚上的培靈，緊湊而精彩，當晚的培靈會由康來昌牧師主講，是整個大會的高潮。他以
淺顯而富趣味的內容引領大家思考，唯願這場聚會能喚起更多愛主青年，踴躍投入事主的行列。

《華神招生考試6/17舉行》

《華神41屆畢業典禮6/22舉行》

華神是蘊育傳道人的搖籃，轉換信徒成為傳道人的
工場。歡迎蒙召清楚、委身服事的弟兄姐妹回應神，
接受華神完整的神學裝備。校本部招生截止日為5月
24日，考試訂於6月17日（週一）舉行，考試科目：
聖經、英文、中文、心理衛生問卷等。科別有道學
碩士科（神學組、教牧組）、聖經碩士科、基督教
研究碩士科（一般組、職場宣教組）、基督教研究
證書科。報名費國內考生：NT1,800元，郵撥帳號：
00163740，戶名：中華福音神學院。請您直接上網
報名，有關詳情請上網查詢：www.ces.org.tw。或洽專
線：（02）23619151分機258曾姐妹。
招生行事曆
5/4
海外考生筆試
5/28-29 海外考生口試
6/3
公告海外考生錄取名單
6/17
國內考生筆試
6/25-26 國內考生口試
7/1
公告國內考生錄取名單

華神第41屆畢業暨結業典禮將於6月22日（週六）
下午二時起假浸信會懷恩堂舉行，邀請新加坡神學
院陳世協院長擔任典禮講員，講題為「贏得尊重的服
事」（提後一3～7）。歡迎與我們一同見證，並願神
賜恩這群神國工人，一生為主所用，成就祂深遠而奇
妙的計劃。

《校本部暑期課程》
校本部暑期特別開設兩門課程：8月12日9:0012:00、8月13-15日8:30-12:30的「講道神學」，由吳
榮滁博士教授，此課程屬實踐神學，歡迎校友來選
修；9月2日～9月13日（週一至五）每天9:00-11:50
的「約翰福音」，由陳濟民博士教授。盼藉研讀約翰
福音的內容，及思考這福音書在華人文化中的含意。
暑期課程訂8月13日(週二)為註冊日，時間自8:3011:30，13:30-15:30止，欲選課同學請依規定辦完註冊
手續。

2012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單位：新台幣元

2012年7月1日～2013年6月30日

若您在台灣地區，如欲奉獻請詳劃撥單。

全學年需要

三月份收入

七至三月
累積收入

七至三月
預計支出

收支差距

經 常 費
學生助學金
宣教中心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

65,226,500
2,043,500
1,896,000
7,834,000

11,566,262
80,000
139,000
453,991

49,862,529
1,455,077
891,134
3,355,314

45,147,620
1,323,000
1,014,175
6,791,330

4,714,909
132,077
-123,041
-3,436,016

合

77,000,000

12,239,253

55,564,05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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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計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80295,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V5H 3X5

建校
奉獻基金

54,276,125

三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484,700

196,805,315

-403,19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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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案、地目變更、新校區建築費
用。第一期需4億元，預計2017年完工，未來待增建部份約需2億元。

師資培育

8

1,287,929

新校區建設基金

每年需要3,600,000元

給予是我們對神的愛的自然流露，是神榮耀的彰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