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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在凯达格兰大道「为下一代幸福赞出来」

的1130集会，见证了台湾教会的合一连结、快速动

员、积极付出、为道发声。约三十万人齐聚一堂（注

1），为了捍卫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价值观，真

是叫人不能不动容。

在过程中，不少教会抓住这个教育契机，或使用影

片、讲台分享、戏剧、文宣、或网络讨论，来教导训

练弟兄姐妹如何理解并响应972性解放运动的要求。真

是令人振奋又感动。

不过，这个行动也带给一些教会不小的风波。一方

面这个多元成家草案的社会压力，迫使教会领袖对婚

姻家庭事工表达清楚的立场、检视了教会自省其神学

和实践之间一致性的能力，另方面也考验了教会内部

不同世代间的信任关系，间接暴露了教会塑造信徒和

评量灵命的指标。

「同性恋是罪吗？怎么会有人认为那只是不合潮

流、过时的解经观点？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

「个人不赞同同性性行为，但也不反对他们有结缔婚

约的权益」、「邻居这对同性伴侣，看似多年来都还

相依无事，比起家里整天争吵不休的弟弟和弟媳，那

是好太多了」、「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不法的

事必然增多，教会还是专心传福音好了。」

这些提问和观点正反映了Packer和Parrett（注2）书

中所描述的，即当今许多不成熟福音派会众的标记──
对真理、对神肤浅又模糊的概念，对基督徒生活议题

（特别是婚姻家庭生活）的缺乏思考。教会在实践主

的大使命的历程中，不免会看重如何的问题。但多元

成家草案是个好时机，提醒什么的问题可能是更为重

要。

灵命评量的指标
灵命塑造或转化是神的工作，藉由圣灵在信仰群体

里有真理又有爱的工作，让信徒的灵德与品格，持续

转变为耶稣基督的样式（注3），使荣耀归与三一神。

灵命塑造也是教会牧养事工的重心，把人在基督里完

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只是，灵命可以如何被观察？有没有什么初期的评

量系统，可以在第一时间帮助牧者发现问题并提早介

入？所观察到的，是不是该有所评量的？教会该如何

客观地评估自身的成长或退化，而不是到了问题出现

才察觉到信徒的反应令自己意外。 

灵命这个概念固然不容易量化、测量者亦不易客观

地量度，因为这份测量也挑战评估者的价值感，但回

顾灵命测量的沿革，从廿世纪中旬一直到如今，研究

宗教学的社会学家对灵命这一个概念所提出的操作性

定义，提供了不少线索作为评量的参照点。

从灵性研究的文献，我们发现在测量灵命的时候，

除了最基本的仪式（教会会友和宗教活动）指标以

外，还增添了教义信念、价值观、经验、因应、行为

结果、垂直面的安适（与神的关系）和水平面的安康

（目的感、幸福感） 等多元指标（注4）。

换言之，固然惯性的宗教活动（如参加聚会、读圣

经、祷告）是最基本，亦是灵命转化的必经路径，不

可不行，但思想的转化到底有没有发生，还得测量

信徒是否已有转化了的价值观，是否能真的理解、应

用、分析、整合经训、因应实际生活的挑战，是否能

看自己、看人生，有人生目的、亦有人生满意度。

从基督教教育和灵命塑造诸多的文献中，值得一提

的是美国基督教大学院校联盟（CCCU），在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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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自然流露，是神荣耀的彰显。

七至元月

预计支出

建校

奉献基金

项        目

经 常 费

学 生 助 学 金

宣教中心基金

设备增添维修

合         计

全学年预算 元月份收入
七至元月

累积收入
收支差距

  新校区建设基金 元月份收入  累积奉献          与目标需求差距

神已将桃园县八德市长安街的新校地赐给华神，后续工作包括向教育部立案、地目变更、新校区建筑费

用。第一期需4亿元，预计2017年完工，未来待增建部份约需2亿元。

2013学年我们的财务需要
2013年7月1日～2014年6月30日 单位：新台币元

学

院
简 讯所提出的十六个用以测量学校实施灵命塑造成效的指

标。其中除了多项雷同上文所列，关键的指标还包括

获悉基督教传统、促进人类现况意识、致力于爱神和

爱人、从事福音见证和基于圣经的公义与和好使命，

即关心福音对社会的影响等（注5）。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多元成家草案此议

题提供我们一个反思点，从多元的角度评量教会灵命

塑造事工的究竟，也激发我们牧者在形塑弟兄姐妹灵

命的努力上，从好的层次往更好迈进，再接再厉。

信徒所信的教导
信徒所信的是什么？信徒有无属灵的洞察力，来了

解社会科学所提供的信息（统计结果、文化信念）？

否则他们所知道充其量也不过是现象的呈现。但对我

们信徒而言，唯独神特殊启示的话语才是信仰生活规

范的依归。谈到与未信者对话，论及文化与社会科学

数据，当然有其必要，然而刨根究底，倘若连「信有

神」（来十一6）的前提都不存在，对话就很难达到共

识了。如果连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在拿捏对话的前

提上显得迟疑，那就是教会教育的问题了。

近来北美教会正蕴酿着一股力量，要重新拾起福音

派教会似乎遗忘许久的教会传统──要理问答的教导

（catechesis）（注6）。这种以全面的福音真理为基

础、有系统地以对话方式在信仰群体中进行背诵，是要

把圣经所有的主题（创造、堕落、拯救、复合）在基督

耶稣救恩里应验并达致高峰的信息，精准地铭刻在信徒

的脑海里，使他们能有据此响应生活议题的思想架构。

早在70年代，Lawrence O. Richards在论及基督教教

育时，就如此说：「设计圣经教学的第一步，不是去

找圣经的故事，而是转向完整的启示，找出那些能

塑造基督徒的世界观和指导我们生活决择的核心真

理。」（注7）儿童的圣经故事教导或成人的逐卷圣经

查考都好，但若非教学者刻意强调其中的圣经真理，

对于初信或幼嫩的信徒，是无法自行归纳出教义性的

结论的（注8）。

绝对真理、权威式的教导、背诵性的学习，是后现

代社会所鄙视的。但它们仍有其不可抹灭的价值（注

9）。多元成家草案的面对，提供教会一个契机，重新

调整活动的比重与教育的重点。

教会不同世代间的彼此连结
毫无疑问地，瞄准特定族群、分龄牧养的事工是很

有果效的。商业营销的手法、人格发展研究的结果、

后现代文化的思潮，都助长了世代的区隔。过度或僵

化的同质或分龄事工，带来相对的损失，因为它把基

督的身体区隔 来，加添拦阻主在她身上「一个身

体」的呼召（注10）。

在初代教会的草创期，没有什么比犹太人和外邦人

之区隔来得更印象深刻。犹太人想尽办法要排除外邦

人也能获救恩的可能，因此，当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

上所成就的救恩，揭 祂万古之先所定的旨意时，就

是先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一时之间也无法转换过新

思维来。

使徒保罗不但没有因此提倡分 的犹太基督教会和

外邦基督教会，他更是为此抨击同为使徒的彼得，并

在不同的书信里强调基督里的合一：「同为后嗣，同

为一体，同蒙应许」、「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

里都成为一了」、「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

身，互相联络作肢体。」

合一的会众与多重世代的连结，能以彰显基督的丰

富和荣美。多元成家草案所激起的反思行动，提供教

会再思世代间的事工。借着刻意地一起聚会、一起用

餐、一起学习、一起宣教，让各群体被纳入教会身体

的全部生命，彼此相助、彼此塑造，「便叫身体渐渐

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注释
1. 台湾守护家庭官方网站，https://taiwanfamily.com/?author=4 

(accessed February 12, 2014)

2. J. I. Packer and Gary A. Parrett. Grounded in the Gospel: Building 
Believers the Old-Fashioned Wa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10).

3. 参看Paul Pettit, “Introduction,” in Foundations of Spiritual Formation: 
A Community Approach to Becoming Like Christ, ed. Paul Pettit 
(Grand Rapids: Kregel, 2008), 17-26.

4. D. O. Moberg, “Spirituality Research: Measuring the Immeasurable?”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62, no. 2 (2010): 99-
114; Raymond F. Paloutzian and Craig W. Ellison. “Spiritual Well-
Being Scale,” in Measures of Religiosity, ed. Peter C. Hill and Ralph 
W. Hood Jr. (Birmingham: 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 1999), 382-
286. See also 2010 version,  http://www.lifeadvance.com/spiritual-
well-being-scale/3-the-spiritual-well-being-scale.html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4); Fetzer Institute,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of Religiousness/Spirituality for Use in Health Research, Kalamazoo, 
MI: Fetzer Institute, 2003 (1999).

5. Council for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11. CCCU Report 
on Spiritual Formation. Washington, DC: CCCU.

6. 在2012年底，纽约市救赎主长老教会（PCA）的主任牧师Tim 
Keller和Sam Shammas根据宗教改革时期的几个重要要理问答，

写成了「新城市要理问答」（New City Catechism，成人版和儿

童版），共有52个问与答，提供教会聚会、一对一门徒带领、小

组、家庭，全年每周一问一答的学习。在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的大力推动之下，不少教会已 始使用，目前中文翻

译也正积极进行中。

7. Richards, Lawrence O. A Theology of Christian Educa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5); 中文翻译是，劳伦．李察，《教会教育

事工》魏玉琴译（台北：中主，1996）, 398, 403.

8. Tim Keller, “Why Catechesis Now?” http://thegospelcoalition.org/
blogs/tgc/2012/10/11/why-catechesis-now/ (Accessed October 25, 
2012); 中文翻译是，提姆•凯勒，「今日为何需要教理问答的教

导？」Amos Chong译/骆鸿铭校对，http://www.crtsbooks.net/blog/
post/2012/10/14/

9. 广被国内外教育人士所采用的Bloom认知教育目标分类，清楚说

明知识的获取，记忆是最为基础的，没有它，了解、应用、分

析、评鉴和创造是不可能的。

10. Gary A. Parrett and Steve Kang. Teaching the Faith and Forming the 
Faithful: A Biblical Vision for Education in the Church (Downers 
Grove: IVP, 2009). 中文翻译是，「教导所信、形塑信者」，将于

年底出版（台北：华神）。

《2014林道亮博士讲座林道亮博士讲座》
「吃得苦，受得气，挨得穷，做得工」四十多年

来，几乎没有华神人不晓得林道亮院长的谆谆教诲。

为记念林院长对华人神学与教会的贡献和影响，华

神将每年举办「林道亮博士讲座」。今年特别订5月
5~7日首次邀请福音派大师D. A. Carson博士，从以弗

所书整卷解经，分段处理，融合神学和牧养，针对后

现代文化冲击，从不变的真理，发现永恒的原则，灵

活应对当下牧养，以「神的教会与文化冲击」为题，

带入现今日新又新的教会牧养。回应当前神学与社会

议题，延伸二堂专题：「保罗新观」、「同性恋与教

会」。欢迎踊跃网上报名。

此外，为方便北部以外地区弟兄姊妹有机会参与讲

座，欢迎教会联机共享属灵盛宴。联机规则：新竹以

南，参与人数达30人以上的教会，至4月25日截止报

名。将提供电子版讲义，欢迎海外教会参与联机。

报名方式：即日起请上华神网站报名http://www.ces.
org.tw/event/20140505

报名费用：校本部校友500元，其他1000元。

缴费方式：邮政划拨：00163740「中华福音神学

院」，请注明「林道亮博士讲座」

　　　　  信用卡，请上网下载信用卡授权书http://
www.ces.org.tw/support_03.html

《2014华神招生报名华神招生报名》
华神即日起受理国内外考生报名；海外考生至4月13

日(主日)截止，国内考生5月23日(周五)截止。报考资格

为：（一）受洗或坚信（振）礼三年以上；（二）学

历：1、大学毕业；2、具四年制神学士学位且至少有

二年全职事奉经验者；3、三专毕业经离校二年以上，

二专、五专毕业经离校三年以上者。；（三）报考道

硕或圣硕者，应清楚蒙召且决意一生专心专职事奉

主；（四）已婚者，配偶须为基督徒且支持考生在华

神接受装备。欲报考者，请先自行于华神网站校本部

招生系统登入报名数据，并下载各式须检附的书表。

报名费用：台北应试考生为NT 1,800元、海外应试考

生为美金140元（NT 3,800元）。招生相关事宜洽询：

(02) 2365-9151转258曾姐妹、E-mail:academic@ces.org.
tw。招生网址：http://www.ces.org.tw/校本部招生选课/
校本部招生系统或来电索取。

《蔡丽贞博士将担任华神第七任院长蔡丽贞博士将担任华神第七任院长》
经过了一年多的祷告、寻求、交通与会议，华神董

事会于2014年2月17日所召 临时董事会中正式通过敦

请蔡丽贞老师为华神第七任院长。我们感谢主，也谢

谢周功和院长在过去年日中带领全院，使院务各方面

都顺利进行。这期间学院也正式 始申请教育部的立

案，并且已获准予筹备，期望能够继续前进。此时，

蔡丽贞老师接棒，担任华神院长，待推展的事工不

少，恳请各位华神之友及教会同道继续为华神代求。

不胜感祷。

《2014与华神相遇与华神相遇》
华神为让更多弟兄姊妹认识华神，进而支持华神，

将于3月8日在高雄七贤路礼拜堂、高雄牧邻行道会、

3月15日花莲美仑浸信会、3月22日嘉义荣光堂及3月
29日云林虎尾浸信会等地举办「2014与华神相遇」，

也将配合当地教会，真正落实「连结福音伙伴」，欢

迎各地的弟兄姊妹届时踊跃前往参加。联络电话：02-
23659151转分机212企划处。



4 54 5

吴苏心美校友系华神第九届校友

去年底正值吴牧师夫妇领养女儿小真二十年

特写了一篇感文与大家分享

并盼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能继续体会神那丰富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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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那个夜晚二十年前那个夜晚
1993年12月24日，我们抱着正好满1岁半的小真，从

中国搭机返回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在普世基督徒同庆

耶稣降生的日子，神也在我们当时结婚了十三年膝下

犹虚，只好养两只博美狗来聊慰舐犊之情的家中，凭

添了一个活生生的孩子。

除了按照志坦他们家族「士志于道」的排行，我们

给她取名「于真」外，也取了一个外文名 “Jannica”，
韦氏大辞典对这个名字的定义是：「神恩典的礼

物」。在二十年前那特别的夜晚，除了感谢神赐下祂

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人间，叫一切信祂的人得到「永

生」为礼物，更是感谢神赐下小真，成为我们夫妻俩 
「今生」 的礼物。

二十年来，神藉由祂所赐的这个宝贝，让我们对

祂、对人、对己增加了许多体悟。

神对人的提拔之恩神对人的提拔之恩

在还没有领养小真之前，我们有七年的时间，遍访

中、西医，无奈检查样样正常、治疗样样无果。满腔

热爱孩子之情，让我们最终经过繁复的手续，去到中

国一个乡下的福利院，把小真领养了出来。当时抱着

她走下山坡小径时，圣经《撒母耳记上》二章的一节

经文突然浮上脑海： 「上帝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

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地位」（8节）。

我不禁想到我们每位基督徒，何尝不是因着神的

「领养」（罗马书八章15节「儿子的心」原文即「养

子的心」），从原来毫无盼望的罪污之境，被迁入神

爱子的国度，成为神家里的人，拥有天父儿女荣耀的

地位，得享全然的新生！小真这个孩子使我深刻体会

到神的「提拔」之恩。

牧师女儿落落大方牧师女儿落落大方
1999年12月15日，我们一家三口来到维也纳，当时

是本地唯一的中国牧者家庭。个性活泼外向的她，喜

欢说话，虽然当时德语一窍不通，也能很快就和教会

的小朋友玩在一起。对初到异地他乡，在一个全然陌

生的环境牧养教会的我们，小真这个因为非由己出、

而未秉承我的个性，却反而落落大方的孩子，反倒成

为我们牧会上的一大助力。

而且，因为维也纳华人教会极大部分的会友都来自

中国的浙江，而小真恰恰也是我们在浙江领养的，所

以她成为我们这两位土生土长的台胞牧者，与弟兄姐

妹建立关联的重要人物。这都是我们原先领养她的时

候，从来没想到的。

神的意念高过人意神的意念高过人意
九年前我48岁半，得了乳腺癌，同年，志坦50岁

时，家族性遗传的小脑萎缩症发病。神早知道未来会

发生的事，祂亲手干预了我们自以为美的生育计划，

我还不知好歹地责怪祂呢！可能是因为年轻力壮的父

母所生、又待过福利院，小真从小就身强体健、适应

力强、吃得起苦、耐得了劳。

像现在，志坦出门，已逐渐要靠轮椅代步，她每次

都抢着推轮椅；要出劳力的家务活，她都肯做、也乐

意做。对我这个喜欢坐在书桌前翻译书、有点不食人

间烟火的妈妈，她最大的贡献就是懂得「自己想办法

解决民生问题」。

神最知道在这个德语系国家的华人教会，需要什么

样的孩子来做牧师的女儿，以便配搭事奉；神最知道

身带遗传病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孩子来组成这个家

庭，以便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互相扶持。神的意念高

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迥异当中认清自迥异当中认清自己

不过，小真和我们夫妻俩相异的程度，不是简单两

句「个性不同」、「体质不像」就可以一笔带过。我

几乎每学期当中都会被请到学校约谈，不是谈她的学

业成绩，就是谈她的行为表现。我们夫妻俩经常为了

她的教育和教养问题头痛万分；个性迥异的我和她之

间，更是冲突不断、勃溪时起，家里很少有「西线无

战事」的日子。

其实，小真她就像「照妖镜」般，让我认清自己原

来性情那么暴戾、没有耐性、没有爱心，我所有看得

见的缺点全在她面前展露无遗！这样的我，有什么理

由老拿自己的尺寸来衡量她是好是坏呢？想到神竟愿

意为我这种人舍身十架、接纳我成为祂的儿女，还拣

选我来服事祂，这是何等的恩典和怜悯啊？！我怎能

不用属神的眼光，来看待和接纳祂所赐给我们的宝贝

女儿呢？

天生我才必各有用天生我才必各有用

生活在以人组成的世界当中，我们常常会不由自主

地，拿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与人攀比或炫耀。孩子经

常就是让我们拿来「往脸上贴金」的筹码。在几经痛

苦地努力，也没能把小真拉进中国人「唯有读书高」

的主流攀比范围内之后，我痛定思痛地反问自己：我

到底把她当作什么了？我是想要拿她来让人觉得我的

教育很成功吗？我是想要拿她来让我脸上增光吗？我

是想要她读好学校，以便将来有好收入来为我养老送

终吗？

如果是希望她读好书、习得一技之长，至少将来能

养活自己，难道这样的想法有错吗？只是，我有跳

这一切，从属天的角度来看她是一个按着神的形像和

样式所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一个神赋予她特定

目的及特殊才干的人吗？

事实上，她在音乐、美术、戏剧、语言等方面的才

华，岂不是在神的家中很能派上用场吗？她那善良细

腻、为人着想的心思，岂不是让带人来教会变得更加

轻松和自然吗？她那能言善道、勇于表达的个性，岂

不是向人传福音，很基本的条件吗？我看重的，是她

对我如何？还是看重她对神如何？

每个人在母腹的时候，神就已按祂的心意，赋予我

们不同的个性、才华和恩赐。没有人在神的眼中是比

另一个人更好或更差。神要我们在祂的国度里各自贡

献一己之力；而祂让人各有所短，是要我们学习彼此

欣赏和互相帮助。每个人在神的家中都可以发挥之

处，都是有用之才！ 

舐犊情深生活增色舐犊情深生活增色
小真常常跟我们说，我跟志坦的生活原来是黑白

的，有了她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变成彩色的。确实

如此，回想1980年结婚后，十三年没有小孩的日子，

我们夫妻俩就像拼命三郎，每天蜡烛两头烧地扑在教

会的事奉工作上。家，只是我们的下榻处；我虽是女

人，却缺乏母性。然而，却在福利院抱着小真的那一

瞬间，舐犊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夫妻俩的谈话内容，从以前多半围着教会的人

事物打转， 始转向谈论与小真有关的点点滴滴。她

的存在提升了我们家的人气和活力，带给我们对未来

生活的憧憬和期盼，也增添了我们温馨的幸福感。

从前，我们凡事都讲求效率。为了照顾和教养神所

托付的宝贝生命，我们的生活脚步被迫放慢，但却因

而过得更加多姿多彩、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当然，

这样的日子并非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因着神的同

在与同行，就能够化苦为乐、转忧为喜。

如今，小真进入能够充分发挥所长的职场，我们不

必再为她的学业烦恼，而能充分享受她的陪伴。神藉

由小真，让我们从一个空有教育理论的「清谈者」变

成脚踏实地的「实践者」；从一个不知他人育儿疾苦

的「论断者」变成满有父母心肠的「体恤者」。神也

让我们通过小真，更明白祂对我们的心意、更清楚自

己的光景、也更能体谅别人的软弱。

深愿你我在未来的年

日，也能继续经由神

放在我们身边的人，

更多体会神那无

尽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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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处同工／叶朝贤

「与华神相遇」订4月11日（周五）假华神

六楼礼堂举行，除精心安排下午半天的课程体

验（二选一）、小组生活体验及聚餐外，晚间

7:00起，则有培灵及认识华神等活动，邀请张

茂松牧师担任培灵讲员，欢迎各教会团契、

小组预留时间，踊跃自由参加；晚间聚会结

束后，将会赠送小礼物给大家！详情径洽02-

23659151分机258曾姐妹。

为方便统计人数，下午时段需于4月8日（周

二）前上华神网站http://www.ces.org.tw完成报

名，且将个人资料包括：姓名、性别、联络电

话、电子邮件、所属教会等填写清楚。晚间聚

会结束后，将会赠送小礼物给大家﹗

3:00~5:00pm 课程体验（二选一）

             诗歌智慧书／吴献章

             教牧学／张复民

5:00~6:00pm 小组生活体验

6:00~6:50pm 小组聚餐体验

7:00~9:30pm 培灵（特别节目、见证、认识

华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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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年的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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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卧

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祂使我的灵魂苏

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

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

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

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

远。」（诗篇廿三篇）

我是厨师，多年于厨房工作，自认生活作息正常，

不抽烟、不喝酒，有运动，对保健稍有研究。2013年
九月份服务单位希望我能去做一份健康体检，确认健

康无传染病，于是我就到对面的三军总医院做体检，

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听诊心脏时告知我需要找时间去看

心脏科，因发觉我的心跳有杂音。

星期天聚会完，校友谢琇莲传道前来探问，并了解

近况。因为在祷告中，神特别感动她为我祷告。于是

我将三总所做的检查及住院许可单给她过目，盼望教

会祷告会能为我代祷，能妥善安排时间做治疗，学院

众师长、同工、校友也齐心为我祷告，保守在这期间

一切平安，没有意外，等候神的 路。

今年我五十四岁，年过半百，心想机械都有弹性疲

乏，这点杂音应该是正常的。于是到心脏内科做心电

图、超音波，再次回诊，医生告知不用帮我 药，但

请我一定要去看心脏外科。向来我都是比较慢性，延

一周去看外科。医生看完报告，就严肃地说下午准备

入院，做 刀前的各项例行性检查。当天是星期三，

厨房中午、晚上的菜早已分别预备好，可想而

知我心中的冲击是何等大。我问道：「医生，

有这么严重吗？」医生回答说：「你是要

生命，还是事业！」

有位天使那就是在荣总 刀房的好友

护理长。她帮我介绍荣总心脏外科张效

煌医师帮我看诊，并做心电图、超音

波及食道超音波。之后，约好 刀

日期，12月24日住院。平安夜我

在医院，我向神感恩，因为心脏

的刀需三至六个月的修复期，学

院刚好有一周温书假，而一

月份的伙食就靠外烩供餐。感谢主，学院方面，师长

同工同学的爱心、体谅及鼓励，为我祷告、祝福，要

我放心不用担心，真是感恩。

24日当晚 始禁食做各样检查两天，包括X光、心

电图、心导管等检查，经医疗团队 会之后于26日
做手术前的说明及签署手术风险同意书，预备27日
早上八点第一刀。26日晚上张医师问我是否半年内有

洗牙，我回答都没有。于是星期五早上赶紧洗牙、补

牙、拔牙。因我有一颗臼齿断裂，有三个残根要拔

除。可是因血流不止，加上张医师早上的刀还未完成

遂而改期。

感谢主因为改期，再次松了口气，从知道到等待，

讲实话有些紧张，差点成了手术逃兵。主日因为天气

太冷，所以请假没去教会。于是前往荣总中正楼二楼

川堂，差不多有十间教会联合轮流主领聚会，如同当

年的马可楼。

当天12月29日的经文：「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

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戴维的城里，为

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

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

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悦的人！」（路二10-14）

一听到不要惧怕时，当下泪流满面，回想十七年

前，同样十二月份教会主日学要表演话剧，其中培恩

要背的经文就是这一段。那时孩子感冒月余，不见好

转又咳嗽。因此每天陪着背这段经文，当时就

对「不要惧怕」印象深刻。感谢主先给我话

语安慰，当时因为孩子检查证实是罹患前纵

膈腔恶性卵黄囊瘤有十二公分大，对一

个六岁大的小孩来说负担何其沉重！当

时治疗过程也是蒙了众人同心合意、

接力祷告，尤其在最后 心脏切除

肿瘤时，华神同学们廿四小时接

力祷告，使得手术顺利完成，

感谢主！（参看宇宙光《病榻

前的春天》，1997年10月号，

282页。）

如今，培恩健康活泼愉快地在与他所读资管有关的

公司当手机维修工程师。而我今天也面临到要换心脏

瓣膜的 心手术。我只有俯伏在主脚前，顺服且欢喜

的在主面前存敬畏的心说：「主啊！我愿意且不再惧

怕，相信祢完全接手且保守我。」当天晚祷时对主

说：「明天有任何建议我都顺服。」感谢主，星期一

早上，护理长打电话关心并告诉我说：「叶老师，我

和同事两人讨论很久，认为 胸是最好且有机会修补

瓣膜。」当下我就说好。之前我跟秀燕在家属会议中

以能在一两个月中复原，赶上二月的 学，厨房工作

可以正常运作为优先考虑，想从右肋骨处 刀并修补

或置换猪瓣膜。如今又重新回到恢复期较长的传统

刀。但神从不误事，祂掌管一切给张医师团队有爱的

巧手，麻醉师与手术团队完美的配搭。赞美主， 刀

前所有的担心忧虑都不见了。感谢所有医疗团队、护

理人员耐心、爱心、细心的照料。愿神亲自报答祝福

每一位。华神全体师长、同工、同学、校友、教会多

方多力的迫切代祷是我最大的平安确据。

原本1月11日早上就要出院，外头天气真是晴朗，

有别于过往几天湿冷的天气。今天上帝用那温暖的阳

光来迎接我出院，按照往常六点起床梳洗、量体重、

血压，之后，就在院内活动。好久没有到楼下去散散

步，就加了件外套准备下楼走十分钟，回到病房从头

到脚洗干净，换上自己带来的衣物愉快的用早餐，等

待办理出院手续。

这次的 心之旅非常愉快、平安，八点半服完餐后

的药，五分钟后全身 始不对劲， 始胸闷、头晕、

全身无力，当下躺回床上，按呼叫铃。医师过来看了

之后立即安排心电图、X光及抽血，我整个人瘫在床

上直到下午两点动也不动，也爬不起来。

我隔壁床的病人身体瘫痪，根本就无法起床，早先

他们表明自己是拜佛的。一下子就跟我划下界线，那

时，我就想：我既没有口才，也没有力气传福音，免

得吃闭门羹。当我身体状况的出现问题时，心想怎么

会这样，星期五晚上才告诉医师周六想出院。「主

啊！你也给我平安入睡，现在我怎么动弹不得，祢要

我做什么或讲什么？」心中就有声音告诉我，快去跟

隔壁床的家属讲两件事。第一，十天之内要每天早晚

推轮椅去看看外面的天空，十天后必有奇迹。我也把

先前姊夫曾是植物人，如今可以上班的经验分享给他

们。第二，告诉他们之所以会演变成这个情况，可能

导因于二、三十年前的撞伤。我也将我的见证告诉他

们，见证上帝对我的说话并医治的过程，分享完就回

到床上休息。隔天当我亲眼见到隔壁床病人有知觉，

知道疼痛，他们的家人遂有了欢笑。我心中感恩，知

道这是神的工作，祂应验了祷告。愿一切荣耀归与

神，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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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释经

2014 林道亮博士讲座林道亮博士讲座
专题：保罗新观、同性恋与教会

讲员：Dr. D. A. Carson
时间：5月5~7日
地点：浸信会怀恩堂

详情请上华神网站http://www.ces.org.tw

主办：中华福音神学院

协办：中华福音神学交流促进协会、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吴勇

      长老人才培育专户、财团法人约明文化事业基金会、浸信会怀恩堂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