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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年年底在凱達格蘭大道「為下一代幸福讚出來」
的 1130 集會，見證了台灣教會的合一連結、快速動
員、積極付出、為道發聲。約三十萬人齊聚一堂（注
1 ），為了捍衛一男一女、一夫一妻的婚姻價值觀，
真是叫人不能不動容。
在過程中，不少教會抓住這個教育契機，或使用影
片、講台分享、戲劇、文宣、或網路討論，來教導訓
練弟兄姐妹如何理解並回應 972 性解放運動的訴求。
真是令人振奮又感動。
不過，這個行動也帶給一些教會不小的風波。一方
面這個多元成家草案的社會壓力，迫使教會領袖對婚
姻家庭事工表達清楚的立場、檢視了教會自省其神學
和實踐之間一致性的能力，另方面也考驗了教會內部
不同世代間的信任關係，間接暴露了教會塑造信徒和
評量靈命的指標。
「同性戀是罪嗎？怎麼會有人認為那只是不合潮
流、過時的解經觀點？聖經到底是怎麼說的？」、
「個人不贊同同性性行為，但也不反對他們有結締婚
約的權益」、「鄰居這對同性伴侶，看似多年來都還
相依無事，比起家裡整天爭吵不休的弟弟和弟媳，那
是好太多了」、「基督再來的日子已經近了，不法的
事必然增多，教會還是專心傳福音好了。」
這些提問和觀點正反映了Packer和Parrett（注2）書
中所描述的，即當今許多不成熟福音派會的標記──
對真理、對神膚淺又模糊的概念，對基督徒生活議題
（特別是婚姻家庭生活）的缺乏思考。教會在實踐主
的大使命的歷程中，不免會看重如何的問題。但多元
成家草案是個好時機，提醒什麼的問題可能是更為重
要。
發行者：中華福音神學院院訊雜誌社
編 輯：華神企劃處
地 址：台北市10090汀州路三段101號

靈命評量的指標
靈命塑造或轉化是神的工作，藉由聖靈在信仰群體
裡有真理又有愛的工作，讓信徒的靈德與品格，持
續轉變為耶穌基督的樣式（注 3 ），使榮耀歸與三一
神。靈命塑造也是教會牧養事工的重心，把人在基督
裡完完全全的引到神面前。
只是，靈命可以如何被觀察？有沒有什麼初期的評
量系統，可以在第一時間幫助牧者發現問題並提早介
入？所觀察到的，是不是該有所評量的？教會該如何
客觀地評估自身的成長或退化，而不是到了問題出現
才察覺到信徒的反應令自己意外。
靈命這個概念固然不容易量化、測量者亦不易客觀
地量度，因為這份測量也挑戰評估者的價值感，但回
顧靈命測量的沿革，從廿世紀中旬一直到如今，研究
宗教學的社會學家對靈命這一個概念所提出的操作性
定義，提供了不少線索作為評量的參照點。
從靈性研究的文獻，我們發現在測量靈命的時候，
除了最基本的儀式（教會會友和宗教活動）指標以
外，還增添了教義信念、價值觀、經驗、因應、行為
結果、垂直面的安適（與神的關係）和水平面的安康
（目的感、幸福感） 等多元指標（注4）。
換言之，固然慣性的宗教活動（如參加聚會、讀聖
經、禱告）是最基本，亦是靈命轉化的必經路徑，不
可不行，但思想的轉化到底有沒有發生，還得測量
信徒是否已有轉化了的價值觀，是否能真的理解、應
用、分析、整合經訓、因應實際生活的挑戰，是否能
看自己、看人生，有人生目的、亦有人生滿意度。
從基督教教育和靈命塑造諸多的文獻中，值得一提
的是美國基督教大學院校聯盟（CCCU），在201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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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十六個用以測量學校實施靈命塑造成效的指
標。其中除了多項雷同上文所列，關鍵的指標還包括
獲悉基督教傳統、促進人類現況意識、致力於愛神和
愛人、從事福音見證和基於聖經的公義與和好使命，
即關心福音對社會的影響等（注5）。
「疾風知勁草，板蕩識忠臣。」多元成家草案此議
題提供我們一個反思點，從多元的角度評量教會靈命
塑造事工的究竟，也激發我們牧者在形塑弟兄姐妹靈
命的努力上，從好的層次往更好邁進，再接再厲。

信徒所信的教導
信徒所信的是什麼？信徒有無屬靈的洞察力，來了
解社會科學所提供的資訊（統計結果、文化信念）？
否則他們所知道充其量也不過是現象的呈現。但對我
們信徒而言，唯獨神特殊啟示的話語才是信仰生活規
範的依歸。談到與未信者對話，論及文化與社會科學
數據，當然有其必要，然而刨根究底，倘若連「信有
神」（來十一 6 ）的前提都不存在，對話就很難達到
共識了。如果連教會裡的弟兄姐妹，都在拿捏對話的
前提上顯得遲疑，那就是教會教育的問題了。
近來北美教會正蘊釀著一股力量，要重新拾起福音
派教會似乎遺忘許久的教會傳統──要理問答的教導
（catechesis）（注6）。這種以全面的福音真理基礎、
有系統地以對話方式在信仰群體中進行背誦，是要把
聖經所有的主題（創造、墮落、拯救、復合）在基督耶穌
救恩裡應驗並達致高峰的信息，精準地銘刻在信徒的
腦海裡，使他們能有據此回應生活議題的思想架構。
早在70年代，Lawrence O. Richards在論及基督教
教育時，就如此說：「設計聖經教學的第一步，不是
去找聖經的故事，而是轉向完整的啟示，找出那些
能塑造基督徒的世界觀和指導我們生活決擇的核心
真理。」（注 7 ）兒童的聖經故事教導或成人的逐卷
聖經查考都好，但若非教學者刻意強調其中的聖經真
理，對於初信或幼嫩的信徒，是無法自行歸納出教義
性的結論的（注8）。
絕對真理、權威式的教導、背誦性的學習，是後現
代社會所鄙視的。但它們仍有其不可抹滅的價值（注
9 ）。多元成家草案的面對，提供教會一個契機，重
新調整活動的比重與教育的重點。

教會不同世代間的彼此連結
毫無疑問地，瞄準特定族群、分齡牧養的事工是很
有果效的。商業行銷的手法、人格發展研究的結果、
後現代文化的思潮，都助長了世代的區隔。過度或僵
化的同質或分齡事工，帶來相對的損失，因為它把基
督的身體區隔開來，加添攔阻主在她身上「一個身
體」的呼召（注10）。
在初代教會的草創期，沒有什麼比猶太人和外邦人
之區隔來得更印象深刻。猶太人想盡辦法要排除外邦
人也能獲救恩的可能，因此，當神藉著基督在十字架
上所成就的救恩，揭開祂萬古之先所定的旨意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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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成為基督徒的猶太人，一時之間也無法轉換過新
思維來。
使徒保羅不但沒有因此提倡分開的猶太基督教會和
外邦基督教會，他更是為此抨擊同為使徒的彼得，並
在不同的書信裡強調基督裡的合一：「同為後嗣，同
為一體，同蒙應許」、「並不分猶太人、希利尼人，
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女，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
裡都成為一了」、「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裡成為一
身，互相聯絡作肢體。」
合一的會眾與多重世代的連結，能以彰顯基督的豐
富和榮美。多元成家草案所激起的反思行動，提供教
會再思世代間的事工。藉著刻意地一起聚會、一起用
餐、一起學習、一起宣教，讓各群體被納入教會身體
的全部生命，彼此相助、彼此塑造，「便叫身體漸漸
增長，在愛中建立自己。」
注釋
1. 台灣守護家庭官方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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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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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w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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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約市救贖主長老教會（PCA）的主任牧師Tim
Keller和Sam Shammas根據宗教改革時期的幾個重要要理問
答，寫成了「新城市要理問答」（New City Catechism，成人版
和兒童版），共有52個問與答，提供教會聚會、一對一門徒帶
領、小組、家庭，全年每週一問一答的學習。在福音聯盟（The
Gospel Coalition）的大力推動之下，不少教會已開始使用，目
前中文翻譯也正積極進行中。
7. Richards, Lawrence O. A Theology of Christian Educa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5); 中文翻譯是，勞倫．李察，《教會教
育事工》魏玉琴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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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翻譯是，提姆•凱勒，「今日何需要
教理問答的教導？」Amos Chong譯/駱鴻銘校對，http://www.
crtsbooks.net/blog/post/2012/10/14/
9. 廣被國內外教育人士所採用的Bloom認知教育目標分類，清楚說
明知識的獲取，記憶是最為基礎的，沒有它，了解、應用、分
析、評鑑和創造是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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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翻譯是，「教導所信、
形塑信者」，將於年底出版（台北：華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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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林道亮博士講座》
「吃得苦，受得氣，挨得窮，做得工」四十多年
來，幾乎沒有華神人不曉得林道亮院長的諄諄教誨。
為記念林院長對華人神學與教會的貢獻和影響，華
神將每年舉辦「林道亮博士講座」。今年特別訂 5 月
5~7日首次邀請福音派大師D. A. Carson博士，從以弗
所書整卷解經，分段處理，融合神學和牧養，針對後
現代文化衝擊，從不變的真理，發現永恆的原則，靈
活應對當下牧養，以「神的教會與文化衝擊」為題，
帶入現今日新又新的教會牧養。回應當前神學與社會
議題，延伸二堂專題：「保羅新觀」、「同性戀與教
會」。歡迎踴躍網上報名。
此外，為方便北部以外地區弟兄姊妹有機會參與講
座，歡迎教會連線共享屬靈盛宴。連線規則：新竹以
南，參與人數達30人以上的教會，至4月25日截止報
名。將提供電子版講義，歡迎海外教會參與連線。
報名方式：即日起請上華神網站報名
http://www.ces.org.tw/event/20140505
報名費用：校本部校友500元，其他1000元。
繳費方式：郵政劃撥：00163740「中華福音神學院」，
請註明「林道亮博士講座」

二年全職事奉經驗者；3、三專畢業經離校二年以上，
二專、五專畢業經離校三年以上者。（三）報考道碩
或聖碩者，應清楚蒙召且決意一生專心專職事奉主；
（四）已婚者，配偶須為基督徒且支持考生在華神接
受裝備。欲報考者，請先自行於華神網站校本部招生
系統登入報名資料，並下載各式須檢附的書表。報名
費用：台北應試考生為NT 1,800元、海外應試考生為
美金140元（NT 3,800元）。招生相關事宜洽詢：(02)
2365-9151轉 258 曾姐妹、E-mail:academic@ces.
org.tw。招生網址：http://www.ces.org.tw/校本部招生
選課/校本部招生系統或來電索取。

《蔡麗貞博士將擔任華神第七任院長》
經過了一年多的禱告、尋求、交通與會議，華神董
事會於2014年2月17日所召開臨時董事會中正式通過
敦請蔡麗貞老師為華神第七任院長。我們感謝主，也
謝謝周功和院長在過去年日中帶領全院，使院務各方
面都順利進行。這期間學院也正式開始申請教育部的
立案，並且已獲准予籌備，期望能夠繼續前進。
此時，蔡麗貞老師接棒，擔任華神院長，待推展的
事工不少，懇請各位華神之友及教會同道繼續為華神
代求。不勝感禱。

信用卡，請上網下載信用卡授權書 http://

《2014與華神相遇》

www.ces.org.tw/support_03.html

《2014華神招生報名》
華神即日起受理國內外考生報名；海外考生至4月13
日(主日)截止，國內考生5月23日(週五)截止。報考資格
為：（一）受洗或堅信（振）禮三年以上；（二）學
歷：1、大學畢業；2、具四年制神學士學位且至少有

華神為讓更多弟兄姊妹認識華神，進而支持華神，
將於3月8日在高雄七賢路禮拜堂、高雄牧鄰行道會、
3月15日花蓮美崙浸信會、3月22日嘉義榮光堂及3月
29日雲林虎尾浸信會等地舉辦「2014與華神相遇」，
也將配合當地教會，真正落實「連結福音夥伴」，歡
迎各地的弟兄姊妹屆時踴躍前往參加。聯絡電話：0223659151轉分機212企劃處。

2013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單位：新台幣元

2013年7月1日～2014年6月30日

若您在台灣地區，如欲奉獻請詳劃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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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PO White Rock,Surrey, B.C.Canada V4A 0B1

元月份收入

七至元月
累積收入

七至元月
預計支出

收支差距

42,530,540
1,107,500
1,020,720
7,025,036

-4,349,502
-36,970
310,180
-4,438,035

經 常 費
學生助學金
宣教中心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

67,500,000
2,000,000
2,020,000
8,480,000

4,463,528
211,000
32,200
350,380

38,181,038
1,070,530
1,330,900
2,587,001

合

80,000,000

5,057,108

43,169,469

計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全學年需要

建校
奉獻基金

51,683,796

-8,514,327

新校區建設基金

元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315,710

204,922,878

-395,07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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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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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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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異當中認清自己
不過，小真和我們夫妻倆相異的程度，不是簡單兩

吳蘇心美校友係華神第九屆校友

句「個性不同」、「體質不像」就可以一筆帶過。我

去年底正值吳牧師夫婦領養女兒小真二十年

幾乎每學期當中都會被請到學校約談，不是談她的學

特寫了一篇感文與大家分享
並盼望新的一年大家都能繼續體會神那豐富的恩典

業成績，就是談她的行為表現。我們夫妻倆經常為了

欣賞和互相幫助。每個人在神的家中都可以發揮之
處，都是有用之才！

舐犢情深生活增色

她的教育和教養問題頭痛萬分；個性迥異的我和她之

小真常常跟我們說，我跟志坦的生活原來是黑白

間，更是衝突不斷、勃谿時起，家裡很少有「西線無

的，有了她以後，我們的生活就變成彩色的。確實如

戰事」的日子。

此，回想 1980 年結婚後，十三年沒有小孩的日子，

其實，小真她就像「照妖鏡」般，讓我認清自己原
來性情那麼暴戾、沒有耐性、沒有愛心，我所有看得

我們夫妻倆就像拼命三郎，每天蠟燭兩頭燒地撲在教
會的事奉工作上。家，只是我們的下榻處；我雖是女
人，卻缺乏母性。然而，卻在福利院抱著小真的那一

二十年前那個夜晚

牧師女兒落落大方

見的缺點全在她面前展露無遺！這樣的我，有什麼理

1993年12月24日，我們抱著正好滿1歲半的小真，
從中國搭機返回美國東部的波士頓。在普世基督徒同

1999 年 12 月 15 日，我們一家三口來到維也納，當
時是本地唯一的中國牧者家庭。個性活潑外向的她，
喜歡說話，雖然當時德語一竅不通，也能很快就和
教會的小朋友玩在一起。對初到異地他鄉，在一個全
然陌生的環境牧養教會的我們，小真這個因為非由己
出、而未秉承我的個性，卻反而落落大方的孩子，反
倒成為我們牧會上的一大助力。

由老拿自己的尺寸來衡量她是好是壞呢？想到神竟願

而且，因為維也納華人教會極大部分的會友都來自
中國的浙江，而小真恰恰也是我們在浙江領養的，所
以她成為我們這兩位土生土長的臺胞牧者，與弟兄姐
妹建立關聯的重要人物。這都是我們原先領養她的時
候，從來沒想到的。

生活在以人組成的世界當中，我們常常會不由自主

而過得更加多姿多彩、有滋有味、有聲有色。當然，

地，拿我們所擁有的一切來與人攀比或炫耀。孩子經

這樣的日子並非天色常藍、花香常漫，但因著神的同

常就是讓我們拿來「往臉上貼金」的籌碼。在幾經痛

在與同行，就能夠化苦為樂、轉憂為喜。

慶耶穌降生的日子，神也在我們當時結婚了十三年膝
下猶虛，只好養兩隻博美狗來聊慰舐犢之情的家中，
憑添了一個活生生的孩子。
除了按照志坦他們家族「士志於道」的排行，
我們給她取名「於真」外，也取了一個外文名
“Jannica”，韋氏大辭典對這個名字的定義是：「神恩
典的禮物」。在二十年前那特別的夜晚，除了感謝神
賜下祂的獨生愛子耶穌來到人間，叫一切信祂的人得
到「永生」為禮物，更是感謝神賜下小真，成為我們
夫妻倆 「今生」 的禮物。
二十年來，神藉由祂所賜的這個寶貝，讓我們對
祂、對人、對己增加了許多體悟。

神對人的提拔之恩
在還沒有領養小真之前，我們有七年的時間，遍訪
中、西醫，無奈檢查樣樣正常、治療樣樣無果。滿腔
熱愛孩子之情，讓我們最終經過繁複的手續，去到中
國一個鄉下的福利院，把小真領養了出來。當時抱著
她走下山坡小徑時，聖經《撒母耳記上》二章的一節
經文突然浮上腦海： 「上帝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
他們與王子同坐，得著榮耀的地位」（8節）。
我不禁想到我們每位基督徒，何嘗不是因著神的
「領養」（羅馬書八章15節「兒子的心」原文即「養
子的心」），從原來毫無盼望的罪污之境，被遷入神
愛子的國度，成為神家裡的人，擁有天父兒女榮耀的
地位，得享全然的新生！小真這個孩子使我深刻體會
到神的「提拔」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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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一己之力；而祂讓人各有所短，是要我們學習彼此

神的意念高過人意
九年前我 48 歲半，得了乳腺癌，同年，志坦 50 歲
時，家族性遺傳的小腦萎縮症發病。神早知道未來會
發生的事，祂親手干預了我們自以為美的生育計劃，
我還不知好歹地責怪祂呢！可能是因為年輕力壯的父
母所生、又待過福利院，小真從小就身強體健、適應
力強、吃得起苦、耐得了勞。
像現在，志坦出門，已逐漸要靠輪椅代步，她每次
都搶著推輪椅；要出勞力的家務活，她都肯做、也樂
意做。對我這個喜歡坐在書桌前翻譯書、有點不食人
間煙火的媽媽，她最大的貢獻就是懂得「自己想辦法
解決民生問題」。
神最知道在這個德語系國家的華人教會，需要什麼
樣的孩子來做牧師的女兒，以便配搭事奉；神最知道
身帶遺傳病的我們，需要什麼樣的孩子來組成這個家
庭，以便在漫長的人生旅途中互相扶持。神的意念高
過人的意念，神的道路高過人的道路！

瞬間，舐犢之情油然而生。

意為我這種人捨身十架、接納我成為祂的兒女，還揀

我們夫妻倆的談話內容，從以前多半圍著教會的人

選我來服事祂，這是何等的恩典和憐憫啊？！我怎能

事物打轉，開始轉向談論與小真有關的點點滴滴。她

不用屬神的眼光，來看待和接納祂所賜給我們的寶貝

的存在提升了我們家的人氣和活力，帶給我們對未來

女兒呢？

生活的憧憬和期盼，也增添了我們溫馨的幸福感。

天生我才必各有用

從前，我們凡事都講求效率。為了照顧和教養神所
託付的寶貝生命，我們的生活腳步被迫放慢，但卻因

苦地努力，也沒能把小真拉進中國人「唯有讀書高」

如今，小真進入能夠充分發揮所長的職場，我們不

的主流攀比範圍內之後，我痛定思痛地反問自己：我

必再為她的學業煩惱，而能充分享受她的陪伴。神藉

到底把她當作什麼了？我是想要拿她來讓人覺得我的

由小真，讓我們從一個空有教育理論的「清談者」變

教育很成功嗎？我是想要拿她來讓我臉上增光嗎？我

成腳踏實地的「實踐者」；從一個不知他人育兒疾苦

是想要她讀好學校，以便將來有好收入來為我養老送

的「論斷者」變成滿有父母心腸的「體恤者」。神也

終嗎？

讓我們通過小真，更明白祂對我們的心意、更清楚自

如果是希望她讀好書、習得一技之長，至少將來能
養活自己，難道這樣的想法有錯嗎？只是，我有跳開

己的光景、也更能體諒別人的軟弱。
深願你我在未來的年

這一切，從屬天的角度來看她是一個按著神的形像和

日，也能繼續經由神

樣式所造、是一個獨立的個體、是一個神賦予她特定

放在我們身邊的人，

目的及特殊才幹的人嗎？

更多體會神那無

事實上，她在音樂、美術、戲劇、語言等方面的才

盡的恩典。

華，豈不是在神的家中很能派上用場嗎？她那善良細
膩、為人著想的心思，豈不是讓帶人來教會變得更加
輕鬆和自然嗎？她那能言善道、勇於表達的個性，豈
不是向人傳福音，很基本的條件嗎？我看重的，是她
對我如何？還是看重她對神如何？
每個人在母腹的時候，神就已按祂的心意，賦予我
們不同的個性、才華和恩賜。沒有人在神的眼中是比
另一個人更好或更差。神要我們在祂的國度裡各自貢

5

如今，培恩健康活潑愉快地在與他所讀資管有關的

十七年的 偶
遇

■總務處同工／葉朝賢

公司當手機維修工程師。而我今天也面臨到要換心臟
瓣膜的開心手術。我只有俯伏在主腳前，順服且歡喜
的在主面前存敬畏的心說：「主啊！我願意且不再懼
怕，相信完全接手且保守我。」當天晚禱時對主說：
「明天有任何建議我都順服。」感謝主，星期一早
上，護理長打電話關心並告訴我說：「葉老師，我和
同事兩人討論很久，認為開胸是最好且有機會修補瓣
膜。」當下我就說好。之前我跟秀燕在家屬會議中以
能在一兩個月中復原，趕上二月的開學，廚房工作可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不至缺乏。祂使我躺臥
在青草地上，領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祂使我的靈魂甦
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路。我雖然行過死蔭的
幽谷，也不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都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
用油膏了我的頭，使我的福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
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
遠。」（詩篇廿三篇）
我是廚師，多年於廚房工作，自認生活作息正常，
不抽煙、不喝酒，有運動，對保健稍有研究。2013年
九月份服務單位希望我能去做一份健康體檢，確認健
康無傳染病，於是我就到對面的三軍總醫院做體檢，
家庭醫學科的醫生聽診心臟時告知我需要找時間去看
心臟科，因發覺我的心跳有雜音。
星期天聚會完，校友謝琇蓮傳道前來探問，並了解
近況。因為在禱告中，神特別感動她為我禱告。於是
我將三總所做的檢查及住院許可單給她過目，盼望教
會禱告會能為我代禱，能妥善安排時間做治療，學院
眾師長、同工、校友也齊心為我禱告，保守在這期間
一切平安，沒有意外，等候神的開路。
今年我五十四歲，年過半百，心想機械都有彈性疲
乏，這點雜音應該是正常的。於是到心臟內科做心電
圖、超音波，再次回診，醫生告知不用幫我開藥，但
請我一定要去看心臟外科。向來我都是比較慢性，延
一週去看外科。醫生看完報告，就嚴肅地說下午準備
入院，做開刀前的各項例行性檢查。當天是星期三，
廚房中午、晚上的菜早已分別預備好，可想而
知我心中的衝擊是何等大。我問道：「醫生，
有這麼嚴重嗎？」醫生回答說：「你是要
生命，還是事業！」
有位天使那就是在榮總開刀房的好友
護理長。她幫我介紹榮總心臟外科張效
煌醫師幫我看診，並做心電圖、超音
波及食道超音波。之後，約好開刀
日期，12月24日住院。平安夜我
在醫院，我向神感恩，因為心臟
的刀需三至六個月的修復期，學
院剛好有一週溫書假，而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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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伙食就靠外燴供餐。感謝主，學院方面，師長同

以正常運作為優先考量，想從右肋骨處開刀並修補或

工同學的愛心、體諒及鼓勵，為我禱告、祝福，要我

置換猪瓣膜。如今又重新回到恢復期較長的傳統刀。

放心不用擔心，真是感恩。

但神從不誤事，祂掌管一切給張醫師團隊有愛的巧

24 日當晚開始禁食做各樣檢查兩天，包括 X 光、心
電圖、心導管等檢查，經醫療團隊開會之後於 26 日

手，麻醉師與手術團隊完美的配搭。讚美主，開刀前

做手術前的說明及簽署手術風險同意書，預備 27 日
早上八點第一刀。 26 日晚上張醫師問我是否半年內
有洗牙，我回答都沒有。於是星期五早上趕緊洗牙、

所有的擔心憂慮都不見了。感謝所有醫療團隊、護理
人員耐心、愛心、細心的照料。願神親自報答祝福每
一位。華神全體師長、同工、同學、校友、教會多方
多力的迫切代禱是我最大的平安確據。

補牙、拔牙。因我有一顆臼齒斷裂，有三個殘根要拔

原本 1 月 11 日早上就要出院，外頭天氣真是晴朗，

除。可是因血流不止，加上張醫師早上的刀還未完成

有別於過往幾天濕冷的天氣。今天上帝用那溫暖的陽

遂而改期。

光來迎接我出院，按照往常六點起床梳洗、量體重、

感謝主因為改期，再次鬆了口氣，從知道到等待，

血壓，之後，就在院內活動。好久沒有到樓下去散散

講實話有些緊張，差點成了手術逃兵。主日因為天氣

步，就加了件外套準備下樓走十分鐘，回到病房從頭

太冷，所以請假沒去教會。於是前往榮總中正樓二樓

到腳洗乾淨，換上自己帶來的衣物愉快的用早餐，等

川堂，差不多有十間教會聯合輪流主領聚會，如同當

待辦理出院手續。

年的馬可樓。

這次的開心之旅非常愉快、平安，八點半服完餐後

當天12月29日的經文：「不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

的藥，五分鐘後全身開始不對勁，開始胸悶、頭暈、

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裡，為

全身無力，當下躺回床上，按呼叫鈴。醫師過來看了

你們生了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見一個嬰孩，

之後立即安排心電圖、 X 光及抽血，我整個人癱在床

包著布，臥在馬槽裡，那就是記號了。忽然，有一大

上直到下午兩點動也不動，也爬不起來。

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神說：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神！
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路二10-14）

我隔壁床的病人身體癱瘓，根本就無法起床，早先
他們表明自己是拜佛的。一下子就跟我劃下界線，那

一聽到不要懼怕時，當下淚流滿面，回想十七年

時，我就想：我既沒有口才，也沒有力氣傳福音，免

前，同樣十二月份教會主日學要表演話劇，其中培恩

得吃閉門羹。當我身體狀況的出現問題時，心想怎麼

要背的經文就是這一段。那時孩子感冒月餘，不見好

會這樣，星期五晚上才告訴醫師週六想出院。「主

轉又咳嗽。因此每天陪著背這段經文，當時就

啊！你也給我平安入睡，現在我怎麼動彈不得，要我

對「不要懼怕」印象深刻。感謝主先給我話

做什麼或講什麼？」心中就有聲音告訴我，快去跟隔

語安慰，當時因為孩子檢查證實是罹患前縱

壁床的家屬講兩件事。第一，十天之內要每天早晚推

膈腔惡性卵黃囊瘤有十二公分大，對一

輪椅去看看外面的天空，十天後必有奇蹟。我也把先

個六歲大的小孩來說負擔何其沈重！當

前姊夫曾是植物人，如今可以上班的經驗分享給他

時治療過程也是蒙了眾人同心合意、

們。第二，告訴他們之所以會演變成這個情況，可能

接力禱告，尤其在最後開心臟切

導因於二、三十年前的撞傷。我也將我的見證告訴他

除腫瘤時，華神同學們廿四小時

們，見證上帝對我的說話並醫治的過程，分享完就回

接力禱告，使得手術順利完

到床上休息。隔天當我親眼見到隔壁床病人有知覺，

成，感謝主！（參看宇宙光

知道疼痛，他們的家人遂有了歡笑。我心中感恩，知

《病榻前的春天》，1997年10

道這是神的工作，祂應驗了禱告。願一切榮耀歸與

月號，282頁。）

神，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與華神相遇」訂 4 月 11 日（週五）假華神
六樓禮堂舉行，除精心安排下午半天的課程體
驗（二選一）、小組生活體驗及聚餐外，晚間
7:00 起，則有培靈及認識華神等活動，邀請張
茂松牧師擔任培靈講員，歡迎各教會團契、
小組預留時間，踴躍自由參加；晚間聚會結
束後，將會贈送小禮物給大家！詳情逕洽 0223659151分機258曾姐妹。
為方便統計人數，下午時段需於 4 月 8 日（週
二）前上華神網站http://www.ces.org.tw完成報
名，且將個人資料包括：姓名、性別、聯絡電
話、電子郵件、所屬教會等填寫清楚。晚間聚
會結束後，將會贈送小禮物給大家﹗
3:00-5:00pm 課程體驗（二選一）
詩歌智慧書／吳獻章
教牧學／張復民
5:00-6:00pm 小組生活體驗
6:00-6:50pm 小組聚餐體驗
7:00~9:30pm 培靈（特別節目、見證、認識
華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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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釋經
2014 林道亮博士講座
專題：保羅新觀、同性戀與教會
講員：Dr. D. A. Carson
時間：5月5~7日
地點：浸信會懷恩堂
詳情請上華神網站www.c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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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中華福音神學院
協辦：中華福音神學交流促進協會、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吳勇長老人才培育專戶、財團法人約明文化事業基金會、浸信會懷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