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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邮资已付

近来教会界关注同

性恋议题，华神院讯也

有几篇文章对这议题有所回应，包含对圣经经文的

解释、社会路线的选择、教会教育的反省等（注

1）。本文基于圣经的教导，讨论圣经对具有同性恋

倾向的基督徒的一个要求。笔者的预设是，整本圣经

是圣灵所默示的，因此虽然是人所写，但同时也是神

的话语（注2）。耶稣尊重与顺服圣经的教导；基督

徒有义务效法耶稣，遵行圣经的话。按照圣经的教

导，性行为应在婚姻盟约内进行，而且婚姻应该是一

男一女、一生一世（创二24；太十九4-6）（注3）。

在信主后依然有同性恋倾向，不能与异性结婚的信徒

（注4），既不能与同性配偶「成为一体」，就只能

走「禁绝性欲」的路线（注5）。

这个伦理要求是否太过苛刻？今日社会广泛地认

为性行为是人的基本需要。有不少西方的自由派宗派

同意这看法，愿意按立有实际同性性行为的牧师与主

教。要求同性恋倾向者禁绝性欲是否真如世俗所说，

是一种残忍、苛刻的行为，导致守独身者精神错乱、绝

望与产生自杀的念头？本文所讲，关于无辜的受苦的

观念，目的是应用在同性恋倾向的基督徒身上。不过，

如果稍作调整，也可应用在失婚的异性恋倾向信徒或

其他经历人生悲剧的信徒身上，甚至更广泛地应用。

一、斯托得的劝勉
斯托得（1921-2011）是20世纪福音派的领袖，一生

保持独身。他承认，性，是神所赐美好的礼物，但拥

有性经验并不是一位身心灵健康的人所必需。如果同

性恋倾向的信徒无法有异性的配偶 ，神会赐足够的恩

典让禁欲不单是可能，而且对那人有好处（注6）。

不过，他也说，所有未进入婚姻的人，都会体验到

「挣扎的痛苦与孤单……」（注7）。他承认教会过

去对同性恋者没有尽到关爱的责任，并劝勉教会能让

同性恋倾向者感受到家的温暖。同性恋倾向者不必藉

肉体关系找出路，也不用独自忍受孤单的痛苦，乃是

进入「基督徒爱的环境中，『经历』了解、接纳和支

持。」（注8） 

虽然不少人之有同性恋倾向，是同性性行为的后

果，但斯托得认为，许多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是无辜

的。不过，虽然无辜，人对自己的行为仍旧需要负责

（注9）。严格来讲，只有耶稣是全然无辜，而其他的

人都得罪了神（注10）；没有一个亚当的后裔是完全

无辜。可是，有许多正直的人却受很大的苦。例如圣

经说，约伯是 正直的人，却受到撒但的攻击，家破

人亡。约伯承认，若是神追究，没有人不是罪人，只

是他没有犯大罪，不应受如此大的苦，所以我们可以

说约伯是无辜地受苦。人所受的苦，与所行的恶，往

往不成正比。许多恶人一生一世平安无事；义人却多

有苦难。基督徒也会无辜地受苦。问题是，神要求信

徒无辜地受苦，岂不是显明神的不义吗？笔者从耶稣

面临钉十架之时，向百姓末了的讲论找答案。

二、耶稣的要求
有几个外邦人来找耶稣。耶稣就以此为一个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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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十二23）耶稣

得荣耀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约十二

24，33）。原来得荣耀的途径，必须牵涉无辜的受

苦！基督钉十架，其实是一场无辜的受苦，因为神叫

那义者代替不义的人，为要把罪人引到祂面前（彼前

三18）。耶稣对门徒说：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

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十二25）

为什么信徒该恨恶「在这世界里的生命」（注

11）？「这世界」是神借着圣子所造，但已成为黑

暗、不认识主，不接待主的世界（约一9-10）。这世

界必受审判；世界的王是魔鬼（约十二31）。虽然如

此，圣经说「神爱世界（注12），甚至将祂的独生

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生。」（约三16）耶稣要我们恨恶、背叛神的生命，

追求永恒的生命。我们需要有永恒的眼光与价值。人

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永生，有什么益处呢？（路九

25）一个人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没有圣灵的安慰，

也没有关爱、谅解、接纳和支持，却需要禁绝性欲，

实在是很苦。可是，若是信了耶稣，就不一样。耶稣

继续讲：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事我

的人也要在那里；……。」（约十二26）

耶稣自己向着十字架前进；祂要求祂的门徒要背十

架跟随祂（参路九23-25）。有其他的经文说同样的

话。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祂受苦。」（腓一29）彼得说，『你们蒙召原

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彼前二21）耶稣藉无辜

的受苦，为我们成就救赎，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来

二10，14-15）。 要求同性倾向的信徒禁绝性欲，许

多时候是要求他们无辜地受苦。上面提出的问题是，

要求信徒无辜地受苦，岂非显明神的不义吗？民间信

仰的信奉者，向神明求的，莫非是升官、发财、添丁

等福气，从来没人要信奉一个叫人无辜受苦的神明。

可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为我们无辜地受

苦，义的代替不义的。而信靠耶稣的每一位信徒，都

蒙召要跟随主的脚踪行。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匆促

地说，叫人无辜地受苦，就是神的不义。

苦难的议题非常复杂，其中包含看不透的奥秘，超

越本文所能讨论。明显的部分就是，无辜受苦与属灵

的战争有密切的关系。约伯的无辜受苦，背后有撒但

的控告（伯一9；二4-5）；耶稣的无辜受苦，把「世

界的王」（注13）赶出去（约十二31）。耶稣在苦难

中顺服到底，就成全了救赎，也定了撒但的罪。基督

的顺服证明撒但背叛的不义，也证明神对撒但的审判

是公义的。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称耶稣为义（提

前三16）（注14）， 因耶稣本来是义者，不应该死。

信徒若在无辜的受苦中对神忠心，就是跟随基督的脚

踪行，效法基督的榜样。虽然苦难的议题牵涉看不透

的奥秘，但是按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足以使信徒以

神为义。其实我们没有资格判断神是否公义。神是公

义的源头；神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善与恶。

信徒在基督里，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并且将与基

督一同复活，一起承受新天新地。即使在今世，神的

恩典仍然够用。人生并非尽都是苦。天父持续地赐下

阳光、雨水给忘恩负义的世人（太五45）；自然界虽

被败坏所辖制（罗八20-23），但神仍旧保存着不可

胜数的美好、奥妙与丰盛；人类虽已堕落，但仍旧蒙

恩惠得以发展科技与艺术。大部分人类的社会依旧保

存着天伦关系（太七11）、法律与执法机构（罗十三

1-7）。这些都证明神没有普遍地任凭堕落的人性无约

束地张狂。除了以上所列的普遍性恩惠(common grace) 
以外，信徒还能明白神的话语（林前二11-13），经

历圣灵的感动，拥有永生的盼望与主内的团契。神是

信实的，不会让信徒遇到过于所能忍受的试探；必为

他们开一条出路，让他们能忍受得住（林前十13）。

所以，笔者推荐斯托得的话：虽然所有未进入异性婚

姻的信徒，都会体验到挣扎的痛苦和孤单，但禁欲不

单是可能，而且对那人是好的。信徒肯定会软弱、跌

倒、犯罪，但他是因信被算为义（罗四1-8）。信徒应

以感恩的心，倚靠主的宝血，屡败屡战，即使在无辜

的受苦中，依然信靠顺服。这就是背十架跟随主。

三、父神的尊重
现在回到以上引用的，耶稣对群众的讲论。耶稣说：

「…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约十二26）

信徒若是效法主，在无辜的受苦中，仍旧信靠顺

服，就必得天父的尊重。无辜地受苦，有如乔布经

历祸患，保罗为福音受逼迫，以及未进入婚姻者需要

禁绝性欲。被天父尊重是做人至高的尊荣。我们是受

造物，也是蒙恩的罪人，怎么有可能配得天父的尊重

呢？可是耶稣说，服事祂的人，天父必尊重他。换句

话说，天父尊重那些从事属灵争战的信徒，就是那些

在无辜受苦中坚守信心，仍然以神为义的人。有公义

的冠冕为他们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祂降临

的日子要赐给他们的（提后四8）。

结论
信徒都是不配的人，然而却蒙了恩召。这恩召不但

是得以信服基督，也包含无辜的受苦。耶稣说明，信

徒在世界必有苦难，但他们可以放心，因祂已胜过这

世界（约十六33）。主不是免去信徒一切的苦难，乃

是帮助他们胜过苦难。信徒都是软弱的人，却需要

从事属灵的争战。既然是软弱的，就需要经常祷告：

「求天父不要叫我遇见苦难的考验；倘若必须遇见，

求天父救我脱离那恶者，因为我是软弱的，而国度、

荣耀、权柄都是父的，直到永远。」天父是信实的，

必垂听这样的祷告，并尊重这些跟随耶稣脚踪行的

人。被要求禁绝性欲的基督徒，既然有耶稣的榜样、

天父的尊重与圣灵的帮助，势必能够以神为义，并从

心里尊父神的名为圣。

注释：
1 、周功和，『顺性与逆性』《华神院讯》

（2013.11），页1-3；何世莉，『21世纪性

别议题：世纪之基督教迫害与宗教自由之受

限』《华神院讯》（2013.11），页4-5；蔡珍

莉，『从1130看教会信徒塑造』《华神院讯》

（2014.2），页1-2。

2、参周功和编，《圣经真的没错吗？：圣经底本无

误论的再思》（新北市：华神出版社，2013）。

3、参斯托得，《C型观点：基督徒改变社会的行动

力》，第二版，刘良淑译（台北：校园书房，

2009），页496-501.

4、即非双性恋倾向者。

5、《C型观点》，页487，500，513。

6、《C型观点》，页514。

7、《C型观点》，页515。

8、《C型观点》，页520。

9、《C型观点》，页487，519。

10、罪的定义，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约壹三4）。

11、原文直译。

12、原文是『世界』（kosmos）不是『世人』。

13、『世界的王』就是撒但。

14、基督『被圣灵称义』，就是圣灵使基督从死里

复活，替祂雪冤。

图书馆新服务
电子资源远程认证系统

2 0 1 4年 2月新学期开始，图书

馆启用「电子资源远程认证系

统」新服务，身处校外的华神师

生、校友及持有本馆借书证的读

者，在图书馆首页上点选任一个

电子资源（例：EBSCO host、

ProQuest、电子期刊查询），认

证系统将出现登入账号、密码的

页面，用户只需输入借书证号

（学号）及密码，即可联机使用

本馆电子资源，如同在华神网域

内使用。透过「电子资源远程认

证系统」中间件，不仅让本校师

生的教学研究，不受网域限制，

同时也增加本馆电子资源的使用

率。欲知更多信息，请上本馆网

站http://wwwlibe.ces.org.tw/library/

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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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中心

47,278,410
1,27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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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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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6,003

若您在台湾地区，如欲奉献请详划拨单。 

若您在美国地区，如欲奉献请寄至下列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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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在加拿大地区，如欲奉献请寄至下列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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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自然流露，是神荣耀的彰显。

七至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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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收入
七至二月

累积收入
收支差距

  新校区建设基金 二月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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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资培育 每年需要3,600,000元

《与华神相遇台北场4.11隆重登场》

即将于台北华神登场的「与华神相遇」订4月11日举

行，除安排了下午半天的课程体验外，还有小组生活

体验。晚间聚会则有认识华神、见证等，并邀请新店

行道会张茂松牧师担任培灵讲员，欢迎各教会团契小

组预留时间，踊跃参加。

为方便统计人数，下午时段需于4月8日（周二）前

上华神网站完成报名，敬请配合。其他详情可上网

http://www.ces.org.tw查询或电洽02-23659151分机258
曾姐妹。

《华神招生快讯》

本院2014学年度校本部海外招生 后截止日为4月
14日，国内部分则于5月24日截止，招收科别有道学硕

士科、圣经硕士科、基督教研究硕士科、基督教研究

证书科等，竭诚欢迎有心事奉的弟兄姊妹们前來受装

备，也企盼众教会及牧长们推荐肢体前來华接受训。

恳求庄稼的主使用华神，打发工人接受装备，并收割

祂的庄稼！海外报名费为美金140元或委托台湾亲友邮

政划拨缴交新台币3,800元，国内报名费为新台币1,800
元。考试科目包括圣经、中文、英文、心理卫生问卷、

口试等。招生相关事宜请洽：校本部02-23659151分机

258曾姊妹，或上网站查询，http://www.ces.org.tw。

另神学硕士科亦同步招生，海外考生至4月5日报名

截止，4月19日举行海外考生笔试，5月9日公告海外考

生錄取名单；5月3日国内考生报名截止，5月17日举行

国内考生笔试，敬请考生留意时间。

■校本部招生行事曆

4/14 海外考生报名截止    5/04 海外考生笔试  
5/24 国内考生报名截止    6/17 国内考生笔试

《2014台北研经培灵会》

2014年台北经培灵会将于9月30日至10月2日举行，

主题为「假与真」，各堂聚会分别为：下午研经由菲

律宾圣经学院邵晨光院长、中华福音神学院叶雅莲老

师担任讲员；晚上培灵由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李思敬

院长分享信息。请在祷告中记念三位讲员，求神恩膏

讲员，赏赐美好信息。

《华神教牧中心举办校友退修会》

华神教牧中心将举办「华神第1至29届校友退修

会」，时间为10月5日下午二时至6日下午四时，地点

在新店碧潭美丽春天大饭店。诚挚邀请校友们稍稍放

下平日的忙碌事奉，置身于蓝天碧水，抑或绿林小

径，闲适地与旧日同窗好友叙旧。

即日起受理网络报名h t t p : / / w w w. c e s . o r g . t w /
event/20141006/。酌收报名费：校友本人700元（限

五十名，依网页受理时间序且完成缴费者，余者为

2,700元）、眷属成人2,700元、儿童1,500元。

费用缴交方式：（1）邮政划拨：账号00163740，
户名：中华福音神学院。（2）现金：亲缴或委托洽

（02）23659151分机305林秘书办理。缴费截止日期：

8月30日。

中国在70年末改革开放后，80年到90年初，可说是农

村教会大复兴到全盛的时期，十多年间基督徒人数从

数十万增长到数千万，的确是二十世纪末神亲手动工

的教会增长奇迹。然而90年代开始，顺应都市化趋势，

中国的城市人口，从全国人口20％上升到40％，20年中

约有三亿农村人流动到城市，带动产业生产，经济起

飞，城市建设更新，大大改变中国的城市面貌。

都市化过程，因着人口迁徙，教会及宣教版图随之

变化。大量农村青壮人口外移，造成农村教会快速萎

缩，但却带来城市教会迅速兴起。以北京为例，由

农民工所组成的民工教会、外地打工者组成的北漂教

会，加上89六四后国内外知识分子大批归主，各大学

的学生团契欣欣向荣，进而发展成知识分子教会、海

归教会。此外，住在中国的海外基督徒组成的国际教

会、外商教会……等，使中国的城市教会从过去以本

地蓝领劳工为主体，渐演变成越来越多元、年轻、专

业，以中产白领上班族为骨干的城市新兴教会。

有别于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城市新兴教会70％以上

是93年以后信主的第一代基督徒，七成左右受过大专

教育，40岁以下过半数，教会中高学历、高职位、高

收入者不在少数。许多教会甚至比一些海外教会更加

人才济济，年轻有活力。人数上，1、以平信徒领袖带

领30人以下的小型教会，多在家庭里团契聚会，这类

教会散布在各城市，是 普遍的典型城市家庭教会。

2、近十年来，从南到北由小型教会快速增长到数百、

上千人的教会越发蓬勃，他们租用或购买商业大楼、

会议室、影剧院……，主日多堂聚会、敬拜赞美和

崇拜模式几与海外无大分别。这些教会因信徒较多，

有能力按立牧师、聘请全职牧者，一级城市约70％，

二、三级以下城市至少30％有领袖全时间牧养。3、
受温州教会影响，许多城市教会在不断植堂拓展中，

结合成庞大教会系统，形同海外宗派模式，即使三级

城市，也有上万信徒的系统，一起同工、彼此支持、

分享资源。这类教会有时一区域内的同工月会，就有

一、二百人参加，新世代80后牧者活泼主领兼喂养，

动员操练信徒恩赐，组织团队布道，甚至组团海外观

摩教会，开眼界、开观念，在城市中蔚然成了一股有

影响力的清流。

装备上，与时俱进的城市教会有系统地装备、训练

同工。延续农村教会培训骨架，城市教会因信徒教育

程度较高且整齐，接触国内外神学师资机会充裕，进

而采取修习学分，按部就班上课，二至三年结业则颁

发各等神学、圣经、宣教学位的风气日盛。有些同工四

处装备，拥有二、三张「学士」、「硕士」证书者大有

人在。信徒程度提升，受教心志殷切，对教导者的门

坎相对提高，从前农村教会看重生命培灵过于讲授知

识，现在城市教会也看生命，也期待更高学历的师资。

牧养上，智能型手机大量普及，2013年中国已全面进

入「微信」时代（相当于脸书、推特），教会顺应全球

网络社交的潮流，牧养微信化。占教会半数以上的年

轻信徒，日常惯用手机、平板互动，小组员交换微信号

关怀链接，教会也注册公众号，时时发布教会消息、主

日信息、诗歌、灵修材料……。笔者还见过牧师每早六

点，准时与信徒视讯灵修，上班族们在牧者结束分享

后，仍热烈上网响应当天心得，其牧者的用心与辛劳，

信徒们的渴慕与付代价，深深让人赞叹感动。

时代的城市教会，有她要面对的问题与艰难：多元

教会需要多元牧养，年轻牧者缺乏经验和典范，仍得

在摸索中前进；一胎化政策下80后天之骄子般独生子

女们，进入教会成为同工，从小受人服事，要成长到

老练服事众人，还有许多性格上需克服的障碍；教会

男女性别比例悬殊，适婚姊妹难寻主内适婚对象；摆

脱不去家庭教会合法化问题，教会是否要登记，正式

浮上台面；教会越大财力越雄厚，需要透明制度化地

忠心管理，以及操练资源重新分配，多多从事慈善事

工；夫妻与家庭问题，心理疾病与咨商，都需更多专

业辅导者在教会成为帮助。但愿恩典够用的主，步步

带领现阶段中国教会继续踏前，稳定行进，开创城市

教会成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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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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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踊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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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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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00pm 小组聚餐体验

7:00~9:30pm 培灵（特别节目、见证、认

识华神、信息……）

 一个总爱遥想永恒的女孩。23岁那年，领受恩典般

进入心中第一志愿，以为是实现童年梦想的起点，期

盼将来成为一位神经科学家。但，这计划却被上帝彻

底改变了！在指导教授钱嘉韵博士引领下，我开始认

识这位至高者，而祂比我自己更认识我，深知 适合

我的道路。

于此之前，我的人生分离成截然不同的两面：表面

上谨守父母的严格要求，但里面却迈向不为人知的堕

落与衰败。纵然如此，耶稣却未曾离开，不断在我生

命中显现。24岁时，我终于降服下来，愿意承认上帝

的律法本是爱。从此向过去的罪死，领受有祂印记的

新生命。若没有主，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此生渴望回

应主的圣爱。

「赤裸、低垂着头的瘦弱人形，高举于眼前十字架

上」是我对耶稣的第一印象。那天，老师带着整班小

萝卜头们来到幼儿园的圣堂里。静悄悄的深处，有个

特别景象就是耶稣。我看见修女们在十架下带着崇敬

与渴慕的神情仰望耶稣，好似他们深爱的人。震撼心

灵的这幕，超越了4岁小脑袋的理解范围，好奇地回家

询问父亲的结果却是转学！

直至中学，才又进到天主教女校就读。学校的诗歌

教唱柔软了刚硬的心，我常独自步入空无一人的圣

堂，安全地跪在耶稣面前，扑簌簌的泪珠如诉不完的

心事。

当时夜夜晚归，藉酒浇愁的父亲说：「我对你的期

望很高。」泪眼等候丈夫的母亲说：「若不是为你们

姐弟俩，我早跳楼了。」在压力与冲突间迷惘的我，

经常梦见游走在屋脊或悬崖边，险些坠落的景象。虽

明白父母经济拮据却全力栽培的苦心，但我仍不喜欢

回家。放学临门，总得深呼吸再打开家门，面对硝烟

弥漫、家具与人心碎裂的悲伤残局。

细腻敏感的我，一直活在孤独之中，没有倾诉对

象，除了耶稣。

高二时的一个景象引诱，我叛逆狂傲地以为「短暂

出轨」无所谓。自此掉入情欲的网罗，以为这样的爱

能使我不再孤独。岂知轻忽试探是痛苦深渊的开始，

甚至偶而幻想以死亡结束一切。大学时代，表面正常

读书、跑社团、做实验，但私底下的感情世界，充满

混乱与纠缠。身心的伤害，彻底粉碎了我对婚姻的期

许。成为学术重镇研究生之际，实质生命已悄然来到

无法负荷之处。自责、羞愧与藐视交杂侵蚀着自我价

值，我几乎要放弃生命。

秘密虽无人知晓，但上帝的慈绳爱索导我归家。钱

嘉韵老师细致、温柔地与我心灵深处对话，尤其一句

认真的话触动了我：「没有上帝，我活不下去。」

迦南会北部大专团契的陈政弘医师与钱老师皆突然发

出聚会邀请。听着诗歌和讲道，我莫名其妙的泪流

满面。每晚睡前捧读钱老师赠与的《每日经历神》一

书，渐苏醒我灵，便很快地去买了《圣经》。读经

时，话语鲜活的滋润着枯干的生命，我常感到靠岸般

的强烈归属。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

看内心。」（撒上十六7）。一天在三处同样读到此

节经文时，我像是被剖开却觉安慰，好似过去一切祂

都明了。正因身高遭鄙弃的我，知道这绝非偶然，当

下明白神真实存在！追溯数年来的种种巧合如上帝介

入的记号，我终于完全清醒，惊觉过去像瞎眼般的走

向通往灭亡之路。一股力量拉我随流失去，但耶和华

的膀臂，以无限慈爱将我从悖逆失迷中领回。祂拯救

我！祂愿赦免我！祂宝血洗净我一切污秽！

 我悔改并渴望像那撒马里亚妇人般，欣喜地到处传

讲福音。错谬价值观被翻转后，反而看到许多灵魂仍

像自己过去一般孤独失丧，他们如羊走迷不知去向。

当下画面浮现：我向着一大群人传悔改的信息，盼望

他们也得尝主恩美善。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

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

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

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和平。」（提后二

20-22）初信时，圣灵常如此提醒。

 信主第一年，与属灵同伴一同灵修后，不约而同

的有个意念：将来我要做传道人。但我极难过的说：

「主啊～ 从小我立志成为博士，这可是多年的梦想

啊！」隔天，却不可思议的顺服了，只因相信天父的

预备必定 好。

硕班期间，亲眼看见钱老师与其夫婿张南骥教授，

尽心竭力服事 小的如同服事主。钱老师不断用上帝

的话语修剪、破碎、鼓励我，又以主爱遮掩我许多过

犯与软弱。她时常暗中祷告，又屡次语重心长的对我

说：「你要听话啊！」我既感动又感谢钱老师以基督

样式做我属灵模范。

嘉基福音队时，张、钱老师亦向我至亲传福音。此

后为父亲祷告两年之久，赫然发现他罹癌，仅剩两个

月的生命。担忧父亲安危及其灵魂归处，我急切地

带圣经奔回嘉义，再传福音。病榻上的父亲却缓缓说

道：「我想你以后会去传教，但你答应爸爸，将来要

找个同伴。」此言道尽父爱之深，光宗耀祖的期盼竟

化为了解与成全。阳明团契及众教会，时常来病房陪

伴安慰。在《奇异恩典》歌声里，父亲激动大哭，愿

意归主。代祷及关怀充满的十个月恩典中，母亲无微

不至的照顾，一同经历多次并发症的生死关头。看到

他们珍惜彼此的模样，这才明白：父母是相爱的。

毕业前夕，我喜获嘉义的教会全职实习邀约，但舍

不得所学又怕吃苦，挣扎下做逃兵拖延。一年后，某

日医院下班途中，思及往日遭逢危难时，上帝的恩惠

救助。我生出懊悔之心，愿放手跟随主！上帝旋即藉

当晚前华神院长黄子嘉牧师的讲道发出呼召，我满是

泪水不可置信地走向台前。神何等信实，竟真愿意使

用我这不配的罪人，祂没有轻看当年撒马里亚妇人微

小而热烈的回应。感谢主！祂的选召从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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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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02-23659151*212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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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