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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長／龍台平
這個名稱是GOOD TV給約爾•歐斯汀（Joel
Osteen）的講道系列訂的題目。歐斯汀的信息是教導
會友或聽眾以信心及正面的態度來面對一切的挑戰與
難處。本文在此不是分析或分享他的信息，而是從更
廣義的角度來審視這個議題。

不可諱言的，並不是所有的傳道或牧師都是生命的
贏家。是誰的責任使傳道或牧者成為生命的贏家？教
會說是神學院的工作，而神學院說是教會的責任。生
命的塑造需要時間，如何能在短短兩三年裡使其脫胎
換骨？

聖經裡有許多生命的贏家與輸家。大衛與掃羅，撒
該與少年官，拉撒路與財主，聰明的與愚拙的童女，
良僕與惡僕，綿羊與山羊等比喻皆明示了生命的贏家
與輸家。這些贏家的經歷，各有不同，耶穌比喻裡要
強調的重點也不一樣，但是贏家有一個共同的特質，
就是他們都是信靠神、遵行神旨意的人。

其實兩者都有不可推諉的責任。神學院扮演的角色
很重要，因為神學教育將是培育工人的一個重要的關
卡，從這個關卡出去的工人，如果不是生命的贏家，
他將來的牧會將會非常的辛苦，甚至面臨失敗的命
運。因為他本身的經歷無法提供他足夠的素材來教導
會友成為生命的贏家。不論是良木或是朽木，神學教
育應該利用這兩三年的時間，來幫助學生成為生命的
贏家。不要認為三年的時間太短，耶穌與門徒相處的
時間也不過是三年，但是在門徒生命中卻產生翻天覆
地的影響。

查爾斯•史丹利（Charles Stanley）在他的「順服
神」的信息裡說到生命的贏家有以下的幾個特質：
1、凡事都順服神的旨意。
2、把一切事情的結果都交託給神。
3、相信不論任何結果，神為祂兒女所預備的都是最好
的。
耶穌是我們最好的榜樣。祂在十字架上最後的一句
話「成了」，是祂成為生命的贏家最佳的句號。狹義的
講，祂成就了救贖的大功，完成了神所託付的使命。廣
義的講，祂這一生沒有一件事或一句話不是遵行了上
帝的旨意（約八28）。亞當因著悖逆而失敗，成為生命
的輸家，以至於後世後代的人都成為輸家。而耶穌則成
功了，祂戰勝了罪惡、死亡、世界與老我，祂是生命的
贏家，使我們信靠祂的人也能夠成為生命的贏家。
藉著重生，聖靈把人從黑暗中帶進神愛子光明的國
度，成為生命的贏家（得生命）；而一個信徒在屬靈的
賽場上得勝，得著神的獎賞，更是生命的贏家（得更豐
盛的生命）。教會存在的目的，就是幫助人成為生命的
贏家。要做好這兩項任務有一個不可缺少的要件，就是
教會的傳道人或牧者自己必須是個生命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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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神學教育的目標，就是要培養成為生命贏家的工
人。換句話就是教導這些未來的工人明白神的旨意，
傾聽聖靈的聲音，順服與遵行所領受的神的旨意，並
且激發他們有熱忱與智慧去引領會友也成為生命的贏
家。
華神在過去四十多年裡培育了一千八百位禾場的工
人，分佈在全世界各地服事神與人，對於華人教會有
一定的貢獻與影響。華神所給他們的，不只是神學的
知識，更重要的是在他們踏出校門時，他們的生命比
入學時更長進，更成熟，並且一步一步走在生命贏家
的路徑上。並不是說華神已經做得很好了，我們還有
許多改善的空間來提升學生的素質，需要更多的智慧
來幫助他們成為生命的贏家，這將是我們持續不斷的
教育目標。
希望你為華神的這個目標代禱，並請繼續支持我們
的事工。

劃撥帳號：00163740中華福音神學院
電子信箱：info@ces.org.tw
網
址：www.ces.org.tw

電話（02）
2365-9151／傳真（02）
2365-0225
臺北地方法院本院財團法人登記第4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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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更認識華神，歡迎上華神網站瀏覽（www.ces.org.tw）■變更地址請剪下舊址及編號，連同新址寄回或以電話、E-mail 告知企劃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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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招生受理報名中】
華神校本部2015學年度國內外招生受理報名中，海外
招生至4月12日截止收件。報名資格為：
一、受洗或堅信（振）禮三年以上。
二、學歷應符合下列其中一項要求：1大學畢業；2.具
四年制神學士學位且至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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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專畢業者須加修15學分，
二專、五專畢業者須加修30學分，始得獲頒學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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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科別包括道學碩士科、聖經碩士科、基督教研
究碩士科、基督教研究證書科等。考試科目其中筆
試包括：聖經、中文、英文等。歡迎清楚蒙召的基督
徒踴躍投考。相關事宜請上網 http://www.ces.org.tw
查詢或洽：(02)23659151分機305林姐妹；E-mail：
academic.affairs@ces.org.tw。

場，相關訊息可見本期院訊第八版或至網站查詢。聯
絡：（02）2365-9151分機212許主任。

【華神碩士學分班課程】
為幫助有心修讀進深課程，但志不在學位之弟兄姐妹
或提供有心進入碩士學程者正式入學前選課之機會
所開設的華神碩士學分班，新學期課程已出爐，計有
「系統神學（一）／李建儒老師、曾劭愷老師」、「加
爾文與清教徒神學／曾劭愷老師」、「使徒行傳／魏
啟源老師」、「新約釋經學／魏啟源老師」、「以賽亞
書／吳獻章老師」、「溝通與傳播／劉珍莉老師」、
「差傳概論／陳毓華老師」等，歡迎有志者 E-mail 至
academic.affairs@ces.org.tw索取報名表，填妥相關
文件後回傳，最後期限至3月6日，額滿為止。

華神教牧中心為所有願意關懷高齡長者事工者所舉辦

「2015與華神相遇—台北場」訂3月27日（週五）假華
神六樓禮堂舉行，除精心安排3月24～27日全週的課程
體驗選項外，當天還有小組生活體驗及聚餐，晚間有
培靈及認識華神等活動，邀請胡維華老師擔任培靈講
員。欲參加者請上華神網站www.ces.org.tw查詢，3月
20日報名截止。

的「高齡失智症的照護」研習講座將於 3 月16日下午
14:00～17:00舉行。失智症（Dementia）不是單一疾
病，而是一群症狀的組合，其症狀不單純只有記憶力的
減退，還會影響其他認知功能，造成功能退化，同時可
能出現干擾行為、個性改變、妄想或幻覺等症狀，最嚴
重還會影響人際關係與工作能力。當一個人罹患失智症
時，他的靈魂狀況如何？聖經對於高齡失智症者有怎樣

【2015林道亮博士紀念講座
—建立以聖經為本的健康教會】

的觀點？教會如何牧養、關顧高齡失智症者等議題。華
神教牧中心特別邀請台北馬偕醫院院牧潘美惠牧師及

2015年4月27～29日將舉行「2015林道亮博士紀念講
座」，主題為「建立以聖經為本的健康教會」，特別

曾任中華福音神學院專任老師，現任台灣門諾會總幹事
張宰金牧師主講，歡迎校友們及弟兄姐妹踴躍參加。

2014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4年7月1日～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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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Box 75365,
RPO White Rock,Surrey, B.C.Canada V4A 0B1

十二月份收入

全學年需要

七至十二月
實際支出
29,215,485
1,130,703
1,047,930
3,211,685

67,830,000
2,270,000
2,280,000
7,620,000

6,060,929
163,249
46,200
655,588

28,769,563
1,746,037
1,014,500
2,560,735

合

80,000,000

6,925,966

34,090,835

計
建校
奉獻基金

單位：新台幣元

七至十二月
累積收入

經 常 費
學生助學金
宣教中心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收支差距
-445,922
615,334
-33,430
-650,950
-514,968

34,605,803

新校區建設基金

十二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11,282,385

223,631,872

-376,368,128

立案及擴校的後續工作包括完成立案手續、地目變更、新校區建築等。
第一期建築經費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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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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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即日起至 4 月 20 日止，歡迎至華神網站報名，免費入

【華神教牧中心—研習講座】

【2015與華神相遇】

愷

曾劭

再次邀請香港蘇穎智牧師及其教牧團隊擔任講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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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馬太福音十一章
在馬太福音十一章的經文當中，施洗約翰是第一男配
角，而主角當然是主耶穌。耶穌說：「凡婦人所生的，
沒有一個興起來大過施洗約翰的。」約翰之所以偉大在
他如何前後一致地高舉基督，就連在信心軟弱的時候仍
仰望基督。仰望基督、高舉基督，是教牧學最重要，也
最實用的真理。教牧學的中心應該是主耶穌基督。
根據馬太福音四章所記載，耶穌是在施洗約翰被下
在監裡之後才開始出來傳道。但是，就連這位以色列
歷史上最偉大的先知 — 約翰也難免有軟弱的時候。
「約翰在監裡聽見基督所做的事，就打發兩個門徒
去，問祂說：『那將要來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
人呢？』」（太十一 2 ）這位親手替耶穌施洗、目睹
聖靈降在耶穌身上的約翰，現在被下在監裡，信心軟
弱了，開始懷疑耶穌到底是不是他所等候的彌賽亞。
耶穌不僅說約翰地位比眾先知還要更高（太十一
9 ），還說：「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來大過
施洗約翰的。」（太十一11）他是整個人類歷史上，
除基督之外最偉大的一個人。因為萬王之王降生時，
沒有生在皇宮，而是生在馬槽；人子來，連枕頭的地
方也沒有。同樣地，施洗約翰住在曠野，吃的是蝗蟲
野蜜。在所有神的僕人裡，施洗約翰跟耶穌是最相似
的。第十節告訴我們，約翰正是經上所預言的那位被
神所差來，專門為耶穌預備道路的使者，在所有神的
僕人中，沒有一個比約翰更偉大的。
如今，這位神興起的僕人被下在監裡，從人角度來
看，施洗約翰沒辦法再服事神了。所以他開始憂慮，
不為自己，而是為神的國度憂慮，到底耶穌是不是
那位彌賽亞；神所應許的彌賽亞，到底來了沒有（太
十一 2 ）。換句話說，約翰之所以開始憂慮，是擔心
神是否仍掌管一切。當他無法繼續事奉神、掌控自己
事工的時候，便開始懷疑這個世界是否已經脫離了上
帝的掌管，就像當年以利亞從他蒙召的禾場北國以色
列逃到猶大最南邊的何烈山，不是害怕被耶洗別殺

害，而是在逃離呼召，因為他在迦密山上大敗巴力眾
先知之後，以色列卻沒有得著復興。
這是典型傳道人的軟弱，就連施洗約翰也有同樣的
軟弱，還派了兩個門徒去問耶穌：「那將來要來的是
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但耶穌並未叫他們
回去責備約翰，在他們離開後，還稱讚施洗約翰（太
十一11）。這裡耶穌開始論到天國。天國的降臨是神
所創造的整個宇宙的徹底更新，在新國度就連最卑微
的也比今世最偉大事物還要更偉大。天國的榮耀，是
今世任何榮華所無可比擬的。
但怎樣的人才能進入天國？「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
如今，天國是努力進入的，努力的人就得著了。」（太
十一12）英文NIV翻譯是：「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forcefully advancing, and forceful men
lay hold of it」；欽定版更直接：「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原來，和合本的那兩個「努力」，意思是
「強而有力的」、「強迫的」、「狂暴的」。動詞是
「進入」，主詞是「天國」。所以這句話的意思應為：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開始，一直到耶穌出來傳道，天國
是強而有力地迫近，天國是狂暴地破門而入。」
在施洗約翰之前，神的國度以極緩速度在降臨，雖
然從亞當、亞伯拉罕、摩西到撒迦利亞，神克服了每
個阻攔祂國度的障礙。可是神國度降臨的速度依然緩
慢，似乎以色列人背離神的歷史一再重演，救恩歷史
也似乎在原地打轉，直到以色列人被擄歸回。整整
四百年，神沒有賜給以色列一位先知。神的國度好像
漸漸靜止，不再降臨了。但靜默了四百多年，施洗約
翰突然晴空霹靂般破門進入這個墮落的世界，為基督
開了一條路。接著，耶穌便以排山倒海之勢把天國帶
進這世界，無人可擋。以利莎伯年紀老邁無法生育，
但這不能攔阻神讓她把施洗約翰生下來。希律王屠殺
男嬰，無法攔阻萬王之王來到這世上。約翰與耶穌把
神國度帶進這個世界，任誰也無法攔阻。「自施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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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這個音樂。兩天之後，Joshua Bell在波士頓的公開
演出，座無虛席，票全部賣光，平均每張票價值兩百美

人，是那些兩手空空、知道自己是赤身露體、沒有任

能救我，兩手空空無代價，靠主拾命在十架。」

元。這是他音樂的真正價值，可是為什麼在地鐵站卻

何能夠自我感覺良好的資本的人，是那些深深曉得自

無人認出這個價值呢？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可能大

己在成功的事業、美滿的婚姻、良好的榜樣、投入的

家都忙碌於生活裡大小事情，以致於當真正有價值的

教會生活等這些表面現象底下，如何醜陋不堪的人，

《天路歷程》主角Christian開始走天路時，覺得背
上的擔子好重，愈走愈重，壓得他喘不過氣來，當他

men 」或「 violent men 」乃指為神國度大發熱心的
人，套用保羅的形容，就是「癲狂」到這世界不管是

東西出現的時候，我們根本無心去發現、去欣賞。

他們向神的國度狂奔，向基督的十字架狂奔，因為知

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狂暴地迫近的。」（太十一
12）不論是約翰、耶穌在馬太筆下都用一句話概括他
們的傳道內容：「要悔改，因為神的國近了。」
「努力的人就得著了」應譯成「得著的乃是強而有力
的人」，甚至可說是「狂暴的人」。此處的「forceful

道惟有神的恩典才夠遮蓋他們一切見不得人的地方，
為他們帶來安慰跟喜樂。這才是神的國度、真教會。

金錢、名利、地位、幸福，還是疾病、貧窮、災禍、逼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神的國降臨了！以排山倒

迫，都無法阻止他們奔向神的國度。馬利亞不顧未婚

海之勢迫近！但這個世代不為所動。我們總有太多事

懷孕的羞恥，約瑟不顧自己的名聲，都無法攔阻這兩個

情要去忙。這些事情都很好，都可以成為榮耀神、以

當年亞當夏娃犯了罪以後，拿無花果樹的葉子編成

人把耶穌生下來養大成人。遙遠的路程以及危險的沙

神為樂的屬靈操練。有位台灣著名的牧師曾感嘆道：

衣服來遮羞。神看到他們，就把那些遮羞葉拿掉，神

漠，無法阻止東方的博士到伯利恆朝拜新生王。

每次在講台上大聲疾呼，許多平常不聚會的人就湧進

最終的目的不是要暴露我們的羞恥，而是要遮蓋我們

教會，在冷氣房裡欣賞他的演出，但對他所傳講的主

的罪，但遮蓋罪之前，必定要剝掉遮羞的葉子。

在本仁約翰的《天路歷程》當中，主角Christian 要
從滅亡之地踏上天路旅程時，許多人試著阻止他，

耶穌卻仍無動於衷。如果你將來成為名嘴，仍然要作
好對牛彈琴的準備。有些先知是票房保證，有些卻是

而這樣的人是有福的。

臨終時，一生流淚永不止，依舊不能贖罪過，惟有耶穌

仰望十字架時，背上擔子突然不見了，他突然感到輕
鬆。不必再靠勞苦擔重擔來肯定自我價值，也無須靠
勞苦擔重擔來換取神的愛與接納！耶穌已為我們釘十
字架，而且從死裡復活了！
接下來29節，耶穌說：「我心裡柔和謙卑，你們當
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裡就必得享安
息。」所謂「柔和謙卑」並非和藹可親，也不是妄自
菲薄。「柔和」原文乃指「溫馴」及「不把自己看得很
重要」，亦即隨時願意為了別人犧牲自己。「謙卑」則

同樣，耶穌斥責那不悔改、不冷不熱的人，也不是

指「低下」、「卑微」、「沒有地位」。當耶穌說自己
「柔和謙卑」時，便是指祂作為神的兒子，不以自己

「Eternal Life! Eternal Life!」。後來在天路上，他進
到一位名叫Interpreter（翻譯者）的家裡，Interpreter

票房毒藥，但他們都是一樣寂寞的。
「哥拉汛哪，你有禍了！伯賽大啊，你有禍了！因

為了羞辱他們。在第24節耶穌責備完後，馬上禱告讚
美天父白白的救恩（太十一25）。「聰明通達人」乃是
指那些因知識學問而自滿、自以為聰明，不需要神的

就唸了這段經文：「天國狂暴地迫近，得著的乃是狂

為在你們中間所行的異能，若行在推羅、西頓，他們

人，神國的福音對他們是隱藏的。對於聰明通達的猶

自我犧牲。換句話說，所謂「柔和謙卑」指的是自我

暴的人。」後來， Interpreter 帶他去到一個地方，見

早已披麻蒙灰悔改了。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

太人，保羅說十字架是絆腳石；對於聰明通達的希臘

犧牲，願意放下自己身份去服事、陪伴別人，哪怕是

到一個異象。異象裡有座極其榮華的宮殿，宮門很

子，推羅、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易受呢！」（太

人，十字架是愚拙。但對於嬰孩，對於那些知道自己一

犧牲時間、金錢、甚至生命，這才是聖經所說的「柔

窄，門外還有重兵把守。若想要進宮，必須有名字

十一21-22）

無所有的人，神的恩典就顯明出來。這樣的人，對天國

和謙卑」。這是基督徒當有的樣式，更是傳道人必須

的迫近不會無動於衷。他們像嬰孩依賴父母一樣，全

活出來的樣式。而這正是施洗約翰所活出來的樣式。

然倚賴天父的恩典。當天父差祂的兒子把神的國帶到

他非常真實，並不會羞於讓門徒看見他的軟弱、疑

這世上時，他們曉得這是無價的禮物，是窮盡世間財

問，而在軟弱、疑問當中，他總是仰望主耶穌。

而他就摀起耳朵奪門而出，向外狂奔，大聲吶喊：

登錄在名冊上。我認為這不是啟示錄中的那本生命
冊。此時來了個高大的人，想叫士兵登錄他的名字在
冊子上。士兵不從，還以武力要脅，結果這個人竟徒
手將所有武裝士兵制服。他不顧一切，就是要進入窄
門。就在這時，從宮殿裡傳來美妙聲音，裡面所有的
人，就連那些走在宮殿最高處的人，都齊聲對這個狂
暴的人說：「進來吧，進來吧！你必得著永生的榮
耀！」（“Come in, come in; eternal glory thou shalt
win!”）。所謂「天國狂暴地迫近，得著的乃是狂暴的
人。」就是神的子民被神恩典攪動，在世界上無可攔
阻的。這就是馬太福音十一章12節的意思。
接著，耶穌將這種熱情，對比於那些對天國福音無
動於衷的人—對牛彈琴！「我可用什麼比這世代呢？好
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說：『我們向你們吹笛，
你們不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不捶胸。』」（太
十一16）約翰跟耶穌傳了那麼偉大的福音，行了這麼
多的神蹟，但許多人還是不為所動，不願意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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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要作好對牛彈琴的準備。正如以賽亞感嘆道：

耶穌說得著天國的人是那些癲狂般向天國奔去的

推羅、西頓位於現在的黎巴嫩，是古代極其富有的商
港、外邦都市，舊約聖經曾預言神對這兩座城的審判，
而耶穌說哥拉汛跟伯賽大這兩座猶太人的城，比推羅、
西頓還更心硬不肯悔改。不要以為你每星期上教會，就

富也買不起的，所以就興奮歡喜地朝著這禮物狂奔。

與神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成為奴僕的樣式；祂
乃是說自己降卑為人，生在馬槽，死在十字架的這種

最後，我們看看施洗約翰。現在勞苦擔重擔的約翰

可免去神的審判；不要以為你是神學人，就必然得著神

「凡勞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裡來，我就使你們

被關在監裡，假如耶穌不是他所等候的彌賽亞，那麼

的喜悅。基督教不能使你得救！只有宗教沒有信仰，對

得安息。」（太十一28）「勞苦」原文是「勞力以致疲
乏不堪」。導致疲憊不堪的原因，無非是「擔重擔」，

他這一生為耶穌預備道路的勞苦都付諸流水了。就連

神的國度無動於衷的基督徒，比外邦人更可憐！接下來
耶穌重重責備迦百農（太十一23），所多瑪是聖經記

動詞原型是「把難擔的擔子加在別人身上」。在此耶

我們有時對神有所懷疑或不解，千萬不要失去盼望。

載的古代世界裡最邪惡的都市，但耶穌說，比起迦百農

穌特指法利賽人把律法主義的擔子擔在別人身上，以

同時，耶穌之所以說約翰偉大，正因為即使在他信心

的不冷不熱，所多瑪要受的審判還更輕一些。

為需要靠一些行為才能贏得上帝的愛。所以，「勞苦擔

最軟弱的時候，仍然憑著信心仰望基督。只要確定耶

重擔」就是以為必須努力到疲乏不堪的地步去作一些

穌是那位彌賽亞，他就放心了。當他心裡懷疑時，就

事情，才能夠得著神的國度。這不僅是現今許多傳道

派人去耶穌那裡找答案、找確據。約翰並不是坐在牢

人與羊群的光景。勞苦擔重擔的牧羊人，如何能幫助

裡，用他的理性從種種證據來推測耶穌究竟是不是基

羊群脫去重擔呢？他們不過是在教會裡建立一套假面

督。他不要自己去找答案，他要聽耶穌怎麼說；他不

文化，以表面的屬靈復興把一切軟弱的弟兄姊妹都說

要自己安慰自己，他要耶穌的話語來安慰他。這才是

成是「沒信心」，這種教會嚴重缺乏基督的恩典。

最了不起的信心。

當神的國強而有力地奪門而入時，假如我們處在一
種自我感覺良好的教會文化中來領受神的國，那我們
就是褻瀆神的恩典。假如我們像所多瑪那樣的姦淫
擄掠，還有機會得赦免。但卻沒有深深鑑察自己是罪
人，如同馬丁路德所說的，聖經教導我們治死的是真
實的罪，不是幻想出來的罪；如同加爾文所說的，聖

歷史上最偉大的先知都有信心軟弱的時候，所以，當

經教導我們要在基督裡每天藉著悔改而更新；如果教

從前牧會時，我曾帶領青少年團契查考創世記第三

信心是對神恩典的回應，而神往往用加倍恩典來回

幾年前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報導一則有
趣的新聞，報導的主角是美國小提琴家Joshua Bell。

會文化缺乏羅馬書七章那「我真是苦啊」、加拉太書

章。有個女孩子流淚訴說她勞苦擔重擔的經歷。她從

應我們的信心。當約翰差門徒來問耶穌，耶穌沒有回

六章「聖靈與情慾相爭，情慾與聖靈相爭」的那種血

小父母離婚，媽媽再婚以後，就跟著媽媽、繼父一起生

答：「對，我就是你們所等候的彌賽亞。」耶穌只要

Joshua Bell是全世界四十多歲這輩小提琴家中相當具
指標性的一號人物。華盛頓郵報跟Joshua Bell合力做了

淋淋的痛苦；那麼我們的教會就有禍了，因為「當審

活。這位繼父是個愛主的基督徒，把這女孩視如己出。

他們回去，告訴約翰耶穌所行的這些事。而這些事是

判的日子，所多瑪所受的，比你還容易受呢」！假如

可是她為了能在家中夠維持女兒的位份，總是小心翼

約翰早就聽說，而他早就知道問題的答案（太十ㄧ

一個實驗，Joshua Bell喬裝成街頭藝人，拿著他那價值
三百五十萬美元的小提琴到華盛頓的地鐵站裡拉琴，

我們自我陶醉在教會增長建堂的成就、道德操守當

翼地把最好的一面表現出來，特別是在教會服事，同

中，用教會的屬靈高調來說服自己陶醉在自己的成就

時在學業上取得優異成績，以討繼父的喜悅，殊不知

2 ）！他的信心雖然軟弱，可是沒有被撲滅。在我們
內心深處，神話語的亮光時強時弱，但永遠不會被完

演奏了四十五分鐘的六首巴哈無伴奏組曲跟奏鳴曲。

中，這種自足感就會導致教會的衰亡。就算每天讀經

她的繼父並不是這樣看她，神也不光看我們外在的生

全撲滅。就算在信心最軟弱，偶而被罪惡試探勝過之

從頭到尾只有六個人停下來聽了幾秒鐘，差不多二十

禱告靈修七、八個小時，在教會事奉時數比讀希臘文

活。那天在團契裡的分享，讓她發現神的恩典多麼偉

時，或者因為種種軟弱而勞苦擔重擔的時候，只要定

個人丟了錢馬上就走掉，只有一個小男孩停了來專心

所付出的時間還多，假如以為可以靠這些而自我感覺

大，之前她那麼辛苦地刻意表現，簡直愚昧不堪。神的

睛仰望那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必定會把我

地聽，結果被他媽媽拉走了，沒有一個人停下來專心

良好，那麼我們有禍了。

恩典就像《萬古磐石》這首詩歌裡面說的：「勤勞直到

們珍藏在內心深處的真理重新光照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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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教師／陳毓華

■聖經碩士科／林品彣

薛玉光叔叔是個性情中人。他對跨文化宣教的熱忱
和異象是華人教會的中流砥柱，不少宣教後輩都可以
見證從他領受的宣教啟發和鼓勵。
我是個內地會的宣教士，並沒有直接受教於薛叔叔
的理念，卻常思想，中國人為什麼在跨文化的宣教使
命上，總是走得比較猶豫又遲緩。我們保守的宣教觀
（中國人總得向眾多的中國人傳福音），會不會真的
有其道理，而非我所批評的宣教盲點？跨文化宣教這
個洋東西，說穿了或者只屬西方教會的時髦，不但不
切實際，而且也與實踐神學不符。
華人基督徒及華人教會不太有負擔，也不太願意從
事跨文化宣教，除了檯面上的理由，以為世界上華人
本身的福音禾場還甚廣大，若就少許華人基督徒的資
源再去從事外邦宣教，不但有違效率原則，而且也難
免捨本逐末的嫌疑。不過我猜，預期上語言學習的困
難，與外國人同工的問題，宣教成效的不彰，以及可能
透露出個性上的失敗，或許才是潛藏退縮的主因。膽
怯的心成為謙虛的本錢，把跨文化宣教的大事謙和地
推給外國基督徒去做，讓我們自己來做自身很會做，也
很方便做的事，好好地向我們自己的同胞兄弟委身。
其實，這恐怕是對跨文化宣教的一大誤解。因為，如
果耶穌真是世界的光，教會的外邦宣教基本上是跟信
仰內涵名符其實所必然產生的行動。「福音是關乎萬
民的」，不能只做為引經據典的空話，而必須是每個
心口一致的基督徒的理念，且深深去體會並順服主耶
穌吩咐人去使萬民作主門徒的心意。不然所謂教會的
普世性，只會是虛有其名而虧其實的一個稱號而已。

另外還有個正面的意涵，更值得我們正視外邦宣教
的正當性。這關係到宣教大業的終極目的究竟是什
麼。如果領人歸主，讓基督徒人口暴增是神最看重
的目的，我很納悶祂為什麼不自己輕鬆地辦妥這項使
命，還要很麻煩地揀選、差遣、呼召一批不甚尊貴，
也不怎麼有智慧能力的僕人去犧牲奉獻。但是，如果
神最深的心意是要使天上、地上一切所有的都在基督

從小我在拜拜的家庭長大，爸爸的家族全是在廟裡
擔任要職的人，所以我理所當然是在廟裡生活；但外婆
家是第三代基督徒，只是媽媽結婚後就跟著爸爸拜拜。
感謝神，讓我在國小時搬家到外婆家附近，於是外婆便
帶著我們參與教會的許多活動，我覺得跟廟宇比起來，
教會真是個快樂的地方，於是便一直在教會生活。

裡同歸於一，讓屬基督的群體相互沒有隔閡，一心一

升高中時，我以課業繁忙為由，脫離教會生活，想

意，分享分擔，彼此相助，相互連結，滿有基督長成

要追求自由跟快樂。一直到高中畢業時我才再次踏入

的身量，而且讓福音對每個文化中的人都保持一定程

現在的教會，重新接受耶穌基督。受洗那年我是大學

度的新鮮感和開放性，以不斷接納其他邦國的基督徒

一年級，算一算一年不到的時間裡，我卻覺得過得比

的亮光和挑戰，使各個地方教會永遠不淪於如英國宣

高中三年來得更精彩豐富，因為我真正認識了這位全

教學大師Lesslie Newbigin所說的，把福音內鎖在地化
（domestication），即閉關自守地斷絕了與他人相通

能的神，上帝讓我花了數年來接觸祂，三年的時間背

合一的路徑，有違福音超越文化、超越國界的本質，
那麼外邦宣教的高尚及難度便很可理喻了。耶穌基督
的身體為全人類擘開撕裂，為的是能因此叫各地的群
體連於元首基督，全身靠祂聯絡得合適，可以凡事長
進，見證神的確使基督死而復活，使基督的身體一樣
生氣蓬勃。
不過，這一條「有永遠的福音要傳給各國、各族、各
方、各民」（啟十四6）的路途相當艱難、遙遠。薛叔

棄祂，然後一年不到的時間，重新回到祂的懷抱。
信仰的道路中很大的一個轉捩點是在 2011 年的除
夕夜，牧師總是不斷鼓勵弟兄姐妹要勇敢在未信主
的家人面前站起來為他們禱告，我承認面對爸爸那邊
的家族，我還是非常軟弱，畢竟他們都是拜得很虔誠
的人，說要帶他們禱告，談何容易？但牧師鼓勵說：
最壞的結果就是被拒絕，飯還是照樣可以吃！最重要
的是讓他們看見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改變，即便是家族
裡面最小的一員，仍有站起來的勇氣。於是等大家坐

叔為華人教會開啟了一扇窗，讓華人基督徒看見這條

定位之後，我站起來說要帶大家禱告，接著我看到的

路途的一個遠景。期待我們也有謙卑學習和勇敢負重

是，拜拜最虔誠的伯父先閉上眼睛，接著大家也都跟

的心，明白神所指示外邦宣教的旨意，並且在往後尚

著闔眼等我開口，我相信，這不是我憑自己能力能夠

存的日子，能察驗聖靈心思，全力以赴，緊緊跟隨。這

做到的，是上帝親自在動工！

樣，如薛叔叔這般先賢的勞苦，總算沒有徒然。

感謝神使用我這個見證成為許多人的鼓勵，自從那
次以後，每逢家族性的聚會，只要談到信仰，我的見證
就會被提起，我就會被叫起來發言或甚至是禱告．感
謝神使用我這不配的生命，使用我這個在家族裡最小
的成員來為祂作見證，我知道若不是有神介入我的生
命，我沒有機會經歷這些、看
見這些翻轉．所以我希望能更
多裝備自己，用自己的生命
去影響更多人，不是靠著
自己的才能或智慧來說
服別人相信我說的話，
而是看見我的生命有
神的同在，因此相信
神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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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華神相遇

2015

台灣第一所跨宗派•學風寬廣的神學院
師資卓越•理論與實踐並重
四十多年來神學耕耘•校友結實纍纍

3.27台北場聚會程序表
16:30~17:00 報到
17:00~18:00 小組活動
18:00~19:00 晚餐
19:00~19:15 影片欣賞
19:15~19:30 詩歌敬拜
19:30~19:45 院長致歡迎詞
校友見證
19:45~20:00 詩班獻詩
20:00~20:35 培靈／胡維華老師
請上華神網站www.ces.org.tw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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