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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宣教生態系統」，是以宣教的神為能量泉源，開渠

出宣教導向的教會、宣教導向的領袖、宣教導向的門徒、

宣教導向的宣教士和宣教導向的策略等五大區塊，共構一

個完整的生態鏈。它們彼此影響、相互作用，達成動態平

衡，可為宣教禾場供應優化而源源不絕的活水。

《宣教的生態系統》

當前華人校園宣教面臨來自政治、經濟、文化、靈性層面等各

領域的艱辛挑戰，服事的重點亦從量變進入質變。身為海外華

人校園工場第一線宣教士，作者以獨特的第一手觀察資料及多

年實戰經歷，針對海外華人校園福音事工的歷史、現狀、神

學、方法、未來發展策略等方面，進行了廣而深遠的探討。

《契機和挑戰中的校園宣教》（簡體）

本書是林鹿的回憶錄，全書以她與秋雨

之福團契有關者的相遇為主軸，一方面

向讀者敞開自己的生命軌跡，另一方面

也呈現她與秋雨教會有關人物的生命交

錯。配以近百幅原創油畫和照片，歷史

和今天如扇面般展開，濃重油彩，為了

「陪伴、療癒、關懷、盼望」。

《秋雨麥粒——回憶成都秋雨之福》

044067

016199

《尋訪來時路——福音派歷史及屬靈

傳統簡介 》

$15

「福音派」為何興起？為何改變？帶來何

種正面與負面影響？又如何被影響而產生

變化。本書作者以深厚的學識、嚴謹的思

辨、深入淺出的文筆、毫不避諱的態度，

帶您爬梳福音派的歷史源流。

044066

046029

《你往何處去》（簡體）

一對80後神國俠侶的信仰之旅，

見證神在他們身上的奇妙作為。

如何從無神論的教育背景和原

生家庭的痛苦中，經歷福音的大

能，擺脫各樣的捆綁，堅韌地靠

著聖靈侍奉呼召他們的上帝。

046057

著/周麗華

著/玄雲宏

著/高昭鑾 著/郭易君

著/林鹿

$15

$30

$15

$15



01648711

0165622

著/孔毅

著/楊國安、郭振游

著/麥哥登(Gordon MacDonald)

01639541

本書從服事的內在動機、目標、品格，到外在的

行為、領導與實踐，為主工人勾勒出一個既強大

又謙遜、富有成效卻不忙碌，雖專注卻又寬廣的

生活。每章末尾發人深省的反思，幫助領袖從內

而外、由下而上地裝備健康的生活，培養更好的

信仰群體，建造持久而豐富的事奉人生。

《水線之下》（繁體/簡體） $15

$15

《標桿領導力》（簡體）

$15 特價 $10
本書作者通過聖經有關耶穌領導力的教

導、近代企業管理的最新思想、優秀企業

的實踐案例、在企業實踐中的觀察和反思

這四方面信息的整合，提煉了標杆領導力

框架，即以使命驅動和戰略思維為核心，

輔以橫向「做人」與縱向「做事」兩個維

度，系統地分析了耶穌為何能成為最具影

響力的領導者。

《第一與唯一》（簡體）

本書就是在個人關切的「在做什麼」、「擁有什

麼」（「第一」的命題）和「將成為什麼」、

「你是什麼」（「唯一」的命題）這兩個層面提

供生活過日的心態和選擇：在認知到自己「是什

麼」、「將成為什麼」的基礎上，去經營神要我

們的「該擁有什麼」、「該做什麼」；只有在唯

一中我們方能做到第一。



最近和主內一位知名基督教領袖交通，他已屆退休年

齡，在積極尋找合適的接班人。我對他說，你身體非常健康，

精力如此充沛，為何急著退休？他說了一句當頭棒喝的話使

我回味至今，他說：「我只想好好交棒，不想隨意丟棒」。這

個想法何等慎重可敬。他的意思是說，教會裡面應有好的培

植文化，甚至要有好的承傳機制，讓神國福音事業能在變化

萬千的世代中帶著力量向前拓展，不被青黃不接的現象窒

礙成長。

今天北美華人教會老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無論在領

導層、同工層、普通會友層，青壯年的比例越來越小。不但

人數相對少，在領導經驗、事奉經驗、當家經驗等都相對十

分匱乏。如果今天教會當家的一代忽然撤離，下一代同工能

否把教會撐起來？如果你的擔心非常強烈，那就應該好好正

視這個問題，不能視若無睹。面對此情況，我們只有兩條路

可走：第一，順其自然，什麼也不作，看主怎樣帶領（似乎是

非常屬靈的態度）。第二，痛定思痛，積極尋求解決之道，花

時間、花精力、花資源在建造下一代人才的培養上，並持之

以恆，幾年下來一定會看見成果。

請看主耶穌，祂三十歲出來傳道時，肯定知道自己在世

上工作的時間只有三年多，祂知道祂的首要任務不是日以繼

夜地傳道趕鬼醫病，而是謹慎地選召了十二個看似普通的

人，花時間興他們一起生活、一同吃飯、一齊做工。有時循

循善誘，有時嚴正責備，有時授權差遣，有時一起禱告。目

的是要他們學習祂如何做工，如何活在神的面前，以至有一

天祂要回到天父那裡去的時候，福音工作仍能持續展開。從

人的角度來看，主在世上工作的時間只有三年多，值得祂這

樣花時間在這十二個人身上嗎？我認為不但值得，並且是必

須的以及最智慧的策略，不然，且用人的常理和常話來說，

主升天後，恐怕神的工作就因此停頓了。

使徒保羅吩咐提摩太說：「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

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2:2) 
保羅在這裡勸勉提摩太，在教會中要把真道教導並傳予那

些能繼續傳予別人的人。這句簡單的話其實已展示出代代相

傳的重要性，保羅在這裡說出四代承傳：（1）保羅（2）保羅

的學生提摩太（3）提摩太的學生，他亦能教導別人（4）提摩

太學生的學生。其實提摩太那時年紀一點也不大，保羅甚至

提醒他不要叫人小看他年輕，可見他那時應該是個壯年人，

但保羅已囑咐他好好想一想如何去帶出下面兩三代的領

袖。

細讀《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保羅常提到不少在他身

邊與他一起做工的人，甚至常把他們提升到與自己平起平坐

的位置，賦予他們重要職能，又吩咐當時的教會要特別尊重

這些忠誠可靠的年輕工人。保羅銳意要帶出及成全下一代

領袖的精神和行動清晰可見。

艾得理牧師（David Adeney, 1911-1994）是英國劍橋

的畢業生，年輕時蒙召到中國宣教，是華人教會一位備受敬

重的屬靈長輩。他一生中最令人欽佩的是，他看出中國教會

需要優秀的青年領袖，他窮盡自己一切的資源和努力，不斷

尋找提拔青年基督徒，常常關心他們，為他們禱告，又挑戰

他們，把一生毫無保留地獻給基督，甚至想盡辦法幫助他們

得到更多發展的機會。當今，在香港、台灣和北美有不少神

重用的僕人和使女都曾被艾牧師愛護和提攜過。願今天走

在前面的領袖們都能看見這個刻不容緩的需要，傾力為基

督培訓出新一代、新二代的優秀天國人才。

總編/林祥源牧師

2 使者

編者的話



會  長	 周大衛牧師

總編輯	 林祥源牧師

編  輯	 李雪瑩

美術設計	 李雪瑩

作者觀點立論，不一定代表本刊立場。

本刊擁有刪改權以及網絡與影音改

編、使用權。作者擁有內容版權。歡

迎聯係轉載。

編委（以姓氏筆劃為序）：

于慕潔、周大衛、林祥源、柏有成、郭振游、陳世欽、陳昆華

AMBASSADORS Magazine
ISSN # 1044-3908

President: Rev. David Chow
Chief Editor: Rev. Albert Lam
Ambassadors Magazine is published quarterly by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21 Ambassador Drive, Paradise
PA 17562-9687 U.S.A.

Periodical Postage paid at Paradise, PA and at 
additional mailing office.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AMBASSADORS MAGAZINE
21 Ambassador Drive, Paradise 
PA 17562-9687 U.S.A.
Telephone: 717-687-8564
Email: am@afcinc.org
Copyright 2021 by AFC, Inc. USA

歡迎索閱	資源共享

請為擴展神國聖工奉獻

每份每年	$20美元
海外平郵	$25美元

支票抬頭請寫	AFC - AM
使者雜誌 季刊 基督使者協會出版

2021年春季

Volume 64 | No.1

編者的話    

為天國培植下一代  /林祥源

 專題：與下一代同行   

如何培養敬虔的下一代——以恩典來帶領子女  

/程德鵬

第一支箭  /柏有成

有什麼珍寶傳遞予你的下一代？——倡議

華人教會設立「長者生平記錄資源寶庫」 

/劉帝傑

2020全球華人差傳大會

以福音為中心的教會——2020全球華人

差傳大會觀後感  /柏有成

校園、信仰與事奉——2020華人差傳大會

觀張文亮教授分享有感  /Merlyne Wu

使者單身成長營事工

與你相遇——使者單身成長營2020年事工回顧  

/周雅馨、眾弟兄姐妹

門徒訓練

同工領袖門訓系列之三：異象與召命  /郭振游

職場視野

基督徒的重新定位  /朱正中

釋經真義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吳獻章

宣教差傳

向非洲散居華人宣教的挑戰

/龔文輝、 Kenneth Nehrbass

天路歷程

愛裡沒有懼怕，我終於畢業了！  /黃思嘉

靈命進深

「合乎中道」看自己，說自己  /吳宏為 

當今世代

疫情，你、我、祂  /雷世錦

心靈小記

活在天父面前的喜樂  /何任66

64

58

55

50

44

40

3402

04

10
16

20

24

27

3SPRING 2021



文/程德鵬

如何培養敬虔的下一代

我小時候在台灣長大，常常參加補習班。如果今天我告訴大家，我

這裡有一個補習班，可以保證你們的子女所有項目全優，SAT、ACT很

高分，不但學習高分，還有藝術細胞，會音樂、會各種樂器，還有超高的

領導能力。你願意送你的子女來這樣的補習班嗎？

——以恩典來帶領子女

4 使者

專題：與下一代同行



看似完美但似乎缺少了什麼——那就是聖經的教

導。如果沒有聖經的教導，沒有認識神，沒有人的品格

而只有這些才能的話會變成什麼樣子？希特勒就是一

個很有才能和領導力的人，但我相信沒人會希望他的

子女成為希特勒！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什

麼益處呢？」（路9:25）很多時候，我們這些跟隨主耶穌

的人其實跟世界的價值觀沒什麼不一樣。我們想要把

各種好的東西教給孩子，有時候不知道怎麼做就想辦

法硬塞，將傳統中國文化、美國文化和聖經的東西全部

放在一起強制性地給他們；教會也是如此，但這樣一來

反而把他們越推越遠。我們在神面前要如何做呢？

經歷神的恩典

有的家庭很蒙福，堅持家庭祭壇，孩子和父母一

起有屬靈分享的時光，孩子從小就愛主，長大了服事

主。但我們家的情況不同，我們也有家庭祭壇，但效果

並非最理想。養育孩子的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但重

要的是，我們在其中經歷到神的恩典，所以想藉此機

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們家的真實經歷。

浪子回頭

我們家老二Evan是一個理直氣壯的人，他尚未讀

高中的時候跟我說，「爸爸，我知道你和媽媽愛耶穌，

姐姐愛耶穌，我的妹妹弟弟們好像也愛耶穌，但我不

需要耶穌，我不要去教會。」我跟他說，「我想多多把

認識神的機會給你，只要你還在我的屋檐下就必須來

教會。」他人雖然去了教會，但卻到處找不到他，結果

發現他躲在我辦公室的一個儲藏室裡。但很奇妙的是

前幾年，當他從大學回來的時候對我說，「爸，我要你

幫我施洗。」神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使他的生命

經歷改變。他是一名非常優秀的棒球手，拿著棒球獎

學金去上的大學。他說，「神讓我看到棒球是我的偶

像，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偶像，而我是我自己最大的

偶像，我現在不再需要任何偶像了，我想要跟隨耶穌。

」在我50歲生日那天，我為他施洗。

通過憂鬱症愛主更深

我們的女兒Victoria是我們家最早、也是最堅定

不移跟隨主的，她自己選擇去基督教大學想要以後全

職服事神，但沒想到她卻經歷過三次很嚴重的憂鬱

症，對她打擊很大。她說，「爸爸，我很不想當浪子故

事裡的那個大兒子，可是我真的覺得我就是那個大兒

子。我從小就認識主並立定要跟隨服事主，我哥哥不

愛主不服事主，他現在一回頭好像萬事都很好，而我

程牧師為兒子Evan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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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有憂鬱症？」

她很喜歡經文、詩歌。有一次我在她低落的時候

給她發了一個短信，是一段經文和她喜歡的詩歌，但

女兒卻回了我很長的短信臭罵我一頓，說我是假冒偽

善的人，只懂得給經文，根本不愛她、不認識她。我跟

女兒道歉，告訴她我會學習多傾聽她和理解她，我也

會把這個短信留下來，不是因為記仇，而是提醒我自

己，也因為我相信，有一天再來看這個短信，我們會感

謝神我們不再是這個樣子。神帶領她走過這樣一段困

難的路，也會繼續帶領她。

感謝主，現今她和她哥哥Evan居然能與我一起籌

劃和帶領親子關係的講座！完全是主的恩典！我還記

得度過了這段「死陰幽谷」後，有一天Victoria跟我說，

「爸爸，你能想像得到嗎？從前有段時間我很恨你，現

在我很想效法你！」感謝主祂奇妙的恩典！回應了我等

候祂的禱告，也幫助我女兒和我在我們的關係上都長

進了。現在Victoria自己常發帶著經文和詩歌的短信

給我。

每個孩子的性格不同，他們吸收知識、信仰的方

式不同，神帶領每個孩子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求神賜

給父母智慧來教導自己的孩子。

父母的身教與言教

父母的婚姻優先關係

我常跟弟兄姐妹說，《創世紀》第一、第二章中

說，夫妻二人合為一體是很好的，裡面沒有談到子女。

所以千萬不要忘記，家庭中除了神處於最核心之外，

就是你和你的配偶，不包括你的父母，也不包括你的

子女。如果想要有敬虔的子女（或夫妻想要能夠同心

去愛他們自己的父母），就必須先有健康合一的婚姻。

讓孩子看到父母彼此相愛以及與主耶穌的優先關係，

看到你們的靈修生活和禱告生活。

以身作則 

我們跟孩子們說要溫柔待人，不要撒謊。結果有

人打電話找我們，明明在卻跟他說「我不在」，或是我

們在路上，跟配偶之間的溝通，注意是否有損人、彼此

攻擊的話；要注意，父母的身教比言教重要的多。這也

不是要求父母完美，我們也會做錯事說錯話，我們要

懂得跟孩子們道歉。不要以為這樣父母就失去了尊

嚴，這樣反而會讓孩子更尊重父母。

我的一位導師Paul Bucknell牧師提到孩子們在不

同年齡有不同季節。出生至5個月，我們的角色是「照

顧者」；6個月至2歲半，我們是「訓練者」，開始讓孩

子學習、遵守一些規定，明白不順服的後果，繼續用恩

典待他們；3至11歲，我們開始學習作他們的「老師」，

塑造價值觀和人格；12至19歲，我們已經不能做他們

的老師，而是成為「教練」的角色，因為孩子開始有個程牧師和女兒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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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想法和意見，我們更多的是陪伴和指導；20歲開

始作孩子的「朋友」，因為他們已成人，要開始珍惜他

們的意見，給他們授權參與各樣事物，不管是在家中

還是在教會。

做家長的要以身作則，不要力求控制、力求完美，

而是要放棄控制，把掌控權交給神。我們有責任把信

仰的種子撒在兒女的生命裡，但我們不是陽光雨水，

那是神的工作。

女兒Victoria分享: 

信仰在我看來是一個關係，一個認識主耶穌

作我們救主的關係。我的父母無法強迫我信主，

他們可以按照聖經教導我，但我必須自己做決定，

選擇相信。讓我學習到如何跟隨主最好的方法就

是與我父母的相處。我們不只是週日光鮮亮麗地

去教會，而是當我們回到家中，在日常的相處中，

我觀察到我的父母是如何彼此相待以及如何對待

我的。從他們彼此的關係以及與我的關係中，他

們作了很好的榜樣，讓我相信神是真實的。所以家

長們，當你們的孩子與你們同住，這是你們能給孩

子做的最好的榜樣。

福音在生活中的實際教導

在生活中父母隨時都可以找機會將神的話語化

為實際的教導。比如有時候，在沒人受傷的前提下，明

明我可以得到一些好處或是可以佔得一些便宜，但我

偏要走「窄路」，不要做這樣的事，孩子們就不理解我

為什麼這麼做。我說，雖然沒人看見，但我知道，神也

知道。我做事的原則不是因為佔不佔便宜，或是別人

看沒看見，而是只有一個原則，我不要辜負神的愛和

祂的恩典。或是我們會聊一些新聞報道，我會問孩子，

從神的角度、聖經的角度你會怎麼看待這件事，等等

諸如此類。這樣的果效我個人覺得比逼他們上主日學

或是家庭祭壇好得多，至少我們的經歷是如此。

以恩典來帶領子女

恩典不是軟弱

我們必須在神面前常常肯定正確的目的——我們

是要控制我們的子女，要他們一定完全照我們的想法

去做、去活，還是要他們在神的真理和恩典裡長大，認

識神，與我們有一個良好的、榮耀神的愛的關係？當孩

子做了或說了一些我們不喜歡或認為不對的事情時，

我們的心態和行為是馬上要去糾正他，還是願意先去

理解他，明白他為什麼會如此做或如此說呢？我們要

學會聆聽、瞭解孩子當時的狀況，用耐心和愛心來溝

通和解釋。我跟我太太也並非一開始就懂得如何以恩

典來帶領子女。我們兩個都是在嚴厲的管教下長大

的，所以我們對前兩個孩子的管教也非常嚴格，是有

一些果效，但也給我們跟子女的關係造成了一些傷害，

也許過於嚴厲並不是最好的方法。後來，我們也慢慢

調整、學習以恩典來帶領子女，不止是指導和管教，而

是有更多的理解和陪伴，這樣反而改良了我們之間的

關係和信任，因此他們也更願意尋求我們的意見和聽

我們的教導。

我們家老四有一次闖了禍，他以為我要懲罰他，

結果我沒有懲罰他，反而擁抱了他。我跟他說：「你是

做錯了事，我是可以懲罰你的，但我要你在這事上體

驗神的恩典。」結果他反而大哭，那一天的哭可能比以

前被嚴厲懲罰還要重，可以看到他的腦筋在想什麼，

他的心在改變。恩典不是軟弱，不是一味溺愛，不是我

們不該管教，但有時恩典比懲罰還要有效。

父母要以身作則，我們都不是完美的人，在家一定

會有爭吵的時候，即使父母儘量不在孩子面前爭吵，但

有時候難免會發生口角，這時如何跟孩子解釋？我們

會在孩子面前坦白、真誠地彼此道歉、彼此原諒，也向

他們傳遞一個信息：我們也不要求他們完美，而是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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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軟弱中有神的恩典，用神的恩典彼此饒恕和接納。

設立有恩典與接納的環境

我們的兒子Evan信主後曾跟我說過，「謝謝你們

沒有放棄我，雖然我有很多年時間沒有信主、不愛主，

但我深深地知道你們很愛我，你們沒有因為我做一些

不討喜悅的事情就不喜歡跟我在一起，而是聽我分享

我心中的夢想。」如果父母因為孩子沒有達到自己的「

期望」就「斷絕關係」，等他們真的闖禍時他們會去找

誰？要讓孩子知道，天塌了，闖再大的禍，爸媽永遠會

接納他們、愛他們。

恩典不是寵、不是溺愛，而是讓孩子明白界限，什

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管教也要「對症下藥」。另外，關

係的培養，生命的陪伴是需要花很多時間的，跟孩子

聊日常生活、聊信仰、一起禱告是非常珍貴及必不可

少的時間。

禱告交託於神

雖然我們有很多做事方式和原則，也教導孩子，

但他們還是遠離神，怎麼辦？養育孩子不是單純的如

果我做了ABCD就會有結果，孩子有自己的選擇和神

對他們的帶領。為子女禱告我們都懂，但不見得會堅

持做。

我們的兒子Evan還沒信主前（雖然信主後明白了

棒球是他的偶像）在大學有獎學金，人際關係也很好，

好像萬事都一帆風順，我就跟神禱告，「求你憐憫地打

擊他，讓他能認識你。」我心裡在想，「難道你要把他

的棒球奪去嗎？」雖然我嘴上說「好吧」，但其實心裡

根本不願意，因為我以他打棒球為豪，所以每次到那個

時候我就禱告不下去了。直到有一天，神在禱告中帶領

我，讓我真的可以將這件事交託。後來Evan跟我分享

他的信主過程。他在棒球隊受到隊友「無中生有的指

責」而使得教練不讓他打球，對他打擊很大，他第一次

感覺到有些事情是自己無法掌控的，導致他開始尋求

神。雖然神沒有讓他在棒球隊上再次重新得力，但他

卻告訴我這是值得的，因為藉此失落反而使他被主得

著。很巧，那也是我真正禱告交託給神的時候。

Victoria, Evan
和程牧師一起為

2019年華人差傳大會
工作坊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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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與下一代

我剛來我們教會作主任牧師的時候，聽說有一批

教會的年輕人原來在我們教會後來離開了，有講英文

的有講國語的。我嘗試找到這些年輕人，不是把他們要

回來，而是去跟他們學習，瞭解他們為什麼離開教會，

理解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我學到一些功課，因為他們

年輕，所以教會的長輩都以一個長輩的眼光來看他們，

好像他們就是不懂事，反正不比我們懂事……這些年

輕人感覺好像自己永遠被責備，不被接納，不被看重。

福音基要真理不變，可是我們的傳遞方式需要改變。

有一本書叫「Who Stole My Church」（《誰把我

的教會偷走了》），一個美國大教會的主任牧師寫給年

長一輩的基督徒。他寫道，如果你要舒舒服服享受教

會生活直到你回天家，而不在乎下一代愛不愛主，那

你就繼續堅持你的一些做事方式，教會運作方式；如

果你要看到你的教會在你回天家後還繼續興旺，那你

就必須願意放棄教會的一些行事方式。比如提拔一些

年輕人作教會執事，授權給他們，甚至給他們機會去

失敗、去學習，讓教會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地方，不要

成為一個只有嚴肅沒有喜樂的地方。

總結

無論是我們自己的子女，還是教會的下一代年輕

人，我們都有重大的責任投資在培育他們的生命上，這

不能通過強力的壓制、批評和控制達成，而是要有愛

心和耐心，以身作則，謙卑地，有智慧地去愛護管教，

溝通理解，陪伴訓練，授權支持和鼓勵。這是一個必

須靠主恩典而行的過程。

備註：本文根據2019華人差傳大會工作坊「如何培

養敬虔的下一代 - 程德鵬牧師」整理而成。

作者出生於紐約，在台灣長大，卡內基梅隆大

學美術文學學士，哥倫比亞國際大學道學碩士。

大學四年級信主。在1989年華人差傳大會中回應

了主的呼召，開始全職服事。1999年，神呼召他成

為匹茲堡華人教會歐克蘭堂( P C C O)的牧

師。2016年，神呼召程牧師成為馬利蘭中華聖經

教會(CBCM)的主任牧師。神賜福程牧師和他的妻

子有六個可愛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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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柏有成

恭喜你們家庭誕生了一個可愛

而寶貴的小生命。升格成為父母乃是

可喜可賀之事，但是父母的頭銜也帶

來重大的責任和許多無眠的夜晚。回

想多年前，你的母親和我帶著剛出世

一週的你前往小兒科診所檢查。在診

所檢查室等待醫師的時候，我看到牆

上掛著一幅畫框，起身近看，才知道

是一首詩。其中雋永智慧的文字吸引

住我的目光，讓我沉思良久。這首詩

的標題是「先知的話」，由黎巴嫩裔

作家 Khalil Gibran (1883-1931) 所

著，講述父母的角色與孩子的終極目

標，有許多發人深省的觀點。我當時

就將這首詩抄下來保存。如今你身為

父親，我就轉述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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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醫師診所讀完這首詩之後，我的心中有些許的失落與傷感。因為你剛

出生的時候，我既是興奮又是恐懼地捧著一個6磅7盎司的嬌小身體，看著你俊秀

的面容，一種難以言喻的父子之情油然而生。可是Khalil Gibran 卻開宗明義地說，

你不是我的孩子。像是一個當頭棒喝，哎！讓我這個新手父親情何以堪。你出生

六個月後，在教會為你舉行了嬰孩奉獻禮，當天你母親和我也受洗成為神的兒

女，並且持續在查經班與教會學習服事主內群體。在一個主日聚會的時候，我首

次讀到《詩篇》一二七篇1節：「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

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突然醒悟過來，神是你的創造

者與建造者，神是塑造你生命的建築師，我只是一名工頭，按照神的藍圖施工。當

我用《詩篇》一二七篇來檢視「先知的話」這首詩，才逐漸認同 Khalil Gibran 的觀

點：父母是弓，兒女是箭，弓成為箭的支點，發射的起點。弓最重要的功用是被射

手拉緊張滿，讓箭又穩又準的射中靶心。對於這種射手，中國文字有一個非常生

你的孩子並不是你的，

他們是生命的兒女，渴望生命的本身。

他們經你而來，但非由你而生，

雖然他們與你同在，但他們並不屬於你。

你可以給予他們你的愛，卻不能賦予你的思想，

因為他們擁有自己的思維。

你可以給他們肉體一個住處，但不能提供他們心靈的居所，

因為他們的心靈，下榻在未來的家，

那個家，你不能去探視，在夢中也別想去造訪。

你可以盡力去模仿他們，卻不要嘗試讓他們像你，

因為生命是勇往直前絕不回頭，也不滯留於過去。

你是一把弓，你的孩子好似生命的箭從這把弓被發射出去，

射手看見這無窮路徑上的鵠的，

於是他使勁拉緊了你，好讓他的箭能射得又快又遠。

但願你欣然地在射手的手中被繃緊，

因為射手不但愛那支遠飆的箭，也愛這把穩固的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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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描述，叫「神射手」。所以，我認為這首詩篇是在暗喻神是那位真正的射手，

只有神能瞄準靶心，決定箭射出去的方向。我是一個短視的父親，無法看見在你

在永恆路徑之上的終極靶標。只有將你這支箭交在神的手中，我只要歡欣愉悅

地成為神手中的弓，祂必定將這支箭射的又準又遠。《詩篇》一二七篇4-5節說

道：「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雖然你已

經有了「第一支箭」，但願你的「箭袋」充滿成為有福之人，更願你成為神手中

那把穩固的弓，讓神將每一支箭射得又準又遠。

猶記當年你還在襁褓之中，你的母親和我結識Eric和Jeannie夫婦成為我們

屬靈的輔導。他們看見我們是基督信仰道路上的新鮮人，對子女教養毫無經驗，

於是推薦了一本好書名叫《愛的雕琢》，讓我們從閱讀中受益良多。在這本書中

作者邱余竹君女士提出「成功是在主裡影響別人。」這個觀念深深地印在你母

親和我心裡，我們開始思考什麼是成功的父母。Khalil Gibran寫道父母不能「賦

予」兒女思想，可是《愛的雕琢》這本書幫助我意識到父母可以「影響」兒女的

思想，而且是從年幼開始。

說起「影響」，讓我想到我在大學選修動物學時，學到一個專有名詞，稱

為「銘印」( imprint)。它起源於奧地利動物學家 Konrad Lorenz (1903-1989) 

在1960年代進行的一項實驗結果。Konrad Lorenz 研究動物行為，他觀察到鴨子

孵化中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破殼而出的瞬間，鴨子所看見的第一個移動的

物體，在它的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會認定他們是父母而一直跟隨，稱為「銘

印現象」。Konrad Lorenz 在鴨子孵化期間耐心等待，果然當剛孵化的鴨子看到

他的面孔，就認定他

是父母，他走到哪

兒，被「銘印」的鴨

子就跟隨他到哪兒。 

Konrad Lorenz 的研

究也發現「銘印現

象」有效的時機非常

短暫，大概只有5天

之久。超過這段時間

再與鴨子接觸，孵化

的小鴨子就不會跟隨

這人。所以，我希望

在你幼年的時刻就

讓你受到耶穌基督的影

響，被耶穌基督「銘印」，成為跟隨基督耶穌的人。就如同《箴言》二十二章6節

所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所以，我認為成功

Konrad Lor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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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母就是在耶穌基督裡影響兒女。

雖然在你成長的歲月中，我嘗試要做一名「成功」的父親，但是反躬自省，

我自認是一個失敗的父親，有許多缺點，例如：焦躁易怒，缺乏耐心，自以為義，

這些個人缺陷在你的身上一定產生許多負面影響。所以，我沒有把握是否成功

地在耶穌基督裡影響了你，一直到你16歲那一年送給我的父親節卡片，我才開

始明瞭神對我這個破碎的罪人所賜予的憐憫與恩典。你可能已經忘記你寫在卡

片上的文字，我卻牢牢地記在心裡。雖然在開頭你寫的是一些「父親節正確」耳

熟能詳的感謝詞彙，可是在卡片上的最後一段文字，卻讓我的眼眶開始濕潤起

來。你寫道：「父親，我要效法你，不，讓我收回這句話，我想說的是，我要效法

你正在效法的那一位。」這句話帶給我莫大的安慰。這段文字讓我聯想到使徒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1節寫道：「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當你認清你的父親是一個不完全的人，而促使你來效法這位完全的基督，我就

安心了。中國人說：「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但是我認為，「天下只有不是的父

母。」我的確像是一把殘破不堪、經不起拉滿的弓，如果不是神的救贖與更新，

我如何能成為你發射的起點呢？記得有一次我的血氣與激烈的言辭，造成我們

父子的緊張關係，可是當天我們有了一番深談，我向你道歉，因為我的行為完全

沒有反映出耶穌基督慈愛與柔和的生命，你也饒恕接納了我。我學到的功課是，

身為父親我應當放下自以為義的血氣，謙卑地向子女們道歉。

我最近開始學習一本書《以福音為中心的父母》，我鄭重地推薦給你。如果

你願意，我們兩家可以共同學習，彼此激勵。這本書中提到父母是「首席的悔改

者」和最需要恩典的人。作者鼓勵父母要在福音中扎根，在孩子們面前活出信心

仰望與悔改的生命。所以，兒子啊，如今你身為人父，我要奉勸你：為你的兒子

樹立一個榜樣與典範，雖然身為父親，但是願意放下身段，面對失敗，承認錯

誤，勇於悔改。因為唯有認識自己是罪魁，這才是教養的開端。

回顧自己的成長過程，前半生是在中國文化的薰陶之下成長，而後半生是

在美國生活。你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中成長，必定要梳理中西文化的差異，特別是

中國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重視。我從小被教導要好好學習，「只要學不死，就往死

裡學」。看到許多成績比我差的同齡人，我心中常常浮起那種「我是學霸，而你

是不學也罷」的輕蔑。由於深受這種「萬般皆下品」以及「自古文人相輕」的影

響，所以剛來到美國常春藤名校就讀，你可以想見我當時趾高氣昂，不可一世的

驕傲。你出生的時候，我就立定心志要把你養育成我心目中所設想的青年才

俊。你知道的，就是華人父母心中的「夢幻子女」：藤校，高薪，才藝雙全的高富

帥。可是 Khalil Gibran 卻挑戰我，「你可以盡力去模仿他們，卻不要嘗試讓他們

像你。」神讓我在福音的真道中看見自戀與偶像崇拜的醜陋。我對你未來前途的

願景，只是為了滿足我個人虛榮心以及內心終極價值的投射。

耶穌基督的福音更新我，知道自己是蒙愛被神接納，我開始悔改，立志要將

使者書房有售

詳情請見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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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培養成耶穌基督的跟隨者，而不是這個世界價值觀

點所界定的成功人士。所以，我們寫下了我們家的使命

宣言「愛神愛人；服事兩者」貼在我們家的冰箱上，作

為彼此的提醒。當然神也恩待你，賜下聰穎的心智，讓

你全人發展而且保持謙卑。記得當你七年級被就讀的

中學推薦去報考SAT，如果達到標準，可以申請大學的

暑期課程。考試當天我送你到考場，在你下車之前，我

告訴你一句話：「兒子，你不需要成為天才，才能夠成

為我的兒子。你就是我的兒子。我愛你。」數年之後，

你將這次對話的內容寫成申請大學的作文，我才知道

當年我對你說的這句話，卸掉了你心頭千斤重擔，因

此，你不需要活在父母不切實際的期望之下，努力成為

「父母口中所讚揚的『別人家的孩子』」。每逢想起這

事，只有向神感恩。

所以，兒子啊，不要將你的孩子養成別人家的孩

子。《詩篇》一二七篇3節說道：「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

產業；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但是對於兒女這個

產業父母沒有所有權，只有管理權。因為父母只是一

對管家，養育孩子是一個長遠的投資，應該高瞻遠矚，

胸懷百代。在我們的視訊中，你提到你每天念兩篇聖

經詩篇給你的兒子聽，為此感恩，因為從你出生開始，

我們也是每天讀聖經給你聽。所以，繼續效法基督，在

基督裡影響你的兒子，如同《詩篇》七十八篇寫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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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將要生的後代子孫可以曉得；他們也要起來告訴他們

的子孫。」（詩78:4-6）願我們家世世代代都是敬虔的

後裔。就像你的祖父當年傳授給我的家譜：「于家有

光」。所以，你的高祖父是「于」字輩，你的祖父是「

家」字輩，我是「有」字輩，你是「光」字輩。我記得你

在申請大學的個人陳述當中特別提到你中文名字的由

來，你寫道：「當我的父親將我命名為『光宇』，他的意

思是勉勵我，光不止是個名詞，他更希望我將光當做

一個動詞。」誠哉斯言。願你家有光，你的家滿有神的

榮光，也將光照在世人。

Khalil Gibran 在那首詩的結語給我很大安慰：「因

為射手不但愛那支遠飆的箭，也愛這把穩固的弓。」作

者提醒我，箭射出去了，但是射手仍舊愛這把穩固的

弓。既然你是屬於神的，神只是將你托給我們一段時

間來教養你，終有一天，你會離開我們，自立家庭。如

今我們是空巢，就只剩下你母親與我，我們是相看兩

不厭，還是大眼瞪小眼，就取決於年輕的時候，我有沒

有與你的母親持續建立感情。當年因為我們是新手父

母，沒有經驗，你出生之後的頭三個月，堅決不喝奶

瓶，脾氣非常倔強，很難捉摸你的個性，照顧你佔據我

們大部分的時間，你成為我們生活的重心與焦點，你

母親與我談論溝通的話題就是你。作為三個孩子的父

親，我為你有一位全心全意愛你的母親而感恩。剛來

美國之際，你的母親本來預計要繼續進修深造，發現

懷孕之後，毅然放棄自我實現夢想的機會，把她的生

命與精力全然地投資在你們三兄妹身上，成為一位全

職與稱職的母親。你的母親是一位「箴言三十一章的

婦人」，我在許多公眾場合介紹你的母親會暱稱她為

我的「BMW (Beautiful Married Woman)」，她總是羞

答答地靦腆微笑。雖然「BMW」里程數很高，已經有

30多年了，但是她的「愛心引擎」馬力仍舊強大。她所

給予我們的祝福，無法言喻或以金錢衡量，我是一個

被你的母親寵壞的幸福男人。

兒子啊，你和你的妻子應該是最好的朋友。因為

有一天你的子女也會離開你，與他們的妻子或是丈夫

成為一體。如果你的子女成為你們夫妻之間唯一的重

心，沒有投資時間精力去培養夫妻共同的情趣與話

題，當你們面臨空巢，房子是空的，心也是空白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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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心，豈能同行呢？還記得我在你們的婚禮上的致辭嗎？我勉勵你們，夫妻要攜手同行，我引用了台灣的閩南

語，稱夫妻為「牽手」，那是多麼貼切、含蓄、細膩地描述，那正是你母親和我想要達到的境地。不是我現在不愛你

的母親或是我們的婚姻有問題，而是如果我能再重新做一次父親，我會盡心竭力養育你，我也要更注意你母親的

身心靈需要，我會愛你的母親比愛你更多。我勸你要避免中年出現婚姻危機，年輕時就要積極加以防治。根本之

道就是夫妻要有共同的遠景，相同的價值取向，一個安身立命的信仰。我們剛來到美國，你的母親和我在校園查

經班聽見了耶穌基督的福音，我們兩個破碎的罪人在福音中得到更新，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我們與神和好，我

們的夫妻關係被堅立，同時被賦予了一種持續推動的力量來彼此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過犯。所以兒子啊，

以你的全心，全力，全意來豐富妻子的生命，因為她是你的配偶，配對的佳偶。

有一首佚名詩是如此描寫父親的特質，深邃雋永的文字，智慧的結晶，總結出我對你的期許。我想我的信寫

得夠長了，我們就用這首詩彼此共勉吧。我將這首詩翻譯成中文與你分享。

God took 

the strength of a mountain,

The majesty of a tree,

The warmth of a summer sun,

The calm of a quiet sea,

The generous soul of nature,

The comforting arm of night,

The wisdom of ages,

The power of the eagles’ flight,

The joy of a morning in spring,

The faith of a mustard seed,

The patience of eternity,

The depth of a family need,

Then God combined these qualities,

Where there was nothing more to add,

He knew His masterpiece was complete,

And so, He calls it.....Dad.

神選取

崇山峻嶺的力度，

參天巨樹的莊嚴，

夏季日頭的溫暖，

寧靜海洋的安詳，

自然富饒的精髓，

深夜安慰的膀臂，

滄桑歲月的智慧，

飛鷹遨翔的力量，

春天清晨的歡欣，

芥菜種子的信心，

亙古永恆的耐心，

家庭需要的深度，

在沒有其他可添加之後，

神將這些特質加以融合，

祂深知其精心傑作大功告成，

於是，祂將其稱之為...父親。 

未盡之言，容後再敘。願上帝的恩典，慈愛，平安和喜樂，常與你們全家同在。

曾是一顆被薊馬叮過的稻穗，徒具光鮮外殼，卻沒有真材實料；曾是一名知識殿堂

的觀光客，自詡學養俱佳，卻沒有深厚功底；神豐富的恩典，叫他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在

基督裡學習成為世界所期待的門徒。他就是柏有成，現任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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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教會憂心後繼無人，因年輕人受不住外間物質文化吸引而離開教會，

有年輕人認為教會上一代信徒已缺乏吸引力。教會若設立「長者生平記錄資源

寶庫」，可令年輕信徒更認識長者的信仰深度，體會長者被上帝重用。這令青年

更景仰長者、更驚訝上帝作為。當青年發掘到寶庫，又怎會離開教會。

有什麼珍寶傳遞予你的下一代？

文/劉帝傑

——倡議華人教會設立「長者生平記錄資源寶庫」

16 使者

專題：與下一代同行



1. 父母的傳遞：為耀己？為子孫？

人到退休年齡，必想到如何處理自己在世上的成

果，讓它終結了事？讓它傳遞延續？這包括工作成績、

家中產業、社會建樹、閱歷体驗。

作為父母多不捨得讓這些耕耘果實化為灰燼、人

間消失，所以選擇將其傳遞延續予子孫。傳遞目的何

在，希望自己能名留青史？為培育後代？你的動機屬於

哪類？

聖經記載大衛王在臨終前，對兒子所羅門臨別贈

言，不是交待處理房產物業、或政權管治；而是提醒要

恪守主道，指出上帝的教訓重要，可令國運亨通。

大衛說：「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照著

摩西律法上所寫的行主的道，謹守祂的律例、誡命、典

章、法度。這樣，你無論做甚麼事，不拘往何處去，盡

都亨通。」(王上2:3）大衛為後代幸福亨通，叮囑兒子

傳遞主道的重要性，值得你我作父母者借鏡學習。

2. 動物的傳遞：為覓食？為保命？

動物也有傳遞訊息的使命。

筆者年幼時，喜歡在家中露台觀察小生物。一次

看到一行螞蟻在運送食物，我刻意與牠們玩耍，將其

中一隻從行列中取出，用手將牠移至更前位置，扶牠

一把。怎知這輕微改動，令牠們受驚過度，方寸大亂。

牠們立刻一隻向一隻交頭接耳，傳遞訊息，調頭撤退。

我驀然發現，螞蟻也懂得向同僚傳遞生死存亡的保命

警訊！人類也應如是。

然而，有不少人只顧忙碌於生計為己覓食，哪管

傳遞什麼保命訊息予後繼者。

人類與動物有何分別？除了在身體物理構造及靈

魂範疇外，筆者認為最大分別是：人類能創造文字符

號，再用書本及電腦去記錄，傳予後代；動物卻不能。

於是，今天人類能從先人累積的歷史文化警戒，取得

指引，有效率找到食物、農耕生產、預防天災、逃避獸

侵。動物卻不能寫字沒有典籍，故每隻初生動物，都如

數千年前先袓般，學習覓食、學習逃避猛獸施襲，沒有

上代提供戰略秘笈及捷徑指南。

既然如此，作為人類的你，要儘量善用文字傳遞

和記錄的功能，記下你的求生指南，助下一代趨吉避

凶，離開原始社會的攻擊禍害，這正是你的文化使命。

 

3. 上主的傳遞：為嚴懲？為解救？

   

創造人類的上帝賦於文字承傳的力量，祂揀選作

者寫作聖經。作者們本可記載始祖如何打獵捕魚、開

墾種植、建屋技法、育嬰常識；但卻在《創世記》首數

章，即記載亞當夏娃犯罪、該隱謀殺兄弟、人們自大抗

拒上帝而建巴別塔、再而是人的罪惡滔天，上帝用洪水

淹沒世界施行嚴懲。 

原來聖經的重點之一，不是提供人在肉身生命的

覓食求生指南，而是發出人在屬靈生命的保命警告箴

言：不要犯罪，否則滅亡。

聖經不是嚇人就範，高調記錄懲罰的可畏，而是

給予解方。當人面臨困境、受罪惡勢力壓制時，在舊約

時代，上帝差遣民族領袖摩西、再將使命傳予祭師、士

師、君王、先知，去引導民眾離開罪惡，歸向上帝。

進入新約時代，上帝更差派獨生子耶穌降世，拯

救世人。在初期教會揀選使徒，再將使命傳予今天的

牧師、傳道人，引導人悔改歸正。一脈相承，代代相

傳，就是傳遞一個保命警訊：遠離罪惡，敬畏上帝，經

歷主愛。

面對上帝的厚愛計劃，你如何回應，領受祂的傳

遞使命？

4. 教會的傳遞：人離世，失珍寶？

  

當今美國種族示威，香港政治動盪，有年輕人不

滿政府司法措施，訴諸較激進表達方式，甚至如返回

原始社會的身体搏鬥，容易危害自己及他人。他們大可

向長者請教，如何面對不如己意的政治權力。環顧四

周，有不少閱歷豐富的屬靈長者，他們經歷過中日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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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政權更迭、文革煎熬，他們必有從上帝領受的堅忍

抗逆心得、保命逃生指南。他們有極多體驗，然而大多

沒有習慣寫作記錄，一旦離世，後人便痛失珍寶。

有見及此，筆者大膽向全球華人教會建議，設立

「長者生平記錄資源寶庫」（Senior Biography Re-

source Treasury)。鼓勵擁有科技知識的年輕信徒，協

助年老信徒，記錄八十歲以上長者一生重要的信仰心

得、對教會的臨別贈言、對下一代的衷心勸誡。記錄形

式可包括訪問稿件、影音短片、舊照掃描，然後上載到

教會網頁。

這有助其他信徒在教會網頁稽查長者的遺言教

導。教會每年都有年老會友離世，若缺乏系統地記錄

他們的精彩格言、信仰心得，這是教會的莫大損失。

筆者到歐洲古老大教堂參觀，有在教堂外園建設

長執信徒的墳墓，或在教堂內室安放牧者會友的骨灰

龕庫，其中目的讓下一代會友景仰悼念前人。這種傳

遞精神，實在可嘉。然而，時間相隔，數百年後，有多

少人能單憑看墓碑名字名銜，而領悟前人遺訓。空間

有限，數十年後，有多少信徒領袖仍得到教堂位置，令

身體安葬其中，叫後人記憶。

在當今數碼記錄的社會，教會設立「長者生平記

錄資源寶庫」，可克服上述時與空的障礙，令更多長者

的生平精華得以保存，及方便他人學習。起步階段是，

年輕信徒作記者面對面採訪長者。通過一二小時交

流，那年輕信徒是第一位接受長者的傳遞。只要年輕

信徒受到長者感動、聖靈感召，繼後他所記錄的文稿，

必被上帝使用，成為歷史文物，影響後代。

筆者身處美國三十多年，看見一些教會憂心後繼

無人，頗多年輕人受不住物質文化吸引，離開教會。其

中原因包括他們認為教會上代信徒沒有吸引力。但當

年輕信徒作為記者採訪長者，年輕信徒會更近距離體

會，長者如何被上帝重用，一生充滿神蹟奇事，也有信

仰深度、做人長處，深值景仰。

中國文化史家錢穆說:「人死後如何他的人格還能

伸展與擴張呢？正因他人雖死，而他生前的一切，依然

保留在別人心裡……人要創造歷史，先須認識歷史。人

要追求神，先須認識神。」(註1)

長者的人格與信仰能伸展擴張，在乎年輕信徒能

有系統的將其生平言行記錄、貯存、稽查。於是，當下

一代要記錄教會光輝歷史、為上帝天國事業奮鬥、為

榮耀上帝造福社群時，他們先須認識教會歷史，認識

教會長者生平精華。

英國索爾茲伯里大教堂的

紀念碑 (Salisbury 
Cathedral, 1258年建成)

18 使者



5. 你我的傳遞：向大眾？向小眾？

    

感謝上帝，筆者的母親傳遞予我的珍寶，就是帶

領我認識主耶穌得到救恩。這鼓勵我要投身傳播界，

為了傳揚福音。

筆者在大學及研究院主修「大眾傳播」，認知到當

今商業社會追求效益，投資最少的人力和訊息，去影

響最多的大眾去購買。他們運用廣告、電影、電視、互

聯網媒體，鼓勵消費的訊息已傳到千萬受眾的眼前，

但卻未必能進入他們的心坎。

畢業後，筆者投身社會工作多年，體會一己對大

眾的感化何其不易，筆者開始銳意提倡「小眾傳播」，

一對一真摯而溫純，沒有功利，只有愛顧的傳遞。

你有什麼珍寶傳遞予你的下一代？可以是父母予

子女的無私教誨、導師對學生的細心培育、牧者對信

徒的誠意指引、長者對青年的深度勉勵。沒有人潮洶

湧、排山倒海的群眾振撼場面，卻有好像主耶穌對彼

得、雅各、約翰近身門徒循循善誘、細語叮嚀的小康溫

馨畫面。

筆者有兩女兒一女婿，一天你我也會退休及離

世，你我計劃用什麼文字形體、什麼影像場面，傳留到

下一代的記憶中？

6. 後記：遊戲學習「家傳之寶在此」

  

早前筆者應邀在一教會長者團契講道，論及如何

傳遞信仰予下一代。在結束時筆者帶領數十長者玩自

創遊戲，名為「家傳之寶在此」。方法是叫長者每人在

白紙條，寫出一生從上帝領受最寶貴的教訓，要向子

孫分享，再填上名字。他們都不用長時思量，立刻奮筆

疾書。

筆者將那些紙條收入布袋，再抽出數張，逐一讀

出，請長者猜猜是誰寫的紙條。猜中後，請寫紙條的

作者解述如何從上帝獲得此領受。長者們極喜歡此遊

戲，因收穫良多，一則讓他們重溫上帝在生命歷史的

大恩典，二則能將自己的史料轉化為培育下一代簡明

扼要的小教材，一舉兩得。

而筆者的收穫更豐富，收到了數十張長者的「家

傳之寶」紙條，帶回家慢慢閱讀學習，這比任何講員車

馬費或紀念品，來得更有價值。你的「家傳之寶」又是

什麼呢?

參考書目：

1. 錢穆，《湖上閒思錄》，(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1992年)，第109-111頁。

作者現居美國華盛頓州任市場拓展高級經

理，為美國費城Temple大學傳播碩士及博士研究

生，使者協會前任董事，其第六本著作《在商言

傷》獲首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商管書作獎項，為《基

督教週報》徵文比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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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使者協會於2020年12月28-30日在互聯網舉辦2020全球華人差傳大會，超

過8500名來自全球各地的弟兄姐妹註冊。12月29日當天，總計超過10,000個電腦或手

機裝置登錄觀看，這是1983年舉辦首屆差傳大會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大會結

束後，我收到多位弟兄姐妹們的電郵或微信，表達了他們深深被講員們的信息感動，

不只是激勵他們重新思考福音與宣教使命，同時也願意委身來傳揚天國福音。

以福音為中心的教會

文/柏有成

——2020全球華人差傳大會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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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與門徒

在眾多的優秀講員之中，來自台灣高雄福氣教會

的楊錫儒牧師分享以福音為中心的佈道運動，讓我深

有感觸。楊錫儒牧師多年來致力於培育教會門徒成為

有感染力的社群，經由福音產生外展動力，以群體生

活的見證來宣揚福音。在大會信息中，楊錫儒牧師闡

述他對「教會」與「門徒」兩個觀點。

1. 教會觀

楊錫儒牧師解釋教會的本質（being）是神在地

上唯一的代表，「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提前3:15）；傳揚「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

人。」因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前

1:15）；「為了福音的緣故」，成為道成肉身式的教會，

來俯就、親近、聆聽這個世代的心聲，「要與人同得這

福音的好處」。（林前9:22-23）教會的實作（doing）

是建立以佈道為導向的教會，以專注、專業、最認真的

態度，最大的代價來傳福音。

2. 門徒觀

楊錫儒牧師指出福音就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以

十字架的救贖工作，讓罪人可以悔改，成為門徒，然後

繼續宣講福音，讓其他的罪人悔改信福音，成為門徒

之後，再繼續傳揚福音，如此生生不息，讓天上執政掌

權的看見（參見弗3:10），一群原本被罪轄制、敗壞的

罪人，經由耶穌基督的救贖，形成合一的身體，就是教

會，再藉著傳福音的教會讓神在普世得榮耀。楊錫儒

牧師介紹，福氣教會的佈道核心策略就是建立尊榮慕

道友的文化，門徒訓練「扁平化」而不是「精英化」，

讓傳福音成為每一位門徒生命中的第一要務。因此，

福氣教會有70%的門徒整年都在傳福音，而90%的門

徒是傳福音的門徒。

生態與心態

楊錫儒牧師對現今的教會生態與門徒心態提出

一針見血的批判，以下節錄一些信息。

1. 教會失去對福音的敏銳性

楊錫儒牧師說，教會的現況是什麼都做，有福音、

有真理，就是不專注認真傳福音。教會投入傳福音的

經費、時間、精力、資源極少。當教會不是一個以佈道

為導向的教會，就成為一個以聚會，維持運作為導向的

教會。教會沒有傳福音，不同世代的理念就容易強化世

代的差異與張力；如果教會有傳福音的異象和使命，跨

代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就可以消弭世代的隔閡。

2. 門徒缺乏國度價值

每個主日我們唱詩歌「願意為主而活」，楊錫儒

牧師痛心疾首地指出，「幾乎所有人都在說謊。」我們

認為的標準基督徒就是主日正常參加聚會。可是週日

從教會回到家中的那一刻開始，他的行事為人與左鄰

右舍有何不同？許多基督徒一生都沒有向別人傳福

音，甚至不敢在親朋、同事面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被

呼召，就是被賦予使命，有偉大使命的門徒為什麼他

所過的人生卻是以追求這個世界的價值為主要目標

呢？有使命的門徒為什麼會過一個沒有使命的人生

呢？傳福音不能聊備一格，可有可無。耶穌基督的吩咐

與託付必須是門徒生命的全部！

反思與回應

楊錫儒牧師對教會與門徒缺乏傳福音動力所提

出的剖析，鞭辟入裡。我有兩點反思與回應。

1. 個人世界觀還沒有被福音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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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缺乏傳福音動力的第一個原因是基督徒沒有

天國的價值觀。今天的基督徒已經不會傳福音了。雖

然教會定期舉辦佈道會，但是上一次我們個人佈道是

什麼時候？佈道家Leonard Ravenhill的墓碑刻了以下

文字：”ARE THE THINGS YOU A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翻譯成中文「你正在為之而活的

事物值得基督為之而死嗎？」我將這個墓誌銘改編成

一個圖，重新表達。我們正在汲汲於營利的生活目標

值得耶穌基督為它們付上終極代價嗎？耶穌值得為我

們「血拼」的物品而死嗎？耶穌值得為我們的工作、房

子、學位、名望和財富而死嗎？答案當然是「不」。耶

穌是為我們這些罪人而死，以致於我們可以在基督裡

與神和好，被建造成為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耶穌基

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以神的話語潔淨教會，成為聖

潔，來獻給耶穌基督自己(參見弗5:25-26)。我們都知

道這樣的標準答案，可是我們仍舊希冀金錢、財富、名

望、聲譽為標杆人生的標配，為什麼？原因是我們的心

思意念（世界觀）還沒有完全被福音更新，持續受到世

俗價值觀的牽引與拉扯，像地心引力一樣，不斷吸引

我們去效法這個世界。我們好像是預備燒烤（BBQ）的

肉塊，已經被這個世界的調味料浸泡得非常入味，如

果沒有耶穌基督的福音（救贖），我們早就被放在世俗

的祭壇上焚燒。

所以，抵抗世界觀同化我們的方式，就是每天悔

改，信福音，讓福音來塑造我們的世界觀，訓練我們以

福音的視鏡，看懂這個世界所提供的虛假盼望，並且

看到永生不朽的真實高過今生的價值。耶穌在乎的是

我們所在乎的，耶穌追求的是我們所追求的，就是神

的國與神的義。當我們領受了這個神國價值，我們就

會為了這個價值付上代價，時間的代價，體力的代價，

以福音為架構，建造以福音為導向的教會，塑造佈道

文化，興起門徒承擔福音使命。

2. 我們要每天向自己傳福音

我們缺乏傳福音動力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們沒有正

確而深刻地認識福音。成功神學的戕害將「信」福音

改成了「幸」福音，基督命令中的「捨己」已漸漸失傳，

取而代之的是「精緻的利己主義」，以致於我們願意

為之而生的事物多而又多；但是願意為之而死的事物

卻少之又少。解決之道是我們需要被塑造成為傳福音

的門徒。

現今的教會都在進行門徒訓練，可是福音為什麼

傳不出去？至少有兩個原因:

（1）我們傳講了聖經，卻沒有傳講福音。如果門

訓只是傳授聖經知識，卻沒有掌握聖經的故事全局來

傳講福音，門徒就無法真知道而悔改相信福音。

（2）基督徒有一種錯誤認知：福音只是傳給慕道

友聽的，基督徒信主之後就不需要福音101了，我們要

進入造就班，參加門徒訓練。我深信福音不只是傳給

慕道友聽的，我們需要每一天向自己傳福音。這個向

自己傳福音的需要是日漸增長的，以致於我們能夠保

持對福音的新鮮感，同時對福音有更深刻地感恩，敬

拜救贖我們的耶穌基督，以福音為中心的行事為人，

來宣告神的國度來臨。John Piper說，「談宣教必須先

將福音搞清楚，絲毫不差。(…the most essential thing 

in missions was to get the gospel right - exactly 

right.)」

因此，認識福音的真諦與保持福音的純正，是完

成宣教使命的前提。耶穌基督說，我們「當悔改，信福

音。」（可1:15）。願我們彼此共勉，每一天向自己傳福

音。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傳給他人自己都沒有相信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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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勉勵

教會就是被呼召出來的福音群體。沒有福音，個

人生命成長停滯不前，缺乏動力；沒有福音，群體關係

膚淺。R.C. Sproul 說「沒有福音，一群人的聚集，不管

他們如何宣稱，不可能是真實的教會。」福音既是如此

重要，基督使者協會秉持服事教會的使命，出版《以

福音為中心》系列叢書，幫助基督徒深思福音內容，以

福音的視鏡來聚焦，極具清晰度和高解像度來審視當

代文化背景，樹立合乎聖經的世界觀，重拾福音與文化

使命。其中，《以福音為中心的社群》這本書指出福音

的故事和福音的宣告形成福音社群。教會是一個承擔

宣教使命的群體，被呼召出來保持福音的純正並傳遞

整全的福音。這本書挑戰我們：如果我們真的是被福

音轉化成為新造的人，為什麼傳福音只是一種機械式

的順服，充滿勉強與作難呢？這樣能榮耀神嗎？當然

不能，那是律法主義，不是福音。我們無法大聲疾呼用

律法主義的道德說教來解決我們在傳福音動力上的不

足。傳福音不是一種責任，一件不得不做的事；而是從

裡到外的自然動工，經歷歡心愉悅的自由。

因此，基督使者協會將2020全球華人差傳大會的

主題定為「再思福音」（Rethink the Gospel），真是非

常適切。大會的核心信息是要將全備福音（Whole 

Gospel）藉著全人全心（Whole Person）與全體教會

（Whole Church）宣告給全球各地（Whole World）。

我深信這次大會的信息必定如《歌羅西書》一章6節所

述：「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

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

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樣。」 誠如卡爾亨利（Carl Henry）

的名言，「只有及時抵達的福音才是好消息。(The gos-

pel is only good news if it gets there in time.)」

彼此鼓勵，特別是在這一個人心惶惶，動蕩不安

的時代，我們更需要及時地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也

就是這個世界在等待的好消息。

曾是一顆被薊馬叮過的稻穗，徒具光鮮外

殼，卻沒有真材實料；曾是一名知識殿堂的觀光

客，自詡學養俱佳，卻沒有深厚功底；神豐富的恩

典，叫他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在基督裡學習成為世

界所期待的門徒。他就是柏有成，現任基督使者

協會總幹事。

《以福音為中心》系列叢書，使者書房有售，詳情請見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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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的全球華人差傳大會豐富多彩的信息中，最有感觸的就是

張文亮教授的分享了。我想應該與自己就是一名校園事奉者大有關係吧。

以前就看過張文亮教授寫的文章，極其喜歡他精辟的見解和清新創意的

文風，大會中的兩堂講座妙語連珠，加上他形象生動的表情動作，更是讓

人印象深刻，獲益多多。

文/Merlyne Wu

——2020華人差傳大會觀張文亮教授分享有感

校園、信仰與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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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生活、事奉

跟神有生命的關係

我們每一個事奉主的人，應該認識我們的保護

者。我們要看重上帝的看法，高於所有的看法。眾人都

有看法，至於我，我依靠主，只有祂是最後的、最美好

的答案。認識主是所有判斷的基礎。敬畏主，是看事情

最重要的角度。我們一生最好的燃燒祭壇是認識主。

校園事奉最重要的是跟上帝有生命的關係。有些

人很忙，是因為把時間花在一些不想與主建立關係的

人事上。張教授的這個觀點給我深深提醒，求神開我

眼睛，讓我看出誰是好土，把戰略性的時間精力用在

他們身上。他也提到第二個關鍵是我們願意在生活裡

實踐上帝的真理。我們只在乎跟對主。第三才是事奉。

事奉在整個生命里佔很小的比例，更多部分是看不見

的，是我們自己內在的生命。生命佔80%，生活佔大概

20%，其它一點點才是事奉。我們絕對不是滿足時代

的需要，而是滿足上帝在時代背後的呼召。在每個時

代，上帝都在呼召人去曠野，去照顧百合花和飛鳥。聽

到這裡，真是大得激勵。上帝的呼召是如此神聖寶貴。

而微小的我，居然被神呼召參與校園事工，真是榮幸！

內在生命的完整聖潔、生活所折射出耶穌的榮美，若

沒有這些作為前提，事奉真是蛻變成了一種工作，這

是神國工人的大忌了。

百合花類型和飛鳥型學生

張教授表達方式很新穎，他說我們在校園裡要捕

捉百合花類型的學生。有很多有問題的學生是百合花

型，他們通常看人不是用眼睛的黑色部分，而是用白色

部分。但事奉者要完全不受學生的影響，只受主的影

響。這真是十分寶貴的提醒。想想自己，很容易被別人

的批評論斷、不尊重的態度影響心情，以後真是要多

多操練，以致只被主的信實、良善、謙卑溫柔所影響。

他也提醒要懂得張羅飛鳥型的學生。他自己對學生的

說不出來的需要有一種深刻的敏感，這是上帝給的。

在進入流奶與蜜之地之前，乃要經過曠野。百合花的

特點是被蟲咬得越厲害，長得越高。在問題中成長，重

點是依靠主。

野鳥軍團和百合花軍團

張教授這個觀點更有趣：校園事奉者乃是上帝的

野鳥軍團。沙漠是訓練最佳戰士的地方。要在有限的

體力能力下，精準地看到供應，在危險的地方，看到避

難所。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代表上帝而活，會成為培

養最佳戰士的傳奇與典範。以後的學生會越來越難照

顧，就要更多體會上帝的恩典。上帝讓我們去照顧不

容易照顧的。教會的福音一定要代代相傳，一代又一

代總是有新方法。如果知道飛鳥的特點，就會成為最

好的戰士。保持身體的能量足夠，早睡早起。飛鳥選吃

多含水分的種子或果子，要讀有滋養的書，要有廣泛

閱讀的習慣。沙漠飛鳥身體小，保持小群活動，讓有限

的食物，維持小組的活動。要考量我們的事奉是不是

最恰當的體積和量，以能可持續發展。很多時代的復

興來自小組的活動。沙漠的鳥找到水，喝水時深深地

喝，連羽毛都打濕，這樣帶回去給不能飛行的小鳥，讓

它喝羽毛上的水，所以我們要扎實地讀聖經，也能將

活水流給別人。沙漠飛鳥會在石縫中找到種子，上帝的

工人要學會找到靈糧。

校園事奉者也是百合花軍團。他們在困境中成長，

在受傷成長中經歷主的恩典。他們在炎熱中成長，越

熱，球根越往下長。在真理里，在光中見光。越不良的

環境，越培養優秀的工人。他們不紡線，永遠冷靜。在

意見紛紛時，冷靜有條理，主耶穌先行動我們才跟著

動。主不動我們就不動。我自己就是一個急於行動，急

於求成的人，張教授這些話對我字字珠璣，也深深求主

讓我對祂的帶領更加敏感，以免不小心冒失行動。

在這一堂結束時，張教授再次強調，我們成為事

奉者，秩序永遠是生命、生活、事奉，不要顛倒。生命

是最高的優先，跟主的關係是最大的優先，然後才是

25SPRING 2021



生活。要警醒，有節制，包括事奉也要有節制。我們要

向主求飛鳥的裝扮，求百合花的裝扮，這是最好的。

是異象還是夢想？

我們投身校園事工是異象，還是夢想，神會親自

印證。我心深深與其共鳴，也更求神常常成為我的異

象，讓我心明眼亮，迷惑挑戰來臨時，能夠信心不動

搖。他鼓勵校園事奉者要剛強壯膽，為主站高處。越

在高處，看得越遠越準確。上帝若將我放在頂上，不要

自以為了不起，我是軟弱的人，主知道我們也曾經爬得

氣喘吁吁，這樣才能理解別人的氣喘吁吁。若成為熱

門領域的專家，那不是成就，是為了傳福音的緣故。每

一個事奉都是神的憐憫。

曠野是最好的學校

對於校園事奉者，曠野也是最好的學校。我們不

可能用世界給我們最好的裝備去勝過世界。我要上的

戰場，世界早已料到，早在那裡等著。我要用的武器，

世界全熟悉。上帝給的武器最神奇，單單靠主就可以

得勝，不需要世界的背景。大衛就是這樣打敗巨人歌

利亞。越少的裝備，贏得越漂亮。有時候裝備多了，還

綁手綁腳的。用上帝的供應，就贏得越奇妙。 

主要做新事。現在的校園看似問題很多，上帝仍

然保守不向世界屈膝的人。我們需要安靜，需要等待，

體會上帝的創造，才能經歷創意。屬靈的創意來自在

主面前的安靜，與主相遇。真正的創意是與主同在。

不忙

這世代不缺太忙的人。真正的成就是不忙；真正

的突破來自不忙；真正的創意，是來自躺在主的青草

地上，或是在可安歇的水邊。這世代有太多的問題，沒

有方法可以解決。上帝的答案超越一切的問題。石缸

是用來盛好酒的，它們不知道什麼叫做著急，總是靜

靜的。我們要等候上帝出手。上帝解決問題的方法都

在石缸里，但石缸常被人忽視。上帝給的答案，經常超

過世界的問題。石缸型的學生，應該是培育的重點，他

們有領受的能力，有夠大容器來接受，即使給進來的

是沒有味道的水。越大的石缸，就越能接受上帝的祝

福。帶什麼容器，就有多大的祝福。很多重要的東西是

沒有味道的，水就沒有味道。要主耶穌施行變化，水才

會有味道。太早要求有味道，那就有問題。最重要的裝

備是那個人，如同沒有味道的水，在上帝手中，上帝卻

可以令他有無窮的變化。

事奉者要看準，太忙，是不是去忙著幫人解決各

種具體問題，而那些人並不是想要與主建立關係。要

多花時間在石缸型的人。事奉的第一，是個人的生命

與主要有親密的關係。看準誰是石缸，去倒水，倒到

滿，直到主要舀出去。受壓的學生，情緒有問題的學

生，這種學生往往是石缸。真正的門徒是在生活上，實

踐所信，落實所讀的聖經，體貼聖靈的感動，照主吩咐

去傳福音。校園事工，是給願意為主有行動力的人。主

就是他們的力量。他們為主在生活上作見證，是世界

撼動不了的人。而事奉是與爭戰在一起的。復興是事

奉帶出來的，事奉是信仰帶出來的。

最後，張教授以《箴言》20:3-4勸勉大家遠離紛

爭，無論環境怎樣，要殷勤事奉主。他的這些勸勉、激

勵、感悟、警言，深深印在我心，激勵我在未來更加追

求像基督的生命品格，用謙卑和勤勉去追求與祂自己

更加親密的關係，用生活見證主而事奉。也求主開闊

我心，從校園事工的種種挑戰中看到主的恩典夠用，

去向祂祈求對學生們說不出來的需要有一種深刻的敏

感，也深願能更多經歷祂所給的創意和奇招。新的一

年，期待與主在校園裡一同做新事！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現為校園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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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雅馨、眾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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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因為新冠病毒疫情的緣故，政府下令停止

了大多社交活動，本地教會也都停止了實體聚會，轉為

網上聚會。許多單身弟兄姐妹開始長期在家上班，生

活中難免感到孤單和恐懼。當時我的禱告是「神啊！ 

我雖不知為何這苦難會發生？但求你告訴我，我能做

什麼？」

感謝神垂聽了我的禱告，讓我和同工們看見危機

就是轉機，神要使用這非常時期做祂奇妙的工作。在

神的恩典中，基督使者協會的單身事工得以繼續成

長。該事工旨在幫助單身基督徒建立以基督為中心，

以聖經真理為基礎，彼此相愛，彼此代禱的社群。我

們利用視頻和網絡搭建了一個平台，不僅滿足了單身

弟兄姐妹對群體的需要，更看見他們靈命的成長，在

面對人生種種挑戰時更堅固地依靠神。他們做鹽做

光，成為對本地教會的祝福。

2020年我們開始了兩個團契讀書會。

1. BIC (Blooming In Christ) 單身雲端團契：我們

不僅彼此關懷，大家也一起學習如何按照聖經的話語

來處理自己的負面情緒，並且正面積極地面對周遭的

關係以及工作中的挑戰。感謝神！每次聚會與分享都

能感受到神的話語在建造這些單身基督徒的生命。我

們也把握機會，培養同工，每次辦活動都交由青年同工

主導，並在團隊中彼此搭配，互為肢體。

2. 另一個是「青草地上」單身姐妹團契：每週我們

在愛中一起敬拜，讀經，讀書，分享，彼此代禱，享受團

契生活。我們鼓勵所有單身姐妹通過與耶穌基督的親

密關係，在單身生活中，清楚上帝對她們人生「榮神益

人」的旨意；更鼓勵她們彼此服事，發展成為活潑健

康，充滿活力，專心服事主，並且愛人如己的新生代。

此外，神也繼續充分使用從2018年周莉姐發起的

「新造的人系列」讀書會。我們一起閱讀《人如何改

變》以及《如何幫助人改變》兩本書。每週的聚會由單

身弟兄姐妹們輪流帶領，並鼓勵深入生命的討論、分享

及代禱，許多弟兄姐妹不僅對信仰有更深刻的認識，他

們的生命也被神翻轉，重新得力，成為「新造的人」。

一切頌讚和感謝歸於神！因著耶穌的愛與恩典，

每位弟兄姐妹能平安、相互扶持地走過2020年。目前

雖然無法有實體會面的活動，但線上的讀書會，雲端

團契，以及「青草地上」單身姐妹團契將持續進行。神

的作為不被時空限制，祂永不歇息。感謝神以祂永遠

的愛來關愛屬乎祂的兒女。祂差遣忠心愛主的牧師、

輔導們加入讀書會來幫助這群單身基督徒們，也感謝

神願意使用我這軟弱的器皿。願榮耀歸於天上榮耀的

君王！

如您願意支持單身事工，不論多少奉獻都

有益於事工的推展。請捐入

”Singles Ministry - Blooming in Christ“，

謝謝您的奉獻與禱告，

願神祝福您和您的家人。

使者書房有售，購買方式請見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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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三月第一週開始在家工作以來，我發現自己常常一天下來竟沒說

過一句話。一兩個月后，我的情緒變得很低落，身體也常感到疲憊慵懶。

感謝神，幾個月後「單身雲端團契」成立了，為隔離期間的單身弟兄姐妹提

供了一個可以彼此交流、鼓勵和關懷的窗口。

回想當初第一次接觸使者單身成長營是在2019年。在賓州天堂鎮遇見

了一群可敬可愛的弟兄姐妹們，但成長營回來後我便沒有機會再見到他

們，只是在微信和讀書會上和少數一些朋友保持聯絡。然而，加入單身雲端

團契事工後，讓我有了更多機會和弟兄姐妹接觸。我和同工們一起策劃，搭

配，帶領線上活動，在團契中也有深入的分享，漸漸使我更加瞭解這群可愛

的同工，更多欣賞他們所展現出的諸多恩賜，特質和美好品格。

同時，神也藉這個事工讓我更加認識自己，看到自己的潛能。一開始

我不太敢帶領小組，因為怕尷尬；而現在的我挺喜歡帶領小組，我敢在適

當的時候說「不」，把跑偏的話題帶回來，邀請其他人分享，自己也不會因

此患得患失。這個悄然的變化是透過一次次禱告，交託，反饋和實際操練

達到的。我發現，當我真的把自己放下而高舉神的真理和愛時，我就可以

坦然、自由地面對每一位小組成員。從前我有太多擔心和顧慮是因為我太

以自我為中心，所以情緒很容易受別人影響。神藉著我在團契帶領小組的

機會，讓我意識到自己有很多隱藏在心裡的罪。特別感謝一起同工和帶領

我們的Mary姐，她給予我很多幫助，當然，更要感謝神給我的磨煉和提

醒，讓我在服事中成長。

2020年7月，「青草地上」團契成立，姐妹們開始

了一起敬拜，讀經，讀書，彼此分享、提醒和代禱的美

好團契生活。為了個人靈命的建造，團契非常注重每

個人的積極參與。十月，輔導問我是否可以連續帶領

兩次團契活動。我有些猶豫，因為從小到大我都不太

擅長演講，這些年曾有幾次嘗試帶查經，但效果不佳，

讓我灰心。當我陷在膽怯中猶豫不決時，輔導似乎覺

察到了就鼓勵我說：「你的口齒很清楚，計劃有條有

理，娓娓道來，可以帶得很好！」這樣一句話讓我反復

讀了十幾遍，心裡感恩激動，且備受鼓舞。於是答應

了。接下來的時間裡，輔導幫助我一起預備團契帶領

中所涉及的各樣細節。我不是孤軍奮戰，而是一路都

感到被關懷、被提攜、有長進。因著切切禱告、充分準

備，更因聖靈的帶領和同在，兩次活動效果都不錯。通

過操練，我在性格和能力上得到突破，更是見證了神

的大能。 

過去半年中，我見證了這個團契小組的成立、發

展、陸續有新人加入。雖然姐妹們來自四面八方，分散

在各個時區和城市；但因著基督的愛，我們之間卻沒有

任何陌生感，反而親密無間。我們通過一週一次的雲端

見面，彼此熟悉、彼此瞭解、彼此分享、彼此安慰、彼

此啟發、彼此相愛。我們一起讀經禱告，一起學習如何

活出神兒女的身份、恩賜、以及如何服事主。我們也越

來越清楚地看見：雖然婚姻是神賜的祝福，但婚姻不是

我們的人生終極目標，更不該成為我們的偶像。我們可

以為婚姻禱告，無論未來我們是否會進入婚姻，在單身

的時候，我們得以「殷情服事主，沒有分心的事」，這是

多麼蒙神祝福、討神喜悅的事啊。願神繼續使用這個

團契，讓我們一起以基督的心為心，以神的眼光看世

界，愛人如己，活出單身的榮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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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經是我在BIC讀書會的第四年了。從2018

至2021年，我參與了三個不同的讀書小組，也因此結

識了幾十位來自不同教會，有著不同背景的主內肢

體。當我有機會走進他們的生命，聆聽他們分享自己

與主之間的美好經歷，看到他們在生活中的各樣難處

與掙扎時，我深知BIC讀書會是神給屬神兒女們的一

個極大的祝福。這個「改造基地」承載了祂豐盛的恩

典，我相信每一個曾經參加過讀書會的基督門徒或神

的僕人都會感同身受。

對 我自己而言，讀書 會 記錄了我生命的改

變。2018年第一個讀書會小組，我對讀書會的形式和

意義一無所知，只是盼望將自己交在基督手中，因為

我渴望改變。2019年重讀《人如何改變》，這一年我

的眼光被神更新，從只注重「我的生命」，到漸漸開始

聆聽周圍弟兄姐妹的聲音，鼓勵他們，與他們一同走

天路。2020年，有更多基督徒加入我們的讀書會。雖

然疫情和隔離使大家的生活一下子變得極其缺乏安全

感，但主在我們生命中的帶領卻越來越清楚和真實。

祂使萬事互相效力，讓我們得益處；祂呼召我們起來

彼此服事，讓我們在這個不安、混亂、分裂的世代中切

實地彼此相愛。我的眼光再次被神更新，我深深體會

到，服事的過程、愛人的過程就是神改變我、塑造我的

過程，而只有在輸出的時候我才知道，這些功課我到

底有沒有真正的學會。

BIC讀書會像是一所基督的學校，我們一起在這

裡學習做門徒，每週大家輪流預備帶領讀書。書中的

重點與應用好像是神親自啟示、光照我們，而藉著弟

兄姐妹們的討論與分享，我們從各自的生命經歷中看

到神的同在與神的工作是何等奇妙。慢慢地，神的話

語變得活潑又親切，不再是書本中的道理，而我們學

習神話語的動機也變得更加明確，不再只是聽道而不

去行。炎熱、荊棘、十字架、果實的模式圖提醒我們每

天過一個以十字架為中心的生活，在神夠用的恩典中

經歷蛻變的喜樂，使我們承受祝福；愛、知、說、行的

綜覽圖提醒我們在每一個關係中效仿基督個人服事的

榜樣，成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帶給人祝福。

BIC讀書會也像是一個屬靈的家。因著耶穌基督

的名，弟兄姐妹們從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因著耶穌基

督的愛，大家可以突破各樣的攔阻，彼此接納，彼此

服事。許多肢體在參加讀書會之前都會有一些顧慮和

懼怕，因為在世界裡我們常常將自己包裹起來或帶上

厚厚的面具，以這樣的方式來保護自己；也有一些肢

體在教會生活中曾經被絆倒，信心受到很大虧損。來

到讀書會這個屬靈的家中，大家更願意敞開自己，也

不斷地得到醫治和釋放。因此，每一次聚會都讓我們

越發感覺到弟兄姐妹之間的關係更親近，每個人也不

同程度地愛主更深。

其實無論是《人如何改變》，還是《如何幫助人

改變》，神都在救我們從一個自我中心的價值體系當

中走出來，好讓我們活出一個新的生命，是為著神偉

大旨意而活的生命。今天，仇敵一直在竭力蒙蔽、破壞

神兒女們對真理的認識，一不小心我們就掉進那惡者

的網羅：狹隘地理解福音，因為自己的好處而利用神，

或者忽略上頭來的

能力，憑己意己力在

神的家中服事……

願主的恩膏在凡事

上教訓我們，繼續更

新我們的眼光，帶領

我們進入屬靈的實

際，好叫我們快跑跟

隨主，並在同走天路

的過程中彼此相助，

叫身體漸漸增長，在

真道上同歸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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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改變》這本書對我而言像是一本聖經使

用手冊，將我每天的生活與神的話語連接起來。完全

沒想到的是，兩年前和小夥伴一起參與使者的BIC單身

事工的「新造的人讀書會」，竟是自己靈命成長的真正

開始。好像神差派了一位小天使，一點一點地帶領蒙

著眼睛的我，漸漸轉向祂，進入祂的懷抱。

兩年前的我剛告別了一段感情，回到了一個我不

敢面對的獨處生活中。每當生活中遇到挫折，或是累

了，乏了，傷了，痛了，我都會來到神的懷抱汲取安慰。

但生活一切順利的時候，我就不去找神了。雖然那時

我已經信主五年，但神卻只是我的避風港，我並沒有

真正活出信仰。 

神是真實的神嗎？祂關心我嗎？祂瞭解我生活的

細節，以及我現在經歷的一切痛苦嗎？《人如何改變》

書中提及的《詩篇》八十八篇回答了我的問題，也帶給

我許多安慰和鼓勵。雖然詩人對神盡情傾訴了他的苦

難，但結尾並沒有反映出一個令人振奮的結果。它描

繪的正是我所熟悉的世界，一個讓我歡笑但更多時候

卻讓我落淚的世界。 

神在聖經中絲毫不修飾或過濾人所經歷的哀傷或

絕望。不管我的經歷是多麼黑暗或困難，祂全然瞭解

我，這帶給我極大震撼，也讓我可以誠實地去面對一切

苦難和挑戰。因為神對我說：「孩子，我都知道！我以

永遠的愛愛你，我必不離棄你！」

兩年後的今天，我依舊害怕獨處。如果你期盼著

「神已將我徹底改變，我不再害怕獨處」的見證，那麼

很抱歉，讓你失望了。但是現在的我每當害怕時，都感

受得到神就在我身邊。祂不只賜福於我，也與我一起

面對生命中的挑戰。而且，祂一定是先我一步，每一次

的害怕或低谷，祂為我預備了驚喜與禮物。神從未應

許我們不需要獨自面對人生，但祂應許了祂的同在，

這給我每天面對新生活帶來力量。

在神長闊高深的愛中，我也領悟到我不需要靠自我

「刻苦自律」來取悅祂。不管多絕望的境地，我都不再

懼怕完全地向神敞開自己。因為我深知，因著神的光

芒，這些感受就像彩繪玻璃一樣，每一次都折射出生命

中五彩繽紛，閃閃耀眼的光芒。

《人如何改變》這本書帶給我一個出奇的視角，

為我撥開雲霧，使我看清曾經

追尋的一切大多植根於個人慾

望的幻想，並不實際。在學習這

本書的過程中，我慢慢學會依

靠神和祂的話語去誠實面對我

面前的一切。在主愛的攙扶中，

我踏出了第一步——做真實的

我，得享神兒女的自由。 

明天祂會帶我去哪裡？我

只知道我要緊緊抓住那愛我、為

我死而復活的神，因為祂正在做

奇妙的工作，也期盼未來神繼續

帶領我經歷無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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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解經系列：馬太福音 - 約翰福音（簡體）

BE series – Matthew, Mark, Luke, John

(B7-70)  售價 $25.00

這套書共2本，包含了沃倫•維爾斯比對四福音

書的所有評論！一套書相當於六本書的價值！

馬太 - 忠誠

馬可 - 勤奮

路加 - 富有同情心 （路加福音 1-13）
       勇敢 （路加福音 14-24）
約翰 - 活著 （約翰福音 1-12）
       轉變 （約翰福音 13-21） 《創造》雜誌中文版

訂閱創造雜誌（季刊）2021

$ 25.00 /年

每年4期，堅固妳的信仰！

目前提供中文簡體和繁體版本！

四十年來，這本雜誌蒙神使用，解答了

信徒的諸多問題，引人歸主，也將因疑

惑而離開信仰的人再度尋回。它已經被

翻譯成多種語言，中文版本近幾年開始

發行，為許多中文讀者帶來益處！

掃二維碼瀏覽

最新福音資源



此文字事工純屬事奉性質。除支付所購書款之外，

建議採用者憑愛心奉獻，以協助有關事工經費。

天外來客（繁體） Alien Intrusion

(C2-85T)  售價 $11.50

外星人入侵（簡體）Alien Intrusion  

(C2-85)  售價 $6.50

天外來客（網上觀看代碼）Alien Intrusion

(J1-85V)  售價 $8.50

大量並有深度的研究數據將每位讀者引向一個

結論：「星際大戰」確實存在於宇宙中生命

的歷史當中，也牽動著人類的靈魂世界。本書

令人大開眼界的見解已經為基督贏得了許多靈

魂。此新版本包含更多圖片，並根據Gar y進
行的額外研究，對所謂的綁架事件進行了新的

介紹。

各種手冊「祝」你成長！

不要低估這些小冊子！這些印在薄紙上的書非

常適合小組學習或豐富個人靈命成長。多數手

冊尺寸都只有3.5”x5”，易於攜帶和存儲。庫存

充足，特價供應，每本只需 $0.50- 0.75！

 美國國內，加拿大訂閱簡體版書籍免費電話 1.888.999.7959  

 電郵：crm@afcinc.org 電話：717.687.8564 ext. 6 傳真：717.687.8891

 歡迎上網瀏覽：www.ChineseResourceMinistry.org 

掃二維碼

進入網站

掃二維碼瀏覽

更多特價手冊



屬靈同工領袖需要有異象，不能只墨守成規，只按傳統行事。如果連領

袖同工都沒有異象和方向，會眾如何跟隨？讓我們用舊約摩西作例子。《出

埃及記》三章1-3中，神向摩西顯現，要摩西把一批被奴隸的猶太人從埃及帶

出來，這是神給他的託付。神以異象吸引摩西，後給他召命，就是帶以色列人

出埃及。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119:105)。路上的光就是

大方向，每個人看都是一樣。腳前的燈是個別帶領，每個人各有不同。大方向

是宏觀的，比如教會的整體異象。神透過教會做什麼，各人看是一樣的。召命

是神對個別信徒的帶領。基督徒生長環境不同，機遇恩賜也不同，神呼召我

們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我們要明白各人雖所處崗位不同，但都需要明白大

方向，與其他弟兄姐妹的服事配搭，不應各自為政。以下分別闡述異象與召

命兩方面。宏觀是大圖畫異象，微觀是個人召命。其中宏觀又分縱線與橫

線，猶如一個十字架。

同工領袖門訓系列之三： 異象與召命

文/郭振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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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的縱線：四傳模型 (4S)

教會的異象在於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

譯：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

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太28:19-20）這大使命是主耶穌親自頒

布的。那麼長的一句經文，主要動詞在於「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因此教會的首要目標是門徒訓練。不

只是本地帶門徒，也要到國外帶門徒。門徒訓練就是

帶領人信主，扎好了根，慢慢成為神的僕人，再去傳福

音，再去宣教，循環不息地延伸出去，擴展神的國度。

很多教會領袖都知道門訓的重要，但卻做不好。主

耶穌不單頒布大使命，他在世上三年多的服事也是大使

命的切身表現。筆者有一次聽到美國神學院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Bill Jones教授的講演，受

益很多。他說，主耶穌在世的服事生涯，大慨可以分成

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慕道到相信，發生在公元27年初，

記載在《約翰福音》一章45-49。當時施洗約翰有兩個

門徒。耶穌經過，約翰說，「看哪，這是神的羔羊。」所

以這兩個門徒就跟著耶穌了。後來消息傳到拿但業，

他開口就得罪耶穌，「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腓

力說：「你來看！」耶穌看見拿但業來，就指著他說：「看

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拿但

業對耶穌說：「你從哪裡知道我呢？」耶穌回答說：「腓

力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拿但業本來瞧不起耶穌，他後來改變了，他稱耶穌是以

色列的王，是神的兒子，因為耶穌說在無花果樹下就看

到他了。這樣，他們幾位相信了。這階段就是從慕道到

相信。

第二階段是從相信到門徒，發生在28年初的時

候。耶穌拜訪當時叫西門（後來叫彼得）的漁夫，叫他

出海打魚。西門聽從，打到很多魚，但卻請求耶穌離開

他。因為他看到耶穌的神蹟奇事，很害怕，感覺自己不

配。「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

得魚一樣。』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耶穌稍往

前走，又見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在船

上補網。耶穌隨即招呼他們，他們就把父親西庇太和

雇工人留在船上，跟從耶穌去了。」（可1:17-18）這個

階段是從相信到門徒。

第三階段是從門徒到同工。28年末，有一天晚上，

耶穌整晚在禱告。第二天就選召了12個使徒。「祂就

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

道，並給他們權柄趕鬼。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穌又給

他起名叫彼得），還有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

弟約翰（又給這兩個人起名叫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

思），又有安得烈、腓力、巴多羅買、馬太、多馬、亞勒

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並奮銳黨的西門，還有賣耶穌

的加略人猶大。」（可3:14-19）門徒變成耶穌的同工。

後來耶穌差派他們兩個兩個出去傳福音，給他們趕鬼

的能力，回來的時候給他們評估。這要訓練他們獨立，

因為耶穌要走了。

第四階段是同工到差派。發生在30年四月。耶穌

受難、復活和升天以前。耶穌囑咐門徒：「願你們平安！

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20:21）這

是差派。

按著Bill Jones教授的分享，我提出一個四傳 (4S) 

的基督徒成長與教會增長的模型。這是宏觀異象的一

條縱線，即：傳福音 (Share)，傳生命 (Solidify)，傳服

事 (Serve)，傳出去 (或是傳宣教， Send)。

我們用諸般智慧傳福音給慕道友，為他們信主禱

告。下一步，如果對方追求，便帶他作門訓。留意這個

階段的重點是生命的傳承，是以生命影響生命，就如

主耶穌一樣。以筆者的經驗，有效的門訓不是一大班

一起上主日學，乃是小組互動討論。人數不要多，六七

個，甚至一對一或一對二。上課時，除了講解屬靈原

則，注重分享生活見證。帶門訓者要多聆聽對方當下

的困難，對症下藥地引導。除了上課時見面，偶爾可以

單獨約出來用餐，聊聊生活，幫助他把所學的結合在

生活裡，相互勉勵禱告。這個階段，給他一個屬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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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藍圖，帶領並陪伴他養成一個好的靈修習慣非常重

要。讓他知道，每天生活的力量、服事的力量是從親近

神而來。以後他的成長，就不是只靠聽道，靠聽別人的

分享，更重要的是從神直接吸取養分，學習自己餵養

自己。

上完門訓課，如果對方追求，就引領他去服事。其

實一個人信主，開始就可以給予簡單的服事機會。但

深入的屬靈服事，最好是當他上完門訓課以後，是藉

著傳服事，幫助他成為同工。因為他已經懂得獨立從

神提取養分，也可以餵養他人。藉著餵養他人，成為祝

福他人的渠道，聖靈的活水從他身上流出去，他自己也

得到屬靈益處，進一步成長。

隨著服事逐漸增多，與神更密切，每天更新，越來

越像主耶穌。基督愛世人，注重宣教，要使萬民作他的

門徒。成熟的基督徒以基督的心為心，也關心普世宣

教，是一個有國度觀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他可能身在

原地教會服事，傳福音，帶門徒，幫助服事的教會成立

更多小組，教會便有穩步的、有量與質的成長。雖然在

原地教會服事，他也關心普世宣教，常為宣教士奉獻

和禱告。有一天，教會到別地植堂，他可以參與。如果

他個人搬到別城，就可以把所學的重新做一遍：傳福

音，傳生命，傳服事，傳出去。為主耶穌在別地宣教，

建立團契教會。如果搬到別國，便是跨文化宣教。

宏觀的橫線：W.I.F.E.

中國儒家思想提倡五倫，一般指：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和朋友。在儒家思想五倫中，最重要的不是君

臣關係，而是父子關係。百善以孝為先，孝敬父母是最

重要的。按聖經教導，五倫最重要的不是父子關係，是

夫妻關係。一方面夫妻是社會人倫最基本的單位，是

第一個單位。健全的夫妻關係會給孩子帶來安全感和

幸福感。如果爸媽太愛孩子，重過夫妻關係，反而不利

於孩子的成長。另一方面，夫妻關係是預表基督與教

會的關係。「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

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

為聖潔。」（弗5:25-26）教會是基督的新婦，教會的頭

是基督。

我聽過美國牧師 Chuck Swindoll 的講道。他說，

一個健全的教會就像是一個漂亮的妻子（妻子的英文

是WIFE），包括W.I.F.E.四部份。W代表Worship（崇

拜）。週日敬拜神，有美好的詩歌、公禱、講道，把會眾

帶到神的面前。I代表Instruction（教導）。一個健全

的教會應該有好的教導，不單是聽道，乃是裝備會眾服

事的能力。有門訓，有查經訓練等等。讓弟兄姐妹在不

同崗位服事神，一起建立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F代

表Fellowship（團契）。一個健全的教會應該有溫暖

的團契小組，不單表現在小組聚會時，聚會外也有肢體

愛的關懷。E代表Evangelism（福音），就是教會有傳

福音的異象，對拯救靈魂有負擔。不單是本地傳福音，

也到外地傳福音，就是參與宣教 (Mission)。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一個好的教會需要兼顧

W.I.F.E.四部份，缺一不可。有好的敬拜，有好的訓練，

有愛心，肢體相互關懷，而且有異象，熱心宣教和傳福

音。一個輪子四方面都齊全，它就滾動得越來越順，教

會便穩步增長。反之，如果只注重傳福音而缺乏門訓，

則留不住人。有些教會很注重聖經教導，但是沒有好

的肢體生活。頭腦大，但是缺乏愛心。弟兄姐妹常為辯

論真理而吵得面紅耳赤，關係冷淡。有些教會太注重

自己的敬拜和小組聚會，卻很少傳福音或參與宣教，

結果教會沒有活力，沒有增長。所以一個健全的教會，

橫切面W.I.F.E.四部份都要兼顧。

W.I.F.E.的橫切面也可以應用在團契小組的層面。

一個好的小組也需要具備W.I.F.E.四方面。每次小組，

都有敬拜讚美的時間（Worship）。小組聚會不止吃飯

聊天，要學習神的話語，藉著查考聖經而相互交心

（Instruction）。除了聚會，私下也彼此關懷，有需要

時互相幫助（Fellowship）。舉個例子，教會一位姐妹

快要生產，父母不方便過來幫忙坐月子。教會其他姐

妹各自分工，輪流為生產的姐妹做飯，每人一週一天，

煮一整天的菜，送到姐妹家。姐妹一個月不用做飯，安

心坐月子。這就是真正的Fellowship，就是愛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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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組不要只是滿足自己組員的需要，也邀請新

朋友來（Evangelism）。我聽過一個令人鼓舞的見證。

有一位姐妹負責帶一個小組，每次小組聚會有十幾個

人。她總會多留一個空位，是預備有新朋友來而準備

的。組員心中有想邀的人，提出來，大家就為可能下週

會坐在這張空椅子的人禱告。

W.I.F.E.的橫切面也可以應用在個人層面。每個基

督徒都應該是一個好「妻子」（男的也可以當「妻子」，

一笑！）。你個人有沒有早上敬拜神，靈修親近神的習

慣（Worship）？你喜歡學習神的話嗎（Instruction）？

你不單頭腦好，也付出愛心的行動，關愛弟兄姐妹嗎 

（Fellowship）？你對拯救靈魂有負擔嗎（Evange-

lism）？你說，我沒有傳福音的口才。其實傳福音是廣

義的，邀請人來教會團契也是傳福音，幫助慕道友去

買菜也是傳福音，福音聚餐煮菜也是傳福音，恆切禱

告也是傳福音。團隊分工，一起把人引到神面前來。

所以，宏觀教會異象，有縱線的四傳(4S)：傳福

音，傳生命，傳服侍，傳出去。橫切面有W.I.F.E.，應用

在教會、團契小組和個人身上。猶如一個十字架。

微觀：個人的召命

在主耶穌頒布的大使命宏觀異象中，你個人扮演

什麼角色，那就是神對你的召命。每個基督徒生長的

環境不同，機遇不

同，恩賜也不同。在

這大圖畫中，我們所

扮演的角色也不同。

大部份信徒是帶職

服事的，有些信徒被

呼召成為全職同工：

有作牧師的，有作宣

教士的，有作神學教

育的，有作聖樂服事

的，有寫作的，有作

聖經輔導的，有作福

音機構的……雖然各人崗位不同，但需要明白自己在

大圖畫中的角色，與其他弟兄姐妹的服事崗位配搭，

不應各自為政。相互配搭得好，神國更興旺，福音得以

更迅速地傳播。

無論你的崗位在哪，具體的召命是什麼，你一生的

目標應該是「努力換寶」！「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

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

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

挖窟窿來偷。」（太6:19-20）原來財寶有兩種，一種叫

天上的財寶，一種叫地上的財寶。兩種財寶都是人想要

的，也都是神所造的。但一個會銹壞，一個不會；一個

是短暫的，一個是永恆的。所以，我們最偉大的投資學

家JC說，你當在有限之年換寶——以有限的地上財寶，

換天上永恆的財寶。然而，今天很多基督徒恰恰倒過

來，把永恆的財寶換取並累積有限的地上的財寶。JC是

誰？就是Jesus Christ，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永恆的果子

什麼是地上的財寶呢，比如你的學業、工作、家

庭、生活、身體以及你的財富。都是好東西，但都帶不

走。那天上的財寶呢？有沒有想過如何投資你的永生？

原來天上的財寶是指兩種不同的生命果子。中國人拜

年喜歡送禮物，你以後如果給天父拜年，去看祂的時

候，一定也要帶一些

見面禮啊！知道天上

阿爸父最喜歡什麼？

兩種水果，福音的果

子 和 屬 靈 的 果

子——永恆的果子。

到時候在神面

前，祂要跟你拿果

子。祂會問你，在這

個世上，你直接和間

接地帶了幾個人信

主？給你地上那麼多

37SPRING 2021



財寶，你為主贏得了多少靈魂？「所以，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太28:19）這就是結福音的果子。比如我們在教會

裡，很喜歡跟弟兄姐妹一起去傳福音，有的傳講信息，

有的領詩，有的煮菜。我太太就很會煮菜，一煮就煮給

很多人吃。因為她知道，她也是在傳福音啊。煮得好，

會有很多人來。所以一邊禱告一邊煮，特別起勁。福音

的果子是永恆的。一個靈魂得救便永遠得救，一個靈

魂沉淪，就永遠在地獄受苦。難怪天父那麼看重福音

的果子！

第二種是聖靈的果子。信主以後通過門訓，新生

命成長，要長成基督的身量。「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

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5:22-23）這些果子

其實就是基督徒應有的品格。到時見到天父，祂要看

你有多少像祂的兒子耶穌。

一個基督徒有好的屬靈果子彰顯出來，可以吸引

人來到神面前。這兩種永恆的果子是緊密相連的：信主

後接受門訓，打好信仰根基，慢慢長出聖靈果子來。有

了聖靈果子後就更像耶穌，吸引更多人信主。福音果子

與聖靈果子是一個循環：傳福音，傳生命，傳服事，傳

出去，結果子，以有限且短暫的財寶換取永恆的財寶。

以生命影響生命

傳福音帶門訓最有效的方法是以生命影響生命。

你要明白神給你的召命在哪裡。無論什麼工作，處於

哪個位置都可以結出福音和聖靈果子來。比如我是老

師，就要做一個負責任、愛學生的好老師，把神原來創

造老師這崗位的美彰顯出來，來榮耀祂。神原先創造

每一樣事物都是好的，可惜人犯了罪，帶來後果。做老

師的不好好教書，常常遲到；做醫生要收紅包才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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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律師為了要賺錢，顛倒是非……基督徒的召命是做

鹽做光，在我們所處的位置上榮耀神。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

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彼前3:15）有人問你為什麼與他人不同，你就把心中

盼望的原由（耶穌基督）與他們分享。我作教授的，一

邊要發表學術論文，一邊要教好書，還要傳福音，哪來

那麼多時間？我就要跪下來，跟神求，從神得力。因為

抓住神與神親近，才能長出屬靈果子。

本文開始用摩西作例子。在人類救贖的大計劃大

異象中，摩西當時具體的召命是把被奴隸的猶太人從

埃及帶出來。摩西一生忠心於他的召命，成為舊約偉

大的先知。以下讓我分享另外一個近代案例，也與釋

放奴隸有關。

英國的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出生家境好，在劍橋大學讀書。年少得

志，在大學時已當選英國國會議員。本來生活放蕩，信

主後改變很大，屬靈方面很追求，常常在自己家花園

讀聖經而不去參加國會會議，想準備做牧師。他有一

個好友，有野心想當英國首相，要求威爾伯福斯出來

從政幫助他。朋友說：「現在英國社會風氣差，我們年

輕人有理想，一起來改變不良制度。」威爾伯福斯進退

兩難，只得找他敬愛的牧師輔導。

他的牧師就是約翰•牛頓（John Newton），是著

名讚美詩「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的作者。約

翰•牛頓原是販賣奴

隸的，一次在船上遇

到大風浪，認罪悔

改。後來當了牧師，

寫了「奇異恩典」，

感謝神拯救他。威爾

伯福斯問牛頓：「我

做牧師好還是做好

國會議員好？」牛頓

說：「現在英國社會

很糟糕！公開販賣奴隸，造孽不少。你應該做議員，推

翻販賣奴隸的不良制度，減少國民的罪孽！」威爾伯福

斯聽取牧師的勸告，繼續當議員。他一生主要做一件

事，就是推翻英國人販賣奴隸的制度。談何容易？國會

大部份議員都靠販賣奴隸賺錢。他一次次提出議案，

一次次被駁回。屢敗屢戰，心力交瘁。在他快要離世

前，終於親眼看到國會推翻販賣奴隸制度。法案通過

的那一天，全國會議員都站起來，連他的政敵也站起

來拍手。當時的拿破崙被稱為英雄，但國會議員說，今

天在我們中間的，才是真正的偉大英雄！

威爾伯福斯是愛主的基督徒。他一生為要完成神

給他的召命，幫助英國從屬靈的黑暗裡走出來。人民

得到幸福，神的名大得榮耀。願神也幫助你瞭解異象，

清楚自己的召命，在你所處的崗位上榮耀祂，與他人

配搭，結出許多福音與聖靈果子來！

作者為基督使者協會副會長，國際商務博士，

南卡羅萊納州大學研究教授。2018 - 2020擔任全球

首要國際商務學會（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會長。與妻子郭偉英多年致力於校園中

國學生學者福音工作，經常被邀到美國和世界各地

華人教會帶領門徒訓練及福音、培靈、宣教聚會。

郭教授出版了一系列門徒訓練材料：《以生命影響

生命的門徒訓練》、《如何有效傳福音》、《如何有

效帶查經》、《四傳模型：同工領袖訓練》、《天路

客之歌》、《靈命成長的祕訣》、《幸福家庭‧蒙福

人生》、《智慧管家‧職場發光》、《同工塑造‧領

袖培育》和《標竿領導力》。協助教會團契藉著門

徒訓練幫助信徒成長，使教會有量與質的成長，並

積極參與普世宣教。

Email: chuckkwok@yahoo.com

William Wilber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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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正中

基督徒的重新定位

在市場營銷中有一個常見的策略就是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通常發

生在當某公司的產品或服務需求開始呈現疲憊、停頓或後退的局面時，公司開

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產品或服務對象是否面臨必要的改變。接下來，公司必須思

考其定位是否需要調整；這包括產品或服務的性能、種類、市場溝通或促銷。大

公司一般不會等到市場停滯或後退才進行重新定位調整策略，而是在那之前就

要有所感知並加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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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經典案例就是IBM從生產製造銷售手提電腦

轉型為諮詢公司。IBM早期已經發現手提電腦的價格

利潤下滑，同質產品快速上升時，就知道企業必要轉

型，所以決定把生產製造電腦的業務以及“Think 

Pad”的品牌賣給 Lenovo（聯想集團）。通用汽車

（GM）在今年1月28日宣布，該公司目標希望在2035

之前，停產傳統汽油和柴油汽車，改為電動汽車。這也

是一個典型的重新定位的例子，從環保角度，美國新

政府的能源政策，消費者對電動汽車快速的接受度，

以及到自身對汽車行業未來的變化需要所做出的重大

改變。但很可惜的是，作者自己以前服務的可口可樂

公司卻是一個反例，從20多年前就清楚知道全球消費

者的健康意識形態正在發生巨變，但是可口可樂如今

仍然擺脫不了非健康的產品形象。另外，從2021年2月

2日的新聞得知，亞馬遜（Amazon）公司總裁貝佐斯

辭去亞馬遜總裁一職，離開這個他27年前創立的在

2018年市值就達1萬億美元的公司，轉而從事太空行

業，這也算是一種不容易的重新定位。

聖經中也有許多故事與重新定位的概念相似。如

亞伯拉罕奉神的命令離開吾珥；摩西職業的轉換，從

牧羊人轉變為帶領以色列人的領袖；約瑟從囚犯轉變

成為管家最後成為埃及的首相；尼希米從酒政的職業

轉換到建築城牆；大衛在洗革拉的遭遇等等，都是一

種生命中的重新定位。保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遇

見主，從原先基督徒的迫害者轉變為一生跟隨主的忠

心使徒。在《使徒行傳》十章中，彼得在房頂上看到異

象，改變了他開始向外邦人傳福音。神對我們每個人

在不同年齡、時期、環境，都有不同計劃，賦予我們不

同的任務、呼召或是使命。

對於職場基督徒來說，2020年想必對大多數人而

言是艱難的一年。有人失業，也有人工作壓力劇增，工

作方式發生改變。由於市場與經濟萎縮，因疫情而居

家工作，在狹小有限的空間內，既要與家人長時間親

密相處，又要同時高效地工作，平衡兩者而不發生衝

突。這是極為不易的挑戰，新的居家工作是一種非常

態，會直接影響我們的效率、溝通與合作。

冠狀病毒肆虐全球的這一年多以來，給大家的生

活帶來了革命性轉變。我知道一些弟兄姐妹突然失去

工作，尤其是餐飲業的弟兄姐妹更是處於困境中。我認

識一位朋友，才創業幾年，似乎正要迎來轉折點的時

候，突然間因為疫情的緣故，顧客的訂單沒了。當他在

電話上跟我交談時，他說幾年來的心血，剛要看見曙光

卻突然變成黑暗。他與妻子每天只能唉聲歎氣，束手無

策。更糟糕的是，他不知下一步該做什麼。我們豈不是

進到了當時大衛的處境中

嗎？許多基督徒原先處於

舒適的狀態，一夜夢醒，

發現自己需要轉變，需要

重新思考，重新定位。這未

嘗不是神給我們一個重新

定位的好時機呢？ 

大衛在洗革拉

聖經中，大家最熟悉的故事就是大衛在《撒母耳

記上》三十章與亞瑪力人的爭戰，當時亞瑪力人侵奪

了南地，攻破了洗革拉，擄掠城裡的大小人口。此時大

衛突然發現自己的處境變得非常不利：

1，他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都被擄去

2，他手下士兵的妻子和孩子也被擄去

3，他的住處被燒掉，失去一切財物

4，他沮喪，哭到無力

5，他手下的人恨他到極點，要取他性命

6，整個團隊士氣消失無蹤影，成為散沙

可以想象這時的大衛已經走到了絕境，內憂外

患，孤立無援。但在第6節最後一句話卻說：「大衛卻倚

靠耶和華－他的神，心裡堅固。」這是大衛一個非常重

要的轉捩點。大衛沒有立刻按照常人的作法，馬上想辦

法說服他的軍隊，或者從新招兵買馬，重整旗鼓，又或

是乾脆放棄。大衛卻是依靠耶和華，心裡堅固。我想，

聖經用「心裡堅固」來表達大衛對神的信心。雖然聖經

裡沒說，但我相信大衛所做的是進自己的客西馬尼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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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禱告，重新尋求神的智慧與力量。所以，「大衛求

問耶和華說『我追趕敵軍，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華

說：『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來。』」（v8）

如果我是大衛軍中的兵士，聽到大衛決定要追亞

瑪力人，回想我們被亞瑪力人才擊潰沒有多久，折兵損

將，憑什麼能夠勝過士氣正高昂的亞瑪力人？不僅如

此，事實是軍力大打折扣，軍中六百人，三分之一是作

不了戰的士兵。如何重組一個作戰的軍隊？但是神卻

供應了一位埃及人能提供亞瑪力人的情報。當我們願

意尋求神的時候，神的預備總是超出我們的預料。

尋求等候神的旨意

  

其實身為職場基督徒，我們也會常常遇到大衛所

遭遇的景況，例如與老闆相處有問題，事業規劃不順

利，項目結果與期望的效果背道而馳，公司整體情況

不佳，或是聽到公司要重整的消息，看到一些優秀員

工紛紛在跳槽……似乎聽到的、看到的沒有一個好消

息。內心的不安和焦慮，以及處於壓力的狀態，不會幫

助我們解決職場上的問題，反而會造成人際關係的緊

張，從而進入惡性循環的狀態。所以，我們重新定位絕

不是只是為了重新掌控我們自己或是周圍的環境，而

是務必要尋求神，並且耐心等候神的旨意。

我們在面對這些種種困難和壓力時，很容易退

縮，甚至懷疑自己，失去盼望。我建議弟兄姐妹這時候

可以重新回到我們的客西馬尼園與神溝通對話，尋找

如何重新定位。下面幾個問題可以用來自我評估：

1. 在這段時間，以我的能力和過去的績效，是否

有足夠的信心面對未來持續的風暴？ 

2. 整個行業似乎呈現衰退的狀態，如果繼續下

去，將使我的工作和前途受到怎樣的影響？

3. 當整個職場發生大變動時，我自己的專業領

域是否也在變化？ 

4. 求神指示我，首當其衝該做什麼？

5. 自己是否有勇氣扔掉所有以前的包袱，可以重

新定位再起。

擬定目標，重新定位

神經常藉著把我們放在新的位置，為要給我們更

好的，這也許是我們從未想到的。如果我們意識不到

這點，就無法學到功課，得到新的經驗，更進一步認識

自己和這個世界。 

一旦我們清楚了神的旨意，接下來就是自己如何

規劃及設定新的目標，如此才能逐步體現神在我們身

上的旨意。年初正是設定一年目標的好時機。許多人告

訴我，自己多年來一直都有設定目標的習慣，但到了年

中時，就發現無法持續下去。

最近一次在我的公開zoom分享中談到如何提升

工作效率時，我再次談到設定目標的不易。面對所設

定目標，需要經過拆分的過程，對一些缺乏毅力和紀

律的人，更加需要制定出較小的目標，而不是一蹴而就

的龐大目標。

我自己在2020年初，定下要出第二本書的計劃。

定下這個計劃後，我就開始思想自己需要哪些小的目

標才能實現這個大目標。出一本書並不只是自己埋頭

苦幹地寫文章，同時還要去找出版社，編輯，文稿修

整，封面設計以及序文等等。於是我列出一條條需要

完成的小目標，便開始為每一項禱告。當我開始禱告，

神就奇妙帶領，每一個小目標幫助我打開一扇扇的

門。自己努力做好該做的事，一步步就邁向了大目標。

在這中間，自己也有疲憊想放棄的念頭，但每當我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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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面前，就會再一次被激勵，繼續堅持定下的目標。

在制定目標的過程中也不要忘記思考一件事，就

是如何改進自己的品格與習慣。比如不要拖延，保持

積極主動的心態，堅持紀律的態度等等。不良的品格

與習慣常常會成為我們生活中的障礙，直接影響到我

們實現目標的心理狀態。「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

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4:23）我們的

做事心態以及心理狀態非常重要。

向著標桿，全力以赴

目標既定，就當全力以赴，專心致志。遇到困難、

阻礙，我們需要從神而來的力量，經歷神的大能，來塑

造我們堅忍的品格。

大約四年多前，在基督使者協會（AFC）的組織

下，我在紐約市區舉辦了一個兩天的職場講座。藉此

機會，我參觀了布魯克林會幕（The Brooklyn Taber-

nacle）。我曾聽過該教會的詩班合唱團，很感動。我

一邊聽他們美妙的歌聲，一邊流淚，歌聲與歌詞深深

打動我的心，就像聽到從天上降下的聲音。布魯克林

會幕是一個建立於1847年的長老會，曾毀於兩次火災

一次雷暴後並被重建。到了1971年，布魯克林已經差

不多有70%的居民是非裔。當時的一對白人牧師Jim 

and Carol Cymbala 經過禱告接下教會的牧養工作，

那時的教會只有40多人。他們經過長期禱告決心作新

的嘗試，組成一個4人詩班。Carol師母自己也是其中

一份子，她連識譜都不會。四年後，詩班成長到300

人，每個主日聚會人數到達10,000人，成為了一個多種

族共同敬拜的教會。他們的詩班曾獲得六次葛萊美獎

（Grammy Awards），這就是神奇妙重新定位最好的

見證。

希望身在職場的弟兄姐妹在這艱難的時期，學會

回到我們的客西馬尼園，從與神的相處中學習如何重

新定位。

作者在上海出生、台灣長大，原可口可樂中國

區市場部副總裁及三家外資企業CEO與COO。曾

獲上海市市長白玉蘭獎。曾任上市公司福建恆安、

永樂家電獨立董事，摩根斯坦利投資顧問

等。2004年起在中國從事企業諮詢、輔導、培訓業

務。曾任美國華人創業協會會長、神州華傳董事。

目前為國際華人創業協會主席、使者協會的董事；

在加州聖地牙哥主恩堂服事職場年輕人。

Brooklyn Tabernacle - Brooklyn, N.Y.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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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

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不輕易發

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

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耶和華說：『你這樣

發怒合乎理嗎？』於是約拿出城，坐在城的東邊，在那裡為自己搭了一座

棚，坐在棚的蔭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華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發

生高過約拿，影兒遮蓋他的頭，救他脫離苦楚；約拿因這棵蓖麻大大喜樂。

次日黎明，神卻安排一條蟲子咬這蓖麻，以致枯槁。日頭出來的時候，神安

排炎熱的東風，日頭曝曬約拿的頭，使他發昏，他就為自己求死，說：『我死

了比活著還好！』神對約拿說：『你因這棵蓖麻發怒合乎理嗎？』他說：『我

發怒以至於死，都合乎理！』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

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乾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

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

文/吳獻章

(拿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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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經文雖然只有四章，但內中蘊藏著豐

富的神學「維他命」，滋養了審判、神權、悔改、恩典、

寬恕、死亡、復活、創造和宣教等信息。因此，它麻雀雖

小卻具備了超強的吸引力，單看教會歷史如何解讀本

書，即可發現本書是歷代信徒極其寶貴的屬靈溫床：

沙漠教父安東尼(Antony)藉著上帝容許約拿活

下來的例子，主張不該再把悔改的人推回風浪

的大海中。

奧古斯丁回顧自己年輕時竟如約拿一般，放棄

人生基本目標，卻選擇捕風捉影；他且藉著詩

篇一三○篇的註解，闡述上帝可以透過祂所造

的大自然(包括魚、蓖麻、蟲)來彰顯自己的權

能，在被造界的最低處，上帝仍然傾聽被造物

的禱告。

路德認為約拿比耶穌更能講道，且認為天主教

修士式的生活無益，如同水手「竭力盪槳，要把

船攏岸，卻是不能。」（拿1:13）他指出，這本小

書說明上帝切望世人得救，但愛國主義者約

拿，認為上帝的救恩是猶太人的特權。

愛德華滋認為，教會如船和水手般，被跳入痛

苦之海、為死亡和陰間吞吃達三天的耶穌所

救；他認為功德、禁食並非得救的管道，上帝看

人心，而非人的行為。

然而自從啟蒙運動以來，本書屬實的可靠性和聖

經權威性遭受批判學者質疑：約拿憑什麼本事，孑然

單刀赴會直搗亞述帝國京都傳道，就能「電」到城內所

有的人，甚至連動物都參加了認罪盛會？如此大城，如

此大事，為何沒有亞述帝國的年鑑記載？為何尼尼微

王沒名沒姓？若本書是史實，為何沒有「外證」？經文

所敘述「尼尼微人信服神……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

麻衣……人與牲畜都當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

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拿3:5-8）

這些敘述，不過是作者誇張的修辭手法！哪有這樣的

「天時、地利、人和」，導致約拿如此不可思議的佈道

果效？

二十世紀英國的亞述學家D. J. Wiseman考古發

現，這段期間亞述帝國面臨日蝕（天「蝕」）、地震（地

「厲」）和飢荒三重天然災害，人心惶惶（「人不和」），

難怪從魚腹中三天三夜死裡復活這有「特異功能」的

約拿忽然出現在尼尼微城，就被視為是神明派來的使

者，帶動面臨天「蝕」、地「厲」和「人不和」的尼尼微

全城悔改。Wiseman引證亞述有「日蝕時君王被撤

換」的宗教儀式習慣，說明了第三章六節的尼尼微王

為何沒名沒姓。從背景來看，約拿能「一炮而紅」，其

實是主宰人類歷史的上帝在「作球」，營造適當的場景

讓他的信息能夠打動人心和君心。究竟，歷史是上帝

的故事（History is His story）。

看官翻閱教會歷史，可能會讀到傳奇人物聖法蘭

西斯曾對鳥類和動物講道，但在講道史上則只有約拿

能藉著講道，讓牛羊牲畜等動物披悔改的麻衣！這位

一鳴驚「人」和「動物」的先知，是歷世歷代傳道人望

塵莫及的佈道典範（拿3:4-9）。他「出口」就「成章」

（拿1:9），能用詩篇禱告（拿2:2-9），是深諳神屬性

的先知（拿4:2）；他三天三夜在魚腹中的神奇經歷，

還被對觀福音用來呼應耶穌的受難和復活（太16:21；

可8:31；路9:22），家喻戶曉，十足傳奇！

但是看官一開卷，赫然發現這位傳奇人物甫登聖

經舞台，立即膽大包「天」地對創造天地海的上帝抗命

且落跑（拿1:3），「勇氣」遠勝於以年老作為推卸理由

的摩西，或藉口年輕而推辭的耶利米。當傳道任務達

成，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拿3），他竟然向上帝發怒（拿

4:1），甚至想以死「逼」上帝就範（拿4:3, 8），如此個性

鮮明，舊約中無出其右。

難怪有些學者批評這「鴿子」(「約拿」字義)如此

自我中心、自以為義、任性頑固，簡直突變得更像鷹，

是「宗教怪物」。在《白鯨記》一書中，被作者梅爾維

爾描繪成想佔有上帝、掌握上帝的船長亞哈身上，可以

看到約拿個性的蛛絲馬跡；約拿也像中國神話裡與黃

帝爭神的刑天，黃帝斷其首，他就以乳為目，以臍為

口，操干戚以舞，充滿叛逆英雄的特色；又像追日的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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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最後雖進入太陽的光輪裡，卻是道渴而死。

諷刺的是，逃避上帝命令的約拿，口口聲聲說自

己敬畏上帝（拿1:9）。但當外邦人努力禱告，約拿卻努

力「睡覺」（拿1:5）；先知並不曾勸人禱告，反而是外

邦船主勸先知起來禱告（拿1:6）；約拿明知道上帝興

起風浪是因他悖逆（拿1:12），卻看不見他向上帝悔

改；水手和尼尼微人向上帝行猶

太人敬虔的悔改儀式（拿1:16, 

3:6-8），然而口頭也曾如此立誓

的猶太先知約拿（拿2:9），卻從

沒有向上帝盡分地行禮如儀；外

邦人不論水手（拿1:16）或尼尼微

人（拿3:5-9），全都向上帝悔改且

得救了，惟獨逃避上帝的先知，直

到第四章的全劇尾聲還依舊頑

固、繼續向上帝強嘴！約拿的信心

和順服程度，相較於劇中的水手

（拿1:16）、尼尼微人（拿3:5-9）

等外邦人，顯然矮了一大截。

讀完這卷小書，讓人不禁覺

得上帝對約拿（和世人）的愛幾近

不可理喻：縱使約拿始終不願順

服，不肯和上帝「玩真的」，上帝

還是派了大魚救他（拿1:17）。更不可理喻的是，正當

上帝將怒氣從尼尼微城轉移挪去之際（拿3:10），約拿

卻為尼尼微城得救而向上帝發怒氣（拿4:1）；約拿為

自己得救恩而歡喜（拿2:9），卻為尼尼微城得救恩而

發怒（拿3:10-4:1）；先知為蓖麻遮蓋得蔭涼而立即感

到喜樂（拿4:6），卻可以同時向上帝兩度求死（拿4:3, 

8）。誰能相信他是猶太先知？！

當你闔上本書時，彷彿還可聽到上帝想對約拿說

卻沒有說出口的話：大佈道家啊！我賜給你這麼傳奇

的經歷（自己身體落海可以平靜風浪），救你脫離地中

海的深淵，且給你第二次傳道的機會和恩賜（單用五個

希伯來字就讓全城悔改，拿3:4原文），並透過天「蝕」、

地「厲」和「人不和」處境幫你「作球」，好讓你一鳴驚

人！現在眼見全城都悔改，你怎能為小小的蓖麻而求死

（拿4:8），卻不在乎城裡的數十萬生靈（拿4:11）！？

先知啊先知！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改革宗神學家R. C. Sproul評選為美國有史以來最

具強度的神學性小說《白鯨記》(Moby Dick) 一書中，

作者梅爾維爾透過書中瑪玻神父（Father Maple）給

《約拿書》下評論說：

「約拿犯了違抗之罪，更進

而愚弄上帝，想方設法逃避祂。

約拿以為人類建造的船隻會把

他帶到不屬上帝管轄、只有世上

的船長統治的地方……這卷經文

只有四章，是聖經這條大纜中最

小的一股。然而約拿的深海釣線

卻探索到靈魂多麼深隧之處！這

位先知帶給我們多麼意味深長的

教訓！」

約拿想跟上帝比腕力？甭

想！聖潔和全能的上帝，豈是可以

被你約拿「綁架」？何必不自量力

地與上帝「拔河」（參羅7:18-25）？

既然知道上帝愛世人的屬性(拿

4:2)，何必高舉自我理念地蜻蜓

撼石柱？約拿不願順服，導致在書中顯現了一連串逃

避、抱怨、挫折、剛愎、自憐和善變的頑梗人性！

因此，看官可要留心了，本書會讓人看到自己的

廬山真面目！《約拿書》猶如一面鏡子，上帝同樣有話

對不能看重所該看重的不順服讀者（可能就是你和

我）說：「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到底是哪些可能理由，讓約拿沒有看重所該看重

的？《約拿書》中將先知剛硬心靈釣出水面的深海釣

線，如今猶在探索二十一世紀的你我靈魂中那些深邃

理由、意識形態、神學框架。我們身上是否也存在和約

拿相同的DNA，需要上帝垂憐，把我們從深淵中拉拔

起來，免得這位愛你我到不可思議之神也感嘆：其實

你不懂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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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看重地上國過於上帝國

曾指出「風暴中約拿經歷上帝的忿怒，但在魚腹

中經歷上帝的愛」的耶柔米，認為約拿怕尼尼微城得

救之後，成為同胞的禍害，因此拒絕去傳道。然而，從

當時國際局勢來看，耶羅波安二世國富民強，亞述帝

國疲弱，尚未構成北國的威脅！但是扮演愛國先知的

約拿（王下14:25），卻隱約浮顯出其愛地上國過於上

帝國，看不起外邦人的狹窄心胸（參拿2:8）。

其實，連彼得都免不了對自己的邦國特別關注（徒

1:6），未能完全領悟耶穌命令門徒以神國興衰為念的

心意（太28:18；徒1:8）。當今信徒也容易陷入「基督

教民族主義者」的窠臼，不能體會路德（也是彼得，見

彼前1:3-4）所提的「兩國論」。

綜觀中國兩百年的教會史，長期被政治所壟斷、

控制的華人，比起約拿的「以色列情結」，更是關心政

治遠超過宗教，也更容易被政治視野所遮蔽。你我若

為政治不同立場和競選者而彼此對立（如為一中、一

台而抗爭），會讓上帝說：其實你不懂我的心！何不連

結在基督的愛裡，在教會裡彼此建造，配戴相同天上

國的眼光，但各自「臥底」在不同政黨，在不同的地上

國中作見證？

2. 自我中心覆蓋以神為中心

待在形勢比人強的魚腹中三天三夜，約拿乖乖自

首，照上帝的吩咐往尼尼微去；但他以「再等四十天，

尼尼微必傾覆了！」這原文只有五個字的佈道法成功傳

道後，卻因上帝沒有對尼尼微城發脾氣而怒火沖「天」，

向上帝發脾氣。理由之一乃，該城一悔改，上帝以「不輕

易發怒」對尼尼微人高高舉起卻輕輕放下，使得自己

所發「尼尼微必傾覆」的預言沒有應驗，如此，自己不

就是成了「騙子、假先知」嗎？難怪約拿「大大不悅，且

甚發怒」（拿4:1）。

諷刺的是，本書劇情從第一章的「水手求生」，第

二章的「約拿求生」，第三章的「尼尼微人求生」，在

第四章演變成「約拿求死」！只要自己面子顧到了，死

不足惜，還向上帝「逼宮」！試想，成為上帝代言人的

先知不就是為了傳揚讓人悔改的道而存在？怎能如此

不懂上帝的心意！

神兒女務必主前反省：我們會不會為了婚姻、地

位、尊嚴等種種理由，甚至信息被質疑時，遂以福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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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羅1:16），關心自己的面子過於神的面子，不肯讓

自己的尊嚴被上帝征服，或是為了他人得福音的好處

被踐踏？我們是否只為自己而活，個人的功名聲望尚

未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加2:20)，無暇關心上帝的面

子，心中挾帶被截肢過的信息和「老我」，導致輕易地

就被事奉中的任何「引線」所引爆，讓上帝感嘆：其實

你不懂我的心？

3. 被不平衡的十字架觀掌控

本書劇情起因乃「尼尼微城的惡」（拿1:2），從平

等倫理角度看，這城的人理當「惡有惡報」（正如約伯

三友的審判原則），但卻以「我豈能不愛惜呢？」作結

（拿4:11）。原來，本書雖以「神義論」開始，卻以「神

愛論」結束！而推動「神義論」的背後乃「神愛論」，

因此上帝才差派約拿到此傳道，因為「憐憫原是向審

判誇勝」（雅2:13）！上帝當然是公義的，不是不報，只

是未報，尼尼微的惡就在一百多年後的那鴻書中達到

傾覆的臨界點！

但約拿卻綁架「神義論」，拒傳「神愛論」。這可從

他所傳「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看出（拿3:4），

這簡潔、化約、「截肢」的信息中，沒有給聽者其他先

知必提供「悔改者必蒙赦

免」的逃生管道，他所傳

的不是「福音」，而是「禍

音」！他恨不得該城的人被

天火毀滅──難怪他在城

東搭棚（拿4:5），等待看

所多瑪被毀戲碼的重演！

也難怪上帝兩次正本清源

地質問他：「你這樣發怒合

乎理嗎？」（拿4:4, 9）自認

「得理不饒人」的約拿，

扮演起浪子的哥哥，不願

看見尼尼微的人蒙恩，直

讓上帝說：其實你不懂我

的心！

美國作家楊腓力正確地指出：測驗一個人是否體

恤上帝的心，就看他對於罪人（如騙子、謀殺犯、懦

夫、通姦者、貪財者）悔改時，心中的反應是否如浪子

的哥哥，對父親發脾氣（路15:28）？是否如法利賽人一

樣，看不起耶穌竟接納用嘴親祂腳的有罪女人（路

7:36-39）？

神兒女該當自我審視：我們是否為罪人即將受審

判而哭泣？是否為罪人悔改而高興？或是為罪人悔改

得救而冒火？為上帝赦免惡人而「惡」氣填胸？當上帝

沒有按著我們的時間表以「惡」制「惡」，反而讓罪人

得救、歡呼之際，當心，我們可能成為被「惡」挾制的

「惡人」，傷「神」傷「人」也傷「己」！

4. 白白得到卻不甘白白給予

論公平，全書最倒楣的，大概是那條大魚：吞了那

麼豐盛的佳餚（約拿），竟然無福消受，三天三夜後還

必須游到岸邊將他活活地吐出來！一般人讀本書容易

有一誤解，以為上帝藉大魚來「整」約拿，卻不知其實

上帝是藉它來「拯救」約拿（魚腹中有氧氣！）。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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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並非呼求的詩歌，更非哀歌，而是約拿在魚腹

中得救的感恩詩歌！

原來，上帝透過大魚拯救約拿，是要讓這位逞強

偏執、堅持惡人該死的理念、寧死也不肯軟化的先知，

在被丟入洶湧的地中海後（拿1:15），總算真正體會「諸

水環繞我，幾乎淹沒我；深淵圍住我；海草纏繞我的

頭」的絕望(拿2:5)，真正曉得往「死」裡闖的難捱、可

怕，由此體會將死之城的無助、悲慘，因此肯白白得

到，也白白給出去，甘心去傳道！ 

我們是否如霸道的約拿，自己是被上帝拯救的罪

人，卻不願意他人被上帝拯救，還在魚腹中打「外邦

人」小報告（拿2:8）？當別人（別的教會、別的國家）

蒙恩後，我們有否如約拿一樣，還兩次與上帝嗆聲說：

「我死了比活著還好。」（拿4:3, 8）神學家John Piper

牧師說得對：「救贖並非使人完美，而是讓人認識自己

的不完美。」事奉、牧會或宣教者要突破，不僅要看到

尼尼微的「惡」，更要看透自身潛藏的「惡」質，在十

字架下悔改，才不會讓上帝說：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5. 拒絕在失焦迷惘中受管教

對約拿的角色來說，最核心的議題是上帝在他身

上的主權爭奪戰：上帝呼召他往「尼尼微」，他卻自顧

買了船票逃往「他施」，拒絕上帝給他的命定，執意建

構自己認定的舞台！

靈修大師畢德生（E. Peterson）說：「如果神不是

我們生命圓心，我們的人生必定會出亂子。」這話從本

書可以找到佐證：逃避上帝呼召的約拿，試圖以「船」來

逃避，神以「風」來追蹤；先知試圖以「藏」來躲避，神以

「籤」來追蹤；他以「死」來逃避，神以「魚」來拯救！ 

神兒女當知道，不論你我使用何種方法(船？藏？

死？)，都不能躲避上帝的面（詩139篇），正如魯益師

所說：「我們或許可以無視於神，但卻無處逃避祂。」

被造之物，無論多狂野龐大或卑微平凡（風、籤、魚乃

至蓖麻），都為上帝的旨意效力，相偕「緝捕」背叛的

心靈「歸案」，直到順服祂旨意為止。拒演上帝的劇

本，甚至膽大包「天」要與上帝搶主導權，當然注定落

敗，最後只能演個「耍脾氣」的丑角，還惹得祂說：其

實你不懂我的心！

「除了喪失自己的靈魂和下了陰間之外，人生最

大的悲劇是走進永恆的邊緣，卻發現我們離開神的旨

意，將生命盡浪費在短暫虛空的事上。」（Warren W. 

Wiersbe語）

1957年生於台南，

台灣大學研究所畢業後

即赴美進修，取得美國

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 

Champaign）理論應用

力學博士後，轉而進入

芝加哥三一神學院（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

versity）接受神學裝備，先後取得道學碩士及舊

約神學博士學位。1995年返台出任中華福音神學

院專任教師迄今，曾任實習主任、延伸神學教育部

部長、教務部部長、神學碩士科主任等職，現任中

華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研發處長、教牧博士科主

任、宣教博士科主任，也是台灣「好消息電視台」之

「空中聖經學院」的召集人。吳博士的著作有《舊約

英雄本色》，《聖經真密碼—啟示錄新解》，《跨

世紀的英雄》，《聖經中的領導》，《啟示錄導論》，

《天道：以賽亞書註釋（卷二）》，《天道：以賽亞書

註釋（卷三）》，《天道：以賽亞書註釋（卷四）》，

《生命的轉彎》，《思想起—從舊約看》，和《士

師記析讀—背約沉淪的循環軌跡》，《天道：傳道

書註釋》，《擱淺的日子—約伯記註釋》，《獅子坑

裡的職場戰士──但以理書註釋》，《其實你不懂

我的心—約拿書註釋》，和《何西阿書註釋：何日

君再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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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龔文輝， Kenneth Nehrbass 「散居」一詞原為希臘文διασπορά（英文diaspora），

中文聖經裡翻譯為「散居」或「分散」（約7:35，雅1:1，彼前

1:1，新譯本）。教會歷史上舊約時代「分散」的猶太人及新

約時期「分散」的基督徒，均用這個詞。近年社會學與跨文

化研究的學術文章裡多用「散居」來描述離鄉別井、遷徙移

居的人。人口散居是全球化的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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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散居群體，在分布全球各地

的約4600萬散居華人中，至少有200萬在非洲，而且每

年有增無減。華人大量湧入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經

濟發展需要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作為回報，中國在

非洲全境內大量投資建設高速公路、道路、鐵路、橋

梁，大壩和高樓。這些散居華人包括工程師、建築工

人、礦工、醫生、護士、廚師、餐廳工作人員、管家、保

安和教師等人群。中國商人正在尋找機會開設餐飲、

醫藥服務、批發零售店以及建造廠房。這一切的背後

有神的計劃（創1:28）與召聚回家的宣教目標（申

30:1-3，詩67:2）。

我於2014年舉家從北美遷往非洲肯尼亞，開始華

人散聚宣教（Chinese Diaspora Mission）工作。散聚

宣教以傳統宣教為基礎，但突破其地域（本地與外地）

與事工（佈道與差傳）的簡單分類，以「散居人口」為

導向，其宣教事工包含四個方面：服事「散居人口」 

(missions to the diaspora)；興起「散居人口」(mis-

sions through the diaspora)；超越「散居人口」(mis-

sions by/beyond the diaspora)；聯同「散居人口」

(missions with the diaspora)。華人散聚事工CDM致

力於幫助華人教會動員、裝備和差派宣教士，在散居

華人及其他族群中造就主門徒。我們尋求有共同異象

的宣教機構、華人教會以及非洲教會合作，在非洲的

散居華人群體與散居華人所在的本地群體中開展宣教

事工。

華人大量湧入東非，對當地教會而言，是一個難

得的服事「散居人口」(missions to the diaspora)，即

對散居華人進行跨文化宣教的好機會。在非洲，基督

教國家很多，例如肯尼亞，福音教會多達數千間。東非

教會算是有經驗的成熟教會，可以參與宣教和門訓事

工。然而這些城市和地區的華人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卻

被忽視了。目前，非洲64個國家僅有不到40間華人教

會，將近一半教會在南非，除南非外，平均每兩個非洲

國家有不到一間華人教會。全非洲約1200名華人基督

徒固定參加聚會，平均每個華人教會約30人。非洲教

會在服事「散居人口」的事工中遇到的障礙很多。  

我曾參與肯尼亞浸信會神學院（KBTC）的神學教

導工作，在教授課程期間，特別採訪了12位東非教會

領袖牧者，請他們分享與當地華人相處的感受與看

法，以此作為散聚宣教的一個小研究，旨在發現非洲

教會領袖在向散居華人傳福音時遇到的難處以及可能

的解決方案。希望這些研究結果可以幫助弟兄姐妹更

多瞭解非洲華人宣教的需要，也希望對宣教機構與教

會開展散聚宣教有所幫助。

一、障礙

在接觸東非散居華人的過程中，非洲當地教會領

袖普遍反映遇到很多挑戰和障礙，主要包括：交流困

難、文化差異、缺乏切入點以及缺乏資源。

1. 交流困難

東非當地教會很少有人會說中文，他們說當地的

斯瓦希里語，官方語言是英語，而肯尼亞的大多數華人

不懂斯瓦希里語，英語水平也不高。當地的牧者表示，

他們看到有華人來到家門口工作，例如在社區蓋樓

房、修築高速公路等，但由於語言障礙，他們並未和這

些華人有什麼交流；此外，華人更傾向於用中文與同

胞交流。如果雙方不能使用同一種語言流利溝通，連

閒談都成問題，討論屬靈問題就更加挑戰了。

2. 文化差異

東非教會不瞭解中國文化，只從電視電影裡知道

中國功夫，從商場店鋪知道中國製造的產品。然後就有

許多先入為主的觀念。例如，當地人不吃狗肉，但他們

以為中國人都是吃狗肉的；其實多數中國人不一定吃

狗肉。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飲食習慣的差異擴大了

文化差距，大部分在肯尼亞的華人也不熟悉非洲文化。

3. 缺乏切入點

所有被採訪的非洲教會牧者都知道非洲有大量華

人移民，特別是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然而他們承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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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很少有機會與這些華人互動，更不用說與他們深入交

流了。當地華人的職業與大多數非洲人完全不同，他們

來到非洲從事建築工作或經營特定業務，這些業務將

他們與大多數不同工種的非洲人隔開了。中國有句俗

語：「隔行如隔山」。因此，對於非洲教會牧者來說，他

們與當地華人處在不同的世界。

許多華人急於盡快完成工作項目，以便回中國與

家人團聚，所以他們可能不會花精力在非洲投資，建立

長期的工作關係。此外，為了安全，完成一天工作後，許

多華人仍留在安全的建築區域內。即使中國人在他們的

民族聚居區之外經營，非洲人也很難在非工作時段或週

末遇到他們，因為他們工作很努力，總是加班。

除了由不同的工作空間和職業造成分離之外，社會

經濟差異也導致缺乏切入點。在肯尼亞的大多數華人非

常富有，很多都從事基礎設施建造行業，而當地有些牧

師比較貧窮。貧富差異的懸殊，使他們很難接觸或接近

華人。貧富差距的阻礙因素似乎比語言或文化差異更難

克服。

4. 缺乏資源

社會經濟差距導致缺乏宣教資金。肯尼亞的經濟

現狀導致大多數教會沒有資金給牧師支付工資，更不用

說花錢進行外展福音事工了，甚至有的牧者連交手機話

費都成問題。除了財政困難，福音單張和雙語聖經等福

音材料的短缺也阻礙了他們向外傳福音。

二、分析和建議

大量華人湧入非洲正是傳福音的大好機會。非洲教

會領袖正在尋求機遇與中國人進行深層的屬靈接觸，

肯尼亞Narok BibleCollege使用我們的iTIM課程，

華人散聚事工宣教士與短宣同工在該神學院作iTIM領袖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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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合適的機會，使服事散居華人的工作變得不那

麼困難。他們提到連結華人教會與宣教士作中介人、

使用中英文媒體、把握機遇性跨文化場合，參與並創

造更多和當地教會交流和接觸的機會，如運動項目、

非洲文化聚餐、中國新年與中秋慶典等，福音外展不

再難以企及。然而，下面幾個要素不能忽略。

1. 瞭解跨文化交流的特點

傳福音和瞭解該種族的文化息息相關。非洲教會

牧者認為，只要將短片、福音單張翻譯成中文，或者使

用口譯員，為散居華人舉辦傳福音活動，障礙就會消

除。他們不太瞭解應該採取何種方式跟華人傳福音或

是交流。跨文化宣教不但需要有同理心，也需要靈活

變通和彼此接納。

讓我舉一個來自跨文化交流的例子。東非與中國

都有高指數的權勢格局（Power Dynamics）。然而，在

我與非洲教會領袖的會談中，幾乎沒有人提及如何彌合

中國富商與東非教會成員及領袖之間的權勢差距。權勢

差距（Power Distance）和不確定性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這兩個文化價值觀維度最大程度影響跨

文化交流的進程，這兩個因素程度高的文化持有者會

非常刻板地維持群內的界限，對於是否信任群外成

員，他們持謹慎的態度。散居在非洲的華人就擁有這

兩個文化價值觀的高量值維度。所以，如何在非洲教

會與散居華人之間搭建橋梁，是一個長期的挑戰。

此外，「面子」在中國和非洲文化中都很重要，但

「面子問題」在這兩種場景下的表現方式各不相同。

如果非洲教會熟悉中國文化裡如何恢復和保持面子的

方法，他們的事工會更加有效。例如，教育在東非被認

為是有價值的，它是中國文化裡抬高面子的主要方

式，也是非洲牧者作為宗教問題「專家」獲得被華人聆

聽機會的主要手段。然而，普遍「低學歷」的非洲教會

牧者想要接觸學歷比他們高、未信福音的華人族群，

非常有挑戰。在中國文化看來，告訴別人自己的需求，

是很沒面子的，但非洲人不覺得向一個富有的「贊助

人」請求財務援助是一件丟臉的事。華人朋友在餐廳

一起吃飯的時候會搶著付賬，而非洲人卻不太會這麼

做。這樣的例子有很多。總而言之，非洲教會想要更容

易地接觸到華人，進而給他們傳福音，就要更多瞭解

中國文化，特別瞭解「面子」和「關係」的深層含義，

這樣才能更有效地建立朋友關係，從而使人建立與神

的關係。

2. 平衡焦慮的程度

被採訪的牧者表示，他們對於縮小文化差距這個

問題感到焦慮，因為他們不熟悉中國文化。從某種意

義上說，這種焦慮在跨文化交流中反而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們明白自己並不是另一種文化的專家。也就是

說，焦慮有助於避免過度自信，堅持已有的成見或刻

板印象。 

3. 善用中國的合作夥伴和中介人

與其直接接觸非洲的散居華人，舉辦福音外傳活

動，非洲教會不如善用華人基督徒、宣教士作中介，因

為他們是解決語言和文化障礙的最佳橋梁。中國教會

期望到2030年至少派出20,000名華人宣教士，在萬民

中踐行大使命和造就主門徒。非洲教會可以充分利用

當前的資源和機會，預備好自己，接納華人宣教士，與

這些宣教士一起，向「散居人口」傳福音(missions to 

the diaspora)；當地的華人基督徒經過培訓、門訓，

可以加入興起「散居人口」(missions through the 
龔牧師的差派教會杜俊江牧師

短宣非洲，探訪非洲貧困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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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spora)，建立華人教會，服事自己的同胞；進而可

以經由這些「散居人口」就在本地作跨文化的宣教工

作(missions by/beyond the diaspora)，通過華人基

督徒接觸非洲的非信徒；甚至，其他教會與福音機構

可以和「散居人口」一起參與普世宣教(missions with 

the diaspora)。

三、工場呼聲

華人散聚事工為華人教會建立了三個在非洲參與

宣教的平台。

1. 聖經教導平台。

我們已經在非洲建立了iTIM（注1）領袖訓練中

心，iTIM從基礎門訓開始、共有5個系列18個課程，從

教會牧者和領袖入手，開展以神話語為根基的系統門

訓工作。

2. 教會短宣平台。

我們每年有計劃地組織短宣，參與非洲各地的

iTIM領袖訓練，栽培當地教會平信徒與傳道人、散居

華人教會的牧者和華人宣教士，積極推進短宣使之成

為持續的宣教。

3. 長宣資源平台。

我們配合中國教會差派長期宣教士和在散居華人

中興起的帶職宣教士，與在非洲教會興起的本土宣教

士一起，在各地開辦教育、發展社區、建立教會、造就

門徒，更新社區文化。

我們堅信宣教是神的工作，主權在神，凡事禱告

主，尋求主的旨意和引導。我們提倡團隊合作，在信仰

的基礎上，不分宗派、國籍、文化，求同存異，為神國的

降臨，搭配侍奉。如非洲諺語所說：「你要走得快，你

一個人走；你要走得遠，大家一起走！」 請你來非洲幫

助我們！讓我們同心合意，一同興旺主福音！

注1：iTIM是英文Institute for Training in Ministry

縮寫，由前海外基督使團（OMF）資深宣教士Dr. Robert 

Samms發起，與多間美國神學院有扎實的牧會、宣教與

神學研究經驗的專家（如哥倫比亞國際大學CIU的Dr. 

Terry Powell, Dr. Earl McQuay等）同工完成的平信徒領

袖栽培與門訓課程，強調在事工與生活中的小組/團契訓

練，而非神學院課堂講授式的專業學習。

參考文獻:

該文章摘自龔文輝與Kenneth Nehrbass 2017年

在非洲的華人散聚宣教的一個研究報告Reaching out 

to diaspora Chinese in East Africa: Barriers and 

Bridges，發表在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

view 2017, Vol. 45(3) 236–251, 與龔文輝PhD論文 

Missions Beyond: The Diaspora Chinese in Africa 發

表在ProQuest (2020) 有內容更新。

龔文輝，慕迪(Moody)道學碩士、正道(LES)

教牧學博士與拜歐拉(Biola)跨文化研究哲學博

士。擔任華人散聚事工(CDM International)非洲

工場主任。Kenneth Nehrbass是拜歐拉(Biola)大

學庫克(Cook)跨文化研究學院的助理教授,全職從

事跨文化研究與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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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暑期，我信主受洗，之後很快前往夏威夷大學開始我的博士學習。

但博士生的工作和以前按部就班的上課作業考試完全不同，需要很大程度獨

立地想問題、做項目。實驗室要求每天交報告，每週幾個小時的組會彙報，都是

很好的鍛鍊，同時對我來說也是極大的壓力。我在痛苦掙扎中度過了博士學位

前三年，身體被高強度工作壓垮，偏頭痛和胃痛幾乎成了家常便飯。

文/黃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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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和逃避

在博士第三年快結束的時候，實驗室導師安排我

做一個全新領域的項目，也就是說我要放棄之前想研

究的項目，轉而做一個我完全沒有接觸過，其他人也

少有深入的一個方向。我做了幾個月，沒有一點進展，

網上查詢資料或是咨詢同事都毫無幫助。

我變得越來越害怕去實驗室——每天從早到晚

坐在那兒一動不動，什麼計劃都進行不下去，時間基

本在發呆和逃避中度過，簡直就是受刑。晚上的睡眠

也成了問題，起初只是入睡困難，慢慢地一天最多只

能睡三個小時。之前那些可以讓我開心的事，比如出

去吃好吃的，在家裡做甜點，或是和朋友出門聊天逛

街，都對我失去了吸引力。我不想和別人交流，也不知

道該怎樣讓自己快樂。

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在別人的推薦下我去看了

心理咨詢和精神科，被診斷有焦慮和抑鬱症（anxiety 

and depression）。當時的狀態下我已經沒有辦法繼

續工作，只好申請了休學。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復學，

又實在不敢回國，害怕讓家人和其他親人們失望。我

去了新墨西哥州的一對關係很好的弟兄姐妹家住了兩

個月，暫時忘記了這邊的痛苦。

然而一回到夏威夷，儘管沒有開始工作，學業的

壓力又像大山一樣壓來。我每天躺在床上思考，我為

什麼要讀書？人一生活著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有這麼

多痛苦？我到底要不要繼續學習？我能不能繼續面對

這樣的學業壓力？……茫然中一個學期又很快過去

了，2017年到來了。一月的時候，我在教會聽到大家分

享感恩見證，聽到很多真實的軟弱和掙扎，以及如何

靠著主一步一步走過生命低谷，我淚流滿面，我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面對沒有拿到學位的結果，我不知道如何

面對栽培我這些年的導師，面對養育我多年的父母。

破碎和掙扎

開學前我和一個經歷過學業上極大掙扎的姐妹

聊天。她告訴我，當她真實地走過這一段路之後，她謙

卑了很多。我開始思考，我一直受挫的原因是因為我

驕傲嗎？我哪裡驕傲了？是驕傲讓我成為一個癱子爬

不起來嗎？之後另一個姐妹約我去她家禱告，她十分

坦誠直率，說她看到我裡面很大的驕傲。我當時的第

一反應是為自己辯護，不能接受，但在後來和姐妹逐

漸深入的分享與溝通中，我看到了自己從前的成長經

歷對我的影響。

我的家鄉是個不大的城市，周圍人都非常重視學

習成績。成績好的孩子可以得到學校老師、同學、家裡

親人的褒獎和讚揚。而我因為讀書太早所以學東西比

身邊的人都慢，甚至經常不知道要做作業，一直屬於

學習不好的孩子。中學時，曾經有男同學當面跟我說：

「你又肥又醜，長得不行，成績也不行。」這對於當時

的我是十分沉重的打擊，再加上因為成績的原因差點

被留級，我開始發奮學習。之後，我考入重點高中，重

點大學，直到出國念書。

成績成為了我的盾牌，也成了我的寶劍。所以就

算我當時已經發表了幾篇文章，有了不少成果，我還

是無法承受學業的壓力。我深知我裡面的痛苦不都出

自於外界環境的壓力，而更多的是我達不到自己為自

己設置的標準——我在實驗室竟然不是最優秀的，我

不能順利地做出項目，畢業遙遙無期。成績的美夢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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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維持自我形象的支柱徹底垮了。

這兩次和姐妹們的分享和禱告成為了一個轉折

點。區別於之前軟弱地呼求主的憐憫和幫助，我終於

看到了自己裡面驕傲的罪，並來到上帝面前認罪，承

認我裡面的驕傲——我想通過學業上的成就來證明自

己，一旦不能靠自己實現，我就垮了。

禱告和感恩

悔改並不是單純嘴上說說要痛改前非，而是要轉

向正確的方向，就是神。我向神禱告說：

「親愛的天父，以前我只是頭腦裡知道我生

存的意義不應該由我的工作成績決定，我現在求

你讓我從心裡真正明白，因為你愛我，我就有了意

義。我裡面的空洞，是工作成績和眾人的誇獎所

沒辦法滿足的。聖經告訴我，只有你可以完全地滿

足我，賜給我生命，讓我活得更豐盛，而不需要寄

託在看劇、購物、同事老師的認可和學術上的成

績這一次次短暫的快樂之上。求你幫助我脫離這

樣情緒的捆綁，恢復和你的關係，能在愛中與你

相遇。生活如果離開了你，就沒有意義，沒有盼

望。求你打碎一切我所相信的謊言，就是以為這些

（工作，成績，別人的認可）可以讓我滿足。求你

幫助我在愛的關係中認識你，讓我在你裡面得到

安慰、滿足和繼續下去的勇氣。求你幫助我看到什

麼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最寶貴的。我願意把未來

交在你手中，無論你帶我畢業，還是讓我走別的

路，我願意順服，我願意放手，把自己交給你。」

那天禱告以後，我經歷了很大的釋放、平安和喜

樂，心裡很多結被解開了，也有勇氣繼續前行了。當天我

便聯繫了老闆，預備重新上學。一直到今天，我都知道，

這條路完全是上帝在帶領我走。我一點都不配，但是祂

的恩典太大太大，大過我所有的軟弱和我所有的罪。

以前我經常努力去表現得很好很乖，其實是為了

讓身邊的人喜歡我；我顯示自己很堅強，背後又和誰都

有距離。在軟弱、失敗、心裡潰爛傷痛的時候，我不想

要別人知道，怕自己暴露以後就會受到傷害，不被接

納，會更難過。現在我知道，我已經在耶穌基督裡被上

帝完全接納了，我找到了失去已久的安全感。這種安全

感甚至是我的家人都不能給我的，因為家人對我們都

有期待，有要求。事實上就算是我自己，也不能給自己

這種安全感。而上帝按我們的本相接納我們，並不是因

為我們有多可愛。聖經上說：「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

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瞭。」（羅

5:8）耶穌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

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可2:17）

現在的我，每天能起床，吃飯，工作，哪怕一點點

小事，我都很感恩。因為曾經經歷那樣的黑暗，才知道

就算那樣，祂也愛我，也視我為珍寶，我才有這樣的安

全感，可以繼續學習和生活，而不像以前那樣看重自

己的成績和周圍人的評價。當然，我還有很多掙扎和

過去負面的觀念，不是一天兩天能改變的，也願上帝

繼續帶領我，更新我。

我們的心太剛硬了，很難因為身邊人的勸告而改

變，朋友和家人的關心和幫助也沒有這種改變人心的

力量。神是無限的，超出我們所能理解的，而我經歷到

的神對我的接納和對我的愛，是真實的。祂創造我們，

祂知道我們的心，祂也能改變我們的心。所以，我們只

管坦然無懼地向祂敞開，接受祂作我們隨時的幫助。

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

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8:12）願我們都行走

在光中。

備註：本文原載於馨香社微信公眾號(aromaofje-

sus)，經本刊編輯修改後刊登。

作者於2013年蒙恩得救，職業摔跤選手（長期

與神摔跤）。博士期間被神耐心管教經歷神信實的醫

治，也因此有負擔和呼召向學生群體傳福音。現居費

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工作，活躍在賓大研究生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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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說你是誰？」

 

在許多公開場合，或工作，或學校，或教會，或社團，我們常常需要向別人介紹

自己。簡明應景的自我介紹是建立人際關係的第一步，比如告訴對方自己的姓名、家

庭、職業、愛好等等加上一些與情景相關的個人小事蹟以拉近彼此的距離，大概就

可以給人初步良好的印象了，所以介紹的內容基本是一些可以讓別人知道的「我是

誰」。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比如謀職，促銷或演講，尤其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必須

文/吳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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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路來運作，為了加深給聽眾的印象，除了經歷專長之外，在介紹自己或被介紹時或許更加刻意美化

了「我是誰」。在職業生涯中，我曾經有過許多依情況而定的自我介紹「版本」，甚至自以為幽默靈活，還

為語氣略帶誇張的自我介紹而沾沾自喜。直到有一天，我的女兒半開玩笑問我說，「爸爸，這是真實的你

嗎？」乍聽之下，頗覺錯愕，推銷自己嘛，揚長補短，無可厚非！但仔細一想，對「真實的我」卻沒有一個

明確的認知。可以確定的是，在內心深處我必須自問「我

到底是怎麼想自己，看自己的？」因為「怎麼想，怎麼看

自己」在不知不覺之間或多或少都會展現在介紹自己的

心態上。

我有一位同事，因為在職業上的高成就，退休前在

公司裡是少數幾位資深「院士級」(Fellow) 的專業人士，

在同事們為他舉辦熱鬧的退休慶祝會後，我問他以後有

什麼計劃，沒想到他卻傷感地說，「以後我就不能再介紹

自己是公司的Fellow了，只能當個歡樂的傢伙 ( j o l l y 

fe l low)。」這也令我想起另一個有趣的故事，前著名的偉大職業拳王，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ed 

Ali, “The Greatest”)，在飛機將要起飛時，空乘要求他繫上安全帶，阿里沒有立刻行動卻說：「你知道我

是誰嗎？我是偉大的超人 (Superman) ，超人不需要安全帶。」空乘妙答說：「超人會自己飛，超人不需要

飛機。」姑且不論這故事的真實性有多少，當阿里晚年罹患帕金森疾病時，他坦然地說：「我不是最偉大

的，上帝才是。」眼看當年常勝的拳擊手套牆上高高掛，無數獎牌沉默地收集灰塵時，曾是偉大的阿里會

說他是誰呢？

所以，「你自己說你是誰？」這個問題是法利賽人在施洗約翰 (John the Baptist) 開始傳道時問他一

連串有關「你是誰」的核心問題(約1:22)。這一簡單卻深刻的問題也是我們當問自己的問題，也許我們少

去深思，不願多想，或是很容易地給出一個敷衍的回答，但如果誠實地面對這個生命的核心問題，願意

從神的話語中尋求答案，我們可以認識真實的自我，使我們的生命更專注，更有方向感，生活更有力，更

踏實。 

施洗約翰的回答

施洗約翰的故事是個很好的範例，照著以賽亞書的預言「……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

禮，使罪得赦。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承認他們的罪，在約旦河裡受他的洗。」(可

1:4-5) 。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裡，問他說：「你是誰？」他就明說，並不隱瞞，明說：

「我不是基督。」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誰呢？是以利亞嗎？」他說：「我不是。」「是那先知嗎？」他回

答說：「不是。」於是他們說：「你到底是誰，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你自己說，你是誰？」他說：「我

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那些人是法利賽人差來的（或

譯：那差來的是法利賽人）；他們就問他說：「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也不是那先知，為甚麼施洗呢？」

約翰回答說：「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不認識的，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給他解

鞋帶也不配。」(約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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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約翰三次被要求表明他的身份，三次被問「你是誰？」這些問題其實反映了當時猶太人內心的預期(antici-

pation)，期待 (expectation)和假設 (assumption)。回顧施洗約翰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

他清楚知道自己與上帝的關係，所以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呼喊的人聲……」(約1:23a)。

他忠於上帝的話實現了自己一生的使命，「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賽40:3；約1:23b)。

他為當時的人們施洗並宣講悔改的信息(可1:4, 5) 。

他介紹了耶穌，「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1:29)。

他分享他的異象和給耶穌施洗的見證(約1:28-34)。

他引導他的門徒去跟隨耶穌(約1:35-37)。

他的生命表現出他的謙卑;「我給祂解鞋帶也不配。」「祂必興旺，我必須衰微」(約1:27; 3:22-30)。 

他為正義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因指出希律的不是而被希律斬首(太14:3-10)。

施洗約翰的回答是從他內心對自己的認知以及與神的關係反映了「他是誰」(Who)，「他在作什麼？」(What 

mission) 以及「為何而作？」 (Why)。他沒有根據別人的預期、期待、假設或是職業的形象來回答「我是誰」。 

「你怎麼看自己？」

當一個人知道「怎麼想，怎麼看自己」時，才能誠實地面對

這個簡單又深刻的問題，「我到底是誰？」

現在，假設在會眾前推進一個大黑板，黑板中央畫了一個白

點，問會眾說：「請問，您看到什麼？」大概百分之九十五的會眾

會說：「看到一個白點。」但是黑板呢？這麼大的黑板，為什麼只

注意到一個小白點呢？其實，這是人運用心智的習慣模式，人們

習慣於看到雲彩而不是藍天，看到樹木而不是森林，重視數據而

不是背景，專注於特定的新聞，無論是好是壞，卻沒有意識到在

新聞背後進行的過程，注意個人生命的表相，而少感覺到生命本

身存在的意義，認識思想，卻不去體會產生思想的意識。總之，看

到的是局部卻沒有看到，或很少看到，大圖畫裡真正的內涵 。

所以，當被問到「你如何看自己？」或聽到「你自己說你是

誰？」的問答，除了看「小白點」，務必也思考「大黑板」和整個回

答的背景，或許可以更知己知彼。我曾經在團契活動裡試過請大

家回答「你自己說你是誰？」來增進彼此的認識，以下摘錄一些簡

單有代表性的回答：

「我是一個美國人也是一個普通的人……」

「一個隨和的人，順其自然，我要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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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丈夫，父親。」

「護士，女人，妻子，母親，和在職場上的女英雄……」

「背負重軛勞力的牛，卻沒有方向……」

一些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回答：

「我想成為銷售經理……」，「工程師」,「教授」,「會計師」等等，

「一個團隊合作者，一個勤奮的人。」

這些讓我們看到的，聽到的，不都是「小白點」式的回答嗎？若是要更深入認識說話者，每一個回答不都有

「大黑板」的背景故事值得去關心嗎？

看自己當「合乎中道」

《羅馬書》以下這節經文幫助我們理解當如何看自己，如何看別人的基本原則和重要性。「我憑著所賜我的

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羅12:3）

怎麼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英文版的聖經可以提供一些令人深省的解析。譯文雖然大同小異，但每一種

譯文有其特點，綜合來看意義就更明顯了。經文節錄如下（經文各譯本全文，請讀者查閱以下所列英文版本）： 

看待自己需要根據神所賜的信心運用清晰的判斷力 (sober judgement)。

“…but rather think of yourself with sober judg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ith 

God has distributed to each of you.”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評估自己必須誠實及運用神所賜的信心 (Honesty and faith)。

“…Be honest in your evaluation of yourselves, measuring yourselves by the 

faith God has given us.” [New Living Translation] 

衡量自己必須運用良好的意識與神所賜的信心 (good sense)。

“…Use good sense and measure yourself by the amount of faith that God 

has given you.”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正確理解自己必須藉著神自己以及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Divine Shaping)。

“The only accurate way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is by what God is and by what 

he does for us, not by what we are and what we do for him.” [The Message]

評價自己必須按照神所賜的信心正確判斷自己的能力 (Ability)。

“…but to rate his ability with sober judgment, each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faith apportioned by God to him.” [Amplified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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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合乎中道」看自己必須認識神，體察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按神所賜的信心，運用清晰的判斷力，

良好的意識，誠實地評估自己的能力。

認識自己的八個維度

主耶穌很重視門徒對祂的認識，耶穌曾問門徒說：「你們說我是誰？(Who do you say I am?)」西門彼得回答

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太16:15, 16)耶穌和撒瑪利亞婦人談話中，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

稱為基督的）要來，祂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I am He)。」(約4:25, 26)

耶穌與猶太人論及誰為亞伯拉罕的真子孫，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Be-

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約8: 58)耶穌很清楚地以「我是 (I am)」來表明祂的身份以及祂永恆的神

性。

所以，在《約翰福音》裡記載主耶穌藉著當時的環境和情景以「我是……」(I am…)的陳述親口說出「祂是誰」

。祂以自己的生命來救贖，來豐盛我們的生命。每一個陳述都帶著邀請和應許，主邀請我們根據主耶穌的「我

是……」來審視我們的人生，來回答「到底我是誰？」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6:35) - 主的話提醒我們思考

如何達到「生命的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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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8:12) - 主的話提

醒我們「生活的表達」是否在光明中行？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9, 10) - 主的話提醒我們在追求「生命的豐盛」時，當知道什麼是豐盛的生命？如何能得豐盛的生命？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

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約10:11, 14, 15) - 主的話提醒我們，認識神必須與神有不可分的「生命的關係」。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14:6) - 主的話提醒我們到底什

麼是「人生奮鬥的方向」，「生命的意義」。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結果子的，祂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

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

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

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15:1-5) - 主的話提醒我們「生命需要在主裡面成

長結果」。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11:25) - 主的話提醒我們「生命

的歸宿」。

盼望您嘗試以這八個維度來回答「我是誰」，來認識自己，並像施洗約翰一樣能寫下自己一生使命的陳述 

(Life Mission)。施洗約翰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約

1:23）「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約3:30）施洗約翰的回答立下「合乎中道」看自己，說自己的典範，他告訴我們：

「他是誰」，「他如何看自己」，「他工作的意義」，「他一生是為什麼而活」。 

生命的源頭

生命的飽足

生活的表達

生命的豐盛

與神的關係

生命的方向和意義

生命的成長與結果

生命的歸宿

所以，當回答「你自己說你是誰？」你是用

什麼視角來看自己，來回答這個簡單卻又深刻

的問題？根據主耶穌的自稱，祂清楚的給出了八

個認識我們自己的維度 (dimensions)：

作者來自台灣，早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化學系獲史丹福大學博士。吳弟兄曾任

職化學廠及藥廠產品研發實驗室主管，退休後歷任密蘇里浸信會大學校董兼生

化客座教授，並自創顧問公司服務回饋專業領域。其妻子陳安姐妹畢業於聖路易

聖約神學院專攻心靈關懷與輔導。目前二人在研經，生涯職業規劃，情緒健康，

婚姻與家庭方面服事教會弟兄姐妹。

63SPRING 2021



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造

成百年的疫情大流行。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強

調：「這樣的危機往往會讓全人類面臨最壞的處境，

也是檢驗我們對科學的信任，同時也檢驗我們是否團

結，唯有用驚人的團結精神，人類才能變得比病毒更

具感染力」。可惜因著人的罪和自私，甚至有人將疫情

的變化轉為政治的較量，彼此攻擊，達到自私企圖的

目的，讓疫情雪上加霜。

2001年9月11日，伊斯蘭教的極端組織以自殺攻

擊的方式，炸毀紐約世貿中心，短短102分鐘所發生

的，完全改變了美國歷史，世界再也不一樣了。近20年

後的今天，我想起來，心中仍感慨萬千。

有位師母分享：「看看好好的一個美國已經被禍

害成什麼樣了！一個以基督教信仰立國的民主國家，如

今想把上帝從他們的生活中趕出去，並且日漸囂張，

與神為敵，神若憐憫，我們還可以苟延殘喘多活幾日；

神若降罰，末日只是頃刻之間……神要把我們所生存

的這天地，如同一件破舊的衣服，捲起來予以完全消

滅，可怕的還不是死亡，而是死了以後的審判！何去何

從，現在正是時候，去做人生的選擇了！」

最近已陸續開始有人接種疫苗，但除此之外，我們

對日常生活中的衛生基本防範還是不可掉以輕心。這

也讓我想到聖經中的勸勉，如何能在心靈上做好防疫：

1. 戴口罩——聖經提醒我們要謹慎言語。「污穢

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

聽見的人得益處。」（弗4:29）

2 .  勤洗手——聖經也提醒我們應當自潔。「人若

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

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2:21）

3. 六尺距——聖經提醒我們進入內室。「你禱告

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太6:6）

疫情期間，生命變得那麼不確定，災難來得太大

也太快，整個舊的生活模式被迫改變；事業、工作、家

庭、學校、教會……無一倖免。並且，對於生活的應對

方式，眾說紛紜，甚至讓人感到無所適從。

新常態，在摸索中正慢慢形成，卻又不斷受到反

言論、反向操作的幹擾，更有甚者，是那些存心作亂

者，或是別有目的，以政治考量為出發點，外在環境所

加予我們各式各樣的影響，不勝枚舉。現實生活遭逢

如此巨大的變化，給於人心理的壓力和捆鎖，所引起

的情緒焦慮，造成心靈的創傷，真叫人喘不過氣來。這

種無可比擬的心理狀態，無可適從的迷失，幾乎成了

社會的普遍現象，根據「精神與行為研究網絡事工」

報導，在這疫情大流行下，導致美國成人的憂鬱率攀

升三倍，令人震驚。

疫情，你、我、衪 文/雷世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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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居住的地方；美國，對疫情掌控不佳，接著有

火災漫延加州，亞利桑那州，俄勒岡州，科羅拉多州；

龍捲風帶出的風災，豪雨，則在佛羅里達州，阿拉巴馬

州，佐治亞州以及其他美國墨西哥灣沿岸州(Gulf 

Coast States)，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和財物損傷。我們如

何在天災人禍頻傳的暴風雨中，仍在主裡得安寧？

承認自己的無知

讓你我在聖潔的主面前，謙卑自己。我們無法完

全理解如今發生的一連串災害，但是主啊，唯有完全

降服在你大能的權柄之下，萬事都憑你的旨意成就！

阿門。正如聖經所言：「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

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

於無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林前

13:8-10）

認罪、悔改、禱告

你我常常在衪施恩寶座面前懺悔、認罪。懇求饒

恕我的過犯，洗淨我罪孽；多少執著的，保留的罪。 

若非我神的憐憫和保守， 若按衪的公義，我早已消滅

於無影無蹤了。「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詩

66:18）圣經卻應許——「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

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

不義。」（約壹1:9）疫情中，唯有靠禱告；你我個人的

私禱，網上的小組共禱，用基督的愛，彼此關懷代禱。

安息、等候、自處

雖然疫苗帶來了曙光，但在持續擴大的疫情下，

我們仍需克服孤單，調整情緒，處理自我，面對家庭，

關懷他人。因此，我祈禱：「天父啊，你如此體恤我的

軟弱，容我今日依然存留。在這疫情中，我雖孤單，但

我要安息在你的蔭庇下，與你更親近，好好調適自己，

學習更像耶穌，等候你下一個指令，做忠心的僕人。」

你我安息在衪慈懷中、單單靜默，安然等候衪。因為神

說，「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

祂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

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

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

2:13-15)

奮力前行，滿有盼望

一旦你我各自在主的恩典裡，加上眾肢體間的相

互連結，修建了這疫情下的新常態，我們就應該在衪

裡面合而為一，體恤彼此的不同，在代禱中祈求，尋求

神國度的榮耀。更進一步，或許可以為今年至少領一

人歸主為目標，共同努力。新常態下也要用新方法傳

福音。比如遠距離關懷，或是在安全考量下也可以考

慮實地造訪。了解傳福音對象，弟兄姐妹互相搭配、支

援、互補，一起將福音廣傳，榮耀神的名。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

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弗5:8）願我們在

疫情中，堅持將靈修、讀經、禱告貫穿在我們的日常生

活中，也將光明帶給周圍還在黑暗中的人。

你、我，在神面前共同勉勵：「黑夜已深，白晝將

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羅

13:12)「行事為人要端正。」(羅13:13)「總要披戴主耶

穌基督。」(羅13:14)

作者香港出生，台灣長大，商

學院畢業。北美華神基督教輔導碩

士學位。先後曾任職台北美商銀行，

南加基督教輔導機構。移民美國三

十餘年。現已退休，寡居南加州。目

前在加州亞凱迪亞華人浸信會(Arcadia Chinese 

Baptist Church, ACBC) 參加聚會。對文字工作甚

有負擔，願為主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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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父啊，你說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這一下子把我和你的距離拉近了！本來我是遙

遠地觀看你的威嚴，如同在摩西時代，你在西奈山山頂顯現時，以色列人不敢去山頂，只是在山

下遠遠地敬拜。但是現在，你說，我可以來到你的「面前」，就好像你和亞伯拉罕立約時要他在

天父面前行走；你如何與亞伯拉罕同行，我也要如何來到你的「面前」。這也好像耶穌去了伯大

尼家，瑪利亞坐在耶穌的腳前，在祂的面前聽道。我這樣污穢的人，卻可以這樣零距離和神接

觸，是多麼讓人幸福的一件事啊！

你說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確實是的！本來我是遠遠

地敬拜，現在居然可以來到天父的跟前，坐在祂的腳前，享受祂的愛，這本身就是那麼讓我滿

文/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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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讓我快樂！我彷彿就是天父的小孩，在祂懷裡享受

祂的愛，在天父面前雀躍歡欣，祂的右手裡拿著給我

最好的禮物！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我在誰面前歡欣雀躍？是什

麼樣的場景？我想起來了！小時候我的父親經常出差

不在家。到了他快回家的日子，我天天盼望他回來，甚

至經常想像他會突然出現在家，給我們一個驚喜！每

天我進家門前，在開門的時候我會向母親報告說，「爸

爸回來了！」好像他真的回來了，其實那只是我的希望

而已。而當父親真的出現在家裡時，我會尖叫一聲，然

後一下子撲到他的懷裡，在他的懷裡撒嬌。他的手裡

會像變戲法似的，變出他給我買的禮物。有時我也失

望地發現，他沒有給我買禮物。那時父母親的經濟拮

据，我也明白，但那時我有所不知的卻是，我的母親似

乎並不希望他回來。

後來我才知道，父母的婚姻非常不幸福，由吵架

變成打架，後來終於到了要分道揚鑣的地步。我和母

親生活在一個城市，父親在另外一個城市。父親一下

子變得遙遠起來。最後，他在我的生活中徹底缺席了，

而我的心也成了一個孤兒，四處漂泊，到處尋找，卻不

知道自己究竟在找什麼，得不到安息。我形影孤單，自

怨自艾，不明白為什麼我的家庭會這樣不幸。久而久

之，我的性格變得膽小、憂鬱、擔心、沒有安全感，甚

至會憤怒。我非常渴望愛，卻同時又害怕愛。

其實，在我孤單漂泊的過程中，天父一直在尋找

我，呼喚我。我到了美國之後，朋友邀請我來到教會。

雖然在我的教育中，對教會有先入為主的不良印象，

但我卻答應了。第一次來到教會，感覺教會是那樣明

亮、溫暖，又莊嚴、神聖；這裡的人也不一樣，他們熱

情、真誠、善良。這對於我那個時候憂鬱的心，是個很

大的震撼：這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他們過的生活

為什麼那麼不一樣？我當時認為，人被生到這個世界，

會有各種困難，各樣傷害，生老病死，毫無意義，注定

是個悲劇。但是這些人，他們似乎和我生活在不同的

世界。

他們給我傳福音：「神就是愛。」「愛」？「愛」這個

詞對我來說非常陌生，我完全不能理解什麼是「愛」，

神本來就虛無縹緲，這個「愛我的神」就更加讓人摸不

著頭腦。我問：「神怎樣愛我呢？」傳福音的人說：「神

就像父母親一樣愛你。」我無語，因為我感覺不到我的

父母親愛我。他們如果愛我，為什麼給我那麼多傷害？

後來我才明白，父母親雖然愛我，他們卻不懂表

達，而且因為人的罪，他們的愛是有限的；而天父的愛

卻是長闊高深。但是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對天父的愛，

只限於理性的認識，是遙遠的敬拜，卻沒有內心的感

受。直到我看見這段經文，天父就好像久別的父親，我

是個孤兒流浪在外。但是有一天天父終於找到了我，

邀請我到祂華麗的宮殿裡，說我是祂失喪的女兒，現

在終於找到我了！我可以繼承祂的產業，而且可以來

到祂的面前，撲到祂的懷裡，享受天父的愛。祂的右手

拿著最好的禮物，就是永遠的福樂，祂全都毫無保留

地給我！

我不再是孤兒了！孤兒有了家，這個家居然是最

榮耀的宮殿，而且我的父親就是統管宇宙的萬王之

王，而我就是王的公主。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太過美好，

不像是真的，但卻是千真萬確的大好消息。有這麼大

有能力的父親保護我，我還怕什麼？天父會把最好的

東西給我，我還擔心什麼？祂還隨時幫助我，給我智

慧，安慰我，給我力量。

天父的愛醫治了我，代替了我一直缺席的父親。

而我後來也找到了我的生父，向他分享神的愛。天父

也將我從各種捆綁枷鎖中釋放出來，驅散了我的憂

鬱，給了我喜樂，我在祂的面前大聲歌唱，竭力跳舞！

天父啊，只要能夠來到你面前，我就心滿意足了，我就

得到了喜樂，因為「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的

心不再漂泊。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在北美留學時信主。道學

碩士畢業後，和先生一起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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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欄

更多信息請登錄使者雜誌網站

ambassadorsmagazine.org

更改聘牧信息請聯繫

am@afcinc.org

★英國利物浦華人福音教會

誠聘國語堂牧師/傳道人：

．正統福音派神學院畢業

．有講道、教導、牧養、關懷、門徒造就恩賜

．對華人傳福音工作有負擔，有牧會經驗尤佳

．流利國語

聯繫人：Ms Janet Chan（陳美嫦姐妹）

Email: lcgc_liverpool@yahoo.co.uk
11 Great George Square, Liverpool, L1 5DY, UK

www.lcgchurch.org.uk 

★加拿大溫哥華華人信義會

誠聘全職牧師：

．認可神學學位（信義會道學碩士優先）

．認同及支持信義會信仰，至少五年牧會經驗

．流利粵語及英語，懂國語 
Email: vclc.call@gmail.com
1005 Kensington Avenue, Burnaby, BC, Canada, V5B 4B8

www.facebook.com/vancouverchineselutheran

★加州溢樂華人浸信會

誠聘粵語堂音樂主任（半職）：

‧有學士學位或相關訓練（有神學訓練尤佳）

‧兩年以上帶領敬拜或音樂事工經驗

‧有正統聖樂，聲樂或奏樂訓練

‧良好粵語及英語讀寫能力

有意者請電郵履歷至 

Email: openpositions@sunsetchurchsf.org
3638 Lawton St., San Francisco, CA 94122
scbcsf.org/classified-jobs/2020/10/27/cantonese-
worship-director-part-time 

★加州三一華人浸信會

誠聘粵語及英語牧師各一位：

．本教會位於加州灣區Fremont市
38075 Mission Blvd., Fremont, CA 94536
如有負擔詳情參考教會網站 tccbc.org 

★加州羅省第一華人浸信會

誠聘粵語家庭部牧師：

．認同美南浸信會信仰，清楚呼召，神學院道學碩士，已按立牧師

．北美三年牧養100人以上經驗為佳

．流利粵語講道，英語和國語溝通

942 Yale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12
有意者請上網站 fcbc.org/job-postings

★加州樂道基督浸信會

誠聘粵語堂牧師：

．正統福音信仰道學碩士或同等學歷

．至少三年北美牧會經驗，熱衷差傳及外展，流利粵語及英語

有意者請電郵中/英文履歷、得救見證、蒙召經歷至

Email: david.ng@logosbc.org
1347 Richardson Ave., Los Altos, CA 94024
www.Logosbc.org

★加州聖地牙哥主恩堂

誠聘粵語堂牧師和（助理牧師）:

．畢業於北美福音派神學院，道學碩士學位

．有五年（兩年）或以上北美華人教會牧會經驗

．粵語講道，英語/國語溝通

聯繫人：Ben Tse。請將詳細履歷寄至

Email: cantonesesearch@cbcsd.com
12335 World Trade Drive, Suite 2-5, San Diego, CA 92128
www.cbcsd.com / www.cbcsdcan.net

★加州大衛市基督教會

誠聘英文堂牧師：

Email: PSC@d-ccc.org
536 Anderson Road, Davis, CA 95616

詳情請見教會網站 d-ccc.org/pastoral-search

★喬治亞州豎琴浸信會中文堂

誠聘半職或兼職中文牧師：

‧認同美南浸信會理念，學歷不限，善於探訪和家庭關懷 

‧有在美工作許可，最好有牧會經驗、已婚為佳

‧國語講道，英語溝通

聯繫人：周弟兄。請提交中英文簡歷及見證至

Email: harpscrossingchinese@gmail.com
1183 Hwy 92 S, Fayetteville, GA 30215
harpscrossing.com

★麻州吾思德基督福音教會

誠聘全職牧者：

．具神學訓練、具教會經驗，國語流利，英語溝通良好

有意者請將履歷寄至 

Email: cgcw-pastor-application@googlegroups.com
或洽Elder Windsor Sung Secretary of CGCW Elder Board 
電話：(781) 883-1406
43 Belmont street, Worcester, MA 01605
www.worcestercgc.org

聘牧



★馬里蘭州蓋城華人宣道會

誠聘中文堂牧師：

 . 純正福音派信仰，清楚神的呼召

 . 道學碩士或同等神學訓練為佳，有北美全職牧會經驗為佳

 . 具牧養、教導、傳福音及探訪恩賜

 . 國語講道，英語溝通

聯繫人：丁原滄長老

請將個人得救與蒙召經歷、中英文履歷表電郵至

Email: pastorsearch@gcacmd.org
13101 Darnestown Road, Gaithersburg, MD 20878
（中文堂網站）http://gcacmd.org
（英文堂網站）https://www.gicf.church

★馬里蘭州十字架華人浸信會（十字架神學院）

誠聘教師（義工）：

．有一定學歷，神學生為佳，有意服事5到18歲孩子

．國語英語流利

聯繫人：周保羅傳道。請將簡歷和得救見證郵寄至

Email: Email:55pzhou@gmail.com
ccbcus.org/index.php/zh/（教會網站）

thecrosscollege.org（神學院網站）

★馬利蘭州蒙郡華人浸信會

誠聘粵語牧師：

‧福音派信仰及道學碩士學位

‧三年以上北美牧會經驗

‧英語及國語溝通能力

聯繫人：MCBC Pastoral Search Committee。請將履歷電郵至

Email: sylui_2000@yahoo.com    

12221 Veirs Mill Road, Silver Spring, MD 20906

★馬利蘭州中華聖經教會樂道堂

誠聘全職國語堂牧師:

‧三年以上北美牧會經驗，對學生福音及家庭事工有負擔

‧道學碩士或同等神學訓練，良好的英語溝通

聯繫人: 鄭添旭長老

Email: chengrejoice@yahoo.com
9618 Autoville Dri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www.cbccp.org

★密歇根州奧克蘭華人教會

誠聘中文牧師/傳道：

．北美神學院道學碩士

．三年以上北美牧會經驗尤佳

．國語講道，英語溝通

請將申請表（教會網站下載）、個人履歷及三封推薦信寄至

PastorSearchOCC.AH@gmail.com
4155 N Squirrel Rd, Auburn Hills, MI 48326
www.oaklandchinesechurch.net

★新澤西州天城基督教會

誠聘全職英語牧者：

．具道學碩士；三年以上牧會經驗為佳

．對福音外展、教導、門訓和探訪關懷有負擔

．英語講道，國語溝通

聯繫人：尋牧組 電話：(201) 836-1771 (O) ; 

Pastor David Lo: (908) 391-3272
Email: ebccnjpsc@gmail.com
320 Beverly Road, Teaneck, NJ 07666

www.ebcccm.org

★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生命河靈糧堂

誠聘全職主任牧師：

．認同本教會信仰理念，道學碩士或同等神學訓練

．三年以上北美牧會經歷優先，良好英語溝通能力

．豐富國語/普通話講道、教導和牧養經驗

聯繫人：聘牧委員會 (Attn: Ms. Jessica Tang)

Email: psc.rolcclv@gmail.com

5818 Spring Mountain Road, Suite 203, Las Vegas, NV 89146

rolcclv.org

★俄亥俄州辛城教會

誠聘全職中文助理牧師：

．兩年以上北美教會工作經驗，大陸背景優先

．具中文講道、教導、培訓和關懷恩賜

．道學碩士或同等神學訓練，良好的英語溝通

聯絡人：黃陽才 電話：(513) 850-2928

Email: pastorsearch@cincc.org

766 Reading Road, Mason OH 45040

cincinnatichinesechurch.com

★田納西州Brentwood Baptist Church
誠聘全職中文牧師：

．國語及英語流利

具體申請要求請見網站 brentwoodbaptist.com/careers

聯繫人：李琳弟兄 lin818msn@hotmail.com

羅昊翔弟兄prof.haoxiangluo@gmail.com

7777 Concord Rd, Brentwood, TN 37027

brentwoodbaptist.com/ministries/chinese

★德州華人基督徒教會

誠聘半職或兼職青少年事工負責人：

．有青少年事工經驗

．流利英語講道

聯系人：李煒

有意者請電郵英文履歷

Email: WeiLi7213@gmail.com

10251 Bellfort Chase Dr, Houston, TX 77031



請將以下信息電郵至: am@afcinc.org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地址

•Email
•電話

•僅訂閱紙質印刷版     份

•僅訂閱電子版

•兩者都訂

AMBASSADORS FOR CHRIST 
21 Ambassador Drive
Paradise, PA 17562-9687 USA
Email:  am@afcinc.org

PERIODICALS

福音、文化、熱點、差傳、培訓……在這裡，您能找到

各樣豐富的屬靈資源，敬請關注使者YouTube頻道。

歡迎關注、訂閱 

使者YouTube頻道

基督使者協會為非營利宗教組織，所有在美國國內的奉獻均將收到免稅證明。

使者雜誌每年四期，建議奉獻：

北美每份每年 $20 美元；海外每份每年 $25 美元

支票奉獻：抬頭請寫 AFC - AM

地址: 21 Ambassador Drive, Paradise, PA 17562, USA

信用卡請通過以下方式：

    網上奉獻：ambassadorsmagazine.org/donate

    電話奉獻：001-717-687-8564 ext. 223

    其它方式請聯絡：AR@afcinc.org

電話: (717) 687-8564          電子郵件: am@afcinc.org
網址: ambassadorsmagazine.org  Facebook : magazine1957
微信: afcmedia            新浪微博：使者雜誌

 youtube.com/AmbassadorsChr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