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磐石年刊

感谢神，带领我和师母来磐石教会服

事，至今已经十六年了。在这十六年中

，满满经历主的恩典，不仅见证神对教

会的祝福，自己的生命也在服事中被神

不断地更新改变。

我在家中排行老十，从小就很内向

，长大后，万万没有想到神呼召我成为

牧师来带领教会。这对我是一大挑战，

因为我天生喜欢作跟随者，而不是带

领者。然而，身为牧师，神给的托付是

要带领教会走在神的心意中，我不得

不努力学习作个合神心意的领袖。

在2010年，与教会理事同工分享一篇

信息，是T.D. Jakes, Sr.牧师在柳溪教会

主办的领袖高峰会议上所分享的，题

目是：在每个阶段成为卓越的领袖

(Exceptional Leadership at Every Level )

。信息内容对我和师母都有很大的启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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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盼望对大家

也有帮助。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不

管有没有正式的职称，在你生命的每

个阶段─或在家中，或在职场， 在教会

，都能成为领袖，为神发挥影响力。

与神面对面

这篇信息主要以摩西作为领袖的

榜样。摩西被神选召要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回到神所应许他们列祖之地。

在这过程中，摩西经历了许多挑战，天

天面对数十万爱抱怨的以色列人，

真是很不容易。能使他承载这样大的

重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摩西与神的

关系。圣经描述“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

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

33:11）。很多时候，当摩西觉得不知如

何面对以色列人的问题时，他就进到

神面前呼求耶和华。他是个留意听神

声音的人，不仅听，也顺从。每个在神

面前作领袖的，也都应该亲近主，常常

与神面对面，寻求神对各人在事奉岗

位上的引导。

当领袖常常与神面对面，会发现神

要工作时，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自己。

记得我和师母结婚的第一年，很辛苦。

我们结婚前，都觉得彼此蛮相像的。结

婚后，才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

试着改变自己，可是到一个地步，觉得

怎么老是只有我在做改变？后来有一

次听见师母在电话中，和人提到都是

她在改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彼此都

觉得只有自己在改变，而看不见对方

也在改变。感谢主，我们都愿意改变，

相信当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要先改变

时，持之以恒，对方一定会看见我们的

改变。

我第一次感觉神呼召我作牧师是

在我高中的时候，当时我的第一个反

应就像摩西一样：我不行。我自觉没有

口才讲道，又不善与人交流。然而，当

好几年后我再一次确定神的呼召时，

虽然还是战战兢兢，但我不再推诿，就

这样走上全职服事神的道路。感谢神，

他并不是等人完全了才呼召人，他是在

我们服事他的过程中，改变我们，渐渐

使我们成熟。

一步一步來

好的领袖应该有远景及目标，但是

在带领过程中，要一步一步来。就好像

在盖一面墙，是一层一层砌砖的。从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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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领导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领导的

三个阶段：

一、 与百姓同在(with the

people)

在这个阶段，摩西身为领袖，好像

是个家长，方方面面都參與，以身作則

來影響跟随者。他一路与百姓同进同

出，每天都围绕着百姓，面对百姓的状

况，处理他们的问题。在这个阶段，领

袖需要花时间与百姓在一起，好像一

位父亲、母亲，爱他们，陪伴他们，让

百姓有机会认识你,在有需要的时候能

找到你。

记得刚来磐石教会时，教会人不

多。周五团契大约三十多人，主日大约

四十人左右。头两年，一些主要同工陆

续毕业离开，因此很欠缺同工。教会虽

小，但也有各个方面的需要。我和师母

当时的角色就是那里有需要，就在那

里服事。弟兄姐妹朋友有什么需要，多

半会想到要找我们。在这个阶段，我

们的带领就像家庭式的带领，常常开

放自己家，方方面面都参与。教会里，

我们几乎可以叫出每个人的名字。除

了每周主日的讲道、带领祷告会、理事

同工会、及关怀探访等一般牧师会做

的服事外，我最喜欢的服事是帮助人，

那是我最明显的恩赐。在帮助人当中

，神给我机会去接触弟兄姐妹和朋友。

还记得有好几年，每到暑假及开学前，

常常帮人搬家，看来辛苦，我却乐此不

疲。我也喜欢接送人来教会参加聚会，

我觉得这是最不用动脑，最不费力的

服事。我看见当你以身作则服事人切

身的需要时，会带动教会形成一种美

好的氛围，使教会像个家，弟兄姐妹也

会受激励，一同起来服事。回想那段日

子，我要特别感谢一些“老”弟兄姐妹，

谢谢你们的陪伴，怀念与你们一同挥

汗服事的美好时光。

在这个阶段，领袖要留意什么时机

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不然教会的成

长会停滞。一般人都容易满足现状，不

想变动。怕改变的心理，常常会使领

袖不易察觉神下一步的带领，因此教

会就容易只求维持，不求突破。

二、 在百姓之前(walked in front

of  the people)

在第二个阶段，最要紧的是领导方

式需要改变。以前是与百姓在一起，

现在要学习走在百姓之前，与百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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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分离。避免让百姓在凡事上过度

倚靠你，使领袖有更多的空间寻求神

的带领，能更多放手去做神呼召你做

的事，同时也给百姓有机会学习担当

一些责任。要进入这个阶段，对被带领

者是不容易的，因为习惯家庭式带领

的群众，会不习惯领袖的分离，甚至会

埋怨。对领袖也是不容易的，因为领袖

里面有一个需要，就是感到被人需要的

需要。但是要能真的好好带领群众，领

袖需要学习放下人的埋怨，放下自己

的感觉，比群众走得前，才能看得远，

看得清楚。

我再一次强调，你的领导方式需要

改变，不然不能进到第二阶段。要认识

你是有限的。如果你还想像以前一样

和每个人在一起，满足每个人，做每一

件事，那么你不可能进入第二个阶段。

想想看，虽然我很喜欢帮人，但是如果

我现在还是像以往一样经常地帮人搬

家、接机，情况会怎么样呢？越来越多

人有需要，我做得完吗？我的体力能

负荷吗？不可能的。我要认识到我是

有限的。记得一句话：“如果你不改变，

你永远是以前那样的你，你只能做以

前你所做的事。”我祷告神：“一生直到

老时，我都仍愿意改变，叫你的教会得

益处。”

领袖要有神的智慧，知道什么时候

需要过渡到这个阶段。也许是因着一

件事，或是一个人，求神给我们智慧。

在我和师母养育三个孩子的过程中，

我们经历到随着他们年龄的成长，带

领他们的方式也要改变。最近发现儿

子（十一岁）洗澡的习惯和以前不一样

了，以前总是要我帮他计时，看能不能

破记录，从三分钟到两分钟，还有到一

分钟的。最近，我发现他洗澡的时间越

来越长，甚至到二十分钟，不知道哪有

那么多地方可以洗的，而且边洗边唱

歌。出来后，他会让我们看他的头发，

有时候梳得直直的，有时候全部往上

冲。原来，他在洗澡间照镜子，梳头

发。我意识到，孩子在变化了，有进入

青春期的征兆，开始留意自己的面貌

了。因此也提醒我，要有心理准备，带

领他的方式也要改变了。师母在女儿

的身上也有这样的经历。大女儿

Hannah从小就开始学钢琴，八岁时主

动要求学小提琴，是个在学习音乐上

很积极认真的孩子。小时后，师母带她

学琴，也会陪陪她练琴，在旁边提醒

她。当她上中学后，有一次，她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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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房间练习小提琴，师母经过，觉得

有个地方不对，就进去提醒她。惊讶的

发现，一直很乖的孩子，虽一句话都没

说，但是她的眼神好像在告诉妈妈：

“Leave me alone！” 面对这样的反应，

刚开始师母很生气，但是神提醒她，孩

子在长大，想要独立，需要给她空间。

从那时开始，在女儿学琴的事上，师母

就改变带领的模式，从教练变成啦啦

队。平常不再干涉她的练习，在每个

音乐会上，也不再注意她出错的地方，

而是成为一位支持者，加油者，及欣赏

者。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中，也有很多经

历，学习去察觉何时要带领教会进入

下一个阶段。推动教会建堂就是一个

例子。磐石教会在拥有现在的堂之前，

一直是租用美国教会的教堂，当中因

为一些因素，需要不时的搬迁。因着神

的恩典，当教会逐渐成长，同工们也开

始梦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在理事

同工会中开始推动建堂时，发现同工

们还不太有信心，虽然一致认为有建

堂的需要，但觉得还不是时候。按照当

时教会建堂基金只有两三万的情况，

建堂就好像是天方夜谭。（虽是如此，

我很感谢当时的同工们，愿意随着我

翻着报纸，到处看有没有房子合适做

教会聚会的地方，至今想起，仍很怀

念。）当我到神面前祷告寻求时，体会

神要我们记得一件事：做神的工和做人

的工不同；做神的工要靠神的力量，如

果所有的异象和计划都可以用自己的

能力完成时，那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也

不需要神了。感谢主，在推动建堂的过

程中，同工们一起经历了信心的突破，

亲眼看见神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在

2006年我们拥有了现聚会的堂。（建堂

过程请看磐石献堂特刊）

师母对察觉何时应该进入下一个

阶段也有体会。师母来磐石不久后因

着教会的需要，就开始参与儿童事工，

甚至是青少年事工。这对师母是很大

的挑战，因为师母比较擅长的是教成

人，从来没有做儿童事工的经验，所以

只能一边做一边学。感谢主，渐渐兴起

同工投入儿童事工，毕牧师也于2010

年来教会负责牧养青少年，师母也就

有更多的时间用她的恩赐发展其它的

事工。在2010年，师母决定不再担任暑

期儿童夏令营的筹备者，建议除非有

同工愿意负责，不然教会的暑期儿童

夏令营将停办。作这个决定并不是因

着自己太累太忙，而是想到城内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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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美国教会举办儿童夏令会，基

于时间及人手的考量，想要将有限的

精力更专心用在教会的需要上。

出埃及记十八章记载摩西整天忙

碌审理百姓的事，他的岳父对他说：“你

这作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

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

了。”摩西是个谦卑的人，他接受了岳

父的提议，改变带领的模式，设立千夫

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

百姓。这让我想起华里克牧师（标杆人

生的作者）曾指出：“教会要变大，先要

把它变小”。我和师母也认为，教会若

要兼顾质与量的成长，特别是在流动

性大的大学城教会，更好的发展小组

事工及训练小组同工是需要的。于是，

在2010年暑假，我们决定不办儿童夏

令营，开始了小组事工的分享与训

练。我们观察到，过去教会小组主要

是以查经为主，小组长的主要角色是

带查经，其他的功能像关怀，门徒训练

，传福音就比较不明显。我们开始分

享小组的异象和功能，期盼团契小组

能成为一个爱的小家，往实践神的大

使命与大诫命发展，在向上（爱神）、向

内（彼此相爱）、向外（传福音）、及向

前（训练门徒/培养同工）四方面都成

长。同时也强调团队配搭的重要，小

组服事不再是小组长一个人的责任，

而是由一个小团队（核心同工）一起负

责。在一个小组内，大家比较容易建

立深入的关系，彼此造就及关顾，也有

空间欢迎新人加入。当小组成长到一

个地步，已经太多人，无法在小组中有

好的分享交流时，我们鼓励再分组，由

平常培养的同工担任新的小组长。这

也就是“教会要变大，先要把它变小”的

理念。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目前的心家

团契、Caleb1、Joshua、Ark、及 Caleb 2

小组都是从原来的小组新生出的。在

成立新组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原来

一起服事的团队要愿意分离，带领新

同工牧养新组。想想看，其实小组长

就是领袖，牧养小组的角色就像是小

家长，随着小组的成长，是不是也可以

寻求神的智慧，改变带领的模式，进到

另一个阶段？

三、在百姓之上(went above the

people)

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你要

寻找人来做你原来做的事，好叫你可

以出来寻求神，做另外神要你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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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到一个地步，当同工越来

越多，也越来越成熟时，你要愿意让别

人接替你原有的职责，使自己比较有

自由抽身，可以更全心寻求神。我们可

以从出埃及记 17:5-16摩西带领以色列

人与亚玛力人争战的事件中学习，在

教会中寻找“约书亚”，就是有同样异

象、会做事、敢做事、有勇气、不怕做

错的人，可以跑在前面独当一面。很多

人很害怕像约书亚这样的人，因为他

们可能很有自己的想法，敢作敢为。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不要怕使用他

们。只要他们有爱神爱人的心，懂得

合一及次序时，就可以让他们学习服

事，他们以后很可能成为有影响力的

领袖。

在教会中不但要寻找约书亚d，我

们也需要“亚伦”和“户珥”。不但需要很

会做事的人，也需要扶持领袖的人。约

书亚很重要，大家都看得见，但很少人

会留意到摩西在山上的情形。圣经特

别描述，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

胜，合时垂手，敌人就得胜。我们需要

亚伦和户珥，作为扶持领袖的人。有时

我们会认为领袖很强壮，手永远不会

发沉。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若没有亚

伦和户珥这样的人，牧师的手不会举

太久，迟早要垂下来。感谢神，过去有

位姐妹，每星期三都会打电话给我和

毕牧师，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代祷的，然

后与另外一位姐妹为我们代祷。我为

此向神感恩，这是对牧者很大的扶持。

我想，在团契小组中也是如此，请弟兄

姐妹记得，你们的辅导及小组长，也需

要“亚伦”和“户珥”，使他们得到扶持，

更好的服事神。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每

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岗位，每一个

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恩赐。有的人很有

能力，很会做事；有的人很会配合，很

会扶持。你知道自已有什么恩赐吗？

有一个有趣的说法：通常你对什么最不

能忍受，很可能你就是在那一方面有恩

赐。如果你听到人唱歌走音就很受不

了，可能你很有音感。如果你看一个人

教导，让你很受不了，你可能有教导的

恩赐。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恩赐，虽

然不同，但都有价值，都要存感恩及信

心领受，彼此搭配，好好的用在事奉的

岗位上。正如以弗所书4:11-12所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

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

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愿意接

受装备训练吗？你愿意寻求主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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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岗位吗？你愿意协助弟兄姐妹都能

各尽其职，使基督的身体得建造吗？

写到这里，我要感谢赞美主，一步

一步带领我们走过不同的阶段，有挣

扎，也有惊喜。随着教会的成长，我和

师母从认识每一个人，到常常叫不出

人的名字；从忙于事工，到更多时间亲

近主；从很多第一线的服事到幕后的支

持与训练同工。我相信这样的改变，是

一个对的方向。虽然有时因着同工流

动快，我们需要回到前一个阶段再来

过一次，但是神都赐足够的恩典，叫我

们一步一步成长。深知我们仍然有很

多不完全，需要学习的地方。感谢主给

我们有一群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

同工，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起搭

配，一起经历神，一起成长。没有神的

恩典，我们所做的、所讲的，事实上都

不能够看到太多有价值的果效。我们

可以栽种，可以浇灌，但圣经提醒我们

说，唯有神叫人生长（林前3:6）。愿神

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叫我们更多来经

历祂！

I believe that God does three
things to help us make career
decisions.

One thing God does is to
place a burden in our hearts.
When making career decisions,
our emotional desire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ometimes God places strong
desires in the hearts of children
to do certain things when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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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 up. At other times, the
desires develop slowly and over
a long period. When I was a
child, I had a strong desire to
become a priest 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 believe God
placed that desire in my heart at
an early age. Another thing
God does is to give us vision.
Every child of God should have
a vision of God’s desire for all
people to make commitments to

salvation and to obeying all of
his commands.  And every
child of God should be driven
by that vision when choosing a
career.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for us to consider when
choosing a career is: Does this
career support God’s desire for
me to become a disciple of Jesus
Christ? After I made a
commitment to salvation,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my
childhood dream of becoming a
priest. Then God gave me a
vision of unreached people.
More specifically, God placed in
my heart a conviction that I
should leave my home and go to
one of the many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to preach the
gospel. I embraced this vision
during my senior year at Penn
State.

The last thing God does is
to use circumstances as a way of
leading people in making
decisions. He allows things to
happen in our lives to guide us.
He opens certain doors and He
closes others. About the same
time I decided to pursue a career
of being a missionary, my
fiancée also made the same
career decision. We both
graduated from Penn State in
the summer of 1974 and set off
to pursue our careers. From a
human point of view, what we
were trying to do was
impossible. We had no money
and most of our family and
friends were unable to relate to
what we were doing, so they did
not support us. But God
provided our needs throug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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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gifts, part-time jobs
and loans. As we began our
seminary studies, God brought
Chinese people into our lives.
Janiene’s roommate was
Chinese. One of the first people
we met was a pastor from Hong
Kong who wanted to become
our friend. These people invited
us to attend a Chinese church in
New York City. The pastor of
that church asked us to come
back every weekend to lead the
youth group. We accepted that
invitation.

This fall we celebrate our
fortieth anniversary of
commitment ministering to
Chinese people. Over the years
we have served in ten different
churches: five church planting
projects and five established
churches. We have faced many
difficult challenges, but we look
back on each experience with a
lot of fond memories.

I realize that any good thing
which has come from my career
as a missionary to Chinese
people is a gift from God. He
placed the desire in my heart to
serve Him when I was a child.
He saved me and gave me a
vision to pursue a career in

missions when I was in college.
He allowed my fiancée to have
the same vision. He placed
Chinese people in our lives, and
has never stopped providing for
our needs.

I have no plans to change
my career path, because I view
my career as God’s calling. I
want to obey the One who has
called me.

壹- 前言

此篇教會歷史簡介為筆者於2013年

在台灣進修休假期間(sabbatical) 於浸

信會神學院修習”教會歷史”之課程所

整理的筆記心得. 願以下的信息分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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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磐石的弟兄姐妹, 認識上帝如何透

過人類的手, 顯出祂奇妙可畏的作為.

特別是藉著祂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的生

命, 深切刻劃出祂的救贖計畫並且用聖

靈, 建立了教會. “基督”以及用基督的

靈所建立的”教會,” 實為研究整個教會

歷史的重心, 缺一不可. 但基督徒信仰

的根基不該僅限於歷史上的證據, 以信

求知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以及

因信以至於信 (from faith to faith) 才是

學習神學歷史所用的正確方法.

貳- 初代教會形成

教會歷史始於十二使徒及當時五百門

耶路撒冷時所建立 (使徒行傳1-7

章). 而當司提反殉道後, 耶路撒冷徒,

在耶穌升天後聖靈於五旬節時的教會

受到來自猶太教的逼迫; 但卻在上帝奇

妙的帶領下, 福音開始廣傳. 在這其間

上帝揀選了使徒保羅成為福音傳向外

邦的代表.

使徒保羅將福音從巴勒斯坦外傳至

歐亞大陸. 當時面對內部猶太基督徒巴

勒斯坦式的信仰 (例如: 割禮), 他們強

調外邦信徒成為基督徒前先要成為猶

太教教徒. 在此期間, 基督教所面臨的

迫害主要是來自於耶路撒冷的猶太教

當局.

在保羅的時代, 當時語言以希臘文為

主. 舊約也被翻譯成希臘文, 而成為七

十士譯本. 並且當代歐亞大陸流行思潮

又受到希羅文化及哲學的影響, 主要的

有新伯拉圖主義 (Neo-Platonism); 強調

靈至善, 物質是邪惡的影響, 很難接受

肉身的耶穌是上帝的信仰. 但保羅大膽

運用智慧用信仰與文化的接觸點, 來闡

述基督教信仰 (例子見使徒行傳17 章:

保羅在雅典稱當地人所拜的未識之神

就是他所傳講的上帝).

參- 後使徒時期

至使徒保羅殉道後, 教會歷史進入後

使徒時期. 基督徒遭到前所未見的迫

害. 著名的有尼錄王 (一世紀) 和丟克里

田 ( Diocletien, 284-305 A.D.). 此一迫害

直到四世紀君士坦丁命基督教為國教

止.

在此期間, 由於在希臘哲學影響下,

出了幾位基督徒神學家. 其中一位游斯

汀 (Justin Martyn 100-165, A.D.) 是第一

位護教學者. 強調信仰與理性的對話,

曾說 “基督教成全了柏拉圖真理.”

但特土良 (Tertullian, 150-230, A.D.)

卻認為哲學與神學並不相干, 神學不應

受希臘哲學的影響. 他的名言是：”雅典

與耶路撒冷何干? 學院與教會何干? 異

教徒與基督徒何干?” 特土良的主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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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貢獻是有關三位一體論的論述:“ 所

有（三個：父、子和聖靈）都是屬於一位,

因為在本質上是一; 儘管這計劃的奧秘

仍然要謹慎保護著, 但這個計劃把一擴

散為三, 按照秩序有三個位格──父、子

和聖靈. 然而, 這三並不是在於形態, 而

是在於地位; 不是在於本質, 而是在於

形式; 不是在於能力, 而是在於面向. 但

是, 這三同屬一個本質, 一個形態與一

個能力.” (Wikipedia)在此期間, 同時出

現亞流派 (Arius) 的異端: 認為耶穌是

基督, 但是是被造的 (Homoiousios, 類

似). 在君士坦丁支持的尼西亞會議

(325 A.D.)中, 才被認定為異端, 因此三

位一體論才被確認.

事實上, 初期教會受到諸如此類地異

端攪擾層出不窮, 但在上帝奇妙的引導

下, 一個清晰而又有系統的正統神學架

構便孕育而生. 神學家奧古斯丁便是其

中一例。 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A.D., a theologian of his time)

是生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之後, 當面

對異端興起時, 建立完整基督教信仰體

系 (教義)的第一人. 似乎在教會歷史上,

每當異端出現, 基督徒們才感到有樹立

正統信仰的迫切需要.

肆- 中古時期

自貴格利一世 (Gregory the Great,

540-604 A.D.) 到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發

動宗教改革運動之間, 可稱為基督教歷

史上的黑暗時期. 在此一時期, 羅馬政

權瓦解, 面對外族入侵, 在教會中充斥

著異教與異文化的宗教色彩, 政教合一

的副效應開始如火般地蔓延. 教皇制度

的實施, 使得有罪人身分的人權高漲.

教會信徒及領袖靈性低落, 造成近乎長

達一千年的中古黑暗時期. 這段時期的

歷程就像是潘霍華所描述的 “The

experience of the absence of God.”

這長達一千年的教會歷史, 不禁讓人

懷疑上帝是否還參予人類的歷史(The

absence of experience of God)? 這的確

是一個難解的奧秘. 但我個人仍相信上

帝並未放棄人類. 祂仍然按著祂自己的

時間表, 一步步地來成就祂所預定的

事. 馬丁路德的出現便是一個好的證

明.

當然在此期間, 正值中古時期政治

宗教混亂不堪以及人們道德生活低落

之時, 仍然有許多基督徒不與世界同流

合汙, 堅定地持守聖潔自律的生活, 作

為信徒的榜樣. 例如修會的成立, 他們

過簡樸的生活並具有捨己的精神, 並將

操練敬虔的焦點放 在服事照顧周遭貧

窮卑微的人, 為當時敗壞的社會注入一

股清流.

伍- 改教時期

十六世紀上帝興起馬丁路德, 將搖搖

欲墜的基督教信仰恢復原來的面貌-回

歸聖經. 上帝使用馬丁路德強而有力的

日耳曼民族性格, 對當時天主教會諸多

違背聖經教義的教導, 提出質疑; 並宣

告聖經是檢驗信仰为一的準則 (Sola

Scriptura), 而教皇, 教父, 以及教會, 不

是信仰的依據. 他所帶領的助手莫蘭頓

(Philip Melanchthon, 1497-156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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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開始撰寫第一部以因信稱義為中心

的更正 (新) 教神學 (Reformed

Theology).

馬丁路德除了提出唯獨聖經的神

學信仰觀之外, 也提出 ”唯獨恩典”

(Sola Gratia), “唯獨信心” (Sola Fide), 以

及 ”信徒皆祭司”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等聖經重要真理. 在二十四

年後出生的基督教神學家約翰加爾文

添加了”唯獨榮耀” (Soli Deo Gloria). 在

現在的路德宗信仰宣言中亦加入了 “唯

獨基督” (Sola Christo). 無論如何, 經過

長達一千年的中古黑暗時期之後, 上帝

的話語被更有系統地被整理並教導, 一

直到今日.

在改教時期所寫的著述中, 個人

最受益的是約翰加爾文所著的基督教

要義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一書. 在書中, 加爾文用他清晰

又有系統的神學體系, 寫出第一本基督

教的系統神學. 另外, 加爾文所撰寫的

聖經注釋書 (Bible Expository

Commentary), 也是以此神學架構為基

礎, 為整本聖經 (啟示錄除外) 逐句加以

解釋的重要著作.

正當路德在德國推動改教運動之

時, 上帝也在世界其他各地興起祂的僕

人進行宗教改革. 例子有同時期瑞士的

慈運理 (Zwingli Ulrich Huldrych,

1484-1531 A.D.), 以及之後受到加爾文

主義所影響的荷蘭, 蘇格蘭等地, 以及

脫離英國國教前往美洲大陸的清教徒

等等. 宗教改革運動已造成全球性無論

政治, 宗教, 以及, 文化上顯著的影響.

陸- 福音主義運動

更正教經過三個世紀的歷史演進後

亦出現了危機. 自從十六世紀更正教會

脫離天主教會之後, 十七世紀便成為天

主教與更正教互相彼此攻擊最為激烈

的一段時期, 稱之為 “經院神學” 時期.

其中教會充斥著冗長而又枯燥的神學

議題上的爭論.

到了十八世紀, 由於工業革命的

影響, 社會文化的改變, 造成中產階級

的興起, 工人階級人口遽增. 枯燥無味

的神學爭論, 已經無法滿足時代的需

求. 這時奇妙的上帝興起一批自由傳道

人, 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將耶穌拯救世人

的福音, 藉著大型城市佈道的方式, 將

福音廣傳. 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

1703-1791 A.D.) 及懷特菲德 (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A.D.) 便是這時

代主僕的代表.

於十八世紀脫離英國國教(聖公

會)的各宗派: 如長老會, 浸信會, 循道

會, 在此一期間都有很大的成長. 而此

一波的福音運動也興起平信徒對教會

聖工的參與, 以及展開全球性海外的宣

教運動. 其中有在印度宣教的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1761-1834, A.D.) 以及在

非洲的李文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 A.D.). 事實上, 這一波傳福音

運動依然持續正在進行. 在華人圈中常

常聽到的 ”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 便

是其中一例.

13



磐石年刊

柒- 結語

綜觀上帝在人類歷史中的引導, 絕對

不像自然神論者所認為的上帝在人類

歷史中置身事外. 反之, 藉著研究教會

歷史,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上帝依然掌

權, 是歷史的主宰.

從初代教會史, 我們看見上帝藉著外

邦對基督徒的逼迫, 將耶穌是基督的福

音開始廣傳; 在後使徒時代時期, 上帝

藉著異端對基督教信仰的扭曲, 建立了

一套有系統的正統神學架構; 而在中古

時期, 這位似乎沉睡的上帝, 用反向思

考的方式點醒人, 若選擇離開神, 只會

日趨敗壞, 進入黑暗; 並在改教之後, 上

帝繼續用奇妙而有效的方式, 藉著聖

靈, 徹底更新了祂的教會. 時至今日,

“基督教會歷史”應當如何邁向下一階

段? 惟有善用各樣管道及方法, 將使人

得救的福音廣傳至世界各地, 當外邦人

數填滿之時, 主耶穌就必再來! 而你我

都正在上帝的手中成就祂的故事

(History)...

今年，我开始喜欢上游泳，并且

越来越享受其中的快乐。我经常在陪

孩子们游泳时默想，颇有心得。

我清晰地记得儿时刚学会在水面

上换气的那一刻的喜悦，我终于可以

深吸一口气再接着进入水里一直游到

对岸了！我感谢父亲让我在童年上游

泳课，否则我也许到现在还学不会游

泳。我常常忍不住赞叹小孩子对学游

泳惊人的接受力，特别是那些在父母

的陪伴下戏水的婴孩。这让我想到孩

童对于基督信仰的接受程度就如同孩

子对游泳的领悟一样。耶稣说：“让小

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

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太福

音19:14） 为什么耶稣说在天国里的是

像小孩子这样的人呢？我想，是因为

孩子们有单纯信靠的心，所以更加容

易敞开心门，领受到属天的祝福。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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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道理在很多人看来是愚拙的, 正如

哥林多前书 1章 18节所记：“因为十字

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

们得救的人却为　神的大能。”我们的

阅历越增加，

就越依赖我们的经验。经验让我们以

为自己到了水里会沉下去。尽管游泳

老师告诉我们，身体放松就不会沉下

去，很多人还是免不了紧张，越紧张就

越会下沉。而孩子们则单纯地信靠教

他们游泳的教练或是父母，反而很容

易就体验到了水的浮力，可以享受戏

水的自由了。

在我学游泳的过程里我体会最深

的两点是克服惧怕和反复操练。

让我们心生惧怕的往往是对其不

了解的事物。人习惯于陆上的生活，而

对于相对陌生的水的世界会心生惧怕

，以至于有人不敢下水。我就认得这样

一位怕水的美国姐妹。她坦承自己从小

怕水。她上大学时的一门必修的体育

课上要求每个人必须学会游泳，那是

她最痛苦的几节课。她顶多只能让下

巴碰到水，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她

笑称老师让她及格纯粹是不想下学期

还得再教她。回想我对基督信仰最初

的体验也如这位怕水的姐妹一样，同

样也是惧怕，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惧

怕。我记得刚到美国来时，有一个宣教

士来敲我公寓的门，我当即拒绝了她

想要跟我介绍基督信仰的意图。我的

借口是做学生太忙了，没空听她讲有

关上帝的事情。其实，我真正的原因是

惧怕我所不了解的这个信仰，生怕掉

进一个陷阱里。2003年，当林牧师第一

次找我要谈信仰时，我也是用同样的

借口回绝他，还是出于同样的惧怕。然

而主说: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你。”（约书亚记1：5），无论我对祂是怎

样的惧怕和抵挡，主还是让我在磐石

宣道会开始通过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查

经认识了祂。是主的恩典让我从惧怕

转向接纳、认识和信靠。因为“神是爱”

（约翰一书4：8），“爱里没有惧怕；爱既

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约翰一书4：18

）。以前对基督信仰的惧怕被从上帝而

来的喜乐和平安取代了，当我感到惧

怕时，我常提醒自己将心中的忧虑借

着祷告交给上帝，深知祂看顾我。

很多人在害怕时本能地会想要抓

住一样东西，就是常说的“救命稻草”。

我有时陪新手练车时会紧张地抓住车

把手，似乎那样就安全了，其实于事无

补。当我们学会游泳后，我们不再紧

紧抓住什么，而是放手相信水的浮力

会托着我们，我们只管用力挥臂和踢

腿向前游。我越多地认识上帝，就越体

会主是靠得住的，就越能放手，就越享

受自由。耶稣说过：“真理必叫你们得以

自由。”（约翰福音8：32）感谢主，让我

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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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享 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8：

21）

要想学会游泳不仅要克服惧怕，

还要反复练习。我们都知道不能靠读

教科书或是听讲课而学会游泳， 我们

必须要付诸于行动。游泳不是教来的

， 而是学来的。当年上游泳课时，教练

要求我在学会换气之前反复练习漂

游。我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直到有一天

终于能够抬起头在水面上吸气，然后

继续向前游。同样，基督信仰不能只建

立在圣经知识上，我们要在实践中成

长。我喜欢游泳的一个原因，是它让

我全身的肌肉得到锻炼。以前我去

YMCA只在温暖的小池子里稍稍游几个

来回，大多数时候是陪孩子们玩，没有

什么运动的效果。我以前特别怕进入

大池子的那一刻，因为怕冷。 可是，为

了更好的锻炼，我决定还是坚持去大

池子游泳。 开始只能游三、五个来回就

很累了，渐渐的，我可以游得更长，不

那么容易疲劳了，因此就更加享受在

水里安静地游泳。今年暑假里有一天，

小儿子在家中百无聊赖，却不想去游

泳，因为他的几个好伙伴都出门旅行

了。他觉得没有小伙伴在后面追着他

和他比赛，就不好玩。 我提议我和哥哥

跟他比赛，前提是哥哥要让他先游五

秒钟，我和他同时开始游。 我们这样在

大池子比赛了几次后，他去小池子玩。

大儿子还得继续游半个小时才能完成

当天假期体育课的运动要求。大儿子

问我是否愿意和他比赛。 我说：“我当

然比不过你啦，除非让我先开始游五

秒钟。”我们就这样开始比赛了。第一

轮，他轻易地追上我，先到对岸。第二

轮，我们同时到达。第三次，竟然是我

先到岸边。 我问儿子：“是你有意让我

赢呢，还是我有进步了？” 他说：“我不

知道。”我们又比了一次，当然还是他

让我五秒钟。 我又赢了。儿子微笑着

对我说：“妈妈，是你进步了。” 我知道

自己当然不是这么进步神速，不过，刚

才这样刻意快速游几个来回，的确比

我平时那么悠闲地游泳更加锻炼身

体。我想，上帝也希望我们每日锻炼属

灵的肌肉，好让我们灵里更加强壮，与

主同行的过程中步伐更加稳健。

和两个儿子偶尔比赛一下游泳，

很是让我兴奋，然而，我更是期盼能一

个人单独在水中畅游。我想，上帝希望

基督徒成为祷告勇士投身于激烈的属

灵战场，为天国赢得更多的灵魂而

战。祂一定也希望我们很多时候单单

体会与祂独处的美好，浸泡在祂的慈

爱里，享受祂的同在。当我独自浸在水

里游泳时，感到非常的宁静，仿佛这个

世界里只剩下我和托着我的水，感觉

特别地放松。同样，每次我安静地来到

上帝面前等候祂的旨意，享受祂的同

在之后，我又一次重新得力。正如Jerry

Sittser在他的著作The Adventure:

Putting Energy into Your Walk with God

里阐述的“上帝喜悦我们亲近祂，我们

在祂里面找到最大的满足。”

有一次我和当时七岁的小儿子比赛

游泳。我俩几乎是并肩在游。 快到终点

时我觉得他肯定会赢，因为他去年在

游泳队持续的训练让他的速度有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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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提高，而我大多数时间在水里都

是慢慢地游，根本游不快，我现在能够

跟他并肩游，纯粹是因为我的胳膊比

他长。 没想到离岸只有几米时，他停

下来不游了，结果是我先触岸。 后来，

他告诉我，他觉得我一定会赢，就放弃

了。他哪知道我完全是因为坚持到底

而获胜。回想我经历过的很多事情也

是此理。有的事情当时看来遥不可及

我就放弃了，若是坚持一下，也许就能

完成既定的计划。但是有的时候我清

楚地看到前面的目标，确信上帝的带

领，就坚持做下去直到成功。曾经听毕

牧师讲道时提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故

事中的游泳运动员计划只身横渡一个

海峡，这会是当时为止的首例。那天浓

雾弥漫，气温颇低。她游得很艰难，游

了一阵子后决定放弃。她的母亲在一

旁的小船上一直劝她再坚持一下，告

诉她很快就到对岸了。可是她最终还

是决定放弃。等她上船后发现真的离

岸边很近了，颇为懊悔。她在事后的记

者招待会上说，她当时如果能看到对

岸，一定能够坚持游下去。后来她再度

尝试，坚持不懈地向前游，真的完成了

横渡这个海峡的壮举。我当然不会投

身于竞技游泳，练习游泳的过程帮助

我操练恒心和毅力，还时不时想到圣

经上的应许：“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馬可福音13：13）“他也必坚固你们到

底。”（哥林多前书1：8）

就像任何其他运动一样，良好的装备

可以让人更加享受游泳的乐趣。前两

年我的小儿子总是丢了泳镜而常常拿

我的用，等我再买一副后他又很快把

他的泳镜丢了，又问我借。结果是我游

泳时常常没有泳镜可戴，就只好把头

一直露在水面上，斜着身子游。现在他

真的长大了，游完泳后记得把各样物

品放回包里，我终于可以戴着泳镜好

好地游，感觉大不一样了，省力了很

多。为了让我们跟随上帝的脚步更加

稳妥，我们必须要更好地理解圣经，最

能开启我们的心智去明白圣经的教导

的是上帝所赐的圣灵。每一个重生得

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内驻在我们里面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时时留意圣灵

温柔的提醒。我们经常忘记向祂寻求

帮助。现今的时代不仅有先人留下的

著作，还有前所未有的网上资源可以

帮助我们很快地了解经文写作的背景

，地理、历史状况等知识便于我们理解

圣经，还有各样的神学课程或是查经

班让我们可以在老师的教导下一起学

习。真的要好好把握机会！

去YMCA游泳时常看到一些熟悉的面

孔，我真是佩服他们坚持锻炼身体的

毅力。 我希望自己不仅坚持锻炼身体，

更加持守每日读经和祷告的时间，能

够更好地与主同行，因为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前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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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多年，终蒙应允，加入“友爱中

华”，开始了全职事奉主耶稣的生涯。

回顾这段寻求历程，就像诗篇所说：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

我的道路。（诗篇142：3）”我纵然时常

发昏，主的带领却奇妙可畏。写下这些

文字，愿主使用，让我们同得鼓励。

首次“奉献”是在2006年底的“中国福

音大会”。那时信主不久，并不明白这

意味着什么。而主的带领就在这不知

不觉之中开始了：2007年底，由于一个

偶然原因，我没有通过博士资格考

试。困惑之中，主让我为祂组建一只

乐队。这件事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

这时开始，随后的日子，满了神的恩典

和令人惊奇赞叹的神迹奇事，我若数

算，大概可以体会约翰所说，“都写成

书，就是世界也容纳不下。（约翰福音

21章25节）”。（您若有兴趣，我愿分

享这些故事。）而我的心思意念早已在

这不知不觉之中，离开了自己所规划

的人生，被这无可比拟的喜乐满足吸

引到主的座前。

再次接触“奉献”，就到了2009年。当时

，博士即将毕业，找工作却很难。传道

人建议：不如加入“友爱中华”吧，让这

两年我们一起同工所做的成为你的职

业。同时，他也推荐我读了一本《上山

之钥》。这时，我心里已经知道呼召，

奉献，全职事奉的意义。但自问，我有

清楚主的呼召么？比较《圣经》里古圣

先贤的蒙召，比较身边奉献之人的蒙

召，我好像没有什么领受。若这不是主

的呼召，就只是为找工作，实在不美。

后来，伴随着神迹奇事，主就把我带到

了宾州州立大学，一个赫赫有名的实

验室，开始了博士后生涯。（详见2010

年刊《耶利哥大城倾倒了》）

神迹奇事，新学校，新生活，多么激

动！但同时，还有个新问题：为什么主

的呼召就没有临到我呢？主大大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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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中的工作。可无论取得多么完美

的实验数据，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遗

憾萦绕心头，心中隐约觉得，这不是我

期待的人生。一次，带着这些数据参加

了一个学术会议，在报告的最后，我私

自加了一句“感谢耶稣基督，祂吩咐虫

子（我们是昆虫学实验室）听从我的指

挥。”全场爆笑。不久，我受到了教授

的批评，他认为我使别人认为我们不

是“严肃的科学家”。这让我十分紧张，

但突然，主的启示让我豁然开朗：谁说

我必须是“严肃的科学家”呢？心中一

阵激动，主果然对我另有带领？满心

期待：主啊，若不是科学家，你让我作

什么呢？

盼望虽然美丽，等待却难熬。随后日

子充满各样的试探和试炼。主耶稣却

用祂大能的手，带领我行过这些死荫

幽谷。首要问题：不能免俗，是钱：显然

，我需要工资养家，于是每次实验室经

费危机时，我都紧张祷告，求主让教授

获得更多经费，或者让我换一个经费

充足的实验室。往复数次，我意识到：

我错了，如此反复，何时是尽头？我决

定，不再求新的工作合同，但求主的心

意。从这时起，我和家人一起经历了一

段信心的低谷。

随后一年，主虽然又给我一份博士后

的工作，但却显明：这是最后一份，终

止于2014年2月。主显明心意：我不是

科学家，也显明心意：不让我落入诸如

“开餐馆”这样的试探。然而，我心目中

那些“常规”的服事道路却没有显明，比

如神学院的学费，对我来说是个不可

逾越的障碍。这些年的服事，看起来也

不像个全职传道人。至于全职音乐事

奉，更不现实。有时候我会疑惑：我是

不是错了？也许主没有呼召我全职事

奉祂？可想到这些年，主借着我的手

所成就的，看到那些生命的改变，就算

是我自作多情，一厢情愿，也是值得，

没什么可后悔的。

困惑中，为服事之故，我来到了2013

年“华人差传大会”。回想2010年差传大

会时，满心盼望，期待在会上可以领受

什么特别的信心，就等着号召宣教士

上台的时候跑上去。而这一次，我却想

，最好不要让我听到任何有关呼召的

问题，我就专注于我手所作的服事吧，

至于未来，我懒得想，就算是一天的难

处一天当（马太福音6：34）。不过，如诗

篇所说：我到哪里逃，躲避你的面（139

：6）？讲员终于问出了这个我不愿面对

的问题，于是，几年来所有的纠结涌上

心头……百感交集中，我对主说：倘若

是我错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你面前，

在众人面前表达我的心愿。于是，走到

了台前……

终于，2014年2月，期限临近，人生方

向依然未知。在走投无路的祷告中，突

然之间，主显明了祂的异象：这扇当年

就摆在我面前的门，“友爱中华”再次摆

在了面前。我所享受的事工，在人眼中

，不能成为职业，而在主手中，却是大

蒙悦纳。这正是主为我所预备的道路

，就像主常常做出在我看来不可能实

现的事情一样。而这校园华人福音的

19



磐石年刊

担子，既然是主的托付，那么必须实现

，不计代价。——这是主所赐的信心。

主耶穌的應許

馬太福音11:28，“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我曾在黑夜裡流淚，在神面前埋

怨我的始祖亞當，“他作甚麼不好，非

要亂吃東西，就因為他，導致我現在‘必

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創世記

3:17)’！”

• 安息＝休息？

我曾以為安息就是休息，因為在神藉

著摩西所頒發的十誡中，論到安息日，

說，“無論何工都不可作”(出埃及記

20:10)。因此我很滿意自己喜歡休息、

睡覺的特質。我曾經坐50個小時的火

車從北京到成都，其中我睡了48個小

時。我坐飛機往返中國與美國，對付時

差的極有效的方法就是睡三天三夜決

不起來。曾經有一位主裡的姐妹非常認

真地勸戒我，說，“睡太多是容易短命

的。”我毫不以為然，說，“這多好阿！

我睡著睡著，還能早點去見主耶穌。”

我的回答令這位姐妹非常生氣，說：“你

就這麼兩手空空去見主耶穌嗎？”我卻

不理

解她為何生氣，因為在我想來，“創造

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象缺少甚麼 (使徒行傳17:24-25)。”

他豈會缺少甚麼，要我帶去給他呢？

• 休息 OR 懶惰？

我這樣想著，就在不該休息的時候也

休息了，為此我使用一切手段和藉口

偷懶。而且我偷懶的技巧高超，人不容

易能看出來，反而會覺得我的工作效率

不錯。我偷懶的藉口也不是騙人，比如

我想用“肚子痛”的藉口偷懶不去工作，

下一刻我就真的能讓肚子痛起來。可是

我的休息並沒有讓我安息，因為我的心

煩亂不安。我越來越清晰地知道偷懶

是神所不喜悅的，卻無法遏制地想要

偷懶。我向神禱告很長時間，想要在工

作和服事上忠心，卻沒有甚麼改變。我

想要早上按時起來去工作，就夢見自己

已經起來了。等我發現夢中不合理的地

方，知道自己在做夢，努力想要醒過來

，然後以為自己醒過來了，卻是進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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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夢境。這樣的事反覆再三，直到

我必須要奉主的名驅散那綑綁我的夢

才能醒來。

• 安息 REQUIRES 忠心 REQUIRES 熱

忱？

今年6月，我收到8月讀經營的作業，

題目是“可拉後裔的詩”(詩篇42-49,

84-85, 87-88)。可拉的後裔的職分是管

理神的會幕，其中有音樂的服事，也有

在神的殿中看門。因為不知道報告要怎

麼寫，我就一遍遍地讀這些詩篇。有一

天，我忽然感受到可拉的後裔極其熱愛

他們的工作。詩篇42：4，“我從前與眾

人同往，用歡呼稱讚的聲音，領他們到

神的殿裡，大家守節。我追想這些事，

我的心極其悲傷。”不能繼續自己在神

殿中的職分，詩人是“極其悲傷”，我會

嗎？我不會，因為我喜愛偷懶勝過所

有的工作。到了詩篇43:4，“我就走到神

的祭壇，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神阿！

我的神，我要彈琴稱讚你。”詩人滿懷

喜樂，因為他又可以在神的祭壇前彈琴

稱頌，這是他所受的職分，是他所熱愛

的，是他的榮耀。我可以感受到詩人的

安息，那不是休息、睡覺，而是找到自

己所屬之地的喜樂與幸福。我又聽見詩

篇84:10，“寧可在我神殿中看門，不願

住在惡人的帳棚裡。”這時羅馬書12:11

就跳出來，說：“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

火熱，常常服事主。”我就說，我是愚昧

的，因為我讀不懂我主智慧的言語。這

羅馬書我已經讀過，我還能找到這節經

文的出處，卻從來沒有將它融入我的生

命。我不就是那“看是看見，卻不曉得；

聽是聽見，卻不明白 (馬可福音4:12)”

的嗎？

那時，我發現我眼中的忠心是說話算

數、按時完工、得到結果，而神眼中的

忠心需要熱忱。我就想起偶爾當我懷著

熱忱工作的時候，無論工作的果效如何

，我都品嚐到安息的喜樂與美好。從那

時候起，我不再向神求我眼中的忠心，

我開始向神求工作與服事中的熱忱。在

這幾個月的時間裡，神都豐豐富富地恩

賜給我。7月底我完成了PhD的答辯，然

後去到讀經營。有人問我說，“博士的

研究、論文、答辯不是很忙嗎？你為何

還讀聖經、寫讀經營的報告？”我就回

答說，“因為我必須先好好讀聖經，才

能好好讀專業文獻。”我知道我完成

PhD的學業完全是靠著神的恩典，因為

他從懶惰的罪中釋放了我，否則我當品

嚐到箴言24:33-34的後果，“再睡片時，

打盹片時，抱著手躺臥片時，你的貧窮

，就必如強盜速來；你的缺乏，彷彿拿

兵器的人來到。”

• 在地上品嚐天上的安息

我感謝神，因他大有恩典與憐憫，他

沒有照著我當得的報應我。不僅如此，

讀經營的一天清晨，我在心中對神的讚

美中醒來，我就稍稍品嚐到那在天上

永不止息的讚美中的安息，“Every day,

I'll awaken my praise. And pour out a

song from my heart.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 ”原來在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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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息，就是“我醒了的時候，得見你

的形象，就心滿意足了”(詩篇16:15)。

與安息對立的不是工作，而是勞苦。

我的勞苦來源於我懶惰的罪，你的勞苦

或許有別的來源，其中或許有別人的罪

，有環境的破壞，有惡者的迫害。然而

我們的主是信實的，是大能的，是滿有

憐憫與恩典的，他說，“凡勞苦擔重擔

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

安息 (馬太福音11:28)。”你在工作中勞

苦嗎？你在服事中勞苦嗎？你願意到

主的面前來，讓主為你成就這安息的應

許嗎？我願意照著我自己的經歷，邀請

你每天早早醒起，到主的面前來讀經禱

告，與主講話，聽主的聲音。如果你不

理解為何要早起，其實我也曾經很不理

解，然而我生命的經歷告訴我這個事實

，就是早早醒起真是上好的福分。大衛

逃避掃羅，藏在洞裡的時候說，“我的

靈阿！你當醒起；琴瑟阿，你們當醒起；

我自己要極早醒起 (詩篇57:8)。”

磐石宣道会有许多团契，其中有一个
长辈查经团契，顾名思义，这个团契是

为老年人设立的。但实际上，这个团契

不仅有老年人，也有中年人，有时甚至
个别年轻人也来探讨一些问题。来我
们这个团契的，大多数是来探亲的华

人父母，有来看望子女的，有来为子女
照看孩子的，有来美国观光旅游的，还
有来避暑度假的……虽然大家来美国
的目的不同，但他们来到教会，都是为
了认识我们的真神耶和华。他们来到
这个团契，为了走进神的家，了解神的

道，进而认识真理。两位牧师和弟兄姊
妹为了这个团契，把自己全身心地奉
献给主，包括接送多位不会开车的老
姊妹、老弟兄。在这里，大家用乡音交
谈，倾诉自己的感受和心得，一下子找

到了知音，找到了良伴，也找到了力量
和智慧。更可喜的是，许多人找到了唯
一的真神救主耶稣基督，明白了在世
上活着是为了什么，明白了我们将来
要到哪里去，让自己在基督里过着有
盼望的老年生活。

在两位牧师的带领下，每逢星期
二上午，大家迫不及待地来到教会，互
相问候，拥抱在一起，诉说神的恩典和
祝福，以及一周来遇到的神迹和感受。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都说一周来
最盼望着这一天，希望来这里和弟兄
姊妹们欢聚一堂，畅谈友情。王月玲教
授和陶春娇老师等姊妹说得好：有什么
事情都不能耽误我们周二 来聚会的时
间，因为这个时间大家可以互相谈心，

学习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我们都
很喜欢来。

你来到教会，会看到许多人为主
摆上自己，为大家服务无怨无悔。特别

是牧师和其他同工，热情地接送有困
难的老人，帮助他们去商店购物，给大

家解决了许多困难。每次牧师都为我
们祷告，使我们得到安慰和鼓励，逐渐

认识到神的力量是无限的，认识到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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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靠神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而个人
的力量是非常微小的。杨崇秀老师常
常为主做见证，劝导大家遇到任何事
情第一时间要祷告，把难处交给主，主
会负责到底的。是的，这是实实在在的
真理。

候秀英、马成芝等姊妹都有很多
见证实例，证实主耶稣在她们灵里的

工作。她们每天早晨5 点钟就跪在床上
祷告，为自己的病痛、为家人的难处、
为弟兄姊妹的疾病，特别为危重病人

献上她们的祷告，祈求主医治，这些祷
告都非常有功效。大家非常喜爱这个
团契，因为神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每

个人的心里做工，神是监察人心的
啊！

在查经读经的过程中，我们一卷
书一卷书地顺序查考 ，一章一章地仔
细阅读，大家分享心得，提出问题和解

疑释难，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两位牧师
特别敬重各位家长，他们满怀爱心地
为大家讲解圣经的灵意，教导大家领

会神的心意，因为神看人看事与世人
的看法是绝然不同的。这一切，对大家
的启迪非常重要。

我们的团契有自己的一个班歌，
那就是《爱的真谛》，歌词是从圣经来
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
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
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
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每次唱这首歌时，都用经文
对照自己，大家都心领神会，自觉找出

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不论在教会，还是
在家里，许多人能用神的话语改变自
己，追求神的爱在自己心里扎根，用神
给的力量和恩典活出神的祝福，做一

个与一般世人不一样的长辈人。

在这里探亲的短短几个月，很多
人信了主，继而受了洗，成为主的门
徒。他们欢喜地热泪盈眶，兴奋地奔走
相告：“我是神的孩子了，我是神的孩子
了啊！”

来美探亲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真
诚地邀请你们来我们教会，来我们这

个团契，感受神的恩典，感受弟兄姊妹
之间的亲情，用乡音诉说你的心声，共
度这美好的一天！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马可福音12章

41-44节的经文。在这里讲到穷寡妇的

奉献。我把读这段经文的一点笔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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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这些年的看见及感悟，写出来与

大家共勉。

当时，在圣殿的女院里有十三个奉献

箱，用来接收敬拜者的奉献。这些奉献

箱据记载是像倒着的号筒。人只看自

己投在里面的，但看不见别人所投的

以及里面所有的。这可能是为什么今

天的奉献箱都是有很小的口的由来吧。

首先，圣经在这里（及很多的地方）都

讲到钱，讲得多说明这个TOPIC对我们

真的很重要。马太福音6：21讲

到“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

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穷寡妇和财主都

在奉献。所以奉献是一个认识神敬拜

神的人当作的事，是理所应当的。 在同

一章前面讲到另外一件事，耶稣说：“该

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

神”。我们给政府纳税就很少问为什

么。

其次，这里写的很有意思。耶稣对银

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很明

显，我们奉献是给神的，不是做给人看

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想我们自己奉

献多少，但神是看我们怎样投钱入箱，

我们的心如何。因为人的行为反映出

我们心里的东西。有的英文圣经翻译

的很形象，财主扔了（threw  in）若干的

钱，寡妇放了（put in）两个小钱。扔的

好像很气派，但放的人很谨慎，因为我

们是献给神的。

再次，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奉献的人

不要彼此比较。圣经上提到强壮的要

担当软弱的。有的人在奉献上的信心

大，有的人的信心小。个人要省察自己

所行的，而不是盯着别人所做的。只是

我们要记住，我们个人要为我们所行

的将来在神的面前交账。如果我们在

金钱上蒙了神的赐予，却没有把当纳

的交给神，我们可能是在夺取神的物

了。神没有看我们奉献的多少，而是看

我们奉献的心，并且他也确实知道我

们的心。所以他看重寡妇的奉献超过

财主的奉献。因为他知道她把一切养

生的都投上了，而财主家里有余。

金钱的奉献虽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

但神在圣经里有很多关于金钱奉献乐

捐的教导。在奉献的事上我们可以学

习行为，再学习信心。看到教会有的小

孩子们主日把自己的奉献用信封包上

给神，真的为他们高兴。我和内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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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基督家庭里长大，也没有奉献

的习惯。奉献的开始也是跟着别的弟

兄姐妹的样子去做，奉献的信心才慢

慢的成长。记得多年前刚开始工作时

，有一位弟兄跟我们小组分享时，说如

果我们还在想奉献是税前税后的问题

，那说明我们还在跟神斤斤计较。玛

拉基书有很多关于奉献的教导。加上

后面的二马，我戏称作三马（玛）。里

面说犹太人把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

献给神为祭物。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

喜悦你？在那位弟兄分享后不久，自己

在思想时，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我不是

也拿余剩的给神呢？先有401K，

Healthcare， IRA， 等等以后， 才把自己

想纳的给神。看人，我跟犹太人有什么

区别呢？！谢谢神的提醒。这一关过

了，但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功课要学。所

以没有开始奉献的要尽快尝试开始，

没有工作的也可以尝试。而且从小钱

开始比较容易。1000块的十分之一是

100， 10000块的十分之一是1000。以

此类推，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世界上

的富翁会想办法避税逃税了。

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他可以为我们

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们。林后8：9

讲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

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

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就像《读

经指引》里所分享的，财物奉献的属灵

价值和真实意义，乃在表明基督的原

则，活出基督的模型。求神怜悯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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