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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Robinson／著

身為一個牧者，我最常遇見的
問題就是，神愛每個人都一樣多嗎？
換句話說，祂愛那個把保羅送上斷頭
台的尼祿王，與愛一生忠心服事祂的
葛培理一樣多嗎？又或祂愛敵對祂的
人與憑信心認真悔改信祂的人一樣
多嗎？還有神只恨罪，卻愛罪人，對
嗎？
這是個複雜難解的問題，但許多
時候，基督徒試著用一個簡單的答案
來塘塞問者。有史以來，為這個問題

給答案的人可分兩派：一派人用不合
格的「是」作答；另一派的人用不合
格的「非」作答！其實真相往往是隱
藏在細節裏的。耶穌所謂的「世人」
是指哪些人呢？論到神是愛，約翰福
音3章16節是否就是我們惟一可根據
的經文呢？
針對「神是愛」這個題目，三一
神學院的教授卡森（D. A. Carson）
在其所著的《論神是愛這個難解的教
義》（The Difficult Doctrine of the Love of

賈思婷／譯

God）中，給了最細膩、微妙又有力
的答案。卡森指出，聖經中談到神的
愛時，指出五種神的愛：

壹、五種神的愛
一、父神與子神內部間特有的三位一
體之愛
這種特有的愛，使得基督教的一
神論與世間其他的一神論有別，因為
只有這種愛才能顯示出神的啟示與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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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約翰福音論到這種愛的教導特別
多（參約3: 35; 5: 20），惟有父神與
子神內部所特有的這種愛，能將祂們
之間那完全且絕對不受罪所影響的關
係表達出來，而這種愛也成為耶穌與
所有跟隨祂的人之間彼此相愛的一個
模範。在這種愛中，父神對子神的愛
沒有救贖之意，而子神愛父神也從來
不含蒙赦免而心懷感恩之意。父神與
子神之間的這種愛，一點也不包含神
對那些帶有祂形像、卻悖逆反抗祂之
人所含的怒氣，與在十字架上所彰顯
的愛。

二、神對受造界的供應之愛
聖經提到「愛」這個字的經文
並不多，但這個主題卻是處處可見。
當神創造之工完成而罪尚未汙染受
造界之前，神看祂所有的創造都是
「好的」（創1章），因為這是一位
擁有完全之愛的神的最佳設計。在人
類被造以先，即使在無人眼欣賞之
際，連野地的草，神都會給它穿上美
麗的裝飾。獅子吼叫尋食，神就賜它
們食物。耶穌描述天父的創造時，如
此說，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
收，也不積蓄在倉裏，天父一樣尚且
養活它們（太6章）。因為祂是一位
愛之神，是一位有恩慈又有愛心的萬
物供應者。若以此類推，我們就可以
得知耶穌的意思—我們的神也會供
應祂百姓的需要，祂若非是這樣的一
位神，那就真是講不通了。

三、神對普天下墮落之人獨有的救贖
之愛
約翰福音3章16節：「神愛『世

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此處的「世人」（或作「世
界」，kosmos）有人將之解作「蒙揀
選之人」，但約翰福音中似乎並沒
有這個意思。約翰在其書信中通常用
「世界」一詞，來描述一個故意藉犯
罪來頂撞神的道德次序，約翰不是用
這個字來描述「世界」有多大，而是
要描述這個世界有多「壞」。這節聖
經不是要描述神所賜的愛範圍可涉及
多廣，一如我們所生活的世界那麼廣
大，而是說，我們乃是罪大惡極的一
個群體。
儘管如此，約翰在其他書信中，
如約翰一書2章2節，也用過同一個字
「世界」（譯者註：和合本將之譯作
「普天下人」），在這節經文中，約
翰用「世界」一詞把「大」與「壞」
都包含了進去。更重要的是，主耶穌
的門徒本來也都屬於這個罪大惡極
的群體，但神把他們選召了出來（如
約翰福音15章19節所說：「你們不
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
們。」），可見神的愛是多麼的長闊
高深！

四、神對蒙祂揀選之人獨特、有效又
有條件之愛
所謂「蒙祂揀選之人」可以指整
體以色列民，也可以指教會，或任何
的基督徒群體。不論是指哪個群體，
神對祂所揀選之人有特別的感情，是
其他人所享受不到的。申命記7章7-8
節如此說：「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
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
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
們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
們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脫離埃
及王法老的手。」此處神很清楚地
表明，以色列民與其他民族有別的地
方，只在於神的愛。神定意愛以色列
人，而沒有選擇愛其他的民族。
神的這種愛與前三種愛有別，
而這種看來是有點偏心的愛在聖經他
處也常常出現，諸如，瑪拉基書1章
2-3節，神說：「以掃不是雅各的哥
哥麼？我卻愛雅各，惡以掃。」你可
以用各種方法來解釋這是閃族文化的
一部分，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極端
的描述方式，很清楚地顯明了神的絕
對偏好，祂的確愛祂所揀選的人。新
約聖經中也有類似的描述，講到基督
「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弗5: 25）
同時新約聖經一再提到，神的確愛那
些組成祂教會的成員。

五、神對肯順服祂的選民所賜有條件
之愛
順服是認識神不可或缺的一個
關係結構，這與我們如何信主無關，
而與我們一旦認識祂而想與祂建立進
一步的關係有關。因此猶大如此勸勉
他的讀者說：「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
中。」（猶21節）這句話說明了，有
些人是不會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耶
穌也勸勉祂的門徒要「常在我的愛
裏」（約15: 9）。又說：「你們若遵
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約
15: 10）。
除了以上五點外，卡森又說：
「用一個淺顯的例子來說明，那就有
如我的孩子，不論是好是壞，我對他

們的愛都是不改變的，然而他們也都
明白，他們應保守自己在我的愛中。
如果他們晚上過了規定回家的時間卻
故意不回家，他們一定知道自己的下
場會是什麼：不但會挨罵，也會失去
一些特權。我不需要提醒他們，我責
備他們是因為我愛他們。不論我罰他
們禁足，或特地帶他們出去吃飯、釣
魚，或帶他們去聽他們喜歡的音樂
會，兩者都是出於我愛他們，但兩者
的不同是，前者的經歷讓他們知道不
順服讓我生氣，後者則讓他們體會到
保守自己在我的愛中的快樂。」

貳、三個重要的警告
卡森又對牧者們提出警告，當他
們論到神的愛時要注意以下三件事：

一、不要太絕對
如果我們對神揀選的愛太過強
調，會讓我們變成極端的加爾文主

義。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太強調神對
受造者無止境的供應之愛，我們則有
可能落入泛神論，或其他與聖經教導
不合的一神論中。

對聖經如何論到神的愛要有完整的理
解，否則我們所傳遞給別人的神學概
念，其後果可能是可悲的。」

叁、感恩而來的喜樂
二、不要將之劃分得太清楚
我們無法把神按祂的愛非常機械
化來分析，神永遠愛祂所揀選的人與
祂所造的世界。

三、按聖經來衡量基督徒慣用的術語
聖經中有許多論到神之愛的經
文，可以幫助我們對基督徒慣用的種
種術語和說法有更清楚的概念，諸
如：「神會無條件的愛我們」，「神
對每個人愛的程度都是一樣的」等
等。聖經中多處說到神的愛是有條件
的，與我們是否順服祂有關。但換一
個角度來看，神的愛也的確是沒有條
件的，但那是因為基督的順服所帶給
我們的福氣。
所以，卡森如此結論說：「我們

神愛罪人這一點不但令我們訝
異，也令我們感到謙卑。這絕不是一
個學術性的觀念而已，誠如詩人所
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
算什麼，你竟眷顧他？」（詩8: 4）
神愛祂的百姓、祂的受造者，也愛這
個沉淪的世界，神這種無法測透的愛
令我們不得不熱切地敬拜祂，與保羅
一樣開口承認說：是的，「因為萬有
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
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羅
11: 36）
（註：本文選自2017年3月13號〈福
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博
客）

位置有限，歡迎儘早報名！

MIN 119∕ 宗教改革的歷史神學
開課時間：2017年7月21-23日

教師：張麟至牧師

本課的目的在於（1）明白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歷史真相；（2）掌握其神學思潮與發展；（3）吸取基
督教人文主義包括文藝復興之精髓；（4）更深明白相關經文的意義，拓深釋經內容；（5）由教義／
靈命史和教會人物，豐富靈命及強化事奉；（6）以史為鑑，可知神國興替之奧祕，善盡今日的文化使
命，為「中國崛起」提供神學動力。

授課地點：Day's Hotel,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學費：正式修課（修學分）每門$180；旁聽（不修學分）每門$95。
（學生如已有學士學位，選課學分成績在B或以上的課程及學分，可轉
美國南卡州 "哥倫比亞聖經神學研究院"，簡稱CIU)

主辦單位：更新傳道會

*連絡方式：
更新網站：www.crmnj.org
或電話：732-828-4545；傳真報名： (732)745-2878

基督徒對今日文化的再思
（一）手機如何改變我們？
Tony Reinke

著

1. 使我們的注意力降低與變短
2. 忽視親人的需要
3. 重視即時的認可
4. 對閱讀失去興趣
5. 不愛用頭腦思想，喜歡使用現成的產品
6. 會逐漸與我們喜歡看的認同
7. 變得孤僻
8. 對自己隱密的惡習不再以為然
9. 擔心自己錯過任何消息
10. 對周圍的人失去耐心與愛心
11. 不知如何在時空中為自己的角色定位
12. 失去生存的意義與目的

（二）我們還需要唱聖詩嗎？
Jonathan Aigner著

賈思婷譯

你只要上谷歌去查一下，就會發現這是個自2012年
就開始討論不完的題目，反對的理由都很正當：沒有人
會唱那些老詩歌、弟兄們都不開口、好像在表演一樣、
信徒不夠愛主。
說真的，這些理由聽起來都很有道理。但我愈想
就愈覺得我們問錯了問題。與其問大家為什麼都不開口
唱，我們該問：「大家為什麼要唱聖詩？」真有必要嗎？
論到教會集體敬拜時的唱詩，我們不能否認，時代
實在改變得太多了！
首先，我們對集體敬拜的看法改變了，敬拜不是
為信徒，而是變成是為非信徒預備的。所以許多傳統敬
拜的儀式取消了─包括集體開聲禱告、認信、回應等
等，這些不再被視為是敬拜重要的項目，所謂的敬拜就
只要唱讚美短詩就可以了，甚至講道的時間也縮短了。
敬拜時會眾不必參與，只有當樂器聲響起時，才需加入。
不僅如此，我們集體敬拜時所用的音樂也變得與
神的故事無關，而是為了引進某種感覺，讓我們能體會
自己與全能者間親密的關係。音樂被用來取代聖靈真正
的工作：如果某首歌能感動我，那一定就是聖靈在動工
（但滑稽的是聖靈往往都是在音樂變調時才動工）！是
的，時代改變了，過去的敬拜是以述說一個神聖的故事
為主，音樂只是作為輔助，讓敬拜者更了解神聖故事的

內容，但今天的敬拜似乎注重於音樂所帶來的情調，因
我們認為音樂能喚醒各人內心與神真正的連接。因此，
會眾在敬拜時不是要用詩歌來述說神的故事，而是希望
音樂響起時，能帶給我們歡樂的感受。
然而這還不是我們最大的問題，自從唱片流行以
來，人們創造音樂的能力似乎漸漸減退。但由歷史的角
度來看，教會仍然能夠藉著教導會眾唱詩和幫助信徒理
解音樂所要表達的意思，來抵制這種影響力。教會向
來有詩班，但現在教會似乎也向文化妥協，不再在教會
訓練音樂人才，而是儘可能找一些原本就有音樂天分的
人站在講台上領唱。過去我們可以在敬拜時聽到不同音
色、音階和音樂紋理的組合，信徒一同發聲將透過基督
所成就的工作歸榮耀與神，但如今我們只會聽到獨唱或
少數幾個人配合電子樂器組合對著我們獻唱。於是，我
們不再教導如何用聲音來歌頌神，教會集體開聲讚美神
的歌唱聲，似乎被擴音機傳出來的響聲給遮蓋住了。
不僅如此，我們基督教有數百年極豐富的聖樂傳
統，藉著和聲的框架，用美麗可唱出的旋律來表達；更
好的是，每個世代的信徒都可以在其上加上自己最好的
貢獻。但今天我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聖樂的字句太難
懂，會影響我們內心的感受，於是我們用市面上為獨唱
者錄製的音樂來取代傳統的詩歌。是的，不錯，我們用
為一兩位歌唱者創作的讚美詩來取代我們可以合唱的聖
詩；我們也不再用詩本，認為一則太重，二則要印太多
紙版的歌本亦不合環保的觀念。不用詩本的缺點是能看
譜的人越來越少。而將歌詞打在螢幕上，往往因為轉換
得太快，歌詞一下就不見了，令不會唱的人走過整首
詩，尚未弄清歌詞的真正意思時，整首詩歌就已經唱完
了。另一個缺點則是，當大家伸長脖子望著打出來的字
幕時，大家並不知道，下一個音節該長還是該短，也
不知道下一節是高是低，只能跟著領唱者哼著唱完整首
歌。在這種情況下，教會不再需要會看譜的信徒進一步
投入音樂事奉，而是鼓勵大家跟著領唱者唱就可以了，
或是多聽收音機中播放的讚美詩，聽久也就會唱了。
再說，在過去我們使用各種傳統樂器，樂器的組合
有如畫家的調色板，令會眾的合唱變得更有聲有色，充
滿活力。如今搖滾樂器和領唱者取代了會眾的齊唱，會
眾成了陪伴領唱者或領唱團隊的伴唱，與他們同唱他們
最喜愛的歌（卻不見得是會眾喜愛的）。有時領唱者若
在樂器上再加上一些變化，或變快或變慢，會眾就更難
跟得上了。
敬拜隨著時代的改變在改變：

我們在敬拜時將會眾可以參與的範圍變小了；
我們在敬拜時把傳統有紀律的教會音樂，用以觸動
會眾內心感受的音樂來取代；
我們不再鼓勵會眾在聖樂的學習上繼續長進；
我們唱的是多半為獨唱者創作的音樂；
我們選用的樂器不一定是會眾習慣的；
我們的音樂不是帶領會眾敬拜，許多時候倒是有點
像在表演。
若果真是這樣，我們為何還要問會眾為何不開口
唱詩呢？也許我們更該想想該如何設計一些敬拜的策略
幫助信徒參與。第一要件就是應該設法提供一些會眾可
以齊聲唱的音樂，因為今天有許多讚美詩是用樂器來主
導，歌詞平白，可惜多半是為獨唱者設計的。其實今天
也有許多為會眾新創的聖詩，可惜在基督教電台中很少
播放，以致大家都不會唱。
其次，我們要知道，在敬拜時參與唱詩是一項神聖
的任務。開口唱詩非常重要，我們不能只是在敬拜時聽
別人演奏音樂而已，也不能只是期望領會者幫忙我們跑
到慈愛天父的膝上，享受被祂擁抱在懷裏的快樂。
當然，我們不可能一下就把教會中不合聖經的文化
改變過來，但如果一連幾個世代都定意要改，那麼教會
的唱詩方式必能改變，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基督
教有句古語：禱告的原則也就是相信的原則（lex orandi,
lex credendi），如果這句話是對的，如果我們的敬拜能代
表我們相信神的程度，那麼我們就得好好唱詩，就如教
會必須好好講道，也要好好禱告一樣。如果我們不這樣
做，那麼我們就會慢慢地停止歌唱，我們的信仰也就變
得很貧乏了！

（三）負傷的醫治者（註1）
中華歸主海沃教會

葉耿齊牧師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主，祢都知道。
掙扎的日子漫長，
許多的代價要量，
心中的假我來訪，
我可願意，真實為祢，卸下心防？
襤褸者、
貧窮郎、
傷心人、
迷失羊、
我知，都在祢心上。
「主啊，我是祢手中的弓，請不要不拉我，免得我朽壞，
但也請不要太大力，免得我裂斷，
但主啊，
拉就拉吧，斷了，又有何妨？」（註2）
傷痕雖會被醫治，
傷疤卻仍會存留，
願我一生為祢做個負傷的醫治者，
真實的苦痛中，生出憐憫的心腸，牧養祢的羊。
註1：引自盧雲的書名
註2：引自卡山札基（Nikos Kazantzaki）的禱告文

為更新傳道會〈宣教事工〉特別奉獻
更新傳道會自 1971 年成立以來，一直本著「教會更新、牧者更新、信徒更新」的使命，藉文字、傳道丶訓練與宣教四方
面，來服事海內外眾華人教會。在神的恩典中，藉著許多教會與弟兄姊妹忠心的奉獻，供應更新傳道會各方面的需要。感謝主，
2017 年有魏愛梅和爾美姊妹正式加入更新傳道會，從事遠東及其他地區的宣教及培訓事工。請支持並代禱，也願意特別的奉獻。

姓名Name（中文）

（英文）

住址Address
郵遞區號zip

市City

電話Tel

奉獻金額
◆台灣地區奉獻請寄

州State

電郵E-mail

元（請註明為 □ 魏愛梅宣教士 或 □ 爾美姊妹奉獻）
◇郵局劃撥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更新傳道會

◇合作金庫銀行景美分行

帳號：13913941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更新傳道會

帳號：0460717365152

◆美國地區奉獻請聯絡 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 200 N. Main Street Milltown, NJ 08850, U.S.A
Tel : 732-828-4545
□ 生活費

Fax : 732-745-2878
元

請寄或電傳更新月刊給我的朋友（姓名地址請另列）

□ 事工費

E-mail : info@crmnj.org
元

□ 門訓事工

元

願收到更新每月禱告信 ( □ 電傳 或 □ 郵寄 )

以感謝為祭獻給祂，歡呼述說祂的作為！
（詩107: 22）

`教義類
《系統神學》（第一部）─聖道論；（第二部）─神論；（第三部）─人論
這是基督教神學泰斗古德恩（Wayne Grudem）的精心作品，帶領您深入研究神的道、聖經等相關主題。

`漁夫查經系列
《如何帶領小組查經》幫助您循序漸進地學習如何帶領小組查經。
《與神同行─創世記1至25章》學習如何在一個罪惡世界中與神同行。
《天路旅程─創世記26至50章》查考如何成為一名合神心意、彰顯神榮美的天路客。
《初期教會─使徒行傳1至12章》查考一群被聖靈所充滿之早期基督徒如何為主而活與事奉。
《保羅的生命與事奉─使徒行傳13至28章》查考保羅的一生，由蒙召成為向外邦人傳福音的
重要使徒，到將福音傳遍羅馬帝國。

《天國子民─馬太福音》指出在神恩慈的掌管下，基督徒該如何生活。

`小說見證類
《咫尺天堂》天堂人人羨，但你曾想過如何在自己邁向天堂的路上尋見天堂嗎？
《讓我們露營去》夢想用最便宜的方法旅遊世界嗎？不讀此書，虧了！
《揚起生命的帆》信仰與生活的精選好文，幫助你愛神、愛家、愛人（免費下載）。
北美更新傳道會更新書房 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 200 North Main Street, Milltown, NJ 08850
電話：732-828-4545 X 11 (書房)

傳真：732-745-2878

電子信箱：info@crmnj.org

網址：www.crmnj.org

這是個令人憂心的六月天，當大學

領更新這個小小的宣教∕門訓團隊，

Lansing 附近的Gull Lake Ministries 營

的驪歌聲響起，畢業生正要踏入社會的

在魏愛梅姊妹領導下，在我們所服事

地舉行，主題是查考「何西阿書」。

前夕，卻看到許多政客在畢業典禮中，

的地區裏，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許多過去參加過密西根這營會的姊妹

藉致詞的機會把講台當砲台，難道這是

◆ 為了在泰國推展大使命的異象，

都非常喜歡，如果你從來沒有參加

我們可以留給下一代年輕人的畢業禮物

目前我們需要把多年前（是的，多年

過，一定要預留時間，因為這是個與

嗎？時值末日，各樣怪事都有，基督徒

前！即2008年起），左託右託都無法

所有聚會都不同的營會，加上場地環

此時若還不能成為社會的光與鹽，任何

完成的《豐盛生命》的泰文初稿重新

境優美，秋天樹葉顏色多樣迷人，錯

國家都沒有可盼望的未來。你為你所住

修訂，用最便宜的方式印刷，提供給

過就太可惜了。請留意未來更新月刊

之地的國家禱告嗎？讓我們在禱告上不

泰國信徒，你若願支持此事工，也請

有關此營會的最新消息。

懈怠，切不可忘記生活在不虔不義的羅

在奉獻時註明。萬萬沒想到更新多年

馬帝國下的保羅的忠告：「我勸你第一

前就有的負擔，如今因有懂泰文的魏

[一般事工∕更新書房]

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

愛梅姊妹加入更新，可以實現，神的

◆ 感謝神的安排，更新行政同工合

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

作為可畏可敬！

作無間，所有事務都能按步就班地處

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這是

◆ 門訓同工周德威多年來，雖不能說

理得井井有條。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

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是「走遍千山萬水」，但到過的教會

炊，近幾個月來，北美更新無論是一

（提前2: 1-3）

可真是不少。除了使用《豐盛生命》

般奉獻或是書房的銷售都很清淡。書

與《聖徒裝備》之外，近年來，他又

房同工常問，現在基督徒都不看書了

[宣教∕門訓事工]

根據多年來的門訓經驗，設計了一套

嗎？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吧。但不

◆ 感謝神的恩典與祂特意安排的一些

「跨越生命」的靈命塑造訓練課程，

讀屬靈書籍的確是有點虧待自己的靈

「巧合」，讓北美更新漸漸建立起一

目前正在試用中。6月11至9月10日他

命，而上網亂讀更是危險。更新的書

個願同心協力推展大使命的宣教∕門

將前往維州Charlottesville的夏市華人

有一定的水平，所以……歡迎大家多

訓團隊，希望透過這個團隊，更新可

基督教會服事，接著9-11月會在德國

多光臨網上更新書室吧！

以更進一步地去實踐主耶穌大使命的

慕尼黑從事門訓服事。請繼續支持並

◆ 感謝更新義工游鐵洲、何蓓蓓夫婦

要求。過去20多年來，更新花費許多

代禱。

幫助更新書房在各處推介更新好書，

心力，透過新加坡更新傳道會總幹事

最近他們代表更新前往維州Lynchburg

余達富牧師在緬北投資金錢、人力，

[宗改之旅∕更新學院∕姊妹讀經營]

退修會擺設書攤，另外也安排人去北

加上緬北更新工場主任央正義牧師

◆ 感謝神的恩典，9月9-21日更新的

卡沐恩教會（黃浩新牧師）在國殤節

夫婦的努力，已在山區設立了不少的

德國宗改之旅報名順利截止，共有48

週末的退修會中，推介更新書籍並

學生中心、山區教會；又在台灣農使

位團員，其中包括兩位醫生，5位牧

設書攤。此外他們7月初還要飛來東

團的農業技術指導下，設立了農場、

師，2位長老，來自加州的有16位弟

部，幫忙更新在林三綱弟兄負責舉辦

漁池、雞場及養豬場等，目前可謂小

兄姊妹，其餘分別來自新澤西、紐

的靈命進深會中負責書攤，請為他們

有成就。論到山區扶貧事工，我們已

約、喬治亞等州。願神賜福此行，

的平安與勞苦禱告並感謝。

經盡上最大的努力，我們也謝謝許多

讓所有參加者得享屬靈筵席！報名

◆ 請繼續為北美及台灣更新書房的

更新讀者幕後在金錢與禱告上的支

參加此行的團員可以免費報名旁聽7

事工禱告，我們兩邊經常需要運書給

持。現在我們相信神要我們再往前走

月21-23日張麟至牧師的「宗教改革

對方，每次出貨時負責同工都很費體

一步，就是讓更新在扶貧之外，能在

的歷史神學」，歡迎上網查詢http://

力，而更新同工多半是姊妹，因此格

山區教會中訓練出一批有屬靈水平的

www.crmnj.org/its/Newcourses.html。無

外辛苦；加上我們雙方定期需要對

長執同工，讓他們不但能種地，也懂

法參加宗改之旅的讀者也歡迎你來上

帳，那也是很複雜的過程，再遇上目

得用自己的聖經心得「牧羊（人）和

課，因為張牧師事先走了一趟，資料

前各地經濟不景氣，船運及海關費用

養魚（人）」。要達成這個目標，有

豐富，這次若失之交臂，十分可惜，

提高很多，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以

什麼材料比用簡繁體的《豐盛生命》

目前已有近20位報名上課，請勿失良

前人為記念農夫的辛勞，都說：「誰

來訓練他們更有效呢？教導信徒讀懂

機，欲報名者請早。

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我們也有

聖經，學會用一對一的方式作門徒訓

◆ 每隔一年在密西根舉辦一次的姊妹

同感，認為「誰知屋中書，本本皆辛

練，一向是更新傳統的異象，願神帶

讀經營，今年10月13-15日仍將在East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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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六月天
—徐立牧師柏林來鴻
「忙」不是正常現象，但在這世代
「忙」成了常態，一般人是見怪不怪，
甚至認為「忙」才是好事，可以凸顯自
己的重要性。
教會亦然，除了固定活動外，有
時也有不少的突發事件與臨時特會要安
排，讓同工們忙得團團轉。但感謝神，
負責的同工們在這過程中有很多的學
習，透過同工之間不少的拉扯與破碎，
神讓甘心事奉祂的人有許多突破和成長
的機會。
一般會眾看教會的種種活動是一頓
頓的「屬靈盛筵」，卻沒想到每個活動
的背後有很多配套的安排和預備工作是
他們看不見的，需靠事工團隊的努力來
完成。單用特會來說：從聯繫，接機，
敲定聚會時間，預訂場地，到住宿的安
排，甚至要考慮大家的飲食和本地的交
通等等，這些均非易事。
舉講員的住宿為例，北美弟兄姊妹

的家，因為房子大，房間多，加上每家
都有車子，所以方便接待講員，但歐洲
很不一樣；這裏的公寓都不大，加上多
半只有一間廁所，你能想像一家人再加
上一兩個外人共用一間廁所的尷尬嗎？
每天早上在緊要關頭，還真需要有神的
恩典在當中。
再說，教會的許多活動都是全教會
性質的，所以執事和同工們責任重，壓
力大，不小心面對就有可能把大家搞得
人仰馬翻。但感謝神，靠著祂的恩典，
透過團隊事奉的群策群力，神年年帶我
們走過忙碌的六月天，而且很多人因此
被建造、得堅固。
但不是每個教會都習慣以團隊來
事奉，這點可以用球賽來解釋。德國是
個會為足球賽瘋狂的國家，大家對世界
盃球員的名字背得琅琅上口。記得2014
年在巴西的足球大賽，很多人看好巴
西隊，因為他們當中有不少「明星」球
員。又比如葡萄牙隊不是那麼強，但他
們有C羅，所以大家搶著看；阿根廷隊
因著有Messi，所以只要有他在，每場比
賽都很吸引人。
德國隊雖也是個不容忽視的球隊，
但他們裏面沒有「明星」或「大牌」球

員，很多人認為德國隊的打法太無聊，
沒有太多噱頭或個人表現，單靠球隊整
體的運作來比賽，就像「坦克車」那樣
無堅不破，而非像步兵那樣追求個人的
表現。
但在我看來，他們的比賽是很有
看頭的，我認為德國隊以團隊來運作的
戰術頗合乎聖經原則。其實教會事工也
當如此，教會不應該靠著少數幾個人在
那裏支撐，不論是金錢的奉獻或事工的
運作，都應該靠團隊，因為神所有的智
慧、能力、資源都在基督耶穌裏，也就
是在屬神的團隊裏；因為教會是基督的
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1:
23）。
是的，在今天我們所生活的世代
裏，「忙」是很難避免的，但重點不在
於「忙」的本身，而是我們以哪樣的態
度來面對，是單打獨鬥呢？或靠著團隊
運作？而且在忙的過程中若少了神的同
在，我們的「忙」很可能就成了「莽」、
「盲」、「茫」與「氓」；這樣下去不
僅失去了大方向，也容易離開神。
你最近忙嗎？有人和你一起忙嗎？
在忙的當中，你與神的關係還正常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