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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武／著
過兩天是逾越節，又是除酵節，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用詭計
捉拿耶穌殺他；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亂。」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坐席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拿著
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有幾
個人心中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這香膏可以賣三十
多兩銀子，賙濟窮人。」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耶穌說︰「由他吧，
為什麼難為他呢？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因常有窮人和你們同
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他所作的是盡
他所能的，他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我實在告訴你
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
以為記念。」
十二門徒之中，有一個加略人猶大去見祭司長，要把耶穌交給他
們。他們聽見就歡喜，又應許給他銀子，他就尋思，如何得便把耶穌
交給他們。
──馬可福音14章1-11節

馬可講述的這個故事充滿了情緒化

個離耶路撒冷三公里外位於橄欖山東坡

酵節，耶路撒冷的人口會從五萬增至數

的寫照─ 有愛，有恨，有門徒無知的

的小村子裏。耶穌當時在一個以前長大

十萬。當時的宗教領袖一面想捉拿耶穌

評語，也有主耶穌受難前語重心長的教

痲瘋的西門家裏作客。宴會的時間很特

殺他，一面又恐怕激動群眾，在逾越節

導。事件發生的地點是在伯大尼，一

殊，因為再過兩天就是逾越節，又是除

逮捕耶穌實在是一件太冒險的事，但他

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陰謀會在跟隨耶

門徒之中，有一個加略人猶大去見祭司

大為什麼要跟隨主呢？很可能他對耶穌

穌多年的門徒猶大的導演下，得以順利

長，要把耶穌交給他們。他們聽見就歡

的興趣只為了要看主能否幫助他達成某

完成。

喜，又應許給他銀子，他就尋思，如何

個目標，而不是希望耶穌來改變他的

得便把耶穌交給他們。」

生命。我們這些多年跟隨主的人有無可

就在宗教領袖計劃謀害耶穌的同
時，在伯大尼西門所舉辦的筵席中，也

馬可記載這件事，目的是要將宗教

能也與猶大一樣，是存著私心跟隨主的

有另一齣戲在演出。有一位女子拿了一

領袖們對耶穌的恨及猶大賣主的計劃放

呢？當我們私下的目標達不成時，我們

瓶也許是家中祖傳至貴的真哪噠香膏

在一起，將之與這女人對主的愛作一個

會不會也像猶大一樣，否認自己的信仰

來，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

對比，為要是表揚這女人的行動。

呢？因著亞當帶給人的罪性，人心受到
邪 惡 勢 力 的捆 綁 ， 這 是 何 等 可 怕 的 後

旁觀者都認為這是一種浪費，因為這瓶
香膏約值當時一般人一年的薪水，因此
有幾個人，包括主耶穌的門徒在內，批

一、捉拿耶穌的詭計
（可14: 1-2）─恨惡

評這個女子作的實在是一件毫無意義且
浪費錢的事。

果。讓我們不要忘記，時時保守自己的
心，因為人的心是屬靈爭戰的戰場，但
同時也是撒但要搶奪的戰利品！

逾越節通常是在三、四月間，原是

貳、真愛帶出的行動─愛

但這時耶穌卻挺身替她辯護，稱讚

為記念以色列人蒙神拯救出埃及的歷

她的奉獻是一件美事。當時在場的人不

史，對猶太人來說，這是個重要的節

但情緒化，而且他們的言語、行動及思

日。當時這些宗教領袖因為恨惡耶穌，

馬可福音14章3-9節是「三明治結

想彼此也顯出極大的對比。譬如，這位

早已定意要捉拿耶穌，殺祂，於是「想

構」中那片夾肉B，14章3節說：「耶穌

女子的無私與猶大的貪心和反叛正好相

法子……用詭計」去成就這事，但又想

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坐席的時

反；她的行動和態度與門徒們的想法和

避免在逾越節殺衪，為的是「恐怕百姓

候，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

態度也剛好是相對的。更有趣的是，這

生亂」。這群宗教領袖正處於兩難之

噠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

個女子一言不發，從頭到尾都是沈默

間，不知該如何達成自己的計謀。

頭上。」這女人的行動顯明她對主的真

的，倒是耶穌成了她的代言人，說了幾
句值得我們好好思考的話。
在研讀這段經文之前，我們需要了

愛，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看出來：

二、門徒猶大的賣主
（可14: 10-11）─背叛

解，馬可福音中有一個很特別的文學結

一、愛心至極的表現
─愛主的回應

構，我們可稱之為「三明治結構」。

馬可福音14章10-11節則是這個

（註一）通常馬可會將一段經文所涵蓋

「恨」的故事中的下片麵包A'，約翰福

首先，她把最好的獻給主。這女人

的故事分成兩段，好似三明治的兩片麵

音12章也記載了同個事件，但約翰特地

向主發出一項愛的行動：她的禮物昂貴

包：我們可稱上片為A，下片為A'；另有

提到當門徒批評這位女子時，猶大也有

─ 約值三百日的工價，不僅如此，這

一個故事，夾在其間，好似三明治中間

分，而約翰的評論，使我們對猶大的為

禮物也很可能是個傳家寶，是一代代傳

的那片夾肉，我們稱之為B。這種結構

人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說這話，並

下來的。

的目的是為了用那片夾肉來強調上下兩

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又帶著

其次，這是她由心中表達出的意願

個故事之間相似或相對的特性。馬可福

錢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約12: 6）

─ 真心真意送出一份愛的禮物，而不

音14章1-2節和10-11節就是這個「三明

約翰一針見血地指出猶大出賣主的動

是出於一時情感衝動的反應，因此無

治結構」上下的兩片麵包，它們同屬一

機，他是個賊！這女人愛的行動好似一

論門徒在旁說什麼，她都一言不發地服

個「恨」的故事，但被拆為兩段，而3-9

個負面的催化劑，引發起人心中由亞當

事主。

節則是那片夾肉B，傳講著一個「愛」的

而來的罪性，這種恨惡及背叛之心使猶

這位用油膏抹耶穌的女人，不但顯

故事：

大居然願意與宗教領袖們聯合起來。但

出她的愛心及專誠，她的這項行動也具

猶大並不是當時惟一反對這個女子的

有豐富的象徵作用和戲劇性的神學思

人，我們由其他門徒們的反應中也可以

想，可惜在場的其他人完全不明白這事

看出他們當時的心態：

的意義。

壹、邪惡勢力的陰謀─恨
馬可福音14章1-2節是上片麵包A：

第一、門徒們無情的反應，不但表

「過兩天是逾越節，又是除酵節，祭司

現出他們內心的短視與剛硬，同時也表

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用詭計捉拿耶穌殺

現出他們對主的終極事奉缺乏了解與

他；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

關心。

百姓生亂。』」14章10-11節：「十二

第二、猶大出賣主的無情，究竟猶

二、清晰的洞察力
─看出耶穌是受苦的彌賽亞
但這位女子還有一項門徒所沒有

的特點，她有清晰的洞察力。她為何要

載（可14: 3-9，太26: 6-13，約12: 1-8），

個覺察到耶穌是被釘的彌賽亞。她作的

把「真哪噠香膏……澆在耶穌的頭上」

與路加福音的記載（路7: 37-38）雖有不

是一件美事（可14: 6下），是為主安葬

呢？因為她真正認識耶穌與祂的事工，

同，但這些記載都讓我們看到當時所發

的事作的：「為主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

在眾多跟隨主耶穌的門徒中，惟有她看

生的三件事：

澆在主身上」（可14: 8）。她成為我們

出耶穌是受苦的彌賽亞！當主所愛的那
些門徒在耶穌離世的幾小時前還在辯論

第一，這女人膏耶穌的行動：「把
膏澆在耶穌的頭上」（可14: 3）；

可效法的榜樣，也是我們信徒可常常用
來鼓勵彼此要有創作性的事奉的先例。

誰為大時，她似乎早已隱隱約約看出耶

第二，這女人的行動遭到一些人的

馬可的信息表明出人愛與恨交織的

穌不久要離世，這導使她想到，她能為

批評：「很不喜悅……枉費香膏……可

心態：猶大代表人類本性的軟弱，他跟

主作的最後一件事就是要用極貴重的香

以……賙濟窮人」（可14: 4-5）；

隨主三年，最後心中卻充滿了恨，而將

膏抹主，而她愛心的表現也蒙到耶穌的

第三，耶穌對這女人五方面的稱許

主出賣。基督徒當以此為警惕，要了解

稱讚─ 「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

（可14: 6-7; 8-9）：「在我身上作的」；

到我們內心的失望與成功的誘惑，對自

事」。因為耶穌知道自己不久將會像罪

「一件美事」；「盡他所能的」；「為

己的靈命與作決定的能力所能產生的負

犯一樣被處死，在那種情形下，一個囚

我安葬的事……預先澆在（我）身上」；

面影響。但另一方面，馬可故事中的這

犯的屍體怎麼可能被膏抹呢？

以及「普天之下……以為記念」。

個女人卻能成為我們信心的榜樣。她無

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女子有如此獨特
的洞察力呢？是她對主耶穌專誠的愛，
與她對主的信心，此外，她一定也是個

私的行動與猶大的背叛和貪厭剛好成對

一、事奉主當甘心樂意
─主會記念

清心的人，因為，「清心的人有福了，

比，而她的信心及忠誠之心也蒙了主的
悅納，成為門徒及所有基督徒的榜樣，
因她對主的愛是無己的愛。不僅如此，

因 為 他 們 必 得 見 神 。 」（太5: 8），她

馬可福音14章6, 8節：「他在我身上

她有清晰的洞察力，作了一件當時世上

的清心使她能看出其他門徒所看不見的

作的是一件美事……是盡他所能的……

沒有一個人作的美事，「為主安葬的事

東西。馬可似乎也在隱隱要教導我們，

為我安葬的事……澆在我身上。」這女

把香膏預先澆在主身上」（可14: 8）。這

我們對主的信心與愛心，要能用行動來

子事奉主的心態值得我們學習。她不

位女人向世人宣告出耶穌基督真正的身

印證。

在乎主耶穌門徒們，包括猶大的惡意及

分─ 耶穌的確是受苦的彌賽亞君王！

R. H. Lightfoot說：「基督的受難是

閒言閒語，卻默然不語甘心樂意的事

這也正是主受難故事的本質。懇求主藉

彌賽亞超然的一項行動，從另一個角度

奉主，讓我們從兩方面來看她的事奉

神的話與聖靈的工作，幫助我們操練對

來看，耶穌是藉著受死來表白自己彌賽

心意：

主採取真愛行動。讓我們能由心中對耶

亞的身分。」愛耶穌理當是信主之人應

首先，這是作在主的身上（可14: 6

穌發出愛，願我們的服事不是為自己，

有的回應，正如已逝的瑞士神學家巴特

上）。這行動被「一些人」批評，其中

而是真正作在主耶穌身上，也願我們學

（Karl Barth）論到神愛的偉大時，說的：

多半是門徒，包括猶大，他們甚至向那

像馬可筆下的這位女子，具有清晰的洞

「耶穌愛我，我知道，因有聖經告訴

女人生氣！（可14: 4-5），但這女人並不

察力，為主獻上有永恆價值的服事，只

我。」（註二）

理會，因為她是甘心樂意作的。

想單單討主喜悅。

其次，她是盡其所能作的（可14: 8

參、耶穌基督的稱讚─ 一件
美事！
馬可福音14章3-9節「三明治結構」

上）。這女人將她所有的，也許是家中

（本文收於〈更新講台〉錄音C156-6，

一代代傳下的寶物，「一玉瓶至貴的真

〈從馬可福音宣講基督恩典〉，第6卷，

哪噠香膏」，「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

歡迎選購收聽，www.crmnj.org）

（可14: 3）。

中那片夾肉B中最後一段是耶穌對這女
人的稱讚。14章6節：「耶穌說：『由他
吧，為什麼難為他呢？他在我身上作的

註一：馬可所用「三明治結構」的觀

二、有創作性的事奉
必有永恆的價值（可14: 8下）

念，參Robert H. Stein, The Message
of Jesus' Teachings , Revised Editi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4,

是一件美事』」；14章8節「他所作的是

pp,58, 163.

盡他所能的，他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

主在馬可福音14章9節命令我們說：

預先澆在我身上。」14章9節：「我實在

「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

註二：參《救贖之神》（信仰基礎叢書

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

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記

第一冊），箴士．布易士著，第

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

念。」「以為記念」就是說她這女人的

15章，更新傳道會出版，1997

為記念。」

事奉是有永恆的價值的，是一件具有創

年。

馬太、馬可與約翰對耶穌被膏的記

作性的服事。因為她是惟一，也是第一

論安息
安娜 文

這些巡迴演出，則可訓練他們的膽量，重複的演出也等於給他
們機會重新調整自己的冰上舞姿，以求盡善盡美。既有諸多好
處，又何樂而不為呢？
但因休息不夠的緣故，這些選手很容易未老先衰，這也是
溜冰選手，特別是女性，年齡愈降愈低的原因。一個芳齡才

「安息」這個觀念對我們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華人來
說，是比較陌生的，加上它總是和安葬禮之前舉行的「安息禮
拜」一詞放在一塊兒用，慢慢地我們就以為，安息一詞與死亡
有關，而自己也逐漸變成一群死也不肯安息的人。這些大概都
和我們中國人傳統勤勞的背景有關吧。
多年前，一位年長的親戚由臺灣來北美探望我們，發現美
國人每星期均可休息兩天，他大不以為然，嚷著說：「這可是
沒啥道理，在我們中國老社會裏，連縣老爺都得天天上衙門，
哪有像你們這樣的？」我被他說得慚愧，週末就拼命帶他四處
觀光，以示自己仍擁有中國光榮的傳統美德，並非像老外那樣
的懶散，需要兩天的休息日。
但人真的不需要休息嗎？其實不然。今天在所有工業國家
中，美國人的工作效率已遠比不上其他國家了，於是乎今天公
司希望員工人人都能加班，以提高生產效率。中國自從改革開
放以來，許多公司也效法西方，要叫員工連禮拜天都要奉獻出
來，聽公司的使喚。但在我看來，人的工作效率不高，固然
與公司的行政管理方式有關，它也與人們是否有足夠的休息
有關。
有一天早晨，我到郵局去寄信，櫃臺前一位睡眼惺忪的郵
政人員，正和一位顧客朋友在聊天，一位說，她已連續加班一
週了，另一位說，她已連續在公司每天工作十四小時，工作了
四天。看著這兩位中年女士滿面倦容，我很慶幸她們並不在化
學實驗室工作，否則不出事才怪。
人需要擇時安息，因為這是神在創造人類時作的決定。神
用了六段時間創造天地，第一天祂造光；第二天祂造空氣；第
三天祂造植物；第四天造光體；第五天造飛鳥和魚類；第六天
造動物和人類；到了第七天祂做什麼呢？創世記說：「到第七
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
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想不通，神既是全能的，為何還需
要安息？後來才明白，祂不但造人類，也為人類設下一個榜
樣，要叫人懂得安息的道理。換句話說，神不是個工作狂，祂
也不希望我們是！
但生活在這忙碌的社會裏，要有一顆安息的心可真不容
易。由於資訊發達，我們永遠有吸收不完的知識，這常常使我
們覺得自己已經落伍，這可真不是好受的感覺。於是大家都努
力地吸收新知識，這是導致我們不能安息的原因之一。
其次，甘心臣服在金錢的誘惑之下，也使得我們的心不得
安息。在過去，凡有心角逐奧林匹克金牌的花式溜冰選手，平
日只要有好教練，又肯下工夫，他們的生活只是包括很有規律
的訓練，但如今一切都不同了。這些奧運候選人只要一旦被人
看好，他們就得經常出差跑秀，能不能不去呢？當然可以，但
要知道表演一場可得二千至二萬美金不等的酬勞，若是明星級
選手，一趟包括五十九場演出的巡迴旅程，就可賺得一百萬以
上的收入。再說，每位參加奧運比賽的選手都有可能怯場，而

二十七、八的女性溜冰選手已算是高齡了。競爭的壓力加上趕
場，使得這些原本該在家享清福的少女身心均不得安息，再加
上濃妝艷抹，記者取的鏡頭一旦不好，有時竟給人飽經風霜的
感覺。
另一個令人不得安息的，就是電視上的各類球賽太多。我
認為，那些懶得閱讀世界名著，而只肯看用這些名著改編成之
電影取代的，傻瓜也！同樣，我也認為，只知看球賽，自己卻
不肯作運動的人，也屬此族群。今天的美國男士花在看球賽的
時間實在太多了，弄得家人不得安息，這是很令我們女人頭痛
的問題。
擾人安息的原因還有很多：忽漲忽跌的股票市場啦！給你
氣受的兒女啦！自稱什麼都會做，後來卻被你發現什麼都不會
做的管家啦……凡此種種，其中滋味只有過來人才心知肚明。
人是多麼容易受四周環境的影響，但真正的安息卻該來自
人心的深處。
聖經不但教導我們每週應有一天全然休息的時間，它竟然
還說土地每種六年，第七年也要休耕一年，休耕那年，家中
的僕人、婢女當然也休息了。這個觀念對一般人來說頗為陌
生，但事實上，若能這麼做，對人的心理健康卻能帶來極大的
好處。
多年前，外子在羅格斯大學教書六年後，承蒙學校答應給
我們一年的安息年。在那一年中，我們有機會周遊列國，然後
又躲在一個偏僻的鄉下，留給自己一段安靜整理自己思想的時
間，結果我們的人生方向大為改觀，我們脫離常軌，成了快樂
的人。
又有一年，我們在牧會六年後，向教會請求留職停薪，離
家外出，安息半年。人確實是需要常常整理一下自己的，不論
你的信仰是什麼，我們都該有機會安靜片刻，問問自己：我為
什麼活著？我為什麼這樣活？我下半生真正想做什麼？
但要能外出半年，什麼也不做，是要先付代價的，那就是
走之前會忙得半死！正在我忙得昏天黑地的一個大黑夜裏，大
女兒來電話了：
「媽咪，我真高興可以和你跟爸爸一起去旅行。」
「嗯！」我邊說著，邊將幾條牙膏塞進皮箱裏。
「你想好路線怎麼走了嗎？」
「沒有。」
「媽咪！你馬上要上路了，我又只能陪你們兩個星期，你
要計劃呀！」
計劃！計劃！這不正是我和她爸爸想有半年安息年的原因
嗎？於是我說：「我親愛的孩子，你忘了嗎？我是去安息的，
安息的人還要計劃嗎？」
可憐的年輕人，在我們即將同行的那兩個星期，我非要好
好教會她如何安息才行！
（原文錄自《讓我們露營去！》電子書，更新傳道會出版，欲
購請洽www.crmnj.org , 或電732-828-4545 x 11）

《如何作個屬靈領袖》

艾姆斯／著 高爾強／譯

舊約與新約聖經中，啟示我們許多有關領導統御的永恆真理，作者精闢地
分析這些聖經中的教訓，盼能造就一個既懂得領導統御，又能帶人走上正
路的屬靈領袖。
（原價：US$7.5）

《舉起聖潔的手—論禱告》

凌賽爾／著 劉傳章／譯

告訴您禱告的前題，種類，定律，難題與阻礙，並以禱告的見證，印證禱
告的能力。
（原價：US$8.5）

《信徒禱告生活》

慕安得烈／著 汪純懿／譯

讓慕安得烈陪伴您走上豐盛強健的屬靈生命之途，得著天上的福分與能
力。
（原價：US$6.5）

三本合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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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

（原價US$22.5）
（郵費另計）

《尋道本聖經》
腓利問的：「你所念的你明白麼？」（徒8: 30）是你的問題嗎？《尋道本》提供了答案。

40
$380

豪華本（皮面）原價$70；標準本（精裝硬面）原價$55；特惠期間，一律 US$
（郵費另計）

購買10 本 (一箱) US

四本全購可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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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優待 美金 $

10 本可享7 折優待！

凡購滿任何

〔郵費另計〕

北西歐宣道行
走出芬蘭的赫爾辛基機場，屈指
一算，連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們最後一
次來北歐服事已是七八年前的事。芬蘭
的天氣與北歐其他國家沒有不同，晚春
時節依然涼爽得有如秋天。此地人煙稀
少，到處都是一片片的柏樹林，遍地野
花盛開，溪水清澈見底。空氣裏飄著晚
春特有的甜甜紫羅蘭香味，許多不知名
的樹不但發了芽，也開起好看的花朵，
林間樹下長著許多蕨類，好似形狀不一
的綠色地毯。芬蘭到處藍天綠林，若不
考慮它漫長無止息的冬天，或太陽總也
不下山的夏天，它的確是供人安居的好

地方。只是物價奇貴，失業率又高，很
少有溫州人來此作生意並非沒有道理。
一下飛機查經班的朱熹之弟兄就開
車接我們到來自北京的鄭仲輝弟兄家，
安頓之後，我們立即前往附近的大學團
契，帶領一個福音聚會。看到一張張年
輕的臉，使我們聯想到當年自己讀研究
所時的校園團契生活。不同的世代，不
同的地點與生活環境，但這位永不改變
的神卻在作同樣的工作─帶領一群群

西邊，塔林是其
首都，離聖彼得
堡約400公里路
程。此城名不見
壯觀的柏林華人教會
經傳，但歷史
悠久，其古城
始於十一世紀，近代政府非常有智慧地
沒有將之翻修與更新，加上大部分的古
建築物都是磚房，歷史上很少受火燭之
災，因此古味十足，被聯合國列為世界
文化遺產之一。兩天後，我們回到赫爾
辛基，就繼續前往瑞典首府斯德哥爾摩

離家在外的莘莘學子於求學期間信主，
在查經班中服事並成長，神的作為何等
奇妙！在一個以路德宗為主流信仰的國 服事。
家裏，以獨立教會身分
斯德哥爾摩離赫爾辛基只有一小時
租借教會，實在不是易 的航程，一下機即看見多年不見的沈志
事，但神的作為實在奇 華牧師，想起多年前我們曾在沈牧師主
妙，在祂凡事都能！看 持的夏令會中服事，雙方見面感到格外
到來自兩岸三地，語言 親切。沈牧師曾在挪威服事多年，八年
不同，成長背景不同的 前神呼召他來到瑞典服事，但因北歐缺
華人，能同在一個好不 乏全時間長期定居該地的傳道人，沈牧
容易借到的設計莊嚴高 師一人必須兼顧多處的福音堂，經常需
雅的教堂裏敬拜神，令 要到不同的教會帶領聖餐禮拜，甚至有
我們心中充滿了感恩。
好幾年的時間過海去照顧芬蘭的群羊。
赫 爾 辛 基 雖 是 首 求神加給他每天夠用的體力與靈力，但
府，但人口稀少，我們 另一方面，也使我們無語問上帝：願意
天天有如生活在國家森 長期留守北歐的工人在哪裏？願主差派
赫爾辛基四處草木扶疏
林中一樣地愜意，在忙 合祂心意，忠心又有見識，而且不怕每
碌的服事中也不乏休閒 年長達半年漫漫黑夜的神僕前來，在此
的時刻。事奉之餘，經 高舉神與神的話服事群羊。
常漫步林中，欣賞神奇
在北歐停留十天後，我們接著前往
妙的創造。結束了芬蘭 荷蘭的鹿特丹，我們曾在蔡達佳牧師夫
一個週末的
婦主領的鹿特
與瑞典沈志華牧師夫婦合影
服事後，我
丹華人教會及
們有機會跨
各分會中，帶
海到旁邊波
領特會多年，
羅的海邊上
因此與當地許
的一個小國
多同工、會友
─ 愛沙尼
有深厚的感
亞的塔林城
情，大家見面
休息兩天。
非常親熱。
愛沙尼亞座
一面服事，
與芬蘭赫爾辛基福音堂鄭仲輝弟兄合影
落在俄羅斯
一面享受弟

柏林華人基督教會兒童詩班

快快樂樂地與柏林教會的徐立牧
師坐地鐵去禱告會

兄姊妹愛心的接待。鹿特丹華人教會是
1967年時由印尼前往荷蘭宣教的陳紹光
牧師夫婦成立的，如今陳牧師已經去世
十多年，但他們夫婦當年的勞苦耕耘終
於有了果效，目前共建立了六個堂會，
外加兩個佈道所，是西歐比較有規模的
華人教會之一，但也是一樣缺傳道人。
蔡牧師夫婦多年來一身數職，兼顧好幾
個堂會，服事辛苦異常。我們每次到了
荷蘭，都會或長或短地在安恆堂的王大
球、張彩雲夫婦家住幾天，來自新加坡
的彩雲，她所調製的奶茶是我的最愛，
只是從來學不會！至於鹿特丹堂的劉金
城大哥大嫂包的粽子，有多美味，那就
不用提了。看到此地各個分堂的信徒儘
管成長背景有別，但親如一家人，這實
是神的恩典，這是惟靠主耶穌十架寶血
所成就的救恩才可能有的聯合！
乘火車離開荷蘭，六月13日我們抵
達德國，直到29日有一連串的服事。在
德國的第一站是法蘭克福，下了火車，
法蘭克福教會的趙鎧弟兄就帶我們去到
該城近郊的達姆查經班服事。接著第
二天一大早，我們驅車前往Wiesbaden

只要有太陽就可見到十字架的柏
林電視台

青年旅社帶領法蘭克福華人教會的退修
會。最感謝主的是，我們在營地遇見多
年來一直由匹茲堡到新澤西更新學院選
課的李敏如姊妹，她剛剛新婚，與夫婿
王宇遷來德國從事博士後研究。他鄉遇
故知，退修會結束後，我們還特地又聚
了一天，因為擔心下次能再見面已不知
是何年何月。這對小夫婦仍在適應德國
的生活環境，我們在機場告別時雖依依
不捨，但相信掌管萬事的神一定會細心
保護、看顧，不但讓他們適應德國的生
活，也必使他們兩人成為法蘭克福弟兄
姊妹的幫助。
由法蘭克福飛抵柏林後，我們在
新澤西州老友徐立牧師夫婦所服事的柏
林華人基督教會中服事，看到他們八年
在柏林的耕耘，雖然辛苦，但教會事工
如今頗上軌道，心中也很為他們感到欣
喜。想到他們原本可以拿了美國公司的
退休包裹，在新澤西州安享晚年，卻拔
根來到德國服事，若不是因為神有呼
召，也許早就打道回府了。有一天，我
們同逛柏林的土耳其市場，他們夫婦一
路津津樂道地告訴我們如何可以在柏林

買到又便宜，品
質又好的肉類、
果蔬，我們聽了
心中又難過又歡
喜，知道神呼召
他們久留德國的
日子不遠了。德
國也是一個非常
需要傳道人的地
方，真是求神預
備可以長期留守
的工人，在這個
與徐立牧師夫婦的歷史鏡頭
西歐強國中服
事，忠心傳講神
的話語，建造聖徒與神的國度。
經過一個月的奔波，我們最後一站
是慕尼黑。當年在紐倫堡服事多年的梁
達勝，徐欣夫婦兩年前來此牧會，我們
最後一次是兩年前，在高雄的更新弟兄
營中見的面，多年前認得他們時，他們
還沒有踏上傳道的不歸路，如今成了同
行，見面特別歡喜。此外，我們也很開
心地下榻住在認識多年的潘堯之，張小
燕夫婦家，看到大家分別多年，卻依然
在主裏忠心服事，慕尼黑教會多年來雖
然經歷不少風波，但如今在同工與牧者
的配搭服事下，日漸興旺，實在令我們
欣慰，也使得我們在慕尼黑的服事更加
起勁。
我們之所以會如此風塵僕僕四處
奔波，主要是因看到各地，包括當年查
經班十分興旺的美國，許多教會經常舉
辦各種活動，但信徒卻不知如何自己研
讀聖經；經常上網聽道，卻不知如何讀
懂神的話，此行主要是希望除了講解神
的話之外，也能藉陸蘇河教授寫的《三
問讀經法》將讀經基本功傳至各地，幫
助信徒建立屬靈基本工夫，願神使用我
們更新團隊，也希望我們的服事
有果效，希望你們繼續為我們禱
告，使我們能憑著神的恩典，用
餘生有效地服事祂。
此祝，
主恩常同在
更新傳道會總幹事

在荷蘭以大吃大喝同慶李定武夫婦47週年婚慶
鹿特丹與同工們相見歡

李定武上

如何投資是人人都需要學習的一門

那很可能就是你的“合夥人”不同意的

比不上別人而責怪我們，但如果我們是

功課，尤其近年來中國的股票熱正方興

緣故，若還是一意孤行，失足的可能性

根據自己的野心來應用，或因自卑心理

未艾，大大影響到基督徒的生活型態，

就很大了，所以想投資的人，要找到對

作祟，而不肯好好應用自己的天分，以

但我覺得真正懂得投資的基督徒卻是不

的“合夥人”這點非常重要！

致無法向神交帳，或給自己和所服事的

此外（當然這不是最後一點原則），

多，這是外子與我走遍35個國家後，略

教會帶來許多麻煩，那就太可惜了。

我們還要計算一下手頭上可供投資的本

至於外子與我有沒有處理過與金錢

是的，我非常贊同基督徒要好好投

錢有多少。論到手頭上可用的資本，我

有關的投資呢？有的，只是我們凡事都

資！因為基督徒的盼望固然是在天上，

們基督徒的誤解就更多了。其實除了錢

會請教我們的“合夥人”
─神，當我們

但我們卻得在地上度過此生。既然想要

之外，神還給了我們許多可用的資金，

尊重祂的意見時，祂好像也十分謹慎地

在這世上投資，我們就該學習如何按神

多年的應用經驗，我也發現按神的原則

照顧著我們的錢包。記得當年外子在長

的原則，而非世人的原則來投資。

投資，不但失誤的可能性極小，而且回

島的紐約州立大學教書期間，清楚了神

收率比華爾街的要高很多。

的呼召後，決定全時間奉獻。正要賣房

略有的心得。

投資真是一門大學問，若想穩操
勝算，基督徒在投資之前，首先要弄清

比方說，時間就是神送我們的資

子時，卻值地價大漲，讓我們在九個月內

楚，哪些投資的回報是可以死後帶走，

金之一種。由於醫學的進步，今天的人

就淨得3.4萬美金。搬家後，外子很鄭重

哪些又是帶不走的，為帶不走的東西忙

都很長壽，就算我們只活到70歲，我們

的把所得的這筆錢交給我說：「我以後

上一輩子可是不值得的。

一生已擁有61萬小時供我們好好使用或

要作傳道人了，錢都請你保管吧！」從

其次，我們也要弄清楚，誰是我們

亂揮霍，這真是一個很嚴肅的責任。換

來沒有收過這麼多錢的我，實在有點不

合股投資的夥伴─若不能認清神才是

句話說，在使用時間來投資這件事上，

知所措，只好問神怎麼辦，神也開路，

我們那位從不出面的投資夥伴，會吃虧

不論是昏天黑地的為公司打拼，還是退

讓我們遇見一位很有經驗的經紀人，透

的可能性可大了。但一般的基督徒都認

休後，把時間用來看連續劇，玩電腦遊

過他的幫助（當然每年也收了不少的佣

為神不懂得投資，只想從我們口袋裡拿

戲或一味的遊山玩水都是不行的。但另

金），和不時的向神請教，這筆錢竟讓

錢，其實我們錯了。老實說，我們只要

一方面，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投資在

我們能在在十一年內不借錢的原則下，

稍為肯在什一奉獻上操練一下，我們對

教會中，也不表示你我就一定是個忠心

供三個女兒讀完六個學位，你能說神不

神就會有另一種認識。而我們對神會有

有見識，且討神喜悅的管家。如何在每

懂得管錢嗎？你更不能說祂沒有經濟頭
腦作投資生意。

這類的誤會，都是因為沒有下工夫好好

天的家庭生活，人際關係與靈命上有長

讀聖經的緣故！再說，君不見聖經中所

進，才是我們計畫如何用光陰來投資的

有蒙神喜愛的人物都不是小小有錢，而

要務。

感謝神，我們有祂作我們的牧者，
我們一生必不致缺乏。至於一心想學

是相當的富有！所以我深信所有愛玩股

其次，我們的天分也可以用來投

如何投資的朋友們，歡迎你們來與我們

票的基督都該好好為自己想要購買的股

資，當然每個人的天分不同，但因為天

作“船友”，我們的主可是懂得如何掌

票禱告，如果禱告後，心裡感到不安，

分是神給的，所以祂不會因我們的天分

舵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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