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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著聖靈成孕，從童女馬 利亞所
生；在本丟彼拉多手下遇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了，葬了； 下到陰間；第三
天從死裏復活；後升天，坐在無所不能的父上帝的右 邊；將來要從那裏降臨，
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靈；一聖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復活；並且永生。阿門。

The Apostles' Creed (Traditional Version)
I believe in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in Jesus Christ his only Son our Lord; who was conceived by the Holy Ghost,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suffered under Pontius Pilate, was crucified, dead, and
buried; he descended into hell; the third day he rose again from the dead; he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sitteth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from
thence he shall come to judge the quick and the dead.
I believe in the Holy Ghost;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life everlasting.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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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篤真牧師

(2007 年 8 月 19 日蔡篤真講於聖荷西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想當年我們小時候，沒有電腦或 video games，我們玩的遊戲中有一種「跳格子」，在地上畫好幾
個四角形的方格子，單一的方格僅能允許一隻腳落地，二個併排的方格才能雙腳落地。跳格子的人
如果在單一的方格雙腳落地或跳出格子外就算死。後來在人生，我發現我們也有許多的格子和框
框，很多時候我們也不敢跳出格子和框框外面。
在美國，有一位剛從神學院畢業年輕牧師來到一間有歷史的教會就任。在他頭一個禮拜天的主理，
當司會者宣佈讀福音書的時候，有一半的會眾站了起來，但是有另一半卻仍然坐著。坐著的人要求
站起來的人坐下，站著的人大聲叫那些坐著的人站起來領受福音書。二邊的人都認為自己的主張作
法才對，才合於傳統。
這位新就任的年輕牧師不知道怎樣才對，因為他的神學院沒有教過他禮拜讀福音書的時候應該站著
或坐著。現在這間教會，他竟然遇到會友二半不同的主張，各自堅持，他覺得很頭痛。
教會的長老建議他去請教一位 98 歲的老牧師，他是該教會的創設者，已經退休，住在養老院。年
輕牧師就帶著各邊的一位長老到養老院見年老的牧師，希望他能夠告訴他們教會的傳統是什麼，會
眾在聽福音書的時候應該站著或坐著？
主張站著的代表首先開口，問老人：「你教導我們在禮拜聽福音書的時候，會眾要站著，對不對？」
老人耳朵很重聽，當他終於聽清楚問題時，他說：「不是，站著聽福音書不是我教的傳統。」
聽見老人說站著不是他們的傳統，主張坐著的代表很興奮，問老人說：「若是如此，我們的傳統應
該是坐著聽福音書才對！」不料，老人竟然回答說：「不是，坐著也不是我們的傳統。」
「但是，」年輕的牧師無法理解，抗議：「我們的會眾為著這件事分成二邊，吵架吵個不停…。」
聽見牧師講到這裡，忽然老人的二個眼睛睜的好大，老人打斷牧師的講話，說：「對！對！那個，
那個吵架吵個不停，就是我們的傳統。」
這個故事雖然發生在白人的教會，我們聽了不應僅覺得好笑，因為類似的堅持和爭吵也常常發生重
演在所有的教會，當然也包括台灣人的教會。大概不是為了站著或坐著聽福音書，但是我們豈不是
也常常看見有些為了洗禮水的多少－－滴水或者浸水，有些為了敬拜讚美抑是傳統的聖詩和聖歌
隊，有的為了鋼琴要擺在講台左邊或右邊，有的為了禮拜堂地毯或牆壁油漆的顏色…。在堅持和爭
吵之間，公說公有理，婆說婆有理，每一方甚至認為自己的主張才是上帝的心意。
類似這種為禮拜的堅持和爭吵，不但讓我們很頭痛，也佔去我們個人和教會大部分的時間和精神。
到底誰的主張或看法才正確？當我們冷靜思考這種的堅持和爭吵，豈不是有點像跳格子？傳統變成
一種框框，讀聖經的方式、洗禮水的多少、禮拜詩歌、節期慶祝、建築佈置…每一項都變成一個格
子。我們不但注意自己不跳出框框，也眼睛大大地在防止別人跳出格子外。格子當然不僅發生在教
會，其實我們生活的每個領域到處都存在格子，有的是我們自己畫的，有的是別人畫的。無論什麼
地方，我們都以為在框框內才是規矩，才是正確。跳出格子外就是不對，錯誤，或咒詛。
這樣的堅持和爭吵真的是上帝的心意嗎？上帝真的那麼計較禮拜的形式以及奉獻用幾隻牛羊？上帝
真的願意我們的生命與生活陷入在那麼多框框的限制和綑綁裡面？上帝的心意到底是什麼？當我們
用那麼多的時間和精神不斷的爭論怎樣禮拜的時候，當我們的生命與教會發展被那麼多框框限制和
綑綁的時候，我們實在應該停腳安靜來聽先知的聲音，特別是先知彌迦的忠告。
先知彌迦出身在猶大耶路撒冷西南方約 35 公里的鄉下摩利沙，應該屬於低下階層，曾目睹當時社
會許多不公義的現象。彌迦開始工作比先知以賽亞稍晚，大概持續到希西家年間，就是主前 701
年，亞述王西拿基立的軍隊侵犯猶大的前夕。
彌迦工作的時空背景，有些類似今日台灣的情況。以色列南北王國在主前第八世紀中期同時在經濟
建設上有相當的突破，都市建設十分繁榮，生活享受非常奢侈，禮拜祭典極其奢侈浪費，但是鄉村
及低下階層卻付出被剝削的慘痛代價，壓榨他們的不僅是政府官員及資本家還包括宗教領袖(參彌
迦書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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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撒瑪利亞及耶路撒冷仍然在炫耀他們經濟發展的成果以及沉迷於酒醉宴樂之間，北方的悪鄰居亞
述卻悄悄地地在擴充軍備，打算在適當的時機入侵殲滅以色列及猶大這二個小國。時勢非常的險
惡，但是大部分的人都茫然無知。
彌迦受上帝差遣，勇敢地指責當時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生意人的向錢看，以及祭司和先知的謊言
欺騙；他很不客氣，一一列舉他們所的罪惡，同時也警告災禍要快快來到。
但是猶大的統治當局和既得利益者不但沒有醒悟，反而以為盛大和豐富牲禮的獻祭可以收買上帝。
摩西律法對獻祭的規定是一歲的牛犢(出 12:5; 利 22:19~21) ，不過，他們似乎覺得一隻牛犢不夠誠
意，很寒酸，所以他們自動慷慨提供千千隻的公羊、萬萬的油河、甚至獻自己親生的長子。這樣的
禮拜與獻祭是當時迦南宗教普遍流行的觀點和做法。
為要糾正當時關於禮拜獻祭，定型的錯誤觀念，先知彌迦在 6:6~8 採用早前以色列人熟悉所謂入殿
禮儀的對話形式來宣告上帝真正的心意。

我朝見耶和華，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當獻上什麼呢？
豈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麼？
耶和華豈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麼?
我豈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麼？
為心中的罪惡獻我所生的麼？
千千的公羊、萬萬的油河、甚至獻自己親生的長子，豪華又壯觀，這些是當時受迦南文化影響對敬
拜神明流行的觀點和做法，但是先知指出這些不是真正上帝所歡喜。
歷來以及我們今天的教會在關心怎樣禮拜，在某方面豈不是很類似主前第八世紀耶路撒冷聖殿的情
景？所有關於禮拜，無論形式、內容、佈置、地點，我們都覺得非常要緊，因為禮拜要跟上帝建立
關係，要討上帝的喜歡。所以無論洗禮水的多少、敬拜讚美以及讀福音書坐著抑是站著、十字架純
金或是木造…等等，這些關於禮拜的問題，我們不計代價，甚至你死我活，結果好像無數的格子，
一個又一個的框框，層層的限制綑綁愈來愈多。
感謝先知彌迦幫助我們再次清楚地看見什麼是上帝真正的心意。千千的公羊、萬萬的油河、獻自己
親生的長子…，這些框框都不是上帝的要求。同樣，我相信上帝也不會計較洗禮水的多少，敬拜讚
美以及讀福音書坐著抑是站著，教堂地毯牆壁的色緻…等等。上帝所喜悅的到底是什麼？先知以一
句話，一句非常簡潔有力的話將上帝的心意表明出來：

世人啊，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祂向你所要求的是什呢？
只要你行公義，好憐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行(6:8)。
上帝內心所喜悅的到底是什麼？什麼是上帝真正的心意？乍看起來，先知提到三件事，行公義，心
存憐憫，謙卑與上帝同行。不過，正如前頭所看見的，上帝對人所要求的不是形式及物件，祂也不
是要求祂的子民做三件事，上帝所要求的是整體的全人(a whole person)。上帝所愛的是你和我，
跳出格子外，全新的你和我。一個全新的你和我是因為謙卑與上帝同行作根基，與上帝有親密的關
係，清楚上帝的心意。這種「與上帝同心，與上帝同行」的人有全新的心，全新的思考，全新的動
力，以及在人與人之間也有全新的關係；能夠具體地活出行公義以及好憐憫的生活。
行公義：尊重及維護人權
先知將行公義置於首位，因為在之前他親眼看見社會許多不公義的事實，相對於這些否定社會正義
的行為所帶來的不幸，行公義首要的目的就是恢復所有人的公平(equity)權利，特別是讓那些沒有
權勢的人不再蒙受欺騙，不必遭受冤曲，受到壓迫或剝削。在舊約聖經，公義同時也是指著上帝的
「律例、典章」(詩 119:30， 39， 43， 52)，換句話說，在以色列人的社會早就有已經有上帝頒
布關於公義的準則，很清楚地規範上帝子民互相間應有「行為的標準」。
很可惜或者應該說很可惡，常常那些有權勢的人以及既得利益者為了他們的自私和貪心，他們將上
帝的規範變成統治和要求別人的工具，他們自己是完全不用受約束(今日在許多國家，包括台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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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猶看見這樣的景象。但是，先知沒有忘記，上帝更加沒有忘記。上帝的子民，不僅以色列人，也
包括所有的人類，都能夠享有人所有的基本權利。
所以什麼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喜人歡什麼？祂不會要求奢侈浪費的禮拜，祂不會歡喜貴重的祭物，
祂也不會歡喜我們在關於禮拜的事上爭論不休，結果是被綑綁在框框裡面。上帝所愛的首先是行公
義，因為如此所有祂的子民就能夠享有所有人的基本權利。
不過，人與人共同生活在這世界若僅僅只是遵守或行法律的公義仍然是不夠的，因為行公義所達到
的僅僅是尊重或維護互相存在的基本權利而已。人共同生活在這世界，特別若體認大家是互相依存
的生命共同體，彼此間就必須要有更積極的互動來促成共同體的健康、成長及福份，那個積極的互
動就是心存憐憫。如果生命共同體能比喻像是一列開往目的地的火車，那麼行公義與心存憐憫就好
像是讓火車順利前進的雙軌。
心存憐憫：促成共同體的健康、成長及福份
心存憐憫，中文聖經譯為「好」憐憫， 它的意義不僅僅是中文給人那種抽象的感覺或者只限於內
心情感的活動。希伯來原文的憐憫代表的是疼愛及仁慈具體的行動，而且在聖經裡面它常常是被用
來形容上帝在立約關係中那種忠實不變的愛。這樣的愛帶有持久的忍耐、體貼、和赦免的具體行
動，同時也是醫治、和好、以及重建的動力。這樣的愛，上帝首先用先知何西阿的婚姻做比喻，後
來藉著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完全彰顯出來。
人都是軟弱不完全的，僅有公義的要求，人很快會站立不住的。但是憐憫會帶來醫治、和好、以及
重建。上帝願意人在祂的憐憫與愛裡，得到醫治、和好、以及重建之後，也能夠在互相之間學習祂
的憐憫。人需要學習上帝那種忠實不變的愛或是憐憫，才能互相建立，互相成全。憐憫是人類文明
的記號。
有一天，一個學生問人類學家 Margaret Mead 什麼是最早文明的記號？他以為教授的答案大概會
是一塊陶器的碎片，一支魚鉤，或是一片磨過的石頭。Mead 教授的回答很奇怪，她說：「一塊痊
癒的大腿骨(a healed femur)。」大腿骨是支持我們身體活動非常重要的部位。
Mead 的解釋是如此：在野蠻的森林，常常是弱肉強食，不可能有復原的大腿骨。復原的大腿骨表
示有人關心，有人會替這位受傷的人打獵以及提供食物，直到他的腳恢復健全。她說知道憐憫是文
明最重要的記號。
憐憫不僅是文明最重要的記號，它是上帝的本質之一，也是人類能夠繼續在這個地球生存必須的動
力。耶穌以及新約聖經不僅將這個真理作更進一步的闡述而且讓我們看見它的具體化。耶穌吩咐所
有跟隨祂的人說：「我賜給你們一條新的命令，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相愛。」(約 13:34)保羅說：「愛是永不止息。」(林前 13:8)
人類歷史進入 21 世紀更加讓我們看見憐憫 和相愛的真理是人類在這個地球生存以及發展必要的動
力。雖然有不同的族群及文化，但人類在這個地球是生命的共同體。我們都知道生命是脆弱的，而
且威脅是時刻存在的。經驗也告訴我們，當人類知道互相合作及幫助，特別是無私無條件的愛，會
讓人避免或者減少災害的損失。即使有些災難是無法預測或避免，但是事後大家的合作扶持，無論
是物質或是鼓勵，都能安慰受創的心靈以及加速重建的工作。
我們的故鄉台灣在八年前遇到 921 大地震，但是很快能夠重新站起來，順利完成重建，都是靠著全
世界大家的幫助，包括許多國家和海外台灣人的出力。這幾天的新聞，我們又看見南美祕魯有八級
的大地震造成數千人的死亡，台灣長期受到政客的蹂躪，最近又遇到連續自然颱風的破壞，我們無
論個人或是教會豈不是也應該盡最大的力量來提供幫助。我們人類住在地球村，生死福份是密切相
關不能分開的。
我們無人會否認行公義以及心存憐憫的真理，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承認人的有限性及軟弱，靠本身的
智慧及力量，我們不可能常常將公義及憐憫 完全平衡地發揮出來，而且公義及憐憫 若沒有上帝的
愛作基礎也將是空洞無法持續的，所以先知建議我們需要尋求以及連結在生命和力量的泉源。那個
秘訣就是謙卑與上帝同行。
謙卑與上帝同行：建立與上帝全新的關係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TAPC Newsletter – October 2007

p

4

謙卑與上帝同行最簡單的了解就是與上帝建立一種持續不斷、深入認識的關係，是全部生命的；如
此才能清楚以及適當將上帝的心意完全行出來，或反映在每天的生活。與上帝同行不僅是宗教表面
的敬拜禮儀，也不是七日一次參加主日禮拜，或是金錢奉獻的多少，或在教會名冊上面留有名字；
它也不是遵行一套的教條或是公式。簡單地來說它是有上帝的生命。
綜合舊約聖經關於與上帝同行的用法，我們會發現它所強調的是有上帝的生命。與上帝同行的目的
是指著全心全意與上帝建立持續不斷親密的關係，因為與上帝這樣全新的關係，所以會有全新的
心，全新的思考，全新的動力，它的結果是具體地活出行公義以及好憐憫，甚至當公義及憐憫互相
間有緊張的時候，仍然能夠做最美好，最平衡的處理。我們可能會以為知道行公義及心存憐憫的道
理之後，就不會有實踐的困難。其實不一定，約翰 8:1-11 記載一個相當複雜的案例。
耶穌在聖殿教導人，那時文士與法利賽人帶一個婦人來，指控她是在行淫時被人逮到的(男的當事
者卻不知在哪裡)。他們叫她站在中間，對耶穌說：「夫子，這婦人是正行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
律法上命令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說該把她怎樣呢？」約翰說：「他們乃是試探耶穌，
要得著告祂的把柄。」(約翰 8:5~6；事實上，申命記 22:22 和利未記 20:10 規定男女皆應處死。)
文士與法利賽人排列在耶穌面前的是一個兩難的問題，一方面是法律的尊嚴，另方面是關係人的生
死。若換作我，我相信我無法完滿處理這個問題。一方面需要遵守法律的公義，另方面要如何讓平
常一再宣揚的愛與憐憫具體的落實。
從公義的角度，這位婦人有犯罪，法律也規定罪的處罰；若要執行公義，這位婦人只有接受死刑。
但是主耶穌卻能夠讓所有的人都意識到，再次的看清楚自己的實存景況；沒有一個人是無罪的，每
一個人都需要憐憫，都需要恩典，都需要有重新開始的機會。耶穌的處理方式並沒有忽略罪的存在
及事實，但是祂卻能夠用祂的愛讓人脫離罪的綑綁，並且經驗到全新的醫治、赦免、及振作。主耶
穌能夠讓公義及憐憫同時發生並且為人帶來全新的生命及動力。這個記載對我的啟示是我需要尋求
以及連結在那個超出我的智慧及動力的來源，我才有可能讓行公義及心存憐憫做最美好，最平衡的
處理及實踐。
我相信先知不是要告訴我們禮拜不重要，彌迦所要指出的是將禮拜以及奉獻看作是收買上帝，就完
全是一種墮落；花費大部分的精神以及注意在禮拜的形式、內容、佈置、地點等是解不開的死結，
或是變成限制與綑綁的框框；禮拜不是不要緊，禮拜是要幫助人跳出格子，真正親近上帝，認識上
帝的心意，以及知道怎樣與上帝同行，如此才能夠適當地活出行公義以及好憐憫的生命，這是最大
真正的祝福。
關於禮拜，耶穌有更加深入的教導，「上帝是靈，敬拜祂的要用心靈和誠實拜祂。」(約 4:24)禮拜
不限形式、內容、佈置、及地點，禮拜是真實的生活，禮拜要帶出與上帝同行實實在在的生活。通
過禮拜以及與上帝同行的生活要幫助我們認識以及經驗到上帝的心，得到上帝賜給全新的看見及動
力的生命。我們的想法要改變，我們的價值觀要改變，我們待人處事的方式要改變。這樣的認識及
經驗要幫助我們脫離過去一直打死結，愈打結愈死，小格子的人生；死結要被解開，我們要跳出框
框，活出行公義以及好憐憫 的生命。
諸位親愛的兄弟姐妹，先知彌迦以及聖經所啟示我們的是真理，是生命，是道路，是最大真正的祝
福。雖然今天的世界很複雜，我們面對許多難解的議題，但是當我們全心全意與上帝同行的時候﹕
我們在不義的面前，不會那麼快就沮喪，
反而會有勇氣來堅持什麼是對，什麼是不對；
我們不會繼續容忍因為族群、性別、出身等所產生的歧視或偏見；
我們會較能體會別人的痛苦；
我們會發現與我們一起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更加可愛；
我們會較不那麼快就生氣；
我們會較知道原諒人，赦免人；
我們也較會帶給人信心、盼望、和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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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要讀聖經 及如何每日讀聖經
盧俊義牧師講 雅正整理
台北東門基督長老教會盧俊義牧師於二零零七年七月十八日及九月五日二次在本教
會指導我們(1)為什麼要讀聖經；(2)如何每日讀聖經，記錄如下：
盧俊義牧師是一位非常重視讀聖經的牧者，遠在嘉義西門教會到今日在台北東門教
會，他一直在推動這項事工，台北東門教會目前有五個查經班，星期三上午九點半的
查經班多達二百多人，很多都是從其他教會來的，也有很多慕道友喜歡來聽，每堂都
有講義分給大家參考，每個書卷講完都會付印成書免費贈送給大家。從 1999 年元月
初一開始推動「每日讀經」事工，三年後順利帶領大家讀完新舊約聖經六十六卷一
遍，盧牧師也完成了二十六本聖經導讀。至今教會已讀完新舊約三次。
他認為作一個牧者有責任、有義務鼓勵並指導、帶領會友唸聖經，信徒越唸聖經越
有追求，牧師就會感受壓力不敢怠慢，自己也會更努力讀經充實自己，這樣，牧者、
會友就會成長，教會也會進步。大家不追求讀經，則牧者落得輕輕鬆鬆的，教會往往
會淪為社團，雖然舉辦各種活動，看來很活潑，但其實已變質，是空洞的。
在繁忙的世代裡，每天用一點時間透過讀經、吟詩、祈禱、沉思來與上帝作心靈的對
話與交通是非常重要的，千萬不可小看這樣的功課，不要等到進入加護病房了才想到
上帝，才拾起那本鮮少翻閱，頁頁還相黏住不曾剝開過的聖經。信仰的基礎是要建立
在聖經上帝的話語上，祂會透過聖經對我們的生命說話，見先知阿摩司八：11-12
「時間已到了，我要使以色列遍地飢荒。他們飢餓，並不是沒有餅吃；他們乾渴，
並不是沒有水喝。他們飢渴是因為聽不到上主的話。這是我 ─ 至高的上主說的，從
南到北，他們要到處尋找上主的信息，可是都找不到。
I、認識聖經
聖經分成新舊約兩大部分，舊約三十九本，新約二十七本，總共六十六本，它們都
是獨立的書卷，但卻是互相關連的。
猶太教：舊約加上律法及自己民族流傳的法典
回 教：舊約五經加上可蘭經
基督教：舊約加上新約
( I ) 舊約分有四大部分
1. 法
律：五經(創世記、出埃及記、利未記、民數記、申命記)
2. 先 知 書：
a. 前先知書：約書亞、士師記、撒母耳記上下、列王記上下
b. 後先知書：以賽亞書到瑪拉基書
3. 歷 史 書：以斯拉、尼希米、歷代志上下、以斯帖、耶利米哀歌、路得記
4. 諸
書：又稱教訓的書，包括約伯記、詩篇、箴言、雅歌、傳道書
5. 啟示文學：但以理書、以西結書、以賽亞書、撒迦利亞書、約珥書
( II ) 新約
1. 四福音書：馬太福音、馬可福音、路加福音、約翰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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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歷 史 書：使徒行傳
3. 使徒書信：1)保羅書信；2)普通書信
4. 啟 示 類：啟示錄
舊約是猶太人普遍誦讀的經書。
主後七十年，因為耶路撒冷城被毀，羅馬將軍 Titus 帶兵攻城拆毀聖殿、焚燒聖
經，引起猶太教領袖急迫需要整理經典，於主後一四零年完成舊約正典三十九本
新約聖經有人叫正經，有人稱正典，意思是教會接納為正式經典之書，是上帝默示
的，上帝將祂的旨意、真理啟示給了祂所特地預備的人，將它們忠實地寫了下來。教
會成立初期新約不只二十七本，在主後三百九十七年，在非洲北部迦太基召開教會大
公會議時，接納我們現在所廣讀的二十七本新約聖經書為正典。
天主教多了七本經書，所以他們總共有四十六本，這多出來是七本在宗教改革時代
被編在「次經」之中，被認為少了它們對信仰上不會有影響，這七本中包括舊約到新
約時代的空檔期，台灣商務出版有出版叫聖經後典。
II、教會的演變
從使徒行傳可知道初代教會陸續成立並延續下來，這就是羅馬大公會，但因為許多
問題及各種看法不同如耶穌基督是人？是神？聖餐、洗禮、浸禮等等而分裂。
主後一零五四年分裂為二：
o 東方教會─ 希臘正教
o 西方教會─ 即羅馬大公會也就是所謂天主教會
主後一五一七年馬丁路德宗教改革後，西方教會分而為二，有：
o 舊教─ 天主教
o 新教─ 就是現在的基督教
西方教會亦即天主教，教宗、神父把解讀聖經看成是他們的特權，不讓信徒看聖
經，如此可以左右信徒，教會又揮霍浪費興蓋華麗的教堂，向信徒以贖罪卷等詐錢，
引起神父馬丁路德的不滿，張貼教皇罪狀公諸於民，馬丁路德並翻譯聖經，將希臘文
聖經翻成通用的德文聖經，使信徒可以研讀聖經，因而覺醒，促成了宗教改革。由此
可見勤於唸聖經，遵守主的教導，是何等的重要。
III、為什麼讀聖經
( I )可以正確明白聖經的道理，透過上帝給我們的話使心靈得到滋潤，了解生命的意
義。聖經是一本談生命的書，人的罪帶來苦難，但上帝是公義仁慈的，是人生路途上
的亮光，聖經傳達上帝救贖恩典的工作。
( II )藉由聖經使人改舊換新，生命得進步得豐盛。
( III )勤讀聖經可以免於陷入迷惑、偏離正道。
一般人在信仰上很少花時間去追求，只想撿現成的，因此容易受騙，例如 1995 年
潤八月的事件；原本是謠傳 1995 年中共要攻打台灣，演變成台北縣「新莊敬拜讚美
中心」積極廣傳因為台灣人民犯罪太深，在 1995 年潤八月上帝將毀滅三分之一台灣
人口，加上媒體炒作繪聲繪影，使得很多基督徒信以為真，紛紛移民海外，更離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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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督徒生意人在中美洲一片荒涼的地方買了一大片土地供作台灣難民營，多人受騙
血本無歸，上帝要毀滅台灣人，跑到國外就逃得掉嗎？
另外一個事件是 1998 年飛碟會事件，一為陳姓的人告訴他的追隨者上帝要差遣飛
碟降落在德州小鎮叫 God Land 的地方，許多人真的就賣了房子跟從他到了那小鎮苦
苦等待 1998 年 10 月 30 日世界末日，飛碟的來臨，以上這二件事情受騙的很多是知
識份子，這就是基督徒不唸聖經的危險。
聖經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礎，教會要建立在聖經上帝的話語上，沒有聖經的信仰是脆
弱的，容易被迷惑的。
提摩太後書三：14-17
「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心裡；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並且知道你是
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聖經都是神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都是有益的，叫屬神的人得以完全，預備行各
樣的善事。」
IV、如何讀聖經：每日靈修
( I )讀經忌諱
1. 隨興而讀，沒有目標、沒有計畫的讀，想到了才讀，翻到哪裡讀到哪裡，這樣
容易中斷，半途而廢，一般人停在創世記或馬太福音。
2. 為了某種目的而讀，把聖經當成百科全書，遇到問題受到困難就忙著找聖經求
安慰求答案，這種態度是很危險的，容易將聖經的原意扭曲了；
舉例一：
一個富人想知道上帝對他手上的錢要如何處理，有什麼建議，於是祈禱後打開
聖經隨手一指，剛好指在馬可福音十：21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說：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
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來跟從我。」
這富人覺得不應該是這句話(不是他想要的)，於是又祈禱，把聖經又一翻，隨
手一指；馬太福音二十七：5
「猶大就把那銀錢丟在殿裡，出去吊死了。」
這段經文使這富人更難過，不相信真是上帝想告訴他的，於是第三次再祈禱，
再打開聖經，這回是路加福音十：37
「耶穌說：你去照樣行吧。」
舉例二：
教會有位姊妹想參加立法委員選舉，她的理由是：有一天靈修時祈禱，翻開聖
經見到以賽亞書六：8
「我又聽見主的聲音說：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說：我在這
裡，請差遣我！」
根據此經文她堅持參選，卻落選。
( II ) 讀經的基本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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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系統的讀經表 - 聖經是上帝的話，上帝藉著它向我們說話，每一句小小的
話語都可以改變我們的生命
一年唸完，需要每天唸三章
三年唸完，平均每天唸二十五節
讀經表不可用主題式的，跳來跳去，要一本一本的唸，從福音書開始是個好
方法。
2. 筆記本 - 記錄讀經日期時間，經節範圍，並要留有空間用於作補充時用的，
並寫出感想，看不懂就寫看不懂，覺得太囉唆可以寫太囉唆。
3. 固定時間 - 當作每天的功課，不要偷懶，也不要預先讀下好幾天份。
4. 全新的聖經 - 不要用已經畫有各種顏色或註解寫的密密麻麻的聖經，準備一
本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這本聖經的優點是：
1) 名詞淺近
2) 有題目索引，容易找資料
3) 引文索引：舊新約聖經之間互相引用的經文可以找到
4) 引喻和類似字句的索引
5) 有聖經年代表，聖經地圖
6) 每本書卷之前介紹該書的背景
7) 有註腳幫助讀者知道特別字句的其他譯意(其他翻譯的意思)
和合本聖經是外國宣教士 1919 年在天津翻譯，文句典雅，但不易明瞭。
現代中文譯本出書於 1975 年，由新加坡、台灣、香港三地聖經學者合譯
的，1999 年再出修訂本。
Ｖ、平信徒作聖經研究
( I )準備多幾本不同版本的聖經，可以彼此對照，如和合本、台語版、現代中文修訂
本、英文版，不同的翻譯可以作經文的對照、比較，讀起來感受瞭解會不太一樣，如
傳道書三：5
和合本：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不懷抱有時。
現代中文譯本：同房有時分房有時，親熱有時，冷落有時。
這是蠻有趣的經文，有時文字差異之故，語意似乎有天壤之別。
箴言五：15
和合本：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飲自己井裡的活水。
現代中文譯本：你要對自己的妻忠實，專心愛她。
真是有意思，想瞭解可找參考資料或和牧師、傳道、長老或教會朋友討論。
( II )準備參考書、釋譯本來幫忙。
( III )牧師幫忙會友解釋討論聖經。
( IV )要對照經文，尤其是唸福音書
馬可福音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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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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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加福音五：31 「耶穌對他們說：無病的人用不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馬太福音九：13 「我來本不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福音書作者因為傳講對象的不同，所講、所注重的會有些不同。
出埃及記二十：11 「因為六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
日便安息，所以耶和華賜福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申命記五：15 「要記念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 你神用大能的手和伸出來
的膀臂將你從那裡領出來。因此，耶和華─ 你的神吩咐你守安息
日。」
申命記二十一：15–17 有關分財產
申命記二十五：5 –10 有關兄死，弟娶嫂之事
※因為環境、習俗不同之故，會在經文寫作及解釋上有差異
( V )找出關鍵的詞、字句
路加福音十六：9 「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樂。」
在這經文中的關鍵字 key word 是“天天”，表示出這人不敬畏上帝，不守安息日。
找出反覆出現的自是在表明什麼意思。
( VI )瞭解聖經書的時代背景
ＶＩ、教會推動讀經
( I ) 成立讀經小組，設計作業，可以填充題、問答題
( II ) 準備查經進度表
( III ) 採用統一的聖經版本
盧牧師很熱心，願意幫忙我們教會在還沒有牧者之前為我們準備、指導讀經進度表等
等的需要，他的網頁是 http://chungi.disciple.com.tw/todaysubje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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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聖詩精選

陳莉莉

1. Come， Thou Fount (救主耶穌萬福本源) 聖詩#250
雅各一:17 說[讓我們先求衪的國和義，因為各樣的福份都是從上頭來的，從眾光之父那裏
降下來的。]福份是人人都渴望得的，但是我們要找到源頭，才能取之不盡，用之不竭。
作詞者 Robert Robinson( 1735~1790)生於英國 Norfolk，八歲喪父，家境困乏。十七歲時
聽 George Whitefield 佈道而信主，幾年後感覺神的呼召而進入衛理公會服事，後來遷居劍
橋，成為浸信會牧師。此詩是他的蒙恩見証，得救的經歷，寫於 23 歲那年。作曲者 John
Wyeth(1770~1858)生於美國麻州，原先經營印刷工作，常常出版聖歌。為這首歌詞所感
動，閒暇時譜下此曲。
歌詞如下：
1. 救主耶穌萬福本源，懇求俯落聽稱讚，主賜恩惠未曾停止，大聲吟詩來讚美，
熱心讚美隴無時停，和諧聲音透天庭，上帝愛疼恩惠極大，應該感謝隴無息。
2. 時時刻刻紀念主恩，做主路用愈殷勤，受主保護直到現今，願我能聽主聲音，
我若行到危險路途，耶穌引導行正路，上流寶血救我心靈，救贖導我到天庭。
3. 我受恩愛極大極深，冥與日催迫我心，從今以後助我心正，一心愛主守誡命，
離開失迷黑暗交界，入於光明得在，懇求我主領我賤名，與主永站於聖城。

2. Sweet Hour Of Prayer ( 祈禱的時此時極好) 聖詩#267
以弗所書 6:18 說[靠著聖靈，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不倦，為眾聖徒祈求。]
基督徒屬靈生命要活潑健壯，絕對不可離開禱告。禱告是親近神的管道，也是過得勝生活
所需的基本要素。
這首聖詩是過去二世紀以來，是基督徒最熟悉也最喜愛的聖詩。作詞者 William Walford
是一位瞎眼的傳道人，他在黑暗中感受到與主交談的甜蜜，而寫下此首歌詞。作曲者是
美國著名福音詩歌作曲家，曾寫過[天父領我][耶穌愛我]的 William Bradbury 在 1861 年所
完成的。
歌詞如下：
1. 祈禱的時此時極好，我心脫離俗情煩惱，又可就近天父面前，將心所愛祈禱無停，我曾
遇著災禍艱難，祈禱的時能得平安，又我專心祈禱的時，能使魔鬼與我相離。
2. 祈禱的時此時極好，天父歡喜聽我祈禱，萬物主宰極其富有，迫切懇求衪就賞賜，天父
教我與衪親近，欲我信靠受衪大恩，今將各項掛慮靠衪，歡喜聽候祈禱的時。
3. 祈禱的時此時極好，使我的心並無煩惱，盡一世人信這祈禱，臨終氣斷各項攏好，彼時
靈魂離開身軀，就能見著愛我的主，無再煩惱無再傷悲，永遠享受天堂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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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綜覽 －利未記
出埃及記的尾聲，耶和華神曉諭摩西要立起神的帳幕，於是神的會幕被建立起來，也因此開啟了利
未記，神要教導祂的子民如何獻祭事奉，以及如何過一個聖潔的生活。為什麼要獻祭？獻祭代表個
人到神面前的信仰與信心，透過獻祭，相信罪得蒙赦免，透過獻祭，感謝神所賜與的平安與供應，
並且相信神必悅納所獻上的祭物。透過獻祭，也教導神的子民如何敬畏神，遵守神的律例與典章。
又為什麼神的子民須要過聖潔的生活？因為耶和華神說：「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
神是聖潔的」。神要以色列百姓也就是祂的選民要活得像神的子民。
利未記也是舊約中把基督的救贖意義表現得最淋漓盡致的一卷書，約伯曾問：人在神面前怎能成為
義呢？神藉著利未記來解答這問題：「人要帶他的無殘疾的供物來….」「他要按手在供物的頭
上…..」「他要承認他所犯的罪….」「他要把他的供物宰了….」「祭司要把供物的血灑在會幕的門
口、壇的周圍….」「祭司要為他贖罪，他必蒙赦免」，所以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降世，為全人類
的罪，獻上祂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一次獻上成了永遠的贖罪祭，使新約的信徒和現今像我們一樣得
蒙救贖的信徒都能夠事奉永生的神，不再需要像以色列人那樣的獻祭。
利未人是以色列十二支派之一，因為利未人對神忠心（出三十二 26），所以被神揀選作為事奉祂
的支派。所有的祭司都屬於利未支派，他們的工作就是協助料理會幕之事宜，並向百姓講解律法。
利未記可說是一本祭司手冊，裡面提到祭司的職責、獻祭的條例，並教導以色列百姓，如何透過獻
祭、祭司、潔淨、以及一年一度的贖罪日來親近神。同時神要祂的百姓遵守對食物的聖潔，以及對
婚姻及貞操的聖潔，對神和對人道德行為的聖潔，祭司與祭物的聖潔等等，如此才能過一個討神喜
悅的聖潔生活。
雖然利未記充滿了條文與律法，但仔細琢磨細嚼它的字句，不難叫我們思考我們是否也將最好的獻
給了主，包括我們的時間、金錢、才能、甚至我們的心。我們是否在凡事上順服神，遵守了祂的吩
附呢？我們的生活是否聖潔、討神喜悅呢？我們是否深覺曾得罪了神、得罪了人呢？若是的話，我
們應懇切地禱告，求神赦免，並且向人認錯求寬恕，神應許說：東離西有多遠，祂叫我們的過犯，
離我們也有多遠。

(A) Leviticus 16:8-10 亞倫要把那拈鬮歸與耶和華的羊獻為贖罪祭
(B) Leviticus 16:15-17 亞倫在聖所行贖罪之禮
註:照片摘自

http://www.lavistachurchofchrist.org/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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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生活裏的感恩

陳莉莉

孩提時代，家裏養了許多小動物。除了貓、狗之外，還有雞、鳥、魚等。在我 6、7
歲時，我們住的是曰式房屋，後面有一個花木扶疏的小小院子，媽媽在角落裏放了個
雞籠。每天上學前我和弟弟一定準時蹲在雞籠前等著母雞下蛋。捧著溫溫熱熱的蛋，
小心翼翼地拿到廚房給媽媽煎荷包蛋帶便當，是我童年最快樂的回憶。爸爸喜歡狗，
養了隻大狼狗守在雞籠旁，他常說家裏女生多，一定要有一隻大狼狗來保護。只是我
看到牠那長長的舌頭，兇狠的眼神，常常退避三舍，直到衪壽終正寢前，我還是不敢
與牠太親近，更甭提讓衪來保護我。由於我們住的是數十年日式老屋，一到晚上，常
有老鼠在天花板開運動會。爸爸幾番驅趕無效，便去巷口找來一隻大黑貓，每到夜闌
人靜時，同齣武俠片必定上演。主角大黑貓踮著腳尖巡邏牠的地盤，緊接著一陣突襲
追殺，傳來幾聲尖叫廝喊，劇終必是大黑貓含著死老鼠得意洋洋的到爸爸面前稱功。
這招武功，狠、準、猛，果真有效，幾個月後，老鼠全家搬走，貓也不知去蹤，我們
從此夜夜有好眠。然而，小時候那貓捉老鼠的恐怖景象，一直是我心底的惡夢，直到
今天，一見到大黑貓，我還是全身會起雞皮疙瘩。鸚鵡鳥、熱帶魚則放在爸爸的診
所，玻璃箱裏五彩繽紛的熱帶魚，快樂地游來游去，是病童們的最愛。媽媽養了兩隻
愛講話的鸚鵡放在進門口，牠們每天聒躁地學護士小姐講台語：[愛注射喔!]，[愛呷
藥啊！]常逗得病人哈哈笑，病都好了一大半。半世紀前，台灣經濟尚未起飛，家裏
也沒有什麼玩具，只有這些小動物們點綴著幼年簡單的日子，有時回想起來，心中充
滿感恩，生活看似平凡，卻十分幸福。
在自己撫育孩子忙碌的過程裏，從不主動提出育養動物，可是頗富同情心的兒子，卻
常會帶一些不受歡迎的小動物回來。有一學期結束時，一口氣帶回一隻沒人要的瞎一
隻眼的 class pet-天竺鼠，以及實驗室裏丟棄一旁沒人餵的兩隻老鼠，加上之前路上
撿來跛腳的鳥，一下子把整屋子弄得熱鬧滾滾。為了衪們，他不惜把兩個從小存的大
piggy bank 全部交出來，買飼料， 買玩具。當我不情願地帶他去 pet shop 買老鼠
裝備時，赫然發現美國老鼠也有玩具，著實驚呀不已，與小時候家裏那被追殺的老
鼠相比，身價有如天堂與地獄之別。由於那段貓鼠追殺不堪回首的往事，讓我極端嫌
惡老鼠，對衪們採取三不政策，也就是不撫摸，不清理，不出錢。兒子知道我討厭他
的鼠輩們，認份地將大籠子悄悄地放在自己的床尾。老鼠體味很重，每次整理他的房
間時，那股惡臭令我極無法忍受，不帶著口罩進出，都覺快窒息而死。不久，那兩隻
在實驗室裏飽受折磨的老鼠，相繼無疾而終，兒子茶不思飯不飲，傷心欲絕了好幾
天，反之，老媽我則心中暗喜良久。走出哀痛之後，兒子做了兩個小 box，在後院挖
了個坑，將衪們埋了起來，並選了個微風徐來的午后，為衪們舉行告別式，強迫我和
兩個姐姐都要出席。我們合唱了 Amazing Grace， 大姐姐念了一段經文，小姐姐彈
guitar 哀悼，他則拉了首哀傷 violin 小曲紀念這段只有他自己能理解的人鼠情緣，
典禮簡單莊嚴，只差沒請牧師來証道。這是即將在 UCLA 念大二的兒子，七歲時的
一段趣聞。雖是趣聞，回憶起來，我心中頗為酸礎，對自己當年不曾將心比心，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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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愛，感到十分懊悔。兒子長大了，海天空，眼界也寬廣許多，或許早已忘記兒
時這段多愁善感的往事。如今的他，憐憫心依舊，更將童年時對動物的愛心延伸至人
類。不一樣的則是展翅高飛之後，不再多愁，呈現的是陽光男孩明朗的性格。今年我
生日時，他送了我一個寫譜的軟體，悄悄地幫我灌進電腦，並耐心地教我如何使用。
看我運用自如完成手鐘譜及短歌譜之後，他露出一個極滿意的微笑，拍拍我並鼓勵地
說：[Wow!!媽媽妳很 Professional!!]這段生活小事，或許很平凡，卻讓我很感恩有這
樣被兒子關懷的時刻，感覺十分幸福。
今年六月，大女兒隨夫搬到西雅圖之後，留下帶不走的白兔暫時托我們代養。之前，
我們也代顧過忙著在東部念書二女兒的小狗一年。空巢了，沒有孩子在身邊忙碌，相
較起來，就比較有心思照顧這些小動物。目前與我們相依為命的小白兔，長得漂亮又
有氣質，潔白如雪，眼睛又黑又大，像塗了眼線似的，深受來我家進出的小朋友們喜
愛。每天早上我在前庭讀書塗鴨時，衪時而輕巧跳躍，時而靜悄悄蹲在我旁，像個
乖巧文靜的小女生。我每次看到牠那種純潔與世無爭的表情，便深受感動。亞里士愛
牠如至寶，每天上班前餵食時，必與牠溫柔聊上半天，像在撫養小孫女似的快樂。有
一回，不顧我的阻撓，連自己喜愛的水果也要分牠吃，看牠吃得高興，亞里士還一臉
滿足。沒幾天，兔孫女生病了，不吃不喝不動，肚子漲得大大的，蹲在角落用一雙無
辜的大眼，痛苦的望著我們，看起來好可憐，好無助。觀察了兩天，看牠病得沒起
色，我們才著急起來，一大早趕忙送去獸醫處掛急疹。醫生一摸她肚子，就說牠吃了
不該吃的，消化不良，需要通腸。兔孫女沒有醫療保險，老阿公只好自掏腰包花了八
十大元醫藥費，牠也很乖巧地服了腸胃藥，像吃了仙丹似的，半天之後又回復原來可
愛的模樣，我看衪又開始蹦跳時，忍不住欣喜而泣。在衪生病的那兩天，我懺悔著、
懊惱著自己有時要出遠門，屨嫌衪麻煩，也常常視衪的乖巧可愛為理所當然，不知感
激衪所帶給我們的快樂。那場寵物病痛的煎熬，讓我領悟到，原來平凡與健康是這麼
的幸福，是這麼的值得感恩與珍惜，即使是一個小小的生命。
生活裏常常說謝謝，有助我們發展出感恩的態度，並要經常感謝所擁有的，而非期待
所沒有的。保羅在監獄裡寫的書信仍充滿感謝：「要常常喜樂，不住地禱告，凡事謝
恩；因為這是神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羅尼迦前書五章 16-18
節）。上帝已經給我們一切，包括祂的生命，我們所要做的是在平凡生活中實踐感恩
的心。如此，我們便可以做到帖撒羅尼迦前書五章 18 節所教導的：「凡事謝恩」。
在順境中，或在逆境中，活出感恩的人生。

帖撒羅尼迦前書五章 18 節: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神在基督耶穌裡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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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恕

張帆

節譯及注解 自 Rabbi Irwin Kula “嚮往”(Yearning)
Love Story 中女主角 Ali MacGraw 在這部 70 年代電影中說過一句話“愛是不用說對不
起”。這句話， 我們也許不願意承認， 是我們大多數人心中的一個嚮往。我們希望別人不
管我們所犯的錯誤， 可以完全的了解和接受我們。因此我們沒有道歉的必耍。我們想在人
與人間最好的關係中， 別人的饒恕是容易的， 是自然的， 是立刻就可以作到的。雖然有深
刻的傷痕， 但饒恕應該是不需耍任何努力的。
當然。在真實生活中的饒恕”和 Love Story 中的認知剛好相反。十二世紀的猶太教師
Maimonides 說 “饒恕” 要有四個步驟: 認知， 懊悔， 解決， 及復和。這四個步驟的重點在
饒恕不是一個單方面要遵守的誠命， 而是一個在關係中雙方面都要努力的過程。饒恕在行
為上要作的和在內心上要作的是同樣的重要。我們要確確的認知我們作了什麼傷害， 我們
要誠懇的悔改， 而且如何在下一次同樣的情形下不會再犯。受傷害的一方也應該溝通他的
需要， 鼓勵對方共同來解決破裂的傷痕。只有在這三個步驟都作到以後， 才有真正復和的
可能。
在聖經創世紀中 約瑟的感人故事給 Maimonides 的四個步驟提供了一個很好例子。約瑟是
雅各最喜愛的兒子 .他哥哥們因為對約瑟的仇恨將約瑟賣到埃及當奴隸。在埃及，約瑟卻因
神的安排及聰明智， 做到了埃及的宰相，法老派他管理全埃及的糧倉。 當時，大旱也襲
擊到約瑟的老家迦南地， 雅各叫了約瑟的哥哥們都下到埃及買糧。他的哥哥們認不出在他
們面前的宰相就是約瑟， 約瑟卻知道這些難民是他的哥哥們.
當他哥哥們取了糧要回迦南時， 約瑟要他們留下一個當人質， 其他的人回迦南帶他的小
弟弟便雅閔回來埃及。這時他哥哥們不知道約瑟聽得懂他們的話， “他們彼此說我們在兄
弟身上實在有罪， 他哀求我們的時侯， 我們見他心裹的愁苦，卻不肯聽， 所以這場苦難臨
到我們身上” (創 42:21)。約瑟聽到他們當初賣他的懊悔， 轉身退去哭了一場。– 這是
Maimonides 說的前二個步驟: 認知， 懊悔。
他的哥哥們再度去埃及取糧，這次帶了便雅閔。但是在他們回迦南的時候， 約瑟用一個
計畫: 派人在便雅閔的袋子中放了個銀杯， 指便雅閔是賊， 要留下便雅閔.來看他的哥哥們
這次怎麼作。這次， 當初賣約瑟的這些哥哥們中的猶大廷身而出說 “求你容僕人住下， 替
這童子作我主的奴僕，…若童子不和我同去， 我怎能上去見我父親呢” (創 44:33)。從這些
話中猶大証明了在類似的情形下他能夠保護他的兄弟， 不再犯從前的錯誤。這是
Maimonides 說的第三個步驟: 懊悔以後還能証明有能力不再犯.
聽了猶大的話， 約瑟再也忍不住， 放聲大哭. 說 “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 就是你們所賣
到埃及的。現在不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裹， 自憂自恨， 這是上帝差我在你們以先來為要保全
生命” (創 45:4-5)。這是 Maimonides 說的第四個步驟: 往和解的目標進行.
但是，關係還是無法再完全的回到當初. 當雅各死的時侯， 約瑟的兄弟們因為害怕約瑟報
復， 向約瑟扯謊說雅各的遺言要約瑟饒恕他的兄弟。這是聖經第一次用”饒恕”這個字. 約
瑟不知這是謊言， 用好言安慰他的兄弟們， 維持他兄弟們的生活， 但是在聖經上并沒有從
約瑟口中提到饒恕這個字。復合不一定洗去所有的創傷，消除所有的懷疑，. 就像約瑟的例
子， 饒恕在人際關係中是個艱難的過程。
我們自己的饒恕過程上，也有不同階段的歷程， 不同速度的進展， 在不同的時間或階段
中還會有不同的想法-要不要饒恕。也許要好多年後， 我們才能恢復對人的信心， 才願意再
次溝通。但是希望我們能夠像約瑟一樣的在饒恕的掙扎過程中， 變的更堅強， 更有人生的
智慧， 也更能明白神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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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腓立比教會看台美教會

張郁男

腓立比教會是歐洲第一間的基督教會，是保羅，西拉，提摩太以及醫生路加在第二
次旅行傳道時，順從異象中馬其頓人的呼聲，到腓立比城所開拓的教會.根據使徒行
傳第十六章的記載，保羅與他的同工初到腓立比城時，因為當地猶太人不多，並沒有
猶太人的會堂，所以他們就到城外河邊一個禱告的地方，開始向在那裡聚集的婦女們
傳福音.在第十四節告訴我們有一位從推雅推喇來的外邦女子名叫呂底亞，她是賣紫
色布的商人，她聽保羅所講的道之後，受聖靈的感動，全家受洗歸入基督，並邀請保
羅到她家住，開放她家為傳福音的地方.這樣腓立比教會就從一群婦女的禱告開始，
然後家庭聚會，接著就成立了教會.
腓立比教會在聖靈的帶領下建立了，在使徒保羅及同工們同心協力下，信徒的靈命
日日增長.在使徒保羅所建立的教會中，腓立比教會是最受保羅稱讚的教會.使徒保羅
寫腓立比書時是充滿了感恩及喜樂的心，在腓立比書裡保羅很少用責備的語氣，因為
腓立比教會在靈命上的追求.在愛心的表現，在保羅傳福音事工上所給予的代禱和金
錢， 物質上的供應，均讓保羅為他們感謝神的恩典.他們的表現實在值得現在的教會
來學習.在一章第 5 節也記載”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福
音”也就是腓立比教會自從家庭聚會，建立教會，到使徒保羅寫腓立比書時(約在主
後 61 年)前後 12 年，腓立比的信徒都同心合意追求真理，在傳福音的事工上有一致
的異象和使命，而且對神的僕人保羅的愛心和信心，使保羅和他的同工，在福音的事
工上沒有後顧之憂.教會需要有像使徒保羅這樣肯獻身，有異象，有使命感，且關心
信徒靈命成長的牧者來牧養羊群.相同的傳教者也需要有像腓立比教會的信徒那樣，
在靈命成長上願意追求真理，在事奉上願意積極的參與，在傳福音的事工上有美好的
見證，在關懷的事工上願意付出，以及能盡心盡力幫助傳教者的信徒.
記得蘇景星牧師在他的信息裡曾告訴我們”要有一流的牧師，也需要有一流的信
徒”兩者實為一體之兩面，互為因果.我們教會台語部，英語部均要聘請牧師，我相
信大家均期待有一流的牧師來牧養我們，我們為此禱告求主差遣祂的僕人，在此同時
是否我們應準備我們的心，願意在真理的追求上，多撥時間來讀經，參加查經班，在
教會的事工上多分擔一點工作，對牧者能付出更多的關心與愛心.通過牧者與信徒的
同心與愛的互動，使我們個人的靈命得長進，大家在主耶穌基督裡能同心合一，榮神
益人.
小會為了讓教會的未來有一個明確的異象，今年成立了異象委員會，經過數個月的
討論，與徵求會友的建議擬訂了教會異象(草案)希望通過台美通訊讓所有的會友了解
進展，及建議，在做出最後決定前能集思廣意.教會的異象將成為今後我們教會事工
的導向，也是我們教會將來發展的方向，您的參與非常重要.
台美教會異象(草案)
1. 虔誠敬拜上帝，加強主日崇拜功能使會友與慕道友能看重聚會，也享受在崇拜當中。
2. 教會藉著團契生活，讓各肢體在主裡合為一體，愛人如己，讓關懷事工更加完備。
3. 教會透過事工來觸摸社會需要，對社區做更好的聯繫與服務，共享基督裡的愛。
4. 推動會友能每日穩定靈修，與神接近，建立個人與神的親密關係.鼓勵會友多閱讀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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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參加查經禱告會，靈修會.教會也辦理慕道課程，同工訓練來造就信徒。
5. 遵守耶穌的命令，向著天下萬人傳福音，引人歸主。
6. 強化英語崇拜的功能，造就英語為主要語言的信徒靈命的成長。
今後教會的事工均會根據共同的異象來擬訂，各事工需要大家積極來參與，但願我
們每一位會友均能根據神給我們的恩賜與呼召來選擇自己事奉的工作，讓台美教會每
一位會友均能動起來.我們不能像加利利人那樣站著望天(使徒行傳 一:11) ，應該起而
行.讓台美教會在聖靈的代領下，在良牧的牧養下能成為一間主所喜悅的教會.
讓我們每一位信徒均能成為一流的信徒來迎接一流的牧師來牧養我們.

義的奴僕

萌區

羅馬書第六章 18 節說: 「你們既從罪裡得了釋放，就作了義的奴僕。」 咋聽很不順
耳，但也不得不服氣。所以我們一輩子的事奉是學主的款式，即使有時做得歪歪扭扭的。
我知道教會的會計不好幹，執事禮拜完總還要花好多時間把賬目整理，才不會一比糊
塗賬，若不是有會計基礎的，一年下來保證上手。
我知道負責教會崇拜的工作不好幹，雜事一堆，今年除了要安排週日講員外還要編週
報。但是聽說現在中打刮刮叫，我相信休息一個月之後，她會覺得收穫良多，而且工作
能力大增。
我知道負責教會教育的工作不好幹，要統籌聖經教育，查經祈禱會，年度的靈休會，
暑期聖經學校的計劃。一年下來休息一下，會很感謝主的帶領，一切都照祂的旨意成
就。
負責教會雙月刊的工作不輕鬆，雙月刊出版前一週，一要祈禱本週公司工作要輕鬆
些，二要有信心稿子編好能湊成四的倍數，三要祈禱漏網之魚的錯誤極少。 如果稿子沒
有進賬，白頭髮可能會多幾根。這些日子下來，除了編輯能力增加一些，也多少學到將
一些難解的課題，交託主。
負責教會音效、點名、電腦投影的製作需要一些訓練及有解決問題的精神，將這三份
工作合在一起是希望多一些同工，一齊來參予，互相扶持。受惠於熱心的先進及網路的
發達，崇拜用的聖詩、啟應文、聖經幾乎都可以下載，節省了很多時間精力。但做久
了，疲乏了，成品就開始鬆散了。學到的功課是，後來提醒自己這是為主作工，電腦投
影製作前先祈禱，頭腦就清楚些了。點名要學習是認得背影，熟能生巧，學起來，受益
無窮。我們的經驗，每幾個禮拜，音效的線路就要變一變，如果你能解決音效的小問
題，還有什麼難的了你?
其他還有聖歌隊練習，每季的掃除，教會場地得租用，修繕。感謝主給我們服務的機
會，只是我們獻上的感謝，大都不是即時的。主對我們的無奈，想必如我們對我們孩子
們的無奈一般。
這些只是一小部份，如果你仔細觀察，教會的小世界裏，我們肢體及訊息的交通真不
少。週日除了大堂的崇拜，英文部也有崇拜，而且他們也很渴望能在“教堂＂內崇拜。
我們還有一羣兒童在長者的指導下學習聖經的基礎，去行義的路。週日午餐有同工架桌
子，放椅子，分午餐，飯後清理，收椅子，清垃圾。我們在主內相識，在主內同工。我
們同是義的奴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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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人生

林瑞隆 牧師

聖經：以賽亞書 5：1~7， 腓立比書 3：4~14

引言：從環保到人生
「環境保護」(EP) 是二十世紀 80 年代以後發展出來的一個重要的世界文化概念，這個概念從正
面鼓勵人對生存環境或整個地球環境的保護。在這之前的人，並不是沒有環保的概念，也不是不會
做，但多半以負面的語言強調人對環境的義務與責任。
早期環保概念的負面或消極表達為「清除垃圾」，希望人藉著這個行動讓居住環境變得好一些。
內容上，清除垃圾和環保工作大同小異，效果上，則由於是以負面語言來表達，當然和以正面語言
表達的環保概念有所不同。從前的人，一聽見清掃垃圾，大都認為這是一件骯髒的苦差事，若被要
求去做，多半表現得一副厭惡、愁眉苦臉、或不甘願的樣子；現代人則樂於環保，歡喜做環保，甚
至小孩子也都能感受到環保工作的樂趣，所以現代的環境顯然在某些方面比從前乾淨得多。更由於
科技發達，垃圾再生利用的可能性與可行性提升，所以連垃圾也都不再是讓人感到討厭的東西。然
而，不管是積極的環保或消極的清除垃圾，的確都會對環境產生好的影響。
落實環保工作，可以提供人一個更健康的居住環境，無形中也提升了生活的品質和生命感受的舒
適。不過，環保工作可以不只是外在環境的保護而已，也可以更深地應用在人的內在生命之層次的
改善，或者說生命與人生的環保。可能絕大多數的人都知道外在環境保護的意義、內容與重要性，
但大多數人可能都沒有意識到人生環保的重要性及其意義，這是讓人感到遺憾的一件事。

人生的垃圾
人從一出生開始，就不斷靠著攝取食物幫助肉體的成長，在這過程中，肉體從食物中吸收必要的
養分，而將不需要的物質排出體外。簡單說，人所攝取的食物之一部份成為肉體的養分，另外一部
分則成為垃圾，必須丟棄。如果肉體無法將這些垃圾排出或排泄功能不彰，那就表示身體有病或健
康不正常；若是故意不排除，則必然生病。以包括精神生命在內的整體生命而言，人自出生開始也
一樣不斷成長，在這過程中，不斷吸收與累積許多外在的事物而成為己有，所累積的事物很多，包
括知識、經驗、財物…等等，但是單純的累積，最終也會造成成長的妨礙。要真正從累積中獲益，
則定期或不定期清除垃圾是必要的手段。例如在知識上，當新的知識 (特別是科學或技術性的知識)
產生時，舊的知識常常必須予以「揚棄」，否則就是落伍。又例如舊的經驗，常常可能在面對新的
情勢時不管用，而必須予以調整，或甚至徹底改變。同樣，在成長的過程中，人也會自然且不斷累
積新的財物，但也必須不斷捨棄舊的，才有可能享受新財物所帶來的好處。在這一個成長及累積的
過程中，如果不能在新與舊的交替中知所取捨，留下好的，捨棄無用的，或是擷取更新而進步的，
除去已成障礙的舊事物，則也必然同時累積垃圾，最後造成傷害。
垃圾會造成環境的汙染，也確實會傷人。一些資訊媒體有時報導某個社區居民無法忍受附近的惡
臭，因為某個鄰居有囤積垃圾在屋內的怪癖，造成附近空氣以及環境的汙染，因此要求環保人員強
力介入幫忙清除。收集與囤積垃圾的行為不僅是怪癖，可能也是一種不正常的疾病。但在人生過程
不斷累積與製造垃圾過程中，許多人卻不知道垃圾是什麼，也不曉得應該清除哪些，保留哪些，或
是因為捨不得丟棄，到最後全都保留，結果反而導致健康的人生受損，誠不可不慎。
什麼是「垃圾」呢？垃圾就是你已經不需要，而還不肯放棄，一定要緊緊握在手上或放在身邊的
東西。嬰兒衣服是我們每一個人都曾經需要的，但現在已經不需要了，可是如果你不願意放棄，還
緊緊抱在胸前，這一件本來有用的重要衣物就變成垃圾了，不管其價格多高、質料多好。但如果能
捨棄這一些對自己已經無用的東西，轉送給有需要的人，則這些東西就不至於淪為垃圾，而能發揮
其更多、更高的價值了。例如有些人會將一些曾經有用現在卻無用的東西留在身邊，捨不得丟棄，
一直到東西自然變舊、毀壞才當作垃圾處理，實在可惜。一些可以再生利用的環保物品，如果不是
直接送進焚化爐，而是交給適當的機構做再生利用處理，則其價值當然比之純粹當垃圾要高出好幾
倍，甚至十倍、百倍。從這些事例可以知道，處理垃圾需要一點點智慧；處理人生的垃圾，則需要
更多的智慧。
人生過程中，每個人都會製造一些物質的或精神的、心靈的垃圾。垃圾若不清理，必會造成污
染，而導致健康受損，但若懂得清除不需要的東西，則能保持健康。因此，人生需要環保，也要努
力保持「環保人生」，這樣才能享受健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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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人生垃圾
不知道環保人生的人，會有意識或無意識地在人生過程中堆積許多垃圾，導致生命不健康。物質
方面，有人認為擁有越多，越能夠保障人生安全。因此，他們拚命賺取所能賺取到的，並且努力為
自己累積，不論是金錢、地位、權勢、名聲，只要有機會，總是拚著命也要爭到，而且還緊緊抓住
不放，這些人不會了解環保人生。和耶穌的「無知的財主」(路加 12：16~21) 這個比喻所提及的財
主一樣，他們只會不斷地追逐、攫取、與佔有，不斷地蓋倉庫囤積財貨、獵物，竭力將原本新鮮的
東西，堆放在倉庫中讓它變舊、變壞，直到變成幾近於垃圾，再拿出來享用。這些人不會享受新鮮
的人生與人生的新鮮，只會享受垃圾。
堆積太多外在的垃圾，這種毛病或疾病比較容易察覺，但也有不少人總是在心靈上堆積不少不容
易察覺的垃圾，例如生氣、仇恨、不順遂，憂傷、痛苦經驗、僵化的老觀念、或者過去的榮華富
貴…等等，不知道心意必須常常更新而變化 (羅馬書 12：2)，才能使「內在的人」得到合適而正常
的發展空間與機會。心意更新而變化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心靈改革」或「靈命更新」。這種改革
或更新，不是一時或一天的工夫，應該是持續不斷實踐的功夫，許多人卻只是把它當作偶爾發生的
刺激，好像維護居家的清潔整齊，只是偶而打掃或清理一下，而非持續不斷地時時打掃或打理，終
究無法真正維護乾淨與清爽的居住環境，日久還是成為垃圾場。
生命的環保或人生的環保確實是重要的。心靈所累積無用的東西，若不適當清理，時日久了多半
變成害己害人的垃圾，造成對健康人生的損害。堆積垃圾只會造成人生環境更嚴重的汙染，不會使
生命更豐盛。生命的成長如同身體的成長一般，必須給予適當的開闊空間，陽光、空氣、水要充
足。然而，許多人卻被名聲、地位、權力、錢財的追逐堵塞或噎住了，因此其生命看似外表豐富，
實際上卻內在萎縮。這些東西，可能一時有用或可以適當地擁有，卻不是一生的必需，有時甚至一
生也不見得需要一件，可是有人卻一生為此爭逐，或是窮其一生緊緊抓住不放，最後反倒成為致人
於死的垃圾。
舊約《創世記》中的雅各是一位一生都在奮力追逐與攫取世間一切對自己有利事物的人，他的名
字原意即「抓住」，常常用巧取豪奪的手段累積自己的財富，讓人覺得他奸詐、貪婪。可貴的是，
雅各體會到單純抓住世間的一切並不能保障什麼幸福，因此等候在雅博渡口時的暗夜，他與天使摔
角且緊緊抓住天使不放，要求從天上來的祝福 (創世記 32：23~32)，因為他知道唯有上帝的祝福才
是真正的祝福。後來，他的名字改為「以色列」，意即「上帝的王子」。

因基督而清除垃圾
保羅是一位有著十分深刻靈命更新體驗的人，也深深懂得人生的環保以及環保人生。在《腓立比
書》裡，他說自己如今看過去所有的一切為糞土、垃圾，因為現今以耶穌基督為最寶貴。保羅年輕
時所追求的學問、權勢、地位，以及為維護以色列的律法道統而熱心逼迫基督徒，正是社會大眾認
為重要而有價值的，也是值得讚賞的。然而，在大馬士革路上的保羅為主所攫，經歷了人生的巨大
轉折 (使徒行傳 9：1~9)，以及阿拉伯沙漠三年的退修隱遁之後，成了熱心傳揚基督福音的人，終
其一生為主所用，不辭勞苦，也無懼災難。有了基督耶穌之後，保羅做了徹底的人生環保工作，將
過去所擁有的視為糞土、垃圾而毫不留戀地拋棄。
很清楚地，保羅生命一百八十度的轉變與價值觀的改變，都是因為基督耶穌之故。「若有人在基
督裡，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都變成新的了。」(林後 5：17) 這是保羅的信仰告白：基督是
讓人心意更新而變化的關鍵，人也因著基督而能夠處在新存有 (the new being) 的實境裡面。有了
基督，就可以進行重要的人生環保，實際且有效地去清除人生過程中所累積的種種垃圾；過去曾經
視為寶貝而擁有的世上事物也可以丟棄如垃圾。相反地，過去所忽略或鄙視的，此時反倒能夠以新
的眼光與心境重新審視與欣賞。這種心境與態度的轉換，是上帝的靈或基督的靈的力量所促成的
(參考羅馬書 8：9~11)。這就是保羅的寶貴的信仰體驗與實踐，也是他的人生哲學。

結語
人的肉體生命需要做環保，才會健康；整體的人生也需要常常環保，才會有純淨、健康的發展空
間。常常做人生環保，才能獲得環保人生，而環保人生才是健康的人生，也是基督徒必須努力追求
的人生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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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es

Jon Walker

For even if I boast somewhat freely about the authority the Lord gave us for building you up rather than
pulling you down, I will not be ashamed of it. (2 Corinthians 10:8 NIV)
My son came home from middle school the other day and told me there'd been a reward-day-type
assembly, where some neat stuff was given away. Then a teacher put all the student's names into a
bucket for a drawing to determine who would win the biggest prize of all!
"I know you're only supposed to use special powers for good," my son said, "But if I had special powers,
I would have been tempted today to stop time just before the teacher called out the winner. And I would
have slipped up and put my own name in her hand."
My first thought was, "Wow, that really would be cool!" – but then, out loud, I agreed that special powers
should only be used for the good of others. As the great theologian, Spiderman, says: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But then my A.D.D. brain start pinging like a pin ball wizard running wild in the arcade. (OK, I'm showing
my age.) It occurred to me that, as Christians, we do have special powers. In fact, we have the most
special power of all planted deep within us: the Holy Ghost, spirit power of Jesus Christ.
Paul, the Blind Man of Damascus Road, refers to this special power when he's speaking of his role as an
apostle. He said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that emerged from Christ's spirit within him was given to him to
build others up, and that it should never be used to tear others down.
It's possible you could render the Greek: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The Spirit of Christ lives within us and, as faithful stewards, we're to use the special power that flows
from him to build up rather than pull down. In a sense, Oswald Chambers speaks to this when he teaches
that, when God shows us the faults of others, we're to use that knowledge to intercede for them and not to
criticize them.
That's a pretty hefty truth to carry, and I think the weight of it is one reason many of us struggle to keep it
balanced on our shoulders. When we see other people's clay feet, our first response should be to go to our
knees. Too often, however, we shrug off the weight of truth in order to free our hands for finger-pointing.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uilding up and tearing down? Consider these contrasts:
· Greet people with the positive vs. Open with the
negative
· Point out what is right vs. Magnify what is wrong
· Expect excellence vs. Expect perfection
· Listen intently vs. Don't listen at all
· See the individual vs. See the stereotype
· Applaud positive changes vs. Say, "You'll never
change!"
· Acceptance vs. Rejection
· Respect vs. Ridicule
· Apology vs. Blame

· Forgive vs. Shame
· "You can do it" vs. "You're hopeless"
· Promises kept vs. Promises broken
· Unconditional love vs. "Strings attached" love
· God interprets circumstances vs. Fear interprets
circumstances
· Point toward things above vs. Point toward problems
· "He's a child of God" vs. "He's a problem to be dealt
with"
. You have great power; how will you handle the
responsibility?

What now?
· Your heart speaks through your mouth – [Jesus] went on: "What comes out of a man is what makes
him 'unclean.' For from within, out of men's hearts, come evil thoughts, sexual immorality, theft, murder,
adultery, greed, malice, deceit, lewdness, envy, slander, arrogance and folly. All these evils come from
inside and make a man 'unclean.'" (Mark 7:20-23 NIV) Meditate on what comes out of your mouth on a
regular basis. Talk to God about what that reveals about your heart.
· Praise the Father and encourage his creations with your tongue – "With the tongue we praise our
Lord and Father, and with it we curse men, who have been made in God's likeness. Out of the same
mouth come praise and cursing. My brothers, this should not be. (James 3:9-10 NIV)
· Encourage vs. discourage – Go through the list of contrasts above and rate yourself on each item.
What does your rating reveal? What'cha gonna do about it?
· Pray today – "God, I want to be a good steward of the spirit-powers you've invested within me. I want
you to use me to encourage every person I come in contact with today, showing them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your love."
© 2007 Jon Walker. All rights reserved. Permission to Reprint ((#8262-84798344-4897)
Jon Walker is a pastor-advocate living in Tennessee and the former pastor of communications at Saddleback Church.
Click HERE for a free subscription to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Daily Devotional, your daily inspiration via email.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TAPC Newsletter – October 2007

p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