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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中宣會教育部

這一期《中宣恩刊》的題目是「僕人領導」。這一期《中宣恩刊》的題目是「僕人領導」。

		

	 	 	 		什麼是僕人？	 	 	 		什麼是僕人？

	 	 	 		什麼是領導？	 	 	 		什麼是領導？

	 	 	 		誰的僕人？	 	 	 		誰的僕人？

	 	 	 		誰在領導？	 	 	 		誰在領導？

	 僕人是服事；領導是帶領。僕人的位置是在下和

在後的；領導的位置是在上和在前的。僕人領導把兩個

看似矛盾的觀念放在一起。僕人領導是整合的觀念，不

是僕人在後，也不強調領導在前。僕人領導是在前，也

在後；在後，也在前。耶穌基督展現僕人領導的整合生

命。耶穌是神子，也是人子。祂有權威，也很卑微。祂

彰顯，也隱藏。祂與神同等，卻沒有抓住不放，願意卑

微，向下移動，成為人的樣式，與人認同。（腓2:6-8

）神高舉祂，使祂成為至高，向上移動，超乎萬名之上

的名。（腓2:9-11）

	 僕人領導是一種服事的帶領，也是帶領的服事。

一個服事的人就已在帶領人，因為服事是一種影響力。

有影響力的人就是領導。一個能帶領別人的人必然是服

事別人的人。透過服事，群體被帶領、被塑造、被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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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文 章                   

	 如果僕人領導要用色彩的方式來詮釋的話，我聯想到是Earth	

Tone（大地色）與	Royal	Blue（皇室藍）的組合。大地色代表著

樸素、溫暖、謙卑、信實。而	Royal	Blue的名字起源自18世紀英

國皇室，前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以及皇室成員經常用的一種經

典的藍。它帶著和平、盼望、智慧、榮美。

	 眾多服務行業的制服很多都為藍色：郵差、酒店員工、空

服員、警察等等……	 而經典的皇室藍（色碼hex#0504aa）是藍

色當中特別的存在，它是謙和中，透著榮光的一種藍。如透徹

明亮的星空、平靜，深邃中彰顯著造物主的榮耀；如風浪平息

後的大海，安寧中隱藏著掌管者的權威。

	 僕人領導，不以領導身分高高在上，或「離地」的姿態

做施發指令的管理，而是將僕人身分擺在前，透過服務來影響

被帶領者成為追隨者。以至於追隨者能夠全然交託，甘心樂意

來效忠他們的領導。如果選擇我心中一位最偉大的僕人領導模

範，祂就是主耶穌基督。祂是神的獨生子，順服天父的旨意，

以僕人的身分來到世上犧牲自己成就救恩。「祂本有神的形

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

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6-8）

	 主耶穌帶領的十二個門徒本來都不是出類拔萃的。他們是

普通的漁夫，稅吏，奮銳黨的黨員……把不同背景且魯莽的一

班人放在一起，帶領他們確實是很大的挑戰。他們一起跟隨主

一段日子，還在惱怒中互相爭論誰為大。主耶穌對他們說：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做眾人的僕人。」（可10：44）祂

置身眾門徒當中，將對他們教導的話，身體力行的做了榜樣，

領導他們走當走的路。在主耶穌被賣前的晚餐，祂離席脫了衣

服，布往腰間一束，倒了水為門徒洗腳……「耶穌洗完了他們

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向你們所作的，

你們明白嗎？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

如果用色彩來詮釋僕人領導.....
                                         封面構思後記                  

                   Elaine Guan 關雪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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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是。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

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

作。』」（約13：12-15）主復活升天後，使徒們為福音廣傳所

留下的每個腳蹤，印證了主耶穌僕人領導，祂用愛和生命帶來的

影響，及福音大能的豐碩無比的成果。

	 主為門徒洗腳是二千多年前的畫面，其中的影響力穿越時

空，到今天仍然一直鞭策著我們效法主的愛和犧牲來彼此服事。

主耶穌祂是謙卑的僕人、智慧的領導、信實的主、再來的君王。

祂身上有僕人的素色，也有君王的榮光。我們作為祂的追隨者，

被祂寶血買贖的兒女們；我們這些從泥土裡出來的各樣器皿，因

著祂的寶血成為聖潔。求聖靈常常充滿和引導，讓事奉成為我們

生命的流露。也因著彼此服事，讓我們被主不斷的陶造，成為更

貴重的器皿，讓本來只是原始大地色的陶器，經過爐煉，釉上

彩，彰顯愛主祂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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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主到現在已經將近三十個年頭，那位我所相信所認識的神

為我賜下衪的獨生愛子耶穌，為我所犯的罪付上了罪債，令我可

以白白地被稱為義。我也領受了祂所賜的恩賜，在祂的教會中與

同工一起服侍，彼此建立，生命得以長進。

	 在九十年代初，我隻身一人來到美國，當時是19歲，帶著對

未來美好的憧憬和嚮往，踏上這片的異國他鄉的土地。但現實生

活總是那麼的殘酷，語言不通，又沒有一技之長，只能在衣廠打

雜剪線頭。生活當中充滿著無助無奈。就在那段不太愉快的日子

里，神奇妙的恩典臨到我。祂藉著一位基督徒的姊妹，帶我來到

唐人街中宣會，接受祂的救恩並成為祂的兒女。之後神也把這位

姊妹賜給我作妻子。她是我生活中的賢內助，也是我在屬靈生命

中彼此扶持同走天路的同伴。

	 剛信主的那段日子裡，我心裡火熱追求，無論生活上的節

制，還是心靈上的動機都有了一個質的轉變，可是過了不久這種光

景好像就慢慢的消退了。因結婚第二年大兒子出生，接著兩年後小

兒子出生。有一段時間為了生活，我竟忙碌到與教會的生活方式疏

離，跟世界的生活習慣卻漸漸接近。而我的妻子仍然堅持主日帶著

兩個孩子去中宣會崇拜並參加團契。

	 感謝神！當時恩惠團契裡非常愛主的肢體，常常特別地為我

禱告。妻子也每晚跪在床上為我禱告，那施恩惠存憐憫的神沒有撇

下我。聖靈的工作一直在動工，令我有機會再一次進入祂的教會。

使我再一次的立定心志，堅定的跟隨服侍祂。

	 彼得說：「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賜的

好管家。」（彼前4:10）剛開始在團契與弟兄姊妹學習配搭同工，

後又參加教會不同方面的服侍。神藉著弟兄姐妹的鼓勵與牧師長老

的禱告，用祂自己的方法與時間來預備我，使我漸漸長大成人不再

做小孩子，而且也明白在教會中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兒女，互為肢體

的關係。神所賜的恩賜是用來彼此服侍並讓我們成長滿有基督的身

量。

	 在服侍的過程當中，我感謝神所賜給我的恩賜，不斷操練自

己，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使徒保羅對神所賜的恩賜有全面的記

載，對學習服侍的我有很好的幫助。「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

主 題 文 章                   

我願做主微小的器皿
              

                   David Gao 高多卓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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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或作執事，就當

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或作勸化的，就當專

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

就當甘心。」（羅12:6-8）

	 關於群體的生活，保羅如此說：「愛人不可虛假。惡，

要厭惡；善，要親近。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

推讓。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

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聖徒缺乏，要幫補；

客，要一味地款待。」（羅12:9-13）

	 以上保羅所說的種種恩賜以及鼓勵和提醒還有教導，我都

會留心思想。我的敬拜與服侍，求主完完全全分別為聖，獻給

祂，祈望我這微小的器皿能蒙主悅納，歸榮耀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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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那一天來臨的時候，我們侍立在神的寶座面前。領2000

銀子的我們，是否掙回了2000銀子？領1000銀子的，是否掙回

了1000？又或是原封不動的埋在地底下？（太25:14-30）「因

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	 多托誰，就向誰多要。」（路12:48）

領受5000的跟領受2000的，都得到主人一樣的稱讚：又忠心又

良善的僕人。但是，那個1000的則是又惡又懶的僕人。

	 恩 賜 不 是 我 們

的，是神給我們的，我

們只是恩賜的管家，管

家可好可壞。你今天可

以講道分享造就別人，

不是你厲害，這恩賜是

神給你的。你今天可以

在教會裡面幫忙不同語

言的翻譯，不是你厲害，這恩賜是神給你的。你今天在教會裡面

可以通過不同的服侍來建立弟兄姐妹和教會，別人也誇獎你，我

們彼此勉勵且不要驕傲，大家只是這些恩賜的管家，我們所擺上

的，要等最後家主來判斷是否忠心，是否良善。

	 每個人所得的恩賜不同，你我在基督裡面蒙聖靈藉著耶穌十

字架的救贖得以重生。（參約3:3-7）同樣，你我的恩賜也是聖

靈隨己意分給個人的。（林前12:11）聖靈降臨是為基督作見證

（徒1:8；be my witnesses），恩賜的賜下是為要造就教會。

（林前14:12）

	 保羅把最妙的道指示我們。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

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卻沒有愛……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林前

13:1-3）保羅所提到的這些都是恩賜，但恩賜如果離開了愛，就

算不得什麼了。「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林前8:1下）

	 身子上各個肢體有不同的功用，眾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恩

賜。在教會裡面，我們運用個人（管家）的恩賜來彼此服侍，

但在教會生活中也難免會碰到很多的問題。那請問，到時候你是

否可以忍耐？是否有恩慈？是否不嫉妒？是否不自誇？是否不張

狂？請問在過程中，你有否作害羞的事？有否求自己的益處？有

否輕易的發怒？有否計算人的惡？有否喜歡不義，背離了真理？	

我們能否包容？（林前13:4-7）

主 題 文 章                   

愛、恩賜、彼此服侍
              

                   Kevin Chen陳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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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穌被賣的那一夜，主為彼得及門徒們洗腳（你們也當彼

此洗腳）。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

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

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13:34-35）

	 以愛作為動力的服事是可以被感受得到的，因為這不是我

們原有的生命流露，聖靈藉著生命之道改變了我們。在教會裡，

我們服侍（愛）神，是藉著服侍（愛）弟兄姐妹表現出來的。				

（參太25:40）為什麼我們可以愛，願意愛，有能力去愛，願意

捨己？	因為神愛我們，甘願捨棄祂的獨生子;	因為耶穌基督愛我

們，甘願無條件的把自己完全擺上。愛的源頭在十字架那裡，能

愛的力量源頭也在十字架那裡，越靠近主的十字架，越多體會那

犧牲的大愛，就越多有力量去愛別人，去服侍別人。

	 感謝神！「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4:19）「所

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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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前，我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我個人救主，我的

生命就不再一樣。從一個「看三國掉淚，替古人担擾」多愁善

感的文學青變成喜樂愛笑，每日感恩讚美的門徒。我知道做基

督徒就要參與事奉，用神所賜的恩賜服事教會，使人得益處。

	

	 我從來不認為我有領導才能，讀書求學時因成績還可

以，被老師提名做課代表、學習委員等，但並不是選出來的，

我喜歡做一個跟著「阿頭」的小跟班。信主後我也願意參與事

奉，因為比較喜歡寫作，所以剛信主就在《福音月刊》寫文

章，見證主的偉大榮美；後來的事奉包括在講臺傳譯；崇拜幫

手做招待；兒童主日學當助教；在團契擔任小組長，查經組

長，小職員等。其實不論是哪個崗位，只要甘心樂意、謙卑事

奉，都是蒙主悅納的。也知道在主裡的事奉，神會記念。保羅

說：「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我記得我初任小組長時，因團契推行禱告夥伴計劃，我這

個小組長自然征求組員意見，兩人組成一組每周禱告。有位A姊

妹願意和一位她剛帶信主的新葡組成禱告夥伴，但另一位B姐妹

想和A姊妹成為一組，我請B姊妹和C姊妹做禱告夥伴，她很不高

興，說你是組長有權，你說誰就是誰！其實我有什麼權利，我只

是如僕人般戰戰兢兢服事，打電話我都小心翼翼問他們意見，怕

做的不好得罪神，想不到先得罪人了。幸好我無私心，真誠相

待，以愛心對B姊妹，後來她明白我，我們成為主內的好姊妹。

	

	 我們一千多人

的教會做領導確實不

易，一個小組都眾口

難調，更何況上千會

眾？！所以我們要為

我們的牧者丶長老丶

執事、信托委員丶導

師等領袖禱告。我一

直覺得很可惜，周二

的網上粵語禱告會，

只有十多人參加；主

日廣東話早禱會人數

更是屈指可數，有時

十個人都不夠。祈禱

也是服事，是教會不

主 題 文 章                   

謙卑服事

                   Connie Li 李德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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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的服事，教會的聖工都是由禱告開始，求神興起更多的祈禱

勇士來為教會各項事工和領袖守望禱告，讓我們一起參加禱告服

事，蒙主喜悅。

	 每個基督徒都可以參加事奉，教會有的是崗位讓弟兄姐妹一

起服事，在服事中彼此鼓勵，一同成長。我很感謝我們恩泉團契

的導師，他們有智慧又有愛心，難得是那麼的謙卑，很值得我學

習，我應該謙卑的服事主，因為「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

的平安為樂。」（詩37：11）在新的一年，願我們都能夠謙卑服

事，討主的喜悅，有主所賜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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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聽到別人說Timing不對。在我的信仰生涯當中，

我也不知道多少次用這句說話來做一個藉口。

	 我信主後等了差不多20年才受洗。還記得大學在北卡羅萊

納州的時期被邀請去教會，那時我總是推搪，覺得空閒的時間

應該用來打遊戲和出去玩，但是神敲門的時候是你永遠意想不

到的。有一天我住的地方停電，在100度的高溫下我當然不想留

在住宿的地方，剛巧有位同事邀請我去他朋友的家裡聚會。這

是一個家庭團契。就在這一天裡我也認識了兩位很會照顧人的

大姐姐。她們的關懷以及愛心的款待令我覺得非常溫暖。從那

次以後我也開始參加他們的家庭聚會。有一次他們要去南卡來

羅納州，兩位大姐姐問我可否開車做他們的司機，我到達後才

知道是喬宏和小金子的佈道會。他們的分享確實讓我看見這位

上帝的大能。但是我這次沒有決志,直到後來在一個藝人佈道會

裡我決志了。	

	 我的決志欠缺動人的過程，自己也沒有感動流涕。但那一

刻我深信上帝就是我要尋找的創造主，因為我相信這個世界有

一位神創造宇宙萬物。之後我也開始有穩定的教會生活——參

與團契，星期日崇拜和主日學。當弟兄姊妹開始問我什麼時候

受洗，我總是在找一個又一個的藉口，要忙於工作，要忙於在

事業上衝刺，我是恆常去教會就可以了，受浸的事也不是現在

的timing。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一晃眼，我已經由孤家寡人

成為別人的丈夫及父親。四年前當我申請成為中宣會的正規會

員時，長老驚訝地問我為什麼還沒有受浸？連我自己也覺得驚

訝，我也開始反覆問自己為什麼這麼多年還沒有受浸，我究竟

是在等待一個什麼的Timing。漸漸我明白自己雖然信主多年，

對上帝的認識就只是停留在頭腦的知識，但對祂的回應和心靈

卻總是冷淡。我突然想起啟示錄3:16:「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

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這節經文尤如當頭棒

喝。

見 證 分 享                   

時間 - Timing 

                   Alex Tan 譚啟邦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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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自己——兒子在逐漸長大，倘若自己在信仰裏都沒有

作一個好的榜樣，我憑什麼向他傳福音?我在這差不多20年的

時間裏，究竟經歷了上帝什麼？我在信仰上不能再像從前的樣

子，我確信現在就是一個	right moment 受洗。感謝上帝！我

終於在2022年4月17日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我是一個比較理性的

人，平日情緒起伏不大，我受洗當天也沒有特別激動。我決志

的年日雖然已經很長久，但受洗後我再次成為重生的嬰孩。在

新葡班裡神再次向我顯明祂是那位獨特的真神，提醒我要做一

個有責任的信徒——倚靠上帝的能力去服侍祂！

	 以往在團契我雖然有參與事奉，但感覺自己像一個局外人

在圓圈外打圈，弟兄姊妹吩咐我做的事我當然會辦妥，但是卻

沒有那份事奉的喜悅，有時候甚至乎是敷衍了事，根本沒有盡

心盡力。在2022年受洗後不久，當團契還沒有宣布選職員的事

宜，我和太太都知道自己亦有很大機會能夠資格當選，所以我

們亦不斷去禱告，求神預備我們的心，去做我們應盡的本分。

感謝神在新的一年裏我和太太能夠一起當選成為團契職員。我

太太從小到大都上基督教學校，她比我倚靠及親近神。她時常

祈禱希望我可以在信仰上帶領一家。我習慣什麼都靠自己的能

力，因為我從來都不需要付出太多，在學業及工作上已經能夠

得到不錯的成績。但我在信仰上卻是一個半桶水的基督徒，對

上帝也沒有什麼倚靠。在我太太的心目中，不能說我不是基督

徒，但又不能說是。這樣半桶水是多麼的可怕，亦看見自己在

信仰裏的失敗。這次經歷到神要我從半桶水的基督徒，每天都

加點水，直到我可以成為一個在信仰裡充充滿滿的器皿。

	 感謝神，祂確實有最好的Timing。今年我特別遇見很多主

耶穌忠心的僕人。好像是身邊很多的弟兄姊妹，團契的導師，

教會裏的牧者，他們那種無私，默默耕耘及對主忠心的事奉的

景象，就像影片不斷在我腦海裏浮現。今年在門徒訓練裏面，

其中一課書中提到傳承--保羅與提摩太教導我們,作為基督徒

要學習他們的榜樣--傳承。而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用生命

影響生命，像一位「牽線人」把人帶到神的面前。我初信的時

候，當聽到以生命影響生命這個詞語時，覺得非常震撼。這個

詞語讓我想到一個非常有力量的景象，就像經歷大火洗禮後，

萬物再次重生一樣。但信的日子久了，當聽到其他的見證時，

由於自己與神的關係不太親近，慢慢地這個震撼力已經減退，

對我來說都變得麻木沒有感覺。回想自己做了基督徒這麼多

年，一直都是別人把我帶到上帝的面前。我提醒自己是否能將

角色調換，投資時間和生命，叫自己成為「牽線人」，把別人

帶到神的面前呢？那怕只有一點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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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證 分 享                   

用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Wendy Wang 王雲姊妹

	 我是王雲，2019年到2022年擔任過中宣會恩惠團契的團

長。聖經上說，如果我們有了信心，德行，知識，節制，忍耐，

虔敬，愛弟兄的心，愛眾人的心，就必使我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曾經聽到我們教會的主任牧師丁牧師說過能當職員的不一
定是有能力的，不一定是各方麵條件都很好的。我就是這個比較
軟弱，比較無能的，但能夠當職員的
一個活的見證。	 2019年我作為加入恩
惠團契時間很短的，靈命很軟弱的，
禱告能力也不行的，竟然被推選成了
恩惠團契團長，當時自己都覺得難以
置信。但所有事情都有神的美意，我
後來才明白神為什麼這麼安排。這是
神是讓我用所得的恩賜去服侍團契。

	 在我當選恩惠團長不久，就有了
來勢洶洶的Covid疫情，這個時候作為
我們團契最年輕的，最有科技知識的
我就充分發揮出了作用。記得在2020

年初教會關閉前的最團契後一次實體聚會時，我幫助我們團契的
很多年長者的手機上在下載了	 Zoom App，教他們如何使用。然
後在教會決定正式關閉實體聚會後，我們恩惠團契第二個週日就
開始了網上的	 Zoom	 團契聚會，無縫鏈接。當時我們團契就有團
員和我說這就是為什麼讓你做團長，因為你年輕你知道如何去使
用這些科技的東西。感謝主在我擔任團長的這4年我們恩惠團契
一直有穩定的人數在網上參加每週的團契聚會，而且還增加了每
週四的網上禱告會。以前覺得禱告是很困難的的團契裡的弟兄姐
妹，也都開始學會在每週四禱告會開聲禱告，神讓我用所得的恩
賜服侍弟兄姐妹，凡事都是神的帶領，都是神的美意。

信心：神揀選了我

	 希伯來書11:1-2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
的確據。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在神的感動和帶領下，
在2022年9月末，我一個人花了三十天時間背包游從紐約去了歐
洲，非洲和亞洲的15個國家，50多個城市和景點。旅途中不僅在
挪威奧斯陸吃了美味的海鮮大餐，在奧地利維也納聽了音樂會，
半夜騎駱駝登上了西奈山看日出，參觀了有五千年曆史的埃及金
字塔，登上了需要下飛機再乘1多小時遊艇才能抵達的印度洋上島
國馬爾代夫，入住了阿聯酋迪拜世界最高酒店，甚至還穿著潛水
服下到了海底去看到了花花綠綠的紅海的海底世界......除了景
點，這一路還盡量使用各地的基礎公共交通設施，遇到了形形色
色的當地人。

	 這次旅途我深深看到了越是低收入國家對進出機場海關監管
越嚴格，每次入關時機場官員嚴防死守仔細查看簽證等證件，每
個入境檢查（Passport		Control）窗口都排著長隊，航空公司對出
國的機票	Check	In	檢查也非常嚴格，低收入國家人想要出國真不
是容易的事情；然而發達國家的機場官員就非常友好，人民的自
由度相對也比較大，旅途最後一天當我從加拿大轉機回到紐瓦克
機場，出機場一路直接登上巴士回紐約家後，才後知後覺回到紐
約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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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自己年輕時獨自從家鄉中國江蘇的一個小鎮去上海求
學，在那讀書，工作，結婚，生子，然後10幾年前順利從中國來
到美國這個土地，能夠在來美後很快就受洗成為基督徒。這些靠
我自己是根本不行的，是神揀選了我，這些都是神給我的恩賜。

德行：做一個善良美麗的人

	 馬太福音5:15-16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檯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
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善良指的是我們會
一如既往的力所能及的為他人服務。不僅考慮自己的需要，但
也應該考慮到他人的需要，並在需要時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真
正的美源於內在，因為美麗源於好的品格，善待自己的身體，通
過吃健康食物，加強身體鍛煉，來保持體型來保持健康。紐約是

個福恩滿滿的地方，很容易發現很多福利比如說免費溜冰，免費
游泳，很低費用看最新的電影，讓我們很容易就能從內而外善良
健康美麗。凡事謝恩，不嫉妒，不主動害人，每天存感謝感恩的
心，力所能及助人為樂，讓我們成為善良的人，把愛弟兄愛眾人
融入到我們每日的言行當中。

知識：不斷去汲取知識，榮神益人

	 	 箴言3:20以知識使深淵裂開，使天空滴下甘露。知識是對
某個主題確信的認識，並且這些認識擁有潛在的能力為特定目的
而使用。這十多年我一直在紐約從事房地產經紀人職業，每次查
看出色的房產經紀人自我介紹時，總是會包括他們曾經所讀大
學，所學專業，和在哪出生長大，興趣愛好等等。我們所處世界
的各種各樣的行業其實都是使用各種不同的知識去為他人提供服
務。現代人從出生開始讀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研
究生等等，在學校學習各種各樣知識，學成後成為會計師，醫
生，律師，牧師，工程師，科學家等等。他們中人多人是從小開
始跟隨家人成為基督徒，有些人是成年後決志信主，很多基督徒
在各行各業都非常出色，活出了主的榮耀，成為了活的見證。擁
有更多專業知識的人，才能為弟兄，為眾人提供有用的幫助，達
成愛弟兄愛眾人的目標。

	 學習神的話語，恆切禱告，節制節約，不再放縱和浪費，如
聚沙成塔，將我們的能量匯集在一處，才能讓我們有心有力盡心
竭力服侍神。忍耐是一株若是精心培養就會迅速成長的植物，我
們藉著充分認識自己，然後用堅定的決心配合上帝的恩典，就能
取得勝利，凡事完全，一無所缺。敬虔的人不會用遊戲心態去看
待上帝的話語，不會隨意犯罪，我們是神家裡的人，我們在神的
恩典中連為一體，存愛弟兄的心，愛眾人的心，要“彼此相愛、
彼此尊重、背負彼此的重擔”。就必使我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感謝讚美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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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9:15)，這

節經文告訴我們，恩賜是來自神的，而且神源源不斷地把

恩賜給祂的教會。神也按著己意，按著各人的信心大小，

將恩賜分給各人，就是願意服事祂的人。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

管家。」(彼得前書4:10)，我們從這節經文又可以看到，

神給到我們各人所得的恩賜有多、有少，「照所得的」意

味著沒有一個人可以有全備的恩賜，這樣我們就明白，在

教會，弟兄姊妹需要彼此服事，互補不足。

	 「作神百般恩賜」這裡說的是一個群體，惟有群體才

能領受神百般的恩賜、具備百般的恩賜。那麼恩賜作什麼

用呢？作管家，而且要作好的管家！這「家」就是神的家	

—	教會。

	 我們怎樣才可成為「好管家」？神是要我們「彼此服

事」，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功課。既然是功課，就是一個學

習的過程，學習的人就是事奉教會的人。每人要在學習上下

功夫，用心思，用時間，彼此的磨合，彼此的包容，互相取

長補短。是這麼容易嗎？彼此服事的時候，肯放下自己嗎？

肯謙卑、順服、溫柔、欣賞別人、鼓勵別人嗎？肯看別人比

自己強嗎？願意采納別人的意見嗎？肯求同存異嗎，還是各

執己見？是榮耀自己？還是榮耀神？等等，彼此服事似乎真

的不容易。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彼前4:8a)，能否「彼

此服事」之先，必須要有「彼此切實相愛」的心，這才是最

關鍵之處。所以使徒彼得特別將這句話寫在前面，不單只

提醒我們「最要緊」，還要加上「切實」，這才是重中之

見 證 分 享                   

先有切實相愛，才可彼此服事 

                   David Chow 周健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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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切實」就是真心誠意，沒有虛假。彼得很強調「切實」這

兩個字，若沒有「彼此切實相愛」，「彼此服事」只流於表面的

功夫，或只是形式化而已。

	 在教會服事的弟兄姊妹，當我們若能「彼此切實相愛」，在

彼此服事的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就能迎刃而解了。「彼此

相愛」是講心，是以基督的心為心。願神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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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一本好的書每次看都能令人有新的體驗，又能夠

讓人應用在生活中，並且對自己的生命有實質的影響。今天介

紹一本好書給你，是一本能

夠幫助你真正了解聖經對於

成長的教導的書：《成長神

學》克勞德、湯森德著，劉

如菁譯（台灣：校園書房出

版社2004年7月初版）（英文版
How	People	Grow:	What	the	Bible	Re-
veals	about	Personal	Growth	by	Hen-
ry	Cloud	&	John	Townsend）

	 我很喜歡這本書的其中

一個原因是，作者不斷的引

導讀者回到聖經，一直持守

以聖經作為成長與醫治的教

導來源。作者相信，「更深

認識神、情緒上的成長、改善人際關係，都是關於靈命成長的

事情。神所設計的成長之路乃引導我們歸向祂和祂的道路。隨

著學習並經歷這條道路，我們也就進入了神的生命，而我們整

個存在、所有的情緒、行為、人際關係、工作事業等人生種

種，也都會改變。」（頁15）而且作者用了很多不同的例子，

讓我明白並體會到從聖經而來的道理，並幫助我能夠應用在自

己和我所幫助的人身上。另外，作者將自己成長和幫助人成長

當付的責任以小秘訣形式清楚地列出，成為這書非常實用的一

部分。

	 其實我並不是特意選擇去看一本神學書，一開始時是看

到這本書的原著How	 People	 Grow（人是怎樣成長的）而感到

興趣，閱讀後發現是一本非常好的書。這本書的中文翻譯的書

名《成長神學》，可能會嚇跑一些人，因為一講到神學，好像

高深得遙不可及。但是這本書不但清楚解釋人成長背後的神

學，而且讓我更加堅定看到作為門徒，認識神學是讓自己成長

的必須途徑，若是要幫助別人成長，彼此服事，更需如此。作

為一個專業輔導，這書令我看到以前在輔導中所看不到的：原

來神學與幫助人成長和醫治是不可分割的。作者指出很多時候

我們只專注在問題的表面，在幫助人成長的過程中，將神在人

當中運行的大局拋諸腦後，將神正在世上工作而視而不見，像

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要對方感覺好些就是了。但是，

原來這大局（神的創造、人的墮落、神的救贖）正在影響著

我們生命和生活，與神與人的關係的每一個細節。作者將神學

理念成為了「實用神學」只要我們自己和帶人回歸神所創造的

原意，應用（apply)「救贖」，一切就有了改變。因為合乎聖

經的神學的架構，能幫助我們看到根本的問題所在，也能夠將

人回歸「與神和好」並「與人和好」的關係中，以至從新與神

所創造的生命連結，踏上靈命持續成長之路，最終能夠得到醫

書 籍 分 享                   

《成長神學》 

                   Jenny Wong 黃詹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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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在基督裏活出真我。換句話說，人的成長之路，是將自己回

歸到神所創造的應有位置上。

	 作者認為除非人以合乎聖經的觀點來看神（神是恩典的

神，是幫助他們而非敵對他們的），否則是無法成長的。當人仍

然想靠自己，即是仍活在律法底下，就很難成長和得著真正的醫

治。作者解釋應用恩典的真理，與常見福音派運作模式（問是否

按照標準生活，若無就赦免她，然後鼓勵下次表現好一點）大有

不同。在恩典的運作模式下，若有人就算失敗了，那人是「站在

恩典中」不被定罪，但是要幫助她看到就算自己更努力也無法停

止那個行為，是無法靠自己達到行為的標準。這樣的服事才能

「引導她前去獲得她𥚃面所沒有的東西，比方像支持、提供架構

和醫治，協助人處理行為背後的慾望，以及倚靠聖靈等等。」

（頁92）

這書實在校正了我一些對人成長的錯誤觀念：

	 （一）原來所有成長，都是靈命成長，沒有分一邊是靈

命（學習認識神和祂建立更深入的關係）另一邊則是情緒與人

的關係（學習如何解決現實人生的問題）。作者的結論是「所

有能夠改變人生命的過程，都寫在聖經裡面。聖經不但講到那

些事可以幫助人靈命成長，也講到可以幫助人在關係和情緒層

面成長的事。」(頁28）因此，「如果你漸入佳境，那是因為

你的靈命在成長，你正按照聖經所說的去做。」（頁30）

	

	 （二）原來神的計劃就是用人去幫助別人成長。作者分

享：「在教會裡教導成長的人，常常降低了主內肢體的重要

性，事實上，有時他們還教導學生根本不需要別人，單有基

督就足夠了，或者單憑祂的話語、或者單靠禱告就可以了。

他們積極而直接地引導別人完全不要依賴人，他們認為那是錯

的。但聖經的教導是：這些都是成長過程的一部分，成長少不

了別人。。。與他人的關係是受造次序的一部分，獨立在人之

外就等於脫離了神，因為神在基督的身子裡；也等於脫離了祂

所設計的成長之道。保羅對以弗所教會𥚃，要「凡事長進，連

於元首基督」，其中即包含肢體之間的互相服事（弗四15-16

）」（頁161）神救贖我們並讓我們成為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在這身體中（教會中），我們互為肢體，不再孤獨一人去面對

人生。原來這本是神創造的美意：「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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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

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16）「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雅五16）

	 （三）原來真真正正可以讓人成長（得到真正的醫治）

是要脫離靠律法（靠意志力、自己賺取及努力）並進入恩典之

中（承認自己完全失敗、不能自救）。「律法使我們領悟到人

需要神，使我們看到我們對自己無能為力。。。有時我們必須

幫助人「經歷死亡」（跌到谷底），恩典方能發揮作用、人方

能開始成長。」（頁94）作者所提出的做法是必須讓人（有時

必須幫助他們）走到束手無策的地步，發現情況真的很糟糕，

人才會轉而試試神的路。而這做法與許多輔導、教師和團體所

做的，恰恰相反。因為現今人人都想讓自己感覺很好，痛苦可

免則免，有時候連開辦的事工的目的也是要人覺得自己很好。

但是當我們服事人的時候，我們要讓人看到他們不但需要向律

法死，也要向自己死，因為只有人體會到自己的需要，才能進

到神的恩典之中。

	 《成長神學》一書發人深省，引導人回歸神並鼓勵與肢

體建立坦誠和互諒互愛的關係，幫助人從合乎聖經的神學架構

上，追求靈命成長和成熟。我相信這是一本值得你花時間去閱

讀的書。

	



40 41

書名：《耶穌的道路》（台北：校園，2009）

作者：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著，郭秀娟譯

書 籍 分 享                   

《耶穌的道路》

                   Pastor Lam 林永裕牧師

	 畢德生牧師（Eugene	H.	Peterson）是我遠距離的牧者，藉

著他的文字，被牧養多年。他對教會牧養的理念，牧者與會眾之

間的關係，和聖經詮釋引伸出來的牧養之道一直深深影響我如何

牧會、如何閱讀聖經和如何把宣講職事與靈命長進整合在一起。

《耶穌的道路》是畢德生「聖經靈修學系列」的第三本。1這系

列叢書關於「靈修神學」的「對話」（conversation）。畢德生

寫道：「稱之為『對話』是因為對話表示有來有往，對於這主題

和彼此的夥伴關係……靈修神學表達了教會群體關注的是，我們

對於神的想法（神學）與我們和神同活的生命方式（靈性）要保

持活絡的連結。」2「靈修」不是個人、主觀、不著邊際的默想。	

「神學」也不是抽空的命題式理論，跟生活沒有接連。這系列的

對話是築橋的工作，把「認識神」與「認識生活」連在一起。3

	 《耶穌的道路》以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約14:6

）為對話的中心，探討教會應如何跟隨耶穌及背後的途徑是什麼

的問題。畢德生慨歎地說：「很多人大刺刺地自稱是耶穌的跟隨

1第一本：《翱翔的基督》（台北：校園，2010）；第二本：《聖經好好吃》（台北：校

園，2008）；第三本：《耶穌的道路》（台北：校園，2009）；第四本：《天國的語言》

（台北：校園，2013）；第五本：《復活的操練》（台北；校園，2012）；中文版出版的時

序跟這系列的原著出版不一樣。

2畢德生著，徐成德、吳震環譯：《翱翔的基督》（台北：校園，2010），頁36-37。

3因著信仰群體對「靈修」常抱著「非神學化—淺水式」的靈修生活，不少牧/學者引領教會

神學地思考靈修生活。鄧紹光寫道：「基督信仰的思考靈修這個議題時，她的起點是甚麼？

思考的起點十分重要，因為起點決定了之後的方向；不同的思考起點規限著之後所使用的概

念，以及所達至的結論。站在基督教的信仰立場來思考靈修，我的起點是神學（theology）

，亦即上帝論（doctrine	 of	 God）。」《基督徒要思考的16個信仰日常：關於靈修、讀經、

祈禱的二三事》（香港：印象文字，2018），頁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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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基督徒而言，大部分的我們知道什麼是應有的目標：與神

同工，參與和完成神託付給教會的使命；或過榮耀神的生命，追

求成聖，活出神在我們個人身上的使命等。這些目標我們是沒有

異議的。那麼，途徑是什麼？達到目標（what），什麼是我們當

採用的途徑（how）？耶穌是我們的目標與中心。但耶穌的道路

又是什麼？

	 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耶穌的路徑」；第二部分：

「其他的路徑」。第一部分，畢德生以「耶穌說：『我就是道

路……』」（第一章）作開始，探討路徑、方法、手段的問題。

然後，畢德生用亞伯拉罕的道路（第二章）、摩西的道路（第三

章）、大衛的道路（第四章）、以利亞的道路（第五章）、被擄

前（第六章）後（第七章）的以賽亞的道路，探討如何在生活中

展現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這真理。第二部分，畢德生

方法與途徑影響我們一切的所是所為。假如我們在跟

隨耶穌這件事情上，採用的任何手段（means），與我

們在耶穌裡的本相無關——變成超塵脫俗的『事物』

或冷漠的『典範』——那就貶低了跟隨耶穌的目標

（end）。（頁15）

用了三個不是耶穌跟隨者的人物，反思耶穌的道路：希律的途

徑（第八章）、該亞法的途徑（第九章）和約瑟夫的途徑（第

十章）。4透過認識非耶穌跟隨者的路徑，提醒跟隨耶穌的人要

分辨世界的道路與耶穌的道路之間的分別。畢德生提醒教會：

「立志追求一項旨意或目標，遠比立志使用正當的手段容易得

多。」（頁42）如此，我們花時間思考途徑與方法的問題是必

然的事。

	 耶穌的道路離不開曠野的道路；曠野的道路是練淨的道

路，也是聖靈的道路。「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

的試探」（太4:1），福音書如此記載。在曠野，魔鬼用世界

的方法（馬太福音4:1-11的次序：試探一：把石頭變成食物；

試探二：從殿頂跳下；試探三：得著萬國的榮華）引誘耶穌離

開神的道路。畢德生說：「從魔鬼而來的每一項誘惑，都與耶

穌就是『道路』有關，也就是關乎祂做事的方法。祂是否會降

服，改採非人性的手段。」（頁50）魔鬼似乎喜歡干預方法，

卻不觸碰目標，因為當人達到目標的方法錯了，那原初榮神益

人的目標也偏離了，即不再是榮神益人了。畢德生繼續寫道：

「魔鬼很安分，不去碰觸一切和目標相關的議題——目標、旨

意、遠大的救贖之工——魔鬼全無異議。牠的誘惑全然和道路

有關，和手段有關，也就是為了達成耶穌就是道路這個目標所

該採行的方式、途徑。」（頁45）這是智慧之言。耶穌在曠野

勝過試探，沒有偏離原有的道路。由始至終，耶穌用神的方法

來完成神的旨意。

4「希律的途徑，是精通政治的方法與手段……；該亞法的途徑，是精通宗教的方法與手

段……；約瑟夫的途徑，是精通名流的方法與手段……。耶穌對這些人全部不予理會。」畢

德生：《耶穌的道路》，頁29。

者，卻不假思索就欣然擁抱當下文化裡的方法與途徑，逕自『奉耶

穌的名』，忙忙碌碌過日子。每思及此，我就惴惴不安。」(頁14)	

教會群體相信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教會群體所採用的方

法與途徑卻可能是「世界的方式」（the	 worldly	 way），而不是		

「耶穌的方式」	(the	Jesu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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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會……首要的社會/社群任務，就是要成為教會，因而能幫助世界明白自身是世界。

固然，這世界是上帝的世界，乃是上帝美善的創造……。教會要成為教會，並不是要反抗

世界，而是要嘗試表明世界作為上帝美善的創造而理應是甚麼樣子的。」候活士（Stanley	

Hauerwas）著，紀榮智譯：《和平的國度：基督教倫理學獻議》（香港：基道，2010），

頁149。按著這思路，林鴻信反思今日教會的生命與使命：「今日教會流行目標導向，看見

設定目標的重要，不過卻只注意事工的目標或與數量有關的目標，最大的目標——成為教

會——卻經常被遺忘，鮮少有人問我們究竟在建造什麼樣的教會？重洗派【按：候活士是重

洗派的信徒】主張教會的身分最重要的是作群體見證，有如在黑暗中點燈。因此重洗派大多

是小教會，不刻意追求信徒人數增長，而用心追求信仰見證的品質，雖然看來有些消極退

縮，在混亂處境中卻是不可缺少的平衡力量。在現代教會普遍追求數量增長的潮流中，重洗

派追問『教會是什麼』的提醒顯然是必要的。」《基督教倫理學》（台北：校園，2022），

頁317-318。

	 以利亞的道路不是世俗主流的道路，而是被邊緣化的道路。

先知作為神話語的出口，宣講沒有妥協的信息，可以成為世界的主

流嗎？世界不就是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嗎？宣講引領人回轉的信息

看似很浪漫。但是，在現實中，這真理的踐行卻是吃力不討好，甚

至心力交瘁。先知職事（prophetic	ministry）的可能來自神的呼

召（the	calling	of	God）。宣講的背後是召命、命定、揀選，意

謂被揀選的人伏在神主權

之下。先知的使命就是這

樣的一種使命，在眾人中

間服事呼召人的神，成為

祂話語的出口。5	

	

	 若摩西的名字讓人

聯想「神最基礎的話語」

：神的話語創造、救贖、

立約。那麼，以利亞的名

字使人聯想到「神話語的

恢復」。神的話語被人遺

忘，先知的職責就是要喚

醒神的百姓，讓他們一再

聆聽、踐行。（參頁126）

關於摩西與以利亞這兩個

5「先知的使命，在於當下能夠正確無誤地宣告神的名—耶和華，永活的神，有位格的神，臨

在的神。就在此時此地。」畢德生：《耶穌的道路》，頁144。

舉足輕重的神的僕人，畢德生這樣寫道：「摩西和以利亞都是在

神子民的關鍵時刻蒙召作先知，摩西在國家形成（formation）

之時，以利亞則在革新（reformation）之時。」（頁139）

	 不論現今是形成之時或革新之時，先知的職分及話語的職

事必須被重視，因為唯有神的話語被正確地宣講，教會才能不斷

被修正、被更新、被革新，持守在耶穌的道路上。唯有這樣，教

會才能不斷成為教會，在世界作見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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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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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宣恩刊》的主題是「彼此服事」，主題經文是彼

得前書4:10—「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

賜的好管家。」下期的題目是「委身、獻身、投身」。認識

神、事奉神、建造教會、彼此服事，必須包含委身於神，學

習獻上，全程投入與神國有關的事。「彼此服事」的「彼

此」間接地指出，我們的「服事」有群體作背景。所以，

「服事」必然是群體性的，意謂「服事」是以他者為中心的

（others-centeredness）。

若弟兄姊妹在「彼此服事」的主題上有任何分享，我們誠邀

你們投稿，把你們的經歷與弟兄姊妹分享，互相鼓勵，見證

神恩。

截稿日期：2023年5月7日（主日）

投稿方式：

o	 電郵給中宣會教育部：eesherry2000@yahoo.com	

o	 來稿請以2000字為上限

徵稿啟事

• 本刊歡迎會友積極投稿。 

• 來稿請寫上姓名（發表文章可用筆名） 

• 稿件內容以積極正面、鼓勵信徒靈命長進 

 為原則。 

• 來稿須為原創、不得抄襲或改編。

• 來稿若為「一稿多投」，敬請註明。 

• 來稿請以2,000字以下為佳 

• 本刊不設稿酬。 

• 作者自負文責，一切立論，不一定代表出 

 版者或本刊觀點。 

• 本刊對一切來稿有取捨、修飾及刪改權， 

 如不欲被刪改請註明。 

• 投稿者若不願文章被轉載，請於來稿時註明。 

• 本會受薪同工文章的版權屬中宣會所擁有； 

 其它文章的版權屬作者本人所擁有。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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