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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交棒」
關注傳承，預備交棒是心中不斷被提醒的責任。

／沈正

或者是教會事工的擴增，又或者是年齡的關係吧！

我最近很強烈的感受到「傳承」與「交接」的重

要。

上帝對約書亞的話，曾在某個夜晚，直敲我心。

約書亞年紀老邁，耶和華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

還有許多未得之地，就是…有…並有…又有…還有

…」（書十三1-7）

約書亞的困難是什麼？似乎是缺少同工，看不見

可以「交棒」的同工。

雖然我年紀尚未「老邁」，也並不覺得所有事工

都必須在我負責時來進行或完成，而且教會有許多優

秀的同工。但是關注傳承，預備交棒是心中不斷被提

醒的責任。

信友通訊
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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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交棒」

二○○九年二月十八日，是教會第五○○次長執

同工會，那天我們沒有在事工上多所討論，卻是一起

數算上帝的恩典，並於會後，在教會二樓禮拜堂十架

前，照了一張團體照。

當看見沖洗出來的照片時，我感謝上帝，「傳

承」這一部份，信友堂是蒙恩的，幾十年走來，長執

同工人數是增加的，服事是深入的，而且「交棒」了

好多次，偉仁長老還算出現在是「第六代」的長執同

工團隊，感謝主。

傳道同工呢？我到信友堂服事前，有一個中斷

期，而我在此服事這些年來，也都沒有交棒，這該怎

麼說呢？總覺得前瞻思考仍嫌不足，事奉轉換仍嫌過

慢。求主幫助。

信友通訊
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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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事工部

△	3/29青年主日聯合崇拜，講員：陸尊恩傳道，三堂

主席分別為陳玟琪姊妹、江維瀚弟兄、藍天予弟兄。並有

青契詩班(第一、二堂)、青少少契詩班(第二、三堂)獻詩，

及學生團契部事工簡報。青年們並負責第二堂崇拜各樓層

接待及收奉獻服事。

△	3/29舉行洗禮暨受洗感恩見證會，將由葛迺駿傳道

領會，謝榮生牧師施洗。當天主日一併辦理本年度第一次

會籍轉會手續。

△	本堂王峙傳道與楊麗昌傳道於3/28(六)上午10:00在

教會二樓大堂舉行結婚感恩禮拜，願神賜福新人新家。

宣教事工部

△	3/5週四宣教團契晚上7：30-9：30在504教室舉

行，邀請張仁德長老分享「宣教教會」，並分組交通「信

主到現在，影響你最深遠的一節或一段經文」。

△	各級團契暑期短宣隊目前已開始籌備並規劃，請記

念代禱。

	

教育事工部

兒童事工

△三月21日（星期六）9：00-15：00師資訓練「有效

的參與教學法」，學習如何針對操作型學習者在課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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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訓練老師們在聖經課程的引言、本論及應用中如何

讓小朋友有更多的參與，並請沈正牧師培靈。

△今年復活節兒童福音園遊會4/11（六）下午2：

00-5：00在溫州公園及教會舉行，內容有福音戲劇、遊戲

區、美食區、闖關區，求主賜下好天氣，並在人心中撒下

福音的種子。

圖書館

△已經整理出雜誌架空間，目前正在整理圖書櫃的空

間，盼能儘速理出空間，下架的書將存放在後梯地下室玻

璃櫥窗供弟兄姊妹開架閱讀。

△已規劃好的後梯地下室（非聚會時段）將開放成為

閱覽室供弟兄姊妹使用。

成人主日學

△第二季成人主日學課程如下，並於3/22（日）接受

報名。

時　間

主日09:30至10:30

主日11:00至12:00

主日11:00至12:30

週六09:00至12:00

類別

進階

初階

進階

科　　　別

列王紀上下

基要真理班

信徒造就班

聖經概論(舊約下)

按聖經作輔導

婚前輔導

對觀福音問題

授課老師

胡維華牧師

潘正德長老

沈袁海鴒師母

林仁方執事

葛迺駿傳道

陸尊恩傳道

許新生執事伉儷

彭國瑋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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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少契主日學

第二季開課如下：

1.基督徒生活操練（二）--王峙傳道

2.有趣的福音探索--張仲騏弟兄

3.撒母記人物查經--王楊麗昌師母

牧養事工部

△探訪關懷：一月份被探訪人次45人次，探訪同工49

人次，雅歌詩班出勤1次。

△「信友堂五堂聯合崇拜禱告會暨石牌信友堂25週年

堂慶」於3/7（六）上午9點半至下午3點，假淡水關渡基

督書院禮拜堂舉行。當日上午將以詩歌、敬拜、禱告、默

想，及五堂聯合詩班獻唱，帶領弟兄姊妹進入敬拜禱告；

下午舉行石牌信友堂建堂25週年感恩聚會，弟兄姊妹藉此

感恩聚會一同細數並見證神帶領教會前行的恩典。

△珍珠小組第三梯次於一月份結束後，成員繼續以每

月讀書會方式聚集，以期在愛中彼此建造，學習成長，並

且建立生活上長久扶持之關係；珍珠小組第四梯次於3/8開

始。

△葡萄小組同工培訓已於2/15開始，共計15週。目前

共10位參與，並將於8月份開始分組，正式服事在難處中的

弟兄姊妹。

△	關懷陪伴初階訓練之主日學課程由周玖玫傳道每個

月兩次去關渡分堂，以觀看DVD內容與研討、演練等方式

來培訓參與關懷培伴肢體的姊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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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年團契部

姊妹會

△姊妹會與迦勒團契聯合郊遊，每年舉行春秋兩季，

因應多位弟兄姊妹的提議，決定在三月份多增加一次比較

短的近郊遊今年訂在3/19（四）舉行陽明山賞花之旅，行

程包括淡水紅毛城、漁人碼頭、淡水老街，歡迎年長弟兄

姊妹踴躍參加，一同欣賞享受春季大地欣欣向榮之美。

拿俄米團契

△感謝主！本月份邀請到服務於陽明醫院骨科的董福

義弟兄，與我們分享膝關節方面的保健常識，幫助我們在

這相關的問題上，有防護的心理認知。

迦勒團契

△	感謝神！2/21聚會

中，胡維華牧師為李嗣平

弟兄施洗。

△四月份的聚會如

下：4/4（六）清明節，

暫停聚會。

4/18（六）聖經專

題。講員：陳世冠牧師。																			

家庭團契部

△	伉儷團契於3/21~3/22於北投捷運會館舉行小組同

工訓練退修會，內容包括小組查經、小組讀書會、小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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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小組關懷及領會等訓練。

△	婦女查經團契人數增長快速，除需要培訓小組長同

工外，針對慕道友將與教育事工部協調開設週間基要信仰

班。

社青團契部

加榮團契

△三月份聚會如下：

3/7姊妹相約忠義站一起參加教會五堂聯合聚會。

3/14	專題	「綠化入我家」，	並辦三月慶生會。

3/21	讀書分享與禱告聚會，當日1:00-2:00有撒母耳記

上預查。

3/28	探訪契友。

嗎哪團契 

△	4/18-4/19舉辦二天一夜的團契退修會，主題為「屬

靈嗜好」，地點在富邦教育中心，即日起報名至三月底

止，請為分享者的預備，報名、籌備等事宜，以及契友們

有美好的收穫代禱。

信友團契

△	信友團契之「門徒造就訓練」事工已於3/1開始進

行，當天由胡維華牧師主講，內容分享到：(1)陪讀與門徒

造就的關係；(2)陪讀作為關懷新朋友的方式；(3)陪讀的內

容、原則與進行方式；(4)陪讀者與被陪讀者的互動關係。

為當天的分享及契友的領受學習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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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友團契今年退修會主題為「親近神」，將於

5/1-5/3於桃園縣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舉行。三月下旬將開

始接受契友報名。求神帶領團契同工籌備過程，以及祝福

契友在報名過程都有神的祝福。

學生團契部

△	五堂的學青相關同工、輔導利用3/7的五堂聯合聚會

的機會一同見面吃飯，期能有繼續交流與同工的機會。

△	3/29主日為「青年主日」，青年團契將於第一、二

堂獻詩，青少少年聯合詩班將於第二、三堂獻詩，每堂信

息後將播放十分鐘的「學生事工介紹」動態簡報，週報第

四頁也會刊登文字說明，傳遞本堂學生事工異象與輔導人

力需求。

△	學生事工部與牧養事工部下關懷事工合作，在第二

季主日學合開「按聖經作輔導」，期能培養、呼召、裝備

學生輔導人才。

青年團契

△	青年團契4/10將於羅斯福路公館夜市附近舉行「免

費擁抱—福音出擊」戶外佈道活動。

青少團契

△	青少年第二季主日學開課師資有王峙傳道、神學生

張仲騏弟兄。

少年團契

△少年第二季主日學將由王楊麗昌師母帶領撒母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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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查經。

內湖分堂 

△感謝神！內湖分堂3/1起開始第二堂主日崇拜，兩堂

時間分別為9：00/10：45，請為分堂同工的預備禱告，也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適應順利，彼此相愛的心不變、傳福音

的心志加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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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台信息．

自由與解放，

是回到上帝原初設計的心意，

是在基督裡蒙救贖的自由。

／陳世冠

拋頭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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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經文：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2-16節

「我稱讚你們，因你們凡事記念我，又堅守我所

傳給你們的。我願意你們知道，基督是各人的頭；男

人是女人的頭；神是基督的頭。凡男人禱告或是講道

（或作：說預言；下同），若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

頭。凡女人禱告或是講道，若不蒙著頭，就羞辱自

己的頭，因為這就如同剃了頭髮一樣。女人若不蒙著

頭，就該剪了頭髮；女人若以剪髮、剃髮為羞愧，就

該蒙著頭。男人本不該蒙著頭，因為他是神的形像和

榮耀；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

出。並且男人不是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為男人造

的。因此，女人為天使的緣故，應當在頭上有服權

柄的記號。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

是無女。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

而出；但萬有都是出乎神。你們自己審察，女人禱告

神，不蒙著頭是合宜的嗎﹖你們的本性不也指示你

們，男人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羞辱嗎﹖但女人有長

頭髮，乃是他的榮耀，因為這頭髮是給他作蓋頭的。

若有人想要辯駁，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神的眾教

會也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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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頭」的經文脈絡

哥林多前書十一章的這一段，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段

經文對我們而言充滿著許多的未知與不確定。例如

「蒙頭」是什麼？恐怕需要從經文的大脈絡來思考。

從第十一章2節開始，其實是進到另一個大段落，八章

1節到十一章1節，在處理吃祭拜偶像之物的問題。中間插

了第九章，感覺上跟吃祭拜偶像之物無關，保羅討論自己

作為一個使徒的身分，回應吃祭拜偶像之物的長段說明，

強調自由應如何使用。十一章2節到十四章，則是另一長

段，集中焦點談論與聚會相關的問題。分三方面：首先是

今天早上的經文：蒙頭的問題；其次是下主日的經文：主

的晚餐（聖餐）的問題；最後在十三、十四章中，處理在

聚會當中恩賜運用的問題。蒙頭、聖餐、恩賜，這三個在

當時哥林多教會聚會中引發的問題，保羅在此做了處理。

從這個背景來看哥林多前書十一章2到16節，也許可幫

助我們框住一個方向，不要窄化女人到底要不要蒙頭？要

問的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背後隱含什麼意義？

至少有三件事是不太確定的。首先，到底何謂蒙頭？

所謂的蒙頭就是頭巾、布或面紗，但也有可能是頭髮、髮

型，特別是4-7節很聚焦的談蒙頭。「男人禱告或講道，

若蒙頭就羞辱自己的頭，女人禱告講道，不蒙頭就羞

辱自己的頭，好像剃頭一樣；女人不蒙頭就該剪頭，

男人不該蒙頭，因為那是上帝的形像、榮耀」。又

說：「你們自己審察，女人禱告神不蒙頭，是合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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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本性不也指示你們，男人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羞

辱，但女人有長頭髮，乃是她的榮耀。」後面提到長頭

髮，前面沒有提到，會不會前面也是在講頭髮呢？我們可

以把4-7節經文讀成這樣：「凡男人禱告或講道，若留著長

頭髮，就羞辱自己的頭，凡女人禱告或講道，若不留著長

頭髮，就羞辱自己的頭，女人若不留長頭髮，就該剪頭，

男人不該留長頭髮」。

從社會習俗文化看「蒙頭」

即使以這角度來了解經文，我們還是可從當時歷史背

景、大環境嘗試問保羅，他關懷的究竟是什麼？學者提醒

我們這其中有著非常深的時代背景及文化因素。如果我們

理解「蒙頭」是「頭髮」，就可想像當時社會文化如何看

待這件事。希臘人看待男人留長髮，會認為是同性戀者；

羅馬人則是每逢進行祭祀儀式時，祭司都會把原本披在肩

膀上的披肩往頭上蓋。

所以，若保羅所指的是頭髮或頭巾的話，我們可理解

他的顧慮。保羅希望當時哥林多教會的姊妹們，能夠好好

的整理她們的頭髮。根據當時的習俗，鬆散的長頭髮會被

認為是未婚者，有可能當時在哥林多教會聚會的這些姊妹

們，她們其實已婚，但在服事上沒有顧慮到文化的標記意

義，所以保羅提醒她們。

但也有可能，在猶太人看來，蓬頭散髮定義為是通姦

者會有的一種裝扮。希臘人看蓬頭散髮的女人，可能認為

是異教徒，如同小說中胡言亂語發預言的女子。頭髮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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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也可能遭遇到誤解，猶太人對犯姦淫的淫

婦懲罰之ㄧ，剪短頭髮到一個地步就是剃頭；

希臘人看剪短頭髮的女人，可能會理解是女同

性戀者中扮演男性的那位。哥林多城有兩個特

徵，在宗教上的多元，也在性事上氾濫，所以

不管保羅指的是頭髮、頭巾或是面紗，背後都

有很多的顧慮。

如果是指頭巾，保羅說女人應當蒙頭，因

為在當時的希臘哲學思想中，其中有一個禁慾

者的流派，他們認為性、身體是不好的，人

生的最高境界是走向兩性同體境界，不再

分男女兩性，所以希臘女人在宗教聚會中間，不披肩就蓬

頭散髮，代表已到兩性同體的境界，不需要性，因為是中

性。我再說，我們不知道當時是發生什麼事，但是可以從

其中窺見保羅所提到的屬靈原則。

保羅還提到男人跟女人，我們也不是很確定到底講的

是丈夫與妻子的關係，還是一般的男女關係？但在我看

來，兩者在意義上不會相差太遠。另外，談到「頭」，有

人說頭代表權柄，如果是這樣，明顯的有等級的分別：女

人是次級的、要順服男人。持兩性平等論的基督徒讀起來

會很不舒服，但恐怕這裡指的不是權柄，而是源頭。不論

何者，我個人認為是並存並不起衝突的。

剛才說到了許多可能性，文化的意義、時代的背景，

但還有兩個特性，可從這角度出發，來思考這樣狀況出現

的原因。第一，服裝、頭巾、頭髮，其實在當時會標示出

持兩性平等論的基

督徒讀起來會很不

舒服，但恐怕這裡

指的不是權柄，而

是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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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來；第二，它與宗教的意義相關。保羅可能要提醒那

些基督徒弟兄們，不要像同性戀者，免得得罪上帝；也可

能在提醒基督徒姊妹們，不要像一個放蕩的女人，免得得

罪自己的丈夫。

「解放」與「自由」

「我稱讚你們，因你們凡事記念我，又堅守我所

傳給你們的」（林前十一2），保羅在此稱讚哥林多教

會，中文聖經沒有「但」這個字，原文是有的。保羅說我

雖然稱讚你們，不過我有補充有說明，究竟哥林多教會堅

守保羅所傳的什麼呢？一定是堅守了保羅所傳的，但是對

所守的有些誤解。很多解經家提醒我們，這裡所發生的事

情是跟上文有很大的關係。

加拉太書三章26節：「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

都是神的兒子，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

了。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

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這是很寶貴的福音宣言，甚至改教運動後，被冠上是「福

音信仰自由的大憲章」。在基督裡我們得自由了！這自由

呈現在什麼關係上呢？保羅提出「不管是猶太人、是希

臘人」、「不管是為奴的、是自主的」、「不管是男是

女」，在基督裡已經合一了。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聽

到了也遵守了，但有誤解。保羅當時所傳的福音內容、信

息、本質，在當時的希羅文化真像一顆炸彈，他所傳的福

音帶來的是無比的釋放、挑戰。當時有許多的奴隸，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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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分自主的、為奴的，當時的猶太人和希臘

人之間，在種族上有許多的隔閡，猶太人看外

邦人根本不屑一顧，現在沒有分別了……男人

跟女人在當時文化也是非常極端的，在位份上

是這樣，在認知上是這樣，所以保羅所傳的福

音非常具有爆炸性、革命性，如果用現代的字

眼，就是「解放」。

在哥林多前書第七章，保羅講到婚姻，提

到丈夫和妻子身體主權的問題（1-5節）。若論

「妻子，妳的身體主權在丈夫」，當時的男

人一定是阿們！但是保羅又講：「丈夫，你

身子的主權在你的妻子」，這是非常具革命性的，你可以

看到那種平等的關係嗎？你可以想見當保羅講述男女關係

在福音裡的自由與合一，在當時的群眾中，特別是女性，

聽到這個福音非常的高興。保羅講完夫妻關係後，講到單

身問題，特別對當時的女性而言，也具有非常的意義。因

為當時不論從猶太傳統或是希臘傳統來看，女生不出嫁，

甚至出嫁不生育，都是被貶抑認為是可恥的，但保羅傳講

的福音對當時女性是很大的震撼，當時女性沒有出嫁所受

的社會壓力很大，出嫁後又受婚姻束縛的苦，她們其實沒

有自由，但當她們聽到保羅傳講加拉太書第三章28節，原

來女人可以跟男人一樣、平起平坐，原來可以擁有的自由

是這種的自由。有可能因這樣的現象，在哥林多教會裡產

生了蒙頭的問題，這些自由派的弟兄姊妹們，他們嘗試表

達出來的現象就是要把男女完全合一、平起平坐，而沒有

「不管是猶太人、

是希臘人」、「不

管是為奴的、是自

主的」、「不管是

男是女」，在基督

裡已經合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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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慮到當時的環境如何看待男女兩性一般的裝扮，或忽略

認知，以為在基督裡可以有這樣的自由而不受捆綁。

保羅在加拉太書提到福音所帶來的釋放，作比較時會

提到「猶太人、希臘人」，提到「為奴的、自主的」、

「男跟女」。但是他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再提的時候，他

不提男女了，「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

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不拘

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

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12-13

節）。在這裡保羅不提男女，很可能顧忌教會已有這方面

的混淆，對男女的界線完全不注意。所以保羅的焦點可能

不再是蒙不蒙頭的問題，而是這個動作背後的觀念與心

態。這些姊妹中的一些人可能覺得我們毫無分別，但保羅

說你們誤會了這個自由，哥林多教會一直都在自由的問題

上打轉，前面提到吃祭偶像之物也是與自由有關，保羅說

要顧念到那良心軟弱的，不要濫用自由。

上帝造男造女的心意

哥林多前書十一章也是相同情況，可能姊妹在裝扮

上、服飾上，甚至心態上跟男人看齊，要跟男人比高下，

不再受男人捆綁、不再受制約，所以就亂了。保羅擔心當

姊妹這麼做的時候，教外人怎麼看呢？所以第六章保羅

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我都可行，

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第十章23節：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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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凡事都可行」，恐怕是當時哥林多

教會裡邊的口頭禪，包括十一章這些不蒙頭的

姊妹們。

面對這種的情況與混亂，保羅是怎樣回應

的呢？這段經文是在聚會的情境中去談的，談

到聚會秩序的問題，也可能談到兩性關係的地

位，在此我們可以思想一下，福音的自由，真

的是把男跟女完全毫無分別地合在一起了嗎？

你跟我都知道不是，聖經福音信仰所高舉的，

所表揚的是男女平等沒錯，但不代表不男不

女，男女仍是有別的。其實保羅稱讚完他們

之後的第3節，是保羅對這段經文的總結。「基督是各人的

頭」，這「各人」就是男人的意思，男人是女人的頭，神

是基督的頭，保羅先把結論講出來，然後第8-12節，保羅

進一步從神學的理由去做說明，嘗試去糾正自由主義的弟

兄姊妹，幫助誤會保羅談論福音自由的人。在此保羅用了

兩方面談到創造論。「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

乃是由男人而出」，這裡明顯看得出來男女是有別的且是

有次序的。第11節「然而」轉換了，「照著主的安排」原

文就是「在主裡」，「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因

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萬有都是

出乎神」。上帝造男造女有祂原來的心意，而在基督來的時

候，讓我們看到男女確實是回歸到平等的地位，所以前面是

有別，後面是相同，是可同時存在的。

上帝造男造女有祂

原來的心意，而在

基督來的時候，讓

我們看到男女確實

是回歸到平等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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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蒙救贖的自由

當時哥林多教會自由主義的姊妹們，恐怕完全誤會上

帝的話，保羅在此訴諸神學的理由，談論到教會裡要有次

序的男女關係，是怎樣的關係呢？姊妹們，如果妳認為妳

的敵人是男人的話，那妳就錯了！女人，妳的困擾、妳的

束縛乃是男人裡面的罪，以及妳自己的罪。男人，你的問

題、你的敵人不是女人，而是女人的罪跟你自己的罪。我

們不是從異性的束縛解放，我們乃是從罪的束縛裡出來，

所以這裡要表徵的男女兩性的關係，是這種關係的思考。

如果女性只想從男性解放出來，不過是放在另外的罪裡，

她受了繼續要跟男人保持優勢的那種競爭的束縛，那是另

一種不自由，那是另一種捆綁，那是一種不斷在戰爭中的

人際關係。保羅所講的自由與解放，是回到上帝原初設計的

心意，是在基督裡蒙救贖的自由，這種關係的本質是原創

的、是健康的，不是被扭曲的。

到底兩性關係在耶穌基督救恩裡的呈現是怎樣的關係

呢？那是很美的關係，是在救恩裡面應允我們的，在基督

裡，男女之間回歸到上帝原來的設計。我們今天受個人主

義的毒太深，對「順服」這個字很不舒服，以為「順服」

一定是跟「等級」掛鉤，所以當聖經說姊妹要順服弟兄，

妻子要順服丈夫時，覺得不舒服，覺得一順服地位就低

了，其實不然，從三一關係去認識聖父聖子的關係如何，

耶穌基督順服天父，耶穌基督的地位會比天父低一等嗎？

沒有，祂們都是上帝，同榮同尊！但是耶穌基督順服天

父。按照上帝形像所造的男女，祂把這種三一的關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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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在人中間的時候，為什麼這不是最美的狀況

呢？各位，這是在上帝設計裡面很健康的狀

況，如果有問題，那是因為人墮落了，罪使丈

夫不會做丈夫，罪使妻子不會做妻子，罪扭曲了

男人，使男人不像男人，使女人不像女人，所以

我們真正要解脫的是從罪中解脫出來，而這是福

音所應許的。

有愛為軌道的自由

我們在兩性的關係可以朝這方面去努

力，福音、救恩是將各樣的關係恢復到神原初

的心意，就是合諧，但是合諧不表示沒有高低，我們不走女

性主義的路，也不標榜男權至上，我們走的是救恩的路，

是一個顧念他人的路。在你還沒有拋頭露面之前先改頭換

面，保羅在12-16節連續提到了三樣東西，「女人禱告不

蒙頭，是合宜的嗎？」他用合宜這個字來形容，「你們的

本性不也指示你們，男人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羞辱嗎？」

「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這裡提到「合宜」、「本

性」、「規矩」，保羅很在意當時的社會情境，是怎樣看

待我們的穿著、服飾、髮型。你有自由，但是要為了別人的

思維、別人的認知，要顧念別人的需要，不要絆倒別人，保羅

認為自由需要奠基在愛這個真理，所以發展到第十三章，就

把愛整個突顯出來了。所以這些姊妹們，不要仗著有基督

給的自由，就任意而行，在基督的自由是有愛為軌道的。

這段經文使我們想到今天的光景，求主引領我們有實

不要仗著有基督給

的自由，就任意而

行，在基督的自由

是有愛為軌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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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的思考，主日崇拜在大庭廣眾裡面，真的不要以為有

些事情是我自己的事，全然自由決定，我想保羅的焦點不

在事件本身，他嘗試透過事件本身的說明要去解釋背後的

真理，要顧及別人不要濫用個人的自由，讓我們在真正的

愛裡，展現基督的福音，兩性關係在夫妻中間或男跟女在

社會裡面，基督福音所帶給我們的，是一個嶄新的關係，

並不像當時希羅文化亂七八糟的關係，好像把兩性的界線

弄掉了，或完全合在一起毫無分別，那樣會亂了次序、亂

了人倫。在福音的設計裡面，是回歸上帝的心意，讓男人做

個真正的男人，讓女人做個真正的女人，福音有這種威力，把

我們導回到上帝原初的心意。願主幫助我們，讓我們的心真

的可以改頭換面，活在福音底下，經歷神的大能，守住規

矩，又留住了福音的榮耀，我們一起禱告。

禱告

天父，我們在祢面前向祢感恩，願祢的話引導我們。縱使

我們有許多不太明白的地方，也讓我們能夠從其中知道祢的心

意，好叫我們的生命可以調焦，回到主的面前，能夠榮耀祢的

名，靠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2008年10月26日第二堂主日崇拜信息，謝麗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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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而活」與

齊雪姆
／馬淑慧

『我願獻身心，為基督而活，在一切事上

討我主喜悅，……』

『在短瞬世間願為主而活，因我心所愛，

惟有主笑容，……』

梅爾吉勃遜所編導、製作的電影作品《受難

記》中，有著許多令人震撼的畫面，特別是

在主耶穌受審、被鞭打、凌辱，以及被釘十字架

的種種景況，雖然聖經中的這一段描述不知讀了

多少遍，但是看了電影《受難記》的描述，更深

的驚覺主耶穌為了救贖我們而捨己，竟是到如此

的地步。

作曲家凱羅．勞敦（Carl	H.	Lowden）對於主

耶穌的捨己想必是有了極深的體認，所以寫下了

一首表達「奉獻與主，忠心於主，為主捨己，為

主而活」的旋律。起初凱羅．勞敦曾親自寫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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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琢磨凱羅．勞敦都不甚滿意，認為歌詞並未確切表達

「為主而活」的意涵。1917年，凱羅．勞敦邀請了齊雪姆

先生（Thomas	O.	Chisholm）為這首旋律創作歌詞，並清楚

的建議齊雪姆要以「為主而活」為主題來寫這首詩歌。有

著謙和特質的齊雪姆受到邀請時覺得自己並不能勝任，但

是他仍在兩個星期後完成了四節歌詞，以及副歌，《為主

而活》這首詩歌於此完成。

《為主而活》的中、英文歌詞

剛才已題到《為主而活》的歌詞共有四節以及副歌，

教會所使用的詩歌本《讚美》所翻出的中文譯詞亦共有四

節，另ㄧ詩歌本《生命聖詩》的中文譯詞共有三節，其未

將英文歌詞（即原文）的第三節翻出，而所翻出的中文譯

詞與《讚美》也不盡相同，以下列出二者，以及原英文歌

詞，讓我們能有更全面的認識：

讚美第409首

（對照為英文歌詞的1、2、3、4節）

1. 我願獻身心，為基督而活，

 在一切事上討我主喜悅，

 歡欣順服主，憑主旨導引，

 願背苦十架一路隨主行。

2. 慈悲主耶穌受死作中保，

 使我免罪孽，復與神和好，

 感激主大愛，願聽主呼召，

 奉獻我一切，來隨主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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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論何境遇，總為主作工，

 盡各樣本分，使主名得榮，

 倘或有苦難，我情願忍受，

 為主名盡忠，得永遠生命。 

4. 在短瞬世間願為主而活，

 因我心所愛，惟有主笑容，

 深願為我主，尋找失迷羊，

 引領疲倦人，安息主懷中。

副歌

 哦，主耶穌我救主，我心奉獻給祢，

 因祢在十字架上，為贖我罪釘死，

 我要祢作我救主，來住在我心裡，

 我一生一世到永遠，哦，主完全歸祢。 

生命聖詩第469首（英文歌詞1、2、4節）

1. 為耶穌而活，是生命真義，

 思想或言行，滿足主心意，

 欣然順服主，憑主旨引領，

 這樣為主活，是蒙福路程。

2. 為耶穌而活，祂為我受死，

 背負我罪債，受凌辱唾棄，

 如此大慈愛，感動我歸依，

 我願獻一切，跟隨主到底。 

3. 為耶穌而活，在短暫世間，

 我心最寶貴主慈愛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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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願為我主，去尋找迷羊，

 帶領疲倦者，安息主懷中。 

副歌

 基督耶穌救主，我獻身心給祢；

 因祢在十字架上，甘願為我捨己；

 祢是我唯一主宰，我心作祢寶座，

 從此我要為主而活，主啊，專一為祢。

Living	for	Jesus　為主而活		1917	作

1.	Living	for	Jesus	a	life	that	is	true,

Striving	to	please	Him	in	all	that	I	do;

Yielding	allegiance,	glad	hearted	and	free,

This	is	the	pathway	of	blessing	for	me.

2.	Living	for	Jesus	Who	died	in	my	place,

Bearing	on	Calvary	my	sin	and	disgrace;

Such	love	constrains	me	to	answer	His	call,

Follow	His	leading	and	give	Him	my	all.

3.	Living	for	Jesus	wherever	I	am,

Doing	each	duty	in	His	holy	Name;

Willing	to	suffer	affliction	and	loss,

Deeming	each	trial	a	part	of	my	cross.

4.	Living	for	Jesus	through	earth's	little	while,

My	dearest	treasure,	the	light	of	His	smile;

Seeking	the	lost	ones	He	died	to	red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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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ing	the	weary	to	find	rest	in	Him.

Refrain

O	Jesus,	Lord	and	Savior,	I	give	myself	to	Thee,

For	Thou,	in	Thy	atonement,	didst	give	Thyself	for	me.

I	own	no	other	Master,	my	heart	shall	be	Thy	throne.

My	life	I	give,	henceforth	to	live,	O	Christ,	for	Thee	alone.

	

瘦弱謙和的齊雪姆

Thomas O. Chisholm (1866-1960)

生於：1866年7月29日，Franklin, Kentucky

卒於：1960年2月29日，Ocean Grove, New Jersey

享年：94歲

謙卑的作詞者齊雪姆先生曾說道：「我最大的渴望，

就是每一首讚美詩或詩詞都能明確地傳達出作者內心中的

信息。」而且儘管長期處在健康狀況不佳的情況下，齊雪

姆卻發現為上帝的百姓寫出鼓勵人心字句的詩歌，是上帝

賜給他「蒙福的路徑」。

「為耶穌活著」這句話，是《為主而活》這首詩歌英

文歌詞每一節的第一句，作者似乎以此方式表達強調此一

信息，也看出他緊緊扣住主題的想法。第一節歌詞說道：

為耶穌而活著才是真實的生命，在一切我所作的事上盡力地使

祂滿足欣喜；以溫柔聽從的忠誠，和全然歡喜的心來跟隨祂，

這是我蒙福的唯一路徑。接下來第二節的表達似是說出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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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耶穌而活著才是真實的生命，在一切我所作的事上

盡力地使祂滿足欣喜」的原因，第二節歌詞說道：為耶穌

而活著，祂代替我受死，並且忍受著在各各他山上為我的罪被

釘在十字架上和蒙受凌辱；這樣的愛迫使我回應祂的呼召、跟

隨祂的引導，並且將我所有一切獻給祂。第三節在表達跟隨

主的決心，其決心的表達很特別，也許和作詞者齊雪姆的

一生極其坎坷有關。第三節說道：為耶穌而活著，無論我在

哪裡，在祂聖潔之名中盡上我一切的本分；甘心樂意遭受苦

難和虧損，願將每一磨難視為我十字架的一部份。這是一種

因著對主耶穌為我們捨己有極深的體認而有的生命。有許

多人以自我消極和放棄，來面對在此短暫人生所受到的困

苦，但是作者在第四節卻以討主喜悅、領人歸主來表達回

應主耶穌捨己的愛，第四節說道：為耶穌而活著，在此短暫

的世間，祂微笑的光芒，是我最重要的珍寶；尋找祂受死所贖

回的迷失者，將疲倦者帶到祂裡面得享安息。

副歌有著較多對主耶穌情感上的表達，與前面四節歌

詞比較，副歌情感的表達較為強烈，但是又不流於激情，

副歌歌詞說道：噢，耶穌，我主我救贖主，我將我自己獻給

祢，因為祢，在祢救贖的十字架上，為我的罪完全捨己。我無

其他的主宰，我的心將必歸在祢的寶座前。我的生命獻給祢，

哦，主基督，從今以後活著單單為了祢。

作詞者齊雪姆生長於美國肯德基州的一個小鄉鎮，因

為家境貧寒，所以無法完成夠好的學業（可能中學未畢

業）。但是齊雪姆十六歲時，便已在自己曾就學的小學擔

任教師ㄧ職。二十一歲開始擔任某週報的副編輯。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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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歲那一年因著莫里遜牧師的帶領信主得救，歸入主基督

的名下成為基督徒。接著齊雪姆轉往肯德基州的路易維爾

市，加入了莫里遜牧師的教會，也成為五旬節先鋒報的編

輯。1903年，齊雪姆曾在一衛理公會的教會擔任重要的同

工，但是因為身體健康狀況惡劣，所以只好離開該教會，

轉往印第安那州靠近Winona湖邊的農場居住。1916年，齊

雪姆轉行成為一位保險推銷員，並且搬遷至美國紐澤西州

的Vineland。齊雪姆於1953年退休後，前往紐澤西州Ocean	

Grove的一間衛理公會的教會服事，並且在此度過晚年。

與齊雪姆的前一個時期比較起來，齊雪姆所處的那個

時期，基督教詩歌的產量大為銳減，但是齊雪姆仍在此事

奉上忠心為主擺上，他的作品超過一千兩百首，出版的作

品有八百首，其中有許多作品都譜上了旋律。

認識這首《為主而活》的詩歌詞，可以聯想到兩處聖

經的經文。第一處是使徒行傳第十七26-28節：「祂從一本

（有古卷作血脈）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

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

以揣摩而得，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

存留，都在乎祂。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祂

所生的。」；第二處經文是羅馬書第十二1-2節：「所以弟

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

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

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認識信友堂的韓偉長老是我小時候的事，他是一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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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主、愛教會的長老。對韓偉長老有著許多的記憶，

其中之ㄧ是忠心事主、傳講福音真理，另一印象是喜歡

《為主而活》這首詩歌，無意間發現了韓偉長老自己所翻

譯的第一節中文歌詞，使我深受激勵！

《為耶穌而活》　韓偉 譯

為耶穌而活，才是真生命；

無論做何事，盡力求主榮；

順服主旨意，心甘又情願，

這是那唯一蒙福的路徑。

耶穌我主我救主，我獻身心給祢，

因祢在十字架上，為我罪而捨己，

我心中別無偶像，我心為祢寶座，

我今將我完全獻上，今後全為主活。

作曲者凱羅．勞敦

Carl H. Lowden (1883-1963)

生於：1883年10月12日, Burlington, New Jersey

卒於：1963年2月27日, Collingswood, New Jersey

享年：80歲

推薦聆賞

1. 專輯名稱： 愛  經典聖樂演奏篇《I》－鳴石音樂 出版（第10

首）

2. 網站名稱：「基督教智庫」： http://www.thywords.com/。進入首

頁後，點選〔教會音樂〕，然後點選詩歌名稱《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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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堂第500次

長執同工會記念
╱陳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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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執同工會，顧名思義，就是教會長老、執事與全職同

工參加的會議，這是信友堂作重大事工決定的主要會

議。

2009年2月15日晚上八點十分，召開了信友堂第五百

次長執同工會。以每月開一次來計算，所需時間是41年又8

個月，但有記錄可查的長執同工會，第一次是1956年2月8

日下午五點，距離今天為53年又7天，也就是說，過去有一

段時間不是每月開會。其實，每月開一次長執同工會的要

求，是在1974年（35年前）12月13日晚上七時半的長執同

工會所決定的。

53年前，這有記錄可查的第一次長執同工會，會中最

重要的決定，就是為葛理翰牧師來台佈道奉獻新台幣1000

元；這數字大約是當時教會每月奉獻收入的三分之一，其

比率相當於今天的新台幣200萬元，不過，數值差了2000

倍。

1958年（51年前）1月8日下午五點的長執同工會，通

過當年度的預算，共計新台幣8萬576元，而今年（2009

年）教會的預算是新台幣7,200萬元，相差將近894倍。同

年（51年前）10月31日下午五點的長執同工會，報告當

時主日的平均出席人數為127人，而現在是經常超過1,900

人，相差將近11倍。

目前還在長執同工會服事的最資深長執是李賢鎧長

老，他是在1968年（41年前）的12月6日晚上七時，以執

事的職分第一次參加長執同工會。

1973年（36年前）11月13日晚上七時半的長執同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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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值得回憶的，當時的執行長老徐鳳鳴長老（現移居美

國，將近百歲），有兩點溫柔但帶著責備的報告。第一，

他說，兒童主日學老師缺乏責任感；而現在，教會的兒童

主日學已是各教會效法與學習的對象，而其規模，學生超

過300人，老師也有100人。第二，他說，長執不夠努力，

應該要以身作則，要奉獻時間參加各樣的聖工；而現在，

10位長老與30位執事，不僅參與各級團契的服事，也必定

按年度分工參加行政、牧養、教育、宣教與崇拜等教會五

個事工部的服事。

信友堂有四點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第一，我們是福

音派、長老會與非靈恩的教會。第二，我們是建立以上帝

話語為根基的教會。第三，我們是國內宣教及海外宣教並

重的教會。第四，我們是全職事奉同工與長執整全配搭的

教會。這四點我們多年來所持守的核心價值，也是其他四

間信友堂，石牌、內湖、關渡以及竹圍所共同接受的。

從信友堂的第一次長執同工會到今天的第五百次，我

有幸參與其中；我願見證，信友堂的長執同工會，是一個

整全配搭的組織，也是和睦委身的團隊，更是不為個人只

求聖工的會議。

500次的長執同工會

是為期60年的接力賽

第一棒在蓽路藍縷中起跑

第二棒在戰戰兢兢中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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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老舊的記錄裡看見他們的身手

第三棒在披荊斬棘中向前

我記憶深處還有他們的身影

第四棒在力力碌碌中跨步

我知道他們還在為教會禱告

第五棒在眾心成城中奔跑

我感恩因為他們現在是教練

我──第六棒的長執與同工

在見賢思齊中接棒

正在為下一棒薪火相傳……

傳福音……

傳神的話……

（作者為現任信友堂執行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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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執們的生命榜樣
感謝神，賜給我們長執前輩們留下來的榜樣，

是我們後輩的祝福，也是神給信友堂珍貴的恩典。

／姚珠燕

我在1989年按立為執事，近二十年來我在長執同工中看

到的榜樣很多很激勵我，我看到信友堂的長執們雖然

年齡差距很大，信主的時日差距也很大，個性很不同，做

事方法也很不同，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很「愛

主」、「愛教會」，不是只有口號，而是有行動的。

記得在我還沒成為執事前就聽說，建新堂之初，因為

經費不足，有好幾位長執把他們家的房子拿去抵押，貸款

給教會，我聽了很感動，但想不透是什麼力量使他們願

意毫無保留的擺上，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愛主」、「愛教

會」，這是全力擺上的生命榜樣，等我進到長執會見到這些

長輩，很尊敬他們，也為可以跟著他們學榜樣感謝主。

還有很寶貴的是，長執帶頭做工，當教會有需要人力

支援時，一定有人舉手說我可以，並且帶頭做，安靜作

工，絕不敲鑼打鼓，這是安靜作主工的榜樣，唯有需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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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沒有人舉手說我可以奉獻多少，但是第二天就會有

人暗暗的把錢或支票送來教會，並且說，有不夠的再告訴

我，這是個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榜樣，長執當中很多

人這樣默默擺上，我感謝神讓我看得到這樣的襬上，我很

感動，為他們感謝神，這是生命的榜樣也是珍貴的恩典。

曾經有別教會的朋友問我，在信友堂長執會議中聖經

會不會「飛來飛去」？我聽不懂什麼意思，他敘述他們教

會的長執會議，當大家意見不合時會拍桌子，甚至拿聖經

丟對方，我不知長執會還能有如此進行的方式。我問，開

會前難道沒有禱告？他說不但禱告了，還讀經，桌上才會

有聖經可以丟。我覺得真是太可怕了，要是自己看到那種

場面，一定不敢再去開會。還好，信友堂的長執們開會都

以神為中心，讓神在會議中居首位掌王權，每位長執的心

所思考的只有怎樣做合神心意，討神的喜歡，而不是討人

的喜歡。開會中或有意見不同，大家也都能很有風度的表

達意見，但都能尊重別人，絕對不會有太重的字眼出現，

也不會有大一點的聲音出現，最後一定在討神喜歡的原則

下做決議。有時遇到一時無法做成決議的情形，遇此困難

便會請大家回去禱告，尋求等候神的心意顯明，等候神的

時間到了再做決定。這過程中絕對沒有互不相讓的爭論，

拍桌子就更別談了。我們感謝神，賜給信友堂這許多長執

前輩們留下來的榜樣，是我們後輩的祝福，也是神給信友堂

非常非常珍貴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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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祝福這地
—泰北短宣體驗心得 

祈願神在泰緬繼續行奇妙的作為，叫更多人得嚐主恩。

／董慧蓉

神將屬靈的榜樣賜給這群孩子…

發現2006年來到泰國事奉的倪

哥，無論在向我們作簡報、

回答問題或閒談，總說：「我來這

裡不是很久，就我目前所知道的

……」、「某某宣教師（牧師）教

我……後來，我才懂……」	讓我感

受到他面對跨文化事奉那謙卑、柔

和的心態，以及那背後的難處。

如今的錫安之家比起泰北山上

或公立孤兒院，除了較高水平的吃

喝穿住之外，最為寶貴的是這裡有

主耶穌的同在、聖經真理的教導，

倪哥和眾同工屬靈的身教及榜樣，

以及大、小孩彼此的相愛與扶持。 ▲和Doi老師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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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智

慧和身量，並神

和 人 喜 愛 祂 的

心 ， 都 一 齊 增

長 。 」 （ 加 二

52）

願隨著年紀

與身量的增長，

孩子們的智慧，

以及神和人喜愛他們的心，也一齊增長。

神將富足的信心加給貧窮人…

很感謝慧賢姊邀請我們到海宣參加活泉教會的崇拜，

聽著她深入淺出的講台信息，看見她向會眾不時流露的笑

容，台下不同年齡弟兄姊妹專注聆聽的神情，以及她侃侃

而談如何開始了這個教會，都叫我深深感到神的確是透過

她祝福了這一群貧窮的人，叫他們在靈裡滿有富足的信

心。

神奇妙的大能在泰緬運行…

聽著新明哥眼神專注、發亮地跟我分享緬甸救災、泰

緬邊境的近況、和尚傳道得救的見證，以及上帝在村落裡

奇妙大能的作為，那份迫切之情溢於言表，我的心中除了

感動，對主也有了更深的敬畏。祈願神在泰緬繼續行奇妙

的作為，叫更多人得嚐主恩。

▲故事書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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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僕人在困難中堅心前行…

看見倪哥的身影穿梭在又跑又跳孩子當中，看見他在

語言及文化差異的限制當中，帶領著無法十分理解他所言

所行的同工和院童前行……。

看見慧賢姊在明知牧養不易，卻仍克服心裡害怕，順

服神的帶領，毅然投身服事貧窮人……。

看見新明哥的頭髮也開始花白，體力似乎不比從前，

卻依然持定神給他的託付，不畏險阻地進到最困難的地區

事奉……。

只能說，這一切都是出於神，也歸給神，願祂得著當

得的榮耀！

亦願神將感動他們三位的靈，加倍地感動教會有心長

宣，以及關注支持宣教的弟兄姊妹。

▲製作手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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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從短宣開始！
─嗎哪團契泰北錫安之家短宣體驗

／泰北短宣隊

跨文化的體驗

今年新年假期長達9天，泰北錫安之家短宣體驗，原本沒

有在我的計劃之列，大陸行、美國行都在考慮中，但

是神對我卻另有安排，當我正對如何安排行程煩惱時，慧

蓉邀請我參加此次短宣，我又沒家累不必為過年忙碌，沒

有推辭的理由也就答應了。

以往對錫安之家的印象是沈牧師主日崇拜時的報告，

從錫安之家成立，到沈牧師與倪執事電話連線，聽到院童

歌聲和她們的勞作成品送到每個教友手中，僅此而已。可

是這次我卻在錫安之家看到，來自不同家庭背景族群的兒

童與同工，彼此語言也不是那麼流利，卻還能溝通，大家

一起生活學習泰文，找出彼此可以相容相通的習性與步

調，更是高興能見到在泰北艱苦生活卻努力傳福音的傳道

人，他們的辛苦是一般人所不能想像與了解的。

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45節「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	倪主任



�1 信友通訊
2009·03

靠主剛強壯膽，在人生地不熟的環境中，忍受孤寂到如今

泰語嘛ㄟ通，而且對每個孩子個性、狀況瞭如指掌，最讓

我佩服。經由倪哥的簡介才知道在泰國除了泰國人以外，

還有華人、緬甸人與許多少數民族，每個族群有自己的語

言，教育不普及沒有強制性，人民因為生活貧窮，為求溫

飽改善生活，願意受教育的人不多，受教的意願也缺乏，

錫安之家的院童現在除了自己家鄉的語言外，並不是都懂

得泰文，所以現在泰文是院童要努力學習，用來共同溝通

與被誦經文的語言，我在這次短宣數學課輔中，只能靠華

語翻譯或紙上演算比手畫腳來表達，還好小朋友都很聰明

都能理解，也深深感覺到語言在跨文化的環境中真的很重

要。

大谷地教會是在探訪行程中第一站，旅途中行車的顛

簸沙塵滿天，當地的居民大多是華裔，早期戰亂下的國軍

遺族難民，因為沒有泰國人身分，又無工作證的關係，被

泰國政府限制只能在物資缺乏，土地貧瘠的當地謀生，除

了幾戶因為是早年定居於此生活環境較佳，其他人生活條

▲背經文→唱謝飯歌→禱告→開動▲大谷地華人村的二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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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極差，他們是認命與無奈的在毫無資源與補助下與大環

境對抗努力過日子，看到當地情況時，我腦海中的第一反

應是，她們同樣是華人，但所身處的環境和我們竟然是如

此天差地別，在當地服事的李傳道與阿芳師母，為了把福

音帶給那些需要的人，倚靠著主的力量默默耕耘，李傳道

還利用有限的時間，去伯特利聖道學院參加密集課程，充

實自己在聖經神學的知識。伯特利聖道學院，是我們探訪

的一所培育傳道人與進修的場所，其實，在當地還有許多

的傳道人奉獻自己為主作工，那份被主呼召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的心志令我感動，約翰福音第十五章15節

「不是你們撿選了我，是我撿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

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長存」，也因為有他們才能像阿芳

師母，帶我們去參觀蒙納村兒童中心時，看到牆上貼著一

段經文寫著：「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祂

的奇事」（詩九十六3）。

有機會的話希望你也能到當地實地體驗，在當地服事

的傳道人、同工更需要你我的代禱與支持，求神看顧與保

守他們。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18至20節：「耶穌進前來對

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

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劉慶宛）

在服事中全然的仰望

從報名錫安短宣後，知道負責的事工是中式點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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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心中曾萌起打退堂鼓的念頭。因為對於一向熟悉於

西式烘培的我來說，如何教中式西點的確是一個大挑戰！

心裡對神說：「主祢感動我去錫安之家，但這樣的事工實

在有困難！主求祢賜我智慧和有靈巧的手，能成就祢的美

好事工。」不久後「生煎包」這道點心就浮現在我的腦海

中，可是心中的擔心卻又開始起起落落，因為麵糰發酵是

一門學問，將發好的麵糰包成包子更是需要技巧。我因小

信的緣故，又再度為自己找理由，比如說我害怕坐飛機，

可不可以只教學熟悉的料理，要不就乾脆別去了。神是愛

我體恤我軟弱的神，在出發前一天的主日結束後，神感動

一位姊妹遞給我一張卡片，著實堅固安慰了我的心。裡面

寫著：只要信，不要怕，在愛中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

怕除去。此時我的心中對神有更大的信心和全然的仰望，

相信神整個過程必祝福與保守。

到達錫安之家一切所需之食材都預備好時，唯獨找不

到合適的鍋具，與同工討論後生煎包就變成菜包。錫安之

教同工作手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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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同工很認真學習，但此時發現麵糰的筋度不對，並不

適合製作包子，心中真的很著急！因為明日行程將到山區

的美斯樂，不可能會繞道去市集購買，我唯一能做的是晚

上努力的禱告：「我相信主，祢是全能信實的神，祢必應

許孩子的事工，對吧？」次日早晨載我們上山的司機來

了，我迫不及待的請他幫忙尋找合適的麵粉，直到下午用

餐時，麵攤老闆告知我們山下雜貨店就有賣各式的麵粉，

我馬上露出笑容對同工說：「讚美主，主真是垂聽禱告的

神，祂與我們一路同行。」

透過這次短宣的種種經歷，再次地讓我確信祂是信實

的神，在祂的手中沒有難成的事，上帝愛我們，造我們，

也保護我們，祂是那一位以馬內利的神，願我的生命能繼

續被神裝備使用，成為耶穌手中的工作。（林惠娜）

信仰的期中考

那是2007年的宣教月，教會邀請戴紹曾牧師在主日時

講道，他字正腔圓的國語立刻深深地撼動我，百年前這個

家族的一個人決定獻身給上帝後，傳講耶穌就成為了一個

家族的百年志業！為一個與他們沒有血緣關係的民族擺上

所有的一切！頓時，我內心對上帝有很深的虧欠，於是對

上帝做了一個承諾，願意參加短宣，實地瞭解宣教士的生

活及工作。

無獨有偶地，在另一次的主日透過電話，傳出錫安之

家院童的中文詩歌聲，我質問上帝，為何這些孩子沒有父

母的關愛？並在那一刻，我跟上帝請求，給我一次去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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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機會！

去年的十月，嗎哪團契決定要在今年的一月要去泰北

短宣，聽到這個報告時，心中很雀躍，但還是很理智地告

訴自己，一定不可以只用情緒做決定，還是得好好禱告！

結果隔天早上靈修時，讀到以賽亞書第六章第八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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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裏，請差遣我。」那一刻，心中很清

楚，這個決定是合神心意的。

短宣前分配工作，得知負責數學課輔時，其實有些失

望。本想趁著去泰北短宣，藉由不同的嘗試及突破，能在

專業之外激發一些意想不到的「潛能」！當我這樣想時，

上帝立即光照我，且祂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用不同的

語言、在不同的國家教數學，怎麼會不是一項挑戰？」謙

卑順服的功課一直都還沒做完呢！

感謝主，經過這次的短宣，意識到自己在肉體上、靈

性上及專業上都是軟弱的。讓我清楚地知道，我隨時隨地

都多麼地需要祂的同在！

雖然一月是泰北的冬天，我居然中暑了！原先只是頭

痛，下午刮了痧，但不適的情形完全沒消失，晚上只好再

刮一次痧，沒想到接著卻是上吐下瀉。晚上課輔時，只能

躺在床上禱告，求上帝醫治我，保留我的體力，能夠圓滿

結束這次的短宣。上帝看中每一個真誠的呼求，並在那一

晚差派了四個天使服事我！

至於數學課輔部分，出發前，曾向兩位參與去年泰北

短宣的青契契友討教，心想大概不成問題，於是根據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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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的課程編排，預先準備了幾個題目做施測，卻直到最

後一天才發現，泰國的初中生不僅按程度編班，就連教材

也依學生的能力有所不同。錫安之家共有九位初中生，每

個年級有三個孩子，每個都在不同的班別！心中的挫折實

難以形容，最後只交了一份簡略的課輔記錄給倪哥，希望

倪哥可以做後續的追蹤輔導!

一月三十一日晚上的歡送會對我而言，是靈性上另一

次的更新！孩子們全神貫注地一起禱告、開心地唱詩歌、

認真背誦神的話語，提醒了我一件事，那上等的福份，就

是認識了耶穌基督！雖然他們失去了親人的關愛，物質上

也並不豐裕，然那份在屬靈上的單純，令我羨慕！

				這次的短宣無疑是我信仰的期中考，求主憐憫交不

出亮麗成績單的我！求主仍因著祂慈愛，讓我在基督裡所

領受的，都是為了彰顯祂自己的榮美！（奧育育）

看見未曾欣賞的美麗

八天的短宣，其實是幾個月的事情（從為是否要報名

參加短宣到短宣回來分享），神在這段時間透過「宣教體

驗」，提醒我，也讓我親眼看見了過去風聞的人事物，並

有了許多新的體驗。

三年多前，我決志但還沒進入教會時，一位大學同學

給我一些關於認識信仰的資料，其中包含一本「宣教士關

懷護照」，當時一邊看一邊掉淚，卻不知為何激動，在

這次準備短宣時反覆思想「神為什麼要你參與這次短宣

隊」，終於知道那使我難過的是「宣教士離開家鄉」，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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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我的是「什麼樣的神讓這群人願意離開」。我的家庭或

是家族，好像充滿了「離開」，祖父輩的因為戰爭離開家

園，因為經濟離開家庭，我的父親也因著工作長時間不在

家中。離開不一定是失去，但時間久了，大家越來越不一

樣，好像就沒有辦法在一起了。對我來說，離開是一種常

態，期待下一站的新鮮刺激可以掩蓋分離的難過，也從不

知道面對這些無法阻止的分離其實是會難過的。認識自己

的傷痛，同時更加寶貝神不離開的愛，也想到錫安之家的

孩子們多麼需要那位不離開他們的神，或許短宣隊能與孩

子們同在的時間很有限，但我相信這樣的探望也是見證神

對他們的愛。到此，我才真的確定不要臨陣脫逃，終於放

下「我做不了什麼」的憂慮，因為想要見主裡家人的心已

經勝過總總擔心。

我負責的工作是拍照、製作食譜與投影片。起先我輕

看這樣的服事，心裡就覺得愧對教會與團契，後來想到短

宣的目的之一是傳遞當地的負擔，又想到好照片是抓對了

感動人的時刻與角度，就開始請姊妹們為我拍照的工作禱

告，自己也求神讓我可以抓住祂要我帶回來分享的時刻與

角度。在清邁的八天，因著拍照，就更注意身旁的大朋

友、小朋友，因著注意，就看到過去未曾欣賞的美麗。

另外在課輔時間，我負責的是六年級學生，陪著她們

做分數的四則運算，發現她們其實懂，但是常常粗心，如

果把她們錯的地方圈起來，再做一次，通常就會算對。如

果我在錫安之家的時候，願意仔細看孩子們的計算過程，

那我回台灣有耐心聽身邊親朋好友講他們的事情嗎？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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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辦法像改分數運算一樣，馬上點出問題，但我願意像

陪孩子一樣地陪在親友身邊嗎？又想到，我的生活中不也

是太衝動、太緊張而會粗心、犯錯，最後一團混亂，我願

意把自己的愚昧擺在人前，接受別人的提醒嗎？也思想，

當我在生活、信仰、學習上出錯時，是不是有人願意陪伴

我、提醒我？想到這裡時，就有許多姊妹的面孔就出現在

腦海中。我看到原本生活艱困的孩子們，在錫安之家吃得

好，住得安穩，又可以學習，心裡就讚美神，但為何我總

是容易忘記神給自己的福，而擔心這個、憂愁那個呢？

因父親工作與母親喜愛旅遊的關係，我有幸去過一些

國家旅行，但在信主後越來越不想出國遊玩，因為想到自

己過去消耗在玩樂的時間、金錢、健康，就覺得對神、對

人、對自己都有虧欠，但這次短宣挪去心中的不安，不是

因為自己做了什麼好事，而是看到神在各地的祝福實在值

得去親眼見到，並且留在腦海裡時時讚美。（王淑怡）

▲與錫安之家同工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