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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偎全能者膀臂下
—先知的服事

先知以利亞服事的起伏，可作為我們的借鏡，這其中

的轉折，似乎經常是在「一念」之間。

當迦密山上除去假先知的爭戰結果，迅速傳到耶洗

別王后耳中之後，她所撂下的「重話」，令以利亞「驚

慌失措」。危機的處理，是生活中的關鍵時刻，急切之

間所要取捨的策略，決定了日後的走向。當時的壓力，

當是排山倒海而來，能夠靜下來整理思緒的時間是少之

又少，而此時，該如何是好？

以利亞「見」這光景（王上十九3）「這」光景應當

是指耶洗別的兇狠。然而此時的眼目與心思只有周遭，

只看環境，大概會陷入自悲自憐的情緒中。仇敵厲害的

方法是在我們與上帝之間，置入一道又一道令人失去記

憶，失去依靠，失去禱告的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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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偎全能者膀臂下
—先知的服事

基立溪畔的烏鴉，寡婦家中的餅油；甚至迦密山頂

祭壇的火，暫時都不能挑旺先知的「信心」。值此時

刻，上帝似乎是「同意」先知「逃跑」，然後再將他

「領回」。

有一個點，是可學可取的，那就是先知沒有離開

神。縱使他離開了岡位，也怨聲載道，卻仍緊緊依偎在

全能者的膀臂下。

更寶貴的，是全能上帝在祂「軟弱」僕人身上，所

顯出的慈愛與忍耐，令人驚訝與讚佩。

3 信友通訊
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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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事工部

△	6/13舉辦年度幼兒洗禮，由伉儷團契葛迺駿牧師施洗，

共二十二位嬰幼兒受洗歸入教會，其中十六位男孩、六

位女孩。

△	6/27辦理年度第二次成人洗禮及轉會。

△	6/11-6/12日崇拜部聖樂組參與合辦「2010年台北指揮暨

合唱研習營」之「指揮營」，邀請新加坡神學院李忠民

老師及馬來西亞盧莉慧老師蒞臨指導。

△	6/17-6/19日舉辦「合唱營」，並於19日晚上7：30於信

友堂舉辦「榮耀頌歌音樂崇拜」。	

宣教事工部

△	6/1週四宣教團契晚上7:30-9:30在504教室舉行，邀請石

牌信友堂莊育靖傳道夫婦分享「等候神的時間」，共有

三十九人參加。

△	6/5宣教團契共四人、6/19共五人前往桃園頭角、高遶部

落配搭保羅事工支持教會-頭角教會林梅蘭傳道週六國小

及國中生課輔事奉。

△	6/12宣教團契共二人、6/26共二人前往保羅事工支持教

會—台中大肚豐盛教會教導青少年「初信造就」課程。

△	6/18-9/29那瑪宣教師完成第一任期二年的事奉返台述

職。

△	6/19陳品竹傳道等共六人前往保羅事工參與教會-基隆新

城教會配搭週六下午的兒童主日學，以及帶領陸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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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	二○一○年七、八月信友堂短宣隊如下表，請代禱。

教育事工部

△第三季成人主日學開課如下：

						

△	第二季圖書館新書已經在6/6主日上架，上半年每週平均

借閱人數為二十人以上。

牧養事工部

類別 時　間 班　　　別 授課老師 教　室

初階	 主日	 基要真理班	 王裕華執事伉儷

	 11:00-12:00	 信徒造就班	 李湘陵執事	

	 	 聖經概論(新約上)	 傅紀宏長老

進階	 主日	 耶穌的比喻	 謝榮生牧師

	 11:00-12:00	 向佛教徒傳福音

	 	 --淺談佛教與基督教的異同	 邵俊田弟兄

	 主日11:00-13:00	 基督化家庭	 許新生執事伉儷

	 週六09:00-12:00	 加拉太書	 彭國瑋牧師	 四樓副堂

	 	 （上課時間8/7、14、21）	

	

宣教

雅斤

嗎哪

信友

青契

青少

非洲宣教體驗

花蓮短宣隊

大肚短宣隊(第一梯)

(第二梯)

澳門短宣隊

泰北清邁短宣隊

台東短宣隊(暑)

關渡短宣隊

台東武陵短宣隊

桃園頭角短宣隊

配搭教會/地點

坦尚尼亞SIM

花蓮光復/鳳林老人日托站

台中大肚豐盛教會

澳門頌望堂

泰國錫安之家

台東嘉蘭國小（兒童）、

嘉蘭浸信會（青少年）

關渡自強分堂（兒童營）

武陵長老教會

頭角教會

天　數(日期)

15天（8/14-28）

7天（7/18-24）

3天（7/16-18）

3天（8/20-22）

6天（8/25-30）

一個月（七月底）

8天+8天（八月初）

6天（8/2-7）

9天（7/17-25）

7天（7/31-8/6）

領隊/輔導

陳品竹傳道

林育強弟兄

陳端恩姊妹

同上

黃國來夫婦

待安排

待安排

詹孝儀姊妹

倪宏坤姊妹

曾國貴弟兄

短宣隊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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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關懷：五月份受探訪者一二三人次，探訪同工九十

五人次。

△	感謝主！5/16舉辦的探訪訓練，約有六十九位弟兄姊妹

參加，求主使用他們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機會傳福音，

為主見證。

△	6/6(日)上午11：00-13：30舉辦跟進關懷同工年中聯誼

會，同工出席超過一百人，聚會內容有詩歌敬拜、培靈

證道、破冰熱身、分組交通及代禱，會後小組餐敘；感

謝主，帶領同工們在主裡有很美的聯誼。

△	原排定7/31跟進關懷同工聯合禱告會改為9/11舉辦，請

代禱。

△	6/19(六)下午3：00-5：30在四樓副堂舉辦關懷講座，邀

請馬偕紀念醫院放射腫瘤科及安寧病房陳翌真醫師談癌

症三步曲，安寧病房院牧陳明麗牧師談癌末臨終的靈性

關懷，並謝榮生牧師分享教會的臨終關懷牧養。

△	2010年八月至2011年十月將安排一系列特殊親職講座，

時間：每月第二週週六上午9：00-12：00。除兩小時專

題教亦開放社區外，另一小時針對會友成立支持小組，

互相代禱與扶持。

△	五月份協談與諮詢共計三十六人次。

△	每年兩梯次的葡萄小組將於六月底結束第三梯次，三個

小組的同工共服事十四位弟兄姊妺.	培訓二位新同工，第

四梯次將於九月初開始.	

△	七月中旬即將開始第五梯次的珍珠小組，時間訂於週二

中午12:00至2:30，服事婚姻中有難處的姊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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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年團契部

△	嵩年團契於6/17-6/18舉行二天一夜退修會，主題「金色

年華」，講員沈師母，地點在溪頭，共40人參加。

家庭團契部

△	家庭事工配合青少年事工，徵召青少年家長組成家長

後援會，全程參與青少年輔導同工訓練的家長們將分為

核心、任務與義務性質同工，分別參與在針對家長的教

導、關懷、行政事務及活動中，並支援青少年事工，部

分同工將參與6/25~26的青少年事工團隊退修會，相互連

結並整合團隊。

△	6/6中午召開家庭團契部會議，決定未來家庭部每年兩次

統一辦理同工及小組長訓練。

△	5/29-5/30日活水團契同工退修會於龍潭渴望村舉行，除

同工關懷訓練外，也著重肢體生活的建立。

社青團契部

■	加榮團契

△	6/5		查經	約翰一書第二章－愛世VS.愛父。

△	6/12	在內湖分堂舉辦一天的退修會，主題是「與豪豬共

舞」。講員為潘長老夫婦及賴思菲姊妹，將教導圓融的

關係及溝通技巧，以期建立基督式的人際關係，學習彼

此理解、接納、擔負、和愛，並落實在真實信仰的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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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讀書分想「褥子團契」第五章：「放下手中的石頭

－接納」。

■	嗎哪團契	

△	大肚短宣第一梯7/16-7/18、第二梯8/20-8/22，請為領

隊陳端恩、隊員：黃明明、董慧香、董慧蓉（第一、二

梯）、王淑怡（第一梯）、曹明星（第二梯）聖經、靈

修課程及見證的預備禱告。

△	鍾思齊、黃綿媛參加宣教團契8/14-8/28非洲短宣體驗，

將前往坦尚尼亞有十五天的學習與服事，請為行前繁雜

的行政及施打預防針代禱，也求主賜隊員們充足的體

力，及流暢的英文表達能力。

■	信友團契

△	6/18-20於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行退修會，主題為「神聖

的盟約」。講員為胡維華牧師、林炳宏傳道，請為事前

的籌備，弟兄姊妹（含同工）能順利參加，預備心領受

信息，有美好肢體的互動，在退修會中遇見神，重新得

力代禱。

△	7/30福音會，講員戴繼宗牧師，求主賜下活潑有力的信

息，弟兄姊妹能提早為擬邀約的對象禱告，團契能同心

合意興旺福音。

學生團契部

△	七月後的青少年事工，由駱玫玲傳道與幾位資深輔導同

工組成的團隊帶領。6/25~6/26新團隊在淡水的雅歌會館

舉辦退修會，並在7/3團契、崇拜向青少年正式佈達。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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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團隊的運作禱告，能適應新的安排與調整。資深輔

導與新輔導在基督的帶領下，有美好合一的配搭服事。	

△	青少年事工新的執行同工：倪宏坤姊妹為青少年崇拜、

青少年團契主輔導。陳漢宇弟兄為少年團契主輔導。曾

國貴弟兄負責青少年主日學。他們將帶領其他輔導同工

一起事奉。青少年事工代禱信將由倪宏坤姊妹預備，張

志銘執事寄發給各家長。	

△	青少年事工暑假有三梯短宣，分別前往：台東武陵教會

（布農族）桃園頭角教會（泰雅族）台北關渡分堂。目

前在籌備中，請各位代禱。	

△	青少年暑期退修會8/21~8/23在陽明山衛理福音園舉行，

主題為「生命的團契」目標為在基督裡連結青少年之間

的肢體關係，彼此扶持向標竿直跑。

兒童團契部

△	快樂兒童營「彩色雨」，報名額滿，7/6-7/10將熱熱鬧

鬧在教會舉行，有許多同工不分年紀一起配搭服事，盼

望藉著詩歌、戲劇、手工、體能、科學等帶領孩童知道

起初神創造的美好，卻因人的犯罪是世界及人的心失去

了色彩，唯有悔改來到神面前與神和好才能恢復彩色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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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神之後
求神幫助，使我在每一次試探當中，

被神磨塑，勝過試探，脫離凶惡，

求神將預定各樣美好的善事都成就在我生命當中，

幫助我平靜安穩等候祢。

╱葛李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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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馬太福音四章1-11節

今天這段經文我們都很熟悉，因為她是一幅很有畫面、

很有劇情的經文。我的孩子迦勒，現在兩歲八個月

大，這段時間最喜歡聽故事。幾個月前，迦勒開始迷上聖

經故事。他常常會拿著他的兒童聖經來，要我講故事。從

舊約開始講，之後很快就進入新約。他常常說「媽媽，妳

講這個。」打開新約，第一個就是耶穌基督降生的故事，

就告訴他降生的故事，他一看是小貝比，我們家有一面牆

我貼了很多相片，他就指著其中一張他自己還是貝比的相

片，說「媽媽，跟我一樣。」然後又要我講另一個故事，

那是耶穌受洗的故事，我就把有關耶穌基督受洗的故事告

訴他，他找到自己的相片，說「媽媽，跟我一樣」。他又

翻了一個「耶穌受試探的故事」，我把這故事跟他講完了

之後，他看看牆壁上的相片，然後看看我，說「媽媽，跟

我一樣嗎？」那時我心裡其實觸動了一下。弟兄姊妹，我

們的信仰除了過過聖誕節，除了你受洗，我們也一樣會受

到撒旦魔鬼非常實際的試探。

信仰上的疑惑

主耶穌基督降生三十年後，祂要開始傳道事工，在這

之前祂盡了諸般的義：祂受洗，但在受洗和開始工作之

間，夾了這一段試探的記載，而這個試探非常的特別，因

為它是發生在耶穌基督禁食四十天之後，這提醒我們許多

事。有些人跟我分享他們在信仰上的疑惑，他們的無力與

失望，為什麼？因為看了許多暢銷的屬靈書籍，也參加了



12

講

台

信

息

信友通訊
2010·06

一些奮興培靈會，作者還有講員都說「你們禱告，上帝必

然垂聽」，「上帝一定會帶你進入豐盛」，「一定會為你

成就美好的事」，「一定會給你成功的人生」…大家熱血

沸騰，回家實際操作後發現不是這麼回事。我禱告，甚至

禁食，為什麼我另外一半沒有出現？為什麼我的工作沒有

順利？我的病沒有得醫治，我的孩子仍然在可怕的憂鬱症

裡頭…我期待的事情沒有發生，美好、豐盛跟成功在哪

裡？難道禱告沒有效？那我親近上帝做什麼？

經歷試探

我們的信仰會失望有很多原因，可能我們在禱告時會期

望我一禱告，要看到立即的果效。小時候我等公車等很久都

不來，眼睛閉起禱告，期待一張開眼睛就可以看到公車過

來，但是公車還是沒來。我希望禱告可以馬上看到效果，沒

看到就失望。弟兄姊妹，我們知道也都相信，上帝要帶領我

們進入美好跟成功，只是我們所希望的美好、豐盛還有成功

跟上帝的版本一不一樣？你期待它發生的時間，跟上帝計畫

的時間一不一樣？還有，我們現在是否有那個身量可以去承

受這個豐盛、成功跟美好？上帝比我們更認識我們，當耶穌

基督開始傳道事工，單獨退到曠野去，祂禁食禱告了四十

天，如果按照我們剛剛講的的期待，四十天之後主耶穌應該

臉上大有榮光，穿上黃袍，就有個效果說：「沒想到吧，我

就是彌賽亞！」然後斬奸除惡，魔鬼退散，全國人都信上帝

了。可是事實並非如此，甚至禁食禱告之後，即便像耶穌

基督這樣完美無瑕，馬太在這裡記載：「那試探人的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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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上帝允許主耶穌受試

探，而在試探當中，主耶穌

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該走

的路，祂勝了試探，而且他

成了可以勝過試探的模範。

祂在仇敵還有世人的面前宣

告了祂的身份和任務。我們也禱告，我們也親近上帝，我想

神也允許我們去經歷必要的試探。試探不是我們所期待的，

但是在試探過後，我們更能知道行走的方向、更清楚我們的

身份，我們可以成長，可以明白認識上帝。既然試探是看起

來必要的經歷，那我們必須要知道魔鬼慣用的伎倆是哪些？

並且要知道怎樣回應，這段經文就非常重要。我們來看看第

一回合的試探。

主耶穌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那試探人進前來

對祂說，祢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當魔鬼說「祢若是神的兒子」，並不是懷疑祂的身份，牠

的意思是說「我知道祢是神的兒子，既然祢是神的兒子，

祢不應該挨餓啊！既然祢是神的兒子，祢就應該可以把這

些石頭變成食物」。但是耶穌如何回答？祂說「經上記

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

話。』」。我們可以想想兩件事情，一個是關於吃飯的事

情，一個是關於能力的事。

以神的話為糧

神兒子不該挨餓嗎？我們身體的需要很實際，我們會

我們的信仰會失望有

很多原因，可能我們

在禱告時會期望我一

禱告，要看到立即的

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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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耶穌也會餓，希伯來書說「神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

我們的軟弱」。什麼是軟弱？有人脾氣很暴躁，你勸他，

他會跟你講說「這是我的軟弱」，這不是耶！如果你不能

控制你的脾氣，這是罪，這不是軟弱。有人很愛打老婆，

他會說「這是我的背景，這是我的家庭，這都是我爸害我

的，這是我的軟弱」。這不是軟弱，這是罪！有人常常感

情出軌，你問他為什麼要這樣？他會說這是我的軟弱。這

不是軟弱，這是罪！罪就是得罪了上帝，解決的辦法，向

神認罪，向神悔改。那軟弱呢？軟弱是力量衰退，他需要

加強。比如說病了，餓了，累了，我們工作我們勞動，然

後我們會餓，這叫軟弱。正常的狀態，飢餓是力量衰退，

一個徵兆，一個良好有益處的訊號，代表你是健康的。你

能吃、能喝，是個很大的福氣，但是試探會常常循著軟弱

而來，在你病了、餓了的時候，試探會來。仇敵對主耶穌

說「祢餓了吧？祢是神的兒子啊，祢可以利用祢的能力，

讓石頭變成餅來填飽肚子，滿足祢自己的需要。祢總要為

祢自己做點什麼吧，祢不能總是等著天父為祢做什麼」。

但是人子耶穌拒絕了，飢餓是正常的，食物也不是沒有益

處，但是耶穌給我們極美好的榜樣就是，我與其違背神的

旨意吃飽，不如挨餓。神的兒子不能脫離神單獨活動，人

不單靠食物而活，而是以神的話為糧，神的話是我們生

活、生命的規範，親近上帝之後，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更明

白，更篤定，讓人可以更滿足好好的活著，比食物更重要

的是上帝的話語，是上帝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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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主耶穌

關於能力，神的兒子耶

穌是有能力的，但是這樣的

能力不是用來滿足肉身的需

要。我再講一件我兒子的

事，他在兩歲的時候看到一

個姊姊拿筷子，他就覺得好奇也要拿，沒想到越用越好，

他原來是用來吃東西，可是他突然發現只要一拿筷子就有

許多叔叔阿姨經過就說：「這小孩子怎麼這麼棒啊！？這

麼小就會拿筷子」。他發現拿筷子不錯，所以每次發現

有觀眾，就會轉過頭來說：「媽媽，妳趕快把我的筷子給

我！」。不到三歲，他已經知道展現能力是一件多麼讓自

己開心的事，大人更知道、更享受這種感覺。有能力，但

是不刻意去把能力表現出來，不容易。耶穌能力極致的表

現是在十字架上，他的能力是表現在絕對順服神上，而

且順服神是來解決在人不能親近神的問題上。有人來教會

總希望能夠看到一些什麼把戲，但是主耶穌基督的能力，

必須經歷十字架的道路，親近上帝是為了讓我們更明白我

們是神的孩子，我們如果蒙主憐憫，有那麼一點點能力，

讓我們來效法主耶穌，這能力不是用來滿足自己，而是像

主耶穌用來滿足別人、滿足上帝。這是第一回合。耶穌勝

了，撒旦當然不甘心進入第二回合。

「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魔鬼把主耶穌帶到聖城，叫祂站在殿頂上，對祂說

耶穌能力極致的表現

是在十字架上，他的

能力是表現在絕對順

服神上，而且順服神

是來解決在人不能親

近神的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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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主要

為祢吩咐祂的使者，用手托著祢，免的祢的腳碰在石頭

上』」，魔鬼這樣對耶穌說，我知道祢是神的兒子啊！祢

剛剛也很棒，祢宣告了祢的忠誠、信靠，好吧，那祢要

不要用祢的信心來做點什麼英勇的事？做點什麼奇妙的

事？跳下去！讓人看看祢是多麼的信靠祂？因為祢是神的

兒子，上帝很愛祢，會保護祢，證明一下，跳下去！挑撥

離間是魔鬼的強項，讓人懷疑上帝是牠不變的工作，扭曲

上帝的話是牠的最愛，在這邊牠非常樂意見到人最喜歡做

的事是夾聖經之名，強迫上帝施行神蹟。主祢不是說手能

拿蛇、若喝了毒物也不會受害嗎？那我們就拿蛇啊，喝毒

物，應該不會有事吧！？

耶穌對撒旦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當人信賴上帝的心開始搖曳不穩的時候，撒旦喜

歡慫恿人去做一些英勇的事，來堅固自己的信心。人試探

神想要證明神是可靠的，反而證明的是他的不信，想要用

什麼了不起、神奇的事情來展現他的信心，反而證明的缺

乏信心，常常這個神奇的事和看起來了不起的事情、看起

來很有信心的事情成了缺乏信心或我們處在窘境最棒的遮

掩。從另一個角度來想這個事情，我們在伉儷團契服事，

發現有些夫妻，過去出席率不是那麼高，最近變高了，經

了解發現婚姻出了一些問題。或者是你遇到不順心的時

候，你會刻意表現出你不在乎，你很快樂。這就是我說好

像看起來很棒的事情，外表看起來好像表現出來對神很信

靠，外表看起來好像很光鮮亮麗，可是心裡卻是很苦。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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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很喜歡我們用表面的堅

強、快樂來掩飾心中的苦

楚，牠不喜歡我們真實去面

對上帝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讓上帝修剪我們、帶領我

們，經過我們的難處。撒

旦喜歡讓我們這樣相信－只要表面好就好了，在教會不

要讓人看出來就好了，上班的時候，人家覺得我很棒就好

了，就讓苦在我們心中啃蝕著。當我們信仰當中出現像這

樣「跳下去」的聲音，「跳下去」這樣的動作來證明說，

你看上帝是很愛我，我的信仰、生活是沒有問題的。反過

來我們看主耶穌，祂對天父是完全的信靠，祂相信上帝的

保護、神的愛，不需要做任何的事證實。

神賜人平安

祂說不要試探主你的神，只要完全的信靠，忍耐、等

候，那我心中很苦怎麼辦？腓立比書第四章說「應當一無

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感謝和祈求，將你們所要的告

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穌基督裡，保守你

們的心懷意念。」把掛慮告訴神，這些都是方法，就是沒

有逞強和偽裝。撒旦提供的方法是「跳下去，證明上帝愛

你」，但神說「把掛慮告訴我，我會給你出人意外的平安

來保守你的心」。神的方法不一定把難處挪走，但是祂要

保守我們的心。主耶穌拒絕做任何吸引人的事情來證明祂

自己、來為上帝說什麼，親近上帝我們也享受在主裡的平

主耶穌，祂對天父是

完 全 的 信 靠 ， 祂 相

信上帝的保護、神的

愛，不需要做任何的

事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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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安穩，不需要證明什麼！容我這樣說，即使我們意外掉

落，神沒有扶起我們，也許肉體會受傷，但是心裡會有平

安。你的環境可能使你受傷，你的工作、配偶、朋友、孩

子可能使你受傷，但是你心中會有平安。因為神說了，孩

子，我愛你。

單單定睛仰望事奉祂

魔鬼不甘心，進入第三回合。魔鬼又帶祂上了一座最

高的山，把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華都指給祂看，對祂說

「祢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祢。」這是撒旦使

出撒手鐧，露出牠的真實面目，真實目的，牠就是要阻擋

這位神國君王。牠做這麼多的事情，最後的目的就是這件

事情。魔鬼對耶穌說「我知道祢來的目的，不就是要贏得

萬國嗎？看看，這是不是就是萬國？很容易喔，祢只要拜

我，這些都是祢的。」我常在想，我不要萬國與萬國的榮

華，你讓我中一期的統一發票就已經很滿意了，要拒絕榮

華很不容易，太太們都知道，去菜市場能多要到一根蔥就

已經很快樂。很多女人想過一生要擁有個什麼包包，很多

男人會想一生要開個什麼樣的車，很多小孩或老小孩就想

到新的PS3出來了…很多誘惑耶。魔鬼樂意用各樣合人心意

的東西來換我們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最好就是離開上帝。

你說我不要萬國，我只要過品質比較好一點的生活，現在

很多人的難處是，我只要一份工作，只要養家活口，這應

該不過分。不過分，上帝樂意提供我們生活所需，這裡要

我們思想的是，你想要的生活，你想要過的日子，你想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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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那裡得到，還是你想從

撒旦那裡得到？往往從撒旦

那裡得到比較容易，比較

快，但常常換來的是虛假的

富足，它一定要你付上代

價。以掃就是這樣子，賣掉

他長子的名分，猶大是這樣子，賣掉了主耶穌。魔鬼最擅

長說謊，當祂說「看，萬國和萬國的榮華我都要給你！」

弟兄姊妹，萬國不屬於牠，即使現在看起來好像是，那也

只不過是暫時的事情。耶穌說「撒旦，退去吧，因為經上

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弟兄姊妹，不

要上當，你看耶穌對撒旦說什麼？「退去吧！」後面呢，

撒旦就離開了耶穌。牠被逐出、被趕走，牠能給你什麼？

當魔鬼指著萬國給主耶穌看的時候，牠要耶穌也是要我們

看到萬國當中的榮華，但是主耶穌看到的是萬國都在罪惡

當中，萬國都走向滅亡。這個世界都要過去，如果今生比

永生長，真的，讓我們吃喝快樂吧！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親近上帝之後，我對這

位獨一真神真的心中發出感謝，因為我們何等有福認識

祂，蒙了大恩，弟兄姊妹，來事奉萬軍之耶和華，單單定

睛仰望祂，單單來事奉祂。

在這三回合的交手當中，我們看到耶穌全勝，因為

祂很清楚祂的身分，祂是神的兒子。耶穌在這些過程當

中，想到的不是祂自己，祂心裡想的是天父，祂心裡裝滿

了神。我們若在日常生活中要勝過試探，有一個最基本

親近上帝之後，我對

這位獨一真神真的心

中發出感謝，因為我

們何等有福認識祂，

蒙了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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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就是讓我們心裡裝滿了神。怎樣可以裝滿了神？來親

近祂。剛剛講我的兒子，我想到他什麼時候比較不容易出

錯？比如說傷害自己、打破杯子、弄壞東西，就是他想到

媽媽，想到媽媽在那裡，想到媽媽會保護我，想到媽媽的

叮嚀，他心裡想到我，他安全，他不容易出錯。

耶穌在曠野裡禱告、親近了天父四十天之後，祂沒有

享受到立即的順利，祂是受到魔鬼的試探，那我們呢？

我們親近神不是讓我們突然變成超人，我們親近神會讓我

們更知道我們無法勝過，所以我們要來依靠上帝。主耶穌

在試探當中得勝了，祂樂意來幫助我們。希伯來書寫說主

耶穌既然被試探，因為這樣而受苦，祂就能搭救被試探的

人。我們是有福的人，因為主耶穌是我們永遠得救的根

源。

與上帝親密聯結

十九世紀有位著名的神的僕人，麥拉倫博士(Brian	 D.	

McLaren)，他有說過一件跟親近上帝有關的事情：「我們

不知能夠有多親近多靠近神的心，好交託我們傷痛的心；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能有多親近祂的豐盛，好交託我們的虛

無。我們還不了解，除了安靜禱告，我們不可能與神有更

親密的聯結。」

當我們跟上帝有親密的聯結的時候，可能沒辦法期待

馬上經驗到美好、豐盛、成功。甚至上帝還允許我們進入

試探，這不是要促使我們犯罪，而是要我們勝過罪惡；不

是要我們作壞人，是要我們作好人；不是叫我們軟弱，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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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叫我們經過試煉之後，

能夠更剛強、善良、聖潔，

平靜安穩的等候上帝，讓我

們與神同行，允許上帝在我

們生命裡頭行奇妙的事。不

要怕試探，主耶穌勝過，祂

要幫助我們學習等候、盼望真實的美好，在試探中，我們

的身量會成長，以至於可以承受神所要賜給我們的美好、

豐盛、成功。我們一起禱告。

禱告

天父，請祢幫助我，幫助弟兄姊妹，讓我們樂意與祢獨

處，求神幫助我在每一次與祢獨處的時候，更認識祢，也更認

識我自己，求神幫助，使我在每一次試探當中，被神磨塑，勝

過試探，脫離凶惡，求神將預定各樣美好的善事都成就在我生

命當中，幫助我平靜安穩等候祢，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2009年5月10日信友堂第二堂主日崇拜信息，謝麗雪

整理）

除了安靜禱告，我們

不可能與神有更親密

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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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服事的牧人
神垂聽了他的禱告，醫治了他，

從此他離開專業接受裝備⋯

／姚珠燕

二○○七年十月幾位華神的實習生報到，沈牧師告訴

我會把一位很優秀的神學生分派到信友團契實習，

稍後介紹我們認識，這位神學生隨即要求我為他簡介信友

團契的現況，好讓他有時間禱告及預備服事，我就輕鬆的

跟他談起來了，沒想到他很認真的聽，又拿出筆記本不停

的記，讓我見識到他的認真，他叫林炳宏，這是第一個印

象。

謙卑服事

進團契配搭服事後，越多接觸越發現炳宏弟兄非常謙

卑，服事很積極，教會幾次大型活動的預備工作需要人手

時，他總是主動的出現，並且忙到所有人都停了他才會

停。讓我們又愛又擔心。愛的是他是很好配搭的好同工，

擔心的是他的身體不能太勞累，因為他是曾經動過肝腫瘤

手術的人。

他從小生長在廟宇林立的宜蘭，在傳統信仰家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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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在美國紐約進修期間蒙恩信主，當順利的拿到當時台

灣金融界少有的證照後，隨即返台受聘工作於台北的銀

行。因父母極力反對他的信仰，流著眼淚要求他放棄，為

讓父母放心，炳宏弟兄有一小段時間沒有聚會。後來在銀

行附近發現有個教會，神再次帶領他回教會，從此他不但

沒有停止聚會，還熱心服事，並且贏得溫柔婉約的瑞玲姊

妹的心。婚後夫妻二人在教會配搭服事，是教會很重要的

同工。

蒙醫治，服事神

二○○五年炳宏弟兄做健康檢查時發現肝腫瘤，隨即

住院作切除腫瘤手術，治療期間他想到曾經回應神要服事

祂，卻因父母反對，遲遲沒有行動，如今還有機會嗎？他

能交帳嗎？掙扎幾天後他跟神禱告說：「主啊，如果能夠

好起來，讓我服事你吧！」神垂聽了他的禱告，醫治了

他，從此他離開他的專業，進入華神學習服事也受裝備。

炳宏傳道在信友堂實習期間，凡跟他有接觸的人的都

很喜愛他，大家都想留他在信友堂服事，但是他的母會也

在等他回去，我們知道留下來的希望不大，但神知道我們

的需要，或許會把他留在信友堂，我們就大膽跟神求，在

他畢業前居然有好消息說他有可能不回母會，我們大力禱

告向神求，感謝主！終於把炳宏傳道差到信友堂來了。

投入關懷牧養事奉

他加入信友堂事奉團隊後除服事信友團契外，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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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有負擔的嵩年事工，住院關懷等牧養服事，短短不到

一年時間，已經有好幾位弟兄姊妹以及未信主的家人，在

經歷親人重病，離世這段期間被炳宏傳道關顧陪伴，感動

不已，都說在炳宏傳道的服事中看到基督的愛。我們為神

賜給我們這麼愛主愛羊謙卑服事的牧人感恩，也懇求神保

守他的身體強壯，有足夠的休息，好讓神多用他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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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林哥
因著基督的緣故，我們與林哥聯繫在一起，

彼此扶持、彼此照顧。

／趙耿興

細細數算那信仰的過程，神總是在特定的時候，差派合

適的天使來幫助我。而林哥就是那其中之一。退伍

後懷抱著夢想的落空、與現實的妥協，我有點茫茫然、有

點鬱悶來到台北求學。但現在回想起來神的恩典總是無時

無刻存在。林哥是除了煒紅姊外，我第一位認識的輔導。

那是當我還是新朋友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就坐在林哥的右

邊。很巧最終我也進入了第四小組（信友團契）。

我所認識的林哥，他總是在不同的情境下，有著最適

當的回應。他總是微笑帶點幽默的與大家噓寒問暖。他總

是在小組查經裡，對小組弟兄姊妹的疑惑做最適當的說

明。他總是在聽到弟兄姊妹有勞苦重擔之時，給予我們那

從神而來的智慧及教導，讓我們知道如何靠主得勝。我想

這般的表現，必定是出至於對聖經的瞭解並扎根於神的話

語裡。

我所認識的林哥是初代的基督徒。因為父親的緣故，

林哥放棄了當時收入優渥的證券公司工作，前往美國求



信友通訊
2010·06 26

人

物

故

事

學，並在那裡認識福音，進而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救主。林

哥說回顧這過程，處處都充滿著神的恩典。因為在林哥決

定離開證券公司後，台灣便遇到金融風暴。若沒有及時離

開，有可能會身陷在金錢遊戲的深淵裡無法抽身。

回到台灣後，林哥以家中第一位基督徒的身份，身處

於傳統宗教的家庭裡。林哥遇到許多來至家人、親朋好友

的挑戰，然而儘管如此林哥並未此放棄這個信仰，最後反

而到神學院接受裝備，進而成為傳道人。目前除了輔導信

友團契未婚之社會青年，也積極參與在年長者、重症病患

的服事。

身為第四小組的弟兄，受到林哥的照顧當然許許多

多。對於剛到小組的新朋友，林哥都會找時間一對一的瞭

解個人狀況以及需要。定期也會聚集弟兄一起聚餐分享，

或是聚集小組在林哥家中交誼。讓我在這樣的活動中，能

夠更瞭解弟兄姊妹，也維繫大家在主裡的感情。或許我們

就是神賜給林哥的屬靈小孩。我所認識的林哥，是一位敬

重神，看重神話語教導的屬靈長輩。因著基督的緣故，我

們眾弟兄姊妹與林哥聯繫在一起，彼此扶持、彼此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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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的體現
每次小組聚集，就像回到家的感覺，可以在此安歇。

／胡潔

記得第一次看到林哥是在兩年前團契會前禱告會，我問

他：「這位弟兄是新來的，請問貴姓大名」。他回

答：「敝姓林」，很快我接著說：「林弟兄你好」。經由

提醒，才知道他是因著教會事奉加入團契的新輔導，頓時

我的臉上三條線（尷尬~），而他只對我投以微笑，這是難

以忘記的第一次相遇。

林哥（請容許我這樣稱呼他）當時是小組輔導，我因

著服事常常向他請教，在對談中他「把握任何機會」給我

肯定的讚美；看到我服事的盲點，他也會樂於給予建議，

最後再補上一句：「不要太在意，我有時也會如此」。在

言談中我深覺他樂意與我們站在一起。聽到契友代禱事

項，會在小組結束後立即給予對方安慰與建議，小組契友

都有一致感受：林哥及瑞玲姊真是神愛的體現－溫暖又慈

祥，每次小組聚集，就像我們有回到家的感覺，可以在此

安歇。

我有時會陪著家母參加嵩年團契聚會，常常週五晚上

看到他，隔天早上又看到他精神抖擻，滿臉笑容的參與事

－我認識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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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看到他與年長會友懇切問安，就好像與至親長輩問候

沒有絲毫倦容。回到家我就一直在想：是什麼原因驅使他

輕看自身疲憊與忙碌，而能熱誠的投入每一個服事？我想

多年前身體蒙主醫治及在環境上蒙主施恩保守，使他得以

進入全職事奉，為了回應神的愛及對他的呼召，不吝惜他

所能給的每一個笑臉，安慰及禱告，好像明天主耶穌基督

就會再臨一般（這樣比喻會不會太誇張）。

前一陣子因為家母生病入院治療，他到家中做關懷探

訪，臨行前他為家母做祝福禱告。我看到家母頻頻拭淚，

直說：「太感人了，字字都講到我的心裡」。我就回想我

曾經看到的畫面：主日下午他結束電話後，獨自站立為對

方代禱，不小心被我看到；週五小組結束後與小組員發自

內心的關懷及代禱，林哥他真是用禱告打開每天事奉的

門，這樣的屬靈光影如今也一直影響著我。

還有一點值得我提出的是：他與人相處時極富同理心

及愛心，並不會因著恩賜與服事的權柄而自恃，對人有寬

大及包容的心，只要多與他交談就能明瞭－他樂意與每個

人成為朋友。雖然我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他學習，但是每

次與他交談就像夥伴一般,沒有壓力可言。

雖然教會服事讓他的生活非常「充實」，但是在分享

中常常提到他希望能邀請雙親參加合適聚會，並且希望自

己每個禮拜能與雙親吃飯，可見他非常敬愛父母並且希望

他們能早日接受福音。求神繼續看顧他身體健康，帶領林

爸爸及林媽媽早日信主，以及看顧他與瑞玲姊在教會事奉

上經歷主恩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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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檔案 －林炳宏
 

何時信主  1990.11.25

屬靈生命中影響深刻的人  黃周娟姊妹（帶信主者）

最喜歡的《聖經》經文  林前十13

最喜歡的詩歌  愛的轉變（讚美376）

最喜歡做的事  安慰及領重症病患信主

未來最想做的事  領人歸主

最希望的代禱  父母及家人信主

最感動的事  父母親的支持與關懷

目前的服事  社青團契部、嵩年團契部、牧養事工部

目前參加的團契  信友團契、迦勒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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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猜猜看當海外宣教士史考特牧師（Rev.	 E.	 P.	 Scott）

將要遭到喜好殺戮的野蠻土著殺害的緊要關頭時，

是什麼救了他一命呢？答案是，一把小提琴，以及聖詩

《賀祂為王》！

當史考特牧師知道印度某山區的其中一個部落是沒

有人將福音傳進之處時，雖然他知道該部落的土著有

著極其野蠻與喜好殺戮的民風，他還是決定冒著生命危

險，盡上本份，前去成為當地福音的先鋒。史考特牧師

只帶了簡單的行囊，以及一把他所擅長拉奏的小提琴，

經過路況艱難崎嶇的山區時，史考特牧師被這個以野蠻

嗜殺戮而聞名的土著族人們團團包圍，這些土著們個個

面露猙獰，眼神凶惡，而且手持長矛對準史考特牧師，

準備要殺死他。在這緊要關頭，無計可施的史考特牧師

默默地取出收在盒中的小提琴，雙眼緊閉，像是要用生

命中的最後一刻向		神獻上頌讚般地，一邊拉奏一邊唱

出這首聖詩《賀祂為王》。史考特牧師一遍又一遍的

《賀祂為王》與

 佩洛奈特
／馬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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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著、拉奏著聖詩《賀祂為王》，到了第三遍時，偷偷張

開眼睛的史考特牧師驚訝地發現這群凶神惡煞竟已經放下

手中長矛，露出驚喜的眼神望著、聆聽著史考特牧師所頌

唱和他所演奏的小提琴，而且深深地被這首詩歌所感動，

進而將史考特牧師奉為上賓款待，讓史考特牧師與他們同

住，接受史考特牧師對他們所傳講的福音真理。兩年半過

去了，原本因為身體狀況不佳而決定返鄉休養的史考特牧

師，在土著們列隊送行四十英哩之後，打消了歸鄉靜養的

決定，轉念決定終身留在此山區服事這群土著。上帝藉著一

把小提琴，以及聖詩《賀祂為王》救了史考特牧師的性命，上

帝也藉著一把小提琴，以及聖詩《賀祂為王》為這群土著開啟

了福音之門。

兩種不同旋律的歌詞

《賀祂為王》原為一首英文聖詩，其英文歌名為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Name!原來的歌詞共有八節，作者

為艾德華．佩若奈特（Edward	Perronet）牧師，之後約翰．

瑞本（John	Rippon）曾將歌詞做了大幅度改編，他把其中

的第二、三、六節刪去，自己在做兩節新的歌詞，成為共

七節的歌詞。在詩歌本《讚美》中這首聖詩有兩種不同的

旋律，詩歌名稱的中文翻譯也不相同，另一首名為《齊來

頌讚耶穌聖名》，其所翻譯的中文歌詞與《賀祂為王》也

很不一樣。以下先將《讚美》詩歌本中的兩種旋律之中文

譯詞列出，同時也列出另一不同詩歌本的中文譯詞以供對

照參考。



32

聖

詩

與

聖

詩

人

信友通訊
2010·06

賀祂為王
《讚美21首》

作曲：James Ellor

1.	 大哉!聖哉!耶穌之名，

	 天上萬軍頌揚，

	 天上萬軍頌揚。

	 奉獻冠冕極其光榮；

2.	 天上地下聞主尊名，

	 應該敬畏頌揚，

	 應該敬畏頌揚。

	 萬膝跪拜萬口歌唱；

3.	 尊貴、榮耀、智慧、能力，

	 都歸被殺羔羊，

	 都歸被殺羔羊。

	 聖徒天使讚美無疆；

(副歌)

慶賀	～	祂，

(慶賀祂，賀祂，賀祂，賀祂，)

賀祂，賀祂，賀祂，

慶賀祂為君王。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賀祂為王
《生命聖詩54首》

作曲：James Ellor

1.	 齊讚耶穌大能聖名，

	 天使俯伏稱頌，

	 天使俯伏稱頌，

	 在主足前冠冕獻呈，

2.	 亞伯拉罕屬靈子孫，

	 由墮落中得贖，

	 由墮落中得贖，

	 當感謝主無量洪恩，

		

3.	 普天之下萬族萬邦，

	 當來敬拜頌揚，

	 當來敬拜頌揚，

	 尊貴榮耀都歸羔羊，

		

(副歌)

慶賀	～	祂，

(慶賀祂，賀祂，賀祂，賀祂，)

賀祂，賀祂，賀祂，

慶賀祂為君王。

（宣道出版社）

第一首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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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頌讚耶穌聖名
《讚美25首》

作曲：Oliver Holden

1.	 齊來頌讚耶穌聖名，天使一同伏拜，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同尊萬有主宰，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同尊萬有主宰。

2.	 信徒為主受難捨命，必有天堂賞賓，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同尊萬有主宰，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同尊萬有主宰。

3.	 亞當後裔被贖免刑，我等一齊感戴，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同尊萬有主宰，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同尊萬有主宰。

4.	 萬方百姓各派各宗，人人應當崇愛，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同尊萬有主宰，

	 奉獻冠冕兩手高擎，同尊萬有主宰。

5.	 我願會同天上萬靈，在主面前伏拜，

	 齊唱聖歌冠冕高舉，同尊萬有主宰，

	 齊唱聖歌冠冕高舉，同尊萬有主宰。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何等權柄－耶穌尊名
《聖徒詩歌130》

作曲：Oliver Holden

1.	何等權柄－耶穌尊名！天使全數俯伏；

	 獻上冠冕，同心尊敬祂作萬有之主！

	 獻上冠冕，同心尊敬祂作萬有之主！

2.	你們歷代殉道眾聖，要從祭壇歡呼；

	 同聲高舉耶西的根，祂作萬有之主！

	 同聲高舉耶西的根，祂作萬有之主！

3.	你們被贖亞當後代，出身”墮落”聖徒，

	 蒙恩得救，應當敬拜祂作萬有之主！

	 蒙恩得救，應當敬拜祂作萬有之主！

4.	罪人的心永不能忘葦子、苦膽、酸醋；

	 今當到祂面前瞻望祂這萬有之主！

	 今當到祂面前瞻望祂作萬有之主！

5.	但願地上萬族萬民都向救主歡呼；

	 榮耀、尊貴，都歸祂名，祂是萬有之主！

	 榮耀、尊貴，都歸祂名，祂是萬有之主！

6.	億萬群眾擁擠之中，我也一同俯伏；

	 參加他們永遠歌頌祢作萬有之主！

	 參加他們永遠歌頌祢作萬有之主！

 （美國見證出版社）

第二首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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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

原為八節歌詞的這首聖詩《賀祂為王》是一首不斷地

強調、宣稱主基督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詩歌，在歌詞

中似乎極盡所能地邀請古今、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應當要來

向主稱頌，尊祂為王。

第一節歌詞說道「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要來因主耶穌是

君王而歡呼！」：

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來為主耶穌之名的權能歡呼喝

采！眾天使都因主耶穌之名而俯伏下拜；帶來尊貴的王冠

呈獻在主面前，並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帶

來尊貴的王冠呈獻在主面前，並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

萬有之主。

第二節歌詞說道「在天上的天使也俯伏在主面前彈奏美妙

的音樂，頌讚基督耶穌是君王！」：

讓有高貴地位的撒拉弗們（眾天使）用七弦豎琴發出

優美的旋律吧，並且當他們彈奏時，他們如此謙卑在主面

前俯伏下拜，在祂（主基督）面前他們（眾天使）合奏出

許多美妙的樂章，並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

在祂（主基督）面前他們（眾天使）合奏出許多美妙的樂

章，並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

第三節歌詞說道「我們應當尊祂為王而稱頌祂，因祂是永

不動搖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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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祂為王，這清晨恆久不變之星光，祂使漂浮之星穩

固不動搖；現在就來向以色列權能者的能力歡呼，並且尊

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現在就來向以色列權能者

的能力歡呼，並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

第四節歌詞說道「過去為主殉道的眾聖徒也來尊祂為

王，因為祂是一直活著的主！」：

尊祂為王吧，你們這群為上帝而殉道，就是從祂的聖

壇被呼召的眾聖徒們，頌揚讚美這位舊約所預言要成為耶

西家族的根基的權能者，並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

之主。頌揚讚美這位舊約所預言要成為耶西家族的根基的

權能者，並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

第五節歌詞說道「被上帝從罪惡中救贖回來的以色列選民

後代，要因蒙主慈愛得拯救而尊祂為王！」：

你們這群上帝的選民，以色列民族的後代，你們這群

從罪惡墮落中被救贖的人，向這位以祂自己的恩惠慈愛拯

救你的主揚聲歡呼，並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

主。向這位以祂自己的恩惠慈愛拯救你的主揚聲歡呼，並

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

第六節歌詞說道「神所立定大衛王的後裔們，要向這位雖

道成肉身，卻仍是聖潔的主歡呼，尊祂為王！」：

你們這大衛家的後嗣，大衛王所呼召的，來向祂歡呼

吧，向這位道成肉身，是神本體的真像的完人歡呼，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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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向這位道成肉身，是神

本體的真像的完人歡呼，並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

之主。

第七節歌詞說道「身陷罪中而痛苦的人們唯一的出路，是

要來到主前謙卑地尊祂為王！」：

眾罪人們，他們的愛絕無法使自己忘記如苦艾般地悔

恨和似飲膽汁般地傷痛，謙卑地將自己所炫燿的呈明在祂

的腳前，並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謙卑地將

自己所炫燿的呈明在祂的腳前，並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

切萬有之主。

第八節歌詞說道「萬族萬邦都要俯伏在主面前尊祂為

王！」：

讓萬族萬邦以及每一個舌頭都在祂面前俯伏下拜，並

且向全宇宙高聲唱出這首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的歌曲。並

且向全宇宙高聲唱出這首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的歌曲。

以上這八節聖詩詞是原作者佩洛奈特牧師所寫的內

容。接著也將約翰．瑞本於1787年所改編聖詩詞的其中一

節列出，歌詞說道「屬主的人無論身處何處都可一起稱頌

主並尊祂為王，」

哦，與在遠處的眾聖徒們，我們都能一起在祂腳前下

拜，一起加入高唱這永恆不朽的頌歌，並且尊祂為王，尊

祂為一切萬有之主。一起加入高唱這永恆不朽的頌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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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

《賀祂為王》的作者－艾德華．佩若奈特

《賀祂為王》（或是《齊來頌讚耶穌聖名》，以下均

以《賀祂為王》為代表）的聖詩詞作者，艾德華．佩若奈

特（Edward	 Perronet）牧師，一七二六年出生在英國肯特

郡的桑德里治村，一七九二年於英國肯特郡的坎特伯里過

世，享年六十六歲。他是一個卓越的法國胡格諾教派家族

的後代，這個家族因著在法國受到宗教迫害而逃至瑞士，

之後又轉往至英國。艾德華．佩若奈特的父親，是一位英

國國教的牧師，也是以約翰衛斯理和喬治．懷特腓德為首

的福音運動的強力支持者。艾德華．佩若奈特承襲了父親

的事奉，也成為英國國教聖公會的牧師，但是常常對英國

國教的腐敗作為發出批評。他有一次曾寫道：「在這個搖

搖欲墜的英國國教中，我生長於此，並且我可能在此死

去，但是我對於她這些無理虛妄的行徑嗤之以鼻。」沒有

多久，他義無反顧地從原本的教會掙脫，並且奮力地投入

衛斯理兄弟於一七四○至一七五○時期

所發起的福音奮興運動。這段期間衛斯

理與他們的跟隨支持者遭受許多的迫

害，甚至連與他們意見不合的牧師們也

對他們展開猛烈的攻擊。雖然情況如此

艱困，但是艾德華．佩若奈特牧師卻仍

然奮力投入此福音奮興運動。

Edward Perronet 1726-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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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艾德華．佩若奈特在與衛斯理一同事奉的期間，

曾發生一有趣的故事，這是一個當衛斯理向人們宣佈艾德

華．佩若奈特將在下一次聚會中擔任講員時所發生的事

件。比衛斯理年輕十八歲的佩洛奈特一向拒絕在年齡資格

較長的人面前講道。但是衛斯理卻向他提出了這樣的要

求，為了盼望避免抵觸了衛斯理，所以佩洛奈特仍然上了

講台，但是很快的便表明他從未答應要講道。「總之」，

他進一步說明：「我將傳遞一個從古至今無一可比、極其

偉大的信息。」接著他便單單將聖經中的豋山寶訓讀了一

遍，沒有任何的闡釋便下台坐下。

佩洛奈特牧師後因與衛斯理在教義與聖事上的看法不

同，雖然在一起同工了八年，卻仍然分道揚鑣。佩洛奈特

牧師之後所有年歲都奉獻在英國南部坎特伯里的一家獨立

教會擔任牧師。他的最終之言也成為流傳至今的經典著

作：

在祂的至高至善的神性中，稱頌讚美上帝！

在祂的無比深厚的慈愛中，稱頌讚美上帝！

在祂的全然完全之中，稱頌讚美上帝！

我將我的心完全交託放置在祂的手中。

《賀祂為王》的三個不同旋律版本

特別一提的是，這首《賀祂為王》共有三個不同的旋

律，分別由三位不同的作曲者所寫：

（一）旋律名稱為「Miles	Lane」（可參考詩歌本《萬

民頌揚》第67首《大哉聖哉耶穌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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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者為威廉．薛布索（William	 Shrubsole，1760-

1806），於一七七九年在英國的坎特伯里教堂的管風琴上

完成此曲。威廉．薛布索是佩洛奈特非常親近的朋友，威

廉．薛布索曾在一間別名為「Miles	Lane」的教堂司琴事奉

多年，故以此名稱紀念。英國與加拿大教會習慣使用此旋

律頌唱這首《賀祂為王》。

（二）旋律名稱為「加冕（Coronation）」（可參考詩

歌本《讚美》第25首《齊來頌讚耶穌聖名》）。

作曲者為奧利佛．荷頓（Ol iv e r 	 Ho l d e n，1765-

1844）。美國人奧利佛．荷頓是一位木匠、作曲家，也是

一位受尊重的歌唱學校老師。一七九二年奧利佛．荷頓他

的大女兒出生那一天，他譜寫此曲「加冕」作為紀念。隔

年，奧利佛．荷頓拜讀了這首佩洛奈特牧師所寫的聖詩，

便將該曲配上。美國教會多採用此曲。

（三）旋律名稱為「尊榮的王冠

（Diadem）」（可參考詩歌本《讚美》

第21首	《賀祂為王》）。

作曲者為詹姆士．埃勒（James	

Ellor，1819-1899）。詹姆士．埃勒是

一位英國的平凡信徒，是一家製帽工廠

的製帽工人。一八三八年，詹姆士．埃

勒十九歲時，為了自己教會主日學周年

紀念聚會，而譜寫這首充滿歡慶氣氛的曲調，寫完此曲之

初，詹姆士．埃勒還將此曲帶到自己工作的製帽工廠試唱

而大受歡迎。

Oliver Holden (1765-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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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首常常被譽為「基督徒的國歌」的聖詩。這首

聖詩的第一次出現是在一七七九年八月，由福音雜誌所發

行，該雜誌的編輯者即為聖詩「萬古磐石」的作者奧古斯

都．特普雷迪。聖詩的原文已經幾乎被翻譯成任何有基督

徒國家的語言，成為眾所周知的聖詩，並且是一首在任何

地方、任何光景都能傳唱的聖詩，它向所有人類內心的心

靈需要傳達信息。有一位作者曾經說道：「世上只要有基

督徒的地方，都將必傳唱這首詩歌，一直傳唱到我們齊聚

在天上。」

這首聖詩《賀祂為王》的原文不斷地強調「尊祂為

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主。尊祂為王，尊祂為一切萬有之

主。……」似乎是在反映著新約聖經《啟示錄》第四章10

－11節所說的：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

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

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推薦聆賞1】

專輯名稱：

More Than 50 Most Loved Hymns (兩片裝)

第二片CD第22首

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Name

【推薦聆賞2】

專輯名稱：

A Cappella Hymns volume 1

第3首 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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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獻詩看見合一之美
在每一次的服事中，我們都有新的領受與看見，

並經歷祂無比的豐富！

／江璐

整整兩個月的加練，一共六次練唱加上兩次彩排，三堂

詩班練成蕭泰然神劇作品「耶穌基督」中的四首選

曲，成功的向千餘會眾宣揚耶穌復活的生命訊息，這是多

麼不容易的任務，但是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神，我們做

到了！

復活主日的前一天，是獻詩前的最後一次練唱和彩

排，我們練唱的情況其實很不好。從傅老師嚴肅的表情，

我可以感受到老師內心所承受的壓力。坐在下面的我，聽

著不準的合音，也忍不住皺著眉猛搖頭，加上許多班員感

冒，心裡更是著急：「怎麼辦？明天就要獻詩了，狀況這

麼多！」

全然的倚靠

就在焦急的當口，腦海裡響起「這樣，你們就知道我

是神！」猶如暮鼓晨鐘，使我的靈魂甦醒，方才因焦慮而

不自覺聳起的肩頸和緊握的手掌，於是放鬆了下來。這就

是了，如果我們的條件一切都很好，唱得好實在沒啥稀

奇，就因為無法控制的狀況百出，我們才能真正謙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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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全然的倚靠和交託，因為祂是神！事實也證明，祂真

是獨行奇事的神，誰又能想到，一場小感冒，竟讓志銘的

音色增添獨唱角色所需的厚度與權威性，這又豈是受造的

人所能做到的呢？

「合一」的事奉

在這次復活節獻詩的服事中，我看見了美得無比的

「合一」。教會對聖樂崇拜的看重與支持，從沈牧師特別

搬出唱台、音控與燈光的全力配合、以及敬拜同工煒紅的

投影片簡報製作，就可觀微知著；詩班的大家長謝牧師，

平常就按時分糧給每位詩班員，復活節獻詩當天，更是清

晨就來到教會，為詩班祝福禱告；指揮傅老師精準的掌握

練唱進度，不讓班員受累，寧可自己吸收壓力也鮮少對班

員說重話；育瑄才剛加入詩班，就樂意擺上自己的專業與

恩賜，協助班員突破既有的障礙，在發聲、咬字、樂句上

表現更好；俐俐師母更像媽媽一樣隨侍在側，雖然沒有

伴奏，卻全程陪伴鼓勵；伴奏仲騏則有著年輕人少見的耐

性，陪著我們這些「蝸牛」慢慢「爬」，自己也默默忠心

地練習，行雲流水的彈奏，將我們引進曲子應有的情境之

中；前來支援的二堂詩班班員，辛苦奔走於兩堂詩班的練

習，且全然配合老師的調兵遣將，哪個聲部弱就去那裡救

火；而三位擔綱獨唱重任的班員，始終謙卑受教，接受老

師的調整與模塑，為眾人豎立榜樣；班員練唱時認真、努

力、與自責的眼神，還常使老師不忍苛責；至於我，舌頭

潰瘍卻臨危受命擔任旁白，但也因此收到大家的代禱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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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這一切都顯明，神的愛在我們當中！

經歷祂無比的豐富

第三堂詩班不獨在歌聲表現上力求合一，在分工上也

是如此。臨時需要尋找額外的教室分部練唱，志銘就會主

動起身查詢那間教室可用；進入大堂彩排，眾人還在等候

閒聊，冷靜的淑惠就已經開始默默的點數每一排的人數，

規劃詩班席的座位安排；練習上下台時，大雯就會出來引

導；看了銜接四首詩歌的橋段簡報，陳虹就會細心的想到

播放效果的問題，因此促成以人聲旁白的呈現方式。一定

還有許許多多默默付出而我沒有看到的人和事，他們並沒

有事先被分配要做這些，只因敏銳的看見了詩班的需要，

就主動貢獻他們的恩賜，彌補同工的不足，讓所有的人都

感到輕省與安定，使第三堂詩班整體像個有組織、有紀

律、又訓練有素的精英部隊。

我深信，神看中我們在服事過程中的「合一」勝過獻

詩的成果。唱得好，我們歸榮耀給神；唱得不好，我們彼

此加油勉勵。沒有誇口、沒有抱怨、也沒有相互指責。兄

弟和睦同居的美好境界，不就是如此嗎？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們在每一次的服事中，都有新的

領受與看見，並經歷祂無比的豐富！

願以馬內利的神「用大能成就我們一切所羨慕的良

善，並因信心所做成的功夫，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我們

身上得榮耀，我們也在祂身上得榮耀，都照著我們的	神並

主耶穌基督的恩」（帖後一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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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意外
／黃碩玲

總覺得，是重新回到主的懷抱裡。好像是曾經在祂懷

裡，後來憑藉著自己的聰明，離開了主。然後經過一

番經歷，是波折的、是充滿不安的。很疲累了，祂竟再度

向我敞開雙臂，不在乎我曾經離開祂、不在乎我曾是那麼

自恃。祂用祂全能的愛，洗淨了我身上的塵埃	。

這一年經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風景。信主這一件

事，也是意想不到的。因為這樣美好的意外，今後我的人

生道路上，有主的愛陪著我一起看這個世界。面對這樣的

意外風景，我對這一切感恩。

信主之前，我倚仗著我自以為的聰明，行走這個世

界，雖然有的時候，結果是如我所想的，但大部分時候並

不是如此。人生的特質之一，就是永遠出乎你意料之外。

當你輸給世界，只能趴在桌上大哭的時候，真的是一件讓

人非常沮喪的事情。然後你變得越來越不相信一些本質、

越來越理性、越來越現實	。關於愛情、關於人生，最後只

剩下一些由世故的價值觀堆疊起來的自我保護。

好在，在真正成為一個理性過度的人之前，認識了

主。主的愛，使我重新相信這個世界還有本質的愛情、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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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以追求的熱忱、還有可以發現的美麗。主的憐憫使我

感動，身上的重擔、與生俱來的罪，一切一切都可以交託

在祂手中，在祂懷裡，得到安息。

《詩篇》廿三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

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

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

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

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

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我感恩，感謝上帝為我預備了一個很棒的教會、為我

預備了一個很棒的團契、為我預備了可愛的弟兄姊妹，引

導我一步一步回到祂的懷裡。感謝神，讓我在今後的日子

裡，當我遇到難題的時候，能夠將一切擔憂和沮喪交託在

祂手中	；	當我經歷美好的時候，能夠感恩，這都是祢的恩

惠。在我都不相信自己、不相信這個世界，快要變成一個

冷血的人以前，祢憐憫我，將我找了回來；叫我相信，在

祢懷裡，我凡事都能做；叫我相信，這世界還有愛。

在這樣領受祢印記的時刻，心中充滿無限感恩。我相

信，祢的愛和聖靈永遠同在我心，伴隨著我。求主保守我

前方一切風景，我相信祢已為我預備一切。也願我今後的

道路和一切做工，都能使祢悅納。感謝主。



46信友通訊
2010·06

書

香

園

地
與愛捉迷藏
我們分享彼此生命中的軟弱、罪、創傷、心靈深處的需求，

常互相代禱，從肢體給的接納中我實實在在體會上帝的恩

典，從他們給的忠告中明白真理與成長的方向。

╱陳爾璞

《與愛捉迷藏》作者提到，為了追隨耶穌，基督徒們

總是彼此激勵著捨己愛人的精神，聖經也教導我

們經歷不公平的對待時要忍耐、喜樂，如「有人打你的右

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太五39）、「倘若人為

良心對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

（彼前二19），其實背後的意涵是基督的釘十字架，基督

為救贖我們，主動接受不公平的苦難，這顯明上帝極大極

深的愛。

但我們的心會有空虛或受傷的時候，無法再對他人有

所付出，此時我們就需要負責任地退出苦難，這退出不是

自私，是為了保護我們的靈魂。如同箴言所述：「通達人

見禍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面對太困難、太痛苦、

太具破壞性、殺傷力的光景，我們必須設立界限，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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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管家的行為。這退出也不是永久的，是暫時的，以便未

來重新與人建立更深更好的連結。

當「愛箱」見底時，我們也需要「公義」作為一種支

撐的力量，以熬過苦楚的日子。與上帝、肢體的連結讓我

們的心再次被愛充滿，重新被主激勵而火熱，此刻別人為

我們帶來的不方便再也不會傷害我們的心，就表示我們愛

的能力被提升，超越對公義的需求，可甘心樂意再次捨

己、忍受苦難。

作者教導我們設立界限的重要，當朋友有持續地、不

負責任地的行為或邪惡舉動，我們卻視而不見時，等於剝

奪了他從自己行為的後果學習成長功課的機會，「當面的

責備強如背地的的愛情」箴言如是說。

這本書提醒我要對自己誠實，對自己的選擇負起責

任，讓我明白這種人際關係上的暫時退出、隱藏是有益

的。但有時人際關係上的隱藏卻具有破壞性，常常我們怕

別人知道自己的失敗、軟弱、需要，以為不會被接納、被

愛，所以隱藏自己，躲藏雖帶來短暫的安全感與保護，卻

使我們與恩典、真理遠離，得不到屬靈的成長和修復，

難以活出上帝的形象，甚至結出「壞果子」，如憂鬱、上

癮、恐慌、強迫性的行為、婚姻陷入緊繃、工作有困難、

生理失調…等。



48信友通訊
2010·06

書

香

園

地

隱藏帶來的影響很大，久而久之害怕、傷心、生氣等

負向情緒減少，就連快樂、美好的感覺也消失，逐漸地連

自己的需要都忘記了，變得孤立，與人隔絕。「人若說我

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

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約壹四20），與人隔

絕，同時反映出與上帝關係的瓶頸。

閱讀的過程中，我有深刻的感動，便按書中建議的方

式找了一群安全的屬靈同伴，每週聚會一次，分享彼此生

命中的軟弱、罪、創傷、心靈深處的需求，常互相代禱，

我從肢體給的接納中實實在在體會上帝的恩典，從他們給

的忠告中明白真理與成長的方向。謝謝上帝醫治我內心的

殘破，過往的傷痛得以復原，也透過肢體幫助我逐漸脫離

隱藏的習性，體會到「愛裡沒有懼怕」，這救贖之愛極其

廣大，使我心滿溢喜樂與感激。

《與愛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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