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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
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2018年6月17日主日崇拜，主日證道題目：「先知的心」

（經文：阿摩司書七章1-3節） 講員：康來昌牧師

主耶和華指示我一件事：為王割菜之後，菜又發生；

剛發生的時候，主造蝗蟲。

摩七 1

蝗蟲吃盡那地的青物，

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求祢赦免；

因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摩七 2

耶和華就後悔說：「這災可以免了。」

摩七 3

主耶和華又指示我一件事：

祂命火來懲罰以色列，火就吞滅深淵，險些將地燒滅。

摩七 4

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求祢止息；

因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摩七 5

耶和華就後悔說：「這災也可免了。」

摩七 6

▲一進門就看到美麗的撕貼畫 ▲接著看到供人拍照的荊棘火焰 ▲分開的紅海 ▲進到一樓交誼廳看到磐石出水 ▲地下室的壁畫 ▲尼羅河中的baby摩西 ▲ 4樓的十災藏在數字中 ▲ 5樓的紅海 ▲飲水機上的摩西

小朋友開心學習神人摩西的歌

好玩的
      聖經回應

十分有趣的摩西故事

我會跟別人說摩西的故事喔！熱縮片手環

每個人都愛玩水

體能出任務

師生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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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如此行

 ■許新生

應當如此

每月一次的聖餐，我們都

以聖經上所傳述，主耶

穌被賣的那一夜的晚餐，來記

念為我們死的主。我們當省察

自己，免得是在吃喝自己的罪

（林前十一23-29），這是保

羅看到哥林多教會的光景做的

指責和指正。保羅在訴說那夜

晚餐中耶穌的舉動時，說了兩

次「如此行」為的是記念主。

的確，這是耶穌的舉動、話

語和心意，要所有跟隨耶穌基

督的人，都以「行」主所做的

來記念祂，作為宣告身分的記

號，作為省察生命的提醒，作

為跟隨基督的獻身。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

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二十二19）

然而，什麼是「如此行」

呢？

基督如此

耶穌，三位一體的真神，

神的兒子；道成肉身，降生

馬槽，生在平民百姓之家。從

小就知道「當以我父的事為

念」。卻順從父母，身體智慧

一起增長，深得神和人的喜

愛。（路二49-52）

三十歲以前，以木匠維

生，奉養母親、照顧弟妹，盡

為人子為長兄的家庭與生活的

責任。

三十歲以後，盡諸般的

義，受約翰的洗禮；受魔鬼



3

信友通訊│2018.8

以「行」主所做的來記念祂，

作為宣告身分的記號，

作為省察生命的提醒，

作為跟隨基督的獻身。

的試探，倚靠神的話語勝過試

探，開始傳講天國的信息。

（太三-四章）

接下來的三年半，與販夫

走卒生活在一起、與貧苦軟弱

者為伴，潔淨長大痲瘋的人，

用手摸他（路五12-13），醫

治瞎眼的、患血漏的、患各

樣病的人，使癱瘓的行走、趕

出人身上的鬼⋯⋯不僅使人身

體和心理的需要得到幫助和滿

足，更將生命的道、天國的信

息教導人（太五-七章）。

雖然在會堂中傳講信息被

攆出城（路四16-30），雖然

受法利賽人和宗教勢力的挑戰

和攻擊，要置他於死地（約五

18），他仍然傳講真道，並指

責虛偽、假冒為善、阻擋真

道的宗教行為（太二十三13-

36），更斥責玷汙聖殿的人和

行為（可十一15-17）。

每當跟隨他的群眾擁戴

他的時候，他就獨自退到山

野，與天父親近、禱告（路五

16）；當眾人高唱和散那迎

接他為王時（可十一7-10），

他卻堅定地走向各各他的十字

架。

效法如此

耶穌的一生和你我一樣，

都在家庭、工作、社群、信仰

中生活。耶穌活出神的心意，

完成神的託付，回到神的榮耀

裡。在最後的晚餐時，對我們

說：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

是記念我。

我們每天的生活也是「如

此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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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事工部

▍ 第二季「洗禮暨洗禮感恩見證會」於6/24在二樓禮堂舉行，會中邀請2位

弟兄姊妹見證，並為11位弟兄姊妹舉行洗禮，歡迎他們歸入主的名下，

同時歡迎20位弟兄姊妹加入成為本堂會友，求主祝福。

▍ 信友詩班於6/30-7/1在中華電信陽明山會館舉行退修會，主題：合一讚美

神，講員：宋提倫傳道。

宣教事工部

▍ 7/5宣教團契晚上7:30-9:30在4樓禮堂舉行，邀請馮家熙弟兄分享「時代的

浪潮」，共 58人參加。

▍ 7/8、22宣教團契等共7人次前往桃園印尼活水教會配搭青少年主日學課

程及兒童主日學服事。

▍ 7/14、28宣教團契等共7人次前往內壢泰語教會平安之家中文班教學服

事。

▍ 7/18於本堂舉行「2018聯合宣教特會」第二次七堂籌備分享會，討論宣

教特會的活動規劃、各堂分工及報名等作業，各堂牧長與宣教同工共19

位參加。

▍ 7/25-29 雅歌團契與約書亞團契埔里短宣由王性斌弟兄領隊，共22位成人

及16位孩童，前往埔里牧羊人教會配搭兒童營服事。

▍ 7/20-23雅歌團契台東短宣由李亦騏弟兄領隊，共18位成人及16位孩童，

前往台東歷坵浸信會配搭兒童營服事。

▍ 7/22-28青少團契苗栗竹南短宣由姚奇青傳道領隊共18人，前往苗栗竹南

聖教會配搭兒童營服事。

▍ 7/29-8/4青少團契雲林虎尾短宣由廖大容弟兄領隊共18人，前往虎尾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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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配搭兒童營服事。

▍ 7/31-8/14宣教團契中東短宣，由林玉茵姊妹領隊共4人，前往中東配搭凱

西宣教師服事。

牧養事工部

▍ 7/1上午11:00舉行「長執配偶暨女執事禱告會」。

▍ 7/22上午11:00舉行「為國家、教會禱告」。

▍ 7/4晚上8:00-9:00舉行「新朋友跟進同工禱告會」。

▍ 七、八月的週六、日下午1-4時，將進行四本書的成長讀書會，參加者為

曾協談或參與成長團體，或有心學習成長的弟兄姊妹。

▍ 六月份週五受探訪者86人次，探訪同工86人次；週六受探訪者8人次，探

訪同工13人次。

▍ 六月份共計協談：人數35人、71人次、諮詢1人／1人次。

教育事工部

▍ 第三季成人主日學共計七門課程，於7月陸續開課。

嵩年團契部

▍ 開始籌備嵩年團契秋季郊遊，求主帶領有合適的地點。

▍ 求主為姊妹會預備2019年新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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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團契部

▍ 與兒童營同步於 7/10-13舉辦暑期父母成長班「混亂時代 學做清醒的父

母」。透過四個主題︰如何與孩子談朋友關係、幫助孩子找尋自我價

值、如何與孩子談媒體、如何引導孩子認識/表達自己的界限，運用活

潑的操作講述與分享討論，幫助父母親以神話語為根基來了解教養的概

念，能合宜的面對社會的變遷，為家庭持守真理，引領孩子走在神的

道上，到老也不偏離。由侯婉葳師母與王相萍、黃康玲、林儒瑤姊妹 

帶領。

▍ 7/14開始下半年婚前輔導團體，每周六上午在教育二館進行，連續十

週，由許榮森傳道、侯婉葳師母帶領，共12對參加學習，預備進入婚

姻，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同時有二位儲備同工（雅歌團契許凱翔、黃汝

足）配搭服事並裝備。

▍ 第三季主日學「青少年親職教育」課程，專為育有11-18歲青少年的父母

所設計，我們也邀請孩子將要進入青少年的父母一起來參與。藉著五個

單元十堂課學習，協助父母了解我們的青少年，按神的心意和法則引導

陪伴孩子，幫助他們在神的話語中成長。

▼恩典團契

▍ 6/2專題：遇見東正教，講員：周學信老師。

▍ 6/9虎尾才藝活動（打蛋器盆栽吊飾），由第三小組鄭淑芬、陳怡如、洪

秀卿姊妹及林森崑弟兄前往虎尾服事。小組禱告會，宋提倫傳道分享：

禱告解密，分組學習禱告。

▍ 6/16小組查經：提摩太後書第四章。

▍ 6/17第二季同工會。

▍ 6/23查經：彌迦書四，陶德銘弟兄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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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第二季慶生會，第一小組準備茶點，慶生會前由詠寧宣教士分享，

隨後壽星趙麟書（朱丹玫代讀）、曾康寧弟兄及項蕾蕾、張文蘋姊妹分

別作見證分享。

▼雅斤團契

▍ 福音性聚會，主題：從科學看信仰，講員張文亮教授，共114位參與。

▍ 6/9每季一次的詩歌讚美、感恩見證聚會，共89位參加。

▍ 6/22-23雅斤團契第二季同工退修會，假礁溪心曠神怡召開，有三個專

題：領會與頌讚（林彥岑傳道）、服事與建造（潘長老）、主工人的性

格（謝榮生牧師）、晚禱（陳啟鳳執事），共47位同工參加。  

▼雅歌團契

▍ 雅歌全團契退修會於 6/30-7/1圓滿完成，父母和孩子共330人參加。退修

會主題為「主裡親近、主裡得力、主裡服事」，首次以星期六下午安排

工作坊的方式進行。感謝許多團契同工及青契支援，也針對青少年、不

同年齡層的孩子安排了適合的活動及照顧服務。

▍ 7/7邀請徐國強弟兄來團契分享「長者關顧」主題，讓弟兄姊妹能夠了

解目前台灣長期照護的相關政策及資源，知道該如何幫助家中的父母及 

長輩。

▍ 七月兩梯短宣隊陸續出發，7/20-23台東歷坵短宣隊（共10個家庭），

7/25-29南投埔里短宣隊（共11個家庭）。

▼伉儷團契

▍ 7/7小組時間，各小組在教會外進行各種不同活動；7/21、28分別是美蓉

傳道的見證及左亞宣教師的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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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 9/22召開同工會，確定明年度的聚會及特會。

▼婦女查經團契

▍ 6/5哥林多後書查經第12課（林後十三1-14），第一小時由陳美蓉傳道

講解經文內容，第二小時分小組展開查經作業討論。每週課後下午1:30-

3:00，各小組帶領查經的姊妹並參加陳美蓉傳道的預查訓練。

▍ 6/12學期末洗玩具活動。感謝主，給我們這樣的好天氣，洗好的玩具再

搬到頂樓曝曬，真是非常的壯觀。

社青團契部

▼加榮團契

▍ 6/2專題演講，邀請大廚李德全老師分享生命故事並示範食物料理。值此

炎炎夏日，李老師特別以醬汁作為主題，示範五種醬汁，並教我們如何

搭配菜餚，最後讓我們歡喜大快朵頤。

▍ 6/9讀書會《人如何改變》第十四章，陳黎明姊妹導讀。進入〈果實篇〉

令人耳目一新的善果。會後並舉辦二手市集，讓物盡其用，也操練姊妹

們「斷捨離」及「樂分享」的功課。

▍ 6/23希伯來書第九章的查考，嚴國美傳道講解。耶穌是真正的大祭司，

獻上一次永遠有效的贖罪祭，叫蒙召之人，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 6/30小組時間，各組自行安排活動，組員彼此有更進深的分享與交通。

▼嗎哪團契

▍ 為玉里短宣隊員招募順利感謝神，有八位隊員參加，求神賜給隊員足夠

的體力與智慧在預備兒童營隊的活動內容上，並為已招募完成的63位兒



信友通訊│2018.8

9

童代禱，願神預備孩子們的心，能被主得著。

▼香柏樹團契

▍ 6/9胡維華牧師為我們帶來以舊約民數記第二章中12支派安營的方式帶出

神的美意，並提醒現代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應如何「安營」，不論每天拖

著多疲累的身心回家，還是要分別時間轉向主、親近主。

▍ 6/23-24清境及合歡山退修會，共50人參與；會中多人在合歡主峰登頂成

功，晚上的培靈由龔長老傳講以弗所書第四章裡的合一，讓我們知道在

基督裡合一的秘訣，隔天清晨清境的美景也讓香柏樹的契友們大大享受

在大自然的美好中與主親近的美好，並在早上的主日結束後畫下完美的

句點。

▼信友團契

▍ 6/2-3團契退修會，共150位參加。

▍ 靈修組於7/6舉行年中讀經計畫分享鼓勵，反應十分熱烈。

▍ 宣教組於7/20邀請左亞宣教師分享。

▍ 鍾興政牧師和師母於七、八月之間，為信友團契同工們開設靈修操練

小組，於主日下午3:00-5:00舉行，共20位同工參與。

▼約書亞團契

▍ 今年查經聚會內容為聖經縱覽，共16 課；七月份進入第三、四課。

▍ 團契計劃舉辦郊遊，由主席和同工團隊策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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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團契部

▼青年團契

▍ 6/30-7/2新學年新任同工退修會，這屆同工多為新手，求神幫助新同工學

習討神喜悅的服事態度。

▍ 7/23-29短宣隊前往東勢中嵙與頌恩堂吳牧師配搭在中科國小舉辦兒童

營，並安排認識客家庄、探訪護理之家等。主日參加頌恩堂主任崇拜，

短宣隊將獻唱客家詩歌。請為兒童營籌備、學習客語及客家詩歌順利 

禱告。

▍ 8/24-26青契退修會，主題：不倒甕。

▼青少團契

▍ 願神帶領青少兩梯短宣隊（7/22-28竹南聖教會，7/29-8/4虎尾福音中心）

學生服事的心，在當地學習謙卑被神使用並觀看神的作為。

▍ 願神預備學生的心參與青少退修會（8/19-20），能有渴慕尋求主的火

熱。也賜輔導及小組長智慧及心力。

兒童團契部

▍ 快樂兒童營「Mission Impossible」7/10-14在教會舉行，第一天雖遇颱風過

境，神賜平安。

▍ 學生音樂營於7/31-8/3及8/7-11下午 2:00-5:30 在教會舉行，今年主題：環

遊世界第七站—義大利，將介紹義大利音樂家，人物則介紹「亂世裡

的一朵小花—亞佛加厥」。 

▍ 升級聚會於 8/26 的第二堂和第三堂兒童主日學的合班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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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華指示我一件事：為王割菜（或譯：草）
之後，菜又發生；剛發生的時候，主造蝗蟲。蝗蟲
吃盡那地的青物，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求你赦
免；因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華就
後悔說：這災可以免了。」

▎經文：阿摩司書7章1-3節

先知的心
■康來昌

▏講台信息 ▏

一般對「先知」的印象是預

知未來，主持正義

我們通常對「先知」的印

象就是先知先覺，看事看得比

別人快，比別人早。「先知」

還有一個含意，就是他是主持

正義的人，不留情面責備那

時代的罪惡。這兩個說法的

確都表達出「先知」的特色，

不過這不是「先知」最基本的 

重點。

「先知」的重點是叫人悔改

歸向神

「先知」，與其說是注意

將來要發生的，不如說是強

調過去的事。「先知」總是在

提醒百姓要回到古道（耶六

16），回到上帝過去已經告訴

我們的律法，如果不回去、不

悔改，將來就會有什麼災難；

如果悔改，將來就會有什麼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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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先知」是不是嫉

惡如仇、主持正義、斥責罪

惡？是的，不過這也不足以表

達他完全應該有的心態。

當看到社會上、教會裡、

新聞媒體，我想每個人多多少

少都會有「先知」的心態，就

是我們會憤怒、會生氣，會覺

得，「怎麼會有這種顛倒是非

的想法，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昧

著良心」？像以賽亞書5：20

所說，「禍哉！那些稱惡為

善，稱善為惡，…的人。」

阿摩司書裡神的警告

整個聖經的「先知」裡都

有這樣的表達，像阿摩司從一

開始就講，「耶和華必從錫

安吼叫」，形容耶和華像個獅

子一樣，在祂的聖城發出吼叫

的聲音，來警告萬國萬民。所

警告的就是人不斷的犯罪，若

不悔改，刑罰速臨。

第一、二章裡，講大馬色

一再侵略鄰國，非利士一再販

賣人口，以東一再擊打弟兄，

亞捫一再發動殘酷的侵略戰

爭，摩押一再的羞辱死人，猶

大一再的拜偶像、離棄神的律

法，以色列一再地貪婪淫亂，

這些罪惡一而再，再而三的發

出，上帝不會只有容忍。

祂的確在很多事容忍了，

但祂不是只有容忍，祂也責

備、也管教。的確，完全的管

教、完全的報應是等將來，但

現在，神並不是不做事，神也

不是只管以色列、教會，神

也管外邦、社會，神是全地的

主，我們要相信。

我們承認從歷史上看不到

什麼對錯是非或報應，但聖

經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樂觀的

答案：「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雖然很多時候真理讓我們很痛

苦，但主的真理終會叫我們得

自由，主終會在這世界上最

後顯出祂的公義。而且不是最

後，現在我們有信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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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看到神的義和憐憫和慈

愛。我承認有時候上帝的公義

好像沒有顯出來，但我們相信

神會申冤，「申冤在我，我

必報應」，將來必有這事，也

希望現在就有。

萬事萬物唯一目的：叫人歸

向上帝

接著第三、四章就專門針

對猶大和以色列。第四章第6

節講到神在現實歷史中對以色

列人的管教，「我使你們在

一切城中牙齒乾淨」。當缺

乏糧食的事情發生時，神要人

做的是歸向祂。

各位，這說起來好像理所

當然，其實不是。歸向主、相

信主、越來越愛主、倚靠主、

越來越以神為我們主、為我們

的喜樂，這並不是個容易的

事。原來受造物歸向上帝應該

是理所當然，但在神奇妙的旨

意中，這並不是理所當然。悖

逆的世人能夠歸向上帝，這是

上帝極大的恩典和尋找，神的

快樂是找回祂「死而復活，失

而又得的」我們。

人間發生的一切事情，你

身邊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

好的、壞的，神蹟、非神蹟，

平常、特殊的，都只有一個目

的，叫你歸向上帝，每一件事

都是這樣。「我兒，要將你

的心歸我」，我們的神要我們

歸向祂。人和萬事萬物能夠歸

回上帝，是神的心意。

阿摩司書 4： 7，「我

降雨在這城，不降雨在那

城…」。神在台北下雨，在基

隆下不雨，為什麼？我們的結

論應該就是氣象反常，很怪。

悖逆的世人能夠歸向上帝，

這是上帝極大的恩典和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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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節，也看到在聖經裡

（包括阿摩司書），很大膽、

很直接、毫不羞愧、毫不怕人

跌倒的說：是耶和華在攻擊

人。我們通常說魔鬼攻擊，邪

靈攻擊，可能是有的，不過後

面都是耶和華。耶和華說：

「我攻擊你們」。目的是什

麼？是要你們歸向我，但你們

仍然不歸向我。

第11節，災難越來越多，

提醒你越來越多，叫你趕快悔

改，歸向上帝。神對所多瑪、

蛾摩拉，對個人、對團體，對

台北、舊金山、北京、首爾都

是一樣，給你很好或很壞的待

遇，平凡或非凡的待遇，不管

是什麼原因，我們需要知道的

是我們該怎麼做，但有一個最

基本要做的就是歸向主。為什

麼要這樣？因為祂愛我們。

神愛我們，救我們像從火中

抽出來的一根柴

祂愛我們，在這裡祂形容

上帝的意思是下雨的地方比較

敬虔，不下雨的地方比較不敬

虔嗎？有這可能，但這還不是

上帝的意思。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裡講

到西羅亞樓坍了，壓死了十八

個人。我們正常的反應可能是

包括，我們以後用的水泥鋼筋

要堅固一點等等，或者我們的

反應也可能是那些被壓死的人

作孽多端，所以死掉。這都可

能，但耶穌不要我們這樣想，

耶穌說，這些被壓死的人並不

一定作孽多端，並不一定比那

些沒有被壓死的人更壞。為什

麼他們死？只有一個原因，耶

穌說，他們的死是要我們這些

沒死的人，不是慶幸，而是悔

改。「你們若不悔改，都要

如此滅亡！」

阿摩司書四章9節，就聖

經上來講，蟲多蟲少，菜多菜

少，都只有一個目的，叫你歸

向神，叫你更倚靠上帝，更感

謝上帝，更祈求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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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

義如江河滔滔

在阿摩司書第五章裡，

當以色列有歸向主的形式，

而沒有歸向主的實際時，阿

摩司書就發出了很有名的呼

喊，大概也是最被人記念的

24節這句話，「惟願公平如

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 

滔滔。」。

有一些基督教神學家和一

些年輕人，常常對教會的限

制，也就是教會的結構有高

度的不滿，覺得教會是一群腐

朽、保守的人，在那裡維持、

維護既有勢力。他們不滿的

時候所用的經文往往就是阿

摩司書第五章21-23節這裡，

我們現在、今天活著的人，好

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一個人

在極大的艱難中，像火中的一

根柴，（不是快要被燒，是已

經燒了），神把這根燒的柴救

出來，希望這柴可以像亞倫的

杖一樣，能夠重新得到生命。

當人在上帝的恩典、打擊、祝

福、災難或平順當中沒有歸向

神，神的結論是12節，「以色

列啊，我既這樣行，你當預

備迎見你的神。」

願我們喜悅歸向上帝。願

上帝的慈愛、憐憫、聖潔吸

引我們，比萬有都更吸引我

們。即使我們在極大的打擊、

痛苦、犯罪當中，願神的慈愛

也吸引我們，讓我們願意歸向

祂，使我們裡面重新有善良、

有平安、有喜樂、有慈悲和 

就聖經上來講，蟲多蟲少，菜多菜少，

都只有一個目的，叫你歸向神，

叫你更倚靠上帝，更感謝上帝，更祈求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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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神要的不是形式上的敬拜讚

美歌頌禱告，神要的是社會的

正義。的確，你要這樣講沒

有錯，問題是說這些話的人，

你們自己有把神當得的給了 

祂嗎？

什麼是公平、公義？

什麼是公義？什麼是公

平？什麼是正義？一個傳統答

案是，公平正義就是人得到他

所當得的，每個人得到自己當

得的分，那就是公平、公義。

那麼我們必須說，當我們沒有

把足夠的、應當得的工錢給工

人的時候，我們是不義的。當

工人沒有把應當盡心做工的力

氣、時間給老闆的時候，那是

不義的。當人拿了不該拿的東

西時，那是不義的，當人沒有

做當做的事，那是不義的。而

最大的不義，是人沒有把當得

的榮耀歸給上帝。那我們的同

胞都犯了大罪，不管他多麼慈

悲憐憫。當他沒有敬拜、信靠

這位上帝的時候，當我們有一

分一秒、一件事上不把榮耀歸

給上帝、不倚靠上帝、不以神

為樂的時候，我們就是不義、

不公的。

阿摩司書重點就在責備罪

惡、要人歸向上帝

整個阿摩司書對社會有責

備，對列國有責備，對強權

有責備，但最多的責備的確是

對教會，如果不歸向上帝，種

種的災難就會來。然後像「先

知」這種在政治、宗教上都

說難聽話的人，自己就成為眾

人的攻擊對象。就如今天看的 

第七章10-13節，祭司亞瑪謝

叫阿摩司不要再說預言了。

阿摩司的反應跟很多「先知」

一樣，就是不畏強權、不畏 

勢力。

聖經裡的「先知」

第一個「先知」是亞伯拉

罕，創世記十四章14節，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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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來侵，擄去了他的姪兒，

他就組織自己的衛隊，把敵國 

打敗。

更有名的「先知」就是摩

西，摩西的正義感也更清楚

的表現在他看到不平就拔刀 

相助。

列王紀上十八章，以利

亞也是有強烈正義感的「先

知」，他一個人對抗巴力的

「先知」四百五十個人。

米該雅，列王紀上二十二

章的「先知」也是這樣，有四

百個「先知」拍王的馬屁說假

話，米該雅對抗他們。

施洗約翰也有「先知」的

精神，聖經上講，全耶路撒冷

的人都到他那裡受洗，每個都

被他罵，最後他是罵希律而被

砍頭。

「先知」的心就是基督的

心、上帝的心

這裡面所有的「先知」，

都有一顆「先知」的心。我們

需要有「先知」的心，我們需

要有耶穌基督的心。箴言四章

23節，「你要保守你心，勝

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

效是由心發出。」腓立比書

二章5節，「你們當以基督耶

穌的心為心」。

耶穌的心是什麼？上帝的

心是什麼？消滅惡人嗎？不

是。以西結書三十三章11節，

耶和華說：「我不喜歡消滅 

惡人，惡人死亡不是我所喜

悅的，我喜悅惡人悔改而活 

下去」。

有一次，撒瑪利亞人不接

待耶穌，門徒的正義感就發出

當我們有一分一秒、一件事上

不把榮耀歸給上帝、不倚靠上帝、

不以神為樂的時候，我們就是不義、不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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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主啊，你要我們吩咐火

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嗎」？

耶穌責備他們說：「你們的心

如何，你們並不知道。人子

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要

救人的性命。」

我們要有「先知」的心，

「先知」的心就是上帝的心，

上帝的心不喜歡惡人死亡，不

喜歡人不能生育，你就存一個

善良的心祝福他，讓他家裡的

人能生育，雖然他們曾經逼迫

過你（創二十17）。神要我們

有這樣的心。

亞伯拉罕還有一個熟悉 

的禱告，創世記十八章23節，

那是聖經裡第一個正式的 

禱告。耶和華要滅掉所多瑪、

蛾摩拉，亞伯拉罕到耶和華 

面前求：「假 若 那 城 裡 有

五十個義人，」然後四十五

個，四十個，三十個，廿個， 

十個，亞伯拉罕說到第六次。

各位，這叫「先知」的心。

我們看到別人的錯真是非

常容易，要看到自己的錯而責

備，很難。如果你是一個對罪

惡很恨惡，對正義非常要求的

人，你所需要做的，不只是斥

責罪惡，當神要消滅的時候，

你要為罪人禱告。

摩西也有這樣的精神。出

埃及記三十二章32節，他一再

在耶和華面前為百姓祈求，不

惜把他的名字塗掉。這是「先

知」的心。

還有民數記十四章19節，

摩西對耶和華說的是（各位，

這是我們禱告裡面不可以 

少的一環）：「求 你 照 你

的大慈愛赦免這百姓的罪

孽」。

「先知」的心不是嫉惡如

仇，而是愛人如己的心

因此，「先知」或「先

知」的心最重要的不是要有 

一顆嫉惡如仇的心。那是好

的，但那不是最重要。神要我

們的不是嫉惡如仇的心，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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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愛人如己的心。甚至， 

神要的是神愛世人的心。「神

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阿

摩司、摩西、亞伯拉罕、耶

穌在十字架上、司提反死前 

所講的話，都把這種心呈現出

來了。

因此，我們始終要有一個

憐憫人的心。上帝的公義和

上帝的憐憫不會衝突，你我都

應該有這樣的體會，體會神對

我們這些差勁的、錯誤的人身

上，有多大的寬容、奇妙的恩

典。教會是軟弱的、被神赦免

而且一再赦免的人結合的，願

我們有上帝的心，祂不喜悅惡

人死亡，祂喜悅我們悔改而得

生命。

禱告

天父，我們謝謝你，願我

們有神的靈，能夠體恤神的

心。願我們的心被神的靈充

滿，被耶穌基督充滿，被耶穌

基督的愛充滿。願我們在這樣

的愛、這樣的憐憫、這樣的公

義中我們如光明之子，求主恩

待。我們的光明通通來自上帝

的光明，主，你的光好像太

陽一樣，我們可以說我們的光

好像月亮一樣嗎？當月亮最

皎潔好看的時候，它完全是反

映了太陽的光，我們自己不能

發光，但我們領受了你的光，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有皎潔的月

光，柔和的月光。奉耶穌的名

禱告，阿們。

（2018年6月17日主日講台信

息，呂琪整理）

神要我們的不是嫉惡如仇的心，

神要的是愛人如己的心。

甚至，神要的是神愛世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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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歷經你我都必會遭遇的階段，

讓我們用新眼光、新工具、新方法勇敢應戰，

寫下快樂退休劇本，開啟第二人生。

■小懿

平均壽命延長

根據成軍四十六年、歐洲

第一個參與制定區域

整合政策的研究機構「應用

系統分析國際組織」(IIAS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System Analysis)，為因應現在

人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該

組織在2016年6月的定期報告

中，提出以「時代特徵法」

(characteristic approach)：以一

國平均餘命減去十到十五歲，

作為老年的起點，以取代從出

生算起的傳統計算方式。

新計算方法的好處可隨不

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人的特

質，定義出符合時代需求的老

年，諸如現在日本的六十歲，

相當於1955年時日本的五十

歲，也相當於現在挪威的四十

六歲。若用台灣去年平均壽命

八十歲計算，意思是我們的老

年從六十五到七十歲開始，在

此之前，都可稱為「中年」。

而根據主計處的統計，台灣

目前平均退休年齡為五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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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可謂之「中年

退休」，意味著就

算退休，仍然

來日方長，還有

很多事情可以規劃。

關於退休計畫

要寫出一個美好的退休劇

本，得先打破兩個迷思。

迷思一： 
不是有錢就能過好退休生活

退休生活無論長短，它

的任務是要讓人順利過渡，

擁有身心安頓的老年。要能安

然過渡，經濟條件並不是唯

一，還需要無形的資源，包括

心靈、價值感、意義等等，才

有自信的跨過去。龍吟華人市

場研發論壇中心在2014年接觸

兩千位三大都會區的中年人，

結果發現其中有一群退休先驅

規劃者，在進入中年初期便開

始準備退休人生，他們除了經

濟準備之外，人際準備(包含

家人、朋友)和生活內容的規

劃(包括興趣、志工、創業)，

都比非先驅規劃者來得多出 

許多。

龍吟研論分析，過去的退

休族群，傾向經濟決定論，認

為存夠退休金，便有豐富的退

休生活，但無法滿足現在的退

休族群；他們要的是媲美前半

生的「第二人生」。現在的退

休族教育程度相對高，價值觀

也不同，前半生為家庭付出，

退休後傾向追求自己的人生，

所以經濟之外，更傾向拓展人

際關係、修補家庭關係，甚至

找第二舞台延續影響力；「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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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就是證明自己的價值感，

追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金字塔

的第五層：「自我實現」。

迷思二： 
退休不是走下坡

雖然人進中年，因生殖能

力走衰，影響身體狀況，而被

解讀為成走下坡，事實上大腦

因發育速度慢於身體，中年以

後甚至退休後，反而是大腦最

成熟的時候。首屆美國國家老

人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主任、老人精神醫學

權威柯恩(Gene D. Cohen)，在

《熟年大腦的無限潛能》中

指出，「人類老化以後，智力

會減退」的結論是不對的，事

實上神經元可以再生，而且

隨著年齡增長，大腦會因為 

經驗和學習不斷重塑，終其一

生不斷造出新的細胞，左、

右腦的不對稱性也會逐漸減

少，越來越能協調認知能力、

情緒商數、判斷力、社交技

巧、生活經驗和自我意識，顯

出更深的智慧和判斷力，統稱

為「發展智商」(developmental 

intelligence)；「人年紀增加，

也會變得聰明些」，柯恩 

強調。

迷思之外，二十一世紀的

退休族擁有比以往每個退休世

代擁有更新的工具和管道，足

以縮短時間、空間甚至經濟的

限制；善用這些工具，有助於

更快、更有效地度過人生難關

或跨出舒適圈，減少試錯的機

率，增加自信心。

退休，是個不確定的過渡

期，遭遇危機原本便是理所

當然，然而古希臘哲學家西塞

羅提醒我們：「生命中最重要

的事並不藉由體力、生理活動

或者敏捷度完成，而是靠著深

思熟慮、性格和意見表達來實

行」。歷經你我都必會遭遇的

階段，讓我們用新眼光、新工

具、新方法勇敢應戰，寫下快

樂退休劇本，開啟第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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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人生下半場
才漸明白的七件事
過去我是以自己的標準來認定「精彩與大事」，

如今我要學的是，更多的放下過去，且要更深的明白，

如何以神的心意，來認定未來的「精彩與大事」

■陳偉仁

轉換職場

四十歲時，我向神禱告：求神幫助我，

五十歲可以離開職場，開始人生的下

半場，並專注的服事神。但四十八歲時，

因大股東決意讓公司被他人收購，卻幫助

我清楚是離開職場的時候，並只接受沈牧

師的邀請，到信友堂擔任全職的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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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只是當時心想，神怎麼會

要我在這時離開職場？答案，

不久之後，我就明白了。就在

新工作第一週的一天早上，與

一位弟兄約好在教會一樓談

他父親追思禮拜的事。我從四

樓乘電梯到一樓，準時進入交

誼廳，卻看見沈師母正在排桌

椅與預備茶水，而這原本是我

的工作；當下，我向沈師母道

歉⋯⋯，心中明白，我還有許

多生命的調整，才能專注的服

事神。兩年後，五十歲了，我

才算在人生下半場的路上，踏

出第一步。神說：「我的意

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

路非同你們的道路。」（賽

五十五8）我漸明白的第一件

事。在人生的上半場，我總以

為，下半場因有更多自由的時

間，可以更容易去想要去的地

方，更容易做想要做的事，來

服事神。但踏入人生的下半

場，我才體會，未來要做的

事，要去的地方，是要更懂得

神的心意。神說：「我實實

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時

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

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

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約二十一18）我漸明白的第

二件事。

專注在神的心意

剛進入人生的下半場，我

相信，人生最精彩的時期已

經過去，人生最感恩且難得的

大事，我在職場已經擁有過。

但，後來漸漸領會，過去我是

以自己的標準來認定「精彩

與大事」；如今我要學的是，

更多的放下過去，且要更深的

明白，如何以神的心意，來

認定未來的「精彩與大事」。

神說：「只是有在後的，將

要在前；有在前的，將要在

後。」（路十三30）我漸明白

的第三件事。

剛進入人生的下半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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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認為，服事神要能榮耀

神，就要把神要我做的工作，

帶著我所屬的群體，把工作做

得好，做得有成就，並做得有

規模與績效。但，後來我漸漸

清楚，過去我其實是帶著世界

的價值觀，在做神要我做的工

作；如今，我要學的是不再效

法過去，並以神的話，帶動生

命的心意更新而變化，來學習

帶著屬神的價值觀，去做神要

我與所屬群體要做的工作，才

能榮耀神。神說：「若不是耶

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

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

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

醒。」（詩一二七1）我漸明

白的第四件事。

專注在教會的建造

一直到進入人生下半場的

七年後，我本以為很了解什麼

是「建造以神話語為根基的教

會」願景，也還以為教會有主

題及按經卷解經的主日講道，

加上各級團契幾乎每個月都有

查經聚會，就是實踐願景的重

點。但，後來我漸漸清楚，過

去我以「事工與神學」的角度

看教會願景，只會看見冰山浮

在水面上的部分；如今，我

要學習探討：教會願景要如何

進入大家的思維與組織的分

工、制度與文化裡，才會看見

冰山水面下更豐富的意涵。神

說：「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

什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

仍是不知道。」（林前八2）

我漸明白的第五件事。

最後在職場近十六年的工

作，個人最得意的是，在參與

創業的公司裡面建造「雖辛苦

但沒有痛苦，只有團隊沒有派

系，能夠合作且同心，並經常

帶著喜悅且心平氣和下班」的

企業文化；但進入下半場的人

生，在更深入了解許多教會、

基督教機構或基督徒老闆企業

的組織文化後，卻讓我大大的

失望與痛苦，因為應該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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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更美的屬神文化，不僅沒

有且不堪，甚至在一起工作的

群體裡充滿了許多的張力、壓

力與傷人的八卦流言。我曾思

索多年，常問為何屬神的群體

會如此。神說：「……因為

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

誰，就向誰多要。」（路十

二48）我漸明白的第六件事。

屬神的生命見證生命的美好

進入人生下半場後，實在

看見太多屬神的群體，與神

同工卻看事工重於神，甚至許

多應當屬神的同工都常年被數

字的績效或主管的私心所綑

綁，導致屬神的群體能同工卻

不能同心，且普遍士氣低落也

失去了應有的願景，同工之間

只有工作關係，看不見主管

的僕人生命，也沒有彼此之

間應有的肢體連結；我一直

問自己，到底那裡出錯了。

直到約七年前，再次讀創世

記一章26節，神說：「我們

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

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工

作）……」，我才明白，創造

我們的神，不需要我們以「成

大功、立大業或賺大錢」來榮

耀祂，而是要我們帶著屬神的

生命，在群體的工作裡操練與

展現這樣的生命，來見證祂所

造人生命的美好，這是我漸明

白的第七件事，也是最核心的

信念。

以上，是我從2005年離開

工作二十四年的職場後，在教

會全職二年，台灣世界展望會

工作近三年，接著全職在不同

的機構、教會與企業授課與擔

任組織發展顧問至今，共十三

年多，在生命裡深深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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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前後
現在照顧父母的責任已了，餘下的光陰很可貴，

何不提早退休，難道要等屆齡退休

更沒體力時，才把餘生給主用嗎？

不，要把好的留給主用。

■齊肖琪

退休前的思考

我在大學任教三十多年，其中二十多

年，學校的工作、照顧自己家，和照

顧長年生病的父母親三者重疊，靠著神的

恩典，雖然很辛苦，但有很多生命的歷練

及值得感恩的事情。當我快五十五歲時，

一位同事問我要不要選擇五十五歲優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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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領較多的退休金。我謝絕

了，因研究生還沒畢業，但

也開始思考：有沒有更充分

的理由值得我提前退休？退休

後要做甚麼？退休前要做好那

些準備？我開始認真地想這些 

提問。

長達三十幾年的高壓生

活，以及年齡的增長，我的體

力沒有以前那麼好了。因長年

照顧生病父母，我都沒有出國

再進修，在研究工作上也開始

感到有點力不從心。好的研究

需要足夠的經費、好的儀器設

備、需要管錢管人、需要不斷

發表科學文獻及出席國際會

議，還有很多校內外的行政會

議要參與，很多雜務要處理，

從事研究是不可分的一整套工

作，我要繼續投入研究工作直

到屆齡退休嗎？還是把這職缺

讓出來給國外優秀的年輕學

者們，讓他們以最新的研究知

識、經驗與活力，帶領台大學

生去和世界最新的研究接軌？

預備退休

就在這時，玉峰提醒我，

過去那麼長的時間，我因為

要兼顧生病的父母及工作，能

專心親近主及服事主的時間與

品質都很有限，現在照顧父母

的責任已了，餘下的光陰很可

貴，何不提早退休，難道要等

屆齡退休更沒體力時，才把餘

生給主用嗎？不，要把好的留

給主用。玉峰的提醒讓我反

省，在職場上我可以服事人，

但也花很多時間在又累又雜卻

無多大意義的事上，我是否該

把握無牽掛身體又還可以的這

段黃金時段，專心做好幾件

事，勝過虛耗在許多次要的事

上。於是，我找到了提前退休

的充分理由。

我整整用了兩年來準備退

休。先是確定舊的研究生們

都畢業，且提前不再收新研究

生，同時減少新計畫的申請數

量及執行年限，確定在退休前

完成計畫成果。此外，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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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了三十多年的資產，包括

各式儀器，藥品，歷年來收集

或建立的生物材料，都開始好

好整理，準備送給最合適的接

收者。還有多年累積的珍貴書

籍、教材、教學及研究檔案，

都需要先想好才能處理，也需

要做好心理準備才捨得送捨得

丟，對不想浪費物資的我而

言，非常耗時耗心力。

退休後的規劃

我對退休後生活的計劃分

三方面：其一，以終身學習與

主動學習的態度，觀察在信仰

上在教會裡，有哪些我可以去

學去做的事，然後去學去做；

二方面，把家照顧好，把玉峰

照顧好，把自己的健康照顧

好；三方面，在台大當志工，

繼續開通識課及大一新生專

題，把聖經的價值觀透過課程

設計和學生們分享，並參與弱

勢學生的輔導工作。 

退休的第一年，在信仰方

面，我和玉峰一起參與板新

分堂的植堂，學習領會、當小

組長、接待、傳福音⋯等等服

事，能和弟兄姊妹一起服事主

很喜樂。在板新分堂，有在

信仰上迷失的羊以及慕道友 

來到我們當中，我學習和他們

建立肢體關係，也花時間關心

陪伴鼓勵生病的或靈裡軟弱的

肢體，分享主在我生命中的帶

領經驗，鼓勵他們到主施恩寶

座前支取力量。此外，我開始

陪玉峰去海內外不同的教會

服事，在那裏的弟兄姊妹交

通中，才發現過去那麼多年

間，我對玉峰的服事只知道他 

很忙，卻不知他的服事如此深

如此廣，令我對他有了更多

的認識及感佩，也在陪伴的過

程中，體會他實在勞苦卻甘心 

樂意。

在家務方面，我經過一段

時間才逐漸熟練所有家務及

達到較好的品質。我以前缺乏

運動習慣，退休後加入運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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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開始運動，半年後體能漸轉

好。後來因膝蓋出現退化現

象，加上老狗和老公爬四樓

也都開始吃力，就確定該搬家

了，於是開始整理住了三十多

年的舊家，這又是一次斷離捨

的大工程；新家是有電梯的

空屋，需要裝潢，對裝潢一竅

不通的我從零學起，花了好幾

個月，終於在退休後第二年完

成搬家，之後也開放新家，經

常接待弟兄姊妹來家裡團契。

在回饋社會方面，退休後第

一年，我在臺大開了兩門課，

加上學生輔導工作，花不少時

間，有時還熬夜，所以現在減

開一門課。

退休兩年了，生活仍然十

分忙碌，只是所忙的事情和

退休前不太一樣。幸好提前退

休了，才有時間與體力專心做

好這些重要的事，尤其是和玉

峰一起服事主、照顧好玉峰的

生活起居、以及完成搬家。有

時覺得天天做家事，我的大腦

變呆了，但想到我煮飯給玉峰

吃，玉峰就能專心預備好靈糧

給弟兄姊妹吃，這樣投資報酬

率真是高啊！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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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有時
退休與工作期間，最大的不同，是擁有運用時間的自由；

最大的挑戰，是有沒有使用這個自由所需要的智慧？

我們沒有，但神有。

■王秀文

傳道書說：「凡事都有定

期，天下萬務都有定

時。」生有時，死有時，退

休也有時。若能在健康、能走

能動時退休，是神的恩典。如

何在享受退休生活時，也榮神 

益人，則是我們學習與操練的

課題。

運動健身

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付出努力以維持健康，應該

也是合神心意的事吧！退休之

後，我才學會游泳。選擇游

泳，因為這是可以持續到老的

運動。游泳之外，再加上走

路，努力維持每週運動5天以

上。上班時，忙得沒時間運

動，退休之後，沒藉口不運動

了。運動健身，是退休族對自

己，也是對家人的責任。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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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什麼不同？我覺得，

很大的不同是，我們可以靠禱

告支取力量。有時我懶得出門

游泳，但心裡明白，應該去運

動，於是向神禱告，求主賜

下決心。我們都知道應該要

運動，問題是不容易有毅力持

續。人靠自己的意志力常常不

夠，禱告能給我們力量。

上課學習

身居台北，有數不盡上課

學習的機會。剛退休那兩年，

我常去台大旁聽通識課。通識

課程包羅萬象，歷史、藝術、

文學、哲學、社會科學等，只

要授課教授同意，我們就能旁

聽。我記得當時詢問某位教授

可否旁聽時，他說，旁聽生不

能參加考試喔！我心裡想，誰

想考試啊？純聽課不考試多麼

快樂！

我也有不少朋友開始學鋼

琴、書法、語言、畫畫、攝

影、茶道、烘焙，什麼都有。

退休後，有更多時間讀

經，也是神給退休族的祝福。

BSF查經班、CCF查經班，當

中就有許多姊妹們是退休之後

才參加。我參加了信友堂週二

上午的婦女查經團契，不但

藉著查經，更認識神和神的話

語，更與小組姊妹們建立深刻

堅固的姊妹情誼。每日有新的

學習，對退休族是很重要的養

分，新事物新知識帶著我們向

前行，不會停滯。

教會服事

退休後，我們有較多服事

的時間。有位姊妹常說一句

話：能服事是恩典。確實，如

果現在我躺在病床上，就算有

心可能也無力了。能服事，表

示神給我們健康的身體與腦

力，來為祂做工。

除了在團契小組的服事，

我也參加教會的探訪隊，去

探望因為病痛或年老而無法固

定來教會聚會的會友。有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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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姊妹在退休後加入詩班、週

三禱告會等等。信友堂有一些

長輩，在眾人看不到的地方，

服事了幾十年，直到年屆80。

他們就像雲彩般的見證人，給

我們好榜樣，知道即使年歲漸

長，仍然可以服事弟兄姊妹。

親朋相聚

以前忙於工作、兒女的老

友們逐漸退休，多了可以相

聚的機會。也許是聚餐，或是

相偕去看展覽、看電影，或在

台灣二、三天小旅行，退休族

的好處是可以在週間出門，遊

人少更悠閒。我跟先生會主動

邀約親人及朋友聚會。特別是

我們還健在的長輩，多半年近

90，我們非常珍惜每次與他

們見面說話的時光。我的一些

朋友，在退休之後走進教會，

一段時間後受洗歸主。他們的

例子，激勵我提起勇氣在親友

聚會時談起信仰，期望好友們

在人生這個階段，身心仍健壯

時，能認識神，有時間與神建

立關係。

What would Jesus do？

退休與工作期間，最大的

不同，是擁有運用時間的自

由；最大的挑戰，是有沒有使

用這個自由所需要的智慧？我

們沒有，但神有。我的經驗

是，在禱告中，尋求神的帶

領，也靠著我們對神的認識，

知道何者能討祂喜悅。在做決

定時，不論大小，是否上這個

課？是否參與這項服事？常問

自己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

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

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賽三十21)願神幫助，我們都

能享受以神為樂、自由豐盛的

退休生活，並以此美好的生

活，來榮耀賜下一切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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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計畫？
―其實一切
都在主的手中
感謝主，人生下半場回到教會，能有機會在詩班中服事；

這是一種將自己的信仰付諸行動的機會，

開口唱出福音的信息，這是我心裡的歌。

■顧尚智

先分享一首民歌

還記得1986年出版的《8又二分之

一》李壽全創作歌曲專輯，其中收納了名

為〈我的志願〉的曲子，曾經走紅一時，

娃娃金智娟也唱過，歌詞依稀為：

很小的時候，爸爸曾經問我，

你長大後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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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的時候，老師也曾問我，

你長大後要做什麼⋯⋯

中學的時候，作文的題目，

你的志願是什麼⋯⋯

大學聯考時候，作文題目又是，

「我的志願」是什麼⋯⋯

慢慢⋯⋯我才知道⋯⋯

沒有煩惱、沒有憂，唱出我心裡

的歌⋯⋯

每個人都需要，平平靜靜的生

活⋯⋯

歌詞平易近人，卻娓娓道

出我們許多人內心深處的聲

音，那時我還徘徊在追尋真理

的心路歷程上，這樣的問題著

實讓我思考了好久；現在檢視

來時路，並展望人生下半場，

我的人生成功還是失敗？平平

靜靜地過生活，但這平靜安祥

從何而來？

為人生上半場感謝主

沒人能知道自己的命運，

對於一個不愛念書的國中生來

說，更遑論人生的計畫，只有

掌管明天的主，能一步步帶領

（賽五十五8-9、弗一5、林後

六4-10），為此要感謝主。

國中畢業被送進軍校，從

進軍校開始到退伍，半生戎馬

倥傯，很少在家，人生最精華

的上半場幾乎全部在艦隊(只

在退伍前幾年任教職於國防大

學)，這段漫長的時間，因著

主的引導，有五個重要的轉折

影響我的生命；其一是開始讀

書，而且漸入佳境，從拼成績

及格，漸漸讀出興趣，到比序

進入前三分之一畢業，在那

個年代，若被軍校開除回家

只能以「無顏見江東父老」來

形容；其二是遇見基督徒的同

學，他們帶我接觸了聖經的

真理；其三是進入艦隊的第四

年，決志受洗成為基督徒，這

讓我在誘惑極多的艦隊官場，

能持守真理沒有沾染世俗走偏

了路；其四是當年在楠梓一個

非常小的教會家庭團契，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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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為軍人眷屬的姊妹，他們

如天使般的關懷，讓內人感受

到基督真誠的愛，於是決志受

洗成為主內姊妹，願意交託

生命給救主基督耶穌；其五是

退伍前的幾年，由於自己知識

的不足，為了教學必須進修碩

士學位，這段時間除增加知識

外，更讓我學到如何分辨文宣

與事實。

人生下半場更敬畏主

回首人生上半場，全靠主

保守，軍旅生涯其實風浪凶

險，似乎有所得，卻十分空

洞，也不是生命的全部，而

且所有時間都掌握在別人的

手上，沒有自己時間的生活困

境是外人無法想像的，展望人

生下半場，不禁要認真地思

考，生命的價值和盼望到底在 

哪裡？

今年七月第一個聖餐主

日，炳宏牧師為阿摩司書第

九章，以「堅持」為題證道時

說：「在現在的世代中要聽真

話，只有回到神的話語裡」，

這句切中時事的話，讓我有扎

心般的感動（詩十八31-33，

箴十七3，賽二十六4，傳七

8-9，摩八11，來十三8）；其

實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如轉動

的影兒，只有耶和華的救恩

是永不改變的（徒四12），難

怪數千年來詩人們寫詩，或頌

讚或抒情不斷有雋永的創作出

現。

感謝主，人生下半場回到

教會，能有機會在詩班中服

事；這是一種將自己的信仰付

諸行動的機會，開口唱出福音

的信息，這是我心裡的歌（詩

九十六1-2）。

當然在自己時間變多的人

生下半場，也要放慢步調，珍

惜餘生還有的時間，留意造物

主在我們生活的周邊所安排的

美好事物；求鑒察人心的主，

天天引領我，直到再回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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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之那邊
雖然黯然走下一個小講台，我卻昂首走向另一個更大的講台，

讓每一個滿載恩典的音符飄揚，帶領世人在音樂中

與永恆相遇吧！

■周慎安

靜待歸家

近半百的年齡，猛然回首，不知不覺

人生的下半場已經悄悄地在你面前

展開。走過燦爛的青春歲月，生命中的朝

陽漸漸燃燒成午後的烈日，當所有輝煌的

熱情都揮灑殆盡之後，看著微微發胖的身

軀，一條一條刻印在臉上的細紋，聽著自

己力不從心的喘息聲，忽然閃過腦際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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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暮之年」四個大字！就在

沒有太多心裡準備的情形下，

人生第一道晚霞出現了！當化

妝品無法掩飾皺紋，再流行的

服飾剪裁也無法遮蓋那微突的

小腹時，肉體的衰殘讓你無助

嗎？小病大病一個一個報到，

白色的喪帖突然出現在信箱中

時，你不驚恐嗎？

隨手翻閱一本海倫凱勒的

小品文選，看到盲眼的女文學

家寫到落日黃昏，她說：「不

要把人生的黃昏，想得比一天

的黃昏更可怕。因為黃昏是

回家的時候，是平安的時候。

我們要像印度詩人泰戈爾所 

說的：『在我看來，黃昏的 

天空是一扇窗，是點著的燈，

背後有一分期待。』⋯⋯字

裡行間，透露出一種安慰，一

種美麗的肯定，一分寧靜。」

（註1）

瞽亦讚吟

一位生來眼盲的包爾

先生(Horace B. Burr)和他的

太太，應邀到指揮家Homer 

Rodeheaver的家中作客，指揮

家的家在一個優美的湖邊，這

天幾位受邀的賓客在湖邊欣賞

美麗的落日奇景時，大家都被

眼前的晚霞餘暉吸引，讚嘆

之聲不絕於耳，聽著聽著，

包爾先生悠悠地說了一句：

「我從未看過比這個更美麗的

夕陽，像在世界各處所看到的

一般！」眾人都驚訝，眼盲的

包爾如何看見這彩霞滿天？包

爾不等大家詢問，急忙解釋

道：「藉著各位的眼睛，我看

到美麗的落日，甚至還看到在

落日的那一邊，有著更美的景

色呢！」這番談話觸動了賓客

中的Virgil P. Brock先生和他的

太太，Virgil P. Brock先生開始

寫下「日落之那邊，賜福之早

晨⋯⋯」，Blanche Kerr Brock

女士聽著丈夫的歌詞哼唱著一

些曲調，同時快速地走向鋼琴

邊，優美的旋律隨即流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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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時包爾先生和夫人也加

入創作與修飾文句的行列，忽

然湖上暴雨傾盆而降，大自然

的變幻帶給四個人源源不絕的

靈感，〈日落之那邊〉這首優

美的詩歌誕生了。

朝陽或許令人欣喜，落日

的溫暖卻透著一份歷練沉澱

之後所剩下來的老練與篤定。

朋友們！勇敢地迎接璀璨的晚

霞，人生下半場有著另一場的

精彩等著你喔！（作者註：上

文原刊於中信月刊2012年5月

第603期）

日落之那邊

詞：Virgil P. Brock   曲：Blanche Kerr Brock

1.  日落之那邊，賜福之早晨， 

在天堂樂境，與主相親； 

勞碌盡完畢，榮耀之黎明， 

日落之那邊，永遠歡欣。

　

2.  日落之那邊，雲霧盡消去， 

無風暴威脅，無憂無慮； 

榮耀快樂日，永遠快樂日， 

日落之那邊，歡樂不息。

　

3.  日落之那邊，主親手引領， 

到父寶座前，見父榮面； 

同在榮耀中，主伸手相迎， 

美麗的那邊，直到萬年。

　

4.  日落之那邊，故人樂團圓， 

親愛者久別，歡喜相見； 

在天家美地，不再有別離， 

日落之那邊，歡樂永遠！

（註2）

神掌事物

2018年7月1日，一個特

殊的日子，我走下講台，放

下教鞭，結束了二十五年的

國中教師生涯。上帝呼召成為

福音教師的畫面，仍然歷歷在

目，從心不甘情不願的立志，

到愛上每個學生，經過時代

變遷，價值觀錯置，不合聖

經真理的教育措施一個一個

在教育現場紛至沓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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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可愛，教室變成戰場與

知識的便利商店，雖然我仍

然眷戀著講台，雖然我仍然

愛著那不可愛面孔底下的那顆

頑梗的心，我只能選擇沉重地

走下講台，離開那無法拯救人 

靈魂的教室，傷感地逃離教育

職場。

當編輯的姊妹邀請我寫退

休的感想時，霎時間似乎空氣

凝結住，一陣寒意攏上心頭！

幾秒鐘的時間，無言以對！沉

澱再沉澱，腦中閃過2012年我

在中信月刊寫的文章，詩歌 

〈日落的那邊〉旋律迴盪耳

際，這雖然常在追思禮拜時候

吟唱，卻是神在當下給我的安

慰。看著生養自己長大的土

地，各方面越來越偏離神的

道，知識份子與神兒女的憂心

難免日日縈繞。感謝神的是，

祂讓我學習了音樂，又給我可

以寫作的恩賜，學校的講台回

不去了，講台卻無處不在，山

巔、海邊、樹下、車站、醫

院、市場，還有那無遠弗屆的

網路，用口唱、用手彈、一枝

筆、一張紙、一個鍵盤，只要

我願意，必能成為神的一個小

器皿，讓神的福音藉著音符與

文字，傳到地極！

雖然黯然走下一個小講

台，我卻昂首走向另一個更大

的講台，讓每一個滿載恩典的

音符飄揚，帶領世人在音樂中

與永恆相遇吧！

(註1)
本段文字錄自《敞開的門~海倫凱

勒小品文選》，周增祥翻譯，道聲

出版社出版。

　

(註2)
本詩歌曲調可參閱《青年聖歌》詩

歌本第一集第82首，香港宣道出

版社出版。歌詞選自《古今聖詩漫

談》，顧明明編撰。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
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2018年6月17日主日崇拜，主日證道題目：「先知的心」

（經文：阿摩司書七章1-3節） 講員：康來昌牧師

主耶和華指示我一件事：為王割菜之後，菜又發生；

剛發生的時候，主造蝗蟲。

摩七 1

蝗蟲吃盡那地的青物，

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求祢赦免；

因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摩七 2

耶和華就後悔說：「這災可以免了。」

摩七 3

主耶和華又指示我一件事：

祂命火來懲罰以色列，火就吞滅深淵，險些將地燒滅。

摩七 4

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求祢止息；

因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摩七 5

耶和華就後悔說：「這災也可免了。」

摩七 6

▲一進門就看到美麗的撕貼畫 ▲接著看到供人拍照的荊棘火焰 ▲分開的紅海 ▲進到一樓交誼廳看到磐石出水 ▲地下室的壁畫 ▲尼羅河中的baby摩西 ▲ 4樓的十災藏在數字中 ▲ 5樓的紅海 ▲飲水機上的摩西

小朋友開心學習神人摩西的歌

好玩的
      聖經回應

十分有趣的摩西故事

我會跟別人說摩西的故事喔！熱縮片手環

每個人都愛玩水

體能出任務

師生大合唱



＜地址更改請通知教會＞

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台北信友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69巷5號

電話：2363-1035

傳真：2363-3343

agape@hfpchurch.org.tw

正如作衣服是裁縫的事，修鞋是鞋匠的事一樣，

禱告是基督徒的事。

／馬丁路德

Hsin-Yi Friend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pei
No.5, Lane 269, Sec. 3, Roosevelt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647, Taiwan (R.O.C.)

▲
開幕介紹短宣家庭

▲幼幼組孩子與同工合影

▲中高年級組聖經年代作品 ▲國高組孩子與同工合影

▲中低年級孩子與同工合影

▲中低年級
組討論聖

經年代表

▲同工於當地主日見證分享

▲幼幼組詩歌帶動

▲幼幼組上課剪影

▲開幕破冰

▲開幕詩歌教唱 ▲同工帶著母親參加短宣 ▲拜訪社區愛子書屋

▲

中高年級孩子與同工合影

▲

國高組孩子分享

▲

國高組孩子小組討論

▲

豐盛的愛宴

▲

感恩節主日農作物奉獻與義賣

幼幼組手工作品

▲

       
▲

中低年級

上課剪影

中低年級

▲

小組討論

       
▲

同工探訪

當地社區

▲

當地孩子

合影

▲

體驗當地

搖搖飯

▲

國高組

同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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