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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台信息 

 「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謝榮生牧師 

 

經文：約拿書三章 1─10節 

    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

告我所吩咐你的話。約拿便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往尼尼微去。這尼尼微是極大

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約拿進城走了一日，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

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這信息傳

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寶座，脫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

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說：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嘗什麼，牲畜、牛羊不可吃

草，也不可喝水。人與牲畜都當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頭離開所

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或者神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致滅亡，

也未可知。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

災禍降與他們了。 

 

弟兄姊妹平安！ 

    好久不見！感謝神，也感謝教會給我九個月安息年的時間，學習很多。過

去半年因為內湖信友堂的需要，我去支援了半年；其實他們現在還是有需要，

所以在週間的時候、有的時候主日，我也需要過去有些幫忙。求主也幫助台北

信友堂，更多的為內湖信友堂來禱告。 

 

深深想念 

    很想念大家，在這不在的一年多時間裡面，讓我覺得最心裡難過的是有些

長輩在這段時間安息了。有的時候在國外，我也不能參加他們任何的喪葬和追

思禮拜的過程，只能夠透過簡短的問候、禱告來記念這些安息長輩的家人。教

會的長輩多，難免在這樣的時刻，因為身體的軟弱，會被神接回天家。 

    我們都在走這條信心的道路，無論年幼的、年長的，有一天我們都會到上

帝那裡去大集合，雖然心裡面有一些不捨，但是也因著神所賜給我們那寶貴天

家的應許──這是我們在基督裡非常、非常大的祝福。能夠回來跟大家一起敬

拜上帝，好得無比！非常想念大家！ 

 

上帝是主角 

    今天我們要來看約拿書第三章。上個禮拜何長老幫我們畫了一幅約拿的素

描，其實我想：要完整的了解約拿，你必須從整卷的約拿書當中，從四個角度

來看這一個人。第一章我們看到約拿的矛盾和他的躲避，第二章我們看到上帝

的挽回和約拿的禱告，第三章我們看到約拿的順服和外邦人奇妙的悔改，第四



章我們又看到約拿心中的矛盾甚或他的憤怒，反應了這樣的一個先知的特質。 

    到底約拿心中在想什麼，我們不一定清楚了解最後的約拿是如何，但是我

想：在約拿書裡面，或許神讓我們學習來認識約拿，可是裡面有一個更重要的

主角你千萬不要忘，這個主角就是呼召、揀選、差派約拿的上帝──他透過約

拿、透過尼尼微人的悔改，讓我們看到他才是那位又真又活，他是滿有豐富的

憐憫、慈愛和惟獨他所賜下的救恩。我們需要認識這位上帝，需要在約拿書當

中更多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神的作為和他的恩惠。 

 

轉變的原因 

    約拿書第三章，或許你也可以給它下另外一個重點跟主題，這個主題就是

「轉變」，以致我今天選了這首〈愛的轉變〉。在約拿書第三章你看到第一個轉

變是誰？是約拿；第二個轉變是誰？是尼尼微王和尼尼微人；第三個轉變是

誰？上帝！約拿書第三章讓我們看到不斷的在轉變， 這些轉變因為神的愛，是

因為神願意俯伏謙卑、離開自己手中的惡，是因為上帝有豐富的憐憫──救恩

出於耶和華。 

 

尼尼微人配得救恩嗎？ 

    神第二次呼召約拿，他就去了尼尼微。弟兄姊妹，對你和我來說，敵人、

惡人他們配得上帝的救恩嗎？你會問自己這個問題嗎？你會問尼尼微人的悔改

是因為他們真正認識耶和華神是慈悲、憐憫，豐富的上帝，還是他們的悔改是

因為怕上帝的管教、刑罰臨到他們？如果我是約拿，我會想：上帝差派我去那

裡宣告「再過四十日，城必要傾覆了」，如果我的宣告跳票了呢？先知的身份、

角色會不會被人質疑？我想這都是約拿書第三章隱藏的問題，我們可以有很多

的思想。 

    在約拿心裡，我想：他對尼尼微人已經貼上了一個不容易改變的印象和標

籤。不只是約拿，可能包括所有以色列人的心中，對亞述人、尼尼微人是有一

個標籤的。911的恐怖攻擊事件以後，在美國其實也掀起了一股敵視、仇視穆

斯林這樣的一個氛圍。 

 

我的名字叫可汗 

    2010年有一部電影叫〈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知道你看過這部電影沒

有？「我的名字叫可汗」其實就在探討一個宗教種族之間的衝突，還有穆斯林

在美國甚或在世界很多的地方，穆斯林是被仇視的一個議題。這部電影非常深

入的去剖析一個穆斯林的心路歷程，這是一部可以說是好萊塢的寶萊塢電影─

它其實是一部印度電影。 

男主角的名字叫做 Rizwan，然後他的姓氏叫 Khan，K-h-a-n，中文把它翻

成可汗，講可汗大家就知道這是穆斯林的背景。男主角是一個印度的穆斯林，

從小罹患了亞斯伯格症，所以他的學習過程非常的辛苦。他的母親找到一個非

常好的老師來幫助她的這個孩子學習和成長，但是當母親過世以後，這個可汗

Rizwan就沒有依靠了，只好去美國投靠他的弟弟，弟弟非常優秀，已經在美國



留學、定居在美國。 

各位，亞斯伯格症的人都有一種特質：記憶力非常好，所以 Rizwan在美國

就做化妝品的推銷工作。一次在一個髮廊裡面他就在推銷他的化妝品，在那次

當中他認識了一個印度教的單親媽媽，她叫 Mandira。在印度，印度的穆斯林

和印度教徒是水火不容的。 

印度的近代史裡面，2002年（離我們現在非常近）就曾經爆發過印度的穆

斯林和印度的印度教徒有非常嚴重的種族和宗教的流血衝突。這個對許多印度

的印度教徒來說，是還沒有辦法回復的那樣的一種傷痛，所以當 Rizwan跟

Mandira交往的時候，他的弟弟就因為那個單親媽媽是印度教徒，他就非常、

非常的反對。但是弟弟的反對卻沒有辦法攔阻，哥哥還是願意跟這個印度教的

單親媽媽交往，最後他們還是結婚了。 

但是就在 911恐怖攻擊事件以後，可汗這個穆斯林的姓氏幾乎已經被所有

的美國人或者是大部分的美國人，把可汗這種穆斯林的姓氏等同於恐怖份子，

只要你是穆斯林背景，很容易在人的心裡面因為恐懼、害怕就把你畫上一個等

號、貼上一個標籤：你就是恐怖分子。 

因為這樣的一種氛圍，Mandira的髮廊被迫關閉，但是更嚴重的不是這一

個，更嚴重的是她十三歲的兒子因為校園的霸凌、被霸凌而死。這個印度教的

媽媽真的是傷心欲絕，心裡面就越發的憤怒，因為她們跟 Rizwan結婚以後，她

跟她的兒子就冠上了這個可汗的夫姓。因為冠上這個可汗的夫姓，等於他把一

家都丟在這個被人貼標籤的印象和危險當中。 

她非常的憤怒，在憤怒當中她就叫她的先生 Rizwan：那你離開家，我不要

再跟你一起共同生活了。她在憤怒當中告訴她的先生一句話說：除非你見到美

國總統，除非你告訴所有的美國人，我是穆斯林，我不是恐怖分子，你才可以

回家。雖然這是一句氣話，可是對有亞斯伯格症的人來說，他把這句話放在心

裡。這部電影就在講他怎麼樣努力的找機會去見到美國總統，然後告訴美國

人：我是穆斯林，我不是恐怖份子。 

 

為人貼標籤 

弟兄姊妹，我想這是一部電影，但是這部電影所要闡述的議題，其實在你

我的生活和環境當中，它是很真實的，也是常常發生的。我們當然不是說我們

是基督徒，所以我們對穆斯林也會貼上一個標籤，我們知道這是不對的，甚或

我們也不可能對佛教徒貼一個標籤，這是不對的。但是我們放眼看這個世界，

種族歧視、宗教衝突甚或是政治對立，無論你是從內心的排斥或者可能引發成

為外表的暴力行動，對你我來說，這些議題一點都不陌生。 

我們回來想約拿，當約拿被上帝呼召要去面對尼尼微人，我不知道如果我

是約拿，在我的心裡，早已經為亞述人、尼尼微人貼上一個標籤：這些人就是

恐怖分子。亞述帝國是一個非常殘暴的國家，他們侵略以色列、殘殺以色列

人。不過上帝所關注的問題不是約拿所關注的問題，而上帝所關注的問題似乎

又直指約拿的內心，在挑戰約拿為尼尼微人貼標籤這件事情。 

上帝呼召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



們的惡達到我面前──達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只是憐憫，想要改變尼尼微

人；上帝也想透過這件事情呼召約拿，上帝其實更想要改變的是約拿心中為人

貼標籤這件事情。 

弟兄姊妹，我們都會為人貼標籤，我們都會！如果上帝要對付的是約拿內

心對外邦人貼標籤這件事，那第三章能不能幫助你想一想──如果我們也是常

常為人貼標籤的人，我們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如何的悔改。 

上帝要約拿去面對這樣一個福音對象，幾乎對約拿來說，是和恐怖份子畫

上等號的對象──尼尼微人，你可以想像嗎？上帝給約拿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約拿其實一心的在期待上帝的公義能夠在尼尼微人的身上彰顯出來，這是約拿

心中一心的期待，以致約拿模糊了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呼召約拿，賜給他們一

個非常尊貴又特別的身分和角色，約拿模糊了神在以色列人和約拿身上的恩

典，模糊了！為什麼會模糊了？因為約拿的心思完全的把尼尼微人貼上了標

籤。 

 

上帝對我們的呼召 

聖經從出埃及記一直到彼得前書，不只一次的告訴我們：我們其實是蒙

恩、蒙福的一群人，上帝呼召我們──這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我們是一群屬神的子民。上帝叫我們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要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呼召我們要去傳耶穌，要去傳那為你我的罪被釘死

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好把我們從世界黑暗當中給呼召出來，進入到天國的恩典

跟祝福裡。 

上帝要把這樣的恩典、榮耀的身份、寶貴的身份賞賜給你，你不要嗎？上

帝看我們是貴重的產業，上帝寶貝我們，但是不要忘了在上帝的呼召和揀選當

中，他賜給我們一個無法取代的使命，就是差遣我們進入到萬國萬民當中，去

為上帝、為耶穌基督做見證。這是神看我們寶貴，以致賜給我們福音的使命。 

 

禱告的對象是誰很重要 

約拿在他的行動上可以說是全然的順服，非常好！你看約拿第三章，他很

順服的去了尼尼微。但是你有想過約拿的心裡在想什麼、約拿的心態是什麼？

我們可以回到第二章的第 8節、第 9節這二節，我們也想一想：上帝到底要做

什麼？約拿的心裡在想什麼？ 

第二章的第 8節，聖經說「那信奉虛無之神的人，離棄憐愛他們的主；」

這句話是在講上帝的屬性，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讀了約拿的這段禱告，我覺得

約拿是很生氣在說這句話；為什麼我覺得約拿在講這句話的時候，心裡是有一

種憤怒？約拿當然想起在船上的時候，有許多拜偶像的人因為離棄真神，以致

他們在危難中向他們所信靠的虛無之神禱告，約拿說：那是徒勞的！ 

這是事實，約拿告訴我們：禱告最重要的、它的重點是在你向誰禱告，而

不是你禱告的內容。如果今天在座、你還沒有接受耶穌成為你救主，好朋友

們，我也不想冒犯你，因為我們過去都是這樣。我可以請你想一想：你心中也

有很多的祈求、盼望，但是你有想過你禱告的對象是聖經這裡說的虛無之神



嗎？你有想過你禱告的對象其實根本無法回應你的禱告嗎？約拿在提醒我們：

禱告的內容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向誰禱告。 

如果我們從約拿背後的心態來說，你們這些不認識上帝的人，你們的禱告

上帝是不會垂聽的，你們的結局就是滅亡。如果約拿真的沒有愛心，約拿即使

在訴說一段真理，但是他心中仍然有非常大的不滿跟憤怒。船上的這些外邦人

禱告的對象是虛無之神，但是約拿說：我禱告的對象是創造滄海和旱地之天上

的神。有沒有一種信仰的優越感？有沒有一種信仰的民族優越感？有的！約拿

確信外邦人的禱告是徒勞的。 

 

上帝看重失喪的靈魂 

我們再看第 9節，約拿說「救恩出於耶和華」，先知非常清楚以色列人每個

人的蒙拯救都是上帝的憐憫、揀選和恩典，但是外邦人呢？約拿要突破自己的

心腸。或許約拿也可以明白，即使今天連尼尼微人，他們未來要得著拯救，救

恩仍然是出於耶和華。固然約拿這樣說：世界上每一個人要得拯救，必然出於

上帝的恩典，但是約拿的內心可能還是犯嘀咕，覺得外邦人不配得上帝的拯

救。外邦人不配，因為外邦人拜虛無之神！ 

我們可以說：約拿對上帝的認識非常的清楚，但是約拿其實內心對尼尼微

人得救這件事情有非常深的心結。上帝告訴約拿：尼尼微城是個大城，這一句

話你可以直接的翻譯、理解為：這個城對神來說非常的重要。尼尼微是一個大

城，這個城對上帝非常的重要。 

弟兄姊妹，你想過尼尼微為什麼重要嗎？聖經還告訴我們，他們的惡已經

達到上帝的面前，這個城已經惡貫滿盈，就像所多瑪跟蛾摩拉一樣，他們只配

得天火來刑罰他們。可是上帝告訴約拿：這個城對他來說非常的重要。 

到底重要在哪裡？是因為尼尼微是亞述的首都嗎？是因為尼尼微的人多

嗎？還是尼尼微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都不是！如果我們看第四章的

最後一節（第 11節），答案在這裡。第四章 11節告訴我們：因為城裡「不能分

辨左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這裡的意思是城裡的百姓都是一些屬靈的嬰孩，因

為他們敬拜虛無之神，在屬靈的事上─認識上帝的這件事情上完全空白、無

知，像屬靈的嬰孩一樣，以致他們需要一位像上帝一樣的父親來幫助、引導、

拯救他們。 

弟兄姊妹，十二萬人有多少？我了解了一下台灣人口的分布，十二萬人就

像台北的南港，台北南港有十二萬人，其實不多，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十

二萬人不多啊。各位，你知道我們所居住的台北市和新北市，在這一塊土地上

我們的人口有多少？戶籍人口六百六十萬（台北市、新北市的戶籍人口統計：

六百六十萬）。台北市跟新北市有多少教會？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台北市跟新

北市有七間信友堂，很少，對不對？在六百六十萬人當中只有七間信友堂，而

且台北市三間、新北市四間。 

上帝說尼尼微對他重要，不是因為尼尼微人多，而是尼尼微人都要滅亡，

這十二萬失喪的靈魂對上帝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覺得台北市、新北市

重要嗎？弟兄姊妹，重要，非常重要！在這些年的宣教策略裡面，越來越看重

城市宣教這個議題。 



為什麼這麼多人看重城市宣教？因為人口越來越向都市集中。在都市的交

通也越來越便捷。你從台北、新北的北端要到台北、新北的南端，現在捷運大

概一個小時多一點就可以把我們從台北的北端送到台北的南端，交通非常的方

便。人口這麼的密集，相對這裡的罪惡又大且多。城市宣教重不重要？非常重

要。 

弟兄姊妹，我不是說我們去偏鄉傳福音不重要，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我求

上帝幫助我們、幫助信友堂、幫助台北、新北的教會，我們要更看重城市宣教

這件事情。求神給我們這樣的異象跟眼光，六百六十萬失喪的靈魂，求上帝在

這裡更多的建立城市教會來得著這些失喪的靈魂。 

 

約拿的擔心 

約拿在尼尼微三天的路程當中，他只走了一天，他就宣告說：再等四十

日，尼尼微城必傾覆了。哇！上帝的信使非常的直白！「再等四十天！」你可

以從這裡體會到上帝的憐憫和慈愛──還有四十天的機會！神的憐憫和慈愛。

尼尼微城必要傾覆了，這是上帝公義等待在那裡要彰顯的。 

弟兄姊妹，如果有人惡待你，你會怎麼樣回應？我問這個問題就是在想：

亞述人惡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約拿要如何的去回應尼尼微人。如果今天這件

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可能會非常屬靈的說：我們不為自己申冤。不為自己

伸冤，但是我們內心會非常強烈的向上帝表達：主啊！我們聽憑你怒！甚或我

們可能會求上帝：求你幫我們申冤。其實我們還是有非常多的矛盾在我們的心

中，我們明白神的話，但是有的時候我們又落在非常大的軟弱裡面。 

你覺得約拿宣告這個訊息以後，他最擔心的是什麼？就是尼尼微人信了，

尼尼微人離開他們所行的惡道，然後最後上帝似乎一筆勾銷，赦免了尼尼微人

的罪惡。我覺得約拿最擔心的是這一個，他一點都不擔心去尼尼微城宣告上帝

的訊息。 

剛剛龔長老帶我們所讀的第 5─10節的經文，這裡的改變、轉變簡直讓約

拿無法置信─尼尼微人的改變這麼的快，他們相信、悔改、宣告禁食，披上麻

衣（這是古代近東的喪服）；他也沒有想到尼尼微王（很可能就是亞述王）跟所

有的百姓一樣，他褪下王的權威，他謙卑悔改，麻衣成為他的朝服、爐灰成為

他的寶座。約拿想像過嗎？我覺得約拿沒有想像過，他也不希望這樣的結果產

生。 

不僅如此，王還宣告：要所有的人禱告、披麻，還要禁食。你看到尼尼微

人或亞述人他們的悔改是這麼的迅速，而且這麼的確實、徹底，超乎約拿的想

像。在約拿最不希望的地方、最不希望的人群當中，這樣的事就發生了。 

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向很多人傳福音但是卻一直被拒絕的經驗？你覺得

什麼人在你的心中已經被貼上標籤──跟他傳福音？！啊！他不可能接受的

啦！有沒有？他是誰？是你的配偶？會不會是你的配偶？會不會是你的兄弟姊

妹？會不會是你那常常告訴他福音、告訴他耶穌、告訴他十字架的父母？而你

的父母總是回應你一句：啊！囉嗦！麥共！（台語：別說） 

在越不可能的地方，在約拿認為越不可能的人當中，上帝做了非常奇妙的



事情。上帝居然沒有懲罰以色列人的仇敵，這讓約拿勃然大怒。讀到第四章你

就知道，約拿勃然大怒，甚至他在上帝的面前，他要尋死：我不要幹先知了，

我不幹牧師了，可以吧？上帝為什麼要呼召我來做這件事？我不幹牧師了，可

以吧？ 

 

撕裂心腸悔改 

有的時候我覺得我跟約拿一樣有狹心症，還有一種病你沒聽過，叫做愛不

全症候群。我知道有愛，但是不完全，零零散散，包括我們對上帝的認識零零

散散，包括我們想要活出愛的見證在人的身上零零散散。求上帝幫助你我，不

要把焦點放在約拿的改變，你要把焦點放在那位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他的

憐憫、恩惠、慈愛、救贖永不改變的上帝身上，這才能堅固我們的心，讓我們

走天路，你必須有的力量。 

尼尼微其實它的屬靈復興沒有多久，從那鴻書我們就看到尼尼微的結局。

在我們所讀過的約珥書裡面，上帝提醒他的兒女、提醒那些悔改──曾經悔改

過的人，上帝說：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你們要撕裂心

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 

如果我們徹底悔改，撕裂衣服、披上麻衣，那是我們悔改的見證，非常

美，很好；但是上帝不希望我們撕裂衣服、披上麻衣只是外表的假象，上帝不

要這樣的假象。詩篇說：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憂傷痛悔的心神必不輕

看。弟兄姊妹，上帝不要我們外表的順服、外表的悔改，上帝要我們撕裂心腸

那樣的順服和悔改。 

 

陳維屏牧師的見證 

信友堂在 60年代到 70年代有一位主任牧師叫陳維屏牧師，教會許多的長

輩曾經被陳老牧師牧養、教導過，甚或是陳維屏老牧師所施洗、信主的。陳老

牧師出生在一八七七年（民前 35年），那一年是光緒三年，很久吧？陳老牧師

的父親叫陳大鏞，陳大鏞老牧師也是被神呼召來服事上帝，他當然就是光緒時

代被神呼召出來做傳道人的。 

從十九世紀列強陸續的侵略中國以後，其實那時候的中國老百姓大多數屬

於民智未開的階段，他們對於列強的侵略有一股內心發洩不了的仇恨，甚或對

於因著列強而進入到中國的基督教或天主教也有一種非常嚴重的排斥。對中國

人來說，基督教、天主教就是一個洋教、外來的文化，跟列強一起侵略我們中

國，掠奪我們的思想、文化，所以在各地有很多的教堂、基督徒、天主教徒就

被迫害，這是常有的事情。 

在光緒二十二年，陳維屏老牧師十九歲的那一年，他在北京惠文書院畢

業，畢業以後他就在美以美會─就是衛理公會擔任牧師、傳道人。他先在北京

擔任牧師，沒有多久又被調到天津美以美會擔任牧師。沒有幾年，在他二十三

歲那年（1900年），在中國教會史上發生了非常嚴重的教案─庚子事變（其實

很多的背景，我今天也沒有時間談）。 

庚子事變興起了非常多的義和團的報名，這些義和團的報名只有一個目



標：針對洋人或者是針對信洋教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甚或是教會。在義和團

手下被迫害、被殺的中國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有三萬二千人，甚至還連帶有大概

二百多位的西方宣教士在庚子事變的時候被殺，他們全部為主殉道。 

陳維屏老牧師的父親陳大鏞牧師，在庚子事變的時候也被義和團砍頭。你

有看過義和團那個時候的照片嗎？基督徒是被砍頭的，拿那個大刀砍頭。陳大

鏞牧師也為主殉道。我在問我自己：向殺害你父親的暴民傳福音是你願意去的

嗎？對中國人來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但是你的仇敵殺了你的父親。陳維

屏老牧師是繼續向這些暴民傳福音呢？還是他可能會像約拿一樣─躲避上帝的

呼召呢？或者他向上帝禱告：神哪！求你賜下審判，讓那些殘害中國基督徒的

暴民得著當有的刑罰？ 

民國元年 1912年，陳維屏老牧師踏上了信心之旅，去了美國的波士頓大

學，在幾年的時間他得到神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那是在民國初年，他可以

說是中國早期非常少數的留學生。民國十年他回到中國以後，積極的投入了在

中國的福音工作，他在金陵神學院教書、在美以美會牧會，他也曾經擔任南京

凱歌堂的牧師。在抗戰那一段時間，他不斷的到各地去宣揚福音，抗戰勝利以

後（37年），他跟著政府來到台灣，擔任士林凱歌堂的牧師，後來來到台北信

友堂，擔任信友堂的主任牧師。 

老牧師對於中國傳福音的情懷始終無法放下，那時候兩岸的氛圍非常的緊

張，老牧師常常去金門、馬祖，就用那種對大陸廣播的廣播器向大陸傳福音。

這是我們的老牧師，他心繫中國千千萬萬失喪的靈魂。他的服事一直到 1972

年，元月份他還主持了聖餐，主持聖餐完以後，他就感覺身體不舒服，一直到

二月二十三日早上七點，陳老牧師被上帝接回天家。 

從民國前三十五年出生，到民國六十一年被上帝接回天家，陳老牧師 97

歲，享受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也用了他七十多年的生命來服事上帝、服事可能

有一群是殺害他父親的中國暴徒。弟兄姊妹，這是我們的老牧師。我們這裡很

少有人認得陳維屏老牧師，我覺得我們有這樣一位牧師非常驕傲。 

 

悔改、信福音 

可汗的母親告訴他：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人是做好事的好人，一種是

做壞事的壞人。但是弟兄姊妹，我們今天不能再用這種眼光來看世人，我們需

要用上帝的眼光來看世人，在上帝的眼裡，一種人是因為耶穌基督的福音，真

實的悔改、蒙恩得救的罪人；一種人是我們還要繼續向他們傳福音、訴說上帝

的愛，而他們還在等候神的恩典、救贖臨到他們─這些還沒有信主的人。世界

上只有這兩種人。 

今天或許我們還可以像約拿一下，向這個世界宣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

大城就要傾覆了，但是我想更好的宣告是耶穌自己所說的話。弟兄姊妹，天國

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天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願這樣福音的

恩典臨到我們每一位，特別是今天在我們當中還沒有領受耶穌基督救贖恩惠福

音的人。好朋友們，鼓勵你接受耶穌成為你的救主，你一生都不會後悔。 

 



禱告 

    感謝上帝的恩典，藉著你的話，再一次洗滌我們的心裡。我們心裡其實有

很多的黑暗、污穢，像臭水溝一樣，我們需要清潔的水，把我們再一次洗滌。

感謝耶穌，你就是活水泉源，求你再一次洗滌我們。也願你今天所帶領的新朋

友、還沒有信主的朋友在我們當中，也能和我們一樣，領受這活水泉源在他們

生命。感謝神！求你垂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