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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的话牧师的话牧师的话牧师的话 
楼建华牧师 

 

 

又值会刊出版，这一期大家投稿踊跃，所以内容多元丰富；

虽然是各言其志，反映个人在信仰上的体会和观点，但是我相信，

每一位写稿的弟兄姊妹都抱持着和众人切磋、砥砺的态度，彼此交

流、互勉互助。要使教会会刊——这块属于大家笔耕的园地，生意

盎然、香气四溢，这种投稿的热诚就必须持续下去。 

来！大家一起栽种、一起浇灌，并求主使之生长！ 

 

佳作连篇、各言其志， 

笔耕不辍、同证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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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福音神学的本简介福音神学的本简介福音神学的本简介福音神学的本质质质质 
楼建华牧师 

 

 第一季的主日学查考的主题是福音性的问题解答。这个课程与

以往的不同，它乃是以问答的方式，直接讨论在传福音时经常被问起

的难题。在学习上的基本要求强调的是依据上帝的启示(神的道＝圣

经)，分析每一道题目，再以大纲的格式把答案整理出来，作为大家

与人谈道、作见证的参考资料。这是一门实战与应用并重的课程，也

以帮助大家建立起归正信仰立场的护教精神，作为教学的目标。 

 第一季刚过去，随之而来的则是第二季的主日学课程，查考加

拉太书。趁着这个交替的时刻，把加拉太书中相关的经文和教义真理

作一概略的整理，扼要地介绍福音神学的本质，与大家切磋。 

首先，福音是出於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是神本的(theo-

centric)；就如保罗所说的，“既然(上帝)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保

罗)心里…”(加一 16)，所以不是出於人，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

人教导的，也就是说不是人本的(anthropo-centric)。而福音的内涵和

要义则聚焦在基督的死与复活，这是福音之救赎性的本质。至於福音

神学的纲目则分述於下： 

i. 照着父上帝的旨意而死(加一 4；参看徒二 23 按着上帝的定旨

先见…)；这一点说明了福音与神旨意的关联。 

ii. 代赎性的牺牲，即“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加一 4)又说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或作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

的咒诅”(加三 13)。基督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或过犯被交与

人，乃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林後五 21)，祂也是义的代替

我们这些不义的(彼前三 18)，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 



 3 

iii. 挽回、拯救与释放—“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加一 4)；

“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

自由，…不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五 1)；在帖前一 10 里，

保罗也曾说过∶“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又如他在

歌罗西书里写的，“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祂

爱子的国里”(西一 13)。彼得也讲过类似的话，说∶“叫我

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在祂的性情上有

分。”(参看彼後一 4)。 

iv. 赦罪与称义—“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

为叫我们称义”(罗四 25)。“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

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

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加二 16)。 

v. 上帝的爱的彰显—“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二 20)；福音

的本质就在表明基督主动的爱、舍己的爱、挽回的爱、使罪

人与上帝和好的爱，…。正如约翰写的，“上帝爱世人，甚

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 

vi. 得上帝儿子的生命、得上帝儿子的名分—不再作奴仆，乃是

作上帝的儿女，靠着上帝成为祂的後嗣(加四 1-7)；所领受的

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并且圣

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罗八 14-17)。 

vii. 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与祂同死同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

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加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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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善固执择善固执择善固执择善固执？？？？ 
((((副题副题副题副题：：：：从加拉太书看从加拉太书看从加拉太书看从加拉太书看：：：：使徒保罗如何看他自己所蒙受的呼召使徒保罗如何看他自己所蒙受的呼召使徒保罗如何看他自己所蒙受的呼召使徒保罗如何看他自己所蒙受的呼召)))) 

 

楼建华牧师 

 

这一季主日学研读加拉太书；篇幅虽短，但是在使徒保罗所

写的众多信函中，它却是相当特别的一卷，因为里头几乎没有什么

问安、祝祷的话语，反倒是处处留下保罗敢怒、敢言、敢训、敢当

的形像，从护卫信仰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一卷不可多得的护教典

籍；从教牧关怀的立场来看，则又可留意到保罗为走偏了的加拉太

教会感慨、感叹，而流露出令读者感动的浓郁感情，充分显露出牧

者的胸怀，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苦口婆心，谆谆善诱，一心

一意要在信仰上，把加拉太教会挽回过来。 

让我们看：保罗如何看他自己所领受的呼召和所传讲的信

息。 

 

一、 职分从何而来职分从何而来职分从何而来职分从何而来？？？？保罗所领受的使徒的职分，不是由于人，也

不是藉着人，而是藉着耶稣基督，与叫祂从死里复活的父上

帝；(这一点可以对照旧约先知的选立、呼召；绝不是由于

人意、也不是出于自愿。)保罗清楚知道那呼召他的，乃是

那位从母腹里就把他分别出来的上帝，也因为这个缘故，他

极为敬重自己的职分敬重自己的职分敬重自己的职分敬重自己的职分，这正是他在罗马书里所写下来的句子 

(罗十一 13)。其实，在这方面，基督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榜

样，在向天父祷告的时候，祂说道，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

分别为圣…(约十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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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息从何而来信息从何而来信息从何而来信息从何而来？？？？保罗所传的福音，其内涵与源头，乃是从耶

稣基督启示来的，不是出於人意，也非从人领受来的，更不

是得自他人的教导；(这一点也可比对旧约的先知所传讲的

信息内容，都不是出于先知自己的见解，也不是出于人意，

而是先知受圣灵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参看彼后一

21。) 保罗所传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因为上帝乐

意将祂儿子启示在他心里，叫保罗把祂传在外邦人中。 

三、 受差与印证受差与印证受差与印证受差与印证：：：：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

去见那些比他先作使徒的，好像要得着他们的接纳、批准似

的。保罗完全没有那么做。 

四、 存心与态度存心与态度存心与态度存心与态度：：：：绝非要得人的心，也非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

得神的心，讨神的喜欢，忠心地作基督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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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见证一代人的见证一代人的见证一代人的见证    

田    田姐妹 

(写於 2011 年 2 月 27 日、主日) 

 

         今早一条重大新闻是又一位两弹一星元勋、杰出科学家朱

光亚老先生于昨夜辞世了，享年 87 岁。各类相关的悼文与新闻排

满了主题网页。每一次，这样的国家科学巨子的逝世，都会激发人

们对当年这一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放弃海外优厚待遇与科研条

件，不惜一切代价、义无反顾地回到百废待兴的贫穷祖国的、优秀

的年轻科学家们的感人故事与报效祖国的精神的一次整体回顾与致

敬。在民族危亡时，去科学最先进的欧美求学；在国家需要时，又

带着学术成就毅然回国；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成为一种特定的现

象，已经被传扬了 60 多年。 

 

感谢上帝！在那个中华民族衰微的年月，用这种方式为日后的

崛起奠定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又在日后改革开放的头 20 年里，

通过新一代留学生潮的方式，把另一批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带到海

外，在那里认识上帝、接受救主，为中国大陆今日的福音兴旺做各

样的预备！相信今天已经有不少在欧美拿到各样基础学科博士、博

士后学位的华人牧师、传道人、宣教士、信徒以各样方式回到祖国

的福音禾场撒种、浇灌、培育、收割！新一轮的海外学成游子归国

潮正在形成，这一次，是带着属灵上兴旺民族的使命！这是上帝对

中华民族的爱！上帝亲自动了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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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透过玉玲姐妹的一个 QQ 群，我才得知 2008 年 12 月在北

美的华人福音盛会《一代人的见证》。虽然知道得迟了，但是在网

路上仍广为流传着。一两个星期前看过其中一节；除了早已闻名的

大陆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并传道人余杰、王怡以外，第一次知道赵晓

这样冠着“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中国经济学奖专家

委员会委员”头衔的名人，他不仅是年轻的基督徒，更是被灵火焚

烧的基督徒，活跃在国家的高层人物当中，做盐做光，为主做美好

的见证并传福音。当看到这样讲员出现，听到他们的见证，实在兴

奋——中国大有盼望！神爱中国！ 

 

今天，在《一代人的见证》第四节里，见到了另外一批各样岗

位上的神的儿女。多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这样学科的博

士、博士后在北美奉献做了全职传道人、牧师！不仅是这样的科学

研究上的骄子，神呼召的是具有各样恩赐的儿女，有出色的音乐家

做全职牧师、有小敏这样写了 2700 多首迦南诗歌的作词作曲的音

乐人、有话剧演员、歌手等等。讲不完的感动故事、唱不尽的颂赞

诗歌、流不完的感恩眼泪……世界上最多的、并且永远也写不完的

书是关于上帝的书——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又真又活、满有

慈爱怜悯的，所以只要人类历史还在延续，见证上帝的美好感人故

事，就永远在继续…… 

 

从已经看过的两节视频中，得到清楚的认识：第一、今天海外

华人教会的兴旺与事工与国内教会的事工是一体的、是为了预备和

支持国内的事工。年过八旬的边云波老弟兄本次讲道中一再提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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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要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八旬老传道人在台上字句清晰有力的教

导“弟兄们哪，你们要彼此相爱！”让人如见年迈的使徒约翰被人

抬上讲台时“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神忠心的老仆

人走过几十年风雨传道历程后，对后辈青年诚恳的分享与心意传

承。第二、中国大陆福音兴旺时候到了，我们当有所担当，中国大

陆教会走到今天，不当再依靠外国传教士远道而来传道，应有自己

的传道人被兴起向同胞传道，并且要有向外、向别的国家传道的使

命。第三、主为我死，我要为主而活。马其顿的呼声四处都是，我

们要背起十架、跟从耶稣救主、定意向耶路撒冷去。在各样的工作

中活出主的见证、活出活泼的基督徒的样子，承担基督徒的文化使

命、并在主的呼召临到时全职奉献。 

 

圣灵大大充满、赐福这次聚会，不仅台上台下，也多次感动那

些透过视频观看的人。为全世界华人的事工、中国大陆的事工，上

帝兴起一批人、并且是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年轻人！感谢上帝，带我

们来到海外属灵环境优厚的地方，听闻福音真理、并有机会亲临唐

牧师这样上帝忠心仆人讲经传道聚会，接受装备！感谢上帝，我们

因被带到海外，接受到不一样的高等教育、学习体验国际化的工作

方式与技能训练！更求上帝差派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融

入这中国大陆福音事工蓬勃发展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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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约翰约翰约翰·加尔文加尔文加尔文加尔文~归正运动的巨擘归正运动的巨擘归正运动的巨擘归正运动的巨擘（（（（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楼建华牧师 

 

 我要接着上一篇的小传继续谈下去，特别是从当时在日内瓦城

内加尔文的地位，以及在市政当局中反对加尔文的势力所带来的变数

的影响下，谈瑟维图(Miguel Serverto, Michael Servetus) 事件的发展。 

 上一篇的小传里提到很多人以为瑟维图的案子只不过是加尔文

个人与瑟维图的冲突而已；这是无知带来的误解。很多人也以为从一

开始整个审讯过程都在加尔文的掌控下，完全是在加尔文个人意志的

指使和摆布下进行的；这是无知加给历史人物的伤害。 

事实上，当时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处境“岌岌可危”。这里头的

原因错综复杂，最主要的争执点仍不外乎谁才有权柄和资格执行教会

的纪律。加尔文和教会的同工团队坚持执行教会纪律的权柄，在长老

法院(Consistory)的手里。(诸位可能还记得在 1538 年，加尔文和

William Farel 等人之所以被市政当局赶逐出日内瓦，也是因为同样的

争执。)如果某位信徒行为不检，信仰偏差，长老法院会不准他参加

擘饼聚会的。但是，市政当局和市议会不同意由教会来裁决谁可以领

圣餐，强调市议会才有权作最后的裁决。双方对加尔文在 1541 年回

返日内瓦时所草拟的教会章程和圣餐仪式，持不同的解释，僵持不

下。(这一点我在小传的第四篇里稍稍提到过。) 情况对加尔文相当不

利。其实，这样的问题不是只发生在日内瓦一个城市而已，而是瑞士

境内改革宗地区普遍的情况，就是教会无法自主地执行教会纪律，权

柄往往握在该地区属世的政体手里。可想而知，若是被教会拒在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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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之外的，是一位所谓的“大人物”，譬如议会中的某位议员，冲

突就更容易变得白热化了。 

这正是当时所面临的僵局，特别是有一派被称为 The Perrinists

的，在市议会内居上风，兴风作浪与加尔文和教会作对；他们当中的

一位成员 Philibert Berthelier 好勇斗狠，声名狼藉，早被禁止出席擘饼

聚会，他向议会提出复议的要求，同时扬言将不理会禁令，准备照常

出席圣餐聚会云云。对教会纪律的问题，加尔文一向态度坚定，绝不

妥协，声称只要 Philibert Berthelier 出现在擘饼聚会上，他一定会为了

维护圣餐的纯一清洁而百死不辞。总之，无论如何不会让不配领圣餐

的人，参与在那庄严的擘饼聚会里。(1553 年九月三日、主日，眼看

双方就要摊牌，危机就在眼前；不过 Berthelier 在同伴的劝阻下，裹

足退缩，没有现身擘饼聚会；所以，并未酿成公开的冲突，事件暂时

落幕。但是，类似像这样的事件还要一直闹到 1555 年才分出结果。

详情容我后叙。)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瑟维图的案件被市政当局审理着。我要再

澄清一遍：主审者并不是加尔文，也不是日内瓦教会的长老法院。那

是 1553 年八月份内的事。Bruce Gordon 这位写加尔文传记的耶鲁大

学神学院的学者，在评论这件事的段落里，写下这么一句话：

Although Servetus’ quarrel was clearly with Calvin, the Frenchman’s role 

in the process was limited.  He was already enmeshed in the dispute with 

the magistrates over who possessed the right to excommunicate. (Calvi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ter 13, p. 219) 

市议会内与加尔文和教会作对的派系以为有机可乘了，颇想利

用瑟维图的案件来使加尔文难堪；据传他们原想尽量地拖延案件的审

讯过程，或许可在其中打击加尔文的信誉；他们以为至少可以就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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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解决谁才有权裁定执行教会纪律的纠纷。同时，在审讯中，瑟维图

也提出反诉，认为加尔文是撒但的差役 (a disciple of Simon Magus)，

控诉加尔文才是异端，主张该死的其实是加尔文，而不是他瑟维图，

甚而要求当局以诬告者的罪名逮捕加尔文等等；对加尔文极尽攻击之

能事。 

这当中也有一些其它值得一提的插曲，例如 Vienne 当局正式提

出引渡的要求，希望日内瓦当局遣返瑟维图，由 Vienne 当局来审理

这桩案件；Vienne 的天主教会还在信函内表达对加尔文的谢意，谢谢

他揭发瑟维图这位异端份子云云。被告知此事后，瑟维图大吃一惊，

死也不肯被遣返，请求日内瓦当局无论如何都要拒绝 Vienne，他只愿

意留在日内瓦听审。 

其实，瑟维图的案件早经 Vienne 的天主教裁决，又那么轰动，

瑟维图信仰的立场和他的写作，也早已为外人所知，任谁也不敢轻易

地为他开脱。那些在议会里与加尔文作对的派系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到了九月下旬，援照过去的惯例，日内瓦决定派出信差到瑞士境内各

改革宗的地区，包括 Berne, Zurich, Schaffhausen, Basel 等，听取各地

的建议。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收齐了回音，呈交给议会。那是十

月十八日之后的事。各地一致认定瑟维图为异端，同意由日内瓦当局

全权处理，其中 Berne 和 Zurich 的主张尤其坚定和强硬，认为日内瓦

责无旁贷，必须为教会除害。Zurich 的 Bullinger 甚至直接指斥瑟维图

如同来自阴间的恶魔，并且认为上帝既然把瑟维图交在日内瓦教会的

手里，日内瓦的教会就必须承接这项荣誉，为教会除恶云云。 

（文接 13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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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点滴照片点滴照片点滴照片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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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续第 11 面） 

这样一来，案件的判决也就不言而喻了。 

1553 年十月二十六日，议会为了这桩案件做了最后一次的庭

议，虽然其中的 Perrin 议员试图阻止下判，但没有成功。隔天，判决

文公告了，在一致通过的情况下，瑟维图被判死刑。除了列明瑟维图

信仰上的错谬和其异端著作的亵渎外，判决文内也提到曾征询过瑞士

境内各改革宗教会的意见，全体一致认定必须除灭异端，如同除灭恶

疾瘟疫一般，为教会除害；所以，日内瓦市议会决定判处瑟维图以火

刑的死罪。(其实更早前 Vienne 的天主教异教裁判所也已经做了同样

的判决。) 

在一封写给 William Farel 的信函内，加尔文提到自己和教会的

同事们做了最后的尝试，要求改换行刑的方式，取代火刑。但是不为

议会采纳。在瑟维图的要求下，加尔文与他见面，并再一次劝他公开

宣告放弃异端的声明；未果。 

William Farel 也赶来日内瓦，由他陪着瑟维图赴法场，一路上

Farel 犹试着做最后的努力，想劝服瑟维图放弃其异端立场。虽然至

终得不到什么果效，但是在尽力维护从使徒传下来的信仰立场的同

时，仍愿意尽本分，把握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把人从信仰的歧途上挽

回过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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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    神神神神 (七七七七) 
楼建华牧师 

 
亚伯拉罕的神(六)登在上一期的会刊里；在那篇短文里，我们

随著创世记的内容，已经进入了第十五章，谈到耶和华向亚伯兰讲的

话，“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到底上帝如

何在异象中向亚伯兰讲话？难免令人好奇，虽然它的答案我们不得而

知，不过亚伯兰可能早已习以为常，而且我相信他还经常期待着神的

显现，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的显现都将带给他新的应许、新的契机，使

他更多地认识上帝，更晓得如何来回应、跟随这位呼召他的主！ 

事实上，第十五章的确是极为重要的一章。就在这里神向亚伯

兰澄清有关他的子嗣的问题。神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後

嗣”；在同一章里也头一次用到“因信称义”这样的片语；而「信」

这个字眼也在圣经中头一次出现。这一章也头一次透露上帝的时间表

，讲到亚伯兰的後裔何时才能得着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也头一次提到

祂与亚伯兰立约之事。诸如此类，在在都显示第十五章的特出之处。 

现在，就让我们跟着经文的开展，继续往前看：到底亚伯拉罕

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这一回，亚伯兰抓住“我(耶和华)必大大赏赐你”那句话，把

他自己所担忧、焦虑的心事提出来，就是他和撒莱膝下犹无子嗣的尴

尬处境。他好像向神暗示说：我没有儿子，那也是我心中存有惧怕念

头的根本原因之一。尤其是我没有儿子，那祢所要赐我的赏赐，我又

能留给谁呢？任何一位读过第十五章内容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是很

有意思的一段对话。面对那位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的超越的上帝，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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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又不得不把话说得婉转一点。他接下来说的另一段话，更有意思，

有点像是“讨价还价”的口吻，他向神提出自己的建议，就是以大马

色人以利以谢来代替他的後裔。也难怪亚伯兰焦急，诺大的家业仅有

两老，却没有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当罗得离开时，上帝不是曾经说

过，“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吗？(创十三

16)多少年都过去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上帝确实应许亚伯兰：“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但是，从赐给应许到落实所应许的，两者

之间还有一段相隔的时空距离。要跨越过这道间隔，就只有在一路前

行的当儿凭着信心和耐心等待——等待神的时间满足；这道时空的间

隙自然也须要用上自己的年日来填补，但问题是，要多少自己的光阴

和岁月才够呢？老实说，这是一道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有没有答案

？当然有，只不过属乎未知的未来，时辰未到，谁也无从知晓！ 

神的应许必须靠着信心来回应、来接受，因为信心就等同於接

受，也等於是一个宣告，表明自己领受了神的应许了。同时在等待的

过程中，须要坚忍的毅力和耐心；当然，等待也带给我们极严苛的考

验。 

到底神有没有给亚伯兰一个完整的答复？大家可能各有看法，

见仁见智。我仍然要采用渐进启示的模式，来分析神给的答复。耶和

华上帝是时间的主宰，祂超越时间，却在时间的进度过程中，成就祂

的计划。我相信神有祂的考量和智慧的安排，因为祂顾念我们都在时

间的进度流程里，必须跟着时间跑，否则我们无法真正明白什么叫做

盼望，什么叫做等待，更不可能有什么老练的人生经历。 

耶和华上帝先是告知亚伯兰，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土；到了

第十五章，则要亚伯兰向天观看，数算众星，看数得过来吗？然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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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等到亚伯拉罕通过献以撒的试验之后

，神的使者再一次宣告耶和华的应许，“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

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创二十二 17)。但是，那么多

的子孙从何而来？简单一句话，从应许而来！难怪以撒被称为那应许

的儿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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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 

胡友顺弟兄 

诗九十诗九十诗九十诗九十 9-12 节节节节：：：：    

我们经过的日子我们经过的日子我们经过的日子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祢震怒之下都在祢震怒之下都在祢震怒之下都在祢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我们度尽的年岁我们度尽的年岁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好像一好像一好像一

声叹息声叹息声叹息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但其中所但其中所但其中所

矜夸的矜夸的矜夸的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不过是劳苦愁烦不过是劳苦愁烦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转眼成空转眼成空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祢怒谁晓得祢怒谁晓得祢怒谁晓得祢怒

气的权势气的权势气的权势气的权势？？？？谁按着祢该受的敬畏晓得祢的忿怒呢谁按着祢该受的敬畏晓得祢的忿怒呢谁按着祢该受的敬畏晓得祢的忿怒呢谁按着祢该受的敬畏晓得祢的忿怒呢？？？？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求祢指教我们怎样

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父亲过世两个多月了，回想起他所过的年日，真是有如以上的

诗句。父亲排行老二，早年丧父，家境又贫，只读了一年级的书就辍

学了，没受过真正的教育。但他以前还自豪地说一年级时考过第一

名。不过八、九岁的年纪，父亲就得在坡底（牛车水）的一间店里洗

玻璃瓶。年轻时托人找了一份砖厂的工作，做了大概三十年，直到因

工作粗重、体力不足才离开。休息没几天，通过朋友的介绍找到了一

份油站服务员的夜班工作。过着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日子。日子也

还可以，有时运气好还可以得到一些小费。当时我偶而会抽空到他工

作的油站找他聊聊天。有一晚，发现怎么强壮的父亲在我不知觉的时

候竟然衰老了。几年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十年前，父亲也因生了一

场大病就提早退休。 

从童工做到六十岁的父亲，可说是一生劳苦。在这最后的十年

的日子里，也因身体不适，到处求医，心里常常愁烦。直到最后一

刻，他的生命还没真正的享受，却换上了癌症离开人世。回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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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他的生命，只留下一声叹息。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

而去。 

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与

过着有意义的生命。 

在领骨灰的时候，那位捡骨灰的指着父亲的骨灰说了一句话，

“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最后剩下的也不过是一堆白骨”。

当时才真正体会，每个人都会有这一天。只是许多人，认为不须要去

面对，因为还有明天，死亡不过是一个传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是

一件人人都要面对的真相。它也是一件极难面对的现实。也因为它极

为可怕，所以隐隐约约可以感受上帝如何重视这件事情，而亲自下来

解决死亡的问题。这就是上帝的爱，愿父亲已在主的爱中。感谢主！ 

 

后记： 

文笔不好，只是有感而发，想打打几个字，并趁这个机会感谢教

会在我难过的时候，支持着我度过这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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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离的代价与归回的呼唤悖离的代价与归回的呼唤悖离的代价与归回的呼唤悖离的代价与归回的呼唤 

田    田姐妹 

(写於 2011 年 2 月 27 日、主日) 

 

““““我观看祢指头所造的天我观看祢指头所造的天我观看祢指头所造的天我观看祢指头所造的天，，，，并祢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并祢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并祢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并祢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便说便说便说，，，，人算什人算什人算什人算什

么么么么，，，，祢竟顾念他祢竟顾念他祢竟顾念他祢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祢竟眷顾他祢竟眷顾他祢竟眷顾他祢竟眷顾他。。。。祢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祢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祢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祢叫他比天使微小一

点点点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祢派他管理祢手所造的祢派他管理祢手所造的祢派他管理祢手所造的祢派他管理祢手所造的，，，，使万物使万物使万物使万物，，，，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一切的牛羊一切的牛羊一切的牛羊一切的牛羊，，，，田里的兽田里的兽田里的兽田里的兽，，，，空中的鸟空中的鸟空中的鸟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海里的鱼海里的鱼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凡经行海道的凡经行海道的凡经行海道的，，，，都服都服都服都服

在他的脚下在他的脚下在他的脚下在他的脚下。。。。””””诗篇诗篇诗篇诗篇八八八八 3-8    

 

最近有机会在不同的电视台看到一些零散的讲述宇宙、地球地

质、和人类起源与变迁的科教片，串接起来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故

事：宇宙产生于大约 137 亿年前；地球做为其中一个星系(银河系)里

属太阳恒星的一颗行星，产生于大约 46 亿年前。地壳剧烈运动过一

些时候，中华大地上，在那个洪荒岁月里，中部的秦岭凸起；西南喀

斯特地貌集中的广西，无数洞穴也在那个阶段溶解崩塌，现出了天坑

天窗；东北额尔古纳河沿线挤压出的地下断裂带上，从地壳核心带出

大量黄金融入岩石；而西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隆起奠定了地理地势

的大势走向……。大约 15 万年前，人类的始母夏娃出现在非洲大

陆。8 万年前由于气候变化，非洲的生存条件变差，为了存活，人类

先祖不得不开始试图迁移。由于向北有气候绝对干燥的沙漠地带，无

法穿越，离开非洲的一支队伍首先通过“苦难之旅”的过海之搏，南

下到也门，再沿海岸线向世界各地分散，大约 7 万 4 千年前到达东南

亚的马来西亚丛林；7 万年前有一支到达澳洲；由于受当时撒哈拉大

沙漠的阻隔，直到 5 万年前沙漠地带的气候变化开始下雨后，才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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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向北到达欧洲；到达美洲的，则是大约 2 万多年前通过白令海峡，

从北美向南扩散的。随着地域的变化、紫外线的不同，肤色也随之适

应渐而变淡；随饮食变化，身高也出现变化。人类就这样在地球上散

开去了，并且差异如此明显。而今，因为早年一部名叫《2012》的电

影，伴随越来越频繁的地震、海啸、战争等等的天灾人祸，世人都在

惊恐世界末日的到来。而宇宙因为有起点，也真的必有终点，宇宙中

的时间、空间终将结束…… 

 

这是一个何等神奇的故事，是借着各样的科学技术，所推论出关于自

身的最长连续剧。其中的数据也许与我们从圣经中读到的并不一致，

但是那些时间的长短计量也许并不重要，因为时空都是神所造的，时

空的定义也在于神。重要的是，在如今这浩瀚无边的宇宙诞生之前，

就已经有了这位至高的上帝，宇宙终久会消亡，之后，这位至高的上

帝依然存在——祂自存、永存！ 

 

俯首再看人类自己，在浩瀚宇宙中，我们每个人简直连一粒沙都算不

上，实在是何其渺小与短暂！然而，人类的妄自尊大与愚昧无知啊，

竟将自己推上与上帝隔绝的处境！失去上帝同在的先祖们，面临生死

挑战，迷茫、困惑，只能苟延残喘，勉强将生命延续下来。这是人类

悖逆上帝的代价！ 

 

与上帝隔绝，虽似有雪亮的眼睛，好像看得清善恶是非，不过是看见

眼前的茫茫大海与无边酷热的沙漠；背弃上帝，虽似有自主独立，却

只是将仰望上帝的长线目光收回到短线里撒旦权柄下的精明与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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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虽然前仆后继，但终究是自取灭亡。因为悖逆，所以割断了通往

高处的道路，缺乏了时空的视角，迷失在生命的征途…… 

 

然而，神爱世人，将祂的独生爱子赐下，为我们的悖逆担当刑罚，以

祂的无罪宝血遮盖我们的过犯，救我们脱离这黑暗的漫漫长夜！更因

为与这位至高者的随时沟通，将自己的视野扩及到属灵的境界！这是

何等美妙的人生！ 

  

回到上帝那里吧，祂已主动从天而降！祂已为我们开辟了通往天堂宝

座的道路！祂不仅告诉我们当走的路，并且亲自牵拉着我们的手走过

短暂在世人生的苦难！低头降服在祂的宝座、顺从祂的教导吧，人们

将不会再以自以为是的聪明、被急功近利的撒旦驱使，创意出什么化

学鸡蛋、皮革奶、工业草酸洗龙虾、毒蘑菇、抛光毒大米、化学火

锅、转基因大豆、瘦肉精等等，残伤和戕害自己的弟兄姊妹；也不再

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拓展钱途，大搞化学工业园，让河流变色、鱼

虾灭绝、居民罹患癌症；并且将更谨慎地使用一切对我们所赖以生存

的地球造成危害的生化武器、核设施。因为我们被造而彼此相关，我

们被造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我们被赋予的使命是管理这地，我们是

满有荣耀尊贵的上帝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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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平安平安平安 
许希耀 02.04.2011 

刚过去的新年，我与三位来自不同教会的好友到王弟兄家拜

访。他是我们尊敬的属灵长者，承蒙他盛情款待，与他家人一起共享

一顿既温馨又丰盛的晚餐。 

饭后，大家坐在沙发上闲聊，话家常，小陈忽然问道：“约翰

福音十四章廿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能

否为我解释这“平安”的真义？我教会有一对从事教育工作的夫妇，

因产下婴儿后不久便夭折。夫妇俩异常悲痛，无法接受这事实，哭诉

问主：祢既然赐给我们孩子，为何又从我们手中夺去，我们扪心自问

并无犯下恶劣罪行以致遭受此报应。主啊！信靠祢就是希望能得救、

有平安，但此刻我们已完全失去平安了……这事之后，这对夫妇再也

没有回返教会。” 

王弟兄叹息说，这真是件不幸的事！本地华文教会的确有许多

基督徒喜用己意浅解“平安”，而不按圣经经文深悟其精义。我们若

从三方面来思考，就较能明白圣经有关“主赐平安”的教导。 

（一） 得救的平安：以色列在埃及为奴四百年，没有人身自由，

生死权柄掌控在法老手中。上帝应允亚伯拉罕拯救其后代

而拣选了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进入上帝赐给他

们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民终于脱离奴隶的命运成为自由

人，从这个角度思考以色列民“得救”了。同样的，主耶

稣亲自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从始祖开始因犯罪

所应受的惩罚，平息了父上帝公义的圣怒。凡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接受救主耶稣基督，即蒙上帝赦免并收纳成为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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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嗣。从此撒但魔鬼再也无能力挟制捆绑我们，眼睁睁

望着我们在牠所控制的世界进入上帝的国度，一生一世受

到父上帝的管教。这就是“得救”的真义，是上帝亲自应

许、亲自作成的工作，是上帝赐下白白的恩典给愿意信祂

的人。这恩典不是靠着人的功德善行或人自己努力追求争

取到的。上帝赐下“得救的平安”是绝对不改变的，因为

上帝的灵已进入我们心中，一生一世伴随、管教我们直到

末了。 

（二） 有勇气面对并胜过苦难的“平安”：虽然上帝赐给我们得

救的平安，但并不意味从此便一生亨通、无病痛、没有灾

难。我们的灵命从信主当天开始就交由上帝管教，然物质

肉身仍活在撒但控制的罪恶世界，情欲与私欲无所不在的

引诱我们犯罪；而人类肆无忌惮的掠夺、破坏环境造成自

然界极大的创伤而引发天灾人祸，导致我们陷入无法避免

的灾难，甚至面临死亡的厄运。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这些

灾害可能会突然临到自己。约翰福音十五章 19-20 节你们

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

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他们若

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十六章 33 节我将这些事告诉

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罪的工价就是死，主

耶稣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

些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来二 14-15）。而主从死里复

活则是向世界（撒旦）宣告祂已战胜死亡，死已做不了

王。今天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藉着洗礼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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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和祂一同埋葬……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祂同

活，这是主已经作成的事。另一方面，主求父赐给我们一

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我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祂要

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

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不

是我们凭自己胜过苦难，而是主的恩典令我们有绝对把握

胜过苦难，是圣灵使我们心里有平安。 

（三） 永生的平安：律法是上帝藉着摩西传下来，真理与恩典则

是圣子基督亲自赐给我们。律法使人知罪，无法使人自

救；律法只把人圈在罪中，罪人只能依靠自己尽力去遵

行，实无平安可言。恩典有平安，因上帝的灵内住人心，

祂不仅使我们明白真理（真理使人自由），祂永远与我们

同在，陪伴我们面对一切，帮助我们克服、胜过苦难，平

安是圣灵的果子。约翰福音十四章 2-6 节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

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

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

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认识你独一的真  神，并且

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上帝的应许绝不

落空，这就是我们有永生的平安的保障。 

 

那是一个美好、感恩的日子，我们不仅品尝王弟兄家的爱心佳

肴，更在圣经话语分享中灵里得饱足。回家途中，大家一致决定把

有关主赐平安的分享，写成文章分发给各自小组中学习。我也将稿

件寄交教会刊物，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思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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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ddress : 315 Outram Road #07-06 Tan Boon Liat Building Singapore 169074 

网址 URL : http://www.reformedsg.org/ 电邮 email:  admin@reformedsg.org 

Pastor-in-charge: Rev. Dr. Lou Jiann-Hua 主理牧师  :     楼建华牧师 (9674 5544) 

Administrator    :  Sister Eva Yee Yik Shing 行政同工  :     余育馨姐妹 (9640 5431) 

聚会表聚会表聚会表聚会表 

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   Adult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0930 – 1030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100 – 1230 
   

儿童儿童儿童儿童 / 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   Children’s / Toddler’s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100 – 1230 
  

圣诗班练习圣诗班练习圣诗班练习圣诗班练习   Choir Practice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400 – 1530 
  

祷告会祷告会祷告会祷告会   Prayer Meeting 

华语 Mandarin 每周四 Thursdays 1930 – 2100 
  

查经班查经班查经班查经班   Bible Study 

华语 Mandarin 隔周六 Alternate Saturdays 1500 – 1630 
  

读书团契读书团契读书团契读书团契   Reading Fellowship 

华语 Mandarin 隔周六 Alternate Saturdays  1500 – 1630 
  

派发单张派发单张派发单张派发单张   Flyers Distribution 

时间 Time ： 每个月第三主日午餐后 3rd Sunday of each month after lunch 
  

洗礼班洗礼班洗礼班洗礼班    Baptism Class 

时间 Time ： （另行安排 To be arranged） （请留意报告或通知） 
  

探访探访探访探访 Visitation 

时间 Time ： （另行安排 To be arranged） （请留意报告或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