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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的话：每日读经计划
楼建华牧师
第二轮的「两年读经计划」进入第三季了。换言之，大家又
已经读了约四分之一的圣经书卷。
圣经是上帝的默示，把祂的心意、永世的计划和在历史进程
中的作为都告诉我们；其中最重要地是，为祂自己的独生爱子作
见证，就如主耶稣基督自己指出来的，“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
经。”(约五 39)逐章诵读圣经经卷，更能让我们领悟使徒保罗写
给提摩太的一句话，“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
慧”(提后三 15)。
(底下新、旧约两段的简介，大致上是两年前为每日「读经
计划」所写的短文；现仅仅稍作修润而已。)
旧约
这一季所要读的书卷，全属历史书；包括撒母耳记上、下，
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共六卷书。有人说，History 乃
His Story.就让我们继续把它们看成「祂所给我们的故事」 (He
gave us stories.)来阅读。(按：HE GAVE US STORIES 乃书名，作
者是 Richard Pratt，由 P&R 所出版。)
从年代、疆域、文化传统等背景来对照的话，这六卷旧约里
的历史书都好像与现代的南洋，以及中华文化的内涵，没有什么
特别的交集。其实，历史像一面镜子，认真研读，必能收「鉴往
知来」的功效；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历史承载了上帝的普遍
启示；而上帝的启示与引导，也被收录在圣经历史书里，成为历
史的内涵。的确，只要仔细览阅圣经里的历史书，我们不仅观察
到上帝在各国、各民、各族当中所施行的作为，也让我们归纳出
神引导的原则与要求的标准。无论是犹太选民、或是外邦族群，
我们的上帝都是同一位圣洁、公义的主！这样，我们看待历史的
态度，就必须超脱出人种、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等因素，好好
「聆听」上帝所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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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神学」。就以历代志为例，读的
当儿，不妨找出几次犹大国在信仰上复兴的经过，举国上下如何
“寻求神的面”；这卷书也收录了许多祷告，值得我们分析、观
摩；又可对照列王记来读，揣摩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关
联。
愿大家有一个愉快、丰收的每日读经生活！
新约
这一季我们要先把哥林多前书读完，接着读哥林多后书、加
拉太书、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全是使徒保罗的书信，写给各地
的教会。
我说过，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一定得好好留意，看使
徒保罗如何处理发生在教会中的问题；倾听他如何劝诫信徒们，
把信仰与教会生活交织成一片。
教会也属一种团体，大家相处难免遇上难处；无论在人性
上、灵性上、悟性上、感性上、以至于两性之间，也无论是处世
上、服事上，基督徒都须要经过历练，学习彼此接纳、配搭，进
而彼此相顾、激励，渐渐增长，达到成熟的地步，一起见证基督
耶稣的教会，的确是永生上帝的家。
至于加拉太书，则是一卷“另类的”书信，全书上下护教的
气息浓烈；而且笔锋犀利，颇有千钧架势，在在显示保罗要力挽
狂澜，把被诓哄而走入歧途的加拉太信徒，导引回正途。这是谈
到归正信仰时，不可不读的一卷书。
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则属「监狱书信」，是保罗坐监、为
主被囚时，所写的信。但是，没有任何一卷所谓的监狱书信，我
们嗅得出什么牢狱中的瘴气。在那种恶劣的处境里，虽然失掉了
人身的自由，然而，保罗依旧传讲上帝启示的道，并无丝毫的拦
阻；一点也闻不出他自哀自怜，灰心丧志的味道。相反地，保罗
照样详细解说关乎教会的教义真理；教导信徒当如何作一个新造
的人；装备基督徒从事传福音的属灵争战；鼓励弟兄姊妹们靠主
喜乐；并刻画基督虚己、降卑、顺服、牺牲的风范等等伟大的信
息。
谚语云∶开卷有益。盼望凡我主内弟兄姊妹，都以读经为
乐，在主的话语上长进。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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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读经计划表
第一年（2009 七月份）
日期

圣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林前

撒上

林后

撒下

七月 July
主日

阅读
章节
7
8 – 11:1
11:2 – 12:31
13, 14
15, 16
1, 2
3, 4
5-7
8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 31
1 – 2:11
2:12 – 4:18
5 - 7:1
7:2 - 9:15
10 - 11
12, 13
1 - 3:5
3:6 - 4:12
5-7
8 –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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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
经节

日

箴一 8-9

日

箴二 20-21

日

箴三 5-6

日

箴三 11-12
(参考:来十二 5-6)

第一年（2009 八月份）
八月 August
主日

日期

圣经

章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撒下

15 - 17
18 - 20
21, 22
23, 24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3
4-6
1, 2
3, 4
5 - 7:2
7:3 – 8:29
9, 10
11, 12
13, 14
15 - 17
18, 19
20, 21
22, 23

加

王上

弗
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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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
经节

日

箴六 23；九 10

日

箴十 12

日

箴十一 30

日

箴十二 18

日

箴十五 23

第一年（2009 九月份）

日期

圣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王下
腓
代上

西
代下

九月 September
章节
主日
24, 25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 29
1, 2
3, 4
1, 2
3, 4
5-7
8, 9
10 – 11:17
11:18 – 14:1
14:2 – 15:19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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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
经节

日

箴十七 3
(参考:箴二十七 21)

日

箴二十五 21-22
(参考:罗十二 20)

日

箴二十七 5-6

日

箴三十一 30

2009 年第三季经文背诵
Week 1 (Jun 28 - Jul 4) : 士八4
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Week 2 (Jul 5 - 11)

: 箴一8-9

8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9 因为这要作
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

Week 3 (Jul 12 - 18)

: 箴二20-21

20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21 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
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Week 4 (Jul 19 - 25)

: 箴三5-6

5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
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Week 5 (Jul 26 - Aug 1): 箴三11-12 (参考:来十二5-6)
11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祂的责备。12 因为
耶和华所爱的，祂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Week 6 (Aug 2 - 8)

: 箴六23，九10

（箴 6:23）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箴 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Week 7 (Aug 9 - 15)

: 箴十12

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Week 8 (Aug 16 - 22)

: 箴十一30

30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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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9 (Aug 23 - 29)

: 箴十二18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Week 10 (Aug 30 – Sep 5): 箴十五23
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时，何等美好。

Week 11 (Sep 6 - 12)

: 箴十七3 (参考:箴二十七21)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Week 12 (Sep 13 - 19)

: 箴二十五21-22 (参考:罗十二20)

21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22 因为你
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Week 13 (Sep 20 - 26)

: 箴二十七5-6

5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6 朋友加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
连连亲咀，却是多余。

Week 14 (Sep 27 – Oct 3): 箴三十一30
30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7

唐崇荣牧师访谈记(四)
听大布道家谈布道大会
楼建华牧师
〖前言〗
去年九月中，在 2008 唐崇荣布道大会上，我们都再一次一同见
证了上帝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感谢主！
八年前，即 2001 年，布道团也举办过一次唐崇荣布道大会。在
大会结束后，蒙唐牧师首肯，让我以访谈的方式，与他谈谈对布道大
会的感想；在是次的访谈中，也就着归正福音运动等课题，向他请
益。在访谈里，唐牧师所谈到的内容极有份量，对每一位在布道事工
上有分，并关心归正福音运动的弟兄姊妹，都有极大的裨益。当时，
访谈的内容经过整理后，曾发表在 2002 年出版的《动力》刊物上。
如今事隔八年，还记得这段访谈内容的，恐怕屈指可数。所以我决定
趁着每季季刊出版的当儿，择要分段刊登其中的重点，盼望能激励大
家，预备自己，积极参与以后将要筹办的布道大会。
(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刊登；是最后一段的访谈内容。)

问： 唐牧师，谈到信仰上的一些偏差，您过去一直在聚会里提到要
以归正福音、以归正神学来导引，使整个信仰归正到圣经的教训。在
布道的工作上，刚刚一开头您也提到对每个城市、每个时代、每个地
区、每一个文化、每一个社会风气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也应以归正福
音的信息，把人心整个地扭转过来。
就拿现在常常被题起来的后现代的思潮，后现代的趋势，在社
会上每一个阶层，每一种文艺活动里都显出来，很多人的观念与心中
的想法，无形中都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与趋势之
下，怎样在布道工作上，显出能力，与文化的趋势相抗衡，甚至把人
扭转回来，归向圣经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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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在每一个时代的大潮流里，我们要持守住那千古不变的永恒真
理的影响力，以至于能够扭转乾坤，把人的心意夺回。这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但是圣经也明文记载，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各样拦阻
人认识上帝的事一概攻破，将人的心意夺回，归向上帝。这样，我们
就应当不但自己建立很坚强的堡垒，也要有足够的力量去打垮魔鬼在
人的心中所建立的营垒，这是圣经的教训。
在现代主义之下，人受理性束缚，理性被绝对化；如今后现代
思潮来临，则把绝对的理性相对化，又把人心带回普世潮流之中，并
恢复心理方面的运动。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却看见基督徒普遍地不以
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人心灵的需要提出来；而竟然是非基督徒
的新世纪运动，影响着一般的百姓，同时后现代的哲学运动，在知识
份子心灵中激起来的影响，也比我们先走一步。所以，从这一方面看
来，教会实在是太落后了。而教会在落后之中，不但不以为自己应当
悔改，或者应当赶紧向前，竟然莫名奇妙而不自知，无意识地降低圣
经的标准，把自己整个事奉的方向，无形之中跟随了新世纪运动，改
去注重那些心灵的现象，而忽略教义同真理。
而归正神学在过去五百年来，早已受过各种哲学文化的冲击，
早就看出各种抵挡基督教的东西所可能带来的祸患，并已预先作了防
范的工夫。比如说在十八世纪康德反对证明上帝存在的自然神学，齐
克果在十九世纪再一次反对证明上帝存在的自然神学的一些论证，二
十世纪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又重复反对这些自然神学。而其实在归正
神学里，我们早就不接受被康德等人反对的自然神学。这种先见之明
早在几百年前就被改教家看出来，因为他们从圣经中得到最高、最深
的智慧的根源。这也说明为什么归正神学在许多教义信仰肤浅的教会
中间被认为是曲高和寡；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稀奇。可能还要等很多
年以后，人们才会感到需要归正神学，对此我也不会焦急而不愿意忍
耐。
但是，如果我自己不好好从现在开始，从有今天的这一个日
子，就好好撒这个种子的话，我就是得罪了上帝，得罪神所启示的道
与圣灵的引导，也得罪了自己的良心和我个人所受的感动。所以我一
定要尽我的力量，把这事工作好。（文接第 1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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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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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续第 9 面）
事实也证明，这一百五十年来，从德国 Tubingen School 新派神
学到现在，只有归正神学能够抗衡那不信派，能够批判新派对知识份
子的妥协、批判他们出卖自己长子的名份。这是其他神学教义所做不
到的。当教会的领袖妥协，当教会面临大敌而正想屈膝下来的时候，
归正神学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样，教会的有识之
士，应当感激神藉着归正神学给我们过去五百年的保守，使我们归回
纯正的根基。
另一方面，福音派运动的火热，如果没有归正神学的骨架来作
支持点的话，就变成一个只有现象和表面的火热，而没有里面持久信
仰坚持的动力。归正和福音两个配合起来，就是我所提倡的归正福音
运动，这将使教会有骨头、有血肉。如果有肉没有骨，就不能站立；
有骨没有肉，就是行走的僵尸。所以这两方面的结合与配合，是很必
要的，也是福音运动很重要的总基础。
我们怎样奠定归正福音运动？又如何有果效地把它推展出去？
这就必须从好几方面着手：在护教学上下工夫，要有对灵魂的负担，
要研究世界上的哲学，对自己的神学上的知识也必须更深一层的了
解。这四大项目并不一定只能在神学院内进行。老实说，很多神学院
的领袖、教师们本身也不一定清楚应当把这些责任总结合起来。所
以，神学应当从神学院解放出来；伟大的圣徒应当在自己的自修中
间，对神的道有深切的认识。这样，你就会看到像 John Milton 这样
的人，在他的诗里，可以发展一些很合圣经的神学，是他那个时代的
神学家所不能及的。加尔文不曾在神学院里受过造就，却能成为整个
归正宗最重要的神学思想家。这些都告诉我们，信徒中间有一些人能
够成为圣道干城，中流底柱；不能完全靠只有念神学的人才可以作教
会的领袖。这样，全教会被总动员起来的时候，信仰就能得以保守。
照着上面所说的四个项目下过工夫后，我们也可以比所谓的全
职传道人更明白整个世界思想的动态，以及世界上各种意识型态对人
的心理和理性的影响，这样就能打一场美好的胜战，在知识界、在文
化界为主发光。福音就变成从上到下，整体总动员的总体战，把人类
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归正运动就应当同神学、哲学、护教和布
道，这四方面结合，来作一个整体性的联合归正的工作。这就是我一
直进行推动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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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后现代的思潮运动，我认为其实每一个运动都有它的正反
两面。正面方面没有抵挡教义真理的，我们可以认为其中有神的引
导。我们应当在那运动里找到那些没有违背真理方面的，去分别为
圣，来被神使用。如果后现代人注重心灵，这表示本来人在心灵方面
的须要是一个事实，只是在现代主义的时期中被忽略太久，现在得回
它应当有的地位和价值而已。但是，单单高谈心灵的须要，却没有真
正神学基础，并不能真正填满人的心灵。所以我清楚看到现代主义里
的心理学，到了后现代主义时期，已经无法派上用场，也没有多大前
途；而真正解释人心灵的是上帝的道。所以我们一方面不可以丢失长
子的名份，另外一反面，不可只夸自己长子的名份，而没有办法显出
长子的名份应当有的果效与恩典。我们应当抓住神永恒真道的原则，
虽然普世化、多元化、世俗化、相对化等过程也有其须要之处，但是
那绝对的绝对，一定要持守住。在相对化的过程中间，见证那些不可
能被相对化的绝对，以此来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应当有的责任。

问： 布道家的兴起，当然有神的选召、训练与安排；但是从栽陪、
从交棒这些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保罗要栽培他的年轻的同工，他也
提醒他年轻的同工要把所领受的，交托给那能够再去教导别人的人。
可否请您就着这一方面谈一谈，特别是给下一代的年轻基督徒一些鼓
励，一些指点。
答： 我自己是很盼望年轻人起来，能勇敢向着群众布道。到目前为
此，我发现在我的同工与后辈中，能勇敢向群众布道的人，并不是太
多；布道的果效也不是太大。在这里我能够说的，是盼望下一代年轻
同工留意几件事：第一，要过圣洁的生活，「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
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从本质方面来
看神的心意，要他的工人过圣洁的生活。第二，要存清心见主的心
志，只讨主的喜悦。这样的心志不可摇动。第三，要对整个时代、整
个时局有敏锐的观察和感觉，才能看清这个时代到底已经到了什么地
步，也才能知道人的需要何在。如果不能分辨时代，怎样作时代的仆
人？
第四，要有进取、勇敢、奋斗的基督教精神。在传统的培灵会
里，这一方面最为缺乏。我们的教会必须具有奋勇为基督的精神，而
后才能进到得胜、得荣耀的教会的阶段。我很清楚在我的生命里，神
给我这样的心志，我有这样的心灵，要奋斗，要发奋图强，一定要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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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更大的可能性，把工作做到越来越荣耀上帝的地步。我盼望这几句
话可以刺激一些青年人，让他们在神的引导之下，领受这种精神。
还有一些话我想也应当讲，就是青年人事奉主的时候，有两件
事绝对不可以不留意。第一，什么事先想钱，一定都作错。第二，什
么事先想自己，一定都作错。所以，一个人不为己，不为钱作，神会
保守他，也可能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但是，他若先为钱、为自己这两
件事才作事情，什么事一定都作错。这是我几十年的经验，也曾看到
我许多学生、许多同工，在这方面不注意而失败，这是很凄惨的事。
摩西交棒给约书亚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年龄差很多；以利老得
不得了的时候，撒母耳还是小孩子；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又差几岁？
圣经没有记载，很可能他们就是同时代的人。以利沙跟着以利亚的时
候，曾经是在以利亚面前倒水的青年人。等到他知道神要把以利亚带
去，就在同一天，他问了最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是当他拿着以利亚留
下来的衣服，要过约但河的时候所讲的话：“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
在哪里呢？”他不是问人才在哪里？钱在哪里？布道基金在哪里？他
问的是耶和华在哪里？如果耶和华是以利亚的上帝，耶和华也是我的
上帝，我作的应当也有神的同在。以利亚就要被神接去之前，对以利
沙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
的感动我。他求的，使以利亚吓了一跳，因为他求的，是那要他求的
人所没有办法给的。或许我们可以用底下的譬喻，把以利亚所交的
棒，形容成一件现在所说的博士袍。但是，以利沙所领受的，是加倍
的灵，所以他一共行了 14 次的神迹，以利亚只有 7 次。
我盼望这种人出来，这种人怎样出来？怎样交棒？这是神的灵
的工作，这些人必须自己要有主动追求的心志！愿上帝把这种人显在
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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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尔文 ~ 归正运动的巨擘 (二)
楼建华牧师
Strasbourg
一五四一年、九月十三日，加尔文重返日内瓦。距他离开日内瓦
差不多有三年半的时间。
不过，在讲到加尔文返回日内瓦之前，还是让我们继续停留在
Strasbourg 一会儿，简略地谈谈加尔文在那里的片段经历，以及促成
他返回日内瓦的原因。
前一回提到就在 Strasbourg，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信仰要义》
的修订版(1539 年第二版)，随后也出版了罗马书的注释(一五四零
年、三月)，这也是加尔文写的头一本圣经注释书。
其实在 1536 年出版《基督教信仰要义》的第一版之后，加尔文
随即着手修订增编它的内容，并在 1538 年完成这项新版的工作；那
时他已经被赶逐出日内瓦，所以这修订版一直延到 1539 年才印刷发
行。这第二版的篇幅，已经从原先的六章增加到十七章。大幅增添了
许多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神学内容；也新添一章，专讲新、旧两约的
关联；另外，在第一版里，称义和悔改的课题原只是简略地被提到而
已，但是在新版里，都因内容篇幅的增加，而另辟一章，成为单一的
专题。(1541 年，加尔文自己完成法文版的翻译。)
当 时 ， 许 多 皈 信 新 教 (Protestant) 的 基 督 徒 逃 离 法 国 ， 定 居 在
Strasbourg，加尔文受 Martin Bucer 之邀，顺理成章地挑起牧养的责
任，在这些讲法语的难民当中成立教会，并开始崇拜聚会，授课教
导，从事探访、关怀信徒等事工；参加的人数介乎四百到六百之间，
最多时可有六百人之谱。据信头一堂聚会和证道就在当年九月八日举
行。加尔文喜欢称他牧养的教会为 “the Little French Church”。值
得一提的是，他为某些诗篇、使徒信经等谱曲，甚至自己写作赞美颂
歌，在聚会中使用。(当时多为清唱，并无伴奏。)
关于崇拜聚会的模式和程序，加尔文原先计划在日内瓦推动改
革，结果还未来得及付诸实践，就被迫离开。如今在 Strasbourg 得
遂其志，可以放手修定。在参考传统的，以及现有的、由 Bucer 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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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工所采用的模式和程序之后，加尔文拟定了在他自己教会的崇拜
程序。
(事实上，加尔文不停地调整、修正敬拜聚会的项目和程序，等
他回到日内瓦之后，还继续修订。严格来讲，几百年下来，改革宗的
崇拜聚会并没有划一的敬拜程序，各地归正教会都有近似，但不同特
色的程序安排。但无论如何，整个聚会里最重要的项目不是别的，正
是读经与讲道。这也成了归正信仰的传统，传讲、教导上帝的道成了
教会的记号之一，而讲道成了崇拜聚会里的核心。)
除了讲道、牧养与写作(包括第二版的信仰要义和罗马书的注释)
之外，加尔文也开始在讲法语的难民当中开课教书，那个时期，他先
讲解约翰福音书，接着是哥林多书信。从那个时候起， preaching,
teaching, and writing 就成了加尔文毕生的事业！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日内瓦的情况。由于当时日内瓦新教圈内起
了纷争，市政当局也处在党争的混乱之中，自然引起守旧势力觊觎，
企图影响全城上下，想把日内瓦再度纳入天主教的势力管辖之下。其
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一位天主教的主教所写的一封信。这位
Bishop of Carpentras ( 位 于 法 国 南 部 ) 叫 沙 多 雷 托 (Cardinal Jacopo
Sadoleto, 1477-1547)。他以拉丁文洋洋洒洒写就一封致日内瓦市政当
局和全体市民的信，想说服他们回归天主教的信仰。信函在一五三九
年、三月二十六日送达，而后辗转经过伯恩(Bern，另一个已经转向
改革宗阵营的瑞士城市)，交到加尔文的手中。那时已经是八月了。
在众同工们的支持和催促下，加尔文决定亲自提笔作书，驳斥沙多雷
托主教的论点，并本着圣经－上帝的道的权威，正面地为阐述改教运
动，同时很严正地为归正信仰辩护。果然，这位《基督教信仰要义》
的作者既具有敏锐的心思，和缜密的逻辑分析能力，又抱持着顺服主
的态度，很谦顺地站在上帝启示的真道上，写就回函。虽然仅仅花了
六天的时间，但是，信函的立论严谨、内容充实，已经不是一封单纯
的私人回函而已，因为整封信的内容，就是一篇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的论文。写在回函上的日期是九月一日，五天后，即九月五日，印好
的信函已在日内瓦发行。
其中有一小段阐述「因信称义」的教义真理，甚为精彩；头一
次读到它时，就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让我节录出来，供让大家体验、
参考：
“As all mankind are, in the sight of God, lost sinners, we hold that
Christ is their only righteousness, since, by His obedience, He has wi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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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our transgressions; by His sacrifice, appeased the divine anger; by His
blood, washed away our sins; by His cross, borne our curse; and by His
death, made satisfaction for us. We maintain that in this way man is
reconciled in Christ to God the Father, by no merit of his own, by no value
of works, but by gratuitous mercy. When we embrace Christ by faith, and
come, as it were, into communion with Him, this we term, after the manner
of Scripture, the righteousness of faith.” (An excerpt from the letter, in
which Calvin explains excellently what the righteousness of faith i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Henry Beveridge in 1844.)
“所有的世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失丧的罪人，所以我们认定，惟
有基督是人的义。因为因着祂的顺服，祂除掉了我们的过犯；因着祂
的舍己牺牲，祂止息了上帝的忿怒；因着祂流的宝血，祂洗净了我们
的罪污；因着祂上十字架，祂为我们受了咒诅；因着祂的死，祂偿还
了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坚信，惟赖此途，人在基督里才得与天父上
帝和好，并不是靠自己的功劳，也不是靠作工所得的工价，而是靠着
神白白的怜悯。当我们信服基督，与祂相交，照圣经上所说，这就是
因信称义。”
据悉马丁路德也读到了加尔文给沙多雷托主教的这封回函；他
在一封 1539 年 10 月写给 Martin Bucer 的信内，提到这件事，并且
明言自己非常欣赏加尔文所写的内容。(这是惟一的一次在路德的信
函中提到加尔文。加尔文向来很景仰路德，但终其一生，从未有机会
见过路德的面。仅在几次会议上结识路德的同工，如墨兰顿 Philip
Melanchthon，两人成为在主里的好友。)
透过这封回函，加尔文再一次被推向改教运动的最前端，在上
帝的手里，他逐渐成了主导整个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

Martin Bucer
加尔文重返日内瓦的时候，整个人已经经历过了一场极大的转
变，成了一位沉稳庄重、老练成熟的上帝的工人。讲到这一点，我们
不能不稍稍介绍一番 Martin Bucer (1491-1551)，这位从改教运动初
期起，就被神所使用的仆人。似乎上帝早为加尔文豫备了一个训练
他、磨练他的场所，和一位鼓励他、影响他的长者。
早在路德开始改教运动之前，Strasbourg 的改革气息就已经相当
浓厚，而且在两个层面上尝试进行改革，一个是从制度、教义上，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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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则是从信 徒 个人的生活和 行 为上。一五二 三 年， Bucer 来到
Strasbourg；严格来说，他并不是 Strasbourg 的改教先锋，在他之前已
有改教的浪潮。Bucer 和他的亲密同工都有浓厚的人文思想素养，所
以，他在 Strasbourg 所推动的改教运动，另有特色。
Bucer 比加尔文年长十八岁，为人个性温和、稳重、有见识，善
识人之长；1538 年，他几番诚恳地邀请加尔文到 Strasbourg 来同工。
当时的加尔文才被迫离开日内瓦不久，心里犹愤愤不平，还存着一丝
丝的盼望，或许日内瓦当局收回逐客令，再邀他回去。等他觉悟到近
期内不可能再有机会回日内瓦之后，就决定去 Strasbourg。这一呆就
是三年半，在那段日子里，年轻的加尔文结了婚，有了家室；也有了
实际的牧养经验；同时有机会在教学上磨练；并且继续写作的事奉；
又结识了许多各地的改教家；无论在神学思想和架构上的建立，或是
在个性上的淬砺，都越来越趋成熟、坚定而有深度。

重返日内瓦
一五四零年、九月二十一日(the Little Council)和十月十九日(the
Council of Two Hundred)，日内瓦当局分别正式通过请加尔文回来，
再一次主持改教大计。
虽然日内瓦始终 留在改革宗的阵 营里，但是从逐 出加尔文和
William Farel 之后，就从未好好上过轨道，非但市政动荡，市容不
整，更且道德沦丧，治安不良，亟须改革。就在这个当儿，他们想到
了加尔文。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的加尔文其实很不情愿回去，还曾
在信里告诉 Farel“宁死百次，也不愿背负那个十字架(按：回日内
瓦)”。倒是 Farel 的反应令人感动。要知道日内瓦当局通过的，只有
邀请加尔文回去，并未提到要一并请 Farel 回去。可是 Farel 并不以为
意，反倒再三劝加尔文回去，甚至亲自跑了一趟到 Strasbourg 当面促
请他慎重考虑日内瓦的邀请。日内瓦当局还派了特使，亲自登门送上
聘任函给加尔文；几经考虑并寻求上帝的引导，加尔文回复 Farel
说，如果我能选择的话，一定不会答应邀约。但是我也深知我已不属
乎自己，是属主的人了。
一五四一年、九月十三日，加尔文终于重返日内瓦；重启在日内
瓦的改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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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信心
田田姐妹
李健安牧师在今年四月的《教会论》课堂上讲到基督徒的文化使
命时，不只一次地提到基督徒的星期天与周间生活的反差。我觉得这
是一针见血的现象点评，李牧师强调的主题是基督徒应当意识到自己
的文化使命，去影响世界，但是激发我思考的问题是这种现象背后到
底是什么原因？
我不敢断言，但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很可能的泛泛的原因在于对自
己所承认了信的这个宗教的不够了解。了解得表面，所以信得也表
面，表现在行动上也同样表面。当大家都因着至少教会是一个当表现
得和善友爱的地方的缘故，踏进教会的大门，心中对俗世习惯了的戒
备就放松下来，于是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彼此关怀、亲切倍至；走出教
会的大门，走进世俗，冷漠就遮盖了在教会里时的温柔，因为世俗里
充满了人心险恶，阴谋诡诈啊。
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感召的是灵命很高、信仰成熟的基督徒的典
范，其中给我最大最直接影响的就是东方慈君大姐。她和丈夫杨先生
接纳我，在每次唐牧师的讲经聚会结束后坐他们的车子，并且送我直
到家门口，从被他们接纳的那天开始，原本那最漫长的路程就成了最
短的、并且是每每希望它能长一点的路程，每次盼望坐上他们的车子
就跟盼望唐牧师的课程一样了，因为路上总能从东方大姐和杨先生那
里得到无比宝贵的教益，那是真正的长一辈的基督徒言传身教给年轻
一辈的基督徒最无价的传世之宝！我如此喜欢这样的时光，以至于聚
会地点搬迁后我最大的担忧是因为距离得近了，不再好意思让他们送
而失去跟他们交往的机会。感谢上帝，为我保留了这样的机会，因为
他们坚持送我是方便的。
唐牧师的讲经是公众化的，直接解释了许多我们可能想到、更多
的是我们还没有想到的圣经和神学的疑问；东方大姐和杨先生的交谈
是个性化的，把信仰的道理融入在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运用，直接让我
明白，做为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该怎样处理和看待，采取什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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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我于是发现，一个有着坚定基督教信仰的人其实是无法将日常
生活阻隔成主日和非主日的——因为信仰在心灵深处，在血液深处，
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平安、镇定、从容、温和，因为有着坚定
不移的信心！
当我被病痛折磨时，我的信心其实软弱的，因为当想到这个问题
时，心思状态就回到了俗世里非信徒的状态，能不能恢复是取决于这
些和那些的似乎是不可能的条件的，虽然我也会不轻不重地向上帝求
医治，但那此似乎更是一种表面化的形式与敷衍——然而，当对上帝
有医治的主权，实质上并不那么坚定不移时，上帝还怎会医治呢？东
方大姐对于面对死亡的病痛的理解是：主啊，无论你怎样决定，我都
高唱哈利路亚！因为我知道苦难的安排是因为你有意磨练我们、造就
我们。听她真实的故事中的祷告词，我默然。——信心有多大，就成
就多大的事，走多远的路。
当我的祈求并没有看到答复时，我开始放弃、灰心，软弱下去，
回到俗世的眼光与态度里，因为以人的眼光看看，确实不太可能，何
况挫折还在继续着。东方大姐说：“有时我是死死抓住主不放的，跟
主说，一定求你给我答案，主会给答案的，一定会给的，福音书里主
耶稣亲自引用了妇人每天去求的故事向我们表明了这点。有时主耶稣
是喜欢我们跟他摔跤的。”
日常生活的小事情，虽然我们对出现怎样的情况有着更好的倾
向，比如，能在提着重物时得个帮助，或者在劳累的行程中得个座位
之类，但是不过是转念之间的一个想法而已，如果不是这样也算了，
天底下哪会有那么好的事情轮上自己呢？——同样，因为没有根深蒂
固的坚实的信心，相信有一位主有绝对的权柄调动一切，主宰一切，
改变一切。东方大姐的故事里的教导是：有困难推给主耶稣，向主祷
告，并且这是一种从小就当开始的训练。
我信三一真神的上帝，但是信心的根基并不稳固，当然在这些年
来的神学知识学习中，尤其是唐牧师的课堂里，我相信我的信仰的根
已经向下扎深了许多，我已决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也绝不会被异端
邪说带走了，这也许是根基的第一个层次；但是在第二个层上，还处
于浅层，所以会在面对具体生活中的事情时，表现为俗世的眼光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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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当信心根深蒂固时，比如象就在身边的东方大姐和杨先生，他
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是无法遮掩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灵
命和灵命的光彩是丰丰富富地溢出来、散发出来的，而他们怎么可能
不在俗世里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呢？——下意识里，因为他们以信心行
事，就已经照亮了周围了。
信，在灵命成长的不同阶段，反复咀嚼，有不同的意味；
信，说起来很简单，但可能是有气无力地说，也可能是铿锵激昂地
说；
信，也许重要的并不是口头宣誓，而是分分秒秒的行动与思想；
信，需要用纯正的神学知识坚固，也渴望纯粹的基督徒的影响；
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小树根基的成长；
信，是信仰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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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使命
信仰归正、
生活虔敬、
主里相爱、
勇敢见证、
广传福音 !

注解∶
在上帝至圣的真道上，建造信仰；
在基督耶稣的命令里，彼此相爱；
在真理圣灵的引导下，见证主名！
倚靠上帝的能力、坚守上帝的启示、
随从圣灵的引导、活出所信的基督、
高举基督的十架、宣扬福音的大能！

第三季主日学课程
成人主日学：箴言
参考书籍：
1. 圣经箴言
2. Walter C. Kaiser, Jr.(Proverbs - Wisdom for Everyday
Life) bible study materials

日期

题目

负责人

05/07

简介全书架构、概略分段、内容大纲

楼牧师

12/07

智慧、远避淫妇、以及守身、持守性关系上的纯洁

林奕经

19/07

主与智慧

楼牧师

26/07

智慧、义人与恶人

楼牧师

02/08

智慧（人）与愚昧（人）

吴晓峰

09/08

智慧、口舌与谈吐

邝立东

16/08

智慧与家庭生活

余育馨

23/08

智慧与性情、品格

林奕经

30/08

智慧与钱财

楼牧师

06/09

智慧、管教与责备

吴晓峰

13/09

箴言三十~三十一章

林奕经

20/09

（暂停）

-

27/09

（暂停）

-

22

2009 年主题：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地址 Address : 315 Outram Road #07-06 Tan Boon Liat Building Singapore 169074
: http://www.reformedsg.org/
网址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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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主日学 Adult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0930 – 1030

儿童主日学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0930 – 1030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100 – 1230

幼儿主日学 Toddler’s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100 – 1230

圣诗班练习 Choir Practice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400 – 1530

祷告会 Prayer Meeting
华语 Mandarin 每周四 Thursdays

1930 – 2100

查经班 Bible Study
华语 Mandarin 隔周六 Alternate Saturdays

1500 – 1630

读书团契 Reading Fellowship
华语 Mandarin 隔周六 Alternate Saturdays

1500 –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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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访 Visitation
时间 Time ： （另行安排 To be arranged）

（请留意报告或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