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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归推动归推动归推动归正福音运动的五大步驟正福音运动的五大步驟正福音运动的五大步驟正福音运动的五大步驟 

 

(整理自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内容) 

整理者：楼建华 

 

i.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把运动所根据的信仰内涵清楚、明确地向信徒

宣告。这样，广大的信徒才能对归正福音的精神与信

念产生出认知与认同。福音是对外向非基督徒传讲基

督教的核心信仰，而神学则是对內整理与建构基督徒

的信仰。所谓“对外传福音，对内讲神学”。因此，

首要之务乃是正统信仰的重建，以忠于圣经的神学、

教义装备大批的信徒。一方面使信徒个人受益；另一

方面，使信徒藉此认信這运动背后的信念和推动力是

大公信仰的传承，从而认定这运动在建立整个教会的

方向与內容上的重要性，愿意付上代祷和支持的工

作。透過讲座等传递异象，使一大群的人产生共鸣，

争取地极的知音，与历史的发展相互印证。务期每次

讲座聚会都令与会者认同說：这就是我們应当有的信

仰。与此同时，也须要用同样的信仰基准，检验批判

当前教会的光景，确认哪些錯误的教义正在腐化、破

坏基督的教会。〖早从一九七四年起，一直到八四年

止，唐牧师已经在印尼泗水开始神学讲座。〗 

ii.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个个个个步驟步驟步驟步驟：：：：当有信徒认同这运动的信仰，认为可

靠、正确，并受吸引，就当为這一批有心追求、想继

续不断钻研、期盼更深入明白这信仰的信徒建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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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神学中心」。神学已被一些人当作是垄断物，有

意无意地被捆锁在神学院的四堵墙內。建立平信徒神

学中心，一方面可以把神学從神学院中解放出來，另

一方面也把那些有潛在能、有能力明白信仰、又能发

挥作用的圣徒，從沉睡中喚醒过來，得着装备。〖唐牧

师自己的经验谈：他创办了「归正福音神学院」，使它成

為一个人人得以从中获得学习、装备的中心。这是专

为 平 信 徒 而 设 ， 为 平 信 徒 提 供 训 练 的 School of 

Theology，与一般所谓的神学教育延伸課程类似。这

有别于专为训练全职传道、牧者的 Seminary。过去 19

年来，受过「归正福音神学院」训练的普通信徒，超过

7000 人，分布于印尼 8 个城市。这已经成为印尼归正

福音教会既定的政策，就是凡归正福音教会麾下，一

定设有一所归正福音的信徒神学院。〗 

iii.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三三三三：建立基督教图书馆，藉着伟大的教义、解

经、培灵、差传历史、名人传记等书籍，证明归正神

学乃是历世历代教会所传承下來的属灵产业，是源于

使徒的信仰。这目的是使大众认知這是大公信仰，不

是什么个人私存的雄心、也不是一个小团体错误的教

导，而是大公、普世、历代共有的教会资产。 

iv. 步骤四步骤四步骤四步骤四：：：：以这信仰所衍生出来的正统神学与教义为基

礎，在其上建立教会。神学是建立教会的基礎，有如

耶稣基督当日在彼得对人子的身份有正确的认信后，

宣告把教会建立在这宣信上(太十六 15-18)。换言之，

教会必须建立在正统神学信仰的基礎上。教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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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有容具，才有根据地，并能运用动能与人力，

推动事工，诸如牧养、传福音、教导以及栽培工人等

活动。这是头一方面。步骤四的第二方面，是建立有

形的礼拜堂。有形的礼拜堂是为了无形的教会工作、

装备、设施而预备的，成为这些事工的基地。 

v. 步骤五步骤五步骤五步骤五：：：：建立归正神学院，栽培在教会中蒙召，愿意

参与事工的青年，作为后继圣工的训练场所，达到传

承的目的。 

 

附注附注附注附注：：：：    

总括这五个步骤，可以用五个词作代表，承继承继承继承继(即领受纯正的、

归正信仰的架构和内涵，同时继承使命，向外传福音)、宣导宣导宣导宣导(即宣

讲、教导、训练众信徒)、深化深化深化深化(深化信徒们对整个运动的了解、认同

与投入)、建殿建殿建殿建殿(建立属灵的容具、建立有形的根据地)、传递传递传递传递(交下

去)。 

留意以上各步骤之间的顺序，以及其中的原则。一定是外在

的、属物质的，服事属灵的；具体的、形式的，服事那超越的上帝所

发出的异象和呼召。举例说明之：在蒙召与参与圣工这方面，必须遵

照「异象→呼召→使命→事奉→事工」的顺序；这一方面可以参考唐

牧师的书：管家神学—《异象、呼召、使命》。又如在教会事工上，

必须遵照底下的顺序，即「工人→工作→工场→工钱」；如果没有工

人，奢谈工场或经费(工钱)，则本末倒置。「工人」为先，清楚说明

教会里的工人的品格、素质最重要。 

 



 4 

亚伯拉罕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一一一一）））） 

 

楼建华牧师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这一系列人物查经的文章里，我们要详细研读亚伯拉罕(和他

的妻子撒拉)一生的事迹。在他的身上，有太多的经历值得我们借

镜，作为我们的榜样；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可以作为我们的鉴戒。亚伯

拉罕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拣选的历史上，在神的选民当中，甚至贯穿

新、旧约圣经的内容，并在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上，在在都有他独特

的地位。如果透过这些短文，能够把亚伯拉罕这位远古历史中的人

物，活画在我们眼前，那么写作的目的可说是达到几分了。若是能更

进一步，也让我们认识亚伯拉罕所认识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使我

们也能像他一般，相信神的话，跟著神的带领，好像他跟着那位呼召

他的耶和华上帝一样，也在自己的属灵路程上奔跑到底，那么写作这

些人物查经的目的，就更接近令人满意的地步了。 

 

亚伯兰的身世与排行亚伯兰的身世与排行亚伯兰的身世与排行亚伯兰的身世与排行    

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亚伯兰的字面含意大概是“尊贵的父”

(the father is exalted)。这一个称谓只出现在创十一 26到创十七 4，以

及代上一 27 和尼九 7 等处经文之中。他是闪的後裔，他拉的儿子，

也是以后以色列人和其他一些族群的先祖(参看创十七 20；二十五 1-

4)。圣经上记著“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创

十一 26)。而后又记著说“他拉带著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

儿子罗得，并他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

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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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兰”(创十一 31-32)。到了第十二章第 4 节，等亚伯兰出哈兰，

往迦南地去的时候，已经是七十五岁了。这样看起来，他拉应当是一

百三十岁左右(或之后)生亚伯兰的。而且从第十一章后半段里的上下

文来看，亚伯兰极可能是排行最小的，并且他与他的长兄之间的年龄

相差至少六十岁。他上面还有拿鹤和哈兰。至於这两个人谁是老大，

则不是什麽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亚伯兰排行在後，

而圣经提到他和他弟兄的名字时，却以他的为先。 

在这之前，同样的笔法也曾用在闪、含、雅弗的身上(创五

32)。在创世记第五章最後一节，说∶“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

弗”。但是到了第十一章 10 节，我们得知闪在洪水之後的第二年，

过一百岁生日。照时间推算，挪亚应该在他五百零二岁左右才生闪。

换句话说，闪虽然排在最前，却不是老大。 

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出上帝并不是根据那个人是不是长子

的身份，来决定是否要拣选他。其实圣经里的笔法，总是把那蒙拣

选、承受弥赛亚应许的人，(也就是弥赛亚要出自他的後裔中)，排在

最前头，他们才是圣经救恩历史上的主角，是联系整本圣经的关键人

物。亚伯兰就是这样一号人物，是蒙神拣选、将要承受应许的人；那

应许的子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乃是从他而出。正因为这位应许的

子孙，使得天下万国都要因他得福。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位极其特别的圣经人物一位极其特别的圣经人物一位极其特别的圣经人物一位极其特别的圣经人物    

1. 亚伯兰是头一位能够叫别人得着神所赐给他的福∶所谓赐福的

器皿、赐福的管道，从亚伯兰起始。 

  从创世起，神就不断提到祂赐福给祂所创造的生物；在造

了亚当、夏娃之後，也再三提到祂的赐福。我们或可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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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并未一开始就赐福给祂所造的无生物，反倒是从所造的生物

起，说出祂赐福的话。 

  头一次我们读到神赐福的字眼在创一 22，那是在神造了水

中、空中的生物後，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

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之後，祂按照祂自己的形像样

式造男造女，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

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

行动的活物。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种不尽相同的赐福的内容。

对人的赐福除了生养众多之外，还加上了「治理」与「管理」

的责任与托付。要理解这种差别，我们应当从人的尊严和受造

的荣耀上来着眼，因为人受造带有上帝的形像样式。这是其他

任何受造之物所无法分享的恩典。 

  神接著设立安息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祂一切

创造的工。有意思的是神也赐福给这一安息日(创二 3，出二

十 11)。之後，神也赐福给挪亚和他的一家(创九 1)。基本上

赐给挪亚一家的福，在内容上与前面所提到的大同小异，都是

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等等。 

  到了亚伯兰的身上，我们才头一次读到神的祝福要透过某

人临到其他的第三者的经节。这里我们要加以区别，一方面神

所赐的，有给亚伯兰、撒拉，和他们的後裔的福，诸如叫亚伯

兰成为大国，叫他的名为大，并使亚伯兰和撒莱他们的子孙繁

多、昌盛等；另一方面，也有透过亚伯兰把福传递出去的赐

福，就是叫别人从他得福，甚至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兰得

福。神对亚伯兰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这与前面神赐

福的例子很不相同，里头存有一个很大的分野之处。到底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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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从亚伯拉罕那里所得来的福是什麽？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

子孙，也就是基督(加三 16)。一切其他的福气，都从这位基

督耶稣而来，譬如所立的新约、儿子的名分和所应许的圣灵。 

2. 神称自己为亚伯拉罕的上帝∶没有称自己为亚当的上帝，亚伯

的上帝，或是挪亚的上帝。这是为什麽呢？为什麽祂自称是亚

伯拉罕的上帝？在圣经里，我们经常读到“神是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神”这样的称谓。这里头有很大的属灵的涵义，我

们不能不留意，而且这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是不是圣经在

此暗示，神的救赎和祂的选召是不可分割的呢？以赛亚书就用

了“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这样的话，来说明耶和华神与亚

伯拉罕的关系(赛二十九 22)。 

3.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撒都该人问过祂有关死人复活的事。撒都

该人常说没有复活，他们只相信接受摩西五经，以为五经里面

从未讲到复活之事。所以他们故意来问难耶稣。不意耶稣竟然

就是取摩西五经里的荆棘篇(出埃及记第三章)之中的一段话，

来回答这批撒都该人的问难。祂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

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麽？祂说∶『我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

神。”这句话里的「我是」的时态是一恒常的现在式，正好说

明了在神那里没有死的人，祂是活人的上帝，凡属乎祂的人，

肉身虽死，在祂那里也已复活。 

4. 新约一开头，就提到“亚伯拉罕的後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

督。”前面的第二点和这里的第三点连在一起来看的话，格外

显得有意义。这位亚伯拉罕的後裔─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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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子孙，而同时又正好也就是自称为亚伯拉

罕的上帝的那一位神。 

5.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共记录两次)。那是以割礼为记号的约。 

6. 是以色列家族的始祖。以色列族就从亚伯拉罕开始。神为什麽

须要拣选一个族类呢？一是从这蒙拣选的以色列族，把祂的圣

言交托给他们传下来；另一个是那应许的子孙，也就是那将要

来的弥赛亚，要生在以色列家里。就着神的拣选和恩召来看，

神透过以色列家，把那圣洁的国度和有君尊的祭司这一心意表

明出来，也使以色列人在天下万国当中成为祂自己的见证。 

7. 亚伯拉罕不但是旧约时代中全体神的选民的父；他也是新约时

代所有蒙恩得救之人的父，是凡以信为本之人的父。 

8. “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一词汇，成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查经课

题。什麽样的人才具备资格，可以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後裔？我

们看到已经不再局限在从亚伯拉罕肉身所出的，才被称为亚伯

拉罕的子孙。圣经上有一句很要紧的话，说：“肉身生的儿

女，不是神的儿女。惟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後裔”(罗九

8)。又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三

7)。 

9. 神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後裔。为此，天使都不

得不感到惊异不已。 

10. 无男无女，神创造亚当；有男无女，神造夏娃；过了生育的年

龄，亚伯兰和撒莱竟生出以撒；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有女无

男，道成了肉身，成了真正的女人的後裔。这可说是与亚伯兰

相关的另一个特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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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含意是多国的父(创十七 5)。既说是多国

的父，就一定得先有子嗣。得儿子一事在亚伯拉罕一生中非常

突出，占了很重要的比例。可以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几乎就离

不了与儿子之间的关系。 

12. 在圣经上总共三次，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代下二十 7；

赛四十一 8；雅三 23)。除了亚伯拉罕及耶稣的门徒之外，圣

经里还有哪些人被称为神的朋友的？ 

13. 我们有理由相信亚伯拉罕也是世上第一个被神呼召、过在世寄

居生活的一位客旅(The First Pilgrim)。 

14. 我们难免要问一问：为什麽神所拣选的，是亚伯拉罕，而不是

别人呢？不过，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意义？神的拣选出於

祂自己的意旨，并非靠着亚伯拉罕本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即使

我们能够分析出什么蛛丝马迹，难道就可以提供任何帮助，使

我们也成为神所选召的人吗？ 

15.  在尼希米记第九章里，讲到耶和华上帝拣选亚伯兰时，举出

一点：说“祂(指耶和华神)见他(指亚伯兰)在祂面前心里诚

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

人、耶布斯人、革迦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後裔，且应验了祂的

话，因为祂是公义的。”(尼九 8)这一段描述很有价值，值得

我们留意。 

16. 亚伯拉罕也是头一个人，认识上帝是使死人复活的神。在亚伯

拉罕之前，我们并未读到死人复活的事，直到神要亚伯拉罕献

上以撒的时候，我们才读到这样的话。 

17. 亚伯拉罕也是头一位神为之起誓应许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甚

至提到上帝“指着自己起誓”(创二十二 16；来六 13)；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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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言(路一 73)，神记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後裔

所施的怜悯(路一 54)，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叫天下

万国都要因他(亚伯拉罕)的後裔得福的约(徒三 25)，还有神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得地为业(罗四 13)等，都一样延续到亚

伯拉罕的後裔身上。换言之，以色列族成了神的誓言、怜悯、

约、应许的承继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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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笔生活随笔生活随笔生活随笔 

许希耀弟兄 07.01.10 

 在小组年终聚餐会上，我正坐着聆听组员分享岁末感言和新年

盼望。其中有一名大约五十五岁的赵弟兄说：“唉！岁月催人老，又

添多一岁，只感叹认识主耶稣基督太迟，现在这把年纪还能做什么？

去宣教，体力肯定负荷不起；作教导工作，还得上神学院进修，待毕

业时我已是六十岁的老头，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倘若我现在是年轻

小伙子，一定尽心尽力为主的事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必定会如

此这般……”（这段话大约讲了十五分钟，我没有将它写下，因为这

些话绝对不讨主喜悦，对人也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还是不写为

妙。） 

 同座的几名弟兄也有同感，纷纷发表同样看法。唯有一名五十

七岁的陈弟兄默默聆听，没有任何表态。我趁无人时候要求他分享，

他沉默一阵后说：“我两年前接受主基督，现在虽然已五十七岁，但

我不会因为年龄问题而自艾自叹。相反的，我会因自己的年岁而更积

极锻炼身体。半年前我已放弃驾车上下班，改为步行上下班来锻炼身

体。从我家到公司大约需步行五十分钟，我也坚持每天读经、上主日

学及参加神学讲座来加深对圣经的认识。我不晓得主是否会呼召感动

我参与他的事工，但我必须先做好准备……” 

回家途中，陈弟兄的话一直在我脑海盘旋。这才是一个以实际

行动来表达愿意为主事奉的好基督徒。这段话无疑对那些爱听道，喜

欢看书而少实践行动如我一记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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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亲思亲思亲思亲…………………… 

杨子 07.01.10 

 

伤逝（一） 

六月廿八， 

正是去年今日， 

别娘时。 

哀号震穹苍， 

泪血洒灵堂。 

明知魂已断， 

期盼梦相见。 

细语话家常， 

到天明。 

（2005年） 

 

 

梦回（二） 

昨夜夜半， 

枕上分明看见， 

娘慈容。 

依然旧时样， 

洗刷缝抹煮。 

抚孙又训儿， 

临去万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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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来知是梦， 

不胜悲。 

（2005年） 

 

 

追忆（三） 

夜夜思亲更漏残， 

独坐对月独思想。 

娘在满室溢春暖， 

而今堂舍冻如霜。 

忆来唯把遗照看， 

泪眼哽咽望天家。 

（2006年） 

 

 

恩典（四） 

思亲楼，思亲楼， 

思亲楼上悼娘魂， 

天地相隔已四载， 

岁月难抹思亲情。 

 

思亲楼，思亲楼， 

思亲楼上忆慈容。 

叩门问安觅无处， 

祈盼梦中慰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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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儿，死为子， 

弥留决志泽后世， 

圣灵引领见真光， 

弃佛归主入永生。 

 

圣父爱，慈母情， 

竟使顽冥得重生。 

道生虔命行主训， 

天家共沐三一恩。 

（2008年） 

（思亲楼位于宝发路长老会众圣纪念堂骨灰安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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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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楼建华牧师 

 上一回谈到约翰加尔文的传道、授业、写作。他在这三方面的

事奉，所留下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称加尔文为写作家(Author, 

Writer)，传道人 (Preacher)，圣经注释家 (Commentator)，解经家

(Expositor)，牧师(Pastor, Minister)，教师(Lecturer, Teacher)，释经学

教授(Professor of Exegesis)，一点也不为过。事实上，加尔文还是位

学者 (Scholar)，也是一位努力学习、不断更新归正的“学”者

(Learner)，当然他是一位改教家(Reformer)，是领袖(Leader)，是主的

精兵(Soldier)，也是主的跟从者(Follower of Christ Jesus)。 

读过约翰加尔文传记的人，还会发现加尔文经常透过书信的往

来，解答疑难并勉励远方在逼迫当中的基督徒；同时，在每日忙碌的

工作之余，还须要接见从各地来的访客，给予辅导、扶持，称他为辅

导员、劝慰子(Counselor, Comforter)，加尔文也是当之无愧的。加尔

文更晓得教育的重要性，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改教运动要

能立稳根基，必须在兴学立校上下功夫！1559年，Academy成立！由

加尔文的那位核心同工 Theodore Beza 担任第一任校长。如此一来，

各级教育逐渐普及，改教运动所需的人才也源源不断地被训练建立，

使日内瓦成为当时改教的重镇，这样的地位在加尔文身后仍持续了一

个多世纪。所以，我们不能忘了也当称他为教育家(Educator)。 

 这一次，在这一篇短文里，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加尔文的婚姻和

家庭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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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的婚姻观加尔文的婚姻观加尔文的婚姻观加尔文的婚姻观：：：： 

 1538 年四月底，加尔文和 William Farel 一起被迫离开日内瓦。

同年九月，加尔文接受 Martin Bucer 的邀请，去了 Strasbourg，在由

法国难民组成的教会里担任牧者，负起牧养的责任。那个时候他年近

三十岁。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普世皆然；加尔文也曾透露

出成立家室的念头。不过，他不是因为年龄到了，想要结婚而结婚。 

在婚姻的事情上，加尔文表达过他的看法。向来罗马天主教主

张神职人员必须独身，他们还曾针对某些改教家放弃以往所立下的独

身誓约，而“还俗结婚”的例子，大作文章，说成“那些改教家不过

是为了自己要结婚，所以才推动改教运动”云云。加尔文对此发表过

反驳的论文，严正指出所谓独身的教规，根本完全违背圣经的教导。

在写给某些牧者的信函内，他也对照过当时自己仍是单身的事实，还

特地强调所以还未结婚，并不代表自己赞成独身的主张。那个时候，

其实加尔文也毫无把握自己是否有一天会成立家室；环顾当时的大环

境，每一位改教家都面对身家性命随时不保的危险；也都可能随时被

迫离开原先所经营、所建造的服事工场。凡此种种，这就难怪加尔文

会考虑到：一旦有了妻室，说不准自己的妻小有一天得跟着受苦，甚

至流离失所也说不定。这样一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加尔文没有把

握自己是否终久会结婚。如果自己结婚的话，他表示，一定要以能更

专心一意地投身事奉为前提，绝不能在结婚后为家室所累；相反地，

是要能省却花在日常生活里琐碎的事情上的精力和时间。 

1539 年五月，在写给 Farel 的信里，加尔文自认自己不是什么懂

得罗曼蒂克的浪漫情人，对象是否美丽，对他而言并不重要；他期待

的是一位朴素、淑静、节俭而有耐心的配偶，尤其是要能照顾他身体

的健康等等。那一年他随着 Strasbourg 的代表团，出席在法兰克福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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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会议，与路德宗的代表团会商。在一个餐会上，Melanchthon(墨

兰顿，在威登堡 Wittenberg 的神学教授，也是路德的核心同工)对在

一旁沉思的加尔文，还曾开过这样的玩笑，说他一定是在作成家的

梦。(后人推断，那个时候的加尔文大概是想“婚”了头。这一个记

载也说明两人之间的友谊；有可能加尔文私底下向墨兰顿吐露过找对

象的烦恼事。) 

的确，在 Strasbourg他牧养的会众当中，有他的仰慕者自愿为他

牵线，很热情地推荐合适的对象给已经三十岁的加尔文考虑。但几经

波折，最后在一五四零年八月十日左右，加尔文终於结婚成家，娶了

一位寡妇 Idelette de Bure，(或作 Idelette van Buren)。 

我们并没有加尔文成婚的确定日期；只能根据几封来往的信函

推敲出来可能的日子；尤其在一封从外地的牧者(Christophe Fabri, 

pastor of Thonon)八月十七日写给他的信里，提到向加尔文夫人问安的

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一五四零年八月十日“左右”加尔文结婚

的缘故。 

在结婚的事情上，Martin Bucer 也曾给加尔文一些善意的忠告。

说起 Bucer，他的婚姻观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介绍。

Bucer 原先也是一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在投身改教运动后，他毅然

放弃独身的誓约，重拾在基督里的自由，并在 1522 年，娶了一位离

开罗马天主教的修女为妻  (Elisabeth Silbereisen)；并在隔年到

Strasbourg 定居下来，从事改教事业。(我们知道路德也结了婚，过着

美满的家庭生活，不过那是在 1525 年，比起 Bucer 还晚了三年。) 婚

姻、夫妻、家庭都是上帝在创造后所设立的，圣洁的婚姻原也是上帝

所喜悦、赐福的；而改教家成立家室更属理所当然，一方面见证自己

顺从圣经的教训，“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另外一方面，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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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上给出一个鲜明的信号，自己已经不再受罗马天主教错谬独身

的教导所捆绑，也无惧於教皇的权威了。除此之外，Bucer 坚信传道

人须要有好的妻室来帮忙打理家居生活，他列举两个理由：在上帝的

话语上服事的人，多半不懂如何料理自己的生活，这是第一点；再加

上传道人已经有够繁重的工作和责任了，若能有一位贤内助来帮助

他，这是最理想的搭配了；这是第二点理由。 

简言之，Bucer 认为每一位牧者都应当结婚，有家室。几乎每一

位为加尔文写传记的人，也都相信 Bucer—这位加尔文的良师、益

友、同工，在促成加尔文的婚事上，一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Idelette de Bure 

从名字上看，Idelette de Bure的祖先原本来自荷兰，不过她与她

的前夫(Jean Stordeur)是从法国流亡到 Strasbourg 的。他们育有两个孩

子，一男一女；本来属改教运动中激进的重洗派(Anabaptists)；但是

透过加尔文的传道与辅导，使他们的信仰归正，看清楚重洗派的主张

不符合圣经的教训，於是两个人成为加尔文所牧养的小教会的成员。

只可惜 Jean Stordeur 不幸死於当时流行的瘟疫；加尔文身为牧者，一

定也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来协助生病当中的会友和其家属。 

为什么在甚短的时间内，加尔文会决定娶 Idelette de Bure 这位

寡妇呢？没有人知道得真切；但多半联想到 Bucer 可能扮演的角色。

据信 Farel当时正好也在 Strasbourg，为他们主持婚礼的，就是这位老

同工。 

Idelette 稍稍年长於加尔文，但是她的性情温顺、虔敬，正是加

尔文所期盼的。结婚后，有一、两回加尔文必须随 Strasbourg 的代表

团队到外地开会，他都非常挂心着自己的家。 



 19 

1541 年二月底，他应邀出席在 Ratisbon Colloquy 召开的会议。

原本他没有意愿参加，但是从 Wittenberg 派来的代表墨兰顿点名要求

加尔文列在 Strasbourg 的代表团内，(墨兰顿对加尔文的学养、人品非

常赏识)；他只好参与。不巧，那时瘟疫再起，夺走了寄宿在他家里

的两位好友同工，Idelette 也不得不避居到一位离得不远的亲戚家。凡

此种种，都增添加尔文的挂心。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焦急担忧的心情，

十足是一个顾家、关心亲人的好丈夫。六月底，加尔文回返

Strasbourg，看到自己的妻子安好无恙，令他感到非常安慰；但是两

位好友的离世，让他难过不已。 

同年(1541 年)九月中，加尔文带着自己的家一起回到日内瓦。

Idelette 成了自己丈夫的好帮手，在会众当中也尽力做好师母的角色，

挑起辅导、安慰的担子，探访病患。 

不过，加尔文的婚姻生活，后人所知有限；即使在所知的部

份，也知得并不真切。多半资料的来源整理自加尔文所写的信函。婚

后固然两人彼此扶持，同享生命的恩典，但也带来额外的忧患和挂

虑；这也是难免的。他们只有过一个孩子，生於一五四二年七月二十

八日；名字都取好了(Jacques)，但是出生后没多久就被主接走了。在

他写给两位最知心的同工(William Farel and Pierre Viret)的信里，我们

读到加尔文吐露内心的难过和痛苦，(譬如在 1542 年八月写给 Viret 

的信里有这样的句子：Certainly the Lord has afflicted us with a deep 

and painful wound in the death of our beloved son.  But He is our Father: 

He knows what is best for His children.) 

Idelette 并未从生产的虚耗中复元过来；原本身子就不是很健

康，自此一蹶不振；1545 年起更加羸弱，卧病在床；期间虽有一段好

转的趋势，但终不见起色。1549 年三月底，Idelette 病逝日内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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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了仅仅九年的夫妻生活。在她弥留之际，加尔文也再三向他的妻子

承诺，会好好尽自己的养父的责任，照顾她与其前夫所生的两个孩

子；并与她讲论在基督里的恩典与永生的盼望，安慰即将离他而去的

妻子。他为自己失去最好的人生伴侣而哀痛。几天后，加尔文写了一

封信给 Farel，提到 “my friends surround me and do not fail to bring 

some comfort to my soul’s sadness. … I consume my grief in such a way 

that I have not interrupted my work. …” 在向着主的信心里，得以卸下

些许的伤痛。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他继续了在日内瓦的改教事业。 

加尔文成了鳏夫(Widower)；终其余生，没有再婚。他们的家庭

医生 Benoit Textor 在医治 Idelette 的过程中尽了最大的努力，加尔文

一直心存感激。一年不到的功夫，加尔文出版了另一本新约注释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他把这本注释书献给这位医生，表达对他尽心尽力

的医护的谢意。 

到了加尔文的晚年(约当 1562 年)，有人恶意攻讦他，说他没有

留下后人，乃上帝对他的咒诅云云。加尔文淡然回应：主曾给我一个

孩子，但祂取回去了。是否因此而被剥夺了做父亲的资格呢？绝不

是！因为在基督里，我有千万位孩子！ 

不错！在基督里，加尔文结了无数常存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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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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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归正信仰归正信仰归正信仰归正、、、、    

生活虔敬生活虔敬生活虔敬生活虔敬、、、、    

主里相爱主里相爱主里相爱主里相爱、、、、    

勇敢见证勇敢见证勇敢见证勇敢见证、、、、    

广传福音广传福音广传福音广传福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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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季季季季主日学课程主日学课程主日学课程主日学课程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主日学主日学主日学主日学：：：：十诫十诫十诫十诫 

 

参考书籍参考书籍参考书籍参考书籍：：：： 
Edmund P. Clowney:  How Jesus Transforms the Ten Commandments; G. 
Campbell Morgan:  The Ten Commandments; J. Douma:  The Ten 
Commandments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03/01 十诫 - 简介 楼牧师 

10/01 第一条诫命 - 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 楼牧师 

17/01 第二条诫命 -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许希耀 

24/01 第三条诫命 -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 邝立东 

31/01 第四条诫命 -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林奕经 

07/02 第五条诫命 - 当孝敬父母 吴晓峰 

14/02 （休息 - 农历新年） - 

21/02 第六条诫命 - 不可杀人 楼牧师 

28/02 第七条诫命 - 不可奸淫 许希耀 

07/03 第八条诫命 - 不可偷盗 邝立东 

14/03 第九条诫命 -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余育馨 

21/03 第十条诫命 - 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的 林奕经 

28/03 十诫 - 总论 楼牧师 



 

2010年主题：遵主而行遵主而行遵主而行遵主而行，，，，在主里生根在主里生根在主里生根在主里生根、、、、建造建造建造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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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   Childr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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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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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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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