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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愛 主
◎ 邵晨光院長

詩篇中有很多是大
衛的信仰宣告和他
吩咐的話。詩篇第
一一六篇雖然沒有
提到大衛的名字，
但是提到很多重要的信息，百姓效
法大衛在錫安山，在耶路撒冷的聖
殿敬拜上帝。奧古斯丁認為此詩很
特別，教會應該在復活節過後的主
日讀這一篇。詩詞中最突出的信息
是我愛主，因為祂聽了我的禱告，
要感恩，並且要表明我的委身。
這是最重要的原則，我們與主同行
時祂垂聽我們的禱告，為我們開出
一條平順的道路，誠然有時上帝也
允許艱難擋在我們前頭。詩人在得
到上帝的恩典後跟大眾分享，他從
兩方面提出上帝的恩典。

一.上帝的恩惠(1~11 節)
1.經歷危難
1.經歷危難(
經歷危難(1~4 節)

我愛耶和華，
我愛耶和華，因為祂聽了我的聲音
和我的懇求。
和我的懇求。祂既向我側耳，
祂既向我側耳，我一
生要求告祂。
生要求告祂。死亡的繩索纏繞我；
死亡的繩索纏繞我；
陰間的痛苦抓住我；
陰間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難愁
苦……。
……。
詩人在遇到很多困難的時候，先提
出上帝的恩惠，再求告祂的幫助。
有人以為服事主，主就會安排通達
的道路，凡事順利。的確，上帝會
安排也會負責到底，但有時上帝也
會允許艱難在我們前頭。最近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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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耳其，腦海裡一直在思想一些
問題。為何保羅走過的土耳其和希
臘今日難以傳福音？為何初期教父
所在的北非洲今日卻是福音荒涼之
地？近日讀了一篇文章，作者提到
初期教會不是只有西方教會，也有
東方教會。可能我們以為教會歷史
發展的地區只是歐洲人。原來聖經
中保羅所說的亞洲就是指土耳其、
以 弗 所、歌 羅 西、哥 林 多、腓 利
比，這些地方，今日很可惜幾乎都
沒有教會。
早期福音傳往中亞洲也是在艱難的
環境中拓展。當我們張開屬靈的眼
睛，能看到有些地方可以順利地傳
福音，但有些地方卻是困難重重。
近來敘利亞伊斯蘭國(IS)綁架之事
與宗教也是有關係，他們殺害了很
多信徒。前陣子綁架了兩個日本人，
其中的新聞記者就是很虔誠的基督
徒，他想要為那人翻譯，拯救他，
但卻被關起來，結果被砍了頭。
如果我們用這種心態來讀這詩，就
可以了解為什麼詩人要先寫出我愛
主，我愛耶和華，因為祂聽了我的
禱告；「祂既向我側耳，我一生要
求告祂」。詩人提出祂對主的信心
是面對艱難，然後才描述他正處在
幾乎將死的狀況：「死亡的繩索纏
繞我；陰間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
患難愁苦」。我們事奉主需要面對
一些難處，難免也會遇到愁苦、孤
單及批評，有些人看到愛主的信徒
成功，背後會說些壞話，不過我們
的主知道這一切。就是面對死亡的
繩索，我們不懼怕。經歷危難使我

們靈命成長；危難之間我們可以求
告那聽禱告的主。
2.經歷拯救
2.經歷拯救(
經歷拯救(5~11 節)

「耶和華有恩惠，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
有公義；我們的
上帝以憐憫為懷」
上帝以憐憫為懷」(5 節)。正如前
面事先表明上帝垂聽禱告，詩人宣
告上帝憐憫的心懐，然後提出他所
面對的難題。「恩惠」是白白賜下
的恩典。「公義」是指上帝黑白分
明處理事情。「憐憫」包含長久忍
耐的愛心。
所以詩人說：「我的心哪！
我的心哪！你要仍
歸安樂，
歸安樂，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7 節)。為何詩人會對自己的心說
話？因為詩人要鼓勵自己；「心」
在舊約的觀點是指相當的重要。我
們受西方的影響，認為人是用頭腦
思想，但是舊約中的「心」，指的
是上帝賜給我們能全面性解決問題
的肢體。詩人告訴自己，上帝厚待
他，他要明白要了解，要經常安
樂，享受上帝的恩典。我們不要一
直跟別人比較而埋怨，上帝在每個
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恩典，祂垂聽我
們的禱告。
我們信靠一位永活的真神，我們雖
有難處有痛苦，祂會聽我們的禱告
哀求，也一定會拯救我們。詩人描
述他所面對的問題是極為痛苦的，
使他落到卑微的地歩（6 節），眼
涙幾乎要流出、腳要跌倒、命幾乎
要死（8 節）。詩詞中幾乎指出人
格的攻擊，使他不單失望，且生命
極為危險，所以蒙祂拯救後，行活
人之路更加有意義 (9~10 節）。

最近我們到波蘭去探望一位校友，
我們曾鼓勵他到那裡去服事主，因
為有很的大需要。開始申請簽證時
他很擔心，因為無法拿到一些文件
證明，教會也無法正式推薦他，但
是當他到波蘭大使館時，居然連問
也沒問。他很順利底達華沙。更重
要的是他在波蘭六個月的服事，顯
出菲聖訓練的學生可以勝任所擔負
的工作。本來這間教會只有一個地
方，現在主日聚會分散在三個地方
敬拜主。當他在市中心開始第一個
聚會點時請我講道，那天約有四十
多人來參加，王傳道將主席的工作
做得非常好，整個主日敬拜相當順
利，當天本來有三位年青人要受
洗，不過王傳道很嚴格，由於他們
還沒有上完洗禮應有的課程，所以
還未能讓他們受洗。
我們服事主就是要這樣安靜等候
主，這是順利事奉的經歷。但是有
些事奉者遇到家庭的難處，或是經
濟的難處，甚至是人格的評論。但
是我們相信我們的主會幫助我們，
以憐憫為懐拯救我們。在事奉的道
路上，當遇到壓力或為難時，當記
得求告主，我們的主會側耳而聽。

二.上帝的美善 (12~19 節)
1.感恩的見證
1.感恩的見證 (12~14 節)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
切厚恩？
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
耶和華的名。
耶和華的名。我要在祂眾民面前向
耶和華還我的願。
耶和華還我的願。
詩人談論上帝的恩典，指出他面對
死亡的挑戰而上帝拯救了他。因
此，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厚
恩」，這詞指上帝所施出的好處。
詩人說：「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
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祂眾民面前
向耶和華還我的願」。詩人在感謝
主恩時要舉杯、稱頌和還願。這三
個動作都是外在的，眾人可以見證
的。舉杯和稱頌都會表明他心中喜

樂的見證。舉杯使別人可以看到感
恩的行動；稱頌使別人可以聽見感
謝的見證。舊約信徒要以純全的祭
牲還願(利廿二 21~22)。
詩篇常提到「杯」。我們很熟悉的
詩篇二十三篇第三節：「上帝使我
們的福杯滿溢」。就是說上帝把豐
富的恩典放在杯中給我們。為何提
到杯呢？因為以色列人在獻祭時，
經常要舉杯稱頌主，我們在喜慶的
場合中也要舉杯向人祝賀，以色列
人時常要舉杯向上帝感恩，救恩的
杯是指 甚麼 呢？是上 帝 給人的 救
恩，還是人為上帝做的事情成為救
恩呢？詩人在這兒說的當然是上帝
給他拯救的恩典。詩人要感謝主見
證主的恩典。
當我們在談論時，上帝要我們用言
語向人見證祂的偉大。我們每天都
在寫歷史，寫我們愛主的歷史，當
我們事奉主時，我們如何愛祂，當
我們成功時，我們要感謝讚美主，
當我們被上帝拯救時，我們要見證
祂的偉大。今日有很多地方很方便
傳福 音，也可藉 著網 路 向人傳 福
音，當初我在「好消息」錄影時，
我不覺得這樣的錄影能幫助別人，
可是開始播放後，我聽到有人因此
得到幫助，這真是上帝的恩典，聖
經希望我們用言語將上帝的恩典見
證出來。
在這後現代主義的
時代，我們的故事
是很多人喜歡聽
的，很多人喜歡聽
我們見證：如何信
上帝，上帝又如何
幫助我們，還有人
可以用更恰當的詞
彙來描寫上帝的偉
大，但最能實際幫
助人的是我們如何
經歷上帝的恩惠，
二

當我們舉起救恩的杯時，上帝的名
也得到榮耀。
2.感恩的奉獻
2.感恩的奉獻(
感恩的奉獻(15~19 節)

以忠心愛主的操練，他是「聖民」
中的一份子。以身份，他是「僕人」，
是「婢女的兒子」。詩人向上帝獻
上感恩的祭，因詩人正面對死亡的
綑綁。詩人說：「在耶和華眼中，
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15 節)。聖
民是忠心信靠跟隨主的人，就是面
臨死亡他也甘願。
詩人說 ：「我 要以感 謝為 祭獻給
你，又要求告耶和華的名」。當我
們懂得感恩時，將感恩化為話語的
事奉，主也必悅納。我們要如何舉
起救恩的杯呢？當我們樂意稱謝上
帝 的 時 候，我們更會樂意向祂感
恩，更會擺上我們的生命，見證主。
還願一定是有代價的。舊約信徒當
大方在眾人面前獻祭(14 節)。「感
謝為祭」(17 節)，是以感恩的話語
獻為祭，是更完美的感恩。對詩人
來說，他並不是要改變主意不還
願，而是以稱謝加強他的感恩。
幾年前，我在課堂上討論奉獻的真
理，提到凡是沒有奉獻的，可能他
的口袋會有漏洞，因為沒有奉獻，
上帝在天上看見你緊緊地抓住這些
錢，也 沒 有 多 給 你，下 課
後，有位女同學來找我說，
你為什麼在責備我？其實我
也不曉得她奉獻多少。我們
在主面前，如果懂得感恩，
舉起救恩的杯，願意有感恩
的奉獻，上帝肯定會悅納。

結語

拯救的上帝滿有恩惠，美善
的上帝施出厚恩。我們當舉
杯、稱 頌 和 感 恩。在 危 機
時，可以經歷祂！

門徒培訓：全球覺醒但需當地行動

◎ 邵莊秀美博士
邵莊秀美博士

今年五月筆者隨
著外子邵晨光院
泉水旁…
長一起代表菲聖
參加在香港舉辦
的 OCI 神 學 會
議，商討「神學教導的領導領域」這
主題。前後僅有三天的會議卻帶給
來自十六間神學教育單位這三十多
位神學教育家一題切實之論：如何
使神學教育課程更實際地綜合門徒
培訓的效力。主耶穌在世以師徒生
命影響生命的培育在祂身邊的門
徒，祂果然塑造出心意更新且能翻
天覆地的門徒培訓者。
「門徒培訓」最近兩、三年來在各
處大小型教會、基督徒營會、領袖
培訓、教牧同工退修會等都被專注
議題。有同事警告這現象可能是一
時熱潮而不多久便煙消雲散。然而
若各界不約而同地發出同樣的呼
籲，是否可能是上帝的靈正在催促
全球門徒培訓的節奏，讓我們跟上
前去行動？！
(一)回到原則的基地 上帝對人類的
使命最初是向亜伯拉罕立約說：
「……為 你 祝 福 的 ， 我 必 賜 福
與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
福 」（創十二 1~3）。主耶穌在世也
一直以天父的事為念，因此當祂完
成救贖大功而即將升天回到上帝面
前便頒發大使命給門徒說：「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
我 所 吩 咐 你 們 的，都 教訓 他 們 遵
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太廿八 19~20）。許多跟
隨主耶穌的門徒、牧師、傳道、及
信徒已在主大使命得了異象，蒙了
恩召且負起挑戰傳揚福音。毫無疑
問的，許多基督徒領袖也因著主大
使命組織並推動培訓事工，宣教機
構，好比國際哈該神學院，發起口

號：主最後命令、我首要關注。「門
徒培訓」並非最新的詞語，它一直在
教會、神學院等福音機構運作，又根
據提摩太後書第二章二節：「你在許
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
交托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二)彌合培訓的差距 全球人口今年
七月預計將達七十三億多。世界大宗
派人數的統計，基督徒似乎占比例最
高(30 %) ；可是當把其他主流宗教如
穆斯林 (23%)、印度教徒(15%)及佛教
徒(7%)加起來竟然高達(45%)驚人的
數字，超過了基督徒人口！余達心博
士，即中國神學研究院名譽院長語重
心長地提起約翰‧斯托(John Stott)紮
心的話：「今天的教會是三千英里寛
但卻僅有一英吋深。許多人在基督裡
還是嬰孩。」余博士繼績感歎著說：
「儘管信徒人數有增長，但我看到福
音派教會正走下坡，無法在社會人士
生活中有公共的價值及福音的影響！
我們有很多宗教的消費者，但很少基
督的門徒。我不能確定我們正在訓練
人起來，出去作主門徒。」聽到這些
肺腑的話，筆者禁不住沈思自省追
問：「門徒培訓」果然全球性的重新
喚醒各地信徒領袖，是否能彌合神學
教育的破口？菲聖全部教師剛經過教
育專家邵比利 (Perry Shaw) 蒞臨講明
神學教育課程的精彩改進方案；學院
又發動了更新神學教育的各部門調
查，最後的結論是要持有「腦、心、
手」(head-heart-hands) 均 衡 的 教 育 原
則。來自教牧同工、校友、同學客觀
的調查顯示：「門徒培訓」乃是神學
生在訓練中必修的首要三科目其中一
項！因此筆者認為這普世的覺醒需要
就地的行動，才能落實執行有效。
( 三 ) 成為 門 徒培 訓者 感謝上帝奇妙
的安排，「門徒培訓」課程去年已納
入菲聖神學必修科目當中，這方針之
所以能夠進行，步步都是上帝的帶
領。我們所使用的教科書來自「倍增
三

運動 」的小比利‧漢克斯((Billie
Hanks)。他清楚瞭解上帝給予「一
對 一」門 徒 培 育 的「生 命 影 響 生
命」這材料，必須與神學院並肩合
作推行，才得以落實幫助教會領人
歸主，並且好好培育初信者成為門
徒和門徒培訓者，如此就能關緊教
會的後門。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三
年期間，他找了外子晨光分享此異
象，外子找到菲國福音教派主教 Ef
Tendero 一起來開會。約好了時間
一到，主教 Ef Tendero 突然打電話
來說有重要急事未能一起面見漢克
斯先生；外子不放過主教，勸求只
是喝一杯咖啡罷了。主教來了，本
來想談一下就離開，哪裡知道主教
一坐下來談話，竟然不想放過漢克
斯先生了！今天，主教 Ef Tendero
正式接受漢克斯先生所負責的世界
福音派聯盟 (WEA) 的總幹事職任。
菲聖同時被推薦為「倍增運動」教
材中文翻譯事工負責單位。一切都
是上帝及時神聖的預備及同工謙虛
的信靠順服。然而沒有神奇的公式
可帶來整合的神學訓諫，漢克斯先
生也一直重申他所有的材料只能占
整合訓練的百分之十。最主要的因
素還是個人維持與主密切的關係。
筆者認定我們所教導的，要與我們
的生活相稱，這也是主耶穌偉大的
榜樣。作為後現代的教師在普世知
識暴炸，急速生活的壓力下，教學
為一直力求進步、創意教導，從事
優質的教育專業。如今許多神學的
教師遇到信仰與生活在實踐之間的
鴻溝。這次 OCI 會議大多數的參加
者 還 在 摸 索 著「門 徒 培 訓」這 課
題，這全球性的使命已來到我們的
教室門口。讓我們再思並努力使
「門徒 培訓」作 為神學 訓練 的核
心。我們如何能夠產生有牧者心腸
的神學家，善於分解上帝的話、精
通有效教導模式，又擁有關顧群羊
的心腸？答案是需要教師自己樂意
成為門徒和門徒培訓者。

教授動態

學 院 消 息

邵晨光院長於 四月廿 八至五月三日應 邀到香 港
REM 基督教歸正中心主講「從詩篇看人生的生老病
死」；邵院長及莊秀美博士於五月九至十四日在韓
國總神大學主講神學會議的神學課題，邵院長的主
題「亞洲神學協會的動態」，莊博士的主題「在亞
洲的基督教輔導」，他們又於五月十八至廿一日
代表學院參加 OCI 海外神學協會在香港主辦的神學
會議，以及六月二至七日應邀到馬來西亞哈該機構
在檳城主辦的領袖訓練講座，邵院長主講聖經的宣
教理念，莊博士主講屬靈紀律；又莊博士於三月二
十四日擔任菲華中學幼稚園部結業典禮講員，又於
七月十一至十二日代表學院參加怡朗基督教三一堂
三十週年慶祝活動。
 陳秋瑩博士於七月十四至十八日代表學院參加在肯
塔基州阿斯伯裡威瑪神學院舉行的研究世界基督教
復興運動會議。
 蕭信心博士於六月二日在加拿大里士滿以馬內利基
督教改革宗教會基列團契講道；蔡真如博士於五月
九及十二日擔任該會銀禧團契和基列團契講員，以
及卅一日訓練主日學老師，她又於七月廿一至廿六
日參加納卯基督教會宣道週及在團契講道。
 陳伍能博士和林蘊和博士於暑假期間(4 月至 6 月)在
加拿大數間華人教會服事，如溫城華人宣道會、門
諾弟兄會、信義會和聯合教會等教會中分別有機會
講道及分享菲聖事工。
 余民利牧師於四月一至四日擔任計順市基督教會青年
夏令會講員，他又在黎牙實備中華基督教會(7 月 10 至
13 日 ) 及描戈律基督教三一堂( 7 月 17 至 20 日 ) 教授延伸
制課程「歸納法研經」。
 黃俊儒博士和許柳麗博士於四月一至四日分別擔任
環球差會夏令會講員和導師，黃博士又在朗嗎倪地
基督教會(4 月 10 至 12 日)及怡朗三一堂(7 月 17 至 19 日)
教授延伸制課程「傳道書研究」；許博士教授暑期
城市課程「城市宣教」(6 至 8 月)，又將於七月廿七
至八月一日在亞洲神學院講學「民族志研究方法」。
 劉保成牧師於四月二至四日擔任郇山堂退修會講
員，他又於五月十日在達拉斯福音教會週年記念講
道。
 中文部榮譽客座講師呂榮輝博士，多年來每第三季
教授「聖經地理」，菲聖大家庭在三月份特別為他
慶祝九十歲生日。


四

第五十五屆畢業典禮剪影

本院第五十五屆畢業典禮於三月二十九日假基督教銀
禧堂舉行，李思敬博士以「流淚撒種，歡呼收割」
(太十三 1~9) 為題，勉勵畢業生，
忠於主託；畢業生代表吳天恩和蘇
珊同學分享見證；王寓文長老主持
差遣禮，畢業生邁向禾場的喜樂寫
在臉上，感動著在場的每一位。

上 任/ 卸 任

李子群牧師師母從七月中旬起加入本院事奉，李牧
師為院長的行政助理。
 中文部主任林毓麟長老已屆退休年齡並於六月份
卸任，但仍繼續他的教職，菲聖大家庭提前在三
月份為他舉行六十五歲生日慶祝，謝謝他在過去
廿五年的服事。副主任林蘊和博士接任他的職務。


感謝上帝一直提供學院圖書館書籍的需要。最近，
Drs. George 和 Anne Harper 捐贈書籍和刊物，共計
4,500 冊。
 台灣輔仁大學副教授毛慶禎率領一群圖書館學實習
學生進行為期一週的圖書館服務，他們在六月廿
八至七月五日期間編製了中文圖書目錄 1,060 冊，
和升級 Koha 系統、 安裝簡繁體中文系統，以及設
置 OPAC 和圖書管理員介面。本院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