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備主僕 扎根主道 做成主工

主曆二零一四年五月/六月 第八十二期

邵晨光院長

新約聖經四福音書都描寫到關於主
的受難和復活。路加寫這段經文有
其獨特之處(路二十三 26 ～ 43)。路
加很細緻描寫主是完全的人，主了
解人的需要，他紀錄了三次主耶穌
對人說的話。
一.深思(二十三 26~31)
1.犧牲的愛(26~27節)

「帶耶穌去的時候，有一個古利奈
人西門，從鄉下來；他們就抓住
他，把十字架擱在他身上，叫他背
著跟隨耶穌。有許多百姓跟隨耶
穌……」(26~27節)。
十字架表明上帝愛世人，當我們默
想這段經文時，就會感受到上帝的
大愛。十字架代表上帝犧牲的愛，
路加在這段經文中記載有一個人叫
西門，他替耶穌背起十字架，為何
要西門來替耶穌背十字架呢？在舊
約中我們看到是最壞的惡人才被判
釘十字架的，就像如今有人會說：
「這麼壞的人就該讓他坐上電椅被
處死一樣。」耶穌當時不只是要被
釘十字架，還要自己背起十字架往
刑場走去。主耶穌在受完鞭打後，
身體已十分虛弱，所以他們就叫從
旁經過的西門來替耶穌背十字架，
耶穌本是無罪的，不必受刑罰的，
但卻甘願為我們的罪受死，這就代
表了耶穌犧牲的愛。

2.苦難的世界(28~31節)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
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因為日
子要到，人必說：『不生育的，和
未曾懷胎的，未曾乳養嬰孩的，有
福了！」……「這些事既行在有汁
水的樹上，那枯乾的樹將來怎麼樣
呢？」(28~31節)。
這是主在背十字架赴刑場，有些婦
人為祂號咷痛哭時對她們說的話。
這段經文，主要不是說沒有生孩子
的比有生孩子更有福，它的重點是
告訴我們禍患要來，這是個苦難的
時代。這有「汁水的樹」，就是說
所背的十字架還沒有乾，但乾後就
會更糟糕，同樣指出苦難的時代。
前陣子有則新聞報導說，有人在馬
加智加車油時，被人用一百顆子彈
打死，但是大家都說沒有看見兇手
的車牌，可信嗎? 以前有人說若在
紐約市跌倒，沒人會牽你起來，在
火車站迷路，也沒人會幫助你，而
這種現象，今日已在馬尼拉發生
了。我們活在苦難的時代，這苦難
的十字架要引導我們思考上帝愛世
人的真理。
最近有兩件大事發生。一件是載滿
三百多人的馬航飛機失蹤，不知你
是否想過萬一有一天是你坐在這樣
的飛機上，你再沒有機會和親人說

再見時，你會如何呢？在這個苦
難的時代很多事情都可能發生。
另一個悲劇就是在韓國有一輛漂
亮的大船正載滿遊客要去旅遊，
船卻沉了，船上的學生們當時聽
廣播說沒什麼問題，請大家回房
去，可是卻遭滅頂， 而船長和水
手們卻都游泳逃了出來。何以會
有這種苦難的事情發生呢? 後來
聽說有位做臨時工的水手，勇敢
地幫助別人逃生，卻犧牲自己死
在船上，他成為韓國人在哀傷中
的救星。被釘十字架是一件很
悲慘的事情，釘子釘入犯人的
手中，然後被吊掛在十架上是
十分慘痛的事，但主耶穌卻為
我們擔當了一切的痛苦。
二.禱告(二十三32~38)
1.向父的禱告(32~34a節)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
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
十 字 架 上，又 釘 了 兩 個 犯
人……當下耶穌說：「父啊！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32~34a節) 。
在這段經文中，我們看見了
主的禱告。當時還有兩個強
盜被釘，一個在祂的左邊，
一個在祂的右邊。當時耶穌
為他們向父求赦免的禱告，
因為他們不曉得自己所做的
事。百姓站在那裡觀看，官
府也嗤笑祂說，祂救了別
人，祂若是基督，上
帝所揀選的，可以救
自己罷。兵丁也戲弄
祂，上前拿醋送給祂

喝，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可
以救自己罷！」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說的第二句話就
是：「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
所作的他們不曉得。」當主被釘在
十字架上時，兵丁搶著分祂的衣
服，有人譏笑祂說，如果你是那彌
賽亞，為何不能救自己、救我們
呢？你是猶太人的王，就應該救自
己。猶太人的王就成了他們譏笑的
笑柄，但主耶穌卻說「父啊！赦免
他們」。我們看到主與天父的關係
十分親密，因主來到世間，在十字
架上所流的寶血，拉近了我們與天
父的距離，若不是主耶穌，我們無
法到父面前，呼叫：阿爸父！
在西班牙有位父親，用盡方法想讓
離家的兒子回來，但是一直找不到
兒子，後來他登報尋人，報上說：
「巴果! 我都原諒你了，你快到報
館前來與我相見吧！」當這位父親
到報館前時，竟發現有八百多位巴
果站在那裡，等父親的赦免。因為
主的愛，我們才能與天父親近。
2.赦免的禱告(34b~38節)

主說：「父啊! 求你赦免他們，因
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主要赦免譏笑祂的人。赦免人是不
容易做到的，但當我們願意赦免人
時，其實也讓自己得到解脫。也許
我們當中有人被人陷害，甚至是被
自己的親人、至友、教會的兄弟姊
妹陷害，讓我們來到主前，把這個
問題丟到十字架下，赦免他們吧！
近來有機會遇到一位弟兄，他被他
的親友欺負得很慘。因為過去中國
人買土地，要借用別人的名字才能
買到，他的父親就借用親友的名字
來買土地，後來父親和對方的父親
都去世了，對方就不肯承認這件
事，這位弟兄用各種方法想要挽回
這塊土地，但是拿不回來。不過，

有一次他對我說，感謝主，施恩保
守，雖然我沒有這塊地，但我有主
耶穌，主用了另一塊地來補償我。
有位出名的作者，在她去世前幾
天，曾接受訪問，她說我很嫉妒基
督徒，因為基督徒常講要赦免別
人，但沒有人能赦免我。主赦免十
字架下的兵丁，也要我們學習赦免
別人，當我們會赦免別人時，我們
的心靈才能得以自由解放，十字架
的道理不只要我們默想與禱告，還
要我們宣傳主代贖的救恩。

2.奇特的恩惠(42~43節)

「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
記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
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42~43節) 。
有個家庭很注重家人一起吃飯，不
過小兒子時常遲到，父親一再提醒
他，不 要遲 到。有一 天兒 子又遲
到，他看到父母都已在桌邊等待，
但他的座位上只有一塊小麵包和一
杯水而已，他想是父親在處罰他，
就很難過，可是，父親卻將自己裝
滿豐富食物的盤子拿起來給他，換
過來裝小麵包的盤子。這兒子長大
後，他說那晚父親這樣對待他時，
三.宣揚(二十三39~43)
讓他一生了解了上帝的大愛，我們
1.罪債的代贖(39~41節)
「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笑 的天父是藉著主耶穌所流的寶血表
他，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 明了祂的愛。
自己和我們吧！』那一個就應聲責
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 四.結論
還不怕上帝嗎？我們是應該的，因 從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的這段經
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做的相稱，但 文中，我 們看到 上帝特 別的恩
這 個 人 沒 有 作 過 一 件 不 好 的 惠。主耶穌旁邊的犯人對主說：
事。』」(39~41節)。
「耶穌阿，你得國降臨的時候，
當時，有不少人譏笑主耶穌。與主 求你記 念我。」耶穌 對 他說：
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誚祂，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
既是基督就可以救自己和他們。另 在樂園裡了。」這是主在十架上
一個則責備他，既是受刑的就當怕 第三句的對話。這就是福音了，
上帝，他們所受的，與他們所作的 當人願意接受耶穌，就可立刻進
相稱，而耶穌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 入樂園，我們要繼續宣揚上帝愛
事。主耶穌像是無罪的羔羊，為我 世人的道理。
們的罪釘死，流出寶血救贖罪人，
這就是福音，是白白的恩典。這是 感謝主，很多人知道在「普世南
不簡單的事，主在客西馬尼園禱告 部」(Global South)有很多愛主的
求父，如父允許，請除去這杯。但 人，凡高舉基督十架傳福音的教
祂卻甘願順服，成就救恩。
會，就能繼續發展。願我們都宣
揚上帝愛世人的真理，十字架是
在菲律濱的班班牙(Pampanga），每 我們的榮耀，表明了
年的受難節都很熱鬧。有一年我帶 上帝對我們的愛，赦
學生去那裏參觀，正好有十個人要 免了我們的罪，因為
釘在十字架上，不過只釘一分鐘， 十字架的功勞，我們
並安排好救護車和醫務人員在旁等 能面對挑戰，世上可
候著。我有機會去看那把釘子，他 能還有很多的挑戰，
們的釘子做得很薄，當第一個人釘 但我們記得主為我們
在十字架上時，我想起了主所受的 受苦釘死，到今日仍
苦難，忍不住流下淚來。
繼續照顧引導我們。
二

泉水旁
邵莊秀美博士

今年暑假外子和我照常忙於到處講
課、參加座談會，及証道，邊服事
邊成長。本來就是獻身的傳道，應
多抓住時間，安靜主前靈修，等候
從上頭來的恩膏和信息。然而這暑
假又多了一樁逼在眉頭的大事，舉
家 搬 遷，告 別 我 們 五 十 年 的「老
窩」──由年少血氣方剛到花甲年
華時住宿的教會舊堂牧師樓。家裏
每個角落都帶着親情甜蜜的回憶，
每個房間都留下子女成長的影子。
但 還 是 要 搬，振 起 身 來，擦 乾 淚
水，寫下此刻搬家種種的感受。
(一) 搬家有時非得已

想起自己在中學時期，先父做小生
意維持家計，租了一小店舖經營二
手汽車零件，勉強養活一家十口。
有時生意艱巨，為了節省費用，不
請工友，只好把住家和店舖合併一
處，由家人輪班看守生意。但未到
半年因種種困擾，父親又把住家和
店舖分開來。鄰舍和同學誤解我們
負不起房租，遷移逃債。其實我家
雖窮，但父親從不逃債。子女每年
的學費都要先向親友借貸，但必一
一付清。因此得親友讚賞為好人。

我們到處搬家，實屬不得已！
(二) 搬家得時福滿溢

感謝主，準備搬家，要耐心收拾家
當。忙裡偷閒，還能慢慢欣賞多年
遺失的照片、文件、家書，挑起往
日天倫之樂的溫馨。外子更是興
奮，用iPhone的viber軟件，把一張
張舊照，發給分散四海的親友，讓
他們也能回味往事親情。外子四位
姊妹多年在海外隨夫服事恩主，當
她們看到自己幼時的青春玉照，又
聽外子誦讀父母生前事主的言行
錄，回味不盡，非筆墨能形容。我
們又得搬家，得時福溋餘！
(三) 搬家到時永恆移

地球上看來到處都有你我可以選擇
的 住 處，其 實 不 然。找 遍 天 涯 海
角，沒有真正安身之處。聖經中神
人摩西告訴我們只有在主裡才是最
大的保障，將來在永恆裡與主同在
是最安定的居所（詩九十1）。傳道
者說明：「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
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
裏。」（傳三11）。聖經指出在一
切受造物中，只有人類有這永恆的

教師年度退修會

生命，但人類因始祖犯罪墮落而帶
來死亡的審判。就在人無路可走的
時候，神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道成
肉身：「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
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
女」（約一12）。主耶穌基督為信
祂的人預備住處，必接待他們到天
堂與祂永住（約十四2~3）。聖經又
說明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
名字不記在生命冊上，將被扔在地
獄火湖裡，永遠沈淪。因此人生走
到終點，僅有兩處永恆住處可以選
擇──不是天堂就是地獄！
結論

在這動亂不安、變遷不定的世代
中，你我不時要漂泊遷移。放眼望
去，一切肉眼可見的都是暫時的。
最重要的是在這短暫的人生能作有
智慧的選擇，要在主耶穌基督裡有
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
牢靠，且進入幔內（來六19）。走
到人生盡頭，只
有兩處可遷移：
是 天 堂？是 地
獄？你我選擇那
裡過永恆？！

教師年度退修會於三月十七至十九 陳秋瑩博士及陳林蘊和博士參加貝 討論。英文部和中文部課程的檢討
日在本院舉行，主題內容是檢討及 魯特會議的重點，特邀顧問 Steve 及評估，促進並加速了我們對院本
評估課程。會議提出邵晨光博士、 Hardy 和 Percy Deng 參加了我們的 課程的改進。

唐崇榮佈道大會

本院和菲律濱華福於七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聯合主辦唐崇榮佈道大
會：七月二十三在納卯；七月二十四日在宿務；七月二十五日在巴
西籃球場(Cuneta Astrodome)；七月二十六日在中華基督教會，恭
請主內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領人赴會。
三
三

教授動態

邵晨光院長於六月二日至六月六日代表本院參加
洛桑神學研討會在巴西聖保羅舉行的第二次會
議，出席此次會議的是來自全球神學院校的六
十多位院長；他又於六月二十一日往台北擔任中
華福音神學院畢業典禮的講員。
 邵莊秀美博士於五月十八至六月二日往馬來西亞
吉隆坡參加基督教諮詢研討會，約有來自十六個
國家的六百位神學家和心理學家及教會牧師參加
了該會議，邵莊秀美博士主持其中的一個大會專
題 講 座 ：「情 緒 ： 幫 助 人，或 是 傷 人 的？」

林蘊和博士於六月起升職為中文部副教務主任。
 黃許柳麗博士已於五月二十四日榮獲阿斯伯里神學
院頒發的博士學位(主修跨文化研究)，現任實習部
副主管。
 本院老師許書義牧師、邵莊秀美博士、陳林蘊和博
士及陳伍能博士將於七月十一至十二日在菲律濱中
華基督教會舉行的「大岷區菲華塑造門徒大會」擔
任普通話講員。
 夏偉傑博士(Jay Hallowell)當選為 OMF 菲區主席，
並於六月十日行就職禮，他全職服務 OMF，師母
夏純愛(Amor)兼職
本院的教學工作，
菲聖謝謝他們過去
十二年與我們搭配
事奉，求主繼續賜
福他們的服事。



 馬麥克博士(Malessa Michael)現任 BSOP-AGST 聖經

研究課程 THM ／ Dr 合作項目的主任。邵晨光博士是
該 課 程 的 總 監。目 前，我 們 有 來 自 印 度、緬 甸、印
尼、韓國、荷蘭和菲律濱等國的學生。

陳伍能博士、陳林蘊和博士代表本院於四月七至
十日往高雄聖光神學院參加 OCI 神學院校研討會，



菲聖第五十五屆畢業典禮

第五十五屆畢業典禮於三月三十日在本院禮堂舉
行，是屆畢業生共有38位(包括神學碩士、道學碩
士、神學學士、基督徒事工證書和教牧領袖培訓證
書)，菲華眾教會的代表及畢業生的親朋好友見證
了上帝成就的美事；講員唐崇懷博士從使徒行傳

「敘利亞安提阿教會」的敘事(徒十一19~30)，分享
「先知本色」的信息，激勵畢業生忠於所託，承擔福
音的使命；畢業生代表莊善賢、林冬陽和張琪傳道分
享了他們的見證；差遣禮劃下了畢業典禮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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