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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晨光院長

上帝要我們在事奉時忠心愛祂，瑪拉
基時代和現今一樣，有很多愛主的無
名英雄，也有不少不愛主的人，因此
先知瑪拉基要將主的信息傳開，要我
們真誠地愛主事奉主。

一 敬奉上帝 一
.

(

6~14)

敬奉上帝可以從三方面來探討：奉
獻、回應和敬畏。掌管宇宙天地的主
給人有機會表示他們的真誠。

1.真假奉獻(一 6~7)：潔淨或污穢

「藐視我名的祭司啊，…我既為主
人，敬畏我的在哪裡呢？你們卻說：
我們在何事上藐視你的名呢？你們將
污穢的食物獻在我的壇上，且說：我
們在何事上污穢你呢？因你們說，耶
和華的桌子是可藐視的」(一 6~7)。
在瑪拉基時代，有獻祭的制度，百姓
用獻祭的方法到主面前。主後七十
年，聖殿被毀，百姓因沒有了獻祭的
場所，就無法再獻祭了。摩西在五經
中告訴百姓祭物必須是潔淨的，最好
的，才能獻給上帝。當時百姓以為上
帝沒在看他們，就像現今有人奉獻
時，也以為上帝沒在看他們，就隨便
帶東西到教會來奉獻，但上帝要的是
清潔的，完美的祭品。
聖經清楚記載有一次主耶穌到會堂
去，祂看見一位寡婦奉獻了兩個小
錢，就讚賞寡婦的奉獻，可見祂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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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百姓的奉獻。不論新約或是舊約都
希望我們有份於聖工，如果我們不奉
獻，上帝也會興起別人來奉獻。但為
何會有奉獻，獻祭的制度呢？其實這
是給我們機會來表達對上帝的愛，上
帝也因此能看見百姓是否回應祂的
愛，或者不尊重上帝，藐視上帝。

禱告，周日就把上帝感動他們的數額
帶到教會奉獻。從整個教會的建設來
看，他們的信徒是把最好的獻給主，
表明對衪的尊敬。

菲律濱的華人教會是善於奉獻的教
會，我們的上一代有很多愛主的信
徒，我們希望下一代繼續有更多愛主
2.真假回應 (一 8~13)：尊敬或藐視 肯奉獻的信徒興起。今日的華人教會
•完美的禮物表明對祂的「尊敬」 如同站在十字路口上，要繼續往前
呢？還是往後退呢？求主幫助我們步
(8 節)
「你們將瞎眼的獻為祭物，這不為惡 前賢後塵，繼續愛主事主。
嗎？將瘸腿的、有病的獻上，這不為 •完美的禮物表明向祂的「回應」
惡嗎？你獻給你的省長，他豈喜悅 (9~10 節)
你，豈能看你的情面麼？這是萬軍之 「現在我勸你們懇求上帝，祂好施恩
耶和華說的」(8 節)。這裡明說瞎眼
的、瘸 腿 的、有 病 的，都 不 能 獻 給 與我們。這妄獻的事，既由你們經
主。很多人喜歡送人禮物，當我們送 手，祂豈能看你們的情面嗎？…」
禮時，我們會送上最好的，還是送我 (9~10節)。瑪拉基勸勉把最好的禮物
們不要的東西呢？我們在聖誕節收到 獻給上帝。舊約的獻祭是使敬拜者有
禮物時，總是非常興奮，可是當我們 機會回應對主的愛。其實，萬物都屬
打開禮物時，若收到不好的禮物，可 祂，祂並不需要我們的東西，但是這
能會很失望。我們奉獻給主，是要表 種制度給我們機會來回應對祂的愛。
當我們得到主愛時，也一定樂意拿最
示我們對主的尊敬。
好的報答祂，不會拿壞的獻給祂。
有時我們很羨慕韓國信徒很愛主，最
近我有機會到韓國去，看到有間教會 當我剛接任做菲聖院長時，學院的房
的裝置建設都是最好的，我以為他們 子已經很破舊了，我怕舊電線會著
的教堂成立很久了，原來才建立六 火，就建議董事奉獻維修，給學院換
年。我請問其中的一位傳道人，他說 上最好的電線。有一天，有位姊妹來
每週三信徒到教堂來拿奉獻信封，週 學院探訪，我很高興看見她走進校園
五他們到教會來為他們要奉獻的錢數 來，可是她並沒有進來我的辦公室，

而是直接走進學院的廚房，然後走出
來，再走到學院附近的另一間神學
院，最後她走進我的辦公室來對我
說，從今天開始，我不再奉獻給菲律
濱聖經神學院了。我心想她是要來鼓
勵我們，還是要來責備我們呢？我問
她為什麼？她說你們有四個冰箱，對
面神學院只有一個冰箱，我說你來看
看這些冰箱都能用嗎？我們走進廚
房，其實只有一個冰箱可用。那天下
午，我趕緊讓同工把三個壞掉的冰箱
丟掉，我就問同工，
為何我們有四個冰
箱，而其中三個不能
用呢？同工告訴我，
有人在換新冰箱時，
就打電話來問學院，
說：「我們家有個冰
箱是美國製的，很好
用，是在洪溪禮示市買的，你們要不
要啊？」可能過去冰箱不容易買到，
所以會有這種事發生，但是我們理應
把最好的獻給主，來回應主的愛。

舊鈔票，我很奇怪，那人為什麼這樣
奉獻呢？難道他們禱告說，上帝祢是
無所不能的，既然祢能將無變為有，
就請祢自己印上吧。有些信徒以為他
們這樣做，上帝不知道，其實上帝看
透萬人的心思意念。從舊約到新約，
上帝不是看人奉獻的數量多少，而是
看人是否真心將最好的獻上，來回應
上帝的恩典，敬拜祂。當我們奉獻
時，請將我們最好的獻給主。

像，我們要用心來做決定。中國人稱
所愛的兒子為心肝寶貝，男女結婚
時，我們祝他們永結同心，所以把主
放在心上，就是甘心樂意跟隨主，我
們事奉上帝是出於甘心，還是勉強
呢？是願意，還是故意違背？是自己
樂意去做的，還是別人叫我去做的，
而我不好意思推遲呢？當我們樂意事
奉主時，就將榮耀歸給主。

我在美國求學時，主日聚會
後，聽見有人問執事一個我
從 沒 聽 過 的 問 題，他 說 ：
「執事，我本來要奉獻十塊
美金，但是拿錯放了一百塊
美金，你能找還給我嗎？」
那天我就想，天上要記下他
奉獻多少錢呢？是放下去的
一百塊美金，還是他原本的
心意十塊美金。我們不能欺騙上帝，
上帝是大君王值得我們尊重和敬拜。
我們當將最好最完美的獻給祂。

「真實的律法在祂口中，祂嘴裏沒有
不義的話。祂以平安和正直與我同
行，使多人回頭離開罪孽。祭司的嘴
裡當存知識，人也當由他口中尋求律
法，因為他是萬軍之耶和華的使者」
(6~7節)。我們要與主同行？還是背主
而行。瑪拉基說你要忠心傳講主的信
息，不要隨意胡說，要照主的教導，
向眾人傳講，特別要做到知行合一。

3.真假敬畏(一14)：誠實或欺騙 二.事奉上帝(二1~9)
事奉上帝的態度要真誠。事奉祂的當
「行詭詐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許願卻
用有殘疾的獻給主，這人是可咒詛
的。…」(14節)。上帝是大君王，祂
值得我們敬拜。瑪拉基很清楚地說，
行詭詐的人在群中明明就有公羊，他
許願卻用有殘疾的獻給主，也許他不
獻反而好些，因為他的奉獻卻成了對
上帝的欺騙(14a節)。

•完美的禮物表明對祂的「敬拜」
「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14b
節)。奉獻也是一種敬拜，我們當真
心敬拜主，把最好的放在祭壇上。菲
律濱政府有時會印新鈔票，換掉舊鈔
票。有一次我到一間教會去事奉，那
時正值馬可仕總統要把新社會的標誌
印在鈔票上，正好從那天開始舊的鈔
票到期限不能再用了，可是奉獻時，
卻收到不少沒有印新社會標誌的無用

聽從、教導和忠心。真誠的事奉者必
願意順從，與主同行，和活出生命。

1.真假聽從(二1~2)：願意或違背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若不聽從，
也不放在心上，將榮耀歸與我的名」
(2節)。我們是真的聽從還是假的？是
願意還是不願意？或者只是聽而不
從？瑪拉基責備百姓不聽從也不放在
心上，因為上帝要我們聽從，也要我
們放在心上。舊約信徒聚集敬拜上帝
時，常說「你要聽！耶和華我們上帝
是獨一的主」(申六4)。要聽從耶和
華，因為祂是獨一的真神，聽從就是
要遵從且去做的意思，我們要將上帝
的話放在心上。
二十一世紀的人常說要用頭腦來決
定，但是舊約所說的和中國人說的很
二

2.真假教導(二6~7)：同行或逆行

這裡特別提到：「祂以平安和正直與
我同行」。因為當時有很多祭司不照
主所吩咐的去做，也沒有好好地教導
下一代，舊約的先知曾說，「有多少
祭司就有多少祭壇」。為何這樣說
呢？因為百姓獻贖罪祭和贖愆祭時，
祭肉是歸祭司的。就像現代我們反對
天主教的一些儀式一樣，我們到殯儀
館時，還會看天主教為死人禱告的卡
片，這是當年馬丁路得很反對的儀
式，因為越多人死，就會有越多人買
禱告的卡片。當初若有越多人犯罪，
祭司就有越多的祭肉可吃。但是瑪拉
基先知說「祂與我同行」，他願意與
主同行。當他把所傳講的行走出來，
就能明白他所教導與所做的平行。

3.真假忠心(二8~9)：活出或偏離

「你們卻偏離正道，使許多人在律法
上跌倒。…因你們不守我的道，竟在
律法上瞻徇情面」(8~9節)。他們沒有
忠心傳講上帝的道。我們事奉上帝要
忠心愛祂，傳講祂的信息，不偏離祂

今年又是菲聖兩年一次全校師生短宣
的體驗。外子與關懷小組組員商議計
畫後，便於九月第一星期踏上菲國南
部務端小城市福音播種之旅。出發前
組員正好與二年前我們在另一處短宣
時分享過福音的一位志願老師聯繫
上，她只告知已回到菲國教書，很盼
望能有「再見」的機會。哪裡曉得當
我們小組一到了務端，第二天消息傳
來：「該志願者老師就在這城市一間
華人中學授課呢！」誰能預測在近日
中菲關係緊張時，又在人口已達一億
的菲國能遇見久已失去聯繫的慕道
友，更可貴的是她已歸入主羊圈內，
且天天喜樂讀經禱告！這莫大的驚喜
對我們小組是及時的鼓勵，也讓我們
思考？短宣其實有長遠的影響喲。

恩。果然好種撒在好土裡：「就是人
聽道，又領受，並且結實，有三十倍
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可四
20)，現在可以收割了。

泉水旁
邵莊秀美博士

時間接受了。「我們只管栽種，惟
有上帝叫他生長」（林前三6），且
開花結果的。我們當忠心撒種。
(

二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短短
)

隊伍九人雖然在這次出發前已多次開
會討論宣教事工分配細節，也和當地
牧職人員 清楚溝通，宣教 對象、性
質、內容、任務等等，但總算大家第
一次來到這陌生城市，仍帶著戰戰兢
兢的心多方禱告。意料之外有了機會
重遇這位失落的志願者老師，她一見
到我們就飛撲到我們面前，並擁抱著
我，情不自禁地流下喜悅的淚水，我
們大家也熱淚盈眶。接下來幾天內也
向她其他同事分享福音，美好見證及
個別跟進。我們更深深知道差派我們
無論往何處宣教的主，是信實可靠
的。只要我們忠心地傳揚基督的十架
道理，就是當初並沒有表示興趣追
求，只表達不抗拒福音的她，在主的

的六天中，我們有機會在教會內外
服事。在教會學校，我們創意地教
導中文。在商會學校，教導青年人
正確的男女友情交往。另逐家探訪教
會信徒、代禱、分享福音見證。因
此，大家更熱愛此地的信徒、慕道
友、男女老幼！這間唯一華人教堂至
今已有四十九年之歷史，聽聞其創
史又來了一陣驚喜：家翁故邵慶彰
牧師早期在南部納卯教會牧會，曾
經屢次腳踏此地開荒佈道，將福音
種子播撒當地人心裡。起初艱苦耕
耘，盡力開拓，外子和我沿途都在
揣測。我們到了一位年高八十四的
姊妹家，一進門便見她滿臉春風迎
笑著說：「請進來！我很熟悉菲聖
動態呢！」原來在她客廳她所坐的
椅子旁邊的一小桌子上放好菲聖雙
月刊呢！而且是最近剛發行的那一
期！與她坐席，聽她談論歸主生活
點滴，兒女盡孝且福音已傳遞其第
二、三 代 子 孫，豈 能 不 珍 惜 和 感

的道路。今日世界各地有很多假先
知，看人的情面，傳講人喜歡聽的信
息。我們要活出主的話語，我們當自
省我們是否願意誠懇地事奉上帝，聽
從祂的教導？這段信息可能讓聽者覺

得沉重，卻是先知的真心話。當我
們奉獻時，我們是否願意獻上最好
的來尊敬我們的上帝，當我們教導
時，不論是對小孩或大人，是否忠
心教導呢？願上帝幫助我們。

(

一 往日撒種今日結果——我們小
)

三

(

三 暑假實習成為牧職——宣教事
)

工，無論是一兩個月的暑假實習，或
教會一兩星期的醫療佈道、青少年音
樂佈道等都是不同類型的短宣。到處
都有馬其頓的呼聲：「請你過來，幫
助我們！」(徒十六9)。該教會傳道者
一家當初只被學院實習部安排到務端
基督教會三星期參與暑假教牧事工，
負起講台事奉，會友探訪工作。然而
上帝把宣教的熱忱放在該實習傳道者
身上，看到教會福音工作培育人才，
門徒訓練的挑戰，聖靈更感動該教會
同工們看到上帝家中缺乏牧者帶領羊
群的迫切需要，懇請該傳道慎重考慮
留下長期牧養他們。而我們這小隊伍
正是回應了該傳道者的心聲：「請過
來，幫助我！」我們當忠心事奉。
經過這次短宣各項事工繁瑣準備，又
欣逢中秋佳節而鼓起小隊伍帶動全教
會學習包餃子、吃餃子的一招，生動
地打入教會內外來參加中秋晚會的
「觀眾」。聽說他們當中有人還登報
宣表這隊伍帶著愛心的使命，臨務端
城宣揚美好耶穌基督的福音。對我們
小隊伍來說，這次短宣乃恩典之旅，
其中有「天時」，「地利」，「人和」
及上帝同在才會如此圓滿結束，雖是
「短暫」，但有「長遠」的影響！

結語

上帝是大君王，祂值得我們敬拜；我
們要真誠敬奉祂，獻上最好的禮物回
應祂的愛，也要活出主的話語，跟隨
祂的腳步，忠心服事祂。

教 授 動 態

靈 修 日

邵晨光院長於九月十五至二十日往台灣好消息電視
台錄製空中主日學節目：以西結書研經，又於三十
至十月二日主領台北研經培靈大會，題目是「假與
真」(瑪拉基書)；他將於十月十八至三十一日往土
耳其參加美國Narramore基金會舉辦的國際關懷學
員會議，十一月三至十二日往美國參加在 佛羅里達
州奧蘭多(Orlando, Florida)召開的國際福音神學教育
協會(ICETE)會議。

本學季靈修日已於七月十四日在校園舉行，客座講
師陳汪進老師的主題信息「效法基督」(約一章)、
呂向陽老師的培靈信息「靈性更新，與主同行」
(弗四17~19；彌六8)；「關懷與分享」小組的分享
及禱告，和個人在主前的默想靈修，給與忙碌於學
習的同學們退到主前，親近主的良好時光。





表 彰 貢 獻

八月在香港舉行的首屆國際華裔聖經學術會議於十
九日向十位聖經學
者頒發傑出「前輩
獎」，邵晨光 院長
是其中的一位 (照片
右起第四位) 。



教 師 節

學生會在教師節為教職員表演了精彩的節目，老師
也臨時受邀演啞
劇(聖經故事)；歡
歌 笑 語，在 主 裡
溫馨的團契感動
著我們每一位。



迎 新 會

本年度「迎新會」已於八月十日
在學院禮堂舉行，黃俊儒博士藉
基甸蒙召的故事勉勵新同學在知
識和技能學習以外，更要在品格
上塑造，達到上帝的要求，認識
是「誰的工作？」(士七1~8)，投入上帝所呼召的使
命，接受
裝備，合
乎主用。



2014 短 宣 體 驗

本院是次短宣體驗於十月二十三至十一月一日期間
進行，全體師生組織了十二支短宣隊，其中一支將
遠征國外柬埔寨，其餘往棉蘭佬、未獅耶、呂宋、
大岷區等地傳福音佈道及探訪當地教會和校友。



青年團契
傳福音

邵院長和莊秀美博士伉儷一行九人先於九月二至七日往
務端短宣，事工包括帶領務端基督教會同工禱告會、青年
團契及學校教師講座，並向兩所華校開佈道會及教導中
文，也到小商店及工廠傳福音，和探訪被虐待兒童等等。



華校佈道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