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RTH AMERICA CHINESE  BI-CULTURAL  AND  PASTORAL  MINISTRIES  PROGRAM

北美華人雙文化教牧事工科

二零零九年  春季     通訊

鄺健厚

試煉與屬靈洞察  主題文章

P.1   試煉與屬靈洞察
    ─ 鄺健厚

P.3   你憂鬱嗎？記得神拳
    權！

    ─ Craig W. Ellison

同學分享

P. 7    做個得人漁夫
     ─ Albert Tse

校友分享

P. 9    主領我...步步行

     ─ David Herling

學院消息

P. 11

 金融海嘯繼續席捲全球，專家及旁人均忠告，要作好準

備，因為今年不會更好，真正的大難還在後頭。

	 當多年來的積蓄在短時間內突然失去，心中難免傷痛。

每天聽見了公司清盤，銀行相繼宣告解雇數萬員工。美國三大汽

車公司也面臨倒閉，數以百萬人將受牽連；加上華爾街股票趺破

8,000點，難怪人心緒不寧，不寒而慄。眼見身旁的同事一個個

離職，不安及恐懼就像陰霾籠罩，久久不散。香港有教會甚至要

開設防止自殺支援小組。

	 然而在此情此景，聖經卻教導我們說，「我的弟兄﹝姊

妹﹞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極可能是經濟困難﹞，都以為大

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忍耐也當成

功，使你們成全，亳無缺欠(not	lacking	anything)」(雅一2-4)

	 在試煉中是難受的。聖經卻說要以為大喜樂。但如何能

達到這樣超然的境界呢？

	 首先，屬靈人看透萬事。但誰是屬靈人呢？她是一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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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厚牧師是宣道會神學院之客座講

師，任教華人講道學課程。他也是乃役

學院及宣道會神學院董事會成員之一，

和在紐約的宣道會基導堂之主任牧師。

於神的人，一個以屬靈眼光看透世事的人。為何在

試煉痛苦中可以喜樂？因為屬靈人著眼點不在於短

暫的現在和困苦，而是永恆的好處。因為試煉帶來

學習信靠和忍耐的機會。現在雖然失去，對我們永

恆的生命卻是有益。

	 就如，嚴厲的懲罰若帶來生命改變，縱然痛

苦卻是藉得慶幸。大手術既痛苦又可怕，但若帶來

醫治痊癒的機會，就當感謝。

	 一個運動員有機會參與奧運，那怕是汗流

浹背，肌肉酸痛，甚至遍體鱗傷，但因為有參與機

會，並看見進步的果效。一切的辛酸，一切的痛楚

都再不重要，更大的犧牲都變得有價值；沒有任何

東西可以蓋過那種喜樂和興奮。這是人一生的光榮

和奮鬥的目標。

	 屬靈人在試煉中，心裡仍充滿安慰及喜樂，

因為他們有更崇高，更叫人興奮的目標，就是那永

遠的榮耀，遠超過參賽奧運所得的獎賞。他們看透

了今天百般的操練和試煉，是必需的，對我們永恆

的生命有益。試煉讓基督徒學習忍耐，對神單一信

靠。

	 蕭壽華牧師鼓勵弟兄姊妹說:	「在試煉中我們

一定有所損失（無論是金錢、健康或安穩的環境）

，但聖經(雅各書)竟然說毫無缺欠！神所看的不是我

們短暫的眼光所	 看到的「損失」，而是在永恆裏我

們在生命中可以「得到」的。人在心思中改變了，

明白到不是損失，而是得著，心裏也不再會如此傷

痛。」1 

	 若然沒有這樣的信心和屬靈眼光怎辦呢？

 「你們中間缺乏智慧	 (屬靈眼光)	 的，應當

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

他。」(雅1:5)

	 最糟糕的是，一個人經歷試煉，沒有屬靈的

眼光，沒有學習忍耐及永恆生命的功課，卻繼續以

自己的方法處理現況，陷於困境。頑固不變，仍以

自己的觀點看信仰和世情，陷於疑惑。他們如海中

的波浪被狂風吹動翻騰，心緒不靈，固執地憑己力

掙扎，不肯學習全然交托，信靠父神。他們信仰沒

有因此成長，信心卻被搖動，實在可惜。

	 專家說憂慮是一般強烈地籠罩著我們的情

緒；放不下也挪不走的整天纏繞著我們。若沒有屬

靈的眼光看透；沒有神的智慧力量是跳不出也打不

倒的。所以面對試煉或危機，若非憑信，單純的倚

靠主，人祗會憑空搏鬥。祗看見危難而看不見危險

背後帶來的生機。

	 弟兄姊妹，願我們都作個屬靈人看透萬事，

靠主的智慧在困境試煉中喜樂，同心努力，先求神

的國和祂的義，積聚財寶在天，繼續竭誠事奉主。

	 但願你我作個屬靈人看透萬事，掌握時機，

趁著困境中，人心歸主，努力佈道，拯救靈魂。

註	釋：

1)	北角宣道會牧者心聲	200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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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ig W. Ellison
翻譯小組翻譯

你憂鬱嗎？  
          記得神拳權！

 雖然神應許當我們定睛在祂的身上並信靠祂

時〈參賽26:3〉，祂要給我們完全的平安，但是基

督徒還是會患上憂鬱症。在美國，輕微的憂鬱可能

是最常見的情緒問題了。據估計，五個人當中會有

一個人，在一生當中曾經患過嚴重的憂鬱症。憂鬱

症的症狀包括：感覺遲鈍、疲憊、失眠、注意力難

集中、提不起興趣等。當憂鬱症來擊時，我們經常

會將注意力放在自己和自己的問題上，此時一個小

山丘會被誇大為一座高山！我們覺得沒有人真正了

解我們，甚至連神都不了解我們。

	 憂鬱症的症狀會令患者感到非常無助。年輕

的林肯總統在中西部當律師時，就曾感到前途一片

黑暗。他在這一段時期曾紀錄道：「我是這個世界

上活著的人當中，最悲慘的一個。我什麼時候可以

好起來，我也不敢說。我當然禁止相信自己沒有好

的一天。」

憂鬱症的成因

	 憂鬱症的起因有可能是屬靈上的、身體上

的、和心理上的。我想藉此機會談談每一個範疇，

並想想我們可以怎麼克服，好叫我們在情緒低落時

候仍能找到出路。

靈性上的因素

	 大衛王曾經表明，他因犯罪而感到憂鬱，例

如在詩篇38篇3-8節他哀嘆道：「…因我的罪過，

我的骨頭也不安寧。我的罪孽高過我的頭，如同重

擔，叫我擔當不起。…我疼痛，大大拳曲，終日哀

痛。…我被壓傷，身體疲倦；因心裏不安，我就唉

哼。」

	 福音就是好消息：它告訴我們耶穌必會拯

救，將我們從犯罪而有的憂鬱症重擔裏面拯救出

來。基督徒若容許自己受罪惡糾纏，必要經歷混亂

的折磨。他們將發現，當基督徒知道要行善卻不去

行的時候，心裏會有罪惡感和憂慮。大衛在詩篇32

篇3-4節說道：「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

而骨頭枯乾。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

的精液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

	 若要找回喜樂，只有順服一途。耶穌在約翰

福音15章10-11節說：「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

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祂的

愛裏。」

	 當我們憂鬱，有時候會覺得神離開我們很

遠，只是我們自知並沒有犯罪。這種情況可能會出

現在我們正受到屬靈的考驗，我們誤認神遺棄了我

們，所以什麼事情都不順利。這種恐怖經歷的原

因，可以在撒但與神談論到約伯的信心那番驚人卻

發人深省的對話當中找到〈參約伯記1-2章〉。有時

候神好像關上了天堂的門，來考驗祂所愛兒女的信

心和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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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上的因素

	 憂鬱症有時候是因為身體的因素〈如疲倦〉

所導致的。在列王記上18-19章，我們讀到以利亞在

迦密山上，和450位巴力先知和400位亞設拉的先知

進行歷史性的攤牌。神擊打耶洗別的這些假先知，

以致於她想要取以利亞的性命，以利亞只有逃到曠

野，最後累倒在一棵羅騰樹下求死。

	 以利亞在身體和情緒上都筋疲力盡了，神又

怎樣回應呢？是否要以利亞堅定信心來面對那位易

怒的女人呢？不是的。祂乃是差派了一位天使來送

麵包和水給以利亞，並對他說：「起來吃吧！」〈

王上19:5〉

	 身體的化學反應也在憂鬱症上扮演一個角

色。基因胺等元素將會啟動在人腦的100億個神經細

胞，這些元素協助神經信號經過細胞和神經鍵之間

細微的空隙，而憂鬱症患者卻基因胺不足，而導致

很多神經細胞被關閉起來，沒有被啟動運作，所以

人就感覺到很不快樂，沒有精神，其他憂鬱症的症

狀也會出現。同時，憂鬱症患者也可能因有困難代

謝鈉和鉀，它們是神經細胞產生電力的關鍵元素。

心理上的因素

	 憂鬱症形成的心理因素有六個，如果這六項

同時出現，憂鬱的病情會比較嚴重，時間也拖得較

久。

(一)	無法實現的夢想或期望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夢想或希望，不過大多無

法實現。或許，我們爬不到公司最高的權力階層、

我們的小孩不能按我們的心意成長、我們所努力的

目標卻無法給我們滿足感等。

	 人無法達成自己的理想，是有很多因素的。

可能是完美主義、疲憊過度、個人限制、或是受到

我們無法控制的外力影響等等。完美主義剝奪了我

們的喜樂，因為我們對自己或別人永遠都覺得不滿

意。對完美主義者而言，沒有一件事情是做得好或

會令他滿意的。疲勞過度的人，往往因他們為自己

建築過高的夢想，而筋疲力盡。通常他們由於期望

過高，結果就失望很大。

	 個人限制如缺乏應有的訓練、年齡、個性、

性別、教育、或是工作經驗、健康不良等，這些都

可能剝奪了我們實現夢想的機會。外來原因，如職

場的鬥爭、難測的經濟變動，也都會摧毀我們心中

最深的期望。

(二)	受損失或被受傷害

	 另一種導致憂鬱的心理因素是損失，如喪失

財產、所愛的人、健康、或名聲。當約伯失去所擁

有的一切的時候，他曾感到憂鬱。他在一日之內失

去了所有的驢、牛、羊、駱駝和僕俾。他在幾個小

時之內，正如「王子與乞丐」中的主角，從尊貴的

身份變成一無所有的小民。最糟糕的是他接著還失

去了所愛的人；由於一場颶風，他失去所有十個孩

子。

	 因為死亡、離婚、遭違背婚約、或是搬家，

而失去摯愛的人，是人生中最痛苦和消沉的事。神

造我們，要我們能去愛和被愛，當我們損失一個親

密的關係時，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就死去了。

	 第三種會導致憂鬱的損失，是失去健康。

這種損失可以是突然的，像是發生車禍、被擊；也

可以是逐漸的，像是生病。約伯就經歷了這樣的損

失，因為神允許撒但去破壞他的健康，他便全身長

滿了瘡。

	 最後，約伯還要面臨失去名聲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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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這一切的遭遇，會導致人進入一段憂

鬱時期。約伯詛咒自己的生辰並大聲哭號：「我所

恐懼的臨到我身，我所懼怕的迎我而來；我不得安

逸，不得平靜，也不得安息，卻有患難來到。」

(三)	無助感和無控制權

	 第三個心理因素是無助，或是感覺自己失去

控制的能力。這種感覺可能是因為一連串的任務臨

到自己，卻又無法承擔。比喻老闆給我們一大堆工

作，而我們永遠處理不完；或是對很多年輕的母親

而言，面對稚齡的孩童無止境的要求，常常讓她們

感覺好像沉溺在流沙中，無法自拔。

	 另一種情況會引致無能或無法拳握的感覺，

是因為有接二連三不順利的事情發生。例如，我們

在

	 有一次我們搬家後才三個月，就有很多的問

題出現：暖氣壞掉了、廚房的火爐需要換新的、有

小孩把前門旁邊的兩片玻璃打破了、我們在城裏還

沒賣掉的房子依然一直賣不掉、新房屋的下水系統

又在一個月內壞了兩次。一時間，滿房子是修理人

員。就這樣，我們的情緒心理一直下沉。我們質疑

自己為什麼要搬家，開始與憂鬱症掙扎。之後，事

情有了轉機，我們感覺到主耶穌在各方面肯定此次

決定是對的。

	 最後，會使我們陷入憂鬱的原因，可能是

因我們的飲食的習慣失控了，而導致我們失去了自

尊。

(四)	悲觀的思想

	 憂鬱症可能是從悲觀或負面的思想而來的，

正如一個諺語所形容：「樂觀者會看到油炸圈餅的

餅圍部分，悲觀者卻會看到餅圈中間的洞。」很多

人就是因為只注意「沒有」的部分，而落入憂鬱症

的陷阱裡。我們原可站在陽光底下，卻選擇留在陰

影裡面。當事情不如己意時，就很容易會批評和抱

怨。這樣，我們就會失去喜樂的心。

(五)	自卑和失去價值

	 另一個導致憂鬱的重要因素，就是覺得自

己沒有價值。有這種感覺可能是因為遭到別人的排

斥、或是失去生活的方向、或是價值觀上的錯誤。

例如，我們國家有很多老年人都受到憂鬱症的困

擾，因他們覺得自己不再有用了。我們社會的價值

觀，不像其他的文化般特別尊敬老人，往往使老年

人自卑和失去價值感。

(六)	情緒被受抑制

	 被壓抑很久的憤怒，沒有渠道抒發，也會

導致成千上萬的人得憂鬱症。通常這樣的憤怒，是

來自被人排斥，或是在家人朋友當中，存在沒有解

決的衝突。在基督徒的圈子裏面，這種情況特別危

險，因為我們的教育告訴我們，所有憤怒的表現都

是罪；唯一解脫的方法，就是否定不滿和抑壓，結

果容讓怒火在我們裡面像膿瘡一樣地潰爛。心理

學家不斷地發現，將怒火隱藏心中，只會導致更多

精神和生理相關的疾病，如偏頭痛、胃潰瘍和憂鬱

症。

	 無論成因為何，所有的憂鬱症對我們的屬

靈生命都帶來嚴重影響。我們會被它絆倒，甚至全

身仆倒；又令我們癱瘓，讓我們在神的事工上發揮

不了作用。那麼，我們應當如何面對憂鬱症？怎麼

防範呢？以下簡述的原則，是針對以上三方面的成

因。

憂鬱症的處理

(一)	屬靈的成因

	 如果你的憂鬱症是因為犯罪，但你卻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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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基督徒，你所需要的是從沉重的罪惡中得到釋

放。你必須邀請耶穌基督做你的救主和釋放者，並

認你自己的罪。

	 如果你已經是一個基督徒，就要過一個真正

基督徒的生活，不要和你的信仰唱反調，也不要和

神的靈作對；當你犯罪時，要馬上認罪悔改。

	 如果你感覺神很遙遠，但你卻願意跟隨祂，

你可能正在經歷試煉。你要有信心，如果是神在

試驗你，那是因為祂信任你，要你得到祂恩典和獎

賞。

(二)	生理的成因

	 要明白到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吃得正常、

運動、有足夠的睡眠，都是你情緒和靈性健康的關

鍵。

(三)	心理的成因

	 如果你是因為自己的期望和夢想無法實現而

憂鬱，你要嘗試接受一項事實：沒有任何人可以得

到所有他所想要的或應得的，連你也不例外。若有

一些事情可以按你的計畫實現，你就應該要感恩。

不然的話將自己的眼光降低一點，同時不妨拓展

自己的新技能，來幫助你達成心中想望的夢想。還

有，要將你的失望交給神，使它成為經歷神豐盛恩

典的機會，也許這是神要你有新的夢想，來成就祂

的計劃。

	 如果你是因為經歷某方面的損失而患了憂鬱

症，你要將你的憂慮和孤單卸給父神。詩篇六十八

篇十九節說道：「神是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

以賽亞書53章也說到耶穌在十字架上擔當我們的憂

患，背負我們的痛苦；因祂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要

避免自憐，在面臨損失時問「為什麼」通常是無法

解答的。如果你感覺事情失去控制，要記得神掌控

一切，祂要親自照顧你，祂不會從你的生命中走開

的。

	 如果你傾向於悲觀思考，你要開始將腓立比

書4章8節記在心裏：「若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

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

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現在就開

始這樣做，你的明天會更加燦爛。

	 如果你感覺自己沒有價值，應求神啟示祂在

你身上的計畫是什麼，好叫你找到自己在祂裡面的

價值。身為神家中的一份子，其美妙之處是在於，

神會在不同的事上使用不同的兒女。我們周圍不乏

這樣的實例呢！如果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離棄了

你，令你覺得自己沒有價值，記得耶穌愛你。就如

詩篇二十二篇所記述，把自己浸淫在神的應許裡。

 如果你與人有懸而未決的衝突，你要儘快處

理，不要讓怒火在你心中折磨傷害你。記得將憤怒表

現出來並沒有錯，聖經說「生氣，但不要犯罪。」以

弗所書4章26節又說，可以用適當和有建設性的方

法，來表達憤怒。

五個聖經的原則
 

	 最後，我想送給各位幾個聖經的原則，幫助

你在心情不好的時候，能夠再次站起來，繼續奔跑

那擺在前頭的路程。

‧	損失和失望是人生的一部分，在人類犯罪離開	

神的恩典之後，這是每個人都無法逃避的事

實。

‧	神仍然掌權，希望就在咫尺。正如大衛在詩篇

30篇11節所言：「你已經將我的哀哭變為跳

舞，將我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喜樂。」

‧	神的計畫超過我們一時的享樂。約伯深知這個

道理，所以他回應神說：「我知道你萬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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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分享

做個得人漁夫

Albert Tse
翻譯小組翻譯

Dr. Craig Ellison已於二零零八年
八月正式從	Nyack College (乃役
大學)	/ ATS(宣道會神學院)退休，
與太太一同遷往密西根州居住。

從一九八三年開始，Dr. Ellison便
任教於ATS，曾任Counseling & 
Urban Studies教授，心理輔導學
學系系主任。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

如得魚一樣。」 馬太福音四章十九節

  去年，我被邀去參加一個在漁船上舉行的生日宴

會。這樣的宴會令我很好奇，因為我經常聽朋友說，他們

只去了一次釣魚就沉迷上釣魚了。我小的時候曾經和父母

親的朋友去釣過魚。當時我沒有釣魚竿可以拿，所以覺得

無聊透了，甚至以數毛衣上的小毛球來打發時間。好吧，

就算有好玩的地方，也只是看大人把做魚餌的蚯蚓放在魚

鉤上。我喜歡觀看，是因為我不需要去碰那些蚯蚓。

  漁船上的宴會是在八月份的一個夏日夜晚舉行，

上船後，就向長島海灣駛去。這次不像我小時候那麼無

聊，因為有朋友可以聊天和美食的享受。我們的談話非常

甜蜜，所以在等魚兒上鉤之時，是很愉快的。我大慨等

了一個小時，才有一條魚兒上鉤，也是整晚釣到的唯一一

條，還是一條比目魚呢！雖然我必須讓它放生，因為實在

太小了，但我仍是很開心。過去我聽說有些人愛釣魚到一

個程度，甚至半夜起床去釣魚，簡直太不可思議了。但這

次我真的體驗到釣魚的樂趣，就是等候魚兒上鉤所需的耐

性，和釣到魚那份興奮之情。從那天晚上以後，我竟然開

始每個星期都去釣魚。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個很有經驗的漁夫朋友一起

去釣魚。他教了我很多技巧，事實上，釣魚牽涉到很多科

學理論。我們出門前要先上網了解漲退潮的情況和最有利

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約

伯記42章1-2節〉

‧	 神愛我們，祂絕對不會撇棄我們，

且祂愛我們每一個人。詩篇55篇22

節勸勉我們說：「你要把你的重擔

卸給耶和華，祂必撫養你，祂永不

叫義人動搖。」

‧	 神會保守你到終點，祂會獎賞我們

的忠心。祂獎賞了約伯〈參約伯記

42章〉，也獎賞了大衛〈參詩篇40

篇〉，所以祂必定獎賞你和我。

	 你看，神會使用「不好」的事和

令人失望的事，如鐵鎚擊打一般，驅使我

們到祂的面前，好叫我們再也不離開祂。

我們必須看人生的苦難，是出自神這位偉

大木匠的手，祂並非要害我們，乃是要塑

造我們變得更加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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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Tse 同學在全職工作之餘，
以部分時間方式，接受神學裝備。

他計劃在不遠的將來，能全職事奉

神。Albert的妻子Anna，也是ATS 
的學友。他們一同育有三個兒子。

釣魚的時間。然後就是挑選魚餌的種類，是根據何

種魚和釣魚的地點來決定。接下來，在我們抵達釣

魚地點以後，還要找出魚群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它

們覓食的地點。這次和他出去，我學到很多想像不

到的洞見。那個晚上，我們一共釣了四條魚，最大

的還超過30英吋呢！

  數年前，耶穌曾用馬太福音四章十九節對我

說：「來，跟從我吧！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魚一樣。」這

段話又賦予我新的意義。我認識到耶穌不只是要我

在後面跟隨而已，祂還要我將祂當作一同捕魚的同

伴，一起交流和學習認識漲潮退潮的知識，魚兒的

種類，認識對時間的把握，和釣魚時所需的忍耐。

祂還給我示範，祂是何等愛釣魚。耶穌給了我所需

的恩賜和工具，來「釣」那些失落的人。我要耐心

地在失落的人當中做美好的見證；無論在任何環境

下都要表達愛心，對所處的環境敏銳，好叫在我身

旁的人感受到神國度的偉大。

  做一個得人漁夫，不只是隨意出海釣魚，隨

意將魚餌放在魚鉤上面那樣簡單。耶穌是漁夫中的

漁夫，祂也很願意教導我們這些釣人靈魂的人，熟

稔這個「行業」。學習釣魚的過程，使我成為一個

更成熟更有技巧的「得人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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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分享

David Herling
翻譯小組翻譯

主領我...步步行

「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

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

以行走。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不離開

百姓的面前。」出埃及記十三章二十一至

二十二節

	 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心中計畫好要領他

們去應許之地。如果神願意，祂可一開始就把

他們帶到應許之地，但這樣做，卻無法成就神

讓以色列人去曠野的美意，也學不到要不斷地

倚靠祂的功課。神選擇親自用雲柱和火柱來帶

領，同樣的，祂也供應每日夠用的嗎哪。以色

列人在學習倚靠神的功課上失敗了，更不因神

的用心良苦而心存感激。其實，上帝也是這樣

帶領我們走每一步，只可惜我們很少感謝祂的

用心。

	 我向中國人宣教，原先也不在我的計畫

裡面，神卻一步一步地帶領我，而每一步都不

在我的想像之中。神先是清楚地帶領我去讀乃

役大學(Nyack	 College)。進了學校的第二天，

當時我選修了教牧學，而宣教並不在我的計劃

之內。我知道神要我全時間事奉，但卻不知道

祂要在哪裡和以什麼方式事奉。很快的，我的

道路轉向了。我的一個菲律賓朋友，邀請我參

加乃役大學的亞洲人團契，當時我正好有空，

便去參加。到了那裏，我發現他們很熱心地敬

拜神，也彼此鼓勵要忠心跟隨主。我雖然不是亞洲

人，但是他們對我的接納，讓我覺得自己很有歸屬

感。神開了我的眼界，見到跨文化溝通的奇妙和挑

戰。當我更多的參與這個團體，甚至後來加入領袖

團隊之後，我便感覺神要我離開傳統的牧會之路，

進入具挑戰性的跨文化宣教。

	 當時，我也不是非常清楚神在我身上的計

畫是什麼，只是對日本很有感動，也曾經在這方面

預備自己。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在中國人群中事奉。

我甚至還看去中國宣教，是一時尚和流行的話題而

已。當時，我對於神在我身上的計畫還未完全清

楚，我能夠做的只是信靠祂會帶領下一步。但不久

以後，許多令我驚奇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了！

我在大四那一年的第一個學期，必須多修一門課，

便隨意地選修了普通話，當時學校有這一門課。期

間，一位資深的宣道會宣教士Paul	 King來到我們

宣教學的課堂上分享，並邀請學生們和他一起到中

國短宣、教英文。那刻，聖靈告訴我，不是問我的

意見，要我必須參加這次短宣。我能作的就是順

服，於是報了名。在那個學年裡學習普通話，讓我

和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連繫起來，這又是我想都想不

到的事。於是我開始問，神為何要我參加短宣隊。

我也很認真地為這事情禱告和思想，這與我一生的

呼召又有何相關呢？

	 我在中國的經歷確令我難忘。我無法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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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erling 是本部校友，於去年畢
業。David 的負擔是在華人當中作宣
教工作。現正在紐約布碌崙宣道會，

一所華人教會，當中事奉。

任何人去過中國，無論長期或短期，而不會愛上這

個國家和人民的！在回美之前，我的心已定意要回

去，雖然我還未清楚神要我在中國作什麼。中國是

一個很大的國家，也有很大的需要，那裏的家庭教

會正在快速成長，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我可作何貢

獻呢？對我來說，我原先去日本的計畫，仍是比較

合情理。神的心意是什麼呢？之後，我進入了「宣

道會神學院」(ATS)，報讀了「北美華人雙文化教牧

事工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解答：神在我身

上的計畫、我可對中國有何貢獻？

	 我在ATS的學習，擴大了我的視野，使我

明白和學到有關跨文化宣教的事。我認識到，來自

不同地區的中國人有很多不同之處，中國人的思維

和作事方式，與美國人相比有何不同。我特別感謝

神，讓我在伍國禮博士的課堂上學到很多功課，對

我現今的事奉有很大的幫助。我在布碌崙宣道會實

習，也是意想不到的。這是一間廣東話教會，而

我只學過普通話。剛開始的時候，我也不明白神為

何帶領我到這間教會。到了後來，我才明白到，神

要我所學的是跟以色列人在曠野所學的功課是一樣

的，就是要倚靠上帝，而不是自己的才幹。

	 從ATS畢業後，神更進一步帶領我留在布碌

崙宣道會全時間事奉，把神學院所學的應用出來。

接下來，我要開始尋找一所差會，為長期的海外宣

教工作而預備。將來會如何，我不知道。我只知

道，神會一步一步的帶領，我只需信靠祂，不需為

將來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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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消 息

教牧同工退修營

  本年度教牧同工退修營已於三月九至

十日舉行。三十多位教牧同工，在兩日一夜

裏，彼此交流，學習和支持。

  本年度主題是「二十一世紀教會的挑

戰」，藉著座談討論、講座和分享，探討華

人教會在二十一世紀所面對的挑戰，如國語

事工的發展和需要、本地土生華人事工的發

展情況、現代社會的文化所帶來的衝擊和挑

戰等等。

  特別專題講座「英文事工的發展

與動態」，講員是伍國禮博士。伍博士是

宣道會神學院的教牧學教授，有豐富牧會

經驗，在教學之餘，他仍繼續在堂會牧養

之工作。伍博士非常關心土生華裔事工的

發展和需要，並對土生華裔教牧工人的栽

培，積極參與，有許多的貢獻。

  在營會裏，教牧同工們都非常珍惜每個機

會，與各忠心侍主的同道中人，彼此分享事奉心得

和困難、傾訴內心的感受和掙扎，在事奉的歷程

中，彼此扶持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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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事奉工場及崗位

張雲台  (零五年五月畢業生)：從本年一月份開始便在威斯康辛州麥迪森市的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事奉。

李崇樂  (零八年五月畢業生)：將於五月份攜同妻子及兒女一同遷往加州，開始全職在加州的宣

道會信心堂服事。

林豐欽 (一九九九年畢業生)：自零七年被新澤西州若歌教會差派前往台灣後，豐欽一直努力開拓

當地校園福音工作，現在事奉的校園，包括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和中原大學。

呂理山 (零二年畢業生)：理山和妻子麗琴一直對台灣福音的需要都感到迫切，而神也逐漸的將這

負擔擺在他們心中。 在美國愛荷華州的愛城華人教會事奉了六年多後，他們決定回應神的

呼召，於今年夏天回到台灣事奉。理山和麗琴將遷往台灣台南縣佳里鎮，參與以琳之家的

事工，作傳福音、植堂的工作。

羅乃基  (零九年五月畢業生)：將於畢業後繼續在紐約的宣道會基督堂英文部，作為期兩年的實

習。

毛艷君 (零三年五月畢業生)：自神學院畢業後，艷君便一直在紐約的威郡華人宣道會事奉 ，到今

年已經六年。艷君一向對歐洲的宣教工作都有負擔。她計劃在8月完成在該教會的服事，便

前往英國，加入基督教華僑佈道會的事奉行列，參與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的福音事工。

孫昌仁 (一九九二年畢業生)：現正事奉於基督教華府中國教會，擔任主任牧師之職。

黃妙鸞  (零九年五月畢業生)：也於畢業後會在紐約的宣道會基督堂作為期兩年的實習，參與在

教會的兒童工作。

楊友光  (一九九八年畢業生)：牧會多年後，友光現正在加州康科特市的John  Muir  Hospital作

實習院牧。

按 立

任  軍  (零七年五月畢業生)：將於六月六日舉行按牧典禮。任軍在新澤西的立石教會事奉了三

年。

Rockland 校 舍

Worship in the Chinese Church
講 師：伍國禮博士

時 間：九月八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逢星期二  晚上六時正至九時正

Chinese Preaching I
講 師：鄺健厚牧師

時 間：九月九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逢星期三  晚上六時正至九時正

開辦課程：二零零九年秋季

Fo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Chinese Studies Program at  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350 North Highland Ave., Nyack, NY 10960  Tel: (845) 770-5723 or  (845)353-2020   www.alliance.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