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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哥林多後書，學作主工人 (3)：

  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文 /柴子高 副院長

愛是從神來，不是我們先愛神，乃是神先愛我們。神

的愛不是嘴巴說說，而是付代價、捨己的愛。主的愛應當

是主工人服事的動力來源，有主愛的激勵，才能捨下自己，

常想著使他人得好處，不求自己的益處。有主愛的激勵，

面對困難能忍耐，面對誤解能忍受，服事才能走的遠。

大馬色的慈繩愛索
保羅原本是逼迫教會的人，他的人生使命是捉拿破壞

猶太教傳統的「異端」份子。建立在這個錯誤的前提，加

上狂熱的執行，保羅的人生一步一步奔往萬劫不復的深

淵。沒有真知識為基礎的宗教熱心，有時候反而帶來極端

與危害。然而，就在保羅前往大馬色 ( 大馬士革 )，要大

肆捉拿基督徒的路上，主耶穌向他顯現，這個大光使得保

羅的眼睛看不見，被人攙扶進入城中，三天不吃不喝。眼

睛看不見，才能停止捉基督徒的腳步。然而肉眼失明，心

眼卻光明了。如同 John Newton 在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 的一句歌詞：「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

見。」有時人生遇到瓶頸，遭遇挫折，不見得是壞事。或

許主有美意，刻意讓我們停下腳步，想一想我們的動機、

態度、方法。

耶穌基督用慈繩愛索將保羅挽回，調轉保羅的人生。

原本對基督徒充滿敵意的「鐵漢」，後來卻能滿有「柔情」

地寫下哥林多前書 13 章：「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 凡

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愛是永不止息。」( 林前

13:4、7) 對照信主前後保羅的改變，怎能不讚嘆神的作

為。若非主愛在保羅的心中滿溢，如何能寫下如此雋永的

愛篇。

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保羅的大馬色經驗成為他之後事奉的根基。他的服事

勞苦，「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

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 林後 11:27)。今天多數

的基督徒大概都沒有保羅這麼辛苦。我想，在夜間人靜、

午夜夢醒時分，疲憊的保羅或許再次想起當年在大馬色的

場景。「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林後 5:14) 當心中有

主愛的溫暖，任何代價就都值得。

過去幾年在神學院，有時因為服事忙碌而疲累，而疲

累時容易自怨自艾。我常在高鐵上看著窗外，心中開始回

到自己的「大馬色時刻」。那一年，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大

學生，拙口笨舌，個性孤僻。因為一個單純服事的心，神

不輕看，讓他接受七年的神學裝備。當我為著神給我服事

的機會感恩時，心中就喜樂起來。我也常鼓勵學生去回想

他們自己的「大馬色時刻」，當學期報告寫不出來時，當

很想要放棄的時候，要靠著甚麼力量繼續走下去呢？我們

需要回到那個曾經被神的愛感動的時刻，好讓基督的愛再

一次激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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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後 5: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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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像來帶領他們前面的道路，當中一些人在金牛犢面前

放縱情慾和背逆神 ( 出 32:1-6)。與這些百姓成對比的是約

書亞，他一人孤單的在半山腰耐心和忠心地等候摩西四十

晝夜。他學習獨處，沒有因為孤單就先行下山 ( 出 32:15-

17)，他知道神召摩西單獨上到山頂這麼久，一定有很重

要的事要指示摩西，另一方面也顯出約書亞對神的信心。

他相信神會帶領摩西平安的下山。摩西忠心服事神的榜樣

深深地影響著約書亞。

有一次摩西遵照神的吩咐，招聚七十個長老站在會幕

的四圍，神將降與摩西身上的靈分賜與那七十個長老，他

們就受感說話，但其中兩個長老仍在營裡沒到會幕那裏

去，他們就在營裡說豫言。約書亞請摩西禁止他們。但

「摩西對他說：『你為我的緣故嫉妒人麼？惟願耶和華的

百姓都受感說話。願耶和華把祂的靈降在他們身上。』( 民

11:24-29) 約書亞擔心危及摩西的領導地位，但此段記載

讓我們看到摩西事奉神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人身上，而是

在神身上，也看到摩西的心胸寬廣，他希望有更多人能被

神使用，希望更多人一起服事神。摩西是一個勝過權力關

的人。摩西也利用這樣的機會教導他將來的接棒人約書亞

要心胸寬廣，並順服神的主權。約書亞記五章告訴我們後

來約書亞領百姓進入迦南地，在耶利哥城附近看見一個人

手中有拔出的刀，約書亞後來知道他來是要做耶和華軍隊

的元帥，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什麼話吩咐僕人。」

在此我們看到約書亞的謙卑、對神主權的尊崇和順服。教

會牧者若有正確的安全感，會樂意和積極的栽培更多人出

來事奉神，到了要退休時在本身教會就可有人接棒。

摩西在巴蘭的曠野差遣 12 探子去窺探迦南地。探子

中有人報兇信，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吃居

民之地，我們在那裏所看見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據我們

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 民

13:32-33) 因此以色列會眾喧嚷哭號，向摩西和亞倫發怨

言，吵著要回埃及。探子中只有約書亞和迦勒安撫會眾，

並告訴百姓那地是極美之地，是流奶與蜜之地，不可背叛

神，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有神的同在。約書亞和迦

勒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他們認識神，曉得耶和華是大能的

神，對神有信心，深信耶和華是信實的神，賜給他們迦南

地的應許必實現。其他的探子和百姓看的是困難，並將困

難放大，將耶和華縮小。約書亞跟在摩西的旁邊，看過摩

西面對許多的困難，也看過摩西對神的信心是何等的大。

一起經歷許多的困難，那些難處因著神的恩典一個個地被

解決。一個屬靈的領袖需要從神的角度來看事情，並帶領

會眾往神的心意之方向前進。摩西和所培育的約書亞都是

如此。這也是今日教會要培育領袖需看重及不可或缺的一

環。

惟願台灣更多的教會注重栽培具有親近神、屬靈的眼

見、對神有堅定的信心、順服神的主權、寬廣心胸、注重

禱告、具屬靈領導能力的領袖，成為神在這世代合用的器

皿，完成神對台灣的心意。神學院的存在是要服事神和服

事眾教會。求主幫助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與教會一起配搭

來造就具有上列特質的傳道人。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需要

眾教會繼續的代禱，讓我們能忠心地完成神的託付。願主

幫助我們一起同工，栽培屬靈領袖。

屬靈接棒人之培育屬靈接棒人之培育

常聽到一些教會沒有牧者，或者教會牧者即將退休，

但本身教會卻無人接棒牧會。也有大教會主任牧師將退

休，但自己的教會卻沒合適的牧者擔任主任牧師一職，要

從外面尋找合適的主任牧者。如此凸顯了教會更需要積極

地培育合適的傳道人來接棒。這讓我思想到摩西帶領以色

列人離開埃及為奴之地，並在曠野四十年的歲月中，面對

領導將近兩百萬時常埋怨、頑梗悖逆的百姓。他所承當的

壓力何等大，每天要處理的事情何其多，但是心胸寬廣的

摩西心繫這群百姓的未來，早早就開始培育他的接班人約

書亞來帶領百姓進取迦南應許之地。以下將從聖經來探討

摩西如何栽培約書亞，期望能提供一些教會培育屬靈領袖

的參考。

約書亞被稱為摩西的幫手 ( 出 24:13; 33:11; 民 11:28; 

書 1:1)。在曠野的四十寒暑中摩西帶領他一起服事，一起

經歷過大大小小的艱難。他在神的忠僕摩西的身旁觀摩學

習如何帶領百姓，如何處理危機。出埃及記及民數記讓我

們看到百姓在曠野漂流時期，一再地發怨言，甚至摩西的

親姊姊米利暗毀謗摩西 ( 民 12:1-2)，但在這些壓力中摩西

懂得將難處帶到神的面前，交給神並倚靠神來為他解決難

處。對約書亞而言，摩西不但有言教更有身教。

摩西常常到營外自己搭的帳篷中去親近神，與神說話

如同與朋友說話一般 ( 出 33:7-11) 。摩西與神的關係是如

此的親密，這也是摩西能繼續在艱難中忠心事奉神的得力

秘訣。當摩西轉到營裡去，只有約書亞不離開此帳篷，他

看守此帳篷。約書亞經常看到摩西到此帳篷去親近神。這

也是摩西對約書亞的身教，讓約書亞知道一個事奉神的人

要先是親近神的人，才更能明白神的心意，和有能力去執

行神的心意。摩西親近神的屬靈生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

裡。

出埃及記十七章記載以色列人在利非訂安營時，亞瑪

力人來到利非訂和以色列人爭戰。作為領袖的摩西如何處

理以色列人所面對的生存危機呢？摩西吩咐約書亞選出一

些人來，並帶領他們出戰，而自己帶著亞倫和戶珥上山禱

告。「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

力人就得勝。」約書亞親自經歷禱告的重要及爭戰的勝負

乃在耶和華。並從中明白往後要有神的同在與幫助，才能

爭戰得勝，取得迦南地。這也是摩西給予約書亞帶兵爭戰，

軍事領袖之操練機會。好讓約書亞將來能承當軍事領袖的

任務，完成帶領百姓進取迦南地的使命。同樣地，教會也

面對許多的屬靈爭戰，牧者是否也帶領未來的領袖經常操

練禱告的爭戰，及有智慧的危機處理？我回想起多年前到

國外宣教前，在校園福音團契接受八個月的短宣隊訓練，

印象最深的就是短宣隊的隊長校園同工林芳治哥哥，他帶

領短宣隊隊員在福音營聚會的門口外面爭戰禱告，看到會

堂內聖靈大大地工作，許多的學生決志信主。以禱告倚靠

神來事奉和從事屬靈爭戰，更是我在宣教工場及往後的服

事中實際的應用與重要的事奉。

出埃及記 24:13 提及摩西和約書亞上西乃山，後來神

召摩西單獨上山，約書亞一個人在半山腰等候摩西。摩西

獨自在西乃山上四十晝夜領受神的指示和兩塊法版。而西

乃山下的百姓沒有耐性繼續等候摩西，他們不知道摩西是

否還活著，在沒有安全感下，要亞倫為他們造一個看得見

文／林彩雲老師

教務長暨舊約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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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兩年就是改教運動 500 週年，對改教運動和路德會、

信義會來說，加拉太書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曾經成為改教

運動的大憲章，幫助基督信仰回歸正確根基。神使因信稱

義的道理和重要性，透過改教先驅馬丁路德和千千萬萬的

基督徒，從加拉太書傳遞到全世界。

有意思的是，這卷重要的書信，竟然以這句話結束：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

印記。」( 加六 17) 保羅的意思是什麼呢？中文和合本的

「從今以後」在原文裡是 tou/ loipou/，意思是「在以上

所講的事情之外，我還有最後的補充說明」。同一個片語

在以弗所書六章 10 節就被翻成「我還有末了的話」。加

拉太書六章 11~18 節是整卷書的結語。在 17 節之前，即

11-16 節，保羅講了什麼？第一，保羅強調那些猶太律法

主義者要人受割禮，是要在人的肉體上誇口，想要以人的

作為換取神的救恩。第二，神的救恩已經透過耶穌基督在

十字架上為罪人死而成就，因此，除了基督的十字架之外，

人沒有任何可以誇口的，就是保羅自己，也只誇基督的十

字架。第三，人在基督裡，已經成為新造的人，是新以色

列人，割禮這種有關舊以色列人的印記，已經無關緊要了。

11-16 節之後，保羅馬上給出了 17 節這個「補充說明」，

在效果上，是很具有震撼性的。一方面，他用「人的攪擾」

來代表人自身的功勞，以及那種想要靠自己的義來得救恩

的企圖；另一方面，他用「耶穌的印記」來強調神在人身

上的作為，救恩只有透過耶穌基督才能成就。

「印記」原文 sti,gma，動詞是 sti,zw，意即烙印、

戳記。古代奴隸或牲畜身上需要烙印或戳記，證明主人的

所有權。甚至許多軍人或是宗教獻身者的身上，也可以看

到類似的印記，證明他們效忠於服事的對象。此處保羅用

複數的 sti,gmata，表示他身上有很多「印記」。這些印

記哪來的呢？——「被猶太人鞭打五次」、「被棍打了三

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以及好多

危險災難 ( 林後十一 23-27)。這些折磨在他身上留下的許

多傷痕，保羅不但不以為恥，反倒珍惜，視它們為「耶穌

的印記」，因為這一切都是為耶穌而留在他身上的。這些

印記讓我們想到三件事情。

　　

一、屬於耶穌 ——「耶穌的印記」表明保羅是單單

屬於耶穌，保羅願意為耶穌承受一切。

馬丁路德愛加拉太書到一種程度，甚至提到這卷顯揚

真理之書是他的書信。他在 1519 及 1523 兩年都講解過

加拉太書，特別是當他在講解六章 17 節的時候，語氣激

昂地用第一人稱方式說：「在我身上的印記顯明我是誰的

僕人。如果我只想殷切地討好人，如果我證明割禮及善工

是我們賴以得救的因素，如果我喜愛肉體就像那些假使徒

一般，我寧可不要這些印記在我身上。然而，正因為我是

耶穌基督的僕人，而且公開宣告，沒有任何人可以從基督

之外得著救恩，所以我必須戴著我主的標誌。我得這些印

記並不是我想從魔鬼那裡拿到什麼裝飾品，也不是想得什

麼功績，我只想顯揚耶穌。」

保羅年輕時心高氣傲，自以為敬虔愛主，到處逼迫教

會，許多基督徒因此受鞭刑、棍刑、甚至死刑。在保羅眼

中，這些奇恥大辱是基督徒該受的。當他信主之後，猶太

開學禮拜
講員：劉孝勇牧師 (中華信義神學院院長 )

講題：帶著耶穌的印記

經文：加拉太書六章 17 節

人把刑罰加在他身上，他卻認為是極大的榮耀和歡喜，因

為他也能和其他基督徒一樣有機會─為基督的名受羞辱 ( 徒

五 41)。使徒行傳 22:3~8 保羅在那些逼迫他的猶太人面

前見證他在大馬色遇見主的經歷，對當時自以為逼迫基督

徒就是在服事主的保羅來說，這是天大的震撼。想不到自

認為最可以榮耀主的作法，竟然是在逼迫主；想不到，加

在那些基督徒身上的傷痕，最後都歸到主耶穌的身上。保

羅深切體認到：逼迫基督徒，就是在逼迫基督本身。所以

他信主後，更是甘願為主承受一切刑罰和苦難，因為這是

配為主受苦。這些為耶穌所承受的，就是耶穌的印記，表

明保羅是屬耶穌的。

你是屬耶穌的嗎？如果是，你當知道，所有加在你身

上的刑罰、苦難和羞辱，都是加在主耶穌身上，因為一個

屬耶穌的人，是單為耶穌而活，為耶穌承受一切事情。

二、以受苦為甘甜——「耶穌的印記」表明保羅以

為耶穌受苦為甘甜。

保羅深知罪對人的影響，因為他曾經就是罪的俘擄；

若不靠耶穌，所有人都無法勝過罪。這是為什麼他會有信

心宣告：「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加二

20) 且在加拉太書信末再次強調：「但我斷不以別的誇

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

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

字架上。」( 加六 14) 為什麼保羅要一再強調與基督同釘

十字架？因為罪！保羅所有對罪的刻劃中，沒有比羅馬書

第七章更加生動的，「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

得我。」他深知人若想靠自己的善行和努力來解決罪的問

題，是萬萬辦不到的，所以發出了那自有人類以來的一個

最深沈的哀嚎－「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

體呢？」( 羅七 24) 在這之後，卻是一個無以倫比的得勝

歡歌，保羅高聲呼喊：「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就能脫離了。」( 羅七 25) 這是為什麼保羅要與基督同死

同活，他不能靠自己勝過罪和死的權勢，只能倚靠主耶穌。

三、恩典的記號 ——耶穌的印記是恩典的記號。

以色列要出埃及時，因在他們門框上有羔羊的血，所

以那滅命的天使照著神的吩咐越過了這些家庭。逾越節那

隻被殺的羔羊代替了每一個以色列家的長子，所以門框上

的血，是極大的代價 ( 因為要付出生命 )，是恩典的記號。

耶穌復活後曾對心存懷疑的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

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

要信。」( 約廿 27) 為什麼耶穌不把疤痕消除，留下手上

的釘痕和肋旁槍刺的痕跡？耶穌身上的傷痕，除了向人證

明他就是從死裡復活的那位之外，這也是一個付出代價的

記號，一個恩典的記號。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他誠然

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却以為他受責罰，

被　神擊打苦待了。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

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

得醫治。」( 賽五十三 4~5)

我想，當保羅看到自己為主所受的鞭傷、棍傷和各式

各樣的傷痕，他就會想到主耶穌為他的罪所受的鞭傷、釘

痕和十字架上的痛苦。所以，他把自己渾身上下的傷痕，

叫作「耶穌的印記」，來紀念耶穌為他所成就的大事。這

些傷痕是恩典榮耀的明證，回到保羅的加拉太書來看，割

禮的記號不過證明人遵行律法的努力，而這人為的努力不

能救人。真正的救恩，只有透過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

出的代價，才能成就。

結語：
弟兄姐妹們，保羅一生帶著耶穌的印記，與祂同死同

活。他所強調的，不是這印記的外在形態，而是那在耶穌

基督裡的生命。今天，你我都擁有這充滿恩典的生命，是

不是也願意像保羅那樣為主而活，與主同死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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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工

新生

副院長室 / 拓展處
1. 林國亮院長將於 4/9 至紐西蘭的恩慈台福教會舉辦婚姻家庭講

座；並擔任神學主日講員，分享信息；4/12 舉辦感恩餐會；

還有家庭營。

2. 柴子高副院長與林彩雲教務長，4/13 將出席台灣神學院校聯

合會。

3. 柴副院長於 4/17 在台灣浸信會神學院全院崇拜中分享信息。

教  務  處
1. 春季學期已於 3/5 開始上課。本學期共開 18 門課 ( 其中 2 門

課在台中愛家台福基督教會上課 )，暑假將開一門密集班課程：

「當代十架神學研究」(6/29-7/3)。

2. 春季學期新增系統神學專任教師林彥如老師，除授課外他是信

徒培育中心及職場碩士科與職場證書科 ( 今年秋季將開始的夜

間科系 ) 主任。

3. 信徒培育中心及職場碩士科與職場證書科行政助理闕淑麗姊

妹已於 3/1 到任。

4. 春季信徒培育課程「福音神學導論」由林彥如老師授課 ，上

課時間為 3/10-5/19 的每週二晚上 7:00-9:30。

5. 碩士科春季學期預計將有 10 位同學畢業，求主帶領他們前面

事奉的道路。教牧博士科預計有二位畢業生。 

6. 今年七月本院將搬到新莊的新校舍，新圖書館的妥善空間規劃

及一切搬遷的預備，求主賜智慧和力量給同工。

學  務  處

1.  感謝神！ 3/3 新生訓練已順利完成。  3/4 開學禮拜並邀請中

華信義神學院院長劉孝勇牧師以”耶穌的印記＂為題分享，給

予全院師生極大的激勵。

2.  3/25 及 4/15 全院崇拜將分別邀請台北台福林榮吉主任牧師

及國度資源中心袁信哲教授蒞會分享。3/28 週間崇拜並邀請

國際關懷協會劉智欽牧師分享宣教異象。

學院動態
3. 4/20 將舉行實習督導老師座談會。4/22 學生會將於淡水舉行

信仰知性之旅，紀念馬偕入台宣教 150 年。

4. 碩三學生蕭天健將於 4/18 假台南聖教會丶北美校友余華芬訂

3/28 於中壢靈糧堂舉行婚禮，願神賜福新人。

行  政  處

1.  關渡校區旁自強路的拓寬工程仍進行中，盼望基督學院和政府

的規劃和施工都順利，施工期間同學們出入平安。

2.  學院網頁的改版進入最後階段，盼望新版網頁能盡快上線，更

好用且更美觀。

 經常費 單位：新台幣 ( 元 )

期初餘額 2014/12/31 3,368,936

收    入 2015/1-2 月 1,286,832

支    出 2015/1-2 月 3,469,050

期末餘額 2015/2/28 1,186,718

 建校基金 ( 目標壹億伍千萬元 ) 單位：新台幣 ( 元 )

上期累積金額 2014/12/31 61,602,318

本期收入 2015/1-2 月 324,984

本期累積金額 2015/2/28 61,927,302

支    出 已購土地及建物 2013/12 月 20,712,585

預付款 支付土地及建物定金 2015/1 月 9,000,000

本期期末餘額 2015/2/28 32,214,717
製表：會計室

奉獻支持本院方式
1. 郵政劃撥帳號：50136096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2. 銀行匯款：永豐銀行竹圍分行 (807-1963)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帳號：196-001-0033607-7
3. 支票抬頭：財團法人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2015 年 1-2 月財務報告

林彥如老師
系統神學專任教師暨職場碩士科、信徒培育科主任。

* 原教務處信徒培育科同工丁聖容姊妹
轉任拓展處同工。

闕淑麗姐妹
職場碩士科、信徒培育科同工。

歡迎三月份教務處新同工加入學院，
願神賜福他們在學院的事奉！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姓名：吳明煌
教會：浸信宣道會福和教會 
恩賜：傳福音
我時常告訴自己：人生要贏在最終點，就是要
為耶穌搶救靈魂！
回首受洗之時近乎中年，如今就讀神學院己邁
入老年。以世人的思維好像這一切都慢了、太
遲了！但身為神的兒女，深知道神在我們一生
的計劃和帶領。何況「人若有願做的心，必蒙
悦納！」( 林後 8：12)。現在很珍惜，並接受
神學院的裝備課程，預備為主所用。馬太福音
九章 37 節主耶穌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神的國度正需要我們這些樂意
為主獻上的工人。

證書科
姓名：謝美香
教會：沐恩教會     
恩賜：主日學老師
說起上帝的恩典，真的是訴說不盡。這幾年工
作上幾次的變動，看到神的手在當中，也看到
自己的軟弱與不能，學會凡事依靠、凡事交託、
凡事仰望、凡事禱告。幾次到國外出差遇到危
險時，經歷上帝全然的保護，死亡就從我身邊
過去，對神的感謝無法用言語形容！
過去長年把自己寄託在工作中，感謝神在我生
命中的扭轉。如今，我不再計畫我的人生，我
把人生下半場的劇本交在祢手中，願為祢所用、
跟隨祢，用一生的時間來認識祢、愛祢，直到
祢再來的那一日。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 !!

3/2 新生訓練

3/3 開學禮拜

柴副院長勉勵 認識學院／圖書館

2/13 年終尾牙，同工與董事們歡喜齊聚一堂

全校師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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