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年 7 月; July, 2005 

                              本期摘要 
許宗宏   TAPC 2005 年度教會發展遠景分享討論摘要(精簡版) 

曾彥康  Gabriel Tseng  The good is the enemy of the best 

黃全福   索解聖保羅闡明的拯救意涵（一）                                   

陳金樹   查經  祈禱、靈修、事奉、見證、團契是基督徒五項主要的

使命。 本期文章 探討 基督徒五要之一〝祈禱〞。                                

陳金樹   敬拜的祈禱 

徐謙信:  巴士卡是接受奧古斯丁主義預定論之自然科學者（前） 
鄭以文   災難過後 

主禱文 
我 們 在 天 上 的 父 、 願 人 都 尊 你 的 名 為 聖 。願 你 的 國 降 

臨 。 願 你 的 旨 意 行 在 地 上 、 如 同 行 在 天 上 。我 們 日 用 的 

飲 食 、 今 日 賜 給 我 們 。免 我 們 的 債 、 如 同 我 們 免 了 人 的 

債 。不 叫 我 們 遇 見 試 探 ． 救 我 們 脫 離 兇 惡 。  因 為 國 

度 、 權 柄 、 榮 耀 、 全 是 你 的 直 到 永 遠 、 阿 們 。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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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C 2005 年度教會發展遠景分享討論摘要      許宗宏 

 

1. 咱目前正在進行聘請英語部牧師的過程中，由李壯志長老與董倫凱執事，並與三位由會員大會選

出共同負責，目前正與中會進行教會資料表程度中 CIF ( Church Information Form) 。盼加強英

語福音事工，包括英語的社會青年，青少年及主日學學生。 

 

2. 加強宗教教育事工，其中包括各年齡層的主日學，各團契的查經聚會，亦包括週三的查經祈禱

會，希望大家都參加適合的主日學及查經，堅固基督的信仰。 

 

3. 繼續加強長執會的功能，彼此訓練，每位同工都能發揮個人的恩賜，用於教會各種事工，同心攜

手，彼此彌補，互相鼓勵。 

 

4. 主日敬拜，適合的聖詩，讚美主上帝，領受道理。 繼續加強司會者的訓練，包括讀經，禮拜程

序及時間的控制。督促每一位都參加禮拜，不允許”野外禮拜” 即禮拜進行中而在教會庭院間走

動，希望大家互相鼓勵並督促。 

 

5. 希望主上帝的帶領，在目前咱無牧師的時期，不論您是否任職的同工，或是下任的同工，盼咱大

家一同，勤讀查經，參加教會各種活動，互相鼓勵，共同建造，廣傳福音，期盼通過大家切切的祈

禱，給我們得到異象，興旺福音。 
 
**編者按: (雙)月刊因訂於靈修會前出刊，特邀宗宏盡快整理綱要刊登。 大家可利用靈修會，多多

思考這題目，多與神溝通， 多互相溝通。 
 

“The good is the enemy of the best”      Gabriel Tseng 
 What does this quote mean? Let me try to explain it simply. 
The choices we tend to gravitate towards are the good choices. When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wo 
choices, we often choose the one which is “good” and sometimes seems the most logical. The 
problem with making the “good” choice is that we often bypass the best choices in life.  
 We choose the good choice because it seems most practical or most logical to benefit us. 
Now,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is philosophy, except that I don’t believe it is biblical. When 
Jesus the Man walked the earth, He found that He was in a world which was based on logic and 
things that made sense. “Eye for and eye, tooth for a tooth.” Things made sense. There was a 
cause and effect mentality in that world. And in much the same way, our world works much the 
same today but just rephrased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You need to give to get.” It makes sense, but 
Jesus was here as the intention of God. The Greek Word to describe Jesus is literally “the 
intention of God.” God’s intention for us was manifested in Jesus. This is why we follow Jesus’ 
example of living.  
 Going back to making choices, we see Jesus making the strangest of choices that often do 
not make sense. Where our choices are often based on need, we see Jesus respond to need in a 
strange way, He didn’t. Yes He did see the misfortune of others and the needy and often He 
would preach on how the needy will see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at we should look after 
widows and orphaned children. These are good things, but they should not be need driven. What 
do I mean? In John 11:6, “Yet when He heard that Lazarus was sick, He stayed where He was 
two more days.” At this time, Lazarus’ friends were sending messengers to Jesus to come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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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eal Lazarus because he was about to die, but why did Jesus stay two more days? Because 
He was doing God’s will. What else? Because Jesus trusted God’s power even in death.  
 Our choices often reflect our spiritu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 material life often reflects 
our spiritual life. The way we treat our family. The way we interact with other people we like and 
dislike. In all these ways, our choices are often made out of fear. When I last went to a casino, I 
lost some money. My intention for going was to make money, not to have fun. My choice in doing 
that reflected that I did not trust God’s provision. How is this shown? If my intention to go to the 
casino was to make money, it meant that I was driven by need and I did not trust God to provide, 
but rather chose to be self sufficient in the hopes that I could make enough money. This is also 
shown when I do not tithe. Tithing helps us to trust God by giving of ourselves and trusting that 
we will still have enough. Jesus trusted God’s timing and provision. We often shy away from the 
best choice in God’s eyes by making our own choices that we see benefit ourselves. However, 
our perspective is much like the sisters of Lazarus in John 11:21-22: “If you had been here, my 
brother would not have died, but I know that even now God will give you whatever you ask.”  
 Martha simply didn’t realize or didn’t see the perspective that Jesus had. Even when there 
is death, there is life afterwards. Martha goes on to respond, “I know Lazarus will rise again at the 
resurrection.” What she did not realize was that Jesus is the resurrection. We know that our 
eternal destinies are written in Heaven, but what Martha did not realize was that Jesus was about 
to raise Lazarus back to life. If we would just trust God in faith in making the best decision, and 
maybe the best decision is to trust God with what we have. That if we trust in Him, He is Lord of 
all,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reconcile with people we hate, or that God will provide the money for 
your next missions trip, or that our diseases will be healed. Do we believe in that?  
 2 Chronicles 7:14 says this, “if my people, who are called by My name, will humble 
themselves and pray and seek My face and turn from their wicked ways, then will I hear from 
Heaven and will forgive their sin and will heal their land.” 
 We constantly seek God’s provision in our lives that we forget to seek His face. If we 
constantly look at His hands,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ee His face. Our eyes are looking for the 
crumbs that are left in the carpet when there is bread sitting on the table.  
 Our decisions become based on need. They are good decisions but they are not the best. 
We begin to constantly worry about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we forget to trust God’s 
perspective. We forget the power we have in praying and seeking His face. He promised that He 
cares for us. Does our spiritual life spill into the material life? Do our decisions reflect our lack of 
faith or does it reflect God’s abundance in our lives?  
 I was reading about how a pastor of a church in America told another pastor from a 3rd 
world country, “we pray for you guys everyday in your poverty.” The pastor from the 3rd world 
country responded, “We pray for you in your prosperity.”  
 Our need is really not as great as we may think. We are in a dangerous place because we 
are in a place where we don’t NEED God as much as we “need” comfort and money. We are 
abundant but we cannot see past our need. We are settling for the crumbs while the loaves of 
bread are on the table. We settle for a life that is less than the best when we make decisions that 
are not the best. We make the good choice which is the enemy of the best. What have we 
bypassed? What have we procrastinated on doing? Why didn’t I spend that money to treat my 
friends out to lunch instead of gambling it away?”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faith that what we see as the end is only the beginning for God. 
That what might seem like death is where new life begins.   “When we see the truth, it will set us 
free.”  
 I leave you with this: Jesus said, “Whoever tries to save his life will lose it, but whoever 
loses it for my sake will gain it.” (Matthew 10:39) 
**From Editor:  Thanks Gabriel for the timely article.  It will be worthwhile to ponder this topic in case 
you have free mind during 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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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解聖保羅闡明的拯救意涵（一）                   黃全福 

 

 在索解保羅十三書信中拯救的意涵之前，有必要先探討他在大馬色仆倒經過（使九：4），

並受揀召做使徒（羅一：1）及前後生活、信仰的巨變因由。 

 

 尤其在他三十五年外邦傳道（使徒行傳）時經過多元文化、信仰、環境、體驗及受召做使徒

（加一：11-16；哥後五：19~20）後的見證，等等寶貴資料，給我們更深入瞭解保羅與聖靈同在

時所闡明的拯救意涵（使十三：26；哥前十五：2；羅八：24；羅五：9）。 

 

                                                掃羅腳前的衣裳（使七：58，60；使二十二：20） 

 掃羅生於基利家（Clicia）大數（Tarsus）（使二十二：3）的猶太人家庭。在迦瑪列門下按

照猶太人嚴格律法教育，而且熱心事奉上帝（使二十二：3）。在希伯來父母所生的希伯來子女

（The Hebrew son of Hebrew parents，腓三：5）完成了法利賽經學師最高學府（使二十二：3）的

教誨，使他熱衷於 Torah（摩西五經：創世紀，出埃及記，利未記，民數記及申命記），及法利賽

經學所解明的唯一拯救以色列的公義與聖潔的上帝。讓我們讀二段經節就可以瞭解，掃羅在歸主前

所具有信仰及理念之差異。他向百姓說：〝……在迦瑪列門下，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律法受教，熱

心事奉上帝，像你們眾人一樣。我也曾逼迫奉這道的人，直到死地〞（使二十二：3~4）。另一經

節的大意是他親自看到了殺害司提反的人把衣裳放在少年人掃羅腳前，而掃羅也喜悅司提反的被害

（使七：58，60）。 

 由大馬色（使二十二：6）到羅馬（使二十八：30）事從司提反被害那日起，耶路撒冷到猶

太及撒瑪利亞各處，掃羅馬不停蹄地加速殘害教會，進入各人的家、拉著男女下在監裡（讀使八：

1~3）。他更口吐威嚇兇殺的話，並求大祭司的文書以達大馬色各教會，尋找信這道的人。近大馬

色路上一道光隨著主耶穌的聲音，瞬間掃羅聽到主耶穌詰問掃羅為何逼迫主（參閱使九：1~5）。

失明的掃羅經過亞拿尼亞一段照顧（參閱使九：6~14）後，求告主的名受洗除罪（參閱使二十

二：16）。這事後，掃羅和大馬色的門徒在各教會宣講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並在猶太人前證明瞭耶

穌是基督（參閱使九：19~22）。 

 掃羅以三十五年的光陰在外邦人地域，完成了三回傳道歷程，將所看見的、所聽見的耶穌拯

救的道對萬民作見證（見使二十二：15~16），直到羅馬。足足二年在羅馬也放膽傳講上帝的道，

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使二十八：30）。終於 67 年主後，在羅馬被斬首殉道（REF 1）。 

 由上段，我們對聖保羅有膚淺的認識。他是猶太人，在外邦人國家傳道三次歷程達三十五

年，生為猶太教徒，再轉受信奉耶穌基督的道，半生光陰做為基督僕人 vs.使者（保羅各書信第一

章）。保羅在其十三書信中引用希臘當代 Greek games（Running, boxing, wrestling, etc），Graeco-

Roman law（adaption）所用字彙。同時他也借用 Stoic 派的用語，例如：〝adaption〞、〝the law 

written on the heart〞（羅二：14）。Stoic 派的 Greek Mysteris Religion 思想也多少影響了保羅對聖

禮典的思維。雖然他的書信深受希臘文化、社會、宗教、生活的影響，然而他拯救闡明的詞句文筆

仍然保留並根深於希伯來聖經（舊約）的教義。例如：〝righteousness〞，〝faith〞, 〝割禮〞，

〝亞伯拉罕，雅各的上帝〞，〝all Israel shall be saved〞（羅十一：26）。 

 

 根據保羅書信中思維，聖靈的啟導，及他佈道歷程，我們把保羅的生活歷練分成三階段探討

他闡明拯救意涵的前後因由如下： 

 

A. 猶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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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伯拉罕受割禮時年 99 歲（創十七：24）。這是上帝命亞伯拉罕及他後裔世世代代遵守的

約（創十七：9~10），因此每個猶太嬰孩出生後第八日都要受割禮（創十七：12），不受割禮的

男子必從民中剪除，因他背了上帝的約（創十七：14）。保羅是猶太人父母生下的猶太人（腓三：

5），顯然，保羅必受割禮，完成對上帝的約，這約立在保羅肉體上，作永遠的約。這約是上帝給

猶太人應許所立的（創十七：9，13，14）。沿源於上帝與亞伯蘭再延綿其後裔世世代代拯救的

約，成為不可或缺的條件之一。由童年，少年而青年的掃羅，在希伯來父母教誨之下，他一定群灠

特得猶太文化，歷史，各先知書，箴言，猶太民族如何脫離埃及奴隸環境，經歷四十年苦練歷程，

在耶和華不斷啟導，達到了耶和華拯救（應許）的迦南地。由童年而青年的掃羅更受教於教法師，

知名法利賽人迦瑪列門下（使五：33~34；使二十二：3），薰陶了保羅根深蒂固於 Tohra 與

Pharisaism 教條：公義及聖潔的耶和華是唯一指明揀選以色列人做祂的選民（利二十七：45~46；

創十七：1~14；出埃及記，民一，二，三及四章；申四，五及六章）。生為猶太人至到成聖為使

徒，他的拯救意涵，亦顯而無可置疑地具有猶太民族高超特質，種族特得傲氣，虔信於猶太教根深

的民族典章與律法（Tohra 教義）。然而，在三十五年聖靈引導（使九：31，十三：2，十六

6~10）的保羅渡過艱難使徒佈道生涯（使徒行傳），且以半生的生命孜孜不竭地見證了基督拯救

世人的道。但是，他仍然耿耿於懷於上帝選民最後的拯救，〝終於以色列全家都要得救〞（羅十

二：26）。 

 

B. 外邦環境： 

 約在 32 年主後，由耶路撒冷往大馬色路上，隨著一道光芒，主耶穌親自向掃羅責問逼迫耶

穌因由。這瞬間神蹟顯現基督呼召掃羅，使掃羅成做耶穌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

列人面前宣揚主名，並為主的名必須受多多的苦難（使九：15~16）。 

 經亞拿尼亞按手受了洗，之後自大馬色，掃羅踏上在外邦宣講見證耶穌是上帝的子，是基督

（使九：17~22），並且為主拯救世人的道以半個人生的光陰（32 年主後到 67 年主後，計 35  

年），完成三巡迴的傳道旅程。自主後 45 年起，經歷三次傳道旅程，經過了加拉太 （45 年主後）

Pisidian, Antioch, Inconium, Lystera, Derbe (48 AD)，希臘、腓立比、帖撒羅尼加、Berea、雅典、哥

林多、以弗所（54 AD）、Lasarea（58~60 主後）、羅馬（61~63 主後）、小亞細亞（65~66 年

主後），最後在羅馬被斬首（67 年主後）。保羅也在這 35 年歲月完成了新約的十三書信經典。由

信奉猶太教，歸向奉主的名（conversion）（使十九：15~16）。受主差遣到遠遠的外邦人那裡去

（使二十二：21）。在這跨越 歐 亞 非  三洲的大海（即現在地中海）近臨的國家，當時盛行 Koine

語文，亦即所謂通用希臘文（Common Greek）。語文是佈道者最重要的工具。保羅對 Koine 文

/Hellenism 的造詣非淺。在保羅當時，所到各處普用〝lingua franca〞of the age 的歐 亞 非  環境之

下，使保羅採用 Koine 文體來選寫保羅十三書信的原因。在這三十餘年身為基督的外邦使徒（使徒

行傳，保羅十三書信）深受希臘文明、文化、社會及宗教影響。而且他也引用希臘詩人的詞句：

〝咱是上帝的子女〞（使十七：28）。很多競技（運動上字句）：賽跑（哥前九：23~26）、拳打

（哥前一：26）、摔角（wrestling）、toward the goal（腓三：14）都是當時希臘運動所使用字

句。在宗教上，保羅舉一個例：希臘當時有名的傳教者名叫 Appolos，生於亞歷山大的猶太人（使

十八：24~28），他是擔當播種的角色，而使樹木長大的是上帝（哥前三：5~7）。很顯明地，保

羅闡明拯救在於上帝的恩典，而不出於人的功德或才能。 

 保羅向眾雅典人闡明瞭希臘人所敬奉的〝To an Unknown God〞，就是保羅所宣講的創造天

地萬物的主宰，也就是拯救在於賜生命、生息不竭、生存恩典的上帝（使十七：24~26），而上帝

拯救人類有祂自己的計劃，不是〝人〞自己的才能/知識（使十七：29）可以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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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督使徒/僕人： 

 經亞拿尼亞按手後（使：17），生為猶太教徒的保羅歸向做耶穌基督的僕人（羅一：1；腓

一：1）。在加拉太書（一：1），哥前、後書（哥前一：1；哥後一：1），大部分保羅書信亦明

示，他是奉上帝旨意，做耶穌基督使徒（大部分保羅書信，第一章）。 

 近大馬色路上一道光芒使保羅雙眼失明三日，他在這人生至大危機之際，主耶穌責問保羅：

〝你為什麼逼迫我？〞這句話改變了保羅半生做基督的僕人（使徒）（使九章）。保羅為著要得基

督拯救的道，從此丟棄萬事，看著作糞土，在基督裏面得的義，也就是順服因信上帝而來的義。從

此認識基督，瞭解他復活的大權能，這轉機啟發了保羅曉悟跟隨主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

羅確信他得以從死復活（腓三：1~12）。這著力點是保羅闡明拯救意涵的根源。 

 既然主耶穌揀選保羅作器皿，要在萬國萬民面前宣揚主名（使九：15）。保羅，雖出生於大

數，基利家望族，又是迦瑪列門徒，俱全經典律法，飽學的法利賽人，然而歸向主後的保羅不以福

音為恥，他信奉宣講的福音是上帝的大能。也就是他所闡明拯救的上帝，祂必定拯救一切相信的萬

民。不單是拯救猶太人或希利尼人而已（羅一：16）。他深信，人被拯救的契機始於上帝的義，正

在福音上顯明出來。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亦即〝義人必因信得生〞（羅一：17）。 

 保羅更闡明瞭上帝拯救萬民的計劃。保羅照上帝賜給他的恩典，在上帝已經立好了的根基，

謹慎在這上面建造（哥前三：10）。上帝開啟保羅心靈來認識：〝因為那已經立好的根基，就是耶

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立別的根基〞（哥前三：11）。他更闡明拯救是上帝的恩典。保羅堅信：

〝我栽種了，亞波羅澆灌了。唯有上帝叫他生長〞（哥前三：6）。所以主講：我是阿利法，又是

奧美加（啟二十二：13）。 

 

                                                是阿利法，又是奧美加（啟二十二：13） 

 〝Listen,〞says’ Jesus.  〝I am the Alpha（α）and the Omega（Ω）〞。Alpha（阿利法）就

是希臘語字母第一字〝α〞，而奧美加是最後一個字母〝Ω〞。因此主耶穌是起頭，是息尾（啟二

十二：13）。世上有誰領會上帝的事呢？誰領會主基督所界定的話講他是起頭，是息尾？以賽亞書

六十四章三節記載：〝上帝為愛祂的人祈求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見，耳孔未曾聽見，人心也未曾

想到〞。上帝為了顯明給世間人認識，祂的事（創造大能與拯救計劃），只有藉著聖靈向我們顯現

（哥前二：10）。除了上帝的靈，也沒有人知道上帝的事。從上帝來的靈叫我們知道上帝開恩賜給

我的事。保羅就表敘了〝使徒的使命是與上帝同工，在上帝立好的根基（就是主基督）上面謹慎建

造〞（哥前三：9~12）。 

 所以索解保羅闡明的拯救意涵，我們要從保羅在這根基上面所謹慎的建造來領會。在前段

〝從大馬色到羅馬〞  ，我們探討了保羅生活層次的二度空間的歷程，由大數，基利家，橫跨亞  歐  

非  三洲， 從猶太教徒歸向主基督的僕人。在本篇的續篇將從歷史的另度空間（時間）來索解保羅

闡明的拯救意涵。 

 起初上帝創造萬物（創一：1~31），一概都是藉著他（主基督）造的（西一：16），而且

上帝所疼的子（主基督）是那不能看見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切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都是

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西一：15~18）。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流

的血，成就了和平，便藉著他叫萬有都與自己和好了（西二：19~22）。就是基督在你們心裡成了

有榮耀的盼望（西二：26）。保羅闡明了上帝拯救計劃。在這第三度空間的不息運行及上帝的攝

理。 

 

 我們在下期分〝過去、現在、將來〞三時程，加以較廣泛探討〝索解保羅闡明的拯救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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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  基督徒五要之一〝祈禱〞                        陳金樹 
 

祈禱、靈修、事奉、見證、團契是基督徒五項主要的使命。 
 

一、祈禱是基督徒靈命生長與教會增長的動力 

1．祈禱是靈命的呼吸，是咱常聽到的比喻。 

2．祈禱是咱和天父交通的管道。一個人若愈愛祈禱，就他的靈命會愈活潑，好像一對父子若愈

有話說，就感情會愈親密。 

3．主耶穌不但教導咱要常常祈禱，祂也是祈禱的實踐者。祂常常自己上山去（太 14：23）退到

曠野（路 5：16），祂為揀選十二使徒，路 6：12 說：祂整夜通宵祈禱。 

4．五旬節聖靈降臨，原因是有使徒與門徒，當時跟隨耶穌的人共 120 人，同心迫切祈禱的結果

（使 1：12-14）。 

 ☉初代教會注重祈禱、聖靈的能力，給使徒有才能、行奇事神蹟（使 5：12）。 

 ☉教會也由家庭秘密的聚會，成為公開的宣教。甚至在官方迫害，不但無屈服，反而由耶路撒冷

分散四方，並在北方鄰國敘利亞的安提阿建立教會（使 11：19-26）。 

 ☉此地成為海外宣教的據點，由此展開海外宣教事工，將福音傳遍天下（使 13：1-3. 18：22-23） 
二、祈禱的原則-  主耶穌在太 6：5-8 教示咱不可學習下面這些方式的祈禱。 

1．太 6：5  不可學習假冒偽善的〝法利賽式〞的祈禱。他們喜歡在會堂內的高位，和十字路

角，要給人稱讚，表示他們的敬虔。 祈禱不是要給人稱讚，但是咱也不可怕見笑（慚愧）不敢

開口祈禱。耶穌教咱〝訓練祈禱的好方法〞太 6：6 叫你自己一人入你的密房，關門，將你心中

所想所要的，好像和爸爸說話一樣，全部向天父說出來，最後奉耶穌的名，阿們，這就是祈禱。 

主說：天父是監察在隱密的，欲報答你（太 6：6）。 

2．太 6：7  不可學習外邦人用〝唱片式〞的祈禱。 好像光碟（CD）一遍又一遍，重複式的祈

禱，外邦人認為要講很多話，上帝才能聽見。 

       主說：咱未求之先，天父已經知道咱的需要（太 6：8）。 

3．路 18：10-14  法利賽人和稅吏上殿祈禱的比喻。  法利賽人祈禱的方式是誇耀、比較、批

評；稅吏的祈禱是謙卑、誠實、認罪。 

       主說：稅吏回家得稱義（路 18：14），再說：凡自高的要給他卑微，自己卑微的要高升他

（路 18：14）。 

4．真正祈禱的本質（原則） 

  （1）心靈和誠實的祈禱（詩 51：6-17）用真心和上帝對話，就是心所願的祈禱，叫做〝阿們

式〞的祈禱。 

   (A）阿們是什麼？  阿們是希伯來語，有三種意思： 

         ☉肯定的意思〝是的〞。啟 22：20  見證這些事的說，是，我緊緊到〝阿們〞；民 5：22  表

示承擔所宣告的咒語，婦人回答〝阿們〞。 

         ☉領受命令〝遵命〞。王上 1：36  先知拿單等，領受大衛王的命令，對王說〝阿們〞。 

         ☉〝誠心所願〞。啟 22：21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林前 14：16  不然

你用靈祝謝，那在座不通方言的人，既然不明白你的話，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說阿們呢？ 

     (B）祈禱說阿們的意義： 

     ☉祈禱者〝對上帝表示，我所排列的祈禱是我的真誠，是我心所願〞。 

       ☉在祈禱中會眾應答〝阿們〞，〝是的〞，是表示這句祈禱詞合我心意、我同感。 

          **咱教會比較沒有這種風氣，有教會很鼓勵會眾，因為這樣會增加祈禱的氣氛、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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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時會眾和祈禱者一同說阿們，是表示贊同，雖然我無出聲，但祈禱者的祈禱是合我心

意，所以我和他同心說阿們（林前 14：16）。 

   （2）奉耶穌的名 

     (A) 這些是主耶穌親口說的應許。 

☉ 約 15：16  給你們在我的名，無論向父求什麼，祂就給你們。 
☉約 14：13-14  你們奉我的名，凡所求的我一定成全，這樣可以使父親的榮耀藉著兒子顯示

出來。 

☉約 16：23  父必因為我的名，賜給你們。 

   (B) 為什麼要奉耶穌的名？ 

☉祂是〝中保〞：祂是神人之間的中保（協調人、見證人、擔保人）。約一 2：1-2  若有人犯

罪，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無罪的耶穌基督，祂為我們的罪作挽回祭，不單為我們

的罪，也是為全人類的罪。 

☉〝中保只有一個〞：提前 2：5  因為只有一位神，在神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降世

為人的基督耶穌，所以咱奉祂的名，向父所求必得應許。誠心實意奉耶穌的名和阿們是祈禱

的原則。 
☉祂的名有權柄和能力。 路 9 : 1 ，太 28:18-19，可 16:17。 

三、祈禱的內容：從聖經歸納有五種的內容，詩篇和主禱文是最好的範例。 

    1．讚美：上帝的偉大及奇妙作為。 

        詩 19：1  諸天講起上帝的榮耀，芎蒼傳揚祂的作為。 

        詩 103：1-2  我的心靈啊，你要稱讚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讚祂的聖名，不可忘記

祂一切恩惠.。 

    2．感謝：上帝的恩典和救贖。 

       詩 100：4-5  用感謝入祂的門，用讚美入祂的院，要感謝祂，讚美祂的名，因為祂有憐憫、

有恩典，不易發怒，且有豐盛的慈愛（詩 103：8）。 

       詩 50：14  用感謝做祭獻給耶和華，又向至高者謝你的願。祂救贖你的生命脫離死亡，用仁

愛和慈悲做你的冠冕（詩 103：4）。 

    3．認罪：罪會使咱和上帝隔斷。 詩篇五十一篇是最好認罪的範文。 

       賽 59：1-2  耶和華的手不是短，不會拯救，耳朵不是重，聽不見，就是你們的罪過，使你們

和上帝隔絕，你們的罪悪使祂掩面不看你們。 

    4．懇求：將心所需要，向上帝傾心吐意，排列祈求，是上帝給基督徒的權利，但是不可只會強

求，一直討一直要，好像〝乞丐式〞的祈禱，要有讚美、感恩、認罪的成分佔祈禱的大部

份。曾經有一位牧師鼓勵會友，用立志，代替祈求，先向主表示願意如何，然後才求主幫

助，如〝主啊！我要更加熱心勤讀聖經，求祢幫助我〞。或〝主啊！我常常給電視劇迷惑影

響讀經靈修的時間，我要立志來突破，給我有毅力幫助我〞。 

    5．代禱：是公同祈禱會的重心，也是團契生活的一部份。是為教會復興合一、同心的祈禱，又

是為肢體互相眷顧，關心的祈禱。 

       林前 12：25-26  總要肢體彼此相顧，若一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若一般肢體得

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樂。 

四、結論 - 甚麼是合主心意的祈禱？ 

    1．照上帝的旨意，不是照自己的需要。  約一 5：14  咱若照祂旨意有所求，祂都會垂聽。 

    ☉  甚麼是照上帝的旨意？  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祈禱是最典範的祈禱。 路 22：42  耶穌說：

父啊！即使祢願意，就將這苦杯移去，然而，不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成全祢的旨意（現代

譯本）。這是合主心意的祈禱。 



 TAPC Newsletter – July 2005          p 9

    ☉所以咱祈禱的時，也需要對主表明〝這是阮所求，若合祢旨意，願祢給阮成全，若無合祢旨

意求祢校正〞。 

    2．有信心、有交託的祈禱 

    ☉詩 55：22  當將你的重擔捨給耶和華。 

    ☉腓 4：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祈禱、懇求和感謝，將所需要告訴上帝。 

    ☉太 11：28-29  主耶穌說〝勞苦擔重擔〞的比喻：主應許要給咱得安息，而且要給咱享受安

息。這比喻，用現代式來解釋比較容易瞭解：主耶穌是一台貨車，祂呼籲凡擔重擔的上車，

可得安息，但是有人上車還將擔挑著（也許他想放落會增加貨車的負荷，不好意思）。後來

車主發現，叫他將重擔放下， 他才感覺輕鬆，這才是真正享受到安息。 

當咱奉主的名祈禱，向主說阿們：心有喜樂、有平安、有交託，就是已經享受到安息。若祈

禱後，心尚在掛慮、操煩、憂慮，這樣，你只有得到安息，沒有享受到安息，你還在過著〝祈禱歸

祈禱，煩惱照煩惱〞的生活。 

 

 

 

至大牧者，天父上帝，阮感謝，讚美（o-ló），阮親像遇到一場大風浪        
（éng），將阮茂盛的蘆竹，給(kā)阮打折受傷。感謝主奇妙的應允，〝受傷的蘆竹，無

遏折（at-chíh）、欲灰（hoa）的火星無打熄〞（太 12：22）。因為風雨過了，天欲再

青，蘆竹欲再茂盛，雖然阮聚會的人數有減少，主知，阮愛的心無改變。哈利路亞，

感謝。 

願安慰扶持那些受委屈的兄姊，阮也思念那群離開的兄弟姊妹，豈採（也許）伊為不

平為懷疑來離開，主給伊不親像多馬，一定要看見證據才肯相信，給伊記得主的話，

〝沒看見來信的，比有看見才信的，較有福氣〞（約 20：29）。願聖靈感動伊，阮真意愛

伊再返來，共同來起造的聖會，給阮的蘆竹再次茂盛，給聖名得著榮耀。 

感謝，給阮今日再聚集在聖殿，阮欲用虔誠恭敬來服事，願鑒納阮的讚美和敬

拜，也將的恩典賜福阮。 

在面前，阮也不能隱瞞阮的污穢、阮的罪過，懇求將主耶穌的寶血，再次洗清

阮，也幫助阮減少犯罪。 

主，阮要對排列阮的懇求。主知，阮攏有自己的重擔，阮擔到主面前，給阮攏會

將阮的重擔放落來交託，給阮享受真正的安息。 

阮也為病疼和心靈痛苦的兄姊來祈禱，主有醫治的權柄，也有美好的計劃，願照

的旨意，成全的計劃。總是阮真意愛，這些病疼痛苦的兄姊早日得著醫治，心靈痛苦

的，早日得到釋放，給伊會舉目仰望。主是伊的力量幫助，是伊至好朋友，的恩典

夠額伊用，懇求聽伊痛苦心靈的祈禱。 

阮也為失業的兄姊來祈禱，主知伊的困難和需要，給伊無因為失業來影響伊的生活和

愛主的心，給伊更加熱心抓住（khî-tiâu）在，因為主應允，不免為明天掛慮，因為明

天要為伊開一條出路，給這些失業的兄姊有信心有耐心等候主為伊預備的道路和工作。 

感謝今日賞賜蘇牧師在阮中間，她要成做的器具，懇求大大使用她，將的真理從

她口中來闡明給阮，也懇求聖靈運行在阮的會中來感動阮。同心迫切奉主的聖名祈禱，阿

們。    (6/5/05)

敬拜的祈禱  陳金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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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卡是接受奧古斯丁主義預定論之自然科學者（前篇） 

－－本文各小段之概要－－   徐謙信 
 

1. Blaise Pascal 並沒有讀大學，只在家裡接受父親的教育而已。但此大科學家在晚年卻悔改，接

受奧古斯丁主義的預定論。 

2. 四歲時母親去世；三名子女中，他是唯一的男孩。 

3. 他在 Rouen 時，開始發揮科學者之能力，認為「物理學」是由「數學之計算」而被證實。他

的「微積分計算」是捷過 Isaac Newton。 

4. 父親 Etienne 在帶全家回歸 Paris 之前一年（1646）改信 Jansenism。此原始領導人是在荷蘭

的 C. Jansenius，他倡導奧古斯丁主義，而後將該教義傳入 Paris。 

5. 雖然 Blaise 順從父親 Etienne 之盼望，改信 Jansenism，但 Blaise 並沒有放棄他的天賦，乃繼

續從事數學或物理學之研究。 

6. Blaise 真正悔改是於 1654 之年終，並不是如 5 年前（1646 年）被別人指出的一般，追隨父

親 Etienne 之改信，那麼 Blaise 作「真正悔改」之後，究竟有沒有放棄研究數學或物理學呢？

應該沒有！此問題稍待『後篇』解答！ 

7. 如果所謂的「第一次悔改」是「真正悔改」的話，適合的並不是 Blaise，而是他的妹妹

Jacqueline，其後兄妹兩人各走不同的道路；Blaise 為浪蕩子在 Paris，Jacquelineu 為修女在

Port-Royal，雖然 P-R 是在 Paris 附近。 

8. Blaise 最後為 P-R 協會之領導者向「耶穌會神父」所做的鬥爭有兩種：第一是維護全般的奧古

斯丁主義之「雙預定論」之立場。 

9. 第二是指出西班牙「耶穌會神學者」Louis de Molina 的「恩典論」（＂Sufficient Grace）之

危險性，即要求更大的 Human Input（或 human free co-operation）。 

10. 奧古斯丁主義「預定論」被認為是個基督教會之牧會上或福音上的問題。我們長老會是接受

「預定論」的，怎麼辦呢？ 

 

 

巴士卡是接受奧古斯丁主義預定論之自然科學者（前篇）  徐謙信 
    

 

Blaise Pascal（1623-1662）是 17 世紀初葉至中葉，即近代自然科學發生時代之一般公認的

數學家（mathematician）及物理學者（physitian）。尤其在「近代的自然界科學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science about the natural world）裡頭，他是繼承了 Galilei Galileo（1564-

1642）和 Isaac Newton（1642-1727）而盛名；但他在短短僅 39 年之久的生涯之後期，竟接受了

父親之感化，信奉法國 Jansenists 之奧古斯丁主義（Augustianism），而成為虔誠的信徒。不但

如此，教育 Blaise Pascal 成為「大科學者」（savant）亦是由他的父親（Etienne Pascal，

~1651）在家中一手包辦的。因此我們擬定於「父親節」（Father＇s Day）的時候，讚揚 Pascal

之父親是有價值的。 

首先讓讀者了解 Blaise Pascal 之家庭背景吧！Blaise Pascal 是在 1623 年初生在法國中部

Clement-Farrant。家庭是屬於中上階級（the upper middle class），父親 Etienne 是著名的司法

行政長官，並於 1626 年成為該地「地方物品稅收委員會」（the local Board of Excise）之裁判官

（the judge）。但很不幸地，同一年間（即 1626 年）擁有三名子女的 Pascal 之母親去世（當時

Blaise 才四歲）。他們的三個子女順序為：長女 Gerberte（1620 年出生，長大出嫁之後，改稱為

Madame Perier），次男 Blaise（1623 年出生），么女 Jacqueline（1625 年出生）。他們再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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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年之後（即 1631 年），父親 Etienne 帶三個兒女移居 Paris，並在那裡在家裡親自教授三個兒女

教育直至 1639 年，而他也於彼時被任命 Normandy 稅收管理人之官職。但不久 Pascal 的父親又

得到另一個新的任命，並於 1640 年帶著家族再移居 Rouen 直至 1647 年。因此無論是在 Paris 也

好，或在 Rouen 也好，父親 Etienne 對子女的教育都是由他自己教授，尤其是 Blaise 的教育，除

了參加由他父親招集優秀物理學者之討論會，其他全由父親在家裡執行。 

Normandy 是位於法國西北部，並經由一條海峽之水路和英格蘭相向的省份；又 Rouen 市是

Normandy 之極重要的工商都市，因而對擁有稅收經驗豐富的 Pascal 父親而言，亦是他極稱職的

地方。但以 Pascal 家史在 Rouen 的演變角色而論，Blaise 是比父親 Etienne 更出色，並開始發揮

他為科學家之能力。1640 年 Blaise 出版他最初的小論文「論圓錐形曲線」（One Conic 

Sections）；再為幫助父親的計算稅收，他又發明「計算機」（a calculating machine），這是由

1642 年開始，並完成於 1652 年，使這位早熟（precocity）的數學家之盛名而被稱讚。又在

Rouen 他亦繼續做各種的實驗，並發明 barometer，即晴雨計或氣壓計。無論如何，Blaise 相信物

理學（physics）是由數學的計算而被證實；因此 Blaise 受父親教育當初，他就被認為是數學的神

童（a mathematical prodigy），而後在 Rouen 又創立「確率原理」（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發現「曲線的長度及面積之特質」（the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結

果在物理學方面，他實驗「流體的平衡性」（the Equilibrium of Fluids），而導致發明水壓機

（the Invention of Hydraulic Press）即前述的 barometer。 

現在再來論述 Pascal 的父親 Etienne 之故事了。1646 年 Pascal 的父親接受當時在天主教會

裡開始活動的新興教派 Jansenism，而成為該派的虔誠信徒（a sincere Christian）。Jansenism

在法國的創立者是 Cornelius Jansenius（1585~1638），他於 1585 年初生在荷蘭南部 Leesden 之

天主教家庭，當 17 歲時，他在荷蘭的 Utrecht 完成初級或中級學業之後，再志願成為神父

（priest）前往 Leuven 之 Pope＇s College 學習神學並研究 Augustine，而得到初級學位。（按

Leuven 係靠近今 Belgium 首都 Brussel 稍北，人口大約兩萬之都市，据法文稱之 Louvain）。因

為他自 1604 年起常去 Paris，所以在法國亦有不少研究 Augustine 同志，又 1617 年 University 

of Louvain 成立時，他亦返回 Leuven，擔任該新創立的大學之主任（the director）。Jansenius

在 Louvain 不但研究 Augustine，並附帶研究『反伯列加文書』（the anti-Pelagian writings），

結果這也激起耶穌會神父（the Jesuits）之猛烈反抗。Jansenius 自 1628 年開始寫他的主著「奧

古斯丁」（the Augustine），但此著作到他於 1638 年去世之後，即 1640 年始出版問世。 

雖然 Jansenism 的奧古斯丁主義和稍前的 16 世紀宗教改革者 Martin Luther（1483~1540）

或 John Calvin（1509~64）所主張的有些來路不同之嫌，但站在歷史的演變和人類共同理想而

論，他們的奧古斯丁主義亦可以被我們接受的。不但如此，Jansenists 的信仰生活及政治觀是道德

地（morally），他們並不放縱，有些和英、美的清教徒主義（Puritanism）相似。因此 Pascal 的

父親 Etienne 不但認為自己適合 Jansenism，並且勸告他三個兒女亦接受，甚至後來他們移居

Jansenism 之根據地 Port-Royal（按 Port-Royal 是在 Paris 附近）。然而，以 Pascal 之父親之改

信為契機而發生的他們家史演變如下： 

1. 1646 年 Pascal 父親接受 Jansenism，又全體家族亦隨之改信為其信徒。 

2. 1647 年當 Blaise 在 Port-Royal 和 Jansenists 作更進一步接觸時，他並沒有全部接受

Jansenists 之要求。 

3. 1648 年 Etienne Pascal 在 Paris 去世，而他去世之後不久，Jacqueline 不顧其兄之反

對，而加入 Port-Royal 的女修道院（the convent），並成為修女。 

 

關於 Blaise Pascal 由科學者悔改成為 Jansenism 之信徒，又傳記家也舉出『他的兩個悔改』

（his two conversions）說明其不同處，摘要如下： 

1. Blaise 的『首次悔改』（his first conversion）是 1646 年，即他藉父親 Etienne 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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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而改信 Jansenism 的。 

2. 但 Blaise 於 1654 年 11 月 23 日所發生的第二次『他的決定性悔改』（his definitive 

conversion）和第一次不同，當時他並告白說：「他發現令他悔改的是『亞伯拉罕之上

帝，以撒之上帝，雅各之上帝，並不是哲學者或科學者的』（the Lord of Abraham, the 

Lord of Isaac, the Lord of Jacob, and not of philosopher and men of science）。」如

此，從第二次悔改 Blaise 就決心寫作他的經驗談，包括他殘餘生涯之備忘錄。又從 1655

年起，他亦是 Port-Royal 之常客，培養奧古斯丁主義在該地為本部，至 1658 年他的健

康開始惡化，四年之後（1662 年）才去世。 

 

另一位傳記家曾經指出 Blaise Pascal 之『第一次悔改』（first conversion）說：Blaise

於 1646 年在 Rouen 的悔改，雖然被認為是他的第一次，但事實上這個第一次只適合在

Etienne 之第三女兒 Jacqueline，並不是 Blaise 自己；因為那時候，只有 Jacqueline 擁有『使

命感』（a vocation），並志願前往 Port-Royal 女修道院當修女。當 1651 年間，Pascal 的父

親 Etienne 去世時，曾經遺言把家產（patrimoney）評分為三份給其子女。因此，1652 年

Blaise 前往 Clemont-Frrand 處理遺產時，因為其妹 Jacqueline 要將她的份額捐獻給 Port-

Royal 女修道院，所以 Blaise 反對 Jacqueline 作修女。但 Port-Royal 女修道院院長 Mother 

Angelique 認為『得人』是勝過『得錢』，因此拒收 Jacqueline 之奉獻，並勸她立即進院；

因而 Jacqueline 是 1652 年在 Port-Royal 成為修女的。相反的，自 1651 年至 1654 年之間，

Blaise 是擁有由 6 隻馬匹牽引的馬車而交遊在 Paris 的貴族社會之間。但不久他又開始討厭自

己混在不純良的社會，結果常常前往 Port-Royal 探視 Jacqueline 訴說他內心的痛苦，因而恢

復兩兄妹之交誼，並且導致 Blaise 的第二次悔改（second conversion），使他亦成為 Port-

Royal 之領導者。 

Blaise Pascal 從 1645 年之年終的第二次悔改起至 1662 年他去世為止，大約 8 年之久緊

密地結連在 Jansenists 的 Port-Royal 協會，此協會（the society）首先由 Jacqueline 為修女

（a sister）參加，而後當 Blaise 參加時，剛好該協會開始向「耶穌會神父」（the Jesuits）

作生存的鬥爭。Jansenists 在 Port-Royal 不但指出「耶穌會神父」是危險的異端，而且強調

「奧古斯丁主義」說：「上帝預先選擇祂喜歡拯救或棄卻的人們」（that God choose in 

advance those whom He wishes to be saved or damned），「並為要容許義人避免犯罪而

行義起見，上帝因而給予義人『有效的恩惠』」（and that, to allow a just man to avoid 

sin or perform good work, God bestows on him “efficacious grace＂），「即因為是很大

的恩惠，所以人的自由意識不是主因」（that is, so much grace that the man＇s free will 

does not need to be brought into play）。這些教義在 13 世紀由 Thomas Aquinas 接受，

但在 17 世紀天主教會予以休眠並無實行。再在 1616 世紀發生「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之壓倒性衝擊，天主教也發生「反宗教改革」（the Counter-Reformation），

結果天主教教會又對抗地產生「耶穌會神父」（the Jensuits）和他們的「一般平信徒」（the 

average layman）之運動。 

當時 Port-Royal 協會之 Jansenists 所鬥爭的主要對象是西班牙的耶穌會神學者 Louis de 

Molina（1535~1630）之教義：「祂『藉以功蹟』（by merit）即「容許大量的人類自由意

志」（allowing much human free will），而賜予『充分的恩惠』（sufficient grace）」；

de Molina 強調「因上帝充分的恩惠而激發善行（enough grace from God to inspire good 

works），而維護『預定論』（stood for Predestination），但還需要人類的投入（爭取）」

（but still needing human input）；又他（de Molina）也是「一位給予平信徒更容易地了

解信心（piety）之提案者」（and was a proponent of making piety easier for the 

layman）。無論如何，Blaise Pascal 在他的『寄予鄉土人之書信』（Provincial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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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向此 de Molina 之教義或其追隨者號稱為 Molinism 或 Molinists 而對抗，諷刺地警告他

們所主張的「人類自由意志之充分恩惠」（sufficient grace of human free will），Blaise 

Pascal 強調「那不是充分的」（It was insufficient）；而後在其著作『冥想錄』

（Pansees）指出 Molinists 是『半․伯列加主義者』（Semi-Pelagians）。 

總之，Blaise Pascal 在他生前著作 18 卷「Provincial Letters」所表示的，是接受

Augustianism 的「雙預定論」（Double Predestination）之立場：即上帝把祂喜歡的人給予

『有效的恩惠』（efficacious grace），這並『包括不屬於人自由意志之選擇善良』

（implied that man＇s free will to choose the good didn＇t count），以及『人的永恆之命

運是他早就被預定為上天庭或下地獄』    （and that man＇s eternal fate in heaven or hell 

was predestined for him）。因此，Blaise Pascal 被他的論敵責罵為 Calvinists 之惡名。這

是因為我們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接受奧古斯丁主義的「絕對預定論」（the absolute 

predestination）並否認在荷蘭的 Arminian 之教義，因為他們的領導者 Jakob Amenius 

（1560~1609）曾經指出 NT 說：「耶穌基督之死是為了全人類，並不是只為了那些受揀選的

（Jesus Christ died for all men and not only for the elect），而主張全人類之得救」。英

國的加爾文學者 T. H. L. Parker 曾經於其著「加爾文思想之序論」（Calvin,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1955, p.114）說：「同樣的福音被受向同樣的人們宣講時，為什麼有些人會

相信，而有些人不相信呢？因為上帝邀請一些人，而拒絕其他的。預定論由於加爾文，好像

於其前的奧古斯丁一樣，是個牧會上或福音上的問題」（Why do some believe and some 

not believe when the same Gospel is preached to the same sort of people？ Because God 

calls some and rejects others. Predestination for Calvin, as for Augustine before him was 

a pastoral or evangestic problem）。我們知道「長老會」（Presbyterian）和「衛理公會」

或稱「美以全會」（Methodist）之不同是因為他們的監督 John Weslay（Superintendent：

John Weslay，1703~91）主張『人人的得救』（參照 I Timothy 2：4）並反對接受預定論。

但實際上，我們於二次大戰時代在台灣曾經放棄教理上的不同，而面對基督教會之共同敵

人。又今天我們也知道固執於「預定論」會傷害教會合作之機會，所以今日最好的加爾文研

究之一冊是由 Bernard Cottret 所著的「Calvin, A Biography, 2000, U.S.A. Michigan: WmB. 

Eermans」，其預定論標題是【To Have Too Much and To Know Too Much： 

Predestination】（【獲得過多或知道過多之預定論】）。 2005 年 7 月 3 日脫稿徐謙信 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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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難過後                                                鄭以文 

 

哲學家羅素曾言：「我一生追求者有三：知識、愛情、以及對人類苦難所產生的無可抑扼之悲

憫。」年輕時有幸，得以埋頭追求前二項，經歷過知識、愛情的震憾，嚐其苦澀及甜美；不幸的

是，到現在才學會將目光從己身放大到全體，到現在才經由許多人類的苦難，體驗到這「無可抑扼

的悲憫」所指為何。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隻傷腿的小鳥，一則悲慘的新聞，都能點燃我們的惻隱之心，

更何況傷亡慘重的天災人禍呢？悲之憫之猶未已，新的災難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我們的悲憫

之心被災難喚醒，如江河湧出，也就「不可抑扼」了。然而面對這些人為或天然的苦難，仍不禁要

問：「為什麼？？？」在這樣的慘況之下，那些受難者或殉道者的家屬，要懷抱怎樣的信念才能安

渡餘生、走出陰影？「梅杜莎之舟」予我很深的啟示。「黑死病」對歐洲的影響也使我從一個新的

角度看待災難。 

 
 先來談這幅畫，這是西奧多．傑利柯（Theodore Gericault）在西元一八一八年完成的驚世之

作「梅杜莎之舟」（Raft of Medasa），第二次造訪羅浮宮時，我花了很長的時間在這幅畫上，它

描繪一艘惡海上將沈的破筏，在暗夜的波濤中載浮載沈，筏上的船難逃生者很多，有的已經死了很

久，有的剛死，有的因飢餓而瘋狂地互相殘食。時近黎明，遠方有欲曙之天光，以及，最重要的，

海平面那端出現的航經的帆船，生還者正用盡餘力在揮舞著求救的信號。這不是一幅令人愉悅的

畫，畫幅很大，使得死亡顯得栩栩如生，很多人在看完羅浮宮鎮館數寶後即離去，會來看一下這

畫，是因為傑利柯為了創作這畫，之前曾拜訪過瘋人院，並且到太平間與死人過夜，真切地描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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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膚色及死亡的恐懼，這樣的一幅畫，正是浪漫主義（Romanticism  １７９０-１８６０）的

經典之作，激情浮於理性之上，牽動靈魂的絲線。 

 整幅畫畫的是死亡，蛇髮的梅杜莎一眼瞥見你，就瞬間成化石；當不幸遇到死亡之神又有誰

能免於既定的命運？一切如此逼真，黑沈沈的大海、洶湧的波濤，殘破的軀體、為求生存而赤裸展

現的人性、衝破黑暗而來的黎明之光、遠來的帆船…，對，就是那個看起來很近實則很遠的大船，

燃起死前對生的盼望，連接天際的曙色也預告黑夜即將結束，整個畫面死亡在正中間，天光與遠帆

建構起佈局的金字塔，強烈地表達著「希望」，是的，「希望」，安靜地透過死亡，傳達到觀者

的眼中，使我震驚不已！ 

 多像我們的人生呀！多少的不幸及災難在世界各個角落不斷地發生，那麼真實又血腥地以進

行式的狀態，教我們措手不及，無可挽救，像在無垠的惡浪中掙扎一般，任何人也改變不了的無力

之感。 

 然而，正是那股如光般微弱飄渺的希望，在支撐著所有的毀敗；這希望不可捉摸如氣息般四

處迷漫，使我們知道滅亡並不是全然的滅亡，滅亡的另一端一定有相對的東西，在保持著宇宙的平

衡，使滅亡之後有再生，這個相對物便是希望，微渺永恆的希望，可望不可及的、存乎一心的希

望。 

 我們基督徒多有福氣呀！在我們交託自己給神的同時，便應許了我們永生，有了永生的盼

望，使我們身在暗海之中，靈裡仍能見天光。這光便是  神，換言之，有神就有希望，即便滅亡近

在眼前，我們也要信任  神的安排，抓緊  祂，寸步不移、寸刻不離。約翰福音第八章十二節：耶穌

又對眾人說：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不在黑暗裡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在災難過程之中，大自然的摧毀力量如此巨大，邪人惡勢的破壞攻擊如此殘暴；相形之下，

人、善人的力量顯得如此渺小、不堪一擊，信心在此最易受到動搖，「難道  神不是仁慈的嗎？」

「為什麼  神允許這一切發生？」相信大家都如此地問過，然而  神的計劃不是我們一眼能看穿的，

時間的經過會證明一切。在東南亞海嘯發生過後，發現小兒對神的「信」，倒是比為母的單純而堅

定，他指出大自然的一切無形的規則，都是精密地設計，可以讓地球、宇宙恆久地衍生下去，只要

不違背這自然法則，人類應可安適地活在地球上。地殼累積了過多的能量就必須爆發，舒解壓力，

所以，火山爆發、地殼震動位移，都是為了讓地球能更長久生存下去所產生的自然法則，這並不違

反大自然的定律，「媽媽，你應該高興它不是發生在東京或紐約，但是數十年後也有可能。」他信

這法則，他信這是  上帝為了人類更長久的生存不得不做的安排。我們在相信的同時，也只能付出

悲憫之心，這種悲憫之心打破膚色、種族、國度的藩籬，使天下在某種形式下更緊密地結合，我願

意相信  上帝知道祂在做什麼，而收起質疑指責之心，做好自己所能做的一切。 

  

  

倫敦的瘟疫場景-1665 年 

 

手推車滿載屍體， 棺木供不

應求，墓地人滿為患。「把你

家的死者送來」。瘟疫流行在

歐洲的歷史上並非鮮見，但是

最嚴重的是在 1347-1350 年發

生的那暢場黑死病，使每四個

歐洲人就有一個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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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類的歷史中，「黑死病」在短短三年之內（一三四七～一三五○）奪去了歐洲四分之一

的人口，這是史無前例的劫難，造成了經濟上、生命上、感情上巨大的損失，有些城市百分之九十

的人都病死了，僅在佛羅倫斯一地，四個月內就死了十萬人，如此多人在短時間內死去，以致於找

不到埋屍地點，真是屍野遍地、慘絕人寰，更可悲的是，在面臨這巨大災難時，所有的價值、信仰

也跟著崩潰了。弟弟拋棄哥哥、丈夫拋棄妻小、醫生拒看病人、有錢人自築城牆…當時大多數的人

並不把這場瘟疫當成流行病看待，而是視為從天而降的詛咒，「上帝在正義的憤怒之下，為糾正我

們的罪過，而對人類降下懲罰。」人心無依，邪教趁虛而入，狀況實在悲慘。 
這場災難的後遺症在一百年後才消失，但在這痛苦的重整階段，莊園制度瓦解了、封建農奴

得以站起來（死了太多窮人，勞動力銳減，有工沒人做，社會只好對底層勞動人民多一點尊重）、

經濟與宗教經歷變革、摧毀了舊秩序……這一切流血與混亂，建構起文藝復興的骨架，創造了歐

洲、人類文明的新境界。 

 誰又能料到這世紀的大劫在百年後造成文明的豐收？這所有的一切都巧妙相連，一切都在  

神的旨意之中，「只是當時已惘然」，在時間的座標中，在「黑死病」這個點上，我們只能看見死

亡、黑暗，但時間拉長之後，我們在座標中看到那顆閃亮的「文藝復興」之星。 

 神應允我們永生、沒有應允我們無災無難。沒有人願意災難在眼前發生，但願我們經過這

一些災難，能夠有所裝備：正面的觀點、堅定的信仰、悲憫的心、援助的手，最重要的：對美好未

來持續的盼望。我們的神公義信實、仁慈美善，愛人之心永恆不變，即使在災難之中亦如是。 
 
 

  

聖歌隊：聖歌隊歌聲，期待更多志同道合朋友加入，共頌主名。 練習時間：

週日早晨 10 : 20。 

主日學：主日學暑期學校，將於 8/8-8/12，8 : 30-12 : 30 舉行，即日起接受報

名。 

Children’s choir: 七,八月暑期中休息練唱，直到 8/28 再恢復。 
長青團契：正在接洽教會同工教授電腦網路課程，有興趣者， 請與黃全福長

老聯絡。請為年長的兄姐，身體有軟弱的代禱，求主加添他們力量。 

同心團契：同心團契活動 刊登在 tapcsj.org，歡迎加入 friends@tapcsj.org。 
如有問題及建議，請用 tapcsj@gmail.com。因多位同工忙於靈修會及

VBS，七月活動取消。 
青少年團契：請為此事工代禱，求主賜每個人有足夠的智慧與力氣。 

女宣團契：感謝大家盡心、盡力，維護教會乾淨整潔。 

傳道文字組：感謝大家忙碌之餘，踴躍投稿。時逢暑假，最近教會舉辦多項

活動，希望大家多投稿，分享參予活動的心得，追求主真理的見證 及心路

歷程。感謝愛卿、國妍、萌區、幫忙打字。 感謝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雙月

刊，在主內互相鼓勵，一同成長。投稿請交萌區，或寄 tapcsj@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