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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北美每年一次的感恩節，我們

能送給神最好的感恩禮物是什麼呢？應

該就是把我們的心歸給祂，但對基督徒

來說，要把自己的心歸給主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那要比在外表行為上表現虔誠

難多了。

約伯記1章9節撒但就向神挑戰約伯
之敬虔的真偽，說：「約伯敬畏神，豈是

無故呢？」約伯是神甚以為榮的一張王

牌，但對撒但來說，連這位最佳聖徒也

只不過是為了功利的動機才信靠神的。

世上有沒有人─他的心是真正因

為神是神─而愛祂、敬拜祂呢？撒但

不信世上有這樣的人，然而神卻期望能

在世上找到一群屬於祂、也願意將心歸

祂，過榮耀主生活的兒女。將心歸主不

是易事，需要很多的操練。操練什麼

李定武  著

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言23章26節；4章23節

呢？又如何操練呢？為什麼操練自己將

心歸主這麼重要呢？因為我們的心乃是

一個隱藏的戰場，也是撒但要奪取的戰

利品！

箴言的作者好像一位慈父一再勸勉

我們要留意保守我們的心。箴言23章26
節說：「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

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箴言4章23
節又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

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萬

物的主宰向祂兒女要的是什麼呢？神要

的就是我們的「心」。因為「心」在屬

靈爭戰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它不

但是戰場，也是撒但要搶奪的戰利品。

聖經也說，人若要過一個榮耀主的生

活，當有一個必須滿足的條件─那就

是將心歸主！是的！我們當操練將自己

的心歸給神，過一個榮耀主的生活。

聖經中的「心」字有三個不同的含

義：

首先，它是指人心靈的中心，即他

內在的生命，是人情感、思想、動機、

勇氣與行動的源頭，「因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發出。」（箴4: 23，新國際版譯作
「心是生命之泉源」）（註1）；它也是
理性與意志的基礎。如詩篇19章14節所
說：「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

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

你面前蒙悅納。」

第二、它是指人的靈魂，但這不是

指與肉體有別的靈命，或與外在生命有

別的內在生命，而是指那活生生，有意

識的生命─他的自我。詩篇42篇1, 2節
就是這個用法：「神啊，我的心切慕



們閉口不說……」）。這愛是從神開始

的。我們會真實地愛神，應是出於以下

幾種原因：

第一、因神本性的聖潔之美而愛祂 

─被神的榮耀抓住。

• 神道德之優美（公義，真理，良
善和愛）

• 主耶穌之優美：祂位格的聖潔（神
的聖者，徒3: 14）

• 福音之優美：聖潔的福音從神和
耶穌之美所發出的光芒

• 天堂之優美：全然聖潔，毫無瑕
疵的聖城（啟21: 10）

• 聖經之優美：教訓的聖潔（詩19: 
7-10）

第二、因神愛我們的大愛願以愛回應祂 

（約一4: 19，羅5: 8）。

約翰一書4章19節：「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我們愛神，因為祂仁慈

地引導我們的心愛祂。我們對神的愛原

是神放在我們心中的，這愛是祂愛我們

的一種標誌。

貳、操練專心事奉神

箴言23章26節：「我兒，要將你的
心歸我。」4章23節：「你要保守你心，

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

發出。」「要將你的心歸我」，這裏的

「歸我」等於「給我」；「保守你心，

勝過保守一切」的意思，就是「守住你

的心」。這兩句句子：「給我」，「守

住你的心」合起來的意思就等於「專

心」。聖經所謂的「專心」是什麼意思

呢？

一、專心的定義

申命記10章20節：「你要敬畏耶和
華你的神，事奉他、專靠他，也要指著

他的名起誓。」「專心」這個字對我有

深刻的意義。

1988年神給我機會好好思考過它的
意義。在我一生屬靈成長的路上，曾經

歷過一些屬靈長者們不少的關懷與帶

領，其中一位就是周主培牧師。他在

1987-88年這段時間，對我按立為牧師一
事特別關心，主動地找我談了三次。我

當時總覺得自己是在福音機構中事奉，

並沒有在牧會，似乎沒有必要被按立，

因此一直沒有積極地採取行動。後來許

久，我想大概是出於周牧師持續的禱告

與鼓勵，針對這問題，我才開始有一段

時間專心尋求神在按立一事上的帶領。

有一天在靈修時，神藉申命記10章
20節感動我的心。這節經文中有一個
字，「專靠」（原文dabaq），引起我的
注意，它在舊約出現超過37次。意思包
括：貼身，黏附，依戀，與之連合，及

親密等。換句話說，「專心」就是「與

神連接」。這些含義深深地感動了我，

特別是這字在以下三處經文中的意義打

動了我的心：「連合」；「捨不得」；

「緊貼」。

第一，創世記2章24節：「人……與
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第二，路得記1章14節：「只是路得
捨不得拿俄米。」「捨不得」這字就是

「連合」，路得在此宣誓向拿俄米效忠

（得1: 16-18）；路得記1章15-18節表明
出路得的與眾不同。首先，俄珥巴的離

去更顯出路得對她孤苦的婆婆忠貞與無

私的摯愛。16節乃是路得一段忠信誠摯
的告白；

第三，約伯記19章20節：「我的皮
肉緊貼骨頭」。

當我反覆思想「專靠」這字所包含

的意義時，我決定向神委身、藉「按立」

儀式向祂宣誓效忠、專靠祂。同時當我

在思想該如何向神表明我對祂的愛，與

祂在愛中期望我如何以愛回應時，我的

思想頓時想到一首老詩歌：「主，祢的

愛不容我離去」（�ou Love Wilt not let  
me go）。我決定藉按立這項分別為聖的 
行動與神連接─表明我願終身服事

祂！如今27年的全時間服事，我心中越
發充滿感恩，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2: 
20），我更願用餘生愛祂，為祂捨己。

二、有責任對神專心

申命記10章20節：「你要敬畏耶和

華……專靠他……」；23章26節：「要

將你的心歸我」及4章23節：「你要保守

你心……」。這三節經文都有一個相同

點：第一人稱的「要」字是命令式，指

出人的責任─約中之責。這些責任就

好比古代近東的誓約：弱小的附庸國投

靠在強大的宗主國王的保護之下，可享

受一切好處時，就有責任完全的順服及

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

是永生神。我幾時得朝見神呢？」詩人

在此用依賴水而活的鹿被獵人追趕的感

覺，來描述自己受逼迫時心的感受。

第三、它是指靈，這個希伯來字也

可用來指風、氣與靈。譬如，箴言25章
28節：「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毀壞
的城邑沒有牆垣。」在這裏，「制伏自

己的心」，指心的自制力之意（註1）。
讓我們從以下三個角度─愛心，

專心，與清心來看如何將「心」歸給

主：第一，操練將愛心獻給神；第二，

操練專心事奉神；與第三，操練清心敬

拜神。

壹、操練將愛心獻給神

人是神所設計的，我們若想討神的

喜悅，就必須依靠神的力量，來管制自

己的心，將愛心獻給神。箴言4章23節
說：「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或另譯作：

「用所有的謹守，守住你的心……」）

但如何保守呢？所謂「勝過一切」就是

指「單單愛主」，緊緊的跟隨主。我們

之所以願將愛心獻給神，是出於兩方面

的責任：

一、人有責任將自己的心歸給神

詩篇63章8節說：「我心緊緊的跟
隨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在此處「我

心」是指「我的靈魂」，也就是我的自

我，願緊緊的跟隨祢。這節經文反應出

神學上一條重要的原則─背反律：人

的責任是緊緊跟隨主─也就是將心歸

主─這是「真實屬靈的愛」，而神也

會以祂的全權用右手扶持我，使我有能

力緊緊跟隨祂。聖經中有許多這類寶貴

的例子，如：當亞伯拉罕受試驗時（創

22章），及主為挽回彼得的三重問句（約
21: 15-19）等。人當專心地，清心地，用
愛心將自己奉獻給神！

二、人有責任將心中真實的愛獻給神。

什麼是真實的愛呢？這愛不是出於

自愛（自利的愛，因為神對我有好處）； 
不是先看神愛自己，以自我開始的愛 
（如撒但對約伯的控告）；而是先看見

神的可愛，基督的優美和榮耀，心靈被

神吸引而產生的愛（參路19: 40「若是他



效忠。我們要在以下幾方面「專心」：

第一、有責任專心愛神

申命記6章4, 5節說：「以色列啊，你
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

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這

句「獨一的主」是出自神的一種啟示，

鑑於迦南及四圍眾多的巴力與假神，因

此這觀念尤其重要。人對神的回應是：

「盡心、盡性、盡力」，這是完全付上

心力的「愛」（3次，按希伯來文化，這
代表完全、徹底的，並全人均應涉及在

內的行動）。

第二、有責任專心事奉神。

申命記10章20節：「事奉他」；10
章12節：「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
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

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

盡性事奉他，遵守他的誡命……」

第三、有責任專心依靠神。

申命記10章20節：「專靠他」；這句
話有對主敬拜之意。我於九○年代在馬

來西亞參與宣教事工時學到一首詩歌，

我很喜歡，詩歌名叫「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容許我，單單屬於祢，

願我心思為主用，一生屬於祢；

永不讓我心冷淡，永不讓我離祢，

阿爸，天父容許我，單單屬於祢。

三、專心而有的火熱

保羅在羅馬書12章11節勸我們要：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

事主。」可見人有責任預備好自己讓全

權之神的靈動工，人也有責任隨時服事

主。他的勸勉對歷代神的僕人們有深刻

的影響。加爾文曾為自己刻了一個圖

章，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其設計的精義。

至少我相信加爾文很可能就是受保羅這

句話影響者當中的一位。這個圖章代表

他願常常服事主，有一顆肯犧牲一切的

心志。他在圖章中畫了一隻手，手上捧

著一顆火熱的心，在心的下面，刻上一

個座右銘：「殷勤和忠誠地在上帝的工

作中服事。」

一個基督徒要過一個榮耀主的生

活，除了要操練愛神的心與專心事奉之

外，也必須有熱心事奉的心。還必須操

練清心敬拜神。

參、操練清心敬拜神

箴言23章26節：「我兒，要將你的

心歸我。」聖經在此指出神的心意：人

若想討神喜悅，就必須照神的話去管理

自己的「心」。這包括：

• 不單是無私的愛神（真屬靈的愛）；
• 不單是全心的待神；
• 而且是存著真實透明的動機敬拜

神。

一、什麼是清心的意思？

馬太福音5章8節：「清心的人有福
了。」詩24篇3-4節：「誰能登耶和華
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手潔心

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

究竟，「清心」是指什麼呢？

第一，「清心」不是指在行為上無

罪，而是表示肯靠著基督恩典與神的

話，心中存著純潔的動機，去誠懇學

習，並操練自己內在經驗與外在行為的

一致；

第二，「清心」是指「單一的心」

（雅4: 8「心懷二意的人」）；「清心」
與「無虧的良心」在教牧書信裏是密切

相連的。

聖經應許，凡是肯如此在生活上靠

主操練的人，必能得神賜的「福氣」；

「因為他們必得見神」。這項應許特別

是給清心的人，因為在神的聖潔的同在

中，任何小的虛假都不可能存在。這將

是人所能享受到最大的屬天福氣，因為

在地上不可能見神（約1: 18；出33: 26）。 
這完全是將來才會擁有的一種屬天特

權。聖經說：「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

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見他的

面……」（啟22: 4）。真福氣只有到天
堂才體會得到。

二、人有責任以純潔的動機敬拜神

如何操練清心？聖經的答案就是：

敬畏神，也就是以神為主。這包括：愛

心，專心，與清心敬拜神。

申命記10章20節：「你要敬畏耶和
華你的神，事奉他，專靠他……」撒但

藉著約伯記1章9節：「約伯敬畏神豈是
無故呢？」向神發出挑戰！他對神的控

告包括三項：

第一、控告約伯因功利的動機信靠

神。

第二、控告世人對神的信心也不過

是為利己才有的。撒但認為沒有一個人

的心是真正因為神是神而敬拜祂的；

第三、控告神以行賄的方式，將人

引來敬拜祂。撒但的目的是用虛假的言

論來誤導人：神造人終究是件不光榮而

失敗的事！

聖經卻給出真實的結論：「你要保

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馬太福音5
章8節說得對，清心的人才得見神！
求神讓我們能：

第一、存誠懇動機愛神；

第二、存單一的心敬拜神。

加爾文的一生的確活出了一個作神

僕人應有的態度與責任，他一生敬畏

神，因愛神而服事祂。他常鼓勵自己及

同工們說，一個事奉主的人應當戰戰兢

兢地活在神的榮耀下，小心不因事奉神

而佔了神的榮耀。在加爾文接近人生盡

頭時，他嚴肅地指示親人安葬他時切不

可用墓碑，因他不希望後人將之變成基

督教的一個聖陵。今日無人知道加爾文

的墓地在哪裏，這位聖徒生前照著上帝

的話而活，死後也不願影響任何人作出

因他而奪取了上帝榮耀的事！

神造人究竟是什麼目的？這問答的

答案若從人的角度來問與答更好。我們

可以從西敏斯特107個小真理問答的第一
問得到答案。什麼是人生的目的？答：

人生的目的是榮耀神並且永遠享受祂。

是的，我們當操練將自己的心歸給神，

過一個榮耀主的生活。

人的心是生命之泉源。如果我們將

神的話語及榮耀神的意念存記在心，內

在生命就會受到聖靈的管制。主耶穌

說：「因為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

來。」（太12: 34）你我跟隨耶穌的人，
當操練我們的心，為過一個榮耀神的生

活而活，那口裏及外在的行為就會發出

嘉言美行。

讓我們靠基督恩典─將心歸主

─操練愛心獻給神；專心事奉神；與

清心敬拜神，過一個榮神益人的生活。這

才是我們能獻給神最好的感恩祭。（武）

 
（本文收於〈更新講台〉錄音C102，靈
命的進深──屬靈爭戰，第6卷，歡迎
選購收聽，www.crmnj.org，美國新澤西
州：更新傳道會）

註1：《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美國新澤
西州：更新傳道會2008年）詩4: 7, 
42: 1及箴25: 28; 16: 32註釋。



恩典照耀的家
柴培爾、柴凱希(Bryan and Kathy Chapell) 合著／龐慧修 譯

在基督徒的婚姻中，每個人都應該以恩典對待家人，並共

同為著神而生活。聖經簡單地把人類快樂的美好祕訣放在我們

面前：生命最大的收穫乃在於給出自己。在人最不為自己著想

的地方，愛就能成長到最大的程度。當我們在婚姻中有以下這

些行動時，這個祕訣便會被具體實踐出來：忍耐地承擔彼此的

恐懼和愚昧，拒絕利用自己的優點取利於另一半，幫助彼此完

成責任，鼓勵彼此的夢想，安慰彼此的悲傷，努力去了解彼此

的需要，並且彼此赦免等。

丈夫的恩典目的─帶給妻子榮美

有一封信可以說是美國上一代最有名的情書，它是在一百

多年前寫的。這封信在伯恩斯（Ken Burns）所導演的歷史電視
連續劇《南北戰爭》（� e Civil War）中第一次被公開讀出來，
但他沒想到觀眾的回應會那麼地熱烈：千萬封索取台詞的信件

蜂擁而至，幾十家報紙複印出其內容，手工藝品店中擺滿了刻

著信中詞句的掛飾，結婚禮物上也引用這信中的話，很多家庭

甚至想追溯看看自己和那對戀人有沒有血緣關係。

這封引起巨大回響的信是巴盧少校（Sullivan Ballou）寫給
他妻子莎拉的，那是他在內戰的第一場布爾河（Bull Run）戰役
前一星期所寫的：

「我最親愛的莎拉：

從現在的情勢看來，我們很可能在幾天之內就要移師他處，說不

定就是明天了。我怕將來可能無法再寫信給妳，所以現在急切地想寫

下幾句話，萬一將來我不復存在，妳也能看到我心底的這些話⋯⋯

對於這場戰役的崇高目標，我沒有疑懼，也不缺乏信心，並且我

的勇氣也沒有停滯或降低，因為我知道⋯⋯我們欠了太多前人的債，

就是那些在我們之前為獨立戰爭而流血受苦的人，現在我願意、完全

地願意⋯⋯盡力支持這個政府，來還前人的債⋯⋯

親愛的莎拉，我對妳的愛是不死的，這愛如同粗壯的繩索綁著

我，除了無所不能的神以外，沒有人能將它打斷。然而，我對國家的

愛卻像一陣強風猛烈地吹襲著我，使我無法抗拒地帶著一切的鎖鏈來

到這個戰地。

那些和妳在一起的快樂時光的記憶，逐漸地充滿我心，而我最感

激神和感激妳的，是我能夠享受它們那麼久！若要我放棄它們或把對

未來的盼望燒成灰燼，實在很難；只要神願意，我們就能繼續相愛地

生活在一起，看著兒子們在我們身邊長大成人。我對神的天命所知不

多，但彷彿有人對我說─可能是小兒子的禱告飄到我耳中─我將

完好地回到所愛的人身邊。但假如結果不是這樣，親愛的莎拉，絕不

要忘記我是多麼地愛妳，當我在戰場上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口

中一定是在呼喚妳的名字。請妳原諒我的許多過錯，以及我對你所造

成的許多痛苦，我是多麼經常地不體貼和愚昧啊！我多麼願意用我的

眼淚來擦掉那些讓妳不快樂的汙點啊⋯⋯

但是，哦，莎拉，如果死去的人能夠回到地上，隱形地環繞在他

所愛的人身邊，那麼我一定會一直在妳身邊，不論是快樂的白天還是

漆黑的夜晚⋯⋯一直、一直在妳身邊。當妳感到有微風吹拂妳的臉頰

上時，那一定是我的氣息；當妳感到有涼風輕掃妳的太陽穴時，那一

定是我的靈魂剛剛經過。親愛的莎拉，不要為我的死而悲傷，就當作

是我先去等妳，因為我們還會再見面⋯⋯」

結果巴盧少校在布爾河戰役中身亡。

為什麼這位美國內戰勇士所說的話，能夠比他的生命存留

更久呢？這其中並沒有什麼祕訣，乃是因為他的話同時傳達出

了偉大的勇氣和無比的溫柔。這位作者願意為國家犧牲生命的

勇氣是無可置疑的，但同時他又表達出那麼親密的感情，使我

們都會感到為他臉紅。這樣的人會被任何時代的人所寶貴。他

是如此地堅強勇敢，以至於他也能如此地溫柔；並且他用他的

堅強勇敢來表達對妻子的感情，使得這感情成為他妻子最大的

寶藏，因為她能肯定地知道自己在丈夫的心中有多麼珍貴。

巴盧少校的決心─以他的勇氣和愛來堅定妻子的力量和

價值─反映出神對丈夫「作頭」的心意。神賜給丈夫們一個

僕人式領導的責任，而它是有救贖目的的；正如耶穌的犧牲使

得祂的百姓能知道他們在神眼中的價值，丈夫們也要在運用權

柄時反映出基督的「作頭」，幫助妻子們認識到她們在神眼中

的寶貴。

1. 饒恕過錯

當一個丈夫反映出饒恕的恩典時，他便對他所愛的人再次

肯定了神的良善，以及家人的重要。在我們和我們所看到的婚

姻中，與心靈得到醫治最息

息相關的，就是饒恕。一個

丈夫願意饒恕，是因為他知

道自己也需要被饒恕；這樣

的丈夫能向他的妻子顯明，

他之所以能站在神面前，乃

是因為恩典。因此，饒恕表

達了配偶彼此的寶貴，肯定

了雙方屬靈的需要，並且有

力地把二人結合在一起，更

清楚明白他們的弱點並不能

損害或減少他們的愛，或神

的愛。

2. 肯定美麗

神的心意是要丈夫和妻

子互相吸引，使得他們在身

體上的結合能夠加強他們心裏的契合，而其中一個能夠加強這

種契合的方法，就是肯定那些我們所珍愛的外表和個性特質。

我盼望所有的丈夫們都能了

解到，妻子在她丈夫眼中被看為

可愛，這對一個女人是何等的重

要。這不是一件關乎虛榮的事，

而是關乎價值的事。我們渴望知

道自己所愛的丈夫認為我們從裏

到外都是美麗的，並且非常珍愛

我們。知道我的丈夫認為我很美

麗，使我更有自信；他對我在看

法和能力上的讚賞，使我能更自

由地去發展和使用它們。我將他

對我的肯定，視為他所能給我的

最寶貴的禮物之一。

凱希的分享



3. 優先關係

丈夫進一步肯定妻子價值的方法，是遵從聖經的命令，將

他與妻子的關係放在與其他人的關係之上─甚至包括他與父

母的關係（見弗5:31）。這個教訓並沒有抹煞我們終生都要孝
敬父母的責任，但它確實是要我們把婚姻關係放在優先的地

位，不讓任何的其他關係來挑戰丈夫與妻子的一體關係。如果

所有的男人都遵守聖經所定出的關係次序，那麼報章雜誌的專

欄作家和電視談話性節目主持人，可能都會面臨缺乏討論題材

之苦。

4. 提供照顧

男人也藉著照顧妻子來彰顯恩典，並表明他重視她。使徒

保羅說丈夫要保養顧惜妻子，如同保養顧惜自己的身體（見弗

5:28-29）。這裏所說的「保養顧惜」包括了實際的供養以及個
人在感情上的愛。丈夫不應該自私地使用家庭資源，因為神的

命令是要我們用話語和物資來建立配偶的幸福。一個在結婚時

故意對妻子隱藏財物、儲蓄、感情的男人，是在拒絕神定意要

藉著與妻子結合而帶給彼此的成長和大喜樂。一個隱藏祕密的

丈夫是在傷害他自己。聖經很有智慧地表明，丈夫應該保養顧

惜妻子，如同保養顧惜自己的身體；他妻子的幸福就是他自己

的幸福。

妻子的恩典行動─敬重丈夫

從前有一個賣汽車蠟的廣告，它的劇情是這樣：有一位年

輕女士準備要賣掉她的汽車，那部車子又老又灰暗，她開了好

多年，但現在不想要它了。不過當她用了這個「神奇的」汽車

蠟以後，她的車子就又變得光彩奪目，重新得到她的青睞；於

是她就丟掉那個「售車」的牌子，非常快樂地開車而去。

這個廣告真實地表達出了我們內心作用的方式─我們喜

愛那些自己所投資的人、事、物。當我們為了別人的滿意、保

障和發展而把自己投入時，我們不僅建立了別人的自尊，也

把他們加進了我們的自尊裏；當我們對別人的價值感有所貢獻

時，我們也會變得更以那個人為樂。這些真理可以應用在婚姻

上，它們就像毛線一樣地能編織或修補我們的婚姻關係。

當妻子支持並肯定她的配偶時，她對他的愛就會加深。她

對他的尊敬不僅表達出她的愛，更會建立她的愛；但若她對他

不尊敬，她的愛也會淡去。因此之故，聖經教導妻子要尋求加

強婚姻的愛情，但不是在丈夫的身上尋求，看他配不配，而是

看到自己內心的渴望（見彼前3:1-6）。這個教導和另一個更深
的真理相呼應：妻子渴望要尊敬她的丈夫，因為她在直覺裏知

道，她愛他的程度決定於她對他的尊敬，而她對他的尊敬則會

帶來他的愛。其實聖經命令妻子要「敬重」丈夫，和妻子的心

願是一致的─如果妻子的心沒有被自私和傷害所扭曲的話。

1. 對丈夫的益處

當保羅在以弗所書中要結束關於婚姻的教導時，他提醒丈

夫要「愛」妻子，而妻子要「敬重」丈夫（弗5:33）。保羅在
此似乎是針對兩性各別的弱點而說的。男人會面臨的試探是利

用他地位上的權力和他身體上的力量，去強制執行他的獨裁統

治，或耽溺於他自私的被動、不理睬；而女人會面臨的試探則

是利用她在話語上和情緒上的力量去羞辱丈夫，好讓他去做她

希望他做的事。保羅禁止這兩種「權力鬥爭」，而命令男人要

「愛」、女人要「敬重」其配偶。

妻子們可能不知道她們對丈夫的敬重（或不敬重）對他們

有多大的影響，在我人生中有一些時刻，我覺得好像除了妻子

對我的愛和敬重以外，不再擁有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了。妻子對

丈夫的敬重是丈夫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神命令妻子要敬重丈

夫的原因。

2. 對妻子的益處

一個敬虔的妻子敬重丈夫，不只是丈夫受益而已，對妻

子自己也有益處。妻子的敬

重對於丈夫去建立更深的夫

妻關係和福分─正是妻子

所切切想要的─是極為重

要的；當妻子越珍視丈夫，

她就越能感受到他們的結合

是非常寶貴和令她滿足的。

因此，一個女人若是渴望在

婚姻中得到深深的滿足，她

就必須要提供她所想要的那

種關係所必要的支持；相反

地，如果一個女人不給予丈

夫敬重，她就得不到她所渴

望在婚姻中的親密關係。

我盼望妻子們能了解，丈夫對於妻子會敬重他的信心，是

他得以立足面對世界上挑戰的基礎。正如丈夫對妻子堅定的

愛，能使她在面臨試煉時感到安全和安慰；同樣地，妻子對丈

夫的敬重就是他的堡壘。妻子對丈夫的敬重能夠保障她的婚

姻，其力量是超過大部分女人（或男人）所能完全理解的。 

（本文節錄自“Each for the Other”by Bryan & Kathy Chapell第2, 
6, 9章，中文譯名《真愛方程式》即將由更新傳道會出版，2012年
12月，歡迎來信預約）

譯者推薦

每一位基督徒丈夫都知道主的教訓是要他們作「頭」，但常覺得

困難重重，一方面是因為自己本來就對家裏的事情沒有什麼意見，另

一方面也實在彎不了家裏那個「脖子」的堅強意志。每一位基督徒妻

子也都知道主的教訓是要她們順服，但也因此更感到迷惑和愧疚，一

方面覺得丈夫的想法不一定都對，為什麼一定要聽他的，但另一方面

又總覺得達不到主的要求，心裏甚是虧欠。不過還有一些更不健康的

情況，就是丈夫以為作頭就是控制，而妻子以為順服就是接受虐待。

其實這些心態都是因為不了解作頭和順服的真義。在《真愛方程

式》這本書裏，作者柴培爾牧師不但向我們解釋了什麼是作頭，什麼

是順服，主為什麼這樣要求，實際上要怎麼做等等，他更以許多真實

的例子強調，一個家的所有成員都應該為了其他家人的利益而犧牲捨

己，以反映出救主恩典的真實性。此外，作者還談到父母應該是發散

神恩典進入孩子生命中的器皿，他們要無私地為著兒女的福祉而傾注

自己。

誠如解經家休斯（R. Kent Hughes，美國惠頓學院教會主任牧
師）所說的：「這是一本少見的、不能沒有的婚姻書籍，你會想要一

讀、再讀，不斷地品嘗其中的滋味。這本書是一流的極品！」

有一位我所親愛的朋友說：

「我希望我能更早就知道我的丈

夫多麼想要和需要我對他的敬

重。我以為他出去工作就會得到

他所需要從工作、老闆和朋友而

來的尊敬和肯定，但我不知道他

真正需要和想要的是我的尊敬、

我的肯定、我的支持。現在我知

道了，所以他就成了一個更快樂

的男人，而我們就成了一對更快

樂的夫妻。」

凱希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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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是祂》   ( 簡體版 )
The Reason for God

《紐約時報》與亞馬遜書店排行榜暢銷書作者

提姆•凱樂 (Timothy Keller) 著 / 呂允智譯

提姆•凱樂（Timothy Keller）於1989年在紐約市曼哈頓創建「救主長老教

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至今聚會人數達六千，葛理翰（Billy 

Graham）說：「提姆•凱樂在紐約市的事工，正引導整個世代的尋道者與懷疑者

一同邁向對上帝的信仰。」他的團隊也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協助許多教會推動植堂

事工。本書《為何是祂》（The Reason for God）之英文版在2008年一發行就榮

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非小說類第七名。

此書回答了許多懷疑基督教信仰者或

甚至是熱心信主者所常有的疑問。作

者藉著文學、哲學、日常生活談話，

以及有力的邏輯思考，來解釋為什麼

事實上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是十分明智

和合理的。他為真正的基督徒提供了

一個可站穩的堅實平台，來對抗這個

懷疑時代所造成的信仰後退；也為那

些懷疑者、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

提供了極具挑戰的論點以繼續探討相

信上帝的理由。

這是您送給自己及正在追尋真理之親友最佳的聖誕禮物，

歡迎及早預約。

怎麼可能只有一個宗教是真的？

上帝怎麼會容許苦難發生？

上帝怎麼會把人送到地獄去？

教會要為許多的不公義負責嗎？

科學已經否定了基督教嗎？



十月底颱風珊蒂的來訪，令美國的

東部及新英格蘭區一下亂了腳步。感謝

神的保守，更新總部一切無恙，尤其當

幾天後辦公室「重見光明」，暖氣管也

再次吱吱作響時，在家中被凍得快沒力

氣的同工們，都特別高興又可以歸隊在

溫暖的辦公室裏工作了。幾天的不方便

也令大家格外心懷感恩，因為發現不吃

點小苦，不容易想到平日擁有各種方便

的好處。自從電話通了之後，我們接到

許多關心更新的弟兄姊妹從不同的州、

甚至國外，來電問安。謝謝大家的關

心，感謝神讓我們的服事能繼續順利地

進行。

[傳道事工]
◆自九月以來，更新傳道事工分別在美

國東部及東南部順利開展，九月初有機

會在亞特蘭大地區學生團契主領迎新佈

道會，接著又前往北卡洛麗華人基督教

會領培靈會及成人主日學老師訓練。感

謝主，在北卡的教學訓練頗受歡迎，甚

至需要以閉路電視提供讓更多人參加。

北卡洛麗教會是最早支持更新傳道會的

兩間教會之一，已有二三十年歷史，更

新同工深受激勵，不勝感激！

◆ 十月第二個週末，李定武牧師前

往堪薩斯州的大堪薩斯華人基督教會

(GKCCC)帶領培靈會，及週六一天的成
人主日學老師訓練。李牧師以《詩篇選

讀》為題，選了7篇詩篇與參與者分享詩
篇的種類及各詩的結構，文學特色及其

神學與解經方式，感謝主引發許多弟兄

姊妹對讀詩篇的興趣。

◆十月第三個週末，李牧師應邀前往馬

利蘭州巴城中華基督教會(CCCB)，帶
領第24屆宣道年會。該教會多年來一直
支持更新事工。李牧師由週五第一堂與

會眾分享《神永恆的計劃》開始，到主

日最後一堂《神永恆的計劃快快實現》

為止，聖靈大大動工，在主日聚會結束

前，許多弟兄姊妹響應神的呼召來到講

壇前，跪在神前禱告，願奉獻餘生給主

使用，參與神國宣教事工。願神使用這

群有心服事的人，能靠著基督恩典與神

同工，拯救這因罪將要滅亡的世界。

[訓練事工]
◆感謝主，11月2-4日在喬治亞州亞特蘭
大舉辦的弟兄讀經營已順利結束。由李

定武牧師、蘇桂村牧師、呂允智牧師及

王琨弟兄四人所組成的更新團隊，分頭

於11月2日前往亞特蘭大集合，再開車前
往營地服事。參加的弟兄們除了亞特蘭

大本地三間教會外，也有來自其他十州

的弟兄，包括：佛州Tampa長老會3位，
田納西州Knoxville 5位，Nashville 4位，
及阿拉巴馬州Tuscaloosa 5位，甚至有1位
特來自加拿大南邊的北達克達州Fargo。
感謝主，這次營會屬靈追求的氣氛很

好。對許多弟兄而言，這雖是他們第一

次學習歸納法查經，卻感到印象深刻，

心得頗多。希望假以時日他們都能成為

自己教會的小組長，帶領信徒好好研讀

神的話。這是更新第一次在美南舉辦讀

經營，希望日後還有機會。

◆除以上弟兄讀經營外，11月16-18日台
灣更新傳道會也將在台中舉辦台灣第一

屆的更新姊妹讀經營。感謝台灣同工們

的努力推動，目前約有85位姊妹參加，
其中也有師母與傳道，希望這個以「夏

娃，妳的名字是女人」為主題的營會蒙

神賜福。北美有好幾位更新義工一同回

台協助，包括：時梅，李維敏，淩巧

惠，王淑霞等。請為她們禱告。

[懇請代禱]
◆十一月是更新傳道會傳統慶祝週年的

月份，對今年來說，週年紀念月一方面

能提醒我們要為神的許多恩典感恩，另

一方面，也有不少的隱憂。因著近年來

北美及各地經濟的不景氣，導致更新的

奉獻及售書數量受到影響，加上物價飛

漲也直接影響到紙張的價格，連更新月

刊的基本服務費都增加許多，請為我們

禱告。更新需要每個月有固定的經濟支

持與代禱者，希望您成為這些事工的後

盾，相信神也一定會加倍的賜福與您。

◆感謝神的恩典，新加坡更新傳道會於

今年三月底慶祝二十週年慶，由過去的

事工報告中，您可能也看到更新宣教事

工如何蒙神賜福，尤其因為我們多半是

作異文化（M-2）的福音工作（如，蒙
古人，藏人，緬甸山區的少數民族，與

中東地區的回民等），這在各地華人宣

教機構中是較少見的，而每月需要提供

約80位全時間宣教工場當地同工的生活
與事工費也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但我們

也看見神的信實，每天早晨當我們為更

新各地同工每日所需要的飲食禱告時，

神從來不失信，但不可否認，這是新加

坡更新總幹事肩頭上一個很大的負擔。

請為更新這些宣教工場上的需要禱告。

◆請為新加坡更新傳道會總幹事余達

富牧師的身體禱告。他前一陣因胸口

痛住院，結果發現左心冠動脈（L e f t 
Artery）65%阻塞，旋動脈（Circumflex 
Artery）100%阻塞，本來醫生建議立刻開
刀作繞道手術，但因為他的講道及巡迴

視察宣教工場行程排得很緊，目前只是

暫時放入4個球狀物與一個支架，並暫定
明年三月動手術，請為余牧師的身體、

醫藥費用，與養病期間需有人帶領的各

樣宣教事工代禱。

[同工腳蹤]
北美地區

◇李定武牧師 

十一月

 2-4日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西北堂
  主持更新弟兄讀經營─大衛：

  君王，罪人，男人，神人）
  （領會者：蘇桂村，呂允智，
  王琨，李定武等）
 16-18日 新澤西州更新學院課程：
  《講道學》
 25日 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宣道會主日學
十二月

 9日 新澤西州摩利斯郡基督徒聚會
 16日 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宣道會主日學
◇周德威傳道

十一月  手術復健期中，沒有安排服事。
◇李陳長真師母

十一月

 16-18日 台灣更新傳道會／東海校牧室 
  合辦台中更新姊妹讀經營（領會 
  者：李陳長真、時梅、張鈞）
新加坡地區

◇余達富牧師

十一月

 2日 新加坡浸信教會神學院
 4日 馬來亞基督教會
 9日 新加坡浸信教會神學院、
  聖道教會穆恩團契
 11日 迦南堂、畢士大粵語堂
 18日 武吉阿讓福音堂、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23-30日 緬北短宣
十二月

 9日 摩利亞堂、迦南堂
 16日 平安浸信教會、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17-24日 中國行
 25日 淡申律浸信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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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劃順序〕

感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有點像

要去愛一個不可愛的人一樣，不但需要

操練，而且還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應該這

樣做。

十月底的颱風給美國東岸的紐約

和新澤西州帶來很大的破壞。只要打

開CNN或任何電台，你就會看到記者
所採訪的對象不是怪政府事先沒有預備

好，就是埋怨事後的缺乏妥善安排。 
因為颱風發生在美國大選之前，連總統

先生都改變競選行程，來敝州轉了一

圈，以示安慰。我們也不能怪老百姓的

埋怨，紐約市郊有些地方已經快三週

了，不要說沒水沒電，連房子也沒有了

（真是「經歷水火」）。這些被迫遷居

的老百姓對需要長期住每天100元美金
的旅館也深感吃不消，但你不要以為他

們要求高，特意撿貴旅館住。不是的，

而是因為那一陣各地旅館人滿為患。有

位旅館老闆娘這樣說：「我現在是鐵面

無私，一視同仁，無論是有小嬰孩的，

是懷孕的，是健步如飛的六呎大漢，大

家都要排隊登記號碼，有空房間就按號

碼先後住進去，沒有人有優先權。」理

由很簡單，因為一屋難求。

我們新澤西州也沒有好到哪裏去，

颱風在敝州登陸，雨不大，風可不小，

幾尺粗樹幹的大樹也會應聲而倒。颱風

過後，只見到處有警察指揮交通，因為

「此路不通」，他們也需要指揮大家按

車牌號碼的雙單號隔日加油，因為汽油

供應有困難。有人感嘆美國幾時竟成了

第三世界！但我感謝這個國家老百姓的

守法精神，儘管記者報告有人為加油打

架，我看多半還是為了炒新聞吧（他們

該去勸架，而不該忙著拍打架的照片）。 
我倒是覺得颱風過後，大家突然都變得

理讓多了，尤其是在沒有紅綠燈的十字

路口。

落在生活極不方便的時刻裏，我們

還能感恩嗎？可以的，只要我們願意用

心去找可感謝的事（相信你可以立刻數

出十件吧！）我們也要留意周圍有哪些

人需要幫忙而願意伸出援手的，因為感

恩與感恩的行動是分不開的。這是一個

重要的操練，因為珊蒂颱風與啟示錄所

提日後要來的大災難可是小巫見大巫，

我們都要學習如何處困境才好。

我們平日作禮拜的宣道會是個非常

注重宣教的教會，平均教會每收到一元

美金的奉獻，就有4毛錢是用在宣教工
場上。我捫所支持的宣教工塲和宣教士

也不多，就是固定的那幾個，但每年派

去同樣工場的短宣隊倒是不少。我們牧

師總是說，他希望以後用在自己教會的

錢要減少，用在外地和本地宣教的預算

要增多。也是因為這樣的教導，這次風

災過後，我看到許多人都能身體力行，

有錢的出錢，有修理手藝的人出力，每

天早上7 點就有人在教會集合，開車前

往新澤西州海邊，幫助重建那些被颱風

摧毀的教會與居民的住屋，連教牧團都

天天出動。

有一天，我從主日學教室出來，看

到我們班上一位七十多歲的中國老太太

在問副牧師，她沒辦法去海邊幫忙，可

不可以每天早上六點半來給這些要出發

的團隊預備咖啡和簡單的早點；再走幾

步，又看見我們華人團契中一對來自上

海的老夫婦在排隊，要登記感恩節那天

奉獻時間作招待。我們教會每年感恩節

中午會辦一個盛大的火雞大餐招待無家

可歸的人，同時分發禦寒的衣服。我看

到長長的兩個隊伍，一隊簽名願在感恩

節上午10點之前奉獻一隻烤好的火雞帶
來，另一隊簽名願來佈置場地並作招待

和幫忙廚房的善後。看到我們華人團契

有這樣的回應，我心中充滿了感謝。

是的，在這個感恩的季節裏，不論

我們的私人財產有無虧損，我們都有可

感恩的事，也都有可以提供的資源給有

需要的人，不論那些資源是金錢，是天

份，是時間，還是一顆樂意藉著服事人

來服事基督的心。我相信我們所擺上

的，父在暗中察看一定喜悅，那也是我

們迎接主耶穌再來最好的方式。

感謝神給我們一顆懂得感恩的心，

因為懂得感恩的人他要埋怨的事就會變

得越來越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