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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12/25~12/31 
主日早上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陳依凡姊妹家 

(一) 請弟兄姊妹出席下週購置會所交通聚會，並為此同心禱告。 

(二) 1 月 7 日(星期六)下午 4:00-9:00 PM 有姊妹交通聚會。請邀請姊

妹參加。地點: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家訊信息】神對教會的心意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

遠。阿們。以弗所書 3：21 

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使徒行傳 13：36 

    我的興趣之一是種花草，我想是因為這符合神創造我的個性。我

喜愛看東西生長，總是對於不同植物的生長方式充滿驚歎。沒有兩

種植物的生長模式是同樣快慢，同樣大小的，每一株植物都是獨特

的。教會也是一樣，沒有兩個教會的成長是相同的。神要你的教會

成為獨特的。 

    當我以園丁的眼光來觀察所有植物的生長模式時，中國竹子的成

長最叫我驚異。將一株竹子的苗種在土裏 4、5 年（有時更久），

什麼也沒有發生！你澆水施肥，澆水又施肥，再澆水施肥——但它

依然故我，什麼也沒有！但是到大約第 5 年，情況忽然有戲劇性的

轉變。6 個禮拜之內，竹子竟然一下子竄高到 19 英尺！世界紀錄百

科全書說竹子可以在 24 小時以內長高 3 英尺。一株植物埋藏在土

裏好幾年，一夕之間忽然迅速生長，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是竹子

千真萬確，就是如此。 

    在我結束這本書時，我要提供你最後的建議：不要掛心你的教會

增長與否，只要專注於完成教會的目標。繼續澆灌施肥，栽培除草

修剪。神會讓他的教會以他認為最適合的情況的速度，增長到他所

要的大小。 

    神可能容許你辛勞經年，卻只看到一點點成果。不要灰心！在看

得見的表層之下，有些你看不見的事情正在發生，根正在往下往外

長。即使在你無法看出神智慧的作為時，你仍然要信靠他。學會活

動在他的應許之中。 

不要掛心你的教會增長與否，只要專注於完成教會的目標。 

   記得箴言 19 章 21 節說：“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

纔能立定。”如果你的事工是建立在神永恆的目標上，就不會失

敗，最終必能成功。繼續做你確知是正確的事情，儘管有時灰心喪

志，仍然堅持到底。“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

就要收成”（加 6：9）。正如竹子，時候到了，神能在一夜之間將

事情改變。最重要的是繼續忠心於他的目標。 

成為一個目標導向的人 

    目標導向的教會是由目標導向的領袖所帶動的。使徒行傳 13 章

36 節，是我的人生金句之一，告訴我們大衛正是一個由目標帶動的

人：“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目標），就睡了。”我想

不起來還有什麼比這更偉大的墓誌銘。想像這樣的話刻在你的墓碑

上：“他在世時，遵行了神的目標。”我的禱告是，當我死的時

候，神會這樣對我說。而激勵我寫這本書的是，希望有一天，當你

死的時候，神會這樣對你說。事工有效果的秘訣，在於滿足這節經

文的兩個部分。 

他遵行了神的目標 

    這本書的主要用意是要確認神對教會的目標，並且厘清這些目標

的實際內容與意義。神對教會的目標同時也是他對每一個基督徒的

目標。作為基督跟隨者的每一個人，是要使用我們的生命來敬拜、

事奉、傳福音、門徒訓練以及團契相交。教會使我們能並肩從事這

些目標，因而不至於孤獨。 

太多基督徒利用教會，但是卻不愛教會。 

    我盼望你讀這本書時，能感受到我對教會的熱望。我全心愛教

會。教會真是有史以來最聰明、最燦爛奪目的發明。如果我們真想

要像耶穌，就必須如同他一般地愛教會，也必須教導人們如同耶穌

一般地愛教會。“基督愛教會，為教會舍己……從來沒有人恨惡自

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因我們是他身上

的肢體”（弗 5：25，29-30）。太多基督徒利用教會，但是卻不愛

教會。 

    從我所明白的神對我的旨意，我對我的事奉只有兩個願望：一生

作為一個社區教會的牧師，以及勉勵其他的牧師。牧養基督的跟隨

者是最大的責任，是最榮幸的事，是我所能想到的最高榮耀。我說

過，如果我知道有更好的策略來投資我的人生，我一定會去做，因

為我不想浪費我的人生。把人帶到耶穌跟前，幫助他們成為他的家

庭成員，建立他們成為成熟的門徒，裝備他們親自參與事奉，差他

們出去宣教，這些任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目標。無疑地，我認為這

個任務值得我為之生、為之死。 

他在世時（在他的世代，直譯） 

    大衛墓誌銘的另一部分跟前一部分一樣重要。他遵行了神的目

標，“在他的世代”。事實上，除了我們自己的時代，我們無法在

其他的時代服事神。事工必須做在目前的這個時代與文化。我們必

須服事目前這個文化形式中的人——而非我們心裏理想化了的形

式。我們能夠從前代那些偉大的基督徒領袖支取智慧與經驗，但是

我們不能以他們的方式來傳道、從事事工，因為我們的文化與他們

的已經不同了。 

    大衛的服事合適又合時。他在他的世代，遵行神的目標（這目標

是永恆不變的）。他以有限的時間，服事永恆的神。他既正統又符

合時代，符合聖經又不與當代脫節。 

    既符合時代又不違背真道，一直是馬鞍峰教會成立以來的目標。

每一個新世代，規則都會稍微改變。如果我們一直做我們已經做過

的，我們將一直停留在原地。過去的已經在我們的背後，我們只能

活在當下，預備明天。我們必須活出 200 年前由查理·衛斯理譜曲，

梅森（Lowed Mason）作詞的詩歌所說的： 

我有本分當盡，我有上主當尊； 

我有寶貴靈魂當救，引導他進天堂。 

我要當代服事主，履行我的呼召： 

噢！願主賜我能力，去執行我主的旨意。 

衡量成功 

    你如何衡量事工是否成功？一個廣為人知的成功宣教定義是：

“靠著聖靈的大能分享福音，將結果交托給神。”我把它改寫並作

為成功事工的定義：“靠著聖靈的大能，建立教會在神的目標上，

並期待從神而來的結果。” 

    我不知道馬鞍峰教會最後的一章會是怎樣，但我有信心：“我深

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於”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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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l：6）。他必會完成他所開始的工作。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

戛，他是始，他是終。他會繼續完成他在馬鞍峰教會的目標，以及

每一個以他的目標帶動的教會。 

成功的事工是靠著聖靈的大能，建立教會在神的目標上，並期待從

神而來的結果。 

    耶穌說：“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太 9：29）我把它稱

作“信心要素”。有許多你無法控制的因素影響你的事工：你的背

景、國籍、年齡、恩賜。這些都是由全能的神所決定。但是有一個

重要的因素是你能夠控制的，就是：你選擇要相信神多少！ 

    在我研究教會增長的這些年來，我發現，無論屬什麼教派，在什

麼地方，所有增長的教會都有一個共同的因素：他們都擁有不怕信

靠神的領導者。增長的教會都是由那些期待會眾會增長的領袖們所

領導的。他們是有信心的人，即使在令人灰心喪志時，仍然相信神

的應許。這就是馬鞍峰教會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背後的秘密。我們

相信神要行大神跡，我們也期待他使用我們——透過信心、靠著恩

典。那是我們的選擇，也是你的選擇。 

    有時候，從人的觀點來看，一個教會的情況似乎無望。但是我堅

決地相信，如同以西結的經驗（結 37 章）所證明的，不管骨頭有

多枯乾，神能夠將新生命吹進它們裏面。如果我們容許聖靈將他目

標的新意義灌注到我們裏面，任何教會都能回復生命。這就是目標

導向教會的安身立命之道。 

    我的希望是，這本書能堅固你的信心，擴展你的異象，加深你對

基督以及他教會的愛。我希望你能將這本書與那些關心你們會眾的

人分享。請接受這個挑戰，成為目標導向的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

教會還待建立，你能接受這個任務嗎？我祈求神使用你，在你的世

代，完成他的目標。人生在世，所能有的貢獻，莫大於此！── 

Rick Warren《直奔標竿》 

【心靈加油站】該是以減法，過人生的時候了 
打開五斗櫃最底下的抽屜，就在角落，我發現一個包裝完整，沒

拆封的什麼東西，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但在我抽屜裡，我打開應

該沒問題，等打開一看，是個設計新穎的飾品，應該是我在現代美

術館（MOMA）買的，但是在哪個 MOMA？何時買的？一點都不

記得。再翻，又出現有十卷已開封、照過，卻沒拿去沖洗的相片膠

卷…..，多少年早已不用膠卷了，想裡面的內容，對現在也沒太大

意義了。  

這是我要搬離住了三十多年忠孝東路四段的樓中樓，在整理雜物

時發生的事情。當 Aki 嬸（隱名）帶我到她家，說房子要我重新為

她設計時，我著實嚇了一跳。因為平常打扮整潔、做事調理的她，

家裡卻是凌亂不堪。兩個漂亮標緻的女兒，她們的房間四處也堆滿

雜物。  

「不好意思，我先生二十五年前突然生病走了，為了懷念他，所

有他生前的東西與擺設，我都不想動。女兒當時很小，爸爸很愛她

們，爸爸所有的衣物都不忍丟，原封不動的掛在衣櫥裡。」她說著

又指著佔在客廳顯要位置的老舊音響及錄音帶說：「這也是他當時

喜歡聽的古典樂，二十五年來沒捨得搬動它。」  

的確佈滿了灰塵，難怪，長得如此娟麗的 Aki 嬸，選擇不願再

婚，應該不是沒機會，而是她心已被佔滿，不願捨去。當然，她女

兒們也以她為樣，連小學時的作業簿都留下來。這三十多坪的家，

早已成了博物館，每個房間都變成了儲藏室。最後她說了一句，使

我覺得技窮的是：「雖然我要重新裝修，但這些東西仍要保留。」

紀念品已成家裡的負擔；思念已成心中不減的重擔。  

其實，上一輩的美德也使我瞠目結舌。家母是很勤儉的人，在當

時只要用過的玻璃罐，例如醬瓜瓶，都洗乾淨用塑膠袋包好存在床

下，她的想法是可用的東西不要丟，以備不時之需，誰都不准去動

它。蒙召返天家後，我們去整理她的床下，赫然發現瓶瓶罐罐不下

百個。  

最近我去見一位老業主，過去我替他設計了多家旅館，一家比一

家繁複華麗。後來他生了一場大病，到美國住了十年，現又回台

北，他說他的觀念完全改變了，過去他經營的旅館，設計是用”加

法”，現在是要求用”減法”，一家比一家精簡，不只成本低，回

收快，且整理方便，生意更好。  

”減法”的設計，我們學建築的早就知道 ”less is more” 的道

理。嗯！我想不只設計，現在也可用減法來過生活，以減法來過後

半生吧？！其實在世上擁有的越多，煩惱也越多。有一棟房子，有

一個煩惱，擁有兩棟，煩惱加倍。財產越多，留給家族子孫的煩惱

就越大。最近金融風暴，也可見證那些擁有越多的人就越不快樂。  

基督徒很清楚，「這世界非我家，我們有永生的盼望，在天上，

父已為我們預備了一切。」眷念著過去、擁抱世界、將已成空。  

前一陣子，我為一位建築商做家庭室內設計，兩個兒子的房子都

是百餘坪，等老東家房子來委託設計時，我想那不知要多豪華，不

想拿來一看，大吃一驚－ 總面積：二十一坪。「這……」我才在懷

疑，他打斷我的話，說：「我打拼了一輩子，蓋了不少房子，也擁

有不少房子，想通了，小房子既溫馨又好整理，只剩我兩老，這就

夠了，孩子們還想不通，由他們去吧！」  

經上多處都提到，我們在神面前，在世不過是客旅，不過是寄居

的。神創造，賜予在世上的一切，我們只能享有，不可能擁有，何

必一定要佔有？因此，五十五歲之後的我，非必要的東西不再添

購，去旅遊也不再買東西回來了，也不想與風景合照，只拍些使我

感動的景緻、神創造的美、或設計上的新知。我覺得最要把握的是

當下，在此時、此景、此物，親臨的那一刻，我是否真正認真的享

受、體會、感恩，那一刻才是需要的。六十歲那年，我把家中多餘

的用品、裝飾品、收集的紀念品清了出來，拿去社團義賣，做社區

服務經費。家中清楚多了。心裏很明白，現在，「該是以減法過人

生的時候了」。  

好友 Coral，是個很好的典範，她曾有過華麗的生活，但同時也

曾伴著傷心的往事，而我們現在看到的她，並不會抱著過往，自哀

自憐，相反的，她清理心情，拋開過去，作光作鹽，積極地投入人

群，擁抱有盼望而光明的人生。她清楚在世的一切作為，未來審判

的日子，是要經過火煉，方能存留，以換取那永恆的獎賞與榮耀的

冠冕。她也見證了積極的減法人生。也讓我想起了聖經上的這金

句：「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神在基督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再次提醒自己，放下對世界的慾求，放下心中的掛念，卸下對人

的恩怨，過減法的生活，輕鬆的面對人生，就是單單地仰望神。

──張承惠 

※  神的憐憫，和基督的慈愛，並將來的榮耀，都是呼召神的兒女

們，奉獻他們的生命。―― 倪柝聲 

※  當我們把自己當作活祭獻給神時，就像古時祭壇上的火怎樣燒

掉所獻的祭牲一樣，神的愛火和祂的靈也將我們的生命焚

燒，使之純淨，並以祂的生命充滿我們。─ J.R.米勒  

※  在神的眼中，我所付上的，不是按我曾付出多少來衡量，而是

按我獻上之後，還餘下多少來作標準。―― 陶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