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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先生，生活窮困潦倒，他過世後，親人

到他的公寓清理遺物，發現牆有一幅畫，就拿去

拍賣。有位女士買到這幅畫，再拿去給藝廊專家

看，發現原來是19世紀的名畫，而後拍賣竟得了

幾百萬美金。這是熱愛今生一書所講的故事(維

多利亞‧歐斯汀，19頁)，這故事提醒著我們，

在我們的生命中也有許多的寶

貴，或許未必是名畫，而是身

邊的人事物。我們有可能像那

位先生，因為沒有眼光，看一

切事物甚為普通，以致失去福

份，然而我們也可以像那位女

士，獨具慧眼，願意去發掘生

命中的寶貴，以致蒙受福份。

   今年教會訂為尊貴年，啟

5:12的「尊貴」在聖經希臘原文是time (名詞)，

其動詞是timao，形容詞是timios，這組字有時

翻成尊貴、尊榮或尊敬，不過其中有一個意思，

就是寶貴，例如「作貴重的器皿」(提後2:21)，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林前6:20)，「極貴的寶

石」(啟21:11)，「基督的寶血」(彼前1:19)原

文都是尊貴這組字。神是極尊貴、極寶貴的，神

也賜給我們寶貴與尊貴的生命，我們需要懂得去

發掘生命中的許多寶貴，以致帶來轉化與更新的

大能。

          一、尊神為寶貴

   首先我們要對主耶穌說：「祢真

寶貴」，我們生命中有一件最最最寶

貴的，就是這位極寶貴的主、尊貴的

神。就像[啟5:12]所記載的眾天使大

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

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

讚的！」又如一首敬拜的詩歌所唱的

「耶穌祢是寶貴，祢對我真寶貴，祢

流寶血洗淨我，祢愛使我自由。…」

          (華人的敬拜讚美4)。

   在生活中有許多事物吸引著我們的注意力，

奪去我們的眼光，以致有時我們忘了神的寶貴而

失去福份。然而有一次保羅與西拉為了福音被關

在監獄，「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

聖經講座

特別報導 5 學院要聞 6

特別報導 4聖經講座 1



2

聖經講座

神」(徒16:25-26)。在他們遇到困難時，他們的

眼目不是定睛在困境上，而是在神的寶貴，在那

裡尊榮神，開口唱詩讚美神。而後我們看到神大

有權能，地大震動，監獄的門打開，甚至後來看

守監獄的獄卒都信了主耶穌。

   正如慕約翰牧師在所力推的遍地築壇，其精神

也是尊神為寶貴的實際作法。不論在何處，我們

可以藉著築壇--禱告、敬拜與讚美來尊榮神，以

主為寶貴，其結果正如我們在全國禱告網絡的網

站上(http://www.prayer.org.tw/4)及許多的聚

會中看到許多個人、家庭、職場轉化與更新的見

證。

   就像台北新恩

堂A-Ken黃萬伯弟

兄(最近真情部落

格也有訪問他)，

見證了築壇帶來更

新的能力，他罵髒話的壞習慣不見了，心中對某

人的仇恨化解了，甚至有一次他們要在高雄花數

十萬租的大泳池拍戲，不料卻遇上大雨，導演想

收工，於是他在泳池邊用手機連線唱詩禱告神，

結果雨勢由大漸小至終停止，大家都驚嘆不已。

又如馬可牧師見證哥倫比亞有一城受毒梟掌控，

但因著教會召聚九萬名基督徒同心持續的禱告，

竟然那一週沒有發生凶殺案，而後毒梟也落網(國

度復興報第490期)。我們需要在家庭、職場，在

各樣的環境中尊榮神，以神為寶貴，帶來轉化更

新的大能。

二、發掘自己的寶貴

   再來，我們也可以對自己說：「你真寶貴。」

或許有人擔心這樣是驕傲，但是如果用錯了謙卑

就變自卑、自憐、羞愧，覺得自己沒用。例如有

些人的成長環境是在過度的定罪或羞辱的管教

下，像是「你怎麼那麼笨」、「你怎麼這麼沒有

用」、「我怎麼會生下你這種小孩」，以致漸漸

看自己為卑賤，終至自我放棄。

   保羅勉勵哥林多教會說：「你們是重價買

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前

6:20)。這裡的重價原文就是time (尊貴，寶貴)

這個字。這段經文讓我們看到在因基督寶血的救

贖，我們是何等寶貴，所以不要濫用我們的身

體，反倒要看為寶貴來榮耀神。

   當一個人了解自己擁有神所賜寶貴的生命時，

往往能夠激發能力去活出一個榮耀聖潔尊貴的生

活。就像我認識的一位弟兄，他剛信主時，雖然

生命有許多改變，卻難以戒煙，然而有一天有人

找他參與服事時，聖靈藉此提醒他，想到自己有

一個尊貴榮耀的身份，於是，當天他就把煙戒掉

了。

   又如美國一位醫治佈

道家Dan Mohler牧師分享

的見證，有一次當大家努

力為一位姊妹的疾病禱告

而無果效時，而他感動宣

告神的愛以及這位姊妹的

生命在神眼中看為寶貴

時，奇妙的事發生了，她

的疾病立刻得到醫治。有

時仇敵利用自卑羞愧感使

我們活在沮喪中，因此當我們看見生命在神眼中

的寶貴時，往往能提昇我們的信心，帶來能力。

   這不是說我們不能自我檢討，乃是說我們已經

領受神所賜尊貴的生命，就要發掘自己生命的寶

貴，以激勵我們得著能力過一個尊貴得勝的生活

來榮耀神。

三、發掘別人的寶貴

   再來，我們也可以對別人說：「你真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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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提醒說：「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

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神形像被造的人。頌讚

和咒詛從一個口裡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

當的。」(雅 3:9-10)這意思就好像你對著一位名

畫家不斷的稱讚他的偉大，然後轉頭看到他畫他

孩子的畫像，卻又不斷的批評論斷那幅畫有多麼

糟糕，這是非常奇怪的事。人是按照神榮耀的形

象所造，正如來伯來書2:6-7論到世人說：「…你

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雖然世界有罪惡的入侵、惡者的攻擊、苦難

的產生，人都不完美、有軟弱，我們卻不該忘

了人原本有神榮耀的形象，有神所賜的尊貴為冠

冕。

   保羅在[羅12:10]勸我們要「恭敬人，要彼此

推讓。」此處的恭敬原文就是尊貴(寶貴)這個名

詞的間接受格，原文直譯可以是「以尊貴(寶貴)

來看重彼此」，簡單的說，就是我們要彼此看對

方為尊貴(寶貴)。我們需要懂得去發掘每個人生

命的寶貴，為人的生命注入動力，成為祝福。

   擁有加州大學藝術博士學位的黃美廉博士，

從小罹患腦性麻痺，直到升上小學二年級才學會

握筆，而這也是她人生重要的轉捩點。有一次，

美術老師馬治江發現她畫得很好，就鼓勵她說：

「美廉，你畫得很好，很有美術的天份，要好好

學習畫畫，將來可以做一個很棒的畫家。」這位

老師獨具慧眼，懂得發掘黃美廉的寶貴，開啟

了她學畫的重要一頁。今天，黃美廉博士不只教

許多人作畫，她的生命也繼續在幫助許多原本視

生命為卑賤的人，再次看見生命的寶貴而站立起

來。

   彼得勉勵作丈夫的說：「你們作丈夫的也要

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軟弱，與你一同承

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這樣，便叫你們

的禱告沒有阻礙。」(彼前3:7)此處的敬重也是

time (尊貴、寶貴)這個字，意思是作先生的不要

看不起太太，要把她當你的寶貝，懂得欣賞她。

當然夫妻也都應該互相以對方為寶貴，要互相欣

賞鼓勵對方。

   祝福—和諧的人生祕訣一書的作者史摩利提到

他曾經輔導過一對經常吵架的夫妻，先生喜歡戶

外活動--露營、釣魚，而太太卻喜歡都市生活，

兩人個性極為不同。而在受輔時，彼此不斷數落

對方的缺點與問題，在聽完雙方這麼多的問題與

缺點之後，一般人可能也很容易跟著大量的檢討

他們的問題。不過史摩利卻另有感動，看到這兩

個人好像是兩幅很美麗的畫，並且開始以畫來述

說他們兩個人的寶貴，最後鼓勵他們這禮拜好好

去欣賞對方的這幅畫，而他們也如此去作。當下

週再來受輔時，他們已經和好，關係像初戀時的

甜密。(史摩利，88頁)

  有時候我們的家人或朋友，也有不完美的地

方，但是別忘了他們是按神形象所造，也有許多

寶貴的地方，需要我們去發掘出來，去鼓勵他、

成全他，以致帶來生命轉化更新的大能。

結語

   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去檢討生命中的問題，只

是提醒我們不要過度專注在問題上，而忽略了生

命中許多的寶貴。提醒我們不要過度專注在艱難

的環境，卻忘了我們有一位寶貴的神，因而灰心

喪志；不要過度專注在自己的缺陷，卻忽略了自

己在基督裡的寶貴，而陷入自卑羞愧，甚至自我

放棄；不要過度專注在別人的問題，以致常常落

入批評論斷，也使人灰心喪志。

   願聖靈幫助我們，獨具慧眼，有屬靈的眼光

去發掘生命中的寶貴，知道我們有一位極寶貴的

主，祂用重價—祂的寶血贖回我們，賜給我們寶

貴的生命，使我們可以榮耀祂，我們也要懂得去

寶貴別人的生命，使人得著鼓勵與盼望，以致帶

來轉化與更新的大能。◎

聖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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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媽媽是我們靈糧山莊大家的好鄰居，無論是

傳道同工、行政同工、神學生、住戶及管理員、清

潔工作人員……，每一個人都敬愛她，然而她愛我

們更多，特別對神學生更是疼愛有加!

    

   每週三的晚餐是神學生最開心的時刻，因為徐

媽媽為全院師生加菜哦!每一個月徐媽媽總是按時

交給我一筆錢，要我囑咐廚師給學生們加菜，要讓

學生吃好又吃飽，她說這樣才有力氣服事啊!

   還有，每年在學生還未放寒假之前，徐媽媽總

不忘記要我統計已婚的神學生、教職員有幾個孩

子。因為徐奶奶要發壓歲錢囉!這個時候大夥兒就

會特別羨慕孩子多的家庭哦!徐奶奶特別喜愛孩

子，常親手為孩子打毛衣背心，在寒冷的冬天，穿

上徐奶奶愛的毛衣背心，倍感溫暖呢!

   有一天她要我去家裡，拿了兩張卡片問我：這

個名字是什麼?(因為寫的有點潦草，她看不懂!)原

來徐媽媽把每一個學生寫給她的謝卡，一張一張地

收藏在盒子裡，每天拿出一、兩張為神學生提名禱

告哦! 真是令我又佩服又感動!

   徐媽媽不但愛神學生，她也常常關心弱勢的族

群。有好長一段時間，徐媽媽每個月都託我拿愛心

奉獻給一位賣玉蘭花的姐妹。在兩個多月前，徐媽

媽還坐計程車到這位姐妹賣花的十字路口，親自將

奉獻送上……。當這位姐妹在敘述時，感動的哽咽

落淚說不出話來，我也感同身受，徐媽媽總是默默

地付出，為善不欲人知!

   徐媽媽是週六禱告洞晨禱的忠實代禱者，

有一天禱告會結束時，徐媽媽問我有沒有空，

可以帶她去看牙醫和眼鏡公司嗎? 心想，

徐媽媽平常是一個很客氣、不喜歡麻煩

別人的人，今天徐媽媽既然主動提出，

一定是有需要幫忙，於是我二話不說

的就答應了!一到了牙醫那，沒想到

徐媽媽竟叫我坐下，讓醫生檢查我的牙齒，我還來

不及反應，徐媽媽便說他是一位日本醫生，讓他看

牙都不會痛……，原來這一切都是徐媽媽出於愛心

善意的「設計」啊!讓一位八十多歲的長者，帶我

去看牙醫，真是擔待不起啊!

   接著到了眼鏡公司，我也不疑有他，以為是徐

媽媽要配眼鏡，結果她竟然叫老闆幫我驗光，要幫

我配老花眼鏡……，原來她早已觀察到每次在晨禱

司琴的時候，因戴著近視眼鏡又老花的我，總是把

眼鏡摘上摘下，這位慈祥細心的長者卻看在眼裡

……。如今每次戴上這副眼鏡，總是讓我感念徐媽

媽的愛!

   敬愛的徐媽媽:這段您住院(70天)不在山莊的日

子真的很不習慣!特別是以前常常接到您的電話,要

我轉達對神學生、同工們的一些關愛和奉獻...,

常在耳邊縈繞......,相信您現在已在天父爸爸的

懷裡,享受靈魂體的安息!在那裡沒有病痛,沒有眼

淚...,您去的地方,有一天我們也會去!相信我們必

在永恆更美的家鄉再相會!徐媽媽,很想念您耶!我

們好愛您，好捨不得您哦!

   感謝天父，藉著徐媽媽來愛我們! 

謝謝徐媽媽那永不止息的愛，是我們傳承基督生命

的好榜樣!◎

張陳真真師母

永不止息的愛~
      我們所敬愛的徐媽媽



   這次退修會，第二天白天的

課題是「安息」，而下午的操練

則是個別找地方與神親近, 要安

然的與神對話，且儘可能不要與

人談話，好好的發掘「我的內在

世界」是否有神同在的安息。

   在默想時，我感受到聖靈對

我的心說話：「我常給你時間與

機會安息，『你竟自不肯』。你

沒有將心歸我，專注仰望我、倚

靠我，我要你完全享受我的同

在，你卻拿別的代替我，以致你

沒有真的平安與安息。」隨後，

靈裡浮現詩歌「我靈安息，在基

督裡，遮蓋我，在你大能手中。

讓大海翻騰，波濤洶湧，我與你

展翅暴風上空，主你仍作王，在

洪水中，我要安息知你是神。」

神要我體會詩歌內容，且在敬拜

中享受祂的同在。因為唯有在基

督裡，才有真的安息。

   隨後，聖靈也讓我知道，過

去一年，我擔心自己做不好，但

又想證明自己是忠心的，因此常

常把時間表排滿，即便是週日的

下午或晚上，也常拿來服事或探

訪。因為我擔心沒有善用時間， 

也擔心多休息是奢侈的。結果, 

身體、情緒、頭腦與靈性，都沒

有好好的休息，也沒有真正的安

息。我必須深入的自我覺察，好

明白為什麼我明知安息日的重要

性，卻又無法享受神同在的安

息。為什麼我會「竟自不肯」安

息﹖

   很感謝神，透過謝院長與謝

師母的教導與提醒，使我這自以

為忠心的牧者，再次明白「守安

息日是神永遠的約，是要人在這

日安息舒暢。」(出31:17)「生

命的意義在神裡面，工作本身不

能賦予人意義，只有與神連結才

有意義。」「壓力使免疫力失調

與失能，安息才能恢復活力，勝

過壓力。」「守安息日有如神國

的國慶日，是神的教會與百姓都

應遵守的。」

 

   我發現我的過敏是免疫系統

失調所引起，而免疫系統失調的

原因是因為我沒有好好的休息與

安息。原來一週七天，我不是處

於服事狀態，就是處於預備服事

的心態，擔心許多事的結果且無

法放鬆。其實，這樣不但不討神

喜悅的，影響到我與神的團契，

也會影響夫妻關係。一向理性且

目標導向的我，常常須在既定時

間內完成任務，因此難以體會

Calvin Miller所說：「與神親

近不能匆忙，如果我們總是看著

手錶，便不能享受神的同在。」

講的真好。原來我沒有安息，是

因為我太事工導向，想掌握時

間，結果事工的重要性取代了

神，而不是渴慕神的同在，享受

神同在。與其說是誰偷走我的安

息日，不如常常自我省察「我為

什麼停不下來?」

   既然開始了第一步的自我察

覺，發現自己與神所要求的「守

安息」落差是那麼的大，我必須

下定決心，擬訂行動計畫，而且

確實執行，才能改變我的心智模

式與習慣。如果心動而不立即行

動，恐怕退修會後沒幾日，我又

倒退回去了。

   這次退修會，不但有屬靈的

教導，而且還有實務的操練，行

程排的十分巧妙，使我這忙人醒

過來，獲益良多。感謝神的恩

典，感謝師長的用心安排與教

導，使我有被醫治與恢復的感

覺。

   回到教會與生活中，因為更

多的操練並享受與主親近，使我

的身心靈都有很大的改變；很多

地方、價值觀與判斷也都更成

熟，真是莫大的收穫。享受「在

基督裡」的安息，只有信而遵行

的人，才能真正得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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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第十五屆校友 陳賢明（南崁靈糧堂）

牧家退修會心得

牧家退修會相關訊息詳見「學院要聞」



2013第二屆「靈神校友牧家退修會」來囉!

日期: 10/29(二)~10/31(四)

對象: 靈神畢業的牧家 (丈夫是牧者、傳道)

      夫妻能一起來最好，只有一位能來也OK！

地點: 尚未決定,正在場勘中(待決定後另行通知)

報名: 張師母 gloriachen@llc.org.tw
請預留時間參加哦!

發    行：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企劃處 
總 編 輯：林瑋玲   
傳    真：(02)8663-9311
E - mail：seminary@llc.org.tw
網    址：http://seminary.llc.org.tw/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
地址：116 台北市萬美街2段82號2樓之3 

電話：(02)2362-3022 Ext 7404、7409

印刷品

姓名地址如有錯誤或異動,請通知本校,謝謝!

學院要聞

1.奉獻在本堂及分堂，註明為神學院並指定項目：

  (1)建校基金 (2)宣教基金 (3)急難基金 (4)經常費

2.利用郵政劃撥01582918,戶名「靈糧雜誌社」，

  劃撥單上亦註明神學院與項目。

3.匯入國泰世華銀行東門分行 3 2 5 0 8 1 8 1 3 6 1,

  戶名「台北靈糧堂」請在匯款單上註明神學院及項目，

  並請將匯款單傳真至神學院。

4.本堂兄姊已使用認同卡者，可勾選神學院並註明項目。

奉 獻 管 道

本校牧靈諮商碩士科於6/8(六)口試；神學本科於6/15(六)舉行招生考試；
上午筆試、下午口試，六月底前放榜寄發成績，8/19-23 開始新生訓練。

2013靈神第二十屆畢業差派典禮

時間：6/23(日) 晚上 7:00
地點：靈糧山莊 大堂

恭請各位牧長、執事、靈神之友
蒞臨觀禮、同頌主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