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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
的

道路
區應毓院長

我

們經常充滿熱情地唱著《宣教的
中國》這首歌，志高情深，甚至熱
血沸騰，慷慨激昂。但是，歌詞所指的心
志是否真的代表著我們的心聲呢？“我
帶著使命向前走，要喚醒沈睡的中國，縱
然流血的時候，我也永遠不回頭。我帶著
異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國，將福音
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的土人，讓他們有機會可以直接聽到神的
話語。去年他們回到多倫多時，湯振宇宣
教士發現有一腦癌，並且很快就離開世
界。我在他離世前的三個小時，坐在他的
病床邊，握著他的手，將約翰福音的一段
段經文讀給他聽。並且強調他所翻譯出
來的Fulfulde聖經，讓土人可以用他們自己
的言語聽到神的話語。他的妻子 Diane又
帶著我們唱出 Fulfulde 的一首詩歌，我們
一起手牽著手禱告。他在晚上七點左右
離世息勞歸主。

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我們是否甘
心情願地將自己的生命獻上，當作活祭
呢？縱然流血的時候，包括犧牲生命，我
們也永遠不回頭。幾年前我在菲律賓聖
經神學院教授有關伊斯蘭神學及宣教的
課程，二十多位來自中國的年青人，在神
面前立約，甚至立下生死狀 — 縱然付出
生命的代價，他們也願意。後來，有十三
位踏上這一條道路，他們去了中東一帶事
奉。今年二月我亦會去菲律賓教導那裡
從中國大陸來的神學生，他們奉獻的心
志確實是肯背十架，甘願付代價。

十字架上的“成了”

多年前我曾帶領過一位年青人完成
他的奉獻心志，讀完神學後，踏上宣教工
場，加入威克里夫聖經翻譯中心，去到西
非洲的喀麥隆（Cameroon）宣教。他們參
與翻譯喀麥隆土著Fulfulde聖經的工作，
完成了最後鋻定翻譯本。湯振宇夫婦所
參與翻譯的聖經，世世代代影響著當地

《約翰福音》19:28-30“這事以後，耶
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要使經上的
話應驗，就說：「我渴了。」有一個器皿盛
滿了醋，放在那裡；他們就拿海絨蘸滿了
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穌嘗了
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
交付 神了。”

我們也許在內心會有不少疑問，一百
個為什麼。為什麼一個完全奉獻給神的
人會在英年之時離世？如此聰穎的一個
人，為什麼神不多給他一些時日來事奉祂
呢？我們需要回到主的跟前，來思考十字
架的意義及主耶穌基督在十架上最後的
一個片段。

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是要成就舊約
耶和華神所預言的救恩。祂來到世上為
的是要承擔世人的罪而受苦和受死。當
祂在十字架上知道這一切的事即將成就
的時候，祂就以《詩篇》69篇的預言來作
為祂最後的一個行動。祂嘗過那醋後，便
說：“成了”。祂來到世上的任務已經完
成了，祂要承擔世人一切的罪孽，救恩現
在可以完成了。祂就如此將自己的靈魂交
給父神，離世了。那時，主耶穌基督只有33
歲，正是英年之時。世人都為著自己的人
生去拼博，但耶穌基督卻將祂的生命為世
人捨去。當救贖大功完成時，祂就經過十
架的苦難，回到天上祂原先的榮耀裡。
1956年艾略特（James Elliot）和四位年
青的傳教士: Ed McCully，Roger Youderian，
Pete Fleming，與他們的飛行員，Nate Saint
到厄瓜多爾（Ecuador）的土著瓦歐達尼
族（Waodani – “Auca”）傳福音時，他們
卻被這些土著埋伏而刺殺。我們會認為
很可惜，為什麼神不讓他們多活幾年，
豈不是可以多為主作工嗎？但是，艾略特
如此說：“為了得著所不能失去的，而施
予不能保存的，此人並不是愚拙的”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他又說：“你所
在之處，全然地全力以赴”
（Wherever you
are - be all there）。
“上帝經常將祂上好的
福份賜予那些甘願將選擇權交給祂的人”
（God always gives His best to those who leave
the choice with him.）。這是十字架的道路，
這些宣教士是肯背十字架，甘願付上生命
代價的人。

（轉下頁）

Do it unto the Lord
In loving memory of my beloved husband Edward Tong
Diane Tong

As

Edward preaching in Maroua, Cameroon. Jan. 2010

I listened to Edward’s sermons,
I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one
of his favourite Bible passages comes from
Matthew 6:33a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What is after
the first part of that verse?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That is God’s
part. If we seek God’s will first, God w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else. We can trust
Him to provide for our needs. Edward
passed that test of trust. He never seeked
after any worldly possessions: money, fancy
cars, designer clothes, high tech gadgets. His
most valued earthly possessions were his few
books, and even these he could not take with

him as he departed. Edward trusted God to
provide for all our needs and He did not fail
us. We even enjoyed many good things, ate
well, and went on memorable vacations.

太和家人再回到瓦歐達尼族時，他們的
見證感動了其中一名親手刺殺這些年青
傳教士的土著喬治（“George”[Naenkiwi]）
。此土著不單信了主，而且把全村的土人
都帶到主面前，他亦成為了此土著的傳
道人。他將自己所刺殺耐特-聖特（Nate
Saint）的兒子認領為義子，教他在原始森
林生存的本領。後來，他於2006年來到美
國，在不同大學的大球場作見證。他們的
故事拍成電影，名叫 End of Spear，影響著
不少年青人。

all will never act at all）。艾略特曾在日記中
如此勸勉天下的父親：“倘若你的兒子似
乎要離棄你，不要憂傷；反而要以為大喜
樂，因為你看到神的旨意得以樂意成全”
（Grieve not, then, if your sons seem to desert
you, but rejoice, rather, seeing the will of God
done gladly）。

Going back to Matthew 6:33, Edward
knew God would be faithful to do His part.
It’s the first part of the verse that is crucial: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That is
our part - the hard part. One wonders why
he loved this Bible passage so much. As I
look back fourteen years to understand what
went through his mind as he contemplated
going on long-term cross-cultural missions,
I think it’s tied to this passage.

（接上頁：十字架的道路）

二、一粒麥子
《約翰福音》12:24“我實實在在的
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
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
來。”
一粒麥子落在地上被埋了，經過嚴寒
的冬天後，看起來是已經死了。當大地回
春時，它卻能在地上長上幼苗來；並且繼
續長大，開枝散葉，又開花結果。主耶穌
基督只活了33年，但祂對世人的影響實
在是超過百倍、千倍、萬倍。祂帶給全人
類無比的生命與盼望，也改變了無數人的
生命。一粒麥子落在地上死了，就能結出
許多粒子來。這些宣教士作工的果效隨
著他們，存到永遠；人生不在乎長短，而
在乎能有永恆的價值。
艾略特和他的四位朋友，於年青時
殉道；世人以為他們的工作就此結束了。
但此故事尚有不少寫不完的後繼故事，
艾略特的太太伊利莎伯及二位殉道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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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麥子死了，就能結出許多的粒
子來。艾略特的遺孀伊利莎伯（Elizabeth
Elliot）之後寫了幾本重要的宣教書籍：
（Shadow of the Almighty, Through Gates of
Splendor）。她引用過艾略特的一句語，
我想是每一位願意背十架的人需要反思
的：“第一位血證士史提反執事的感悟：
若要全然知透事情才去行的人，就不會全
然去行。”
（Feast of Stephen, Deacon, First
Martyr, the man who will not act until he knows

結語：
主耶穌基督托付湯振宇一生的事奉
已經完成了，
“成了”；如今在神至善的旨
意裡，祂把振宇呼召回到天家。主耶穌基
督對他們說：「你這良善、忠心、有見識的
僕人，來安息在我的懷中，進入我為你預
備的榮耀裡，領受一個榮耀的冠冕」。這
是好得無比的事！我們有一天亦要回到
神的懷中，但願我們都得到神的稱讚：
「良善、忠心、有見識的僕人，來得到安
息，領受榮耀的冠冕」。透過十字架的道
路，他進入神為他所預備的榮耀裡。

people want to do. Most people do not want
to think missions. It’s evidenced at mission
conferences. Prayer meetings, as unpopular
as they are, cannot match the record low
attendances that mission conferences seem
to garner.

The last photo of Edward and I together at our
church fundraising gala before his illness. Feb. 2013.

Before considering Mission Heart (or a
heart for missions), we can take it one step
back and consider instead God’s Heart.
Edward once explained to me that seeking
the kingdom of God is like striving for the
spiritual rule of God on earth, and hence
God’s rule in the hearts of us, his children. If
He rules in us, our heartbeat will synchronize
with His. We will discern His will and
desire. Edward did not go on missions for
the sake of missions, as if missions were some
kind of glorious fever-high indicator on the
thermometer of spiritual maturity. He did
missions because it was God’s heart. He
truly believed that God has a special place
in his heart for cross-cultural missions. After
all, the greatest missionary of
all time was Jesus Christ, who
descended Heaven to fulfill his
mission on Earth. And we are
told to follow in His footsteps.
Edward did not long to go
on missions as much as he
longed to obey God. He must
have felt that if missions are a
big part of God’s heart, and if
he is not called to stay, then he
must go. Edward did the things
that were not popular, that few

noticed Edward gravitating to the loners,
the unpopular people, to reach out to them.
He stepped out of his comfort zone and did
things out of obedience and love for Christ
because he understood God’s heart.

And he knew what it took for long-term
Not only did he do the unpopular thing, missions. It was not his many Masters
but he prepared for it. He did not simply degrees, nor his biblical knowledge, nor gift
wake up one day and
of learning languages
decide that he would
that matter as much as
It took a few years of
sacrifice
his
own
his attitude and discipline
carrying his cross or
comfort and set out to
that sustained him on
denying living for himself
Africa. It took a few
the field. His flexibility
and his own comfort that
years of carrying his
working in a less-thanprepared him ultimately
cross or denying living
ideal work environment,
for
the
mission
field.
for himself and his own
his perseverance under
comfort that prepared
hardship, his humility
him ultimately for the mission field. He told and non-defensiveness when being
me he took advantage of Toronto’s ethnic undermined, and his discipline and hard
diversity by reaching out to Somalis in work wer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I am
poor neighborhoods. He went to shopping sure he would emphasize to those serious
malls and subway stations not just to hand about pursuing God’s work. Even many of
out gospel tracts but to identify people with his colleagues in Cameroon had stated that
whom he could share at a deeper level. He they would not have prevailed under the
told me how he sensed God’s very presence same circumstances that Edward was faced
and His pleasing when he was rudely rejected with.
by some strangers. Even at fellowships or at
Who said it would be easy or that it would
any kind of gathering of people, I always
end gloriously? Jesus never promised that.
In fact, He promised the opposite. Even
Jesus was severely rejected by man and did
not have a glorious earthly ending by any
human standard. Edward knew that glory
awaits us in Heaven; we are not to expect it
on Earth. Edward’s final word of advice to
me when I was facing a difficult situation
was to “Do it unto the Lord, not unto man,”
wise advice from one who lived by those
words.

Chatting with his supervisor on the Fulfulde Bible
Revision Project. J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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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宣教士
的產生

麥希真博士

背景
我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基
督徒，一生致力在教會學校教
育事工。前半生在廣州嶺南大
學，後半生在香港聖保羅中學
附設小學。他有清淅的異象，
堅定的目標，具體的策略，高
尚的道德，一生沒有改變。
嶺南大學在當時已採取
進步的政策，西教士全面退居
第二梯次，重要職位交華人擔
任：校長是鍾榮光博士，大學
的教務長、訓導長、事務長、
秘書長全由華人擔任，神學院
院長由趙恩賜博士擔任。但我
深信嶺南大學、神學院仍有很
多西方宣教士任教，並且參與
多方面事工。父親一定會與他
們接觸、交往、聆聽他們的見
證，奉獻來華服侍的故事。所
以當他的兒子決定到東南亞
擔任宣教士工作，應該不會太
驚奇吧！
我的母親為人幽默、眼光
銳利、思想清晰、口才了得。她
一生照顧家庭，不遺餘力，是
一位百份之一百的賢妻良母。
他們倆位的性格、一生的
言行，對我影響甚深。
父母 親 有一女 三男。我
們四兄弟姊妹約在六歲已被
帶 去主日學，每 主日都 必 參
加。有一 位 主日學 老師連 師
太，對 我 影 響 甚深。連 師 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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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宋尚節博士的影 響，熱 心
領人歸主。我可能在八歲時，
已經 重 生得救，雖然對真 理
不清不楚。多年以後，我在初
中二年 級 時，聽 同 學大 喊：
『磨利刀，殺耶穌，殺死耶穌
沒鬼做。』我就勃然大怒，一
拳打在他的鼻子上，似乎耶穌
是我很親很愛的人，不可受人
侮辱。

19 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王文光先生患上肝癌，
不但不逃避責任，反而加倍工
作，給我們更密集的教導，爭
取分秒的機會。我 在王文 光
先生、夫人和其他領袖，如黃
維端女士、蕭敦孝先生等教導
下，學會查經、教導主日學、組
織兒童團契；也懂得發展少年
和青年團契事工、如何主持會
議、選舉、組織、決定，編排週
會、制定佈道計劃、舉辦培靈
大會、組織夏令會、退修會、
推動教會和聯合眾教會的事
工。我決不是樣樣都會，確實
是有了基本的服侍訓練，對將
來擔任宣教士工作大有幫助。

七 七事 變，日本 軍 隊 南
下，轟炸廣州，父親轉到香港
協助開辦嶺南分校，我們全家
也遷到香港，沒有人督促，也
就停止到主日學了。

蒙召

復興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香港受日機轟炸，隨即陷落，
開始三年另八個月悲慘生活
和暴力統治。教會在這時期，
雖然被嚴格管理，但卻十分興
旺。我得梁兆元介紹參加香港
（堅道）浸信教會的少 年團
契，得劉粵聲牧師的牧養、王
文光先生、王夫人劉燕容女士
極愛。我們這班青年人、少年
人不但在生活、品格上教導我
們，更重要是他們十分信靠聖
經的話，給我們有根有基的學
習。三年另六個月，雖然悲慘，
卻是我一生的轉機，不但清楚
重生得救的真理，並且深深愛
主，勤讀聖經、熱心追求。

1947年全香港浸信教會舉
行戰後第一次聯合夏令會，主
題是《重建我們的家園》，地
點在司徒拔道的嶺南分校。我
在聚會結束時，奉獻身心，願
意被主使用。
在一次團契聚會中，劉粵
聲牧師講解以賽亞書第六章，
鼓勵奉獻身心，為主工作，那
天晚上，我沒有舉手，也沒有
上到台前，但心裡對主說：『主
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還有一次，冼崇光先生從
雲南回來，報告在那裡的邊疆
佈道事工，我心裡感動，很想
立刻跟隨他一同回到雲南，可
以參加邊疆佈道的工作。
4 0 年代 末，中國內戰 激
烈，教會受著政治的沖擊，不
再冷淡隨便，大大復興，興起
邊疆佈道事工。在香港的教會
也受影響，紛紛組織『邊疆代

禱團』（邊禱團），響應和支持
到邊疆工作的宣教士。當時流
行邊雲波弟兄所寫的詩《無名
的傳道者》也深深感動了我。
還有『西北靈工團』和『福音
傳回耶路撒冷運動』，好些宣
教士蒙召踏上絲綢之路，邁向
西北，也叫我心中火熱。
在香港每年舉行的港九
培靈大會，常叫我靈性火熱，
渴慕為主工作。計志文牧師是
神重用的僕人，他來講道坐無
虛席，我只能站在灣仔循道會
閣樓的一個角落聽道和寫筆
記，聖靈大大動工，我帶著眼
淚和激動的心情，回應計牧師
的呼召，上到台前，完全奉獻，
願意作個全職事奉的僕人，義
無反顧，至死忠心。
1949年，高中畢業，按著
當時的理解就應該報讀神學
院，我本來預備到上 海的浸
會 神 學院，或四川的 重 慶神
學院，但因內戰激烈，無法成
行，在香港唯一的神學院是在
九龍城的伯特利神學院，是神
的帶領我就報名就讀。
進入神學院之前，心裡仍
有極大的爭扎，天父奇妙的引
導，使我在暑假中解決了對基
督復活的困擾。我本來對基督
的復活不清不楚，在進入神學
院前，對復活的真理完全明白
了，進入神學院最後的攔阻也
除去了。
進入神學院前夕，我重讀
《戴德生傳》。戴德生說：『我
有一千英鎊，完全給中國，我
有一千條命，完全給中國。說
得更清楚一點，是獻給基督，
為中國而用。』戴牧師是英國
人，尚且如此愛中國人，我怎
能不把自己獻上呢！
1949年9月，我在伯特利神
學院就讀，踏上了一生全職事
奉的道路。

呼聲
四年神學院的生活，很快
就過去了。在四年中，我學了
很多。一、神學課程:：聖經書
卷、基礎神學、系統神學、哲
學概論、心理學概論、基督教
教育、講道學、考古學和其他，
我都得益不少。二、院長、老
師、同學的生活和工作，我也
學到不少，有正面的影響、有
反面的警惕。三、神學院每週
街頭佈道、個人佈道、加上教
會青年團契每禮拜二在跑馬
地的街頭佈道，還有各鄉村巡
迴的影音佈道等，給我有極豐
富的訓練。
面對畢業，就要有所抉擇
了。一、劉粵聲牧師告訴我，
教會會開辦新的佈道所，邀請
我作同工。二、有幾位執事，商
量合資送我到美國深造。三、
澳門宣道堂許公遂牧師將要
赴印尼工作，教會決定聘我繼
任牧養。四、胡恩德先生從新
加坡來信說：『新加坡的廣東
人好像孤兒，沒有人愛顧，將
福音傳給他們，請考慮到新加
坡工作。』美南差會希祝虔牧
師從新加坡來港講道，也對我
作出邀請。
我懇切禱告，求主引導，
作最佳的選擇；我本來奉獻自
己要到西北工作，把福音傳回
耶路撒冷，但當時西北的門已
經關上了，天父給我引導，慢
慢看見應該向相反的東南進
發，前往新加坡。
我與陳永萱姊妹（後來的
麥師母）討論，盼望她與我同
心同工，考慮前去新加坡，她
毅然答應了，她的父母親雖然

大大不放心，但經過考慮，最
後答允了；我告訴爸爸媽媽，
雖然我是唯一的兒子住在香
港，不能留在他們身邊，最後
他們用沉默的『不反對』答應
了我們，也應允了我們。
我們因為趕辦入境證，所
以提早在畢業前五月三十日結
婚，七月底獲得簽證可以長期
居留，對以後事工有莫大的幫
助。八月4日我們乘荷蘭郵輪
芝萬宜號啟程，我們兩家父母
都來送行，教會有孔憲紹、楊
執庸兩位弟兄到碼頭道別。在
那些年間，宣教士出發，沒有
歡送會，沒有工作前訓練，沒
有訂定假期，沒有生活保險，
沒有退休安排，但有主同行，
就足夠了。
在碼頭上，我十分自憐，
很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一去兮不復還』的感覺。看早
期宣教士們的傳 記，他們從
西方來中國傳道，常常工作十
年、二十年、才有機會回國探
親，我 當時 確實也有這樣的
心志，把生命擺上。但主的恩
典超過我們所想所求，兩年之
後，麥師母的二姊陳永嫻護士
長，到英國留學，回程時，將準
備旅遊歐洲的費用送給我們，
我們竟可以帶著一歲的女兒
回港探親了。

家庭
我們初到新加坡，是與嘉
理文教士和劉多加教士同工，
後 來成立 恩典浸信教 會。兩
位老姊妹，深愛靈魂，無論白
天晚上，都前去探訪，個人佈
道，我們每日都跟著她們馬不
停蹄，不能懈怠，也因為這個

緣故，我們才開始知道，開荒
植堂，建立新的教會，與普通
教會生活按規矩行事，完全不
同。經過這兩年訓練，我們才
學會了如何作個宣教士。

服侍
兩年之後，差會派我們到
實龍崗花園住宅區，開始另一
個佈道所，我們就照著兩位前
輩的模式，勇敢向前，又加上
假期聖經學校吸引兒童和家
長，隨即成立兒童、少年、青
年、主日學，又成立婦女團契、
弟兄團契。兩年後，有九十餘
人參加主日崇拜，正式成立基
立浸信教會。在此同時，有三
家弟兄姊妹搬到黃埔區居住，
於是在他們家中開始禱告會，
又在附近每週舉行佈道，信主
的人，雖然不多，但前景頗為
光明，就決定成立永生浸信教
會。
這時，新加坡南洋大學成
立，第一屆畢業生有多位基督
徒，敬主愛主，又在專業上大
有成就，我有機會在他們當中
工作，當時大學生和中學生都
十分傾向共產主義，但天父在
新加坡興起中學生佈道運動，
我也有機會參與，有好些美好
的屬靈果效，存留至今。我又
有機會在敬虔的金鍊靈修院，
兼職教導系統神學，和基督教
教育。這一切擴張了我的工作
境界。
作為海外宣教士，工作機
會極多，但常常力不從心，靈
命、恩賜、語文、神學等，都覺
不夠用。

工作報告表

我寫這報告表，決不是要高
抬自己，只是一個反思，自
我檢討；也激勵凡蒙召、奉
獻、響應呼聲、投入工作的
宣教士，要謙卑自守、忠心
工作，也要放眼世界，眺望
廣大禾場，滿足主的心。
一、在 新加坡八年，建立恩
典浸信教會、基立浸信
教會、永生浸信教會。在
檳城四年，建立錫安浸
信教會、太平浸信教會。
二、在 新加坡推動中學生
佈道運動。
三、兩 次進修，先是讀完神
學碩士（M.Th.）,後是讀
完教牧博士(D.Min.）
四、在 檳城馬來西亞浸會
神學院任教、擔任華文
部教務主任四年
五、在 新加坡神學院任教
及擔任院長十七年
六、擔 任世界華福中心總幹
事、推動全世界華人教
會投入普世差傳事工。
舉辦下列八次世界性的
華人差傳會議，集中精
英、分享差傳理論與實
行方法，由參與者帶回
各國、各城、各教會。
（1）弟兄差傳會議
（2）姊妹差傳會議
（3）青年差傳會議
（4）基層差傳會議
（5）跨文化差傳諮詢會議
（6）華 文神學教育差傳
諮詢會議
（7）網
 絡事工差傳
諮詢會議
（8）第 六屆世界
華人福音會議

工作八年後，我決定回香
港進修，再出發……
maixizhen.com

十字架

神學 的再思
王建熙博士

哥

林多前書一章記載使徒保羅對基督十架基要的宣告：
「我們卻是傳被釘十字架的基督，這對猶太人是絆腳
石，對外邦人是愚拙；但對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
基督總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1：23，24）。這兩節經文
在教會歷史中，成為奠定馬丁路得十架神學的依據。神的救
贖是透過十字架的軟弱及犧牲而完整、全備地被彰顯，絕不
是基於炫耀政權的威武或征服。對馬丁路得而言，基督的十
字架是啟示神及認識神的核心與唯一途徑。他所寫《海得堡
論辯》Heidelberg Disputation 中的十九至二十二及二十四條是馬
丁路得對十架神學思想早期發表的論說。
19.	那以為可以藉著屬世的思維去領悟神那看不見之屬
性的人，不配稱為神學家。
20.	一位透過苦難和十字架去理解有關於彰顯神屬性的
人堪稱得上為神學家。
21.	榮耀神學家稱良善為邪惡，稱邪惡為良善。十架神學
家正確道出真相，兩者分明。
22.	那將神測不透的作為歸功於世人的理智的人是極其
傲慢、盲目和頑梗的。
24.	智慧本身並非邪惡，律法也不須迴避。若是沒有十
架神學，就是至美善的亦會被人誤用、蹧塌。1
以上所表白的立場是路得提供給改革宗最主要的槪念
及要議，而這要議就是所謂的十架神學（theologia crucis）。十
架神學不但是與當時天主教所展示的榮耀神學2（theologia
gloriae）相抗衡、持對立，也是激發路德對所有神學思想更深
究探討的起步。因為他認定所有神屬性的彰顯與祂的救贖
計劃都必須在十字架的光照下去重新思考、確實認知。Jürgen
Moltmann 因此肯定地回應：「十字架神學不只是神學內容的
一章，乃是所有基督教神學關鍵的署名。」3 環顧現今世代一
般福音派的教會，雖自稱是秉持改革宗傳統信念的教會，可
是在教會組織和管理方面，甚至講台信息與信徒教導層面，
真的稱得上與十架神學相輔相成嗎？或已逐漸淪落偏激於榮
耀神學那個方向？它們的區別在那裡？使徒保羅的觀點和論
據又如何對這兩者作出對比？

榮耀神學

十架神學

避免受苦、一味追求個人榮
譽。

預嘗受苦、最終盼望神得榮
耀。（羅8：17）

講究個人的位份和權柄。

學習虛己與僕人的服事。
（腓2：7）

往上晋升、圖享主甘旨貪同主
高貴。

道成肉身、走進人間的破碎與
苦難（pro nobis）。
（林後 8：9）

表彰權勢上的輝煌 ——
十字架的記號顯示於國度民
族的征服及華麗的大教堂。

隱藏軟弱下的能力 ——
十字架的軟弱顯明了基督征
服死亡與戰勝邪惡的大能。
（林前1：24，25）

以個人的威榮去迎納那博得
其好感的人，賜關愛予那有
能力回報的人群。

神降卑去愛那不可愛、不義
和悖逆的人，使被愛的罪人
成為可愛的罪人。4
（羅5：8 - 13）

庇下的檢討及痛悔才能使人「將萬事當作有損的、以認
識基督為至寶」（腓3：8）。
請問，今天基督教會是否願意以保羅的十架神學
為試金石？ Crux probat omnia！6 是否誠心祈願我們的
教會、講台、服事、神學是以神為中心？可悲可嘆的是，
在人的驕傲、老我、懶惰、無知和虛榮的驅使下，教會
與教義正在陷入榮耀神學的陷阱裏而不自知。因着忽
略了天天與神同行所導致的屬靈荒涼貧乏，不慎容忍了
榮耀神學的侵犯。主基督不再於信徒心中居首位，十字
架的傷痕不再是我們對主忠心的徽章。「十字架的道路
要犧牲，要將一切獻於神」不再是我們的頌詞。今天的
信徒，你和我，是否仍然能與這一首詩歌認同呢？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十架少人負；
眾人爭奪主的賞賜，世界有誰辭？
人雖無心走主道賂，仍想主祝福，
人雖無心走主道路，仍想主祝福。
眾人都慕得主榮耀，羞辱少人要；
眾人都愛同主掌權，損失有誰願？
幾乎無人因主緣故，看萬事如土。

追求神蹟奇事和特殊啟示來
認識神的大能。

透過十字架的犧牲及羞辱而
見證神的榮耀。（腓3：10）

神對人的恩待是表現於個人
生活中的成功與富貴中。

神對人的恩惠是顯明在耶穌
的受苦、死亡和復活中。
（羅5：12 - 21）

多人都喜登主寶座，少有願飄泊。

企圖以人的努力來取得神的
喜悅與救恩。正如法利賽人的
禱告：「上帝啊，我感謝你，我
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
不像這個稅吏。我每週禁食兩
次，凡我所得的都獻上十分之
一。」（路 18：11，12）

唯有信靠基督十字架救贖而
白白得稱義。（羅3：24）也如
稅吏捶胸的禱告：「上帝啊，
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路 18：13）

眾人都想同主高貴，卑賤卻都畏。

贏得人的心、討人的喜歡。「我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若仍舊想討人的喜歡，就不是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的僕人了。」 （加 1：10） 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加 2：19，20）
教會自我中心化、偏重人數增 教會家庭基督化、注重門徒訓
長、奉獻數值、名人節目、表現 練、個人佈道、靈命成聖、活出
成功形像。
基督形像。（羅 8：29；
弗 5：21 - 6：4；提後 2：2，3）
總而言之，以上的對比劃分其中兩項主要的分別：榮耀神
學是以人為中心的神學，結果帶來一種「個人宗教必勝的信念」
（personal religious triumphalism）。而十架神學却是以基督為中心
的神學，它是基於人類的脆弱（human vulnerability）與神的憐憫
（divine compassion 重視神與人一同受苦）。5 只有來到十字架蔭

幾乎無人因主緣故，看萬事如土。
多人都貪享主甘旨，少有願禁食；
同祂唱詩雖然有人，儆醒卻不能。
同祂唱詩雖然有人，儆醒卻不能。
當主凡事為他豫備，他就大讚美；
當主稍微求他一點，就立發怨言。
當主稍微求他一點，就立發怨言。
但那誠實愛主的人，禍福都不問；
就是他們寶貴心血，也願為主捨。
求主給我這樣心志，赤忠忘生死。
求主給我這樣心志，赤忠忘生死。7
求主在這些年間復興祂的作為、再一次憐恤我們。
激發、更是興起一代願意走上十架道路，赤忠忘死的信
徒與傳道者。
“Crux sola est nostra Theologia.”8
1	Lull, Timothy F. 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5.
2	或“光榮神學”. 此詞本是更接近馬丁路得原來的意思，可是“榮耀
神學”已是現代華人神學界的通用詞.
3	Moltmann, Jürgen. The Crucified God. London: SCM Press, 72.
4 《海得堡論辯》第二十八條的內容.
5	Hall, Douglas John. The Cross in Our Context: Jesus and the
Suffering Worl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8-22.
6	Luther, WA 5.179.
7	Amy Carmichael,“Many Crowd the Savior’s Kingdom,”倪柝聲譯.
8	Luther, WA 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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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
道路的

委身
麥振榮牧師

1

 字架的道路是犧牲，要將一
十
切獻與神，要放一切在死的祭
壇上面，火才在這裡顯現。

副歌：這是十架道路，你願否走這個？
你曾否背十架為你主？
你這奉獻一切給神的人，
你對神是否全貞？

2

 我們唱詩禱告時候，何等願
當
說“獻所有”但是前面有更重的
十字架！有更艱難的生涯。

3

 們的得失並不要緊，神的旨意
我
當留心，我們若將萬事都看如糞
土，主才不會受攔阻。

這

8

楚的知道，因門徒與十字架是不能分開的，絕沒有脫離十字架
而可作主的門徒。因此十字架的意義就需要清清楚楚的了解明
白，不然我們作主的門徒就會落在愚昧無知的處境中。
要明白有關十字架的意義，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從主耶穌在
地上的年日中，追尋祂如何活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可以從三方
面來看主自己以生命來詮釋十字架的真意義：

（一）對十字架道路的委身：
耶穌在彼拉多面前受審，被審問其身份是猶太人的王，
祂沒有正面的回應，卻反而聲明祂的國不是屬這世界。彼拉多
再進一步的問祂是王麼？沒有再說是猶太人的王，「耶穌回答
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
見證」（約翰18：37節）。耶穌又曾這樣說：「是為你們來的」（約
翰12:30節）。
主又再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10：10節）。可見主耶穌自己完全知道祂降世的目的，而
且早已認定、十字架的路向是祂要踏上這條不歸路，因為祂將
要承擔捨去生命作救贖罪人的艱巨工程。
作門徒的起步同樣需要認定十字架的路是不能逃避的，亦
沒有揀選不走十字架道路的權利。想起 50多年前回應祂的呼
召「來跟從我」、雖不是容易的決擇，但將心願獻陳在主手中，
認定願能一生跟隨事奉祂，成了前行的委身路向。料不到20多
年前，在自己兒女們的身上又再重現這樣對主委身的獻身，走
上跨越文化的宣教路；分別在埃及、亞薩拜疆、阿富汗等國家、
作同樣的走上十字架道路委身於主的門徒。

首詩歌曾在五、六十年代、感動了很多當
時在香港的一批年青人。帶著感恩回報
主的救贖恩情、帶著淚水跪在主前，堅決將身
心獻在壇、委身在十字架的路上奔馳；遙望各各
他山上被釘的主，願獻所有，終生跟隨主。

（二）十字架與苦難

主耶穌在地上，常向門徒清楚的說明，要
作主的門徒。「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
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馬太16：24節）。「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
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
字架來跟從我」（馬可8：34節）。「耶穌又對眾
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
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加9：23節）。同一節經
文能在三卷福音書內都有記載，可見其重要性
了。原來要作主的門徒十字架的道理必須要清

十字架與苦難絕不能分割。當保羅在大馬色路上被主選召
後，主並沒有向他親自說明揀選他的目的，卻間接告知亞拿尼
亞「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
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為我
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徒9：15-16節）。在此看見主呼召保
羅要作宣揚主的名的工作，直接的將主的福音傳給外邦人、君
王及以色列人；但卻預先告知他將會經歷許多的苦難。保羅後
期更告知哥林多教會眾人，他所受的苦難比別人更多：下監牢、
受鞭打、生命危險、沉船、捱饑捱餓、被捉拿等等，可從林後
11：23-33節看見他所受的苦難，真不是尋常的。在他所經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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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中，他卻沒有倒下，反而卻見證主與
他同行同在，「主對他說：我的恩典夠你
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
得完全」（林後12：9節）。
主耶穌同樣為罪人所經歷的苦難，
比保羅更甚。試看以賽亞書53章的描述：
神的兒子道成肉身，竟然是一位憂患之
子。他被藐視、被厭棄、經憂患、受痛苦、
被壓傷、受鞭傷、被欺壓、被審判、被吐
罵、受淩辱、被出賣、最後被定罪如囚犯、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就是主耶穌在地
上的一生寫照。

們夫婦親自到阿富汗探望他們，到步的前
兩天就是成為世界大新聞的事件。他們
的醫療隊伍在一小城鎮剛完成工作，正要
返回居住地時卻遭遇塔拉班恐怖分子，
近距離亂槍掃射。10位成員當場身亡，他
們都是在醫療上的專材。在那幾天時間
內一直的參與他們團隊悼念失去生命的
同工；從未經歷過殉道是這樣的貼身感
受。身處這些較落後的國家，物質生活
的缺欠、居住環境的欠佳、兒女教育的不
足，比對生活在第一世界的國家，是有很
大的分別。這些都是自己親身探望投身
在阿富汗作宣教的女兒家中所體驗的實
況。

主要跟從祂的門徒背起自己的十字
架，就是要面對苦難、經歷苦難，才成為
不過今日卻仍有強
真正作跟隨主的門徒。
大的魔鬼勢力，不斷的
現代的基督徒真不容易
特別那些在前線作宣
試探我們。似是而非的
談到經歷苦難這回事，
道理來攪擾人的信心，
教的，他們常是經歷
因今日的門徒多活在舒
使人靈命滑落、見證乏
適的生活環境中，無所
不同程度的苦難。在
力、工作失效、甚至軟
憂、無所 缺、何來有苦
弱跌倒、墮入肉體的情
戰亂的危險中工作，
難呢！是的，今 天 沒有
慾中，過著裡外不相稱
遭逼迫、沒有捱饑捱餓、
殉道常是擦身而過。
的 生 活。這 些 所 謂 無
沒有缺衣缺食、常自我
形的「白色苦難」在不
滿足、自我陶醉於現今的寫意境遇中。
知不覺中就將以為不會有苦難的門徒打
彼得卻警告我們，應當有一顆「受苦的心
倒了。因此「受苦的心志」絕不能失掉的。
志」來面向今日活在罪惡的世界中。「基
當落在撒但的網羅裡，被牠所管轄、控
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
制、身不由己、終日在罪中打滾、心中失了
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
平安、喜樂、那種痛苦，與經歷在肉身折
與罪隔絕了。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
磨，是難以比較的。因此絕不能輕看這些
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 神的旨意、在
從魔鬼而來軟性的苦難。主耶穌開始作
世度餘下的光陰」（彼前4：1-2節）。其實
工時，撒但已對祂發出猛力的試探攻勢，
今日雖不常見有具體的苦難臨到，傷害我
但祂未有被撒但所打倒。主耶穌走上十字
們的身體，落在苦痛的境遇中，甚至被困
架的盡頭，已被掛在十字架上了，撒但卻
在囚牢裡，失卻了自由。根據基督徒人權
發動最後一擊，仍想把祂打下來；藉高聲
監察組織最新發表的數據報告，令整個
呼喊要釘祂十字架的人群說出譏誚的話：
基督教界倍感沉重。在2013年全世界的基
「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可
督徒殉道人數共有2,123名，較比2012年
以救自己罷！你如果是 神的兒子，就從十
的1,201人幾增加了一倍。列出了有北韓、
字架上下來罷！」（馬太27：40節）。主耶
索馬利亞、敘利亞及阿富汗四個最嚴重
穌的回應、正是祂掌握了十字架最深層的
逼害基督徒的國家，其中對付基督徒最利
意義，是要經歷苦難。
害的是極端主義的回教勢力。其實還沒
有包括在國內仍有不少逼迫基督徒的情
（三）十字架是捨己【無我】
況。特別那些在前線作宣教的，像我們的
的終極目的
女兒一家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國家，他們常
十字架就是否定自己，這是對的；
是經歷不同程度的苦難。在戰亂的危險
中工作，殉道常是擦身而過。當2010年我 因為 是 要 捨 棄自己，但 這 卻 是 消 極 的

一面。其實十字架應看積極的一面，主
耶穌告 知我們怎樣 來解說十字架的積
極 意 義；祂帶 著 門 徒 來 到客 西馬尼園
一同禱告，將 要 與 門 徒 渡 過在地 上 最
後的旅程。這是一次很大心靈的爭戰，
祂 知道 前面將 要發生的是 甚麼 事故。
在 祂 人性 的 掙 扎中，祂 向父 神 有如 此
的禱求：「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
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
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馬太
26：39）。「阿爸父阿，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 將這 杯 撤去；然而 不 要 從 我 的 意
思，只要從你的意思」（馬可14：36節）。
「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路加22：42節）。
從主耶穌的經歷及祂向 父神作最後
的禱求，祂先對父神說明，父神是可以把
杯撤去，因 父神是可以作、是能夠作，為
愛子耶穌的請求那有不願意的呢！但主
耶穌清楚知道是為此而來到世上，難道
可以功虧一饋嗎？所以主耶穌一次、再次
的肯定，十字架最終極的目的是神的旨意
要完完全全的成全，不要照、不要從、不
要成就自己的意思。
今日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需要徹底
的肯定、毫 無保留的心志，「凡 不 背著
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
徒，……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
作我的門徒」（路加14：27，33節）。我們
一家早已全獻身心，一生主權交在恩主
手中，能完成 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就是
活在地上的目標。可惜今世代的基督徒，
不容易學會凡事以神的旨意為人生的最
終目標。多少時侯仍是為己而活，為自己
的前途、事業、家庭、兒女而活，將 神的
旨意放在一邊。更嚴重的，卻完全沒有為
主而活的意圖。能否一切的行事為人，活
在世上，完全以 神的旨意為依歸、要走上
十字架的路上呢？如保羅所說「不再為自
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
後5：15節）。原來十字架的道路的要求，
是要犧牲的；沒有為主犧牲的意願，就不
可能成為主的門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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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林國輝

馬太

福音16:25，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
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
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
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人若賺得
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
拿什麼換生命呢？」。捨己並背起十字架跟從主，
是主耶穌給所有門徒的命令。其實，當我們接受
耶穌為救主和生命的主時，我們同時就需要走這
條捨己、背起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穌清楚說明：凡
要得到主生命的，必喪掉自己的生命（捨己）；凡
為主捨己的，必得著主的新生命。舊生命是妨礙
屬靈新生命成長的最大障礙，因為罪對它的影響
持續存在，更因這世界的吸引力仍然非常強大。
罪的影響阻礙我們追求聖潔的生命，世界的影響
阻礙我們單單侍奉主。所以，主耶穌藉著這命令
提醒我們，捨己並背起十字架，是跟從主耶穌得
豐盛生命的途徑。
我於1995年在德國柏林基督教華人教會決
志信主，97年受洗後不久就全家移民加拿大。在
事奉和靈命成長的過程中，常感到自己對神，對
聖經真理缺乏系統的認識。雖然，起初並沒有來
自神的全時間事奉的呼召，但我一直有接受神學
裝備的感動；希望能更好地事奉神，也使自己的
靈命成長和生命建造更加地有根有基。於是，我
於2006年9月在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開始部分時間
修讀教牧學道學碩士的課程。神學課程的學習不
僅在牧養的知識與技巧上幫助和訓練了我，更重
要的，是在侍奉生命的培養與預備上，塑造了我
捨己、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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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和太太一直在尋求神的
清楚呼召。因為，我們明白全時間事奉必須有神
清楚的帶領和印證。我們一面禱告祈求，一面耐
心等候。我們相信，神的計劃和時間點必定是最
好的。2012年春季開始，聖靈藉著我每日的靈修，
以及在禱告會和研討會上，牧師和弟兄姊妹的分
享，一再觸動我的心。例如，在研習約10：1-10，約
12：24-26，約21：15，彼前5：2-3等靈修過程中，彷
彿聽到主在呼喚著我，祂按著名字呼叫我，要在
前頭領我出來，祂應許要使我的生命更豐盛。我
又彷彿看到聖靈在提醒我，一粒麥子只有落在
地裡死了，才能結出許多子粒來；為主獻上生命
的，才能保全生命；服事主的，要在主的心意所在
之處。彷彿聽到主自己在輕聲問我：你愛我比這
些更深嗎？你願意牧養主的群羊嗎？不是出於勉
強和貪財，乃是甘心和樂意，按著神的旨意照管
他們，並作群羊的榜樣。還有，聖詩「我曾捨命為
你」也深深地觸動我的心：「為你為你我命曾捨，
你捨何事為我？為你為你天家曾捨，你捨何福為
我？為你為你忍受一切，你受何苦為我？向你向
你厚恩曾施，你將何物獻我？」
2012年7月2日，我和太太一起跪在神的面前
禱告，我願意領受神的呼召，全時間事奉祂；我
們夫婦倆願意在捨己走十字架的道路上，把自己
獻上，一生服侍祂。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只有
感恩和讚美神！我們明白，在事奉神的道路上，我
們還會面臨許多的挑戰，我們的生命還要經歷許
多的破碎和重整。但我們相信，神的恩典夠我們
用，因為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能保全
我們所交託祂的，直到那日，阿門！

2013 秋季“宗教教育學士”

畢業同學見證分享

人生中的變化
馬曉

轉眼

我 在 加 拿 大 華人 神 學 院
念的宗教教育學士學位
（DCP）畢業了。這四年在我人生中的變
化是巨大的。四年前，我順服了神的呼召
和母會牧師的指點，單身一人離開打拼多
年的職場，毅然走進加神。加添我腳步力
量的一直是母會牧師教導的：“你們要先
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
你們了。”
《太》6：33。既然放下了，就不
要往後看，要不斷地求天上的，往前看。
沒想到，神爲我預備的真是遠遠超過我
個人的所思所想。首先祂 爲我預備了我
這一生的配偶。入學三個月後，我結婚了；

一年後，我們有了女兒。這一切都讓我和
我的一家都經歷到《瑪》3：10 說的“萬軍
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
我，是否爲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
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我真是感覺到神
的福分從天上的窗口傾瀉而下。所以，我
是一人進加神，三口子出加神，這是神特
別的恩待。
在屬靈的功課上，神也是好不遲緩
地把我放在學校，家庭和教會裏“打造”
。
其實，加神是“神僕人”的學院，神要的是
生命的成績單。老師們的生命讓我領略

到何謂有基督的愛、有基督的那份溫柔
和具有美好靈性。在學校裏耳聞目睹老師
們的基督生命和牧者心腸，課堂下是自身
不斷的操練和預備。神教我的另一個功
課就是作爲一個妻子和母親，要把家先
搞好，事奉才能跑長途。十字架的重擔只
有靠著主的恩典才能擔當。加拿大華人神
學院的裝備是服侍主心志的裝備，因爲
耶和華是鑒察人心的。四年來最大的收
獲是懂得神的慈愛和人的罪性，因此我
只有全然降服，將我的心歸於耶和華。我
也立志要帶領更多的人到祂面前，歸於
祂的名下。

記憶最深的時光
余雋禧 （現於哥倫比亞作宣教工作）

對我

來說加神不只是一間幫助
你增加知識的 神學院，而
是一個充滿喜樂、讚美、感恩、禱告的大
家庭。在這兩年多當中，我不但在知識上
對聖經真理更加了解，我更加體會到一
群熱心愛主弟兄姊妹和睦生活的見證。
在加神讓我記憶最深的時光，就是
同學們與老師共進午饍的情景。很多時
侯，同學們在學習的壓力下，還樂意為別
人預備午饍。對於我這個年青又不怎樣預
備午饍的神學生來說，這種關懷實在叫
我有家的感覺。當然那種體會不是停留
於食物的層面上，而是與老師的生命交流
上，因為每每在進食之中教授都樂意聆
聽學生對學習的疑問，甚至他們個人的

心聲。從這些對話中，我感受到老師的關
懷，而老師為着更有效的教導而了解學生
的需要。老師們不但把他們的知識傾囊
相授，他們更願意為學生們禱告，這是最
令我感動的。
在同學們當中，有時不但一起上課，
更加有唱詩，互相代禱的時間。記得，我
有一段時間身體上時常因為敏感而起滿
了紅斑。同學們就為我祈禱，最後不但
疾病好了，也没有影響學習。這段日子讓
我更理解詩篇所說：「看哪，弟兄和睦同
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相信這樣
的一種和睦生活，同樣是在牧養教會時
所需要的。所以加神對我的裝備是既有
知識又有屬靈生命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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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研究碩士
M a s te r of T h eo l o g i ca l St u d i e s

為華人信徒提供基礎性神學訓練
為華人教會培育新一代信徒領袖

本課程以聖經神學為基礎，並配合實際的教會

整個課程共修讀18科(54學分)

事奉經驗、具體華人文化、靈命塑造與操練、
屬靈領袖培育、教會教導職事、職場與信仰實
踐等方面，來裝備信徒參與教會領導及教導事
奉，並於生活及職場中為主作見證。「加神」
強調校內群體生活、老師的實際指導、同學們

報名或查詢
25 Ballyconnor Court
Toronto, ON Canada M2M 4B3

的生命交流，來建立學員的道德品格、事奉心
志和恩賜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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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16) 226-6620 ext.2219
Fax: (416) 226-9464
E-mail: ccstts@tyndale.ca
www.tyndale.ca

www.ccstts.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