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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接連聽到好幾位牧者已屆退休

之年，卻因兩性關係或財務處理

問題傳出醜聞，無論被控訴的是否事

實，終有晚節不保之嫌。今年恩福神

學生畢業典禮和差遣禮中，兩位中外

不同的講員在訓勉時，也不約而同地

提醒同學們事奉神的道路要能一路走

到底。

多倫多浸信會神學院（TBS）的

卡爾穆勒牧師提到 TBS 每 20 個神學

生畢業進入事奉後，只有 1 人能堅持

到 65 歲退休，其中有很多在事奉頭三

年內就退出全職事奉。他以《提摩太

前書》4 章 16 節：「你要謹慎自己和

自己的教訓。」勸勉畢業生們在教導

別人以前，必須自己先要在神面前儆

醒。神學畢業生差遣禮的時候，梁康

民牧師也同樣講到，事奉的路不在於

贏在起跑線，而在於持之以恆，一路

走到底。我們必須一直到了見主面的

時候，還能夠說出保羅在《提摩太後

書》4 章 7 節所說的那句話：「那美

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

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其實，很多神學生沒有一生走上

全職事奉的道路，背後有很多不同的

原因，有出於神學生傳道人自身的，

有出於教會的，也有出於神學院的。

出於神學生的原因

第一，沒有呼召：有一部分弟兄

姊妹在進入神學院時，就沒有打算學

成之後要全職服侍。他們的目的就是

要在神學知識上提升裝備自己，以備

在教會中能有更好的事奉。這些弟兄

姊妹若以後能在教會中謙卑服侍，與

牧者同工，也可以成為教會的祝福。

但若自認為自己也讀過神學，在教會

中不能謙卑順服，反而處處與牧者為

難，凡事挑毛病，那樣只會為教會和

自己都帶來虧損。不過，這些入學時

尚未打算全職事奉的弟兄姊妹中，也

會有一些在進修神學的過程中，看見

 ▓總幹事的話

認定神的呼召  專心依靠主
◆◆ 司徒禮◆牧師

神的呼召，最後投身全職事奉的行列。

也有一些人讀神學的動機不純，

他們或是想透過讀神學要辦移民，或

是看見很多教會都在鬧工人荒，在教

會事奉雖然工資不高，但起碼不愁沒

有工作。這樣的心態絕對不能討神喜

悅，畢業出來事奉會絆倒別人，這樣

的事奉也肯定不能持久。

第二，呼召不清楚：另一部分人

可能並沒有清楚的呼召，僅憑著自己

一廂情願，一腔熱血要為神大發熱心，

結果在工場上，在教會中一再遇到困

難挫折，特別是當這些難處是從弟兄

姊妹，甚至是長執們而來的時候，很

容易就會跌倒，灰心而退。

出於教會的原因

很多時候，教會對神學生和傳道

人也有不合理的要求和期望。進入神

學院學習的神學生，一般在教會已是

關於神學教育的一點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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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在沒有進入神

學院之前，他們的服侍和擺上，很多

時候能得到其他弟兄姊妹和牧者的認

可和稱讚，甚至會被鼓勵去讀神學。

但當他們真的走進神學院，他們的身

份就從一個熱心的弟兄姊妹轉為一個

神學生，若在教會有實習，更是一位

實習神學生，弟兄姊妹們對他的期望

和要求也因此會改變。雖然他在教會

的事奉只有增加，沒有減少，但弟兄

姊妹卻覺得這只是他應盡的責任。不

但稱讚減少了，有時還會對他們事奉

不足的地方，加上埋怨和責備。到了

神學畢業，成為了教會的傳道人後，

有些教會長執直接把傳道人當作教會

雇工，講條件，看業績。很多神學生

傳道人都走過這樣的心路歷程，有些

不能跨越這份心理落差的，很容易就

退下來，回去做一個被人欣賞，稱讚

的愛主的弟兄姊妹。

出於神學院的原因

有些神學院在課程和教導的安排

上，會偏重於以學術知識為主，而在

實際的事奉上卻缺乏教導和幫助。有

些神學院根本不要求神學生實習，就

是有也只是聊應故事，並沒有對學生

有跟進和指導。神學固然是一個學無

止境的學問，神學院所能提供的也只

是一個啟蒙，在聖經知識、教會歷史、

神學思想上給神學生建立一個基礎，

以便他們以後能不斷繼續學習。但一

個傳道人的培養，不單是頭腦知識的

裝備，更是屬靈生命的建立，事奉能

力的培養。《聖經》中存在不少的師

徒關係，《舊約》中有摩西和約書亞，

以利亞和以利沙，《新約》中，耶穌

和十二門徒、保羅和提摩太，都是典

型的例子。這些學生們都是在老師的

帶領下一邊事奉一邊學習。可惜，現

在很多神學院都強調學術研究，老師

也是學者型的老師，本身就沒有在教

會中實際全職服侍過，又怎能教導學

生如何服侍呢？這樣的神學生也只有

滿腦子的理論，而沒有在工場上的歷

練，當畢業出來事奉後，遇到各樣問

題便措手不及，心萌退意。

倘若神學院的課程有清晰的定

位，或是以訓練神家工人為主，或是

以學術研究為主，或是以提升一般弟

兄姊妹的聖經知識、事奉能力為主，

這對考慮報讀的弟兄姊妹提供一個合

適的選擇，神學院的課程安排也能更

適切不同的需要。

教會的弟兄姊妹，特別是長執

們，也應該對神學生和傳道人有更多

的鼓勵和包容，特別是對剛踏入事奉

工場的傳道人給予合宜的指導和勸

勉。

預備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要在神

家服侍的弟兄姊妹，更應在神面前省

查自己的呼召是否從神而來，才能專

心認定神，依靠神，跟隨主走前面的

道路。

 ▓教牧人語

忠心到底  跑到終點
◆◆ 梁康民◆牧師

為著今年 4 月畢業的 TBS - 恩福神

學院本屆畢業的同學向神獻上感

恩，祝賀你們，過去多年的努力學習，

為的是期待今天的日子，終於完成了

神學院修業的要求，拿到了畢業證書。

如今躊躇滿志，準備在教會、福音機

構事奉，或踏上宣教征途，是時候實

踐主耶穌基督的託付，作傳福音的使

者，並且作群羊的牧人。作為你們的

老師，我也高興和感恩。你們接受差

遣，不僅僅是神學院給你們差遣，也

是你們所屬教會眾弟兄姊妹給你們差

遣，更是大多倫多眾教會給你們差遣，

還有最重要和不可少的，就是主耶穌

基督給你們差遣：「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

照樣差遣你們」（約 20:21）。各位

同學，你們責任重大，理當謹慎而行！

《提摩太後書》是使徒保羅臨離

世之前寫的一卷書信，是寫給他屬靈

兒子傳道人的囑咐和忠告：

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

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他的顯現

和他的國度囑咐你，務要傳道，無論

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

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

勸勉人。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

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

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

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你卻要凡事

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

你的職分。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

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

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

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

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

後書 4章 1-8 節）

這囑咐提及幾方面：

1. 你昨天、今天和前面要做的一切事

情，將來是要向主交賬的，所以要

凡事謹慎。

2. 你既然是蒙召做傳道人，你的工作

無別的選擇，無論環境如何，務要

傳道，忍受苦難。

3. 做傳道人要勿忘初心，要專心，要

有非常的耐性，盡忠職守，不要半

途而廢。

4. 你講的道，切記不要遷就人的喜好，

說些討好人的話。要用神的話，對

犯罪跌倒、冷淡的信徒，要責備、

警誡、勸勉。

5. 做傳道人，不一定要贏在起跑線，

但是必須要贏在終點線。不過近年



來坊間流行一句話，特別是對小孩

子和青年人的期待，要幫助他們贏

在起跑線，結果，小孩子還未到三

歲，已經催促他們準備進幼兒園的

考試，進入名校，能夠贏在起步

線。最近有傳媒報導，美國許多名

人富豪，為子女要入讀美國知名大

學，不惜花上重金做出違法的賄賂

行為。然而，能夠贏在起跑線的，

也不要高興得太快，若沒有真材實

料，半途被淘汰的，大有人在。

贏在起跑線不是不好，能贏在終

點線才是最重要。一個 400 米短跑參

賽者，起步時充滿爆發力，一路領先。

誰料在終點線之前的十米距離處，腿

抽筋，跑不了，只好一拐一拐行到終

點，他是被人攙扶著的。

美 國 首 席 大 法 官 羅 伯 茨（John 
Roberts）曾參加兒子所在中學的畢業

典禮，並發表畢業致辭，引發網絡廣

傳。據 CNBC 報導，這場轟動的演

講是羅伯茨 2017 年 6 月在美國新罕

布什爾州知名男校 Cardigan Mountain 
School 所發表的。以下是他的部分演

說譯文：

「通常畢業致辭者會祝願你們好

運，向你們表達良好的祝願。我不會

那麼做，我將告訴你們為什麼。」

「在接下來的數年內，我希望你

們將遭遇不公，這樣你們才會知道公

平正義的價值。我希望你們將遭受背

叛，因為這將會讓你們學會忠誠的重

要性。很抱歉這麼說，但我希望你們

時不時地感到孤單，這樣你們才不會

把朋友當成理所當然。」

「我希望你們時不時地遇到不

幸，這樣你們才會意識到機遇在人生

中扮演的角色，並且理解到你們的成

功並不完全是你們所應得的，而其他

人的失敗也不完全是他們所應得的。」

「你們將會時不時地遇到（失

敗），當你們失敗時，我希望你們

的對手時而會對你們的失敗幸災樂

禍。 這 是 讓 你 們 理 解 到 體 育 精 神

（sportsmanship）的重要。我希望你

們將會被忽視，這樣你們才會知道聆

聽他人的重要性。我還希望你們遭遇

足夠的痛苦來學會同情心。」

「不管我是否希望如此，這些事

將會發生。你們是

否能夠從中受益，

將取決於你們從這

些不幸中發現訊息

的能力。」

羅 伯 茨 還 承

認，在大多數的畢

業演講中有兩個問

題出現：一個是畢

業學生不耐心聽，

另一個是演講者重

複同樣的想法和建

議。羅伯茨表示，

多數演講者會鼓勵

學生說：「這是一

個開始，還不是終

點。你們應該向前

看。」羅伯茨表示

認同這種看法，但

同時建議學生們在

展望未來的同時，

不忘回顧過去，鼓

勵大家珍惜周圍人

的支持。

他 說， 你 們 將

會感激「不是因為

你們自己在所做的

每一件事上取得成

功，而是因為在朋

友的幫助下，你們

不害怕失敗（才取

得成功）」。

事奉主的路是漫長的，起步遲了

不要緊，多點苦，不要緊。主耶穌也

是多受痛苦，常經憂患。我年輕時已

經信主，讀過邊雲波弟兄的《獻給無

名的傳道者》、《宋尚節傳》、《劍

橋七子》等屬靈書籍，深受感動，使

我常常記得，做傳道人真的要天天背

起十字架跟隨主。屬靈的戰爭打得漂

亮，靠主得勝；完成主耶穌託付給你

的工作，信心堅守到底，得到榮耀的

冠冕。是否贏在起跑線並不重要，最

重要的是贏在終點線。保羅起步得

遲，他也說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然

而蒙了神的憐憫，被召為使徒。本段

經文的末了，「我現在被澆奠，我離

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

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

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

事工資源分發報告

2019 年 3-4 月

北美地區 其他地區

書冊 909 26

單張 309 0

聖經 16 0

光碟 1 0

累積總數 1235 26

恩福辦事處 / TBS - 恩福神學院擴建報告

房屋開價 125 萬

交接所需各項手續費 5 萬

裝修估價 20 萬

交房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總費用 150 萬

請記念代禱

2019 年 9 月 30 日交房日當日須一次性交付 130 萬；
裝修費用 20 萬須於 3 個月內付清。目前已收到奉
獻共 60 萬，尚缺資金 90 萬。懇請弟兄姐妹為我們
的需要代禱！

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

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

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保羅能夠完成主的託付，準備接受從

上面來的獎賞。我也祝願你們能夠

向主忠心到底，跑到終點，Finishing 
well ！

謹以保羅給提摩太的囑咐，彼此

互勉。

註：本文是梁牧師在恩福 30 週年感恩
分享會暨 TBS - 恩福神學院 2019 畢
業生差遣禮的講道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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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勤事主

恩福 30 年  
我在恩福 25 年

◆◆ Bella◆Tse◆◆

25 年了，在恩福過了 25 年工作

的日子，看見很多同工不斷地成長，

有來有去，有的轉到別的機構事奉，

有的入神學院進修，成為教會的傳道

人，有的退休。我為這些同工感恩，

因為他們在我生命裡與我分享了 25 年

的歲月，留下了寶貴的回憶。他們每

一張面孔，在我腦海中，都成了十分

珍貴的禮物。

25 年了，代表我人生重要的成

長，看著家中的兩個孩子長大，看著

他們走上事奉的工場，看著他們在事

奉上接受各樣挑戰和掙扎。他們讓我

深深體會到，在耶穌裡，每一個願意

事奉主的人都是一匹「千里馬」，需

要「伯樂」去賞識，去提拔，去栽培

和鼓勵。期盼有更多有經驗的同工起

來成為「伯樂」，以至有更多的「千

里馬」出來，能夠為神的國度奔馳。

25 年了，多倫多的華人教會不斷

地改變，由以前講廣東話為主導，興

起了國語群體和英語群體。能夠看見

恩福協會在國語群體的成長方面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我心裡就充滿喜樂與

感恩。

25 年了，我看見恩福神學院慢慢

地成長，雖然面對很多挑戰，很多困

難。我盼望恩福神學院能扮演一個「伯

樂」的角色，訓練更多神學生成為「千

里馬」，在主的工場上四處奔跑，為

主擺上。

25 年了，見證了書室事工的轉

變，從文字為主到網絡和多媒體。我

深信，文字（道）是不會消失的，無

論媒體轉變，它的基礎地位不會改變。

我盼望恩福協會堅守這個工場，在文

字事工上不離不棄。或許將來我們要

發展不同的平臺，或許我們要將書室

轉型，但文以載道的

使命是不變的。

25 年了，離退休

日子也不遠，我盼望

盡心培養下一代恩福

書室同工，讓他們能

繼續承擔使命！

 ▓最新出版

創世記啟發式小組查經  
（簡體版）

｜作者｜黃智奇｜

本書採用啟發

式查經法，以討論

問題的形式，探討

聖經經文所表達的

中心信息，幫助帶

領查經的同工和參

與查經的組員從神

的話語裡獲得寶貴

的信仰真理，提高他們學習《聖經》的興趣；

啟發讀者清楚明白經文的主旨，在神的話語

中靈命不斷長進。歡迎到恩福協會中國事工

部索取，自由奉獻。

真理的聖靈
聖靈論解經講道集（繁體版）

｜作者｜江昭揚｜

關於聖靈論，

專門著述不多，多

為教義性論述。以

講道闡釋聖靈論，

猶如清醒的風，幫

助讀者輕鬆理解真

理的聖靈。本書是

江昭揚牧師所著的

「解經講道系列叢書」之一。該系列叢書主

要是按著釋經講道標準所預備和撰寫，幫助

信徒學習屬靈知識，靈命成長，更為神學生

學習講道的參考範文。恩福書店有售。

徵 稿 啟 事

《恩福臨中華》雙月刊致

力於論述福音形勢，發表綜述，

以獨到的視野看中國事工以及

海外福音事工新景況；報告分

享恩福協會各項事工進展和願

景。為所有關心華人福音事工、

大陸中國福音事工的信徒、牧

者、神學生、奉獻者等提供最

新、有深度的信息交流，見證

分享。

歡迎眾牧者、神學生和弟

兄姊妹踴躍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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