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

劉再生 2012/9/30

各位弟兄姊妹們平安：
能接續在卜牧師之後與大家分享我的見證，心中感到很榮幸。在事奉主的道路
上，能有長輩在前作榜樣，甚至有長輩扶持代禱，是何等的有福氣。
我出生在一個「基督化的家庭」，我的意思是說，我父母親建立的家庭不只是一
個基督「徒」的家庭，而是一個基督「化」的家庭。這有什麼差別呢？在我出生的那
一年(1954)，我的父親就開始與一位美國宣教士配搭在台北傳福音、建立教會。我在
母親的懷抱中，參加了每一個主日的崇拜。崇拜的時候，我什麼也聽不懂，母親給我
一張紙、一支筆，就「打發」了我每個主日崇拜。
我六歲的時候(1960)，父母親與幾位鄰居中的基督徒長輩們，在我們家的客廳裡
開始了家庭聚會。這個家庭聚會漸漸地發展，人數從四、五對夫妻漸漸地增加到十幾
個家庭；聚會從查經禱告會漸漸地增加到主日崇拜、青年團契聚會。後來人數多了、
聚會多了，我們家的客廳就不夠用了，長輩們決議租一間小樓成立教會，於是，「永
和基督教錫安堂」ZION Christian Church of Young-Ho 就成立了。地點就距離我們家不
到 100 公尺。
教會請不起全職的傳道人，就由那位美國宣教士擔負起牧養的責任與事奉。主日
崇拜的司琴、講道，還有查經禱告會都是宣教士擔負。但是教會其他所有的事情、雜
務，就都由幾個家庭分擔，而我們家住得最近，壯丁又最多那時連我在內，我父
母親的五個兒子、一個女兒都是教會的免費「工人」。
基本上教會所有的事務都由我們家包辦了。因此，打從我有記憶開始，我的家就
與「教會」連在一起；而我的成長就是在教會裡成長的。我的哥哥姊姊們帶著弟弟們
從小就在教會裡做工司琴、組織青年唱詩班、帶領青年團契聚會、教導兒童主日
學，以及清潔、擦地、洗廁所、排桌椅、佈置、做飯……等等各樣雜務。
後來我父親從公職退下來，就在教會擔負教牧事奉，先是被按立為長老，十年後
再被按立為牧師。一直以來，父母親以及教會的長輩們帶給我們的榜樣，就是大家一
起在教會裡服事，作基督工人的服事，作教會僕人的服事。我從來不知道教會裡有什
麼事情是牧師「不應該」做的，直到我進入神學院受裝備，才學習到牧師「不應該」
管教會的財務。
長輩們帶給我們的榜樣，其實是主耶穌基督給門徒的榜樣，就是作僕人的榜樣。
主耶穌基督從高天、榮耀的寶座上下來，道成肉身，就是「神成為人」。祂降卑，而
且是降卑成為僕人。主耶穌說，【馬可福音 Mark 10:45】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For even the Son of Man did not
come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and to give His life as a ransom for many.主耶穌基督在最
後的晚餐裡為門徒洗腳，以祂自己為榜樣，教導門徒要作個忠心的僕人，像僕人一般
謙卑的服事教會、服事人。
1

我從 6 歲起到 43 歲進入神學院的第二年為止，一直都在同一所教會。而我和內
子也就是在這所教會建立了我們自己的家庭。教會從一個小小的家庭聚會，發展到租
屋子聚會；上帝憐憫教會、恩待教會，讓教會可以建堂，能擁有一所不必再付房租、
不必再搬遷的固定的禮拜堂。那是一所小教會，從二十幾個人的聚會發展到八十幾個
人的崇拜。教會小，人數少，但大家的心是連在一起的，肢體間的關係、團契的互
動，在基督裡是合一的。
我在神學院受裝備期間，被派到不同的教會實習，基本上也都是小教會。尤其是
來美國之前的四年，是在一所只剩下十個會友的教會，那更是一所「小教會」。教會
小，什麼事都得做，但我和內子都非常喜樂地在那裡事奉。我想，這是我的生命特
質，是上帝賞賜給我的恩賜，我也以這樣的恩賜為榮幸就是「在小教會裡忠心地
作基督僕人」的事奉。
在神學院每天都有讀經、研經的課程或聚會，也常常有同學們的見證分享，最常
聽到的，是【以賽亞書 Isaiah 6:8】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
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Then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Lord saying,
"Whom shall I send? And who will go for us?" And I said, "Here am I. Send me!" 同學們對
上帝呼召的堅定回應。那時候我也靜靜地思想，如果上帝對我有呼召，有帶領，我是
該順服，還是堅持我自己的理念。
同樣地在【以賽亞書 Isaiah 64:8】說：耶和華啊！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
泥，你是窯匠。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Yet, O LORD, you are our Father. We are the clay,
you are the potter; we are all the work of your hand. 於是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上帝帶領我
到那裡，我就到那裡，我不必自定前程。
1989 年，我姊姊幫我們申請移民美國的案件，經過 12 年的等待，在 2002 年排上
隊了。正在向上帝尋求，如果移民美國，上帝會要我們怎樣地服事祂？我已經在台北
的教會被按立為牧師，我可以離開教會移民美國嗎？上帝的帶領是什麼？
聖經裡有許多先知蒙召事奉，時間並不很長久，比方先知以利亞，是上帝特別重
用的先知，但他事奉的時間並不長，交棒給以利沙之後，被上帝接回天上。主耶穌基
督呼召保羅，給他的使命是作向外邦傳福音的使徒，保羅終其一生忠心地服事主，傳
福音、建立教會；但是他在每一個教會的時間都不很長久。對保羅來說，作基督的僕
人，是終其一生的事奉；但是對那些教會來說，基督給保羅的使命則是「階段性」的
使命。
在台灣大多數教會的牧師，如果他是開拓、建立教會的創堂的牧師，一般都是沒
有任期的，除非因著上帝的帶領要到別處事奉，否則都是終生在同一所教會。但如果
不是創堂的牧師，一般都會有「任期」，在我的理解，就好像是在上帝帶領下的階段
性的使命。因此，我的教會觀、以及我的事奉理念，教會的牧者是有任期的。
一位在幾十個人小教會牧會的牧者，與一位在幾千人大教會牧會的牧者，他們的
事奉有許多的不同，牧者所需要的恩賜也不相同。事實上教會對牧者的期待，更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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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適合在小教會事奉的牧者，可能沒有經驗帶領大教會的同工團隊；而大教會
的牧者來到小教會，身邊沒有同工，可能也很難發揮。因此，許多教會在成長與發展
的過程中，隨著教會階段性的發展，在事奉上就會有不同的方向或事工；也因此對於
牧者的期待也會有所不同。
2003 年，我願意領受上帝的帶領，當我完成在台北的教會的階段性使命的事奉
教會從十個人的崇拜漸漸增加到近四十個人崇拜的時候，我們接到榮耀華人浸信
會的邀請，於是到德州來事奉。感謝主，榮耀華人浸信會是個愛牧師的教會，固然對
牧師是有期待，但是對牧師卻是沒有任期的。
當時，這讓我感到有些意外，於是，我和內子商量，我們也尋求主的帶領。在我
們心中就有一個念頭讓我們在榮耀華人浸信會事奉十年，然後，我們，以及教
會，都有再一次尋求上帝的帶領的機會教會是不是要由不同特質、不同恩賜、不
同裝備的傳道人來帶領、來牧養？我和內子是不是要到不同的工場去事奉主？
這個理念清楚地在我和內子心中縈繞，四年前，在一次執事會中，我第一次向執
事們表達了我們的理念與心意，就是事奉滿十年，我會請辭，教會可以有再尋求合適
的傳道人接續牧會的機會。因為我的心思是希望教會能夠建立牧者有任期的理念。當
時因為距離十年還很遠，執事們並不須要作出任何的反應，所以這事情就好像沒有發
生。
今年的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今天是 9/30，明天，是 10/1。我在榮耀華人浸
信會牧會事奉的就職日，是 2003 年 10 月 1 日。因此，今天是我們家在榮耀華人浸信
會事奉滿九年的日子。明天開始，邁入第十年。2013 年 9/30，就是滿十年的日子。
因此，我今天在見證中，向教會、向弟兄姊妹們正式提出辭聘，一年後，也就是我們
事奉滿十年的時候，我們願意卸下在榮耀華人浸信會牧會的責任與棒子，讓我們家、
以及教會都可以有再一次尋求上帝帶領的機會。
我一點也不知道上帝會如何帶領我前面的事奉，一點也不知道要到那裡去事奉。
但是，我也很想到中國去短宣；也想答應一些教會的邀請，去講道、帶主日學、作短
期的聖樂培訓；也想去聖地尋訪耶穌、以及使徒們的腳蹤。當我想到明年此時，我可
以卸下牧會事奉，至少我可以有一年的安息年，去作這些事奉，去實踐一些事奉的邀
請時，我和內子的心都充滿了喜樂。
此時向教會、向弟兄姐妹們提出辭聘，是因為還有一年的時間，我們可以加緊地
預備，教會的法制規章，同工的尋求栽培，未來牧者的尋求，免得事到臨頭大家亂了
手腳。其實我們的執事們、同工們都已經非常有見地、能獨當一面了。我們家的去
留，對教會應該不會產生什麼影響。
我和內子在教會九年的事奉中，我們很清楚地看見上帝親自的作為。
每年的暑假，許多弟兄姊妹的家庭分別、先後的回國探親、或旅遊，因此，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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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教會的人數很少。除了 Dennis 的短宣，以及兒童假期聖經學校以外，教會沒有
安排許多事工。但今年暑假卻是完全不一樣。年初，我對暑假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工
計畫，但是，上帝一步一步、漸漸的帶領，是祂讓我們看見祂要我們做的，實際上是
上帝親自做成的。
暑假期間我們合辦了視訊的研經會、舉行了培靈會、詩歌佈道會、有兩位神學院
院長從台灣來傳講信息、年青事工有更深的造就、擴大舉辦了 VBS、甚至當 Dennis
& Mary 正在困難中，主也帶領他們有不同的宣教事奉……。這一切的一切，讓我們
看見是上帝親自的作為。
感謝主，我想分享以下幾點，看見我們的教會在過去的年歲中成長
一、教會根基建在基督真理上，是主基督使教會穩固
【以弗所書 Ephesians 2:20, 21】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
為房角石；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postles and prophets, with Christ Jesus himself as the chief
cornerstone.
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In him the whole building is joined together and rises to become a holy temple in the Lord.
二、教會人數的增長是主基督所加給的
【使徒行傳 Acts 2:47】……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 And the Lord added to their number daily those who were being saved.
三、教會的聖工是上帝親自的作為，我們只是祂的工作
【詩篇 Psalms 90:17】願主我們 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
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
May the favor of the Lord our God rest upon us;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 for us yes,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
【詩篇 Psalms 127:1】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
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Unless the LORD builds the house, its builders labor in vain. Unless the LORD watches
over the city, the watchmen stand guard in vain.
四、高舉基督為教會元首，祂的榮耀在教會彰顯
【以弗所書 Ephesians 3:20, 21】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
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Now to him who is able to do immeasurably more than all we ask or imagine, according to
his power that is at work within us,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to him be glory in the church and in Christ Jesus throughout all generations, for ever and
ever!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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