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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将辅导的事工称为「灵魂的工作」，主
要建基于圣经将人的光景、苦况指向人根本的
问题-「心」的悖逆，以至于人选择偏离神以
外的道路，以犯罪的模式回应问题，满足自我
的内心。圣经辅导的进路在于以圣经来解释问
题，并且按圣经的真理来回应问题。我们相信
圣经具有权威性、切身性及充分性，告诉我们
辅导的目标，定义人的问题，透过圣经辅导，
使人经历福音改变的大能，将人心导向真理，
使人依靠上帝的话与圣灵的工作，生命持续不
断地改变更新。

我们的使命：

·推广「圣经辅导」，使辅导的工作回归圣经
的原则

·委身圣经无误无谬，完全且足够的真理

我们的目标：

·建立以神为本、合乎圣经的辅导

·服侍委身圣经辅导使命的教会

·「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是圣经辅导最终的
目标

·推广并促进基督徒委身圣经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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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辅导室

服务范围：

·提供教会以圣经辅导为原则的研讨会、
培训、专题讲座、读书会、成长团体等
活动

·出版与圣经辅导相关的刊物、影音光碟
书籍、教材等

·提供个人、夫妇、家庭或小组合乎圣经
原则的辅导

·培训拥有辅导恩赐的基督徒

·小组辅导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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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上成长，一生与罪恶争战。

神应许有圣灵保慰师的帮助，和圣徒以后完全成圣的日子。

但是，在过程中，基督徒都经历软弱犯罪的时候。

因此，悔改是每一天的功夫。

在基督里不再定罪

凡在基督里称义成为神儿女的，已经不再于神公义的审判下定罪。

这不会作为基督徒犯罪的借口。

因为真正重生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蒙神赐给他新的心，有神的律管理他的

良心。

基督徒不会享受过悖逆天父的生活方式。

圣灵会感动、责备、光照他的良心。

认罪与悔改

神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

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1:9）

这个应许中，‘信实’和‘公义’让我们了解到神的赦免是怎么一回事。

神既然是公义的，应当审判我们，定我们的罪，为什么是‘必要赦免我们

的罪呢？’

原因是神也是信实的神。他忠于他透过基督与他选民所立的约。

在基督的代罚替死下，神已经将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

所以，当神的儿女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必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的一切不义。

继续悖逆的苦楚

有时，基督徒因自己犯罪的私欲所带来的一丝快乐，而继续生活的悖逆中。

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埋没已重生的良心，逃避智慧的呼唤。

犹如奥古斯丁曾经如此祷告，‘求你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迟一些时候。’

如此，我们过着矛盾、没有平安和喜乐的日子，等待着天父慈爱但严厉的管教。

基督徒若软弱犯罪而不悔改，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痛苦。

约拿必须要被丢在海里被神管教，风浪才会平息。

彼此劝诫和挽回

我们常常以为，我在礼拜堂以外的生活，是我自己的私生活。

圣经不是这样认为。

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一个肢体软弱，全身都受影响。

因此，圣经吩咐教会要‘彼此劝诫’，‘彼此认罪’，‘彼此相劝’，‘互相代求’。

这是神赐给我们与罪恶争战的属灵支援。

大卫若没有拿单的面责，就没有诗篇51篇的伟大忏悔录。

一个软弱跌倒的肢体肯认罪悔改，使教会活在真实中，带来全体的复兴。

你们要圣洁，像天父圣洁一样。

神的道德律在恩典中没有被废除，因为道德律是基于神圣洁的属性。

基督徒行律法，是重生以后，对神的爱与圣洁的回应，在恩典之约中作守约的子民。

天父是圣洁的，他的儿女自然追求圣洁。

真正的圣洁，不是为保持外在的形象和尊严而掩饰自己的软

弱。

真正的圣洁，包含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悔改，并靠着基督朝

向神的圣洁迈进！

当我们 

When Christian Sins
软弱犯罪

的时候

林约瑟

真爱
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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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如果有机会，身为一位基督徒辅导

员，你会如何辅导这位求助的女生呢？你

认为她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怎么做才能真

正帮助她？

每个辅导员背后都有他/她所认信的   

一套人生价值观，也可称之为“心中的坚

持”。这套心中坚持决定了辅导员如何回

答以下几个核心的生命问题：

辅导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人是什么？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

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这世界是否有神、绝对真理、不变

的道德标准存在？

也因此深深影响了辅导员如何分析寻

求辅导者所面对的问题，并且提出怎样的

建议和劝勉。

举例来说：假设辅导员A是无神论

者，也认为道德标准并非绝对，而是根据

不同文化与时代的多数意见而定。对他而

言，堕胎与否就没有道德对错可言了。再

者，若他认为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快乐、

追求自我实现，整个辅导将会朝着“以受

辅者一生的自我实现”前进。在这状况

下，腹中的胎儿极可能被视为一个拦阻和

累赘，为了母亲的“益处”需要被铲除。

另一方面，辅导员A也极可能认为让这孩

圣经辅导与

各位妈咪，我有件事想询问你们的

看法。我目前怀孕4个月，男朋友已

经离开我了，我想他是不会回来、为

宝宝负责任的。上星期产检的时候，

被医生告知宝宝有90%可能性患有

唐氏症。我在考虑是否把宝宝拿掉…

我自认没办法照顾他/她…而且生下

来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又要一辈子

受苦，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康生

活，宝宝来到世上简直是一生受罪。

可是，我又舍不得…心里好痛、好

烦、好孤单…妈咪们，我该怎么办才

好？1 

引言

某脸书群组中突然出现以下贴文：

子出生在破碎家庭、面对一生无法医治的

残疾，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更加强了选择

堕胎的合理与正确性。

请问，圣经辅导员当有的心中坚持是

什么呢？

圣经辅导建基于圣经所启示的人论

圣经辅导——即合乎圣经、尊崇圣经

为最高准则的辅导——必定是牢牢地扎根

在圣经所教导的人论之上。若辅导

的目标是帮助引导受辅者回归到

【正常】的生活轨道，那么我

们对于【正常】的定义就是

攸关生死般重要了！

有“精神科与心

理学的圣经”之称

的DSM手册，对于

一个人正常与否的

界定，主要在

于这个人是

否还能够一

如往常地执

行他每天的

生活功能。 2

意思是，若一

个人脾气暴躁、

1 以上是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 其中一个例子可参考DSM-V如何定义“忧郁症”：To receive a diagnosis of depression, these symptoms must cause the individual 

clinically significant distress or impairment in social, occupational, or other important areas of functioning. 取自：https://www.psycom.
net/depression-definition-dsm-5-diagnostic-criteria/

上帝的属性

2018年毕业于台北改革宗神学院

旧约兼圣经辅导硕士

新手妈妈

陈希仪

6

辅导
专题



辅导
季刊

8

正道培训中心    第10期    5月    2019年

9

有看色情网络的习惯，只要他依然能够一

如往常地与人交际、把工作做好、有清楚

的思绪、没有自杀的倾向，这人依然是正

常的。唯有当他的坏脾气和色情网络瘾发

展到影响他的日常操作时，才被视为需要

解决的问题。这与圣经对【正常人】的看

法背道而驰。

何谓上帝眼中的【正常人】？
2 7神 就 照 着 自 己 的 形 像 造 人 ， 乃 是

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28神就赐福给他

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

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

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

一27-28

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就定下了何谓【

正常人】。一个【正常人】乃是拥有上帝

的形象的人。形象的概念其实不难。翻一

翻你的全家福，又或者是上谷歌搜寻一

下“明星亲子”，你一定察觉：每个孩子

身上都有亲生父母的影子，换句话说，每

个孩子或多或少都一定会像自己的亲生

父母，以致于看到这孩子就好像看到他的

父母。圣经告诉我们在万物中唯有人类拥

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是上帝形象的承载者

（image-bearer）。因此，【正常人】的定

3 叶提多牧师（博士）（Rev. Dr Timothy Paul Yates）是台湾改革宗神学院现任教务主任，也是圣经辅导硕士的主要教授。以下
关于上帝的属性的内容摘自他的新书Foundations: God’s Glory As An Integrating Perspective On Reformed Theology（中译《「神的
荣耀」作为改革宗神学整合视角基础》，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17）。

属祂的子民，祂以无所不能的祝福面待他

们：不仅创造万有（耶三十二17），更用

祂的大能使万物持续正常运作（来一3）

，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之人无论从顺

境或逆境都得着属灵益处（罗八28—30）

。对于抵挡、拒绝祂的人，祂以无所不能

的咒诅面待他们：用祂无以伦比的能力来

败坏所有敌对势力，正如从前追赶以色列

民的法老王、追杀大卫的扫罗王以及想除

灭婴孩耶稣的希律王，三人的计划至终都

以失败、蒙羞收场。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神。祂创造空间， 

因此不受空间限制（申十14；诗一百三十

五6）。对于属祂的子民，祂以无所不在

的祝福面待他们：永远与他们同在，并且

藉着祂的同在来祝福他们。对于悖逆、不

信的人，上帝的无所不在是一种咒诅：因

为他们无论往何处去，都无法逃避上帝的

审判（摩九1—4）。洪水事件、所多玛与

蛾摩拉的毁灭、甚至顽固的先知约拿受神

管教，都让我们明白这事实。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祂是一切知

识与真理的源头，祂满有智慧（罗十六

25—26）。对于属祂、寻求祂的人，上帝

以祂的无所不知来祝福他们：祂完全认识

自己的羊，也乐意引导他们认识真理，将

智慧赐给他们。对于顽梗、不悔改的人，

无所不知的上帝任凭他们留在无知和虚妄

中（提后四3），任凭他们听信撒旦的谎

间的基督徒大概不会对此感到陌生。至

少，我们可以在诗歌中学习到：上帝是全

能的、智慧的、慈爱的、满有怜悯的、夕

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公义的、圣洁的…诗

篇也教导我们：「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

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诗一百5）

我 个 人 从 叶 提 多 博 士 对 上 帝 的

属性的教导与整理获益无穷。 3叶博

士以一颗钻石来比喻上帝的荣耀，而

钻石闪闪发亮的不同切面则比喻上帝

的不同属性。叶博士将上帝的属性归

纳为八个：无所不能（ omnipotent）

、无所不在（ omnipresent）、无所不

知（ omniscient）、无所不有（ omni-

sufficient）、无所不信（omni-faithful）、

无所不和（omni-harmonious）、无所不时

（omni-historical）、无所不

圣（ omni-holy）。

而每个属性都

有上帝的

祝 福

面与

咒诅

面。在

这里略略分享

前三个，也是大家最

熟悉的。

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对于

义是：活得像神，活出上帝的性情，使万

物和身边的人看见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

在万物中是上帝的代表。为此缘故，圣经

告诉我们，人活着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

那位创造我们、将祂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

的上帝（林前十31）。

人活着若不认识神，也不愿意活出

上帝的样式，这一辈子就白活了。如同一

个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冰箱的冰箱，以为自

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制柜子，单单满足于

收藏干粮、碗碟杯盘。因为插头从未与电

源连接，所以从出厂直到被丢弃的那天，

它从未发现自己原来拥有保鲜、冰冻的功

能——与普通木柜子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这多么可惜啊！

合乎圣经的神论（The Doctrine of 

God）是人论的基础，是圣经辅导的奠基

石，是【正常人】的标杆。因此，若要活

出荣耀神的生命，若要藉着圣经辅导帮助

他人活出荣耀神的生命，好好地认识上帝

的属性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三一神的属性

认识上帝的属性就是认识上帝的性

情、了解上帝的性格，相等于回答这个问

题：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在教会一段时

辅导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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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约十26），使他们不认识真理（赛六

9—10）。

也许你会疑惑：上帝无所不在、无所

不能、无所不知的属性是何等超越我们，

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类怎么可能效法呢？

道成肉身的基督在人性中

彰显神的属性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

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一18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

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来一3a

三一神的第二位格——圣子耶稣基

督——曾经披上人性，来到世上，成为

人。耶稣基督在世上活出了上帝心目中完

美的 【正常人】样式——他没有犯罪，也

完美地体现上帝的属性，荣耀他的父。他

是真正、唯一的完全人。他是上帝最完美

的形象。他的一生似乎是在告诉我们：看

哪！这才是人当有的样子！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完美地体现出

上帝无所不能的属性。他没有失去他的神

性，因此四福音记载耶稣依然有能力掌管

大自然。耶稣也善用他的能力来帮助、祝

福有需要的人，例如使瞎子看见、瘸腿行

走、麻风病者痊愈。此外，耶稣虽然满有

能力，却从不用这能力来成就自私的益

处。在旷野受试探时，他拒绝把石头变成

面包（太四1—4）。在十字架上受苦、被

讥讽时，他拒绝自救、自我辩护、从十字

架上下来（太廿七52—54）。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完美地体现出

上帝无所不在的属性。耶稣因为披上人

性成为像你我一样的人，而暂时受空间

的限制。然而，他的降生却实现了上帝极

宝贵的应许：以马内利（Immanuel），神

真实与人同在，住在人中间（赛七14；约    

一14）。在世时，耶稣与神的百姓一起敬

拜、守安息日（路四16），他也寻找失丧

的人，与罪人同在（路十九10），把天国

的福音带给他们。对于那些心怀不轨、刚

硬不信的人，耶稣不把自己交付他们（约

二24）。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完美地体现出  

上帝无所不知的属性。耶稣因为披上人

性而需要在智慧与身量上如同我们渐渐增

长（路二40、52）。他殷勤、认真学习圣

经，也乐意降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他如

同先知，对人正确地讲解上帝的道，把经

文活用在生活处境中，并且纠正错误（太

五-七）。对骄傲自大的人，他以比喻隐

藏天国的福音，任凭他们听不明白（太十

一25，十三14—15）。

说到这里，你是否略略看见上帝的属

性，藉着耶稣基督的人性展现出来时，开

始与我们的生活更有关系、更靠近了呢？

圣灵的工作的必要性

若只谈到这里，基督徒生活就与其他

宗教的道德教育毫无分别了——只不过是

在效法对象和经典上有差异：我们效法基

督，佛教徒效法佛陀，回教徒则跟随先知

穆罕默德……但事实并非如此！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最根本的差异在

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靠自

己绝对没有能力效法基

督、活出上帝的样式。

我们若想要靠自己的意

志力、积极想法、正能

量、纪律，我们注定

失败。为什么呢？因

为自从始祖亚当与

夏娃犯罪堕落以后，这世界已经不再有【

正常人】。

10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

也没有。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12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

的，连一个也没有。——罗三10-12

12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

是从罪来的；於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

人都犯了罪。——罗五12

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2那时，你

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

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

子心中运行的邪灵。3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

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著肉体和心中

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

样。 ——弗二1-3

按照圣经中【正常人】的标准，我们

一出生就不正常，因我们是罪人（诗五十

一5）、是灵性死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会自然认同活着的目的是荣耀神、

效法基督；相反的，我们会感到讶异，为

什么我不能为自己的荣耀而活？为什么我

不能自己选择成为我想成为的样式？为什

么我没有主权主导我的一生？我们也看不

见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有何价值。

耶稣基督在世上过的完美生活不仅是

为了成为我们的榜样。更重要的，他的完

美生活是代替我们而活的。他在上帝面前

获得了100%的成绩单，然后把这成绩单白

辅导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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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赐给凡信靠他的人，与我们那惨不忍睹

的烂成绩单交换，代替我们接受我们当得

的刑罚和咒诅，使我们藉着恩典、因着信

被上帝接纳 （约三16—18；弗二8—9）。

不但如此，耶稣也赐下圣灵住在我们

心里，为我们进行“换心脏手术”——除

去被罪捆绑的石头心，以

柔软的肉心代替（结三十

六26—27），把上帝的律

法写在我们的心版上（

来十16），使我们得着

能力也甘心乐意地

爱慕、遵行上帝

的话，为上

帝的荣

耀而

活 。

我们这

群 被 救 赎

的人，在基督

里、靠着圣灵，

已 经 有 了 新 生

命、【正常人】的

生命。这生命还要继

续成长，直到见主面那

日（腓一6）。

正如保罗所说，我们

既然是藉着上帝的恩典被

救赎、被改变，往后的日

子，我们也一样是藉着恩典、靠圣灵的能

力——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学习活得越

来越像耶稣基督。基督徒生活的成长之路

因此少不了勤读勤听神的话、常常祷告、

与众圣徒聚会，来支取上帝已为我们预备

的恩典。

圣灵把上帝的属性传递给我们 

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学习效法耶稣

基督所体现无所不能的衍生属性。我们虽

然没有超自然能力，但上帝却赐给我们各

人有不同的恩赐、才干、专长。我们应当

学习成为能力的好管家，常常思想：我可

以如何妥善地使用神所赐的能力，以至于

身边的人得着祝福、上帝得着荣耀？能言

善辩的妻子若是好管家，就会用这能力在

尴尬场面帮丈夫解围、尝试说服丈夫远离

试探与罪恶；若是恶管家，就会用这能力

在众人面前数落丈夫，使丈夫无地自容，

甚至说服丈夫远离神。善于交际的人可

以使用这恩赐在关怀教会中的新朋友和软

弱的肢体、接待远方而来的客旅，使人感

受到上帝家中的爱和温暖；相反的，这能

力也可能被滥用来操控人际关系，害人利

己。

除此之外，我们也当求圣灵帮助我们

效法基督约束自己的能力。举例来说：上

帝若赐给我们能言善辩的恩赐，在面对别

人无理的谩骂、语言上的攻击时，我们是

否乐意选择勒住自己的口舌，暂且忍耐，

在适当的时候、以非血气的方式回应对方

呢？我们是否乐意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反

倒思考如何挽回这位犯罪的人呢？能力越

大，所面对的试探越大。

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学习效法耶

稣基督所体现无所不在的衍生属性。在婚

姻中，夫妻应当学习享受彼此同在，尽量

避免长期聚少离多的生活模式，免得给魔

鬼留地步（林前七15）。在亲子关系中，

父母亲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迪斯尼旅

游、不是电子产品、不是最棒的教育（虽

然这很重要），而是有品质的陪伴。父母

亲应当学习享受与孩子同在的时光，有品

质的陪伴意味着放下手中的忙碌、放下手

机，用心与孩子交流、观察并理解他们，

积极主动维持关系。关于【与人同在】这

方面，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习如何成为“入

世但不属世”的人。耶稣给门徒的使命并

不是从世界抽离（约十七15），而是积极

将天国的福音、悔改与赦罪的道带入这不

信的世界（太廿八19—20），但我们依然

要谨记自己被分别为圣、是天国子民、作

光作盐的身份。我们有责任与需要福音的

人同在，透过分享福音来服侍他们、祝福

他们。但，我们要谨慎保守自己，不与他

们有罪的生活形态有份。

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学习效法耶

稣基督所体现无所不知的衍生属性。我们

虽然不能预知未来，但我们可以在生命的

每个分叉路口做出智慧的选择，成为智慧

之子。「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

至圣者便是聪明。」（箴九10）智慧始于

敬畏神。敬畏神始于正确地认识神。正确

地认识神，并无他法，唯有透过认真地研

读上帝的自我介绍——圣经。让神的话充

满我们，引导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

陶塑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越来越按照上

帝的思想来思想。愚昧人的愚昧在于永远

卡在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自高自傲的

框框。智慧之子则学习靠着神的话学习分

辨真假知识，提防属世的各种歪理与迷思  

（弗五11；西二8）。

总结

上帝的属性是基督徒生活的标杆，也

是每位圣经辅导员要指引人到达的方向。

这是一生的功课。但愿我们一起学习，靠

着圣灵的能力，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

督，渐渐活出荣耀神的生命。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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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罪人呢？那不是瞎子领瞎子吗？感谢神，将我们这偏行己路迷失的、作恶心刚硬的、

不寻求神的，一个一个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装备我们。圣经辅导员之所以能够服事

神、关怀劝解人，唯独神的恩典，是祂施恩怜悯救赎我们。唯独神的恩典，我们这不配

的人，即成了软弱的器皿得着从神而来的能力有机会事奉祂。

圣经辅导关乎人生命的改变，我们相信唯独耶稣基督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身为一

个传扬恩典的福音工作者，圣经辅导员所传讲的福音就是神在基督里，不但赐给我们将

来永生的盼望，以及当下生命的更新；圣经辅导员竭尽所能帮助被辅导者的生命在基督

里得更新变化。圣经辅导员必须了解人真实的生命和神在基督里的怜悯。福音书中记载

主耶稣开门徒的心窍时，他们才得以明白圣经，祂对他们讲解关于祂自己的恩慈。圣经

就是在讲述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救主」、「主」的事。所以，辅导若要真

实、合乎圣经又有益处，就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耶稣的福音是圣经辅导的基础。辅

导若是没有耶稣，无论技巧多高明，都是不智的。圣经辅导是建立在上帝的作为和话语

上，这辅导本身是满有恩典的。

当我们倾听神的话语时，圣经就装备我们，让我们以祂洞察人心的方式，用真理去

劝导别人。耶稣要人来面对祂，藉此使他们能面对自己。祂在爱中进行这个工作，祂光

照人、赦免人并使人得释放；而不是定他们的罪。圣经辅导传递一位满有恩慈的救主所

赐予的恩典信息。辅导者要忠实地传递这个信息和这位救主，就必须实际体现与这信息

相称的方法。

1. 有真诚和温柔的好奇心：去探索另一个人的真实生命。

2. 在爱里坦诚相对：以真实、坦白、个别、和造就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3. 有谦卑的态度：愿意去学习以及承认自己的无知和错误。

4. 勇敢地说出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

5. 依靠上帝：将自己藉着祷告胜过罪和难处的经历告诉别人，帮助他们胜过他们的

罪和难处。

6. 有智慧：真心去关照一个人的福祉，并注意时机、语气、用辞和当时的需要。

7. 有温柔：面对人的挣扎时，表现出一种恭敬的恻隐之心。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创六5）

	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王上八46）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

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

有。(诗篇十四2—3)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

呢？（耶十七9）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赛

五三6)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

荣耀。（罗三23）

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

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弗四

18)

如圣经所叙述，这就是世上每一个人的境况。

圣经辅导的过程，是一位蒙恩得救的罪人辅导、指

引另一位蒙恩得救的罪人。罪人怎么可能指引另一

预备
成长成长

与

我们真有能力去辅导另一个人吗 ?

满有恩典的辅导方法

圣经辅导员的

杨丽真

2013年毕业于台北改革宗神学院
圣经辅导硕士

古晋恩典浸信会辅导主任兼传道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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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权柄：传达上帝自己的话语和呼召、祂的应许和命令。

9. 有仁慈：展现造就人的意图。

10. 能务实：不因丑陋、痛苦和邪恶而退缩。

11. 能坚持到底：愿意回到那重要的问题上。

12. 有勇气：不受威赫，不心烦意乱，也不为取悦对方而改弦易轍。

13. 有弹性：能应对人们生活中变幻无穷的情况。

14. 能慷慨地舍己：愿意进入他人的罪和悲痛里，愿意与他人同担挣扎和挂虑。

15. 有牧者胸怀：主动去建立关系，而不是等候人来寻求帮助。

16. 能忍耐：它之所以成为爱的第一个定义，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生活总有缺憾，

麻烦总是接踵而至，也没有人的生活是天天美好的。

在众多跟随者当中，主耶稣亲自选派要作祂代表的12个门徒，他们都是极其平      

凡的人，但基督却藉着他们来推动扩展神国的策略，而不是靠那些喧哗的群众。主耶稣

选择12个软弱的人作为推展神国事工的媒介，而不是借助群众势力、军事力量、个人魅

力或公关活动来成就祂的计划。主耶稣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

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

里。」（路十七20—21）神国的扩展，「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

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亚四6）

耶稣召聚门徒、任命他们为使徒，他们绝对不是

游手好闲，而是作全职的学生、学习者（门徒），

在接下来的18个月的生活当中，他们忙于接受非

常密集的训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神学院教育。

他们有基督亲自教导他们圣经和神学，给他们敬

虔生活的榜样，教导他们如何祷告、如何饶恕

人、如何谦卑的彼此服事，并且在前面作他

们的榜样，一边聆听祂的教导，一边向

祂提出问题，观察祂如何与人来往，并在各样情况下享受与主之间的亲密团契。祂给他

们服事的机会，并给予指导，然后差遣他们出去完成任务；祂亲切的鼓励他们，慈爱的

纠正他们，耐心的指导他们。

 从十二门徒中，其中一位叫安德烈。圣经谈到安德烈时，几乎都显示他乐意在幕

后作有效的服事，不求成为别人注目的焦点，也不恨恶那些在众人注目下服事的人。他

显然乐于按着神所赐的恩赐和呼召来做他的事，也让其他的人按着神给他们的恩赐和呼

召去做他们的事。从福音书的记载中，我们可观察到安德烈明显的特征：他能了解和一

个人作朋友，再把他带到基督面前。他的服事属于一对一的方式。

安德烈的服事正代表那些默默地卑微服事的人。他不像彼得、雅各和约翰，让人印

象深刻的柱石。他是比较卑微的石头，是极少数愿意退居次为作配角的人，只求把工作

做好，倒不在乎自己被隐藏起来。就我们所知，安德烈不曾在群众面前讲道，他没有设

立任何教会，没有写过书信，使徒行传或任何其他书信也没有提到他。安德烈一生活在

比较有名气的哥哥影子下，一辈子服事他的主，最后面临与主相同的命运，但他仍忠实

不二，竭力领人归主，直到生命的尽头。

事实上，圣经并没有记载安德烈在五旬节后的情况，不论他在初代教会扮演什么

角色，他一直都居于幕后。有传说他把福音带到北方，最早的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说安

德烈去到辛西亚城邦(Scythia)。最后，他在希腊南部的亚该亚被钉十字架。根据史料记

载，他带领一个罗马省长的妻子信主，这件事让省长非常恼怒，他要求妻子放弃对耶稣

基督的信仰，但遭拒绝，于是下令将安德烈紧紧地绑在十字架上，目的是要延长他的痛

苦。在安德烈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两天，他仍然鼓励路过的人要转向基督以得救赎。安

德烈很凄惨吗？不，他是特别蒙福的人。他是第一个听到耶稣是神的羔羊的人，是第一

个跟随基督的人，是核心门徒中的一个，与基督非常亲近，他的名字会和其他门徒的名

字一起刻在永恒之城耶路撒冷的基石上。最重要的是，他享受终生的特权得以一辈子做

自己喜爱的事，也就是带领个别的人归主。

感谢神，圣经辅导员很多时候就像安德烈一样的人，他们是忠心但默默的服事。他

们用不起眼、却需要自我牺牲的恩赐来为主成就最多的工。虽然没有得到很多赞赏，但

他们无所求，只想听到主对他们说：「做得很好，我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藉由安德烈

所留下来的榜样，让我们看到果效的服事中，微小之事往往都有它的价值，诸如个人、

不起眼的恩赐、和默默无闻的服事。神喜欢使用这些微小的事，因为「神却拣选了世上

平凡的人，不平凡的呼召：安德烈留下的榜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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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辅导者必须是重生之人。从死亡中得新生命，这是圣灵全能的工作。唯独因圣

灵而生命得改变之人，他才能见证福音改变人的大能，并鼓励别人作改变，并在与神的

关系中成长。唯有圣灵内住的人，才晓得如何正确运用圣灵的宝剑（圣经），也帮助别

人明白圣经，活用圣经。

若没有圣灵的引导使人明白圣经，辅导工作便无法进行。在搜集被辅导者资料时，

辅导员需要圣灵的帮助，才能从各种线索中正确了解被辅导者的实际情况。在帮助被辅

导者的过程中，辅导员必须持续仰赖圣灵。被辅导者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在于他对圣

经原则的了解和应用到何等的程度。唯有圣灵能提供持久改变所需的洞察力、动机和能

力。因此圣经辅导就是圣灵的辅导，圣经辅导员重要的职责必须祷告圣灵在被辅导者的

生命里动工；同时也祷告自己能在服从圣经和学习神的话语上成为好榜样。

当代辅导工作中，若不是以神为本的辅导模式，就必定是以人为本的、不符合圣

经的、不荣耀神的辅导理论。当人们高举自己时，就无法逃避残酷的事实，就是因对神

的叛逆而付上灵魂被永远毁灭的结局。唯独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不是。人类灵魂

最深处的绝对必须，是将神配得的尊崇、荣耀、颂赞归于祂，信靠顺服祂圣洁的旨意而

活。

圣经辅导员必须以神的眼光来看待生命的一切事物。无论是辅导员或被辅导者的生

命中，没有一件事与神无关。圣经教导我们，神掌管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面向，都是要

使祂自己的荣耀、使我们得益处。圣经辅导员必须持续有意地委身于单单荣耀神，以此

来装备自己、提供指引，并劝导被辅导者。总而言之，圣经辅导员所应当抱持的态度，

须如圣经所教导的，内心单单渴望高举神，「神荣耀的名当称颂直到永远。愿祂的荣耀

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诗篇七十二19）

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

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

也不能自夸。」（林前一27—29）

圣经辅导员当谨慎，别因忙碌的工作使得个人的学习有所止步不前，人在世上所学

习和明白的是极其有限。智慧在哪里？智慧的财宝在何处才能寻到？智慧就藏在基督里

面；神的话语、神的道启示给我们，而我们则以信心接受。这智慧，不使人骄傲，不使

人虚浮空虚；这智慧也不是为了供我们娱乐，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是求知欲。

这智慧，教导和鼓励罪人来敬畏神、离开罪恶、认罪悔改、信靠主；而不是使人凭着自

己的野心和骄傲，雄心勃勃地想要靠着自己去解决生活、生命中一切的难题。唯独神的

话语（圣经），我们得以认识神，透过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有得救的智

慧。离开圣经，辅导员就无法向人指出永生之道；离开圣经，辅导工作毫

无根基和方向。智慧的圣经辅导员，必须勤读神的话语、聆听神的

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实践神的话语；这才能有效地应用

在辅导的各样情景当中。

唯独圣灵

唯独神的荣耀

唯独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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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到“事奉”这词汇，你会先想到

什么？你是不是立刻想到你在教会所做的

服侍或是你所分配到的任务？或是你在教

会里所参与的团契？

很多人认为“事奉”是教会的活动

或是职责。有些教会会有这样的传统，即

鼓励所有信徒参与教会事奉，就算是你的

年纪还幼小。教会在我们年幼时就教导我

们，无论这服侍多么微不足道，像是排椅

子或扫地，只要是出于一颗乐意的心来服

侍，神都会喜悦我们的事奉。

这样的文化带给教会许多益处。它会

鼓励每个人都负起责任，鼓励信徒更加自

动自发，提升自愿参与的精神。但是如果

我们对事奉的观念，只局限于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就远离了圣经对事奉神有更为深

刻与丰富的意义。

著名的神学家巴刻（J.I. Packer）在他

其中一本书中，对现今教会缺乏敬虔与圣

洁上的追求的现象表示悲哀。他列出了许

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繁多的活动。现今

许多基督徒用各样的忙碌与繁多的活动来

取代信徒追求圣洁与敬虔的义务。其实，

极度繁多的活动是一种偶像崇拜以及自以

为义的行为。我们告诉自己，只要我们在

教会忙忙碌碌，那么我们就是一位更加有

价值的基督徒。神看我这么努力的服侍，

必定会接纳我。如果我们达到这样的状

态，我们便是夺取了神的荣耀。我们已经

不再单单投靠耶稣基督的义，而是靠着自

己的行为。

圣经对事奉有怎样的教导？首先，我

们当知道“事奉”在圣经里的意思是“敬

拜”。这词汇原本是用来描述祭司以及利

未人在圣殿里的工作。在旧约时期，神的

百姓是不能直接敬拜神的，透过祭司们就

作为百姓中保，向神献祭。但是今天藉着

基督，我们能够在神的殿中“事奉”那永

生神。这表示，我们可以直接敬拜神。

敬拜真的这么重要吗？是的，敬拜

是那么的重要，以致神牺牲他的爱子来洁

净我们，使我们与他和好，以便我们的敬

拜能够被神接纳。这理由很简单。敬拜神

是必然的，因为神是荣耀的。唯有他配得

敬拜，他所做的一切反映他的荣美。一切

的创造物都述说着上帝的荣耀（诗十九  

欧宗翰

毕业于马大机械工程系，专业工程师。

吉隆坡正道培训服务中心负责人。

八打灵北区福音中心的理事。

2017年按立为八打灵北区和首邦2福音中
心长老。

委身维护圣经无误，宣讲纯正福音，恢复
以圣经为本的辅导与牧养。

1—6）。因此，人身为神形象的持有者，

人的被造理当仅仅为要敬拜神。我们藉著

敬拜荣耀神，反映出神真实荣美的形象。

当我们默想神的话语时，我们的思考能力

得以发挥其最大的用处。当我们唱诗赞美

神，我们的歌声便是最为美妙。我们在神

的恩惠里享受神的同在，这岂不是在最丰

盛的生命吗？

我们应当经常提醒自己，敬拜是最基

本也是最重要的事奉。身为罪人的我们常

常悖逆。我们不愿意将神应得的荣耀与感

谢归于神（罗一21）。按照我们的本性，

我们更倾向于自我崇拜。我们在教会从事

各样的活动，不是讨神喜悦，而是自我取

悦。这是我们必须抵抗的试探。

如果“敬拜”是我们最基本也是最重

要的事奉，那么崇拜聚会，应当成为教会

众多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参与集体敬拜

不仅仅是最基本的事，它同时也是每个信

徒在教会里最重要的“事奉”。

我们如何在敬拜中“事奉”神呢？

我们应当做什么？从某个程度来看，敬拜

是属于“非活动型的”。意思是，当我们

敬拜的时候，我们卸下各样的顾虑和工

作，得着安息，以便能够专注地敬拜神。

神用六天创造万物，一天安息。在安息的

日子，教会聚集，不做任何的事，单单敬

拜神。我们唱诗赞美神，我们思想他奇妙

的作为，我们崇拜他，我们感恩并且奉献

更

事奉
美

译

黄麒俊

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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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我们向他说话，我们听他说话，我

们立志听从他。敬拜神的意思就是我们俯

伏在他面前，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

上。有一天，当我们脱去了地上的责任和

劳苦时，我们将会在天上敬拜—在永恒里

荣耀与敬拜我们的神。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只要我们还在

世上，敬拜便是一个备具挑战的服侍。敬

拜要求全会众全体参与。我们必须持续与

我们也属于彼此。因为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敬拜神。单单这个原因，

就足够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对每个信徒而言，没有任何的职责与活动比教会固定集体的

敬拜来得更重要。 

自己飘荡的思绪挣扎：唱诗的时候要跟着

诗歌的歌词；安静的时候，要有纪律地默

想，我们必须顺从圣灵的带领。因此，在

敬拜的服侍里，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好叫我们的敬拜蒙神喜悦。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看重敬拜，并不

会带给教会太大的果效。有些人可能会认

为，我们应当多离开教会的四面墙，多多

接触外面的人。花时间派发福音单张，岂

不是更加实际能够带来教会增长的机会

吗？这样的想法其实误解了敬拜的实意。

真正的敬拜会苏醒人心。敬拜不断地提醒

我们，神是神，而我们是属于他的，敬拜

会鼓舞信徒忠诚地工作。敬拜让信徒对神

产生信靠、尊崇与仰赖的心志。敬拜激励

与更新我们的灵性。当我们颂赞神的圣洁

与慈爱，基督的工作（他的受死、复活与

再来），我们就在用诗歌宣讲福音。敬拜

或许让人觉得它缺乏服侍意义上的作用，

但是真正的敬拜，绝对不可能没有任何果

效。荣耀神的敬拜必然会造就信徒，也会

向世人传出福音的信息。

所以，如果你因为教会没有在下周主

日委派你参与敬拜的服侍，心中开始纠结

于下周要不要来教会敬拜，我劝你打

消这个念头。神要你重视敬拜。我

们来敬拜不是因为这次你有份

参与敬拜的服侍；我们来敬

拜是因为我们属于神，而

阅读回应

欧宗翰长老这篇讲道的讲章，有实际的辅导应用。基督徒来寻求辅导帮

助，其中的课业，就是不要停止聚会敬拜神。（来十25）真实的敬拜，带

来神的安慰，帮助基督徒在问题当中，深知自己在神的应许里，是神救赎

的圣约子民。免得我们在困难中，把眼目心思单单注目于我们的问题，

作茧自缚，在问题中孤立无援。神可以在每个信徒的身上做个别改变

的工作，教会里集体的敬拜，更是神救赎作为里更宽广的一部分，

藉着真实的敬拜，神带领属他的人在敬拜中共同经历神的安慰、修

复与更新。在敬拜中，使我们再次与神连接，也与其他的信徒连

接！

                                                ~ 王福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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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教导，给教会的牧者设立了什么榜样？

腓立比书一共有四章。腓立比的教会在保罗的心中有一个重要的

地位。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大概是写于主后62年，当时保罗被囚

禁于罗马的监狱，是保罗四封监狱书信之一。教会的产生，完完全全是

上帝的手所作成的。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与西拉的计划本来要到

亚细亚讲道，但圣灵却阻止他们，在患难

中给他们马其顿的异象，带他们越过每西

亚，把他们带到特罗亚，坐船去到腓立

比。保罗与西拉认定是神的旨意，就回应

神的呼召。

腓立比书一12—26描述保罗作为牧者

的人生目标与事奉的特征，我把它规划成

以下的三大重点来思考与学习：

第一、保罗的生命与事奉是以基督

为中心的生命与事奉。腓立比书一20—        

21，保罗认定他的生命与事奉，无论任何

处境，他认为是次要的，而是要人看到基

督的形象在他的生命里显大。保罗在大马

色的路上蒙主光照，耶稣基督亲自寻找，

本来与基督敌对的保罗，拿着文书要捉拿

基督徒的他，因福音的作为，生命全然翻

转。这是蒙恩典的罪人对主的回应，生命

不再羞愧，而是放胆，传扬主道，或生或

死，为让基督照常显大。

第二、保罗的生命与事奉是以福音

为焦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可以在逼迫

中，却看见神自己的护理在其中。腓立比

书一12，保罗因福音落在监里，却看见福

音被广传，主内肢体因保罗的榜样，信心

加赠，更无所惧怕，火热传讲福音，在罗

马的监牢里的御营全军与其他的人更知道

保罗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而被捉拿。即便面

对外来的逼迫以及内在的妒忌纷争，增加

他的痛苦，但因看见纯正的福音，在腓立

访谈者

王福娟

受访者

林约瑟

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著作的书信。这封书信一开始，保罗就表

达他对腓立比教会的感恩，特别他们在福音事工上参与，忠心地支持保

罗传道的事工，并乐意为基督的缘故与保罗一起受苦，使保罗的服侍得

着激励，深得保罗称赞。辅导室访谈槟城恩信生命堂长老林约瑟，应用

腓立比书对教会的教导，安慰在艰难服侍道路中的牧者，同时也勉励教

会里的肢体，如何合宜协助牧者，走过生命的低谷，彼此建立，共得福

音的好处。

比被传开，使保罗得以欢喜，看到福音为

他生命与服侍的中心焦点。

第三、保罗的生命与事奉是以他人

的需要为关注。腓立比书一22—24，从

主对末日的应许，保罗也渴慕并情愿离开

世界，卸下世上的苦难、劳苦、失败、

罪恶、眼泪，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但

他却愿意住在腓立比信徒中间，帮助建立

他们，使他们在信靠主的路途上有长进，

有喜乐。因此，即便面对福音的逼迫，以

及肢体的诬赖等苦楚，为着建立腓立比信

徒的生命，愿意留下来，舍己继续牧养他

们，在真道上成长。

保罗在腓立比书一5提及腓立比教会

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同心合意地兴旺福

音，显然地保罗与腓立比教会有亲密的团

契，这为什么重要？

上帝的恩典在基督徒成就奇妙的救

恩。我们很熟悉，保罗在腓立比带领的第

一个信主的对象，是在河边售卖紫色布匹

的妇人吕底亚，主的道开导吕底亚的心，

使她留心听保罗所说的话，她与她一家就

相信受洗，投靠耶稣基督，因相信就在家

中接待保罗与西拉。腓立比教会与保罗的

关系密切，在保罗过后的宣教旅程，往返

路途经过腓立比，显然的腓立比教会似乎

是保罗宣教旅程重要的基地。

腓立比教会关心，支持保罗的宣教服

辅导
季刊

24

正道培训中心    第10期    5月    2019年

25

与辅导
有约



侍，他们是从第一天到如今，同心合意地

兴旺福音。原文希腊文里是“koinonia”，

意思就是团契，福音把他们带到这个团契

里，他们也在保罗传福音的事工上支持保

罗，与保罗团契。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关

系。因此，有人这么说教会不是我们自己

选择的朋友，而是神为我们选择并预备的

主内肢体，神的儿女在福音里彼此成为肢

体。因着福音，神把不同的人带到教会的

团契里面。

人人的恩赐与呼召各有不同，但却

在福音里彼此团契。因此当我们愿意祷

告，或金钱支持神的仆人、传道人、宣教

士等，就是在福音里与他们团契。换句话

说，一个没有在福音里建立的团契，它的

存在是外表的，有一天很可能会疏远或者

是关系会破裂。唯有建立在福音里的团

契，这种团契才能长久。从保罗给腓立

比教会的书信，就流露出福音里真挚的团

契，腓比书一3—4保罗如此表达说：”我

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

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

求。腓立比书一7、8的下半句，保罗更表

达说腓立比教会常在他心里，更是切切地

想念他们，就如耶稣基督的心肠一样。保

罗体会耶稣基督爱教会的心，就效法基督

对教会的爱来爱腓立比教会，表达了以基

督为中心的牧者情怀。

一个牧者可以学习保罗为腓立比肢体

的祷告。保罗的祷告是希望腓立比教会的

爱心能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有多，对自己

信仰的认识，并在生活中应用，同时也在

道德伦理上有分辨是非的能力。爱心与真

理从来不能分开，知识与见识更是藉着爱

心表达出来。圣经辅导的实践也是这样，

有了神话语的供应，以爱心为本，去帮助

人。

当我们的爱心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

多而又多的时候，就能带来四个结果：第

一、能够分别是非，第二、作诚实无过的

人，第三、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第四、

将荣耀归于神。福音里的团契，带来真

实主内的情谊，更透过祷告，彼此交托扶

持，使牧者与肢体之间的生命得以建立。

我们如何应用腓立比书的教导，透过

教会的爱心奉献，实际帮助有具体需要的

牧者？

保罗在宣教工作的开始，就得到腓

立比教会的支持与帮补。在爱心奉献的学

习，从腓立比书四10—23，保罗有以下五

方面的教导：

第一、 腓立书四10爱心奉献是一个帮补的

机会。

第二、 腓立书四14—16爱心奉献是与受苦

的人同受苦难。

第三、 腓立书四17爱心奉献是在福音果子

上有份。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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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腓立书四18爱心奉献是献给神的馨

香祭物。

第五、 腓立书四19爱心奉献是神让我们经

历在基督里的丰富。

神的工人，在事奉的道路上，也会

遇见苦难，困难，仿如坠入灵性的低谷，

情绪压抑，灰心丧志的困境当中。很直接

的，我们常常会认为，这是一种信心软弱

的表现，而忽略给予更实际的帮补与协

助。

从保罗的生命，一个对布道火热心

志的人，有呼召、有负担、有异象，现在

被关在监牢里，失去自由，心中的煎熬是

难于想象的。因此，腓立比教会可以向保

罗表达爱心，奉

献支持保罗，并

在福音的服侍上

与保罗同工，这

是上帝给予的机

会，成为爱心的

使者，神使用的器

皿，递一杯凉水，帮

助在患难当中的人。我

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哥林多

传道的时候，腓立比与马其

顿的教会，就托提摩太和西拉把

爱心馈送带给保罗，让他可以专心事

奉，放下织帐篷帮补需要的工作。爱心奉

献，帮补有需要的人，这是一件美事，也

是与对方共享苦难，彼此担当。这些奉献

在福音宣教的事工上，也是有份参与福音

结果子的服侍，是神所喜悦的馨香祭物。

当我们藉着物质或非物质的奉献，来帮助

有需要的牧者，神应许要赐福供应我们，

使我们经历在基督里的丰富，一切所需要

的都充足。

最后，作为牧者，保罗对自己需要有

哪方面的操练？

腓立比书四10，保罗说他靠主大大

地喜乐，不是因为在缺乏中得到帮补才喜

乐，而是在任何情况，保罗学会了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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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妇女读书会去到雨城太平，主要是当中有些姐妹到槟城参加辅导室的

活动，知道读书会是辅导室的品牌活动，主要的目标就是透过阅读，认识真

理，建立生命。获得教会的牧师的许可后，就主动接洽辅导室，分享需要。我

们取得共识，就规划出两年（2017-2018）
，四个阶段的阅读计划。感谢神的

恩待，给我们饱尝丰富的属灵宴席。每一次的阅读，深感姐妹们的心，就像起

风的帆，满载感恩与饱足，心灵被浇灌，信心被建立，在软弱以及问题中被更

新，紧紧依靠神，面对生命。两年的时间，没有虚言空谈，也不论风花雪月，

愿神继续引领，透过阅读扎实的属灵书籍，建立与神同行的团契！

知足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神如何让我们学

习知足的功课呢？保罗在未信主前身份显

赫，拥有社经地位，是深受当时犹太人敬

重的法利赛人，但保罗生命的翻转，把过

去的种种看为粪土，为着基督丢弃万事，

因保罗认定基督耶稣为至宝。在这个学习

的过程，从经文的教导，有两个关键的学

习：

第一、神让我们亲身经历卑贱。书

本上可以描述种种有关卑贱的处境，我们

不是透过阅读经历卑贱。神是把我们抛在

卑贱的处境里。神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

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神就把他置于

卑贱的处境里，被责打苦待，至终走上十

字架的道路，成就救恩。因此，弟兄姐

妹，当我们落在卑贱的处境中，不要埋怨

自怜，神透过这些处境操练我们的生命。

第二、当我们在卑贱的处境中，要

定睛基督，与基督的心为心，思念耶稣基

督，从基督如何处于卑贱的处境去学习。

因此，保罗总结说他之所以学会知

足，就能够在任何的景况都可以知足，或

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

乏，都得着知足的秘诀，就是靠着基督而

来的力量，学会了知足。在监牢里面，完

成基督托付他的使命，他的呼召与神的国

度。领受从基督而来的力量，完成神的旨

意。

教会支持主工人、教会或福音机构，

若出于错误的心机，就常常会演变成掌

控对方，成就自己私欲的局面。或者反过

来，一个主工人、教会或机构，接受了帮

补，却心志软弱起来，妥协奉承帮补的对

象，辜负了主的呼召。这两个软弱，也得

在基督的大爱里改变更新。

保罗与腓立比教会和谐的关系，成

为我们学习的榜样，特别是促进教会与牧

者之间的关系，在爱心奉献的教导，建立

健康，合神心意的模式，彼此为福音来效

力，同得跟随主而来各样美善的恩赐。愿

神的话继续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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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神的方法解决问题》
《婚姻的蓝图》
《如何爱难相处的人》
《真理与生命：查经》
《母亲的职分》

《从西敏24章对结婚和离婚的教导》
《姻亲关系》
《离婚在你下决定之前》
《与上帝有约话亲子》
《忠实的父母》

辣椒妇女读书会

我们读过的书：

阅读
的团契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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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期待每个星期二晚上的读书会，坚

持参加每一堂阅读。每次有进度的阅读，

书中的内容都让我看到自己生命中的破

口，指出问题所在，并按圣经的原则来解

决问题。

当中让我有最大的得着是《母亲的职

分》这本书，修复了我和孩子们的关系。

从之前的无奈，到今天的盼望，老师总是

提醒我们“改变不会太迟，什么时候知

道，就什么时候开始去做。”孩子每一次

犯错，都是一次依靠福音的机会，把他们

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是神彰显他的荣耀作

为的时刻。

改变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却带给我极

大无比的盼望。

我当二十多年母亲了，一直还以为自

己做得不错。阅读了《忠实的父母》这书

后，让我惊讶看到圣经教养孩子有许多美

好，丰富的教导。这是一本以圣经教导，

实践教养儿女的好书。

以前，我只知道圣经中“教养孩

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离。”（箴言二二6）但是用什么方式或

如何教导就不得而知了。此外，我也比较

少在教会听到牧者在这方面的教导。

我教导孩子的时候，都是按照自己的

方法去做。这一路走来都是跌跌撞撞，边

做边学。但阅读了这本书后，财阀此案自

己有很多时候是与圣经背道而驰的，让我

自己打捏了一把冷汗。

感谢主，有神的护理在其中。神的恩

典何等奇妙，虽然我有很多的不足，但神

因着他的怜悯、慈爱和保守，让我们全家

至今仍然走在真道上。

○ 斐秀珠

○ 蔡美英

神的護理在其中
按聖經原則
修補破口

○ Wasabi

参加读书会，阅读属灵书籍，并按着书中的内容，回答问题，彼此

分享，帮助我更认识圣经的真理，并在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听“道”、

知“道”并行“道”。这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读书会，从圣经的教训得

劝诫，并在自己的生命里来操练。

读书会不只是增加我对圣经的认识，也让我们建立关系，彼此团契。读

书会结束后会有茶点，大家边享用茶点，继续分享阅读并生活应用的心得。

这让我有机会发挥恩赐，作点心与大家分享，有美好的团契。

每次的读书会，我都很期待。

讀書並團契

学员分享
园地

Ladies Book Study  
○ Dolly Tan

Firstly, I want to thank God for seeing the needs of His people in Taiping. Secondly, thank 

you for Mindy for “finding” Fu Chien to come, and for graciously and generously opening her 

house for this group to meet every week. Thanks to the leader at Taiping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for giving the “go-ahead” support to have this study group. Thanks to my friend Yan 

Ping for telling me about this study group.

I was apprehensive about joining the study group at first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I took up Mandarin somewhere along my working life and never really used it until I came to 

Taiping to serve the ministry for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 understand spoken Mandarin 

pretty well and can read a little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I thank God for Google-translate and 

for friends from the group who willingly translated some of the materials for me.

Why did I join the study group? In my ministry, I come across many mothers, Christian 

as well as non-Christian, who face problems in their marriage - either partly because of their 

special needs child or the special needs child add on to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ir marriage. I 

was limited by my rudimentary Mandarin and I did not have the right terminology when I reach 

out to them. Special education training acknowledges that the presence of a special needs 

child in family either breaks a marriage or makes it stronger, it does not teach us how to 

address the problem fro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How has the books helped me ? I really enjoyed the books we studied as it was done very 

systematically:

Through “How to grow in Christ” （《真理与生命》查经）I was taken back to the basics 

of Christianity and also the doctrines

The book “The blue-print of marriage” gave me an in depth understanding of marriage 

from a Christian and biblical perspective

“How to love difficult people” taught to look at myself first and see my shortcomings 

first before trying to remove the speck from others eyes”. To “take off” the ugliness in 

me and to “put on” the things that will help me to be more Christ-like. I especially like 

the book “The Faithful Parent - a biblical guide to raising a family” . It reassures me 

that the principles that I have been using when dealing with behavior modification 

is Bible based

Finally, a big thank you to Fu Chien for coming all the way from Penang 

week after week through crawling traffic and pouring rain just to teach and 

guide us. May our God watch over her, cover her in His love and protection and 

richly bless her for her selfless service.

Ladies Book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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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辣椒读书会进行了将近两年了。

每个星期二的相会，陆陆续续完成了阅读

10本书。

最后读的这本书是《忠实的父母 -- 

按圣经养育儿女》打破了我的迷思。虽然

常听到要按圣经的原则来教导孩子，但常

倾向用自己的方法，结果饱经挫折。

“不到黄河心不死”，撞到头破血流

的我才学会反思。阅读这本书，真的有久

旱逢甘雨的感觉。求神帮助我能在培育孩

子时常借镜，能够按神的心意教养孩子，

因为他们是神托付我的产业。

感谢神信实带领供应，辅导室的活动逐渐推广，与教会齐心，委身并落
实用圣经，作辅导。求神继续开路领导，与教会搭配，开办圣经辅导、门

徒培训等课程。

为6月4-6日大专圣经辅导营祷告，透过圣经话语的教导，面对成长
过程中生命的难题。

为9月14-16日古晋第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代祷，同工们同心侍奉得喜
乐，学员在课业的预备得学习。

为【人如何改变】圣经辅导培训课程代祷，向教会推广，培
训辅导同工，服侍教会。

为读书会（槟城、吉隆坡、古晋）代祷，透过阅读，生命得
建造，同得福音的好处。

定期出版圣经辅导期刊，每一年两期，祈求神供应与预备。

为同工们代祷，配合教会的需要，制定短期培训课程，固定
筹办教牧专题案例研习会。

您的奉献与参与是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您一起关怀与推动圣
经辅导的工作，神赐福。

参加读书会，我读了六本书。其中 

《忠实的父母》帮助我在面临孩子各阶段

的成长，可以按圣经的教导，有智慧与悟

性地培育孩子，在圣经对教养的教导里

头，依靠神，支取恩典与信心，扮演母亲

的角色。

辣椒读书会是一个完全按圣经真理作

根基的读书会。上帝透过读书会建立我，

用真理扶持我，帮助不应为环境而软弱，

并且让我更扎实靠着神，面对现在与将来

的生活。

以前面对问题，特别自己被得罪时，

很不经意很容易批评别人，甚至动怒，尤

其是事情不在我的意料之中。在读书会，

透过阅读属灵书籍，我才明白每个人都按

神的形象被造，改变了我对待人的态度，

至少学习不批评论断，尊重对方是有神形

象造的人。我察觉我渐渐地快乐起来，用

正确的态度面对他人和艰难的处境。

人有罪性软弱，但我依然可以信靠

一个完全的神。这神大有能力，来自神的

力量大而可畏，我意识到圣经智慧的真善

美，再也不是硬性的条规，而是体现神的

恩典和怜悯。

“凡事回到圣经，圣经有我人生一

切的答案。”这是我在读书会里最大的领

悟。

○ 李桂兰

○ 贝秀莉

聖經智慧的
真善美

智慧與悟性
的養育

○ 洪玉萍

星期二的相會

消息与代祷

辅导室的使命是「推广」圣经辅导，期盼神预备愿意委身圣经辅导的教会，与我们联
络，合作开办「圣经辅导」或配合教会需要等短期与辅导相关的分享、教导与工作坊。

「正道辅导室」欢迎
教会、机构、团体等邀约，举办各类合乎圣经教导的讲座

圣经辅导入门  基督徒婚前教育  从腓立比书学习辅导与关怀  辅导员的装备

圣经辅导专题

管教儿女管教心  青少年如何与父母相处  两性关系  教导儿童遵守主道

基督徒教养伦理  儿女教养中的律法与恩典

家庭与亲子专题

婚前辅导与婚姻辅导专题

婚姻的蓝图  步上红毯之前  基督徒性伦理  幸福家庭的根基  按上帝的设计结婚 

真爱要等待

得胜忧郁与沮丧的情绪  单身的牧养  冲突处理  单亲辅导与关怀

认识我的情绪百宝箱  《真理与生命》查经  饶恕与接纳  家庭候诊室

言语的战役  同性情欲的辅导

其他



辅导室也提供与圣经辅导议题的光碟
光碟题目 主讲人制作单位

欢迎选购

MP3

管教子女管教心
为什么圣经辅导

与上帝有「约」话亲子
圣经辅导原则与心的改变

上帝预备你结婚了吗？
婚姻的蓝图

DVD

教会惩戒

第一阶段圣经辅导培训课程

第二阶段圣经辅导培训课程

第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课程

银发族高龄关怀

残障与福音 – (英译中)

从圣经看同性恋

基督徒性伦理 - (英译中) 

教会中丧偶者的忧伤关怀

师母既女传道 - (英译中)

妇女生活与事奉- (英译中)

如何帮助癌症病患走出忧郁

性情欲的圣经辅导

如何辅导利亚 —(英译中) 

婚前辅导系列课程

失落与沮丧 系列课程-(英译中) 

「正道」圣经辅导室

「正道」圣经辅导室

「正道」圣经辅导室

「正道」圣经辅导室

「正道」圣经辅导室

「正道」圣经辅导室

「正道」圣经辅导室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

叶提多牧师 Rev. Tim Yates
台北改革宗神学院 / 圣经辅导兼教务主任

讲员：郑颖俐老师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主任

讲员：郑颖俐老师
台北FCC珍爱家庭中心主任

叶提多牧师 Rev. Tim Yates
台北改革宗神学院 / 圣经辅导兼教务主任

讲员：郑颖俐、钱慕恒、林约瑟、
          吴盈盈、王福娟、杨丽真

讲员：郑颖俐、林约瑟、
          王福娟、杨丽真

讲员：郑颖俐、林约瑟、
          吴盈盈、欧宗翰

阮懿娜、郑淑子、叶提多、郑颖俐

Stephanie O. Hubach
美国宣教会 / 特殊需求事工主任

吴道宗牧师、叶提多

Ellen Dykas
Havest USA / Women's Ministry Coordinator

谢月秋、叶提多、郑颖俐

Dr Diane M.Poythress
Wesr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牧学博士

Dr Diane M.Poythress
Wesr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牧学博士

叶提多、姜雅馨

叶提多、庄慧卉

Dr Diane M.Poythress
Wesr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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