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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專欄

與
神
相
遇
文／馬家驎 

創世記中的雅各沒有停留在古代宗教世界，相反的，他的故事
跟我們的信仰息息相關。在某種意義上，雅各的故事，成為我們的

故事。

雅各的人生，就是聽到呼召而活的人生：這故事呈現出人的一

切活動都是神聖的，人生就是一首榮耀神的交響曲，人生就是禱

告，人在一生之中，要立志對社會有貢獻，讓周遭親屬、朋友、鄰

舍，甚至陌生人得祝福。

從雅各身上，可看到一種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信仰，幫助我們活

在日常事務當中，而不是活在隱居修行和只有宗教活動的環境裡。

這一切都發生在最平常不過的環境，在卑微的、凡俗的事情

中：吃喝、睡覺、走路、尋覓終身伴侶、教養子女與日常工作。我

們看見神眷顧他一生的歷程——出生、少年、成年、離開家園、建

立事業、結婚、為人父親、回鄉尋根、成為祖父，最後告別世界。

雅各的故事帶我們經歷從母腹到死亡。

神不但在天梯的特殊顯現當中，在整夜摔角裡與雅各同在，也

在每一個平淡無奇的日子裡伴他同行。神與雅各同在是在他的家

裡，在往哈蘭的道路上，在岳父牧場的工作中，在他和其他人的周

旋裡，在他和兄長的和好上。透過雅各人生的視角，我們看見試探

和得勝、靈性的黑夜，和神的同在，怎樣出現在家居、工作地點、

路上，在我們或睡或醒的時候。

對雅各來說，這些滋養心靈的事件發生在母腹、餐桌、家居、

野外、水井旁、帳棚裡、牧場旁、河畔、城鎮、宮殿，在臨終臥床

上。雅各和我們在家園和戶外、工作和玩樂、團體或獨處時都遇見

神。透過雅各，我們不僅觀看人生，更是看進人生裡；我們不僅看

到他的人生，也看到自己的人生。

雅各表現出熱烈的愛情，不惜一切去愛一個人。他跟我們一

樣，有許多缺點、渴望、思慕與貧乏。

靈
修
小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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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神與人親切的互動，是雙方的緊追不捨，以及心靈的契合，雅

各和我們都很瞭解，神的國不是給稍感興趣的人進入，而是給不惜一切的

人進入。

真正的靈修不是偏離生活，驗證靈修是虛還是實的辦法，就是實際生

活。

我們看過雅各從母腹到死亡的故事，這是有神充滿的人生。神在最平

常不過的生活裡與人相遇，起床、吃喝、打扮、工作、人倫關係，以及跟

最親近的鄰人和家人共處的時候。神在我們出生以及臨終臥床上與我們相

遇。神又在特殊的、異常的時刻，在異象和夢境中、在夜間摔角時，與我

們相遇。然而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呢？

神的旨意是要我們變得更有充分的人性。我們要在日常生活裡跟隨

神，在街上而不僅在教會，在辦公室而不僅在禱告室。

事奉並不限於教會內，更不限於教堂內，在家庭、路上、職場和世俗

世界事奉神，達成神的旨意。除了重返伯特利、清除家裡偶像，以及向神

獻祭外，雅各的與神相遇，就發生在日常生活的脈絡裡。雅各的故事，讓

我們看到，與神相遇發生在日常時間和平凡地點，這樣的與神相遇，是整

個人生、全方位的，是屬於每一個平凡人的。

沒有平凡的生活，沒有一件事可容許我們看為沒有神。生活的一切都

充滿了意義。與神相遇，在本質上，是回應神那份尋找人的愛，這位神在

我們生活的各方面與我們相遇。與神相遇，就是對這位神有所經歷。

雅各的故事，意味著，你我不必在別的地方、在另一個家庭生活、處

於別的關係、在別的職場、在別的團體，也能與神相遇，滿有生命。與神

相遇不是留給特別的地方、特別的人，而是在生活的各方面、在日常事務

中，回應那一位尋找人的神。這樣的與神相遇，並不是使我們嚴格遵守宗

教規條，而是使我們更具有十足的人性。正如我們從雅各身上看到的，這

是一生的過程，成為人、成為自己、與神相遇，是我們所有人畢生的志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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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專欄

234期

2021年教勢

墨西哥聚會點：信徒17名。

多明尼加：有2處祈禱所，信徒97名。

瓜地馬拉：信徒6名。

厄瓜多爾：信徒30名。

玻利維亞：聚會點1處，信徒9名。

巴西聖保羅祈禱所：信徒39名；巴西福斯：1處祈禱所，信徒15名。

智利祈禱所：信徒48名，傳道1名，教員3名，學員7名。

阿根廷教會：信徒675名，長執2名，教員22名，學員62名。

全球受新冠病毒衝擊相當的嚴重，中南美地區也受到重創，加上醫療資

源短缺，受害程度非常的深，在生活上造成許多的困難與不便，也造成極大

的損失。各地政府為防止疫情擴散，均採取必要的防疫政策：如宵禁、封

城、邊境封鎖等措施，因此許多地區的實體聚會都被迫暫停。

神是靈，祂充滿整個宇宙。主耶穌教導：「你們中間有二個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那裡，有

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十八19）。因此，在

這非常時期，我們雖不能到會堂聚會，但親近神、敬畏神的心永不改變。

教會實施網路線上聚會，宗教教育學員的上課均採用線上教學。其他各

項的聖工，如神訓班、靈恩佈道會、學生靈恩會、教員進修會、領會人員講

習會等，都是透過網路進行。原前往各地區巡牧的工作暫停，改以網路的方

在這裡真好 
──中南美洲聯絡中心聖工近況

文／中南美洲聯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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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真好 
──中南美洲聯絡中心聖工近況

式與信徒聚會團契。雖然無法去教會聚會，

但是許多弟兄姐妹以敬虔的態度參與家中的

線上聚會，親近神。希望能有更多的同靈參

與網路聚會，在這一次疫情當中與神的距離

拉近。

感謝主，這些年來，全球近乎盲目的在

忙碌當中，主耶穌為整個世界踩了剎車，讓

我們在突如其來的靜止中重新自我定位，獨

自思考：一向習以為常的忙碌，到底讓我們

錯過了什麼珍貴的事，或忘記了哪些該珍惜

想念的人，從而調整自己的腳步，另立一個

起點，再一次起飛。

在這動亂不安、災難頻傳的歲月裡，不

單單只有病毒的侵害，還有各種的天災人

禍。疫情籠罩全地當然是神的作為！對我們

來說，祂降災禍，要喚醒沉醉在資訊世代中

忙碌不堪的我們；祂也藉疫情施平安，願意

讓思念祂名的人再一次學習敬畏祂，以祂的

話語來充實、安定我們的心，從新得力。

2021年短期神學訓練班自1月23日到2月

5日，開始第一次的網路神學訓練。這當中

充滿了期待，也有所擔心。起初，報名的人

數不是很積極；感謝神的帶領，最後完成報

名的正式生有13位，旁聽生有20幾位。雖是

網路課程，但是學員們仍實實在在地認真完

成傳道所安排的作業，並排除生活上種種的

阻礙來到神的面前，學習神的話語。本次神

訓班學習的主題為「信心與得勝」――因為

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

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壹五4）。

以下是神訓班 

來自各聚會點的學員感言：

智利──Felix弟兄：

感謝神讓我們能夠聚集在這裡參加神訓

班，雖然有疫情的影響，但是我們還是能一

同在網路上學習神的話語。也感謝神，賜下

美好的天氣，雖是夏天，但這兩週都很涼

爽。報名神訓班前，我曾糾結考慮是否要參

加，因為想到好不容易放假可以休息，心裡

很想參加但身體卻總是感覺疲累想要休息。

還好，感謝神，讓我可以立下心志參加。

剛開始的幾天有點小小的後悔――尤其

早上鬧鐘響的那一刻，哎呀，真的好想再

睡一會兒！現在讀經從早上9點才開始；之

前在教會讀經的時候更早，得早上7點就起

床。在家是聽鬧鐘，在教會是聽搖鈴。哎

呀！一聽到鬧鐘就要起床洗漱，真是有點不

想起！但是話說回來，雖然聽到這個鈴聲感

覺很不想起來，但還是要起來，為什麼？因

為知道要起床讀經，要聽課靈修。其實，我

們人生應該也要這樣。神訓班雖然只有兩週

的時間，有些人可能覺得很長，但是如果把

它放到生活中來看，只不過是一剎那而已。

神訓班就好像生活中那個鐘、那個鈴一樣，

我們聽到的時候可能會覺得煩，迫不及待的

想要關掉，但是關掉之後請記住――要起床

靈修，而不是繼續躺在床上睡覺。

回想整個2020年，自己在靈修上真的很

虧欠神。以前總會找各式各樣的藉口說自

己沒時間靈修。疫情之下，我們都待在家

裡，感覺上好像是有更多的時間與神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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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是找了各樣的理由讓自己看起來好像很

忙。羅馬書上說「凡事都不可以虧欠人，惟

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我們對人要

這樣，對神更是要這樣，不只在愛心上，更

是要在信心上常常覺得虧欠。不要以為自己

有聚會、有禱告就可以了，靈修是沒有止境

的，漫長的人生路就是讓我們做好這一門功

課。我們有時會軟弱，有時會懶惰，所以才

需要一個這樣的鬧鐘來提醒我們：「黑夜已

深，白晝將近」。神訓班也好，起床的鬧鐘

也罷，都是為了提醒我們要保持靈修。所以

要常常覺得虧欠，常常靈修，像童女等候新

郎一樣時刻儆醒著；也要學習像保羅一樣，

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當自己軟

弱的時候更是要想到神，想到一起聽過的

課，想到一起學過的詩歌，想到那天國永遠

的福氣，再度剛強起來，常常禱告，使聖靈

充滿！阿們！

厄瓜多爾──莊偉利弟兄： 

哈利路亞，親愛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兩週的神訓班在眨眼間就結束了，願主紀念

傳道與執事的辛勞付出，也願主紀念各位愛

慕主道的弟兄姐妹在這次神訓班期間的付出

與努力。

這期間，我們領受了多少靈糧呢？我們

消化了多少呢？願我們在神訓班結束後，

可以繼續將未消化的部分繼續消化，將主的

道豐豐富富地存在我們心中。我們是否願意

將主的道存記於心呢？是否準備好最好的土

壤，讓主的道在我們心中生根發芽，結實

六十倍、甚至百倍呢？或許我們不是道旁

的土壤，也不是淺土的土壤，但我們心中是

否長滿了荊棘，被私慾牽引而隨從世界，深

陷其中而無法自拔？任由心中的那點麵酵發

酵，最終長成稗子而不自知呢？而那點麵酵

是什麼呢？是小孩子手中的手機嗎？是年輕

人手中的遊戲嗎？是世界的燈紅酒綠和美好

繁華嗎？沒錯，這些都是，只是小弟認為，

真正難以除去的麵酵是我們不願為主受苦，

不願為主捨棄這個世界，不願撇下我們一切

所有的跟從主，甚至我們在忙碌的生活中，

抽出一點時間來敬拜主，我們都覺得捨不

得。我們是想信主，可是卻不想靠主，我們

老想著「不勞動如何生活呢？」主並沒有讓

我們不要勞動，而是要讓我們「知足」；而

我們有時候卻不知道知足，因為我們太想享

樂，更想滿足我們在這個世界的虛榮心。

主是何等的愛我們，為我們釘死十字

架，流出寶血成全十字架的救恩，把我們這

野葡萄枝接到真葡萄樹上，我們難道不應該

為主做點什麼嗎？即使我們作不了那領五千

與二千的，至少不要像那領一千的；無論任

何聖工，只要我們有願做的心，主不會計較

我們做的多與少，大與小，主只看我們是否

有一顆願做的心。所以做聖工時，不要考慮

太多，要常常禱告，讓聖靈充滿我們，讓主

帶領我們。在做聖工中，顯出好的行為來，

顯出我們的愛心，因為愛主的人一定愛弟

兄，一定愛教會，一定會把教會當做自己的

家，教會中的事當作家裡的事。弟兄姐妹軟

弱時，我們會以愛心幫助與代禱；弟兄姐妹

剛強時，我們會由衷的喜樂。教會軟弱不振

時，我們會心痛；教會興旺發展時，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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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感受到神的愛。作為一個好工人，我們

會以神家的事為大，會以主愛我們並我們愛

主的心去興旺發展教會；我們的心會被教會

的事時時牽動著，會時時掛念弟兄姐妹的靈

命成長。

弟兄姐妹們，我們來參加神訓班不是為

了佔名額，而是要做好為主奉獻的準備，

俗話說：「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以前小

弟真體會不到，總以為時間還有很多；讀

書時，覺得一年好長，一個月好長，甚至

一節45分鐘的課也好長，現在才真正體會這

句話。教會中的前輩越來越少，年紀越來

越大，傳揚天國福音的棒子遲早要交到我們

手中，只是我們做好準備了嗎？主來的日

子近了，有人以為還早，其實不是，千年在

主看來如已過的昨日，那惡僕跌倒不就是因

為他不明白嗎？所以在這末世的時代，我們

更當把握機會，用綿羊的愛心去愛每一位弟

兄姐妹與教會，去幫助引導每一位願意領受

天國福音的迷羊。只是在這當中，我們也應

當保守我們的「愛」，我們需要撇棄的是那

個「自我」。願大家都能將主的道豐豐富富

地存在心中，為主發光，為主發熱心。以此

與大家共勉，願我們大家都能同得福音的好

處。哈利路亞，阿們！

巴西福斯──沈寶羅弟兄：

感謝主，各位弟兄姐妹們平安，奉主耶

穌聖名分享感想：

這是小弟第二次參加神訓班，前幾年都

一直想來，但休假的時間跟神訓班的時間

一直無法配合。阿根廷的教會對我來說並不

陌生，每次來到阿根廷的時候都會參加教會

的聚會。感謝神，給了我這個機會參加神訓

班。之前林老師、郭執事曾問我能否參加神

訓班；郭執事在開課前的兩週1月9日，打電

話問我能不能參加神訓班，我說：「這次疫

情可能很難了，我現在人還在智利上班，巴

西疫情那麼嚴重，我還不敢回家，可能很難

參加」。結果很奇妙的，就在開課的前一

週，我得知公司專案部的宿舍有領導和同事

要回國休假，會空出房間來，便趕緊向公司

申請休假，很感謝神，領導就答應了。接著

趕快向郭執事完成報名，得以在開課的當天

從聖地牙哥總部順利地搬到專案部的宿舍

住，參加這次的神訓班。

感謝神，也感謝傳道執事們的辛勞，願

神記念他們。這次神訓班學到好多道理，知

道哪些是神所忿恨的，哪些是神所喜悅的。

當然也像本屆莊偉利弟兄和余高弟兄所說，

我們日後還要繼續消化這兩個星期所學的

一切，並把握時機做好自己的靈修。主耶穌

來的時候，可能就像網路斷線一樣，說來就

來，不會事先通知的！希望大家能將我們所

學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上，得到造就。願大家

靠著信心的去行，願神保守大家能夠勝過這

個世界！

阿根廷──林恩霞姐妹：

奉主耶穌聖名分享感想。最後一天的閉

幕式，相信每個人的心情都覺得「在這裡

真好」，有種依依不捨的感覺。神訓班也是

讓我們思考的日子，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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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但神真的賜給每個人生活及靈修上所需

用的，並且是白白的賞賜。所以我個人滿心

的感謝，感謝神的帶領，感謝為神訓班而付

出的傳道、執事，願主耶穌記念他們的辛

勞。

另外也感謝神，雖在疫情中，卻有機會

在家中透過網路來學習神的話語。神訓班

的課程讓我思考許多，體悟很多真理，藉著

「聽」得到許多：聽課――讓我們明白聖經

真理。聽傳道分享――來突破自己有限的想

法，得到不同角度的思考與感動。譬如：從

基礎信仰來對神有更深的瞭解，並堅固自己

的根基。我從沒想到，傳道在查考箴言時，

以神的位分作為切入點來談主耶穌的恩典；

還有從列王的教訓當中，作為我們奔跑天國

旅程的借鑑。可惜的是，時間有限，傳道還

有很多的感動來不及分享，難免有些惋惜。

但「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期勉回去

之後，能繼續查考未完的進度與章節，彼此

代禱，在靈性上可以一天新似一天。

見證會當中有許多同靈分享神的恩典，

其實聽見證――感受別人所感受的，再次

數算神豐盛憐憫的慈愛，更懂得感謝：感謝

神，在生活中的保守看顧，賞賜意外平安，

讓人體會主時刻同在，更知所信的是誰；感

謝神，對人因材施教，用最適合各人、不同

的經歷讓人蛻變成長，更得神喜悅，合乎主

用。

在這緊湊的兩個星期當中，每天讀經、

禱告、上課、詩頌、學員禱告會的分享，

雖有些睡意、倦意，但心靈上充滿喜樂與感

謝。沒有鞭策、沒有要求，只有自我管理與

學習，更感受到我們每個人都願意在這真道

上得著盼望與安慰。雖然每個人都得到很

多，也知道很多，但是「知道」不等於「做

到」，不表示「學會了」！神訓班不過是人

生的一個點，聖經真理的學習，不因此次課

程的句點而停止，我們要如何在接下來的路

上真正做到，或是真正超脫、戰勝人性的軟

弱，是需要靠神的能力與許多操練才能行出

來，才是真正學會！

主的羊必聽主的聲音，讓神看顧、引領

我們的每一步，領我們走天國路。求神帶

領我們每個人上山取材後，因著神的大能、

慈愛，得造就自己、造就教會，以誠實面對

人生、面對神。最後以幾段聖經節來彼此激

勵：「忘記背後，努力向著標竿直跑」（腓

三13-14）。「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

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彼此教導，互相勸

戒，心被恩感，歌頌神」（西三16）。「要

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知識、

節制、忍耐、敬虔、愛弟兄與愛眾人的心」

（彼後一5-11）。也求主幫助！願一切榮

耀、頌讚都歸與天上真神。阿們。 

結語

疫情雖然稍有減緩，但面對著無法預知

的未來，我們只能求神帶領接下來的路，使

我們知道在疫情期間各聚會點的同靈們，也

蒙神的眷顧，滿得神的恩典。也請大家繼續

為中南美地區的聖工代禱，中南美洲幅員實

在遼闊，面積約有571個臺灣的大小，超過

20個國家，因此仍有許多末得之地，期盼福

音能早日傳遍這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