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揚傳道
繼續上次〈靈命塑造〉書中，一篇題目為「靈命塑造是甚麼？」的文章。作者
迪特尼指出，僅僅知識（即使是正確的知識）是不會帶來生命改變的。因為「人
們接收到的訊息，需要經過積極的轉變成對自己有意義的東西，（生命）才得
以被改造、重塑、和有顯著的改變」。
這道理其實不難理解，我就用一個例子說明：這就好比今天的補習班，對於一
個懶惰、無心向學的學生來說，是意義不大的。因為無論補習班老師的講授，
是如何的深入淺出、顯淺易明，答題技巧是多麼的精湛，在一個看不見讀書意
義的學生面前，他所聽到的知識很快就會被生命中，其他優先的事情沖走。相
反，一個渴求進步的學生，就會將他在補習班所獲得的知識和技巧，珍而重之
的去重溫、理解和記存，然後再將它運用到其他問題上，如此不斷反覆操練，
直到將所獲得的知識熟練，化為自己的基因那樣。所以，一個人心態上的分別，
就好比以上描述的兩種學生，會使他往不同的方向前進，得到不同的結果。
這也點出了聽道和查經的不足之處了。來參與崇拜聽道和查經班的人，一般都
是被動地吸收訊息的。道理同上，對於看不到靈命成長的意義，不渴望生命獲
得更新，以及不盼望與基督同行的人來說，無論所聽到的真道是多麼震撼，過
後很快生命又會回到之前固有的狀態。這就是因為真理的訊息，並沒有得到珍
重、重溫、理解、反省、實踐和操練，以至帶來核心價值觀的轉化，使人活出
基督的榮光（林後 3:18）。所以，迪特尼認為在信徒的靈命塑造中，知識
（knowledge）僅被視為基督徒成長的途徑，為要我們在實踐彼此相愛中，結出
永恆的成果（約 15:16-17）。
因此，作者下一個靈命塑造重點就是「門徒訓練」（註：近年趨向用「互愛同
行」），這也是主給門徒的大使命（太 28:19-20）。既然「真知識」是需要透
過「渴慕的心」和「應用實踐」，來使它轉化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麼，學
習基督的生活方式（例如簡樸、祈禱、獨處、信靠父和遵行祂的話等），努力
地作主所做的事（例如教導、關懷、服事、與人吃喝相交等），就是將我們頭
腦上的聖經知識，透過具體的實踐和應用，在實際上所遭遇的種種困難中，以
及歲月的磨練下，轉化成基督般的品格。這就像我從前，嘴巴上認同父母養育
之恩，與我自己成為父親後再說出同樣的一番話，我話中的內涵與個人生命的
改變，是截然不同的。弟兄姊妹，靈命塑造對我們而言，是必然和必須的，別
讓真理的知識，只停留在頭腦上，而失去體會與主結連的福份。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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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今天崇拜結束后，請几位弟兄帮忙將教會的大垃圾搬到街對面去，
Council 會在近期收取大垃圾。
2. 今天崇拜結束后有查經班，鼓勵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參加。
3. 周五（7 日）晚上 7:30 在教會有月禱會，鼓勵弟兄姐妹們參加。
4. 「澳神」國語神學講座：「按正義分解真道」將於 7 月 26-28 日在基督
學院舉行，講員為蔡麗貞博士，詳情請參閱單張及海報或致電(02)
9715 2992。
1.

1. 大使命:OMF
宣教士蘇瑤虹姊妹
已經在臺灣侍奉兩年的 Vivian
大使命
將於九月回悉尼述職。感謝神的使用，Vivian 已將福音帶給了很多朋
友，其中有位李太太在臨終前終於信主。願我們的主繼續帶領
Vivian，也為她即將在悉尼的住宿和交通工具的安排代禱。
特別需要：
特別需要
1. 为李小兵弟兄第六次化疗的过程祷告，求主减轻治疗所带来的副作
用，赐力量给他，也求主保守小兵弟兄回国的旅程平安。
2. 为林琼和刘莉莎姐妹接受洗礼而感恩，求神继续带领她们在真道上
追求长进，保守她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引言：

3. 为姜志成先生祷告，求神赐给他力量，使他能够照顾好妻子和外孙。
也求圣灵继续在他心中动工，使他有信心来接受神的救恩。
4. 感恩教会储藏空间的改建工作顺利完成，求主纪念参与改建的赵文
生弟兄、杨世平弟兄、戴晓峰弟兄和宋懿杰弟兄的辛勤付出和劳苦 。

1.

人手所爭取的恩與福，終必消散

2.

神所賜的應許和同在，卻沒盡期

3.

即使人未明瞭或感謝，神恩仍不變

5. 求主看顾陈文晖姐妹，保守她的血压能够恢复正常，也求主保守她能
有一个好的睡眠，能得到充足的休息 。
6. 求圣灵在新朋友心里动工，把寻求神的心放在他们里面，赐给他们信
心，使他们得着基督的救恩。
7. 求主施恩给弟兄姐妹，使在困难中的得帮助，忧伤的得安慰，软弱的
得力量，迷茫的得着引领。在寻求人生的方向时，能够明白上帝的心
意，并且愿意顺服遵行。让我们一同经历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丰
盛，和从天而来各样的赐福。

創世記 28:10-22

講道大綱：
講道大綱：擋不了的恩福和應許

8. 在教会的土地使用上求神带领，帮助我们选择一个合神心意的设计
方案，用以发展教会，兴旺福音。
【註：你想請教會為你禱告的事項可告訴孫雷雷傳道（0421-998868）
或王旭姊妹（0430 325 988），我們彼此服侍一同經歷上帝奇妙的作為。】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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