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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

兴又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在九月

份跟十月份我参加了教会的几个活动，

我觉得这几个活动对我来讲感受很深。 

 

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有参加这些线上的

聚会。第一个是中秋节晚会，是教会

同工们一个很好的设计。在有奖争答

的节目里，特别有一个题目我很喜欢，

问题就是要知道现在集聚在一起的个

别家庭，他们的成员共有几岁？我跟

师母两个人加起来一共一百多岁，好

像不少，但是有一个家庭加起来好像

两三百岁了，因为他们有三代或四代

在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线上聚会。所以，

你能够感受到整个家庭在一起聚会，

一起敬拜上帝，交流的那种喜乐。那

个就是中秋节团圆的意义。 

 

还有一个聚会就是我们的差传年会，

我们有两个晚上的聚会还有主日崇拜

的一个聚会，在这次的聚会里面谈了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使命 传承”。

我参加了其中两个晚上的聚会，很受

感动。因这次的差传年会是由我们教

会的牧师主持，和以前的差传年会我

们都是邀请世界各地的讲员来主持有

所不同。而且牧师把整个差传年会的

历史沿革，还有发展做了一个很仔细

的介绍。但是我觉得更可贵的是他提

出了一个突破性的看法：对他来讲，

差传是不分国外国内，不分圈内圈外

的。国外就是指如柬埔寨、东南亚等

地，圈内圈外就是指不分基督徒和非

基督徒，还有一个就是不分世代，这

就是“差传”。不管是我们的长辈，

我们年青的世代，我们都要受差遣来

传福音。而差传当代的一个观念叫做

“使命”，到底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牧养关顾，所有不分国内国外，

不分圈内圈外，不分世代都是我们要

牧养的对象。这是我听到一个非常具

有宏观，宽广合一，整全的一个宣教

或使命的理念。 

 

第三个活动是前天才发生的，我们有

一个社区宣教的线上课程。我很惊讶

居然有 50 多人来参加，主讲者就是我。

总体上我觉得还讲的不错可是有一点



无聊，但是在中间及后段的分享时间

里，却确实非常的有温度很热情的。

在我们的谢长老、爱华姐、和一个年

青人哲旋的分享中，感觉他们在参与

社区事工的时候，是非常有感受的。

他们在分享参与社区事工的时候，你

会觉得他们有很多的能量和热情从里

面发出，要和大家分享，他们所分享

的也把我很多理念真的是具体化了。

当教会真的是跟上帝连接，在宣扬上

帝拯救福音的时候，教会的生命是有

动力的。所以欢迎大家在下来的五个

礼拜五来一起参加和分享。 

 

传统信仰观的改变 

在我们教会的整个宣教理念上，它让

我能够感受到转变，进入一个更新变

化的时期。而今天好像我们又要面对

一个新的变化，真的是计划永远赶不

上变化。如本来今天是两堂的礼拜，

现在又改成联合礼拜了。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就是冠病疫

情再次的严重。 

 

冠病这个病毒是代表什么意思？全球

化。因为全球化，所以人的移动，交

通，资讯、交流而把病毒也传开了。

所以，我们在面对全球化这样的一个

很快速变化的时候，教会要怎么的回

应？面对冠病疫情，新加坡政府采取

了一些应对政策，就是个案越来越多

的时候，教会要怎样的回应？应该很

多长辈开始担心最好不要到处走动而

待在家里最安全。所以，教会礼拜的

人数减少了，教会是不是受影响？我

们的社区事工会不会受影响？怎样来

回应？今天的圣经可以提供给我们一

些灵感和上帝给我们的指示和启发。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希伯

来书的对象是一些犹太的基督徒，以

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认为圣经是为全

世界的人写的。是的，圣经是为了全

世界的人写的，但是圣经里面每卷书

它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定的

目标，特定的会众和对象。而希伯来

书就是针对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而写。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是耶稣那个时

代，后来信主的犹太人经常面对一个

挑战。因为犹太人也信上帝，他们是

透过五经里面去认识上帝的启示。但

是自从耶稣来了以后，这些耶稣的跟

随者一方面信上帝，一方面也相信耶

稣基督是拯救的关键。第一代跟随耶

稣的人印象是很深刻的，不但了解耶

稣的教训，听过耶稣的教训，也了解

耶稣的事迹。所以，他们信心很坚固，

特别是那些经历耶稣复活的基督徒，

更是信心满满。但是到了第二代，第

三代，甚至第四代以后就不一样了。 

 

很多学者对希伯来书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基本上是在主后 60年至 80年左右

的这段时间写的。在这段时间的主后

64 年有一个尼碌王帝的大迫害，到 85

年的时候罗马王帝又有一次的大破坏，

使到 1870 年的时候整个圣殿已经瓦解

了。所以，在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

基督徒，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就想

要闪躲。一方面这个信仰在犹太人传

统里面是世代传承的，是牢不可破的



文化。所以，那些信主的第二第三代

在他们遇到迫害的时候，就干脆跑回

去犹太教，表示我还是信上帝这样的

比较有保险。所以你只要读希伯来书

的时候，到第六章 6节作者就勉励说：

“你们不要再次把耶稣钉在十字架

上”。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整个背

景。 

 

犹太教跟这些新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这

个群体有什么差别呢？犹太人他们有

一个信仰的传统：“一个上帝，一个

圣殿，一个民族”。在他们的信仰里

面是不敢见上帝的，他们很相信上帝，

但是他们不敢去面对上帝，因为面对

上帝就会死亡。所以，他们就到圣殿

里面去敬拜上帝，圣殿里面就有祭司

长，祭司等等来帮忙他们献祭。所以

犹太人的传统一方面想亲近上帝，但

是又惧怕上帝，所以要靠祭司。当然

他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是上帝的

子民，唯一的。 

 

但是当耶稣来以后带来一个新的信仰

的传统，耶稣是把自己当成祭物献给

上帝，拯救了所有的人。他流血来为

世人赎罪，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一直

在强调；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

要亲近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不用再

靠那些“人”的祭司。还有，那些本

来聚会的圣殿，当耶稣来的时候，教

会原是一个群体的家庭式教会，所以

没有一个大圣殿。各位到这里你有想

到什么吗？就是感觉我们好像不能到

礼拜堂来了，因为在这样一个危险时

期，好像大家集聚在圣殿里面，是一

个挑战，是一个危险，好像我们遇到

牧师的时间也受限制了。但是，耶稣

基督的信仰是已经突破了这些外在的

形式，我们来做礼拜是为了什么？亲

近上帝。当我们注重那外在的硬体礼

拜堂，外在人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

没办法透过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管道

来亲近上帝。所以，礼拜最重要的意

义是什么？团契。这是跟上帝的团契，

跟人的团契，所以在线上的聚会虽然

大家不能碰面，但是那种交流还是可

以继续发生的。 

 

经过蜕变的改变 

各位弟兄姊妹，犹太教的信主到要进

入到耶稣的跟随者，或是现在说的基

督教，里面是要经过蜕变的、改变的。

而基督徒的信仰，其实在特定的时空

里面也是需要做调整改变。圣经里面

经常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末世”。我

们所了解的末世就是这个世界的结束，

或者叫做“末日”。但是它却有另外

的一个意义，那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如旧约时代的结束进入新约时代，农

业社会结束进入工业社会，一个时段

的后面再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启

示录的结束就是要进入一个新的天，

新的地。 

 

既然在希伯来书里面肯把焦点放在耶

稣基督，因为他是改变进入一个新时

代的关键。那么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提

到耶稣是谁，介绍耶稣。我们在座很

多人会说：“耶稣是主，是我的主，

是我们家庭的主”。若基督是我们教



会的主，那基督也是不是人类的主？

我们都相信是。不仅如此，今天的经

文也告诉我们基督是万有的主。因此，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跟神连接，他

就比天使更大。 

 

天使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或在旧约里面

就是一个使者，可以是超越的天使也

可以是人。经文第二章说：“耶稣是

比天使暂时小一点。”为什么是暂时

小一点？因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这

是根据诗篇的第八篇里面写出来的，

而暂时小一点在经过了十字架，经过

了死亡以后，他就超越天使了。不只

是耶稣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所有

跟随他的人也是要这样的跟随耶稣基

督。因为诗篇里面旧约时代所说的世

人算什么，就是人类。为什么会暂时

比天使小一点而后来就超越天使，关

键应该是他经过十字架，经过死和受

苦，他才变身成为比天使更大。 

 

举个例子：我们那个时代，台湾的男

生们都要到部队里面当兵两年到三年。

在新加坡，我们这里也可能有当过兵

的。当我在台湾的训练中心当兵时，

有一次我们到台湾一个叫成功岭的地

方那边训练一些军官。这些训练的军

官当他们在受训的时候，是由士官来

训练他们。虽然士官比军官小，但是

在战技方面，他们才是这方面的训练

者。所以这些将来要成为军官的人，

他们要先受这些基本的训练。因此在

受训的时候他的阶级要被拿掉，经过

一段很严格的训练以后，他结业了，

而训练他的士官看到他的时候要敬礼。

相信大家都能了解这样的一个比喻。 

所以，耶稣基督就好比军官那样，是

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经十字架以后

才跃升为比天使更崇高。不仅耶稣是

如此，世人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要

如同耶稣基督的模式超越天使。我们

要怎样跟耶稣基督连接？那就是信心。

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了以

后就要称义了。因信称义是我们信教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主题，但是什

么是信呢？通常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

讲员说你要信耶稣你就要举起手来，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信心是蜕变的过程 

各位弟兄姐妹你信耶稣吗？大概各位

在座的百分之百都会举手说我信耶稣。

你得救了吗？有的就会很有信心地说

我举手了我就得救了。但是有时候也

会看到一些人，信了一半就离开了，

有时候会发觉到信耶稣的人好像生活

上也有犯错，软弱、犯罪甚至离开上

帝。所以什么是信？当我们听到因信

称义的时候就会想到两本书： 

 

“罗马书”在第三章里面保罗就提到

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到“雅格书”

的时候你会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信心

若是没有行为是死的。罗马书是说你

得救本着因为信，不是因着律法因着

行为。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呢？信心跟

行为这两个怎么分啊！其实我们只要

更整全去读圣经的时候，包括今天的

希伯来书它们都是提到信。你读到希

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什么是信呢？“信



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

据”。到底信是什么？信不是一个点，

不是现在我相信了就永远相信了。 

 

在罗马书所提到的信，是所谓的本着

信以至于信的理念。在第 1 章 17 节提

到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而

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意思就是说

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是因本着信以至

于信。是什么意思？开始是信的到后

来仍旧信，那是一个信心的过程。然

后，保罗再说因信称义的时候，是在

那个时代大家还是靠着旧约的律法，

要完成旧约律法的义，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是因着追随这些律法，而是

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耶稣基督的赎

罪。 

 

在雅格书的时候，又讲到信心要经过

试验，变成忍耐。而这种忍耐是一种

更坚韧，坚定和坚强。所以，信心经

过试验受苦，然后进入更坚固，最后

就变成最完全。因此，信心就是一个

成圣的过程，我们要经过这样一个成

圣的过程，就胜过了天使。 

 

所以回到起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

那是非常尊贵的，因有上帝的形象。

但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因教育的改变，

好像我们都强调罪人，是软弱的，是

不完全的。但是回到上帝这样一个创

造的形象，那是尊贵的并带着使命，

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责任，要来管理

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家庭，这个世界，

来治理这个万物。人类本有上帝的形

象，但是因为人类太骄傲了，要跟上

帝一样，这是亚当、夏娃的问题。到

现在还是一样。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很肯定上帝创造所

有的万物都有祂的形象，也要很明确

的承认我们人因着骄傲，因着要跟上

帝一样的这个想法，所以就失败而犯

罪了。然后，上帝才差遣耶稣，用了

第二个亚当来到这个世界，也给我们

一个新的典范。他不是高高在上，他

本有与上帝同等的，反倒虚己成为奴

扑，甚至献上自己成为受苦的奴仆。

所以，我们要超越天使，要恢复上帝

创造的那个形象，就是要跟随耶稣基

督，进入到人的社会里面奉献自己，

牺牲自己。这好像很辛苦，但是经过

这样的过程以后，他就要超越天使，

所有的膝盖要跪拜，所有的嘴要颂扬，

进入上帝的荣耀里面。 

 

所以教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要做什

么？从今天的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很

深的启示。信耶稣是跟随耶稣基督，

进入人群当中，献上自己。这就是我

们社区事工和宣教的一个信仰的基本

理念。当所有的人在受苦的时候，所

有人在恐惧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教

会就要进入他们当中。不仅是所有的

人类，所有的受造万物在受苦的时候，

生态环境受苦的时候，教会要尽我们

的责任去服务他们。这就是我们所谓

的牧养关顾。 

 

 

 

 



总结 

蜕变；从一个受训者变成一个军官，

那个受苦的过程是蜕变。台湾有一个

牧师他写了一首诗；“我向上帝求一

些美丽的鲜花，但是上帝却给我丑陋

的仙人掌。我向上帝求一些美丽的蝴

蝶，但是祂却给我几只毛毛虫。但是

当我跟上帝好好的保持祷告后，经过

一段时间，这些仙人掌就开出美丽的

花朵。这些可怕的毛毛虫就变成美丽

的蝴蝶。”好像是一首很美丽的诗歌，

但是他在做这首诗的时候是在监狱里

面写的。 

 

很难想象，在监狱失去自由，在苦难

的时候能写出这样的诗，这样的信仰

告白。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教会

的历史里面不断的在发生。我们新加

坡教会的信仰前辈们是不是经历这样

子？他们离乡背井，从中国来到新加

坡的时候，那样的困苦环境里面，信

仰怎样来建构？不管是生活、文化、

信仰，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反而茁壮

了。这些经验这些故事要传承，听起

来好像是很困难的想象，但那是经验

经历。 

 

当我们真的跟随耶稣基督走进去受苦

万物当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是

受苦的滋味，我们的生命才会茁壮坚

强，这就是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