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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你的掌控中
验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当我22岁的女儿告诉我她将
从一座桥上蹦极而下的时候，我的
心情可不像她那么兴奋。不过，鉴
于她已经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成年
人了，我只是让她完事以后尽快给
我个电话，以免我继续担惊受怕。
她爽快地答应了，就像那次她和她
最好的朋友以飞机跳伞的方式庆祝
高中毕业一样。
女儿的蹦极跳定在周日下午3点
半，而我那天上午9点、11点、下
午5点和晚上8点都要在一间教会讲
道。我从早上起就不断地想起这件
事，特别是到了下午4点还跟她联
系不上…. 然后是4点半、5点，我
频繁的致电和短信仍然没有一丝回
音…也许你能明白我的感受。到了
5点一刻，又该上台讲道了，我必
须得说，是靠上帝的恩典我才能
够专心在所讲的信息上。到了晚
上7:07，我终于收到了女儿的短
信：“我还活着！”直到那时，她
的手机才又有了信号…

我
自认不是
一个控制狂，但
和芸芸众生一样，当
我“感觉”事情不在自己的控制范
围以内时，那种不确定感会让我很
不自在，阵阵恐惧也随之袭来。然
而，经年累月，我发现，以为自己
可以掌控的感觉其实也只是幻觉而
已。我从登山远足的经历中深悟其
中道理。
进入崇山峻岭，除了上帝和一起登
山的伙伴以外，我跟谁也联系不
上。有个念头总会冒出来：“我不
在的时候会不会出什么事？”你能
想到吗，还真出了事！就在我身处
深山之中时，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
在纽约的地铁里面跌倒，就此一命
呜呼。他就那样去了，没有给我一
点时间存一丝希望、发一句祈祷…
我是在一切都结束后才接到这突然
的噩耗。那我该怎么做呢？不再登
山远足吗？说实在的，我曾这样想
过。可是，就算我能接到电话，也
不见得就能做什么啊。身临其境不
等于有掌控能力。

执行主任

我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经历来勉励
这对夫妇。亚伯拉罕夫妻出去的时
候，并不知道往何处去、几时能
到，手头也没有一张地图。没有一
件事在他们的掌控范围内，但他们
信靠那位自有永有的神。圣经上说
他们“认为应许他的那位是可信
的”（希伯来书11:11）。我们可
以把这真理反反复复地彼此对说，
但除非各人在这些事情上不断操练
信靠神，才不至于恐惧丧胆。要经
常提醒自己想到神对我们的眷顾和
祂所发的应许；然后，凭着信心，
把想要自己掌控的欲望移交给祂。
那么，上帝对我们有些什么应许
呢？
“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
你。”（希伯来书13:5）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无论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在哪里，
我们都必须操练信靠神，知道掌控
的是祂，而非我们。道理虽简单，
行出来却不容易，很多事情都会考

David
Brickner

我们有一对宣教士夫妇正在准
备迁往另一个国家。一个又一个的
障碍使他们的行程一推再推，然后
变得遥遥无期。这对夫妇已经做了
一切所能做的，但许多事情仍然超
出了他们的掌控范围。这情形令他
们感到害怕和沮丧。对此我和他们
一样无计可施，但神仍在掌管。

你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你在火中行走，也不被烧伤，
火焰必不烧着你身。”（以赛亚书
43:2）

我们通常不会自己选择无法掌控的处境，
但却可以选择在无法掌控的情形下欣然交
托、仍旧信靠。若能记得祂的掌管远胜过
我们的掌控，这选择便会容易得多。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坚固你，帮助你，
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
亚书41:10）
“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
世代的终结。”（马太福音28:20）
诸如此类的应许还有许许多多。怎
样才能欣然交出自我掌控的欲望（
有时我们会错把它当作是一个需
要）？怎样才能信靠赐下这些宝贵
应许的那一位的掌管？
对上帝的信心不只是一个帮助我们
应对各种境遇的工具。信靠满怀关
爱、无所不能的神的主权掌管，这
使我们得以自由！突然之间，我们
发现这自由使我们满有勇气地敢于
为主冒险。信心并不是叫我们变得
轻率鲁莽、甚至试探神；而是让我
们松开紧握的双拳，放弃自我掌控
的幻觉。能从那些幻觉中得释放是
多么地好——它们常在我们耳边发
出虚假的警报，叫我们听不见上帝

犹太人
归主
协会

真实的应许；若能听到并信靠祂的
应许，我们就能勇敢而喜乐地生活
和事奉。
犹太人归主协会的核心价值之一就
是“勇敢迈出信心的步伐去为上帝
冒险”。如果我们还在企图掌控自
己的生活和处境的话，是无法如此
行的。我想要信靠上帝，不仅是在
事事顺意的时候，也要在不知自己
何去何从之时。我要信祂、靠祂，
为祂的荣耀而冒险！
我在这里所说的冒险并不是我女儿
去蹦极那样的冒险，但被我用来作
手机壁纸的她的蹦极照片却生动地
表达出这一含义——她的背弯成弓
形，双臂伸展在空中，正从离一条
美丽河流150 英尺高的桥上自由降
落——好一幅全然信靠的图画。我
觉得这画面叫人无法抗拒。

最近，犹太人归主协会在乌克兰
的同工所做的榜样令我深得鼓舞。
在横扫全国的暴力动荡面前，他们
选择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更加积极行
动，活跃在第一线。当暴力动荡在
基辅的美顿广场肆掠之时，他们却
在那里传播福音的好消息；在敖德
萨州的熊熊战火面前，他们挺身而
出，不顾自身安危，叫人可以认识
上帝的恩典。他们愿意信靠呼召他
们投入服事的那一位的掌管，我对
此深感自豪。我相信上帝要我们每
一个人都如此生活。祈愿我们犹太
人归主协会的每一位都能这样勇敢
地为主冒险，也愿同样的信心和勇
气赐给您——亲爱的朋友。

我们通常不会自己选择无法掌控的
处境，但却可以选择在无法掌控的
情形下欣然交托、仍旧信靠。若能
记得祂的掌管远胜过我们的掌控，
这选择便会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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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丰收
你是否曾经以为上帝要靠你来吸引人进
入祂的国？我就曾这样认为。我知道上
帝呼召我作祂的见证，并使用我去触动
别人的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我不能
在那儿抚育他们的时候神的工作就无法
进展。我并没意识到自己有着这样的想
法，直到经过一段繁忙的旅行、重又联
系以前服事的几个人之后。看到我不在
期间神的工作，实在是大开眼界。

Laura Barron，
加拿大多伦多

我和爱丽丝*之前一起查考约翰福音。我
们第一次认识是她来参加我在一间教会
做“基督在逾越节”讲座的时候。她和
我差不多年龄，也是犹太人，虽然完全
不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以色列的弥
赛亚、偿付了她的罪价，但愿意做进一
步的了解。爱丽丝有几个亲近的基督徒
朋友，她喜欢去教会，也爱读圣经，但
她很难相信自己作为犹太人也可以信耶
稣。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主要是帮助
她明白福音的犹太特质，以及她个人对
耶稣的需要。我实在不想跟她分开，但
由于逾越节的活动及暑期的外展，不得
不离开她几个月的时间。
再次见面的时候，爱丽丝告诉我，暑假
期间，她跟所去教会的一帮人外出郊
游。在划船至湖中时，有一位基督徒再
次跟她分享福音故事，并问她是否准
备好接受耶稣作救主。她做了肯定的回
答，并且当时就在湖里受了洗！在听她
讲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的嘴巴一定是
张得老大！我们仍然继续查经、一起祷
告，但她现在可是迫切地想要在信仰上
成长！

教师、而非个人的救主。她的家人、社
区、社交圈子几乎都是犹太人，只是从
学生时代起就和一位基督徒朋友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在我外出旅行之前，朱莉
还没有准备好邀请耶稣进入她的生命。
但当我回来时，她有个好消息告诉我：
她正寻求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在我们
分开的几个月中，她已经将生命降服于
祂；并且已经去到一间教会请牧师为她
施洗！我再次被震撼。
这些还没完呢！有好几年的时间，撒拉*
都断断续续和我保持着联系，也对耶稣
有兴趣，但一直没准备好接受祂的救
赎。她愿意和我一起读经，但始终没准
备好把心归给主。后来，她被诊断出患
了晚期乳癌；在接受治疗期间，我常常
和她通电话或短信，并且为她祷告。在
我外出旅行时，她开始固定参加当地一
个基督徒团体。等到我从以色列结束外
展返回，她表示愿意和我一起祷告把生
命交给耶稣！撒拉为自己的病痛感谢上
帝，因为这病痛让她得以信靠耶稣。我
也因主在她生命中的工作而喜乐。撒拉
将在几个月后受洗！
能够参与建造上帝的国度，我深感荣
幸，并且想要忠心地服事祂带到我生命
中的那些人。但要常常想到，这属灵的
丰收实在是圣灵的工作，祂常藉着许多
人一次又一次去触动一个人。请继续为
爱丽丝、朱莉和撒拉这三个在基督里新
造的人祷告，叫她们的生命成长——也
感谢您藉着代祷与我们同工！
*此为化名

我又给之前定期见面的朱莉*打电话。她
对耶稣挺感兴趣，但更多当祂是一位好

优先次序：
先是犹太人
亚太区主任Bob Mendelsohn
有天晚上，几位文学巨匠坐在一起讨
论：“假如你被困在一个孤岛上的话，
你希望随身携带着哪一本书？”
英国人首先说：“非《莎士比亚全集》
莫属。”
美国人接着说：“不用说是圣经喽。”
他们向伟大的传纪作家G.K. Chesterton
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只能有
一本吗？那就托马斯的《造船全册》
吧。”
这故事讲的是优先次序。我们都有自己
的优先次序，有时不一定喜欢，但它
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你得先做完家
务才能看娱乐节目，要上完一、二、
三…… 年级才能读高中。Chesterton深
悟其中之道。
在属灵的领域也是如此：信心先于好
行为，先向自己死，然后才能进入永
生…… 那么，在传福音上有没有优先次
序呢？是否应该有？应当先向谁传？本
地社区、世界各大城市、穷人、挂名“
基督徒”…… 该从哪里开始呢？
耶稣说，我们首先要向犹太人传福音。
祂来降生在以色列，而不是罗马或堪培
拉。祂可以降生在世界任何地方，但祂
选择了犹太的伯利恒。当那位叙利亚腓
尼基妇女求祂从自己女儿身上赶出污鬼
的时候，耶稣认为应该“让孩子们（犹

太人）先吃饱”（马可福音7：27），“
我奉差遣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
去。”（马太福音15:24）当然不是说耶
稣不关心外邦人，而是祂首先要在犹太
人当中工作。
在路加所记载的“大使命”里说：“人
们要奉祂的名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加福
音24:47）同样，耶稣意在把福音传到
万邦，但是有先后次序：首先是耶路撒
冷，然后是犹太/撒玛利亚，再然后是地
极（其中必然包括亚太地区）。无论是
在实际做法还是在其教导中，耶稣都以
以色列民族为优先。

的教导中，仍是以以色列民族为优先。
让我澄清一下：优先次序并不等于排除
法。我要说的是，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
是圣经的教导，它应该是我们优先要关
心、代祷和资助的事工；然后才是其它
的宣教领域：“… 后是外邦人”（罗马
书1:16），“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
福音16:15）。
也许你会反对说：“什么？全世界总共
才有1千4百万犹太人，而中国就有十多
亿人，印度也有将近十亿——每秒钟都
有人在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状态下灭亡！
你却要我投身于向犹太人传福音？”

使徒保罗在这一点上也效法耶稣的榜
样。他在罗马书里有段经典的说话：“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
人……”（罗马书1:16）在保罗关于普
世宣教的教导中，犹太人是前沿，也是
核心。然后，在第11章总结末世将要发
生的种种事件时，他再次说到犹太人的
得救会是一个关键因素（11:11-15）。

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事工的原则。保
罗这样阐述道：“如果他们的过犯成
为世界的富足，他们的缺乏成为外邦人
的富足，更何况他们全数得救呢？. .
. . 如果他们被丢弃，世界因而得以与
神和好（意即外邦人有机会得救）；他
们被收纳，岂不就是从死人中复生吗？
（意指复活，the culmination of all
thing）”（罗马书11:11-15）

同样，保罗每进到一个城里，必先去当
地的犹太会堂见证神在耶稣里所表明的
爱，尽管他的身份是外邦人的使徒（使
徒行传9:20, 13:14, 17:1, 2, 17）。就
连他在彼西底的安提阿跺下脚上的尘土
以后，接着就往以哥念去——还是先去
那儿的会堂（使徒行传13:51-14:1，马
太福音10:14）！保罗在实际的做法和他

我们只有先把福音带给犹太人，然后才
能将福音传遍全世界。不只是以色列的
犹太人，也是纽约、悉尼、佛罗里达、
伦敦. . . .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保罗
似乎在说，世界的宣教取决于犹太人的
宣教。今天、本月、今年，你打算为这
一目标做些什么？

诺亚方舟的启迪
我们可以从诺亚方舟学到所需要了解的一切。
1. 千万别误了船。
2. 不要忘记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3. 要提前计划。诺亚造船的时候可没有下雨
哦。
4. 要保持健康。当你60岁（甚至600岁）的时
候，难说有人会请你去干很大很大的事情呢。
5. 不要去听那些批评的声音，专心做该做的
事就好了。
6. 要把未来建立在高地上。
7. 两两而行较安全。
8. 速度快不一定占优势。蜗牛与猎豹都同在一
条船上。

9. 觉得压力太大的话，就漂一阵吧。
10. 不要忘记：诺亚方舟是外行造的，泰坦尼
克号是专业人士造的。
11. 不管风雨多大，只要与神同在，风雨之后
总会见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