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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牧師，是廚師出身。20年過
去了，在我的事奉中還有熱情，還有“
火”。我告訴自己，如果哪一天，我裡
面沒有這份激動了，我就不再當牧師，
去做些家常菜來服事大家。 

    1995年夏，我要去讀神學了。臨別
時分，陳敏欽牧師給了我一份《大使
命》雜誌。其中有一篇文章，是王永信
牧師寫的。他講到從1960-1990年代，在
北美各種特會上，蒙召奉獻的人不下一
萬。但30年過去了，留在工場上的，還
不到一千人。有的人是特會後回到家就
失去熱情的，有的人是在讀完神學後心
志消磨了的，有的人是一上戰場就陣亡
的……他的結論是，奉獻傳道的路不容
易走，要過五關斬六將。 

    這是真的！牧者的服事（特別是駐
堂牧者），真的是消耗性的服事。美國
有統計數據表明，牧師平均5年會離開
牧職，不再繼續牧師的生涯。而事工的
壓力，還有疲憊感，使70%的牧師時常
想離職。 

    美國生命路基督教資源機構（Life 
Way Christian Resources）的調查結
果顯示：現有55%的牧者感到很沮喪。
同樣，也有55%的牧者，有時有很強烈
的孤獨感。杜克神學院神職人員健康機
構 (Clergy Health Initiative)的調查
發現，神職人員群體的抑鬱症發生率為
8.7%，個別達到11.1%，遠遠超出國家標
準的5.5%。   
  
    20年過去了，我還沒有“陣亡”，
想想大概有幾個原因：
 

哭在上帝的面前 

    當年上帝呼召我起來獻身傳道時，
說：“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從
廚師到牧師，許多的溝坎，是上帝帶我
一路跨過去的，好像作夢一樣。今天回
頭看看，傳道的路竟有這麼多的艱辛。
如果我再次面臨呼召，說實話，我是會
逃避的。 

    7年前，我蒙召到德州奧斯汀拓荒
植堂。我對主說：“這是你要我去的。
我萬一走不下去，哭也要哭到你的面
前。”果然，這些年的事奉，我承受了
不小的壓力，甚至要面對攻擊和傷害。 
    記得那一天，我真的在上帝面前哭
了好久好久。上帝只是擁抱我，要我繼
續跟隨前行。 
    

同道同行的朋友
 

    我算是“百夫長”——先後開拓兩
個教會，教會裡的成年人都不足百。資
源的缺乏不算什麼，要是沒有知心的朋
友，沒有訴說的對象，一個人內裡的孤
獨、沮喪才是真正要命的。 

    當年在洛杉磯，我們十來個百人以
下教會的牧者，因為孤獨和沮喪，彼此
擁抱，親切地道一聲：“兄弟！”我們
建立“福聯”（福音遍傳，聯合佈道）
，小教會、小牧者竟然聯結出了一片天
地。孤獨的，不再那麼孤獨；沮喪的，
也不再那麼沮喪！ 

    後來，我又參與了“使團”（北美
教會大陸事工使團，現稱為華人牧者團
契）的事奉。一群背景相同，且都在第
一線牧會的弟兄，發展出深厚的友誼。
牧師一般少有朋友，但十幾年之後，我
們仍相見如故、無話不談、互為知己。
說實在的，這些年如果沒有這些同道同
行的朋友，我可能走不到今天。 

一些出外的服事
 

    聖經裡，先知在自己的家鄉常不受
歡迎。想到耶穌都是這樣，我就不再那
麼難過了。 

    一個牧師，當他任期的蜜月
已過、服事的魅力漸漸消退，而
會眾對教會的前景預期不滿、提
出批評時，需要有外出服事的機
會。到外面去走走看看，除了能
夠有一點距離上的安靜、多一點
看到上帝的國度和上帝的手筆之
外，也可以藉著外教會弟兄姐妹
的欣賞和接納來激勵自己。 

    每次外出事奉，對我來說都
是休整，都是激勵。每一次，我
都會為自己在主面前的服事鼓鼓
掌，對自己說：“主要用你！” 

    
教會之外的時間

    我從小隨父親到郊外垂釣，養成了
喜歡踏青的嗜好。  

    我們夫妻在戶外走路，眼睛常常是
看著地面的。石頭、木頭，都能成為我
們居家的裝飾，野菜則成為餐桌上的佳
餚。 

    我不少的講道、寫作的靈感，來自
靜謐的湖邊。我知道自己的心靈需要一
些放鬆，生活需要有一些的變化和彈
性。當我休閒的時候，我心存感恩，沒
有罪疚感。就像 保羅說的，或生、或死
都是主的人了。我巴不得我的生命、生
活、事奉，都進入一種藝術狀態，哪怕
是講一篇道，談一次心，做一個菜，都
能讓自己得見上帝的榮美。 

    有一位《世界日報》的記者，因而
把我戲稱為“田園牧師”，在報導裡描
述我“生活化傳福音”。 
  

平衡的家庭生活 

    我信主後就對主說：愛人如己，讓
我先從愛妻子開始做起。
 
    我來美國第二年，就蒙召奉獻傳
道。妻子說，要苦，一家人苦在一起。
她放下職業、身份、收入，成為了我的
陪讀。後來她進入神學院，與我同窗。
她說她膽小，也沒有什麼恩賜。我說，
你只要陪伴我就夠了。
 
    這20年，外面的風浪再大，我們的
家都是一個平靜的港灣。她自豪地對我
說：你是開飛機的，我是造降落傘的；
你是開車踏油門的，我是踩剎車的。 

    想想這些年，一路走來還真是這
樣！我是講道的，她是彈琴的；我是炒
菜的，她是洗碗的；我是折騰的，她是
收拾的…… 

    盼望有一天，弟兄姐妹都能明白，
師母笑了，他們的牧師也就平安了。 
 
    本文原刊於《舉目》71期。回應讀
者來函：《爲何事奉力不從心？》之三

    作者張志剛，印城華人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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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  ce Hours:
Mon.& Thurs.: 8:3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please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全面眼科检查
Fit WAVE Contact Lenses for Myo-

pia Control
WAVE隐形眼镜的调试配戴，

有效控制近视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

betic Retinopathy, 
Macular Degeneration 

青光眼,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管理

Laser Vision Care
激光视力保健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双目视力障碍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10967 Allisonville Rd., Ste.120        
Fishers, Indiana 46038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非手术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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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游  （下）

             文 /  一 方

『编者』重生小组的下一代们，帅吧！

海姐极有经济头脑，一边烤着羊肉串，一边用羊肉串
的油烤鱼，还极具营销才干，一会儿工夫，就把俩样
东东都吆喝出去了。
『编者』羊肉串和烤鱼都很正宗，地道，至于吆喝
嘛···，当然，海姐也知道还有改进的余地，所以
第二天就飞回国，深入西北腹地，表示如果学不到正
宗，地道的维吾尔族卖羊肉串的吆喝，绝不把家还！

  我为何没有  阵  亡
--------重生春游散记

嗯，团结在组长周围一定没错

组长夫人和老组长不时到基层视察，
确保工作的顺利和成品的质量

吃饱喝足，徒步去！

在追哥的照片集里，为啥只有一张大人吃饭的照
片？唉，啥也不说了，都在盘子里了

谁说遛狗是闲人的生活？遛阿波罗是一个
力气活儿。女儿毛毛说，’今天胳膊太疼
了，因为阿波罗劲太大了，I wonder what it 
feels like walking a cooperative dog’。

夕阳无限好，尽管近黄昏。美好的一天虽然
结束了，美好的友情和记忆却是永恒的。期
待下次的相聚！

       作者申明：文中绝大部份照片来自追哥的
谷歌像册，海姐和组长夫人的朋友圈。本人
为了记载下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好，即本着
版权共有，盗你没商量的原则，将这些相片
收入美篇，用于日后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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