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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督精兵
孫雅各牧師

本期棕葉集的主題是作基督精兵。承繼過去兩年門徒訓練的重

點，基督之家第三家全體弟兄姊妹2017年要靠主的恩典，作基

督精兵，為真理打美好的仗。這是訓練神國人才的策略，也是

教會蒙福的確據。在感恩的時節，我們回顧一下兩年前所定下

的目標，與主恩典的帶領。

2015　恩典長進：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

2016　帶出門徒：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2017　敬虔得勝：作基督耶穌精兵打美好的仗

基督徒的生活是滿有平安喜樂的，因為在基督裏我們有主賜的

平安和祂的喜樂。然而，我們也應當知道，在我們的靈性地位

日日增長時，我們也進入與撒但黑暗勢力爭戰的更高層面中，

若非儆醒禱告，我們遲早必入了迷惑。

2016年講台的主題是從教牧書信來看如何帶出門徒來，在提摩

太後書第二章中有一個不容忽略的重點，就是要在恩典中剛強

起來，並要教導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如此，引我們進入2017

年領受基督精兵這一個重要的職份。

我們要作基督精兵是屬靈爭戰中必須要常常自我提醒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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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督精兵希臘原文更直接的翻譯乃是基督所選召好的士

兵。第一，就是要與主同受苦難，這是要計算的代價。苦難是

化妝的祝福，為主的緣故忍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第二，不將

世務纏身，這是能得勝的條件。當兵要專一地盡全力達成順服

的任務，不憑眼見，也不靠頭腦分析，不愛世界，要背起十字

架，跟隨基督，過聖潔的生活，完全順服神。第三，就是要討

神的喜悅，這是蒙召的目標。我們要立志凡事討主的喜悅，要

拒絕按著自己的喜好而行，棄絕體貼肉體的邪情私慾，斷絕與

罪惡妥協的引誘。

如此行，我們必能在爭戰中站立得穩，打勝內外一切的仇敵，

跑完人生的全路程，守住主託付給我們的真道，等候耶穌基督

再來，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要記念主所說的：「被召的

多，選上的少。」保羅再三提醒，我們蒙召不但得以進入神的

國，並要為這國受苦。求神使我們滿得聖靈的能力，讓我們為

主的喜樂、旨意、託付、榮耀、國度而活，願神將祂的喜樂與

出人意外的平安傾倒在我們身上。一切的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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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是基督「精」兵？
孫珍恩師母

每當看到「基督精兵」這四個字時，就會有怵目驚心的感覺。

尤其是那個「精」字，使我有諸多的聯想，甚至懷疑中文的翻

譯有誤？或許該稱為「基督小兵」更合原意。因為「精」字總

是給人有高階、富貴的包裝外表。「精兵」也給人有明朝錦衣

衛那種兇殘、狠毒的內涵暗示。四字擺在一起，似乎在說明基

督徒是以兇狠、鬥爭為其特徵。事實上，這也是老信徒們公認

的「現代基督教怪現象」。目前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裏，真

正基督徒的難處很少是從非信徒來的；基督教最大的問題向來

是內部的鬥爭，彼此攻擊，以至於宗派眾多，不相往來，各小

教會內則不斷地分裂，不知何謂在主裏合一？

然而，我們看看主耶穌的教導，祂來到人間就以身作則；從出

生到走完全程，掛在十字架上完成天父的旨意，所彰顯的只

是謙卑、順服、虛己、捨己，作為我們的榜樣。主耶穌根本不

是以驍勇善戰的元帥出現，因此祂的軍隊應該是稱為「基督小

兵」才對。試想在軍隊中必需全然順服又毫無權柄的應該就只

是職位最低的小兵、小卒吧？再者；戰爭中首先被犧牲的必定

就是「小兵」，因為他們的身份乃被列為最低階的「唯命是從

者」。當我們認清楚了自己在基督裏的位份時，才可能進一步

去談所謂的「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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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事工最大的盲點是：「我要」為主做這做那；當一切的

出發點都是由「己」的計劃，「己」的喜好，任憑「己意」高

高坐在寶座之上，而把基督摒棄在教會門外之時，就變成了人

們所謂：「沒有基督的基督教」。當人們都以吹捧自己為神

作了什麼而沾沾自喜的同時，就會批評別人沒有做工，或是別

人做工，他沒看見就不算數；甚或抱怨自己沒有得到當有的尊

崇…等等，因此教會中就會產生鬥爭，沒有安寧和喜樂的靈，

也就失去了主的同在。我們常見教會中因有太多人的計謀和人

的聰明，以至於會「種的多而收的少」，或甚至是裝在破漏的

袋子裏，因為沒有蒙神保守。我們會忙於鬥拳打空氣，是由於

無知，不知教會面臨的是屬靈的爭戰。事實上，在靈界裏我們

的靈眼經常是瞎的，根本看不見敵軍究竟在哪裏？根據「己」

的判斷，就在自己的陣營裏隨心所欲誅殺異己，甚至覺得自己

在教會中勞苦功高，正是「基督精兵」。

但是，讓我們看看使徒保羅所列出的全副軍裝：1、真理作帶

子束腰，2、公義作護心鏡遮胸，3、福音作鞋穿在腳上，4、

信德作籐牌，5、救恩作頭盔，6、聖靈作寶劍（就是神的道）

。又說，要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所以，一切的重點在於

「神的靈」，若無聖靈同在，就等同沒有配帶任何軍裝。若無

聖靈的保守，在靈界裏，我們這不公不義的人類心思意念是完

全赤露敞開的，原本是要全部都被黑暗勢力屠殺的族類。人類

最可怕的天性就是要「自立為王」，處處與神為敵而不自知。

「順服」是人類最困難的品德，但奇怪的是：順服上帝似乎很

難，但順服黑暗的權勢卻易如反掌。因為我們裏面的「己」

是內賊，他永遠扮演「裏應外合」的角色，堅決抗拒「以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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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君臨，而選擇「自立為王」的終局。

因此，在面臨屬靈爭戰之時，基督的門徒若能選擇作小兵、小

卒的地位，認定自己是隨時奉命要去殉道的小兵，在人世間

沒有任何的權益。看哪！主耶穌曾勇敢地接受鞭傷，皮開肉

綻、渾身是血，仍默默地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忍受群眾的唾罵

和羞辱，堅定地往各各他山上走去。所以，我們身為基督小兵

的人，也應該心甘情願地背起自己的小十字架，去追尋主的腳

蹤。覺醒吧！小兵們放下屠刀，背上十字架，主耶穌說：「那

是一條小路，也是一條窄路，找著的人也少。」

其實上帝對我們的要求並不多，主耶穌一再地說：「你們要彼

此相愛，人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只有一條命令，信者合

而為一。對於主的事工，不必汲汲營營妄自奔跑；因為若是出

於主的旨意，祂必親自成全。經上記著說：「爭戰屬乎耶和

華」；不要以為我們能為主作什麼，祂自己是萬軍之耶和華，

大有能力和權柄。我們身為小兵、小卒最可憐的光景是：聽不

見聖靈的聲音，看不見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道在大海之

中，祂的蹤跡難尋。我們蒙召當小兵的切勿幻想自己能在戰場

上小兵立大功；我們蒙召原本只是來經歷神的存在和真實，作

祂的見證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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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感言
蔡康樂長老　蔡徐智玲師母

謝謝長老團安排我和師母在宣教年會上，見證神的信實和大

能。

回顧

1979年的感恩節，我在基督之家第二家受洗。

1983年，我和師母從二家到三家繼續服事。

1993年，承接寇監督生前的異象，我和師母開始了進深學房的

服事。藉由生命事奉的老牧者們，每週六到三家授課，造就帶

職事奉的弟兄姊妹。是神的恩典，藉著服事主，我們從老牧者

生命事奉的榜樣中，學習聖經並學習靈命成長。

1999年，聖靈藉著教會的牧長們，按立我成為三家的長老，當

時是懷著戰兢的心情，接受這職份。神給了我提摩太後書一章

七節的經文：「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

謹守的心」，鼓勵我在事奉的路上，殷勤不怠。

承先啟後

2000年，承接長執會主席的工作。在基督之家第三家服事主的

初期，林樹培長老是我的導師。感謝聖靈的幫助和林長老的愛

心指導，記得是他找我做行政、財務、宣教的聖工，承接從神

而來的託付。使徒行傳20章28節：「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

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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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現在，我也用這節經文勉勵2014年按

立的四位新長老，國光、振揚、嘉全、偉陵。感謝神！他們願

意委身。

屬靈好夥伴

帶職事奉，不是沒有艱難。工作、事奉、家庭都需要平衡。神

賜我屬靈的好夥伴—蔡師母。她晝夜在神面前與我同心禱告。

在事奉上、生活中、工作上，因著神的慈愛、憐憫、供應、醫

治和保守帶領我們經過各種的挑戰和變動。

在基督之家第三家服事主近35年，不憂慮吃什麼，要先求神的

國和神的義（馬太6章33節）是我和蔡師母的生命經歷。1989

年，我曾經歷在矽谷工作的公司發生的槍擊事件。今天能夠站

立在眾人面前，全是神的恩典保守和聖靈的大能。離了主，

我們什麼都不能作，正如聖經所說，我們是被恩待，被憐憫的

人。

感謝同工

在這裏，也容許我提一下，多年來在主裏同心事奉的同工：財

務的同工；廚房的同工；各團契小組的同工們；團契主日學的

徐興緯弟兄，龍漢泉弟兄多年來，幫助教導和查經；退修會的

同工，基督三家每年聯合退修會都有很多人報名；建堂同工；

新人接待的同工；中文學校的老師和同工；Atwater；SJSU的

同工；美中、德國、嘉基宣教的同工；文字工作棕葉集的同

工；主日學的同工；詩班的讚美詩歌服事；行政助理賀姊妹

等。每位都多年忠心的服事，還有許許多多親愛的弟兄姊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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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一的提到，願神記念你們默默忠心地擺上。

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華

我因為神的恩典安排，認識了當年的徐小姐，現在的蔡師母，

而認識耶穌。賢德的妻是耶和華所賜，她在教會的服事，並不

是因為我被按立成長老，而是她在中學時就被主十字架的愛所

感動，蒙主呼召獻身傳福音的事奉。

回想我們全家在1993年暑假一起到美中短宣，在美中校園傳

福音，當時老大12歲，老二8歲，現在他們都長大繼續在主裏

服事神，有一首詩歌我們全家4個人在美中傳福音時一起唱過

的，Seek Ye First 先求神的國，歌詞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

先求祂的義，這些東西祂都要加給你們。」盼望我們每個人的

事奉，都以宣教優先。

主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是生命的源頭，智慧能力的源頭，

我們不要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

必指引我們的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

聰明，盼望大家養成好的靈修生活，研讀聖經，禱告順服聖

靈，同心傳福音。

退而不休

年滿70歲升為榮譽長老，可以不再為治理教會的工作操心。但

是在關懷教導，牧養和傳福音的事奉上，若神許可和帶領，我

們夫婦會繼續服事。願與親愛的弟兄姊妹，一起奔那擺在前頭

的路程，為要得著基督耶穌要我們得著的。願神賜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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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告圖
沈湘

西方文明與基督教息息相關，密不可分；藝術也不例外。五百

多年前的歐洲，因為當時有錢的人多半是皇親貴族或是神職人

員，藝術家為了生存，經常會受邀請為教堂，修道院做一些雕

刻、壁畫來闡述聖經的內容，讓不識字的平民百姓能從中瞭

解聖經深奧的道理。當時的社會風氣也以為除了聖經故事的主

題，其它的主題，不是稀鬆平常不值得畫，就是會玷污心靈，

不足以登上檯面。文藝復興之後，人們想脫離當時拜占庭時期

那種以圖像（Icon）為準則，強調精神與宗教為至上的藝術層

面，而要回到舊時希臘與羅馬帝國人性為主的文化精神。這一

期棕葉集的封面「受告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是文藝復

興早期的作品，既有拜占庭時期的「神性」，也兼有文藝復興

時期的「人性」。

桑德羅．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是一

位早期文藝復興時期弗羅倫斯畫派的畫家，他的名字也許我

們不是太熟悉，但是他的另一幅畫「維納斯的誕生」（Birth 

of Venus），大家應該都有一些印象。他師承菲利普．利皮

（Fra’ Filippo Lippi）與安德烈．德爾．委羅基奧（Andrea del 

Verrocchio）兩位大師，對人物表情的描寫，立體畫法，與透

視觀念都有良好的訓練，也曾經與有名的達文西做過同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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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封面的「馬利亞受告圖」，或稱「天使報信」（Cestel-

lo Annunciation），是波提切利在1489年為了弗羅倫斯西斯

提羅修道院（Florentine monastery Cestello）畫的蛋彩畫　

（Tempera 是用蛋黃與色粉調和成的顏料）就是描述路加福音

一章30-35節：

天使對他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

恩了。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他要

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

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

有窮盡。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

事呢？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

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

（或作：所要生的，必稱為聖，稱為神的兒子）。

在宗教方面的意義

這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故事，天使來告訴馬利亞未婚受孕的奧

秘，馬利亞的體態是頭手向下，雙眼微閉，順服謙卑的姿態，

但是身體朝反方向彎曲，手向外推，顯現出內心的掙扎。這雖

在聖經沒有明說，但是創作者有這個優勢能賦予他的創作另

一種含意，讓觀眾自己去體會。還有馬利亞身旁有著放聖經的

檯子（代表他是虔誠信奉上主），都表示出馬利亞的純潔、無

私、為主犧牲的本質。

加百列的身體是半跪著的，同樣的姿勢也常出現在其他「受告

圖」版本中，有尊重的意味存在。加百列的嘴微張，彷彿是開

口說話，說的是甚麼呢？我們不需要猜測，正如在外框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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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拉丁文顯示的，就是第35節：「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

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

在藝術的意義

文藝復興是為了恢復古羅馬時代的「人本主義」，反對拜占庭

時期「唯神主義」，所以畫的形像再度以寫實為主—注重美

感、釋放情感，所創作的作品更符合人性對現實與藝術相符合

的渴望。所以這一幅畫的一些細節是值得我們慢慢欣賞的。

首先，他用了單點透視的原理，讓畫面增加深度，地板的線條

直入畫面到最後的消失點，就在天使加百列身後的窗外的水平

面，能使觀賞者在看了前面的主角之後，視覺停留點在後方的

橋，窗外的天空也是以「光」為結束，象徵上帝永恆的時間與

空間。

兩個人的手皆向對方伸展，但是卻沒有碰觸到，手臂的延伸是

傾斜的，帶動視覺上的一種流動感，不但帶領視線到後面的風

景，也表示出兩個不同時空隔閡的感覺。天使與人相遇是可見

不可觸的嗎？又是一個創作者給我們的想像空間。

再來看圖像學上的意義，雖然馬利亞與加百列的頭上還保有拜

占庭時期神性的光環，但是明顯地已經不是那麼的明顯，也沒

貼上金箔，加百列的光環更是用透視的方式完成（不是一個大

圓盤）。加百列手上拿的百合花是象徵馬利亞的純潔；馬利亞

身上的藍色披肩除了代表純潔，也是一種「人性」非「神性」

的寫照；紅色的衣服代表博愛與犧牲，加百列的金色衣服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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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神的榮耀與權柄，馬利亞紅色高腰裙裝與藍色的披肩搭

配，也都重複出現在其他同時期或是後期的馬利亞畫像裡，如

此的搭配也成為畫馬利亞的表徵。

最後，波提切利用大量的衣服皺摺增加了整幅畫的可看性與趣

味性；這不但顯現出畫家高超的繪畫技巧，使觀賞者能細細品

味整張畫的流動性，也讓人物的表達更為生動活潑，相較之前

拜占庭僵硬肢體的風格，迥然不同。

以「受告圖」為主題的宗教畫，在西方歷史上不計其數，故事

雖然相同，但是藝術家表達的手法卻各有千秋。在眾多的畫作

中，波提切利的這一幅「受告圖」之能擄獲人心，就是因為它

細膩地描寫出馬利亞的個性與感情，精心設計的構圖生動，讓

觀眾可以百看不厭，同時又有許多隱藏的寓意在其中。波提切

利用他的筆與天分來詮釋這一段偉大的成就—這一切事情的成

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馬太1：22-23）—真是再適合

不過了。

參考資料：

菲利普·利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菲利普·利皮

桑德羅·波提切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桑德羅·波提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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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icelli， Sandro

https：//www.ibiblio.org/wm/paint/auth/botticelli/

基督教與藝術

http：//christ.org.tw/culture/cultures/03_christianity_

and_art.htm

轉貼「透視法演變」的網路文章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181/post/5053/63777

西洋名畫色彩鑑賞教學析論 以基督宗教四福音書代表人物之

衣著為例

http：//ed.arte.gov.tw/InvitePaper

Interpreting the Annunciation

http：//www.theglobaldispatches.com/articles/interpret-

ing-the-annunciation

文藝復興的特質

http：//s12.tces.tc.edu.tw/~teach30/0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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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努伊勒的我思
林樹培長老

毘努伊勒是記載在創世紀三十二章雅各與神摔跤的一段事蹟，

教會查經班或團契在上半年曾討論及研讀過，想大半讀者應耳

熟能詳，琅琅上口，各有論述。筆者無意班門弄斧，惟願藉著

棕葉飄香，以本文拋磚引玉，激勵讀者對神話語的興趣及追

求，如鹿渴慕溪水。

雅各其人奸詐狡猾，心高氣傲，聖經中的人物沒有出其右者。

他趁哥哥以掃行獵歸來又累又餓之際，騙取了他長子的名分，

又趁他父親以撒年老眼睛昏花，裝扮成以掃的模樣，騙取了長

子的祝福。從此兄弟不和，以掃要追殺雅各，雅各逃往舅舅

拉班處避難，一去二十年雅各沒有改變，娶了拉班的兩個女兒

為妻並靠著自己以各種手法累積了不少財富。這時，偏愛他的

母親已經過世，哥哥以掃在西珥山創建以東王國，雅各倦鳥知

還，離開拉班帶著妻子兒女與大批的牲口回到原地，到了雅博

渡口，因為懼怕以掃的報復，先打發家人及牲口渡河。當晚雅

各獨處，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毘努伊勒是人與神面對面的意

思。神在那裡與雅各摔跤，為要改變他的生命，使他順服，去

掉本性，不是依靠自己，乃是凡事要依靠神，遵從神的旨意；

神要使用他，讓他成為一貴重的器皿。

創世紀的一個重要主題是耶和華神有「改變」的權能，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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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神宣佈了偉大的創造：「起初，神創造天地。」寥寥數

字，威嚴雄偉，擲地有聲，無需解釋，不容置疑。接著就描述

神改變天地宇宙；祂將那「空虛混沌」（創一2）荒蕪，雜亂

無章，無人可以居住的環境改變成「各從其類」，井井有條；

原本是「淵面黑暗」（創一2）的大地，神說有光，就有了

光，適合人類萬物居住與成長。神的話安定在天，說有就有，

命立就立，天地宇宙就照祂的話改變了。但當祂要改變雅各的

生命要他降伏在祂面前時卻「從晚上直到黎明」不能使雅各就

範。

難道神不能施以重擊，一拳定天下嗎？為何漫漫長夜卻沒有使

雅各就範，直到祂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難道神的膀臂縮短

了嗎？非也！神是愛，今日信徒不也是在祂呵護之下歷經各種

試煉，管教，漸漸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嗎（參弗四22-24）？神

在此顯明了祂的「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如（詩篇一百三十六

12）「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因他的慈愛永遠長

存」；但世人對神的愛和作為冷漠，聖經以「不吃大腿窩的筋

直到今日」（創三十二32）作為紀念，對世人是何等的諷刺！

神揀選雅各要雅各去應驗祂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但人被神使

用，首先他要順服神，遵守神的旨意，他的生命要徹底的改

變；毘努伊勒是雅各一生生命的轉捩點。

雅各生命得到更新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歸還了以掃應得的從父

親以撒的「祝福」，當初以掃對著他父親哭喊：「我父啊，求

你也為我祝福」（參創廿七34）！如今雅各對著以掃，指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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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牛羊群畜說：「求你收下我帶來給你的『祝福』（參創三

十三11；和合本譯『禮物』），因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

雅各謙卑地將他改變後的作為歸榮耀與神！這位他素來認為只

是「他父親以撒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如今也是他的神。

雅各婉拒了以掃的慰留，弟兄分道揚鑣。以掃回歸西珥，雅各

走向神應許之地，因為雅各知道神在他身上有所作為。他到了

示劍憑著信心買下了「那塊地」（創三十三19），因為深信神

的應許必然應驗。後來約瑟以長子的名分承受了「那塊地」（

創四十八22），四百年後約瑟的後裔將約瑟的骸骨從埃及帶進

迦南，埋葬於此（書廿四32）。值得一提的是最後承受「那塊

地」的是寂寂無聞，瑪拿西支派西羅非哈的四個女兒。父親死

了，家中沒有兄長，在以父權為中心的社會，毫無地位可言，

遑論承受先人的產業。但憑著單純的信心，相信神的應許必然

成就，她們挺身而出在摩西及眾長老面前力爭，因著信得地為

業應驗了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參民廿七，三十六章）！今日

信徒也不是如此嗎？保羅說：「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

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加三29）。

 

新約期間主耶穌在「那塊地」（參約四5）上的示劍井旁向撒

瑪利亞婦人傳講永生之道：「凡喝這水的，還要再喝；人若喝

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

直湧到永生。」（約四13-14）；這不就是神對亞伯拉罕的應

許「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嗎？

憶及多年前參加聖地旅遊，歸程的前一晚導遊帶領全體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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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經提比哩亞海邊一餐館用膳，導遊盡力推介當地名菜「彼

得魚」，是湖中名產新鮮可口。團友們經整天參訪聖地飢腸轆

轆，當晚人人得享彼得魚，大快朵頤、齒頰留香，至今仍津

津樂道。運筆至此，筆者不禁汗顏無地，人們只注重飲食卻忘

了主耶穌當年在湖畔對彼得三次愛的呼喊「你愛我麼？你愛我

麼？你愛我麼？」（參約廿一章）。歷史長河川流不息，昔有

雅各大腿窩的筋，今有加利利湖的彼得魚，神的作為與主的

愛長存不朽，處處提醒我們，你我能忘懷嗎？特誌此文彼此勉

勵。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

的恩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書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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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魔鬼
任學選　傳道

序言：

21世紀的今天如果對教會外的人說這個世界上真有魔鬼存在，

恐怕能認同的人不多。即使是對教會內部的信徒講，估計也會

有不少人一笑置之。當今世界的人們對物質世界的認知在飛速

增長，然而對屬靈世界的認知卻日漸貧乏。基督徒本當敏銳於

靈界的事宜，但高速發達的物質世界難免使信徒的靈性遲鈍，

甚至迷失在其中。聖經明確地告訴我們，在我們生活的世界有

魔鬼，而且魔鬼的活動還非常的猖獗，我們不能小覷。彼前

5：8告訴我們「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

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太4：1-11記載主耶穌被魔鬼試探；

四福音書中記載了很多主耶穌趕鬼的事件。

因此，魔鬼存在的事實是確切的。在肯定其存在的基礎之上，

我們需要以正確的態度去面對它。有人把對待魔鬼的常見態

度分為三種：前兩種如魯益斯 Lewis 所說：「一個是不相信魔

鬼的存在，另一個是相信，並且對魔鬼懷有過度和不健康的

興趣。」過度和不健康興趣是指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是魔鬼引起

的，而不接受自己犯罪需要承擔的責任。第三種是原福樂神學

院的教牧學博士科主任歐格理 Greg Ogden 所說：「現在我們

擬人化惡魔存在的事實，卻不覺得它們對我們的生活有實際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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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魔鬼

神是個靈，魔鬼也是個靈，同樣是肉眼不能看見，沒有實際的

形體。它雖無手無腳，卻可以控制人或物，使其成為它手中的

工具。「鬼是墮落的天使，本是神所造的超自然體，後來卻在

撒但領導下悖逆神。」撒但可稱之為大鬼，他是眾多小鬼的首

領。他的目的是領導屬他的子民（小鬼＋被鬼控制的人）破壞

神的計劃。

1.撒但（大鬼）：

撒但在聖經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稱，如：「撒但、魔鬼（希臘文

譯名）、彼列、鬼王別西卜、仇敵、龍、敵人、古蛇、試探

者、惡者、說謊之人的父。」

2.小鬼：

撒但是小鬼的首領，小鬼們很多。如惡鬼（徒19：12，13）、

污鬼（太10：1）、病鬼（路13：11）、聾啞鬼（可9：25）

，又可分為「殺人之鬼」、自殺之鬼、色慾之鬼、謊言之鬼、

抑鬱之鬼等等。

撒但有他自己的魔鬼帝國，他管著無數的墮落的天使們（即眾

多的小鬼），這些小鬼們都為撒但在服務。撒但不是無處不

在，但因他擁有眾多的小鬼為它服務，所以他的勢力很大。撒

但的組織嚴密，且有等級。這一點可從以弗所書6：12得知「

因為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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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經文首先肯定了我們仇敵是魔鬼，同時也讓我們看見魔鬼的

組織分工有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天空屬靈氣

的。他們有具體的分工，不過，我們除了知道撒但具有類似於

董事長的角色外、至於誰是 CEO、VP、各級 Manger，我們就

不清楚了。

二、魔鬼的手段

1.　迷惑人的心智

從肉體的層面來講，心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我們的心臟有任何

不良的反應，我們就可能有生命危險。同樣，心在屬靈的層面

更是重要，這是我們的第一道屬靈防線，一旦被魔鬼擄去了，

我們就要任他擺弄了。當年就是因為夏娃被撒但迷惑了心智，

以至於導致人類墮落至今。

魔鬼要奪取人的心，神要我們保守我們的心，箴言4：23「你

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保羅也說：「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與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

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計誘惑了夏娃一樣。」（林後11：3

）。因為心是真正與神交流的工具—神要對我們的心說話。

羅12：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

察驗何為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神要藉著更新我們的心

來更新我們的生命。但魔鬼卻常常在我們的心上撒土，或者抹

油，使我們的心蒙塵，被油污穢，以至於不明白真道，迷失甚

至離棄真道。



29

當今的時代，人們知識是增多了，智商好似也提高不少，只是

有智慧的卻是不多。因為人們既看不見鬼，更難看見神，人們

容易看見的是這虛幻的世界。而聖經箴言9：10告訴我們：「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也就是說

知識的加增和智商的提高並不能加增人們的智慧，甚或使人們

更加的愚腐。所以人們有了知識，卻少了智慧。而且科技越發

達，人越發難以敬畏上帝。這本當是可調和的事情，但因著人

本性的驕傲，而奪取上帝的榮耀，使這本可調和的美事成為泡

影。

更需要我們警惕地是魔鬼也在矇蔽著我們整個世界的文化，特

別是基督教國家的文化，而且這方面它做的非常專業。文化本

應當建立在絕對真理的基礎之上，但現今的實際情況卻非如

此。以美國為例，過去的美國人大都還相信有絕對的真理，而

現在67%的美國人相信沒有所謂的絕對真理，都是相對的。撒

但真的很專業，同性戀現在不但被很多的美國人接受，而且已

經合法化了。奧巴馬總統也解放了廁所，不分男女了。這是以

愛、同情和憐憫為口號，而置上帝的聖潔和公義於不顧，所導

致的結果。

2.　攻擊人的身體

魔鬼常使人患病或者身體殘缺，如路13：11所記載的被鬼附著

了十八年的人，不能直腰。格拉森人身上的鬼子成為「群」，

「群」的原文可解作一個羅馬兵團。按亞古士督時代建制，一

個軍團主團是六千人，副團也是六千人，共計一萬二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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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相信很多的精神病都與魔鬼的工作有關，包括我們現

代人常見的抑鬱症。如：太17：14-16癲癇病男童；精神分裂

症，可能是若干邪靈同時附體所致。當代的醫生把這些病人的

病狀定義為精神病，而基督教的學者們相信這是靈界的事情，

是魔鬼的作為。

除了在精神上遭受魔鬼的攻擊外，魔鬼還會附在人的身體中，

俗稱「鬼上身」。耶穌從抹大拉的瑪利亞身上趕出了七個惡

鬼（路8：2）。發生鬼附的情況不一樣，有的是因為拜偶像

而招致的咒詛，如出20：5：「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

它，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

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也就是說拜偶像的所帶來

的咒詛能禍及子孫三四代。我們國內的老百姓說，「這都是我

上輩子造的孽」，而從這節經文來看，這是跟他祖上有關係。

是祖上造的孽，沒有積德。還有一種更為嚴重，就是不合法的

婚姻，咒詛會延及到十 代子孫。如申23：2：「私生子不可入

耶和華的會；他的子孫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華的會。」另

外，就是作法、唸咒、行巫術者這些都要受咒詛。

這聽起來是令人可怕的！不過，如今耶穌基督來了，祂擔當了

我們一切的咒詛。加3：13：「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

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

咒詛的。』」所以，現在凡真正接受耶穌作為救主的基督徒，

罪已經被赦免了的，是脫離了咒詛的，不在咒詛之下了。

不過這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事，弗4：27：「也不可給魔鬼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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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給魔鬼留了地步，魔鬼自然找上門

來，自然就被咒詛了。給魔鬼留地步是指：如吸毒、姦淫、拜

偶像、或干犯聖經所禁止的任何行為，都會造成招引魔鬼的途

徑；另外如測字、算卦、還有練瑜伽等，這些表面上看似無

損，但很可能已經給撒但留下了可乘之機。另外在國內過年貼

門神、給灶王爺燒香、拜土地公、觀世音菩薩，以及佩戴或擺

放寺廟中開過光的物件等等，都是在給魔鬼留機會。魔鬼不但

可以附著在人身上，動物身上，也可以附著在一些物質的東西

上，如巫書（徒19：19）、泥胎、畫像、符碟（道家的東西）

等等。

當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與魔鬼有關，例如人的生老病死都在

乎神所創造的生命律，跟魔鬼無關。甚至有些病可能是因為人

們生活上缺乏節制，吃的太好，而導致痛風或糖尿病，如此種

種當然不能跟魔鬼扯上關係。

3.　攻擊人的意志

人的意志極為重要，它塑造你的個性，影響你的人生。而魔鬼

就是要奪取人的意志，好為其所用。世人往往是靠著血氣拚搏

爭競，這雖能鍛鍊人的意志，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這也恰恰

中了魔鬼的詭計。而作為一名基督徒，不是靠血氣成事，乃要

靠神的大能。如撒迦利亞書4：6所言「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

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靠著住在我們裡面的

聖靈，操練堅韌的意志。而且不是要成就自我的事，乃是要成

就神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達成祂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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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謙卑，順服神的帶領是我們勝過魔鬼奪取我們意志的不二法

門。施洗約翰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的，人就不能得什麼」（

約3：27）。保羅說的更明確「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

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

呢？」（林前4：7）

總結：

基督徒的人生實際上是戰鬥的人生，是在與魔鬼進行一場屬靈

的戰爭。雖然看不見硝煙，但卻是靈界裡赤裸裸地爭戰。而且

是持久的，直到我們肉體生命的結束。感恩的是主已經得勝

了，我們是站在勝利的基礎之上繼續戰鬥。

打仗需要武器，我們需要選用正確的武器，我們慣用的武器

如：更努力的工作、正面的思考、更好的計劃等等。雖然這

些武器會對我們有一定的幫助，但卻不是我們真正要的屬靈武

器。屬靈的戰爭只能用屬靈的武器才能打贏，主耶穌基督是我

們的勝過一切魔鬼勢力的武器，唯有依靠祂，我們今生才能得

勝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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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我都可行
龍漢泉

關於這個題目，我們可以看兩處聖經：

1.「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

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林前6：12）

2.「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

人。」（林前10：23）

我們常常引用這兩節經文來支持我們做或不做某件事情，因為

我們認為我們在主裡有自由。有時候如果這個人堅持要作或不

作某件事，我們也引用這節經文來指責別人是律法主義者。保

羅到底在說什麼呢？我們從兩方面來思考：「凡事都可行」是

什麼意思？「益處」是什麼？

1.凡事都可行

這是否代表不受任何律法規條的約束？這是所謂的自由（放

任）主義（liberalism）。例如當聖經提到「不可貪婪，不可姦

淫，不可拜偶像…」的時候，我們是否可以說「凡事都可行」

，所以我可以去作呢？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不可以，因為這是神

的道德和屬性上的要求，舊約和新約都提到，是我們必須遵守

的。那麼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看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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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1「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不要自

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

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

神的國。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6：12「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

論那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

6：13「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

壞。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

6：15「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麼．我可以將基督的

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麼．斷乎不可。」

前後文都提到「不可」、「不該」，甚至「斷乎不可」，可見

當保羅講「凡事都可行」的時候，他完全沒有教導哥林多信徒

可以不受任何律法規條的約束。事實上，我們並非沒有律法﹕

「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

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

之下。」（林前9：21），整個宇宙在律法（law）的控制之下

（自然律和道德律）。因此一個真基督徒一定有行為的標準要

遵守，就是前面提到的神的道德和屬性上的要求。

另外從13節的食物與肚腹的關係及10：23前後提到的吃祭偶像

之肉的問題，可以看出保羅所說的「凡事」乃是指那些聖經沒

有明文規定的事情，也就是保羅在羅馬書14-15章所說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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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軟弱和信心堅強的事情。在這些事情上，神給了我們極大的

自由，可以根據當時的環境來決定如何作。但聖經裡面明文規

定的事，我們就應當盡力去遵行，不可打折扣。

因此當我們稱呼一個人是律法主義者的時候，我們要很小心，

免得用錯了。聖經裡面法利賽人是典型的律法主義者。從耶穌

對他們的形容，我們可以對律法主義下一個定義：在神的標準

之外，加上同等或更重要的道德或宗教上的規條並且要求別人

遵守。

你可以對自己的弱點加上限制，但不能強求別人也如此，如不

喝酒、不看電視…你也可以為了別人的好處放棄自己的權利，

如吃祭物。穿什麼衣服，剪什麼頭，週日剪草，週五吃肉…都

是自由的。但在聖經沒有限制的地方加上絕對的限制，就成了

律法主義。

2.益處

如何來決定什麼是益處，什麼不是益處？我怎麼知道這樣做對

人對己都有益處呢？是誰來決定有沒有益處呢？很可能同樣一

件事有人覺得有益處，有人覺得沒有益處。有的時候我們會以

多數人的意見來決定什麼是有益處。最近有關同性戀的爭論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舊金山的同性戀團體，聖公會的決定任

用同性戀牧師等。所以我們可以說當神認為是有益的，就一定

是有益的；當神認為是無益的，就一定是無益的。

如果回到前面「凡事都可行」的討論，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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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裡面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照著去做，就一定有益處；若

不照著做，就不會有益處，甚至有壞處。

若是聖經沒有明文規定的事，就求神讓我們知道，如何根據聖

經的原則來行事。譬如抽煙，聖經沒有說不可以抽煙，但聖經

說過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不可毀壞。既然抽煙對身體有

害，我們就不應該抽。吃肉也是一個例子。聖經沒有說不可以

吃肉，但聖經說過不要絆倒別人。所以保羅說食物若叫我弟兄

跌倒、我就永遠不喫肉。另外這種可行可不行的事情不能成為

我們的捆綁，以至於不能掙脫。如下棋，如果成為一個不可脫

離的嗜好，影響到了和神的關係，就變成我們的絆腳石了。

3.如何避免陷入自由主義或是律法主義之中？

 a. 常常檢討自己

 　我在神面前是一個怎樣的基督徒？

 　我平常表現的態度如何？

 　我所堅持的事物是否是神的要求？

 b. 接受別人出於愛心的勸戒

 　要有開放的心胸

 　要有溫柔的態度

 　承認神常常藉著弟兄姐妹來提醒我們

總之，長存一顆謙卑受教的心，願意接受聖靈的光照和弟兄姐

妹的勸導，就可以避免陷入自由主義或是律法主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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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深邃中的曙光
唯獨聖經

『人生在世必遇患難，如同火星飛騰。』約伯記5：7

誠如約伯記所描述的，患難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挑戰，患難的原

因可能是源自於本身的過犯罪孽，也可能是來自　神的磨練與

淬煉，基督徒該如何面對患難？雅各書1：2-4為我們立下了一

個從　神而來的原則：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

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

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詩篇第57篇是詩人大衛在困苦流離中所寫下的信心之詩。年輕

的大衛，以小搏大擊殺了非利士巨人歌利亞，又屢戰屢勝，立

下汗馬功勞，成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之後，不料卻激起了他岳

父掃羅王的嫉妒之心，引來了無情的追殺。在掃羅的大軍追逼

之下，大衛逃進了猶大山區的岩石洞穴之內，在黑暗深邃，看

不到前途光明的人生低潮中，大衛的信心卻奇蹟似的被建立成

長，他在必死的境界中持守住　神對他的應許，在絕望中他靠

著信心看到光明燦爛的希望，且讓我們一起從這篇詩歌中與大

衛從低谷邁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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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阿、求祢憐憫我、憐憫我．

因為我的心投靠祢．我要投靠在袮翅膀的蔭下、等到災害過

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　神、就是為我成全諸事的　神。

大衛毫不保留的直接向　神呼求：憐憫我，憐憫我，我們面對

問題，患難，或是挑戰時往往是先尋求人的方法，人的幫助，

卻很難做到：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詩 46：10）

，　神要我們投靠祂，將我們的重擔交託給祂，因為祂是會為

我們成就諸事的全地大主宰，呼求　神永遠應該是　神的子民

面對困境的第一步。接著大衛說道：「我的心投靠祢」，這裡

的「我的心」希伯來原文有全人（living being, life）的含意，

他全人（身心靈）投靠在　神的大能膀臂之下。　神的翅膀蔭

下是平穩安舒的，然而我們未必都願意進入　神的蔭庇之下，

許多的時候，我們往往一意孤行的希望走自己覺得對的，覺得

好的道路，我們渴望人眼光中的成功，卻不知道這些成功後面

可能隱藏了更多的災難。

那要吞我的人辱罵我的時候、　神從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

我發出慈愛和誠實。 

我的性命在獅子中間，我躺臥在性如烈火的世人當中，他們的

牙齒是槍、箭，他們的舌頭是快刀。

　神阿、願祢崇高、過於諸天，願祢的榮耀、高過全地。

他們為我的腳設下網羅、壓制我的心，他們在我面前挖了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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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反掉在其中。

接著大衛用了幾節簡單明暸的經文向　神描述了他的困境，我

們可以看到，詩人沒有陷入怨恨叫屈的泥沼裡，他在陳述敵人

對他的欺壓行為時，更多的是在仰望　神，他雖然身處幽暗的

險境中，卻依然願意高舉　神的名，在苦難中，他依然信心滿

滿的宣告「願祢崇高」。當我們如願以償，事事順利時來感謝

　神，這是理所當然的（連外邦人也知道知恩圖報是為人處世

的基本道理），然而真正的感恩是在任何景況下都能向　神獻

上感謝的禱告。以弗所書5：20告訴我們：凡事要奉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這句經文的英文是這麼說的：-

Giving thanks always for all things unto God and the Father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KJV) 我們要總是 (always) 

為每一件事 (all things) 向我們的父神獻上感謝。希伯來書1：1

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大衛在黑

暗岩洞中的詩歌正是信心堅定的最高表現，雖然前程是混沌

幽暗，但是他確信　神掌管一切，雖然生存的希望似乎遙不可

及，但是他深知　神的應許是真實存在的，就是如此堅固的信

心，幫助了詩人走出了他的低谷，我們似乎可以隨著大衛的腳

步一步步從洞穴的深處步出，迎向外面燦爛的陽光，

　神阿，我心堅定，我心堅定！我要唱詩，我要歌頌。 

我的靈阿，你當醒起！琴瑟阿，你們當醒起！我自己要極早醒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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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是從心發出，從一顆堅定的心開始的，此時的大衛，憂慮

害怕已經被從　神而來的信心驅散無遺，他恨不得用最高昂的

聲音，最宏偉的詩句，向全地歌頌　神的慈愛，向萬民述說　

神的信實。他等不及黎明的到來，他要喚醒自己的心靈，喚醒

頌讚的琴瑟，甚至喚醒還在沈睡中的早晨，他要向天地萬物唱

出：

主阿、我要在萬民中稱謝祢、在列邦中歌頌祢。

因為你的慈愛、高及諸天、你的誠實、達到穹蒼。 

　神阿、願你崇高過於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大衛的禱告，　神完全聽見了。三千多年後的今天，在地球的

各個角落，許許多多　神的子民，用各種不同的語言在詩篇中

頌讚　神的時候，我們知道，　神悅納了大衛的呼求，　神應

允了詩人的禱告。弟兄姊妹們，我們的　神是慈愛和信實的　

神，祂眷顧我們，我們的生命氣息都在祂大能膀臂掌控之中，

甚願大家都能從詩人大衛的經驗中學習到仰望　神的功課，願

我們不論是在豔陽天，暴雨下，在順境中，在逆境裡，都能倚

靠祂，讚美祂！

　神阿、願你崇高、過於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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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念上面的事
拾穗者

從退修會回來，有一天晨更讀到歌羅西書3：1-4節：「所以，

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邊。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

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基督裡。基督是我們

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感受良深。

這段經文是針對教會的弟兄姊妹們說的，目的是要我們在信主

以後，每天在生活中好好的操練自己的新生命。這新生命的操

練，至少有三個階段：

（一）與基督同活　當一個人接受主耶穌作他個人的救贖主

和生命的主時，這人已經與主一同向罪死、一同埋葬（遠離罪

惡）、並一同復活，他成了新造的人（羅6章）。我們在頭腦

上，很容易認同這段經文，但當我讀到保羅說：「我已經與

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

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加2

：20）以及另一段經文「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

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顯大。」（腓1：20）我有些心虛了，暗暗地問自己：「

我有這樣嗎？」「不是自己騙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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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良心說，許多時候，我們的自我還是蠻大的！在實際的生活

中，常常因愧對聖經的教導，而心中自責。不僅如此，還要我

們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豈不難上加難？什麼

是地上的事？什麼又是上面的事呢？地上的事，簡單的說是我

們生活的衣食住行。從另一個角度看則是名譽、錢財、地位、

聰明、知識、才幹、以及美貌等等世人所追求的。這些地上的

事都會隨著時間而消逝得無影無蹤。只有神國的事，也就是天

上的事，則是永遠長存的。因為我們舊的、天然人的生命，在

決定信耶穌之時，就與基督一同釘死在十字架上了。新生命，

則與基督一同復活。

（二）與基督同住

現在我們基督徒的新生活，是與基督一同居住在一起的生活。

與以前的生活最大的不同是我們不再作主人，而是讓主耶穌基

督作主人，我們則是祂的僕從。我們的新生命，既然已是用水

和道洗淨了，現在又有聖靈永遠居住在我們心裡，我們的新生

活必定會不再一樣。在約翰福音中，主耶穌自己告訴門徒，祂

去之後必有保惠師會來。此外，祂也曾告訴門徒：「我去原是

為你們預備地方去。」（約12：2）並且，祂會坐在天父的右

邊，晝夜不停的替我們禱告代求。

主耶穌是如此的愛我們，使徒保羅勸勉我們要將身體獻上當作

活祭，而不要再效法這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察驗何為

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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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們若要與基督同住，我們一定要將神的話好好地存記

在心理，常常藉著不住的禱告與神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就像葡

萄樹與枝子一樣。葡萄樹的枝子可以從樹根裡面吸取充足豐富

的養分得以供應果子的滋潤、成長、茁壯，以及成熟。每天當

我在思想、默念存記在我心中神話語的時刻，聖靈的運行讓我

更加進入聖經的精意中，使得我心中所想、口中所說、手中

所做、腳上所走的，都合神心意。以至於可以達到「無論做什

麼，都是給主做，不是給人做」的地步。

雖然現在我們生活在這世界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譬如：有

疾病痛苦、被人誤解或逼迫、工作不順利、生活勞累疲倦、或

是憂愁煩惱重重，但主耶穌已經戰勝了這世界，所以我們可以

靠祂得勝。同時，當我們為病痛向神禱告時，神也會醫治我

們、賜我們出人意外的平安。遭人誤解逼迫時，神的話語會安

慰我們；辦事工作不順利時，神會鼓勵我們；勞累疲乏時，神

賜力量給我們。所以，我們「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

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祂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主耶穌又應許我們說：「我來，是要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是的，我們的新生命不僅是與基督一同復活，更是與基

督一同居住。同時，我們還有一個極大、榮美的盼望，就是將

來與基督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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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基督同榮

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在這個世界上。主耶穌快要離開這個世界

時，迫切地為自己、為門徒、又為所有的基督徒禱告。禱告的

內容全都與榮耀基督有關：父與子的榮耀彰顯、基督因門徒得

榮耀、讓基督的榮耀賜給所有基督徒（約17章）。

將來我們還有一個最榮美的盼望，就是主耶穌基督的再來。祂

會從天駕雲而來，並有極大的光彩榮耀。那時，我們這些仍活

著的基督徒，身體都會改變，並將會被提在空中，與主一同相

遇在榮耀裡。最後，領我們去新天新地，在那裡沒有痛苦、

沒有眼淚、與主永遠同在。天天敬拜歌頌讚美神！祂是萬王

之王、萬主之主。這會是我們最大的喜樂、也是我們最大的獎

賞，哈利路亞！

隨著自己的年紀日增，這些年來，經歷了不少人間的生離死

別。知道這最後的一段人生，歸回天家之路，必然是與主同

行，沒有別人可以代替。對於天家的嚮往，也與日俱增，有關

「思念上面的事」，就成為每日必修的課題了。

謹記此文願與弟兄姐妹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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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動？神的啟示？
－從中文聖經談什麼是異象－

胡海洋

五十三年前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牧師在華盛頓林肯

紀念堂振臂高呼「我有個夢想…」，這句鏗鏘有力的口號至今

仍迴盪在人們心中。「我的夢想」幾乎是中小學生必寫的作文

題材，有夢想（願景，遠景，看見）是使人與其他被創造之

物區別出來的重要關鍵之一。然而曾幾何時，「我有個夢想」

這個美麗的口號在基督教界卻悄悄地被「我有個異象」取而代

之，異象是否等同於夢想（願景，遠景，看見）？且讓我們一

同來探討一番。

異象一詞，就字面上的意義來看，異者非常也，象者現象也，

簡單的說，異象就是指非常的景象或是不常發生的特殊現象。

筆者個人覺得 Wikipedia 把異象說明的非常清楚明白：

異象（英語：vision）是《聖經》中一個常見的詞

彙，指一種從天上來、特別的看見、啓示和引導，

意思相似於《聖經》中其他的「啟示」、「默示」

等詞。《聖經》中記載的許多異象是看見超自然的

景象，或是有關未來的預言。看見異象多半在日

間，在人清醒的時候，也有夜間見異象的（《約伯

記》33:14-16，《創世記》46:2）。

異象偶爾也用於與基督教無關的場合，如指有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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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經驗的奇怪的景象，或事業發展的前景。

異象基本上是一個聖經名詞，在和合本中文聖經中異象一詞共

計出現過88次（舊約70次，新約18次），如果我們從和合本聖

經去探討異象的希伯來文或希臘文的原文用字，我們可以把這

88個異象大致歸納於以下十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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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88處異象中，只有四處（哀2：14，結13：23，21：29

，22：28）是負面的「虛假的異象」，原文為編號第7723 

shav，英文翻譯是emptiness，vanity。另外是在但以理書10

：17所說的異象，在原文中並無相對應的希伯來文文字，筆

者自己的推測，是當初中文和合本聖經的翻譯者基於上下文的

文意，而將「異象」一詞添加於此，藉以增加經文的連貫性。

縱觀以上十三類的整理，我們可以發現，中文異象的原文（希

異象的原文來源整理 

原文編號 希伯來文或希臘文 英文定義 範例經文 

4236 machazeh a vision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

中有話對亞伯蘭說(創

15:1) 

4759 mar'ah looking glass, 

vision 

夜間神在異象中對以色列

說(創 46:2) 

4758 mareh sight, 

appearance, 

vision 

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

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

壞呢。(出 3:3) 

2384 chizzayon vision, revelation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時候神

就用夢、和夜間的異象、

(伯 33:15) 

2377 chazon vision, revelation, 

oracle 

沒有異象、〔或作默示〕

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

的、便為有福。(箴 

29:18) 

2380 chazuth vision, 

conspicuousness 

令人悽慘的異象已、默示

於我．(賽 21:2) 

7723 shav emptiness, vanity 你的先知為你見虛假和愚

昧的異象、並沒有顯露你

的罪孽、使你被擄的歸

回．卻為你見虛假的默

示、和使你被趕出本境的

緣故。(哀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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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來文或希臘文）多半都帶有 vision 的意思，更進一步的去分

析，就上下文研讀，我們會看到這88處的異象大多數都是從神

來的、或是神親自啟示、或是等同神的默示的。就這88次異象

出現的時機而言，他們都是出現在特殊的情況、是神在不尋常

的歷史機緣中特別的啟示，是與神普遍的啟示有所區別的。再

深入思想，我們可以看到異象在舊約時代遠遠多於新約時代，

筆者個人的詮釋是新約時代神的啟示已經完全，祂的子民已經

能夠在全本聖經中找到腳前的燈、路上的光，除非是神自己的

心意，基督徒已經不再需要從神蹟奇事或異象中去堅固自己的

信心了。

筆者特別想在此談一談最常被引用的異象經文：

沒有異象、〔或作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

的、便為有福。  箴言 29:18

Where there is no revelation, the people cast off 

restraint; but blessed is he who keeps the law. 

（KJV)

這裡的異象希伯來原文為編號2377的 chazon，它的英文翻譯

是 vision 雖然在這處經文中譯者把它譯為「異象」，但從中文

的小字註記上我們可以理解，如果把它譯為「默示」應該更貼

切（相同的字在以賽亞書1：1翻譯為「默示」）。沒有異象（

默示）與下半節的遵行律法是平行對稱的（同理，放肆與有福

是反意對稱的），這裡的異象就是神的啟示或默示，與神的話

語或神的律法意思相同，這一節經文主要是強調神的律法（話

語、默示）的重要性，與各人的眼光或遠景沒有關連，很不幸

的是，許許多多的傳道人或講員在引用這節經文時往往斷章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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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只引用前半段，而且刻意將此處的異象與眼光或遠見連想

在一起，進而鼓勵聽眾要有遠見或是要支持講說者的眼光或遠

見，這樣的誤導、濫用神的話語是嚴重違反了按著正意分解神

的道的原則。

本文無意把所有高談異象的弟兄姊妹們與假先知劃上等號，只

是想提醒大家，中文的異象與英文的 vision 是有所區別的。

人（基督徒與否）都可以有遠景（願景、眼光、遠見、看見）

，也就是說一般的 vision，但是提到異象，就必須是從神來的

（special vision from God or special revelation from God）

，異象是神主動賞賜的、在特殊情況的特殊啟示。一群愛神的

基督徒可以藉由互相分享、腦力激盪而有共同的遠景，這是英

文的 our vision，但是這是經由神在聖經的話語中的啟示而來

的，不是像其他聖經中的異象是從神直接經由特殊的現象而啟

示。換句話說，人的 vision 是從人的過往經驗或知識而來，異

象卻必定是從神直接而來的啟示。

最後筆者願意以這兩處經文與眾主內肢體互相勉勵，彼此提

醒，但願神的子民都能存敬畏的心領受神的話語。

耶和華說、那些以幻夢為豫言、又述說這夢、以謊言和矜誇使

我百姓走錯了路的、我必與他們反對．我沒有打發他們、也沒

有吩咐他們、他們與這百姓毫無益處．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利米書 23:32—

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作夢的起來、向你顯個神蹟奇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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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我們去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事奉他罷．他所顯

的神蹟奇事、雖有應驗、你也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作夢之人

的話、因為這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試驗你們、要知道你們是盡

心、盡性、愛耶和華你們的　神不是。

—申命記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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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腳蹤
鄭博仁

透過參與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的一些事工，我們有機會認識了

許多將一生奉獻給台灣，目前退休在北美的醫護宣教士們。除

了關心他們生活的需要以外，這個事工最大的成果，反而是我

們從他們的身上學習到更多。從他們的口中，聽到上帝如何因

著他們的順服和犧牲來成就大事。藉著醫病，把上帝的恩典帶

到台灣偏遠的村落和山區，使眾多貧窮的人聽到福音，信而歸

主，改變一生。

我們在教會常常聽到 ”Mission” 這個字，中文則以「宣教」或

「差傳」交替使用。 Mission 這個字常見的一個最簡單的定

義就是 ”Be Sent” 、「被差遣」、「受差遣」。所以，「宣教

士」，”missionaries”，乃是指一群人被差派去執行一個特定的

使命：就是傳報上帝救人的福音。「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

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10：15），我們常用這個經文來描述

宣教士委身於神美好的一生，也激勵我們願意追隨他們所留下

的佳美腳蹤，更多被神來使用。

我們都知道保羅寫羅馬書的一個主要的目的，是要向猶太人和

外邦人闡揚上帝和他們所立的新約及因信稱義的道理，告訴他

們：「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

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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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羅10：9，10）

保羅從神得到的啟示，傳達給我們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

給我們一個非常寶貴的應許：「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羅10：13）因著這救恩明確的啟示，激起保羅強烈的宣教心

志，竭力去傳揚這美好的信息，一心一意要讓更多的人聽到福

音。

羅馬書不僅是一本詮釋教義的經典，也是一本宣教學的教科

書。它清楚的教導我們要有傳福音的使命感，有宣教的熱忱。

正如保羅說：「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

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

怎能傳道呢？」（羅10：14，15）這些醫護宣教士回應了保羅

在這裏的呼喚，順服神的旨意，願意奉上帝的差遣，到祂為他

們所預備的地方，傳講福音，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因為聽見而信

主，蒙救恩。

我們常會問這些退休的醫護宣教士，是什麼力量讓他們捨棄在

北美優渥舒服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以及家人的溫情，願意遠渡

重洋去到一個言語文化完全不同，生活條件又差的陌生的地

方？無怨無悔地一去就是三四十年？大多數的人都會說，因為

他們清楚神在他們身上的旨意，願意順服聖靈的差派。也因著

上帝的愛的激勵，讓他們可以持續的委身，成就上帝要藉著他

們所完成的善工。當他們遇到各樣的挫折和打擊時，有基督成

為他們的模範和依靠。知道基督也為世人受過更大的苦難，祂

給我們留下榜樣，叫我們跟隨祂的腳蹤行（彼前 2： 21）。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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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宣教士們把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建立在上帝的國度，成

為基督的使者，追隨祂的腳蹤，也在自己的一生，留下了讓我

們來跟隨的佳美腳蹤。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

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彼得前書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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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奇妙的作為
孫珍恩師母

在我回台灣之前，真是十分憂心，住維州的大學同學在電話裏

一再叮嚀說：「妳回去後，一定要找個外勞幫忙。妳哪裏能拉

得動妳的母親？說不定妳自己先受傷或累倒了！」於是我偷偷

地選了一根堅固又漂亮的柺杖，想給母親一個驚喜，但牧師

說：「恐怕她並不喜歡呢！」因此我只好在電話中透露了這個

禮物的消息。果然，家母在電話中非常堅決地說：「妳千萬不

要帶回來，趕快去退掉，我用不上。」等我回到台灣之後，始

知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不肯用柺杖，於是在那裏我又替她選了兩

把花色不同且新穎大方的柺杖傘，因為不能退貨，她也就接受

了。

　

家母的病情是：一、右足的腳筋拉傷，內部一直在發炎、腫

脹、疼痛。二、左腳承受全身重量，以致膝蓋骨膜磨損，不

能彎曲，非常疼痛。三、脊椎有五根骨刺，引起坐骨神經痛。

四、長期吃消炎、止痛藥，導致胃出血，胃不好。五、雙眼

白內障，但還不夠成熟。醫生建議四個月後再去複診。以上各

種病況促使我們幾乎每週都有兩天在不同的醫院奔跑、候診，

聽聽不同醫生的各種說法。怪的是，醫生們都不肯給她開刀。

原本說好右腳要動手術的醫生，最後判定恢復率不及50%，就

改變主意不肯動刀（醫生太忙）。家母甚是失望。在我要離開

台南的前三天，經先父好友的女兒介紹，前往台中去看一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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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脊椎專家，照射及診療，他有把握清除骨刺。於是家母立

刻決定要在7月27日動手術，而我12日必須返美，心裏甚是作

難。因為七月十五日有教會辦的夏令會，七月底有外甥女的婚

禮，早已答應要去幫忙，且機票已購妥，不能再多留一個月服

侍她，心中也甚感抱歉。後來舍弟與醫生在電話中交換意見，

詳談結果，在我離開台北的前一天，始知又取消了骨刺的手術

（要開四小時，是大手術）。如此，我終於能放心離開，平安

歸來，請各位繼續為家母代禱，求主親自醫治她，賜耐心和力

量給她。

　

倒是在回程的飛機上發生一事，頗令我驚異上帝奇妙的作為，

願與弟兄姊妹分享。因為年齡的緣故，我的機票都是訂在走道

邊的座位，為了避免上盥洗室時會騷擾鄰座乘客。在桃園登

機後，已繫上安全帶，正準備閉眼放鬆，想把數天不足的睡

眠補過來。未料就在右肩後方聽到一些爭吵聲，原來是一位

老先生正在向一位空服小姐抱怨，說他登機前曾要求換座位，

驗票小姐答應他說登機後再說，無奈的是等大家都坐定後，發

現全機客滿，甚至頭等艙、商務艙都座無虛席。他說他有什

麼會員卡，空服少爺也走過來說真的沒辦法，叫他先坐定，讓

飛機先起飛，再慢慢安排，找位子。但那位老先生就是堅決不

肯入座，而且大聲說：「我的腎臟有毛病，我必須要坐在走道

邊才方便！」於是又來一位空服小姐勸他說：「你先去坐好，

我們會幫你慢慢問。」雙方鬧得僵在那裏，無法解決難題。我

環顧周圍的旅客，大家都已綁好安全帶，似乎人人都很疲憊，

無人理會他們的爭吵，沒人想站起來換座位。忽然聖靈感動我

說：「妳就讓位吧！」我腦中很快閃過一個念頭：「等一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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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上洗手間怎麼辦？」回答是：「別想那麼多啦！」於是我

遵命站起來，轉身走過去敲敲空服員的肩頭說：「我的位子讓

給他吧！」空服員回過頭來，如釋重負，滿心歡喜。老先生也

竄出來，笑顏逐開地對我說：「我真的是腎臟不好，謝謝妳！

」他伸出手來，我也伸手去握他，並說：「願上帝祝福你！」

突然發現他是鳩胸駝背，比我還矮半個頭，而且手是冰冷的。

聖靈似乎又感動我說：「妳看！他更需要那個座位！」於是我

歡歡喜喜地同意上帝的作為，祂體恤軟弱的人，施恩給有需

要的人。我回去提起自己的黑包就從左邊的43C要換到右邊的

47K。空服員帶我過去時，始知47K乃是靠窗的座位，然而已

有一位青年人坐在那，空服員對他說：「這位女士是47K，你

怎麼坐在那裏？」我看他滿臉尷尬的樣子就說：「沒關係，你

如果喜歡窗邊，我坐中間也可以！」但是兩個年輕人都站了出

來，讓我進去坐在窗邊，他們再坐下。我對旁邊的年輕人解

釋說：「剛才有位老先生想坐走道邊，所以我換了過來。」未

料，他居然回答我說：「謝謝妳！他是我爸爸！」如此，我們

開始有些交談，他父親已經70多歲，此次來美國參加同學會，

而這年輕人是中興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我試著問他大學裏有沒

有校園團契？他反問我說：「什麼是團契？」我告訴他就是基

督徒們的聚會。接著我問他說：「你讀過聖經嗎？你知道人

從哪裏來的嗎？」他說：「書上說人是從猿猴變成的。」於是

我和他談起聖經的教導：人類從哪裏來的？人往哪裏去？上帝

如何造人？上帝為何造人？人如何墮落的？撒但的存在，耶穌

的救恩，等等…其實我們都很累，我心中也有一些不忍，因為

他們父子倆是凌晨三點鐘從台南出發趕往桃園機場的，可說是

整夜未睡，但正因為他那麼累，還肯聽，我確信這是聖靈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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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帝要祝福他。轉眼三小時又十分鐘很快地過去，飛機在

東京 Narita 機場降落，之後，他們轉機飛往加州三藩市，而

我等機轉飛 Washington DC，Dulles。我心中非常感謝主，這

三個多小時內能夠不上洗手間。然而，更奇妙的事仍然在繼續

發生。就是當我再從日本 Narita 飛回美國時，其中至少飛了

12小時又35分鐘，再加上等待下機，等接駁車，這期間居然都

沒有上過一次洗手間。（此後半夜都不必起床上盥洗室）這段

經歷對我來說，甚是令我驚奇，因為平時在家，大概每三小時

總會上一次，有時冬天半夜還得起來，我真的不敢相信事情怎

麼可能如此發生？因為在飛機上也是很冷，蓋著毯子還縮成一

團，而且又吃又喝。當我回想此經歷時，心中出現一句話：「

神是真實的！祂掌管一切，也掌管妳的身體。」祂似乎在對每

一個人說：”I will take care of you！Trust in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His way is perfect！”　願榮耀、讚美歸給天父，願萬

人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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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門徒的真義（二）
—作門徒的條件

陳少豪

前言

接著第一篇的文章【作門徒的含義】，主耶穌立了一完美榜

樣，那就是「基督為僕人彌賽亞」，基督要我們學習祂。基督

不在意自己的地位，卻專心致力於服事我們罪人至死；主耶穌

原是高高榮耀在天，是最偉大的，但祂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甚至將祂的生命傾倒出來，使多人得著救贖。

而第二篇是【作門徒的條件】，因為基督徒必定是耶穌基督的

門徒，當中要肯愛基督勝過一切、肯捨己、肯背十字架，要學

習基督受苦，要學習基督捨己。這些要求看似苛刻，卻是主耶

穌用自己的一生，在那些充滿苦難的年間親自見證地活出來，

活生生地立了道成肉身的榜樣。

【作門徒的條件】—「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

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

的門徒。…」（路加十四章25-35節，馬太十章37-39節；馬可

八章34-35節；約翰十二章25節。1）

1.　肯愛基督勝過一切：「廉價的恩典是教會的死敵。今天我

們必須力爭昂貴的恩典。」2。基督為罪人捨己這樣的恩典是

昂貴的，因為祂呼召我們去跟隨。主耶穌在經中對「有極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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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路十四章25節）說：「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

（愛我勝過愛：原文是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

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加十四章26

節）。可見得主看得出這些猶太人有人不願意付出作門徒的代

價，無法愛基督、跟隨基督，勝過愛世界的一切。特別在上文

路十四章1-24節，主耶穌在法利賽人吃飯，與大筵席的比喻；

到下文路十五章，失羊、失錢、浪子的比喻。在在都提醒猶太

人，特別是法利賽人，基督耶穌是將這昂貴的救恩恩典，白白

地給那些願意跟基督的，那些「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

腿的人」—即是那些為社會看不起的、身陷在困境中的、心

靈虛空的、不滿足的人，也是願意跟隨耶穌基督呼召作門徒的

人。基督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就是白白地給那些願

意付昂貴代價，愛基督勝過愛世界一切的門徒。

表面上看來，這些門徒仍然生活在世上，有些擁有著他們的財

產，有著幸福家庭、朋友親戚、世界的人際關係，但他們實際

上已經和這些東西分別為聖了。事實上作為門徒是從世界中完

全分別出來的，而基督耶穌就是門徒和這些事物唯一的生活中

心與生命聯繫，門徒也懂得唯獨仰望主耶穌，可見肯愛基督勝

過一切是先決的第一條件。也唯有我們接受這個有關門徒的事

實，才能真正成為基督的門徒。門徒愛他的家人，是因為首先

愛基督耶穌的緣故。因為，基督耶穌提供愛心的源頭；基督耶

穌供應信心的動力；基督耶穌指引生活的方向；基督耶穌是一

切美善的開始。神賜各樣恩賜美物給我們門徒，也是為了基督

耶穌的緣故。門徒若不藉基督耶穌，他們和週圍的人與事的關

係就不會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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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新門徒關係不再是基於血緣，而是與基督彌賽亞的「新群體

關係」3，主在馬可三章31-35節中說：「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主並非否認祂與家人的關係，

而是肯定更深入的屬靈天國連合。更重要的是門徒與主耶穌

之間的屬靈關係尤勝過骨肉關係，愛基督勝過一切。而在馬

可福音的插入方法的上下文中，上文耶穌與別西卜聖經經文

中，基督被祂家人拒絕，「就出來要拉住祂，因為他們說祂癲

狂了」（主在馬可三章21節）。夾層文中主耶穌在馬可三章

22-30節，又是被猶太人的領袖們所拒絕。下文中主在馬可三

章31-35節，就是引出這神國度的血緣關係，並不建立於種族

或是家族背景，乃奠基於通過耶穌和神建立關係4。以色列的領

袖們本來是圈內人，現在成了真理的圈外人。而那些願意付昂

貴代價，愛基督勝過世界一切的門徒們，對於自己的家人雖有

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更應把遵行神的旨意放在首位，這的確是

先決的第一條件。

2.　肯捨己：當門徒按路加十四章26節的原則，去調整與家

人、與世界的關係時，也就能進一步學習捨己。唯有學習必須

捨己，才能愛耶穌基督過於愛父母、兒女。只有從捨己起步，

從捨己學習起。凡不想捨己跟從主的人，就是不肯死，而且堅

決要救自己性命的人，這樣的人不能作主的門徒。主基督是在

客西馬尼園定規只要成全天父的意思，就出來捨己以致釘死在

十字架。所以，門徒當學習基督的樣式肯捨己，就是定規只要

父神的旨意成全（馬太廿六章39-42節）。而門徒未學習經過

捨己的道路，就不能如基督到客西馬尼；同樣，門徒不經過十

字架的對付，把自己擺在一邊，單單遵行神的旨意，就不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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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到捨己的功課。所以，我們門徒應該不計任何代價，先愛基

督，更愛基督勝過一切，進一步學習捨己，這樣的人才配作主

的門徒。

主耶穌領路，我們門徒緊緊的跟隨祂。當我們學習基督捨己的

時候，我們才有可能有基督背十字架的心志與行動。保羅也

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

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加22章20節）而學習捨己就

是受苦和遭棄絕，有些人可能是要改變自己的壞習慣，有些人

要學習饒恕﹔有些人可能是要為事奉的緣故放下自己的工作或

享受，有些人卻是要為福音的緣故殉道。各人所領受的不同，

唯一相同的就是我們要放下門徒自己的意志而跟從主的意志。

門徒每天都要和罪爭戰，並擔負其他弟兄姊妹的重擔，卻被世

人譏諷為愚拙。門徒必須和這個世界劃清界線，把我們的舊人

治死，穿上新人，因為這就是基督的呼召。

3.　肯背十字架：當我們愛基督勝過一切，學習捨己，進一步

就肯背十字架。學習背十字架的生命是受苦的生命，背十字架

是門徒的記號，因此我們若為基督的緣故受苦就當喜樂（彼前

四章12-13節），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正走在基督的道路上。基

督已經為我們背了最大的十字架，而作為門徒不能大於他的主

人，故也必須受苦。當我們因基督的緣故失去了生命的時候，

就必從基督裡得著生命。「祂在十字架如何替我死了，今天祂

在我裡面，也如何替我活著。5」。我們門徒也有主的應許，知

道這個十字架必定不會超過我們所能擔當的（林前十章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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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若不會因十字架帶來的逼迫感到羞恥的話，就真是作

門徒了。

當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

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

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

子是輕省的。」（馬太十一章28-30節）這個軛就是十字架。

我們若不肯背負這個十字架，將會發覺自己的軛更沉重。因為

這軛出於我們自己，以致我們因走自己的路而失去和基督的交

通，讓我們受的苦更多。背十字架就是勝過痛苦的方法，是充

滿真正喜樂和盼望的道路，也是和耶穌基督一起走的道路。而

門徒就是要學習基督的樣式，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生命和

生命的供應，的確沒有什麼理由叫我們逃避十字架的責任。只

要主基督帶領，我們門徒都願意與基督同行。主耶穌基督賜給

我們的信仰就是十字架的信仰，除非我們捨己背起十字架，否

則就不算跟隨祂。

【總結】　【作門徒的道路，是學習基督，受苦犧牲的道

路】—「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可十章42-45節，馬可八

章33-38節，馬可九章35-37節。6

主耶穌是大有能力上帝的兒子和彌賽亞，祂的角色並不是來征

服，卻是作僕人受苦以致於死，為罪人成為贖罪的犧牲，而基

督要我們學習祂。基督不在意自己的地位，卻專心致力於服事

我們罪人至死，甚至將祂的生命傾倒出來，使多人得著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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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子來」，這話說出主耶穌，並非空談，只要求別人來

做，卻不要求自己行，主耶穌乃是以身作則，自己率先作我們

門徒的榜樣。因為，真正的門徒之路是一條受苦犧牲之路，肯

學習接受主耶穌所給十字架的死，學習捨去自己的生命，學習

基督的服事人。

附註：

1﹒黃錫木著作，《四福音合參》，基道出版，1995；作門徒

的條件，P96。

2﹒Dietrich Bonhoeffer著作《追隨基督》《The Cost of Dis-

cipleship》，道聲出版社，1989；Ｐ32。

3﹒Mark Strauss 著作，《福音書與耶穌生平》，美國麥

種，2013；P180。

4﹒Mark Strauss 著作，《福音書與耶穌生平》，美國麥種

2013；P202。

5﹒倪柝聲著作，《信徒造就》下冊，基督徒出版社，1979

；P451。

6﹒Mark Strauss 著作，《福音書與耶穌生平》，美國麥

種，2013；P204，& 206圖表7.5。

參考資料：

一．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著作《追隨基

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道聲出版社，1989。

二．倪柝聲著作，《信徒造就》下冊，基督徒出版社，1979。

三．箴士·卜易士著作（James Montgomery）著作，《做主門

徒– 你也能 》《Christ’s Call to Discipleship》校園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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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90。

四．馬克倫著作（Floyd McClung Jr.），《不簡單的門徒》

《Basic Discipleship》，校園書房出版社，2007。

五．Mark Strauss 著作，《福音書與耶穌生平》，美國麥

種，2013。

六．Dwight Pentecost 著作，《耶穌基督的言與行》，華訓供

應中心，2006。

七．黃錫木著作，《四福音合參》，基道出版，1995。作門徒

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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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神
羅思明

最近翻書，偶然發現我兒子在一九九五年受洗時的一篇見證。

雖然事隔廿十多年，重讀之後，仍感慨頗深。一個不經世事的

頑皮小孩，在十幾歲時就能為主作見證，榮耀神。真是神的恩

典！那對領他歸主的外國夫婦，雖然名字巳經不記得，但在他

們帶領許多青少年信主的過程中，處處彰顯了神的榮光。

最近我們查經班正在查以弗所書，【弗一12】「叫祂的榮耀，

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人們往

往提出疑問：神這麼偉大，為什麼還要人來榮耀祂？其實神用

祂的形象造人，要人榮耀祂，就是要人活出有真理的仁義和聖

潔的形象。身為基督徒，神要我們榮耀祂，就是要人活出基督

的生命來。

願聖靈讓我們在萬事上都能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來榮耀造我

們和愛我們的神。阿門。

編者按：本文中，所提兒子的得救見證，亦登在本刊，作者是

Andrew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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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印記
老兵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加拉太書6：17）

在西部牛仔電影裡，常有的畫面，就是看到牧場的主人在他的

牛隻身上烙上火印，用來證明這牛是屬於自己的。保羅這句話

是說我們這屬神的人，身上也會有個印記，而這個印記是與耶

穌有關。

耶穌的印記有什麼特別的呢？我想在受苦的人身上，這個印記

特別明顯。保羅身上有根刺，曾三次求主拿去，卻仍然留在身

上，他一輩子都要承受如芒在背的痛苦，真磨人啊！

而保羅卻要誇耀他的苦，並至終他能在那裡軟弱，就在那裡剛

強。（哥林多後書12：8）我想這個流程應該是：我相信神愛

我，祂知道我的苦，祂能把我的苦除掉。如果祂沒有除掉，我

相信祂另有美意，因為神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即或我現在不

一定完全明白，我也甘願承受這苦。就像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

禱告，求神將祂的苦杯拿去，然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只要照

天父的意思。（馬太福音26：39）

或許，在我們的人生裡，也有一個極深的遺憾。但因著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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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這個憾事，讓我們更靠近主，更感受到主的體貼與憐憫，

讓我們更知道感恩與讚美，更謙卑，更有同情心，更知道什麼

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更明白神的心意，更煉淨無瑕疵，合乎

主用。以至於，我們可以與遺憾共存。甚至，因著信耶穌，我

們把這遺憾的痛苦看成美麗的印記。

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他對我說：我的恩典

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

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後書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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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一天
李玉菁　譯

我清晨醒來，

　急著開始新的一天。

一大堆事等我去做，

　我可沒有禱告的時間。

 問題一連串地接踵而來，

　 　每件事都無比艱難。

 我問上帝：為什麼不幫助我？

 　主柔聲地對我說：你沒有要啊！

 我嚮往美好喜樂的一天，

 　日子卻過得枯燥，沮喪，無精打彩。

 我問上帝：為什麼不開導我？

 　主說：你沒有求啊！

 我嘗試進入神的殿，

 　用盡所有的鑰匙，也無法將鎖打開。

 我問上帝：為什麼不開門？

 　主慈聲地對我說：孩子，你沒有敲門啊！

今天清晨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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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著開始新的一天。

正因為有一大堆事要做，

　不得不以禱告為先。

編者按：本文譯自 Grace L. Naessens 的 The Difference

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

意，並要警醒！（詩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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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憶往
蒲公英

那夜又再度聽到了淒涼的簫聲，喚起我幾乎遺忘的往事，大概

快二十年了吧！

在晚自習的時間從附近傳來了陣陣的簫聲，如此的淒涼、孤

寂。在這荒野的村落，真不知吹簫人的心境情懷，或這曲子的

含義曲調。我聽了，久久不能自已，像是落葉歸根的感覺。在

內心深處不禁自問，難道這就是我夢中所思念的家鄉嗎？但很

快的，白日的疲勞將我帶到周公處報到。

翌日清晨，當服事我用餐的大姐問起：老師，你的老家是那地

方呀？我不知怎麼回答是好？老家，我從沒去過，但昨晚突然

心動的感覺又襲上心頭。我吱吱唔唔了一會兒，似乎無言以

對。

每回告別家人，提著簡單的行囊，滿載著主的恩典和祝福，奔

向那純樸的鄉間村落，天氣總是灰沉沉的。到達了一個繁忙的

大城市，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分。匆匆地休息一會，又要繼續搭

乘夜鋪火車。下車時，是第二天的晌午。在小鎮上改換計程

車，之後，再轉乘更簡單的交通工具。這會兒終於到達了目的

地，正是吃晚飯的時辰了。略作休息，就要準備迎接明天開始

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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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看到了一群年輕愛主的弟兄姐妹，他們從四面八方而

來。初冬寒氣，擋不住他們火熱愛主的心。各自放下了他們的

工作，帶著簡單的行囊來到這裡，學習做主的僕人。

清晨五點，他們以敬拜的詩歌，拉開了一天的序幕。每天的課

程非常緊湊，紮實，晚間還有晚自習。他們睡的是稻草鋪，吃

著粗糧野菜。在那簡陋的小課室裡，一張張桌子緊湊地挨著，

擺著一把把搖搖晃晃的椅子。在發黃微弱的燈光下，人人都聚

精會神地聆聽老師的講課。晚間，他們更是振筆直書，寫著當

天所學習的功課。

如此的認真努力，嚴肅問問題。誰說他們所受的教育，只有小

學程度？他們離別家人，工作，與外界不往來，只為了有更好

更多的裝備，走更長更遠的路。

午後和晚上是他們與老師們討論，交通，和禱告的時間。我們

以主愛相交，促膝長談，靈裡相通。雖然相處時間短暫，在靈

裡，卻是永恆的相繫。

通常我會問學生們將來服事的方向，他們會說兒童教育，成人

教育，關懷，團契，各種不同的工作。有次，一位瘦弱的小姐

妹，她說她要到遠方的大漠去。我心悸的一愣，那麼年輕卻有

那麼宏大的異象志願，令我肅然起敬。

又有一晚，夜黑風高，不知是什麼時辰了。一陣急切的啪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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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久久不去。在這荒郊野外，這人是要報什麼樣的急訊或是

有什麼樣的緊張事兒發生？我只能趕緊的把燈熄滅，留下一片

漆黑與寂靜。幸虧，窗邊本就有一片厚重的布幔擋著。

清晨大姐來，我問她昨晚敲門如此緊迫，是發生了什麼事？大

姐說：老師，不礙事的！我們在以往的時候，經常是半夜騎著

單車，在沒有電、沒有燈的情況下在鄉間的路上趕聚會，心裡

輕輕的哼著詩歌，可感覺熱呼呼的呢！不怕，不怕。

有一次，我在那大院裡。有位弟兄手上拿了本詩歌本，是蠻有

名的。我說：弟兄，我和你買這本書，可以嗎？他說：好呀！

一塊錢，這裡面有許多大家喜歡的歌。留作紀念吧！我們就成

交了。

是的，這些人，這些事，久違了，它深藏在我記憶的一個角落

裡。都是那天，在偶然中，聽到的蕭聲，勾起了我對往事的懷

念。故人別來無恙？

這些年來，雖然沒有他們的音訊，但我深知，有許許多多的

人，離鄉背井，沒有地位，沒有頭銜，有些更是自己出錢出

力。默默地為了主國度的事工奔波，拓展。這些人如浪潮滾

滾，前仆後繼。相信總有一天，所有未得之民，都來歸向神。

這就是主耶穌再來的時候，我們且拭目以待。以歡樂的心，盼

望主的再來。哈利路亞！榮耀歸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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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學校兩週年教學回顧
2016結業典禮

許榮華

感謝神！基督三家中文學校順利運作已整整兩年，學生人數也

大幅增加至近百人。在此做一個兩週年的教學回顧。

一、教學系統的建立：

建校之初，我們除了有幾間教室外，一無所有。但現在我們已

經順利運作兩年了。謝謝神的一路帶領，也謝謝蔡長老蔡師母

他們多年來的禱告，並且為我們請到一位超級能人，就是基督

五家中文學校的丁尚校長，他幫助我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非

常成熟的中文教學系統。我們中文學校秘書顧瑜華姐妹不辭勞

苦，也毫不客氣地將基督五家二十多年來的教學積累都搬到我

們基督三家。我想跟各位家長說的是，我們的學校雖只成立兩

年，但我們教學系統各方面卻是有二十多年的經驗。我們運作

起來都很順利。

二、師資隊伍的建立與培訓：

我們的教師目前都是我們本教會的弟兄姐妹，其中大部分都有

豐富的教學經驗。但是為了統一教學，為了提高老師們的教學

經驗，丁校長和校長夫人杜老師邀請我們到基督五家進行了多

次教學培訓，教學觀摩，以及同年級老師組一對一的教學指

導。另外今年我們校本部，也組建了一個教師培訓系統。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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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具有二十多年中文教學經驗的李淑萍老師指導，定期地進行

多次教學指導與交流，大家互相取長補短。讓我們老師的教學

水平更上一層樓。

三、家長聯誼會：

學生上課的同時，蔡師母和同工們安排了豐富多彩的家長活

動，有屬靈講座，個人得救見證還有生活廚藝講座等等。我們

希望通過各種活動，能夠將耶穌的愛傳遞給各位家長，同時也

增進家長之間的聯繫。

四、我們的教牧團隊是一個把神放在首位，時時禱告，凡事仰

望神，信靠神的屬靈團隊：

我們每次上課前少豪副校長和長老同工，帶領老師們進行課前

禱告，上課時老師會帶領全班學生禱告，上課結束後老師又要

進行課後教學總結與禱告。這些都是我們每週必做的，幾乎從

沒間斷。在這短短兩年事工中，我多次親自經歷神的帶領和神

豐富的供應。有神同行真是美好！

五、教學理念、教學特色與教學成果

我們的教學是將保持甚至提高學生對中文的學習興趣，放在首

位，其次才是學習量的增加。另外因為我們是小班制，我們會

根據孩子的學習程度，在教學上，作業等方面作相應調整。不

但因材施教，也因人施教。

在聖經教學中，我們貫穿了眾多方面的品德教育。孩子們在這

裡不僅僅只是學習中文，還上了每週一次的思想品德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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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們在這裡也能品嚐和體會什麼是耶穌的愛。

另外我們教師和家長之間也有很好的互動，當孩子在這裡表現

不很理想時，老師會主動與家長聯繫，尋找解決辦法。我們這

裡的家長們也積極與老師配合。謝謝各位家長強有力的支持！

我們學校雖然很新很小，但是我們取得的成就卻不小。在北加

州中文才藝比賽中，我們年年都能拿到第一或第二名的好成

績。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參賽學校有近三十個。我們十分感

謝韓毓榮老師和姚卓穗老師的辛勤付出。另外今年我們在基督

五家三個中文學校的聯合聖經比賽中，我們參賽人數雖少，但

我們卻很不好意思地拿走了大部分的獎項。

我可以在這裡很自豪地說，我們基督三家中文學校的教職工團

隊非常優秀。就連丁校長都常常誇獎我們，說我們充滿青春活

力，教學非常投入，並要讓其它中文學校向我們學習。

我不是說我們已經很完美，其實我們各方面都需要不斷地改進

和提高。家長永遠都是我們最龐大最堅強的後盾。希望我們彼

此配合，給孩子一個最愉快、最有效、又最有價值的中文學習

經歷。

主耶穌告訴我們：做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我們教

師都是用服事主耶穌的心志，對待來到我們身邊的每個孩子。

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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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 came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Andrew Luo

When I was in China, I thought that religion was for crazy people. I 

really thought that humans came from apes, and almost everybody 

around me believed the same thing. 

About three months after I and the rest of my family came to the 

US, one of my mother’s friends brought her to Home of Christ. 

My mother asked us if we wanted to go to church and I said no. I 

thought that church was a waste of time and I didn’t want to get 

up that early on Sundays. 

After a few weeks, I finally came to Home of Christ for the first 

time. I was a little curious and wanted to make some new friends. 

I didn’t really go there to learn about God, but that was all they 

taught, so after a few Sundays, I learned that about 2000 years 

ago, a person named Jesus was born. He claimed he was son of 

God, and he was killed on the cross because of it. But after three 

days he was resurrected from the dead. When I learned about this, 

I decided it was a lie, because I knew that men don’t really come 

back from the dead. After a couple weeks, I was totally bor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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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t going to church for about a year. 

Then Home of Christ moved to its present location. My mother 

told me that I should see the new place because it’s really big. I went 

there and I didn’t go anymore. I used to pretend that I was asleep 

to avoid going to church. 

One day, I found out that there was another church located near 

Thornton High School. Every Friday, an American couple taught a 

small group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bout God. The first time I went 

there, I felt really comfortable, as there was popcorn and iced tea. 

Since the group was small, I talked to everyone, and made new 

friends. I actually wanted to go there every Friday night. I started 

to go there because of God. I was convinced by all the evidence 

the couple told us about that there is a God, and I read this famous 

verse from the Bible: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th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I didn’t want to “perish”,  but wanted to have eternal life like ev-

erybody does, and I was glad that God loves us so much. 

After another year, that church closed down, and I came back to 

Home of Christ. It didn’t feel the same after I had believ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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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ed more knowledge about God. I read the Bible almost every 

night and I went to church and prayed.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has grown quickly ever since. I realize 

that God never gave up even though I gave up a few times. He 

waited for me to answer his call, and he made me answer. I thought 

I’d never believe in God, but now I have. God wants me to be 

saved, so he performed this miracle.

Now He made my whole family believe, and I’m thankful for the 

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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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上帝的兒女
宋揚

1999年，我來到美國，剛來時，遇到很多困難，但是很慶幸認

識了一位山東籍的台灣阿姨，她給予我很多生活上的幫助，把

她家裡不用的東西全搬過來，大到桌椅沙發，小到鍋碗瓢盆，

之後她把我帶到教會，那是我第一次去教會。沒過多久，又認

識了一對美國夫婦，聽說他們專為幫助國際學生而提前退休，

受他們的邀請，我每週去他們家查經，那時我對基督教沒有什

麼瞭解，然而已經對基督徒有了良好的印象。

工作以後，我和朋友同事斷斷續續的去過很多教會，朋友中也

有長年在教會裡服事，但當時去教會主要是會朋友、打發時

間，當然，也會聽牧師講道，參加教會的各種活動。漸漸的，

基督教文化已經注入我的思想，對基督教觀點產生了很大的認

同。我在找工作的時候，面試前往往會在車裡靜靜的禱告，

說：「上帝，我很喜歡這份工作，我需要拿到這個職位，但是

成與不成，我交給你。」然後我會充滿信心與平安地接受面

試。每當我遇到不能預知的困難時，經過努力之後，我會把事

情的結果交給上帝，事情成功了我會感謝上帝，如果得到的不

是我想要的結果，我同樣會感謝上帝，使我多了一次經歷，增

長了一份見識，心裡也變得更加強大了。這使我想到在中國文

化中人們常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的能力是無法控制

很多未知的事情，上帝就像 GPS，祂在天上，我看不到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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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需要跟隨祂的指引。

那我為什麼遲遲不受洗呢？一直以來，我以為自己早已經是基

督徒了，不需要通過儀式向別人做出表示。慢慢的，我學習

到，「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旦河裡受了約翰的洗。

」（可1：9）耶穌自己為我們設立了榜樣，接受約翰的洗。所

以我也要藉著悔改、接受耶穌，受洗歸入主的名下，這樣才能

與上帝重新和好，真正成為一個新造的人。「真理的聖靈，乃

世人不能接受的，祂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裡面。」（約14

：16－17）

我想我能受洗，也是上帝的帶領，我願意進入主耶穌的大家

庭，成為他的兒女，蒙受祂的恩典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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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的傳遞
李幻雨

我來自北京，該說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父母都是軍人。

雖然自幼接受的都是無神論的思想，父母卻始終教導我要有向

善的心和樹立高尚道德標準。從小到大都以此為目標一步一步

走過來的。但隨著年齡增長，便覺得在環境影響下很難「獨善

其身」。上大學時，課程的安排，接觸到不同種類的宗教。我

認為宗教都是教人向善的，只對它們都抱著客觀態度，但它們

並沒有從內心吸引我。

來到美國，我和即將畢業的大哥 Jordan 住在同宿舍。他是基督

徒，邀請我參加 Atwater 團契。他說：「沒有關係的，大家都

很友善，只是聚在一起，吃個飯，聊聊天，瞭解一下基督教，

不會強求你信，也不會拉你參加什麼活動。」我便跟著去了。

正如 Jordan 所言，大家都非常友善，人人臉上掛著笑容。後

來才明白那就是信主的人擁有的「平安喜樂」，用大陸通用的

詞彙形容就是「和諧、正能量」。接著我發現基督教中強調的

「平等」是其它宗教沒有的。誠如劉曉亭牧師說的：「除了世

界的大牧者神子耶穌外，眾生平等，人人都是罪人。」團契的

同工們每週都無條件地從灣區來，為我們上課、禱告、唱讚美

詩，並不圖同學們的回報，也不拉人進教會。他們所做的都是

為主，將神的福音傳給世人，讓不瞭解的人認識主、求告主、

信仰主，這也是基督教最觸動我的一點。創世紀1：28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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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賜福給他們，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

這地。』」大家到 Atwater，就是把神的愛傳遍地面，傳遞給

人，自己也有平安喜樂。

認識主之後，有兩件事影響我，也堅定了我的信仰：

第一件事，來美國兩個多月後有一天晚上，突然由我媽媽那裡

傳來爺爺去世的消息。爺爺生前對我很好，他去世的消息，讓

我覺得無助，也使我第一次想家。那時，我打開 Jordan 回國

前留下的聖經。讀了聖經以後，我的心靈竟然平靜了。週六的

團契，我向 Jimmy 叔叔提起這事。雖然我早做了心裡準備，

但眼淚還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來。 Jimmy 叔叔安慰我，和我一

起禱告。經由禱告我的心再次得到平靜。正如一位阿姨分享時

說的，我們信神如果單單向祂要些什麼，就與其它宗教無異，

像拜偶像一般。我們信主是在遇到事情時，心中有主，知道神

與我們同在。灰姑娘的故事中，有一句話貫穿全故事：＂Have 

courage and be kind. ＂我覺得這句話用在基督徒身上很合

適。心中有聖靈，在遇到艱困時，我們就能＂have courage＂

；心中有聖靈，我們就能將神的愛分享給人，自己獲得平安喜

樂。

我最喜歡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一段話：「愛是恆久忍耐，又有

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

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

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

是永不止息。」每當我有憤怒、嫉妒、悲傷，甚至對他人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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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便會想起這段話，從而放下心中負面情緒；每當我有喜

悅幸福之事時，我也會想起主的同在，就感謝主、讚美主，並

設法將主愛傳遞給別人。

第二件事，我八月份，參加了退修會。在那裡，不論是講座，

或是信徒生命中的虔誠，都深深地觸摸了我，讓我有了前所未

有的感動。有一次吃飯時，少豪叔問我：「你的父母平時都親

不親抱不抱你呢？」我說：：「幾乎沒有，尤其長大以後。畢

竟我們生長在中國文化裡。」少豪叔就說：「那麼，叔叔抱一

下你。」當時我很受感動。也許在很多人眼中，這只是父母與

孩子間再平常不過的一種交流，但那時我感到主的愛離我如此

地近。

感謝主潔淨了我，赦免了我的罪，我已獲得重生。主的靈常住

在我心。我堅信終有一日主必降臨。我願遵循主道，也願當眾

人之面，頌揚主的名，傳播主的道，將主的愛傳遞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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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救贖
王慧娟

承蒙天父的恩典，能受洗歸入主名下，成為神的兒女，心裡非

常激動。這是生命中難以忘記的日子，舊生命已經過去，新生

命誕生了。

在中國

我來自河南鄭州，我是一個西醫兼大學教授。有穩定的家庭和

工作，和一個獨生女兒。為了女兒有更好之發展空間，六年

前，放棄了中國的一切，帶女兒來到了美國。

來美以後

我現在住 Fremont，回首六年前，當時已四十七歲的我，不知

那來的勇氣，隻身一人帶著女兒來到美國，沒有工作、沒有文

化、沒有語言…，一切從零開始。如此大的落差，讓我不能不

重新審視自己。重新的開始，「我需要救贖！」我默默地在心

裡說，也默默地尋求、等待。終於有朋友告訴我：「神早己揀

選了妳，只是妳還不認識神。妳要去教會，走入神的國度，妳

能得救。」於是，我信了，我真信了，我做了決志禱告。我主

動走進了基督三家，也結識了教會的朋友。他們是我的兄弟姐

妹，也是我的親朋好友。慢慢地，在教會生活中，我越來越感

受到神的存在。祂就在我的生命裡，祂掌管著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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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改變—信仰的改變

我高中畢業時，我的先生（那時是男朋友）說：「妳學醫學

專業吧！可以治病救人，助人助己。」那時我信了。工作多

年之後，我發現治療身體的疾病，是不夠的，人的心靈更需要

救贖。因此，我後來就成了心理學研究生，進而成為心理治

療師。接著我又發現心理治療師並無法真正醫治人的心靈。現

在，我終於找到了真正能使人得救的神，是主耶穌。是父神差

派祂的獨生子道成肉身，將祂釘在十字架，用祂的寶血洗淨我

的罪，讓我得救。

藉著耶穌基督之救贖，我學會了凡事禱告，凡事靠主，把一切

交託給主。主引領我遵循祂的旨意行事，讓我從焦慮逐漸變得

平安，認清我是個罪人。是主的救贖，使我從驕傲變得謙卑。

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神的厚愛，讓我生命充滿喜樂、平安、希

望。再次感謝讚美神！感謝父神救贖我這個罪人，讓我進入神

的國度，獲得新的生命。也希望能與弟兄姐妹在神的百般歷練

中一起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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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神就是不斷榮耀神
徐忠海

我來美國有十多年了，一直在餐館工作，每天都是兩點一線，

偶爾有些小情緒，在所難免。長時間工作所累積的身體疲憊與

壓力，使我對生活沒有了信心。對我而言，信仰一直是件很遙

遠的事。我不認識神，不知有一位掌管宇宙萬物的上帝，也不

知天地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我女兒未到美國前，她爺爺奶奶經常為她禱告，求神幫她開

路，能早日到美國，實現她的夢想；去年十月份終於美夢成真

了。感謝神的安排，這才讓我對主有了信心。也因此決心相信

神，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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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耶穌得恩典
徐佳

我來自東北，生活在一個幸福和睦的家庭裡。以前也有親人朋

友向我傳道，當時只覺得生活平靜，無憂無慮挺好的。要是信

主，星期日還得起早去教會。那時以為到教會聚會的都是一些

退休的老人或有時間愛唱歌的人。

2012年冬天，我開始對基督教態度有了改變。因為那年冬天，

我奶奶查出有肺癌，全家都被這晴天霹靂的消息籠罩著。這時

有個親戚來傳福音說：「只有主是愛我們的，信必得救。」爺

爺奶奶想教會人多，天天禱告，人有信仰就不怕病魔了，於是

我的爺爺奶奶每天早早起來去教會，讚美、禱告、學習聖經。

在沒有信耶穌的時候，我的奶奶由於家庭條件，沒有上過一天

學，不認識一個漢字。自從她開始信耶穌，得到了神的恩典，

她的病漸漸好轉了，她也會自己學習聖經，感謝主。

有了信仰之後，我們家人開始慢慢的學會感恩。之前，我沒有

信主，遇到不高興的事和不順的事總是怨別人不配合，什麼事

只認為自己做的對。信主之後，我知道凡事也該為對方考慮，

自己變得更寬容了。我知道原諒別人就是原諒自己。我藉由禱

告將事情交到神的手中，求祂帶領我做到真正的原諒。

感謝主！原諒我這個罪人。讓我可以得到新生。感謝祢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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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寶血洗淨我的罪，感謝祢揀選我成為祢的兒女，願我能跟隨

祢，直到永永遠遠！阿門。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

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歌羅西書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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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救贖、與主同在
薛瑞祥

我出生並成長於中國大陸，從小接受中國無神論的教育。無神

論的唯物主義思想曾經根植於我的內心深處。漫漫人生旅程的

前30年，一帆風順的生活讓我對神的感召置之不理，一次次的

錯過得神拯救的機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前進道路上的諸多迷茫和困惑，終於讓我感

受到主的愛，不再對救主的感召置若罔聞。正當我準備敞開心

扉認真的瞭解主的時候，晴天霹靂般的挫折將我重創，我的人

生被重重地擊到谷底。之前努力拚搏所構築的一切美好瞬間

崩塌，我的世界也變得灰暗，整個生活的狀態也變得很消極。

回想經歷的所有挫折和不公，我甚至懷疑我是一個被主厭棄的

人。

在美國我輾轉去了田納西、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和佐治亞等幾

個州，也在朋友的帶領下間斷的參加了當地的教會活動，由於

語言的關係始終沒有跟主更進一步。

後來我來到加州，偶然的機會在朋友的介紹下來到基督三家。

我參加了受洗班，開始系統地學習聖經。平時也嘗試著開始自

己讀經，嘗試著學習禱告。參加每週的主日敬拜，慢慢對神有

更深的理解和敬仰，明白了人的罪性。我才發現，我們如何，



如是我信

90

神真是瞭如指掌。也只有神，才真正知道我們的需要和軟弱。

神真聽到了我聲音，身邊的一切都朝著好的方向發展，我心態

也變的平和積極。心中的希望被慢慢的燃起，主重新賦予我前

進的動力和光芒。我隱約地看見終點的美好，有主在我心中，

無論未來是坦途還是荊棘，我必定得主救贖、與主同在。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依靠祂，祂就必成全。」神必將

履行祂的聖約，凡在神手中的，神必成全。因此過去的恩典，

即為將來的保障，也是繼續求告於神的力量。

我既接受了神聖的洗禮，真正地歸於主的榮光之下，受主寶血

的庇佑，洗淨我的罪孽，我願全身心的事奉主，用我的全部生

命來彰顯主的榮耀。聆聽神的話語，按神的意願行事。感謝主

用大愛包容我這個罪人，將我從苦難中救贖，與神同死，埋

葬，重生。也感謝萬能的主，救贖我身，賜我聖靈。最後也願

主繼續保佑所有主裡的兄弟姐妹平安，讓更多的人受到主的福

音感召，讓更多的人得到主的救贖，回到主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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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跟隨主
王楊，徐春秀

今天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和我的太太徐春秀同時受

洗，歸入主的名下，這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接著，

我們全家將迎來一位新成員，我們的第二個寶寶，太令人高興

和激動，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感謝主！

去年3月，我們夫婦第一次來到美國，在朋友的介紹下，我們

來到了基督三家這個大家庭，並認識了蔡師母及任傳道等弟兄

姐妹。雖然王楊的外婆早已經是虔誠的基督徒，她每天為我們

禱告求主保守。但那時我們並不認識神，我們還是堅持無神論

主義，直到來基督三家才真正認識了主耶穌基督。逐漸地，我

們轉變了想法。之後，全家回到國內，跟以前不同的是，每週

日我們都會去本地的教會做主日崇拜，有時也會跟身邊的幾個

弟兄姐妹一起聚會查經，繼續學習神的話語。

10月份，一份特大的驚喜降臨到我們，春秀懷孕了。在沒有任

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慈愛的天父賜下寶貴的產業給我們，對

我們來說，這就是神蹟！我們必將這一切榮耀都歸給主。讓我

們更加有信心，更相信神對我們的眷顧。

去年底，我們全家決定搬回美國，再次回到基督三家這個大家

庭。這期間，我們參加了基要真理的課程學習，更加深了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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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識。來美國之後的日子，一切都是那麼平安順利，從找房

子安頓、王楊找工作、春秀找醫院看醫生、女兒報名上學，這

一切都在主的眷顧下，蒙祂的祝福與恩典，所以我們更加堅定

的願意永遠跟隨主。

能受洗歸入主的名下，要特別感謝孫牧師、蔡師母、張長老、

唐傳道、任傳道、沈沛東老師、羅老師。是你們一直在堅定我

們的信心。感謝神！感謝您用自己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感謝

您揀選我們成為祢的兒女，感謝您賜恩典給我們！願我們能夠

永遠跟隨您，在祢的計劃中，讓我們走向真理之道！直到永永

遠遠！阿門！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少年時

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詩

篇127：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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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命
宋曉琳

對主、對事奉主的前輩們傳遞主的旨意而表現的愛心，我不知

如何表達心中的感恩。有幸得主的召喚，終於能與祂聯結，我

也不知如何訴說內心的喜悅。

我曾是一個唯物主義信仰者，只是熱愛讀書，最初把主的智慧

和指示所凝結的精髓作為哲學讀物。在 Florida 讀書時，美國

的教會朋友帶領我們中國留學生進行聖經學習，因為對聖經信

息的渴求，使我開始瞭解主話語的真義。只是肉身與凡心如

我，開始一直用思辨的態度質疑。當時朋友 Lance 一句話印象

深刻，他說：「主願意與你建立友誼時，會通過不同的方式，

比如用挫折和困難，讓你意識到你需要祂。」

去年，初到美國，只為了求學，剛體驗獨立，生活也沒有太多

的難處，也對主想與人聯結的說法似懂又不是很理解。

隨後半年接連的打擊：經歷緊急轉學、家中生意受損、車禍。

剛剛步人社會的我，雖然這些打擊都靠自己堅挺下來了，問題

也解決了，卻感覺精疲力盡。那段時間，我不懂得如何快樂和

放鬆。然而，尋找主的意識卻在我腦中閃現，於是抱著放鬆

心情的的初衷來到教會，想再次踏入教堂，也許會接受這信

仰。當我步入教會後，一種教會自然熟悉的氛圍回來了。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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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裡來來回回的兄弟姐妹，那緊繃很久的大腦瞬間放鬆了下

來。雖然那晚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見面，但我並不覺得陌生。

也是在那晚，我心裡默默對主訴說：「主，您是對的，我不硬

撐了，我需要您，我也好喜歡在您的指引下，人們所呈現的友

愛、陽光、讓人溫暖的氛圍。我第一次感覺到，我觸摸到了那

個與主的聯結。我也需要多學習聖經，讓主的智慧指引，讓靈

在體內生長，更多地理解世界、理解環境、理解生活，理解自

己。我需要主的庇佑讓生活得以陽光。」那晚的內心獨白，只

有我自己知道，我找到了方向，或者準確說，是努力的方向。

接下來的受洗班的學習，前輩們對一些問題的解釋，讓我更加

確信主的存在。那座與主聯結的橋樑架接起來了，也理解了信

仰的背景，就更加認同這信仰。於是，自己很快做了決定，要

成為主的人，擁有新的生命。我學會了禱告，為自己，為他

人，禱告完後，我放心地將一切交託給主，也確信主會有祂自

己的安排。我開始學習即使自己還需要幫助時，同時也該盡自

己所能去幫助別人。這樣，隨時隨地都可以有愛的傳遞。

雖然現在依舊需要繼續面對生活的壓力，需要解決的問題很

多，但內心卻不再害怕。信主後帶來的精神力量足以支撐對未

來生活的樂觀嚮往，所以心中更加感謝主。願意在這條正確路

上繼續堅定地走下去，將福音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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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大的主愛
朱良玉

我來自中國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九九七年在韓國我第一次到了

教會。教會的人每到星期天就把我們接到教會，讓我們有機會

吃到各種食物。也因為那種機緣，我接觸到了聖經。日積月累

地我漸漸瞭解了聖經，也認識了耶穌，更體會到主對祂子民浩

大的愛。

有件真事就發生在我身邊，讓我深深感受到信主的人同樣在傳

播著這愛。我的朋友金大剛得了急性闌尾炎，需要手術費四百

萬韓幣，他自己的工資不到六十萬韓幣，根本無法支付手術

費。教會伸出了援手，幫他渡過了難關。這一切都是主的帶

領，我誠心接受祂，祂就賜給了我新生命，引導我過新生活。

來到美國，也遇到很多好心人，在主的保守下，立足生根，有

份工作。感謝主，無時無刻地幫助我。教會就像個家，讓我不

再感到孤單。

在大能和大愛的主面前，我只是個急待神拯救的罪人。我心悅

誠服地接受耶穌基督的救贖，心中倍感欣慰。神用那永不改變

的愛接納我、使用我、更新我。我懷著敬畏、歡喜、快樂的心

事奉神。在事奉中，我要不斷的改正自己的過錯，認真學習聖

經、瞭解聖經。讓我有一個全新的人生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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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的救贖主
艾厚富

我來自中國吉林省。受洗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日子，也是我新生

命的開始。我們都是罪人，但因著神愛世人，我被神揀選成祂

的兒女。神用祂獨生子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了我的罪，讓我能

來到神施恩寶座的面前，能夠全然的接受父神的慈愛和恩典，

感謝讚美主。

因主的憐憫和愛的光照，把我從罪惡的深淵救了回來。讓聖靈

住在我的裡面，時刻的看護著我，給了我一個全新的屬靈生

命，心靈得以充實和平安。哈利路亞。

我沒有認識主之前，我最大的愛好是賭博，它能給我帶來快樂

和精神上的滿足。但同時也給我的家庭帶來經濟損失，以及家

人精神上的壓力。婚後這些煩惱全部落在我的太太身上。我們

的吵鬧不斷，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賭博。一次次看見太太獨自

的落淚和生氣，對生活失去信心的時候，我也做了無數次的承

諾，但結果一次次的破滅，又為這個世界所誘惑。2011年我來

到了美國，太太和孩子還在國內。剛來的時候沒有車，加上對

環境的陌生，以及語言不通帶來的心理壓力，內心更是無比的

空虛。來美之前在電影裡就瞭解美國的賭場是合法的。因此在

生活無聊的狀態下，就邁進了賭場的地獄之門。第一次非常的

幸運贏了一點錢，那時無比高興與自豪，心中想著：「以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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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要多來幾次啊！」但我大錯特錯了。其實這是我噩夢的開

始，接連幾次就沒有那麼幸運了。輸了一些錢，心裡有了不服

的感覺，還責備自己：「如果當時那一把押在另一處就好了。

」多麼天真幼稚的想法。每月本來該寄回家的錢，都是從親戚

和朋友那裡借來的。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半年，這半年內我和大

洋彼岸的太太戰爭也沒有停息過，電話裡吵，上網也吵，原因

是收入對不上了，我對自己也非常懊悔。

2013年5月太太和孩子都順利移民到了美國，大家過了一段風

平浪靜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長，我老毛病又犯了。太太最後把

錢都藏了起來，但是靠著我的聰明智慧，還是被我找到了，然

後送給賭場。我太太非常憂慮，不能安心工作，總要打電話或

發信息詢問我在哪裡。2011年也和我的表哥來過基督三家兩

次，但那時候什麼也聽不懂。直到2016年1月份，神開始在我

身上動工，讓我開始持續地在教會做禮拜。主耶穌的愛和聖靈

的大能得著了我，使撒旦屈服了。耶穌基督也住在我的裡面，

祂徹底把撒旦從我裡面趕跑了。主沒有丟棄我這個罪人，反而

從地獄裡把我拯救出來。感謝主耶穌基督，祂洗去我裡面一切

污穢的罪，做我生命的救贖主。我願背起我的十字架跟隨主，

無論在順境或逆境中，我都順服主，現在，將來，直到永遠。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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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語的能力
羊劼

接受洗禮將意味著與過去告別，雖然我覺得自己在信主的道路

上做的遠遠不夠，但是如果問我跟隨主的決心，我的答案是肯

定的。其實對於信仰，我是一直有所渴慕的，在生活中、學習

中、工作中，特別是在人生中的一些重要時刻，我會不知不覺

地祈禱。以前我並不知道是在向上帝祈禱，向主祈禱，而事實

上當我回憶起自己被神的話語所吸引，直到建立起信仰的整個

過程，就是個人的理性認知被上帝超越人的認知能力所折服的

過程。

我這一代人從小已經被「無神論」的教育充斥了所有對世界，

對周圍一切事物的認知，相信自然的一切，認為都是科學。但

在生活中遇到的迷惑，在犯下過錯所產生的不安，在面對無數

問題而尋求不到答案的時刻，心裡依然只有迷茫與不知所措。

我從七歲起，一直成長在單親家庭，生父對家庭不負責任，

對家庭選擇了拋棄與不顧，令我自幼未能感受到健全幸福的家

庭生活，他對家庭三十年的不聞不問，也令我心懷抱怨與憤憤

不平，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他要那麼做。在我成年後，生父的

忽然離世也同時將我心裡這些疑問永遠的帶走，更令我鬱悶而

苦惱。因為偶然的機遇，我聆聽到了神的話語「他人犯下的過

錯，你必原諒，神必原諒你犯下的過錯」我迷惘憤怒、焦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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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心在聽到這句話後恍然大悟，一下子就獲得了內心的平靜

與安寧。路加福音1：37「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

力的。」我內心獲得了平靜與安寧，是神的話，是有能力的

話，是神讓我放下包袱，獲得新生的話語，感謝主對我的憐憫

和慈愛，讓我得到解脫。

通過最近三個多月在教會對聖經的學習以及對基督理念的認

知，我開始更進一步地認識到了我們與生俱來的罪性與時時犯

下的罪行，令人無法自拔，唯有天父的赦免才能得到最終的解

脫，上帝用犧牲自己獨生子的方式來赦免人類的罪，這種犧牲

的愛吸引並折服了我，我認識到主才是道路、是真理、是生

命，我必須敬拜、誠服，跟著他一起走義路，在此感謝主，今

天能夠在眾人面前接受主的恩典，我願意在以後的生命裡跟隨

主，求主憐憫保守，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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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的感受
馬敏

受洗是與基督結合，受洗儀式既是一個盟約也是一個宣誓，也

就意味著在未來的日子裡無論是順境、逆境、健康、疾病、富

有或貧窮都不能讓我與基督的愛隔絕。

從最開始全然不相信神的存在，到一步步瞭解靠近神，到現在

我希望把自己託付給神。在國內無神論的思想教育下我本是不

相信有神的，這一路走來也沒有遇到什麼走不過的困難，以前

都把這些歸結為運氣好。半年前我辭去了國內日企高管的工作

來到美國，現在想想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在來美

國之前我和先生做出很大的決定。先生也是日企的高管，在國

內我們可以說是衣食無憂，生活水平中上層，但是最後還是帶

著兒子一家三口來到美國，這何嘗不是神為我所安排的呢？神

希望我們重新挑戰新的人生，重新迎接新的未來。

來到美國後得了過敏，毛病還不斷復發。先生先來到基督三家

聽課，他告訴我，每位受洗班的兄弟姐妹們都幫我祈禱。在此

感謝你們，感謝神對我的眷顧，現在完全恢復正常。然後我就

和先生一起來到了基督三家，聽了一節受洗班的課，第一節

課老師就講人生下來就是個罪人，我一直認為只有那些被法律

禁止的才是罪，在未聽課之前我絕不會承認自己是有罪的，我

沒偷沒搶，何罪之有呀？可是聽了長老的教導後，我才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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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我們唯有通過信耶穌基督，我們的罪才會得以赦免。在

上完課以後進入互相祈禱，教會的兄弟姐妹們給了我莫大的感

動，我等於說和他們素不相識可是他們是那麼真誠的，發自

內心深處的為你祈禱，祈禱神保護你，讓我感受到了來自神的

愛，同時讓我為之震驚的是兄弟姐妹們是那麼熱情、樂於助

人，來到這裡以後讓我覺得心靈是如此的平靜，沒有了以前的

浮躁。

所以我願意成為神的兒女，我希望去親身感受神的慈愛，並且

以後我要以一個基督徒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愛世人、廣傳福

音、聽主的話，把生命交到主的手裡。並且我要感謝主，讚美

主重新指引我開始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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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故事

102

禧齡的外婆
－生於亂世的基督徒－

學敏

我們查經班新來了一位姐妹，叫薩禧齡。主日聚會後，與她同

桌吃飯。發現她怎麼把盤子裡的菜中的肉挑出來，只吃蔬菜。

就問她：不愛吃肉嗎？她說：不是。今天是她外婆的忌日，每

年九月，她就不吃肉，為的是紀念外婆。我心想，基督徒怎麼

會用這麼怪的方式，來紀念一個人？

禧齡是六十出頭的人，還懷念著外婆。不由好奇地問，為什麼

這麼做呢？於是話匣子打開了。

禧齡的外婆叫楊光霞，是一位日本華僑。生於1904年，日本橫

濱。她父親是香港派去的美商石油公司的買辦。他們是廣東中

山人，與國父孫中山同鄉。當過商會的會長，又懂英文，在僑

界是頗有影響力的新派。

光霞18歲那年，從日本到上海來唸大學。她有兩位已婚的姐姐

在中國。其中一個住在上海，姐夫是律師。沒想到八月才到上

海，一星期之後，1923年的九月一日，日本發生了歷史上著名

的關東大地震。在這場毀滅性的災難中，橫濱中華街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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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震前的5721人，僅剩下1700人。而外婆在日本的親人全部

罹難。

失去經濟支援的她，大學也上不成了。身上的金銀手飾變賣用

罄，輾轉找到一份工作。適值國民黨中央組織負責人陳立夫，

在南京成立海外檔案科，她在那裡幫忙整理海外黨員資料。後

來，與菲律賓的黨代表結婚，隨先生派到福州剿匪。

他們住在一座從前的官府，庭院深深。應該是很氣派的居所，

但恐怖的是，房子太大，太古老。先生常有公務不在家，到了

夜半就陰森森地，感到鬼影幢幢，一堆女鬼出沒，嚇得外婆與

女兒（禧齡的母親）驚心動魄。就請教鄰居，原來這是以前的

縣太爺之府，做官的三妻四妾，丫頭使女眾多，少不得發生許

多冤屈難伸的故事，鄰里間早就風聞，這座宅子裡不太平靜。

那怎麼辦呢？

有一次，聽說土匪打進城來了，於是一家人在倉惶中，逃到郊

外的一所修道院去避難。修女看出這對母女驚慌失措，沒有平

安，便向他們傳福音。告訴她們，碰到害怕的事，就禱告天

主，趕走魔鬼，並送給她們一本聖經。

有了聖經，再回到家中，就不怕了。那些孤魂野鬼，從此不再

來攪擾。後來，在一次倪柝聲的佈道會中，外婆決志信了耶

穌。從此，一生堅定不移。因著她的信仰，讓她堅強地走過風

雨，經歷水火，也影響了身邊許許多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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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國民黨由大陸撤退，先生要回僑居地，照顧他年邁的

母親。而外婆此時正在上海經營一家有兩百人的醫療儀器廠。

同時，也在幫助女婿經營西藥的生意，無法分身。總以為是暫

時的分開，沒想到，這一別，卻永遠再無法見到丈夫了。

不能想像，一個有國民黨背景的資本家，經歷了共產黨的大小

運動，三反五反，文革等等，是怎麼走過來的？她守護著獨生

女兒，女婿，以及四個嗷嗷待哺的外孫。

禧齡是老大，下面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她說，我媽26歲守

寡，她像一個大孩子，沒什麼主見，一生靠外婆替她撐著，等

我們這些孩子長大了，我們替她當家。

禧齡的父親，在1950年代的整肅資本家的運動中，害怕承受不

了共產黨的折磨而自殺。在她們住的那條街，大都是資本家，

那陣子，幾乎每天都有人自殺，像傳染病一樣，好慘啊！

1983年，禧齡與丈夫帶著兩個唸小學的女兒，移民美國。住在

加州的灣區。一到了自由地，她迫不及待地找教會受洗。那就

是基督之家第一家，由寇世遠監督為她施洗。雖然，多年來，

沒有機會進教堂，但在她心裡，一直認定自己是基督徒。

禧齡的大妹康齡與妹夫，去年由大陸來訪灣區。妹夫來美興致

最大的，就是走訪各個教會。他對北美教會的自由敬拜，主日

信息及兒童主日學的優良環境與教導，讚賞有加，他也是來自

信主家庭，他的父親，因著信仰，受過許多苦。他目前參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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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裡許多對外的慈善事工。

另外一個妹妹福齡，現在住澳洲，她從小最會背聖經，並愛唱

詩歌。那年她回上海，氣喘老毛病發作，病情危急。她的同學

在妹妹病房外，安排教會的弟兄姐妹們，一天一班地禱告，妹

妹終於活過來了。在妹妹住院時，她們發現有位軍人病重，

醫生棄醫。這位同學，發起四，五人輪流送飯一年半，熬到換

腎，病好返鄉。

禧齡說：妹妹這個同學，是虔誠的基督徒，她從小跟繼母住，

有什麼委屈都來找外婆，等於是在我們家長大的。相信她的信

主，是受到外婆的潛移默化。而她的愛心，無疑也是從外婆延

伸而來。現在，她唯一的女兒，更是敬虔，把所有業餘的時

間，都奉獻給教會。

近十年來，大陸改革開放，民眾的宗教興趣強烈，拜偶像的廟

宇林立。禧齡全家毫不動搖，姐弟四人都信主，這全是外婆為

他們打下的根基。記得小時候，一輛三輪車，四個小孩一起上

教會的日子，真快樂。1976年，開放伊始，他們馬上又去懷恩

堂聚會，重溫那逝去的美好時光。

記得文革過後，有人告訴她們，在失物中可以償還一件，問她

們要什麼？是啊，這場浩劫，將她們僅存的一點貴重物品，都

搜刮乾淨，包括鋼琴，古董。然而，她們異口同聲的說：要聖

經。她們真的要回了一本聖經，雖然不是原來的那本，但是一

樣的可貴。現在這本聖經，由福齡珍藏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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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禧齡84歲的母親，在上海腦中風。四個兒女、媳婦、

女婿，還有孫輩，從世界各地全都到齊了。媽媽身上插滿了

管子，神情痛苦。禧齡說：我們是基督徒，不准哭。大家在床

邊，彈琴，唱詩歌，述說著往事。媽媽的氣色馬上變好，不久

即安詳地去世。

母親晚年，過得非常愜意，到處遊山玩水。雲南一年，北京半

年，南京幾個月……。而外婆一生，卻沒享到福，共產黨來了

以後，把她一手建立的工廠國有化。廠長改由她們家以前的司

機做。原來，此人是共產黨派來臥底的。外婆降為副廠長，繼

續撐起生產的大任。

經歷一次次的政治風暴，外婆是怎麼承受下來的呢？當時年幼

的禧齡不知道。只知道，從小家裡詩歌不斷。母親有一副好歌

喉，一面彈琴，一面帶領全家祈禱，唱讚美詩。即使在鋼琴，

聖經都被沒收，不敢公開宗教的日子，在家裡，神仍貫穿其

中。

禧齡第一次看到聖經的約伯記，對約伯遭遇的不幸，感到害

怕。現在回想起來，外婆也有同樣的精神，再大的損失，也不

在乎。一個舊時代的女性，沒有家庭的支柱，沒唸過大學，卻

能讓四個外孫，受到很好的教育。

外婆的心胸寬廣，對物質的慾望不大，非常知足，她總是說：

神給我的，多於我所求。即使工廠國有化，外婆的工資還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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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高些。外婆總不吝惜去接濟更有需要的人，像工廠裡的

工人。有次同學告訴禧齡，看到有人穿她的衣服，原來是外婆

送出去的。禧齡的外公在南京有印刷廠，多年前由叔叔嬸嬸代

管，後來竟然佔為己有。外婆不計前嫌，在他們艱難時，仍伸

出援手。

正因外婆的愛心，在66年文革抄家時，工人們對她手下留情，

保住了性命。在那悲慘的鬥爭中，被罰清廁所。外婆凡事任勞

任怨，盡心盡力，她用螺絲起子，撥開陳年的污垢，連掃廁

所，都比別人掃得乾淨，也贏得眾人的尊敬。在她去世後，無

論是資本主義者，或是共產主義者，都稱呼她楊先生。

外婆有記賬的習慣，記到進醫院的前一天。可惜，外婆沒有享

到福，沒有看到共產黨徹底改變。外婆於1979年去世，那時文

革剛結束。

禧齡在美退休後，曾飛越太平洋，遠渡日本橫濱遊歷。走在外

婆生長的街道上，並拜訪當地的華僑會館，探尋當年的任何蛛

絲馬跡。

當故事接近尾聲，驀然地發現，在偌大鬧哄哄的教會餐廳裡，

咱們這一桌，是如此的安靜。曾幾何時，禧齡外婆的故事，吸

引了同桌人的注意，都湊著耳朵，全神貫注地聽著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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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點滴恩典園地
蔡徐智玲師母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

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

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

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要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

切，還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

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

腳上。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

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弗6：10-17）

2016年教會主題：恩典中長進帶出門徒來（提後2：2）

2016年教會團契今年小組查經的內容是創世記，以弗所書。

五月

＊暑期聯合成人主日學於5/29（主日）開始上課，由教牧同工

講『得勝的生命』系列。

六月

＊請郭董明萱醫師談論有關青少年，成人以及老年人的『憂鬱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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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主日）下午2點，在三家舉行今年第二次的洗禮，

有15位弟兄姐妹受洗：Lindsey Yuan（袁琦的女兒）、Noah 

Hsu（Minster Jerome and Marian Hsu’s son）、Will Peng（

彭柄森和吳育緹的兒子）、王慧娟、徐春秀、周常莉、馬敏、

徐佳、羊劼、薛瑞祥、艾厚富、朱玉良、李洪光、徐忠海、王

楊。

＊6/26（主日）上午第二堂聚會，有嬰兒奉獻禮，父母們

願意照聖經的教導，與教會一同教導孩童。父母的名單：劉

璇、馬翔／苗曉曼、朱昊果／楊芳、王遠／楊錦、包小碩／馬

麗、Yong Kwon Cho／閻妍、黃凱／陳一婷、鄔小珩／張偉、

徐邦正／林靜怡、周津／劉娜、唐海波／夏平、聞雷／何菁

菁、肖斌／王爽、王翰／馮一航、戴陽／孫超亞、莊慶棠／姜

宏宇、張家斌／郭真。

七月

＊2016年暑期兒童營7月27日開始，為期三天，早上9：30到

下午2點。由宋偉陵長老負責。

＊2016年暑期媽媽教室，主題：『信仰的傳承』，時間：早上

9：30到中午12點。講員：張肇榮傳道。

八月

＊基督之家聯合夏令退修會，8月5-7日舉行。主題：『信仰的

傳承與奮起』，由劉曉亭牧師主講。專題講員：張麗珠師母（

婚姻/親子講座），郭明昌牧師（樂在靈修—詩篇今讀），顏

上琉師母（基督徒的個人成長），陳少豪弟兄（財經講座）。

地點：Sonoma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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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新學期於8月21日開始上課。

九月

＊秋季 AWANA 和愛家兒童班於9月初開課。

＊9/11（週六）同工會—門徒裝備及組長培訓於早上9：30到

下午3：40在教會舉行。由張國光長老負責聯絡。

＊9/11下午2：00，Atwater 航校學生李幻雨，何興才，韓飛

在本教會接受洗禮。

十月

＊今年宣教年會於10月7-9日舉行。主題：「宣教最優先」，

講員：嘉義基督教醫院吳英賓牧師兼董事長暨陳誠仁院長，卓

志錠主任及陳信恩傳道。

＊蔡康樂長老在10月9日差傳年會中，榮升為本教會的榮譽長

老。按會章規定，長老是終身職，滿70歲，升為榮譽長老，在

長老會中有發言權，但不參加表決，也不擔任實際工作。願神

祝福蔡長老，師母！他們將繼續以祈禱傳道為念，為宣教事工

擺上。

＊10/16下午2：15-3：30中文學校家長聯誼會在 Fellowship C 

教室舉行。

＊10/29週六早上9：30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在教會舉辦講座， 

主題「腎臟保養101」，免費腎臟病篩檢早上10：45開始。由

哈佛醫學院教授蕭俐俐醫師主講，並帶領伯克萊學生團隊為大

家服務。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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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週六下午4：30-5：30在會議室，有教會 Database 事

工服事同工訓練，＂PHP 程序入門＂，由周津弟兄講授 。

＊11/19下午6∶00教會有感恩晚餐與見證會。

＊11/19中文堂舉行洗禮。歡迎龔聯蜀、韓蕥舟、林綺原、曾

玉鳳、何雲龍、陳衍、王麗春、徐桂春歸於基督名下。

十二月

＊ 12/4（主日）八位英文堂弟兄姐妹受洗禮：Steven Lee 李

育維（USF），Michael Lu 盧銳澤（Ohlone College），Leo 

Mi 米梓軒（FCS Junior），Tony Jin 金子輝（FCS Junior）

，Christin Zhang 張鈺瀅（FCS Junior），Sara Liu 劉卿茹

（FCS Senior），Naomi Liu 劉卿睿（FCS Senior），Miranda 

Ying 應子翎（應忠志／陳筱珮的女兒）。

＊12/11（主日上午11：30）中文堂和英文堂聯合舉行年會，

確認新執事：沈沛東、曹子龍、吳劍。

＊12/16日，週五晚上8點，教會舉辦聖誕晚會，由兒童及青少

年表演。

＊12/24日，週六晚上7：30，教會舉辦聖誕節見證佈道會。



邀請

112

誰使地球自轉又公轉？
蕭嘉全長老

有一個初中學生，數學成績一向優異，很得老師的讚賞。在一

次重要的考試裡，老師對這位學生抱以厚望，期望他能奪得錦

標歸。可是結果卻未能如願，他算錯了看來是不該錯的一題。

題目是：

「地球每天自轉一週，那麼每小時地球自轉幾度？」

在那個年級，學校教過轉一圈是360度，一天是24小時，所以

正確的答案是360o÷24=15o。可是這位學生卻算成15.041o。

老師找了這位學生來了解為什麼是15.041度，而不是15度。

學生說雖然數學課裡沒教，但是他知道地球有自轉，還有

公轉，所以地球從第一天的日正當中轉到第二天的日正當

中，如果沒有公轉，只需自轉360度，但是因為公轉，地球

沿著軌道離開了第一天的位置，所以要比一圈多轉一點才能

再度正對太陽。地球每年繞太陽公轉一圈，也就是說每365

天地球要自轉366圈才能回到原來的位置，所以答案應該是

360o×366÷365÷24=15.041o。

這位學生的常識超過了他的同學們，但是因為他的知識是從數

學課外獲得的，為了公平起見，他的數學成績不能高過其他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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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位學生的計算只是從一天延長到一年，如果考慮四年一

閏，他的計算又不夠精準了。如果再延長到百年，千年，範圍

從太陽系擴大到銀河系，我們縱然知道計算出來的數字不夠

準，但是已經超過我們的數字，文字所能描述的了。15度或是

15.041度對初中學生的數學來說可能並不重要，但是能幫助我

們認識人的有限，學習謙卑的功課。

詩篇8：3-4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

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地球在神造的浩瀚宇宙當中何其渺小，就算我們能精確計算它

每小時自轉幾度，還是不能找到是誰使地球自轉，誰使它公

轉，誰使它自轉又公轉。神給我們白天和夜晚，又給我們春夏

秋冬，這樣完美的生活環境，不都是祂的愛和眷顧嗎？

我們在聖經裡學到的真理，可能無法用有限的科學，有限的邏

輯去完全了解，只能靠著信心接受，也許在世界裡不能加分，

因為這不是世界所教的，像那初中生的數學考試一樣，但是必

能得到神所賜的救恩和獎賞。

箴言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我們認識自己的有限，謙卑在造物主的面前，才能得到屬天的

智慧和聰明，和各樣屬靈的福氣，成為神所喜悅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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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曾逸盛

每期棕葉集都有個主題，但除了牧師以外，很少弟兄姐妹是針
對主題投稿的。意外地，這次孫師母寫了「豈是基督『精』
兵？」，在「基督精兵」上作了反面思考。自省間略帶幽默，
也挑起自己常問的問題：「我配稱基督精兵嗎？」若照她所說
的「基督小兵」該有的心態，也許我連做名忠心的小兵，都不
夠資格。

沈湘特別寫了篇文章為本期封面「受告圖」作解析說明；讀完
如同上了一堂精簡的藝術欣賞課。學敏姐妹提議，接下來幾期
的「棕葉集」都可以用名畫做封面，由沈湘著文配合。但她回
絕說，寫這樣的文章好像寫論文一樣，蠻累人的。

教會一向注重聖經真理的教導，和讀經有關的文章一期比一期
多。靈修時，如果能禱告、專注、默想，在經文裡找到亮光不
難；在團契小組聚會分享讀經心得也不算難。但要把靈修或讀
經的心得清楚完整地寫出來，就不是那麼容易。在「讀經樂」
裡 有幾篇文章，短短的幾頁文字就言簡意賅地把大課題說清楚
講明白，顯然花了作者不少時間和心力。

有人說：「基督教有五本福音書：馬太、馬可、路加、約翰、
基督徒；不信主的人不一定會去讀前四本福音書，但他們都有
機會讀到第五本福音書。」正如詩歌的歌詞：「（我們的）生
活像書展在人前，被眾人反覆誦念。」不論是剛受洗的或信
主已久的弟兄姐妹，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個可以說給別人聽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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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們蒙恩得救、領受恩典、靈命成長、教會服事，並不是
關乎個人而已，其實更關乎於神。因此，每個故事不只是我們
個人的故事，也是神的故事；多麼希望在這裡的見證與故事有
可能「在永世拋擲一個屬靈的身影」。＊

＊被稱為講道王子，十九世紀英國佈道家司布真的名言。

下期主題： 成全聖徒 

截稿日期 ：03/10
/2017

歡迎弟兄姊妹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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