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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揚基督
孫雅各牧師

感謝主！過去的一年神極大的祝福臨到基督之家第三家，正如

教會今年的主題是「傳揚基督」，我們教會在傳揚福音的準備

和行動上向前跨了一大步。過去幾年我們參與短宣，每年有到

墨西哥Yugo短宣隊伍，也有到台灣嘉義基督教醫院和太保教會

兩次短宣，美中的短宣，歐洲的短宣，教會在禱告中支持短宣

隊，在金錢上與更多的宣教士同工，幫助弱勢的群體，也看見

許多人信而歸主，這些都是神恩待教會的憑據。然而今年教會

更進一步地經歷了聖靈所行的大事，在本地所興起的短宣隊，

每週及隔週到Atwater和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傳福音。不

是少數人參加，每隊平均十多人。並且有許多弟兄姊妹樂意在

供應飯食上豐富預備。因著遵行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教會經

歷了聖靈更新的能力，否則如此的事奉不能持久。如今看見弟

兄姊妹們對慕道友歸主的負擔日漸加增，我們的信心與喜樂更

加堅固及倍增，求主明年帶來更大的復興，讓傳揚基督的負擔

更如火被挑旺起來，迎接末日福音的大收割。

在教會中神也帶來了許多慕道友，藉著各樣方式的查經，主日

學，慕道班，洗禮班，詩班，讓他們聽見純正真道，透過弟兄

姊妹的事奉與見證，感受到基督的愛，願意悔改接受耶穌基督

作他們的救主。一年來在教會中決志者有超過六十人受洗歸在

主的名下，神將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給教會。神也藉著福音的

預工，透過各樣的管道，擴大教會對社區的關懷與服務。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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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醫療傳道會在教會每月舉行一次健康講座，幫助許多人的

身體更加健壯。愛家倍全人關懷的牙醫義診也在教會舉行了三

次牙醫義診，許多人第一次接觸教會。今年下半年教會開辦了

中文學校，許多的兒童來學中文，他們的父母也有機會聽見福

音，並從各樣的講座中漸漸明白神的愛，人生的目的，社區的

責任。其它還有許多教會的活動，youth，兒童主日學，AWA-

NA，暑期兒童聖經班，媽媽教室，陽光學院，健康活動，團

契，小組，迎新，野餐，佈道會，也都是以傳福音為導向，我

們盼望明年有更大的突破，更多的人信而受洗。

出埃及記第十五章神指示摩西一棵樹，當摩西把樹丟在水裏，

苦水就變甜了，這樹就好比基督的十字架，「基督被掛在木頭

上（原文是樹上)，親身擔當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義上活。因祂受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 2 ： 

24）當年，以琳的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樹，讓以色列人能在

那裏的水邊安營（出15：27）。今日，願我們靈眼開啟，看

見充沛的十二股水泉，湧流出豐盛的生命。看見七十棵棕樹那

完全的茂盛，「棕葉集」代表棕樹長滿了茂密的葉子。讓我們

高聲的讚美，歡迎主耶穌榮耀地進入祂的教會，就是新耶路撒

冷，願我們都能手拿棕樹枝，高聲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

來的，是應當稱頌的。」（路19：38）願我們在基督第二次來

時得以安然見主。

三年多前我們一同定下主題，效法基督，正如保羅所說：「你

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11：1）過去的三

年我們在認識基督，跟隨基督，傳揚基督上經歷了神豐盛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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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三年來教會每年人數增長超過百分之十，長老倍增，
同工也加多，宣教經費繼續增添，奉獻與盈餘每年也都增
加。未來的三年，我們盼望教會更能讓神的心意得到滿足。不   

但廣傳福音 ，並且造就門徒。不但努力參與宣教，並且有策略

地找出宣教的方向與策略。不但人人參與事奉，並且是合神心

意的事奉。不但個人的恩賜得到操練，更能幫助更多人發掘並

運用恩賜。不但讓更多的人信主，也關懷每一個肢體。求神讓

我們更加謙卑，經歷聖靈帶來的復興，將福音見證的火炬，一

代一代地付代價傳下去。願人人都以活出基督得勝的生命與聖

潔為目標 ，彼此鼓勵，將一切的榮耀歸給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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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陳世義 牧師

「耶和華啊！凡投靠祢的，願他們喜樂，又願那愛袮名的人，

都靠袮歡心。」（詩5：11）

「神啊，我要奉袮的名舉手。」（詩63：4）

「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袮的名為聖。」（太6：9）

名為實體的記號，為了區別

中文「名」這個字，和其衍生的名號，名聲，名字等等，在和

合本聖經中，出現 412 次；而英文，則多以 name  一個字代表

（據KJV, NIV）。名是對客觀事物的真實性和本質的反映 ，是

人們表達思想的工具之一。中國古代名家公孫龍稱：「夫名，

實謂也。」名為實體的記號，以區別，如張三，李四，獅子，

老虎等等。

當年，摩西被揀選為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領袖時，他的信心不

足，擔心以色列人不服從，會問誰差遣你來領導的？他們要知

道上帝的名字。上帝回答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耶和華

你們的祖宗的上帝。耶和華是我的名。」（出3：13-15）

名不僅是人，亦包括神的稱呼。少年大衛挑戰非利士巨人歌利

亞時說：你們靠刀槍來攻擊我，我是靠耶和華的名，統領以色

列的神 。（撒上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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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實關係密不可分

名實應該相符。比方說「基督徒」（名），是追隨基督，學習

基督，見證基督福音的人（實）。若有人雖名為基督徒，其行

事為人不具有學效基督的見證，只能說是「面具」基督徒而

已。

 

中國古聖孔子倡正名，指應遵守原有的名分，不違禮（規範）

，各盡本職，以維繫家庭，社會，國家的安定與秩序。名正言

順（論語：子路）的含義是名義正當，合理，也就是做事理由

充分，便能理直氣壯。

虛名不可貪

有句名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出自五代史：王彥章傳

很容易被誤用，甚至有種求出名的荒謬慾望。聖經告訴我們：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言

15：33）

「奉主名」的含義

聖經記載：耶和華曉諭摩西， 要告訴亞倫和他的兒子們，要「

奉我（耶和華 ）的名」，為以色列人祝福。（民6：27）

耶穌安慰他的門徒心裡不要憂愁，你們奉我（耶穌）的名，無

論求什麼，我（耶穌）必成就。（約14：13-14）

 

耶穌頒布大使命：「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太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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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彼得在耶路撒冷美門口，對一個瘸腿求賙濟的人說：「金

銀我都沒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叫你起來行走。」（徒3：6）

保羅有總結性的教導：「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

感謝父神。」（弗5：20）

主的名就是主自己，奉是對上級的尊敬。「奉主名」的含義就

是照主的旨意。凡禱告，施行聖禮，宣揚福音，是遵從主的旨

意，不是出於私意。故主應許：必成就。

所以，我們必須加深領悟主的旨意，全心全意相信主豐盛的慈

愛，抱定一個宗旨：願主的旨意成就。

在崇拜和禱告最後，說「奉主名，阿門！」。阿門，原意是信

實，可靠，表示確實如此，誠心所願。舊約中用此詞於頌讚；

新約中，耶穌也用此語，表示實在，確實。奉主名是天梯，讓

禱告上達天父上帝的心！

結語

我們敬畏神！高舉神的名，奉神的名舉手。我們愛慕好名聲，

切記「美名勝於大財」（ 箴言22：1 ）好名聲是作神的工人的

條件（徒6：3）。名利是魔鬼引誘人的工具，我們務必謹慎識

別。

讓我們同心同聲頌讚救主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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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恩典（二）
朱國鈞長老，單穗燕師母

這是一系列四個階段的見証分享，訴說主的恩典在最近四十年

來豐豐富富地賜給穗燕與國鈞這個小家庭。每個階段都以十

年來劃分。上篇第一個階段是從我們1974年結婚開始到1983

年為止。這一篇所分享的是第二個階段從1984年開始到1993

年。

1979年感恩節三家正式成立教會以後，神的恩典豐豐滿滿地在

三家繼續不斷彰顯。那時聚會場地是租用Irvington Presbyterian 
Church歐文頓長老教會的社交廳，不過因為我們三家教會人數

快速的增長而在使用上與地主教會產生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大

約一年多，長老教會就請我們搬家。非常感謝神，1986年中神

就賜給我們第一棟屬於自己的教堂，坐落於現在Weibel小學對

面，雖然不大、又相當的破舊，最多可容納約150人的聚會、

兒童主日學教室更是寥寥可數，勉強湊合使用。可是這教堂卻

五臟俱全，相當適合當時我們一百多人聚會的需要以及財力。

記得那時我們一買到這塊地方就開始裏裏外外的大掃除，包括

屋頂上的清掃。當時國鈞與其他好幾位弟兄正在屋頂上清掃，

有消息來說他的姊妹穗燕已經進入有規律的陣痛快要生了。於

是國鈞急忙地趕回家，帶穗燕去凱撒醫院生產。這是神所賜給

國鈞夫婦最後一個女兒，也是我們三家自己有新堂後所生的第

一個孩子，對國鈞夫婦可說是恩上加恩。



讀經

12

基督徒的故事

12

三家教會尚未成立前就已經開始查經的聚會。我們三家一直就

這麼繼續不斷地熱衷於查考聖經，學習神的話語。當時許多的

查經班都是在家中進行的，對附近的弟兄姊妹以及慕道友前來

參加給予極大的方便。那時國鈞夫婦住在Milpitas市較北邊的

住宅區，有許多的家庭都開放查經。不過住在教堂所在地Fre-

mont福利蒙市附近的家庭卻相對來說不是那麼多。此外國鈞

夫婦有了4個孩子以後改變主意，覺得讓孩子們全上私立學校

經濟上負擔太大，而決定讓她們全都上公立學校。所以穗燕作

了學校成績的比較，發覺福利蒙南邊的學校成績還不錯，雖然

比不上最高分的城市如Palo Alto 市或Cupertino市，卻比Mil-

pitas市好很多，當時的分數正是我們想要的中上階段，不會讓

孩子們的學習壓力太大。感謝神在1987年就賜給我們到現在還

居住的這棟房子！我們四個孩子住進這房子後都上了同樣的小

學、初中以及高中的學校，完全平等沒有區分的待遇。這棟比

較大、能夠容納更多人的房子也成為教會查經班與團契常常聚

會的所在地。感謝主，就是在住家上也賜給國鈞夫婦諸多服事

的機會。

教會成立後迅速的成長，組織架構的正規化也變成事在必行。

從最早期徐農牧師開始的聖工小組、接著執事團隊同工產生、

以及到1989年一月份長老團隊的產生都是神的裝備引領！國鈞

夫婦實在無法想像那年寇世遠監督親自來到我們的家裏，要提

名國鈞成為基督之家第三家的長老！從1980年復活節才接受洗

禮，到那時10年都還不到的國鈞，怎麼可能成為牧養教會的長

老呢？所以我們夫婦都極力拒絕，認為不可以，教會中還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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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多比我們信主時間多一倍以上的屬靈長者，應當先考慮他

們，而不是國鈞這樣一個靈命淺薄的後輩。寇監督要我們好好

禱告，先把自己完全放下，尋求神的心意引領在先。我們夫婦

倆為了這件大事真的跪在神的面前禱告了好幾天。感謝主，神

讓我們再度經歷到神的恩典實在夠我們用，尤其是在我們軟弱

人的身上更顯出神的大能大力。是的，真正的服事主不能靠著

自己的才幹能力。一個人的身心靈十分的微小、所能成就的相

當有限。只有放下自己，仰望聖靈的大能大力才能成就大事。

最後我們決定順服在聖靈的引領之下，讓神成就祂所要成就的

工。1989年10月，基督之家在美的四家教會第一次按立長老，

每家兩位，共八位，其中，國鈞是最年幼的一位。這又是一次

極大的恩典讓國鈞夫婦在戰兢中經歷到神的豐富。三家的另一

位長老是林樹培長老，國鈞的年齡比林長老小不少，所以林長

老一直是國鈞的屬靈好榜樣、 靈命學習的對象。

神不僅僅在教會中賜恩福給國鈞這一個小家庭，並在職場上也

是一樣。1984年是第一年開始了Design Automation Confer-

ence設計自動化會展的一年，國鈞差不多就在1986年辭去 HP 

Labs惠普研究所在這方面的研發工作，而參加了一家startup

啟創公司，那是早期把設計自動化的軟體商業化的三家公司之

一。在這一段時期雖然有時在準備會展前有兩、三個星期幾乎

都沒有睡覺的記錄；還好，那並不是經常性的。國鈞能夠從

德州儀器公司第一個工作崗位開始、後來加入惠普研發所、到

參加啟創公司都一直在同一個專業發揮，這是神賜給我特殊的

恩典。此外也十分感謝主的是國鈞所參加的這家小公司主要負

責人也都是華人基督徒，這是他們親自告訴國鈞的。他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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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的地方也常常鼓勵工作人員一起查經，把神的話放在工

作與生活的首位。當然後來公司幾次與其他公司合併、越變越

大後，情況有所改變。感謝主，在國鈞夫婦1984–1993年第二

個十年的階段中仍舊經歷那麼豐富的恩典！是的，我們所信永

活的神是昨日、今日、以後永遠不變的真神！願一切稱頌、讚

美、榮耀都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萬世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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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讀書心得
拾穗者

今年上半年，我有機會同時帶著兩個查經班一起查考「約書亞

記」。以前總覺得這本書給我的心得就是約書亞「得地為業，

平順通達」這八個字。但在這次看到的亮光印像深刻，謹記下

來鼓勵自己，也願與弟兄姐妹分享﹕

一．約書亞帶領以色列民過約旦河：

在曠野漂流了四十年之後，約書亞帶領著這批新一代的百姓預

備籌劃，探測地情，自潔，獻祭等工作，現在正準備過約旦河

進入神給他們的應許地。所不同的是這年約旦河水漲過兩岸，

根本看不到水有多深，抬約櫃的祭司們走在百姓的前頭，站在

河邊，當祭司們順服的把腳踩在河水裏，河水就是從上流和往

下流兩邊的水都全然斷絕，立起成壘。等到抬約櫃的祭司們走

到河的中央，就停站立在那裏，其間有12個支派的代表各取一

塊石頭，等民眾全部過了約旦河，抬約櫃的祭司腳掌才剛蹋到

岸上乾地，約旦河的水，就流回到原處，仍舊漲過兩岸。他們

把從約旦河裏拾起的這12塊石頭放在河的對岸吉甲地方立石為

永約，顯給後代人看，証實神在這裏已經顯了神蹟，拯救神的

百姓們。當我讀到這段經文時，想到抬約櫃的祭司們看到河水

漲過河的兩岸，看不到水有多深，但他們仍然靠著信心踏出他

們的第一步，才見那水退去，神不僅要我們有信靠祂的心，更

要我們有順服的腳步緊緊的跟著走，神奇跡的帶領就會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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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立石為約的事，是神不僅要這些以色列民永遠記念神信實

的恩典。其實在我日常生活當中，祂信實的恩惠也要我謹記在

心，「不要忘恩,要知恩，感恩，報恩」。

二．以色列人重新守割禮，守逾越節，嗎哪止降﹕

以色列人過了約旦河以後，耶和華曉喻約書亞制造火石刀，第

二次給以色列人行割禮。因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在曠野路

上所生的新一代都沒有受過割禮。以色列人在吉甲安營在耶利

哥的平原守逾越節那是正月十四日，在守逾越節的第二天他們

就吃了當地出產的麥子和榖子所烘的無酵餅。就在這些事以後

的第二日嗎哪就停止下降了，從那一年開始以色列就吃迦南的

出產。看看這些都是神的作為，守割禮是以色列人與神關係立

約的一個記號；守逾越節也是神要祂的百姓牢牢記住的救贖之

恩。還有嗎哪，安鶉和水更是為了供應祂子民在曠野困境中每

天生活上所需要的食物。神對祂子民所施的慈愛和憐憫的恩典

是如此的週詳和深遠。如今，在我們每天物質生活上需要的供

應和困境中前面方向的引導，祂總是不離不棄一一的指點。感

謝我的恩主！祂無盡的宏恩大愛，永遠眷顧我們。

三．日月停止在亞雅崙谷﹕

在約書亞記第十章中記載著這個神蹟，太陽，月亮居然在亞雅

崙谷多停了一日。以前讀到這裏想到主的萬能，這對祂還不簡

單嗎？所以讀讀就過去了。這次多想了一下，這個神蹟在聖經

中還真是史無前例的神蹟呢！我們想到在新約中耶穌在加利利

海上與門徒同船渡到海的那邊，其間遇到了暴風雨，門徒驚惶

的把主耶穌叫醒，耶穌在船上斥責風和海，海浪就停止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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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知道神的能力是何其的大，祂是掌控大自然的神！但這

在千年以前，以色列人和亞摩利人有著激烈的爭戰之時，約書

亞藉著向神迫切的禱告，求神使日月停止一日之久，直等到祂

將敵人交在以色列民手中。我們現在知道地球自轉一週，便是

一天，地球繞著太陽一週便是一年，太陽是不動的。那天祂使

地球，月亮各個星球的運轉，位置都恰到好處，只停了一天，

真使我感慨到萬分的神奇，神不僅是創造宇宙萬物的更是掌管

銀河係統各星球輪轉的神，宇宙的浩瀚無邊，卻是任祂指揮調

動，因為祂是創造這一切的主宰。默想到此時，我讚嘆不已！

我俯伏敬拜！！祂的權威，能力都奇妙無法測透，祂的榮耀，

尊崇至高無上，我們儆仰，我們稱頌，讚美祂直到萬代！萬萬

代！

四．約書亞帶領的各個戰役﹕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百姓們過了約但河之後，花了七年的工夫共

打敗了三十一個王，平定了迦南各地。幾乎在每次戰役之前，

他都求問神。神每一次告訴他戰爭的策略也都不一樣。耶利哥

之戰是最奇特的了，帶著兵器的走在七個祭司前面，約櫃隨在

祭司的後面。祭司要拿著羊角吹奏，一邊吹一邊走，每天繞城

一週，到了第七天要繞城七次，到了第七次，約書亞吩咐他們

大聲喊叫，這城牆就倒蹋了。這樣以色列人便將耶利哥城順利

的攻下。第一次的艾城之戰約書亞輕乎了戰爭的實力，以色列

人在敵人面前落荒而逃，慘敗收場。約書亞在神的約櫃面前俯

伏，痛定思痛，認罪悔改，直到天明。神不輕看他憂傷悔改的

心志幫助他再戰艾城。他這種在「那裏跌倒在那裏爬起來」向

神認罪的榜樣也是值得我學習的。這次神賜下了奇妙無此的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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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選了三萬大能勇士夜間前往埋伏，另有五千士兵埋伏在西

面兩城的中間，又用調虎離山之計引敵軍出城後，使出暗號，

要城外的伏兵，急忙的進入空城內放火焚燒，等到出城的敵軍

看到自家城內已是煙氣飛騰，再轉回城去救援，此時馬上遭到

以色列軍隊的四面挾攻，艾城就這樣的毀於旦夕了。

這場戰役勝利之後，約書亞帶軍隊往南攻，當五王與基遍人有

戰役時，約書亞基於與基遍人立約的原故就派軍隊大力相助，

生擒了那五王最後將之殺死。經過幾場戰役之後，便將南面平

息。又輾轉往北面吉甲聚合。此時北邊的夏瑣王耶賓聞訊震驚

害怕就連合諸王聚合，眾軍人數多如海邊的沙，並有許多馬匹

車輛，大軍聚集在米倫水邊安營。耶和華安慰約書亞不要怕，

必將敵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要「砍斷馬的蹄筋，

用火焚燒敵人的車輛」。神的奇招確實是敵人的致命傷，「馬

的蹄筋被砍，車輛被燒」兩者全毀，這下子敵人再有多強大的

勢力也不能打仗。因此，敵人兵敗如山倒，只有落荒而逃。這

時，約書亞近乎完全平息了整個迦南地。

觀看這整個戰爭的策略是由中間地耶利哥城而起，進而往南下

攻之後又繼而起往北上打。這場戰役完全是出自於神的幫助，

帶領，策劃。每次的戰勢情況都不一樣，每次在攻打敵人神所

賜下的計策又是這樣的足智多謀。「耶和華尼西」祂是以色列

人的元帥，是以色列人的旌旗。祂如今是帶領我們這群屬神兒

女在每天人生道路上屬靈爭戰的元帥，更是我們的旌旗。哈利

路亞！我們感謝神，正如以賽亞所讚嘆的！祂是我們奇妙的策

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祂是那又真又活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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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五．約書亞臨終與百姓們的立約：

「當耶和華曉諭約書亞時對他說你當剛強壯膽，因你必使這百

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

謹守遵行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

往那裏去都可以順利。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

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

以亨通凡事順利。」（書1﹕8，9）

這是當初神要約書亞出來帶領以色列百姓時所給他的使命和傳

承摩西所留下來的工作時，提醒，安慰他的話語。我在這卷書

中不斷的看到約書亞一而在，再而三的用不同方式（立約，抄

寫在石頭上，誦唸，宣讀，宣誓）或藉著不同的機會來提醒，

教導和操練，他的百姓們甚至婦女，小孩都一同聽訓，沒有一

句不宣讀的。摩西所吩咐的約書亞沒有一件懈怠不行的。（8

﹕30-35；11﹕15；22﹕5，6；23﹕6，14）

最最讓我感動的是約書亞臨終之前，還將百姓們召聚來要他們

敬畏耶和華並誠心實意的事奉耶和華。他告訴百姓們他和他的

一家必定事奉耶和華。並且挑戰百姓們若是以為事奉耶和華不

好，就可以事奉別神。但是百姓們卻堅決的說他們斷不敢離棄

耶和華去事奉別神。於是當日約書亞就與百姓們立約於士劍為

他們立定律例典章，約書亞將這些話都寫在神的律法書上，又

將一塊大石頭立在橡樹下耶和華的聖所旁邊。讀到這裏，我腦

海中是一大片約兩百萬人的民眾站立在那裏，立約在神面前的



讀經

20

那種莊嚴，肅穆的景像，每個人對神的敬畏，誓死，忠心，謹

守遵行的決心，在約書亞這一代完成。約書亞死後，那些知道

耶和華為他們所行諸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以色列人都事奉耶

和華。

這卷書的開頭和結尾都是以謹守遵行神的律法典章，神的信實

和恩典必然帶領祂的子民們。那個時代，摩西，約書亞，迦勒

等屬靈的偉人，他們在神面前都忠誠的擺上自己。神在每個不

同的時代，興起不同的偉人 。只要有一顆願意為祂使用的心 ，

忠誠的擺上，祂就成全我們的心願。誠如保羅所說，人生如一

場戲，演給天使和眾人看。我想最重要的是神要我們演的是那

一個角色，我能把它盡心忠心和專心的演好，就是神所喜悅的

了。雖然我已不再年輕，但自從被主呼召之後，深願餘生成為

神的器皿多做主工，盡為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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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引領
鄭博信長老

「祂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

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賽40：11）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11：28）

這兩句經文是用在韓德爾的神劇「彌賽亞」中第二十首歌曲的

歌詞。前半部（賽40：11）是用女中音獨唱的方式來表達，後

半部（太11：28）是用女高音獨唱的方式來表達，中間以一小

段間奏來過門。

韓德爾譜曲的神劇「彌賽亞」在慶祝聖誕佳節的期間，在全世

界許多不同的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呈現。有在音樂廳裡由大小

型樂團與合唱團同台演出，有以「大家唱」的方式來呈現的；

也有近乎即興地在購物商場中，以驚喜的方式表演給大眾的。

許多地方教會也都選用其中幾首曲目來慶祝基督的降生。它的

普遍性可以說是沒有任何一首神劇能與它相提並論。

神劇「彌賽亞」所使用的歌詞是由韓德爾好友Charles Jennens 

所提供的。Charles Jennens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從King 

James 版本的聖經中節錄出許多與「彌賽亞」有關的經節，加

以編排整理，表達他對「 彌賽亞 」的確信。 有學者稱之為「

一篇靈修默想：是關乎基督徒所信，所思想的救主彌賽亞」

（a meditation of our Lord as Messiah in Christian though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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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Jennens在寫給他的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我希望韓

德爾能用盡他的才華與技巧為這些話語來譜曲，以至於這份作

品能超越他所有其他的作品，因為這些話語的主題是超越其他

所有的主題的。這份主題是關乎彌賽亞。」（I hope [Handel] 

will lay out his whole genius and skill upon it, that the com-

position may excel all his former compositions, as the subject 

excels every other subject. The subject is Messiah.）韓德爾根

據 Jennens所提供的歌詞，在短短的24天，譜完神劇「 彌賽亞 

」中有長有短的曲子共53首。三個半世紀以來，Jennens與韓

德爾一同從神所領受的，幫助許多人藉由這部神劇來思想神的

話語以及祂的作為，真的是超越了他們其他的作品所能帶來的

影響力與普遍性。

有一回我在為一次神劇「彌賽亞」的演出預備節目單，打印中

英文歌詞的時候，被第二十首的歌詞所採用的經文所感動。也

許是因為當時孩子們都還小，正是對如何在這個困難的環境中

教養新生代感到茫然與無力的時候，所以很容易就對「那乳養

小羊的」（those that are with young）的字句產生了共鳴。而

且神是「慢慢引導」（gently lead），又是「用膀臂聚集羊羔

抱在懷中」（gather the lambs with His arm， and carry them 

in His bosom）。真是能讓我們想像出一幅非常美麗，安詳，  

平穩的畫面。若是從以賽亞書第四十章第九節讀起，將第十節

的「大能者」的膀臂對比第十一節的「牧人」的膀臂，更讓

我體會到被抱在神的懷中（in His bosom）以及神慢慢的引導

（gently lead）是何等的安穩與可靠。祂真是大有威嚴能力，

又是滿有柔和謙遜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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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手扶持我，安穩在祂胸前

仁愛如蔭影遮我，使我靈魂安寧

（台語押韻）

「惟我深知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祂實在是能保守我所信託

祂的。」

如今孩子們都長大，也有已成家的。這兩句話仍然經常在腦海

中出現，提醒我要記念神為孩子們預備了有智慧的母親與祖父

母、疼愛他們的親人、師長，以及有同一信仰的朋友們；並且

有神的話語、神的愛與人的愛圍繞在他們四周。神真是親自引

領他們的腳步，為他們預備。也讓我思想到父母親如何地藉著

禱告與祈求，用盡他們的心思帶領他們的兒女成長。更感謝神

的恩典，按著祂的應許，讓我們所有帶著勞苦重擔來到祂裡面

的人，都能在祂安穩的懷中得到安息。因祂活著，是昔在，今

在，永不改變的神。祂真是一路的引領。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 

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以賽亞書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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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見證
任學選傳道    

施洗約翰曾經對那些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說：「神能從這些石

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太3：9）如果神要使用一個

人，無論這人怎樣的卑微，祂都能把其雕琢成合用的器皿。我

就像一塊頑石，有幸被神揀選，並被多加磨練，以至於今日居

然成為神的僕人，這實在是神莫大的恩典。

也就在10幾年前我的人生還沒有方向，看不到盼望，不知道自

己為何而活著。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的人生就好像一瓶酒。

因為在那段時間，我懷裡每天揣著的是一瓶二兩裝的紅星二鍋

頭，每天喝一瓶。目的很單一，就是要操練胃的承受力---練酒

量。想藉此不斷的操練，好使我每次都能喝更多的酒。如此就

可以得到別人的稱讚「這人既能喝酒，又講義氣，夠哥們！」

我有一大群酒肉朋友，整天胡吃海喝。但時間久了也日漸厭煩

這樣的生活，沒有目標方向，一切都變得索然無味。這樣的生

活因著我認識了神而發生了徹底的轉變，信主後的那段日子， 

我內心充滿著無比的喜悅和充足的盼望。就如同一名落水者，

在水中遊了很久，幾近絕望，但就在此時他發現了不遠處的陸

地，「得救了！」這是無比喜悅的吶喊。又如同一名尋寶人在

沙漠曠野叢林中尋找寶貝，在萬分絕望之時，突然發現了寶貝

的所在，「找到了！」，這種喜樂無法用言語來表達。我想要

告訴更多的人我得救了！我認識了我的神，從此我的人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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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不再活在無望之中。我想告訴所有的人我找到了！祂是

人類的救主耶穌基督，祂才是我們真正該擁有的寶貝！

得救的喜樂和傳福音的熱誠如同一把火在我裡面點燃，因此在

我結婚後不久我們就成立了一間教會，我的事奉也逐漸從單一

的傳福音開始過渡到對信徒生命的牧養及教會的管理層面。一

晃幾年過去了，這期間經歷許多的甜酸苦辣無以言表，時常有

軟弱甚至灰心的時候。但感謝神的是，祂保守了深埋在我心裡

的這把火，使它不至於熄滅。所以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計劃，

即使經歷多大的挫折，這個計劃也沒有動搖過。那就是等我們

有了孩子，要把他們都獻給神，我會好好的訓練他們，預備他

們做牧師來全時間事奉神，而我們在經濟上供應他們，以回報

神的恩典。

這些年我一直是帶職事奉，一邊在教會事奉，一邊經營著一家

小公司。生意上神也特別的賜福，還不錯，所以經濟上還算寬

裕。只是此時的我再次迷失了方向。起初我對胡吃海喝的生活

失去興趣，如今對現今的事業也逐漸失去了興趣。和太太幾經

商量後，決定出去讀幾年書再說，或許等畢業後再回來繼續。

我們的計劃是來美國或者到澳洲讀幾年書，用現在話說叫「鍍

鍍金」。這兩個計劃，一個很屬靈，一個比較屬事。不過兩不

耽誤，我覺得還挺好！我從來沒有想過全時間事奉神，心想能

這樣帶職事奉已經相當不錯了。不過我還是寄希望於下一代，

盼望將來的子孫個個都能成為神的精兵。可是神的意念高過我

的意念，祂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我這兩個計劃都落空了。我

想獻兒子，可直到現在兒子沒有，女兒也沒有看見。我想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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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的學位鍍鍍金，可當我們開始四處在北京的各大中介了

解出國留學的各種資訊的時候，神卻突然的呼召了我。

那天我正在床上禱告，因為自從決定出去讀書之後內心一直都

非常的掙扎。掙扎的原因是對未來的方向沒有把握，而且對社

會上的學位不感興趣，但又找不到其他的方向。就當我在禱告

中呼求神的帶領的時候，突然有一個聲音臨到我——「為什

麼不去讀神學」。只有這一句話，我當時一下子從床上跳了起

來，內心充滿了無比的喜悅。我無暇去分辨這聲音的由來，因

為的內心好像完全被打開了。幾個月以來我都煩悶不安，沒有

想到這一句話使我的心全然被釋放。我根本沒有任何全時間讀

神學 的思想準備，雖然之前接受過一些神學上的裝備，也只

是part time的。而這個聲音使我相信，神是要我全時間來事奉

祂，祂要我全時間接受神學的裝備。當這聲音臨到的那一刻，

我整個人好像都被點燃了。我並沒有因沒有心理準備而懼怕和

猶 豫，反而一下子全明白了。30多年來神一直預備著這一天，

從我的出生到現在，祂一直在預備和等候。30多年來，神在我

身上傾倒了祂全部的愛，祂不是在等著我獻兒子，而是要我把

自己獻上。祂不要我出國鍍金，而是要裝備我成為合祂所用的

工人。

感謝神！祂給我勇氣和力量使我接受了祂的呼召。三年多過去

了，從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到美國基督工人神學院，神的恩

手不斷地加添在我身上。使我事奉的意志更加堅定，也對祂有

更多的認知。三年多的時間，我沉醉在書海墨香之間，內心充

滿了對神話語的渴慕。讀的越多，發現自己知道的越少。我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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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埋怨神：「為何不早點兒呼召我出來，好讓我多讀幾年書，

以至於將來能更好的事奉。」但神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比我更

有耐心，也知道何時呼召更為合適。特別是這些年祂讓我經歷

一些風雨，以歷練我將來能承擔更大的責任。如今，我幾經挫

折，又加上幾年的神學訓練，或許變得有點老道了，比較合乎

主用了，到了為主收割莊稼的時候了！感謝神！祂既然揀選了

我這塊頑石，並對我幾經雕琢，相信祂也會繼續在我生命中做

工，更合乎祂用，榮耀歸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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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養湛思
孫珍恩師母  

從今年四月份起，在療養的日子裏，經常有聖靈的感動，令我

文思泉湧，甚至祂早已賜下此文的題目。但我卻硬著心，不願

提筆。心想，要寫見證的人多得是，哪缺我一個呢？大可不必

麻煩。任憑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我也自覺心安理得。聖靈每

隔一個月，還是會冒出一句話來：「妳為何不寫呢？」轉眼拖

到十月底了，我心中就對主說：「袮看！上次乃編輯說要我寫

點見證，至今未聞缺稿，何必繼續催促呢？」然而，萬萬沒有

想到，今晨（11月2日）當我翻開主日崇拜程序單裏面的家訊

時，看見：「棕葉集11／5截稿」，突然，聖靈像敲鐘似的對

我當頭棒喝，大喊：「妳來不及了，只剩三天就得交稿。」我

心中一陣恐慌，再加上聽道時正巧陳道明牧師在台上說：「不

是嘴上喊主啊主啊的人，乃是到底有沒有在凡事上讓主來作主

之人，才是真門徒。」那時我終於清醒了，聖靈命令要我坦誠

「剖思」，故此今晚立刻振筆疾書，尚祈鑒諒!

談到療養，我肚中似乎就有滿腹怨氣。起初聽說，坐骨神經痛

大概半年就可以恢復，因此，我從第四個月起就很樂觀，滿心

盼望自己每日進步，以為六月份就能恢復正常，擺脫病痛。然

而，事與願違，右腳因數月未盡功用，導致右大腿肌肉萎縮，

凹進去一大片。而右小腿的坐骨神經仍是從上痛到下面的腳底

心。再者，左腳因長期支撐全身重量也受重傷。當右腳想要配

合行走時，卻很難平衡，有些絆腳。在家中還好，從臥房走到

廚房不過16小步，來到教會，廳大廊迴，走起路來頭暈目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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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覺一腳高來，一腳低，累得沒力氣和人寒暄。最終發現自己

真是變成了長短腳，兩腿相差一吋半，幸好，上帝是垂聽禱告

的主，經過按手祝禱， 終於又長出來了，榮耀歸主名。

在練習走路的過程中，最可怕的是發覺背後全身上下都在痛。

起先以為忍耐些時日就會自然好，後來才知是全身骨頭錯位，

所以行走困難。說起來還是要感謝主的安排，若非先有坐骨神

經的嚴重劇痛，醫生就不能安排我去照MRI。照了之後，始知

原來我已有三個椎間盤突出，絕對不能再提重物，要格外地小

心，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操勞家務和院活，凡事得過且過，不必

介意，恢復健康乃目前第一要務。後來又陸續發現我的脊椎已

變成 S 型，前幾天又發現自己是頸椎歪斜，所以壓迫到神經，

以至左手發麻，總之，一個肢體病變就會引發全身受苦。想來

使徒保羅真有洞見，他把教會比作身體，相信正是因為他全身

都痛過，才能深刻地描繪出何謂「基督的身體」，真是頗有靈

感，生動精確。

我常常思想，自己怎會病到這麼嚴重呢？有必要嗎？聖靈回答

說：「當然，妳若沒有痛過，怎能體會別人有多痛？妳那夠資

格幫助別人呢？」這叫實戰經驗！我突然想起，我曾經有個心

願，就是切望將來有朝一日能服事天主教中退休的老修女們。

但是現在我自己病成這樣，我還有機會照顧別人嗎？感謝主！

我從Sarah（蔡水珍）姊妹身上看到希望。她曾經患重病幾乎

至死，嘴唇發紫，瞳孔放大，醫生已經宣布放棄她；然而，藉

著她丈夫的愛心，堅持把她揹回家去，經過長久晝夜悉心地照

顧調養，上帝行了神蹟，終於把她救活了。 如今，她不但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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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裏積極事奉，並幫助我，教導我如何恢復健康。因為她自己

是過來人，故能瞭解我所面臨的痛苦。此外，還有上期棕葉集

中，王用道伯父的那篇文章也對我有極大的激勵。每當我在家

附近練習走路走不回家，痛得走不下去時，就想起他的見證，

他老人家都能堅持運動，我能不努力克服困難嗎？有時我又想

起自己的母親，心中也有極深的愧疚，我對她實在不夠體貼。

數年前她意外滑倒，傷了右腳筋以至不良於行；每次我返台探

親時總是大發勤快，替她洗刷紗門紗窗，並蹲在地上親手用毛

巾擦洗磨石地。她心疼我，總說：「馬虎點，用拖把拖拖就行

了。」偏偏我就是不體恤親心，不聽話，非要擦得光亮總不罷

休。此外又堅持要把大盆的洗菜水端出去澆花，說是響應政府

的節約用水，她常常勸我別累，我也不聽，還嫌她用水過於浪

費。又回想起多年來在各教會裏不為人知的各種勞苦事奉，一

切都歷歷在目。如今我病得不能回家盡孝，真是上帝的手打在

我的身上，要我悔改，我若不生病，誰該生病呢？正如經上所

說：「必需歷經苦難，才能學會順服。」

有時我仍然不甘心地問主：「主耶穌啊！袮到底有沒有搞錯？

像我這樣的人，能生得起長病嗎？人家一定心想這孫師母真會

偷懶！」聖靈卻訓斥我：「妳不要在意別人怎麼說，人都是虛

謊的，只能看見外表，但神看內心。妳要專注於神，聆聽神的

聲音，並順服神的旨意。」因此，我雖然放下了心頭的重擔，

卻在療養的日子裏經常抑鬱寡歡。但是我們所信的上帝真是奇

妙的神，正當我被自己憂傷痛悔的靈壓傷之時，祂的靈卻常常

來覆庇著我，無論我在做什麼事，祂好像都伴隨在我身邊。我

從生活中的瑣碎小事之上，都能聽到祂的信息，並領受到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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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誨。茲略舉一﹑二如下：

一﹑小草的信實

三年前我們搬回 San Jose 時，後院的草坪全枯死了，代之而起

的是各種頑強的野草。我們有一點空時，就努力地拔野草，但

是總拔不完，也挖不完。我們偶爾得空才去挖拔當然追不上它

們天天自由生長，最後我們終於想通了，必需種上對的草，讓

好草去幫忙收復失土。於是去年孫牧師從前院樹蔭下僅存的好

草中挖了一小塊來移植在後院的一個角落裏，試看它們是否能

生存並繁茂，果然實驗成功，它們不負期望。今年春天，牧師

又挖了一條細長帶土的草和根胡亂地堆埋在後院的中央，就去

歐洲短宣了。那時正值四月底，我開始起來學習行走，首先就

是從後門走進後院，探視我久違了的盆栽，它們都奄奄一息。

又看到那條地面上的草堆已被太陽曬得有點枯黃了，心中著實

不忍，就決定重新把它們再移植。當時我自己走路都很困難，

也很難蹲下去，但為了救這些移植的草，就忍痛拿起圓鍬來為

它們挖出一條淺溝，把它們拉直擺正，再蓋上土。之後，每天

又費時力地用水瓢一瓢瓢地去澆它們。因為北加州嚴重乾旱，

不能浪費水，我也提不起水桶，只能如此奮力地營救它們。然

而，小草們似乎有靈，它們真的不愧被稱為「聖奧古斯丁草」

。這是我們十幾年前搬來時，鄰居的美國老先生告訴我們的，

我們從未聽過這種草名。別人家的草坪都是驕嫩纖細之草，唯

獨我家聖人草堅忍耐旱。此種聖人草的特性是它們不像一般草

坪只向上長，這種聖人草乃是全方位前進，向四面八方拓展它

的地盤。我試著把它們周圍的乾硬土用小鏟子挖挖鬆，拔出野

草，並澆上一點水滋潤四周，過幾天後，就能清楚地看見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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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地伸出白嫩的細足根深入土中，紮穩營盤，向前邁進。我

真是喜出望外，但又心想：就只此一條細草坪要種幾年才能長

滿後院呢？於是就又剪了一段段的草根，把它們零星四佈，埋

在後院的各處。剛開始時，這些小段的草根在烈日之下極其掙

扎，似乎難以存活，但我每日持續去探望救助它們，最後它們

都熬過來了，各段都穩紮穩打，向四面八方前進又前進，好像

「基督精兵向前進」。有一天當我正在觀賞它們的成果時，真

想大喊加油！突然被草兒感動得熱淚盈眶，因為聖靈彷彿在我

身旁對我耳語：「妳看！小草多麼忠心奮勇，它們青翠嫩綠，

努力奮戰，是為了向妳表示感恩，並且全然彰顯神之所造，草

之所是。天地萬物都述說神的榮耀，唯獨人類極其敗壞，墮落

至深。儘管福音已傳到世上，信徒仍不肯真心悔改，大家只愛

宗教儀式活動，卻不肯心意更新變化，繼續活在罪中，彼此詐

欺，以說謊作惡為戲耍。」是的，主耶穌啊！我們若是屬袮的

教會，就求袮親自向眾人說話，讓大家都能聽得見袮的聲音，

也願意確實悔改。

二﹑南瓜的興衰

後院靠左鄰的木板籬邊，有一塊長方形的小土地是舊屋主用磚

圍起來的，一看就令人心想必屬種植沃土。於是今春我隨意埋

了一些南瓜籽，果然很快地種子就發芽生長，欣欣向榮，綠葉

連綿。想到南瓜藤會滿地爬，將來必定太擠，於是就想把它們

分株移植，只是看來看去，不知該挖走哪株才好？後來想想，

大株的挖走可惜，也怕會傷到其根，最終決定挖走擠在大株葉

下的那棵小株，若它死了也不足為惜。由於體力有限，覺得很

累，故就只移了一株，種在朝東的院牆邊。我澆草時只用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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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水，澆南瓜時就給得多些，心中幻想著它們將來會結瓜纍

纍。每日我勉強自己去後院照顧南瓜群，算是初期的被迫運動

（還無力外出行走），長方形土地的南瓜葉迅速地成長，很快

地變成一片翠綠，且開了一些黃花。至於單獨移走的那小株也

適應了新環境，不但活了也慢慢茁壯，甚至後來逐漸追上原處

的大株，它的葉子愈長愈大，藤子也因地寬而爬得甚遠，隨著

日子飛逝，它們都結了小小可愛的南瓜。有時太忙累，我沒力

氣去澆水，心中都會惴惴不安。雖然自以為盡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不知何故，長方形土地的南瓜藤接二連三地褪色枯萎，葉

子也都相繼枯乾。我曾經努力地搶救它們，多多澆水仍回生乏

術，那些可憐的小南瓜沒有一個長得像樣，既小又乾又醜。唯

獨被移走的那株反而不斷成長，而且分成數根爬藤，向三方延

伸，結出好幾個像樣的南瓜來。真是一株好的勝過那邊數株壞

的。我們試著研究其因，原來那片磚圍之土的下層竟然完全是

沙土，因此所澆之水全都流失，根部無法吸收到足夠的水份，

自然全都枯萎了。我心中有些懊惱，只覺甚是「枉費」，白白

受苦。聖靈就光照我說：「同樣的好種，種在不同的土裏，結

果卻是截然不同。人心就是那不同的土，撒種的人必需有屬靈

透視的眼光。不可自作聰明，以為是替主作工，凡故意隨地撒

種的，必不能指望收割。因為屬靈的禾捆只有天使會來親自驗

收，上帝絕對不要假貨。妳也不必忙碌妄自奔跑，要安靜等候

在我面前，只做我要妳作的事，領受，明白我的話語，要有聽

話的耳朵和順服的心志。因為我的意念高過妳的意念，我的道

路高過妳的道路。」是的，主耶穌啊！我過去常常犯錯不能自

制，求袮封住我的口，保守我的心。我又想起過去大兒子曾數

度對我說, “Mom, you always said the right thing to the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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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主耶穌啊！求袮幫助我能夠視而不見，只定睛在袮的

身上，不再糊塗作虛功。

總之，愈親近主，就愈覺吾主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祂

的靈：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有時左右環繞把我困在其中，且

逢人、逢事 、逢物，祂都隨機賜教，耳提面命，諄諄訓誨，每

天賜下恩典，召我日日悔改。的確，祂的名為「奇妙的策士」

。     孫珍恩  11/3/2014完稿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雅1

：2）「以為」是命令語氣。基督徒服從屬天的命令，不僅要

喜樂面對試煉，還要以為大喜樂。不論痛苦的原因、類型和嚴

重性為何，祂一定會使用艱難來使我們得到益處，使祂得著榮

耀。這不是宗教的苦中作樂，而是真誠信靠神的應許和良善，

將試煉當作朋友，和約瑟一樣，知道那些原本是要害我們的事

情，神卻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創50:20;羅8:28）

我們在試煉中愈喜樂，就愈能明白試煉不是不好的事情，而是

一種特權；不管試煉當時的經歷帶給我們多大的傷害和痛苦，

至終會為我們帶來益處，而不是傷害。當我們帶著喜樂的態度

面對試煉時，就會發現最大的喜樂是更多親近神，因祂是一

切喜樂的源頭，也會更敏銳於祂的同在，祂的美善、慈愛和恩

典。我們會更多禱告，更愛讀神的話，在禱告或讀經的同時，

我們的喜樂會更加添。

（錄自John MacArthur 新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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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mended Soil
Marian Hsu

Many of you know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Matthew 13:1-23).  

Some seeds fell on the path, others on rocky ground, others among 

the thorns, and others on good soil.  The seed on the path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he heard of the kingdom of God and it was 

snatched away.  The one on rocky ground had little root and re-

ceived the word of God with joy but fell away.  The seed among 

the thorns was tempted was choked by the worries of the world.  

The seed on good soil flourished and was fruitful.   I was such a 

seed that fell on rocky ground, but by God’s grace was fertilized and 

amended to good soil.

I was raised in a non-Christian family.  However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 friend invited me to Friday night youth group at church.  I 

was open to hearing the gospel, and within a year I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A year later I began to make excuses about not going 

to church and eventually stopped going altogether.  At the time, I 

did not realize that there is so much more to being a Christian than 

just a one-time prayer.  I did not know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

tween accepting Christ as my savior versus my Lord.  

I graduated high school and went to U.C. Berkeley.  Going to a 

college so close, I was a haphazard Christian with no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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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ne knew if I was at Berkeley or Fremont or if I was even going 

to church.  But I made some bad choices my first year and got into 

a situation that began to spiral out of my control.  In the midst of 

the chaos,  I clearly felt God asking me, “If you still call yourself my 

child, why do you not act like one?”  And I knew it had to stop.  

From the spring of my freshman year, I resolved to get baptized and 

go consistently to church. That’s when I learned how to seek God 

first and how I began to grow.

When I first accepted Christ, the bible spoke to my mind, whereas 

God was targeting specific areas of my life and renewing and trans-

forming my heart.  From the bad choices and sins in my life, I began 

to fully grasp the depth of my sinful nature and how wonderful a 

gift was God’s grace and forgiveness.  I had originally accepted that 

I was sinful, because I reasoned that any sin was a sin, and I had told 

white lies before.  But by glimpsing how sinful I could be, I began 

to cling so much more to God’s grace and how he can redeem my 

life.  Like the woman with the alabaster jar and the debtor with the 

greater debt whose debt was cancelled, I experienced God’s grace 

more and loved Him more.   (Luke 7:36-50)

I graduated from college with a B.A. in Biology and English, but 

without a job or plan on what to do next.  This was especially 

troubling because all my life the goal had been to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to get a good job to become independent.  But even after 

going to a good college, I found myself returning home to my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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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 with no job -nothing except the faith that my God knew where 

I was going.  I struggled with maintaining that hope as most of my 

friends found jobs or headed to grad school while I had no idea 

of what to do.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was wholly open to 

what Lord would want to do in my life and willing to surrender it 

to Him. I held on to the promises that God gives us to trust in Him, 

that by seeking God first, it would all work out. “But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Matthew 6:33 

In the meantime, I began working at a company of a family friend 

and to help out with the junior highers during Sunday school and 

Friday night youth group.  A few months later, I received an in-

terview request in Los Angeles for a job in Maryland. I had never 

flown on an airplane by myself, let alone driven anywhere more 

than an hour by myself.  I was scared and nervous, but on the 

airplane trip, I was seated next to a woman who began reading a 

book, “Mere Christianity” by C.S. Lewis.  I gathered my courage to 

ask her if she was a Christian.  It turned out she was going to Russia 

for a mission trip.  I was amazed and reminded that wherever I go 

that the Lord my God is with me.  (Joshua 1:9)

A month later, I found myself flying out to Maryland for a second 

interview and before I knew it I was making plans to move to 

Maryland, right before Thanksgiving, away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and all that was familiar to me.  Knowing the Lord had opene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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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 out of nowhere, I knew I needed to hold on to God’s prom-

ises and trust in his provision all the more, that I wasn’t just going to 

be on my own –for where ever I went the Lord my God was with 

me.  So began my earnest prayer to find a church, because I wanted 

to go with the right priorities and heart.

I arrived in Maryland on a Thursday and stayed with a family 

friend.  On Friday, I purchased my first car.  The next day I contact-

ed a church I was referred to and asked about service times and any 

leads for housing.  The church secretary encouraged me to stand up 

at service and introduce myself as being from California and look-

ing for housing.   That Sunday, in front of 200 strangers, I did just 

that.  By evening I received a call connecting me with two Christian 

sisters who had a room for rent.  In less than a week, God provided 

me transportation and housing but mostly a place to worship and a 

church family.  He showed me how by putting Him first, everything 

else in my life would fall into place.  

No longer was I a seed on rocky soil, for the Lord had amended 

my soil and allowed me to set deep roots so that I would grow and 

bear fruit.  

 “But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 Matthew 6: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rian Hsu is a minister’s wife, mother of four boys, an office assistant at the Alameda 
County Water District, and has served in children’s ministry, discipleship, family ministry, 
young adult ministry, and is currently serving in youth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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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聖經的啟示                     
張意苑

我有各式各樣的版本的聖經，有時候拿出來翻一翻，只看我想

要看的章節，或是讀經只是想尋求安慰。身為基督徒多年，我

的光景是如此不堪。

三年前，在天道書房買了一本大字版的中英文聖經。原想讀經

之餘，還可以學英文。買來後卻束之高閣，甚至積了灰塵，內

疚不已，於是把灰擦了擦，又擺回桌上了。直到有一次我做了

個夢，讓我大大地改變。

有一天，我向神發怨言。那晚，我夢見，身在一間像教室，又

像會堂的房子裡。前面有個講台，台前站著一位像牧師的人，

手裡捧著一個祭壇。台上約有50多人，穿著黑色西裝，他們的

身影也像似牧者，各人手裡均捧著祭壇。祭壇的外表有著美麗

的圖案，有些是陶瓷彩繪的，有的雕刻精緻，極其貴重。

台上的牧師發聲說：來！讓我們敬拜耶和華。於是大家跟著高

舉祭壇敬拜。只有我沒有祭壇，慌慌張張地站在角落。這時，

其中一個好心的牧者對我說：椅子下面有一個塑膠製的臨時的

祭壇，妳就先拿去用吧！於是，我就拿了，也舉起來，一起敬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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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出現了一本巨大的聖經，封面用黃金刻著斗大的聖經

兩個字。但是，這兩個字慢慢地脫落了。接著，聖經一頁頁打

開，是一本英文聖經，裡面的字也是黃金做的。然而，所有的

字，也漸漸地脫落了。我驚訝至極，於是從夢中嚇醒。突然，

有句經節迴盪在我心裏：你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

都要加給你了，我頓時羞愧難當。主啊！我太對不起袮了！虧

欠袮的榮耀。下定決心，一定要將脫落的字，一個一個地補回

去。

花了13個月，看完整本聖經，目前在讀第二遍。不管是出國或

是在任何地方 ，不管多寡，天天讀聖經已成為我的習慣。

每日親近神以後，我常常感受到主恩的滋味，有聖靈的充滿。

參透萬事的聖靈，帶給我啟發與指引，也因此對罪特別敏感。

求神幫助，讓我靠著祂對付那不義的事。

想起剛開始讀經時，像在看故事書，看看就忘了。如今，我愛

讀經，慢慢地品嘗，默想，享受在其中。常常神的話語會跳出

來，成為日常生活， 工作上直接的幫助。

願神祝福祂的話語，願祂的話也進入你的生命裡！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

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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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為樂                        
  老兵

每當想起，我怎麼會成為基督徒呢？就情不自禁地心中竊喜。

以我的個性和背景，怎麼會信呢？大學唸的是歷史系，西洋上

古史的老師規定我們唸聖經舊約前五本書，也就是摩西五經，

當作上古時代的社會史的補充教材。我除了對流奶與蜜的中東

風情印象深刻以外，認為其他的都是神話，還在系刊上跟基督

徒們打筆仗呢！有一次大學的基督徒同學陪先生來斯坦福大學

進修，我初初信主，興奮地在電話中告訴她，我信主啦！她驚

嘆：連你都信了，真是有神哪！

年輕的時候，欣賞老莊思想的睿智空靈，看史記，為司馬遷的

磅薄氣勢與文采所折服，驚艷於中華文化的偉大。信主後才發

現，傳道書遠勝於老莊；羅馬書的震撼比史記是差天差地。聖

經的高度與人間的極品，不可同日而語。而我有幸讀到這本聖

書，太幸運了！

生活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小事一樁固然挺挺就過去，但力

不能勝時，借著切切地禱告，竟然絕處逢生，那種感受終生難

忘！有時只是一個意念，連禱告都談不上，神也會成就。多少

事只可會意不可言傳，只有祂知，我知。這種喜樂與滿足，甚

於獲得世上任何榮華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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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摸不著的神，對我是如此真實。常常藉著神蹟奇事來

安慰我，鼓勵我，帶領我。如果每個神蹟都是一顆珍珠的話，

在我的脖子上有一串世上最名貴的項鍊，由大大小小的夜明珠

串成。

中國人有句話叫苦中作樂，有把苦藥當補藥的心態。信主的人

生是比較輕鬆的，我的經驗是苦中有樂。有一次，心情低落到

谷底，我在車房的跑步機上慢走，看見一隻黃雀站在牆頭，盯

著我看，毫不懼怕跑步機的噪音，久久不離去，又見樹上的柳

葉隨著微風搖曳。彷彿是神派了祂的使者來說：上主在顧念你

呢！心中壓著的大石頭，頓時滑開了。

我們都知道，為所愛的付出辛勞是無比幸福的事。在教會裡，

若有可以效勞的地方，總是快快樂樂，與有榮焉！事無大小，

顯著與否，但求盡心，盡意，為主而做。真有那美好的仗，我

已打過了，不虛此生的快感！

有位老姐妹，在年輕時就是單親媽媽。有次，她告訴我：我是

不會離開教會的。我這一路走來多辛苦啊！教會就是我的家。

聞之，令人鼻酸。世人讚美親情說：血濃於水。我們在教會裡 

，是靠著主的寶血而成為弟兄姐妹。這種情誼，比人間骨血之

親更濃。每看到團契裡，兩岸三地，老少一堂，笑聲喧囂，我

也熏熏然陶醉其中。詩篇84篇：我的神啊，在袮祭壇那裡，麻

雀為自己找著房屋，燕子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是的，除袮以

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袮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何其有幸，我能置身在這大家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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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或不然，我家必定事奉神
顧瑜華

「祂對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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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十二9）

經歷多，恩典更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恩典的生活，就是恩典

的經歷，這恩典就是基督。這些經歷，讓我更有信心支持自己

的先生少豪，義無反顧地帶著三個小孩，在神面前全家一生事

奉。

十九年前的一個星期四下午，在Washington Hospital（WH）

，ＷＨ 和 Stanford Hospital（ＳＨ）的醫療人員商量著如何處

置我肚中七月大的胎兒。最後SH人員放棄離開，因為我的子宮

已經開了五指，在救護車上生產的機率非常大。當兩方人員在

一陣混亂的商量後終歸平靜，產房內只剩下我和護士，我開始

呼吸困難；血壓從原來的70，一直下降到30，全身好冷，我感

覺呼吸困難快要死了，於是開始急救。原來是兩方醫院沒商量

好，讓我吃了雙重劑量的藥；如果不是神的憐憫，十九年前我

可能就死了。女兒因三個月早產，只有兩磅重，在做動脈導管

未閉（PDA）導管手術時，醫生不小心將她的一條聲帶神經剪

斷，我懷疑她能說話嗎？因醫療事故，著實讓我提心吊膽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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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年，直到她一歲開始發出「答答」聲，才放下心中一快大石

頭。事情發生前，神已用祂的話來安慰我：「忽然來的驚恐，

不要害怕．．．」（箴三25）

十八年前，懷胎五個月時就進了醫院，只保胎到七個月。又在

WH 的一個星期四的下午， 因為前置胎盤剝落出血，必須馬上

開刀將胎兒取出；因我有大女兒的前例，所以 WH 馬上將我推

向SH，一刻不停地驅救護車前往。在開刀的同時，必須用許多

的packing 將子宮頸塞緊，以免大量出血。下午生完被推回病

房，必須在午夜以前再回手術台將 packing 取出。在傍晚時，

有一醫護人員走進病房直衝著對我說：「You could die （妳可

能會死）」，就拿著一份文件要我簽，我心想，難道明天我的

生日就要變成我的忌日？午夜到了，當他們準備推我進手術室

時，先生當時抱著僅九個半月大的大女兒站在我身旁，我就只

向他說了一句「好好照顧兩個小孩」，當時他臉色鐵青一句話

也沒說，看著我被推出病房。若不是神的憐憫，十八年前我可

能也死了。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詩一

百卅九13）看到這節經文，我知道神已保守這肚中又是兩磅重

的嬰孩。很多人知道我有三個小孩，難道弟弟也像姊姊一樣是

個早產兒？他是另一個神蹟，神讓我懷抱的不再是有皮無肉 2

磅的嬰孩，而是一個足月，重8磅3肥滋滋的胖小子。 

八年前 ，做了乳房X光檢查 ，才發現自己得了乳腺癌 ，一個暑

假進出醫院無數，開了三次刀。兒子老三當時兩歲，每每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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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靜，無法入睡時，我常覺得我快不行了，常常到小孩床邊看

著他們，一個十歲、一個九歲、一個二歲，誰照顧他們？有一

天我告訴我先生：「如果我走了，你可以再娶，但這個後娘絕

不可虐待我的小孩」，這是我第二次向我的先生絕別，我覺得

我好殘忍啊！當在我極度絕望的時候，神用「我必不至死，仍

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詩一百十八17）來安慰

我。當時我很年輕，醫生建議我做重建的手術，所以我決定用

我肚上的脂肪來重建。我用整整兩年的時間來恢復，即使到現

在八年過去了，我的肚皮很多部份都是麻的，我的右側好像不

是我的，我沒有辦法蹲下來太久綁右邊的鞋帶，我要是彎下去

有時整個右側就會糾結，必需馬上坐下或躺下。八年了，每早

晨醒來只有感謝讚美主，讚美主又多給我新的一天。若不是神

的憐憫，八年前我可能也死了。「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

你的一切疾病。」（詩一百零三3）

五個月前的一個晚上，我的右耳突然一陣劇痛，但僅持續二到

三秒，也沒理會它就上床睡覺。第二天星期六一早醒來，當先

生跟我說話時，我發現他的聲音怎麼變成平面的聲音，甚至我

聽不出他到底在那裡。我試著摀住我的左耳，發現我的右耳一

點聲音都聽不見，我問我自己我的右耳該不會是聾了吧？我下

意識的馬上認罪禱告。再試一次之後，告訴我先生，我的右耳

聾了，他還以為我在跟他開玩笑。星期六當天我們都很忙，先

生忙著教會野餐的活動，要接待 Atwater 航校的學生。我則在

家裡忙著晚上航校與同工約五十人在家中的聚餐，就把我右耳

聾的事給忘了。第二天主日到了教會，真是聽不清弟兄姊妹們

在說些什麼。有人告訴我用萬金油多按摩，我想也許多休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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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好了，也沒打算去看醫生。第二天星期一，早起準備去上班

時，突然想到昨天主日有一位弟兄說道：「去看醫生」，於是

約了家庭醫生。他要我馬上去看專科醫生，而且強調：如果再

遲醫治，右耳可能就完全聾了。當天內耳馬上打了類固醇。回

到家後，先生安慰我，問我要不要請教會牧長禱告，當時就是

很不想讓別人知道，立時被我拒絕。身為基督徒，明知道禱告

的重要與力量，為什麼要拒絕牧長禱告？孫牧師知道後想到家

裡為我按手禱告，星期一晚上還是被我回絕了。星期二晚孫牧

師又打電話來要為我禱告，我心想神這麼愛我，為什麼執意要

拒絕神僕人的禱告呢？星期二晚已經是第四天聽不見了，當晚

孫牧師和先生一起為我禱告，先是孫牧師按手在我的右耳輭骨

上，然後慢慢鬆開，退到五步之遙，問我聽見了嗎？我立時張

大了眼睛和嘴巴說：「我聽見了」，我再叫先生到七步之遙，

也聽見了。你相信嗎？當時我馬上可以聽到25%的音量，我興

奮地感謝神的醫治憐憫。排除腦部長瘤的疑慮，醫生只能說大

概是病毒感染。半個月過去了，聽力測試，進步聽到50%的音

量，12%字句的理解力，醫生說你的進步只有在這第一個月，

以後不會再有進步，原本只打四次類固醇，一星期一次，一個

月後，進步聽到 100% 的音量 ，92%字句的理解力，他看我有

很多的進步，願意再給我多兩次的療程。神憐憫我，我繼續領

受神醫治的恩典。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

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太九

35.36） 

    

我不只有一個早產兒，我有兩個早產兒，因此我可以安慰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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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的父母。我得過癌症，因此我可以安慰癌症病人。我患過耳

疾，我也可以安慰患耳疾的人。我們存在的最終目的就是榮耀

神，在眾人面前見證神的作為。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

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

基督多得安慰。」（林後一4.5） 

    

 即或不然，「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

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羅八35，39）每次的經歷背後可看到

神無盡的憐憫與恩典，祂擦去我們的眼淚，安慰我們的心，更

加堅定我們全家事奉祂的心。衷心感謝神，也感謝基督之家三

家，十九年來，眾弟兄姊妹在我們家遇見每一次難處時，在神

面前不斷為我們家的代禱。我們全家繼續忠心在神前竭力來事

奉祂，等候神得差遣，感謝弟兄姊妹在主裡為少豪我們全家的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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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化了妝的恩典
李樂

我是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的一名同工，本身也是一名護理師，

我雖然加入北美路加只有短短不到兩年時間，在這段時間裡，

是北美路加更堅定了我作為一名醫護工作者，借助醫療來事奉

上帝，服事祂的子民的決心。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與大家分享我罹患淋巴癌和抗癌的經歷。從

診斷出罹患癌症到現在即將接近治療的尾聲，雖然只有短短幾

個月的時間，我和我的家人經歷了主的同在，領受了主的恩慈

和大能，學會將一切信靠於主，也得到主所恩賜的應許，那就

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樂。信主很多年來，以前我常認為（也

許很多弟兄姊妹也和我有一樣的想法）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值得向人訴說。不過，現在我卻樂

意為主做見證，也希望更多人和我一樣，蒙受主的恩典，真正

地去認識接受這位又真又活的救主。

我來自中國北方城市天津，是家裡的獨生女。 4 歲被診斷患有

硬皮病（Scleroderma），從小便進出大小醫院接受治療，也

從那時候開始對醫學產生了興趣，特別是護理。因為姑姑是基

督徒的關係，我也在很小的時候便認識了救主耶穌，但是因為

在國內條件非常有限，我幾乎很少去教會做禮拜，也很少讀聖

經，所以也從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基督徒。2007 年 9月，我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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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來到美國留學，成為了一名留學生，在選擇專業的時候也毫

不猶豫地選擇了學習護理。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便受到聖靈

的召喚，每個禮拜固定來到教會做禮拜，參加查經班和團契活

動，即使在學業最忙的時候也盡量不耽誤教會的活動。教會的

弟兄姊妹們也見證了我這幾年的成長。在美國求學這些年，領

受著神默默的看顧和保守，事事如意，學業事業家庭，恩典祝

福多而又多。

2013年可謂是我人生中最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我拿到了綠

卡、從大學畢業 、通過了加州註冊護理師的考試、拿到執照後

不久也找到了一份讓自己很滿意的工作 、開始和先生計劃著要

買下我們的dream house ，這一切的一切也被我不自覺當作都

是神理所應當的供應。

從2013年9月開始，我開始出現夜間盜汗，流鼻血，消瘦，咳

嗽，胸悶氣短的症狀，當時也只是覺得可能是普通的感冒，還

是堅持上班。就這樣，我的體能狀況急速下降，咳嗽越來越厲

害，厲害到晚上根本就無法入睡，上班的時候帶著口罩明顯感

覺到呼吸困難。每天 9 個小時的工作量，一天幾台手術下來，

也明顯地感覺到很累很吃力。到了2013年十一月中旬，我突然

高燒不退，咳嗽和夜間盜汗的症狀也更加嚴重，我自覺情況嚴

重，便請了假去看了醫生。醫生做了常規的身體檢查，詢問了

我的症狀後，用聽診器聽了我的心和肺，因為我的年紀加上身

體一向健康，醫生便告知我只是得了上呼吸道感染，回家多休

息多喝水就好。作為一個剛剛從學校畢業，工作不久的護士，

我的醫學知識和經驗當然遠遠不及醫生，也不應該對醫生的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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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有所疑問，可是當時有一個聲音告訴我應該要求醫生再做

些檢查，因為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在我的堅持下，醫生最終

還是order了胸部x光片，心電圖和血液檢查。在我正在醫院２

樓的實驗室抽血做檢查的時候，接到了醫生的電話，我被告知

放射科醫師從我的胸部Ｘ光片中看到我的肺部有一個不算小的

陰影。醫生為了進一步確定在Ｘ光片裡看到的陰影的屬性為我

盡快安排了各种檢查，其中包括計算機斷層掃描（CT Scan）, 

PET Scan，骨髓切片檢查（bone marrow biopsy）。

等待檢查結果的幾個星期裡，在神的保守下，雖然恐懼害怕，

但是心中也一直有喜樂與平安，因為我始終相信神若允許某件

事發生，總有其原因，那原因就是祂的設計。我始終相信如果

神預見我們身體裡細胞分子的演變將形成癌症，祂既可以阻止

其發生，也可不阻止；如果祂選擇不阻止，自有祂的用意。也

是在這樣的平安和喜樂中，我坦然地接受了第一次的開刀，毫

無畏懼。2013年 12 月初，也就是在我 28 歲生日後一個星期，

我被診斷出患有二期霍奇金淋巴癌，而我身上的腫瘤也有四處

之多，包括頸部兩側，左側腋下，胸腔縱隔。而其中胸腔縱隔

處的腫瘤有11cm，比我自己的拳頭還要大。這個大腫瘤，壓

住了心臟的大動脈的一部分，一部分呼吸道，也就解釋了為甚

麼之前我會有心跳加快，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因為要開始

接受化學治療，我不得不暫時從自己心愛的工作崗位離開，在

信心不足的時候也曾偷偷地想：「難道我的大好前程就這樣斷

送了嗎？」想到自己遭遇的種種，我有時候不禁也要懷疑神的

愛，為甚麼讓癌症這事臨到我。而每當這樣的時候，聖經的話

語總給我鼓勵：「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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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與我同在．．（詩篇23：4）」

因為我相信，我早已得到天地主宰的應許：「必保守你到底。

」在患病診斷過程中，我也遇到不少神差派來的天使，各盡其

職，在祂的計劃中環環相扣，恰如其分。在等待確診消息的時

候，在即將接受骨髓切片檢查前期，在將要進入手術室之前，

在化學治療後前後，在體內白血球數量由於化療的關係大量減

少的時候，教會的弟兄姊妹不斷為我禱告，為我送來可口的食

物，為我用心編製各式各樣漂亮的帽子。正是因為相信神的信

實，讓我可以坦然面對這充滿皮肉之苦，患難重重的癌症；也 

是因為神的保守，經過４次化學治療之後，我頸部左右兩側和

腋下的腫瘤已經消失，而胸腔縱隔處的腫瘤也由原來的 11 cm

大縮小到我食指的大小；經過六次化療之後，我回到了之前的

工作崗位，在開刀房工作沒有任何問題，甚至比之前感覺要輕

鬆很多，因為之前胸腔裡的大腫瘤正在逐漸縮小不見；經過八

次化療之後，我的體重不但沒有減輕，反而增重了10磅，每次

化療後也幾乎沒有感覺到噁心，也從未嘔吐，白血球雖然減少

但是從未出現任何感染症狀。我一直相信對於一個樂意信靠神

的人來說，困難不過是讓神得榮耀的機會；苦難不過是被神化

了妝的恩典；失敗不過是神得勝的起點，不幸不過也只是進入

神恩惠的途徑。在人間一切的壞事、難事面前，專心信靠神的

人不會倒下，反而站得更高。

現在治療接近尾聲，我相信在神的保守下，我必得醫治！親愛

的弟兄姊妹們，軟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軟弱中不迫切向神禱

告；困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困難中依舊憑己力而不憑信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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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神，因為前方的路，神早已為我們預備。我們常常期望天色

常藍，不要風雲變色。其實烏雲有時候反而能夠顯出上帝的信

實。每當我們回頭看看那些雲朵，就會發現在我們人生的試煉

中，上帝總是信實的。

『祂對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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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12：9



53

感恩的老羊
 朱唯真 

我的一生非常的平凡，簡單安穩，聖經上說，人充其量活到80

歲，其中可以矜誇的也不過是勞、苦、愁、煩。而我卻得的歡

笑與喜樂很多。我常想是不是因為我太傻太天真呢？是不是我

比較樂觀，且容易知足呢？殊不知都不是，原來是神的憐憫和

保守。若是沒了神的護佑，試探來了靠自己怎麼抗拒？兇惡來

了誰能逃得過？因為信靠主，凡事禱靠祈求謝恩，主必賜出人

意外的平安。有了主的愛，我們可以用愛去忍耐，去體諒，還

有什麼事過不去，想不通呢？每天只有感恩，愁苦抱怨自然少

了。

我生在雲南、昆明。父母都是抗日時期在後方的學生。我兩歲

時抗戰勝利，隨著父母、哥哥回老家北平。四歲又因動亂到了

台灣，我是在台灣長大。那個年代沒電視，更沒電腦。除了念

書之外，接觸的就是大自然。不是在河裡摸魚，就是在樹上摘

果子，田園生活樸實、愜意，物質生活沒現在小孩的富裕，但

也一無所缺，許多東西得之不易，就更懂得珍惜。一路就這麼

愉快、健康成長。至現在仍感謝父母養育之恩，父母晚年也信

了主，如今已在天家。

中學我就讀一所天主教辦的女校，校中認識了一位學姐。她為

人誠懇，樂於助人，有什麼難題找她，一切事都能迎刃而解。

我們很信任她。原來她父親是台北濟南路國語禮拜堂的牧師，

學姊帶著我們參加週六的青少年團契。讀了聖經之後，我逐漸



天路歷程

54

的明白創造宇宙萬物是有一位神，一切生命由祂而來，祂孕育

著整個大地，看看這浩瀚的蒼穹，有條不紊的運作，我知道祂

的偉大，人有限的腦袋，參不透祂的奧秘。並且也認知了人類

的渺小，有限、有罪、有死。未來人的光景是沒出路，沒盼望

的。但上帝愛我們，憐憫我們，竟然把祂的獨生愛子耶穌為我

們的罪捨了。所以我在中三，十六歲就認罪悔改受洗，開開心

心的白白領受屬天的救恩。

大學我考入了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系，立志從事教學的工作。期

間學習，實習之外也參加校園團契。畢業後認識了我先生，他

是1948年和他的堂哥到香港的小難民，得到天主教的資助完成

了小、中學，輾轉考入台灣政大，從小背井離鄉，吃了許多的

苦。他從小信神，循規蹈矩。我們在1969年結婚（至今已有45

個年頭）養育了兩兒一女。感謝神！我們在神前守住了婚姻的

承諾，互相包容、忍讓、扶持到今天。

婚後，我隨先生遷到香港，在一所教會學校當中文老師。該校

是由清末由英來華的馬禮遜宣教士，在1818年所創，目的是要

培養中國的傳教士，它的校訓是「篤信、善行」。求職經歷使

我確信是神為我安排，帶領的。報紙上的小廣告，我自己沒看

見，是經朋友告知的，而且第二天也沒登了。

感謝主的帶領，我在英華服務了29年才退休。期間，我加入基

督徒教師團契，參與協助推廣福音的工作，並替朗文出版社編

寫了一套中一至中三的普通話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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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來美之後，一直沒有停止敬拜。今年二月突如其來的盲腸

炎，好像讓我經歷了一場死亡的預演。本來是微型小手術，結

果成了腹炎，在割盲腸時才發現腸上有癌細胞，要立即切除，

否則只有一年的性命。在等待醫治的過程中，我心情就像坐過

山車一樣，在黑暗的隧道裡忽高忽低的轉悠，每天靠著禱告呼

求主。靜靜等待醫治，一關一關的渡過，期間也向教會發出求

救電話。

告知賀英華姊妹，沒去聚會的原因。立刻接到朱師母的電話問

候，孫牧師特別為我禱告，大家在聚會中也為我禱告。我真的

太需要這些安慰和鼓勵。手術前，兒女安慰我「媽媽你就像去

住酒店，睡上一覺，醒來就好了。」我感謝他們像哄小孩一樣

的哄我，關心我。我告訴他們，媽媽一生信靠主，我把一切交

在主的手中，若接我回天家，亦好的無比，我不為死亡憂慮，

因為我深知復活的主不會撇下我，禱告中就睡了。

手術第二天朱長老，師母大熱天又來醫院探望，長老把腓立比

書四章六節讀給我聽，這節是我小時會背誦的。回家休養後，

林郁如醫生給我許多的寶貴意見，要做運動，吃、喝。黃媽媽

上週還為我恢復健康而感謝主。深受他們的愛心感召，我想以

後也能在安慰，探訪老人方面盡一份心力。在此求主記念三家

的牧師，長老，執事，及工作人員為我們所付出的一切心力。 

目前治療已告一段落，體重逐漸增加，信心更是加增，我確信

主又一次，以一個警訊告知我，拯救我，醫治我。現在腦海中

浮現出一幅圖畫，主耶穌手上抱著小羊，一群羊兒在青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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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水邊啃草，喝水。 

最後，以詩篇第九篇1 - 2 節做一結束：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袮一切奇妙的作為。 

我要因袮歡喜快樂，至高者啊，我要歌頌袮的名！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神。」腓立比書四章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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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我良醫       
 陸梅影  

我是2001年夏天信主的。信主後，我們深深地體會到，神早就

救我們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大難不死。外子在與日本人打仗

時，在坦克車上，旁邊一個人被打死了，而他卻毫髮無傷。他

在被俘後，為解放軍夜裡運送物資，開大卡車連人帶車掉入十

多米深的大坑沒死。證明，神早就救我們了，我們每天禱告，

祈求，感恩，心情大變，丟掉了多年來悶悶不樂的悲觀心情，

快快樂樂地渡過晚年。

我信主時間不長，但神給我的恩典充充實實數不盡，說不完。

僅舉幾例：

（1）我來美國頭十年，什麼也不信，因為不會說英語，剛剛

來時老外見面時與我打招呼，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心想還是回

中國，至少語言沒有問題，所以沒有申請綠卡。從北京來的

好朋友徐老師，多次勸我：美國氣候好，空氣好，適合我們老

人，也不會人整人，可以先申請綠卡，再考上公民，就能得到

許多福利，什麼時候想回中國，就放棄好了。

我們在2000年得到綠卡之後，就沒有中國公民權利了，因為中

國只承認一個國籍。2001年回國探親時，黨委告訴我們，不能

保留黨籍，何時回國生活，再考慮恢復黨籍，我們也不再是共

產黨員了。我們沒有傷心，因為我們已是基督徒了，快快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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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靠主活著，高高興興地過日子，不在乎幾十年的國籍，黨籍

了。感謝主！

（2）2002 年一天下午，我在廚房看書，警報鈴哇哇地大叫不

停，我不知怎麼回事，看到爐台上冒大火，驚慌失措，不知怎

麼辦。感謝聖靈提示我先把抹布弄濕後，把鍋子放在水池裡，

水變蒸汽，噴了我一臉，一看鍋底一個大洞，才想起我是燒水

準備把青菜燙一燙，做晚飯的。結果闖大禍了，晚上兒子下班

回來大吃一驚，見我手發抖，且左臉左眼抽搐不停。叫我不要

緊張，看了四個內科醫生，都講要看神經科。

當時我僅有加州白卡，華盛頓醫院等大醫院不收，又經林郁如

姐妹介紹，去了奧克蘭的窮人醫院。做了腦部 MRI 核磁共振，

醫生叫我做各種動作，我都不會做，翻譯對我講：「醫生說你

左腦大部分呈板塊狀，左邊二個腦神經已壞死，治不好了。你

得的是典型的阿茲海默症和帕金森病，這種病目前沒有辦法治

好的，你每天看書報不能超過半小時，也許還能活二三年。」

我聽不懂，翻譯講：「就是老年痴呆症和癲癇病啦！醫生問你

有沒有想自殺？」我講：「我是基督徒，有神隨時會救我的，

自殺對不起上帝的救恩。」他說：「一般來說這種病的人常常

會自殺。」我當時就禱告，求主救我，因為聖經告訴我：「應

當一無擔憂，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把你們所要的

告訴神，神必賜出人竟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

的心懷意念。」（腓4：6-7）

感謝主救我，我這病至今十一年，基本上好了，現在已轉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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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頓醫院附近的印度醫生，三年前又給我做了腦部檢查，醫生

感到很是出奇，腦部斑塊消失很多，智力與同齡人差不多了，

我就說 ,＂I am a Christian. God saved me.＂我求他減少一些用

藥的量，他說＂NO＂，翻譯講「減少了你會復發的」。

（３）我得了這二種病以後，就不能去成人學校讀英文，只藉

著一部舊的電腦，學習公民考試一百題，感謝主！在2006年八

月初公民考試時，11分鐘就通過了。8月22日得到公民證，九

月1日拿到SSI。可是原單位就不再發我們的離休退休了。當我

回國探親時，對單位領導講，從北京、上海、廣州來到美國的

朋友們，拿到  SSI 後，原單位照發退休工資。我問這是中央政

策，還是土政策，不能給我們。感謝主！二個多月後，原單位

補發了。

（４）感謝主！把我三次從死裡救活，在大陸時，我曾經因心

絞痛暈倒，住院搶救。又在2006年，陳光翔醫生給我做了心導

管手術，打通了三根堵塞的血管，救活了。這一次發生在去年

三月，我與兒媳從大陸探親回來 ，安樂居醫生檢查我身體情況

時，我暈過去了，在華盛頓醫院搶救了二個半小時，醒來問：

怎麼在這裡？他們告訴我，當時你血糖346，血壓40，人暈過

去，又搶救成功。感謝主！再一次把我從死裡救活了。現在，

醫生不讓我遠行，更不讓去大陸，因為我的體質太差了，感謝

主！讓我學會在電腦上使用Skype與大陸親友通話，見面，而

且不花一分錢，讓我活得很快樂。

2013年６月４日醫生給我開的病歷單上面，我有33種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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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是糖尿病（空腹血糖120-160、飯後200-300 以上，代謝

功能有問題）高血脂，高膽固醇，高血壓、心臟病，阿茲海默

症，帕金森症，腎嚴重衰竭，骨質疏鬆嚴重，腰椎間盤突出，

滑脫，狹窄，萎縮等，又五節腰椎都有問題，風濕性關節炎，

右腿軟骨脫落。青光眼，失眠，小便失禁等十幾種病。每天服

藥22顆，加上維他命10顆，共30多顆藥。

安樂居的醫生問我，＂You had much sick, why happy every-

day?＂ 我脫口而出＂I am a Christian, God saved me, you take 

care me.  Joy is a good medicine.＂她說＂Very good.＂我能用

英語立即回答，是神給我的聰明智慧，感謝主！

過去我拿手杖走路常會跌倒。從臥室到廁所會跌倒，從客廳到

廚房倒水也會跌倒，眼鏡摔破，臉部，手腳受傷。感謝主！現

在安樂居為我配備了在外走路與在家活動時用不同的Walker。

已經很長的時間沒有跌倒了。每週我三天去安樂居，每週安樂

居派人來家幫助我打掃衛生，幫我洗澡擦背。去醫院看病，汽

車接著，把藥送到家中，這都是神的安排，感謝主！

這二個月，我的體重減輕了八磅，安樂居為我做了四次Ｘ光拍

片，四次抽血檢查，擔心我得了絕症。我對他們講：「我是基

督徒，你們不要為我擔心。我的父親是胃癌，母親是直腸癌，

哥哥是大腸癌，丈夫是喉癌，每個人與生都有這個因子，如果

我得了癌症，你們告訴我，我就回大陸，由二個女兒照顧我，

等待主接我去，這是好得無比的歸宿。骨灰與我弟兄放在一起

就完事了。」我在禱告時，求主讓我沒有痛苦，平平安安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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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身邊，一切聽從主的安排，我心裡只有主，遇到問題本能地

叫「求主救我」就得到平安。

實際證明了聖經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父神耶和華是獨一真

神，別無他神，主耶穌愛我，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福氣，主耶穌

救我，給了我豐盛的生命，幸福的晚年，我真心地感謝神，讚

美神，願一切榮耀頌讚歸於天上的父神，阿門！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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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的事奉
碌碌

一個星期二晚上八點，我到教會參加排舞團契，看到一個男人

的身影在教會後面的樹叢中動，我走近一看原來是紀賜祝弟兄

在調水管，他說主日之時看見樹枯了他來查看水管有沒有按時

噴水。我知道他們夫婦來教會二十多年了，但很多人不認識他

們，可是這一點也不影響他們忠心的事奉。他太太林鳳蕊長期

在廚房事奉。祝弟兄八年前退休後就默默幫張國光長老做油漆

教會的事奉，整理及修東西的工作。他謙虛的說，他不會說話

就作不用說話的事奉。因他的感動，就寫了下面幾個我所知道

默默事奉的榜樣。

１）上星期四晚上我去Safeway買菜。大約晚上九點在Safe-

way 和 Walgreens前天已黑了。有一對在英文堂聚會的母女還

在熱心分送我們教會的福音單張。平時我已注意到這一對母女

在教會時常熱心事奉。但天已晚而且是星期四的晚上，仍能用

那麼親切的態度分福音單張，不容易。

２）今早，看見管理澆花的胡瑞玉姐妹，她平時很認真的為教

會的室內植物澆水（她專用洗米水澆花）。她一人拿了工具，

也把教會角落的蜘蛛網都打掃乾淨。我說我不知道教會有專人

打掃蜘蛛網，她說教會就是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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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教會裡，有一個默默做工的「團契」，那就是「飯團」

。很少人知道他們的工作，他們是為 Atwater 及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查經班，每週學生團契準備飯食的弟兄姐妹。連我

們的同心團契也有受惠呢。

４）沈麗薰姊妹五年前離開三家到六家做傳道人，她的夫婿周

榮弟兄當然也去了六家聚會事奉，但是在今年的一個主日下午

我才知道周榮弟兄不斷的默默繼續照顧著三家的院中植物，五

年來從沒有停止過，也沒有告訴三家的人，他說三家和六家都

是神的家。

5）Sarah姊妹自從來三家後，幾乎每個主日和星期三的長青團

契她都來教會廚房幫忙雜事。她說只要她有空她就來，在教會

她沒有任何的職位，也不在任何的值班表上，但在廚房中卻常

見她的身影，從午餐前做到午餐後，忙著各種不同的雜事。

6）鄭文倛弟兄去年來的三家，八月份就加入Atwater航校的事

奉，幾乎每隔一週他就去一趟Atwater航校事工。他的工作主

要是開車，不但來回要四小時，到了Atwater航校內，他還不

停的接送學員們，在不同的時段往返宿舍和聚會地點，他同時

也參與飯食的準備工作。除了固定的承諾外，輪到中區團契，

事奉時，他會主動加班多探訪幾次。最近他又主動加了帶領

Atwater航校學員們遊玩灣區的項目，不但接送他們，帶他們

參觀遊玩外，有時還要自掏腰包。我問他汽油錢可以在教會報

銷，但你車子的耗損如何報？他說沒想過。這是一個費時費力

又費錢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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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白至彬那燦爛如陽光般的笑容是人人可見的，我覺得最難

能可貴的是，她無論在人前人後，人多人少，事多事少都是那

麼喜樂。大家都叫她白校長，因為她在兒童主日學當了20多年

的校長。六年前從兒童主日學「退休」後轉入新的事奉「健康

舞蹈團契」。每週的準備工作，包括軟件製作從沒停過。舞蹈

團契的百分之五十是尚未信主的人，大家都說Betty好可愛，我

們不是說信主的人要喜樂嗎？只是像她那樣持續性的，一致性

的燦爛笑容，確實難能可貴，是一個有力的見證。

結尾 

總之，教會是愛與奉獻的團體，有太多默默付出的好榜樣。我

再舉一個例子，刁蓓蓓姐妹堪稱本教會的職業介紹所。因為她

關心很多人的需要，人找事，事找人，她都知道，自然就牽起

線來。她付出的時間，愛心令人敬佩。

在神的家中有數不清的美好見證，我只是從默默事奉的角度來

報導幾個我所知道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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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信實的

孫秀玨
我生長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從小學六年級直到大學一直在教

會女校寄宿讀書。中學裡有一個很大的教堂，每天早上第一節

課就是晨拜，敬拜主。49年全國解放，一切都變了，教堂變成

了禮堂，晨拜也取消了。51年院系大調整，教會學校也和別的

院校合併成為公立大學。

52年，我大學畢業，當時大學生是實行全國統一分配，我被分

配到天津醫學院（現天津醫科大學），該校剛成立兩年，普通

基礎課由南開大學代培，該校派出一位講師、一位教授給學生

上理論課，我帶實驗課。在天津四年後，因照顧愛人關係，調

到瀋陽《中國醫科大學》任教，在瀋陽工作了三十多年直到退

休，移民來美。

來美後，先是到了 Wisconsin 州的 Milwaukee 市，經朋友介紹

參加了Milwaukee市的唯一華人教會。我是 2000 年感恩節在

Milwaukee 市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我曾是一個迷路的羔羊，

在解放後的中國，迷失了方向，找不到主，回不了家。但主並

不丟棄我，是主讓我移民來美，到了美國，找到教會，我才找

到了家。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得前書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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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1年遷到加州Fremont市的。之前住在Milwaukee市，

那裡的緯度與瀋陽差不多，冬天很長，畢業後在北方工作，患

上了慢性支氣管炎，每年有半年咳嗽不止。心想當時由於全國

統一分配，自己無法選擇地點，這下子來到美國可以自由地選

地方，怎麼還選個這麼冷的地方呢？

2000年我的兩個女兒家移民來美，二女婿有位親戚在Fre-

mont，他先到Fremont，發覺這裡的氣候不錯，後來我們全家

就陸續遷到Fremont來了。在來之前，我天天禱告，向主祈求

兩件事：

（1）讓我的家距離教會近一些。果然主聽了我的禱告。我是

長青團契裡離教會最近的一家。剛來Fremont後我要儘快地找

到教會，打聽了幾家附近的教會，全是外國人的。一天我和我

先生溜馬路到家附近在 Fremont-Blacow 一家<活泉事工中心>

，打聽附近有華人教會嗎？那人一聽我是從馮秉誠牧師那個教

會來的，馬上就替我聯繫到了基督三家，並畫了路線圖。第二

天我到基督三家，是徐農牧師接待了我們。

（2）我向主祈求，讓我的兒子到Fremont後能找到離家近些

且與電腦有關的工作。感謝主！主安排了我的兩個女兒、女

婿、兒子、兒媳共六口人全是與電腦有關的工作，其中有四人

同在一個公司而且距家只需五分鐘車程。至今他們工作都很穩

定，也很忙。

2003年我二姐（在上海）和三姊（在天津）來美探親。由於二

姐已有八旬，我擔心領事館一關會有麻煩。於是祈求上帝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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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簽證，能一次通過。感謝主！她們倆在不同的領事館都順

利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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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8

：3-4）



天路歷程

68

祈禱—讚美與祈求
王張文英

「愛」是萬有之源，愛是一切的原動力。因為「神就是愛」。

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一開始就說：「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

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

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

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我若將

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

益。」並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

最大的是愛。」的確，主啊！因為袮就是「愛」！

萬物藉著祂而生生不息，地球因著祂的能力而運轉，人間因有

祂的慈愛而有溫暖。祂叫太陽照好人田，也叫太陽照壞人田。

主啊！因為袮就是「愛」，我讚美袮！

春天袮使大地欣欣向榮，百花開放，萬紫千紅，鳥語花香。夏

天袮使艷陽高照，綠樹成蔭，涼風習習，暑氣頓消。秋天袮讓

晴空萬里，金風送爽，楓葉艷麗，令人心曠神怡。冬天袮更使

瑞雪紛飛，將大地鋪滿皚皚白雪，使成銀白世界。令人們興奮

嬉戲，快樂不已！更有袮聖誕的降臨，帶來了無比恩賜、平安

的福！這是何等美好的世界！主啊！袮的恩典是何等偉大！袮

的恩慈是何等長闊高深！我感謝袮！讚美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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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而，主啊！世人卻視而不見，不信有神。如今世代邪

惡，他們從未想過，這美好的世界是從何而來的？他們整日所

思盡多是惡，心存邪念，以致社會紊亂；父不父，子不子，師

不師，徒不徒。惟求主袮賜下復興的靈！復興袮的子民，復興

袮的教會，更興旺袮的福音！使人人都知道，務必快來聽道、

悔改、接受主耶穌為個人的救主！趁著恩門大開的現在，速速

前來接受神白白所賜的大恩典。聖經上很明白的告訴我們：「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弗二８）。親愛的天父！求袮

教世人的靈魂甦醒！使袮寶貴的福音能自耶路撒冷、猶大全

地，至到地極，傳給萬國萬民（詩篇一一七）！使人們都能屈

膝在袮的名下！

世人哪！我切切為你們祈求，只要信，不要怕！古人也說：「

朝聞道，夕死可矣！」可見這是一件多麼急切重要的事啊！不

要遲疑，不要因循！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十四章六節）願神

祝福普天下的人，都能歸到主耶穌基督！則深信人心向善（因

為耶和華本為善。詩篇一百篇五節）主愛普施，天下一家的大

同世界必指日可待。願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

耶穌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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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生命中的約旦河
  陳筱珮

「凡事謝恩」，特別在這感恩的季節裡。回頭看，神所賜下的

恩典真是滿滿。今年，我這一位平凡的母親，在所經歷的患難

中，跨過生命中的約旦河，進入神美善的應許，沉浸在神所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中。

每年我都會帶兒女進行健康檢查，今年也不例外。年初，醫師

發現兒子的兩腿有明顯的不同粗細。在一番檢查後，證實左腿

有萎縮的現象。為了找出原因，家庭醫師決定將兒子轉診去看

腦神經科。在等待去看專科醫生的時候，我將兒子初診的狀況

告訴團契與路加的幾位醫師，希望大家能為我們代禱，找出病

因好對症下藥。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團契正開始查考約書亞

記。在第一章中，重複了四次「剛強壯膽」，我清楚知道神要

我拿去心中的膽怯憂慮，剛強壯膽的走下去，祂必保守我們所

要面臨的挑戰。

神即時的安慰

2月19日，我們與腦神經科醫師會診。結論是兒子的腦可能有

增生的血管，或在頸椎處的神經傳達出了問題，以至於我兒子

的左腿發育出了狀況，這需要經由MRI 來確診。當晚我和先生

來到禱告會，鄭長老在禱告會中領唱詩歌：信靠順服。我邊唱

邊掉淚，藉著詩歌的歌詞，神即時的安慰臨到我，在小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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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神的話語從心頭湧出，以賽亞書55:8-9 耶和華說：「我的

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

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

念。」讓我全然信靠交託給主，順服在祂的旨意裡，相信掌管

生命的主，祂必帶領。

神充足的預備

2 月 21日，兒子進行腦部掃瞄。2 月 24，醫生傳給我們一份簡

短的報告，告訴我們兒子有脊椎病變，需要照全身脊椎的MRI 

來確診。每次收到醫生或醫院來的消息，總有些醫學名詞讓我

們似懂非懂。因著幾年來與路加醫療傳道會同工，其中好幾位

醫生花時間為我們解釋，通過電話、電郵來鼓勵我們，並給我

們專業的建議，最重要的是路加團隊同工常為我們一家禱告，

求全能的主賜給我們平安，也祈求神為我們預備最好的醫生團

隊。

神豐富的恩典

3月13日，下午醫生來電告知兒子的胸椎第5-7節有一個腫瘤。

當晚，孫牧師來看我們，並要我們用信心來領受，那創造萬有

的神必帶領我們走過這死蔭的幽谷，讓我們一點也不怕遭害，

完全交託，完全地仰望。從轉診Stanford醫院，開刀，術後恢

復，到轉至Oakland兒童醫院復健中心，這一路走來，神豐富

的恩典是我們無法測度的。事情發生了，神讓我們能安靜在祂

的懷中，有清楚的方向與足夠的智慧來做決定。不足的地方，

就靠許多為我們禱告的家人、朋友、主內的弟兄姐妹，一一的

成全在主的旨意中。



天路歷程

72

神完全的醫治

5月28日，手術日    在經過8 個半小時的手術，當下醫生用儀器

測試兒子的左腿，竟發現運動神經與感覺神經都失去了，這條

腿是廢了。兒子轉到加護病房時再測試，雖然他沒有感覺，但

仍依照醫生所要求的運動腿部，兒子盡力做到了。在短短的20 

分鐘後，情況整個改變，正向的改變，連醫生也無法解釋為什

麼，但在我們的心裡清楚知道是神的醫治。接下來的日子。大

家憑信心地迫切禱告，神醫治了兒子。不單單是他的左腿漸漸

恢復了知覺，也讓他一路經歷了神的真實，並在神裡面有平安

與滿足的喜樂。  

神奇妙的安排 

6月4日，兒子被轉到Oakland 的復健中心。我們被告知兒子將

在這裡住上 6-8 週，甚至更長的時間。6月8 日在主日崇拜後，

開車去看兒子的路上，我因連續幾天開車來看望兒子，覺得疲

憊不堪，我跟忠志說：「若我向神求有人能載我來醫院，我可

以不用天天開車，這樣是不是妄求啊？」忠志說：「若這是合

神心意的，祂就會成就這事。」我立刻禱告，求神能為我們預

備。當天中午我們到醫院的餐廳用餐，這是我們第一次到醫院

的餐廳，從廚房走出一位印度人來和我們打招呼，他是我們的

鄰居，現在在復健中心的餐廳做經理。在得知兒子的情形，願

意在他的上班日接送我來看望兒子。我也在每次  car pool 的機

會中，常與他分享在主裡的大小恩典，他曾在我分享的過程中

感動掉淚，特別在知道忠志去台灣短宣，他哽咽地說不出話。

他看到我們一家如何信靠主，主也在各樣事情上為我們安排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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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願神的靈親自在他心裡做那善工。    

不用拐杖了

7月24日兒子坐著輪椅出院了，8月初佇著拐杖回到學校

marching  band  camp，接受訓練，他盡可能參加所有大小活

動，並在那兒將他生命的見證分享給周遭的朋友與師長。八月

底正常回到學校學習。如今雖然仍需一星期一次的復健，但他

已無需靠輪椅或拐杖的輔助來行動，他可以緩慢穩健地走向他

要去的地方。  

感恩與領悟

感謝主所賜的平安，從開始到如今不離不棄，用無比深廣的愛

懷搋保抱我們。我們也享受到主內弟兄姐妹的愛，為我們長期

代禱的，給我們不斷打氣加油的，為我們供應飯食的，借電動

車給我們的，許多許多的感謝，點滴在心頭。這次的經歷，讓

我領悟到，當遇生命的難處時，別失去對神應有的信心，在難

處的角落必見神真實的應許，一樣也不落空。如經上所記：「

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

丟棄你。」（約書亞記1：5）這是兒子從小最喜愛的一段經

文，也成了他在病痛中最大的安慰和應許。

編者按：

筱珮的兒子 Tony是高中應屆畢業生，從小敬虔愛主。本刊的英

文文章：Never Give Up ，就是他這次動手術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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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Give Up
Anthony Ying

May 28th 2014, a day that would forever change my life. Despite 

my promise to remain emotionally optimistic after spinal cord sur-

gery, I became frustrated and depressed from the lack of freedom. 

While tubes and catheters physically restrained me, the medicine 

caused me to catch a severe headache if I tried sit up. Other an-

noyances such as leg spasms and eye discharge only added to my 

anger. But above all the annoyance and pain, constant doctor/nurse 

checkups and machine noises left me insanely sleep deprived. How-

ever, the worst part was that I would unleash all my anger toward 

the people who tried to comfort and ease my recovery. Life began 

to seem hopeless as my recovery appeared to be anything but a 

goal worth fighting for.

As the days passed by, all I could think about was what my life could 

have been without surgery. Not only did I have to catch up on 

three weeks of school, but I would also have to miss spending time 

with my friends and family. Under these pessimistic viewpoints, I 

started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n the face of the potential to 

remain permanently disabled, I gave up trying to motivate myself 

to work hard in recovery and slowly drifted toward depression.



75

Yet what changed me was when the nurse told me I was going 

to be transferred to Children’s Hospital Oakland for rehabilitation. 

As soon as I arrived at CHO, I met people in far worse conditions 

than myself. The smiles from these survivors of car accidents, brain 

tumors and autoimmune diseases left an impact on my behavior. 

How could I say that my life was horrible in front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through worse? If they could remain optimistic despite 

their conditions, then so could I. I realized that if I was to ever be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my attitude would have to undertake 

a major change.

 

From that moment of change, rehabilitation began to seem ap-

pealing. I began to talk to many professionals and college students 

which helped me grow confident in my endeavor to become a 

physician. In addition, I started to attempt challenges given by the 

therapists. In doing so, I started to walk within two weeks instead 

of the predicted four. This encouragement helped me regain my 

optimism which led me to help out my roommates by warming 

their blankets in the sunlight and comforting them when they feel 

hopeless.

 

At first, I thought recovery had to be accomplished solely by myself 

but healing happens best with the support of others. Once I opened 

my eyes to the world around me, I realized that there is much more 

to life.  Something as simple as walking I now see as a gift. Above 

all, I am thankful for the strength and motivation that God has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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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d for me. In my time of hopelessness, God provided me with 

a community of hospital staff, family, and friends. Without these 

supporters guiding my recovery, I could not have recovered to the 

state in which I am in today. I only hope that when I become a doc-

tor, I can use this experience to encourage my patients to be more 

thankful for their lives and never give up on their goals.

“Because of the LORD’s great love we are not consumed, for his compassions nev-

er fail. 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I say to myself, “The 

LORD is my portion; therefore I will wait for him.”The LORD is good to those whose 

hope is in him, to the one who seeks him; it is good to wait quietly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LORD. It is good for a man to bear the yoke while he is young.”

- Lamentations 3: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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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服事 – Atwater短宣見證
于保健

感謝神，Atwater航校短宣事工，自2013年6月15日第一隊

起，至今一年又四個多月。起先每雙週一次發短宣隊，自今年 

四月18日開始，本來每週五的查經改為雙週週六，與短宣隊週

六交替，如此一來每星期都有人到 Atwater 去 。一路走來，我

深深地感到 Atwater 事工是神的恩典 ，聖靈的帶領，並與主同

工的事奉。

當劉莉姊妹邀我參加 Atwater 事工，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因為

四年前我對航校學生就有傳福音的負擔。記得2009年，我與神

州團契的同工們送九個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SJSU）的學

生去＂春令會＂特會時，就遇到五家的羅迦南弟兄，他當時帶

來了約十九個Atwater的航校學生也來參加特會。那次是繞孝

楫牧師作講員，與會人數特別多，以致於我們SJSU的男同學們

要與航校的同學們在一起住，有的還要打地鋪。這樣，我就與

他們有了接觸，並與他們一起討論信仰問題，一起禱告。我發

現他們個個都非常年青可愛，他們渴慕真道，且有追求。那時

就有負擔傳福音給他們。後來知道五家在做，而我們又有SJSU

的福音事工，這樣與他們就僅僅一面之交而已。所以，當劉莉

姊妹來告知  Atwater 一事，真有意外驚喜之感！更感謝神的是

那天正與劉莉姊妹交談之時，奇曄也過來了，一聽去  Atwater

傳福音，也是一拍即合，爽快地答應參與。感謝神，祂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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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弟兄姊妹的心中動了善工，使用我們這些不配的器皿，成

為福音的出口，基督國度的精兵，來榮耀祂的名。

 Atwater 事工是神的恩典 。因為知道自己的信心還沒有大到放

下職業，全職事奉，更不用說撇下一切，去遙遠的某個地方常

駐宣教。但神知道我的軟弱，祂就把國內同胞、我們的骨肉之

親派到我的身邊：高中生，大學生，研究生，又是航校學生，

這樣就把傳福音的機會給了我們，讓我們在家門口，城旁邊就

有事奉的工場，服事的對象。不但讓我們能邊上班邊服事這些

福音朋友，更讓我們藉著服事這些學生之時，實際上主自己服

事了我們：通過與主同工，讓我們更多地認識祂，真知道祂。

神真是擔當了我的軟弱！另外，我深深知道，我是何等的人能

與神同工？更談不上參與福音的大使命！我有何能耐，有何優

點，來服事幫助航校的同學們？沒有！神既然這樣地揀選了我

們，把負擔託付給我們，乃是要藉此祝福我們，把福氣賜給我

們，使我們能見到榮耀的主！這是神的恩典。從第一隊至今，

有100多位航校同學參加過我們的聚會，50多位決志，12位受

洗。我想這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的恩典，神的賞賜－神的恩

典真是在我這軟弱的人身上顯明出來，祂是愛我！感謝神！

Atwater事工是聖靈的帶領。記得6月15日第一隊出發，蔡長老

夫婦與教會15位弟兄姊妹參加。有好幾位我還是第一次認識。

我們在出發前協調會上禱告，臨行前禱告，在進 Atwater 市的

Rest Area與 Jimmy大叔匯合時再禱告，到達 New Life Commu-
nity Church後又禱告。每次禱告，我們大都十分地懇切，都強

烈地感受到聖靈的同在與帶領，儘管我們彼此有的是第一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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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但是藉著禱告，聖靈向我們顯明在基督裡我們早就已認

識了，神早已把傳福音的負擔放在我們彼此肩上。我們同感一

靈，心裡有喜樂，有信心來向前走。事後也證明，神早已為我

們預備好了，一切的流程都是那麼的順暢– 破冰式自我介紹，

詩歌，見證，信息，用餐，自由交談等等，短宣隊眾同工大家

同感一靈，如同一人，配合默契，每一步驟，每一環節，都滿

了神的同在，聖靈的帶領。在回來的分享會上，大家仍然非常

喜樂，有的姊妹還流了眼淚。

一年多來， Atwater 事奉的形式大致就是這樣：出隊前每個週

三協調與禱告，短宣回來以後在主日用餐時大家反饋分享; On 

site program,則有詩歌，見證及信息和晚餐。後來，短宣隊根

據需要，增加了「主日學」班：福音班和基要真理班，及再後

來的豐盛生命班。有好多次，短宣隊的同工們經過禱告後，兩

個三個一組去學生宿舍敲門邀請。又有好多次，眼看只邀請到

一兩位同學，那時我們快要失望了，而就在宿舍樓下，我們禱

告仰望神。禱告完畢，不一會，主就把一批同學派來，參加我

們的聚會。就這樣，聖靈每一次都奇妙地帶領著我們，使我們

真實地親身經歷神的信實， 主的同在的甜美。感謝神！

 Atwater 事工是與主同工的事奉。起碼有三次，短宣隊發隊時

間正好與教會佈道會或迎新會衝突。為了配合教會本部活動，

我們就發小隊。即使是小隊，每一次也都有20位以上學生來聚

會。其中一次，我們總共只有７位隊員，是發隊以來最少的一

次，而主卻派來24位同學來聚會。讓我們真實感覺到是主自己

在那裡作工，主就在我們中間，只要我們去！因為祂真是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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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學生！這個事工的一個特點就是出發之前我們不知道會有多

少學生會來。儘管我們事先邀請他們，常常是先答應我們會來

的學生，到時候恰恰來不了。所以每次我們都得好好禱告仰望

主，求主親自動工，親自挪去學生的阻攔，親自邀請學生來。

我們的神真是聽禱告的神，每次祂都會把同學一批批地送來，

因為主知道他們的需要，主要賜救恩給他們，使他們不但有永

生，並在地有平安和喜樂。

天同學，第一次來他很安靜，甚至是害羞的，喜歡自己一個人

坐在邊上，遠離同學們。幾次以後，就看到他臉上有了笑容，

人也放開了很多。在他決志以後，大家都可以感到他非常的喜

樂，與人交流時，笑臉上常常帶有紅光。後來他受洗歸主後，

也常在聚會中作見證。藝同學，第一、二次來聚會，給我感覺

他是順境中的寵兒，遇到問題不是教練沒有教好，就是考官不

公平。他不是像有的孩子第一眼就很招人喜歡。然而，神慢慢

地改變他，他開始從自己身上找問題。有一次他來找我們為他

的難處尋求幫助。當我們的一位姊妹為他的難處流淚禱告交託

神時，他深受感動。他信主後曾說：當時他特別感動，阿姨怎

麼就會為我的難處哭了呢？他受洗後不但在學生中成為一個好

同工，最令我感動的，他還將一年校方給他的生活費的十分之

一投入到基督三家的奉獻箱，歸耶和華為聖。真是感謝神！我

每一次看到學生決志信主，每一次看到學生受洗歸主，看到他

們生命的改變，我真是為他們感謝神，由衷讚美福音的大能：

乃是要救一切信祂的！我更感謝主讓我能經歷他的同在，見證

他的大能。我想這也是主自己的應許：正如馬太福音28:19-20

所記：「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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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最後，再一次感謝讚美，歸榮耀給神，祂自己把 Atwater 事工

賜給我們，不但讓航校學生得到福音的好處，也讓我們從中受

造就，更認識主。這裡也不能忘記感謝每一位直接投身參與這

項事奉的弟兄姊妹，感謝那些不能常常參加，卻為學生愛心做

飯的弟兄姊妹，為我們常常禱告的弟兄姊妹，等等。因篇幅限

制，不一一列舉。願神紀念每一位弟兄姊妹，並繼續加力量給

我們，使Atwater的事工更能蒙主的悅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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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中的點點滴滴
王奇曄

實在感謝神，給我事奉祂的機會。從去年六月我參加Atwater

傳福音給航校孩子們的事工。儘管我擺上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

點，神卻對我祝福滿滿。神興起南加州的CCRC教會的長老來

照顧服事我家的兩個孩子。尤其是當姐姐回北加州讀書以後 ，

弟弟一個人在那裡，那裡的長老（孩子們叫他Uncle Ed）不僅

僅在生活上照顧我兒子，也在靈命上造就我兒子 James 。常常

鼓勵他、鍛鍊他，讓他帶查經，參加教會的服事。每次兒子回

來，都看到他越來越成熟，學習上，靈命上也都有長進，讓我

們很安心。更感謝神的是他還願意與我們一起去 Atwater 傳福

音，就這樣我和兒子的關係改進不少，共同語言也多起來了。

正如今年宣教年會上溫以諾牧師所說的那樣，神給我們機會去

事奉祂，是神的恩典。因為祂要通過我們的事奉來祝福我們。

這一年多傳福音也讓我更多地經歷神。記得去年八九月左右，

那天剛要出門，突然發現家裡的下水道堵住了。保健說，今天

看來不能去Atwater了，因為晚上十點回來，Home Depot 關

門了，就借不到Snake來通下水道。我當時第一反應也認為是

不去了。可是心裡總是不平安，就趕緊默禱，越禱告越沒有平

安。我就跟保健講，我們今天還是要去Atwater。保健聽了很

驚訝，對我說：去Atwater，回來通常都要十點以後，去那裡

借 Snake 通下水道？通不了下水道，回來後不能上廁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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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你能行嗎？保健還特意加了句：他自己是沒問題的。我

也脫口而出：我也沒問題。話音剛落，我馬上清楚意識到，下

水道堵塞是魔鬼在作祟，要阻攔我們去作神的工。我們不能中

了魔鬼的詭計。我馬上對保健講這是魔鬼的攻擊，好讓我們不

去 Atwater 。於是禱告後我們就憑信心上路。

在去 Atwater 的路上，神的恩典就向我們顯現，是我們所不能

預想到的。當同車的馬麗姊妹得知我們的下水道堵塞，馬上和

小包講了。晚上近10點，當我們車子開到家門口，就看到小包

帶著 Snake 在等我們了。半小時左右，就把下水道疏通好了。

神就是那樣的信實，就像詩歌裡所唱的： 祂是活神不誤事。這

件事也讓我知道，每次出去事奉神，往往會受到魔鬼的攻擊與

阻擾，我們要常常警醒禱告，不給魔鬼留餘地。

通過這一年多的事奉，神讓我的眼目更寬廣。我們 Atwater 事

奉團隊，來自不同的團契，年齡相差很大，背景也很不相同。

甚至常常到出發時才知道哪些弟兄姊妹會去。感謝神，每次禱

告後，彼此靈裡相通，配合很有默契，流程也非常順暢。大家

真是做到彼此相愛，彼此堅固，彼此包容，同感一靈，為福音

打那美好的仗。在去和回來的路上，在車裡弟兄姊妹之間都有

很好的交通，增進了相互的瞭解。每次回來，心裡十分喜樂，

強烈地感到主的同在，聖靈的帶領。

在這裡特別要提到的是教會各個團契都有愛心的參與，弟兄姊

妹的代禱，飯糰的事工，憑愛心給同學們買禮物，點心等等。

特別感謝中區的弟兄姊妹們，他們自己的年齡那麼大（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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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該是我們去幫助他們的，而他們卻那麼積極地參與飯糰

事工，燒飯燒菜，真是令我感動。從他們身上真的讓我看到，

「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感謝讚美神，願榮耀讚美都歸於

坐寶座的羔羊，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大衛上行之詩）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

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

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詩篇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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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跌倒基督徒的重生見證                                  
   鄭文倛

我是生長在臺灣軍眷家庭，因受家裡影響，基本上從小是無神

論的，直到上高中才與同學一起去教會青少年團契，並在十八

歲時蒙主救恩受洗成為基督徒。但是，當時並不是真正了解受

洗的意義。

就這樣自以為是基督徒，其實一直只是在神的國門外，從未真

正的去教會作崇拜，更不用提研讀聖經了。可是每當遇到困難

時，總會向神禱告，而一一的獲得解決。而我卻一直以為是我

很聰明，所以從未向神感恩。如此經過三十三年我所謂基督徒

的日子，我對神的罪惡感與日加深，更使我不願回到教會，也

因為如此，我一直過著屬血氣的日子。

直到三個多月前，帶著不知所以然的心境來參加基督之家第三

家的主日崇拜，聽到孫牧師講到「不要懼怕」，突然間恍然大

悟，才發現神是一直在我身邊，並耐心的等待著我開啟我的心

靈而得到完全的救恩，並且得到平安與喜樂。

從那日起，我參加基督之家的主日崇拜，進而參加中區的查經

及主日學，並且照著教會每週讀經進度來研讀聖經。神不但將

我帶回他的教會，並且賜給我有參與 Atwater 短宣的恩惠，讓

我從事奉中，在靈命上更有所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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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知道「神的意念是如何高過人的意念，天又是怎樣高過地

的」，才發覺神的大能一直在祜佑我，並引導著我，讓我能夠

一次又一次地從困境中出來。 

又知道「神是不喜悅懲罰世人的，而是喜悅惡人能棄惡從義的 

」。才發覺神是如何一直在耐心等候我重新進入祂的國，就像

那在外迷途的羊，被它的牧人再度尋找回到祂的羊圈裡。

最重要的是神如何派遣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來到世間拯救世

人，耶穌基督又是如何被釘在十字架上犧牲自己的生命並且用

他的寶血來洗淨世人的罪惡，使基督徒能因信而得救，進而在

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一起復活並得到永生。

我是個屢屢犯罪的罪人，但是神卻一再的護衛著我以及我的家

人。祂沒有放棄我，直到我能真正完全的得到救贖。

感謝神！讓我在十八歲時能認識主，並在三十三年後重生。在

此我願再度向主承認我的罪，並奉主耶穌基督之名向永生之神

祈求，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世

人同在。

編者按：這是鄭弟兄於2013年八月去Atwater 短宣，在眾學員

前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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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的路徑       
基督二家 譚雷美達長老

       

1996年，有機會回到久別的故鄉廣東省旅遊。適逢禮拜天，我

們參加了當地一個小鎮的教會主日聚會。本來教會關閉已久。

感謝主！自80年開放後，大門重開。當天參加的人數眾多，擠

滿會堂。一個多小時的証道，卻沒有聽到「神的話」。只是看

到講台上的傳道人，手拿數張講義好像在宣告什麼似的（內容

日久忘記）；此情此景，在腦海中揮之不去。 

回美之後懇切求神憐憫中國千千萬萬的靈魂，期望中國教會都

有福音可聽，把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教會。我己是將退休的老

人，還能為主作什麼？

2001 年9 月神再賜機會，旅遊中國，領我到上海，為我預備了

可站腳容身之地。2003年決心退休放下事奉數十年的教會，全

心以「知恩、感恩、報恩」的心，同時得到家人全力的支持，

獨自跑到陌生的環境-上海，帶著使命開始踏上信心之途。

2003年，正逢寇世遠師母也到上海，我們同心祈求神的引領和

開路，便開始向南京金陵神學院接洽，首批寇世遠監督的「証

道研經集」免費贈與神學生。隨後寇師母離滬返美，我獨自留

守上海，憑著一點信心和微小的資源再繼續仰望神的指示，幾

經艱辛，單人匹馬全不熟識國內交通的我，從一間神學院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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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神學院，為了更進一步給學生站講台的供應，先後聯絡了

七間神學院三間聖經學校，甚至親往神學院訪問和自我介紹，

以免費贈書鼓勵學生作閱讀參考裝備為題，並蒙各校院長款待

並欣然樂意接受贈書。為了學生需求量的擴大，2007年再增加

贈送賴若翰牧師的「實用釋經法」，馬有藻牧師的「新舊約導

讀」。

2004年主耶穌為我開拓另一條路，就是藉著本地土著的識途老

馬，帶我進入雲南貧窮偏遠山區的教會扶貧建堂。他就是出身

於雲南神學院早期的神學生李永和牧師。 是主的感動，讓他十

年如一日，駕著小汽車，一次次帶著我們爬上千刃山脊（2010

年前全是凹突蜿蜓不平的小山徑），嘗盡車輛顛簸難行的滋味 

。

我們在北美久居現代化有衛生設施的環境，最初，真不容易接

受當地的簡陋。但經十年的磨練，反而覺得農村的環境也不遜

色，農舍的大門正是開門見山，一層層綠油油的梯田，草泥蓋

成的房舍，另有一番風味，更在肢体互愛中倍感溫馨。

回顧 2006-2007兩年，得蒙基督二家教會的支持，特別衷心感

謝教會、弟兄姊妹熱忱的參與，給予愛和鼓勵。

2008年雖然沒有任何支持，但神沒有停止衪的感動，衹有順服 

帶著異象靠祂的恩典，憑著信心遵行大使命，獨自仍往山區扶

貧建堂，盡己所能繼續資助貧困的傳道人，彼此鼓勵堅守工作

崗位為主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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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又蒙神開拓內蒙古之路，由燕京神學院學生石東霞同學

引往內蒙古。 神親自率領向內蒙古貧困地區出發，幫助他們建

堂，培訓等工作。

回顧2004年開始時，懷著有限的資源，只可以兩三人進入山區 

。後因工作範圍越來越廣，2008年四川地震後求援重建山區的

教會需求大增，但我資源能力有限。感謝聽禱告的神，於2009

年正急需資源補給之際，神感動了Regina姊妹大力支援補助我

們的不足，如沙漠中看見綠洲的喜悅和感恩，也印證神是豐富

供應的源頭。

人才支援方面，大兒子Morgan，媳婦Julia，劉愛玲姊妹，還

有土生土長的孫兒們Cze-jwin & Cze-ja，他們利用每年僅有的

假期也在大使命的異象中，往山區參與培訓，如主日學老師培

訓及兒童工作等。

其次上海各團契的弟兄姊妹，因受感動而紛紛踴躍投入支持近

年往山區差傳之路，人數增加至十人。今年當中有位黃明生弟

兄聽道多年，但仍未考慮受洗，原因他有很多對內對外不能受

洗的纏累，想起家中雙親尚未信主，擔心父母去世時家鄉習俗

跪拜的儀式不能不隨俗等等，所以多年在思考受洗的問題上受

到很大的攔阻。但這次參加雲南短宣，神的靈打開他心眼，讓

他看到神的大愛，看到貧困的基督徒竟然那樣純樸愛主耶穌，

愛教會，大受感動，在回程渡江（金沙江）時請我為他施洗，

全隊得此大喜的消息，立即找到最美最幽靜的江畔替他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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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亞！感謝神，把多年徘徊在門外的靈魂，終於帶進神的

國度裡。還有很多弟兄姊妹報名，正在排隊等候出征，準備參

與往山區親身體驗事奉的感受。同時神感動上海醫生團契施雯

華醫生，多年樂意付出愛心、全程陪同，艱辛照顧我這個老弱

殘兵。更加謝謝在後方的弟兄姊妹愛心的支援和迫切的代禱托

住 。讓我們無後顧之憂，十年經歷了神的信實。真的越事奉越

甘甜，每一站都是滴滿脂油。

正如經上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從2004-2013年計有：

*雲南山區扶貧建堂共十五間。

祿勸縣：挪雍教會

武定縣：萬德鄉–萬德中心教堂、插甸鄉–街心教堂 

祿豐縣：城區教堂

　　　　碧城鎮–碧城教堂

元謀縣：城區–鹽水井教堂、

　　　　黃爪園鎮–領庄教堂

　　　　姜驛鄉–阿拉益教會、華豐教堂、金馬教堂

　　　　江邊鄉–中心教堂、發布點教堂、高峰教堂

　　　　武孟鄉–云豐教堂

昆明市：大埧教會–冠江堂

＊內蒙古扶貧建堂共三間。

包頭：廣漢教堂–扶助加建青年中心

烏拉持前旗–興安鄉紅圪卜教會

寧夏中寧縣–中寧教會

＊安徽新河鎮：十二里半教會建堂（先後共19間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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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偏遠山區貧困教會的同工都是沒有工資，靠家人種田、養

雞、養豬、牛：牧羊為生，他們需要愛的關懷和援助生活費，

十年來接觸山區的同工約有四十多位，以及同工們的子弟需要

助學金有十多位。愛我們的主耶穌每年都為他們豐富的預備。

不多也不少，全是恩典。

 

十年來，每年隔洋往返兩次。十年的耕耘，從零開始在神的靈

引導中意外的收穫，就是在上海浦東、浦西兩地輔導了四個團

契，以專心傳福音與裝備信徒為主。尤以上海醫生團契特別蒙

恩，2007 年 12月開始至今，五年多來參加的團友 90% 都是醫

生，從五人到現在已有34人受洗歸信主，還有一些在慕道中。

我詫異天父在每一個生命中出人意表的奇妙改變，如經上說：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

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如今87歲老邁的我，夕陽已急下，但願「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 

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願榮耀歸與至高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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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薇醫生和熱水袋的故事
王華影師母

Dr. Helen Roseveare，英國人，1953-1973在非洲剛果作宣教

士。她經由 WFC International 差派到剛果作醫療宣教，醫治

病人並訓練醫療工作人員。在60年代早期，她經歷了剛果動盪

的政治與充滿仇恨的內戰。1964年，她曾經被反政府游擊隊綁

架囚禁五個月，忍受不斷的鞭打，甚至被強暴。她釋放後離開

剛果回到英國。但不久後，1966年又回到剛果參與剛果國家的

重建。因為她早期所創辦的醫院在內戰中都被毀了，她就幫助

成立新的醫學院和醫院並繼續在那事奉， 直到1973才離開。

Helen Roseveare 1952 年生於英格蘭，在劍橋大學讀醫學院時

成為基督徒。她一直與 Cambridge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 有密切的關係，1950-1960 年間，她是”CICCU” 所差派

的宣教士。她從非洲回國後，繼續寫作和到世界各地演講。她

曾經三次被Urbana青宣大會邀請作特約講員。Dr. Roseveare目

前已退休，住在北愛爾蘭。她一生的故事於1989年拍成電影 “ 

Mama Luka Comes Home”。

熱水袋 —非洲宣教士Dr. Helen Roseveare 的一個真實故事

在中非洲的一個夜晚，我盡全力在產房中幫助一位母親生產，

她最後仍然死了，留下一個很小的早產嬰孩，和一位哭啼的兩

歲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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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要使這個早產兒存活是非常的困難。我們沒有保溫箱，也

沒有電來維持保溫箱，更沒有餵食的裝備。我們雖然住在赤道

上，但是夜晚通常非常涼而且冷風颼颼。

一位學生助產士把嬰孩用棉絮包起來放在一個盒子裡；另一位

學員升火準備熱水，灌入熱水袋中。不到一會兒，她很緊張的

跑來告訴我，灌熱水的時候，熱水袋爆裂了，因為橡皮在熱帶

型氣候很容易損毀。她驚呼：「這是我們最後ㄧ個熱水袋。」

就如西方的俚語，「為灑掉的牛奶哭泣是沒有用的」；在中非

洲，也可以說：「為爆裂的熱水袋哭泣是沒有用的」，樹上不

會長出熱水袋，森林步道的前面也沒有雜貨店。我對她們說：

「妳們把嬰孩放置在靠近火爐的安全距離內，睡在嬰孩和門的

中間來擋住門縫吹進來的風，妳們的責任就是幫助嬰孩保暖。

」

第二天中午，我如往常到孤兒院去，和那些常與我在一起的孩

子們禱告。我告訴孩子們需要禱告的事項以及有關那個小嬰孩

的需要。告訴他們要為那小嬰孩保暖的問題禱告，提到需要熱

水袋的事。如果著涼，小嬰孩很可就活不成了。我也提到那位

因媽媽過世，悲傷哭泣的兩歲姊姊。在我們禱告的時候，有位

十歲的女孩 Ruth，用非洲孩童一向直接了當的方式求告神：「

神啊，求袮寄一個熱水袋給我們。神啊，不是明天，是今天下

午，不然那個小嬰孩就會死掉。」當我聽到這樣勇敢的祈求，

心中倒抽一口涼氣，她接著又繼續禱告：「當袮在做這事時，

可不可以請袮也寄一個娃娃給那個小女孩？這樣她就知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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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愛她。」孩子們的禱告，對我來說，通常也是個考驗。我是

否能夠誠心的說「阿們」？我很難相信神真會如此作。當然，

我知道祂是無所不能，聖經就是這麼說的。但總是有些限制，

不是嗎？神應允這樣特別的禱告唯一的方法就從我的家鄉寄一

個包裹來，我當時在非洲已經快四年了，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

從家鄉寄來的包裹。無論如何，即使有人會寄包裹給我，誰會

想到要寄熱水袋？我是住在赤道上！

當天下午，我正在護士訓練學校教課，有人傳話給我，一輛車

停在我家門前。等我到家時，那車子已經開走了，但有一個22

磅重的包裹留在房子的前廊！我當時幾乎熱淚盈眶。我無法自

己開包裹，便找了孤兒院裏的孩子們來和我一起打開包裹。

我們鬆開繩子，小心翼翼的解開每ㄧ個結。把包裝紙摺好，盡

量小心不撕破。大家越來越興奮，三四十雙眼睛都專注在那個

大紙箱。我從最上層拿出許多件彩色鮮豔的運動衫。每個孩子

接到手時，都是眼睛發亮。然後是一些為痲瘋病人預備的手織

繃帶，孩子們開始有一點分心了。接著是一盒各式的葡萄乾，

這個週末可以用來烤麵包作點心。當我的手再伸進去，可以感

覺到，難道是真的嗎？我深呼吸，然後拿出來。是真的！我驚

叫：「一個全新的橡皮熱水袋。」我沒求神寄個熱水袋給我，

我也不太相信祂真會如此作。Ruth站在孩子們最前排，衝上前

大叫：「如果神寄來熱水袋，祂ㄧ定也會寄個娃娃來。」她翻

到紙箱的最底層，拿出一個美麗精緻的小娃娃，她雙眼發光，

從來沒有懷疑過。抬起頭來問我：「Mummy，我可不可以跟

你一起去把這個娃娃給那個小女孩？這樣，她就會知道耶穌是

多麼的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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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包裹是整整五個月前，我主日學班的孩子所準備的。班上

的老師聽到而且順服神的吩咐，寄一個熱水袋給我，甚至寄到

赤道。在五個月前，班上的一個小女孩，把一個小娃娃放進紙

箱中，要送給一個非洲的小孩。神應允一個十歲女孩真切的祈

禱，「當天下午」包裹寄到。

「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就垂聽。」(賽

65：24）

原文出自：

http：//womenofchristianity.com/the-hot-water-bottle-a-true-story-by-helen-rose-

veare-missionary-to-africa/

本文譯自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刊物：“The Callings”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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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信主，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張百菊

我來自河北省秦皇島市，已退休。這次是初次來美國，探望剛

剛結婚的女兒、女婿。聖經說：「若非聖靈感動，沒有人能稱

耶穌是主的」。我今天能站在這裡，心情很激動，我非常願意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進入基督、接受洗禮的。

我女兒是2009年來美國留學，2011年受洗成為基督徒。她受

洗後，經常通過網絡和電話，不斷教我學習聖經，要我到秦皇

島的教會參加禮拜，聽講道。我行動做到了，但思想上沒有真

正領會。我想，只要女兒過得好就行，我信不信，沒有關係。

今年春節，我大姐的女兒從美國回北京探親，專程坐火車來到

秦皇島，為住在這裡的親人們傳福音。她作了充分的準備，帶

著講稿，還有複印好的經文、講義等發給大家，我們家庭親友

到了17人。這是平時過年都沒有這麼全的場面。而且那天突然

下起小雪，路面被汽車攆壓形成薄冰，路上車禍到處都是，我

坐的那部車，眼看著左右都出了車禍，路面比鏡子還滑，根本

剎不住車，伴隨著我們的驚叫聲，我們的車竟然從車縫裡安然

穿過！最後，6部車共17人，全部平安到達。從上午10點到下

午5點，竟然沒有一人遲到，沒有一人早退！現在回想，這是

神親自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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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甥女來美國不久就信了主，是個20多年的基督徒，以前

她回來探親也在各種場合傳福音給我們，但是大家只顧聊天，

福音的事情根本沒有往心裡去。這一次，我的外甥女提前打來

電話，明確告訴我們要給大家講耶穌基督，讓我們預留時間；

她自己精心準備講課內容：講神，講罪，講耶穌，講救贖。我

們這些在場的全是無神論者，竟然全部聽得津津有味，很多人

做了筆記，有一個12歲男孩子，竟然安靜地聽了一天！我想，

這麼多年來，神其實並沒有忘記我們，而是一直在預備我們的

心！當時間到了，我們自然就聽到了祂召喚我們的聲音，我們

也願意回應神的呼召！

這一次的討論雖然只有一天，卻如黑暗中射入了光，一下子就

讓我們變得不一樣了。聽她講課後，我們的心靈如打開一扇窗

戶，我的心情豁然開朗，對聖經學習產生了興趣。我們家姐妹

九個，我的七妹和九妹從此開始自己讀經，甚至夜裡三點她們

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竟打電話分享神的奇妙！

都說美國是人間天堂，又是地獄，使我對美國產生了神秘的心

理。今年五月二十日來到美國，住在女兒女婿家裡。我真的做

夢都沒有想到這麼順利地來到美國，更沒有想到的是，從未見

過面的女婿對我特別地尊重，照顧別地周到。儘管他每天有繁

重的工作，但是只要回到家裡，他就會放下一切工作的負擔，

陪我和女兒高高興興地吃飯聊天，而且為了我，他放棄自己的

愛好，陪著我看中文的電視節目；週末還開著車帶我們到處去

遊玩，去不同的飯店品嚐各國美食，從來沒有一絲的不快或抱

怨！



如是我信

98

我慢慢知道了，這個福氣是來自耶穌基督。女兒女婿都是虔誠

的基督徒，每次吃飯時都要禱告，甚至在外面的飯店裡也是如

此，他們說出自己的心聲，有感謝讚美，也有祈求代求。開始

我很不習慣，很快我就發現，每次禱告過後，心裡就有格外的

平安，還能向其它不在身邊的親人們表達了祝福和思念。女兒

還讓我聽劉志雄、王愛君夫妻關於婚姻家庭的錄音講座，我非

常受震動，才知道讓丈夫做家裡的頭，妻子要「順服」丈夫，

不是「馴服」；要「幫助」丈夫，不是「綁住」丈夫；二人要

合為一體，深刻又清晰。我也看到這樣家庭，確實夫妻恩愛，

孝敬老人有加。我感到神的這些安排真的好過我們自己做主的

日子，有神才有幸福美滿的生活。

我的女兒在神學院裡讀書，此時正逢暑假，她就帶我去教會、

團契參加各種聚會、查經，在家帶我讀經，聽網絡講道。尤其

是我在基督三家每週四上午的姐妹團契裡，得到了超出所求所

想的幫助：一位叫朱瑜的姐妹教我學會禱告、蔡師母還帶我學

習屬靈四律、帶我決志。使我深受感動，明白「基督徒相信宇

宙萬物是三位一體的真神所創造」的真理。我當晚回到家後，

在微信上把這屬靈四律還有我的體會心得，全傳達給我的親友

們，發了近100條微信留言！

今天，我能站在這裡，比我的姐姐妹妹們幸運，她們還沒有機

會找到能夠受洗的教會。我想這是上帝給我和我家的計劃，讓

我在這裡受洗，並得到造就，回去向我的姐妹們，還有我兒子

的一家傳講福音，讓他們都能認識神，蒙神的恩典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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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在屬神的路上奔跑        
 趙曉萍

在屬神的大家庭裡，我是一名小學生，58歲才受洗歸神，我常

常羡慕那些年輕人早早就認主歸神，如果我能像他們那樣，一

定會有一個不一樣的前半生。感謝神，讓我如今生活有了平安

與喜樂，有了永生的盼望與追求。

為什麼我認識神這麼晚呢？這與我的成長經歷是分不開的。我

是共和國的同路人，從小受的是無神論教育。進化論思想根深

蒂固：「人就是猴變的」，「不靠神仙皇帝，與天鬥與地鬥，

創造一切靠自己」。伴隨這些理念和認識長大。青少年經歷了

十年動亂，上山下鄉，返鄉回城，結婚生子一路走來，根本就

不知神的存在。隨生活閱歷的增加，同時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車

禍，多了對人生的思考，也深深感受到人勝不了天，人在大自

然面前太渺小了，生死只是一瞬間。世上有一種力量在操控萬

物，同時也覺得內心空蕩蕩的，想要尋找一種平安來填補內心

的空虛。

認識神的過程是走過彎路的，當時社會上的氣功熱，法輪功 ，

佛教的經教，我都參與拜讀過。直等 1996  年的一天，神差了

祂的僕人，一位我偶然認識的大姐，將我領到瀋陽東關教會。

這是我有生第一次上教堂，感覺如沐春風春雨。牧師平和的聲

音，慈眉善目，生動的講道，優美的詩歌，一切的一切深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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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我的心，感到這才是我想要的，就是兩個字，愛聽。颳風下

雨，到東關教會聽道勝過其他活動，一聽就是幾年，當時對聖

經看不懂，但感覺聽道，越來越好，淨化靈魂，慢慢對神也有

了認識，對神越來越敬畏，從內心願意順服。但對認罪，一直

非常糾結。「罪人」這個字眼，我張不開口承認。直到2007年

我在基督三家參加「新約」的學習班，系統的學習了新約，認

真逐字逐句的通讀一遍聖經全書，體會不一樣了，人類不僅有

從始祖帶來的原罪，也會犯許許多多神所不喜悅的過犯，這些

都是罪。四十歲之前不知道有神，四十歲之後才開始思考尋找

主，50多歲才認父歸主，難道這不是罪嗎？罪深重啊！

感謝神！沒有捨棄我這迷失的羔羊，將我領入神家，將大愛賜

給我，2008年正式受洗歸主的名下。在教會不再是外人，可以

吃聖餐了，做了神真正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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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生命
肖斌

我來自於中國大陸天津。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會信主，今天很

高興能將我信主的經歷與大家分享。

我生於七〇後，開始上小學時正值剛粉碎四人幫的年代，全國

開始進行四化建設，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那時學校中流行的

口號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牆上貼著的都是「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等類似的標語。我也像大多數同齡孩子

一樣為了讓家長高興，努力做個好學生。那時的目標非常明確

就是要考上好的中學，然後考上好的大學，學習熱門專業將來

畢業找到好工作賺大錢。工作之後，開始還覺得很新鮮，有一

些新東西要學習。後來該知道的都知道得差不多了，想要有的

都有了的時候，漸漸發現生活找不到目標了，不知道為什麼活

著，不明白生命的意義。

工作了五年多的時候，我們公司派我到公司駐美國的分部來工

作，因為有工作簽證，太太也可以一起過來。當我工作簽證即

將過期而回國時，太太因為還在讀研究生就沒有回國。由於她

一個人在這邊做畢業論文，同時還要工作實習，壓力很大，後

來她同事介紹她信了主。

與此同時，我回國後認識了項目組裡的一個回族同事，他對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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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教、基督教也了解一些。我吃中飯時經常和他討論一些信仰

方面的問題，雖然我們以前的教育一直是唯物主義，無神論，

但通過討論我隱約覺得神和信仰也許是我有關生命意義問題的

答案。這期間太太也曾打電話給我談到她自己信基督的經過，

還建議我回美國後也去教會感受一下。因為有以前的這些思考

和與同事關於信仰的討論對我的啟發，我也就沒有反對。

2013年5月，我又回美國看太太。第一個週末，我就和太太一

起去了生命樹靈糧堂。那次，教會請了曾經在大陸很有名的一

位歌手劉欣如開佈道會。她曲折的經歷和演唱使我很感動。在

佈道演講完了，牧師呼召時我不知怎麼回事兒就舉起了手，到

台前跟牧師做了決志禱告。

這之後，我為能在美國一直陪太太和孩子生活下去，就回中國

將工作辭了。等再回美國時，因為H1B配額的問題，一時半會

兒沒有找到工作。於是我平時就在家裡閱讀聖經，同時到網上

找一些佈道和培靈的視頻收看學習，週末來教會和兄弟姐妹們

一起查經，學習上帝的話語。通過這些打消了我之前的許多疑

惑。比如我以前總是很難想像耶酥被釘死後還會復活，做為學

理工科出身的人，我崇尚科學，覺得死人復活不符合科學。後

來讀了新約後，其中保羅從一個極力迫害基督徒的人到一個最

具影響力的使徒的巨大轉變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

如果基督沒有向他顯現，他是不可能有如此的巨變的，從此打

消了對基督復活的疑慮。疑慮的漸漸消除，使我越來越清楚地

認識到這一信仰正是我多年來所要追求的能使我明白人生意義

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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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聖經的學習，我找不到工作的煩惱也消失了，我認為上帝

安排給我的一定是對我最好的。以前我和太太因為一些家務事

總會吵架，現在我們也還會吵架，不過比以前要少了一些。因

為有時我想尖刻地回應她的質問時，會想起雅各書中要管住自

己的舌頭的教導，於是就會緩合一下回話的語氣，主動避免了

一些吵架的發生。比如上個月初我們家才買了三天的新車就被

被刮蹭了。說起這件事也算是個神的管教吧。我剛來加州買了

一輛舊的  Toyota Corolla  ，一直開得還不錯。有了小孩後怕不

太安全就買了輛新的 SUV 給太太上下班和接孩子用，我還開原

來的Corolla。前一段我要上學了，太太覺得我整天開著Corolla

太不安全了，想再買一輛新車。我一向是個節約的人，就對她

說：「把Corolla保養一下就應該行了。如果是神所喜悅的，就

算我開個破車也照樣安全，如果不是神所喜悅的，就算開輛新

車也照樣會出事故。」就用這話搪塞她。不過前不久我讀博士

研究生時同宿舍的師兄，現在在Kentucky州一個大學當教授，

來NASA這邊做一個合作項目，十四年沒見面了，想抽空見個

面吃頓飯。我一想人家都是教授了，我去見面開輛Corolla太沒

有面子了，一想太太正好想買新車，那就買吧。虛榮心也是一

種罪呀。星期六買了新車，寶寶很歡，週一寶寶要坐新車去幼

兒園，太太於是就開新車去送寶寶並上班了。結果傍晚下班時

在停車場就和別人的車刮蹭了。太太給我打電話時，她覺得我

語氣還是挺嚇人的，其實我已經克制一些了，要是按以前我的

火爆脾氣，新買的車第三天就被刮蹭，也還不把手機摔了。

生命的改變不可能一蹴而就，「算為義」和「真正成為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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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受洗只是成聖之旅的開始，在今後的

生活中我們還會不斷受到試煉，不斷受到來自舊我的不良習慣

的挑戰，不過我相信主和主所賜下的聖靈會帶領我們戰勝舊我

並得勝有餘。但願我的靈命能在眾位兄弟姐妹的幫助下不斷成

長，最終滿有基督的身量，成為上帝所喜悅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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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為明天憂慮
王爽

我是2012年 8 月份決志跟隨主耶穌的。和許多兄弟姐妹一樣，

我今生從未想過自己會信主。感謝主揀選我為神家的兒女。這

真是此生中最重要最幸福最有價值的事。

我是出生在一個比較傳統的回教家庭。父母祖父母都是回族。

我爺爺還是阿訇（地位相當於牧師）。除了日常的飲食，家裡

的紅白喜事都是遵循回族的習慣。這個宗教信仰也影響了我的

個人生活。而在強大的無神論的教育下，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

神。但即便如此，由於家庭的束縛，我除了無神的選擇沒有選

擇信仰的自由。

羅馬書8: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回頭想來我決志信主的過程正是如

此。

在女兒九個月時，我先生必須回國。我當時還沒有上完學；生

活壓力，找工作的壓力和做畢業論文的壓力讓我透不過氣來。

在同學郁群的推薦下，我在她所在的公司有了一份工作。郁群

是我在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上學期間認識的同學，我們共

同做一個Project。我記得她是個基督徒。入職不久我們午餐時

聊天，她偶然談及了「禱告」，說起她人生中遇到的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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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藉著禱告從神那裡得到安慰和回應。這讓我感到驚奇和好

奇。以我對她的了解，我確定她不是在說什麼虛無的事情。這

讓我對有神的事情起了好奇心和思索。這個世界真有這樣的一

位神嗎？連續幾天，我禁不住地問了她一些問題並知道了一些

基督徒基本知識。而沒有想到的是，我很快的加入了一個基督

徒小組聚會。

那是在剛工作差不多兩星期時，我有機會接觸了同一小區住的

中國鄰居張文軒和武祥美夫婦。他們建議我去生命樹靈糧堂教

會的小組參加聚會，小組裡都是有年齡相近的孩子的家庭，那

個小組就是盼望小組（ Hope  Group ）。為了女兒我決定去參

加小組聚會。我現在能記起的是在小組聚會時充滿了莫名的驕

傲，而他們卻真誠的給我禱告。聚會回來，我和郁群說著我此

次聚會的感受，尤其是他們為我的禱告，真誠有力量又有吸引

力。郁群告訴我她們的禱告是有聖靈引領且發自內心的。這讓

我不禁的震撼和慚愧：震撼是對神的存在性的進一步確認；慚

愧是我一直自以為自己很寬宏厚道，可是我卻不曾如此真誠愛

人。他們禱告給我的感覺是他們感同身受你心裡的苦。

在郁群在中午休息時會帶耳機聽什麼，經常開心大笑。我問她

是在做什麼？她說她在聽張伯笠牧師的佈道，很風趣。她隨手

拿了個便簽，寫了兩個名字：遠志明，張伯笠。說道：這裡還

有個牧師，名叫遠志明，據朋友說他講的很好，雖然她還沒聽

過，但我可以聽聽看。就這樣，我收了那張便簽，便把它壓到

鍵盤下面。可是，就在某一天快下班的時候，鍵盤下那張小便

籤紙，被我看見了，也許覺得就這麼扔了這張紙有點可惜，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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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吧。我打開 Youtube，輸入了「遠志明」三個字。大概是遠

老師《光與生命》系列，一下子吸引了我。讓我感覺這是不一

樣的聲音。這裏的思想是很真，思想的背後是高尚純潔溫柔且

有真能力。而我心底深處認為有真正高貴純潔思想的人沒有張

揚的言語和外表，是溫柔謙和的。所以這樣是因為這種思想是

有著真正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通過愛發散出來的。而後來我

知道耶穌基督就是這個奇妙組合的體現。我在連續的幾天裡，

不能自已的將我所能找到的遠老師的佈道都找出來，一下班，

就迫不及待的如飢似渴地聽。心裡充滿了歡喜，感覺到自己終

於找到了切慕已久的思想。有一天晚上，我大概在 Youtube上

看《一代人的見證》，在遠老師的呼召下，我決心要跟隨主耶

穌。我淚流滿面，心中充滿歡喜，如獲至寶。

感謝神揀選我。我的天空不再是灰色和沒有指望，我的心很歡

喜，心裡總是盼望著有奇蹟出現，我相信神，多麼希望神能通

過什麼方式向我顯現。這個想法也許有點幼稚。雖然後來並沒

有我期望的奇蹟（比如說看見異象），可是神確實讓我看到了

自己不快樂的根源，就是驕傲。那是有一天下班開車回家的路

上，我思索著自己為什麼有太長時間包括當時怎麼就無法真正

的快樂起來原因。想起了郁群和我最早的關於聖經的討論，她

說聖經告訴人「驕傲」是人的原罪。我恍然大悟，就是這個驕

傲，讓我生活如此不快樂。而此時車內收音機傳出的搖滾音樂

的每個重音都擊打我的心。我立即在車裏大哭，眼淚不停的流

下來。心裡卻有輕鬆自由的感覺。人有時候就是很矛盾，一方

面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另一方面在自己定下的很多標準前認為

自己做得很好。放不下的驕傲成為所有不快樂的根源。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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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驕傲，要靠神的恩典。感謝主。緊接著的星期日，我

很自然的衝向了生命樹靈糧堂參加主日崇拜。這在從前是不可

能的，因為自己的家族背景，進教堂是有壓力的。聽到兄弟姊

妹主日崇拜的歌聲，我的眼淚無法控制如泉湧。這種感覺就像

走丟了的孩子撲到父母懷裡的感覺。後來我又連續去了幾週，

每次只要一聽到敬拜神的歌聲眼淚止不住的湧出來。然而心裡

卻越來越輕鬆。

信主後，漸漸的丟棄了用 IQ 和 EQ 來衡量自己的價值的標準。

我說自己是卑微而有價值的：卑微是因為我承認自己的有限；

有價值是因為我在主眼裡是獨一無二的，珍貴的。

正如遠老師所說的，認識神，讓我覺得自己不再是斷了線的風

箏。人生有了盼望。感謝主！我自己的生命和我家人的生命也

都在主的恩典下一點點改變。我真的不再為明天憂慮，一天的

難處一天當是神有能力的保證。感謝讚美都歸於我主我神。哈

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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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神的國度
李春華    戴秀芬

我在中國大陸的天津市紅橋區殘疾人聯合會工作，主要的工作

就是服務於全區8000多名殘疾人，為殘疾人提供就業，為殘疾

人提供維權，和為殘疾人提供生活用品等等事宜。

我以前的工作是在區政府下屬的科委，負責全區的招商引資，

由於利益驅使，我們每天接觸的都是大大小小的私企老闆，整

天是吃吃喝喝，爾虞我詐，烏煙瘴氣，很是不好。有一天有一

個調動的名額，調到區殘疾人聯合會（簡稱殘聯）。殘聯是一

個什麼部門，大家都很清楚，是個既沒有硬性指標，也沒有好

與壞的考核，是公認的適合養老的部門之一，所以都是爭先恐

後的找關係送厚禮，在國內這叫走後門。然而我既沒有關係，

也沒處送禮，年齡又大，去殘聯想都沒敢想，是不可能的事。

奇蹟發生了，區人事局找我談，如果願意去殘聯，就去辦理調

動手續，準備報到。2013年10月8日正式到殘聯上班。大家看

看，神多眷顧我。

我剛到殘聯上班不久，突然接到我孩子的電話說是經過診斷確

診是淋巴癌。這猶如晴天霹靂，頓時好像天塌了一樣。因為我

知道淋巴癌是很難治癒的全身疾病。當時心裡壓力太大了。我

太太更是想不開，那些日子真的是不知怎樣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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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太太說說當時的情況。

我一聽說孩子得了癌症，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整天地想著孩子的病，覺得人生沒有了希望，一度連活下去的

信心都沒有了，因為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心想老天爺太不公

平了，我們都是好人為什麼要懲罰我們？情緒非常低沉。

我們的孩子是基督徒，去年的 5月28號回國看望過我們。孩子

的姑姑是個很虔誠的基督徒，信主30多年了。我們孩子從姑姑

那拿來幾本基督教的書準備帶回美國學習，恰巧有兩本書忘了

帶，留在家裡，一本是《荒漠甘泉》、一本是《如何認識主》

。那時心情太不好了，我就拿看書來打發時間。當我翻開書發

現，書裡的每一句話都是針對我說的，而且說的很準，我是越

看越愛看。

在孩子沒生病之前，我沒事的時候也看這兩本書，當時就是看

不下去，也看不懂。現在總算看懂了，也看明白了。心情好了

一些，當時就想孩子有老天爺保佑著一定會沒事的。但心裡還

是放心不下。

孩子讓我們來美國照顧她，我知道美國簽證很困難，因為我們

在2010年12月27號被拒簽過。這一次能不能過心裡也沒底，

為了能夠照顧孩子，還是積極準備簽證材料去使館簽證。從準

備簽證材料到拿到使館簽證總共不到半個月時間，而且簽證很

順利，12月27號已經坐上去美國的航班了。大家再看看，神多

眷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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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美國後發現孩子的情況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不好。當

時我們的心裡還沒有主的概念，認為孩子的病沒那麼嚴重，也

可能是美國的醫療水平高吧。這是我們當時的想法。

來美國後，每個週日都陪孩子到基督之家第三家。孩子去英文

部，我們去中文部聆聽孫牧師講道。一開始根本聽不進去，而

且時差還沒調過來，特別的睏，就等到時間陪孩子回家。後來

孩子讓我們讀聖經，每天晚上不看電視（因為也看不懂），在

手機上收聽收看（每日靈糧、活水、聖經講座）。以後每次再

去教會就能聽的進去了，越聽越明白，越聽越愛聽，到週日不

去教會好像缺了什麼事情似的。

我們孩子經過了12次化療，每次化療都不是想像的那麼痛苦，

基本和正常人一樣，能吃能睡體重還增加了10磅。這些應歸功

於兄弟姐妹的禱告，特別是孫牧師親自到我家為孩子禱告。當

時就感覺孩子的病已經痊癒了，感覺到神的偉大，感覺到我們

一路走來不是我們運氣好，不是巧合，而是神早已為我們安排

好的。現在知道了老天爺就是神。感謝主！試煉了孩子，揀選

我們。

在國內，我們從小受的是「進化論」的教育。在一個認知堡壘

裡，四周是銅牆鐵壁，沒有一點點的縫隙。到基督三家後，通

過聽道，通過學習，銅牆鐵壁有了縫隙。可以透過縫隙看到了

外面的世界，看到了神的世界是何等的美好。到現在銅牆鐵壁

完全消失了，真正地來到了神的國度裡。讓我們看到了萬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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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慈愛的神。他用自己唯一兒子的鮮血來贖我們的罪，我們

有什麼理由不愛戴祂？不讚美祂？不事奉祂？我們希望把自己

的全部交給神，祂是宇宙間唯一的神，是我們最可以依賴的救

主。阿門！

編者按：李春華，戴秀芬夫婦是本刊「被神化了妝的恩典」一

文的作者李樂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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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主所喜悅的人
祝靜敏

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穌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

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

勝於衣裳。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

神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呢！你們哪一個能用

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記得我們當初剛剛移民到美國。面

對陌生的環境，生存的種種困境，使我們無所適從，非常地苦

惱。第一次跟隨朋友來到基督之家第三家，記得那天牧師的信

息就是以上的經訓，給我很深的啟迪，使我對基督教有了親近

的感覺；也引發我進一步學習、瞭解和加入教會的動力。尤其

是三家的弟兄姐妹親如一家人的和諧關係，使我有一種回家的

感覺。從此，我每星期天都來主日崇拜；以後又在真理探索班

學習；每週都有新的領悟和收獲。說真的，剛來時，只想來教

會認識朋友，對自己是否有罪認識不清。但隨著對基督教的認

識，我漸漸注重自己對信仰的追求；也慢慢學習默禱的習慣。

碰到任何困難和疑惑，當我向主禱告祈求後，事情總是向著好

的方向發展，這使我認識到主的大能。祂知道我們一切需要，

我們祈求，祂必聆聽和回應。我要堅定地做主的兒女，把自己

交託在主的手裏，為主所用，做我主天父所喜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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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得著就必得著
尹少潔

去年年初接觸到了福音，在這一年多的時間中，我蒙了恩，也

體會了主的無窮慈愛和豐盛恩典。我願意成為主的門徒，為主

做美好的見證。

我在這裡見證兩件事情：

第一件是去年我在新澤西，不小心從二樓跌到一樓。雖然當時

在別人的攙扶下站了起來，可是輕輕移動一下，渾身都特別疼

痛。我心中很恐懼，恐怕自己的骨頭出了什麼問題。我既沒錢

在美國治病，也無法回國。就這樣晚上戰戰兢兢地躺在床上，

動也不敢動。於是我跟主禱告，求賜我平安。第二天早上驚喜

地發現我的骨頭已沒有那麼疼痛，再不用擔心骨折了。我真心

感謝主，祂賜我平安，我願仰仗祂。

第二件事是關於我女兒的。她是羅格斯大學金融數學系的研究

生，今年一月畢業。她沒有美國實習經驗；國內的實習也是三

四年前的事，但是跟她的專業無關。根據目前的經濟狀況，想

畢業直接找份工作幾乎不可能。所以去年夏天開始，團契一直

為她能找份實習工作禱告。主賜給我們家的遠超過我所求所想

的。畢業不到兩個月她找到了一份和她專業非常相關的工作，

公司也願意為她申請工作簽證。我知道這些都是主的大能和恩

賜。從開始找工作到找到工作，她投出的簡歷不超過50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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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打趣地說：「妳連簡歷都不投，主如何為妳安排工作呢？

」她說，她很認真地禱告。主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幾天後，她

的好友推薦了她，接著她就被被這家公司錄用。記得在福音書

中，耶穌治癒了一個長期患血漏的女子，並對她說：「女兒，

妳的信救了妳，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們的信心沒有那女子

那般大，主還是依舊愛我們。女子因著信得醫治，我的女兒因

著信得工作。這就應驗了主的話：「信得著，就必得著。」，

也應驗祂的應許：「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

門的，就給你開門。」即使有時候我們抱怨主為什麼還沒有安

排我們所希望的，祂仍舊愛我們，聖靈依舊引領我們。以色列

人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主，主卻仍舊愛他們。只有主耶穌知道什

麼安排是最好的。主不但為我女兒安排了工作，也在其它事情

上保守她。在今年激烈的工作簽證抽籤中，她很害怕抽不中，

可是靠著信心，我對她說：「既然主為妳安排了工作，祂也會

為妳安排好一切的。」神保守她，讓她順利地抽中了籤。

我要高聲讚美耶和華，也要感謝教會弟兄姐妹對我家的幫助和

禱告。在主內，我有平安，有喜樂。希望我的見證能讓更多人

來到主的殿前，為軟弱的人增添信心；也時刻提醒自己主對我

的愛，讓我做祂的好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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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愛
林希堅

二十四年前來美留學，至今在硅谷生活工作已有十八年了。因

為深感主的愛，決志受洗。

我是 90 年元旦離開上海，到了Norman奧克哈馬大學留學。來

美前九個星期，不知怎麼的，竟接到當地基督教會的來信。他

們熱切地等待我，也準備接機和安排住宿。那時我迷惑膽怯，

沒有回信。飛機從虹橋機場起飛，到奧克哈馬城機場降落，轉

了半個地球。當時還是元旦假日。我拖著行李，找出租車，直

奔  Norman。司機在寒冷、空曠、昏暗的大學城轉了好幾圈也

不見任何人影。後來，總算遇見了校園巡邏的警車，警車將我

帶到留學生接待處。辦公室內有一張沙發，幾張桌椅；沒有暖

氣，也沒有人。我精疲力盡地躺在沙發上，啃著父母臨別時塞

給我的五香牛肉乾，又飢又寒又孤獨地過90年的第一天。呵！

白白的愛不領受，白白的苦自招受。

感謝主的恩典和愛，在隨後的留學工作歲月裏，一帆風順。拿

學位、賺美金、育兒生女、買車買房。其間在朋友、鄰居和同

事王斌、王霞和 Bill Tang 的帶領下，也參加慕道、團契、敬拜

有十幾年。逐步認識到有位真神。宇宙之浩瀚，生物之精巧，

叫身為學理工科和搞芯片設計的我完全信服天地萬物只可能來

自一位無所不能的真神的創造。但在靈命的追求上，卻不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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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不死不活。經常把教會活動作為社交：講嗜好、談股票、

論房子。在追求物質中與虛空焦慮相伴。兒女的美好前途，父

母的身體健康，生老病死，有那一點一滴可以自己把握呢？去

年兒子大學畢業找工作沒下落，作父親的我乾著急，時時徹夜

難眠。這時聖靈感動了我，要我靠主。於是又開始參加久別的

週日崇拜。去了幾家教會，選定了基督三家，因為被孫牧師講

道的激情和三一頌歌聲的美好深深吸引著。何況交通也方便。

但還是沒有把重擔完全放下。有一天，太太說：「今晚有禱告

會，我們一塊去，向主求。」當晚孫牧師為我們禱告，我便如

釋重負，安然入睡。參加了週三禱告會後，又參加了週日受洗

班。同時，第一次通讀聖經一遍，又重讀四卷福音書。在孫牧

師、唐傳道、丁弟兄、沈弟兄和受洗班的同學們關心幫助下，

加上太太的鼓勵，聖靈的引領下，我的靈命得到成長。以前

阻撓我不肯受洗的兩個難題-認罪和認耶穌為主，得以慢慢解

開。

我是個罪人！以前每每爭吵，太太說你沒有愛心，是個罪人。

我總是恐慌，死不認罪。為家庭拼命，為公司賺錢，為政府納

稅；一個好人，我何罪之有？孫牧師在受洗班說：「驕傲、自

私、貪心就是罪。是啊！我是個罪人。在生活工作中，以自己

為中心，驕傲、自私、貪心，待人如機器，沒有愛心沒有愛；

不知傷害太太兒女有多深，也不知傷害父母、姐妹、朋友、同

事多少回！

弟兄姐妹們，耶穌是我主！由於自己的驕傲，以前對接受耶穌

為主很抵觸。總認為耶穌是個實實在在的猶太人。聖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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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

名叫耶穌，因祂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聖經還記

載耶穌愛世人行神蹟：死人復活、瞎子看見、五餅二魚、平息

海浪。在受洗班孫牧師解釋說：耶穌是受膏者、祭司、先知、

君王。古今中外，無人可比。是的，從秦始皇、拿破崙、華盛

頓、列寧到鄧小平有誰可以相提並論？就是這位有權柄又聖潔

的耶穌，順從神到意志，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用寶血洗淨我們

的罪，死後三天復活。啊！耶穌是我的主，我的愛！

當我告訴太太我決志受洗時，太太臉上綻放出十多年未見的喜

悅。李醫生、李太太和孫帆弟兄從周報得知我要受洗，也表示

了熱切的祝賀。而我則沐浴在主的愛海中，有思考但無焦慮，

內心充滿了平安與喜樂。每晚像嬰孩般安睡。在受洗班最後一

堂課，我們每位學員都笑逐顏開，滿懷信心，迎接新的生命，

新的挑戰。我期待受洗時刻的來到，與主同死、同埋葬 、同復

活。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

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羅馬書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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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棄我的神
江麗紅

很小的時候我就有一本聖經，偶爾也到教會；可是從來沒有翻

讀聖經，只覺聖經是本又沉悶又難懂的天書，也從來沒想過有

一天會受洗成為基督徒。

雖然很少去教會，小孩子到了入學年齡，經朋友的介紹，我還

是把孩子送到了一家教會學校。學校要求學生背誦經句，所以

為了幫他們，又開始接觸聖經和教會了。可是沒有心動，只當

聖經是孩子的其中一門功課。

等孩子到了十幾歲，不再到教會學校，也正是他們的叛逆期。

雖然不是那麼糟糕，可是還是很令人擔心。在個偶然的機會，

我發現：雖然他們不一定聽我說的，反而比較願意聽神所說的

話。他們覺得神是至高無上，是萬能的，祂什麼都知道。這

個發現我很高興，我就想把他們帶到教會。起初他們不肯，經

過很多次溝通，他們總算答應來一次看看。當時也擔心他們來

了一次就不再來了，因為要叫一個青少年突然星期天早上肯起

來，到教會是挺難的事。感謝主，他們來了一次，沒有抱怨；

又再來第二次。我發覺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其實神早就在他們

身上動工了。在他們心裏，一直是敬畏神的。從那時候開始，

他們情願放棄他們最愛的電腦，每星期都來教會。這件事使我

很感動。雖然如此，我還是沒有因此信主。但也就跟著他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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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了。

到了教會，仍舊覺得聖經是本沒趣又難懂的書。於是，我禱告

求神賜給我智慧，改變我的想法。很奇妙，神真是聽禱告的

神。教會很多弟兄姐妹都很關心我，告訴我要趕緊信主，要多

讀經、多禱告。他們有的給我書看，讓我明白聖經是真實的，

我們的神是唯一的神。有的為我解釋聖經內容。有的鼓勵我多

禱告。全部都讓我很感恩。我相信這就是神對我禱告的回應。

我內心感到平安喜樂。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覺得很美好。對我而

言，受洗班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受洗班在我決定受洗的

過程中是很重要的。當我跟別的教會的人談到受洗班時，他們

都說，他們教會沒有受洗班，他們都很羨慕。謝謝孫牧師主領

的受洗班。

謝謝天上的父，一直看顧著我。雖然我經過了很長時間沒有信

主，但神一直沒放棄我，反而一步一步地帶領我，直到我歸到

祂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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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禱告的神
范明珠

去年九月我和丈夫一起來美國。因為他幾乎每天都得上班，沒

有時間陪我，阿姨就對我說：「無聊可以到教會，教會的人都

很熱情友善且樂於助人。」其實我比較害羞，不擅長交際，所

以對到教會這事也不是很提得起勁。但是由於受到一些電視的

影響，又有點嚮往去教會瞭解神。

於是2013年 12 月 29 日主日，我第一次正式到了基督之家第三

家。負責新人招待的杜喆很熱情地招待我。可能由於我的資料

沒有填全的關係，他們不知道我已經結婚了，把我安排在同心

團契。因為我初來乍到，也不知道該參加什麼團契。主日後的

聚餐時，杜喆還給我介紹了一下其它團契的事。於是我決定參

加週四上午的活水團契和週五晚的同心團契。

去教會的感覺比想像的好很多。週四參加了活水團契，大家一

起唱詩歌，分享自己的小故事。餐後蔡師母還單獨和我談了很

多關於神的事情：我們為什麼要信耶穌？為什麼有罪？為什麼

要與神和好？同一天，在蔡師母引領下，我做了決志禱告。接

著我每天都為家人的健康和生活禱告。幾天後，接到媽媽的電

話說她頭很痛，要做核磁共振看看腦裏是否有腫瘤。我擔心得

好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只是每天禱告希望媽媽能平安無事。

應該是主耶穌聽了我真心虔誠的禱告，不久就收到媽媽來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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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說她只是神經性的痙攣，心裏的一塊大石頭總算放下了。

感謝主！今天我受洗了，終於正式的歸入基督了，宣告我與基

督同死、同埋葬也同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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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國運與教會
陳波

清太祖努爾哈赤建號「天命」以後，由四大貝勒共主國事，四

大貝勒是大貝勒代善（正紅旗），二貝勒阿敏（鑲藍旗），三

貝勒莽古爾泰（正藍旗），四貝勒皇太極（正鑲黃兩旗）。除

了阿敏是太祖胞弟舒爾哈齊之子以外，其餘三人都是太祖之子 

，只是不同母而已。排行是第二第五和第八。第八子皇太極亦

就是繼承大位的太宗。

在太祖晚年最寵愛的妃子稱號叫做「大妃」。她為太祖生了三

個兒子，即是排行第十二的阿濟格（鑲紅），第十四的多爾袞

（正白）以及第十五的豫親王多鐸（鑲白）。這同母的三兄弟

掌握了八旗一半的兵力，而且盡皆精粹。其中的多爾袬最得太

宗的寵信，地位在諸王以上。當太宗去世以後皇位本該由他的

長子肅親王豪格繼承，但勢力最大的多爾袬力主由太宗第九子

福臨即位，就是順治。順治六歲即位後，多爾袬以攝政王的身

份大權獨攬。

多爾袞殺豪格之後，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多爾袞登上覬覦已久

的帝位。當時皇帝左右，宿衛的內大臣，亦早與多爾袞有了勾

結，希望他早正大位。

皇太后為了順治的安全，一定要阻止這事。但宮中全是多爾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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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信，怎麼辦呢？這事就全得力於湯若望。

京師第一座天主教堂在正陽門內棋盤街之西的順城街，稱為「

南堂」，是明朝萬歷二十八年意大利教士利瑪竇所建。堂狹而

深，左右兩座翼樓，一座是聖母堂，一座是琴樓。每天正午樓

門自開，琴聲悠揚報時。除了李自成盤踞京城的那兩個多月以

外，琴聲從未中斷過。

聖母堂之西，本來是明朝天啟初年東林黨人所建的首善書院。

及至副都御史楊漣參刻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御史倪文煥奏請毀

除首善書院。但房屋未毀，以後信奉天主教的禮部尚書徐光啟

奉准重修「大統歷」，既以書院為歷局。

主持修歷的是隨利瑪竇一起航海東來的德國教士湯若望。清兵

入關湯若望照常工作，而且成為皇太后的教父。在皇太后的支

持下，辟聖母堂專供婦女禮拜，稱為小教堂。

就是靠著這小教堂，湯若望派了名不通華語的教士守住要道，

不準任何人接近。皇太后才可以在那裡收集多爾袞準備纂位的

資料，借禮親王代善打消攝政王奪取帝位，阻止多爾袞登上皇

位。沒有教會的保護順治早就從皇帝變太子。

後來順治出家，長子牛鈕早夭。居長的是皇二子裕親王福全，

皇三子即是後來的康熙。

論次序，當立皇二子，但湯若望對孝莊太后獻議說:「三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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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過痘，二阿哥還沒有出。立三阿哥萬無一失」。裕親王是賢

王，但論天資聖明萬萬不如康熙。倘若是裕親王繼位保不定後

來是吳三桂的天下。

順治，康熙皆是奠定大清二百多年基業的明君。如果他們沒有

登位，中國近代歷史就會改寫！可見，近代中國國運與教會不

是毫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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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點滴恩典園地        
蔡徐智玲師母

上帝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

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

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以弗所書3：20-21）

2014年教會團契家庭小組查經內容：約書亞記、提多書、腓利

門書、雅各書、彼得前書。

感謝神，經長老會推薦及長執會全數通過，聘請主任牧師孫雅

各及英文傳道  Jerome Hsu繼續在本教會同心配搭事奉 ，建造

教會，廣傳福音。

電視看板—即時報導教會各項聚會活動，內容由蔡碌碌姐妹負

責。

四月

04／12上午三家與路加醫療傳道會共同舉辦灣區華人社區健康

講座—健康的飲食，由廖俊惠醫師主講。

04／17徐德安弟兄在活水團契於受難日，接受點水禮，徐弟兄

和愛他的媳婦林靜怡姐妹在眾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見證。

04／18受難日晚上中英文聯合聚會，紀念主為我們捨命。

04/25 晚上英文部受洗的肢體：Tony Ying（應忠志和陳筱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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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Vincent Ivan Peng（彭飛和莊慧賢的兒子）, Shannon 

Lin（林天儀和李安琪的女兒），Kyle Lim（林文興和梁麗玲的

兒子）。

04/26基督之家第三家團契乒乓球大賽正式開始，由曹子龍弟

兄安排賽程。

04/27 Atwater航校學生有兩人在基督之家第二家舉行洗禮。

五月

本教會首創中文學校於4/13下午舉行開幕典禮，五月招生，八

月底開課。

召集人：蔡康樂長老，師母，校長：丁尚，副校長：陳少豪，

高澤宇，祕書：顧瑜華，老師：韓毓榮，楊寶容，李淑萍，林

靜怡，何玉，肖煉，許榮華，張宏坤，宗立，焦麗華。

05／10灣區華人社區健康講座—孩童及成人常見過敏疾病的診

斷與治療，由鄭博仁醫師主講，有許多社區朋友參加。

六月

06／01暑期成人主日學開學，今年的主題是「基督徒生活面面

觀」

06／08受洗的肢體：薛影，李春華，戴秀芬。

06／08愛加倍全人關懷與基督之家第三家合辦牙醫外展，有許

多慕道的朋友參加。

06／14基督之家第三家教會戶外野餐活動是由莫坤弟兄負責連

絡，當天來了許多新朋友。

06／15第二堂主日崇拜舉行了孩童奉獻禮，一共有六位孩童得

到眾人的祝福。孩童名單： Enoch Bai 白伊諾（白耿、尹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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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y Li 李靖依（李驫、關靖），Jacob Li 李承霖（Cindy 

Dun，鄧海屏，蕭企平）， Eddy Shen 沈安隆（沈燦、陳曦）

，Shiya Wang王詩雅（王峰、唐佩）， Sean Xu  徐迦樂（徐

湧、鄭潔）。

06／21路加醫療傳道會邀請史坦福亞裔肝病中心Dr. Ken Liu講

解肝炎和肝癌的防治，並提供免費B 型肝炎篩檢。

七月

07／6受洗的肢體：周康平、王亞東、朱潁、杜明俊、雁麗。

07／12受洗的肢體：宋明穎、祝靜敏、尹少潔、朱明、張冰、

肖斌、王爽、張百菊。

07／11–07／13教會舉行年度的培靈會，主題「傳揚的果子一

同進神國」，感謝主，基督工人神學院院長呂紹昌牧師來供應

我們屬靈的需要。

07／12廖俊惠醫師主講高血壓及中風的預防及治療。

07／15—07／17早上舉行暑期兒童中英文雙語VBS由宋偉陵長

老、美霞師母負責節目，有歌唱 、遊戲、講故事、美術勞作，

孩子們都樂於參加 。並同時間舉辦媽媽教室，由蔡師母負責策

劃，今年的主題是「讓兒女得最大祝福」由孫雅各牧師主講，

節目內容包括：讚美操、水果早餐、詩歌、感人的生命成長見

證，並有嬰孩看顧（吳瓊姐妹負責）及幼童節目（胡玲姐妹負

責），讓媽媽們可以安心聚會，姐妹們都獲益良多。

八月

08／01-08／03基督之家舉行聯合夏令退修會，主題「心意更

新而變化」由黃子嘉牧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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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早上10點至下午1點教會大清掃。

08／24中文學校正式開學，共十班。目前學生人數63人。

繁體學前班  簡體學前班

繁體一年級  簡體一年級

繁體三年級  簡體二年級

繁體五年級  簡體三年級

   簡體四年級

   簡體五年級

08／24秋季成人主日學開學。

2014－2015　AWANA新學年於8／24開始報名，9／5開始上

課。

九月

09／06舉行中秋迎新會，有晚餐招待，各團契小組準備的文藝

節目，見證分享，共享  神家中的喜樂。

09／13施麗媛醫師主講關節炎的治療，超過三百人參加此次健

康講座。

09／14蔡長老報告長執會通過聘Danielle Soong 為青少年事工

的主任。

09／14愛加倍全人關懷與基督之家第三家合辦牙醫外展。

09／20在基督之家第三家舉行基督之家聯禱會。

09／21中文學校為學生家長開辦親蜜之旅的學習課程，一共八

次 ，邀請到劉舒展師母主講。

09／28加入教會會員的弟兄姐妹有：宮守鳳、薛影、許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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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章其、林磊、宋文玉、周芳芳、吳起、魏松彬、肖煉、李孝

申、陳莉芳、王漢杰、施雙美、鄭文倛、周賢曙、宗立、周麗

萍、沈沛東、田俊強、時豔玲、范安定、焦麗華

十月

10／24－10／26／2014宣教年會由西部浸會神學院宣教學博

士生主任及文化研究所主任溫以諾牧師主講，10／24主題「從

羅馬書略談保羅的宣教策略」並宣教士分享，10／25下午有英

文堂專題，晚上有中文堂信息，10／26主日崇拜主題「教會總

動員 ：實用散聚宣教」

10／24－10／26宣教年會來訪牧者：

溫以諾牧師：西部浸會神學院宣教學博士生主任及文化研究所

主任。

黃成培牧師，黃雲英師母：非洲肯亞宣教士，明年將在正道神

學院教學。

劉保羅牧師：阿根廷信心聖經神學院教授宣教學，並服事在中

國和少數民族。

林元茂牧師：台灣嘉義蘭潭教會主任牧師，太保教會為蘭潭教

會分堂。

陽光學院秋季插花班於十月底開課，初級班孫英華姐妹負責，

中級班賈蜀芳姐妹負責。

10／31AWANA＂Harvest Game Night＂在教會舉行，這是一

個特別為K-6 年級小朋友的遊戲節目，並贈與鼓勵的獎品。

十一月

11／08北美路加社區醫療講座，講題1. 談骨質疏鬆症與老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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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2.認識Ebola病毒，同時也提供血壓測量及免費流感預防注

射。

11／22受洗的肢體：鄭冬蕾、張金龍、華坤、丁方萍、李儉、

吳豪、是而非、劉彬、晉小翠、申翔、劉蕾、唐海波、夏平、

于汀、陶舜杰、吳勛、劉力銘、何滢、胡德雄、鍾穗成、陳月

梅、呂雙、司鵬、湯小琴、何天、賈騁。（12月）王瓊霞、曾

紅玲。

2014年是本家成立35周年，11／22有全教會感恩餐會與見證

會，共沐主恩。

十二月

12／14教會於年會中honor 朱國鈞長老的榮退與分享，接著有

愛宴接待，感謝朱長老夫婦長年多年忠心的事奉。

12／14長執會新選執事：林文興、Douglas Stillman；期滿續

任執事：寧可人、陳超榮、高澤宇、Tom Tong

12／19聖誕節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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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感謝主！棕葉集第36 集在復活節復刊之後，這一集又能如期出

刊。

配合孫牧師的主題信息「傳揚基督」，登了幾篇與宣教有關的

文章：保健夫婦一直是 Atwater 航校短宣隊的忠心隊員，在事

奉中他們經歷了神的同工和聖靈的帶領。二家的譚長老現已87

歲，十年來在宣教工場來回奔波，神賜給他許多福音的果子。

在「熱水袋的故事」裏，神奇妙地回應一個十歲小女孩純真的

禱告。但願這些見證能挑旺弟兄姐妹宣教的火花。

這期的內容涵括甚廣，也不乏精彩好文。徵稿時並沒有規定寫

那一類的文章，卻收到了不少在疾病和苦難中經歷神恩典的見

證。著名的基督教護教學者魯益士（C. S. Lewis）說：「神在

我們的歡樂中，對我們微聲；在良心裏，向我們說話；但在痛

苦中，祂對我們吶喊；痛苦是喚醒一個耳聾世界的擴音器。」

(God whispers to us in our pleasures, speaks in our conscience, 

but  shouts in our pains: it is His megaphone to rouse a deaf 

world.) 而在李樂姐妹的見證裏，她對苦難的體會是：「困難不

過是讓神得榮耀的機會； 苦難不過是被神化了妝的恩典；失敗

不過是神得勝得起點，不幸不過也只是進入神恩惠的途徑。在

人間一切的壞事、難事面前，專心信靠神的人不會倒下，反而

站得更高。」如果不是主耶穌的救贖大愛和天上來的啟示，怎

麼會有這樣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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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所有花時間心力為棕葉集提供作品的弟兄姐妹，也希望藉

著這些作品，大家的靈命得到滋潤，心思意念也得以更新。

下期出刊日期：4/5/2015

截稿日期：3/10/2015

主題：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



哈囉！你是慕道友嗎？     

謝謝你閱讀本期的棕葉集。有何感想呢？歡迎你與我們交流。

在聖誕鈴聲響起，禮物滿天飛的節期，我們也送你一份厚禮。

就是把我們心中的至寶介紹給你。看哪！耶穌正在向你敲門，

你願意開門接待祂嗎？你若接待祂，祂就收你當兒子，能 享受

一切「天子」的禮遇。這是何等有福！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

女。』（約翰福音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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