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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聖徒
孫雅各牧師

本期棕葉集的主題是「成全聖徒」。耶穌託付給門徒的大使命

有兩方面，第一，要我們竭力傳福音領人歸主，奉父、子、聖

靈的名為他們施洗。感謝主！過去五年多來神為教會開了福音

的門，本地傳福音和外地短宣一共帶領超過千人決志，其中在

本教會受洗的有三百人。第二，要藉著門徒訓練，讓人遵守主

一切的吩咐，這就是讓「聖徒」接受裝備，被「成全」。

　

誰是「聖徒」呢？保羅稱在基督裏的門徒為「聖徒」。羅馬書

第一章第七節指出這封信是寫給蒙召作「聖徒」的眾人。哥林

多前書第一章第二節更清楚地記載，哥林多教會中的會眾是在

基督耶穌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這些會眾有許多的軟

弱，雖然在地位上已經被主分別為聖，但是他們還是屬靈的嬰

孩，生命不夠成熟，生命見證的光不強，仍然嫉妒分爭，甚至

彼此爭訟，欺壓人、虧負人。（林前3:3，6:1-8）保羅告訴他

們，他們是主用重價買來的，要在身子上榮耀神。因此，他們

要逃避淫行、過聖潔的生活。（林前6:18-20）

　

教會為何要成全「聖徒」呢？因為神要在教會中得榮耀。若「

聖徒」沒有被成全，教會的建造就會受到虧損。不錯，教會是

主耶穌親手建造的，但是方式上要作工在「聖徒」身上。至於

怎樣作工呢？就是藉著聖靈所賜的恩賜來成全「聖徒」，各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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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這些恩賜主要的有那五樣呢？就是使

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以弗所書4:11-16）

聖靈賜下這些恩賜，好讓「聖徒」得以在神的恩典中被建造起

來。若不按照聖靈的恩賜來建造，教會必定軟弱、敗壞、污

穢、讓聖靈擔憂，甚至羞辱主名。

使徒是蒙神揀選，接受神差遣的人，神所差遣的使徒要在福音

尚未傳到的地方拓展聖工。現今雖然有人被神差遣，外出建立

教會，但是在這些顯出有使徒恩賜的人並沒有使徒的職分。先

知是代替神說話的人，他們只說神要他們說的話，不顧人的反

對。有先知恩賜的人，用神的話安慰、造就、責備人。但是現

今沒有人應當自稱有先知的職分。傳福音的人傳福音的時候有

聖靈大能的同在，能真正地領人悔改。牧師是甘心牧養神的群

羊的人，凡是關懷人的，神將牧師的恩賜賜給這些人。教師是

得到恩賜，教導神的話的人。希望大家都參加主日學，讓我們

來發掘恩賜，運用恩賜，彼此學習。

運用這些恩賜的終極目的是甚麼呢？這些恩賜是用來愛人、

裝備人，讓人更像主耶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神所要成全

的人，沒有例外。所以，初信的弟兄姊妹都應當積極參與禱告

會、主日學和團契。盼望有更多人信主，更多的人被成全，人

人都接受裝備，使生命更加成熟。

為甚麼弟兄姊妹被成全如此重要呢？聖靈透過保羅告訴我們，

這是為了讓「聖徒」各盡其職，原來我們是有功用的，聖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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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賜給與神同工的「聖徒」，不但造就別人，也使「聖徒」

自己的生命漸漸成熟。因此教會一同被建造的強度與我們個人

屬靈生命的成熟度成正比。生命不成熟的人雖有恩賜，但是不

能與別人配搭事奉，不能真正地造就人。今年我們願意看見每

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都能健康地成長，彼此事奉、不發怨言、

同心合意使基督的身量透過我們的教會得以增長。求神使我們

滿得聖靈的能力，讓我們凡事討神的喜悅，為主而活，多結果

子，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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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成聖
－從腓立比書2:12-13談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心裡運行－

徐興緯

一、引言

1、許多基督徒認為得救是靠神白白的恩典，得救後卻要靠自

己的努力，才能越來越像主。也有不少的基督徒認為得救以

後，只要將萬事交託主，就可以越來越像主了。其實他們所謂

的「像主」就是聖經裡所論到的「成聖」（sanctification）。

2、基督徒的得救可以分三個階段：稱義、成聖和身體得贖。

稱義發生在接受耶穌基督為主的那時刻，而身體得贖發生在主

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在這兩個階段之間，從稱義開始直到

被主接去，就是成聖的過程，是身為基督徒在世上的一輩子的

事。

3、稱義是神的主動，而且是已經成就的事了，我們現在不必

做什麼。身體得贖也是神的主動，除了我們預備好，等候見主

之外，也不能做什麼。但成聖卻是每一個基督徒活到老，學到

老的過程，直到我們見主面。而且這也是在等候主再來時必須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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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謂「成聖」就是信徒重生得救以後，從一個屬靈的嬰

孩，漸漸在屬靈上成長，越來越像基督，直到見主的面。從稱

義到成聖是基督徒從神兒女的地位漸漸有神兒女的氣質；成為

名副其實的小基督，就是像基督。在稱義和身體得贖上，神是

主動的。但在成聖上，信徒必須與神同工才能得到美好的結

果。

5、從早期教會開始，成聖這件事就成為爭論的題目。有些人

認為成聖必須完全靠神，不然就會像保羅在羅馬書第7章所描

述的那麼痛苦。這種強調神的角色，而排除人參與的看法被稱

為寂靜主義（quietism）。另有些人認為稱義是靠神，但成聖

可要靠自己的努力。這種強調人的角色，而神只是一個在旁的

協助者的看法被稱為虔誠主義（pietism）。當然也有些人認為

成聖需要人和神合作。到底如何合作，就生出更多的說法來。

因此基督徒有必要明白神和信徒各在成聖過程中所必須負擔的

責任，才能合乎神的旨意。為此，我們可以借用腓立比書2:12-

13來學習保羅在這方面的教導。

二、信徒在成聖過程中的角色（腓2: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

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

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腓2:12）

保羅在第12節說明了信徒在成聖過程中所應當扮演的角色。我

們可以從四方面來看這節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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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效法基督的榜樣

1）首先，信徒若要過成聖的生活，必須有一個可以效法的榜

樣。基督顯然就是這個榜樣。「這樣看來」的意思是總結前文

的論述。在2：5-8中，保羅描述了基督如何成為一個謙卑順服

的完美樣式。當祂道成肉身時，祂沒有緊緊抓住自己與神同等

的事實，反而放棄了自己固有的神的特權。祂降卑自己為人，

取了奴僕的地位，就順服祂天上的父，以至於死，且死在痛苦

並羞辱的十字架上，成為贖罪祭。因此這是一個至高順服的榜

樣。

2）當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為人，祂一切所為所說的，都是按

照天父所吩咐的，祂所作的一切也都是藉著聖靈的大能（路4

：1,14,18；5：17；徒10：38）。所以如果一個基督徒的生活

要像基督一樣，首先要像基督一樣地順服，並且凡事都要藉著

聖靈的大能。

2、保羅稱讚腓立比信徒的常順服

1）第二，信徒若要過成聖的生活，必須常常順服。在基督的

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完美的，而且可以效法的榜樣。而其中最

需要效法的就是基督的謙卑順服。

2）保羅在此也肯定了腓立比信徒已經做到了順服。雖然在此

並未指明順服什麼，或順服誰。但照這節經文的意思，保羅並

沒有要求信徒順服他。乃是要他們順服使徒們的教訓，並順服

在信徒心中運行的聖靈，也就是順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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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此處特別提到順服，是預先為要求信徒「作成你們得救

的工夫」鋪路。因為順服基督，順服神的福音，是「作成得救

的工夫」的先決條件。

3、順服是信徒個人的責任

1）第三，信徒若要過成聖的生活，必須明白他們個人的責

任。保羅要求腓立比信徒當他在他們那裡時，有忠心順服的樣

式。即使他不在的時候，也必須一樣順服。這是每一個信徒個

人對神的責任，無論保羅在不在他們那裡。

2）保羅在此處也重申了之前的一個勸誡，「只要你們行事為

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裡，可

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

信的福音齊心努力。」（1：27）。他的意思是無論何時，一

個信徒必須為他自己對主的順服負責。信徒絕對不要在屬靈的

堅固和成長上只依賴牧師，老師，團契，或任何其他人。他們

最高的榜樣是主耶穌基督，他們的真正的能力來自聖靈。

4、恐懼戰競的態度

1）第四，信徒若要過成聖的生活就要以「恐懼戰競」的態

度，來「作成」自己「得救的工夫」。

2）保羅曾對哥林多人說，「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又懼

怕，又甚戰競」（林前2：3）。他意思是說他在哥林多信徒中

間工作時，是十分小心謹慎的，唯恐失責或未能盡責。在弗6

：5，保羅用到類似的話，論到僕人對主人該有的態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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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競，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

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在此「懼怕戰競」也是唯恐未能盡

責，忠心謹慎的意思。

3）所以保羅在此勸勉信徒要「恐懼戰競」，是要他們存敬畏

神的心，小心翼翼地生活工作，唯恐有失於神的託付，有負神

的大恩，不能對神有愧。信徒應存這樣的心，活出神的救恩。

4）「作成得救的工夫」的意思就是要將自己所得著的救恩活

出來，就是「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弗4：1）得著救

恩，是神在我們生命中工作的開始（稱義），我們應當讓這救

恩的工作得以完成（成聖）。靈魂得救，罪得赦免，不過是救

恩的起點。若要經歷完全的救恩，就要繼續讓神的話語不斷在

我們心裡作工，而且要順服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使我們有成

熟豐盛的生命，使救恩的奇妙功效在我們身上活出來。

三、神在成聖過程中的角色（2：13）

2：13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

就他的美意。

for it is God who is at work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work for His good pleasure. (NASB)

保羅在第13節說明了神在成聖過程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從這節

經文我們也看到三方面。

1、神大能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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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信徒若要過成聖的生活，必須藉著神的大能。神要

求信徒順服，就藉著祂的大能，使他們有能力能順服。祂要求

他們事奉，就使他們有能力能事奉。祂要求他們聖潔，就使他

們能追求聖潔。

2）信徒憑自己的能力不能行任何聖潔公義的事。就如沒有人

可以靠肉體的行為被稱為義（羅3：20），同樣地，也沒有人

能靠肉體而得以完全，就是成聖（加3：3）。保羅承認，「在

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7：18）保羅並沒有低估忠心順

服的重要性，但他知道在所有蒙神悅納的事奉背後，是神恩典

的大能。他提醒以弗所信徒他「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　神

的恩賜．這恩賜是照祂運行的大能賜給我的…神能照著運行在

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弗3：7,20-21）

3）當耶穌宣布大使命時，祂說；「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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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說這些話之

前，祂特別提醒門徒們，「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

了。」（太28：18-20）在耶穌回到天上去時，祂作出最後一

次的宣告，就告訴門徒們說，「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但在此之前，他又應許

門徒們，「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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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為這個緣故，成聖的過程將在聖徒的一生中繼續不斷，

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1：6）。那些被神稱為義的，祂也將照

樣地使他們成聖。祂將保存和保護那些來到祂面前的人來成全

祂的旨意（約6：40，44）。

5）第12節和13節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兩節連在一起，成為效

果和原因的配對。我們的作工是效果；神的作工是我們作工有

效果的原因。我們作工，因為神作工。保羅在13節極其小心地

使用了相同的動詞，來述說神的作工和我們的作工；你們「立

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澄清兩者之間的

關係。因為「行事」和「運行」在本節中的原文都是「作工」

。英文NASB版本用了神“at work”和人“to work”這兩個詞，說

明作工的是神－祂就是那位無限的工人。我們有限的作工從神

的作工得到能力的時候，就能表現出神的工作。即使神的作工

是最重要的，但那並不減少我們要作工的責任。我們並不是神

牽在繩子上的木偶；我們是要完全負責的人類，有作成我們得

救的工夫的責任。神的指示（神作工），讓我們能夠完成給予

我們的命令（我們的作工）。沒有神在之前的作工所給予的指

示和作工的力量，我們一切的作工都毫無意義，而且是徒勞無

功的。除非神加添力量，否則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若

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詩127：1）

2、基督徒的立志行事

1）這裡所提到的「立志行事」是指在任何「行事」之前，若

想要得到最終有效的結果，我們必須先「立志」去行神看為對

的事。行神旨意的渴望，和能順服的能力，都是從神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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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基督徒都以為「行事」固然需要聖靈的大能方能成

事，「立志」就要靠自己的毅力了。很難想像連我們「立志」

也需要靠聖靈的大能。保羅在羅7：18曾提到一種憑自己的立

志，結果是「立志為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但在這裡

保羅卻給我們看見另一種「立志」，是照著神的「運行」（大

能）而立的心志，就是照著神的靈在我們心中的感動和作工而

下的決心，然後又照著神的靈所發出的力量實行所下的決心，

結果就能「成就祂的美意」。

3）「立志」的意思是經過周詳考慮，有目的的選擇，不是一

時衝動的慾望。這就如同詩人在禱告時所想的，「求你使我的

心，趨向你的法度，不趨向非義之財。」（詩119：36）

4）神用兩個方法來使信徒「立志」。第一個可被稱「聖潔的

不滿足」，謙卑地承認一個人的生活總是虧缺了神聖潔的標

準。當以賽亞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

滿聖殿。」他只能存敬畏的心感嘆，「禍哉！我滅亡了。因為

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賽6：1，5）

，因為他不滿於自己的屬靈狀況。保羅說，「我雖不覺得自己

有錯」，但他立刻補充說，「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林前

4：4）。當他仔細並誠實地檢驗自己的生活，就知道以他有限

的觀察，他無法察驗到每一件罪或每一個屬靈的缺陷。由於「

聖潔的不滿足」導致他在羅馬書中哀嘆，「我真是苦阿、誰能

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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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神用來使信徒「立志」的第二個方法是「聖潔的志向」，

就是「聖潔的不滿足」的正面。神在灌輸一種對罪的恨惡之

後，祂栽培了一種真正對義的嚮往。在祂使信徒不滿足於他們

的所是，也給他們嚮往更高尚的聖潔的志向，就是渴望像基

督。在腓立比書中，保羅綜合了他自己的「聖潔的不滿足」與

「聖潔的志向」，將之表達在3：12-14這段經文，「這不是

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

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的”。成聖的決心帶來成聖的生活。一個

屬神的「立志」產生屬神的工作。

6）就如信徒的得救不是藉著好的行為，而完全是神的恩典，

並因著人的信（弗2：8-9）；同樣地，信徒的成聖也完全是神

的恩典，是因著人的順服。就如信徒是神預先揀選他們得救；

同樣地，他們也是神預先揀選他們成聖。

7）在信徒作工之前，神已經在信徒心裡作工，並且賜給他們

能力；可是那並不免去他們自己作工的必要。保羅不是告訴信

徒「放手讓神來作」，或「不要擋住神的路，讓祂可以成就」

，或「千萬不要插手。你們只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基督

徒之間這些口號，聽起來好像很屬靈，其實正充分表達出一種

被動性，與保羅呼籲信徒在教會生活裡持續順服，作成得救的

工夫並不一致。保羅也不是主張一位填補縫隙的神；「能走多

遠，就走多遠，將餘下的留給神」，或「神幫助那些幫助自己

的人」。這些態度支持一種行動主義，認為只需要從神那裡得

到一點點的幫助。但是保羅教導的是不僅作任何工作時絕對需

要神的同在所賜予的能力，就算是「立志」作這工作，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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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能力。

3、成就神的美意

1）因為神充滿恩典地在我們心裡運行，我們的作工的目的就

是要成就他的美意。「祂的美意」的英文翻譯是“for His good 

pleasure”，表達神的喜樂和滿足。神在我們心裡運行，讓我們

立志作成我們得救的工夫，成就祂自己美好的旨意。這當然會

為祂帶來喜樂和滿足。

2）神對信徒的旨意就是藉著祂的大能，去思想並行出祂所喜

悅的，這樣就給祂帶來大喜樂。因為神的永能，我們無法想像

任何事或人，特別是一個罪人，能加增神的滿足。然而很清楚

地，這正是保羅所說的。因為信徒的成聖給神帶來滿足，神就

給他們足夠的能力來追求它。

3）每一個基督徒應當明白成聖需要他最大的努力，但卻完全

靠著神的大能。信徒在盡最大的努力之後，卻將一切功勞歸給

神。就如主所教導的，在他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

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路1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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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皮的聯想
張肇榮

有人說，皮膚是人體身上最大的器官。器官有所不同，就功能

來講，或許有不同的重要性。有的器官如果受傷，甚至會危及

生命，有的器官卻很容易被人忽視，甚至有人主張把一些器官

早點割掉，免得生病，但是隨著醫學不斷發展，我們越來越知

道器官的功能與互相的影響，發現彼此息息相關，神所造的缺

一不可，沒有廢物。

身體上的器官都很重要，尤其是在裡面看不到的，那些不會痛

的部位，一出問題，可能就會一發不可收拾。就算在外表看得

到摸得到的器官中，皮膚可能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為皮膚

是在最外層，一般不太會出問題，就算破了皮，幾天也就好

了。有人的確每天會做皮膚保養，保濕、美白、抗皺，這些動

作通常覺得只是愛美，想保持青春，不做好像也不會有太大影

響。

幾年前的一天，我穿著新鞋去享用一頓大餐，回來之後，發現

腳底有一個大水泡，心想裡面積水，會感染，就把已經凸起

來，沒有感覺的皮給撕掉（應該是用針刺一個小洞），沒想到

這一撕，因為面積太大，就長不回來了。經過了半年，雖然每

天流血，每天都做簡單的處理，因為覺得還好，也就沒有太在

意。心想好像長回來了一點，就沒有認真去看醫生，直到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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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全身發冷，警覺到事態嚴重。去到急診，才發現已經嚴重感

染。在治療腳皮的漫漫長路中，有很多的思考，也從皮膚與身

體的關係，想到教會肢體與全體的關係，有了以下的觀察：

1、皮有很重要的保護功能。其實不只是腳，身上任何部位，

如果破皮一段時間沒好，就是身體發出一個警訊，有問題了，

不可忽視。如果沒有皮的保護，破口一定會遭到細菌侵蝕，當

細菌進入血管，就會造成嚴重後果，甚至危及性命。聖經中很

多故事和教導，要我們堵住破口，因為不論皮膚、城牆，任何

地方有破口，敵人就會進來。敵人不需要把全部城牆都打破，

只需要開一個無法重建的小洞，敵軍就可以出入，如入無人之

地。成全聖徒，就要從堵上破口開始。

2、細菌是人體的大敵，細菌會防止皮膚的生長與癒合，所以

醫生會用抗生素來消滅細菌，皮膚就可以長回來。為什麼教會

中會有破口？也需要找出原因，並且對症下藥。如果沒有對付

主要的問題，沒有找出病源，病因，病根，破口就堵不上，還

可能越來越大。

3、去了急診之後，他們替我打抗生素。抗生素一打進去，整

個腳板都腫起來，表示裡面的確有嚴重感染。後來因為需要清

瘡，除了進手術室之外，護士每天數次幫我換藥，讓腳底腳背

千瘡百孔，可是一段時間之後，主要的部位得到控制之後，除

了原發的部位還沒好，其他的部位很快就好了。感染最久，最

嚴重的部位最難好，最難復原，也最容易破，就好像被傷害最

深的地方，最久的部分，為什麼最難好？因為已經長久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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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處理、不醫治，就最難復原，即使看起來癒合了，輕輕一

碰，就又有問題，需要更多的照顧。

4、感染的部分清乾淨了，情況穩定之後，就是要進行植皮，

就是從大腿取皮來植在腳上。但是後來發現，這樣的植皮效果

不大，因為每個地方的皮是不一樣的，不是拿一塊皮來蓋上去

就沒事了。我們就發現不單是每個肢體，每個部分功用，功能

不同，連身體上面的皮都不太一樣，都是極為寶貴的部分。

5、腳上的皮受傷，生病了，卻要拿大腿的皮來補。而且因為

清瘡，整個腳板都需要植皮，就從大腿拿了很大一塊，剛開始

的時候包了一大片紗布，流了很多血。如果大腿能說話，有自

己的意見，他會願意提供自己的皮，幫助腳嗎？我想大腿是願

意的，因為同在一個身體上，一同受苦，也一同幫助。想到教

會中也是這樣，不分彼此，不分你我，大家互相幫助。

6、大腿本來很健康，完全沒事，但是因為腳部有問題，需要

提供皮膚。這讓我想到主耶穌，本來坐在天上，不需要來到世

界，但是因為人的罪，卻要死在十字架上，擔當我們的罪，願

意與我們同在，體會人間的苦難。

7、腳離手很遠，手不會經常與腳有來往，看似各自發揮自己

的功能，做自己的事，但是就如聖經所說：「手不能跟腳說，

我用不著你。」因為在困難的時候，有需要的時候，彼此扶

持，互相建立，才能有健康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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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願我們更多堵上破口，抵擋魔鬼的詭計，發揮自己的恩賜

與功用，也能彼此幫補，顧念別人的事，建立基督的身體－榮

耀的教會。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

壯。你必像澆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

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

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

（以賽亞書5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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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之吻
沈湘

耶穌上十字架最關鍵的人物之一，莫過於猶大，而猶大賣主的

最重要時刻，就是那致命的一吻。從古至今以「猶大之吻」的

畫作不勝枚舉，但以義大利的喬托‧迪‧邦多納（Giotto di Bon-

done，約1267年－1337年）畫的濕壁畫最具代表性。

喬托是被稱之為「歐洲繪畫之父」，因為他帶領歐洲人走出中

世紀圖像式的藝術風格，進入以人文精神為重的文藝復興時

代。他自幼家境清寒，以農牧為生，義大利畫家契馬布埃看他

有繪畫天分而傳授宗教畫的技法。但是當時拜占庭風格僵硬的

圖像方式，並非喬托所認同，他認為宗教人物也是有有血有

肉的，不應當完全去除人性的本質，所以他嘗試突破拜占庭風

格，開始把人本精神加入畫作之中。

「猶大之吻」這一幅畫是喬托在1305-1308年，由斯克羅維尼

家族約聘，為史格羅維尼禮拜堂（Cappella degli Scrovegni）

牆壁所畫的，採用當時盛行的畫法－濕壁畫（14—16世紀，

多半在教堂牆壁或是天花板上創作的一種畫法，用粉狀顏料和

水，加入灰泥，再塗在半乾的牆上，牆壁乾了，畫作即可保持

下來，缺點是顏料乾的速度很快，不容易操作。）這一幅畫是

38張連續宗教故事中其中的一張（當時教堂中繪有很多的聖經

故事，是給不識字的老百姓瞭解聖經的途徑之一。）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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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馬太福音26章47-51節：

說話之間，那十二個門徒裡的猶大來了，並有許多人帶著刀

棒，從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那裡與他同來。

那賣耶穌的給了他們一個暗號，說：我與誰親嘴，誰就是他。

你們可以拿住他。

猶大隨即到耶穌跟前，說：請拉比安，就與他親嘴。

耶穌對他說：朋友，你來要做的事，就做吧。於是那些人上

前，下手拿住耶穌。

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

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

這幅畫，人物雖然還存留拜占庭風格筆直僵硬的姿態，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主題人物臉部的描寫，栩栩如生，充滿濃厚的

戲劇性，亦是一個正義與罪惡的對比。耶穌睜大的的眼睛坦然

無懼，正視著猶大，襯托出猶大那種獐頭鼠目神情，猥褻的

動作，深怕帶來的羅馬兵丁不認得耶穌是誰，還用手環繞著耶

穌；口中雖有問安的話語，心中的狡詐卻由面而現，稍微矮小

的個頭，由下往上仰望耶穌，側面的臉部表情，清楚可見因要

親吻噘起的嘴唇輪廓，雖不是萬分寫實，但十分傳神，有著畫

家的黑色幽默在其中。

再把眼光拉離開兩位主角，另一個吸引目光的應該是左方割耳

朵動作。那位割耳的莽夫是誰呢？我們可以從約翰福音18章10

節了解：西門彼得帶著一把刀，就拔出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

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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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描述，感覺是說完猶大的親吻之後，才有彼得割耳的

事件，但是在這幅畫中，兩件事情彷彿是同時進行著，觀眾如

同身歷其境，場景緊張萬分。

至於剩下的人群又是誰呢？猶大領了一隊兵，和祭司長並法利

賽人的差役，拿著燈籠、火把、兵器，就來到園裡。（約:18-3

）雖然沒有確切的資料顯示圖中每個人的身分，但由喬托細心

的為每個人穿上不同樣式的服裝，我們可以知道他有多麼忠於

聖經的描述。

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交接時代，畫家的構圖布局在蛻變當

中，我們知道文藝復興是透視原理的開端，這裡我們可以一窺

兩種風格轉型的過程。「猶大之吻」中，喬托雖然了解重疊物

體可以增加畫面深度（現代人看似簡單的道理在更早期的畫作

是很少見的）的道理，但是表現得還稍嫌稚嫩，以至後排的士

兵們只能以擁擠的頭盔來展示出人數的眾多，但是缺少了空間

感。天空中佈滿的棍棒、火炬、除了顯示出拘捕耶穌的人數眾

多之外，在畫面顯示上都是由外向內的放射線條，增加了緊張

的臨場感。喬托很巧妙的把耶穌畫得比猶大高了幾公分，身份

的尊卑即分別出來。猶大雖為畫的正中心，又是衣著鮮明的黃

色，本應是畫中的主角，但是因為他手臂的線條帶領觀賞者的

視線回到耶穌的臉，耶穌的頭相對而言又比猶大的面積大一

些，耶穌反倒更成為目光的焦點，這又是喬托用心良苦之處。

耶穌與彼得頭上的金盤，還是顯出拜占庭的思想尚存在著，其

實也是一個屬性的劃分－誰是屬神的？誰是屬世界的？黃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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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代表榮耀、尊貴、與金色有相同地位的；但是到了接近文

藝復興時期，黃色又有說謊、貪婪與背叛的意義，黃色也成為

叛徒的顏色（是因為與金子的顏色相近，而金錢誘使人墮落？

）。喬托這一系列的畫中以及之後的畫家，也常選擇黃袍代表

猶大，這幅畫之中猶大不僅穿著黃色的外袍，連內袍皆為黃

色，是從內到外都壞透的意思？留給讀者思考。反觀耶穌，仍

是紅色與藍色的搭配，此種組合也重複地出現在不同的畫家筆

下，是象徵博愛與犧牲，神性與人性並存的特徵。

喬托在處理衣紋上也比中世紀時期的方式大有進步，皺褶雖仍

嫌工整死板，但已經能充分隨著人的動態處理完好。

喬托生前或許不知道，他在繪畫思想上的突破會成為歐洲中古

世紀後藝術創新的先驅。「猶大之吻」不僅是忠實地描述聖經

裡的故事，也生動地描繪出猶大與耶穌的內心感受，更讓我們

深切的體會當時劍拔弩張的氣氛。在藝術史或是基督教史上，

這都是一幅非常優秀的代表作。

參考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喬托迪•邦多納

http://www.beyondtheyalladog.com/2011/11/judas-and-the-

colour-yellow

http://www.people.com.cn/BIG5/wenhua/1087/2092047.html

The Arrest of Christ https://www.bibleodyssey.org/en/

tools/image-gallery/j/judas-kiss-new.aspx

世界藝術家舞台：瞬間捕捉才華洋溢的靈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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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telisaart.blogspot.com/2012/08/yellow-its-high-

and-low-histroy-of.html

http://experimentaltheology.blogspot.com/2010/03/reflec-

tions-on-judas-part-3-judas-in.html

到了早晨，眾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穌，就把

他捆綁，解去，交給巡撫彼拉多。這時候，賣耶穌的猶大看見

耶穌已經定了罪，就後悔，把那三十塊錢拿回來給祭司長和長

老，說：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們說：那與我們有

什麼相干？你自己承當吧！猶大就把那銀錢丟在殿裡，出去吊

死了。祭司長拾起銀錢來，說：這是血價，不可放在庫裡。他

們商議，就用那銀錢買了窑戶的一塊田，為要埋葬外鄉人。所

以那塊田直到今日還叫做血田。（馬太福音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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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就是「敬拜」
陳世義牧師

宗教術語有的容易明白，有的比較費解。如「敬拜」是前者，

而「事奉」是後者。使徒保羅勸勉說：「所以弟兄們，我以神

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

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12：1）

「事奉」與「敬拜」，原文是同一個字。中文聖經和合本，

呂振中譯本，現代中文修訂本是用「事奉」。而英文聖經

KJV，NJKV是　“reasonable service”；NIV是　“spiritual acts 

of worship”；NRSV是　“spiritual worship”（小註richness wor-

ship）。可見「事奉」「敬拜」是同一件事。

為什麼要敬拜呢？敬拜誰？

保羅在羅馬書11：32-36寫出敬拜的對象是上帝。人對上帝豐

富的智慧和知識深奧難判斷（解釋），祂的道路難探測，誰

能知道上帝的「心意」？誰給過祂什麼，使祂不得不償還（交

易）？「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所以保羅

勸勉信徒們當真心敬拜上帝，且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將「榮耀

歸給祂，直到永遠。」

以什麼為「祭」敬拜上帝？

保羅說：「獻上自己身體為活祭（a living sacrifice）」，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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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以宰殺牛羊禽類為祭牲，也不像低俗宗教，獻祭給人手所

造的偶像，好似賄賂偶像以求福報。人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居所），是聖靈藉以工作的「工具」。耶穌道成肉身就是上

帝取了人的身體住在其中，並且藉身體傳天國福音。

如何表示真正的敬拜？

1.首先當存感恩的心。因為上帝赦免了我們不順服的罪，祂的

慈愛普及萬民。

2.當以心靈和誠實拜祂（約4：24）。因上帝是靈，不被物質

所限。若以物質為祭，是一種賄賂行為，也不可存一種「投

資」心態，作為「交易」手段－我獻，你給。

彌迦先知早就告誡以色列人，上帝是萬有主宰，祂無所缺。「

上主會喜歡我獻上成千隻公羊，或上萬道河流的橄欖油嗎？

不！上主已經指示我們什麼是善，祂要求的是：伸張正義，實

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彌6：28，現代

中文譯本）

教會生活中有一定的敬拜禮儀，如頌讚，祈禱，重大慶典等，

是必要的，其目的是藉外表可見的行動，來表達內心的虔誠，

這是上帝所喜悅的。

3.敬拜的行為，體現內心的敬畏。重生的基督徒生活在恩典時

代，不要忘記了上帝的公義，祂是「烈火」（申4：24），輕

慢不得的，祂要燒盡不義。所以，我們不要被「世界」（指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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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邪惡與腐敗）同化，要潔淨（良）心，除去「死行」（腐

敗的行為）。敬拜上帝守上帝的誡命，結出佳果。愛的兌現：

就是愛上帝，愛眾人。（約翰一書4：20-21）

結語

聖經希伯來書教導說：「你們要趁著還有所謂今天的時候，天

天互相勸勉。」「讓我們彼此關懷，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來3：13；10：24現代中文譯本）

敬拜不限只在教堂內，當以耶穌基督為生命中心的時候，我們

便能獻上真誠的敬拜，將每一時刻和每一行動，都奉獻給上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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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門徒的真義（三）
－作門徒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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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第三篇則是【作門徒的代

價】，我們因信稱義是白白恩典，但是並不是廉價的，是基督

付上祂寶貴生命的代價；所以我們更是該努力地因信成聖，門

徒應要付上【作門徒的代價】。

【作門徒的代價】

他們走路的時候，有一人對耶穌說：「你無論往那裏去，我要

跟從你。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

有枕頭的地方。』……」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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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

神的國」（路加九章57-62節，馬太八章18-22節。）1

１、門徒付出受苦的決心：主耶穌的話是在表明，連動物在地

上都有棲息的地方，但主耶穌為了遵行神的旨意，卻犧牲家庭

生活的溫暖和安適。基督說這話，乃是要指給我們看見，跟從

主耶穌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反而會受到相當的苦。「人

子沒有枕頭的地方」，這句話表明主耶穌在地上沒有安歇的地

方；受苦乃是祂為人在地生活的記號，如同路加二章12節，

基督的降生是「包著布，臥在馬槽裡」的卑微。基督為我們

四處漂泊，而我們為祂擺上甚麼呢？門徒若自動要求跟從主耶

穌，主就要門徒考慮付出代價的問題，如果是天然肉體的激情

衝動，終必因受苦代價而卻步。當我們有跟從主的心願時（57

節），就必須抱定受苦決心，為著主耶穌的緣故，就是學習犧

牲家庭生活的溫馨與享受，亦在所不惜。

２、門徒付出以基督呼召為人生首要任務的信心：猶太人非常

重視殮葬親人，認為是為人兒女者神聖的責任，其重要程度甚

至超過任何宗教義務，遇到葬事時，可以把宗教儀文延後。而

路加九章59節「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這是當時的諺語，

意即養老送終2。那個門徒的意思是說，他想要先對家人盡自

己為人子的義務，然後才來跟從主。對臨死或已死的父親表示

愛心和敬意，是絕對合理且正確的。但是任何合理且正確的人

事物，都不能作為拒絕基督呼召的理由。把自己的事情擺在第

一，而把跟隨主耶穌服事祂的事情擺在後面。既然稱呼耶穌為

主，就須尊重主耶穌的意思過於自己的意思。門徒先付出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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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心，接著我們門徒必須付出以基督呼召為人生首要任務的

信心來跟從基督。

３、門徒付出事奉的專心：主耶穌是木匠（馬可六章3節），

故祂對犁和軛相當瞭解（太十一章29-30節），主耶穌用犁和

軛提醒我們門徒事奉要專心。而路加九章62節「手扶著犁向後

看」，「犁」是指我們服事主的事工。門徒一旦接受主耶穌的

呼召，從主領受了託付，就當忠心的跟隨基督，專心事奉祂，

將基督擺在第一位。定睛在基督身上，並勇往直前，義無反

顧；如保羅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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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八章35節）。基督的愛乃是我們在苦

難中的最大鼓勵和力量，它使我們在痛苦中受安慰，在軟弱時

重新得力。而瞻前顧後的人，一定不能做好主工。因為，手扶

著犁向後看，耕的必不直；作主工必須全心全意，不可讓世事

世務來連累牽掛。

【總結】－【作門徒的道路，是學習基督，受苦犧牲，付上代

價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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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為主基督真正的跟隨者－門徒，必須甘心背起門徒的十字架

來跟從祂。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凡事給我們門徒作榜樣，叫

門徒應當這樣勞苦學習成為基督的跟隨者與學徒，就是要我們

門徒扶助軟弱的人，傳福音作見證，乃至可能至死，來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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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如潘霍華牧師所說﹕「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的時候，祂是

叫他來死，來殉道。」。主基督耶穌為僕人彌賽亞，是我們門

徒的完美的學習跟隨對象，是歷代門徒的學習功課，而我們這

些門徒必須肯愛上帝勝過一切，專心事奉、捨棄自己、盡心受

苦、背起十字架、如鹽一般，有影響力地活出基督來，乃至於

殉道忠心至死，就是如同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一生寫照，

這才是我們作門徒的真正意義，更是我們的一生不斷學習的功

課。因為，真正的門徒之路是一條受苦犧牲之路，肯付上代

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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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跟隨

主。p76＆p164。

2. 黃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路加福音註解。

3. Mark Strauss著作，《福音書與耶穌生平》，美國麥

種，2013。p204及p206圖表7.5。

參考資料：

一、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追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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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倪柝聲，《信徒造就》下冊，基督徒出版社，1979。

三、箴士•卜易士（James Montgomery），《做主門徒–你

也能Christ’s Call to Discipleship》校園書房出版

社，1990。

四、馬克倫（Floyd McClung Jr.），《不簡單的門徒》《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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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 Discipleship》，校園書房出版社，2007

五、Mark Strauss，《福音書與耶穌生平》，美國麥種，2013

。

六、Dwight Pentecost，《耶穌基督的言與行》，華訓供應中

心，2006

七、黃錫木，《四福音合參》，基道出版，1995。作門徒的條

件。

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

門徒。（路加福音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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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神的仇敵
孫珍恩師母  譯

「父老阿，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剛強，神的道常存在你

們心裏，你們也勝了那惡者。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

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

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

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翰一書二14-17）

每一位真實的基督門徒都應該宣誓願意棄絕這個世界。當我們

去愛戀世界或屬世界的事物時，就把自己放在一種公開表明與

神為敵的光景之中。如果我們對世界仍懷著眷戀或友情時，我

們就是神的仇敵。

基督耶穌曾說過在這世界和作祂的門徒之間是敵對的。想要同

時作主的門徒又作這世界的門徒根本是不可能的。當一個人接

受並順服於基督的呼召，觸摸和揀選時，這些接受和順從的行

動就變成這人被這世界憎恨的秘密和原因。

耶穌已宣告這世界對祂的跟從者是必然敵對的，祂說：「世界

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約

十七14）再者，在祂大祭司的禱告裏，祂宣告出祂的門徒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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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必有明確的分別，以及永恆的爭戰。耶穌強調「他們不屬世

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按照他們與基督之間的關係，正

因為他們是基督的門徒，是從世界裏被分別出來的，他們與這

世界就永遠處於爭戰、衝突的光景之中。

一、誰是淫亂的人？

耶穌和亞當，他們二人的天性，類似性以及二人的對立性，在

經文中很清晰地被宣告為：「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

二個人是出於天。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屬天的

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

屬天的形狀。」（林前十五47-49）

耶穌曾堅定地宣告過，要門徒與這世界站在敵對的立場，祂對

我們也有同樣強烈地要求。愛世界與愛神的心是敵對的，並且

愛世界的心是有害於愛神的心，這二者不可能並存。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

麼？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雅四10

）

「不要愛世界」（約翰一書二15）這句話是那麼明確的命令，

沒有任何一句話是比它更有權威或更加嚴厲的吩咐了。對神來

說，沒有任何事比愛世界更冒犯祂、更有罪、更可憎惡的。愛

世界乃是褻瀆了神與人心靈之間最神聖的關係。「淫亂」就是

違背了貞操與潔淨，同時還有可恥的、非法的、不義的性交。

與世俗為友的乃是天上最大的犯罪行為，也是神最大的仇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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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天國的道路上有幾個仇敵是我們必需要去爭戰而且必定

要征服的，其中之一就是「這世界」。「我們遵守神的誡命，

這就是愛祂了；並且祂的誡命不是難守的。因為凡從神生的，

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勝過世界

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麼？」（約翰一書五3-5

）

福音是如同一間訓練的學校來呈現在我們的面前，而棄絕那屬

世的慾望正是它的主要課程之一。「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

經顯明出來，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

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分，並等候至大的

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祂為我們捨了自己，要

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

善。」（多二11-14）

在這世界裏有一些事物不但與基督的救恩是死敵，而且會使我

們敗壞，又背叛天國。

二、「這世界」是指什麼呢？

甚麼是「這世界」，它竟能如此有效地離間我們疏遠於天國，

而且能把我們放置在與神為敵，又變成活在惡名昭彰的光景之

中。為什麼與世俗為友就褻瀆了我們與神之間的盟約誓言？為

什麼愛世界就是與神為敵，並且是犯罪達到了最可憎惡的地

步？它究竟是指什麼呢？「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

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約翰一書二16）它們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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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什麼呢？

「這世界」包括了人類的各種作為，它是遠離神的一切事物，

因此是與「以基督為目標」的追求敵對的。它牽涉著各種屬世

的事務，屬地的東西、財富、享樂，並且是追求那些膚淺的、

不堅實的、轉瞬即逝的今世風俗。這些都激起人的慾望，引誘

人離開神，而且就是各種的障礙使人不能「以基督為目標」。

「這世界」一詞所表達的意義就是：撕毀天與地之間的關係，

神與祂的被造之物間的離婚，或者說是撕毀了誓約，關係已經

破裂。

英文字的「慾望」所表達的意思是指「情慾」那字。它包含著

正在進行中的慾望以及操縱慾望的念頭，願望以及天然的嗜

好，慾望等等。

阿弗德（Alford）的聖經註解中說：「這世界起初是指令給亞

當為管理者的，原本是討神喜悅的而且是順服於神的。它曾

經是人的世界，而且是要由人來經營管理。然而，因著人的墮

落，這世界就墜入了追求自私自利的黑暗裏。人就變成屬物

質主義的，甚至被拖垮降低到變成屬世的，又是耽於肉慾的。

『這世界』在人的墮落中變成是遠離神的，變成世人的世界。

『肉體的情慾』就變成了人的天然性情，並且是反對神的。『

眼目的情慾』乃是指眼目這感官只注重屬物質的東西，並且世

人被這些物慾刺激著心中就燃燒著數不盡的慾望。『今生的驕

傲』是指屬世之人一般的思想態度和風俗，那裏處處展示著人

的矜誇，就是重視壯觀、奢華、滿心以這些為最珍貴的，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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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誇耀的。」

班吉爾（Bengel）說：「『肉體的情慾』是指那些為了滿足享

受、味覺、觸覺的感官。『眼目的情慾』是指研究的感官，例

如：眼睛的視覺，耳的聽覺，鼻的嗅覺和感覺所具有的功能。

『今生的驕傲』是指任何一個人在言語或行為上把自己擅自高

抬，假想太多，妄自尊大。就算有些人他們並不喜好傲慢的生

活，卻很可能仍在追求眼目的情慾。有些人勝過了眼目之情慾

的錯失卻又陷在肉體的情慾之中。總之，這些問題是在各個階

層的人中間都被涉及，甚至在那些操練棄絕自己的人中間也難

倖免。」

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說：「所謂『肉體的情慾』是指

外在感官的享受，例如味覺、嗅覺、或觸覺。『眼目的情慾』

是論及以眼睛為主要的種種享受，就是藉著視覺給人產生一些

幻想的滿足。它是一種內在的感官，我們因此會渴望那些偉大

的，新奇的或美麗的人、事、物。至於『今生的驕傲』是指我

們用來贏得從別人來的尊敬的各種事物，例如：昂貴的衣服，

豪華的房屋，精緻的家俱，以及生活的方式等，就是任何東西

凡能滿足我們的自尊心和虛榮心的都是。因此它是直接包括了

想要得到誇讚的慾望，也涉及某種程度的貪心。所有以上所列

舉的那些慾望都不是從神來的，乃是從這世界的王所發動的。

」

三、天國的仇敵

我們需要認清「這世界」總是整軍列陣地擺出它一切的勢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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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陣以待全力對抗天國。對天國來說，心思世俗化就如同傳染

病一般乃是基督徒最可怕的仇敵。當人只為「這世界」而活時

就是已經無份於天國了。因為「這世界」是對抗於天國的，二

者正是處於一種完全相反的吸引力之下。神的兒子曾經為祂的

門徒宣告，而且反覆地對天父說：「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

約十七6,16）「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這話

直到如今仍然顯為真實。就是凡屬耶穌的真門徒必定不屬於「

這世界」，他們是從世界裏被揀選出來的人，也是棄絕世界的

人，並且對世界而言，他們是已經被釘死了的人。

是什麼給予「這世界」有它令人致命的魔力？究竟是什麼使得

它的魔力讓人致死？有時它的亮麗卻變成完全地陰暗，它的希

望反變成完全地絕望，它的喜樂變成了最苦毒的痛恨，甚至一

切的前程，美景都變成腐朽和荒漠了。然而，它仍然能抓住人

的心，捆綁著人的心，我們都不喜歡離開它。它那令人致死的

魔力其源頭是什麼呢？它那令人致命的羅網，陷阱其根本是什

麼呢？它那惡毒的仇恨，它與神為敵，它使人遠離天堂其根源

究竟是什麼呢？

「這世界」乃是屬於魔鬼的世界。當人類從他原本應該是忠順

且虔誠地信靠神的本位墮落時，就在那個致命的時刻，他挾帶

了「這世界」與他一同背叛而且是對抗神。人曾經是這世界的

治理者，所以「這世界」是與它的主人一同墮落了。這就是世

界變成有惡毒的競爭之原因，也是造成它與天堂之間有強烈的

敵對之理由。這裏有魔鬼的國度，「這世界」是牠的領土。魔

鬼把「這世界」披上一切虛幻的絢麗和極其誘惑人的權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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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堂的仇敵。

　

天堂的仇敵有三位，就是：「這世界」、肉體、魔鬼。而「這

世界」卻名列第一，它是最有能力的，而且是最能牽絆人，束

縛人心的。三者均集中於作惡，因為魔鬼處處吸引人，把惡念

注入於人心，也鼓動人的心並點燃惡慾。肉體總是與聖靈對

抗爭戰的，只因為魔鬼點燃了肉體的情慾。「這世界」也是從

魔鬼得到權柄暗設了那些能令人致死並且能擄掠人心的迷人網

羅。「這世界」不只是與撒但聯盟，它也是撒但的工具和代理

人。「這世界」在撒但面前所表現的態度乃是最高的臣服並且

也是完全地效忠於撒但的指揮。

四、如何勝過這世界

從約翰一書的經文中已經清楚地記載：「不要愛世界，和世界

上的事。」為了要能完全明瞭這話的意義，就必須讀過它的前

言：「少年人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勝了那惡者。小子

們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父。父老啊，我曾寫信

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曾寫信

給你們，因為你們剛強，神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裏，你們也勝了

那惡者。」（約翰一書二13,14）

為了要能夠勝過那惡者，凡屬「這世界」的，它所愛的，以及

有關「這世界」上的事都必須要棄絕。因此有許多教會的門口

為著每一位與基督有真實婚約的信徒而寫著這樣的話：「你是

否已拒絕魔鬼和牠一切的工作，就是虛空的奢華，以及屬世界

的榮耀；你是否已拒絕一切貪婪的慾望和屬肉體的慾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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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不會跟隨魔鬼或被牠誤導？」

「我拒絕這一切！」應該是聖靈給予我們唯一的回答，因此傳

道人、會眾以及我們的心都應該同聲說「阿們！」而且是從現

今直到永遠都要說阿們。

我們必需要棄絕「這世界」也就是說要拒絕撒但。這才是對牠

那統治的手段真正致命的回擊。與世界為友就是違背了我們通

往天國的婚約誓言。

雅各書中很嚴厲地強調要我們棄絕「這世界」，並且判定凡是

與世俗為友的就是犯了大罪。他宣告與世界為友的就是與神為

敵。我們無法瞭解他所說的這些話，除非我們明白他曾申明所

謂與世俗為友的就是魔鬼的宗教，是屬地的，是屬情慾的，也

是屬魔鬼邪惡的。唯有藉著棄絕與世俗為友以及潔淨我們的心

並洗淨我們沾染世俗污穢的手，我們才能回到神面前。藉著抵

抗魔鬼我們才能時刻親近神，唯有藉著棄絕「這世界」我們才

能敵擋魔鬼。

五、仿造的宗教

使徒雅各很清楚地指出屬魔鬼、屬世界、仿造的宗教的各種特

徵。就是：大發熱心、暗藏慾望、享樂掌權、在教會中爭戰鬥

毆。（雅四1-3）看看現今的教會中有多少屬私慾的熱心，或

是注重吃喝宴樂表演已經變成了世俗的宗教。教會過去的歷史

經常就是一部狂熱、爭鬥、野心、以及流血的歷史。教會史中

一切的宗教會議都是毫不受約束的，它們是最有破壞性的私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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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熱大戰場。教會的歷史乃是刻劃著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魔

鬼的非凡烙痕，也是被牠所毀傷。

許多教會的會員們以及在教堂中進出的人們都是與世俗為友

的，他們是世界的擁護者，是貪戀世俗的人。他們的口中雖然

說了一些禱告詞，卻只是為了不想錯過祈禱的機會。然而，心

中根本不渴望親近神，也不願意與魔鬼對抗爭戰，更不想以行

動來驅逐魔鬼。他們的宗教，它的儀式以及它的敬拜並非從上

面來的，只是屬地的，屬天然肉體的，而且是屬魔鬼的。

「順服神」並「對抗魔鬼」才是非世俗化信仰的主旨。至於我

們個人與神的關係或是與魔鬼的關係就在乎我們的基要信條是

什麼，以及在真實的信仰中我們生活中實際的經歷是什麼。向

神降服，被祂吸引，並且今生活著為了要親近祂，為了要對抗

魔鬼，這些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標。我們必須要藉著公開地責備

並棄絕「這世界」，才能除去魔鬼的作為。

本文譯自邦茲（E.M.Bounds）：看不見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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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恩、感恩、思恩、報恩
李双江    

我叫李双江，1988年出生，來自中國安徽省。2009年從中國

國內大學畢業來美國田納西大學（University of Tennessee，

簡稱UT）讀書。我從小出生在農村，家庭經濟環境一般，感恩

的是從小家庭和睦。父母長年累月田間勞作，外加父親時常跑

運輸。我的父母只有初中文化，但是時常叮囑我努力學習，好

好做人。我有個姐姐，對我愛護尤佳。大學畢業之前的生活狀

態基本上是在讀書，在親戚朋友眼裡就是個愛學習成績好的乖

孩子。那時候，神與我無關，我家有親戚（姥姥和姑姑）信基

督，但是我也不瞭解，單有心思學習文化知識，沒時間和機會

去瞭解那位上帝基督。回想那時的狀態，學習是唯一出路，而

人生的目的，當時太小沒有想過，似乎是為了過一個更好的生

活。就像創世記30章雅各一般：「...如今，我什麼時候才為自

己興家立業呢？」（創30:30b）

我的生命開始和神有交集始於我隻身一人離開父家來美國以

後。和聖經雅各的經歷有點相似，不過雅各大抵是逃難，而我

承載的確是整個家庭親戚的自豪與期望，個人的夢想與憧憬。

當我還沉浸在世人眼光中看來是人生最好的前途的時候，我們

神的恩手也已經把那上好的福分加給了我。回頭想來，這段經

歷最讓我阿們的一句聖經就是箴言16:9所說：「人心籌算自己

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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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曾經說：「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

的，...」（林前15:10a）。如今我來美有7年多，誠然不敢自誇

自己是「何等人」，可是回想我的出身，思想我現有的一切，

渴想將來神賜予我的榮耀，絲毫不敢不歸榮耀於我們的神。我

的一切經歷也確確實實是蒙神的恩才成的。現簡要向弟兄姊妹

見證神在我身上的「受恩，感恩，思恩，報恩」的經歷。

一、受恩

我於09年8月2號來美，接觸到諾城華人基督教會和教會所屬的

UT校園查經班。初到美國，一來由於剛到陌生的地方加上英語

環境，讓我對這個華人教會圈子不排斥。二來，這裡還得回溯

我來美之前申請出國的那段經歷。結局當然是順利來了美國，

可是申請出國過程比較艱辛坎坷。當時學校規定出國和免試保

送研究生只能二選一，因為我早早放棄了本來可以保送研究

生的資格，從而沒有了後路。再加上家庭經濟原因，我需要有

全額獎學金才可以出國，因此更增加了申請難度。最後我在美

國申請截止日期4月15日之前還是沒有拿到任何大學的錄取資

格(offer)。心情一度沮喪也對人生的目的和意義有了很多的思

考。後來，我在四月底順利拿到了offer，而且和我的非常好的

導師有相見恨晚的感覺。我也就成了她所帶的第一個本科博士

生候選人，這也是神的預備。所以第二點要講的就是神預備了

我來美，更重要的是神也預備了我的心，不是一個被光環和誇

耀所暫時充滿迷失的心。正是因為我有了這樣的申請經歷，當

我第一次到校園查經班接觸福音，聽到教會音樂時，那些音樂

和信息都打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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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一段時間，我們每週五有校園查經班的聚會。得到了很

好的屬靈輔導老師，查經班弟兄姊妹的幫助。對聖經有了進一

步的瞭解。轉眼7個月後，到了2010年的3月，教會每年資助和

組織學生參加美東南福音營。當時我主要是去查經班，教會去

的不多。我並沒有報名去參加那次的福音營。結果與會的前一

天，有位報名的同學臨時去不了。教會的同工問我是否要去，

我才有機會參加了那次的福音營。結果，一去就在牧師的呼召

下決志。回來後，於2010年4月4日復活節於教會受洗。

每當我回想這些，不得不感謝神的揀選，聖靈親自的帶領，神

的僕人的辛勤做工，家人親戚信主的種子。忽然發現生命中好

多東西都不是突然，也不是偶然，好像是必然一樣。這大抵就

是信徒看到神的帶領之後的看見吧！受恩讓我有了新的生命，

從「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

神。」（弗2:10）到有份於基督，有了指望和意義。當然有了

神以後，擁有的東西也越來越多，需要感恩的事就更多了。

二、感恩

常常聽到各樣的感恩見證。最牽動我心腸的是弟兄姊妹走過死

蔭幽谷後感人的見證。可能我還很年輕，更可能是我信心還不

夠，神沒有把那樣的恩典加給我。我的生命中唯一一次的流血

事件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為我的罪上了十字架，且死在十字

架上，而且埋葬，第三天復活了（林前15:3-4）。正是因著神

的兒子耶穌基督的捨命，才讓我有了接下來的「四有」：有了

太太，有了孩子，有了服事，和有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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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了太太

我和我的太太（孫若凝）於2010年10月相識於UT校園查經

班。我們一同在UT讀書，太太先我成為基督徒，很有愛心。感

謝神讓我們在查經班相識、相知、相愛。隨後我們於2011年6

月18日在諾城華人基督教會，神與人的共同見證下，步入婚姻

的殿堂。

2.有了孩子

太太於2013年4月份生下我們的第一個孩子Isaac Li（李溪根）

。他的名字有很多初稿，最終是來源於詩篇第一篇。我和太太

從小都是從無神的環境下長大，但是希望我們的孩子能夠更加

認識我們偉大的神，如同樹紮根於溪水邊，希望Isaac也能夠紮

根於神的話中。Isaac生下的時候由於早產，我們也比較年輕，

神也因此把更多，更重的做父母的責任放在我們身上。感恩，

感謝一路上弟兄姊妹的代禱，家人、教會的悉心照顧。

3.有了服事

感謝神也感謝教會，沒有將我對神的認識只停留在相信得救

上。如同神當年呼召他的百姓要他們事奉一樣。「你將百姓從

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我；」（出3:12）。神

也讓我在UT校園查經班，教會有了服事神的機會。在查經班我

和太太一起接機，迎新生，舉辦活動，帶領查經。在教會我剛

開始負責週日主日放詩歌和講道投影PPT的服事，再後來慢慢

的有了主日學的帶領。藉著這些服事，讓我信主的生命更加甘

甜，對神認識更深，反而自己受益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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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特別感謝查經班的弟兄姊妹一同的配搭，也特別感謝教會

屬靈長輩的鼓勵和帶領。有時候你們身上那些「恩典的脂油」

滴一點給年輕人，都讓我們受益良多，感觸好深。因著你們也

因著服事，神也常常激勵我如同耶利米書中所記：耶和華說：

「你若與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覺累，怎能與馬賽跑呢？你在

平安之地，雖然安穩，在約旦河邊的叢林要怎樣行呢？」（耶

12:5）。

4.有了工作

我找工作也完全是神的帶領。差不多在我要畢業前的1年前我

就開始準備找工作，投簡歷開始電話面試到後來的到現場面試

(onsite)。但是結果都不好。常常現場面試2輪就會被（後來才

明白的所謂「婉辭」的方式）請出來。感謝弟兄姊妹的代禱，

經過我以前在網絡上一起做翻譯服事的一位同工的推薦來到了

現在的公司實習，在實習1個月後經理隨即告之，我已經被錄

用，而且不需要任何面試。詩篇72:18「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

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賽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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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神以祂獨

特的方式給我預備了工作，而後來才發現，祂更預備了一個很

好的屬靈環境給我。我們的公司有一個華人查經班，弟兄姊妹

來自不同教會，每週分享聖經，工作，生活。神的預備實在豐

富。

三、思恩

因著工作的關係，我們全家2015年5月底於田納西州搬到灣

區。雖然剛到這邊也找到了教會，工作也還順利。但仍舊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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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之前的生活，因為我們從一個舒適區域(comfort zone)走

出來，要面對陌生的環境，重新建立人際關係，再加上灣區快

速的生活、工作節奏。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太適應，而對於

團契生活，似乎也沒有之前的那麼「火熱」、「打成一片」的

感覺。有時因為家庭的事情也缺席了團契聚會。這樣的一段經

歷，反而使我再次回想起初的信仰經歷。我的信仰是不是只是

美國寂寞生活空缺的填補？「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並且活

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弗2:10）這樣沒有神的生活真

的讓我覺得可怕嗎？還是讓我可怕的是沒有一群團契的弟兄

姊妹之間的關懷和交流？總之這段時期讓我重新審視了一個關

乎選擇的問題。我之前的信仰關注的是神賜的各樣恩典（包括

很好的團契，教會環境）還是那一位賜各樣恩典的神。使徒保

羅曾經說過：『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

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

（腓4:12）神興起環境，也藉著這次搬遷讓我看見並且得著那

不因環境變更而心情變化的秘訣。這個秘訣就是主耶穌基督自

己，就如詩歌所唱的：「前所要是祝福，今所要是主；前所憑

是感覺，今靠主言語；前所要是恩賜，今要賜恩主」（Him-

self, Albert B. Simpson）。

四、報恩

思恩的同時也有諸多的感恩，我們全家於2016年6月初搬到

Fremont，後即來到基督之家第三家敬拜，加入了愛家倍團契

的大家庭。在這裡首先特別感謝神預備這麼多屬靈的團契弟兄

姊妹朋友的帶領。感謝沛東、麗萍一家對我們的鼓勵、關懷

和照顧。感謝神，因著他們一家的信心和對主的信任，沛東弟



天路歷程

52

兄讓我一個剛來教會團契不久的年輕人，也能夠在團契和大家

一起分享神的話語。感謝神，因著麗萍姐以及團契和教會眾多

弟兄姊妹的愛心，為我的太太舉辦了Baby Shower，看著大家

禮物和一些我甚至還對不上臉面的名字，實在是只能感恩再感

恩。感謝我們園區團契的Joseph和Karen一家、榮華一家、素

珍姊妹，Jack劉叔叔，先麗一家，馬翔和曉曼一家。給了我們

初到這邊屬靈生活和家庭太多的關愛。感謝神，AWANA和教

會pre-school主日學的的所有老師，毛老師，楊老師，Sherry

老師以及宋長老和眾同工等給與Isaac正確的愛與管教。

再就是感恩教會的同工弟兄能帶領我有事奉SJSU學生團契的機

會。感謝他們事奉的辛勞，很多的時候我也感覺被當成學生一

樣的被服事，特別感謝Jerry高老師、Ray弟兄。最後感恩教會

的牧長們，和牧師交談每次都重新得力，感謝少豪、文興、寬

平對我們的輔導。

感恩越多，報恩也越急切。牧長們常常教導說基督徒是一個管

道，一個恩典流通的管道。神藉著教會和弟兄姊妹給出的恩

典，神也希望能夠從我身上傳遞出去。而一切恩典良善、愛心

的源頭都是我們的神。行善、報恩大抵也就是行出神的作為。

『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2:5）唯有將所有的榮耀歸給

神，願神的恩火、弟兄姊妹愛心的激勵讓我們更像我恩主。而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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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對我的帶領                     
司鵬

神是奇妙的、信實的、啟示的神。

我2014年信主並在11月受洗。但是信主後，內心還是一個驕傲

的人，雖然自己當時並沒有察覺到。在美國做了一年博士後研

究，覺得做研究實在太辛苦了，又看到學術圈外有太多的發展

機會，內心便有些不安分地開始謀劃自己未來的出路。

那時我的眼目被私慾所遮掩，十分羡慕諮詢和風投類工作，覺

得這類工作收入高，又能風光地在世界各地商務旅行。而這類

行業又十分需要博士背景的人，實在是我夢想的職業。因此在

做博士後第二年便有些不務正業，去參加了學生組織的諮詢項

目和去投資公司實習，以期增加自己的經驗和對行業的認識。

然而我並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弱點是不太善於和人打交道。做

投資不僅需要好的演講技能，更需要八面玲瓏，善於結交朋

友，在業界有廣泛的人脈。由於實驗繁忙，實習期間表現得差

強人意，做了一段時間之後便知難而退。經歷了這一波內心的

跌宕起伏之後，不得不冷靜下來，重新投入到研究裡面。但是

內心還是蠢蠢欲動，心有不甘。

　　

第一次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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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退出投資公司後的一週，團契小組查經讀到了創世紀第

二十五章，雅各用紅豆湯換長子名分的故事。這個故事給了我

很大的啟發。雅各是一個什麼都要自己抓的人，他的名字就是

「抓住」的意思。他一出生就抓住哥哥的腳，然後又用紅豆

湯和哥哥換了長子的名分，最後又從父親那裡騙到了長子的祝

福。本來神對他有上好的祝福，而他卻一定要用人的手段自己

抓他想得到的一切，最後導致與哥哥反目成仇，背井離鄉。

我的心被深深的觸動了，我想自己其實不就是雅各嗎？神讓我

到斯坦福大學這樣頂尖的科研機構，給我預備了上好的科研條

件，濃厚的學術氛圍和一條很好的做研究的道路，而自己卻心

不在焉，一直籌劃怎麼去賺錢。這不就是靠自己在抓嗎？其實

是讓自己走了一個大彎路。正應了聖經上那句話：「人心籌算

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16:9）

　　

第二次帶領

在去年的基督之家聯合退修會上，聽了陳少豪弟兄的理財講

座。他講到積累財富很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複利。後來開車的

時候，又聽廣播講到職業發展其實就如同存錢一樣，如果一直

在同一個領域越做越深，就好像複利一樣，你在這個行業的發

展就會很快；如果經常換方向、換行業，你的職業發展就不會

很好，因為沒有複利。

這讓我想到了自己的工作。如果我現在轉行去做諮詢、投資，

那我在自己現在的領域就不會有更深的積累，以前的積累便不

會產生複利的效果。重新進入一個行業，要從頭學起，在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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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競爭中自然會處於劣勢。於是堅定了在自己所擅長的科研

領域，堅持下去的決心。

　　

第三次帶領

當時我的內心還是有一些浮躁，而且實驗上也遇到了一些困

難，讓我並不能十分明確自己未來的方向。而每天的靈修生活

卻帶給我很多啟示和改變。我每天早上到實驗室後，第一件事

就是閱讀《荒漠甘泉》。第一天翻開《荒漠甘泉》，跳出的經

文就是馬太福音第十三章5-6節：「有落在土淺石頭上的，土

既不深，發苗最快；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幹了。

」這節經文讓我忽然明白，工作其實就是這樣，要想站穩腳

跟，就必須深進，而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淺嚐輒止。神要我們

深根建造，他才能交付我們更多的真理、更深的奧祕、更大的

責任。這句話給了我在科研上，極大的信心和動力。

　　

第四次帶領

那段時間實驗很不順利，心裡也十分苦悶又十分軟弱，不知

道以後的出路在何處。某一天，讀到《荒漠甘泉》裡面有這

樣的經文：「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

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篇46:1）書中解釋道：乃是在你不

再好動，不再煩躁，完全鎮定，安靜的時候，那時候神才說：

夠了。我將這段經文寫在了實驗記錄本上，從這以後做實驗的

時候真的是可以全心投入，心無旁鶩。當我內心變得清淨沒有

雜念的時候，我發現自己也變得更加智慧和有耐心，原來實驗

上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竟然被我一個個化解，實驗也越做越順

利。我相信這一切都是神所賜，因為聖經上說：「清心的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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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第五次帶領

我太太找工作的見證，也讓我對主的信心有很大的跨越。太太

從費城畢業後來到加州找工作，經歷了漫長的等待與煎熬。我

們結婚之後靠我一個人不高的工資支撐，家裡的財政捉襟見

肘，月月赤字。

在她找了大半年之後，有一個社交網絡公司給了她一個看起來

很不錯的offer。這個職位的職責是做後台廣告流量數據分析。

然而在面試中我太太發現這些廣告，其實有一部分是色情廣

告，是公司網站吸引點擊率的「法寶」。面試之後，太太覺得

這樣的工作不能夠榮耀主，和我商量之後，她便決定拒絕這個

工作offer。她相信主對她有更好的預備，並且會超過她的所求

所想。

我為她這樣的勇氣、信心和清潔的心所感動，並且支持她這樣

的決定。再次經歷幾個月艱難的工作尋找後，一個偶然的機會

使她認識了一個中國海外投資公司的總裁，正好他們公司目前

在招聘市場部經理。幾輪面試之後，我太太得到了總裁的認

可，獲得了該職位的offer。進入公司之後，由於機緣巧合她又

轉到了投資部門做投資經理，這是比她以前想像更適合她的職

位。我太太的見證讓我對主的信心經歷了一次飛躍。她的見證

讓我看到了什麼是清心等候神，什麼是專心仰望耶和華，耶和

華如何指引人的道路。也讓我看到神的信實，清心等候的人是

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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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帶領

神就是這樣的神奇，祂一步步地帶領我，改變我，翻轉我。讓

我從一個注重世俗物質，眼目情慾的人，變得清心並學會傾聽

自己內心的聲音。每天的禱告讓我覺得與神同在，內心漸漸變

得剛強，工作精力充沛。

在一次聽唐崇榮牧師佈道影片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摩

西和神禱告時說：「求你賜我一顆智慧的心」，因為「敬畏上

帝是智慧的開端。」（詩篇111:10）同時我也更加明白了「你

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

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當我每

天這樣專心禱告，清心等候的時候，我便能感覺到和神越來越

親近，能看到神對我信實的帶領。我的實驗開始變得越來越順

利，好的結果一個接著一個，超出我的所求所想。

　　

第七次帶領

信主，就像一顆信心的種子播撒在我心裡。我們參加團契、敬

拜、讀經、禱告、服事就好像給這顆種子澆水施肥一樣，讓這

顆種子慢慢地發芽、成長。

聽別人的見證都會讓我們的信心變大，那親身經歷神的帶領，

就更讓自己對神的信心有極大的飛躍。

我原來一直怯於向別人傳福音，覺得自己笨口拙舌，怕被別人

問倒。然而最近忽然有了很大的負擔，向周圍的很多朋友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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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讓我驚奇的是，朋友們非但不覺得我笨口拙舌，反而覺得

我的話和見證讓他們受了很多啟發，十分感謝我。

更沒想到的是在兩週前，竟能帶領一對即將步入婚姻殿堂的朋

友信主，我當時直呼這是神蹟。我以前向這位弟兄傳過很多次

福音，可是他內心剛硬，一直不肯信主。我以前是用人的方

法、自己的智慧向他傳福音。而現在是靠著對神的信心，靠著

禱告領人歸主。

在他信主的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為什麼說，神的話語是有權

柄的，為什麼基督徒會成為他人的祝福。以前之所以覺得自己

笨口拙舌，其實是因為對神的信心不夠，不能凡事倚靠神，仰

望神。而當自己信心逐漸變大，能將福音傳給別人帶人信主

的時候，我便知道自己經不再是喝靈奶的，而是可以被主所使

用，向人傳福音的器皿，為神國打仗的勇士。

我知道未來的生活還有很多挑戰，有很多的不確定性，但是我

每天都有美好的盼望，平安和喜樂。我已經看到神的恩惠和慈

愛，因此我不再害怕。我不知道神會怎樣帶領我，但我知道他

會指引我的腳步。「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

義路。」我會用一生緊緊跟隨祂，因為「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

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神是愛，在神的國度裡是何等的

甘甜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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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貪心
意苑

三年前的某一天，我陪母親前往郵局辦事，看見一位約莫中年

的婦女，坐在她的殘障三輪車上，賣愛心彩券。我心想，只花

幾百塊，也許可以幫她一點忙。於是，給了她台幣200元，買

了兩張彩券。同時有一位年輕女子也向她買了200元，看著她

熟練地刮開彩券，又悻悻然離去。

我刮開了我的彩券，問：「這怎麼玩？」她說我可以免費再刮

兩張，因為這兩張都賓果了。當下我想，要不要再接再厲，再

多買一張吧！馬上有個強烈的聲音進入心中：「這是貪心。」

於是我告訴她，不用了。正準備走人，這位賣彩券的婦女開

口對我說：謝謝！妳是在做公益啦！她告訴我，彩券的利潤

中，20元歸她，30元做公益，50元包括成本歸台北市政府。我

也謝謝她後離去。

箴言20：27「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心腹。」是的，

人的思念，聖靈馬上可以辨明，聖靈更是參透萬事，使我不至

於犯了貪心之罪。

十誡的第十條說：「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

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出20：17）貪愛世

界，是由心開始，我們忙碌一生，也吃自己勞苦所得，唯獨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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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所禁止的。世界誘惑何其大，我也幾乎沉淪，求神憐憫！

神是聖潔的，所以祂的子民也必聖潔像祂。好多次，我立志行

事要得神的歡喜，但身體卻軟弱了，連心思意念也得對付，真

是難啊！感謝神賜聖靈放在我們心中，可辨明何為真理，過得

勝的生活。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言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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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的信
老兵

婦女在古時候是弱勢群體，從小在家庭裡與男孩子的待遇不平

等，受教育的機會也不好。當她們面對困難時，就更加無助與

可憐了。但神不偏待人，她們一樣同蒙拯救，同蒙神的恩惠。

神看她們是照她們所有的（對神的信心），不是照她們所無的

（社會地位）。

有個小故事，每次想起，總令我莞爾。在早期的美國南方，新

到教區的牧師，聽說在他們教區裡，有個靈命很好的女子，所

以決定去探訪她，以明究竟。牧師終於在她工作的工廠找到這

位姐妹。他很訝異地問，在這嘈雜忙碌的環境中，如何親近

神啊？那位女工坐著，把雙手摀住眼睛，把頭埋在她的大裙子

裡，說：就這樣啊！

迦南婦人

聖經裡也有許多美麗的信心故事。當一位迦南婦人求耶穌醫好

她女兒的病，因耶穌奉差遣本是向以色列人家尋找迷失的羊，

外邦人懂什麼是彌賽亞？於是打個比喻對她說：不拿兒女的餅

給狗吃。豈料，這婦人認定耶穌能救她，就回答：「主啊！不

錯，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渣兒。」耶穌說：「妳

的信心是大的，照妳所求的，給妳成全了吧。」從那時候，她

女兒就好了。（馬太福音15：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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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的信

我們常以為耶穌有大能，做大事，哪會顧到我這微不足道的

人？錯了，祂會顧念的，只要我們誠心仰望。有一次，耶穌

正被眾人簇擁著，要去行一件死人復活的大神跡。在半路上，

有個患了十二年血漏病的女人，來到耶穌背後，摸祂的衣裳

繸子，因為她心裡說：我只摸祂的衣裳就必痊癒，在人擠人的

混亂中，在做大事的忙碌裡，耶穌注意到她了，對她說：「女

兒，放心！妳的信救了妳。」從那時候，女人就痊癒了。（馬

太福音9：18-22）

外邦媳婦

還記得在路得記裡那段感人的婆媳對話嗎？婆婆死了兒子，要

葉落歸根回到老家去，守寡的媳婦卻不離不棄，說：「不要催

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在哪裡住

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

神。」（路得記1：16）這麼賢德的婦人，她就是大衛王的曾

祖母。

不肯受安慰的婦人

聖經裡也有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耶和華如此說：在拉瑪聽

見號咷痛哭的聲音，是拉結哭他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

都不在了。」(耶利米書31：15）我們不是拉結，不能體會她

的痛，也沒有資格用大道理指導她如何輕看痛苦，只能帶著深

深的同情，盼望她有一顆受安慰的心。也許當她的目光轉移到

浩瀚的宇宙，求助於創始成終的造物主，能早日走出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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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愛主的人，總可以找到方式去親近神。在古時，女子們

的社會地位不高，知識層面不廣，而她們的信，就更難能可貴

了。

「因為人若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

照他所無的。」（哥林多後書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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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重要
2016教會春慶小品及感想

許榮華

基督三家中文學校的趙嫣然和胡家瑞，在2015年北加州中文學

校才藝比賽中分別獲得了一等獎和二等獎。胡家瑞朗誦的作品

是《合作的重要》，當時我聽了這篇精采的小小的短文朗誦，

心中感觸頗深：合作充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事事需要合

作，時時需要合作，人人需要合作；家裡需要合作，教會需要

合作，就連我們與神的關係也需要通過很好的合作，跟神建立

很好的關係，才能得到那屬天的上好的福分。於是我就編導了

一個小品《合作的重要》，不但讓小朋友在表演娛樂的過程中

體會合作的重要，也讓我們大人有所儆醒，將很好的合作帶進

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教會事工以及我們與天父的

關係中，除去個人的驕傲與自我，做一個神所喜悅的基督徒。

2016基督三家春慶小品《合作的重要》

表演者：愛加倍小朋友及大人許榮華，范安定，麗萍及肖煉。

（前奏的小朋友拜年省略）

小朋友全部坐地上。

許老師：同學們好！

全體小朋友：老師好！

許老師：今天是我們2016年的第一次上課，今天要學習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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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合作的重要」。

許老師：大家看好，那邊有個大箱子（范安定躲在大紙箱中）

，我們需要把這個龐然大物從那邊搬到這邊。小朋友，你們誰

願意？

很多小朋友舉手說：我願意。

許老師讓Johnathan出來，他說：老師告訴我們，人小力量

大，我可以試試嗎？

許老師：那你試試。他使勁拉也拉不動。

小朋友雪莉：老師，你曾告訴我們，我們要互相幫助，我可以

去幫助這個小弟弟嗎？

小朋友晶晶：我也去。

他們三個人使勁拉，還是拉不動。

許老師：看來這個龐然大物太厲害了。俗話說：人多力量大。

我們全體出動，一起去對付這個龐然大物。等老師喊口號，我

們一起用力。

麗萍（扮演魔鬼）從後面悄悄過去跟反方向的小朋友耳語，並

在後面讓他們向反方向拉。我喊口號：一二，加油；一二，加

油。這個箱子一會兒向前，一會兒向後，向左，向右。我喊：

停！

許老師：怎麼回事，怎麼回事？我們這麼許多人，這麼用力，

怎麼就沒啥成效呢？

麗萍從後面走過來，很得意地說：人多力量大，人多力量大，

人多力量大嗎？搬動了嗎？

小朋友雪莉：剛才就是她在後面作怪！她讓我們往相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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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許老師：原來是你在作怪！下去！下去！下去！（小朋友一起

喊）

許老師：讓我們再來一次，大家同心協力，將繩子搞成同一個

方向，我喊口號：一二，加油！一二，加油！（范安定也頂著

大箱子，從舞台一邊走到另一邊）箱子搬成了！

許老師：同學們都累了，請坐下。

許老師：下面請欣賞短文《合作的重要》，朗誦者胡家瑞，這

也是我們中文學校去年在北加州比賽時的獲獎作品。

短文《合作的重要》

什麼叫做合作？合作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一件事情做好。

為什麼要合作？因為一個人的力量小，做起事來不容易成功。

許多人合起來的力量大，只要同心協力，事情一定能完成。

合作的基本條件是分工。一個人蓋不了一座高樓，兩個人還是

蓋不了高樓，要靠許多人，每個人分別貢獻出他的智慧和技

能，共同合作，才能建造出雄偉壯觀的高樓。

如果分工而不能合作，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誰也不管誰，最

後一定會失敗。就像龍舟比賽，打鼓的只管打鼓，划船的只顧

划船，動作不能整齊劃一，不能發揮出群體的力量，又怎麼能

奪得錦標呢？

我們知道了合作的道理和重要，就應該做一個能夠跟別人合作

的人。人人能合作，事事能合作，社會才會進步，生活才能更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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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完畢，全體小朋友起立。

許老師說：哇，說得真好！合作是多麼重要！處處充滿合作，

事事需要合作：在家裡，夫妻之間需要有很好的合作；在公司

同事之間需要有很好的合作；在教會同工之間也需要有很好的

合作；就連我們與天父上帝之間也要有很好的合作，天父愛我

們，我們也要主動愛祂，才能得到從天父而來的祝福。

主耶穌告訴我們：（大家齊聲）（弗4：2-4）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愛加倍，加倍的愛！

許老師：愛加倍的小朋友今天有一個很好的合作，讓我們有了

一場精彩的表演。謝謝他們，我們發紅包以資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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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water短宣簡訊
－出征01/07/2017

 鄭文倛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心裡有感動想分享關於今天去Atwater經歷的奇妙神蹟。

因有多位同工身體不適無法同去，所以今天原本只有國光長

老，少豪傳道與我三人可去。但是主憐恤我心中的軟弱，今早

特別差派Ken & Jessica大衛的勇士跟我們一起為神國打仗。

從昨晚開始，同工們就在擔心今天會有十年以來的大風雨，甚

至計劃如果今晚風雨太大，就準備在那兒過夜。但是，今天來

回路程，除了最後回到Livermore才有些雨外，一路如同行在

乾地之上。不由得想起約書亞記三章17節：抬耶和華約櫃的祭

司，在約旦河中的乾地上站定，以色列眾人都從乾地上過去，

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旦河。

另外要提的是，我問了一位剛來一個多月的同學，是否有讀經

禱告？他回說：有。我接著問他是如何讀經，他說是照著【每

日親近神】。我不知是誰介紹他讀【每日親近神】，但我知道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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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對兄弟姐妹說聲抱歉，也對大家有所虧欠。很久以前就應

該每次在事工完成後，將主的恩典及同在，分享給大家並同蒙

造就，及感謝眾人的儆醒代禱。

最後我要感謝讚美　神！願一切榮耀，權柄及國度都歸我主，

我　神，阿們！也願主繼續在三家興起更多的勇士，不論是在

前方打仗，還是在禱告會的代禱勇士。

主內

文倛



天路歷程

70

感恩的信
羅思明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感恩的信　之一

一年一度的感恩節清晨，神無條件地賜給了我們每個蒙神祝福

的家庭又是全新的一天，感謝神！

藉著神的允許，發生在我們家中驚心動魄的一幕。當天上午

9:30左右，我正要出去鍛練時，突然感覺心跳很快，我姐妹蓓

蓓看我臉色蒼白，手冰涼，脈膊幾乎全無。我想可能休息一下

就會好，但蓓蓓說一定要去看醫生。幸好我沒有躺下休息，如

果不及時去醫院，很可能就此死去。感謝神！給我這樣一位好

妻子。但是，我們還是沒想到問題會這麼嚴重，還不慌不忙地

開車去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的Urgent Care。醫生一

看血壓幾乎沒有，心跳>200，立即強力輸液，馬上叫救謢車

送到Washington Hospital進行搶救。

回顧這驚險的一幕，來得令人措手不及。感謝神的保守，尤其

是衪都沒讓病魔嚇到我們，就讓我們安然度過十一月十一日星

期五的上午與十一月十五日長達五個半小時的大手術。這有驚

無險的死蔭幽谷全程僅九天而巳。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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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著祂的兒女，全程陪伴我們，經歷了祂的豐富恩典，尤其

是手術後不誤時地讓奇曄姐妹出現在我們身邊。她是醫院的專

業護士，利用私人休息日陪伴我們在ICU病房中整整兩天，讓

我們有了莫大的安全感。感謝神！

親如家人的弟兄姐妹，每天都帶來溫馨的祝福、代禱、探望與

充滿愛心與善意的建議，更讓我們由衷地感謝神！特別讓我們

感動的是年事已高、體弱有病的林長老夫婦幾次拄著枴杖來到

病房為我們代禱。還有感謝的是碌碌與小妹的全程統一安排。

這次的有驚無險也提醒大家：其一，當感覺有與平時特別不一

般的不舒服時要有危機意識，立即打911送急診，不能送Ur-

gent Care很可能誤時（當天完全是神的憐憫與保守，趕走了驚

險，送來了平安）。其二，平時必須堅持適當的鍛練，讓健康

有根基。其三，想方設法做個心血管方面的進深檢查，防患於

未然。

感謝神，讓我們每個弟兄姐妹在地上的日子平安、健康與神同

在。

主內思明　蓓蓓2016感恩節

 

感恩的信　之二

昨天下午護理醫生張醫生來我家，她來自中國和我們交談沒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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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檢查下來，除了右腿（在大腿裡拿了三根血管作bypass)

有些腫，其他都很正常。她叫我穿一種緊的襪子（醫院提供

的），今天已好些，謝謝大家關心，記念我姐妹蓓蓓的辛勞，

她每晚上要扶我起來去廁所多次，因為心臟開刀的病人不能用

手去撐或拉。請大家繼續為我的康復禱告，也求神保守蓓蓓的

身體。再次感謝神對我的愛護，也感謝各位弟兄姐妹的代禱和

關懷。

思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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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親日記       
呂欣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書2：9）

年初我們從親友處得知舅舅（母親的大弟）罹患肺癌及胰腺癌

末期；化療放療均宣告無效後，在醫院病榻上已一個多月無法

進食（含流質），腸道嚴重粘連。

舅舅退休前曾任某大公司總經理。十年前退休後因賭博不僅徹

底傾家蕩產，還欠下高利貸，不得不過了幾年東躲西藏的日

子。好容易挨到逼債的不再上門，又遭遇親友詐騙（該親友已

入獄），令舅舅舅媽再次居無定所。過去十年來他們的日子可

謂捉襟見肘、顛沛流離，心中難免苦毒深重。現在每五天2200

元的自費藥費用支出，對他們來說也是非常沉重的負擔。真是

只能求主憐憫，求主醫治！

1月21日：

我們由北京轉機抵達寧波。向父母問及舅舅的病情，父親嘆著

氣說：「去醫院看看他吧…..沒有希望了，非常無奈…..」

1月22日：

首次到醫院探望。看到舅舅無比消瘦，臉色蠟黃，我們竟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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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安慰的話語也說不出口，抱著沉重心情離開。走到醫院

門口，弟兄說：時不我待，我們一定要儘快回來，向舅舅傳福

音。

當日我們在雅歌團契和小姐妹群中分享了我們心頭的負擔，請

求代禱支持。

1月24日：

我們跟舅舅談到了耶穌，談到了上帝為我們的罪賜下他獨生愛

子，談到了在害怕擔憂時，隨時可以呼求耶穌。舅舅舅媽開始

茫然，後來很高興地跟我們一起做了禱告，也提出願意讀讀聖

經。我們會去找一本適合舅舅的聖經（他現在身體虛弱，一般

的全本聖經他拿不動）。請弟兄姊妹們繼續代禱，求神的救恩

和安慰臨到舅舅一家。

1月27日：

過去幾天我們每天都利用晨跑的機會跨江來醫院帶舅舅讀經禱

告。聽講耶穌的第二天，舅舅說：「好奇怪啊，我一閉上眼睛

就看到耶穌站在面前。」從此，他每回見面都會問我們一些關

乎信仰的問題。

舅舅日夜不休的打嗝困擾，得到大幅改善。

1月28日大年初一：

一大早的，我們竟然買到了大字本聖經和帶液晶顯示屏的聖經

播放器，欣喜若狂地捧著去給舅舅舅媽拜年。舅舅主動要求坐

起來翻看聖經。冬日溫暖的陽光，透過窗楹灑在沉浸上帝話語

中的舅舅身上。這畫面太美，令我們不禁熱淚盈眶。哦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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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懷抱舅舅，親自觸摸他的心！

1月29日，主日：

我們參加了百年堂早晨8點的敬拜。教會的敬拜程序，讚美詩

歌和牧師宣講的信息，都讓我們感到很親切，上下四層樓幾乎

座無虛席。國內弟兄姊妹信主事奉主的熱忱讓我們汗顏，真巴

不得舅舅舅媽可以早日領受聖靈的感動，歸在恩主名下，可以

在教會弟兄姊妹們的支持下，得到生命的餵養。

舅舅不再日夜打嗝，終於能得到一些休眠。已兩個月沒有離開

過醫院，一直守著舅舅的舅媽夜間也能夠休息得比較好了。

1月30日：

基督之家的弟兄姊妹們，成立了為我們親人禱告的微信群。

舅舅由嘈雜的五人病房換到相對安靜的雙人房，舅舅舅媽因此

得到更好的休息。

我們與舅舅一起誦讀了詩篇103篇，並逐句解釋給他聽：我們

仰望的神是公義的神，同時也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之後又帶

他讀了兩遍《羅馬書》10章9-11節。

舅舅再次問到有關如何禱告的事情。我們鼓勵他抓住今天的經

文中神的應許：「耶和華啊，你有豐盛的慈愛，不輕易發怒，

求你不要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求你不要照著我們的罪孽報

應我們。」

當天晚上去阿姨（舅舅的妹妹）家聚餐，得知阿姨讓表哥抓緊

去聯絡喪葬一條龍服務公司，含唸經超度等項目。表哥說：「

不必，爸爸說他已經信耶穌了。」我們大受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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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今晨靈修讀《箴言》17:22有感動，我們趕緊跑步去醫院，要

把這句經句分享給舅舅：「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

枯乾」。

舅舅見到我們，第一句話就問：吃飯前需要禱告嗎？我們就教

他做謝飯禱告。在與他分享了今天的經句後，他津津有味地讀

起《箴言》，並且問我們「耶和華」是不是耶穌。我們就用比

較淺顯的語言跟他解釋了三位一體的神。感謝主，舅舅舅媽都

表示聽懂了。

2月1日:

昨夜牧師和姐妹們在微信禱告群裡，提醒並鼓勵我們帶舅舅決

志。今晨一進病房坐定，我們就問舅舅：「您願意信耶穌，跟

隨耶穌嗎？」舅舅很詫異地回覆道：「我已經信耶穌了呀！」

於是我們為自己的小信認罪，趕緊帶舅舅正式做了決志禱告。

說完「阿門」，舅舅要求我們把剛才的決志禱告詞寫下來，他

說要把它一字一句地背下來！——哦主啊！求你憐憫這位渴慕

你的老弟兄！

儘管已經連續幾天撲空，我們心中有感動要再去百年堂碰碰運

氣，看能否找到牧人來為舅舅施洗。神真是奇妙！今天是大年

初五，神竟安排了三位愛主的姐妹在教會地下室禱告等候我

們，並幫助我們打通了牧師電話。高牧師恰巧下午就會離開寧

波，此刻有一小時空檔，他馬上到醫院探訪舅舅。

高牧師到醫院後與舅舅舅媽有很美好的溝通，也做了他個人的

見證。牧師在確定舅舅對救恩已經相當清楚明白之後，當場吩

咐舅媽把床頭櫃上的小碗沖洗乾淨，盛上溫水，為舅舅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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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國人接財神的日子，滿城皆是鞭炮衝天的聲音。舅舅的

兒女和阿姨一家，去了奉化祭拜他們共同供奉著的一尊佛。感

謝主，上帝給了舅舅最好的福氣，遠非世上金錢所能相比。

從病房出來，弟兄和我在樓梯口相擁而泣。因為今天我們才得

知，舅舅已經停用那種昂貴的新藥，目前每天打的十來種點滴

都不是針對胰腺癌和肺癌治療的藥物，只是維持他生命必須的

一些營養素。除非上帝在舅舅的肉體得醫治上有特別的旨意，

基本上他只是在病床上安靜等待肉體生命的結束。主啊，我們

感謝你在此時把那最寶貴的給了舅舅。

2月2日:

弟兄去帶舅舅做晨禱，鼓勵舅舅既已成為天父所愛的孩子，盡

可放膽跟神求：求主醫治，減輕他身體的痛苦。舅舅很可愛，

他說：「我也是這麼想的」，並再次表達他對病情減輕後去百

年堂參加敬拜的渴望，令人不禁想起詩篇84:1「我羨慕渴想耶

和華的院宇。」弟兄於是帶他們一起為這些事情感恩祈求。禱

告結束時，看到舅媽的眼角也閃著淚光。

兩個月來，任何流質都不能進的舅舅成功地喝下兩勺米湯。

2月3日: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那超越人所能瞭解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4:4-7）

今天早晨，我們有感動要帶舅舅熟讀這段經文。舅舅昨夜沒有

休息好，比較睏倦。但前去探訪的親友都覺得他這些天來氣色

改善了一些，臉上也有了笑容。真是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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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誦讀上面的經文，一字一句地解釋給舅舅舅媽聽。舅

媽似乎也更能聽進去些了，認為聖經的教訓很有道理。我們跟

舅舅解釋，基督徒的禱告與民間拜拜的祈求有什麼不同。我們

的禱告可以是隨時隨地不拘形式的，一般包括敬拜（承認上帝

的主權），感恩讚美以及祈求三部分。無論遇到什麼困難，處

在何樣境地，都要為這些境遇感恩讚美，因為我們相信在一切

的背後，有上帝掌管，且祂必負責到底。舅舅說好的，他就這

樣學習禱告。

舅舅真是很渴慕。前幾天我們帶他做決志禱告後，他要求我把

禱告詞全寫在一張紙上，他好慢慢背誦下來。這兩次我們跟他

查經的經文，他也都寫在紙上，便於隨時拿出來看。

我們給舅舅舅媽在手機上看了基督之家為他們設立的禱告微信

群。我們同受「一主一信一洗一靈」，同為一家人，也同為肢

體。舅舅的苦痛，我們遠在大洋彼岸的弟兄姊妹們感同身受；

舅舅的喜樂，中美兩國從未謀面的弟兄姊妹們也同喜同樂。舅

舅舅媽都很感恩。舅舅說：「我真的能感覺到耶穌在幫助我。

睡不著的時候我都在向祂禱告」。我家這位感性的弟兄，聽著

這話就忍不住淚水奪眶。主啊，我們的神真是不打盹，在夜深

人靜的時候，也親自安慰堅固舅舅。

2月5日:

轉眼探親的假期即將結束，我們明早六點多即將啟程返美。今

天是此行最後一次，去醫院探訪並與舅舅舅媽告別。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兒

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

我們的軟弱。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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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

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希伯來書4:14-16）

這是我們今天帶舅舅舅媽查考的聖經。我們跟舅舅舅媽解釋耶

穌本是神，也是神的兒子，是因為我們的罪，成為人的樣式，

並且謙卑順服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耶穌在世上的歲月裡

和我們一樣受到很多挑戰和磨難。所以耶穌能體會我們所有

肉體的痛苦和心中的為難。這句經文中的「只管」二字太寶貴

了！我們不用擔心事情太小，或困難太大，在人不能的事，在

神都能，只管隨時向主傾心吐意，看神如何做那奇妙的工。我

們的主是公義的忌邪的主，也是施恩惠憐憫的主。

舅媽指著床頭的空碗，說舅舅早上喝了小半碗米湯。以前喝兩

口就噁心嘔吐，這幾天喝下去都很順利。原先一天一夜只有一

次小便，現在一天有三次。原本身上完全沒有力氣，今天早上

舅舅下床在床頭坐了一個多小時……聽著舅媽的講述，舅舅插

嘴道：「主耶穌在幫我呀！」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你們日夜的代禱真的並非枉然。感謝主垂

聽眾弟兄姊妹和舅舅本人的禱告！

後記：這篇在微信上與弟兄姊妹們分享的見證，匆匆寫於今年

2月6日。回想這半個月在寧波發生的點點滴滴，有太多讓我們

感嘆驚嘆讚歎的事情。原本是因著我們膽怯軟弱，向弟兄姊妹

們請求代禱支援；而今卻看到弟兄姊妹們紛紛分享說，在為這

位素昧平生的老人代禱中，自己也得了激勵。我們除了感恩讚

美主，還能說什麼。感謝主的恩典與憐憫，上帝在死蔭幽谷中

光照拯救舅舅的靈魂。3月5日早晨，舅舅已榮歸天家，安息主

懷。藉著他的追思禮拜，無論是原本拜拜的或是堅定的無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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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得以齊聚一堂，聆聽天國的信息。更感恩的是，寧波百

年堂有五位老姊妹住在舅媽家附近，從二月初至今一直關心扶

持著舅媽。願主賜下安慰與平安，早日得著她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

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羅馬書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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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公尺上的禱告
禾媽

您喜歡搭飛機嗎？我猜想這個答案人人不同。我的答案是「非

常不喜歡」，因為我很怕飛機的震盪和搖晃。

2014年2月21日，春天初臨的美麗早晨，先生開車送我到奧

克蘭機場。我將離家三天，到聖地牙哥參加國際查經團契

（BSF）主辦的美國西岸和夏威夷州3200多人的小組長退修

會。我所屬的Fremont小組，有20多人參加。有幸我能參與這

樣一個多方多國多民聚集的盛會，這是神的恩典。

我們Fremont小組有10多位姐妹，約好一起搭機從奧克蘭到聖

地牙哥。因為我不喜歡搭飛機，所以就走在後頭，晚一點上飛

機。當我上去後，發現位子不多，剛好第一排右邊靠窗有一個

位子，那位子旁邊兩位也是小組組員，她們是美國黑人，身材

較福態，那靠窗的小位子顯得好小，剛好足夠擠下我這瘦小的

身體。簡單打招呼後，我就坐下。

因為坐在第一排，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和聽到兩位空姐的長相

和對話。一位是金髮美國人，一位是美國黑人。她們顯然有職

業倦怠或在工作上不如意。那位黑人空姐嚼著她的口香糖，頻

頻向那金髮空姐抱怨她的工作。機長起飛前，她們簡單地做例

行性乘客檢查，眼睛都沒看妳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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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開始起飛，因為是小型飛機，震盪搖晃厲害。我開始感覺

不舒服，心裡就起了埋怨，抱怨神為何讓飛機震盪搖晃得如此

厲害？難道不知道我最不喜歡這樣的震盪搖晃嗎？接著，有一

個小小的感動，要我看看我左邊的姐妹，她原本行動不方便，

身體情況也不好。因飛機起飛艙壓的改變，她頓時呼吸因難，

臉色發青。我的情況比她好太多了，不是嗎？聖靈感動我為她

禱告，我就低頭按手為她默默禱告；同時，在靠走道的姐妹也

按手為她禱告.

幾分鐘過後，飛機平穩了。我張開眼睛，看見那位黑人空姐淚

流滿面看著我們，她說:「妳們是一起的嗎？我剛剛看到當妳們

為她禱告時，有一股氣流從她的頭流到她腳，她的不適就消除

了。」這時，我旁邊的這兩位姐妹，就開始向這位黑人空姐傳

福音。整趟旅程中，她們談的很愉快。

我坐在窗邊，望著窗外的白雲，默默向神禱告：「主啊！我是

個罪人，求祢饒恕我的小信。」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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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疑惑，總要信
林綺原

我來自台灣屏東的客家鄉下。從來都沒有想到，有一天會成為

基督徒。我的原生家庭非常保守，信奉的是佛教、道教的混合

教，只要是偶像都拜。從小到大，被灌輸了「拜拜」的重要，

長輩會告訴我們「有拜就有平安，沒拜就會倒霉。」

來美國後，不再需要拜拜了，就成了快樂的無神論者。這其

間，雖然有很多的基督徒朋友跟我傳福音，我都不為所動。而

且非常排斥，甚至不與他們來往。現在想想，自己真是愚蠢，

二十年前，神就為我開路，我卻把路封起來。如果當時能夠打

開心門，讓神進來掌權作主，我就能更早蒙福，享受神的恩

典。因為這個錯誤，以至於後來的日子，愈來愈軟弱無助。

幾年前，自己竟然不知不覺患了憂鬱症，從輕度演變成中度憂

鬱。當時的我，不承認自己患病，所以沒有去重視它。只是讓

自己過得非常不快樂，拒絕與人交往。當然，夫妻關係也很

差。我大概過了四、五年封閉的日子。那種痛苦的深淵，無法

用語言形容。直到去年底，嚴重到有「輕生」的念頭，每天像

行屍走肉般生活，整天都緊張，害怕，恐懼，無助。

這時，突然有個念頭，我必須要去找回當年拒絕的那位「神」

，求祂幫助我。於是在Youtube裡找些福音節目來看（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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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排斥上教會）。聽著聽著，我竟然愈來愈渴慕這位又真又活

的神。我覺得福音節目裡的每句話，都是針對我說的，常常邊

聽邊流淚。它給了我正面的力量，安慰我，鼓勵我。於是我有

了勇氣去看醫生，治療這折磨我好幾年的憂鬱症。感謝神！

去年六月，大學剛畢業的兒子，突然染上重病。當時我們還不

認識「基督三家」，我只認識毓榮姐妹。兒子進入加護病房的

第一晚，姐妹帶著孫牧師來幫我們禱告。我與先生又感謝、又

感動。在那無助、擔憂的夜晚，帶給我們全家雪中送炭的溫

馨。

兒子總共在加護病房待了十八天，做了兩次開顱手術。又嚴

重、又危急、又驚險的病情，就像在坐雲霄飛車一樣。孫牧

師傳了簡訊給我們：「總要信，不要疑惑。」所以，我告訴先

生，就放手將兒子交給神，交給整個醫療團隊。我們能做的，

就是禱告、禱告、不停的禱告。「總要信，不要疑惑。」神會

喜悅信靠祂，凡事仰望祂的人。阿們！

在兒子生病住院一個月的時間裡，我感受到神的光在保守看顧

著兒子的病情。從一開始的無助絕望，到愈來愈有信心，神一

直在安慰我們一家人。祂派了孫牧師還有基督三家的弟兄姐妹

們，這些天使，一直用禱告托住我們。

哈利路亞！兒子的病真的痊癒了，而且沒有留下任何的後遺

症。我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配得讚美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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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9日我受洗了。感謝讚美主！我與先生先後都在

三家受洗正式成為神的兒女。現在，我們每天都感謝周遭的一

切。感謝神所賜給我們的每一天。

從今以後，我不再孤獨，因為耶穌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

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我也不再害怕，詩篇23

篇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

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是的，「我且要住在耶和華

的殿中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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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神的孩子
王麗春

我參加教會的時間不長。以前在中國，就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婦

女，凡事順其自然。別人一和我提佛呀，教呀，我都覺得好

笑，難以置信。

來到美國之後，語言不通，又不會開車。除了我老公，誰都不

認識。心情非常不好，經常與先生吵架。有時，看到先生早晨

禱告，也覺得莫名其妙。

在我的心情好時，先生對我說：妳知道我為什麼禱告嗎？妳知

道我為什麼辦事都順利嗎？是我心中有耶穌基督。是主在保守

著我。

老公一直敦促我來教會，我就來了。想看看教會是什麼樣？看

過之後，再也沒去了，因為我不信。不久前，老公又一次對我

說：我陪妳去教會，那兒很好，妳會喜歡的。

看他那麼真誠的樣子，我不忍心拒絕，所以又來到了教會。認

識了沛東老師和麗萍姐，還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們。在這個基督

之家第三家的教會裡，弟兄姐妹親如一家人。我在想，是什麼

原因呢？老公說：是神。他又說：妳只要經常來，就會體驗到

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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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神嗎？為了一明究竟，每個主日，我按時來敬拜。為了

快點了解神的存在，主日下午就上受洗學習班。慢慢地，我了

解，我們都是罪人，只有主耶穌基督才能赦免我們的罪。

有一次，老公心情不好和我吵架。我說：「主啊！讓他閉嘴

吧！阿們！」沒想到，讓他啼笑皆非。從此，我們有了聊天的

話題，就是談論神和祂的作為。

我的主，給了我們平安喜樂。也是主讓我們夫妻走到一起生

活。現在，因著都信主，再也沒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

感謝主！感謝帶領我認識主的弟兄姐妹們！也感謝我的老公把

我領到教會！感謝主保守我的心懷意念，讓我成為祢的孩子。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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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典的記號        
 謝园姝

我出生在文革後中國大陸一個普通的家庭裡，接受當時盛行的

無神論教育。一方面我傳承父母親的人生理念：「求人不如求

己」，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另一方面我又著迷於人類現象的

思考：「人從哪裡來，人到哪裡去？我是誰？我為什麼是我？

我死後我還在嗎？…」在那個有神論被定義「封建迷信」的年

代，我漸漸覺得，這些問題不過是一個孩子成長過程中剎那間

的恍惚，實在不值得深究，相反父母親所秉持的「靠自己」觀

點卻很實用。在不知不覺中，我對信仰的探索就消散在忙碌的

功課和學業之中。

靠著自己的努力，我順利地完成了學業，進入了社會。讓我大

吃一驚的是：社會和學校真是大不一樣！學校裡，很多教授，

權柄威嚴，對學生好似有「生殺大權」；可是，在社會上，身

份依舊的教授，能夠在錢色誘惑之下站立的，少之又少。其實

放眼社會，真正能抵擋錢色、誓死不屈枉正直的義人又有多少

呢？我常常覺得，一個人不犯罪不是因為他是好人，不過是誘

惑他犯罪的外力不夠大。

婚後我隨先生來到美國生活，因著朋友的邀請，來到教會。雖

然對神創造天地、童女懷孕生子不太能接受，但對於「世人都

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3:23）的觀念，深表贊同，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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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一針見血把我前幾年的感受用一句話概括了！，

另外，教會裡的人也常常吸引我。在眾多的見證中，我分明看

到了困難和重擔。可在她們的臉上，同時又明明白白寫著感恩

和滿足。我心想：「如果真的有這樣一位神，能夠使人在軟弱

中變剛強，不懼怕任何世事，為什麼不要呢？！」兒時的一系

列問題又從心底冒了出來，我第一次對這位「神」開始認真起

來。

我決定給耶穌一次機會，也給自己一次機會，試著去瞭解祂透

過聖經對世人的教導，再來做決定。其實對我而言，耶穌的大

部分教導簡潔明暸，不是晦澀難懂的。真正挑戰的是貫穿整個

過程中，教會裡基督徒各式各樣的行為。有些基督徒過份「熱

心」傳福音，以至於令人懷疑其動機；有些基督徒行的盡是違

反基督的教導，怎能不叫人喪氣？

面對信仰，真實和開放的態度很重要。真實就是不要因為別人

的愛心而勉強自己接受福音，那只是報恩，與信仰無關。開放

就是接受基督徒也是凡人，不用把他們的惡事算在耶穌的頭

上。拋開過去對信仰的看法，拋開別人強加的外力，單單察考

耶穌的所言、所做、所行，看看自己是否贊同祂的教導。隨著

慕道班、查經班、主日講道中的學習，我越來越贊同耶穌的教

導。可是，又出現一個新問題：我承認耶穌的教導很好，但我

面對祂就像面對已逝的古人。如此和一個已逝的古人說話，未

免太奇怪了。



如是我信

90

感謝主！這最後臨門的一腳是耶穌親自踢的。我生命中出現一

系列的大小事，大到拿綠卡、畢業找工作，小到過海關。在兩

三個月內，為著這些夢想之事，我破天荒地開始禱告，而且是

情詞迫切地禱告。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持續不斷的成就，將背

後那位原本模糊的形象越來越清晰地勾勒出來，直到有一天，

我對耶穌和自己說：「我無法否認神的存在。」

認識耶穌是我生命的轉折點，「有歡笑、有淚水，都留下主恩

典的記號。」*願一切頌讚、權柄、榮耀都歸我主耶穌，從今

直到永遠，阿門！

*摘自盛曉玫《恩典的記號》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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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安排
何雲龍

我09年來美國留學，博士畢業以後來灣區工作。由於從小受國

內的教育，再加上出國後身邊朋友很多，學習生活也一直很順

利，我只是知道有基督教和聖經，但並沒有特別的動力想去瞭

解更多。我第一次會到教會是因為我的太太（當時的女朋友）

，那時來教會的目的只是想要有更多的時間跟她在一起。但是

隨著在一起的時間增加，我對聖經的瞭解，也慢慢增長。漸漸

的，我開始認識主，靠近主，我開始相信一切事情都是神的安

排。

我和我的太太是小學同校，初一同班的同學，後來由於父母的

工作的調動，我全家搬去重慶。我們雖然都是09年來美國讀

書，彼此並不知道，當時也沒有聯繫。直到去年，我們一個共

同的朋友到了灣區，本來我們分別和他約了不同時間見面，最

後因為某種原因，我們倆個人都改了時間，結果很巧地約到了

同一時間，所以在十幾年之後又彼此相見。我們見面以後，經

過一段時間的瞭解，互相覺得對方就是自己尋找了已久的人。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足，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喜好。可

能在一個人眼裡看是缺點的，在另一個人眼裡反而是優點。很

感恩的是，我們自認為不足之處，在對方心裡都不認為是缺

點。所以我們每天都很開心，都覺得自己遇見了最好的人。後

來，我才知道，我太太和我岳母為婚姻的事禱告了很久。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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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裡記載「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幫助

者作他的配偶」。我知道，每個人的配偶都是神安排的。我很

感謝，我太太和岳母的禱告，讓我們竟然十幾年後，在世界的

另一端重新相遇。我也很感恩，讓我在結婚前就認識神，在神

的幫助下，使我找到一個如此合適我的人。

所以，我願意受洗，從今天起歸入主耶穌基督的名下。希望未

來的日子裡，有神的眷愛，我和我太太也可以在神的國裡共同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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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神的愛中
徐桂春

我來自山東煙台。有一天我姐姐與她的朋友王小春一起聊天，

我無意中聽到小春講「我的主啊！我的神啊！」她們談論的那

麼津津有味。我好奇地問：「什麼是主啊神啊的？」小春說：

「你想知道嗎？」我說：「是啊。看你們聊的那麼投入、我非

常想知道。」小春說：「好啊。週日是主日，你可以跟我一起

去教堂瞭解一下，你就會知道什麼是主了。」就這樣我跟著小

春第一次來到教堂，進到教堂裡面。我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

乾淨，整潔、寬敞的教堂裡有很多人，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幸

福的微笑，而且非常熱情、親切。每個人互稱「兄弟姐妹」。

我在美國時間短。沒有任何朋友的情況下，一下子進入到這麼

一個熱情洋溢的溫暖大家庭裡，讓我的身心瞬間被融化了，感

覺到好溫暖！十一點鐘孫牧師講道，我聽得津津有味。雖然有

一些不是很明白，但我感覺孫牧師講得太好了。他的講道讓我

的靈魂走入了神的世界，讓我瞭解了主耶穌，讓我體會到了神

的話語和智慧！連續幾次聽了孫牧師的講道以後，給了我很多

思考、很多體會，好像上帝為我開了一扇窗。以前很多迷糊的

事情得到了解答，很多以前認定的真理都被推翻了，通過瞭

解耶穌，讓我想明白更多事情。我深深覺得神給了我真自由！

當我遇到人生的困境時，有神在心裡，就不至於恐懼和迷茫。

有神給我智慧和力量，讓我更知道前面的路應該怎麼走，我渴

望每天與主同行，享受主的大愛！基督徒的心中有神，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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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神的兒女！神住在他們心中。我也想成為他們之中的一

員，成為神的孩子！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

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約翰一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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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屬於基督
陳衍

一、因為愛認識神

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傳

道書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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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3：4-8）

認識神之前，我崇尚個人奮鬥，試圖以此來改變命運，希望通

過自己的汗水換來學業和事業的成功，以及未來婚姻家庭的幸

福美滿。總認為不能虛度光陰，每一分鐘都要用來奮鬥，做事

功利心極強，容易患得患失。我認為人生的意義就是通過奮鬥

來取得地位與成就。

前幾年，我不惜透支身體去換取事業上的成就，總想在各方面

超越別人，因為工作太勞累，我生了一場病。病好後我開始思

考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我常常問自己：「我為什麼要這樣活

著？」一位美國朋友發了郵件給我，寫了一段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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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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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愛是永久不止息。」我思考了很久。朋友是在新澤西州

教會的一名基督徒，每次會在郵件寫上一句經文。我開始閱讀

聖經，對基督教文化產生好奇，在網上查找資料。在對比中西

方文明後認識到，西方發達國家大多信仰基督教，而發展中國

家大多沒有基督信仰，不管是社會制度、法治、經濟發展，西

方國家都遙遙領先。我開始思考基督教對社會制度、社會文明

的影響，為什麼信仰基督可以讓一個國家強盛文明，以至走上

法治道路。

二、明白神的救恩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太福音4：17）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

去。（約翰福音14：6）

我經常讀基督教書刊，感受神的話語，並認識到自己是有罪

的，我越發看到自己身上諸多的罪，看到自己過往的驕傲、自

負、貪婪、軟弱，我求主憐憫，「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讓我明白了神的救恩。從此，慢慢放下心裡壓力與精神壓

力，學會將一切交託並按神的旨意行在祂的腳蹤裡，做事情不

再急功近利，能夠坦然面對各種遭遇。這兩年來，我仰望神的

帶領，主動參加教會主日，與弟兄姐妹聯繫、分享，主動幫助

有需要的人，與同事、朋友相處融洽，事業與家庭均取得雙豐

收。我也堅定相信，要成為基督徒，就是要相信和接納耶穌基

督作為自己的救主，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要靠耶穌基督的代

死來付清罪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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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我來到美國，我向主禱告：「主啊，既然祢帶我來

到美國，祢就要帶我到教會，讓我的靈命能夠儘快成長。」感

謝神，祂垂聽了我的禱告和呼求，剛過半個月，很巧合我認識

教會的一個姐姐及她的兒女，她們的溫善與愛感染了我，我來

到教會，每個人、每件事都是神奇妙的安排，我又親身經歷了

神的信實與安排。

三、我們屬於基督

願弟兄們都喜樂，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

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我們同在。（歌林多後書

13：11-12）

世上的一切皆由神創造，認識神讓我們內心有平安、有喜樂。

我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是在耶穌基督裡面，而不是靠自己

的奮鬥。我知道靈性成長就是一條從得救到得勝的過程，十字

架是蒙福的道路，這是一條用生命來表述真理的道路。感謝帶

領、鼓勵、教導我的弟兄姐妹，十字架的路上我們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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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偉人
胡海洋

2017年3月6日午飯後，看到妹妹傳來在John Muir Hospital病

房裡媽媽自己吃飯的視頻，感到特別高興，心想她應該可以出

院了。下午，二姐和妹妹又以簡訊告知在準備出院事宜。傍晚

五點半左右，二姐突然打電話哭著說媽媽昏迷了，十分鐘後又

傳來媽媽已經與世長辭的消息。從掛完電話到與妻子，表哥

同赴醫院的路上，除了止不住的淚水就是無盡的錯愕，媽媽走

了？媽媽走了！

1933年元宵節剛過，媽媽胡楊彩荷女士出生於雲南龍陵一個偏

遠的小村子。九歲喪父，在日寇侵華烽火戰亂中，外婆帶著年

幼的媽媽和小媽媽四歲的彩蘭阿姨徒步逃難到緬北。二戰結束

後她們母女三人選擇在緬北待了下來。

媽媽長女的個性和從小飽經戰亂的洗禮，造就了她堅忍不拔的

生命特質。在緬甸，媽媽經歷了她人生的最重要兩件事：1951

年，媽媽與長她十歲的先父胡劍清先生經由自由戀愛而結為

連理，從1952年到1966年，身體健壯的媽媽一共生下了三子

四女七個小孩。好景不常，原本富裕的家庭卻因為先父染上鴉

片大煙的惡習而家道中落。媽媽毅然決然的挑起家中的經濟

重擔，背後揹著孩子，手上牽著會走路的小孩，肩上還挑著擔

子，在緬北山區的各個小村落販售雜貨菜蔬。在這樣困苦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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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媽媽撐起了這個初嚐苦難的家庭。

然而　神的愛卻奇妙的臨到媽媽，本來信奉民間習俗鴨蛋教的

媽媽，經由外國宣教士的口聽到了福音，並重生悔改受洗歸入

基督名下。她更把福音也傳給了先父，阿姨，姨父及外婆，這

正應驗了使徒行傳16章31節所說的：「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

家都必得救。」先父的鴉片毒癮，也因為主耶穌的寶血洗淨而

除去，在主裡成為一個新造的人。從此教會成為媽媽生命中的

重心，從緬甸、台灣，到美國，教會永遠是媽媽生活第一個要

尋找的重點。

由於緬甸政治情況動盪不安，毒品犯罪問題日益嚴重，以及基

於孩子們教育問題的考量，媽媽說服了外婆、先父和姨父，決

定三個家庭一起舉家移民台灣。五個大人，十三個小孩，在媽

媽的堅持下，翻山越嶺、遠渡重洋，終於在1966年十一月，移

民到了台灣。

60年代的台灣，生活是艱苦的，特別是對於教育水平不高的先

父與媽媽而言，養活一家子九口成為極其沉重的負擔。先父幸

運的在榮民事業管理處找到了工作，然而微薄的薪水根本無法

維持全家的生計。媽媽又再一次發揮她鋼鐵般的意志，不論是

建築工地的零工，磚廠的挑磚粗活，路邊拾荒，家庭代工，幫

傭打雜，媽媽不停地用汗水養活年幼的子女們。

記得我六歲左右，我們剛到台灣，住在桃園縣八德鄉鄉下的租

屋處，破舊的木屋下面是一條排水大圳，有一回媽媽不小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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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兩毛錢的鎳幣掉到大圳下面。她脫了鞋赤著腳就下了大圳

要去撿回那兩毛錢，錢找到了，但是腳卻被水底下的玻璃碎

片給扎破了，媽媽把傷口隨便包了包，第二天依然去挑磚幹粗

活。

在不斷的搬家中（原因大都是因孩子太多或無法如期交付房

租），在長期寅吃卯糧的窘況下，我們卻也能一天一天的長大

了。1976年夏天，另一場嚴峻的考驗臨到我家：課業一向名列

前茅的我，突然因為染患高致死率的日本腦炎，在台北榮民總

醫院昏迷了兩個禮拜。當時因為同樣病例住進榮總的病患，相

繼有三四人被抬進醫院的太平間。媽媽和先父用淚水和禁食禱

告呼求　神，醒過來的我，智力卻只剩下五六歲小孩的光景。

媽媽持續用禱告和無比的愛心，信心照顧我，兩個月後我恢復

了正常。媽媽終其一生都常常提醒我，我的性命是　神憐憫她

的眼淚救回來的。

靠著　神的恩典，孩子們一個一個長大成人，相繼成家立業。

退休後的先父和媽媽於1992年移民美國。在美國期間，媽媽與

先父住在二姐海萍家中，含飴弄孫，生活很是安逸平靜。

1995年初，先父蒙主恩召後，媽媽除了幫忙照顧幾個內孫、

外孫之外，有更多的時間讀經禱告並參與教會各樣活動。2000

年，媽媽進入她生命的另一個高峰。不顧所有子女的反對，媽

媽又一次展現她的決心與毅力，搬進位於Walnut Creek的老人

公寓（senior home），為的是能更有效的傳福音。她以有限

的英語能力，在她的老人公寓裡，在路上、在車站、在公交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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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利用每個機會，向各式人種宣揚福音。她的小小房間，成

為團契固定的聚會地點，靠著康郡福音教會的朱牧師、唐傳道

及眾弟兄姊妹的輔助，許許多多長者能夠在媽媽的公寓裡認識

　神、親近　神，共同查考　神的話語。雖然行動遲緩不便，

媽媽以七十多歲的高齡仍然常常拄著拐杖，帶著一幫子她的老

友南征北討，在灣區各地都有她外出探訪，傳福音的腳蹤。

2006年，媽媽的身體狀況開始衰退，經歷過幾次的跌倒，兒

女們不得不將她搬離她的老人公寓。媽媽的最後十年是輪流在

她幾個女兒家度過的，她的生活非常的有規律，三餐固定（一

樣的食物，一定的份量，一樣的時間），除了參加教會的主日

崇拜與主日學以外，媽媽幾乎是足不出戶了，特別是她最後的

這兩年，媽媽猶如風中殘燭，苦了大半輩子的她，累了。2017

年2月24日的深夜，媽媽突然發生呼吸窘迫，血壓急速下降，

二姐與小妹緊急將媽媽送到急診室。在各科專科醫師的藥物控

制之下，媽媽的緊急狀況得以暫時緩解，經歷了兩天的加護病

房，四天的恢復病房，媽媽於3月3日被轉到普通病房。一切

醫學指數似乎都趨近正常，媽媽也逐漸能下床做簡單的復健練

習。3月6日，我人在辦公室裡，心裡卻一直惦記著媽媽出院

的事。中午妹妹傳來媽媽自己進食的視頻，我看了心裡很受安

慰。下午二姐也告知媽媽即將出院，傍晚在我回家的路上，突

然接到二姐來電，她哭著告訴我媽媽無預警的昏迷了。幾分鐘

之後，傳來媽媽已經安息主懷的消息。

當天晚上，所有在美的子女都趕到了醫院，媽媽躺在病床上走

得非常安詳。子女們遵照媽媽生前的遺囑，將媽媽的大體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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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做醫學教學研究用，當媽媽

的遺體被放入白色的大體袋時，我們難過流淚，我們哀泣，我

們不捨。然而我們也為媽媽感謝愛我們的　神，因為知道媽媽

打完了她人生美好的仗，她終於可以脫下她那已經衰殘老邁的

軀殼而翱翔天家。

縱觀媽媽的一生，她忠心地持守住了　神所託付她的職分：她

是一位順服丈夫的賢德妻子，她是一位充滿無限母愛偉大的媽

媽，她是一位任勞任怨勤儉持家的好公民，她更是一位至死忠

心的福音執事。媽媽的一生有苦難、有歡樂，她雖然是一名

平凡的小女子，然而在她的子女心中，她卻是一位必得主耶穌

稱讚的基督精兵，福音巨人，因為她活出了使徒保羅所說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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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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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8:35

，38-39）

媽媽：我們很想念妳，非常想念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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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dinary Heroine
Ocean Hu

In the early spring of 1933, our mother, Mrs. Tsai-Ho Hu, was 
born in a remote hamlet in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Yunnan. 
After losing her father at the tender age of nine, our grand-
mother was driven by hostility from Japanese forces to trek 
on foot to northern Burma with our mother and her younger 
sibling Aunt Tsai-Lan in tow. As World War II drew to a close, 
they remained there. The disposition of an eldest child, along 
with wartime, made Mother the headstrong person she was.

In Burma, Mother had her most defining experiences: her 
marriage in 1951 to our father, 10 years her senior; and the 
birth of three sons and four daughters. Constant armed con-
flicts between local factions and government forces made life 
treacherous in mountainous northern Burma. Mother, how-
ever, was undefeated. Eager to share in Father’s economic bur-
den, she lugged her children with her while peddling provi-
sions to neighboring villages. Then, despite the difficult times, 
the amazing love of God found her. While a follower of the 
pagan religion Yiguandao, she was told the Gospel by foreign 
missionaries. She accepted, repented, and was reborn through 
baptism to become a Christian. She shared the good news 
with our father, aunt, and grandmother, and they too bec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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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rs, just as Acts 16:31 in the scriptures says,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and you will be saved, you and your household. 
Church became the center of Mother’s being. Everywhere she 
went, from Burma to Taiwan to the United States, seeking out 
a church was a priority.
     
Burma’s political unrest and escalating drug ills, and con-
cerns for her children’s education, led Mother to convince 
our grandmother, father, and uncle to move their families to 
Taiwan. Five adults and 13 children, uprooted, made the ar-
duous journey in 1967. Taiwan in the 1960s was a time of 
hardship. Father and Mother’s limited education didn’t help. 
Father found a job with the Veterans Affairs Council, but his 
wages could not sustain a family of nine. So Mother came to 
the rescue with her iron-woman tenacity. Nothing fazed her. 
She worked construction, carried bricks at the kiln, gathered 
recyclables, worked cottage industries, did domestic help- 
whatever it took to raise her children. Having just arrived in 
Taiwan, we settled into a rented shanty in the Bade Township 
of Taoyuan County. Once, to retrieve a 20-cent coin she had 
let slip into the gutter that runs under our house, Mother went 
barefoot into it. Shards of glass gashed her foot, but all she 
wanted was some gauze dressing, and she was back at the 
brick factory the next day, doing her job. Under such selfless 
care and nurture, her children grew up well and whole.

1976 saw another ordeal in the family. The studious and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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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mically proficient Ocean was in middle school when he 
contracted Japanese encephalitis, a life threatening infection. 
He lay unconscious for two weeks in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while some patients perished of the same ailment. But 
with our parents’ tears, fasting, and persistent prayers, Ocean 
pulled through. He woke, but with the cognitive level of a 
five year old. Mother did not give up. She kept praying and 
cared for Ocean with the faith of a God-fearing mother. Two 
months later Ocean recovered. Thereafter, she would remind 
him at every opportunity that his life was gained through tears 
of love, prayers, and above all, God’s grace.

By the grace of God, we, her children, each grew up and 
had families of our own. Upon retirement in 1992, Father 
and Mother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settled in 
with Hai-Ping, the second-eldest daughter, happily tending 
to grandchildren. In 1995, Father went to be with the Lord. 
Beside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Mother spent her time on 
Scripture, prayers, and church activities.

In 2000, against the wishes of all her children, Mother moved 
into a senior home in Walnut Creek. Her intention was to 
be a more effective preacher of the Gospel. With her mod-
est grasp of English, she evangelized at her senior home, on 
the streets, at bus stops, and with every opportunity she had. 
Her small bedroom at the home became a regular place of 
fellowship. With support from Pastor Chu and Minister 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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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lp from church brothers and sisters, many of the elderly 
at Mother’s small apartment came to know God. Despite her 
shaky step, which required a cane, Mother and her elderly 
cohort would make rounds all over the Bay Area, doing visi-
tations and sharing the Gospel.

By 2006 Mother’s health began to decline. After a few falls, 
we had to check her out of the senior home. She began liv-
ing in a rotation with her daughters’ families in her last de-
cade. Life was routine, meal times regular. Sunday service and 
Sunday school became the only times she ventured out of 
the house. The last two years evidenced the effects of her 
life of hardship. Fatigue set in. In the early hours of Feb. 24, 
2017, Mother had difficulty breathing and her blood pressure 
plunged. Her second-eldest and youngest daughters rushed 
her to a hospital, where she was medically stabilized, kept in 
the ICU for some days,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a regular bed 
on March 3. Medical indicators seemed normal, and Moth-
er could engage in some light activities. On March 6, Hai-Yi, 
the youngest daughter, shared a video clip of Mother eating 
by her own strength. We were all relieved. That afternoon, 
Hai-Ping announced that Mother was leaving the hospital. By 
that evening, however, she lapsed into unconsciousness. Hav-
ing previously decided to forgo invasive treatment, Mother 
went to be with the Lord. That night, all family memb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gathered at the hospital to see Mother lying 
peacefully on the hospital bed. As she wished, her bod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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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usted to UCSF for medical teaching. As her body bag was 
being zipped, there was not a dry eye. Mother’s life was hard, 
yet we are grateful to God, for she had fought a glorious bat-
tle. She can finally leave her timeworn shell for her eternal 
place in Heaven.    

All her life Mother faithfully performed her duty from God. 
She was submissive to her husband and her love for her chil-
dren was boundless. She tended to her household admira-
bly and she was a model citizen of every country she called 
home. Above all, Mother was the ultimate soldier for Christ 
the Lord, a giant for the Gospel. She exemplified what Paul the 
Apostle described in Romans 8:35, 38-39, where it is written: 

Who shall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Christ? Shall tribulation, 
or distress, or persecution, or famine, or nakedness, or danger, 
or sword?

For I am sure that neither death nor life, nor angels nor rulers, 
nor things present, nor things to come, nor powers, nor height, 
nor depth, nor anything else in all creation, will be able to sep-
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God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Mom, we miss you. We truly miss you!   

Ocean Hu 03/14/2017   
English translated by brother Jason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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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歌（上）
記鄭錦榮牧師、鄭吳淑連師母

學敏採訪整理

在我們教會，每個主日敬拜有兩個高潮，一個當然是主日的證

道，另一個就是我們的詩班獻詩。那至聖至美的天籟之音，總

是給外來的講員極大的震撼，常常在講台上的第一句話就是讚

嘆詩班的獻詩太感動了。

而我，除了有同感之外，又多了一份孺慕之情。我們的詩班指

揮是91歲高齡的鄭錦榮牧師，司琴是80歲的鄭師母。班員裡的

女高音之一是他們的女兒，還有兩個兒子也在其間，有時連女

婿、媳婦也在裡面。當年約書亞說：「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事奉

耶和華」的誓言，是如此鏗鏘有聲地充滿整個教堂，也深入每

個人的心田，真讓人羨慕。人間果真有如此完美的天倫之樂！

那天籟之音的後面

鼓足了勇氣，走進鄭博信長老的家，開門的竟是鄭牧師本人，

他慈祥親切地握住我的手，立刻給了我極大的溫暖。這次訪問

的機會得來不易，因為他們向來不願接受採訪，鄭牧師及師母

總認為事奉神是本份不可張揚，而我卻認為他們的故事對信

徒、對時代都很有意義。

鄭母的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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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牧師的母親劉彩芹女士生於1889年，38歲守寡，膝下有二

男三女，鄭牧師是次男，上有一兄二姐，下有一個妹妹。堅強

的鄭母為了孩子的未來，毅然從台南縣白河鎮東山鄉搬到台南

市。她在四十多歲那年，突然高燒不退病情危急。當時年僅八

歲的鄭牧師，陪著母親到離家不遠的醫院，就是在東門路上的

一所基督教醫院看病。鄭牧師回憶當時的情景，在他幼小的心

靈烙下了永遠難忘的印記；母親見到那位洋人（宣教士）醫生

的第一句話，就像潰了堤似的呼喊：「我不能死啊！」母親怕

死是因為她若死了，五個嗷嗷待哺的幼兒怎麼辦？那位洋人醫

生用一口標準的台灣話，慈祥地對母親說：「查某官，怎阿尼

講？上帝疼妳，妳不會死！」意即，「這位女士，怎麼這麼說

呢？上帝愛妳，妳不會死！」

對年幼的鄭牧師而言，他們的對話甚是稀奇。這位醫師接著

說：「不要煩惱，上帝會醫治妳的。」奇妙的是，母親聽懂

了，聽進去了，也相信了！她得著了安慰，離開醫院的腳步也

輕省了。母親的這個轉變真是不可思議，因為孩子深知母親是

一位持守中國傳統信仰的婦人，拜過許多的神明，卻從來不認

識上帝。接下來的變化，注定了這個小男孩一生的道路，也影

響了他的家庭和許多周遭的人。

原來始於童年

鄭母復原之後，得知自己得的竟是當時醫生也束手無策的肺

炎，竟然能痊癒。她就不能不對那位洋醫師口中所說的上帝

大感驚奇，因為她深知肺炎的可怕，那是奪去她丈夫生命的元

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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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母經歷了神，也信了！從此每個星期天帶著五個孩子上教堂

敬拜神。平日有一位醫院專派的女傳道，孩子暱稱她為『阿桃

姑』天天來到家裡教鄭母以羅馬拼音讀臺語聖經。神的恩、神

的話語進入了這個寡母的家。

少年時代的鄭牧師非常喜歡上教會及主日學，雖然家庭不富

裕，每個主日他們總是把上好的衣服、皮鞋穿上，到教堂去敬

拜神。鄭牧師回憶當年兒童主日學的校長，蔡愛仁長老。他總

是站在教會門口，握手迎接每一位學生。這也影響到日後當他

成為牧師時，他也那麼自然的仿效蔡校長一一迎接來聚會的孩

子及會友。並且勤於探訪，就如當年天天到他們家的阿桃姑。

這兩件兒時的記憶成了他牧會的標記。

鄭牧師的父親鄭炳焜先生，是一位無神論者，崇尚日本維新。

他率先剪掉清朝的辮子，穿上西裝，他是一位農業機械工程

師，在糖廠工作，卻不幸英年早逝。使得六歲就失怙的鄭牧師

在幼小心靈裡，一直都是渴望著父愛。他萬萬沒想到這個似乎

永遠無法被填補的渴望，竟然在第一天上主日學就得到滿足

了。

原來蔡校長在向小朋友們介紹今天的新人，年少的鄭牧師之

後，就開始禱告。他說：「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這

個渴望父愛的孤兒找到可以叫「阿爸」的父親了！這個震撼絕

對不小於聽見母親的病必得醫治的宣告。從此特愛去主日學，

認為能做天父的兒子，是來教會才有的特權。日後，他收到一

塊紀念牌匾，上面寫著：「東門教會名譽會友」。大概是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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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全勤的模範生吧！而「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就那麼自

然的成為他一生禱告的發語詞了。

十五歲信主、獻身傳道

1936年、宋尚節博士到台灣、台南佈道，造成極大的轟動，很

多人信主，教會也得到復興。從來不缺課的鄭牧師，竟在那一

天早上，背著書包往學校反方向的佈道會場走去。那天的道實

在大大的感動他，就像是對他個人講的一樣。宋尚節用的是路

加福音15章裡失錢的比喻。好像天父在叫他回家啊！還有那首

感人的詩歌唱著：「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鄭

牧師心裡像是被吸鐵石吸住了一般，不能自已。宋尚節的佈道

是經人逐字翻譯成台灣話的，當時有一位廈門人為他翻譯。但

是，在呼召的時候，不等翻譯開口，鄭牧師完全聽懂了，就立

即跳出座位，伴著歌聲、隨著眾多決志的人走到台前。當宋尚

節為決志的人禱告完畢後，接著又呼召願意奉獻一生為傳道人

的，請繼續留在台前。這次鄭牧師未透過翻譯，仍然清楚明白

他所回應的是誰。他是那天留在台前，最年輕的一位。

鄭母含辛茹苦，一心要栽培兩個兒子成為醫生。當時大他五歲

的大哥，已在日本研讀醫學，多年後他也步入後塵，前往日本

習醫，奉獻傳道的事也暫時被拋到腦後。日後，回想宋尚節那

天為這些決志奉獻一生的人所做的禱告，其實是一個正式的按

立禱告。

經歷二二八

1945年，台灣光復，許多在日本習醫的學長都陸續回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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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1947年二月初，鄭牧師回到台灣，準備轉學唸完最後一年

的醫科教育。

就在二月二十八日那天，他奔走在台北和平東路往台大醫學院

的路上，為要去見當時的杜聰明院長，以便打聽轉學的事。冷

不防，一個槍托橫在他面前，把他壓跪在地上，耳邊響起的是

嚴厲、急促的外省鄉音，問道：「你從哪來呀？！」這突如其

來的驚嚇、羞辱，激怒了26歲的鄭牧師，他反射式的大聲吼回

去：「我從那邊來！！」同時拇指順手往後一指。或許這突如

其來的舉動，使那位憲兵相信這個人身份不同，有點來頭，就

即刻放了他，口中還嚷嚷著：「趕快回家，你不要命了？！」

待回到寄宿的學長家裡，才知道自己碰上了歷史性的一刻，二

二八事件。無論是因為無知、或是誤會而撿回來的這條命，一

直都是在神手中，每一步都看見神的帶領。

走上傳道的路

「上帝啊！我該怎麼辦？」「台灣將會變成怎樣啊？」「我回

來要做什麼呢？」往後的幾天，驚魂甫定的年輕醫學生，對前

途一片迷惘，睡不好覺，心裡切切地禱告。

上帝回應了他的禱告，清晰而微小的聲音，像當年以利亞（註

一）在山洞裡所聽見的一樣，「你記得十年前的事嗎？」鄭牧

師得到了答案，真有「先前迷路如今回家了」的感覺。於是不

再找醫學院，而開始找神學院了。

隨後，他找到了位於台北中山北路的台灣神學院，由於日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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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九月才開學，他就迫不及待的先進入夜間部就讀。在一切

都就緒的同時，鄭牧師心中盤旋不去的憂慮是，不做醫生，要

獻身做牧師，如何面對含辛茹苦，一心培養他當醫生的母親？

而母親那一關，要怎麼交代呢？

於是先諮詢已在屏東當醫生的哥哥，哥哥聽完只對他說：「你

要守你與神的約定，是對的！」。隨後鄭牧師鼓起勇氣、小心

翼翼地徵詢母親的意見。沒想到，一切的顧慮都是多餘的。信

神、愛神的母親回答說：「我早早就把你奉獻給上帝了！」。

原來，年長鄭牧師7歲的大姐，自幼關節有病變，不良於行，

後經屏東基督教醫院的宣教士開刀而好轉。本來必須在地上爬

行的大姐，得以起來行走。母親為此曾經向神許過願，要將每

一個孩子獻上，為主所用，只是不敢告訴他。

鄭牧師於是開始了晚上在神學院就讀，白天在位於台北市貴德

街的李春生紀念長老教會（註二）任詩班指揮的事奉生活。四

年後，鄭牧師在畢業後的第二年，被按立成為這個教會的牧

師，一生在這個教會牧會整整30年（1952-1982），直到退休

來美與兒女團聚。

娶牧師的女兒

牧師娶牧師的女兒，是再門當戶對、順理成章不過的了。

當年鄭牧師認識的這個女孩，是他神學院指導教授的女兒，是

一個患有先天性心臟心室間隔缺損，且曾被醫生診斷活不過12

歲的女孩。是個小他整整十歲的女孩，也是他所任教的淡江中

學裡的學生。種種的理由，在他們倆的感情路上比別人承受更



讀經樂

114

基督徒的故事

114

多的壓力，也因此增添了無比的浪漫。而勇敢面對阻礙，對愛

執著的這個女孩名叫吳淑連，就是與鄭牧師琴瑟和諧，同心事

奉的鄭師母。

台灣初代基督徒的傳承

鄭師母的父親，吳天命牧師（1901-1960）是台灣第一代基督

徒吳添友（1855-1935）長老的第九個孩子，吳天命牧師曾遠

渡東瀛到日本明治大學神學部，研讀新約神學。後任台北濟南

長老教會牧師，台灣神學院的教授、院長。今日台灣教會之後

起之秀，多出於他的門下。

吳添友長老本是一個在鄉間務農的人，因著他篤信耶穌基督而

使整個家族藉他蒙恩福。在宣教士的影響之下，不只是屬靈的

智慧提升，且家家鼓勵孩子讀書，使原來屬赤貧的農家，因為

後代在知識、文化上的提升有所翻轉。其後代多有醫師、工程

師，長老、牧師。

吳添友的家庭至今在台灣、桃園機場所在地的南崁，經由十個

兒女的傳承已經到了第五、六代。生生不息，所傳承的就是篤

信基督，人人信主，家家尊主為大。特別在第二、三代中間，

多有神所重用的牧師、牧師娘（註三）長老。

更特別的是，從1980年起至今，每年的元旦，吳家在南崁祖

輩的老家，年年舉行新春感恩禮拜與聚餐。常常要席開四、五

十桌方能容納四、五百名從各地回家的兒孫輩們。吳家以同聚

歡樂的方式來見證神在全家信主、事奉主的人身上所賜下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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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也提醒後輩子孫要代代尊主為大。

馬偕的外曾孫女

鄭師母的母親，吳陳碧雲牧師娘（1911-1982）從小就被到台

灣行醫傳教的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

與台灣人張聰明女士所生的長女偕瑪連（Mary Ellen Mackay）

所領養。

陳碧雲牧師娘的原生家庭中，代代有神重用的僕人。祖父陳水

龍（1856-1918）與其兄陳榮輝（1851-1898）是馬偕博士所

培訓的第一批傳道人。父親陳信章（1883-1927）和祖父均前

後任職台北松山教會傳道師。當年馬偕的長女與陳榮輝的兒子

陳清義牧師結婚，膝下無子、女。於是就領養堂兄陳信章牧

師的三女陳碧雲，所以在名份上，鄭師母要稱馬偕博士為曾外

公。（註四）

不一樣的童年

鄭師母生於1931年八月，是家中的長女，上有一兄，下有弟、

妹各兩名。鄭師母的心臟是先天心房心室間隔缺損。醫生的診

斷認為，這個孩子活不過12歲（註五），並囑咐家人不能讓

她太勞動。但生長在經濟不甚寬裕的牧師家中，又是家裡的

長女，鄭師母小小年紀就知道體貼忙碌的母親，她除了幫著母

親打掃禮拜堂、做家事之外，天天還要出門回收廚餘，餵食那

些母親養來貼補家用的豬。至今，她依稀還記得烹煮調配廚餘

時，那股陣陣刺鼻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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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歲時，受加拿大到台灣的宣教士，德姑娘（Miss Isabel Tay-

lor）啟蒙學琴。這是當時富家小姐才能享有的音樂教育，而一

個窮牧師的女兒，竟也能夠得此機會，上帝真是不偏待人啊！

神要使用的人，祂就為她安排預備事奉的道路。

到了鄭師母要上高中時，問題來了！雖然考上第二女中，卻又

因著一紙體檢的報告，被拒於門外，即使她的各項田徑、運動

都表現不差。她只能到當時唯一肯接受她入學的台北神學院附

屬女子中學就讀。

但也就是在這個學校的音樂課及數學（幾何）課堂上，她遇見

了從日本回來任教的鄭牧師。訪談中，平日婉約嫻雅的鄭師

母，回憶起當年這位年輕有才華的老師，仍然頰邊泛紅，臉上

洋溢著的是年輕女孩的靦腆。

另類的求婚

鄭師母在中學畢業後，繼續就讀淡水音樂專科學校。她的琴藝

深得啟蒙老師，德姑娘的欣賞，預備給她一份全額獎學金到多

倫多皇家音樂學院（Toronto Roy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深造。何等難得的榮譽和機會，能夠出國到頂尖的音樂學院就

讀，但是鄭師母放棄了。當時家人、朋友除了扼腕嘆息，更不

明白這個決定的背後是和一樁婚事有關聯。

原來正在台北李春生紀念長老教會當傳道的鄭牧師來提親了！

這次的提親非比尋常，是由教會一群姊妹會的婦女們組團前來

的。當時她們看見32歲，年華正盛的單身傳道，需要配偶的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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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就自告奮勇的前來向傳道心儀的女子求婚。

她們首先問鄭師母的問題是：「妳能吃苦嗎？」身為牧師的女

兒，鄭師母是比一般人更能瞭解，作為神的僕人、婢女是非常

辛苦的。

在訪談中，問及鄭牧師為什麼敢娶一個心臟有缺陷的女子為

妻？這位有醫學基礎的鄭牧師悠悠地說，他觀察了師母常常練

琴一練就是大半天，並且在家中幫助母親做的家事都是吃重

的工作。所以對鄭師母的健康情形，有著和一般醫生不同的見

解。

這個被醫生診斷，即使能活過12歲，將來也不能結婚生子的女

孩，婚後神賜給她三個健康的孩子，博仁、博信、純慧。

註一：聖經，列王紀上第十九章十二節。

註二：李春生紀念教會創立於1935年，位於當時的大稻埕的建

昌街（現在的貴德街）。這是一條深具文化價值的洋樓街，也

是領事館，洋行，茶商雲集之地。目前的教堂所在地，曾經是

台灣最早的郵便電信局，這幢建築現在被市政府列為台北的古

跡之一。

李春生長老（1838-1924）是福建廈門人，少年時隨父李德聲先

生受洗加入基督教，與外籍傳教士多所接觸，習得一口流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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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後為英商杜德（John Dodd）在台設立之淡水寶順洋行的買

辦，拓展茶葉生意有成。他用心推行地方建設，捐地獻金到處

設立教會，傳揚福音。

註三：『吳添友家族與南嵌教會』，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

2006年6月刊。

註四：參閱『陳水龍傳道師的家譜』。

註五：在醫學昌明的今日，幼童可在三，四歲時開刀，得以

延年益壽。奇妙的是，這一刀遲來了將近八十年。鄭師母在

八十高齡（2011年），心臟出了大毛病。於美舊金山加大醫學

院（UCSF）動了一個大手術。結果手術順利成功，她的活力充

沛，更勝以往。

編註：一系列的採訪始於2011年11月3日，鄭牧師已於2013年榮

歸天家。本文蒙純慧校正及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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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點滴恩典園地        
蔡徐智玲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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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

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林前

13:4-8）

2017年教會主題﹕敬虔得勝（來12：28）

2017年教會團契家庭小組查經內容是「以弗所書」、「歌羅西

書」、「使徒行傳」。

一月

１、1/7（週六）晨7:00，今年第一次更新晨禱。

２、1/8主日下午2:00-4:00中文學校開始上課。

３、1/21早上10-11:30在35號交誼廳舉行7-12年級的家長會。

４、1/22（主日）春季班成人主日學開始上課。

５、1/28（週六）下午12:00-3:00FCS事工在教會舉行農曆新

年慶賀。

二月

１、2/11（週六）上午9:00-12:00，陳朝欽牧師帶領家庭講座

主題﹕「心更新，僕人心」。

２、2/18（週六）上午10:00路加醫療傳道會在本教會舉辦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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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肌肉，肌腱，筋膜疼痛」，由施麗媛醫師主講

３、下午6:00-9:00教會舉辦元宵迎新聚餐晚會。

４、2/19下午2:00-3:00五位接受洗禮，名單：李明耀，武遂

利，梁臣，牛皓，劉格槐。

５、2/24-26張路加牧師在本教會主領佈道會，主題﹕「幸福

人生的關鍵要素－真愛、盼望、平安」，有八人在佈道會決

志。

三月

 3/30寇何荔璇老師母於凌晨2點（台北時間）安息主懷。師母

一生輔助寇監督，拓殖教會，友愛同工，和藹謙卑，堪為後輩

典範。

四月

１、4/4-11台灣短宣隊第一梯隊前往嘉義基督教醫院，寬闊之

地教會以及太保教會。領隊：張國光長老，隊員:陳少豪，林文

興，朱師母，譚文美，呂汶錠，周恆昌，寧可人。

２、4/7-9舉行培靈會，講員賴若瀚牧師，總主題:「生命的突

破」；分題：4/7（週五）「堵住破口」（民20：1-13）

4/8（週六）「慎防盲點」（王上13:1-34）

4/9（主日）「飛越低谷」（王上19:1-21）。

３、4/9 在台北舉行寇何荔璇老師母安息禮拜。

 4、4/15上午10:00-12:00在基督之家第五家舉行寇何荔璇老師

母追思禮拜，下午1：30安葬百齡園。

 5、棕葉集第42集復活節出刊，主題「成全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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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姐妹及慕道友們主內平安：

感謝主今天給我這個機會為他做見證。我的名字是梁
天恩，我的太太是張彤。我們第一次來到三家是在二
月份。當時我們誰都不認識，記得那天主日崇拜我們
來得很早，進入主會堂就座後，孫牧師過來向我們問
候，經過簡短的互相瞭解，牧師詢問我們有什麼事情
需要禱告，我和太太告訴他我們想要孩子，孫牧師便
和我們做了禱告。第二天，也就是週一，張彤發現懷
孕了。感謝主！我們的神很奇妙！祂早已為我們預備
好，祂是信實可靠的主，祂聽我們的禱告！

最近一段時間，我們都在忙著把孩子所需要的東西都
準備好。買衣服，奶瓶，佈置嬰兒床等等。昨天我們
又花了大半天的時間購買嬰兒車，我們想要買功能
最全、安全性能最好的，隨後又去找CHP（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幫忙安裝。一直忙到下午三點多，
連午飯也沒顧得上吃。

獻上感恩的心
天恩，張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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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些在地上的人都竭盡全力想把最好的給自己
的孩子，更何況我們在天上的父呢？馬太福音第7章
9節：「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
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
兒女，更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
他的人嗎？」　神在造我們之前就已經知道我們所需
要的一切，所有肉體上和心靈上的需要，祂都為我們
豐豐富富的預備，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

當我看到彤彤的肚子一天天變大，一個新的生命就這
樣被孕育出來，不禁讚美這創造宇宙萬物主的偉大奇
妙。每次我用手撫摸她的肚子，感覺到孩子在裡面活
動的時候，心裡由衷的感謝讚美我們的神。

孩子還沒出生，我們就已經這麼的愛他，等到他出生
之後，那豈不是更加愛他、更歡喜快樂！我們的神更
是如此，祂在我們還是罪人、還沒有來到這個世上的
時候，就先愛我們。正如以弗所書1章4節所講「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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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我愛這個孩子，希望他以後每天在主裡面健康快樂
的成長，不受到任何的傷害，或是別人的欺負。對
孩子的保護是做父親的本能，當我成為父親的這一
刻，深深體會到如果讓我把我的兒子交出來，為一
群陌生人，一群罪人而死，這是多麼困難的事，
對我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我們的天父，卻捨
得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讓祂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
上，用祂的寶血潔淨我們的罪。這是何等偉大的
愛！感謝主的救恩臨到我們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
們得救贖，得永生！一切的榮耀讚美都歸於我們的
天父！

藉此感恩節的機會，我們也想感謝三家，特別是神
州三組團契一直以來給我們支持和幫助，以及代
禱。認識你們每一個人真是我們的福分！

天恩，張彤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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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編輯部

上期任學選傳道的「認識魔鬼」有四個腳註在排版時漏掉了：

26頁第2段
原福樂神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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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7頁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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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7頁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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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頁第一段
魔鬼不但可以附著在人身上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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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歐格理 Greg Ogden，《合神心意的門徒》，（證主2012.5）

，233。

2. 陳惠榮主編，《證主聖經百科全書3》（證主1995.1），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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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陳惠榮主編，《證主聖經百科全書2》（證主1995.1），971。

4. 魔鬼附著在人身上：大多數學者認為魔鬼不能附著在基督徒

身上，但肯定會對基督徒的行為意志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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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曾逸盛

大家也許熟悉安妮蘇莉文和盲聾教育家海倫凱勒之間親密的師
生關係。但知不知道安妮蘇莉文也間接帶領海倫凱勒信主？她
把當時著名的美國聖公會牧師菲利普布魯格帶到海倫凱勒面
前。當布魯格牧師把神和耶穌基督介紹給海倫凱勒時，安妮蘇
莉文用手語在她學生的手掌上傳達牧師的信息。海倫凱勒領受
了救恩後，馬上用她嘶啞的聲音興奮地喊著：「我認識祂，我
老早就認識祂，只是我不知道祂的名字！」我們本是神萬世以
前就揀選的，屬於神家裡的人；因此有不少人在信主過程中，
感覺無形中好像有人在引領他們，走一條似曾相似的道路。對
他們而言，信主與其說是成了「新造的人」，不如說更像是「
心靈歸家」。其實何止心靈找到了家，所有神的兒女都一起融
入了屬神的大家庭，共享主愛。我們希望棕葉集可以記錄到教
會裡的主愛點滴。

感謝主的豐富供應。這期棕葉集收到的稿件比預期多得很多，
因此不得不把一些見證留到下期刊登。

有人曾問過我：「棕葉集的文章是如何分類的？為什麼我的文
章沒有和其它見證的文章擺在一起？」棕葉集每期都有蠻多文
章是弟兄姐妹的個人見證與信仰經歷。初信者受洗的信仰告白
都蒐集在「如是我信」部分。「天路歷程」原是約翰本仁的名
著，書中用寓言的形式記載基督徒通往天堂的路途上的經歷；
自然每位弟兄姐妹在行走天路時的所遇、所感、所行的大小事
略就放在這部分。「基督徒的故事」則是成熟基督徒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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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有些文章福音性強，可以成為慕道友與基督教信仰間的
橋樑，因此歸入「邀請」一欄。從被「邀請」到宣告「如是我
信」進入神的家庭，是一階段。由「天路歷程」到寫下「基督
徒的故事」又是一個階段。將這四部分連在一起，有點像是靈
程進階。也和這期主題「成全聖徒」略有不謀而合之處。

下期主題： 各盡其職

截稿日期 ：11/15
/2017

歡迎弟兄姊妹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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