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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
孫雅各牧師

最近大家不單是談論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在中國的狀況，現在因著疫情確診和

死亡人數在韓國、日本、意大利、伊朗一路攀升，甚至美國的

死亡人數日增，各州都已經成了疫區。由於死亡人數正在增

加，恐慌已經真實地先臨到許多華人社區。目前別的族群也都

不敢掉以輕心，人們心中都在引頸盼望那疫情得控制的拐點時

刻早日臨到，等候病毒的疫苗早日研發並量產成功，期盼病得

痊癒者沒有任何的後遺症。在這樣一個艱難時刻，人心惶惶、

草木皆兵、談虎色變，我們應當如何倚靠聖靈而活出有見證的

生活呢？深居簡出有必要，回歸自然、遠離人群很重要，減少

宴會要提醒，注意衛生要遵守，睡眠充足不可少，鍛鍊身體要

持續，閉門讀經要殷勤，恆切禱告要操練，除去懼怕有方法，

敬虔度日是目標，樂於捐款有愛心，分辨新聞需智慧。這些都

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現在堅定心志、裝備自己，求神開傳道

的門，願流淚撒種，將來歡呼收割，過聖潔生活，等候主來。

因著疫情無情地擴散，許多人無法抗拒病毒的侵襲，無助地撒

手人寰。不少人已經開始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發覺人原來是如

此的脆弱，生命中有無法安撫的無盡創傷，無奈地拋下一生不

能帶走的暫時成果與無法永存地上的財富，走進無力抗拒又無

法避免的死亡，面對無際的黑暗，無光的未來，無盡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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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的結局。人生若沒有得到神的祝福，真是又短又苦。

傳道書告訴我們：「無人有權力掌管生命，將生命留住，也無

人有權力掌管死期，這場爭戰無人能免。邪惡也不能救那好行

邪惡的人」（傳8：8）。神要我們認識的不是天使、不是偉

人、不是聖人、不是超人、不是名人，我們乃是要認識基督，

就是要與基督有親密的關係。阿們！

神在我們身上有一個偉大的呼召，就是要我們學主的樣式，最

後完全像主（太11：29，腓3：21）。「我心裡柔和謙卑，你

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太11：29）

若不是基督如此說，我們這些罪人誰敢說能學祂的樣式呢？然

而，這不是學表面的樣式，乃是滿有基督的生命、愛心、智

慧、能力。我們是按照神榮耀的形像樣式被造的（創1：26）

。有了神的樣式才能認識神，與主有親密的關係，遵行主的旨

意，榮耀神的名，治理全地。

保羅之所以能勸勉我們學習基督的樣式，是因為他竭力追求認

識基督。「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卻是不多」

（林前4：15）。保羅自己是效法基督的，他才能勸別人效法

他。「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林前4：16）；「你們該效

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11：1）。

追求真、善、美是人的天性，是人心深處的渴慕。因為神造人

是完美的，亞當犯罪墮落後，亞當的後裔都死在罪惡過犯中，

行善無能，拒惡無力，在我們肉體中沒有良善。只有基督是完

全良善的，神是一切美善的源頭，只有基督能完全表達神的真

實和美善。

如何可以認識基督呢？新約腓立比書中多次講到認識基督的重

要：「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腓3：8）。「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

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腓3：10）這裏的認識

不是頭腦上的認識，乃是與基督有密切的關係。親密到甚麼程

度？親密到不可分隔的程度！我們來從聖經中幾處熟悉的經文

來看「認識」所代表的親密關係。

1. 亞當與夏娃的夫妻關係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And the 

man knew Eve his wife）（創4：1a）。「同房」ַיַדע就ָ是「認

識」的意思。

2. 童女馬利亞還沒有與約瑟結婚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Then 

said Mary unto the angel，“How shall this be, seeing I know 

not a man?”）（路1：34）。希臘文γινώσκω(know)就是「認

識」的意思。

這與神和人有何關係呢？

1. 以色列與神有特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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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對以色列人說：「在地上萬族中，我只認識你們…」    

（You only have I known of all the families of the earth....）  

（摩3：2）神是全知的，祂怎麼可能只認識以色列人呢？世

上的萬族都是神知道的啊！希伯來文ָיַדְעִּתי是「認識」的意

思，我只認識你們，乃是指著特殊的關係，像夫妻的關係一

般。

2. 神認定以色列國是祂所聘定的妻子

神對以色列人說：「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

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也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

我耶和華 。」(And I will betroth thee unto Me for ever；yea, 

I will betroth thee unto Me in righteousness, and in justice, 

and in lovingkindness, and in compassion. And I will betroth 

thee unto Me in faithfulness; and thou shalt know the LORD)

（何2：19-20）神認識誰是屬祂的人，神也告訴我們，我們

也必認識祂。這乃是夫妻之間親密的關係。

3. 信徒是真猶太人

猶太人跟神有親密的關係，我們與主也有相同的關係嗎？神

認定以色列是祂所聘定的妻子，我們知道自己是如同童貞女

許配給基督嗎？（林後11：2）新約告訴我們的答案是肯定

的：「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

禮，也不是真割禮，惟有裡面作的，纔是真猶太人 。」（羅

2：28-29a）

4. 我們要竭力認識神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祂出現確如晨

光，祂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何6：3

）（And let us know, eagerly strive to know the LORD, His 

going forth is sure as the morning; and He shall come unto 

us as the rain, as the latter rain that watereth the earth.）這

多次用的希伯來字יִּתְעַדָי是「認識」的意思，請不要忘了「認

識」是夫妻之間的親密溝通的意思。

你真的認識基督嗎？我真的認識基督嗎？保羅知道認識基督的

重要，但是重要到甚麼地步呢？

使徒保羅說：「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

耶穌為至寶 。」（腓3：8）保羅當然認識向他顯現的基督，但

是他要與基督有親密的關係乃是與基督在生命與實際行動上合

一。「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一同

受苦，效法祂的死 。」（腓3：10）

讓我們從腓立比書第一章1-6節中來思想保羅如何認識基督。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

耶穌裏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我每逢想念你們，就

感謝我的神；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地祈

求。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我

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

日子 。」（腓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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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教會是屬於基督的真理（腓1：1）

1. 認識自己是屬於神的

保羅認識主，才真正地認識自己，他認識自己是主的奴僕，

不但是他自己，他屬靈的兒子提摩太也是主的奴僕δοῦλος。
保羅稱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奴僕，這是保羅的謙卑，一個神的

僕人是不隨從自己喜好去行的人，只隨從神的引領，神指示

他無時無刻不以福音為念。

2. 認識眾聖徒是分別為聖歸給神的

我們需要認識，在神眼中，教會的信徒全都是聖徒，都是分

別為聖歸給神的。這並不是說所有信徒在神的面前沒有區

別。有的謙卑成熟討神的喜悅，有的屬肉體在基督裏是作嬰

孩的，能吃奶不能吃乾糧。

3. 認識教會中有聖徒是蒙召作監督與執事的

他們中間有兩類的職份，一類是長老πρεσβύτερος（elders）

、監督ἐπίσκοπος（bishops）、牧師ποιμαίνω（pastors）（

徒20：28）。這些人是生命成熟的信徒，蒙神呼召，接受神

的託付，按照恩賜，照管治理神的家，牧養神的群羊。另一

類是作執事διάκονος（deacons），就是僕人的意思。

二、認識聖徒是互相聯絡的肢體（腓1：2-4）

1. 恩惠平安歸與聖徒

所有的恩惠χάρις（grace）與平安εἰρήνη（peace）都是從神

那裏來的，若不從神那裏來，不會有真正的恩惠平安。保羅

將這些從神那裏來的恩惠平安都歸給聖徒（腓1：2）。

2. 想念彼此時感謝神

保羅和提摩太與腓立比的聖徒有美好的關係，保羅每次想到

他們就為他們感謝神（腓1：3）。我們弟兄姊妹要一起來建

立美好的關係。記得與神有親密的關係，我們彼此才會有美

好的關係。與神的關係出問題，與人的關係也一定出問題。

3. 素常歡喜代禱

代求δέησις（petition）這字重覆兩次，強調在神面前為別

人代禱的重要性（腓1：4）。我們教會附近的韓國教會每天

早晨五點半舉行禱告會，中國大陸教會禱告會五點鐘開始。

我們教會每月第一個禮拜六早晨七點請大家參加「更新晨禱

會」。教會的復興不能越過禱告。

三、認識同心是興旺福音的條件（腓1：5-6）

「同心合意」κοινωνίᾳ（partnership, fellowship）

1. 從信主的頭一天起就傳福音

願意順服聖靈的帶領

堅定為主受苦的心志

付代價傳福音給別人

帶領同工並彼此同心

對人的愛心和關懷是不可缺少的，禱告更是重要。因為許多來

到北美的人都非常地忙碌，他們不一定有時間讓你以愛心來關

懷他們。然而，我們可以為他們禱告，求神祝福他們，願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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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成為禱告的人。

腓立比書1：3-6的經文表達出保羅禱告的負擔，他為眾人和

教會的領袖禱告，他的禱告是以感恩的心來到神面前為他們祈

求，是一個感恩的禱告，這禱告內容的中心就是福音的傳揚。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他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保羅揀選同工非常謹慎，因為他知道主對他有極重的託付。他

帶領同工傳神的福音，不是同工帶領保羅。聖靈印證保羅為神

所揀選的忠心僕人，保羅無論到那裏都有許多人信了主，並且

建立了許多教會。使徒行傳中記載保羅當時因為馬可的事與巴

拿巴分開。馬可是年輕的同工，因為某種原因，曾經在旁非利

亞離開保羅和巴拿巴，不和他們同去作工。保羅在選拔同工外

出宣教時，覺得馬可不適合參與，巴拿巴有不同的看見，於是

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領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

保羅揀選了西拉，也出去到處傳福音（徒15：38-41）。許多

人對保羅不讓馬可參與宣教很不諒解，但保羅不是討人的喜

歡，他是討神的喜歡。保羅第一次在腓立比傳福音時帶了西拉

一同去的（徒16：19）。他們傳福音遭到逼迫，被眾人攻擊，

官長吩咐剝了他們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

在監裏，囑咐禁卒嚴緊看守。兩腳上了木狗。但是保羅和西拉

沒有灰心喪志，他們要繼續傳福音，西拉沒有懷疑保羅的異象

和帶領，若換了馬可，情形可能大不相同。福音的傳揚要付代

價，你我願意成為傳福音的同工嗎？我們要彼此代禱。

保羅對信徒的心就像母親對孩子一樣的溫柔，常常想念腓立比

的信徒。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地祈求，這些信徒有曾經在

河邊受洗的呂底亞，和許多的姊妹，她們是保羅在歐洲最先結

出的果子。也有禁卒的一家人，他們聽見保羅所傳的福音，當

時立刻全家都受洗了。保羅經常為他們禱告，並且保羅也盼望

他們為保羅禱告（腓1：19）。

2.傳福音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a. 傳福音是服事的重點

b. 傳福音信福音的大能

c. 傳福音靠聖靈的動工

d. 傳福音直到基督再來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

的日子（腓1：6）。

一個人能夠信主實在是神在人的心中動了善工，我們是蒙神能

力保守的人。深信神的能力的人有福了。這幾個月來，我們有

十多位弟兄姊妹受洗，他們從信主後就開始聚會，立刻作見

證，參與事奉。這是主所作的工，我看見他們的長進很喜樂。

從他們決志信主的那一天起直到如今，都歡歡喜喜的事奉神。

主所作的工必永存。

傳福音的果效會存到永遠，有智慧的必能得人，但是傳福音的

的動機要對。傳福音是告訴人神的大愛、神的旨意、神的公

義。傳福音也是為了將福音傳到地極，等候主基督耶穌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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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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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了讓「聖徒」各盡其職。原來我們是有功用的，聖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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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們盼望看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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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要感謝神讓我在過去三十年全時間事奉祂的諸般恩

典。我深知自己是一個不配的器皿，不適合擔任牧養的工作。

然而，我與孫師母一同禁食禱告，聽見主的呼召，回應主的

愛，願意順服主，牧養主的羊。於是辭去工業界主管的工作，

（當時工資是全美前百分之二），帶著三個孩子，進入神學院

接受裝備，全心事奉主。在此我要感謝基督之家第三家的諸位

牧長、執事、會友的代禱、包容、接納、協助、鼓勵、供應，

使我即將完成了最後九年的牧會，也讓我們家的兩個兒子完成

了神學院的裝備，他們與女兒都竭誠事奉主，在女兒家中開始

的每週的查經班也成立了教會。如今基督之家第三家主任牧師

有了接棒人，我牧養的責任已經完成，我將退下專心在宣教與

佈道上扶持並栽培神國未來有生命、使命、忠信的工人，擴充

神的國度，等候主的再來。

用三處經文結束此文。約書亞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

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撒母耳說：「至於我，斷不停

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們 。

」（撒上12：23）保羅說：「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儆醒感

恩。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

奧祕 。」（西4：2-3）願主祝福基督之家第三家的每一位弟兄

姊妹。阿們！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

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拉太書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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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寂靜中的聲音
謝冠廷牧師

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形態，政府公佈新的防護

措施規定，包括了學校的停課，公司要求在家上班，教會的各

項聚會的形式等，讓所有居民減少交互的接觸。整個城市的步

調幾乎停擺，商街坊間也不再喧囂了。外在環境安靜了下來，

我們也從忙碌中放慢了步調，吵雜的聲音漸漸消失了…我們需

要面對更真實的自我光景，更現實的真我的挑戰，我們要問自

己：「到底我在做什麼？」

聖經中，有一段記載先知以利亞耳熟能詳的故事（列王記上19

章），說到他在絕望中與神相遇，聽見神在寂靜中親臨向他說

話的聲音。這段經文就夾在耶和華神重覆兩次地問他說：「以

利亞啊，你在這裡做什麼？」（9和13節）。以利亞體驗了類

似摩西的經歷（出埃及記33：23），強烈的大風、山崩碎石、

風後地震、震後有火，但神都不在其中，最後有一低微柔和的

聲音，原文意思可以說是「微小寂靜的聲音」。簡單的理解是

沒有聲音叫做「寂靜」，就好像沒有光，叫「黑暗」。神能夠

在沒有聲音時仍然說話！以利亞聽見了！（13節）。本章之

前記載以利亞轟轟烈烈戰勝拜偶像巴力眾先知的輝煌事蹟，緊

接著是王后耶洗別勢不兩立的追殺令，這時逃命的先知陷入極

度的挫折灰心和苦惱中，靠著天使供應的食物走了四十晝夜來

到何烈山。然後耶和華神通過微小寂靜的聲音安慰鼓勵了祂自

己選召的僕人，使他經歷了更豐富的屬靈體驗，也是他人生旅

程生命的轉捩點。他不但脫離了自我孤立、自嘆自憐的情緒低

潮；並且走出懼怕陰影，再一次以剛強壯膽的心預備投入另一

場屬靈的爭戰中。

神通過這一溫馨的質問：「以利亞啊，你在這裡做什麼？」誘

導以利亞重新認識自己的使命。雖然我們不知道神在寂靜中「

說」了什麼，但是相信是以利亞所需要「聽見」的話。雖然以

利亞因一時的受挫灰心冷淡，幾乎要停止所有事奉，但神的工

作沒有中斷，神也沒有放棄對以利亞的計劃；神使他知道還有

更遠的路要走，知道下一步他需要做什麼！以利亞並不孤單，

因為神另為自己留下七千位忠於祂的僕人。同時神差遣以利

亞，去膏立兩個君王，還要呼召一個接班人以利沙來接替他先

知的事奉。神在寂靜中可以行奇妙的事，你我也可以謙卑自己

來到神施恩寶座前，向祂祈求祂的話語。

思想至此，我心中響起一首熟悉的聖詩《當轉眼仰望耶穌》，

副歌說到：「當我們的眼光定睛在耶穌祂奇妙的慈容上，救主

的榮耀恩典大光中時，必然會讓世上一切的人事物顯為無關重

要，都會歸於虛空。」今天當我們每個家庭都居家隔離，不出

遠門，不再串門子，在我們的獨處中，我們還要問自己：「我

在這裡做什麼？」當然我們還是可以選擇忙碌，滑手機、查看

電郵、或瀏覽疫情消息等來打發空閒的時間。或是，我們可以

選擇返璞歸真，把握這個環境時機，培養簡樸的生活習慣，珍

惜神給我們的機會，在靈命上向下扎根；操練敬虔，學習常常

抬頭仰望耶穌，知道祂是我們最親愛的朋友，喜悅勤讀神的話



主題

20 21

語，在安靜中聆聽神的聲音，寫下心路歷程的屬靈日誌。

在這人心惶惶的時刻，更多用我們的雙膝來向天父禱告，為我

們的家人骨肉至親的靈魂救恩代求，為著神的國度來禱告。如

同聖經雅各書說：「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

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亞與我

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

個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

」（5：16-18）

今年我們鼓勵長執同工一起閱讀一本書，書名：《簡約教會

（Simple Church）》，希望能夠學習回歸簡樸的教會生活，

因為主耶穌升天前所吩咐門徒的大使命，也是屬祂的教會處於

當下時機存在的目的和價值。這也是我們教會提醒自己需要回

答的問題：「我們在福利蒙這裡做什麼？」當然基督三家在此

地已經過了四十週年的里程碑，未來的時日，教會持續往前的

方向會如何？當然我們可以維持往常一樣，有許多的計劃和例

行活動，同時也安排許多的節目。但我們需要調整和改進，才

能夠妥善地利用神給我們的資源。如何培育第二代、第三代的

接棒人，可能也是我們目前重要的任務。但是我們卻不能夠忘

記主對祂門徒說的話：「我（耶穌）還告訴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耶穌在建造祂自己的教會，祂選召門徒，照著祂指示的藍圖

來建立神的國度。

但願我們弟兄姐妹一起為主的教會來禱告，因為基督是教會的

元首，我們需要藉著禱告，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在寂靜中聆聽

主的聲音，經歷屬靈生命的蛻變，知道主要我們做什麼！預備

我們自己來行走未來更遠的路！

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祂的

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就是

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

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

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40：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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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對著耶穌找耶穌
張肇榮傳道

網路上常有人將一些卡通人物或歷史人物的長相照著想像畫出

來；迪士尼也將許多經典卡通拍成真人版，讓可愛的小熊維

尼、美女與野獸裡面的燭台、茶壺也一一從卡通人物變成真人

實物，不知道您是否能夠接受？

有很多關於聖經、耶穌的電影存在已久，讓我們似乎可以真實

看見這些故事活化在我們眼前。但是電影、畫作裡的圖像，都

是畫家、製作人所想像的，他們筆下的耶穌，幾乎都是頭髮長

長、很有個性的帥哥，我們也希望如此。但是耶穌真的是長

這樣嗎？有一張疑似是耶穌裹屍布的照片已經流傳許久，上面

隱約呈現耶穌長相的輪廓，但是其真實性有待考究。但聖經裡

有一節經文告訴我們：「祂無佳形美容，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

祂。」所以耶穌可能就是那種躲在人群中不會被發現的人。

耶穌的長相不是重點，我們也不需要太在乎。但是神如何做

事，就與我們息息相關。現在耶穌不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在人

間行走，所以我們絕大多數無法以眼睛看到。但是神做事直到

如今，仍然施行救恩，願意與人產生關係，與人有親密的來

往。你我周圍，每天都發生很多事情，那一項是神做的，那一

項是惡者的攻擊，我們怎麼能知道，能夠正確的分辨呢？有些

我們覺得很好的事情，並不是出於神的帶領，所以禱告許久還

是不會有結果。反過來說，不好的事情可能是出於神的主動，

這樣若求神挪去苦難，不也是背道而馳？因此從聖經來認識神

比我們的感覺更加重要。聖經告訴我們，神做事的法則，讓我

們有跡可循。很多聖經人物曾在掙扎中與神對話，神今天仍然

會用同樣的方法，處理你我的問題。

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之後，向人第一個親身顯現的是婦女—抹

大拉的馬利亞，因為她早早就來到墳墓，要為耶穌再做一些事

情。馬利亞在墳墓遇到復活主的時候，她以為是看園的，甚至

以為是他把耶穌的身體取走了。為何馬利亞會這樣想？因為她

的經驗告訴她。她不認識在那裡遇到的這個人的穿著打扮，既

不是門徒，當然不是婦女，就想必是看園的。馬利亞過濾掉很

多可能性，她心中認為這是耶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把認識

耶穌的優先次序弄錯了。

馬利亞可能傷心過度，眼睛被淚水弄花了，竟然對著復活的耶

穌找耶穌，直到耶穌呼喊她的名字。很多人想像耶穌是用什麼

語氣叫她，可能是用以往溫柔的慈聲，馬利亞熟悉的聲音；也

有可能是大叫一聲，為了喚醒在混亂中的馬利亞，因為她陷在

自己的憂愁中。

我們是否也像馬利亞一樣，對著耶穌找耶穌呢？當我們有事情

發生的時候，即使我們來到主前，是否還是無法從問題中出

來，看見復活的主呢？我們可能也會像馬利亞一樣無能為力，

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但是不要忘記這是耶穌自己多次的預言，

祂將要在第三日復活。耶穌今天已經復活了，這讓我們對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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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是否有不一樣的態度與做法呢？你我無能為力的事情，

這位無所不能的神會如何帶領呢？祂怎麼看這件事情呢？你我

的主復活了嗎？盼望我們的生命不要好像祂從來沒有復活，甚

至不存在一樣。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

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翰福音11：25-26）

認識施恩憐憫的基督
謝慧瑩師母

最近幾個月活水團契的姐妹們在查考舊約中的路得記。其中第

二章提到路得這位外邦女子，與她的婆婆拿俄米，剛從外邦的

摩押地回到了猶大伯利恆—拿俄米的家鄉。她們在摩押居住的

期間，因為聽見了神在伯利恆行了奇妙的事，使當地的居民大

大地豐收穀物，就決心回到伯利恆。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中，女

人是相當不容易在經濟上獨立自主的，所以拿俄米希望她的兩

位兒媳都能夠回去自己的娘家，或許可以另嫁他人，有新的歸

宿，就不致於要跟隨奉養她一個孤苦無依的老人，而造成她們

生活上的負擔。

路得這位外邦女子在婆婆極力催促她返回娘家時，對拿俄米說

出了一段動人心弦的話，記載在路得記的第一章16到18節：

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妳，妳往那裡去，我也往那裡

去；妳在那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妳的國就是我的國，妳

的神就是我的神，妳在那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

除非死能使妳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路

得不忍離棄婆婆，甘心選擇跟隨事奉婆婆，並且定意認定她婆

婆所信仰的神成為她個人的神，從她所言之中，我們真是體會

到她有堅強的心志，不畏艱難地以愛來跟隨她的婆婆及她婆婆

所信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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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隨著婆婆回到猶大伯利恆城的時候，正好是收割大麥的時

期。路得到田裡去，正巧來到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一

個名叫波阿斯的大財主的田中拾取麥穗。波阿斯極力照顧路

得，吩咐他的僕人要特別保護路得，供應她的需要。路得見波

阿斯對她特別禮遇時，就俯伏在地叩拜，對他說：「我既是

外邦人，怎麼蒙你的恩，這樣顧卹我呢？」其實波阿斯早已風

聞路得愛心事奉婆婆的美德，他以真誠的愛心款待貧困中的路

得，以致路得對他說：「我主啊，願我在你眼前蒙恩。我雖然

不及你的一個婢女，你還用慈愛的話安慰我的心。」

波阿斯對路得這樣一位卑微的外邦女子施予細心慷慨的眷顧，

他正預表了主耶穌對我們這些外邦人的憐恤和恩待，我們原非

神所揀選的以色列族，然而神卻藉著主耶穌來到世上，給我們

機會來選擇相信依靠祂，成為神所賜福蒙愛的兒女，這是何等

奇妙的恩典。正如波阿斯這位身份尊貴的財主，願意以他溫柔

的慈愛憐憫來眷顧路得，使她和婆婆免於飢貧交迫受人欺壓的

困境；並且在神的安排引導下，路得竟然能夠成為波阿斯的妻

子，後來也成為主耶穌的祖先，大衛王的曾祖母。

路得記美好的結局，使我們不禁思及主耶穌對於我們因相信歸

屬於祂的人是何等的憐憫和慈愛。祂非但未將我們棄置於罪惡

的捆綁咒詛中，祂大能的救贖恩典反而臨及活在黑暗中的外邦

族類，賜予我們光明的盼望，得以成為祂拯救的蒙恩兒女；不

但今生能夠享受祂的同在，並且保守我們未來更有永遠屬天的

福分。每每思想到這麼奇妙不可測度的奇異恩典，常使我們不

住讚歎神的慈愛與憐憫。我們怎能拒絕神如此的宏恩大愛？好

像主的門徒彼得在約翰福音六章68節中，對主說：「主啊！祢

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這正一語指出了唯有道成肉

身的永生神主耶穌基督，才是我們唯一應當跟隨的對象。但願

我們都能夠堅定心志，以愛來回應並緊緊地跟隨這位施恩憐憫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主題

28 29

讀經樂

創世紀的彌賽亞
毛小苓

一、 引言

聖經中有很多彌賽亞的預言，如「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

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以賽亞書9：6）

還有「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

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祂的根源從亙古，

從太初就有。」（彌迦書5：2）以色列人苦苦等待彌賽亞的

到來，然而當耶穌來到的時候，那些猶太首領卻因為他們認為

耶穌的所行違背了他們所謂的摩西律法，而將耶穌釘死在十字

架上。我們基督徒相信「耶穌就是基督（也就是彌賽亞）」，

然而那些精通摩西律法和先知書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卻不相信

彌賽亞已經來了。摩西律法難道僅僅是律法書嗎？摩西作為耶

和華所揀選的僕人，「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申34

：10b），在摩西的書裡，有沒有關於彌賽亞的預言呢？耶穌

曾親自跟那些猶太人說過：「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

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約5：46）聖經研究學者Kev-

in S. Chen博士最新出版的《摩西五經的彌賽亞視野》（The 

Messianic Vision of the Pentateuch），對摩西五經中的彌賽亞

預言有詳盡而深入的專業論述。1本文僅選取創世紀中的兩段經

文，創3：15和創49：8-12，通過對經文本身的解釋和分析，

以及與相關平行經文的比較和闡釋，簡要論述創世紀中的彌賽

亞預言。

二、女人的後裔

經文：「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

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創3：15）

這節經文中「女人的後裔」是摩西五經，也是整本聖經中第一

個關於彌賽亞的直接預言。2早在公元前三世紀，最古老的猶

太解釋也認為這節經文是在未來的彌賽亞君王時代會實現的預

言。3有學者從新約諸多的證據，辨認此句為原始福音（proto-

evangelium），即福音的第一線曙光。4教會傳統也一直視這

節經文為首次的應許之言，是從末世論的眼光來看贖罪，所關

注的是在將來，不是現在。5當然，也有學者不贊成從基督論的

角度來詮釋這節經文，而是避開其中的彌賽亞信息，如Wes-

termann就企圖在自己的詮釋框架中打破教會在面對這節經文

所高舉的基督論詮釋。6本文綜合各種觀點後，認為創3：15是

對彌賽亞信息的直接預言，而且在新約時代主耶穌第一次來到

世界的時候已經得到部分應驗，在末世主耶穌再來的新天新地

時期必將最終全部實現。本文重點從兩個方面來闡釋這節經文

是彌賽亞預言的主要理由。

A. 蛇和蛇的後裔

這節經文是神在起初創造宇宙萬物之後，又按自己的形象和樣

式造了亞當和夏娃，把他們安置在伊甸園中（創1-2），而夏

娃受到蛇的誘惑，違背神的命令，夏娃和亞當兩人吃了分別善

惡樹的果子（創3：1-7），耶和華神對蛇進行懲罰。咒詛蛇和

蛇的後裔，要和女人與女人的後裔彼此為仇，最終女人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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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傷蛇的頭，女人的後裔必將獲得最後的勝利（創3：15）。

這裡蛇和蛇的後裔有三層意思：7

第一，指動物界的蛇，它們用肚子爬行，並且終生吃土（創3

：14）。在摩西律法上被定義為是不潔淨的動物，是可憎的不

可吃的活物（利11：41-43）。

第二，指撒旦為首的邪靈與鬼魔。撒旦是與上帝作對的，因為

要與上帝平等，成為墮落的天使（賽14：12-14），成為「空

中掌權者」（弗2：2），和這個世界的王（約12：31）。

第三，指與撒旦站在一邊的人。耶穌曾對那些要殺祂的猶太人

說：「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

謊之人的父。」（約8：44）

有關蛇的後裔的預言在歷史上有很多已經應驗，如該隱、埃及

法老、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羅馬皇帝，以及一切不信神，不

守真理，說謊的人都不是出於神，而是出於魔鬼。他們與神的

子民為仇，甚至把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但主耶穌曾說：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我若從地上被

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跟從我。」（約12：31-32）耶穌基

督藉著從死裡復活，已經敗壞那掌死權的魔鬼（來2：14）。

但神對蛇的咒詛和刑罰還沒有最終實現，今天魔鬼還是世界的

王。直等到末世的日子，「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

撒旦，把它捆綁一千年」（啟20：2），最後「那迷惑他們的

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直到永永遠遠。」（啟20：10）

因此，從蛇和蛇的後裔的角度可以判斷，創3：15這節經文是

對末世的預言，是關於末世彌賽亞最終戰勝魔鬼的最早的聖經

預言。

B. 女人和女人的後裔

關於「女人的後裔」是彌賽亞預言的論述非常多。特別是Kev-

in Chen博士對後裔（seed）這個詞的詞義、詞性，以及對應

的人稱代詞的單複數等進行了詳細地專業分析，得出女人的後

裔所對應的「他」是單數陽性代名詞，專指那一個人，即指向

未來的彌賽亞。8女人的後裔在創3：15第一次被提出，之後循

著亞當到塞特，到挪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猶大（創49

：10）。其他聖經作者循著這個路線，到了耶西的根，以及大

衛的後裔（賽11：1；撒下7：12-13；詩89：4）。到了新約

時代，馬太循著這條路線，從亞伯拉罕到大衛王，一直到耶穌

基督出生，彌賽亞真正來到（太1：1-17）。路加則是從耶穌

基督的家譜追溯，一直回到「塞特是亞當的兒子，亞當是神的

兒子」（路3：23-38）。保羅更是明確指出，神向亞伯拉罕所

應許的乃是「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

3：16）。9

聖經中對於幾位特殊女性的著墨，也應驗了彌賽亞是「女人的

後裔」這個預言。首先是夏娃，作為眾生之母，雖然受到蛇的

誘惑而犯罪，但神的救贖和應許卻從夏娃就開始了，女人的

後裔必傷蛇的頭（創3：15）。然後是撒拉，在年老不能生育

的情況下，神卻賜福她作多國之母，亞伯拉罕「從她得一個兒

子」，「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創17：16）。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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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百加，神藉著她家人的口賜福她：「願你作千萬人的母！

願你的後裔得著仇敵的城門！」（創24：60）。再後來就是

拉結、利亞、他瑪和路得，神藉著眾民和長老的見證說：「願

耶和華使進你家的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結、利亞二人

一樣…願耶和華從這少年女子賜你後裔，使你的家像他瑪從猶

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得4：11-12）。以後有先知以賽

亞的預言：「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

子，給祂起名叫以馬內利。」（賽7：14）這事由天使加百列

親自告訴了還沒有出嫁的馬利亞：「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祂

起名叫耶穌。祂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祂祖大

衛的位給祂。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祂的國也沒有窮

盡。」（路1：31-33）耶穌出生的時候，關於「女人的後裔」

的應許和彌賽亞的預言都全部應驗了。正如保羅所言：「及至

時候滿足，上帝就差遣祂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

下。」（加4：4）

綜上所述，耶穌就是女人的後裔，就是基督，就是那可以傷蛇

的頭，最終勝過魔鬼撒旦的彌賽亞。創3：15是關於彌賽亞的

直接預言，並且在耶穌基督身上已經應驗了。

三、猶大的獅子

經文：「猶大阿，你弟兄們必讚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敵的頸

項。你父親的兒子們必向你下拜。猶大是個小獅子。我兒阿，

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臥如公獅，蹲如母獅，誰敢惹

你。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細羅（就是賜

平安者）來到，萬民都必歸順。猶大把小驢拴在葡萄樹上，把

驢駒拴在美好的葡萄樹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

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紅潤。他的牙齒必因奶白亮。」

（創49：8-12）

這段經文是摩西五經中關於彌賽亞預言的一段最長的連續經

文，主題集中在末世的時候，將從猶大支派出來一位統治萬

邦的君王，這與創世紀中神對女人的後裔的應許（創3：15）

、對亞伯拉罕的祝福（創22：17-18），對利百加的祝福（創

24：60），對雅各的祝福（創27：27-29）一脈相承。10根據

John Sailhamer對摩西五經的結構和組合分析，雅各對眾子的

祝福是摩西五經中的第一段大詩歌。雖然許多譯本認為這段祝

福是「日後」（in the days to come / in days to come）必遇

到的事，但Kevin Chen通過對這個希伯來詞在其他經文中的字

義進行詳細地對比和考察，認為這段詩歌體的祝福是末世的預

言。11這就奠定了這段經文是彌賽亞預言的末世論基礎。

本段經文包含了多個彌賽亞主題，如第8節的戰勝仇敵和父親

的兒子們下拜；第9節以百獸之王獅子所作的比喻；第10節象

徵王權的圭和杖，以及萬民都必歸順；還有第11和12節所描繪

的地上樂園美麗豐饒富庶的圖畫。這些事情在猶大身上並沒有

應驗，而被認為是彌賽亞時代來臨的具體體現。12其中猶大的

獅子，在啟示錄中再一次出現：「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

大衛的根，祂已得勝」（啟5：5a）。

本文著重從兩方面論證這段經文直接預言彌賽亞的原因。

A. 讚美與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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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這個動詞是猶大名字的雙關語（創29：35），在舊約聖

經中原只用於神，這裡用在猶大或其祝福所指將來要作君王的

那一位，那必定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而是神，是直接預言彌賽

亞。13

下拜這個動詞，也有敬拜的意思。雖然人和人之間也有下拜的

事情（王下2：15；撒上28：14），但更多時候是向著神。特

別是當敬拜與事奉連在一起的時候，是單單指向神（太4：10

）。創27：29以撒給雅各的祝福，就是事奉和下拜連在一起，

直接指向彌賽亞。這裡，雅各給十二個兒子祝福，雅各把神在

自己身上的祝福直接傳遞到猶大身上，從「你母親的兒子們向

你跪拜」，到「你父親的兒子們必向你下拜」，完完全全地把

彌賽亞預言在給猶大的祝福中再現。

B. 獅子和君王

如果說前面提到的讚美和下拜需要聯繫其他的經文，才能看到

彌賽亞預言的證據，第9-10節從百獸之王的獅子作比喻，到手

持圭和杖的君王威榮，以及預告將要來的「萬王之王」的至高

領袖，這兩節經文把末世要來的彌賽亞預言更加直接明確地描

繪出來。14啟示錄5：5中「猶大支派的獅子」正是來源於此。

綜上所述，創49：8-12雅各對猶大的祝福，直接預言了末世要

來的彌賽亞要出自猶大支派，祂要戰勝仇敵，成為萬民讚美和

敬拜的偉大君王，祂要帶來富庶安寧的樂園和新景象。

四、結論

彌賽亞是貫穿聖經的核心主題。神從創世之初，就應許了彌

賽亞的到來，要來救贖犯罪的人類。摩西五經作為最早的聖

經書卷，除了描繪神創造萬有的過程和記錄人類始祖的歷史，

更是向人類展現神的偉大計劃，就是通過神的兒子，那位彌

賽亞，要最終救贖人類的美好計劃。耶穌曾說：「你們查考經

文，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做見證的就是這經。」（約

5：39）後來，耶穌復活向門徒顯現的時候，「…從摩西和眾

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

24：27）因此，摩西律法書上有很多經文是指向耶穌基督的

預言。其中創3：15關於「女人的後裔」和創49：8-12關於「

猶大的獅子」都是對彌賽亞的直接預言。本文僅選取這兩段經

文作為例子，通過比較研究不同學者對經文的解釋和關於彌賽

亞預言的分析，簡要闡明若干重點議題：其中創3：15重點闡

述蛇的最終失敗是在末世審判的時候才實現，女人的後裔則在

耶穌基督身上已經得到應驗，表明創3：15是彌賽亞的直接預

言；創49：8-12重點闡述了讚美和下拜兩個動詞主要用於神，

而獅子的比喻和君王的直接描述，則明確指向末世要來的彌賽

亞，表明創49：8-12亦是一個直接的彌賽亞預言。

求聖靈開啟我們的心眼，賜我們悟性，在讀經過程中，更加認

識基督！

附註：

1.	參見Kevin	S.	Chen,	The	Messianic	Vision	of	the	Penta-

teuch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2019)。	

2.	同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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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柯德納著，《創世紀：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劉良淑譯

（台北：校園書房，1991初版，1999四刷），73。

5.	 Victor	P.	Hamilton著，《摩西五經導論》，胡加恩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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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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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信息查經班
唐傳玉

參加鄧英善牧師聖經信息學院查經班到今年四月整整四年，算

了一下我共讀了三十三卷書，聖經六十六卷書剛好讀了一半。

才查完的是《創世紀》。和大多數人一樣，《創世紀》我讀過

好幾遍，可是這一次參加聖經信息查經班再讀《創世紀》，有

點不太一樣了！

以前鄭牧師到詩班帶領我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與主相親》，

這次讀了《創世紀》，才發現那首詩歌，原來是雅各離家，在

曠野夜晚睡覺的時候，遇見神的描述！創世記28章雅各的許願

最後一句：「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祢。」突然讓我眼睛一亮，

我怎麼以前好像都沒看到過這一句話？對我而言這一句話相當

親切，原來我們在危難時都會許類似的願！

約瑟和他哥哥們的互動讓我哭了好幾遍，每次約瑟大哭，我也

跟著哭！以前讀約瑟，看到的是故事的張力與神的互動。創世

紀47章，看到了約瑟是一個有遠見的卓越領袖，藉著飢荒他為

埃及完成了土地改革，47章26節：「於是約瑟為埃及的地定

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惟獨祭司的地不歸法

老。」想到約瑟的時代，是我們夏朝的時代，就如此的先進，

法老也算慧眼獨具。

我們小組參加聖經信息查經班的不算少，希望還沒有參加的人

或者打算參加的人加入我們，一起研讀神的話語！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

有得救的智慧。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譯：凡神所默示的聖

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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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後書3：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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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體會
鄭夫明

《不能沒有祢》

生活中產生罪惡

思想蒙生的邪念

行為之中的過錯

不清潔貪贓財物

產生的所有污點

要請求神的赦免

心就沒有了痛苦

生活充滿了喜樂

就得到健康平安

神啊求您鑒察我

您知道我的心思

神啊求您試煉我

您知道我的意念

您教導我改掉錯

引導我走永生路

我會認真讀聖經

我會積極去宣揚

感謝主賜我一切

我獻生命報答祢

活在這個世界上

永遠不能沒有祢

《誠心跟主》

跟隨主的不擔心

明天會發生何事

「袮的杖，袮的竿

都安慰著我」

基督徒們總會問

神的旨意是什麼

好像總在迷霧中

其實不必這樣想

只要有順服的心

神指引所有道路

都在奧妙旨意裡

心裡全然無所懼

結果掌握神手裡

按神的話語度日

順服主給的任務

心裡真誠的禱告

向天父獻上感恩

在不知不覺當中

就走進屬靈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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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收穫》

從聖經中找到了

自己信神的憑証

在生活的迷茫中

獲得真理的啟蒙

在平安喜樂之中

活出真實的見證

堅持靜心讀聖經

認知耶穌的善良

看到父神的全能

提高理解的深度

增強歷練的體會

當我處在黑暗時

能從神的話語中

吸取極大的力量

領享足夠的靈糧

體驗恩典的浩蕩

我永遠堅定相信

聖經塑造新生命

經常與父神交流

在等待和盼望中

靜聽父神的教誨

領受耶穌的神蹟

要把一切交給神

時刻歷練不放鬆

《基督化家庭》
2020年春季班同學分享

朱國鈞長老＼單穗燕師母＼眾學員

本課程希望能從聖經中對婚姻、家庭等的教導中學習如何建立

基督化家庭。內容包括：探討原生家庭、個性、對愛的表達方

式的不同，瞭解男女在溝通，解決衝突和問題方法上的差異。

從彼此認知開始，進而取得共識，相互協調，達到美好的合

作。

以下是本學期同學們的一些分享與建議：

A.　如何有效的溝通？

1. 在溝通過程中必須保持安靜平和的情緒，對事不對

人，以謙卑、造就人的心態來對待對方。

2. 願意繼續去探討夫妻之間的溝通。交流過程中重要

的不是說理，也不是在口舌上戰勝對方，而是在行動

上，出自內心去關心對方。我個人甚至覺得說不說話

都不重要，但一定不要說出傷害對方的話。我在這方

面做得不夠，需要繼續研究探討。

B.　個人的改進

• 通過這段時間的學習，我確實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變，

特別是在夫妻關係。我原來是個性非常好強的人，做

事也很急。我們經常會為一些小事爭吵。現在通過學

習讓我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儘量和對方溝通。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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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時，自己出外走走，把自己的情緒控制好了再回

來。

C.　溝通方面：

1. 原生家庭，個性不同；要彼此尊重，有效的溝通，知

道並做到。

2. 父母的關係問題主要出在溝通不良和情緒及衝突沒有

處理好。

問題：

1. 如何為父母的婚姻禱告或為父母的難處禱告？

2. 如何孝敬父母？用什麼方式？言行？有基督的樣式？

D.　課程收穫：

1. 瞭解到聖經的婚姻觀。

2. 知道夫妻的關係要如何相處。

3. 在教養兒女上，夫妻若有分歧的意見如何處理。（下

學期的課）

E.　心得：

1. 《基督化家庭》的課程設置全面系統，對於有心的初

信者或進入家庭建造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開始。對我

個人而言，這課程是一個很好的概覽。每一堂課的主

題其實都可以擴展到一個學期，深入學習，實際造

就。

2. 對這個課程我最感興趣的是「家庭祭壇」（下學期

的課）。因為在家庭祭壇的設立中，我經歷了許多挫

敗，有些來自孩子，有些來自自身，需要就一些具體

的事討論更好的處理方式。

3. 無論溝通，衝突等問題，最終都會回到自我屬靈生命

的成長。所以，夫妻如何在屬靈生命共同成長是很迫

切的議題。

F.　學習成果：

1. 夫妻或與子女間的相處，必需將耶穌基督放在首位，

才能建立一個和諧的家庭。

2. 因為家是講愛的地方，有了愛，一切矛盾和不愉快才

能迎刃而解，才能彼此順服，相互包容。

3. 耶穌基督就是最大的愛，我們在效法耶穌基督的過程

中，就能將愛傳遞給周邊的人。

4. 建議：多些實際生活例子分享，討論，或許更能在學

習聖經，效法耶穌基督中得到更大的造就。

G.　收穫與行動

1. 全方位的視角來理解，認識和處理家庭關係。

2. 以神為家庭的中心，雙方都要先親近神才會有和樂的

家庭。

3. 做錯事要有彼此認錯的勇氣。

4. 這是一門永遠要學習的課程，人生在每一個階段都不

同，所以會有不同的角色要學習。

5. 夫妻要一起禱告，要為自己與家人常常祈禱。

6. 建議：如果能安排夫妻有具體的行動來作操練。

7. 有作業或練習會更好。

H.　課程的祝福

1. 開始了每天晚上夫妻合一的禱告，逐漸規律的靈修讀

經，讓我跟神多交通，多禱告，多讀經，在聖經中默

想。

2. 我在基督的生命中有長進，夫妻關係就自然而然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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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減少對立。關係逐漸向同一個方向前進。

3. 需要更多的讀經，與神交通，活在神的話中，以神為

中心的家庭才能蒙神的賜福！

I.　學習成果：

1. 讓我們學習到了很多的知識，特別是關於夫婦在生

活中的角色，夫妻如何交流，以及夫妻在神面前的關

係。

2. 感謝神！在老師夫妻身上看到神在他們的家庭中的恩

典，他們活出了基督化家庭的特質。家庭是社會的細

胞，讓我們把自己的家庭帶到神的面前。

3. 謝謝老師的常常提示：讓我們在生活中去彰顯神的榮

耀，使家庭充滿溫暖和諧，符合神的心意。

4. 建議：希望在家庭祭壇這課中有更多的經驗。

我們感謝同學們寫的心得，以及他們的建議。這是屬於聖經應

用方面的課程，同學們把他們的心得體驗，或是他們已經作到

的事，都寫下來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們向神感恩給我們這個機

會來傳遞、分享神對於家庭的心意。同時我們也感謝同學們的

坦誠述說，他們的建議更是我們前面努力的方向。大家聯手共

同努力建造自己的基督化家庭。也在同奔天路的志業上，一起

忘記背後努力向前，向著標竿直跑，要得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

召我們來得的獎賞。

我心真愛主耶穌
孫珍恩師母 

（一）

我心真愛主耶穌，

我靈喜悅祢同住，

祢因愛道成肉身降下，

祢樂意漂泊四處。

啊！主，祢為我受羞辱，

啊！主，祢流血受痛苦，

主，祢受鞭傷，

主，祢掛架上，

主，祢完成了救贖。

（二）

我心感謝主耶穌，

我靈讚美祢耶穌，

祢無罪勝過死亡陰間，

祢復活走出墳墓。

啊！主，祢打開通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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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主，祢榮耀歸天父，

主，祢被高舉，

主，祢賜聖靈，

主，祢是永生禮物。

（三）

我心思念主耶穌，

我靈渴慕祢同住，

祢已經向我施恩無限，

我願意全人降服。

啊！主，祢垂聽我細訴，

啊！主，祢永是我幫助，

主，祢潔淨我，

主，祢膏抹我，

不讓我偏行己路。

（四）

我心歸向主耶穌，

我靈等候祢耶穌，

祢是我良師，益友，牧人，

我是祢揀選新婦。

啊！主，祢登山訓八福，

啊！主，祢指引十架路，

主，祢煉淨我，

主，祢陶塑我，

主，祢領我走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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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的故事
（路15:11-32）

孫珍恩師母 

強分家財　偏行己路

醉酒荒宴　揮金如土

千金散盡　狐朋無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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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浪子？
沈湘

無論是否為基督徒，或是否學過藝術的，大家對這一幅世界

名畫應該都有印象。《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畫者是荷蘭畫家林布蘭．哈爾曼松．范．萊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年7月15日－1669年10月4日)。

目前這幅畫保存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艾米塔吉博物館 State Her-

mitage Museum，St. Petersburg。林布蘭是巴洛克時期的畫

家，巴洛克時期是繼文藝復興後另一個輝煌的時代。這個時期

藝術的特色是豐富的情感流露、誇張的肢體動作、浮誇的裝

飾與戲劇性的燈光效果，繪畫的主題更從宗教轉向世俗。林布

蘭雖在荷蘭，他的畫風卻自成一格，與其他的荷蘭畫家迥然不

同。

林布蘭生於磨坊主人之家，排行老八，在資源許可下，自小就

被送去學畫，20歲前就已經成立畫室，招收門徒。雖然他一

生從未離開荷蘭，但是受到義大利的卡拉瓦喬（棕葉集44集封

面）與魯本斯的影響，極偏愛用戲劇性的光影與對比來表現一

種情境，使人深深陶醉在他布置的場景之內。油畫與版畫是林

布蘭常用的媒材。他的一生輝煌，前半生相當富裕，也是知名

的藝術收藏者，但到晚年，因誹聞與揮霍過度，終極潦倒。

浪子回頭的故事，可說是耳熟能詳，這是一段耶穌的比喻，記

淪落放豬　難忍空腹

歸家披袍　戴戒穿鞋    作樂跳舞　牛犢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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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在路加福音15章11-32節：

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

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過

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往遠方去

了。在那裡任意放蕩，浪費資財。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

遇著那地方大遭饑荒，就窮苦起來。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

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裡去放豬。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莢充

飢，也沒有人給他。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

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裡餓死嗎？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

去，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

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做一個雇工吧！』於是起來，往他

父親那裡去。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

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

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父親卻吩咐僕

人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

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

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

起來。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裡。他回來，離家不遠，聽見作樂

跳舞的聲音，便叫過一個僕人來，問是什麼事。僕人說：『你

兄弟來了，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地回來，把肥牛犢宰了。

』大兒子卻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就出來勸他。他對父親

說：『我服侍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

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

盡了你的產業，他一來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父親對他

說：『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

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

』」

在這張畫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整個比喻過程的描述，而是父親

擁抱回歸兒子那瞬間的感受：父親不顧小兒子的衣衫襤褸，渾

身骯髒，把他擁抱入懷中。小兒子彷彿「衝」到父親的腳前，

顧不得破爛的鞋子已經脫離自己的腳，跪下真誠地請求原諒。

雖然林布蘭沒有畫出他臉上的表情，但是從他深埋父親衣袍

裡剪過頭髮的頭部（當時的以色列人是不可以隨意剪髮的）解

讀，這是一個受盡凌辱與豬爭食的兒子，懷著懺悔的心誠心竭

力地請求父親的原諒。由聖經的經文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父親

也許每日翹首盼望，等著兒子回來，才能在第一時間，從遠遠

的地方便知兒子回歸，準備了象徵權柄的戒指、象徵地位的鞋

子（當時的雇工是沒有鞋子可穿的），為浪子穿戴上。再看看

父親的角色，斑白的鬍鬚顯示年紀老邁，失焦的眼神，是不

是帶著驚喜和驚嚇，不相信自己「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兒

子竟然在自己懷中！要是我們注意看父親的雙手，他的左手粗

壯有肌肉，右手則是纖細柔順．是林布蘭不會畫畫而畫了雙不

對稱的手？還是有甚麼特別的意義？是的，這象徵天父的「父

親」，有兩隻不一樣的手：左手搭在肩上，彷彿父親拍肩以示

讚許：右手撫在背上，如同慈母的安慰，表示父親對兒子的態

度，是完全地接納與原諒這位敗盡家產歸家的兒子。

更耐人尋味的則是圖中最右邊的長子，他身穿與父親相同的紅

袍，顯示他尊貴的地位，但他的雙手緊握，面無表情，不但絲

毫沒有歡迎弟弟歸來的喜悅，反倒顯得更為冷漠，是憤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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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屑？一副防禦的模式。其他的人物包括翹著二郎腿的文士，

倚在拱門邊的僕人，與隱藏在左後方的母親。林布蘭使用了卡

拉瓦喬最擅長的戲劇處理法，把人物的重要性用「打光」來表

達，父親與浪子是故事焦點，享有最集中的光線，其後到長子

再遞減。簡化場景到只有六人也是呈現戲劇感的方法之一，與

早期或同期的其他畫家，把大量人物置入畫中呈現完整故事情

節的手法截然不同。

為什麼林布蘭這一張浪子回頭能從藝術史眾多同一主題的畫中

脫穎而出呢？除了因為林布蘭優異的繪畫技巧之外，更因為這

個主題實在與林布蘭一生的境遇有著相同的寫照。他年輕時就

常以此比喻創作過多張油畫、板畫作品。畫中揮霍的浪子乃是

他的自畫像1，諷刺的

是那也正是他年輕時放

蕩揮霍生活的寫照。他

一生最後完成的這一幅

《浪子回頭》，更與他

晚年窮困潦倒的生活不

謀而合；林布蘭再一次

將自己喻為浪子，但這

次卻羞於見天父顏面，

將自己的臉藏起來，畫

中不只呈現父親的慈

愛，榮耀上帝，也在求

神憐憫，原諒他一生的

過犯。

構圖上我們可以看到父親與浪子位於圖的左邊，強調畫面的動

線，讓觀眾從父親的臉、手、到浪子掉落的鞋子；又轉向大兒

子的表情與肢體動作；進而轉向文士、僕人，又在黑暗中看到

母親的臉，最終又回到父親，巧妙地將人物串連在一起。每個

人物的姿態不同，站立者就有不同姿勢，當然還有跪地的、翹

腿的，都顯示畫家的想像力，也更趨向表現世俗生活。

我們自己又是比喻中的那一號人物？是回頭覺悟的浪子，還是

自以為義的長子？我們常常會自認為自己就是那個認錯悔改到

父神懷抱的浪子，希望天父隨時隨地展開雙臂，不計前嫌地迎

接我們回家；殊不知潛意識裡我們也可能同長子一般，自認為

受洗後，身份不同，捧著聖經的教條去丈量周邊人，而忘了自

己也是一個需要受到神寬恕的罪人。　神啊！求祢憐憫我們，

讓我們這些罪人，能看到自己的過犯，謙卑地到祢面前認罪；

莫做一個驕傲又自我感覺良好的人，忘了祢才是那位滿有慈愛

卻更好公義的主，除了赦免我們的罪，更喜悅我們能效法神之

道。這一張《浪子回頭》實實在在刻畫出父神對我們的期許，

也能感動觀眾的心。

參考資料

http://totallyhistory.com/the-return-of-the-prodigal-son/

http://life.fhl.net/Art/art/art_06.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6%E5%8B%83%E6%9C%97

http://www.cap.org.tw/W/w-172-6.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B4%9B%E5%85%8B

註1: The Prodigal Son in the Brothel
妓院裡的浪子,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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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年心願：

像夜空燦爛的星星
陳世義牧師 

歲序更新，豬去鼠來。新年伊始，人人都有新盼望。在新的一

年裡，世界將面臨許多重大事件，影響歷史深遠。我們縮小範

圍，思考個人的心願，願像夜空燦爛的星星。2020年是農曆庚

子鼠年，先讓主角自我表述吧！

鼠的自白

我名「鼠」，是據形象造的字。上半像頭，臼像牙齒。因為我

的牙齒一生會不停地生長，必須通過不斷地啃咬硬物來「磨

牙」。下半看上去像我的腳和尾巴。自唐代開始，我的名字前

加上「老」字；「老鼠」之名一直沿用下來，這與年齡無關。

我的相貌不討人喜歡，背負「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罵名。

因此，我常有恐懼感，遂有「膽小如鼠」的成語出現。

我的口碑不佳，不會耕作，為求生存，不得不盜食人的糧食，

損壞建設物，被人起了一個「耗子」的綽號。我的家在黑暗的

洞穴裡。

我的眼睛雖小，對光的反應卻很靈敏，人稱「鼠目寸光」為貶

%E8%89%BA%E6%9C%A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8TnAxIJIt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9hW6LtmwVs&t=3s

http://www.goldenlampstand.org/glb/read.php?GLID=15302

https://www.ccbiblestudy.org/New%20Testa-

ment/42Luke/42CT15.htm

http://ccbiblestudy.net/New%20Testament/42Luke/42GT15.htm

https://www.churchofjesuschrist.org/study/manual/new-tes-

tament-seminary-teacher-manual/introduction-to-the-gos-

pel-according-to-st-luke/lesson-53-luke-15?lang=z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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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我卻以為驕傲，在「寸光」中鍛鍊，我能敏捷逃脫險境。

至於我會傳播「鼠疫」，危害人的健康生命，便歸罪於我，有

點不公平。我們鼠類遭遇病菌感染，大批死亡，也是我們的大

災難；須知元兇是病菌，它才是人類真正的仇敵。消滅這種病

菌，造福人類，也救了我們鼠類。

我不因受人們厭惡而灰心喪志。十二生肖動物中，子鼠居首

位。在科學家的實驗室，供作各種實驗的白老鼠，犧牲生命換

來科學成果，貢獻不能抹殺。無可置疑，迪斯尼樂園裡，小朋

友最歡迎我們的米奇（米老鼠）。更何況，漫畫家的「老鼠嫁

女」，引發愁眉苦臉的人哈哈大笑。不少著名畫家的美術作

品中，也有很多活潑有趣、靈巧可愛的老鼠形象；現代名畫家

齊白石在八十八歲時還畫了三隻老鼠在燈臺下偷食乾果，並題

詞：「蠟燭光明如白晝，不愁人見豈為偷。」我也常聽老奶奶

哄小孫孫唱兒歌：「小耗子上燈臺，偷油吃下不來，吱吱叫奶

奶，奶奶不肯來，嘰哩咕嚕滾下來。」老奶奶的祖孫愛多可敬

愛。

鼠年來臨之際，我送上吉祥的祝福！

諸位讀者！你們看了老鼠自白之後，有什麼感想呢？

我現在只就「鼠目寸光」這句成語談談感受。首先，我不追問

上帝為什麼造老鼠？又如何安排牠謀生問題。這是只有上帝能

回答的問題。我們知道上帝也有主權，保留一些不讓我們知道

的問題答案。

我第一個感想是，我們世人也像老鼠生活在黑暗中，恐懼不

安。惟求眾光之父指引，才可脫離幽蔭。

第二，由於習慣於黑暗，當「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

光」（約1：5）。我們愚蠢加悲哀，當覺醒。

第三，固然「鼠目寸光」比喻眼光短見識淺，但總還是起步，

有希望向前，能達到「萬家燈火，光明前途」。

第四，人人要發光，在自己的地方。發光的秘訣：與光源緊密

相連。

現在進一步詮釋：

第一，當今世界光明與黑暗鬥爭。從個人親身經歷和傳媒的種

種報導來看，這個世界似乎黑暗占上風，恐怖氣氛籠罩各個角

落，人的生活沒有安寧。這裡我引我的老師吳怡教授在他的著

作中所述的一個「西方的笑話」：「有一對夫婦在某一天早晨

在樓下用餐，突然聽到樓上的孩子在哭喊，便趕緊上樓去問原

因。孩子回答說：『當我醒來時，跑到爸爸房間不見爸爸，到

媽媽房間，又看不到媽媽，最後回到自己房間，發現自己也不

知道跑到那兒去了，我害怕起來，便哭了。』」吳教授用這個

笑話要說明西方人的遭遇。哲學正像他們的爸爸，宗教正像他

們的媽媽。由於他們在哲學的世界裡得不到鼓勵，在宗教殿堂

內找不到安慰，而自己的心田中，又被機械所窒息、物慾所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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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因此受戰爭的威脅，便把握不住，理性和意志脫節，也失

去了自己。我將吳教授所引的笑話稍作改動，當今人們的「爸

媽」應是科技與宗教。現在科技發達、物質文明提升人的生活

享受，卻也發明毀滅世界的核武。宗教影響顯得軟弱無力，反

而為狂人利用，聲嘶力竭地喧嚷「聖戰」，多少無辜者死於「

肉彈」的攻擊，恐怖分子的威嚇遍及全球，沒有一個地方有安

寧。二千年前耶穌誕生時，天使天軍唱：「在至高之處榮耀歸

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路2：14）。這佳

音未能兌現。世人還沒有深刻認識到「地上的平安」要從「將

榮耀歸與上帝」而獲得。因為「各樣美善的恩賜」是「從眾光

之父那裡降下來的」（雅1：17）。先知以賽亞早就預言：「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

照耀他們。」（賽9：2）我們「懇求慈光導引（才能）脫離黑

蔭」。

第二，我們可悲的生活處境所以黑暗，是由於無知和剛愎的

心，拒絕上帝拯救的光。許多人未聽過福音，或雖然聽過，

卻因心剛硬而不接受。聖經明白教導耶穌是真光，（要）照亮

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1：9）。耶穌也對眾人說：「我是世

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8：12）。可見有光便有生命，正如同植物藉光合作用製造

營養，維持生命成長。要得著生命之光的方法，就是跟從世界

之光的耶穌。有光在前頭引導，一方面會發現自己的愚昧、可

憐，同時藉上帝的光照，能正確為人與處事。

中國著名的朦朧詩代表人顧城有一句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

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可惜他沒有認真去實踐。他

的眼睛依然「朦朧」，不知道什麼是應當尋找的光明。他找不

到光明，終於在流浪新西蘭時，用刀砍死妻子，也結束自己的

生命。他是可悲的明眼「瞎子」。正如世界盲人教育家海倫凱

勒所說：「人瞎眼（固然）不好，但更壞的是有眼卻不能見」

（To be blind is bad, but worse is to have eyes and not see）。

中國作家、譯經家許牧世牧師有一年與家人在聖地伯利恆的牧

羊人山上參加聖誕慶祝會。當晚有盲童學校的四、五十個盲童

獻唱，他（她）們反覆唱著：「我看見，我看見，我看見一顆

明星，它的光輝引導，我看見一顆明星！」歌聲十分感人！生

活在黑暗中的盲童們，是用心靈中的眼睛尋找光明的。

第三，「鼠目寸光」本是貶義詞，喻眼光短見識淺。我理解可

以正面認識，它是一種「起步」現象，只要沿此方向繼續追

求，便可達到「萬家燈火、光明前程」的境界。我們不要小看

「小」，因為大是小所組成，大海是由小小水滴匯聚而成；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小小一顆種子，有生命在裡頭，在適當土壤

裡可以萌芽生長，結成累累佳果；一粒鑽石的價值比一塊大石

高得多。「幼稚」不是病，是前進的初級階段，它有無限發展

的可能性。希伯來書作者勸導說：「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

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來6：1a）人不自我菲薄，

要有志氣奮勇前進，但也不可驕傲自滿，一旦驕傲來了，羞辱

也來了。

第四，鼠年的心願：像夜空燦爛的星星，這不是白日夢。燦爛

的星光來自光源太陽，發光體與光源緊密相連，雙方交通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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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宋代理學家朱熹的一首「活水」詩，可給我們啟發。詩

是：「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水塘水清如鏡，因有源頭的活水流注。燈

發光，需備油。我們的心燈要點亮，當祈求主加油。油來自油

礦，靈性的油礦是主自己。我們用靜修方法開油礦：親近主、

敬祂、愛祂、順服祂、讀祂的話（Word）。詩人見證：「祢

的訓言多麼甜美，在我口中比蜂蜜甘甜」。「我多麼愛慕祢的

法律！我整天不斷地思想它」（詩篇119:103，97現代中文譯

本）。

發光不是炫耀自己，而是為驅逐黑暗，使人走光明道路，當我

們仰望夜空點數繁星的時候，不要忘記自己站在大地，我們的

目光還要從高天回到地上。我很欣賞作家畫家劉墉在他的「生

命中追尋的愛」書中的一段話：「老人的光芒，可能已經不

亮。他們像是螢火蟲，提著燈籠在夜裡飛，用小小的光，照

亮小小黑暗的角落；讓漆黑的夜，變得生動而有情。」螢火蟲

啊，螢火蟲！你就是地上的「星星」！

發光不是單憑口頭上講，而要有具體行動。教會是信徒的「加

油站」，也應該成為社區裡的「燈塔」。信徒像一支一支蠟

燭，都點亮了，就成為一個較大發光體，見證教會元首基督的

愛。為聖工的需要，信徒的奉獻不能少。在英漢詞典有一個句

子：「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中文譯「一貧如洗」，

若直譯應為「貧窮到像一隻教堂耗子（小老鼠）。」使我聯想

到一則寓言故事：「在教堂裡有兩隻老鼠，一肥一瘦。有一天

相遇，互相問好之後，肥鼠問瘦鼠為什麼身體這麼瘦弱？答案

是因為睡眠不足，牠的家在講臺下。牧師在臺上講道時，慷慨

激昂，聲浪很高，還常跺腳震動講臺地板，那裡能安眠。肥鼠

很同情牠，便說：『你搬來和我同住吧，我住奉獻櫃裡，很安

靜，保證能治你的失眠症。』」這個故事是諷刺一間不發光的

教會。也許你會覺得發光很抽象，不知如何才算發光？以下舉

一個例子回答疑問。有一個基督徒青年在軍隊服役，輪到他回

家休假。途經一火車站，為趕一即將進站的火車，他不小心撞

到一個水果攤，架上的蘋果被撒到滿地都是，若要擺攤的少年

自己拾起來，有很大的困難。闖禍的青年人感到不好意思，放

下背包，幫助攤主一個一個撿起來，還用手巾擦乾淨。少年攤

主很感激，便問他：「你是耶穌嗎？」（Are you Jesus？）青

年回答：「不是，但我在學習祂（耶穌）哩！」(No, I’m not 

Jesus, but I’m trying to be like Him.) 這位青年軍人在月臺上發

光。

結語

耶穌是真光，凡有基督耶穌住在生命裡的人，就自然會發光；

像夜空燦爛的星星，不僅光照了自己所在的地方，而且要逐漸

光照更大的四方。地上也有「星星」像螢火蟲，我們要學習

牠。我的光雖微弱，讓它閃耀吧（The little light of mine, let it 

shine）！

祈禱：懇求慈光，導引脫離黑蔭，導我前行，我不求主指引遙

遠路程，我只懇求，一步一步導引。阿們！

（2008.1.27講臺分享;2020.2.20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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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聖靈充滿
孫珍恩師母譯

有一位靈命甚深的哲學作家，他曾指出，當有人談到「被聖靈

充滿」這句話時，很容易地就傳遞給大家一種錯誤的印象。我

們幾乎是立刻不加思索敏感地想到，這「充滿」一詞，乃是指

著人被一種有形體的物質從外面注入。結果所謂「聖靈的運

行」就被我們想像成是一種屬地的性質，是人可以觸知的，並

且是我們的感官能感覺到的。好像那些屬靈的運作是在最高的

感覺裏，這些看法全都是錯誤的引導。

從這些錯誤的觀念中，出現了一種讓人時常聽到的說法，就

是人要向上帝懇求，求神分賜給人一種力量。它被人模糊地

描述成一種「大能」，這或許就是使徒行傳第八章中所記載

的，在撒瑪利亞城內有位行邪術的西門，他曾想用銀子去換取

聖靈恩賜之大能的理由。因此，人心都渴望得到聖靈的恩賜，

遠遠超過人心想要得到聖靈的恩典。人們的心也都認為，大概

聖靈擁有許多的恩賜（gifts）可供給人，卻只有一點點的恩典

（grace）可施與人。對於這項真理的描述，在經文之中，再

也沒有比哥林多前書中所舉例說明的更令人驚奇了。

在林前第12章中，論及哥林多人所擁有的各種屬靈的恩賜，但

是第13章中又繼續說明除非那些恩賜是在愛的靈中來使用，換

句話說，就是要在聖靈的恩典之中來操練，否則，對神來說，

就算不得有什麼可誇耀的，他們既不討神的喜悅，也不能讓

神的心意得著滿足。也許這些恩賜能使一些饑餓的人暫時得到

飽足；使貧窮的人得到他們生活所需；或是讓人的智力得到一

時的歡喜和滿足；但是人若缺乏愛心，未在愛中運用恩賜，神

的心意就仍然得不著滿足。因為一個大有恩賜的人，很可能根

本就是一個毫無屬靈心思的人；而另一位心思十分屬靈的人，

卻很可能被名列於所謂「無愧的工人」之外。前者雖擁有許多

的恩賜，但他本人卻少有屬靈的恩典；而後者內裏得到許多的

恩典，但外表卻少有屬靈的恩賜。我們豈可向這位偉大的賜恩

者只妄求恩賜，卻不祈求讓我們在主人的手中成為有用的器皿

呢？故所謂「被聖靈充滿」的人是有內在證據的。例如：有潔

淨的心思、見解；充滿了慈愛的、柔順的、謙卑的靈；有聖潔

的性情，總而言之，就是要擁有基督耶穌的形像和心思。

近幾年來在教會中已經形成一種屬靈的趨勢，就是大家都低估

或忽視了聖靈的恩典，沒有任何事情比這種傾向更讓人覺得可

悲了。基督徒工人之間彼此的誤解；在國內和國外各種工作中

的磨擦和爭論、大家都缺乏自制、忍耐和溫柔，其結局是令人

感到十分的憂傷。這悲慘的結果並不是僅止於此，乃是神的工

作就因人心的缺陷和軟弱而停頓了，卻讓我們基督徒的仇敵大

得喜樂；十字架那聖潔的旗幟，不但沒有被人高舉而飄揚在微

風之中，反倒是被人拖拉牽扯在淤泥裏。

所謂「被聖靈充滿」就被人誤解是必須去做社會中的服務工

作，（即：指外表參與各種熱心的活動，而且讓眾人看見而

想被人稱讚），卻忽視了必須先注重建立家庭中的倫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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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遠遠超過在別處，自己的家中才是最需要有基督耶穌的

忍耐、甘甜及溫柔的地方。因此，仔細想想被「聖靈充滿的

目的」，當我們在追求想要被聖靈充滿之時，並非為了要使自

己變成好像是一個屬靈能力的蓄電池；那樣我們至多只能把真

理塞進別人的頭腦中，或釘穩在一群聽眾的心思和理智裏。

而「聖靈充滿的目的」乃是要我們能夠真誠地去愛別人，支持

別人，服事別人，甚至能夠為別人恆忍受苦。就是無論在任何

神指定我們所在的地方，都能行出真理的實際來。此外，更要

記住，遵行神的旨意永遠是比表面上贏得許多人的靈魂更為重

要。（即：大家只努力用口才去傳揚聖經的知識，專注於叫別

人接受真理，而自己卻沒有真實的聖潔生命，也沒有行在聖道

之中。）

在美國東岸，紐約市的「美國文獻協會」的展覽室中，陳列了

兩件展示品讓許多人甚感興趣。其中之一是個輕巧的硬木架

子，它只有幾呎高，乃是用鐵釦和鐵鏈裝釘在一起的，如此，

它可以隨時被拆解開來，也可以折疊起來，拿在手中很方便。

這個拆疊方便的木架，就是著名佈道家懷特斐（Whitefield）

的旅行講臺。這也是當他被眾教會拒絕時，他到了英國各地

的荒野舉行露天佈道會，他曾向千萬人大聲疾呼，勸人悔改信

主。你們可以試著想像，這位近代的使徒，曾站在這麼小的一

個講臺上，周圍卻擠滿了熱情的觀眾。他乃是從一個原野趕往

另一個曠野，手拿聖經，永遠趕著路，以壯漢似的精力苦幹，

以超人似的力量奔波。就是在那個簡陋的小講臺裏，展現出那

些是真正有果效的活動，以及真基督徒心中所燃燒的勇敢和熱

心。另一件展示品安放在一個狹長的講臺上，就像現今的講員

所站的講台上。它乃是一把椅子，就是極其簡單的，有靠背和

扶手的小鄉村式的木頭椅。它非常粗糙，簡單地配置了一塊扁

薄的布墊，就是那種堅硬未塗油漆的木椅。這正是「伊麗莎

白·伍碧琪」（Elizabeth Woodbridge）的座椅。這位乳酪工

人的女兒，曾經坐在那椅子上咳嗽，低聲說話。而且在她生命

臨終的時刻，她從這椅子走向沙發，並安息於其上。同樣的，

這裏又是一個講臺。它是一種生命的象徵，安靜卻沒有什麼傳

奇性的生活，反而充滿了基督徒的艱難和恆忍。這位有病的女

人，每夜忍受著身體的痛苦，她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福音的

信息。這位上帝之使女所說的生命話語，如今已被翻譯成上百

種的語言，曾經傳講給上萬的人聽，就是專門傳揚基督的榮耀

和恩典。至於這兩個講臺，究竟哪一個是更有榮光或更被尊

敬呢？只有上帝知道。然而無可置疑的乃是，神已經悅納了他

們，使他們兩位都分別為聖，為主所用。

在力學的法則中，任何兩種物體，不能同時佔有同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若是忽視了「己生命」要被釘十字架的實際經驗，

我們就不可能被聖靈充滿。安德（Arndt）在他的著作「真實

的基督教信仰」中說:「如果你的心思中已充滿了世界的靈，那

裏將沒有任何空間能讓神的靈進來，因為二者不可能同時並存

在一處。」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已經認定，我們救主的工作是

來毀滅魔鬼的作為，而且我們也已經向主祈求，想要得著從祂

受死和復活所帶來的一切利益。那麼，除了我們自己的不信之

外，還有什麼因素能夠攔阻聖靈與我們同在，又攔阻祂充滿我

們全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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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心中每一個不屬於神的意願，都像是一個障礙物，它橫阻

在我們心靈的進口處，不讓（即：反對）聖靈進來作超然的工

作，並且還要阻擋我們全人聽從祂的引導。但願我們能夠很清

楚地注意這個事實。我們心中所有未被聖化的意願，都會構成

一種抗拒聖靈的狀態（光景）。唯有我們天然人的生命被潔淨

了，並且撒但的統治權真實地被推翻了，那麼讓聖靈能得勝地

進來之路，才算是真正的被打開。祂的同在立刻成為不會改變

的結局，而且祂絕不會要再多等一刻，祂將立刻以祂的榮光來

充滿我們這身體的聖殿。這豈不正是與那未成聖之天然人所表

現的言行成了強烈的對比？聖靈總是站在我們心靈的門口並且

不斷地敲門，直到祂的仇敵，也就是我們的仇敵被趕出去了，

祂才能夠用比過去更充滿的感覺來對我們說:「眾城門哪！你

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

進來。」（詩24：7）所以讓我們記住，唯有聖靈祂會為自己

預備祂的居所，在這場爭戰之中，祂要佔有被救贖者的心靈，

祂是那首先的和末後的出擊者。只有祂才能把「巴比倫」（意

指：大混亂）轉變成為「撒冷」（意指：平安）；並且進入我

們人類的心中，使人心成為被潔淨的、平安寧靜的居所。祂說:

「這是我的安息之所，我要居住在這裏，因為我已經喜悅它。

」

在極深沉的感恩之中，讓我們為聖靈的內住而感到高興歡喜，

並且我們自己也需要養成一種好習慣，就是在神聖的自我節制

之中，持續地體認出祂的同在。當我們所有外在的條件都符合

上帝的心意時，還有什麼事情會比懷疑聖靈的內住，或仍質疑

祂的同在，更侮辱祂呢？

當聖靈內住時，祂並非要作我們的僕人，乃是要作我們的主

人。祂不是進來任由我們隨意差遣，而是期待我們被祂差遣；

祂來不是要使我們變成活水的水庫；卻是要我們成為活水的渠

道；叫我們不是像一個儲電的蓄電池，而是要成為像電線一

般，沿著它，隨時隨處都可以發光。過去曾經有人以為著名的

聖詩女作家弗蘭西絲．哈維格爾（Frances R. Havergal）是隨

時可以被人要求就馬上寫出詩歌來，她回答那人說：「上帝並

沒有送給我一箱詩詞的金子，祂擁有那些金子，每當祂樂意之

時，祂就賞賜給我一些，乃是按照祂的心意來賜下數量，絕不

會多給。而我，就像是一個小女孩，每當她需要寫一封信時，

就仰望上帝，並且問說：『下一次我當寫些什麼呢？』」所

以，我們乃是每時每刻都在倚賴著上帝，要看自己已是被滅絕

了的人。因此在所有敬拜的活動或任何事奉的行動之前，總要

先思想這句真理：「若是出於我們自己，我們並不能作什麼。

」就如同羅斯福所言：「對於神的恩典來說，我們乃像溺於

罪債之大海中的人。」或者，我們應該如此說：「對於神，我

們乃是被罪債滅頂之人。」（即：罪債淹沒，高過我們的頭、

耳。）

聖靈的果子唯有在這種悔罪的覺悟之下，自然地呈現出來，因

為果子是在果樹上自然長出來的。所以若有內住的聖靈，就必

定會生出像神自己那樣的生命。至於我們屬肉體的工作總是多

得數不清，但是屬聖靈的果子卻只有一種。

如果我們能讓自己有一些想像力，或許就更能領會使徒保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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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5：22-23所說關於聖靈的果子是不可分割的意思。

他所提及的九種特徵乃是指出聖靈的果子所具備的九種超優特

質，在這裏讓我們來看看眼前的這些靈果：「仁愛」是核心，

也就是果子的中心；「喜樂」是果子的漿汁；「和平」是果

肉；「忍耐」是果子的莖幹，讓它懸掛在樹枝上；「恩慈」是

果子的香氣；「良善」或可說成「德性」，乃是果子的滋味；

「信實」或說是「忠實的」或「可信任的」，是果子的形狀；

「溫柔」是果皮；「節制」是指道德的本性是完全地均衡，也

許可以說是像果子外表的顏色。聖靈的果子是指一種完美的成

長，組合了所有優良的特質；我們不會發現它們是分離的，如

果沒有喜樂，果汁就沒有了，這果子就是乾癟的，凋萎的；如

果沒有愛，核心就沒有了，這果心必定是早就被蟲吃空了。所

以，我們不能分開它們的特性，這也就是說，當我們接受了

聖靈進入我們的心中時，我們乃是接受果子的根源。聖靈是那

根，亦即原則，靠著它，果子才能成長；而且它的成長並不需

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去結實，只要單純地倚靠信心去接受它，

果子就會自然變成我們所擁有的了。

因此「被聖靈充滿」的條件乃是：首先，要擁有一種不會動搖

的確信（即：悔罪加上信服真理並且定意要遵行真理），這是

我們不會被剝奪的權利，而且是下定決心絕對不可藐視我們從

靈而生所得到的各種權利。第二，我們的心要渴慕聖靈的同

在。我們的心中應該會產生一種自然的感覺：不得安息，沒

有力量，也得不著安慰，直等到聖靈進入祂的聖殿（我們的心

是主的聖殿）；我們必須渴慕神的豐滿，有如牡鹿渴慕溪水一

般。第三，在本書這裏和別處所說的，「死亡才是得到新生命

的門。」聖靈乃是神聖的恩膏，經上記著說：「聖靈不會澆灌

在屬肉體的人身上。」所以，聖靈不會充滿在一個不聖潔的天

然人身上。人的肉體乃是聖靈的仇敵。如果祂要進來與我們同

住，祂來絕不是要屈服於祂的敵人，反而是要完全地毀滅牠。

第四，聖靈祂自己會與我們被潔淨的身心靈聯合，並且將我們

天然的能力分別為聖，又按著我們信心的大小和忠心的程度，

來使用那些超自然的能力，因此我們祈求被聖靈充滿的終極目

的乃是為了讓神得著榮耀。

譯自The Way of Cross （第21章）by  Gregory Man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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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之路
路

1998年5月12、13、14三天，印尼發生了大暴亂，暴徒屠殺

了華人，搶、燒華人的商店，更可怕的是強姦案。12號下午，

我哥打電話來說：「不好了，市中心的加油站被燒了，妳要小

心，把孩子帶在身邊，門鎖好，不要出來了。」我住的社區

99%都是華人。那天晚上社區長通知，所有健壯的男士都要出

來守夜。當天晚上他們都集中在一起，每人手上都拿著一根

長棍，領導的人說：「大家要團結，團結才是力量。」還有的

說：「今晚暴徒闖進來，就要跟他們拼到底，死就一起死，我

們不能眼看他們進來搶、燒。」那天晚上，大家真的很緊張。

但是到了天亮，大家都平安，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後來才知

道，那裡不單只有我們一個社區，前後左右還有別的社區，有

的更大更好，住在裡面的也都是華人，華人在印尼大部分都是

從商，做大生意的，他們跟軍官都有交往。所以那天晚上是他

們把軍人請來守護的，就是在要進入這五個社區的大路口，擺

了幾輛坦克車，歹徒就不敢闖進來了。

感謝神，是神的看顧保守，因為神掌管一切。

但是，後來能逃的還是逃，不能全家一起逃的，就先把家裡的

女孩帶走。因為新加坡、馬來西亞最靠近印尼，大部分都是逃

到那裡。那時候，孩子們的學校，每班的人數都大大的減少，

尤其是女生，只剩下幾位了。教會裡一位跟我較好的姐妹問

我：「要不要先帶妳女兒和我們一起到新加坡？ 」 另外一位姐

妹還有戶口在台灣就問我：「不然我先帶妳女兒到台灣？」她

經歷過1965年的印尼大暴亂，她住的大城裡發生暴亂。雖然我

長大的小鎮離大城不遠，小鎮卻平安無事，所以我不太清楚當

時的暴亂。因為暴亂，她父親把她們五姐妹都送到台灣念書，

那時候她們還小。長大後，她又嫁回到印尼，98年她又回到台

灣，現在她也移民到美國洛杉磯了，我們還是有很好的交情。

那時候我只對她們兩位說聲「謝謝」，謝謝她們的愛心和關

心，求神報答她們，也求神保守她們平安離開印尼。並請她們

為我們這些決定留下的求平安，讓可怕的日子早日過去。

我有一位妹妹住美國Daly City，她更是關心，那時候幾乎天天

打電話催我帶兩個孩子到美國，她93年為我申請了綠卡，我

說：「我不要，我不想。」她說：「妳不要，但妳要為兩個孩

子著想，況且申請綠卡也不是一兩天的事，是十幾年的事。」

我就說：「那就隨便妳。」那天她說：「我問了律師，妳可以

到美國等綠卡，小孩不滿16歲，我也可以領養。」但我聽了

沒有感動，因為那時候申請簽證不是容易的事，她看我沒有感

動，又不要行動，也就算了。

很快98年過去了，99年五月的一天，有位像是親姐妹的好朋

友，要到美國參加她兒子的大學畢業典禮，告訴我到時會去

見我妹妹。過了幾天，印尼時間禮拜一中午，妹妹剛好打電話

來，我就告訴她：「好朋友要到美國，到時會去見妳。」我妹

妹就說：「為什麼不把女兒託她帶來？」我說：「有這樣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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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嗎？她這個禮拜五要飛了，剩下三天的時間，我們連簽證

都還沒有，那裡可能，不可能的。」我妹妹就說：「妳什麼都

不可能，不可能，妳先掛電話，馬上去問她。」那時我有點不

服，為什麼不可能的事，偏偏要我去辦。我知道好朋友中午不

可能在家，因她是生意人，很忙，常是早出晚歸。中午都是傭

人在家，那時候又不是人人有手機，容易聯絡。我想如果妹妹

再問，我要跟她說聯絡不上。雖然如此想，我還是試著打了個

電話到我朋友家，竟然是她接的電話，我就好奇的問她：「妳

為什麼在家呢？」她回答說：「有點感冒，還是在家休息好，

禮拜五就要飛了。」我就把剛才妹妹所說的轉告給她。她說：

「我也想把小兒子（13歲）也帶去美國參加他哥哥的畢業典

禮。因為他很調皮會到處亂跑，不敢把他單獨留下。」那時

治安還不很穩定。她說：「好吧！明天我試試帶他們去申請簽

證。」第二天，她真的來帶女兒去申請簽證了。我自己其實不

抱很大希望的，但沒想到簽證批准了。原來我以為不可能的，

變可能了，神讓我經歷祂的作為。這都是神憐憫我、恩待我。

神允許了，就必開路。

要到美國的前一晚，我跟女兒說：「明天起，媽媽不在妳身邊

了，妳要乖乖，要聽話，要自愛，洗碗盤、打掃，什麼家務都

要做。媽媽不在，但主耶穌每時每刻都與妳同在。如果有什麼

難處不能說出來的，就告訴主。」後來她要我給她聖經經節，

我就把幾段經節給她：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

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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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119：105）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9

：10）

我要她抄下經文，因為她不太懂中文，就用印尼文字抄了。自

1966年起，華校被接管了，後來生的小孩，都沒學中文，可以

聽一點就不錯了。我感謝神，至少她還學到一點中文。

禮拜五到了，女兒就被他們帶到美國，交給我妹妹，後來妹妹

領養她，也安排她到學校念書。我妹妹告訴我，她在那邊很

乖、很聽話，每主日也跟他們一起到教會敬拜主，因為他們夫

婦沒有小孩，他們也疼愛她。我身為母親的，聽了也很高興，

很感恩。從那時起，因為想念女兒，我的心有了改變，也想到

美國去。

每次有家庭團契或是小組聚會，他們都會問：「女兒在那邊好

嗎？」我就會跟他們分享，我也想到美國，我還記得一位弟兄

半開玩笑的對我說：「妳要到美國呀，不行的啦！妳看某某、

還有某某，他們條件這麼好，都申請不到，何況妳，妳是沒

有希望的，如果有也是一點而已。」另外有一位姐妹說：「禱

告，交託給神。」是的，那時我能做的除了禱告，還是禱告。

我跟神說：「神啊！我好像站在十字路口，不知方向如何，往

東還是往西，主啊！求祢牽我手，走前面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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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1999又過去了，2000年剛好兒子也高中畢業了，妹妹問

我：「是否想帶兒子過來唸大學？」我說：「有想，但簽證很

難拿到，尤其是學生簽證。」她說：「就申請旅遊簽證好了，

學校正在寬待印尼華僑，到時可以轉換身份的。」於是我問

兒子：「要不要我們試試看去申請？」他說：「OK。」我們

就鼓起勇氣申請。感謝神，面談我們的是一位美國人，他沒有

刁難我們，連一句話都沒問我，跟兒子也只問兩三句，就說：

「好了，明天來領你們的護照。」走出去後，有一位我不認識

的女士向我走來，（看來就是富有人的穿著），她問我：「妳

拿到簽證了嗎？」我說：「拿到了。」她很生氣地把護照給我

看，說：「我那裡那裡都去過了，他卻不給我簽證。」嘴裡一

直罵，我對她說：「是神定的。」

是的，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走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腳步。人

心籌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華指引我們的腳步。

簽證拿到了，房子也很順利租出去，一切都妥當了，我們就到

了美國。兒子也很順利換成學生身份，就到舊金山州立大學唸

書。兩個孩子都是半工半讀完成他們的學業，我們就是這樣一

路走過來直到今天。其間也遇到許多難處，難處多，神的恩典

更多，一切超乎所求所想。

有些時候，神允許難處或是苦難臨到我們，都有祂的美意。祂

要我們從中學習一些屬靈的寶貴功課，好讓我們屬靈生命能夠

成長、生命更成熟，才能去同情和幫助跟我們有同樣遭遇的

人，也讓我們經歷神的信實、可靠，知道祂是我們的幫助、我

們的力量。最後用詩篇46：1結束我的見證。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幫

助。」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祂垂聽我的呼求。祂從禍坑裏，從淤泥

中，把我拉上來，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使我腳步穩當。（詩

篇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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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s Timing
Eileen Yeo

November 15, 2018, I still remember this day. It was my first 

time in receiving a termination notice. After the daily meet-

ing, I was called to another meeting room with a few other 

colleagues who shared the same fate as me. When the others 

had left the room, HR asked to speak with me in private and 

told me of a possible job opportunity in another local branch 

for the same position that I could apply to (if that position is 

posted). If that position opened, it would start around the 

same time as my exit date, which was early February. I called 

my husband that morning with the bad news—I got fired. His 

reply was calm, “Are you OK?”.  Externally, I held up well in 

the office that morning but inside I was calling out to the Lord 

for help to get me through. Strangely, three days after I was 

told of my termination, the company gave me a salary raise. 

I was so confused with the sequence of events that week: ter-

mination notice, possible opportunity posting later that you 

can wait and apply, and then a salary raise.

Now, my husband and I started to worry about our financ-

es and our family medical insurance coverage, since I would 

reach my last workday in early February. We decided not to 

tell the kids about my job situation, because we didn’t want 

to worry them. I haven’t applied for a job in over 16 years; 

I needed to work on my resume, so I could begin searching 

for another job. It was a stressful time and we prayed to God 

many times asking for His guidance. I would constantly be 

reminded of God’s words. One verse that strengthened me a 

lot during this time was Matthew 6:26, “Look at the birds of 

the air: they neither sow nor reap nor gather into barns, and 

yet your heavenly Father feeds them. Are you not of more 

value than they?” 

During the job search on the internet, I stumbled across a 

job opening in a company. In the days that followed that 

company name kept flashing in my mind… After drafting my 

resume, I showed it to my husband, and he tossed it aside, 

telling me that no one will want to read my resume as it “still 

needed improvement”. So while I still needed to work on my 

resume more, that company name and its job posting repeat-

edly appeared in my mind. This feeling I had on the company 

did not go away, so I followed this feeling and submitted in 

the “still needed improvement” resume to that company. Out 

went my first job application and, soon after, two others.

Three weeks after my termination notice, my manager told 

me not to look for another job since the company is changing 

my exit date from February to the end of August. I accepted 

the new exit date as that would mean my family will still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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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coverage and an income till summer. I would also 

have more time for the job search. We thanked God for this 

turn of events!

In mid January,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a senior manager 

from another Department that will have two job openings 

coming up. He knew of my situation and invited me to apply 

internally to join his team. Although I have little experience 

in that area, they are willing to train me. I was unsure if this 

was what the Lord has prepared for me. My husband and I 

prayed to the Lord for help and wisdom on what to decide. 

After two weeks, I found out that the two positions would 

require some business travels. God has answered my prayers. 

To me, frequent business travelling time will take away Sun-

day worship time and family time. I knew God wanted me 

to be near my family because He has given them to me to 

take care of.  Although the two opportunities were tempting, 

with higher job titles and a quick solution to my job search, 

I rejected them. I trusted that God will prepare another job 

opportunity for me in His timing. At that time, it was near the 

end of January.

On February 6, a surprise came as I unexpectedly received an 

email invite for an interview. Hallelujah! It was from the com-

pany that I had a repeated feeling to apply for the job open-

ing.  I told my husband about the interview and he blurted 

out that he should not have judged my resume so quickly as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 am very excited yet nervous 

for this interview opportunity.  We thanked God for giving 

me this interview opportunity and prayed for His guidance. 

The first phone interview went very well, and it was followed 

with onsite interviews. Because I have a severe problem of 

sweaty palms, I was worried that my interview handshakes 

will be a disaster. I prayed to God for help to control my 

sweaty palms during my onsite interviews and to help me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n interview day, my hands were surprisingly very dry 

throughout the day. They were dry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s 

in the afternoon. There was not a single one drop of sweat 

on my palms at all. God has worked a miracle to control my 

sweaty hands! Praise the Lord! The onsite interviews went 

very well, and I was offered the job. This job offer is better 

than what I could have possibly imagined, and the workplace 

is closer to home with about 12 minutes commute time with 

no frequent business travels needed! We thanked God for the 

job offer and I started this new job in March.

In retrospect, we experienced God during this stressful time 

and His words would constantly strengthen our faith and 

guide us through the difficult trial. The situations that we face 

will not be more than what we can bear as we pray an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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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m to take control. With this note, I end with this verse 

that came to my mind constantly as I was writing this testimo-

ny to share with you.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with thanksgiv-

ing let your requests be made known to God.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sur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will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 in Christ Jesus.” (Philippians 4:6-7)

疫情中的祈禱
孟新容

大慈大愛的主啊！感謝袮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受苦，為我們贖

罪！感謝袮為我們打開了門，讓我們能進入到天父的家，讓

聖靈住進我們的心裡！讓以色列人以外的世人知道了袮和天上

的父！我們在天上的父啊，願人都尊袮的名為聖，願袮的國

降臨，願袮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袮是世人的神，袮

是聖潔的神，是忌邪的神。然而這世上的人總有忽視袮的，背

叛袮的，甚至還有人藐視袮、攻擊袮、否定袮，拜別的神或偶

像，被某些人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著人間

的遺傳、世上的小學，就把我們擄去。神啊！袮賦予生命氣息

的人犯了罪，沒有將袮的話語「我是耶和華袮的神，袮不可有

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真正的放在心上。

袮的誡律第三條：「不可妄稱耶和華袮神的名。」有多少人嘴

裡說出神的名，卻不按袮的話行？在袮的聖殿裡，有多少人是

那些想做買賣的？有多少人是那些瞎子和瘸子，在那裡等候主

醫治他們的神蹟呢？有多少人是那些祭司長和文士，其實是瞎

眼領路的？又有多少人是那高唱「和散那」的純潔小孩子？

袮的誡律第四條：「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我主耶穌基

督已經將真理與光帶到世上二千多年，可有的國家仍然不讓自

己的子民守安息日，讓他們終日勞苦，到頭來卻沒錢看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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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學，買不起房，甚至買不起埋葬自己的一塊土地。袮看在

心裡哪有不憤怒的？

袮的誡律第五條：「當孝敬父母。」在那些貧窮的國家，人們

為了擺脫貧困，很多家庭以辛勞做工為由，不好好贍養父母；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為了追求金錢和利益，不但不孝敬

父母，還要啃光父母的辛勤積蓄，甚至還怪罪辱罵父母自己

的出生條件不好，導致有些老人病後不願意拖累後生，而選擇

自盡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在一些發達的國家，一些人們不再以

家為單位，過溫馨的家庭生活，而是以個人為單位過孤獨的生

活，父母竟然難得見子女孫子一面。所有的這一切袮看在眼裡

何嘗不感到心痛？

袮的誡律第六、七、八條：「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

盜。」這世上有多少人因心中沒有愛，沒有氣量，因心裡的情

慾、邪念，因物質上的貪念，而起殺人、姦淫、偷盜之心。當

他們被撒旦試探的時候，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而與

世俗為友。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

來。

袮的誡律第九條：「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父阿，袮知道，

如今這世上遍地鋪滿了謊言，特別是一些專制國家，以國家領

導人為中心為偶像，政府機構製造謊言來矇蔽自己的百姓，將

父神袮原本賜給子民的智慧全然洗去，重新安裝統治者需要

使百姓變愚鈍的理念，甚至還企圖將謊言、謬論鋪到全世界，

混淆全人類的視線，企圖壓倒堅持真理的人，讓整個世界黑暗

起來。為了得到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已不擇手段，已喪失人

性，他們認為人定勝天，眼裡全然沒有造天地的神。他們殊不

知，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所有榮耀僅歸袮所有，袮是公義的神，

喜愛誠信的人，所以這些罪人已經讓袮憤怒至極。

袮的誡律第十條：「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

子、僕俾、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在一些沒有信仰的國

家，和不願意認識袮的國家，總有些人見不得人家的好，容易

生嫉妒、貪婪的心，喜歡攀比，虛榮心極強，想盡辦法奪取原

本屬於別人的東西。貪戀美色、犯姦淫、對婚姻不貞，這些豈

是袮眼裡能容下的事？

謝謝袮天天賜給我們美食，可是世人不知好歹，不但揠苗助

長，還往袮的農田和江河裡噴灑五花八門的化學劑以催促動植

物生長，全然忘記了袮當初教導以色列人每逢七年必須讓土地

安息一年的話語。這還不算，還給許多植物的種子轉了基因，

導致食物的營養成分發生改變，人們食用後營養不足，肉體不

再健康，所以在新冠病毒面前不堪一擊。看著世人的作為，袮

心中的怒火怎麼可能不燃燒呢？

靠著主基督的恩典與聖靈的能力，虔誠的基督徒們將袮的福

音、袮的道已經在普天下傳開，每個國家每個城市都被福音的

風掃過，袮因此而喜悅，便賜福與普天大眾，眼看著人們的日

子越來越好過，窮人越來越少。可袮也眼看著世人犯了諸多不

可饒恕的罪惡，所以這次袮才沒有阻擋病毒的擴展，藉此給世

人一個大大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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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父，大義大愛的父啊！請袮仍舊按著袮的旨意行，以憤

怒惱恨報應一切作惡的人，只是求袮將榮耀、尊貴、平安加給

一切行善的人，給那些作惡的人一個悔改的機會，給那些被撒

旦矇蔽了雙眼的人一個重生的機會。疫情已經發生了幾個月，

病毒像大江大海的波濤一樣，一波一波的以半徑倍增擴大的方

式洶湧的向四周蔓延，每到一處，人們不得不待在家裡至少兩

個月，袮這是要世人閉門思過呀！可是有些人還不知錯，竟

然還生埋怨，只想著救自己的性命與金錢。父啊，請袮息怒！

請袮饒恕世人的罪過！請袮祝福天天為世人向袮祈禱的基督徒

們！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恆春基督教醫院短宣回應
Les Anderson

Dr. Chen:

I have assembled my thoughts regarding the Hengchun mission trip, 

and tried to articulate them below. If you decide to incorporate 

these into your summary, please feel free to edit or paraphrase as 

you see fit.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 have included 

my email address below.

As an overview, let me first say that the social services staff at Heng-

chun Christian Hospital does an amazing job of connecting with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y. Although I have been exposed to other 

social service groups in southern Taiwan either through hospitals or 

churches, the scope of what I witnessed during my week with your 

team was quite impressive. Between the elderly center visits, home 

visits, and the “roll-up-your sleeves” activities, it was a week of wit-

nessing God’s amazing work first hand. One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There are a couple of specific observations that I came away with 

that I would like to expand on. These thoughts have been with 

me since I returned home, and I am excited to finally put them o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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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most of the group meetings in Hengchun, I usually felt disad-

vantaged due to my minimal Mandarin language skills. There were 

times where I was only comprehending 5% of the presentations or 

conversations, especially those early morning sessions in the hospi-

tal. However, once we started the elderly visits all those concerns 

were suddenly erased. God knows our hearts, and can bridge any 

languag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is kingdom. I felt a real connec-

tion with all who we visited. Even though few words were spoken, 

the love that I experienced on these visits was undoubtedly the re-

sult of God’s hands reaching across barriers and bringing us together. 

What a refreshing experience to witness these gospels played out in 

tangible real life situations!

Joy is a concept that is communicated throughout the Bible and 

imbedded in many sermons. At my advanced age I truly believed I 

understood the meaning. However, on this mission trip I observed 

joy as I never had before. Obviously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exhibited 

joy in their hearts while performing God’s work, but one gentle-

man in particular spoke to me in a special way. He was extremely 

handicapped, to the extent that he could not stand upright. He 

wore no shoes and could barely hear. I met him at an elderly center 

and we gave him a ride home after lunch. One of the service work-

ers actually carried him from our van to his living room, where his 

living conditions were substandard to say the least. However, once 

seated in his chair he began to sing, and I could sense the joy he was 

experiencing. I c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he was singing about, 

but it was as if God had his arms around him for all the world to 

see. Despite his physical disabilities and lack of material possessions, 

he was probably the happiest person I encountered on this trip, and 

a true inspiration for me moving forward.   

Blessings:

Les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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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基督教醫院志工心得
張祐誠

參加過的志工活動不勝枚舉，但這次恆春基督教醫院（恆基）

志工活動讓我印象最深刻。首先感謝Dr. James Chen（陳哲

宏）的安排才能讓我有個難以忘懷、增廣見聞的行程。一月我

與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的弟兄姊妹一起去了在遙遠南台灣的恆

春。本來對恆春的印象無非是陽光、沙灘、畢業旅行，從來沒

有真正暸解恆春的真面目，但一個禮拜的洗禮不但使我更認識

恆春，而且讓我面對人生有了不一樣的想法。

搭了2小時的高鐵加上3小時的墾丁快線，我們一行到了屏東

的小鎮「恆春」，剛開始因為面對不確定的陌生環境，我有些

徬徨。在台北生活20年的我，印象中無非是台大、長庚這種超

大型醫院，第一次來到恆基這種小而美的醫院，看到醫院裡的

護理人員、醫生及其他人員各司其職且對人親切，讓我印象格

外深刻。恆基服務範圍不限於醫院，而有所謂的「社區服務」

，還透過負責不同區域的同工們幫助弱勢人家，除了設法改善

他們的生活，更教導他們謀生技能，這是恆基跟其它醫院最不

一樣的地方。頭兩天，我們被安排到陳志明的家。志明是一位

年輕人，19歲時的一次車禍，使他在口語表達及行動上均有困

難，也因為如此，他不能好好整理打掃自己的屋子，整個環境

不是很好。我們除了打掃志明的家，也幫他油漆屋子。透過大

家兩天的分工合作，完成了屋子的油漆工程，原本普通的家，

頓時增添了亮麗的色彩。我們辛苦油漆了兩天，雖然身軀疲

累，大家臉上卻都流露出燦爛的笑容。除了因完成工作而笑，

我們也因為原本沒有笑容且排斥人群的志明露出了許久隱藏的

笑容而笑。志明開始願意和大家交談更使我們開心。最後一

天，恆基的陳院長和大家搭著志明與他外婆的肩禱告。現在回

憶起當天的畫面，仍不免讓我覺得感動，同時也為自己能夠幫

助別人而高興。

接下來幾天我們訪問了一些日照中心。很多年長者因為子女到

外地打拼，大部分的時間會待在日照中心。我們帶著這些年長

者玩了一些簡單的遊戲，或許他們因為長期獨自生活，與別人

互動時，不免帶著既期待又害怕的心情。慶幸地，因為油漆

後與志明及他外婆一起的禱告，使他們最後都開心地跟著一起

互動。隨後數日，陸續參與醫院的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的行程

更讓我收益良多，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生活環境不好的家庭以及

弱勢人家，讓自己覺得要好好珍惜目前享有的豐富。我體會到

幫助弱勢人家並改善他們的生活非常重要，雖然自己能做的並

不多，但是能看到他們被幫助後的快樂笑容，我也覺得很滿足

了。

這趟恆基志工之行除了幫助人之外，陳院長講過的一句話深深

地烙印在我的心裡，他說：“Helping people in need is a good 

thing, but we need to bring God into our action.”也就是說，

除了幫助這些弱勢的人們，也不要忘了要將基督耶穌帶給這些

人認識，讓他們心中有信仰，相信自己的生活能夠改變。這次

行程要感謝很多人一路陪伴，讓我懂得知福、惜福並且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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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謝謝我們的領隊Paul以及其他隊員宋長老、Les、Doug-

las、Sandra，謝謝他們的領導和配合。我也珍惜每天晚上的

靈修以及禱告。最後，謝謝Dr. James Chen給我能夠服事的機

會，這趟行程雖然不長，但未來有機會一定會再回到恆基，繼

續盡我一份心力。

倪柝聲
一位傳道人的心路歷程

李孝申　陳莉芳

倪柝聲在1901年出生於中國廣東省的汕頭市。他的上兩代都是

基督徒。父親倪修文（1877-1941）是汕頭的海關關員。在他

出生之前，他的母親林和平曾向神許願說：「神啊，祢如賜我

一個兒子，我一定將他獻給祢，一生成為祢的僕人。」所以，

他的出生是神對他母親禱告的答應。按著倪家宗族的輩分，他

被取名為述袓，意思是繼續光大祖先的榮耀。他一直用這個名

字，直到1925年才在母親建議下改名為柝聲。「柝」，即當時

更夫手中敲打的梆子，「柝聲」，即喚人警醒的「更梆之聲」

。他以此明志，要做一個時代的晨更守望者，以喚醒世人沉睡

的靈魂。

倪柝聲在六歲時隨家人回到原籍福建省的福州市，他從由家裡

聘請的老師那裡受到初期的教育，學習書法、文學和傳統的道

德準則四書五經。在兒童時期他既聰明又活潑。從十三歲那年

起，倪柝聲就讀於由行道會辦的初中，隨後又進了聖公會辦的

福州三一書院讀高中，接受西方式的教育並成績名列前茅。那

時，他雖然遵守了基督教的傳統，受了洗禮，領了聖餐，上了

主日學等等，可是他並未接受耶穌基督作他個人的救主，反而

受到無神論的影響。當時席捲全國各地的反基督教浪潮給基督

教帶來極大衝擊，許多青年學生，包括倪柝聲在內都深受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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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加之教會內的一些現象以及有些牧師的形象都給他帶來負

面影響，甚至對基督教產生某些惡感。

1920年2月，一度軟弱的倪母在一位遠道而來的傳道人余慈度

小姐的帶領下真正接受基督為她的救主。她開始舉行家庭聚

會。一次聚會中，在神的指引下，她當著大家的面，為以前自

己的錯打和發怒，向倪柝聲認罪並請求饒恕。倪柝聲為此心

裡深受觸動，他從未聽說過中國人的父母能這樣地放下架子

和捨棄面子。他的母親能有這樣的改變，一定是因余慈度小姐

的講道很有感召力，基督教必定不止是教條而已。於是，在余

慈度傳道人的帶領下，他正式接受耶穌基督作為救主，並一生

服事基督。他見證說：「…我跪下禱告，起頭我並沒有什麼話

要說，過一會兒，在我毫未想過的情況下，開始看到我許多的

罪顯在我的跟前，我看

見我是一個罪人，…而

同時，我也看見了主耶

穌。一方面我看見我的

罪是那麼烏黑，而另一

面我也看見主耶穌的血

是那麼鮮紅；我看見主

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

他親身擔當我的罪，好

像主親口呼召我說：『

我已經擔當了你的罪，

我正等候你來』這種大

愛的衝擊下，我怎能再

抗拒呢？過去我曾嘲笑信耶穌基督的人，然而那天睌上，我再

也不能嘲笑他們了。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我承認我的罪，這些

罪的重擔就立時脫落了。正當那時，在我身上發生了許多新事

情。我第一次確認我是一個罪人，我第一次禱告求主赦免我的

罪，我第一次把真喜樂和平安接進我的心中，並且也曉得我從

前的平安喜樂都是假的。禱告之後，我站起來，感到極大的自

主，我整個的房間似乎像是充滿了光，我不曉得我身處何境。

」信主後，倪柝聲大發熱心，立志做個傳道人。趁三一學院因

內戰停課之際，獨自前往上海進入余慈度所辦的聖經學校學

習，但不久即被辭退，原因是他貪愛美食和穿著，貪睡不能早

起。這事雖然使他深受打擊，但也使他認識到，生命的改變必

然要帶來生活的改變，否則無法很好地事奉神。

倪柝聲重返三一書院繼續其學業，隨後他認識了來自英國的宣

教士巴伯小姐（中文名和受恩），並毅然於1921年3月27日和

母親及弟弟喬治一起在福州市郊的白牙潭接受和受恩教士為他

們舉行浸禮，倪柝聲在這一個重大時刻宣告說：「主，我將我

的世界丟在背後，祢的十字架已經使我與它永遠分開，並且我

已經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我現在是站在祢已經把我放在基督裡

的地位上！」和受恩教士對倪柝聲的信仰生命及神學思想具有

重要影響。

他熱心向同學們傳福音，領人歸主。他還把許多同學的名字一

一列在自己的本子裡，每天為他們禱告。因此他被人嘲笑為「

傳道先生」。但他不以為意，繼續祈禱傳道不止。結果，到他

畢業時，在他本子所列70名學生中，除一人外，其他皆受感歸攝於1930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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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1922年以後，鑒於中國反教風潮疊起，倪柝聲認為中國

人應建立真正「自立」、「自養」的中國教會。因此，在1922

年上半年度，倪柝聲與志同道合的基督徒王峙和王載兄弟倆、

王連俊、陸忠信等人自行舉辦非正式的教會聚會—擘餅聚會。

每週皆由與會者一同擘餅、領受聖餐。此乃其日後所創辦的

「地方教會」的前身。他們不僅在學校內傳福音，還經常敲鑼

打鼓地到街上去佈道、唱詩及散發福音單張等，在福州頗為轟

動。此外，他們也時常利用節期假日到四圍鄉村去傳福音。同

時，倪柝聲透過其讀經，漸漸認為現存基督教界中的「宗派」

分立現象是不合聖經真理的，他開始感到自己應建立無宗派，

單以地方為中心的地方教會。

1922年底，倪柝聲創刊《復興報》，以文字佈道，幫助信徒

靈命成長。1923年，倪柝聲以優異成績從三一書院畢業。畢業

後，他捨棄升學攻讀學位的機會，甘心樂意奉獻自己，成為一

名基督福音的使者。

1924年，倪柝聲離開福州，分赴中國各地主領奮興聚會，並且

還到南洋和日本等國佈道。1925年5月他回到福州，在離開市

區順閩江而下近海的一個小村莊羅星塔租了一間小屋。隨後的

兩年是他的過渡時期，這也是他靈命迅速成長的時候。雖然他

已經開始有咳嗽，他還是利用在羅星塔的機會，密集深入地讀

聖經，同時也廣泛閱讀神的僕人們如阿耳福特（Alford）、韋

司可特（Westcott）、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魯克斯

（Knox）、愛德華（Jonathan　Edwards）、懷特斐（Whit-

field）、大衛布萊納德（David　Brainerd），以及其他各人的

著作。他還創辦了《基督徒報》和福音書局，藉此將福音和自

己的教會理念傳往全國各地。1926年，倪柝聲不幸染上嚴重的

肺結核，醫生告訴他只有幾個月好活。他說：「我並不怕死，

我的心裡有平安。但是那天晚上當我想到神的工作的時候，我

覺得我不能死，我必須把在過往歲月中從主那裡學的功課寫出

來，這才不會叫它們跟我一同下到墳墓裡去。這樣我就準備寫

《屬靈人》。」他閱讀了大量教會歷史上屬靈偉人的著作，特

別是那些神秘派、敬虔派和弟兄會的屬靈作品，這些幫助他醞

釀出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屬靈人》。這本書寫於倪柝聲在福州

和無錫養病期間，最後在上海完成出版。

1927年底，倪柝聲來到上海，與其親密同工李淵如、汪佩真和

祝康寧（Charles　H.　Judd）等人在辛家花園汪佩真家中聚

會。在倪柝聲領導下，聚會人數迅速加增，於是他們就在哈同

路文德里租了房子開始聚會，稱「基督徒聚會處」。倪柝聲也

把福音書局搬到這裡來，改稱為「福音書房」，從而成為其文

字宣教和推展地方教會的基地。1928年2月1日，倪柝聲在這裡

為來自各地的五、六十位同工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特別聚會，

栽培、造就他們的靈命，為他們指明道路。

1929年，倪柝聲的病情更加惡化，他在床上躺了一百七十六

天，在那些日子裡面，衣服都是別人替他穿的。但是，他不斷

禱告，他的同工們也不斷替他禁食禱告。新約《聖經》哥林多

後書中神的話語：「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和羅馬書「義人

因信得生」使他不斷加強了信心，病情終於好轉，到1930年底

徹底痊癒。為此，他舉起雙手讚美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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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33年間，倪柝聲多次沿長江而上，到沿江各地，如南

京、漢口等城市宣道；還北上北京和山東青島、煙台等地主領

聚會，所到之處，地方教會紛紛建立起來，逐漸自成體系。因

訂購屬靈書籍，進而書信往來，倪柝聲與英國「閉關弟兄會」

建立了聯繫。1932年，「閉關弟兄會」一行七人到上海專程訪

問了上海基督徒聚會處。通過幾天的交通與分享，雙方發現在

信仰與教會立場上有許多契合之處，聚會處的模式與倪柝聲的

講道為客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倪柝聲接受邀請，

赴英國回訪「閉關弟兄會」。幾天的相處，對倪柝聲的影響頗

深。但因他在英期間和途經美國之時，順訪了其它教會，拜會

了所仰慕的，後來成為他靈性導師的史百克（Austin-Sparks）

先生，因此不被「閉關弟兄會」所容忍和接納。在倪柝聲回到

中國並和他們多次反覆交通之後，在1935年，他們正式地斷

絕了與在上海聚會處以及中國別處地方弟兄們的聯繫。倪柝聲

和與他同在一起的弟兄們則堅持認為，根據新約《聖經》「羅

馬書」中神的話:「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

樣，使榮耀歸與神。」交通必須向神的所有子民敞開。但無論

如何，該弟兄會對倪柝聲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接著，一件意外可喜的事發生了，他求學時期愛戀過，青梅竹

馬之交的張品蕙小姐又出現了。她在燕京大學讀完英國文學碩

士回到上海，並悔改得救信主了。這要追溯到十幾年前，那時

柝聲和品蕙正在熱戀之中。品蕙長得美麗、聰穎活潑，讀書成

績優秀，其父曾為醫生，家境富裕。她1902年出生於福建，

後遷至上海。他倆從小就認識，雙方家長是世交，所以常在一

起玩，自然建立了感情。柝聲對品蕙說的愛慕之語，就如舊約

《聖經》的《雅歌》一書中所羅門王對書拉密女說的詩情話

語：「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你的眼在帕子內好像

鴿子眼。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群臥在基列山旁。…你的唇好像一

條朱紅線，你的嘴也秀美。你的兩太陽在帕子內，如同一塊石

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

而品蕙對才華橫溢的柝聲說的痴情話語也可引用《雅歌》中書

拉密女對所羅門王說的：「我親愛的人在男子中，如同蘋果樹

在樹林中。我歡歡喜喜坐在他的蔭下，嘗他果子的滋味，覺得

甘甜。」

柝聲得救之後，多麼希望品蕙能隨他一起信主，就如《雅歌》

中所言：「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因為冬天

已往。雨水止住過去了。地上百花開放。百鳥鳴叫的時候已經

來到，斑鳩的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無花果樹的果子漸漸

成熟，葡萄樹開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

去。」

雖然他花了相當的時間勸她，但她就是不聽。品蕙才華出眾，

但是崇尚時髦，追求摩登，還是學校裡的校花。這叫柝聲很是

為難，心裡常有掙扎。當主向他一再發出「撇下一切」的呼召

時，他也深切知道自己已是奉獻之身，但他放不下品蕙。當他

讀到詩篇七十三篇廿五節：「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

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這話摸著了他的心。

他自問：「我在天上除了主以外，還有誰呢？」他可以坦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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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但問到：「我在地上，除主以外還有所愛慕的嗎？」他就

不能回答了，因他在主以外，還有所愛的人，並且佔有他的

心。此刻，柝聲起了強烈的掙扎，到底是要主呢？還是品蕙？

當主又給他看見：「信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軛。」他更加痛

苦為難。

然而主不放過他，用那個比死堅強，比水柔軟的大愛將他完全

征服，使他決然撇下人間情愛，只願單純事奉恩主，忠心一路

跟祂。於是他衷心的禱告：「我愛我的救主，我求祂的稱是，

為祂之故，安逸變苦，利益變為損失。」並就此毅然與品蕙分

手了。

柝聲離開後，品蕙對他的思念之情可用《雅歌》中書拉密女的

戀歌來描述：「我親愛的人屬我，我也屬他。他在百合花中牧

放群羊。我親愛的人哪，求你等到天起涼風，日影飛去的時

候，你要轉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然而主的恩典何等奇妙！柝聲和品蕙十多年後在上海重逢，他

們終於結成了伉儷。然而，品蕙嫁給柝聲的過程並非一帆風

順。論學位，她高於柝聲。論職業和收入，她當時是教師，而

柝聲沒有固定職業或收入。這在社會上以及親戚中引起了非

議。尤其是品蕙的姑媽張美珍，她強烈反對這一樁婚事，按她

的心意，她的漂亮侄女應嫁給一個富翁，而不是像倪柝聲那樣

的窮傳道人。

新娘品蕙的外表美如《雅歌》中所言的「沙崙的玫瑰花」。但

她內心更美，是《雅歌》中所描述的「百合花在荊棘內」。因

為她遵循神的旨意：「不要效法這個世界」，而勇敢地向周圍

的世俗觀念和追求物質利益的社會環境挑戰。在惡劣的環境

中，百合花照樣頑強地開得那樣絢麗多彩。

品蕙的姑媽張美珍出於對他們婚姻之事的怨恨，氣急敗壞地在

上海《申報》上，連續一星期撰文攻擊倪柝聲；她還印了許多

單張在基督徒圈子內分發，在許多基督徒中間製造了相當大的

騷動。這件事迫使倪柝聲暫時停止了公開的服事，在遠離上海

的一處地方退隱了一段時間。

但此事絲毫未動搖品蕙的意志，她的愛情觀就如《雅歌》中書

拉密女所說的：「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

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愛情，眾

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

愛情，就全被藐視。」

他們婚後生活很美滿，二人同心事奉主，由於品蕙深厚的文學

造詣，協助翻譯了許多屬靈書籍。她賢慧能幹，成為柝聲一生

事奉主最佳侶伴，幫他打理了不少事務。例如在福州鼓嶺訓練

時，接待了多位同工，飯食服事都是由品蕙負責。多年後，柝

聲入獄，而她因病在監外服刑時，她曾抱病按時進監探望，使

得在孤單、煎熬中的柝聲，得著撫慰。

1935年秋，倪柝聲應邀到煙台，期間他個人得到復興。年底，

他重返上海事奉。後來更應福州教會之邀，到福州領會，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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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福州教會的關係亦得以重建。從此，他的工作圍繞煙台、上

海、福州三地。

1936年6月，倪柝聲再訪英國，取道香港、新加坡。1937年中

日抗戰爆發，他旋即由新加坡返國。當時日本在淪陷區推行宗

教控制政策，要求教會加入由日本人控制的聯合教會組織。上

海地方教會拒絕，因此被停止聚會。

1938年倪柝聲發表《工作的再思》。同年7月他與品蕙一同造

訪英國、歐洲，品蕙後因懷孕而先回上海（可惜不幸小產，終

生未有兒女）。柝聲繼續留下，於12月由歐洲返回英國小住。

期間在英、歐等地的講道被編輯成《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這

兩本書清楚揭示了倪柝聲那個時期的教會觀念。

1939年5月倪柝聲起程並於7月回到中國。當時他的弟弟在上海

成立生化藥廠，因管理不善而出現危機，倪柝聲開始協助其管

理藥廠。1942年，他更出任藥廠的董事長。雖然他儘力做到把

他的藥廠的一部分盈利調撥出來，以在艱難時期維持他的同工

們。但他卻被整個教會所誤會；結果在1942年年底，上海聚會

處的負責弟兄們要求他停止在上海的服事。他先到福州為他未

來的工作作準備，隨後他隨著藥廠遷到重慶，在那裡作了短暫

的服事一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

1947年倪柝聲對生化藥廠一事的看法上有很大轉變，並把工廠

「交出來」奉獻給教會。從此就掀起各地的地方教會奉獻的熱

潮，不少信徒把財產，甚至將自己奉獻給教會。此後他重新被

接納並領導福州及上海教會，但在方法上有很大改變。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後。倪柝聲夫婦抵達香港，在香港教會聚

會所工作。1950年5月，倪柝聲強烈地感到他的負擔是跟留在

中國的弟兄們在一起，雖然他知道有危險等著他，還是不顧弟

兄們的勸阻回到上海。品蕙隨後也回到上海。1952年全國推動

五反運動，地方教會內有人指控教內領袖及教會組織有資本主

義行為。同年，倪柝聲在赴東北瀋陽領會途中被捕，開始失去

自由。

1956年1月20日，其它地方教會的領袖跟著被捕，品蕙亦於此

時被捕，關在上海提藍橋監獄。但因患有高血壓（有時高於

200/140）和心臟病，在第二年獲釋，在家接受勞動監督。3

月，政府在上海展覽「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罪行」，試圖抹

黑這位領袖的形象。同年，倪柝聲正式判監十五年，在上海提

藍橋監獄服刑，罪名為反革命、國民黨特務、蓄意破壞商業行

為、通姦等。品蕙被准許在監視下每月探訪他一次。

到1967年4月，他服滿了十五年刑期，但正值文化大革命，因

不願放棄信仰，他的刑期就再延長了五年。他從提籃橋監獄被

轉移到上海市郊青浦縣的青塘勞改農場，其間張品蕙曾到那裡

去看過他一次，其後就杳無音訊。1970年1月，倪柝聲被轉移

到遠在安徽省廣德縣深山中一個條件極其惡劣的白茅嶺勞改農

場。夫婦二人再無機會重聚。

文化大革命中，張品蕙因不肯放棄信仰，也不願與倪柝聲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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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清界線，1969年被判定為反革命，常遭公然侮辱，身心受

創。她曾被紅衛兵關在一間小房內晝夜拷審，外面只聽見恐嚇

和皮帶抽打的聲音。當她被押出來時，只見眼睛腫得像饅頭

般，身上有多處傷痕，眼鏡也破碎了。

另有一次，她與另兩位基督徒老姊妹被揪鬥遊街，為了要她們

放棄信仰，手上套著鞋子，頭上戴著尖頂紙帽，頸上掛著牌

子，被責罵、凌辱，甚至罰站數小時。面對著嚴厲的逼迫，她

們仍堅決的說：「信」。在勞動改造期間，她每天早晚兩次被

勒令打掃弄堂，過路的人無論是大人或小孩，都可隨意打她、

唾她。

一次，在鬥爭大會後，她分享道：「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

觀看（新約《聖經》中哥林多前書的經文），聖經上早已說明

了。」她對這樣的生活已習以為常，見過她的人，都稱她「白

頭髮」。人人都知道這位滿頭白髮的老太太，是為了主耶穌的

名而受逼迫苦害。在所有逼迫中，她總是在批鬥她的台上，一

直不停地默默禱告，始終靠主站住，沒有羞辱主的名。她忠心

謙卑地跟隨主，常說一句話：「如果沒有主，這世界真是太殘

酷了！」她時時牢記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話語。

儘管紅衛兵抄家、洗劫了她十多次，《聖經》仍舊被她珍藏了

下來。

1971年11月4日晚，眼看倪柝聲加判的五年勞改刑期就要結

束，張品蕙滿懷希望地積極為倪柝聲出來後的住處準備。當她

在家中站在凳子上要爬到櫥頂上拿東西時，突然間一不小心，

跌了下來，斷了幾根肋骨並中了風。她被送到上海中山醫院，

但不准移進病房診治，三天後就在醫院走廊上與世長辭。

張品蕙走了，她悄然地走了；出於愛，她不願拖累別人，這也

是神對她禱告的應許。

張品蕙走了，走時心裡只有愛和寬恕，卻沒有嫉恨，她祝福每

一個人，包括惡待她的人；因她受到神的愛和寬恕。

張品蕙走了，走時心中滿了平安、喜樂、感恩，因為她知道等

待著她的有天國的盛筵，在那裡心愛的柝聲會去與她重逢。

張品蕙走了，縱觀她的一生，並未成就世人所追求轟轟烈烈的

事業。卻呈現給大家活生生且強有力的見證：如何在地上活出

天國的樣式。

新約《聖經》以弗所書中說：「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

丈夫，如同順服主。」這正是她37年婚姻生活的真實寫照。當

倪柝聲遭到非難時，她總是堅決捍衛他丈夫的清白。倪柝聲在

福音傳播方面的成就確實是與她這賢內助持久的支持和幫助不

可分的。眾基督徒姊妹們讚譽她為「馨香的沒藥」。她的「反

革命」冤案也在1986年得到平反昭雪。

長期以來，倪柝聲一直有一個心願，想早點結束他的刑期出來

與品蕙團聚。他知道她的身體非常差，他曾說：「我的刑期，

像是與我妻子的生命在賽跑，如果我能在她還在世的日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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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為我受了許許多多的苦。」一個多

月後得知張品蕙去世的消息，倪柝聲淚流滿面，悲痛萬分。他

申請多次，要求回上海奔喪，但均未獲批准。他隨即寫了一首

詩：「哭千聲，喚千聲，卿聲我慣聽，緣何卿不應？」

半年後，他在寫信給張品蕙的姐姐張品琤的信中，更吐露出他

對妻子品蕙真摯的愛：「明日是蕙妹逝世半週年之期（五月七

日）。這半年來，變化實在太大，回首前塵，展撫遺物，叫我

不能不一直心感悲痛。二十年來，不能一次伺候她，總是終身

遺憾。一切都是我對她不起，害她困難。十餘日來，深思蕙妹

不能自已…。」

1972年5月30日，倪柝聲在白茅嶺勞改農場因心臟病發作去

世。去世前寫下了幾行大字：「基督是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

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為信基督而死。　

倪柝聲。」

1989年5月，親屬最後將倪柝聲夫婦倆安葬在蘇州市郊香山公

墓花墩墓區內，彼此靠鄰。張品蕙的墓碑上寫著「主內安睡」

，而倪柝聲的是「主內安息」。他倆同甘共苦，經過狂風暴

雨，終生相愛不渝，終於在主裡相聚，永不分離。

倪柝聲一生對聖靈和真理的渴慕追求，孜孜不倦地閱讀聖經和

屬靈書報，對聖經精湛的研究，在中國教會歷史上，是罕見

的。他蒐羅了幾世紀以來的第一流基督教著作，其中有三千多

本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在倪柝聲的臥室裡，不論是在他婚前和

婚後，床下、床前、地板上，甚至床上，一概都堆滿了書，其

中有釋經的書、人物傳記、教會歷史、聖詩及作者生平，種類

紛繁；他看過的書足有幾噸重。

他一生對神的盡忠是可敬佩的，在50年代傳道人同工紛紛逃離

大陸，但他仍決意回上海，為主做工。他明知在前面有一個很

重的十字架，但他卻甘心樂意地去迎接神所給他的苦難。即使

在監牢裡或勞改時，倪柝聲一直是敬畏神的人。倪柝聲曾和兩

個流氓刑事犯關在一起，流氓們的任務就是虐待他，逼他放棄

信仰，他的一件棉背心也被他們打爛了。又有一段時間，獄中

常有廣播說：「又有信徒們宣佈改變信仰，並要對大家講話，

他們講後就被立即釋放了。」獄警接著對他承諾，只要他一句

話，他就可獲當場釋放出獄，和他的妻子團聚。但他從未放棄

他的信仰，他對他的神由始至終都是至誠的。

倪柝聲在被囚禁期間，雖然身患嚴重的心臟病，仍然不停地傳

福音，一直為主作見證。他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曾帶領一位同

室難友吳友琦歸向了基督。吳友琦曾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和白茅

嶺農場，與倪柝聲關在一起有九年之久。他回憶道：「我認識

他的時候還不相信主，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我是讀他的人才相

信主的。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實

際行動，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柝聲也曾傳福音

給上海青浦青東勞改農場的場長，場長則因接受福音而受到上

級批評。倪柝聲在世時，曾為一位難友禱告，此人在倪柝聲去

世後也得救歸主。倪柝聲一生沒有過著好日子，凡事為他人著

想，為他人打算。他是一個實踐信仰的人，他不僅教導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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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課，他的確也追求，願意接受十字架的對付。即使他受誤

會，甚至於被誣陷，他沒有為自己辯白過一次。

倪柝聲從未上過神學院，卻在一生中完成了幾十部著作，並出

版過眾多刊物，其中許多已翻譯成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他還

編寫過幾百首詩歌，一直被眾多教會採用。他還曾在中國各地

創建了數百所教會。

美國《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將倪柝聲評為

20世紀百位最具影響力的基督徒之一，並受到美國國會的表

彰。倪柝聲雖已逝世近50年，但他的為人和事工仍然持續影

響著中國廣大的基督徒。如今中國境外有超過三千處的教會，

包括美國國內的幾百處，都將倪柝聲視為他們屬靈和神學上的

創始人之一。倪柝聲是第一位對西方基督徒具有影響力的中國

基督徒，許多西方教會領袖以倪柝聲對全球屬靈文化的貢獻為

榮。

十年慕道友終成基督徒
嚴珍

多年慕道後，終於決定今天站在這兒與大家分享我認識和接受

主的過程。

以前一直覺得神離自己很遙遠，反倒是我爺爺和爸爸的無神論

及中共黨員情結更接地氣，讓我一直有「紅三代」的優越感，

並自我膨脹了多年。

2007年來美國，通過一位基督徒同事，真正近距離感受到神，

但沒有機會進一步認識就失之交臂了。接著在美國工作了一段

時間，忍受不了生活的不適應，加上考慮到孩子還太小，所以

申請去國內分公司工作。2011年孩子剛上小學，就被老闆催

回美國來了，這次可是攜著全家回來的。一個人不適應變成一

家人不適應，倒是以後孩子適應得比我們快。當時住在Warm 

Springs碰到一位牧師，好奇去聽過講道，結果只留下聚會後

聚餐模糊的印象。

後來受子龍和少芳的影響，聽到看到了神在他們身上做工。也

曾有過感動，可是每次都稍縱即逝。四年前王敏姊妹帶我去聽

遠志明牧師講道時，我感動決志。從認識神，到猶豫退縮，後

又受部分外力影響，中途陸續聽牧師講道，偶爾來教會查經。

心中有很多問題，但擔心影響他人，也沒有發問。偶爾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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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們的見證後會有些小感動，但卻一直未做到「心中相信並

口裡承認神」，甚至唱詩歌也因信心不足而唱不出聲。

我從小家境優越，深受長輩們寵愛，讀書工作結婚生子一帆風

順。生活上婚前對父母依賴，婚後對先生依賴。我和先生的七

年之癢，應該從我們全家來美國後開始計算的。工作繁忙，生

活上的一地雞毛，先生對我過多專注工作疏於家庭而不滿，

我卻抱怨他對我不理解、不支持，造成我們婚姻危機不斷。

我先生比我理性，卻在認識神不到兩年就受了洗。他成為基督

徒後並沒有朝我期待的方向改變。可我不知道，神已在他身上

做工，只是沒按我的想法。雖然他不擅長做家務，卻承擔了很

多。我每次出差他都求神保佑我平安，他一直默默禱告求神保

守我們的婚姻和我們的家庭（這是他最近才與我分享的）。

我經常問自己：「為什麼我這樣一個比較感性的人，會如此理

性地認識並接受神呢？」後來讀了雅各書4章6節和彼得前書5

章5節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我逐漸意

識到我的自我中心和驕傲不是神所喜悅的。

今年7月1日我送先生來教會主日敬拜，聽到沈有方牧師講道，

提到神微小的聲音，我突然意識到原來神的聲音一直都在，只

是我到底願不願意靜下心來聆聽。於是7月8日我主動要求和先

生一起來教會，當天在唱詩歌時竟感動地流淚了。中午吃飯後

唐傳道邀請我去受洗班，我也一改往常的禮貌婉拒，欣然去聽

課了。而且從那時起堅持每週上受洗班，一步步感受到「心裡

相信口中承認神」的喜悅，我和先生的關係也慢慢恢復到了來

美國前的融洽狀態。

每個人與神和好的過程不一樣。我經歷了十多年的時間，今天

才正式受洗進入神的家，認識和接受主是新我的開始，跟隨主

是我一生要做的功課。感謝讚美主！

（2018年9月受洗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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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與我同在
夏紫杉

從認識主到今天已有50天了，最開始我選擇學習瞭解主，是

因為我的姐姐時常對我說起主對她的幫助，引起我對陌生的主

產生了好奇心。接著我參加了受洗班，逐漸地認識了主，還做

了第一次祈禱。以前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會覺得很孤單，說誇

張點，好像被全世界拋棄了。但現在我會莫名地感受冥冥之中

有人陪伴著我，支持著我。我第一次的禱告，希望自己能變

得更堅強一點。平時只要有一點委屈或碰到尷尬的事，就臉頰

熱熱眼眶紅紅的。但現在，我真的覺得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幫

助我，本來不開心變開心了，我相信，是祂在幫助我。在受洗

班上，我認識了幾個好朋友，聽他們說如何感覺神在身邊的時

候，我覺得很奇妙，就是有這麼一個不知名的力量在無時無刻

地幫助我們每個人，現在我明白是神在幫助我們。當唐傳道問

我要不要受洗，我還很猶豫，我不確定是否真正相信，於是我

說：「我再考慮看看。」回到家，姐姐聽說了，就對我說：「

我支持你受洗啊，很多人都是在不完全瞭解時選擇受洗的，受

洗只是一個開始。」是神的旨意吧，她的話推了我一把，讓我

決定受洗。從開始填表，我的大腦一直都是空白的，交完表之

後，我意識到確實決定受洗了。這絕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今

天，我站在這裡受洗，我不後悔，願意繼續跟隨主。感謝主！

（2018年9月受洗見證）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徐躍歡

感謝讚美全知全能的主，祂獨生的兒子耶穌基督用祂的寶血洗

淨了世人的罪，使人重生，有重新歸主的機會。主耶穌基督也

洗淨了我這個多年帶罪罪人一切的罪，使我這迷途羔羊重返天

路。

耶穌基督對我雖不是個陌生的名詞，我卻一直未對耶穌基督

有更深層次的認知。2018年6月份我來到美國，我在借住的房

子裡認識了楊迪弟兄，因為都是身處異鄉的華人，我們很聊得

來。他曾告訴我：「週末有時間的話可以一起去教會參加主日

敬拜。教會裡的弟兄姊妹們，都非常友善，互相幫助。我就是

得到神的保守，才能在美國生活得順利平安！你若是也信主，

神也會保守你的。」當時我就有了要去深入瞭解基督教的想

法。

6月17日，楊迪弟兄第一次帶我到了基督之家第三家。初入教

會，我就感受到大家的善意以及教會和諧安詳的氣氛。在教會

的主日敬拜中，孫雅各牧師講解信息《信心的得勝》，引用約

翰一書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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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牧師傳遞的信息直達我心，我

對下一次的主日活動也有了期待。7月1日，我參加了受洗班的

課程，在學習過程中，沈老師和唐傳道分享了基督教的基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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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耶穌基督為了世人被釘十字架受死，基督徒因著耶穌基督

的代死，罪債被償清，藉著耶穌的寶血，罪人得以稱義，在靈

裡與神交通，死後進入天家與神同在。經過了這段時間的主日

敬拜和學習以及兄弟姊妹的見證，我承認我是個罪人，迷途的

羔羊。我渴望得到主的救贖。「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

必被定罪。」（可16:16）信而受洗，我們的罪才能得到赦免

且重獲新生，領受主所賜的聖靈，傾聽聖靈的指導，走神的道

路，蒙受神的恩典。

主啊，迷途的羔羊一直在尋找祢的道路，在眾多弟兄姊妹的見

證下，我這個罪人罪債已清，重獲新生，我願將新生的我交託

在主的手上。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歸於神，從萬古以前至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2018年9月受洗見證）

引我走過死亡幽谷的主
鄭夫明

我來自中國內地，今年70歲。我的女兒鄭雲和孫女艾米麗去年
復活節時接受了洗禮。我和我太太五月來這裡看望她們。剛來
不久就跟著她們來教會聽道，很快就對聖經有了興趣。大家知
道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在中國大陸從小到大，接受的就是無神論
的教育。聽共產黨的話，跟共產黨走，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
身。但是共產主義事業終結是什麼，讓我迷茫至今。

通過幾個月的讀經和週日聽道，還有受洗班唐傳道、沈老師和
宋長老、蕭長老們的指導幫助，使我真正相信了全能的神，祂
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我信聖靈，信聖而公之教會，所以我受
洗，成為神的子民，見證耶穌基督賜恩福予我：

八月二十六日，我們一家五口（我、我太太，女兒、女婿、孫
女）開車前往西雅圖遊玩，中途住宿在一家小旅館。第二天準
備繼續前行時，我感覺不適，突然暈癱在床上不醒人事，嚇得
孩子們不知所措，立即呼叫911急救。信主的小旅館主人著急
地大聲為我禱告。當時我能清楚地聽到每個人的講話，就是自
己不能講話，渾身無力，像沒有了肢體般，做夢一樣地在空中
飄蕩，能看到下面的大山、樹林、江河，感覺非常舒服，沒有
任何害怕、驚慌、痛苦。記得在急救車上有人為我做了兩次人
工呼吸，換過兩次大小不同的吸氧面罩。兩人一組互換著為我
做胸部心臟復甦。隱約間我聽見孫女在叫爺爺，聲音聽起來很
遙遠，我睜開眼看了她一眼，很朦朧的樣子。接著我又繼續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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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意識中覺得有神保守我，相信一定會回來的，只要到
了急救中心就會沒事的，因為我的太太和孩子們在等我歸來。
他們在遠方呼喚我的聲音雖小我都聽得到。

到了急救中心就開始各種檢查，我每次都很清晰地聽到醫生
說：「沒問題。」還聽到有檢查人員說：「很棒，像個小男
生的心臟。」就這樣一項項檢查著。我仍然感覺不到肢體的存
在，繼續飄蕩著。直到早晨四點左右，我感覺身體一震，長
舒了一口氣，睜開眼看見胳膊上插著輸液管，身體上插著導
尿管，雙腿上的按摩器，周圍的急救設備，才知是躺在醫院的
急救室。我的手指能動了，胳膊能抬了，腿能彎了，也能側身
了。當時想：「我怎麼會躺在這裡？我沒有病呀！」當時感
覺很好，想吃東西。大概是六點左右，早飯送來了，陪我的好
女兒也醒了，我喝了牛奶吃了早餐，比我還高壯的女護士推著
輪椅來接我去做磁共振，我竟然自己能起身抬腿下了醫療床坐
上輪椅。做完了磁共振檢查，查房的主治醫生高興地宣佈：「
你百分之九十九可以出院，百分之九十九可以繼續旅遊。」不
過，為了保險起見，醫生又把心、肝、肺、膀胱、陰囊、前列
腺做了彩超，結果一切都正常。沒有多久，我聲音宏亮，精神
飽滿健步走出了醫院。

多年前我太太用十字繡繡了一副耶穌的頭像，那耶穌慈善的面
容又一次在我左前方的天邊顯現。在神面前我決不會說半句
謊，在我沒有肢體感覺的飄移中，在我左前上方耶穌的面容一
直顯現，我心寧安靜，不但身體沒有什麼不適和痛苦，連胸皮
也沒有任何裂傷。感謝主施恩賜福予我，感恩主的醫治和守
護，從此我就是主的孩子，事奉我主耶穌基督，隨時等候祂的
召喚。    　　（2018年9月受洗見證）

迷途的羔羊回家了
張秋葉

我從中國大陸來，從小受的是無神論的教育，所以對神有很大

的抵觸情緒，把那些傳福音給我的人統統拒之門外。

今年五月來到美國看望女兒一家。她們兩年前來這裡已受洗歸

入主名。看到她們雖然舉目無親，可是生活、工作都很快樂、

順利。雖然女兒告訴我，這都是神的安排，我還是感到疑惑。

來美國沒多久就是敬拜的主日，女兒帶我們到了基督之家第三

家，受到熱情的歡迎和接待。教會裡從牧師、長老、傳道、老

師到兄弟姐妹都很熱情親切，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樣。由於某些

原因我們來的次數不算太多，但是通過主日的敬拜、禱告，還

有查經學習和受洗班沈沛東老師的講解，使我認識了神，顛覆

了無神論。知道了世界萬物都是神創造的，神才是萬能的主

宰，祂掌管著世界的一切。當我們來的時候通過安檢，特別的

順利，海關官員甚至一句話都沒問就讓我們通關了。後來我才

知道，是女兒告訴了教會的兄弟姐妹，大家集體禱告，求神看

顧幫助的結果。

我的身體一直不太好，來這裡的前一天還在打吊針輸液。來時

醫生不放心，給我帶了路上要用的藥。來這裡後，教會的孫牧

師、宋長老、蕭長老、朱長老、唐傳道、沈老師夫婦及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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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都為我禱告。沈老師、麗萍、鄭長老和師母、宋長

老、蕭長老還多次到家來看望我們，使我感到教會是一個大家

庭，有家的溫暖。來這裡幾個月再沒吃藥，這都是神的保守看

顧，我想成為神的兒女。

八月二十六日，女兒一家帶我們去西雅圖旅遊，中途住在一家

小旅館。第二天早上要出發前，我先生突感不適，人事不醒，

我們好著急，打了急救電話，並告訴了小旅館主人。主人也是

信主耶穌的，在救護車沒來之前，她在整個院子裡跑前跑後

地大聲禱告，並跑到我先生的身邊不停的禱告，直到救護車開

走還能聽到她的禱告聲。經過醫生的救治，我先生的病情很快

穩定，醒了過來。第二天就能下床了。做了各項檢查，一切正

常，下午便出院了。這件看來不可思議，無法解釋的事情，其

實都是靠主的醫治和守護。在整個救治的過程中，教會裡的所

有認識的、不認識的兄弟姐妹都在替他禱告，求神的醫治，這

使我特別的感動，也更堅定了我信主的決心。

我就要受洗正式成為主的兒女，心情好激動。我這隻迷途的羔

羊，在外漂泊了幾十年，心沒有依靠，忙碌而渾沌地生活，不

知心歸何處，現在終於回家了。今天是我的新生，求主寬恕赦

免我一切罪過。從今以後我願敬拜在祢的腳下，投入祢的懷

抱，永永遠遠追隨主耶穌，時時刻刻沐浴在祢聖靈的光輝裡。

敬拜祢，聽祢的召喚，事奉祢，傾聽祢的話語，做祢喜悅的

事。向世人傳揚祢的福音，使更多的人蒙福。

（2018年9月受洗見證）

堅定我的信仰
楊功夫

今天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日子，我很高興在主的面前接受洗

禮，堅定信仰讓我從今以後在神的引領下走向更光明的明天。

和大多數人一樣，我決志信主是有一段過程的。來到美國後一

切都是陌生的，都要從頭學起，可是歲月不饒人，有些事情與

國內不一樣，常有許多困惑。在女兒的帶領下，我來到了基督

之家第三家。剛開始接觸，我感受到友好的氛圍。從聽孫牧師

的講道，到弟兄姐妹的噓寒問暖，使我感到這是一個很溫暖的

大家庭。主日崇拜時，我更瞭解了一些經文的真諦，它們彰顯

了神的仁慈、博愛、寬容…，經過孫牧師的釋經，我對基督教

有更深的認識，也使我進一步瞭解了主的教誨。所以，我決志

信主，接受基督，學習隨時和弟兄姐妹共同遵守主的旨意，一

起堅持殷勤禱告，學習聖經，我相信基督已進入我的生命，使

我成為神的兒女。

神啊，我需要祢，我願意打開心門接受耶穌，作我的救主和生

命的主，感謝祢赦免我的罪，求祢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為祢

所喜悅的人。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2018年9月受洗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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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大愛
趙麗娟

我和我的丈夫周兵來自上海，去年11月他也在這裡接受洗禮。

我首先要感謝前來參加我洗禮的兩位朋友，在這個特殊的日子

來見證我的重生，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也是我們在神家中屬

靈的弟兄姊妹，求主保守他們及家人平安！在我求學的過程

裡，曾經想像過什麼時候也可以像教授一樣站在台上演講，可

是我從來沒想過會以這種形式實現，站在基督之家第三家的教

堂裡，面對眾多弟兄姊妹分享我人生中最奇妙的時刻，這比演

講更加有意義。感謝主，對我一切都是祢最好的安排！

在受洗班，宋長老對我們講過，一個人從無神論成為有神論的

轉變，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人生中經歷了些難事，因為主

的憐憫信了主；另一種就是隨著年輪慢慢地運轉，有幸得到主

在正確的時間揀選信主。我應該是屬於第二種的幸運者。

我的人生經歷很平淡，前半生沒有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我回

顧時，發現都是神對我的眷顧，祂賜予我剛強的內心和堅忍不

拔不輕言放棄的個性，去面對和突破我人生中遇到的困惑與阻

礙；祂賜予我善良、正義、有同情心的品德，讓我總是遇到

良師益友，使我在任何環境下依舊能堅持自己的原則，不走偏

道。我丈夫為了說服我和他來美國，他半開玩笑地說出他的心

裡話：「妳這人『傻乎乎』的，美國的環境更適合妳，妳看老

外都『傻乎乎』的，說什麼就是什麼。」其實並不是傻與不傻

的問題，只是還未認識神之前，我一直守著自己的道而已。直

到有幸得到神的揀選，歸為神的兒女，一切都水到渠成。感謝

神的憐憫，讓我頑固的丈夫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提前自願接受

洗禮，讓我在信主的道路上少了很多阻礙。並且還可以相互扶

持信奉主。

雖然自己感覺主賜予我很多，但依舊是有罪的。祂希望我能認

識自己更多的軟弱，靠祂克服軟弱，才能更加堅守神的道。所

以祂安排我和先生的結合，對我是很大的考驗。我開朗自信擅

長表達，他木訥頑固脾氣暴，但他絕對是個善良有擔當的丈

夫和父親。可是我們常常因為一些瑣事鬧到雞犬不寧，最後乾

脆冷戰，不交流，各自盲目地感覺自我良好。抱怨、挑剔、指

責、冷漠對方，忘記了什麼是愛和怎樣去愛。我們都很痛苦，

感覺我們就像是兩條平行線，無法交匯。這種可怕的狀態讓我

常常思考：「一對愛家顧家，無不良嗜好，無原則性問題的夫

妻為何不能和睦相處？」我剛提到，感謝主賜予我不輕言放棄

的性格，我堅持要找到問題並且解決問題，同時又期盼某種力

量可以幫助我們。工作上我可以披荊斬棘、勇往直前，得到大

家的賞識與認可，我想婚姻也一樣可以。可是我的想法未免過

於簡單了，我面對的婚姻是個活物，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家庭環

境成長出來的活物。

當我要求丈夫帶我踏進基督之家第三家的時候，在主的殿前，

我們居然有默契，而且感覺兩人心靈相通，何等神奇和感動。

感謝神的大愛注到我的心裡，讓我知道我很愛我的丈夫。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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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愛我，只是互相用了錯的表達方式。第二週到教會，剛好

是馮秉誠牧師的佈道會。在佈道會第二堂講道，我深受聖靈感

動不能自已，決志歸順與主。我感慨，這不就是我一直期盼尋

找的力量嗎？從那時起，覺得我的力量不再微小，靈魂不再孤

獨！

當我讀到聖經新約：「兩個瞎子喊著說：『主啊，可憐我們！

』主耶穌站起來，叫他們說：『要我為你們做什麼？』」，可

是祂是神，完全知道眾人的想法，祂依然詢問對方需要祂做什

麼。祂叫瞎眼的看見，叫瘸腿的正常行走，長大痲瘋的都痊

癒！我在這段經文裡讀到了主耶穌的大愛（接納、尊重與愛）

，這不正是我的婚姻裡所欠缺的？答案不就是它嗎？我們連接

納對方都做不到，如何愛？我努力接納我的丈夫，接納他的軟

弱、愛他、尊重他；他能體會到，也能接納妻子的軟弱，同樣

愛她、尊重她。雖然改變不可能一蹴而成，矛盾還會存在，但

不同的是，有主的保守，主會教導我們如何相愛！

感謝主的恩典，賜予我智慧讓我認識到自己的軟弱！我願意信

奉天父信奉主，歸順在您的名下，做您的兒女，直到永遠！感

謝我屬靈的好姐妹劉珊珊，她一直不離不棄地用神的智慧教導

我、帶領我，十年前向我撒了福音的種子，那顆種子現在開始

在我心裡生根發芽！從我最初異常地抗拒到現在欣然接受並堅

信，這種轉變讓她非常開心和感動。感謝受洗班的沈沛東老師

和夫人麗萍姐給予我們的愛與幫助！感謝孫牧師和各位長老、

傳道、各位傳福音的弟兄姊妹，感謝你們堅守神的道，傳播神

的愛，讓我初次踏入三家就被強烈有力的愛所牽引！感謝大家

的傾聽，願主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未來的新年裡得

到主更多的平安與喜樂。阿們！

（2018年12月受洗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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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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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滿溢
呂夢瑩

我來自浙江省，我的外婆外公都是基督徒，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父母並沒有去教會。媽媽從小教導我做人的道理，在接觸教

會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些道理是來自於聖經。媽媽只是告訴

我身為基督徒的外婆就是這麼教育她的。因為受了外婆外公的

影響，所以我很容易便接受了有神論。

長大後，我來美國求學，剛開始並不清楚母校是所教會學校，

後來因為要上聖經課程才知道。不過自己的學習生活一直很順

利，所以也就沒有太留意主給我的指引，教會活動也沒有什麼

參與，以致多次與神擦肩而過。直到最近兩年，我情感上遭遇

挫折，家裡又突逢巨變，自己一直以為美好的世界瞬間崩塌。

為了散心，今年8月份我到了舊金山。主憐憫我，我來這裡看

望的朋友是基督徒，他不斷地傳福音給我，讓我抑鬱的心情

慢慢好轉。有一天中午，我突發奇想，和朋友提起想住到基督

徒家裡。當晚回到原來住處，竟然才發現同住的京哥和鄺姐都

是基督徒。經過他們的介紹，我來到了基督之家第三家。感謝

主！原來主早就給了我最好的安排。

第一次到教會，就感受到了兄弟姐妹的熱情和關愛，非常溫暖

我的心。接著就遇上了馮秉誠牧師的佈道會，馮牧師的講道太

好了，解開了我不少疑惑，讓我心甘情願地承認自己是個罪

人，就在11月10日決志信主。沒想到兩日之後，家人突然告訴

我家裡的事情有了轉機。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兩年多來，我們

想盡各種辦法都沒有什麼好的進展，我決志信主後竟然有了好

轉。這簡直就是天大的恩典，真的感謝主，真的太感謝了！

主賜予我的恩典不只如此。11月8日我通過駕照的筆試後，預

約了20日的路考。在考試前，受洗班的沈老師和同學為我禱

告。20號那天，考官坐上前面一位考生的車時，不小心掉了一

張紙。我朋友看到後急忙跑過去撿起來給她。當考官坐上我的

車時，她說了一段話，並問我：「聽懂了嗎？」我不知如何回

答的時候，腦裡閃過一道光，脫口而出：「安全第一。」考官

一聽，格外開心，我的路考就很順利地通過了。這真是主賜我

的恩典啊！

這一個多月來，我參加主日敬拜聚會、同心團契，還有家庭團

契，都讓我更加地瞭解主，也深深地感受到祂對世人的愛。常

常禱告、唱詩，我的心中都會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暖流，感受

到有種無形的光芒照亮了我全身。今天的受洗不僅僅是做基督

徒的開始，也是我信靠主，感恩主赦免我的罪，帶領我走進全

新生活的開始。雖然日後還是會經歷風吹雨打、艱難險阻，但

我相信主會一直與我同在，指引我平安渡過。願一切榮耀歸於

神，阿們！

（2018年12月受洗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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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路走來
王梓默

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並沒有蜿蜒崎嶇，也沒有坎坷荊棘，反

而是平平淡淡穩中有幸。現在想來，一定是有主耶穌的保守。

我小的時候，是外婆把我帶大。外婆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從小

開始，外婆就帶我去教堂。每週都有那麼幾天，清晨天還沒

亮，外婆便牽著我的手慢慢地走去教堂。年少無知的我看來，

以為外婆只是睡不著，便帶我出去散步罷了。慢慢的我長大

了，開始懂得一些事情了，依然跟著外婆去教堂。那時開始留

意一些細節，腦子裡第一次有了耶穌基督的存在。小時候很多

次，離危險近在咫尺，可總是幸運地平安度過，雖然只是覺得

自己很幸運，但多少也會問自己，是不是神的大能救我脫離危

難。

上大學的時候，遠走他鄉到了美國，我有幸接觸了基督之家第

五家在學校的學生團契，才真正瞭解到主耶穌，瞭解到各個教

派的不同，也通過教會弟兄姐妹為我禱告，我感受到了有主耶

穌保守的溫暖。可是不久外婆過世了，那時我心裡有無限的遺

憾和悔恨。外婆和母親都教導過我，一切都是主最好的安排。

可是為什麼主沒有讓外婆留下？為什麼沒有機會讓我見一手把

我拉拔長大的外婆最後一面？一切都顯得那麼遙不可及。難道

這都是主耶穌的安排嗎？

從那時起我變得憤怒，心中充滿著怨恨。原本就不好的性格變

本加厲，也導致了自己失去了很多生命中重要的東西。可我不

知道主耶穌一直沒有拋棄我，一直在指導我前進。基督五家的

長老和團契的朋友們鼓勵我，帶著我一起走過那段難熬的時

間。真的要感謝主！離開灣區後我到中部工作了幾年，這其中

也在主的保守下避開大災大難順利地走過來。可當時的我還是

沒有主動與主交流的意願。從前所有的經歷，都是被動的接受

而非主動的尋求。再次回到灣區，有幸搬到基督之家第三家附

近，在房東和五家的朋友推薦下，我來到三家。剛好碰到佈道

會，馮牧師和三家孫牧師的講道感動我。我那時下定決心要主

動地尋求主耶穌、追隨主耶穌，享受與主耶穌還有教會弟兄姐

妹聚在一起的時光。我要努力與主交通，不再只讓他人為我禱

告，我也願意自己為他人禱告。

在基督三家弟兄姐妹的幫助下，我更深刻地認識到主耶穌的大

能，也認識到自己的罪。人本來就存著根本的罪性，人的所作

所為也有很多過錯，唯有靠著主才能戰勝。現在自己遇到不順

心和不順利的事，也能正面對待，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和指責。

我希望自己可以不再去怨恨，不再把負能量傳給身邊的人。而

是學習主耶穌的兒女，去愛和關心別人，希望將來可以奉主耶

穌的名傳福音給更多的人，求主耶穌寬恕我的罪並指引我堅定

地走下去。我想這應該也是外婆希望看到的。我深信外婆一定

希望我回歸主耶穌的懷抱，在今後的人生中不再迷茫。

（2018年12月受洗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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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受主恩典的人
白金玲

我來自遼寧瀋陽。一想到馬上就要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心情

就難以平靜。記得第一次向我傳福音的是我高中鄰班的一位同

學，他不但一直向我傳福音，還為我義務補課，他也是一位品

學兼優的學生。當時的我不只不感興趣，還有些排斥。現在想

想有些後悔，為什麼沒有早一點信靠主。但蒙主恩典，主沒有

放棄我，一次又一次引導我來到祂的面前。

以前在芝加哥時，我們去教會，認識一位師靜阿姨。第一次見

面就覺得特別和藹可親，幾次交流後，她邀請我們到她家做

客，為我們包餃子，問我們需要什麼幫忙。知道我們要開車搬

去加州，還熱心的要介紹給我們她加州的朋友，為我們禱告，

求主保佑我們平安順利。這真正地讓我受寵若驚，就像已經認

識了好久的朋友一樣，在異國他鄉讓我感受到了溫暖，也更加

感謝主安排她來吸引我，就像一顆種子埋在我心裡。

記得上小學的時候，跟弟弟在補課班休息的時候去抓青蛙，不

小心掉進池塘裡，幼小的我不會游泳，弟弟也沒有力氣把我拉

出來，慌張的去找姑姑。但當他們來救我時，我已經被其他人

救起，並無大礙，只是在下巴上留了一條傷疤。還有小時候淘

氣，在家門口拽著柳樹盪鞦韆，不小心跌落在地上，剛好落在

大太陽傘鋼叉和乾枯的大樹杈中間，竟然沒有被鋼叉或樹杈刺

傷。我毫不知情地站起來，拍拍屁股回頭一看，才知道可怕，

至今都沒敢跟父母提起。

年少無知的我把自己的絕處逃生當成一種幸運。回頭想想，從

小到大一直蒙受主的恩典，卻茫然不知。來到基督之家第三

家，剛好碰上馮秉誠牧師的佈道會，讓我相信了真有一位真神

存在。經過每個星期的主日崇拜孫牧師的講道，還有受洗班的

沈老師為我們講解有關信仰的一切，終於明白我們都是罪人，

唯有信靠那三位一體的真神才能夠洗淨我們的罪。於是決志信

主，決志後我慢慢學會不再主觀去思考問題，而是事事為人著

想。

既然救恩的大門已向我敞開，我願意在這裡作見證。感謝主耶

穌十架的救贖，祂的寶血洗淨我眾罪，祂的復活賜我新的生

命，祂接受我為神的兒女，使我成為新造的人。我願意一生跟

隨主耶穌，並親身去經歷神的慈愛和在基督裡的豐盛。我願意

尊基督為我唯一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敬拜祂、事奉祂。榮耀、

感謝、讚美都歸給三一真神！

（2018年12月受洗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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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點滴恩典園地
蔡徐智玲師母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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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35）

2019年十二月

• 12/08（主日）11：30am　召開會員年會，報告2019年事

工回顧與2020的展望，並認可2020年執事。

• 會員年會確認潘建綱、黃平瑜、周恒昌、曹子龍、高澤

宇、林文興、寧可人、沈沛東、吳劍、張宏宇、Douglas 

Stillman & Tom Tong一同自1/1/2020年起擔任本教會2020

年的執事。

• 12/08（主日）　謝冠廷牧師和李慧瑩師母、Chang Kim牧

師和Joanne師母、周兵、趙麗娟、李美仙、林陳美玲、林

理宏、何丹華、王金嬋、馬超喜加入教會成為新會員。

• 12/20（週五）　晚上八點兒童主日學和英文部聯合舉行聖

誕蠋光崇拜晚會。

• 12/24（週二）　晚上舉辦聖誕佈道晚會。

2020年一月

• 2020年教會主題：效法基督（林前11：1）

一～四月： 　認識基督，得豐盛生命

五～八月： 　跟隨基督，走十架道路

九～十二月:　傳揚基督，為真理見證

• 1/01 　2020年長執會主席由謝冠廷牧師擔任。

• 1/11（週六）　「聖言講道研經學院」開始連續五個星期

六10：30am-4：30pm，在本堂開辦遠程網路課程-《教

學法》，由何崇謙與賴若瀚兩位牧師教授。

• 1/12 & 1/26 （主日）12：45pm-1：15pm　有全家福拍

攝活動。

• 1/17-20　（週五-主日）舊金山灣區幸福小組研習會在基

督之家第五家舉行， 特別邀請《福氣教會》團隊前來舉辦

研習會。

• 1/18 （週六）10am-12pm　路加醫療傳道會於本教會舉

辦社區健康講座；主題《肺癌》，講員-史丹福醫學院星吳

芬芬教授及兩位胸腔外科醫師 -Dr. Yang， Dr. Lui。

• 1/19（主日）　2020 年春季班成人主日學正式開學。

• 1/26（主日）12：45pm-2：00pm　兒童主日學在會議

室舉辦《基督化養育座談會》， 由李師母、周麗萍、蔡映

玲、周津等主持，話題：敬虔父母，家庭崇拜【性教育， 

品格培養，主日學與家庭關係】。

• 1/26（主日）2：00pm　鄧璐琪、胡蕾紅、何武、孟新

容、任竞嘉、薛振龍、王非凡、周洪友八位弟兄姐妹接受

洗禮。

二月

• 2/2（主日）1：30pm　Lawrence Jia賈盟（毛小苓的

兒子），Ginger Hu胡晴（胡海洋／沈湘的女兒），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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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ia Tong（Thomas／IreneTong的女兒），Anna 

Kuang（匡建平／張錫靈的女兒），Sara Kuang（匡建

平／張錫靈的女兒），Kyle Peng（彭炳森／吳育緹的兒

子），Christopher Zhang （張宏宇／謝圓姝的兒子）

，Aaron Hu（胡華明／林雪瑩的兒子），Iris Lin林幸絹

（Young Adult）九位弟兄姐妹接受洗禮。

• 二月份的主日午餐將調整為：簡餐形式 ，如包子等供應大

家。

• 一月份照的新春全家福照片已經洗好，請向周恒昌弟兄索

取。

• 2/9，2/16 & 2/23（主日）12：45pm-1：15pm　繼續有

全家福拍攝活動。

• 2/22/20（週六）　基督工人神學院教育大會改為新冠病毒

守望禁食禱告會。

三月

• 基於近期北加州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發展，教會決定從（

包括）3/15日起暫停主日崇拜午餐供應。會視疫情狀況決

定何時恢復。

• 基於現在嚴重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危險性，政府也宣佈各項

減少人與人接觸的方針，長老會做出下列決議，自3/12

起：1）主日崇拜照常進行，建議弟兄姊妹（尤其是60+

歲）利用教會提供的網路直播，在家裡敬拜。2）來教會敬

拜的弟兄姊妹，照政府規定，請分開坐並保持6英尺以上

的距離。請在進入大堂前先用消毒劑消毒手。3）兒童主日

學和幼兒照顧暫停。4）成人主日學暫停或者網路教學。5

）中文學校改為網路教學。6）所有團契聚會改為網路聚

會。7）依據疫情可能會取消4/10受難日聖餐聚會。8）長

老會會視疫情發展而隨時做必要調整。

• 請在家敬拜的弟兄姊妹準時上HOC3中文網站的教會網絡

轉播，與教會同步敬拜。

• 經長老會決議已由愛心基金撥出一萬元，和灣區多所教會

一起透過【樂助會S.O.W.】向中國湖北地區提供新冠疫災

援助。另外，自即日起到五月底，若有意針對新冠疫情做

愛心奉獻者，可在支票memo上註明19-RELIEF，由教會匯

集並長執會決議，將奉獻款項藉適當的渠道組織協助需用

的人並福音之用。19-RELIEF每週進展將在週報上公告。

• 為了配合政府最新控制疫情居家避疫政策（shelter-in-

place），長老會做出下列決議（自3/17起）：

1. 基督之家第三家，暫停對外開放，所有聚會都一律採網

路進行。

2. 主日崇拜，所有弟兄姊妹請上三家https：//hoc3.

org/wp/網站參加敬拜，敬拜從兩堂改為一堂，敬拜

11:00am開始。所有主日敬拜服事同工，不來教會，在

家服事網路敬拜事工。

3. 星期二和星期天上午禱告會暫停，星期三晚上禱告會以

網路進行。

4. 長老會會視疫情發展而隨時做必要調整。如果大家有任

何問題，歡迎隨時與牧長溝通。

5. 在＂居家避疫＂的階段，奉獻支票可以用郵寄到教會地

址，或利用您銀行網站的Bill Pay寄給教會。The Home 

of Christ  Church in Fremont， 4248 Solar Way， F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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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 CA 94538

• 3/19（週五）8：00pm　Youth用 Zoom進行fellowship。

• 3/22（主日）11：00am　英文堂的敬拜開始使用Zoom進

行。 

• 在疫情當中，弟兄姊妹若有緊急需要，請撥打教會熱線

510-651-9631，有同工24小時接聽。教會需要交通團隊為

鄰近不能出門的長輩作代買送貨等服務，有心服事的請與

蕭長老聯繫。

• 3/31（週二）教會英文部徐傳道（Minister Jerome Hsu）

正式離開本教會的服事崗位，目前的職份由Chang Kim牧

師接任並帶領英文堂的事工。

四月

• 4/10（週五）英文部藉網路使用詩歌與經文朗誦方式主領

受難日聚會。

• 4/19（主日）弟兄姐妹們可以用郵寄支票，Zelle轉帳或網

路支付方式將您的奉獻交付教會。在教會的網站 hoc3.org

首頁上有奉獻網頁的鏈接，有更多的資訊供您參考。

• 本教會因為疫情的居家限制等政府規定，許多教會性聚集

的聚會都已經取消，其中包括原本預定四月底（4/24-4/26

）的培靈聚會。當週的主日（4/26）崇拜聚會，也改為基

督之家一家的蔡明謀牧師證道。

五月

• 5/09（週六）10：00am-2：00pm　聖言資源中心主辦網

上直播，由賴若瀚牧師主講：《從啟示錄看疫情與末日災

難》。

• 5/18（週一）11：00am-12：30pm　基督之家聯合禱告

訓練中心舉辦網上禱告特會，講員：蘇文峰牧師。

• 5/23（週六）2：00pm-3：30pm　北美基督神學院網路

青少年專題講座，主題：《更好的溝通，更美的關係！

》包括父母可以採用的五個策略，更有效地輔導青少年子

女。

• 5/31（主日）9：30am-10：30am　暑期成人主日學開始

網上上課，共十週。內容主題包括：家庭系列、聖經話語

的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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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編後語
曾逸盛

「它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
蠢的時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是光明的季節，
也是黑暗的季節；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
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
堂，我們也走向地獄。」這是狄更斯名著《雙城記》裡的開場
白。每次遇有變動，有人就會引用這段話中的一部份。2020年
從二月份開始因為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整個世界都陷在一片
陰霾氣氛當中，同時又期盼疫苗能夠很快研發成功，狄更斯這
段話中也有幾句被引用了。

五月份疫情還未減緩，全美又因為非裔美人喬治·弗洛伊德被白
人警察鎖喉致死的事件，引發了各地示威，在許多地方演變成
暴動、縱火、搶劫。使本來就因疫情焦慮害怕的民眾，更為驚
懼恐慌。幾個月下來，大家像在漫無盡頭的黑暗隧道中行走，
似乎看不到曙光。在這期間，相信也聽了很多講座，講員都會
提到「隧道盡頭必有光明」或「危機也是轉機」。即使沒有疫
情、沒有暴動，個人生命也會不時有危機。常常因為危機，迫
使自己轉向，信了耶穌基督，危機就真成了轉機。有些蒐集在
這裡受洗弟兄姐妹的見證，也可以看到這種更新。

這期棕葉集的封面是林布蘭的名畫「浪子回頭」。巧的是，孫
師母也給了幾幅她自己畫的「浪子回頭」的插圖。仔細思考路
加福音裡「浪子回頭」的故事，小兒子千金散盡淪落在豬群中
時，是巨大的「危機」，然而當他醒悟過來，回到他父親的家

裡，是個「轉機」。從「危機」到「轉機」，雖然是個人的醒
悟、悔改，但故事中的父親扮演了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如果沒
有父親的慈愛、接納與寬恕，小兒子就無法真正的「轉機」，
也無法享受「披袍戴戒」的光榮。同樣的，如果不是神的揀選
與赦罪，我們也無法靠自己的努力成為神的兒女。

因為疫情緣故，雖然晚了，這期棕葉集還是出刊了。孫牧師的
《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教導我們如何全面地認識耶穌基督 
。 陳世義老牧師的長文《鼠年心願》，以鼠喻人、由鼠論光，
頗有啟發。李孝申弟兄和陳莉芳姐妹花了很多心力整理《倪柝
聲》小傳，讓大家可以對這位享有盛名的中國教會領袖生平稍
有瞭解。除了感謝這幾位長文的作者，也感謝其他投稿的弟兄
姐妹。因為你們熱心參與，讓棕葉集能夠持續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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