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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恩慈、基督心 

 

呂允智牧師 

 

以謙卑束腰，以恩慈相待，以基督的心為心。 

 

經過思想、禱告與交通後，我盼望以這句話為威明

頓主恩堂 2015 年年度主題。英文是：Be Humble, Be 

Kind, Have the Mind as Christ。這個主題是從三處聖經經

文中選出來： 

 

以謙卑束腰：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

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謙

卑的人。 (彼得前書 5:5) 

 

耶穌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

的樣式。(太 11:29)。 

 

謙卑是效法耶穌｢嚴以律己｣，用嚴格的標準來要求

自己，自我約束。 

 

對你我基督徒來說，最不容易覺察的罪就是驕傲。

驕傲似乎在追求善，卻堵塞了愛；使人愛己而不能愛

人。因此在教會中，最需要彼此提醒的態度就是謙卑。

愛訓裡的「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都是以謙卑態

度，對自我的要求與約束。 

 

以恩慈相待：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

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以弗所書 4:32) 

 

這句經文呼應了主禱文中｢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

了人的債｣的精神。我們與人的關係，會影響我們與神的

關係。愛訓裡的｢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恆久忍耐

後，要有恩慈！不僅消極忍受，更要對別人有正面與積

極的行動，這是｢寬以待人｣，用最廣闊的心胸來接納別

人。 

 

我們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對的，我該如何去

行。可是儘管立志為善，偏有不願的惡緊緊糾纏著我

們。擺脫不掉，怎麼辦呢？ 

 

以基督的心為心：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腓立比書 2:5) 

 

基督耶穌的｢心｣不是指肉體的心臟，乃是心思意

念。人的愛是有限而且有條件的，以基督的心為心，就

是要時時住在基督的愛裡面，好讓基督的愛充滿在我們

裡面，我們才可能活出基督的愛。這樣的愛表現在十字

架上，是捨己受苦，順服至死。若不靠著神，這是人做

不到的，藉著與神的關係，盼望在教會中讓人看到基督

的愛，真實地活在我們中間。 

 

我們能吃苦，卻不願意吃虧！ 

我們願分享，卻不甘心受氣！ 

我們肯付出，卻作不到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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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基督徒，這是不是我們經常發生的現象？我們

為什麼會這樣？又該怎麼辦呢？ 

 

2014 年即將過去，在迎接 2015年來臨之時，讓我

們一同立下心願：以謙卑束腰，以恩慈相待，以基督的

心為心。※ 

 

大喜的信息 

 

呂允智牧師 

 

路加福音 2:8-14 

 

一，聖誕夜：黑暗中的光 

8 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

群。 

9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生命的光 

聖誕夜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在黑夜中間有榮光

照耀。聖經中描述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創造時神

先造光，祭司到聖所裡事奉，第一件事是點燈。約翰描

述耶穌：生命在他裡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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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夜是在普世黑暗中，眼睛可看見的一幅圖畫。

聖誕節詩歌「平安夜」中的「平安夜，聖善夜。萬暗

中，光華射！」是在黑暗中照出的光。聖誕夜是在遍地

嘈雜中，耳朵能聽到的一個宣告：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因為天使宣告說「他的名字要稱為以馬內利」，就是神

與人同在，就是說到耶穌基督的來臨！世界不只黑暗，

遍地嘈雜，還充滿勞苦嘆息。聖誕夜在勞苦歎息中，是

一首從心靈發出「普世歡騰」的讚美詩。 

  

四面的光 

許多人害怕黑暗，但為何牧羊人在黑暗中見光也害

怕？因為「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

著他們」！這是令人害怕的光。神的光代表神自己，因

為神就是光，光代表了聖潔。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看見神

的光就害怕，是因為我們習慣於黑暗。聖經上特別描述

這個光是「四面照射的光」。保羅信主以前逼迫基督

徒，在大馬色遇見耶穌，也是被大光四面照著他。當強

光照射時，人們會自然想要轉頭，不想直接看，因為受

不了。可是「四面照射的光」讓人無法躲避，是沒有陰

影，不能迴避的光，是神的光。人間的光好像都有一個

光源，都有一個方向，只要轉過頭，就能躲避。但是當

神的光四面照出來的時候，牧羊人躲不了，於是非常懼

怕。主的榮光四面照著，讓習慣活在黑暗中的人無處可

以躲避。在黑暗罪惡中的人自然懼怕。 

  

大光來臨 

林語堂在「信仰之旅」書中，講到他在儒釋道與西

方哲學中遊蕩半生，在晚年回到自幼接觸的基督信仰。

書中他描述各宗教哲學，在人類歷史中，好像是蠟燭般

在黑夜發光。基督來臨後，林語堂宣告說：把蠟燭吹滅

吧！因為大光已經來臨。所以大喜的信息是：讓我們的

眼睛能夠看見「黑暗中發出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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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聖誕夜：大喜的信息 

10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

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11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

基督。 

12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

就是記號了。 

  

普世歡騰 

在聖誕夜人們不只眼睛見到，同時天使向他們宣

告，耳朵可以聽見的大喜信息「福音」。福音的內容是

「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福音之前是壞消

息。聖經描述神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給人各樣的恩

典，但是人犯了罪，拒絕真神，活在罪與死的陰影中

間，害怕真光。 

 

上週五晚 AWANA 聚會中，我根據「普世歡騰」

這首歌，以漫畫跟小朋友們分享信息。我畫了一個地球

有著悲傷的面孔，代表耶穌降世以前的悲傷世界。世界

為什麼會悲傷呢？我畫了一條蛇(代表魔鬼)，表示由於

魔鬼引誘人犯罪，使人遠離神，世界成了充滿痛苦與悲

劇的地方。然後我把地球上痛苦的眼睛和嘴巴擦掉，改

成歡笑的眼睛和嘴巴。為什麼普世歡騰唱道：Joy to the 

Would 喜樂來到世界上？我在地球旁邊畫了一個十字

架，代表救主來臨，帶來救恩。 

 

「大地接他君王」：十字架上畫了一個王冠(王冠代

表神的主權)，表示救主耶穌來臨了，我們迎接他進入我

們的心，成為我們的君王，這就是福音。而且要每一顆

心都能迎接他，所以在十字架下畫了一顆心(代表信靠順

服)，旁邊畫了很多心，裡面都有十字架(代表福音傳給

許多人)。這就是平安夜的信息。 

  

世界的罪 

許多人不能明白亞當夏娃吃顆果子有什麼大不了

的，為什麼全人類就此陷入罪中，世世代代受到咒詛，

不能翻身？吃禁果行為本身可能不像是大錯，可是卻是

人扭曲神的命令，不聽神的禁戒，就帶來了人與神的關

係破裂，不能逆轉。耶穌強調罪惡的心思意念，過於行

為。就像開車時一念之差，有什麼大不了？卻會造成車

禍，終生遺憾。人只要稍微不小心，不經意的行動，一

念之差帶來人類的嚴重後果，造成與神的關係破裂。然

而神因此付出更大的代價，讓耶穌來拯救萬民，解決罪

的問題。 

  

馬槽嬰孩 

「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福音的對象不只是

給猶太人而已，而是所有的人。救恩開始的「亞伯拉罕

之約」是要萬族萬民得到神的福氣。耶穌差遣門徒的大

使命是要使萬民做主的門徒，這是福音的目標。 

 

神藉著臥在馬槽的嬰孩，帶來世界的改變。「你因

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

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詩篇 8:2) 「嬰孩和吃奶的

口中」可以引伸為：神看見世界充滿罪惡，解決的方法

不是用一個比魔鬼更強的力量，反而是藉著一個柔弱的

嬰孩，降生在卑微的馬槽，這是他的出生。他的死亡是

在十字架上，好像一個被定罪的強盜，是一個受盡屈

辱、不被人尊敬的死亡。神藉著這樣的一個出生與死亡

來解決世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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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小城伯利恆」的歌詞「世界正惡貫滿盈，

救主悄然降生！」描寫福音的記號：就是馬槽的嬰孩。 

  

三，聖誕夜：平安與榮耀 

13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

悅的人！ 

  

地上的平安 

這段經文是許多聖誕節詩歌的主題。正如榮耀歸神

是聖經的主题。人被造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為了神的

榮耀，這是基督徒共同的信仰。人生的目的若是為了個

人、家庭、國家、主義，總有一天會失望。為神的榮耀

而活，這是一個值得我們一生跟隨的目標。英文欽定本

聖經把本節譯作有天、地、人三方面的影響：在至高之

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得到平安，喜悅歸與人。 

 

平安是這個世界最需要的東西。希伯來文平安（沙

龍）意為內容上完整，若生命中有缺憾，則沒有平安。

生命中因為有神的恩典而完整，就得到平安。 

 

平安不只有內容上的完整，更是關係上的連結：人

跟神之間沒有斷絕關係，人跟人之間有美好的聯繫。人

因為犯罪而與神斷絕關係，生命就不完美，人與人間產

生許多問題。今天世界沒有平安，文明進步，生活富裕

卻是生命貧乏。人住進更大的房子，裡面是破碎的家。

開更快的汽車，卻不知道方向。使用更先進的電腦，卻

使人活得更忙、更累、更空虛。 

  

 

 

人間的喜悅 

沒有平安的原因是人沒有與神和好，沒有歸榮耀與

神，因此人與人之間無法彼此和好。我們過去團契有兩

岸通婚的家庭，夫妻偶有不和，我們就勸說：海峽兩岸

之間的關係有沒有前途，就看你們表現了。這種勸解自

然沒有效果。其實不必是兩岸或是跨國婚姻，即使同文

化，無論是自由戀愛，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是

最小空間裡放了兩個罪人，哪裡能有平安呢？一般人解

決問題的方法是把空間加大，彼此保持安全距離，各過

各的，暫時減少摩擦。但是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彼此還

是會傷害，到了家庭不能維持時，就散夥了事。 

 

人間和平非常困難，因為我們雖不喜歡衝突，但更

不喜歡吃虧，也決不願認輸。所以寧可繼續衝突，絕不

讓步，絕不服輸。基督徒的解決方法，是在這個裝了兩

個罪人的空間裡，把耶穌這位平安的君王放進去。透過

耶穌基督，我們與神和好，與人和好，真正的平安才能

達成。 

  

天上的榮耀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是透過耶穌救

恩，我們與神和好。而與神和好的目的，是「在至高之

處榮耀歸與神！」 

 

人受造的目的，人生的意義是榮耀神。當神得到榮

耀的時候，與神和好的結果，是人得神喜悅，人間自然

有平安。當人得到神喜悅的時候，人就能夠榮耀神。當

我們榮耀神的時候，願意與神和好，在神面前認罪，願

意遠離罪。但是靠自己的力量無法遠離罪，唯有願意積

極愛主，讓主居住在我們心中，我們才能遠離罪。為了

榮耀神，我們願意與神和好、認罪、遠離罪、愛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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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榮耀神，我們願意與人和好，甚至吃虧、讓步、服

輸。為了神的榮耀肯認輸，才能雙贏，才能勝過撒旦。 

  

真正的禮物 

聖誕節的意義如果只是家人團聚、購物送禮，吃喝

玩樂，聖誕節就是個虛空的日子。 因為家人團聚還要分

開，禮物只能使人暫時快樂，卻不能填滿人心中的虛

空，美好的食物吃得越多越後悔。 

 

大喜的信息是回到永恆天家的應許：聖誕節的意義

對許多人來說是家人團聚。為了使我們與神、與人在神

的家中團聚，耶穌卻得要離開天家。 

 

大喜的信息是得到最好禮物的應許：聖誕節的意義

對許多人來說是為了得著美好的禮物。耶穌說他就是神

要送給你的禮物，為此耶穌要進入你心，請打開心門讓

主進來。 

 

大喜的信息是享受平安喜樂的應許：為此我們要一

生信靠跟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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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光引導我成為神的兒子 

 

唐梓進 

 

像我這個年齡從高中開始，直到退休，都一直生活

在一個迷惘的，變態的，鬥爭的社會。人與人之間沒有

信任：相互揭發，相互批鬥。沒有真正的朋友，沒有真

正的友情，沒有真正的愛。知識份子更是低人一等。人

民日報社論公開講：知識份子必須夾著尾巴做人。高中

時教師集中思想改造，看到不知哪個學校的老師，吊死

在學校的樹上。大學一、二年級“粛反運動”，不只是

教師，學生中有很多被冤枉打成反革命，去坐牢。幾年

後放出來已失去了寶貴的青春。“粛反運動”後，班幹

部都是黨指定的了。學生間講話必須小心！接著是引蛇

出洞的大鳴大放，立即開始了反右。許多人打成了右

派，從此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可以

說沒有一個知識份子沒被整的。80年代開始，人與人之

間開始有真情。背後能講真話。但公開場合還是假話套

話，上上下下都講假話套話。學校變身為官場，商品市

場，到處是關係網。沒有正義、沒有公正。到美國，自

從認識了潘秋田一家。他帶我去教會，我本想去結交一

些中國朋友，瞭解一下基督教是怎麼一會事。第一課講

道聽下來，覺得很有意義。因此我要繼續聽下去，我認

識了很多新朋友，漸漸的使我進入了全新的生活空間。

我逐漸認識到只有神才能帶我們進入和諧公正的世界，

在這裡我真正的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人與人之

間的愛，人與人之間的關心。要是全世界都信神，都是

神的兒女，都是兄弟姐妹。世界就沒有戰爭，民族就沒

有自相殘殺，人與人之間沒有鬥爭。人們的生活就非常

幸福。不然人類會自己毀滅掉自己！※ 

個人蒙恩得救見證           

 

陳晉福,謝小妹 

 

在我們未信主之前,事實上是無神論者。自以為工

作，生活和做人的道德上，只要做到安分守己、尊紀守

法就已經不錯了，凡做什麼事，不觸犯法律，就不是罪

人。 

 

因為，我們的母親和姐姐晉玲，都先信主耶穌基

督，他們每時每刻，經常不懈地給我們一家禱告。特別

是我姐姐晉玲，不遠萬里，從美國打電話，傳福音丶解

讀聖經的真諦，和耶穌基督之道，從而使我們對耶穌基

督，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但是，很膚淺的理念，直到去

年六月，我們的孫女陳家影，奉主恩典，到美國讀書。

不久，在威明頓主恩堂，受到呂牧師、師母和眾長老的

關懷、及弟兄姐妹熱情幫助，受洗認了主，成了主耶穌

基督信徒，和主的兒女，在主的光照下，主給她聰明智

慧，孫女不到半年，她的學習成績蒸蒸日上，並受到了

學校老師的嘉獎。奇妙的是，家影從小到今，17歲的

她，從未學過鋼琴，到美國後，學過幾次鋼琴，受洗和

聖靈感動了她，愛上了彈詩歌、敬拜神。這次 21日禮拜

六，我們全家都參加節制小組聚會。我姐姐領詩敬拜，

家影彈鋼琴，主為我們預備 5首詩歌，大家一起禱告，

神的手幫助了她，彈的非常成功。我們感到神的靈充滿

在聚會中。哈利路亞! 

 

在今年 2月 12日，我和愛人謝小妹，很順利得到美

國的簽證。姐姐晉玲和外甥女政豔，帶我們來到威明頓

教會。認識了很多弟兄姐妹，受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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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指引，參加受洗班。通過讀聖經、學習真理，使我

們認識到以前不信主、無神論思想，就是有罪，真是亮

眼瞎子。只此，我要悔改認罪。從此，我和小妹參加了

禮拜敬拜、週二查經班、松柏團契、週五團契、節制小

組，使我們心明眼亮，因此"不住的禱告。"（帖前 5章

17節）深深感到神的愛，充滿喜樂，在我們心中。 

 

近來真奇妙，我們的一雙兒女和媳婦秀英，5月 16

日一帆風順來到美國。這是主的安排、主的恩典。我們

一家六人，來到威明頓主恩堂，做禮拜、領受神的祝

福，感謝主。"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

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 5章 18節） 

 

為此，在我們的餘生，要聽從主的旨意，並進一步

熟讀聖經。深刻領會，認識到以前是個罪人，就要悔

改。如今，蒙主耶穌十字架寶血，洗清我們一身的罪。

仰望耶穌基督，就能得勝利。信主，將來必與主同在，

享受那永遠的生命福樂。我們要把神的愛、福音和恩典

帶到中國去，讓人人知道。"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3章 16 節）※ 

                                                                                                                                     

 

 

 

 

 

 

 

我的受洗見證 

 

余佩燕 

 

我是 2007年從上海來美國探望女兒一家的。因他們

早就是基督徒，每個星期天帶著兒女們全家去教會參加

崇拜，有時我也會跟他們去，但從未想到過要入教。 

 

自從我女兒三年前搬到威明頓後，我去教會的次數

更多了。去年教會邀請遠志明牧師來講道，三次課我都

去聽了，認主的願望一次比一次更強烈。一個在神的門

外徘徊多年的我，終於在六月十五日在威明頓主恩堂受

洗了，成為耶穌的門徒。我要感謝教會的牧師、長老，

以及曾幫助我鼓勵我的弟兄姐妹。 

 

當我受洗後，我們小組的兄弟姐妹擁抱我，祝賀我

成為主的兒女。我一股暖流湧上心頭，使我真正體會到

神的力量是何其偉大。也認識到我們的神是唯一的真

神，我需要神的恩典。有了基督耶穌，並跟隨他我才能

有永生。 

 

我現在才知道， 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虧缺了神的

榮耀。但在沒有信主時根本沒有意識到。總認為自己是

個安份守紀的人。我退休前是在上海的一家銀行工作。

雖然沒有貪汙受賄，但也做了許多主不喜歡的事。例如

在工作中愛聽好話。奉承你的人就重用，近水樓台先得

月，假公濟私，一切以自我為中心 ，身上罪孽深重。但

神不召義人，神只召罪人。每個人都會在不同地方表現

出很多行為上和思想上都帶有的罪，所以只有信主才能

得救。 



[甘霖 2015年一月號] 受洗見證 

 

 9 

在往後的日子裡，我要認真通讀聖經，參加主日崇拜，

向主禱告，認自己的罪，除去一切軟弱，成為一個真正

的基督徒。※ 

 

我的受洗見證 

 

新城主恩堂 趙秀華 

 

一、問候及自我介紹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叫趙秀華，是毛慧明的

媽媽。自從 2006年來到美國，就去教會很多次。決志也

已經有好幾年了，但一直沒有受洗，總想看看身邊的人,

從他們身上來得驗證。因為我馬上又要回國了，臨走前

不想留下遺憾。所以今天開始, 我立志跟隨主耶穌，依

靠主耶穌。請大家為我做一個見證，我要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受洗。 

 

二、信主前的出生背景 

以前我對信仰沒有什麼概念，因為我們從小灌輸的

就是無神論的教育。當時我認為這些都是老頭、老太太

閑著沒事兒，沒知識、沒文化，才相信的。 

 

三、信主的過程 

但自從 2006年來美國探親，以後每年總有機會接觸

教會和基督徒。而我去的教會都是大學城的教會,都是大

學生、碩士、博士和大學教授集中的地方。特別是來美

國聽到過《遊子吟》作者馮秉誠的佈道會。認識到有一

股巨大的力量在控制整個宇宙。耶穌就是創造宇宙萬有

的上帝之子，他白白賜給我陽光，空氣，雨水，土地植

物礦產資源。使我對“神”這個概念有了一些初步的認

識和瞭解。給我感觸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來美國的第二

年，我來探親看孫女，幾個月一個人在家會很悶。電

視，書，報紙幾乎都是英語。我在國內有經常上電腦的

習慣，但這裡孩子的電腦系統都是都是英文的，不能

上。因不懂操作，怕弄壞了它。那時,在精神上很需要一

些東西來補充。 

 

我們住處附近有個鄰居叫徐廣， 在美國讀博士。得

知這個情況，用閒置的配件特意為為我組裝了一台電

腦，借給我用，當時我真是感動極了。我和人家非親非

故，只是一個匆匆的過客，做了比親人還親的事。神在

馬太福音第五章 13-15說：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

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

人踐踏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

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檯上，就照亮一

家的人。”當我感謝徐廣時，他說,你該感謝神。我從基

督徒身上看到一種新東西，是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的，就

是他們的愛，他們真誠地幫助人，不圖回報。 

 

還有一個例子，回到國內曾參加過一個家庭聚會，

以大學生說英語的為主。帶領的是一個美國德州的宣教

士，叫吉米。他們夫婦十幾年在中國瀋陽租房子，傳播

福音。用自己的工資無償地為大家，為基督徒服務。甚

至其中一個一直服務到有病，去世之前都沒有離開過中

國。那種無私的愛，為傳播福音, 他們夫婦把自己的生

命都奉獻給了中國。那種愛超越了國界，真教人感動。

在他們身上活出的那個生命，那個樣式，彰顯出神的榮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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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主後的生命經歷和盼望 

我來美國這是第九次。我喜歡美國的生態環境，喜

歡一家人歡聚一堂的幸福感和滿足感，感覺親情勝過其

他，喜歡為孩子們做一點事情。但這只是我的一廂情

願，或許是來自魔鬼撒旦的挑動，來試探我們，讓我感

到前所未有的迷茫，悲觀，失望。聖經上說：“我們在

你（神）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與我們的列祖一樣，

我們在世上的日子如影一樣兒，不能長久。”唯有天上

的父神耶和華能永遠地，無償地，時刻與我們同在。祂

的慈愛永遠長存，祂的信實直到萬代。約翰福音十六章

三十三節：“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

已經勝了世界。”耶穌讓我懂得在這個世界上要成為一

個基督徒，他生命都是會有改變的，這種改變要靠神的

修剪。我們自己努力想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問題的時

候，主他就不管了。只有把自己的負擔交托在主那裡，

照祂說的去做就好了。 神教我愛是什麼，愛就是舍己，

要放下老我。我們都是罪人。我開始知道自己的身分，

自己的位置。我開始認識瞭解自己對孩子太苛求。要尋

找信耶穌，尋求依靠祂，藉著耶穌與上帝和好。親人朋

友之間都需要溝通，換位元思考，心裡才會有平安喜

樂。神的力量才能洗刷我的靈魂，我開始看到自己有私

心，有攀比，不謙卑。這些都是神眼中的罪。所以我要

早信耶穌，才不會浪費時間和生命。求上帝洗淨我的罪

孽，讓主掌握我的每一天。 

 

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節“你們的光也應當這樣照在

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

天上的父。”許廣，吉米都是我的榜樣。我也想做鹽、

做光。神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指引我走正確

的路。我信了上帝，就有了依靠，有了説明，有了目

標，有了盼望，有了亮光，有了安慰。尤其看到兒子和

兒媳信耶穌後更加相親相愛，一家人其樂融融，讓我感

到相信上帝真好。在祂那裡有喜樂，有平安，有祝福。

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穌。 

 

五、感謝 

在這裡我要感謝李巧燕把我領到新城教會。感謝鄭

秋滿，吳克娟，呂愛國，鄭元傑，王少琦伯伯，王伯

母，胡牧師 和眾多兄弟姐妹幫助我增長靈命。※ 

 

Baptism Testimony 

 

Amber Wang 

 

I became a Christian after going to a summer camp last 

year that was linked to a church in Pennsylvania, Church of 

the Savior. That was when I really made the decision to 

follow Christ. I grew up in this church, WCEC, and went to 

the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program, but it wasn’t that 

important to me, and after a while I just stopped going. That 

was before I was really a follower of Christ. Then, I went to 

that summer camp, where all the people were fun and 

amazing, and at the end we all cried and shared stories. After 

I became a Christian,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my life 

didn’t change, but the way I acted did. I didn’t really know it, 

but I was actually pretty rude and mean sometimes to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and after that it just… changed. I 

didn’t even realize I changed until later on. I decided to get 

baptized after the second year of going to that summer camp. 

My faith in Christ was even stronger, and I actually thought 

about baptism for the first time. Nothing was in my way, and 

since it was a symbol that I had decided to follow God, I just 

made the decision- a yes, obviously. ※



[甘霖 2015年一月號] 恩典之路 

 

 11 

God is Faithful 

 

Bei Wang 

 

When I first heard Eric Clapton’s “Tears in Heaven” 

some years ago before I became a Christian, I couldn’t help 

crying and thought that if I lost my child, I’d rather die since 

I can’t live without my children. 

 

On June, 23, 2014, I lost Krystal after a long struggle, 

my beloved younger daughter who was only 6 years and 8 

months old. During the 3 days in hospital with her, I shed 

more tears than over the other 42 years of life. I cried out to 

God and begged Him to let Krystal stay with us longer, 

saying that I would do whatever God asks me to do. God 

must have had His special plan because He didn’t grant my 

prayer. 

 

At first, I felt very guilty because I thought that she may 

have been saved if we had just sent Krystal to the hospital 

earlier. I thought that God must be punishing us since, even 

though I love God very much and believe in Him, I have 

always put my two daughters above God instead of putting 

Him at No.1. Also, as a sinner, I thought that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that God didn’t like at all, although I had no 

clue what that would be. My home once was full of our two 

daughters’ laughter, shouts of joy, sometimes even screams, 

but now it was all quiet. Although I am sure that Krystal is 

happy with God and that I should be happy for her, I felt 

heartbroken when I thought of Krystal’s short life on this 

earth, and it left a deep hole in my heart. I cried silently 

whenever I thought of Krystal when I was alone. I didn’t 

know if I would be real happy again. 

 

But God is faithful!!! 

On June, 28, 2014, a loving memorial service for 

Krystal was held at our church. It is amazing that there were 

more than 200 people who attended the service. When I 

listened to the children’s choir singing Krystal’s favorite 

songs and Pastor Lu’s message based on Krystal’s favorite 

Bible verses, my heart was so touched. The loving service did 

comfort my whole family a lot. Just as Pastor Lu and Esther 

Shimu told me, God would use Krystal’s short life testimony 

to glorify Him and her short life on earth was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that of an adult’s life. 

 

At the end of June, my older daughter, Mabel, told me 

that she dreamed of Krystal in this beautiful garden showing 

her a white daisy. In the dream, Krystal was dressed in a 

white shirt and green skirt and looked beautiful, healthy, and 

happy. Although I was happy to hear what Mabel told me, I 

couldn’t understand why I hadn’t dreamt of Krystal at all 

since I had been praying to God that I could see Krystal in 

my dream. 

 

On July 8th, after a storm, we saw a big and beautiful 

rainbow from my parents’ bedroom window. In the Bible, a 

rainbow is the symbol of God’s mercy and covenant with 

Noah to not destroy mankind in such a way again: “And God 

said, "This is the sign of the covenant which I make between 

Me and you and every living creature with you, for 

everlasting generations: I set My rainbow in the cloud, and it 

shall be the sign of the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the earth . . . 

and the waters shall no more become a flood to destroy all 

flesh.” (Genesis 9:12, 13); A rainbow appears again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s, which foretells the end of man’s rule on 

the earth and the coming of Jesus to set up His Kingdom. The 

first mention in Revelation appears when the apostle John 

uses it to describe the glory and power of God on His th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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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se things I looked, and behold, a door opened in 

heaven… And He Who was sitting was in appearance like a 

jasper stone and a sardius stone; and a rainbow was around 

the throne…” (Revelations 4:1, 3). The second mention of a 

rainbow occurs when John describes the look of a mighty 

angel: “Then I saw another strong angel coming down out of 

heaven, clothed with a cloud, and with a rainbow on his head; 

and his face was like the sun, and his feet were like pillars of 

fire;” (Revelations 10:1). The appearance of this rainbow 

assured me that our faithful God does love us and gives us 

the hope of seeing Krystal in heaven in the future if we have 

faith in Him. Just as it says in the Bible,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John 

3:16). 

 

On that night, Krystal’s friend Arianna Li dreamed of 

Krystal in heaven and Krystal told her that she was happy in 

heaven with God. Now I understand that although I haven’t 

dreamed of Krystal, God must use the pure and innocent 

testimony of young children to assure us that Krystal is happy 

in His love and care. We only have hope in Him. There is 

really no need to be worried, scared and sad. Jeremiah 

29:11: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for welfare and not for evil, to give you a future 

and a hope.” 2 Corinthians 4:16-18:  “So we do not lose 

heart. Though our outer self is wasting away, our inner self is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For this light momentary 

affliction is preparing for us an eternal weight of glory 

beyond all comparison, as we look not to the things that are 

seen but to the things that are unseen. For the things that are 

seen are transient, but the things that are unseen are 

eternal.” Romans 5:2-5: “Through him we have also 

obtained access by faith into this grace in which we stand, 

and we rejoice in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 More than that, 

we rejoice in our sufferings, knowing that suffering produces 

endurance, and endurance produces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produces hope, and hope does not put us to shame, 

because God’s love has been poured into our heart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who has been given to us.” Romans 8:24-

25: “For in this hope we were saved. Now hope that is seen is 

not hope. For who hopes for what he sees? But if we hope for 

what we do not see, we wait for it with patience.” 

 

I trust God will heal our hearts eventually, although it 

may take some time. Romans 8:18: “For I consider that 

sufferings of this present time are not worth comparing with 

the glory that is to be revealed to us.” ※ 

 

信實的神 

 

王蓓 (何宇妍 翻譯) 

 

幾年前，當我還不是一個基督徒的時候，第一次聽

到 Eric Clapton 的那首《天堂裡的眼淚》，不禁潸然淚

下，心想假如我失去了我的孩子，我寧願死，因為沒有

了孩子我會活不下去的。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卻終失去了 Krystal，

我的愛女，年僅六歲八個月。在醫院陪伴她的那三天

裡，我掉了太多的淚，相信遠比我過去四十二年裡一切

的淚水還多。我向神哭求，苦苦求他讓 Krystal 與我們多

留一些時間，神讓我做什麼我都願意。然而神一定有他

特別的計畫，因為他沒有應允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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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一開始，我有深深的負罪感，或許我們早點兒送

她去醫院，她就有可能得救呢？我想神一定是在懲罰我

們，因為一方面，我很愛神，也相信神，但卻總是把我

的兩個女兒擺在神的前面，沒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另一

方面，我知道我是個罪人，我想我一定做了神非常不喜

悅的事，雖然我並不知道我究竟做了什麼。我的家，曾

經充滿了兩個女兒的笑聲，歡叫，甚至有時就是尖呼！

但現在，卻是無邊的沉寂。雖然我知道 Krystal 在父神懷

裡一定很幸福，我應該為她感到高興，可是想到她在地

上這短短的一生，我的心都碎了，又好像心中有一個深

深的洞。每當我獨自一人，想到 Krystal，就會無聲的流

淚，我不知道還會不會再有真正的快樂。 

 

但神是信實的！！！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Krystal 的追思禮拜在

教會舉行。出乎意料的，有兩百多人參加了禮拜。當兒

童詩班的孩子們唱著 Krystal 最喜愛的詩歌，當呂牧師用

Krystal 最喜歡的聖經經句來傳講信息，我的心被深深觸

動了。這愛的禮拜真的為我們全家帶來很大的安慰。就

像呂牧師和曉薇師母告訴我的，神一定是用 Krystal 這短

短一生所帶來的見證來榮耀他，她生命雖短卻比一個成

年的人生更有能力。 

 

六月末的時候，我的大女兒 Mabel 告訴我她在夢

中見到了 Krystal，在一個美麗的花園中向她展示那白色

的雛菊。在夢中，Krystal 穿著潔白的襯衫和綠色的裙

子，看起來美極了，健康又快樂。儘管我很高興聽

Mabel 這樣告訴我，我卻不明白為什麼我總不能夢見

Krystal，因為我一直向神禱告要在夢裡見到她。 

 

七月八日，一場暴風雨過後，透過我父母的臥室窗

戶，我們望見一道又大又美麗的彩虹。在聖經裡，虹是

神施恩的記號，是神與挪亞立約不再有洪水滅絕人類的

記號：“神說 ：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裡的各樣活物所立的 

永約是有記號的。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

立約的記號了… 水就再不氾濫、毀壞一切有血肉的物

了。”(創世記 9：12-15)虹還出現在啟示錄中，這卷書

預言了人在地上的統治將要結束，耶穌要再來建立他的

國。啟示錄第一次提到虹是使徒約翰用來描述寶座上的

神的榮耀和大能：“此後 ，我觀看 ，見天上有門開

了…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 ；又有虹圍著寶

座 ，好像綠寶石。”(啟示錄 4：1，3) 第二次提到虹則

是當約翰描畫一位大力的天使的樣子：“我又看見另有

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虹，臉面

像日頭，兩腳像火柱。”(啟示錄 10：1)彩虹的出現讓我

確實知道，我們信實的神是真地愛我們，若我們信靠

他，他就給我們盼望，將來我們會在天堂再與 Krystal 相

見。就像聖經上所說的，“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3：16) 那夜， Krystal 的好朋友 Ariana Li 在

夢中見到天堂裡的 Krystal，告訴 Ariana 她在天堂與神在

一起很快樂。現在我理解了，雖然我沒有在夢中見到

Krystal，但神藉著這些單純天真的小孩子的見證來告訴

我，Krystal 在神的慈愛和照顧裡是幸福的。我們在他的

裡面只有盼望，真的沒有憂慮，恐懼與悲傷。耶利米書

29：11 這樣記著：“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

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

後有指望。”哥林多後書 4：16-18 說：“所以，我們不

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 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

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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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羅馬書 5：2-5寫

道：“我們又藉著他， 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

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

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

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

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馬書 8：24-25又

說：“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

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

就必忍耐等候。” 

 

我相信神最終會醫治我們內心的傷痛，雖然這可能

要花上一段時間。羅馬書 8：18說：“我想，現在的苦

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主恩於我 

 

張雅琴 

 

詩篇 23：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000 年以前，由於工作勞累過度，家庭及親屬關係

也很複雜，壓力很大，我得了很嚴重的疲勞綜合症，正

掙扎在死亡的邊緣線上，是慈愛的主不嫌棄我，揀選我

這個罪人。在 2000年，我的二女兒給我傳福音，我接受

了福音，得救了，我的性命和靈魂都得救了。 我信主

後，她又不斷從美國給我寄材料，打電話，寫信，發

EMAIL，督促我讀聖經，禱告，及時幫助我。我知道只

有主能救我。 因為我是很愚蒙無知的，自以為是。 在

工作崗位還能比較謹慎言行，在家裡主要表現不謙虛，

總是批評指責，抱怨，甚至認為不這樣的話嗎，是不負

責任。 

 

信主後，我向主求到一個有教會的地方居住。2003 

年，我就搬家到呼和浩特市，那裡有教會，周日可以去

參加主日崇拜，聽講道，敬拜神。週一下午見證會，週

四下午查經聚會都在教會大堂裡。還能在附近的書房買

到屬靈書籍。主日崇拜時人很多。 我當時不知道在哪裡

受洗，我又向主求到美國受洗。在 2004 年平安夜來到美

國。2005年 5月在威明頓主恩堂受洗。主是我唯一的依

靠，主是慈愛信實的主。 

 

我信主後，開始靈命長進的過程，這也是一個艱難

的過程，但也是一個得平安喜樂的過程。通過讀經禱

告，靈命長進，使我清楚認識到自己在言行方面不節

制，傷害自己家人是很嚴重的罪惡，也努力改正，求神

加增給我智慧力量，讓我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求聖

靈去掉我的罪，讓我說造就人的話，說讚美感恩的合時

宜的話，歸回安靜平穩，是主讓我逐漸明白聖經的話，

逐漸看見自己的罪惡，讓我靈命長進。這都是主的榮耀

光照我。我發自內心感謝主。 

 

在威明頓主恩堂參加主日崇拜，還參加查經小組，

家庭小組團契。剛開始我覺得不太願意參加這些活動，

覺得浪費時間。但參加查經聚會後，才讓我真正明白，

讀聖經需要講解。經過講解，更能明白聖經的話，很能

得到啟發，比一個人讀效果好，思維也很活躍，很有趣

味。參加聚會可以在一起查經，唱讚美詩，禱告，一起

交通，很親切。互相幫助，像個溫暖的大家庭。還有一

年一度的退修會，我都很願意去參加。每次都能得到教

益，靈命得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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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自內心感謝主，讚美主。主給我的恩賜超過我

所能求所能想的。主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阿

們！※ 

 

神的救贖 

 

苑云青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家庭，是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

個。父母沒有寵我，也沒有很嚴厲地教訓過我，似乎很

順其自然地長大了。有過青春期的叛逆，但我沒有走太

多彎路。結婚後，成為了先生家裡的“大嫂”，每每聽

到弟弟們這樣的稱呼，就覺得責任重大。當兒子要出生

的時候，我更是覺得教育的責任不輕，我怎麼樣撫養這

個孩子才能避免他走上邪路呢？那時先生和我都還沒有

信主。先生剛剛來美探親，因為父親生病的緣故還沒有

決定要留在美國。將為父母，我們不像很多年輕夫妻那

樣歡欣快樂，反倒覺得愁煩，不知道前面的路該怎樣選

擇。想到有可能要一個人撫養這個孩子，我的眼淚就刷

刷地往下流。我跟先生說：“我們去教會吧！” 

那不是我第一次踏進基督教會，但卻是先生的第一次。

像很多到美國求學的中國學生一樣，我上學期間也被邀

請去過教會，我去了不止一次。母親是九十年代初信主

的，在給我寫信的時候也多次抄錄聖經經句。我印象最

深的是《哥林多前書》13章 5-8節：“愛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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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我忙

於學業和生存，沒有抓住機會學習聖經。先生不一樣，

在心裡困苦的情形下，他緊緊地抓住了  神。兒子還沒

出生，他就決志信主了！孩子剛剛滿月，葉俊明牧師來

家訪，再次為我講解福音，我的淚水止也止不住，終於

體會到自己是如此地需要  神的拯救、憐憫和帶領！  

神借著孩子的到來將我那顆剛硬的心軟化了！ 

 

兒子跟著我們健康快樂地成長到五個月，先生決定

要再回學校上學。看過很多家托兒所之後，我們為孩子

選了一家。到托兒所的第二天，下班後我去接他，居然

是最後一個。他看起來好像很不舒服，呼吸無力。儘管

他進食比平常少很多，老師說他這一天過得很正常。回

家以後，仍然不要進食，喂一點奶過一會就吐出來。這

樣反復，快到深夜，沒有經驗的我們給國內的醫生同學

打電話，又諮詢兒科醫生，然後直奔杜邦兒童醫院急診

室。 

 

在兒童醫院的經歷就像是深夜裡的一場噩夢。五個

月的孩子被接上許多管子，推進各種測試儀器，不多時

候被告知他得了胸膈膜疝氣，胃腸入侵到胸部，壓迫

肺，需要馬上動手術修補胸膈膜。這對我們來說真是晴

天霹靂，在手術單上簽字的時候，我的手顫抖不已 。他

被推進手術室的時候，我無力地癱坐在地上。雪上加霜

的是，我和先生還被員警分別盤問小時之久以排除虐待

兒童的嫌疑。當醫院裡的牧師深夜來探訪的時候，我們

拉著他的手，跪地禱告，因為我們沒有別的盼望，只有

求耶和華-- 我們的  神，願祂用大能的手托住我們的兒

子。淩晨四點左右，我們被告知手術非常成功。感謝

主！兩個月以後，先生和我在感恩節前後受洗，接受了  

神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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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後的幾年裡，我們家裡又添了三個可愛的女

兒。先生和我忙碌在工作、教養孩子和教會服事上。在

孩子們身上我深切地體會到人背離神的罪性，透過他們

我也看到了自己缺少來自  神的智慧的形象。先生和我

在教養孩子方面不停地總結和調整對策，但始終沒有辦

法脫離威逼利誘的被動模式，我們沒有辦法自始至終地

以溫柔的愛心和耐心來對待孩子們。尤其是在一天的繁

忙工作之後，看到孩子們的任性，我們常常連自己的情

緒都控制不了。終於在我們的三女兒出生前，我們決定

要有一個人辭掉公司裡的工作，全職照顧家庭，才能減

輕來自工作和生活的壓力，騰出更多的時間教養孩子。

在家裡工作不比公司裡輕鬆，同樣要求調整優先次序，

或同時處理多項事情。比方說一邊燒菜一邊輔導功課，

一邊刷碗一邊聽孩子背經句，經常要協調孩子們之間的

矛盾。感謝主，秀貴姐妹建議我參加 BSF(Bible Study 

Fellowship)，這樣我每週有固定的時間系統地學習聖經，

從  神那裡支取力量和智慧。今年學習摩西的生平，  

神借著摩西四十年在曠野牧羊的經歷提醒我，在家裡工

作也許是我牧羊鍛煉的機會， 神要預備我為祂服事的道

路，讓我學會謙卑和操練耐心。當孩子們做錯事時我有

時按耐不住，說不該說的話或者動手，我也能夠向  神

認罪並向孩子們道歉，借著禱告求  神讓我不要再做類

似的事情。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神，不輕

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讀到《出埃及記》

34章 6 節，我在自己的生命中深深地體會到神的同在。

神的恩典早已臨到我，甚至在我還不認識祂的時候。回

想起來，由於年輕氣盛，曾有三次駕車不小心幾乎造成

喪生，卻奇跡般地毫髮未損。沒有  神的憐憫，沒有媽

媽不懈的禱告，我在地上的生命可能早已結束。感謝  

神賜祂的獨生子耶穌來到人世擔當我的罪，賜下聖靈時

刻相伴，讓我可以追隨耶穌，做更合  神心意的人！※ 

 

 

幽谷主與我行 

 

張新民 

 

信主多年以來，承蒙神的保守，生活一直平靜安

穩。但也因此讀經禱告逐漸流於形式，對主追求的迫切

感下降， 感覺到基督徒的生活本該如此。感謝主，他並

沒有忘記我，也沒有任我偏行己路太久，而是通過最近

的一件事，把我拉回來，讓我又經歷他豐盛的恩典。 

本人在一醫院工作，不到一年前被任命為醫院病理科一

小實驗室的主任 （Section Director）。本實驗室長期以

來在年度專業測試中存在著程式上的問題，但卻無人警

覺留意到，一直到今年有人無記名舉報才被發現，並驚

動了專業機構來調查。醫院對此十分重視，也頗為擔

憂，為進行更好的內部調查，實驗室大主任 (Medical 

Laboratory Director) 和我都要停職留薪，等待調查結

果。我頓時陷入困境，不知所措。來美二十多年，從沒

一天閒置在家。我心情苦悶，焦慮和傷感到了極點，此

時唯一就是多了時間向主迫切禱告。當我讀到詩篇第九

篇第 10節“耶和華啊，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沒

有離棄尋求你的人”，主的話給了我很大的期望和安

慰，使我平靜下來，感到一絲平安。但四個星期過去

了，毫無消息，我又緊張不安起來，按捺不住焦慮的心

情，我給醫學院主管部門寫了封詢問信。在等待期間，

我讀到希伯來書十章第 37節， 主說：“因為還有一點

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這提醒我也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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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過於急躁，對主信心不足。一個星期之後，我收到

系主任的信，大吃一驚。他已建議將我解雇，但還有一

申請聽證的機會。其理由更是匪夷所思，使我跌破眼

鏡。他說在內部調查時，我承認我知道專業考核的規章

制度，但故意違規，致使實驗室陷入困境。這真是無中

生有，天下奇冤。憑心而論，如同其他人，我對有關規

章制度瞭解不夠，身為 Section Director, 也有責任。但故

意違規，則無從談起。且 Medical Laboratory Director 統

管全域，為主要問責者。 

 

事到如今，我對前途一片茫然， 感到無助及失望，

反復在問：為什麼會這樣？這時主在以賽亞書四十一章

第 10節的話臨到我: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

不要驚慌， 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

你，我必用我的公義的右手扶持你”。感謝主! 多麼珍

貴及時的話語。我這時也意識到需要有法律上的説明。

在我的律師與醫院律師接觸後，院方說我可以辭職，不

用聽證，他們也不一定非要解雇我。律師認為事情發展

到這一步，即使我回去也可能不會開心，辭職簡單快

捷，然後另找工作，建議我考慮。老實說，我對辭職另

找工作並非無思想準備，但在醫學界不良記錄有可能會

毀了一個人的前程，為此我堅持即便辭職也要先把不實

罪名清掉。“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

報應” ”(羅馬書十二章第 19節)。教會兄弟姊妹也支

持我的看法。我的律師給醫院寫了封信，要求雙方面

談，但提醒我不要抱太大希望，因為院方未必有興趣，

如果被拒絕我們也沒辦法。但出乎預料，醫院律師很快

就答覆，願意儘快面談澄清及協商解決。感謝主！他的

保守總不落空。 

在準備的過程中，我對面對一幫律師要自我澄清的

信心不足。事關重大，但要說服他們接受我的陳述，應

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時主內兄弟姊妹給予我鼓勵，

主在申命記三十一章第 6節的話也給了我應許， “你們

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

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在會

議桌上，我很鎮靜，擺事實，據理爭辯，因為我知道神

與我同在。事後我的律師也說 “You did a good job”。在

雙方各自陳述後，真相已很明白，院方內部調查事實總

結有誤，因此導致對我的不當處分。感謝主！他是如此

信實。 

 

院方律師在處理這件事上還算秉持公正務實的原

則，他們很快就決定恢復我的工作。我原本努力只是想

刷清個人記錄，對恢復工作並沒有抱太大希望。讚美

主！神給了我超過我所想所要的。但神也是公義的，我

也為我的過失而辭去實驗室主任的職務。 

 

我現在已完全順服在主的名下，一切信靠他， 知道

他的恩典足夠我們用。“我們都如羊走迷，個人偏行己

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以賽亞

書五十三章第 6節）。但神愛我們，他會利用不同的環

境和方式來提醒我們，把我們再帶回他的身邊。在今後

的生活歷程中，我們還會面對很多挑戰，但我深知我們

的主不會丟棄我們，他會與我們同在，保守我們。“我

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詩篇第二十三篇第 4

節）。我和我的家一定要侍奉耶和華，將榮耀讚美都歸

給主。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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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亡母 

 

程芳華 

 

我是 2012年聖誕節在威明頓主恩堂受洗，之前我沒

有特別的宗教信仰。 

 

今年(2014)九月，家母以 94高齡回歸天家。母親是

我家小妹給她傳福音，於三年前在病房中受洗的。小妹

小時候送給爸爸、媽媽的好友領養，因養父母是基督

徒，因這個緣故小妹才認識上帝，受洗歸主。 

 

母親受洗之後，一直都住在醫院，後來因生活無法

自理，家人就安排母親住進安養中心，所以她一直都沒

有上過教會。母親也沒有上過三福課程，竟能帶領我家

大哥、大姐和三哥一家人信主，神實在太奇妙了。 

 

這次母親的喪禮，家鄉教會的確幫了很大的忙，不

但安撫家人的心，還把母親的追思禮拜辦得非常莊嚴，

更容許母親移靈到禮拜堂，使她在火化之前回到教會，

即神的家。 

 

我家鄉是在臺灣雲林縣崙背鄉一個小村莊，也許即

使臺灣人也不全知道這個地方，當我來到主恩堂之後，

才知道李薰姐是我的同鄉。家鄉有個教堂，小時候常到

教會領取麵粉、奶粉等等，每年耶誕節還可以拿到從國

外來的聖誕卡。當時，我總覺得耶穌家一定非常有錢，

總是常常送給貧寒家庭很多東西。我小小的心靈裡就常

常充滿了感恩。 

感謝崙背教會莊志堅牧師，以及弟兄姐妹的愛心與

安排，我們全家除了感恩，還是感恩，尤其更加要感謝

我天上的父神。 

 

朋友們，如果你(妳)還沒有認識上帝，讓耶穌來做

你(妳)的救主。在這感恩的季節裡，請跟我們一起來認

識祂，信靠祂，神的家是豐盛的，神的話語能讓你(妳)

受用不盡，願感謝和讚美全歸給我天上的父。哈利路亞!

※ 

 

小小生命，恩典奇異 

 

鄭漫純 

 

今夏八月 3三十日，懷孕二十六周的我因宮縮腹痛

進到醫院，醫生發現宮口已開三釐米，隨時有生產的可

能，但是羊水沒有破的話，還可以儘量維持現狀;當晚，

醫院的早產兒專家到病床前和我們談話，論到存活率，

治療措施，生理缺陷等等。醫生說他們沒有辦法預計孩

子的情況，僅僅給我們的資訊是，孩子在肚腹裡待多一

天，好的幾率會因此大大提升。從那時開始，我們直接

面對的就是這四個字:無法預計。婦產科醫生無法預計可

以拖延孩子的出生時間多少，兒科醫生沒有辦法預計孩

子出生後會怎樣。 

 

那個時候，我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恐懼，不知道

如何面對明天。在陣痛發生的時候，我們只有流淚禱

告，求掌管明天的主施恩憐憫。我們主恩堂教會的牧長

和弟兄姐妹也給了我們很多的鼓勵，幫助和禱告。有阿

姨為我們禱告說，我們的主是建造的主，他的目的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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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不是拆毀。在這其中必有預備，有他的美意，為要

成就他榮耀的見證。 

 

9月 2日，我的宮縮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住院醫生

決定將我從高危病房轉至普通病房。那一晚，仿佛所有

人的心都安定了下來，我和先生歡歡喜喜地睡了一個安

穩的覺，彼此安慰說上帝保守，有驚無險，孕後期一定

要待在床上，保護好寶寶直到足月。 

 

可是，事情變化得太突然。9月 3日早上，我的羊

水破了。床單上的一灘水跡，仿佛晴天霹靂，讓我們驚

慌失措，茫然無助。一步一步地，我的宮縮加驟，開始

大出血。任憑我們如何呼喊，也無法攔阻這似乎必然將

要發生的事，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但上帝沒有難成的

事，我的先生心裡想，處境越難，越顯恩典的偉大。我

們要為孩子取名為恩奇，奇異恩典，奇妙拯救。 

 

終於，我被推進了產房。我們的信心再次經歷煎

熬。師母從教會的禱告會趕到我跟前，說教會的弟兄姐

妹正在禱告會中為我們禱告時，就接到了電話說要生

了，相信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娟娟阿姨也從電話裡面

為我們禱告，說我們要讚美神，因為他的心意全然美

善，即使在這艱難的時刻也是如此，當以讚美的心面對

將要來的一切。當晚 10點，寶寶林恩奇出生了。在產房

裡，聽到他的哭聲，在場的醫護人員都鬆了一口氣。醫

生馬上給孩子做了初步檢查，告訴我們，孩子 2磅，並

且能夠自己呼吸。 

 

孩子馬上被送到新生兒加護病房(NICU)，而我則被

送回產後病房。病房裡有嬰兒床和嬰兒用品，卻都與我

無關。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有機會和孩子共睡一房。

看著別的病房的產婦和孩子其樂融融，我的淚水不停地

流。我的先生很快去了 NICU 看望孩子，回來紅著眼眶

對我說，醫生說孩子將來如何，無法預計，有的僅是冰

冷的統計資料，孩子的存活率是 80%。我們的心，因為憂

懼，發不出讚美的聲音。 

 

可是，上帝仍然眷顧我們這小信的人，讓我們經歷

他豐盛的恩典，讓我們曉得憐憫勝過審判，讓我們從困

境中得到建立。因為他的美意本是如此。寶寶在 NICU

的 74 天，每天都是恩典之旅。這 74 天中，孩子從 2磅

長到 5磅多，從使用呼吸輔助到單純呼吸空氣，從鼻飼

到自己吃母乳，從保溫箱到嬰兒床。他完成了一個又一

個進步，生命一天天成熟。醫生護士個個顯出驚歎的神

色，說 26周早產兒如此健康活潑極其難得，他現在就像

是個足月的寶寶。 

 

這 74 天裡面，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多擔心和沮喪的時

候，寶寶的呼吸監控器警報響起時，我們的心就跟著警

報一起閃動。每做一個檢查(大腦 B超，眼睛檢查，血液

檢查...)，等待結果的過程總是特別的漫長。但是，我

們深深的知道，上帝的心意美善，他要我們從軟弱中得

到建立，那倚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反有榮耀的見

證。我們必須緊緊抓住生命的主，全然倚靠。於是，我

們每天在孩子旁禱告，唱讚美詩，當我們擔憂害怕的時

候，我們求神賜給我們平安喜樂。很奇妙的是，每一次

禱告後，神就除去我們的不安，比如醫生或護士會和我

們講他們覺得寶寶的狀況很好，身邊的弟兄姐妹會和我

們分享他們知道的早產兒的例子。時至今日，孩子的長

期的發育情況還是個未知數。然而，我們堅信不管未來

如何，孩子的一生神已經計畫好，而我們作為他在世上

的父母，要盡心盡力養育他，教導他走在神的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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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奇轉出新生兒加護病房) 

 

現在，孩子已經出院一個星期，雖然當中有一個小

插曲又去兒童醫院住了兩天，但是目前孩子一切平安。

從四月查出懷孕以來，我們經歷了很多的波折，幾度走

過死蔭的幽谷，但是，上帝保守我們沒有跌倒，反而更

加靠主堅強。感謝上帝的憐憫和看顧，恩奇平安地度過

每一天;感謝教會的弟兄姐妹愛的關懷，同心合意的幫助

和代禱。回想 6月份出車禍後，恰逢我的先生出差，我

獨自一人在家臥床一周，弟兄姐妹輪流為我做飯;生產前

後，也是教會的弟兄姐妹預備豐富的食物，送到醫院，

送到家裡。住院期間師母天天到醫院陪著我，為我禱

告，安慰我鼓勵我，像對女兒一樣的照顧我，連我的主

治醫生都以為師母是我的媽媽。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沒有時間一件件來數算。回顧這一年，我們遇到很多試

煉，但是恩典更多，超乎我們所思所想，神的愛和憐憫

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叫我們的哀哭變為喜樂，使我們深

刻地經歷他的信實和同在。感謝讚美主，哈利路亞! 

※ 

 

 

恩典之路 

 

楊騰霄 

 

在入冬的季節裏向遠方母會的弟兄姐妹們問安，願

親愛的家人都在主的恩典中享受祂所賜各樣的豐盛。謝

謝甘霖編輯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這些

年在主裏的領受。在預備下筆的時候，算算從退休離家

轉眼間已有三年多了;在這三年中有高山和低谷，但就像

以前在威明頓的年日一般，都充滿了主恩待憐憫的記

號。何等恩典!主竟在乎眷顧像我這樣一個本來不配不堪

的罪人，讓我在人生下半場中認識祂，跟隨祂，直到如

今。 

 

是二十一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四十三歲，在一家化

學公司擔任研發部門的初級主管，已是三個孩子的父

親。以前雖被已信主的妻子(喜蓮)多次拉去參加教會活

動，但從未正視過信的問題。當時我世上的日子表面上

平順，但卻忽然開始感到莫名的空虛，蒼涼，覺得自己

老了!我以前照著關愛我的人們所教導的，多年為前面的

學位工作努力，以為人生能這樣走下去就好了;這時卻突

然發現這些從前所冀望的不覺間已都在背後，前面也好

像沒有什麽值得興奮、盼望的。再走下去，不管位置爬

得多高，在人眼裡多有成就，下一站不過就是退休！在

這站下車以後，不管身體保養得多好，積蓄了多少，不

過就是讓人生下坡的路走得久些，寬鬆點，但基本都是

在等死!難道人生在世就只為了如此懵懵懂懂，跌跌撞撞

地走一趟?我又想到出生時對自己的人生計劃實在毫無參

與、選擇；爲什麽我生下來是這樣一個人，從自己的父

母所生，有這樣的體能、性格?我的人生有個意義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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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那計劃我的人生，賦予我生命意義的源頭在哪裏?

我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心裏愈來愈想認識生命的真

理。 

 

在 1993 年的教會退修會中，我聽到了一段改變我生

命的道：“...我用神的慈悲勸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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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2:1)我聽見這段經文時，當時突

然全身血脈賁張，心裏出現了一個意念：「創造萬有的

神竟然樂意接納我這千瘡百孔的生命！我把生命交給

祂，讓祂重新作主管理，豈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那天

晚上我對神說: 「神啊，如果你真是那位真神，我真的

要認識你。」我就信了。 

 

信主以後我的生命有明顯的改變。本來瞎眼的，開

始能夠看見--我看見神在永恆裡的榮耀，自己這個受造

的人在罪裡的敗壞，和神在基督裏揀選救恩的浩大;並開

始看見周遭的一切都是我天上的父所造所愛的，忽然間

眼前的花草樹木，蒼天白雲，和街頭來往的人都變得明

麗、親切、可愛了。初信時我很渴望認識神，“讓我更

認識你”是那時每天的禱告，也是我讀聖經和靈修書籍

的動力。從聖經裡我看見自己的有限和不堪，也開始瞭

解自己的一切所是、所有都是從神領受的，沒有一件是

可以自誇的。在決志到受洗的半年裏，主挪去了我生命

中的兩個壞習慣。一個是打麻將，一件我從高中時代就

樂此不疲的事。認識耶穌後我不再被它捆綁，就好像從

來沒有喜歡過它一樣。另一個是那時的工作狂，信主後

人生觀和生活的優先順序改變了，此後晚上不再經常跑

辦公室。放下了在各樣枝節小事上的思慮，工作反而更

有果效;在主的帶領裏，職場的路也從此變得更平坦寬

廣。感謝神的格外恩待，讓我在初信時就得著在基督裏

的自由，能和家人一同享受一個更健康，和樂的生活。

也感謝我們的牧長，那時給了我各樣機會參與服事，讓

我在初信時就得嘗事奉主的甘甜，並經歷主的信實帶

領。其中我特別記念的是在詩班，忍耐小組，和後來在

UD 查經班和週五團契的服事;想到和弟兄姐妹們一同得恩

的日子，心中就充滿了感謝。整個來説，我信主之後就

好像“掉進了福堆裡”。 

 

信主過了十年以後情況有些變化。在工作上參與中

國地區併購/合資/建立團隊的業務後，事情增多了，但

在事奉和屬靈生活/學習上的熱情卻開始淡了。那時雖然

還是如前一樣參與各項服事，但熱忱、果效和能力都好

像後退了，心裡逐漸生出失落了“起初的愛心”的感

觸。我不甘心長久処於這樣的光景，常常盼望能有機會

能更近地跟隨主。那時因常在國內出差，見到城市裏的

教會湧入許多渴慕生命真理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缺乏團

契生活和人生/教會經驗，好像很需要較年長，有職場/

人生歷練的基督徒的幫助。我常想也許自己能作些事，

但不清楚神會如何用我。2009 年中出差時有機會和目前

與我在這裡這裡同工的李弟兄見面;他和我談了許多這裡

的神的國度工作的需要，我也在禱告中開始有了負擔。

兩年後（包括一年半多的思考/試圖調職到亞太地區的如

意算盤（神顯然不喜悅我的計算）/交接），李弟兄的禱

告“I pray that your legs follow your heart”成真，我提前退

休，到國內和這裡的弟兄姐妹們一同學習事奉主。 

 

兩三年來，雖然在這裡的身體健康不很得力（如今

知道是主在破碎修剪建造），但仍清楚經歷著神的憐憫

和帶領。我和喜蓮每週大多數晚上都是在別人下班時扛

起背包攜手進城去參與團契工作-在近 Medicare 之年能這

樣夫妻同心同行事奉實在是極大的福分，格外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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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來時不知道主能怎麽用我們，但祂一步步帶領，讓我

逐漸明白自己雖是一根小螺絲釘，在祂的計劃裏也都是

有用的。現在看來，我們在教會的職場團契，查經小

組，慕道友/初信造就小組，諮詢/關懷/探訪，同工運作

中都好像有些功用。而在近兩年的等候之後，我們今夏

終於在兩所大學裡開始了學生團契的工作；從第一次聚

會空無一人到現在預備啓動第二個團契，一步一步都看

見主的同在，是祂堅立了我們本來無力的手所作的工。 

 

這裡的教會此時也面對一個挑戰：讓年輕的弟妹們

在真道上堅立，保守教會的合一。此地的弟兄姐妹一般

都很愛主，雖然信主的時間大多不長，但多認真努力地

活在神的旨意裡。同時這裡的城市家庭教會因受臺灣和

東南亞教會（主要通過網絡）的影響，大多都渴慕被聖

靈充滿，有能力為主作見証，傳福音。這樣的認真是正

面的，只是教會外面有不少異端的攪擾，也有部分外界

特會和網絡中流傳的教導偏離了聖經，讓部分弟兄姐妹

們對一些似乎超自然的恩賜過於尋求，甚至高舉某些恩

賜中的感覺經驗過於主自己。這些誤導中對信徒衝擊較

大的是把方言高舉為受聖靈洗禮的主要記號（如五旬節

教派近一個世紀前所主張的），因而誘導一些信徒接受

人的方法去學方言，給撒旦留下了破口。在這片潮流之

中，我所服事的教會很努力地教導“被聖靈充滿，實際

是順服聖靈，讓我們常在基督裡被聖靈管理供應，來彰

顯見証基督的生命能力，建造教會；而因信受聖靈和聖

靈的洗的主要記號，是基督身體裡的信徒從聖靈重生並

被聖靈管理的主觀生命經歷，即有生命的改變和聖靈的

果子”。只是如今有一些弟兄姐妹仍多少受外界誤導的

攪擾，從而對教會的合一造成些負面的影響。我們求主

保守祂在這裡的教會，也請大家替國內的教會在真道上

合一禱告。 

最後，回顧過去蒙受的豐富恩惠，再次低頭感恩。

祝威明頓的家人聖誕快樂，也求主大大地恩待我們，讓

我們從美東到地極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在愛中沒有懼怕 

 

劉壽賀 

 

感謝上帝極大的恩典與憐憫，我們所愛的母親，我

的婆婆息了在世上 97年歲月，於主後 2014 年 7月 23日

淩晨 44分離開所疼惜的親友，卸下世上勞苦，安息主

懷。我們雖覺難捨，但心裡很感恩，因她一生是幸福

的。她四年前受洗歸主，我們在主裡有盼望，知道將來

要在上帝榮耀的國度與她再相會。 

 

婆婆離開那陣子，大家承受了極大的壓力，身心疲

累。雖然都是成熟的老來兒女，但表面的平靜只是理智

在壓抑，潛意識裡大家可就不是如此了。黃總告訴我他

頭痛欲裂，頸部很硬，也憂心二弟身體不適，有輕微中

風現象。那時有不少事要籌備，聯絡，安排。在夜晚禱

告中神提醒我"婆婆不希望看到兩位寶貝兒子身體微

恙”，我自己也情緒低沉。於是我発給他們兩位一封 e-

mail，要他們保重，學習交托，也是自己從神得到的激

勵。 

 

因此送了下面兩句金句如下: 

一：「…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

賜。」(來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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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

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

的。」(賽 54:10) 

 

是的，在愛中沒有懼怕，而且祂的應許是何等寶

貴，我們真的要緊緊抓住它，平靜安穩就隨著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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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同行臺灣短宣 

 

鄭炎嫺 

 

今年的六月七日，像往年一樣，學校一放暑假，我

就收拾行李，帶著 Abel 和 Mimi 回臺灣陪老媽，以及參

加 ADVENT 短宣服事。這次不同的是，Mimi 已經上大

學了，獨自從加州學校飛回去與我們相聚。 

 

公公婆婆和老爸都已去世，老媽患有失智症，平時

是由未結婚的三姐照顧，因著我的回來，三姐可趁此機

會好好休息或旅遊。短宣受訓加服事的時間是七月三日

至七月十九日，我想，對於當老師的大姐、四姐和小妹

而言，正逢臺灣放暑假，可以在這段期間幫忙（感謝主

老媽生了我們七姐妹），時間銜接上應該沒問題。然而

就在六月三十日，老媽感染急性尿道炎，趕緊看醫生吃

藥，過兩日又得做早已預約好的成人健檢（醫生懷疑她

有糖尿病），這一折騰，老媽累壞了，我也很心疼！ 

眼看受訓時間就快到了，這時接到短宣隊的張師母來電

告知，服事的第一個星期，我和 Abel 必須教一個班級

（在過去幾年中，“隊媽”Team Mom 原本並不需要擔

任教課），否則不得已將放棄進駐這所學校，原因是小

外師（國外已信主的大學生和高中生）人數不夠。我知

道每年來申請的臺灣學校有增無減，神已大大開啟這扇

門！我必須禱告且做好準備，藉此也讓才滿十三歲的

Abel 學習禱告的功課。緊接著隔天就得去報到，但姐妹

們還未能來交接，我心急如焚地擔心老媽的安危，因為

除了抗生素之外，老媽還得按時服用治療失智症的藥

物。我在禱告中求神給我平安的心！ 

 

當天接到未信主的姐姐們（包括正在北京旅遊的三

姐）來電，要我留在家，大意是說：基督教不也是教人

要孝順父母嗎？你大老遠回來，不就是為現今這個時

刻？她們說得沒錯，聽似很有道理，然而我心裏極為痛

苦！最致命的傷痛來自小妹的話：“如今學校已不易請

假，因再過兩天就放暑假。你就延兩天再去受訓吧！在

我們沒來得及接替你之前，就放下老媽不管，不僅讓未

信主的姐姐們跌倒以致不信耶穌，神也不會喜悅你的做

法！”哇！這話太重了，我實在承擔不起！小妹不僅是

我的手足，也一直是我屬靈上的肢體和幫助，這話由她

的口中說出，使我整個人有如跌落谷底，行走在死蔭幽

谷中。一夜未能成眠。 

 

隔天一早就得作決定了，當夜我向神呼求：“這是

有關拯救靈魂的大事；我第一次教課，必須堅守崗位參

加整個集訓，求神開恩，賜我平平安安地離開家！”清

晨，把行李整好，叫醒孩子，弄好三餐（夠兩天份的

量），幫老媽換好尿布，吃完早飯，鄭重向老媽解釋我

將要去做的事，以及為什麼必須現在離開家。老媽一臉

迷惘，也帶有怒氣，有聽沒懂地說：“不要傳什麼福

音，待在家啦！”我趕緊向主耶穌求赦免，因為她病

了！（老媽已信主，於 2003 年在加州大妹所屬的教會受

洗。）道別後，與 Abel 拉著行李跨出大門，內心痛苦煎

熬，淚也崩了。身後的老媽還大聲叮嚀著：“你們逛完

夜市，就要回家，不要貪玩喔！”嗚……老媽說的這兩

句話接連不在一起，也分不清楚時候，聽得我心都碎

了，但意志卻仍異常堅定地告訴自己，縱使心中不忍讓

老媽獨自一人在家，加上被姐姐們誤會不得諒解……都

不要往後看。此時，顫抖的身體拖著沉重的腳步、滂沱

的淚水，伴隨著 Abel 的啜泣聲……努力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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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到達受訓地點桃園迦南教會，時間上已有點

延遲；趕緊報完名，即刻入大堂唱詩敬拜神，由張玉明

牧師主領及分享信息，之後隨即展開人員訓練。Mimi 是

教導我們的老師之一，所以早我們三天來報到，這也是

她第一次教外師們上課。今年是她第六年參加 ADVENT

的服事（而我是第五年，Abel 是第二年），縱使早在二

月份已拿到教學資料備好功課，然而她還是偷偷向我透

露心情非常緊張！此時我們碰面，我不想把這負面的情

緒壓力加在她身上，而自己默默地忍住，不叫她看見我

內心的痛苦。直到一整天的受訓課程結束之後，在牧師

師母和隊媽們集體禱告時，我再也忍不住而放聲大哭。

他們一起為我禱告多長，我就哭多久，最後，師母問我

吃過飯嗎？我說：“我禁食。” 

 

走回寢室，已晚上十點四十五分，此時老媽早已睡

了，想了好久，終於鼓起勇氣，小心翼翼的撥出電話；

那頭電話鈴聲才響了一下，哇！就聽見小妹的聲音，簡

直不可思議！小妹壓低聲說：“老媽睡了！我知道你會

拋棄她，所以我回來了（臺北至苗栗）！今天照常去教

課，也禱告神讓我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代課老師，代理

明天最後一天的課，將孩子們托給婆婆照顧。天哪，我

辦到了！為我先前所說的話向你道歉，請原諒！也請安

心服事神，不要有後顧之憂！”哇！又淚崩了，我已得

釋放，得自由！感謝聽禱告的神，不致讓我心痛太久！

警報解除後，大夥聽了，也為我歡喜快樂，一起做感恩

禱告！當晚睡得特別甜。 

 

奇妙的是：第二天晚禱結束，睡我旁邊來自加州的

隊媽和我聊天，當她提到新約聖經有一處經文不理解，

我們就一起翻開聖經，路加福音十二章 51-53節，“你

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

教人分爭。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分爭；三個人和

兩個人相爭，兩個人和三個人相爭。父親和兒子相爭，

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親相爭；

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那時，我很訝異

地看著經文，心裏想著；這不就是我的經歷嗎？我接著

問她，昨晚牧師和隊媽們一起禱告時，你人在哪？她

說，那時剛從加州飛來臺灣，身體不舒服，所以沒參

加。難怪她不知道我來之前所遭遇的難處。我說，不知

道我的見證能否對你有幫助，就一五一十地，將親身經

歷敘述一遍，也一起查看相似經文，在馬太福音十章 34-

36 節，“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

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

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

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之後她告訴我，神讓我有

這樣的經歷，是為了幫助她。我說，神為了愛我，因此

教導我更深的功課去經歷祂！為此我倆一起獻上感恩的

禱告，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相同的見證再一次發生；自臺灣回來後，參加教會週五

“恩愛團契”（恩慈和仁愛小組）聚會，當時李晶姐也

提出路加福音中相同的經文，我非常感恩，能在祂的話

語上做見證，同時也禁不住讃嘆，這位高瞻遠矚，不誤

事，有秩序（指對事情的安排）且又真又活的神，的的

確確與我們生活在一起。 

 

話說回頭，結束三天緊湊的集訓之後，第一個星期

被分派至嘉義的兩所國小，由嘉南臺福基督教會負責接

待。我們這一組人員與另一組（將去臺南）合乘“大

巴”往南開，先讓我們到嘉義下車，再至終點站臺南。

車子到達之後，來接我們的是吳智惠牧師，法籍非裔宣

教士 Fred，和同工楊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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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五十歲，單身，來臺灣已十九年，透過英語教

學把福音傳給當地的孩子們。他操著一口流利的國語，

偶爾夾雜著幾句親切的臺灣話，早已將這裡當成自己的

家鄉。一身黝黑透亮的皮膚配上爽朗的笑聲，任誰也無

法相信他竟是淋巴癌第三期病患。他正在化療期間，卻

仍舊堅持住在教會三米平方不到的小房間，使用公共衛

浴，而將寬敞的主臥室套房留給由外地來講道的牧師或

是短宣隊住。他的熱情和親切，讓我們之間沒有隔閡而

向他大膽的提問，為何早期不在此地結婚生子呢？當

然，迎來的是他一陣爽朗的大笑：“這裡誰會將女兒嫁

給一個又黑又窮的歐狼（臺灣話黑人的發音），別害人

了！嘿，嘿！我雖然沒有老婆，但是我的孩子很多；都

是主耶穌給的，你們看！”他指著牆上貼滿一排排的照

片，是呀！正如耶穌所說：“你們做在一個小子的身

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如今他的孩子已有好幾個完成

學業，回到家鄉各個教會服事。讓我們聽者的眼眶泛

紅，內心敬佩與羞愧之情交織，但更多的是激勵。深思

著一個不求自己的未來，一心只求“得人如得魚”來滿

足神的漁夫，雖然他的肉體日漸朽壞，然而內心卻充滿

著主的榮美！ 

 

 

至於吳智惠牧師，她看起來和鄉下一般婦女沒什麼

差別，只是臉上多了些剛毅的神情。她和先生游老師原

本定居於加州南灣，十一年前退休後開始進修神學課

程，在神的呼召和感動下，毅然決然地變賣家產，放棄

舒適安逸的生活，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嘉義，與 Fred 合

力傳揚福音開拓教會，共同為興旺福音而努力。他倆高

齡七十二歲，兒女們皆已成家也有孫兒。在繁重的牧養

事奉中，還收養了五個孩子，三女兩男——牠們是他倆

的寶貝流浪狗，名叫黃花的狗媽媽，和牠的四個孩子：

名字分別是閨女、女王、無敵和鐵金鋼。除了忙於最為

首要的福音事工，和幫助弱勢家庭及單親孩子之外，他

們也極疼愛這些流浪狗。據說，在“女王”因車禍身體

多處重創以致半身癱瘓，氣息奄奄，醫生束手無策宣告

不治之時，看著“女王”哀戚無助的眼神，他倆強忍著

悲傷，將牠血流成泊，扭曲變形的身軀，小心翼翼地裝

回紙箱中，細心照料，死狗當活狗醫，每日禱告加上餵

以過期的抗生素和用大量雲南白藥止血，女王奇蹟般的

日漸好轉，竟然起死回生了！遊老師將廢棄的幼兒三輪

車前手把部分拆除，改裝成兩輪小板車，再將女王的下

半身放置板車上，套上繩索繞至前胸固定。如此一來，

女王靠著前腳拉動，就得以自由行走甚至奔跑跳躍。隨

著年齡增長，如今搭乘的已是第五部的豪華板車了！我

們短宣隊與他們的兒女們相處融洽，如家人般的熱絡，

尤其是每日在我們出征（去教課）歸回時，還未踏進大

門，遠處已聽見這群有如詩班的唱將奏起軍樂聲；緊接

著便是一陣狂吠亂叫，爭先恐後地向我們跑來，尾巴更

是奮力揮舞著得勝的大旗，聲嘶力竭此起彼落彷彿高唱

著：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牠們踴躍跳動，興高采烈地

將我們團團圍住，歡迎我們凱旋歸來！頓時，我們有如

小孩得了獎賞般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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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楊媽媽，五十八歲，身體硬朗，活潑幹練，早年

守寡，過去幾年裡帶著兩個孩子做蓋房的水泥工，如今

卻已是全職服事的同工。老大已成家立業，事業做得不

錯，一心只想接媽媽和讀高中的妹妹至臺北同住。但楊

媽媽說：“因著 Fred 和吳牧師夫婦，我才能聽到福音認

識主，進而愛主事奉主。這樣的機會我不願錯過，所以

選擇留在家鄉傳福音。”舉凡短宣隊的住宿、清房、餐

食、點心，甚至夜宵，事必躬親，將我們照顧得無微不

至。這是我歷年來當隊媽最享受的一次，可以免去操心

各樣雜事。他們有如基督精兵，駐守在嘉義這塊偶像充

斥的貧瘠地上，默默地辛勤耕種，存心忍耐，奔向那擺

在他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他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就如經上說；“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

去的，必要歡歡樂樂的帶禾捆回來。” 

 

我們這一隊共七人，兩位隊媽（我和一位來自加拿

大的 Patricia），由 Mimi 帶領四位隊員（分別是來自加

州十一年級的 Timothy，兩位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一

年級的 Kristy，多倫多大學畢業已工作的 Yoyo 和七年級

的 Abel）。教課的學校早上在大同國小，下午在安東國

小。一般而言，服事的第一個星期通常是成員們真正的

磨合期，其中充滿歡笑和淚水。一個家庭中成員的相

處，難免有看法不一，或意見不合的時候，更何況是來

自各個不同地方，分屬不同教會所組合的團隊，融合誠

屬不易！然而我們知道，之所以來這裡，是因著主耶

穌，使我們成為一家人！於是在每日的晨禱中，我們將

課程的中心主題，所教課的福音內容，及遭遇的任何難

處，皆與隊友們分享，彼此代禱和互相扶持。除了我和

Abel 合教一班之外，每個人都身負重任各帶一班，總共

六班。除了 Mimi 以外，大家都是第一次教課，兢兢業

業，絲毫不敢怠慢。每日，全體聚集在大禮堂中，由福

音短劇拉開序幕，每個人都扮演不同的劇中角色。接著

是教唱福音詩歌和團康遊戲，最後分組帶開至教室上

課。 

 

我們這一班是幼兒園大班至二或三年級的學生，由

Abel 教導課程和福音內容，而我則負責帶活動、遊戲和

管理秩序。依照教材配合每日福音短劇的進程：解釋什

麼是罪、罪人、耶穌、神，循序漸進至十架救恩，所帶

出的“福音橋”，正如耶穌所說：“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藉著

耶穌使人與神和好。教課其間，讓我感到非常驚訝的

是，Abel 竟然能將神的救恩，及耶穌為我們所犯的罪死

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講解得簡單明瞭，配上所畫

的“福音橋”，的確把福音教得讓人淺顯易懂。於是在

第四天 Abel 講完見證，由我翻譯之後，隨即呼召（由於

臺灣學校不許我們公開呼召，所以改由單張上寫著 YES

和 NO，經解釋後由學生圈選）。結果全班同學全數決志

信主；接著帶領全班做決志禱告，請耶穌進到他們的心

中，做他們的救主！這是當天早上在大同國小的班級所

見證的恩典。下午在安東國小的班上，Abel 做完見證之

後呼召之前，他特別謹慎要求學生們如果還未準備好，

就不要做決志信主的決定（我從沒想過他會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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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又是全數決志信主。我倆抱著又叫又跳又哭又笑，

熱淚盈眶！Abel 激動地說：“從沒想過，主會使用我帶

人信主，也從沒像現在跟主這麼親近！”是呀，智慧的

神，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或許這些小孩需要大小

孩來傳講福音，他們才能聽得明白，這也只有主自己最

知道。 

 

團隊中藉著彼此的分享，Yoyo 說：“我現在能體會

詩篇中所說，你使我心裏快樂，勝過那豐收五榖新酒的

人，那樣喜樂的心情。”隊媽 Patricia 興奮地說：“舉目

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Timothy 說：

“我明年還要再來！”我們這些老師們一星期以來，陪

著學生們一起聊天、唱歌、打球、賽跑，相處一起，打

成一片，等到將離別時，更是離情依依，淚眼潸潸，極

為不捨地互道再見。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老師明年

還要再來！” 

 

接下來的第二個星期在彰化兩所國中，分別是彰德

國中與和群國中，住宿位在總部會所。會所是由任教於

朝陽技術學院的謝政勳教授夫婦奉獻的家，與政府登記

作為場地使用。基於這次是教國中學生的緣故，協會調

派一位外師，名叫 Aaron，他是伊利諾大學一年級學生，

而 Abel則是做助教，當然我也回歸做隊媽的職份。此時

也有好幾個團隊紛紛回歸會所，因此吃住都在一起，自

然形成一個愛的大家庭。如詩篇一百三十三篇 1節：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

著過去一個星期以來的同舟共濟，我們這個團隊的默契

愈來愈好，愈加團結，做工效率更是提升不少。尤其在

隊長 Mimi咳嗽生病期間無法上課，團員們自動調派將兩

班合為一班上課，且短劇中一人飾演兩種角色，彼此幫

補，共同發揮親愛精誠的表現，令人感動！也因此很順

利地完成了任務，歡喜快樂地做個得人如得魚的漁夫。

整個短宣終告結束，然而主的愛卻如泉源湧流不息！ 

五年來參加 ADVENT 臺灣短宣，讓我體會傳福音的喜

樂！在我們傳講福音時，看似學生們得著福音的好處，

然而收穫最多受惠最大的卻是自己。神讓聽的和說的都

在主耶穌基督裏一同成長，同得造就，所以神看重的是

人，其次才是事工本身。當我們願意踏入服事的工場，

主就親自在我的家庭中間做工，尤其是親子關係和孩子

的教導上，神有豐富的預備和奇妙的帶領。 

 

神開啟我們母女心靈的視野，在 2008 年暑假，

ADVENT 接受我為同工媽媽，連帶著也接受十三歲的女

兒 Mimi（受洗日是同年的三月三十），在團隊中她是一

名助教。從一個靦腆害羞的小女孩到擔任助教、老師、

隊長，至課程負責的導師，她所走的每一步及伴隨的靈

命增長，都有神的帶領。2009 年我倆都沒有報名參加

ADVENT，2011 年在我沒參加的情況下，她依然堅持參

加，此外的每一年她也都很樂意投入這項事奉。我們一

起參與，並肩作戰的日子裡，她對我而言不僅是我的女

兒，也是我最親密的夥伴、同工、戰友、屬靈的姐妹、

領導（會章規定隊媽要聽隊長的，但隊媽可提建議，最

後決定權在隊長手中）和導師。我們之間角色交叉的改

變，相處中的磨練，個中滋味酸甜苦辣鹹，真是難以言

喻。例如她的性格堅忍剛毅，很有恆心和愛心，是我所

欽佩的；然而另一方面卻是固執，黑白分明且不留情

面，實在叫我難以忍受。幸好主是我倆的陶匠，祂將我

們打破，用水調和，重新和泥，重新再做，經過主耶穌

的陶冶雕鑄下，我們的情感日漸濃厚，彼此與主的關係

更加親密。回顧每一次的短宣，就好比一部精彩絕倫的

影片，每一個角色在每個環節中，都展現精湛的演出，

故事的內容更是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我們好比影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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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盡自己所能的演好劇中人物，而電影中的編導

兼製片，就是神自己！在過程中的我們，難免失誤出

錯，但是恩典慈愛的神卻一再再的寬容、諒解與耐心的

陪伴，直到我們站立得穩，重新出發，最後帶出美好的

結局！ 

 

以往 Mimi 於角色中的勝任常讓我感到驚訝！如同這次

Abel 站講臺教課，所表現出的沉穩，使人讃賞，跌破眼

鏡！我禁不住想問：“這是我平日朝夕相處的兒子和女

兒嗎？”當然也只有天父這位大導演最能瞭解劇情，教

導祂的演員，將演員們的潛能激發出來，直叫觀眾們連

連喝采！連屬世的父親（我的先生），也頻頻地點頭讃

嘆：“神教的比我們教得好！”感謝先生為我們每一次

出征時守望禱告和經濟上的支助，讓我們無後顧之憂地

完成短宣任務。也因著短宣，全家經歷了神的豐盛，靈

命一步步地紮根成長，最後願以使徒保羅為腓立比人的

禱告，成就在我們每一位信徒的身上，與弟兄姐妹共

勉。腓立比書一章 9節，“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

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

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

基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

耀稱讃歸與神。”※ 

 

ADVENT Experiences 

 

Abel Chen 

 

-- ADVENT is a Christian organization that teaches 

conversational English to Taiwanese children while also 

exposing Jesus Christ and the gospel to them. --  

 

I am extremely thankful that I wa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to ADVENT this summer. Before going on my first 

ADVENT trip, ADVENT did not appeal to me at all. My 

sister Mimi had gone a few times before, and every time 

some misfortune befell her. One year she had lice in her hair, 

another she vomited every morning, and the next she had 

heat stroke. After hearing these stories, I started to wonder 

what drove Mimi to continue going each year after all these 

difficulties. Therefore, I decided last summer to go on my 

first mission trip to see for myself. 

 

Last year’s mission trip inspired me deeply to go again 

this summer. During our first week there, my team taught two 

elementary schools and two middle schools. I was the head 

teacher of a class in elementary schoolers, but thankfully my 

mother helped me translate, bring order to the classroom, and 

even organize the games. 

 

At the beginning, some of the students were difficult to 

handle. They did not respect other students, interrupted my 

mother and I, and some refus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This was a setback, but I learned to cope with it.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day, I assigned my students to draw an illustration 

of what they hoped to become when they grew up and 

present it to the class. One girl wished to be a singer, so my 

mother invited her to sing a song to the class. While she 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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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other decided to dance to the tune. The students 

laughed and giggled at the ridiculous dancing and began to 

open up around us after seeing that we weren’t just there to 

teach them. They began to invite me to play with them during 

breaks and started to participate more in group activities. 

On the day of the gospel presentation, I was sweating through 

my clothes, for that day I would be introducing Jesus Christ 

to my students. To my surprise they sat in their seats and 

listened without calling out or complaining. I felt God’s 

presence enter the classroom when they all prayed for Jesus 

Christ to come into their hearts. My mother and I began to 

shout with joy as all my students chose to accept Christ. 

Seeing this miracle with my own eyes, I remembered Luke 

1:37, “For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Soon, the week 

was already over, and when I left I was dismal that I would 

probably never see them again, although I have comfort in 

the fact that Jesus will always be with them. 

 

Having middle schoolers the second week proved to be 

a greater challenge. One boy in my class named Frank 

especially gave me lots of trouble. He cursed at almost every 

opportunity, complained often, hit other students, and refused 

to participate. He constantly created disturbances in the 

classroom, thus affecting our entire class. However, this only 

made me more determined to introduce and lead him to Jesus. 

I vividly remember the night before the gospel presentation, I 

prayed especially for Frank.  I was still completely shocked, 

however, when he decided to accept Jesus into his heart.  I 

believe that God working in Frank’s life helped him make 

this decision. 

 

Before I knew it, the short week ended along with the 

mission trip. When finally leaving, I was sad but was 

delighted that I could introduce them to Jesus. Now I 

understand Mimi’s burning passion to continue to spread the 

gospel to these students. Her desire for them to know God 

has ignited an eagerness in me to do the same, and I hope that 

I will be there at ADVENT 2015! ※ 

 

 

從「让爱走动」到「看见神的爱」   

阮岳红 

 

“走過傷心，走過淚水 

讓每一顆心再次飛起來 

用你的心，伸出你手 

讓每個靈魂再次活過來 

讓愛走動，…” 

 

此刻,在我的眼前又重覆著這樣一幅情景。那是在今

年七月雲南的青少年福音夏令營裡，本來害羞的孩子

們，正隨著我們敬拜團隊帶領的主題歌“讓愛走動”舉

起讚美的手，唱出心中的喜樂。記得當時我流著感恩的

淚，感謝主親自帶給這些山區孩子們安慰和鼓勵，讓他

們在主的愛裡自由翱翔。是的，“讓愛走動，讓你的愛

化成希望的種子，讓你的愛化成溫暖的擁抱”，這本是

祂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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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當初所領受的這福音，也將傳到普天之下，並

且結出改變生命的果子，就如同在最初你們聽見福音，

因神的恩惠而改變了你們的生命一樣。（歌羅西書 1:6）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

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

做什麼。（約翰福音 15:5） 

 

******* 

今年暑假，我有機會參加美國福音證主協會舉辦的

赴雲南短宣隊，實在是主奇妙的帶領。我知道在跟隨神

的路上，主一直深深地眷顧著我，要讓我更深的在祂事

工上有份。正如這次為孩子們排的舞蹈“陶匠的手–

ThePotter’sHands”歌中所唱的，我們是他手中不完美的

泥土，但願意由他引領，按他的心意來被塑造，成為他

合用的器皿。 

 

我們團隊一行十四人，卻有一半是從 14歲到 18

歲，生長在美國的年輕人。看到他們有一顆願意服侍的

心，和那裡的孩子們一起吃飯，一起洗碗，和他們交朋

友，我們特別是做媽媽爸爸的都格外欣慰。這也使我聯

想到，在我們信靠主的路上，從初信到現在，也是一個

成長的過程，其間難免有軟弱的時候，也會有許多困難

和挑戰，但只要我們不放棄，緊緊抓住我們的神並依靠

他，我們就一定會靠主得勝並討主的喜悅。 

 

     

 

短宣花絮 

 

*路途 

當我們坐著當地教會弟兄的車行馳在金沙江邊的路

上，看到窗外山水如畫的景緻，聽著播放的美妙動聽的

傈僳族語讚美詩歌時，我和另一位姐妹居然不約而同地

有一種想哭的感動。雖然聽不懂歌詞，但我們知道那是

感恩讚美的歌，一種神聖的愛從天上流入我們心中。看

到神顧念著每一方土地上的人民，多麼盼望世人能認識

他，得到從他而來的屬天的福分。然而想到無數的人仍

然像迷失的羊，對創造我們的主視而不見，靈魂沒有一

個可安歇的家，又倍覺心酸，唯求神憐憫。 

 

*相識 

有幸認識了福音證主協會的創建人蓮香姐妹，得知

他們全家，丈夫和兩個兒子，都是主的僕人。她和丈夫

多年來走遍雲南貴州等山區地帶，看到了那裡孩子們的

需要，設立了“植苗計畫”的事工，旨在資助當地教會

的兒童和青少年完成學業和幫助他們在靈命裡得到成

長。記得第一天晚上，當她知道有一些晚報到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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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地鋪的被子時，不顧一天的勞累，趕緊到商店去買

所需用品，忙到深夜。他每天所牽掛的，就是孩子們和

團隊的需要，不斷用她的禱告和愛托住整個事工。感謝

主！ 

 

   

   

 

*諾亞方舟 

我們的七十多個中學生來自附近山區，多為傈僳

族，納西族。很多孩子要走一兩個小時來到營地。我們

將學生分成六個班，初中四個，高中兩個，每個班兩個

老師，由一個成人老師和一個年輕人搭配。文軍姐妹以

舊約聖經故事來編寫教材，用心設計了全體學生可以參

與制作諾亞方舟的活動。看到學生們用他們的想像力和

創造力製作的各式各樣的方舟，真為他們感謝神。我們

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選出三個最佳方舟––每個人將代表

自己一票的木簽投入到方舟前的小杯子裡。我們班的曉

媛和豔靜做的諾亞方舟獲三等獎。她們兩個將她們的一

票投給了她們認為更好的方舟，我聽了真為她們驕傲。 

 

*我們班 

分享 

 

我和 Catherine 帶的高中 A班有六個學生，他們是那麼純

樸、令人憐愛、聰明有理想。記得那天我們每個人分享

一件最難忘的事，我和他們先分享了我的一件難忘的

事：我兒子凱文小時候，一直患有嚴重濕疹，臉上和全

身常有黃水和殼斑，我看著他既心疼又心酸。有一次帶

他去購物商場玩，居然有一個很漂亮的少女走過來要抱

他。按我的想法，陌生人看到凱文的樣子應該是避而遠

之，因為我一定是這樣去對待其他孩子的--如果小孩子

可愛我才去愛他，逗他；如果小孩子不可愛，或有病的

跡象，我是不會靠近的。沒想到這個女孩的舉動，打破

了我的正常邏輯，令我深思，覺得不明白。當時我還會

有一種推理，覺得可能是凱文的樣子很可愛。現在，我

不這樣認為，因為我知道耶穌基督來到人間，將他慈愛

憐憫的心腸給了人，並要人將他的愛再流入人間。那個

女孩願意抱凱文，是因為她知道有一位神愛著他，她要

讓凱文知道，也要讓我知道，世間有一份超乎人之常

情，從天父而來的愛！ 

 

接下來，靜豔同學第一個發言，講了她與哥哥深藏

的那份愛，讓我們都被感動得流淚。而曉媛同學講的她

被朋友背叛的那份很深的傷害，也讓我們流下了同情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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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的眼淚。我告訴她們，每一份刻骨銘心的愛或不可理

喻的愛是來自神的，要好好珍惜；而純潔心靈受到的傷

害是魔鬼撒旦的工作，我們千萬不要陷入魔鬼的圈套，

從此一蹶不振或不再相信真正的友誼。真正的友情和親

情來自神，因為他最誠信，最無私。從主耶穌來的任何

一份感情，是深深擁抱人心，給人自由，讓人飛躍的！ 

 

 

 

給資助人的信 

 

我們班唯一的一位男生叫蜂麗全，傈僳族人，很幽

默也很深沉。他對一位姓雀的女同學表示，雖然“雀”

比“蜂”大，可是蜂比雀厲害！看著他那副認真的樣

子，真可愛，溫和的女同學只好欣然一笑。因為他在學

校一直當體育委員，常常一副嚴肅的樣子，照相絕不會

笑。又因為他很強壯（在家是主要勞力）又特別願意幫

助人，更覺得純樸可愛。他讀了很多聖經舊約故事，在

分享討論中很有一種使命感。感謝植苗計畫，能讓許多

像他一樣的孩子在學業上得到支持和鼓勵。以下擇錄幾

段我們班同學的信： 

 

蜂麗全 -- 

   

 

“敬愛的資助人，您好！這個夏季我已經成功地結

束了三年的高中生活。三年的高中讓我從一個乳臭未乾

的少年變成一個有志青年。三年的學校生活過得很順

利，同學間情同手足，師生間如朋友一般。這三年來我

也經常參加教會的活動，學會了許多重要的知識，這些

知識是我生命大河中一顆顆璀璨的明珠。我真的很高興

能夠認識這位萬能的神，他讓我在最黑暗的時候，從深

谷爬出來。我的理想是想當一名廚師，嘗盡天下美食，

做盡天下美食。相信在神的幫助下，我會成為一名優秀

的廚藝大師。我還有一個夢想，就是騎自行車遊遍天

下。謝謝您，願神祝福您！” 

 

和曉媛 -- 

 

“親愛的資助人，您好！我現在已經十七歲了，即

將就讀高一。…看課外書是我的最愛，因為我的夢想是

想當一名作家。…您的資助在一定程度上給了我很大的

幫助，它像一縷溫暖的陽光縈繞在家的周圍，給予父母

希望，也同時溫暖著獨處異鄉求學的我。讓我更有信心

面對未來，沒有擔心，沒有顧慮。感謝您四年以來的關



[甘霖 2015年一月號] 暑期短宣 

 

 34 

心和愛護，願主保守您平安！（她還畫了一個心，在上

面用英文寫著：Jesus loves us）” 

 

華豔靜— 

 

“親愛的資助人，您好！人們常說，太陽的光輝灑

向大地，那是它給人類最溫暖的愛；月亮的銀光灑向大

地，是它給人類最柔和的愛。當您們送上一筆筆助學金

時，那是您們對我們最博大的愛。…說實話，曾經的我

被學習壓垮了好多次，有幾次想放棄，但想到遠在國外

的您們帶來這份偉大的愛，我又堅持了下來。…我特別

喜歡打羽毛球，在家還會幫父母幹些農活。我每天都過

得很充實，因為有您們和耶穌的愛陪伴著。…我有一個

偉大的夢想，那就是把您們給我們的愛繼續傳遞下去。

因為任何東西都可以拋棄，乃至生命，但唯有一樣東西

是不可泯滅的，那就是奉獻的愛。此時的我也更加明

白，得到他人的關愛是一種幸福，同時關愛他人更是種

幸福。以後我要讓這份幸福永遠傳遞下去，讓人人都開

心，讓世界變成愛的港灣。謝謝您們！” 

 

*余成龍的故事 

 

我和成龍同學在郊遊的那一天有機會走在一起，他

是個淳樸英俊的傈僳族高中生。瘦瘦高高的，穿一件黑

色夾克，和我一樣戴一副黑框眼鏡。很高興他願意和我

交談。我和他開玩笑說“你很出名呢，和那位著名的演

員同名！”。他告訴我，去年來夏令營，他很憂傷孤

獨，不願意和同學說話交朋友，因為他失去了才 42歲的

親愛的爸爸。而今年，他變得開朗了，有盼望了。他還

講了許多關於他爸爸如何強壯，能幹的故事。我聽了又

是感動又是高興，願慈愛的神帶給他心靈的安慰，也希

望他今後能抓住神的應許。 

 

當我們走過一片高山時，成龍指著遠處的一座帶有

枯黃顏色的山說，那座山去年被山火燒了，我家就在那

座山的對面。 

我問：“從你家裡來營地有多遠？” 

“要走兩個多小時的路。一個多小時是好一點的平路，

還有一個多小時走山路。”他說。 

“你家裡還有什麼人？” 

“只有媽媽一人。哥哥精神失常，出走幾次找回來，但

這次出去不知道去哪裡了，找不到，也不知道還活著

沒。” 

我聽著，心裡很為他難過。 

“那你媽媽和你靠什麼生活？” 

“有分的幾塊地，種一點東西。有時也去山裡采一些野

蘑菇賣。” 

 

我不知道要用什麼話來安慰和鼓勵他，只知道他

已經做得很好了，生活的艱難痛苦並沒有打垮他，這已

經是神跡。我感謝神，求神特別施恩看顧這個家庭。 

也就是這位成龍，在最後一天的聚會上，他在他們班的

節目中出演摩西，將他那件黑夾克跨肩到腰系著，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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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羊杖，用英文演得有聲有色！看著他，我心中有說不

出的愛憐和難舍。真希望能給像他一樣的孩子們多一些

快樂的時光…成龍的故事一直牽動著我的心，我默默地

為他禱告，希望他能效法摩西，勇敢地跟隨主走前面的

路，直走到迦南美地。 

 

 

*結語 

 

...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

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以弗

所書 6:10） 

暑假的短宣以及與廣州磐石團契的分享交通，讓我

看到神在這塊我所熟悉的土地上行著那奇妙的事。我的

心被主耶穌愛世人的憐憫心腸所激勵，使我在之後的探

親訪友中更是靠著主的聖靈，訴說傳揚他的愛和故事。

雖然常常有負面的勢力讓我覺得傷心乏力，覺得不配，

仿佛是魚兒生活在乾旱之地……但主的話卻是我每日甘

霖，祂是我的的磐石和山寨。祂讓我生命得到滋潤，堅

固持守，定睛在他的奇妙作為上。 

 

是的，我們是一群不配的罪人，生活在這個將要腐

朽的世界和軀體裡，有著各式各樣的缺點和軟弱。可是

我們的主耶穌卻是完美聖潔的，他為我們這些罪人指出

了一條清新而活潑，平安而有盼望的路。他在十字架上

犧牲自己，將我們從罪中救贖出來，使我們可以得著一

個充滿盼望的新生命，讓我們這些得著救恩，如同土器

和瓦器的人，可以大膽捧出神賜給世人的愛的珍珠。因

為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瓦器就會歌唱！ 

 

同時我們也知道，這位陶匠的手在不斷地將這些卑

微的泥土變為合他所用的器皿––他要我們成為他的眼

睛和口，看到世人的需要，講出智慧的言語；他要我們

成為他的手和腳，走出去，給有需要的人説明和擁抱。 

 

返美途中，在芝加哥飛往費城的飛機上，有一對年

輕的美國夫婦帶著兩個女兒，一個三歲多，一個才三個

月，因為飛機晚點起飛，艙內悶熱，他們的嬰兒哭得很

厲害，帶著一種揪心的痛惜。我站起來表示願意幫忙，

父母非常願意。感謝主，當我抱過來搖著她，哭聲馬上

停止了，哇，好神奇啊！當然，我不敢驕傲，用心抱著

她，搖著她，儘量讓她感到舒服，感到我對她的關愛。

居然，她非常合作，在我的懷中安然入睡，像一個美麗

的小天使。看著她安詳的面孔，我想起主耶穌說的，

“讓小孩子們到我這裡來，…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

的人。”（馬可福音 10：14）我默默地為這個孩子禱

告，想到自己何嘗不是一個常常被神抱在懷中的孩子

呢，在煩燥不安的世界裡，我們可以在他的懷中盡享平

安。整個從芝加哥飛往費城的時間，神讓我和我旁邊的

那位年輕小夥子，盡情享受這個雖然微小，但具備所有

的喜怒哀樂的小生命。那位年輕人一會兒摸摸她的臉，

一會兒握握她的小手，充滿了愛意。我更是覺得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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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打開我的心，張開我的眼睛和雙臂，我會看到，每

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個重逢，每一個相遇…背後都

有神奇妙的帶領和祝福！感謝主讓我在這段枯燥的旅行

中，以感受來自神的最單純最美好的愛來總結和重新開

始。 

 

回到家，正遇“泥土音樂”來我們教會，那首充滿

愛和喜樂的歌攝住了我的心： 

 

“我看見神的愛，在溫暖的陽光， 

我看見神的愛，在澎湃的海洋， 

我看見神的愛，在憐憫的心腸， 

我看見神的愛，在你我的臉上。…” 

 

 

是啊，我可以走出去或是傳福音 

不是因為我有多麼好 

而是因為我們的主耶穌是多麼的好 

他愛世人 

將愛深情流入我們的心 

我們願意跟隨他 

將他無與倫比的愛流出 

 

感謝弟兄姐妹的支助與代禱! 

有你們在主內的呵護關愛，我只有喜樂，不會孤單! 

榮耀,讚美，感恩都歸給聖潔的主！ 

服事的工作繼續著，願我的每一篇文字都訴說著神愛世

人的奇妙故事， 

願主的愛和恩典繼續帶領我前面的腳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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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Bilingual Camp Summer Mission 

 

Heidi Yeh 

 

-Selected from http://wcectaiwan2014.blogspot.tw/ 

 

God blessed our team immensely with physical comfort. 

The church that we stayed at was clean, air-conditioned, and 

the church members fed us very well. Last year was my first 

time in Taiwan, and my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mp was 

limited by terrible headaches and mental fogginess, which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heat and to my difficulty sleeping. 

This, in addition to the huge improvement in my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allowed me to be more aware of what was 

going on in my group and interact with the kids. My 

willingness to sound funny in Chinese opened them up to 

trying really hard to communicate with me in English. I 

adored my group, but then there was Ryan… 

 

 

Immediately upon meeting Ryan at registration, we 

could tell that he was going to be a troublemaker. He was 

verbally and physically offensive to other kids in the class 

and disrespectful towards the leaders.  God truly blessed the 

leaders of my team with creativity in ways to correct him 

with a balance of truth and love. Last year I was terrified of 

dealing with this kind of behavior, but God gave me so much 

more confidence for the situation this year. However, I was 

still strongly affected by his actions when I could see the 

impact that it had on the other kids in the room. No one in the 

room could fully relax if he was in close proximity. In a 

moment when I wanted to respond in hate to his actions, God 

gave me this message to share with him: “Even though you 

are sometimes mean and naughty, I know that there is 

goodness in you. I believe that God can turn these things 

around and grow you into a person that everyone will love 

and respect.” The kids in the classroom looked on in disbelief 

as if to say: “really? Ryan?!” Even though we had to 

discipline him often, I was astounded that he never closed 

himself off to us. I was the one who usually corrected his 

behavior, but he never held it against me and did not take it to 

mean that I hated him. In his good moments he was an 

enthusiastic participant in the camp and a good helper to me 

and my co-leaders. I thank God that He allowed us to see this 

goodness in him, and did not let it be superseded by his 

moments of naughtiness that drove us crazy. 

 

He finally felt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behavior when he 

injured the ankle of his best friend in the final activity of the 

camp. The anger and sadness that we all experienced as a 

result of this accident hung in the air as we cleaned the 

classroom in silence. Ryan finally understood how his actions 

affected others, and I hope became a better person as a result 

of it. We learned that Ryan had ADHD, which was a 

reminder that this kind of behavior can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a child’s situation, ranging from 

disorders to family issues.  We live in a broken world and 

have little power to fight against the cycles of abuse and 

destruction that affect everyone, unless we call on Jesus as 

our savior who has a plan for the redemption of all things.※ 

 

http://4.bp.blogspot.com/-R7nFVhGLCQo/U6zhfY8ms5I/AAAAAAAAADk/EFVXFrgtoq8/s1600/20140626_20285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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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信心與心靈健康" 

 

郭惠美 

 

神的話語真是我們生活的指南,信心的鑰匙，生命的

道路和心靈健康的祕訣。我們的生命，生活和信心，每

時每刻都需要神的話語作隨時的幫助，使我們有健康的

心靈跟隨主的引導，享受神所賜的喜樂和平安。 

 

在這一年多來的靈修生活中，我把許多神的寶貴話

語收集起來，成為我的座右銘，放在隨手可及的書桌旁

邊，只要我心靈需求神的話語時，就很方便翻出，並熟

讀它。這樣神寶貴的話語，就成為我力量的源泉。所以

我願將這樣的好處與弟兄姐妹分享。我且按聖經的先後

順序列出，方便翻閱。 

 

1.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

安然居住。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

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

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

的福樂。（詩篇十六 9－11） 

2.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一

一九 105） 

3.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言二十二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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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五十八 11） 

5. 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們得

以躺臥。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

回；受傷的，我必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只

是肥的壯的，我必除滅，也要秉公牧養他們。

（以西結書三十四 15-16) 

6.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四

6） 

7.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

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馬太福

音十九 14） 

8.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

能。” （馬可福音九 23） 

9.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

然，因為神凡事都能。”（馬可福音十 27） 

10.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馬可福音十六 17） 

11.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

命令。 （約翰福音十五 12） 

12.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

當的。（使徒行傳五 29） 

13.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

勝有餘了。（羅馬書八 37） 

14. 如經上所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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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二 9） 

15.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

人，自己反被棄絕了。（哥林多前書九 27） 

16.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

裏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書十五 58） 

17. 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

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哥林多後書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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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哥林多後書十二 9） 

19.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

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

事，沒有律法禁止。（加拉太書五 22-23） 

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

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三 20） 

21.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

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

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

為心。 （腓立比書二 3-5） 

22.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

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四 6-7） 

2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

書四 13） 

24. 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

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

付他的，直到那日。（提摩太後書一 12） 

2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後書二 15） 

26.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

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

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

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彼得前書五 2－3） 

※   

 

 

 

心中無神,任意而行 

 

諸羅山人 

 

誰領你到這裡來？你在這裡作什麼？你在這裡得什麼? 

（士 17:1-18:4） 

 

在約書亞死後和大衛王朝建立前，數百年來由「士

師」管治以色列民，士師是從希伯來文翻譯過來，有的

文獻譯成審判官，其實聽訟只佔其工作的一小部分，主

要是帶領以色列民抵擋四鄰異族的騷擾，攻擊，搶奪。

當時整個時代可以士師記最後一句話來概括，即「那時

以色列民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21:25）神權

管治的年代，「王」字是偏重指神方面；所謂心中無

神，目中就無人，惟有「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

的。」（詩 33:12）。教會如能以基督的心為心，就會帶

來和睦、同心合意和健壯，健壯就自然成長。「二人若

不同心，豈能同行呢？」（摩 3:3）「同心」希伯來文有

一個意思是與人訂下約會。二人若不相會，豈能同行

呢？七十士譯本作「二人若不相熟」，相熟成為知己、

纔會同行。所以簡單地說，心中有主，必會時刻想到一

切事情臨到時，主耶穌會怎麼想？祂會如何做？祂會怎

樣說？同樣地，如果與相好友人約會時，對方的每句

話，都甚為留意，甚至銘記在心，假如神是你所愛者，

聖經就是祂的話語，教會即是神的家，人人當得渴慕和

愛護。 

 

在舊約裡利未人是被分別出來服事神的一個支派，

祭司必出於其後裔才行。羅馬書第五章說，從信主的那

一刻起，神就算我們為義-即「因信稱義」，故之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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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就由罪人成為義人；「名分」則由不相屬的外

邦人成為神的兒女；「關係」從仇敵變成與神和好。(羅

5:10)「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

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

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這段經文更是

讓我們認識，我們基督徒是為神所選召，而被分別出來

敬拜事奉祂的一群人，與這位少年利未人身分地位頗為

相似。今日士師記故事中的主角，雖說不是為非作歹,十

惡不赦的匪徒，但至少在行為上的確有可議之處，希望

藉著他讓我們能得到正面的學習。 

 

壹、誰領你到這裡來？ 

 

這位少年利未人，離開伯利恆城來到以法蓮山地，

是尋找一個可住的地方，只圖謀一個能滿足溫飽的所

在，他的需要僅止於物質層面的需求。神當然看顧與供

應我們日常所需，但先求祂的國和義，必會更蒙神的喜

悅。約翰福音第六章記載，許多人來找主耶穌，並不是

因見了神蹟，乃是因吃餅得飽。因之，主責備眾人「不

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

力。」申 8:3「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

所出的一切話。」非洲地區的飢荒大部分是因人心貪欲

敗壞，奪權內戰，荒廢農耕所引起的。過去摩西帶領以

色列民出埃及在曠野四十年，神養育他們，以致一無所

缺，衣服沒有穿破，腳也沒有腫。(申 8:4)另外，經上也

說:「未見過義人被棄，也未見過他的後裔討飯」；因神

應許我們說：「祂總不撇下我們，丟棄我們。」（參閱

尼 9:21,詩 23:37,來 13:5）。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

虛空。」(傳 1:2)現今的世代，物質生活更加豐厚，內心

卻感覺更虛空，科技進步，增添多彩多姿歡娛的節目，

仍無法帶來滿足，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導，憂鬱症人口

年年一直有增無減。 

 

法國的數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3-62)說:「人

內心的深處有一空缺，財富、名聲、愛情、學位…皆無

法填滿它；其形狀大小，剛好主耶穌能補上這空缺而

已。」 

 

那我們來親近神是存著什麼動機？根據一般調查，

有些人主日會來到禮拜堂，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 

1.享受教堂敬拜中肅穆與安祥的氣氛。 

2.自己喜歡唱歌或喜愛聽聽讚美詩歌。 

3.隨著孩子喜歡上主日學而來的。 

4.朋友帶來或被配偶從被窩中拉來的。 

5.喜歡聽聽做人的道理，心靈有個寄託，求個內心平

安。其實主日講台不是在傳講世上的倫理道德，這類書

籍在店舖裡簡直汗牛充棟，教會是在講創造宇宙的唯一

真神，赦罪和救恩等生命之道。 

6.想多多認識朋友，以打發週末時間。其實神所要的是

你上好的時間、才能和財物，而不是你剩餘的；祂所看

重的不在於你已奉獻多少，而是你的心志和你為自己保

留多少。《華人福音普傳會》有一則頗令人感動的標語

是:「為主無所留，為己無所求。」參加各項聚會活動或

主日學，其內涵就是敬拜，不是社交活動或聽戲，不能

高興就來，不高興就不來；是全人持續不間斷的擺上，

是個人對自己的挑戰和持守；更是在神前立志和委身。

如果我們能學習主耶穌母親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

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路 1:46）就會排除萬難，

不會不來或是晚到；主日學或各項查經與禱告會，就不

再會是三天補魚，五天曬網，如此零零落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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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誰領你來禮拜呢？絕對是出於上帝的感召，也

因著神的愛所吸引來的。(約 6:44)當然有些人是帶著憂

傷痛悔的心，來求神憐憫和赦免，因詩 51:17「神所要的

祭，就是憂傷的靈。神阿！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

看。」另外，有些的確是帶著勞苦重擔，譬如經濟上短

缺，孩子的教養、交友或學業等苦惱，家人失業或與人

關係不佳，病痛，失去親人，婚姻和家庭變故等等來求

神的安慰，醫治和釋放，俾能重新得力，面對生活。我

想這亦是引領我們來禮拜的動力。因主應許我們「凡勞

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太 11:28） 

 

談到孩子的教養，目前的世代普遍吸毒、幫派暴

力、網路、電遊（玩）、網咖、同性戀、性誘惑等，再

加上來自學校同儕的試探，取笑等壓力不小。如何不與

惡人為伍，實令為人父母的擔心不已。其實舊約箴言

22:6就有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離。」詩 127:1也說「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

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

守的人就枉然儆醒。」單單著急是無濟於事，為什麼不

將孩子交託給神呢？今天如不作，明日必後悔。請記得

每天為孩子禱告：求神賜下智慧,健康,同時依靠聖靈和

神的話語,來遠離試探、抵擋試探,並勝過試探。 

  

來到神面前的人，有一點絕對不可或缺的需要，是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必須信有神，且信祂

賞賜那尋求祂的人。」（來 11:6） 

 

盼望有一天許許多多成為基督徒的慕道朋友，有人

問他們:誰領你到這裡來？他們的回答是:「我是在座某

某弟兄或姐妹帶來這禮拜堂，而蒙恩得救的」，那時就

要歡呼讚美主–哈利路亞！ 

 

貳、你在這裡作什麼？ 

 

舊約時代，君王、先知（參閱王上 19:16）和祭司

皆需受膏才能承接聖職，這位利未人因主人米迦給予好

處，也沒有受膏就胡裡胡塗當起祭司職分來了。 

 

那我們主日來教會作什麼？提後 2:22 保羅勉勵年輕

的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

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這不也是在對我們

說話嗎？看看一個人最親近的一群朋友，就可認識他的

為人，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這個道理。

詩 100:4「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

謝祂，稱頌祂的名。」我們將星期日說成「禮拜天」，

神設立一個禮拜七天，而將其中一日分別出來，當為

「聖日」，是歸給神和屬於祂的，要用來敬拜、讚美

祂，榮耀祂。賽 58:13「稱耶和華的聖日為可尊重的。」

既然是敬拜讚美，所以一進入會堂就應如以賽亞一樣，

立刻就想到那位大君王，即萬軍的耶和華坐在高高寶座

上（賽 6:1-8）。當我們敬拜讚美時，必然端坐，不敢翹

著二郎腿，也自然而然會有虔敬安靜的心；聽道時，就

不會如馬大心裡忙亂，思慮煩擾，而失去妹妹馬利亞安

靜坐在主腳前，所得著的上好福分。(路 10:42)「惟耶和

華在祂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祂面前肅敬靜

默。」「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哈 2:20；賽

56:7）既然是敬拜與禱告的所在，當然要肅靜，所以傳

5:1-2「你到神的殿，要謹慎腳步；因為近前聽，勝過愚

昧人獻祭，〔或作勝過獻愚昧人的祭〕你在神面前不可

冒失開口，也不可心急發言；因為神在天上，你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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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以你的言語要寡少。」當始祖亞當、夏娃被蛇誘

惑犯罪後，神呼喚他，並對他說:「你在那裡？」,祂既

然是「無所不在」（全在“omnipresence”）「無所不

知」（全知“omniscience”）「無所不能」（全能

“omnipotence”）（詩 139:1-180）的神，怎麼會不知

道；其實是在問亞當的心，有沒有留意上帝的話語？主

日崇拜中儘可能不要遲到早退，或者出出入入，或是為

世上的事煩心，以致無法專注聆聽和接受祂的話語，否

則我們的敬拜實在還有虧缺之處。 

 

主日來到教堂除了敬拜讚美外，還可作些什麼？路

10: 25-37 主耶穌談到「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這位好鄰

舍動了慈心，上前將油和酒倒在被強盜打傷之人的傷

處，…。「油」是柔和、體貼，而「酒」是強烈的。分

別有減輕疼痛或療傷，消毒的功效。我們可如此想:人人

來到教會，除要有救恩真理與赦罪的教導外，當看到或

聽到肢體有需要時，期望能為他們擺上最大的愛心和撫

慰；或為他們作實質上幫助，或作情辭迫切的代禱，學

習當好撒瑪利亞人。加 6:2「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

當。」要學習主耶穌走遍各城各鄉，除在會堂裡教訓

人，宣講天國的福音，且醫治各樣的病症。（太 9:35）

好鄰舍就是將油和酒給與有需要的人，滿有主話語的感

動，加上愛心、溫暖的關懷，必會讓人體會我們所信

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祂就在我們中間。有些人卻

認為教堂僅能傳講主的道，以外的皆是世俗。如果去詳

讀「十誡」「主禱文」，就明白神是公義與慈愛的神，

所以敬重（畏）神與關心世人的需要，兩者皆是上帝所

看重的。 

 

教會是屬於我們大家的，教會的事就是每位弟兄姐

妹的事。 

三、你在這裡得什麼？ 

 

「你在這裡得什麼？」英文 NIV 新國際版是“Why 

are you here?”意思是為何你會在這兒？更具體地說，你

想得到什麼而來這兒？這位利未人得到祭司的供奉，每

年有十舍客勒銀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及有家

可住，主人米迦看他如自己的兒子一樣。士 18:19-20卻

說這少年人一聽十二支派中之一，「但」族那邊有更大

的好處，心裡喜悅就棄主人米迦而去。有些信徒如遊牧

民族追逐水草而居，到處尋找滿足自己心意的禮拜堂，

有如無根的浮萍一般，這是不對的；每個信徒應有自己

歸屬與委身的教會，才不致像這位少年利未人一樣,在教

會成為『閒雜人』。(參閱出 12:38;民 11:4;尼 13:3) 

 

通常人來到神面前，大都是求神的恩賜大過於要賜

恩賜的主，要這個要那個，但當神未按人心意賜下，或

者因著人、地、時的改變，以致無須所想要東西的時

候，靈性就冷淡退後，或抱怨連連。因根基不是建立在

磐石上，而是在沙土上，是膚淺的；也非用金銀寶石來

建造，而是草木禾秸，以致信主不冷不熱，最終離開教

會團契的生活。啟 3:15-16「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

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

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抹大拉馬利亞

不管主是活著或被釘十字架受死，她都全心全意地守護

著，她愛主如此真切，難怪主復活後，第一個向她顯

現，她的名字也存記在聖經上，成為永世的紀念和萬世

的傳頌。「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林

前 8:3）另外約 1:35-42記載使徒約翰和安得烈，因聽從

施洗約翰的意思，去追隨耶穌。主問他們，「你們要什

麼？」兩位門徒問主說:「拉比，在那裡住？」「主耶穌

說:『你們來看。』他們就去看祂在那裡住，這一天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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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同住。」其實主耶穌是一個無產階級的人，身邊一無

所有，不能供應他們吃什麼或穿什麼。經上說:「狐狸有

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以

現今的俗語說：『無殼族』即上無一片瓦，下沒一鋤

土，是道道地地的無產階級。兩位門徒願意撇下所有來

跟從主，只因認識祂是彌賽亞，救世主，有永生之道。

主則以更大福氣賜給他們，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祂榮耀的

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

個支派。」（太 19;28） 

 

有的來作禮拜，想得到什麼？只是在追逐講道者，

知道那位有名氣，口才甚佳，思路敏捷，路途再遠，都

願意趕去。如果僅把講道者當成一種偶像，生命卻沒有

因所聽的道調和，或被建造與更新，也沒有落實在日常

生活中，那聖經懂得再多，只是頭很大，手腳萎縮的畸

形者而已。當然真正對靈命有幫助的聚會，教會應多多

鼓勵大家前去學習。腓 1:9-10保羅在禱告中時常紀念腓

立比教會的信徒，要他們的愛心在知識和見識上，多而

又多。他深知聖經真理的重要，希望他們能用來分別是

非，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主基督再

來；而非要他們以屬靈的知識在人面前炫耀自己。但，

信主多年，屬靈生命和裝備還停滯不前，還像初生的嬰

孩，那當要求神憐憫了。非洲和南美洲教會信徒雖多，

可惜，竟被譏笑稱：信徒一哩寬，靈命一寸深。 

 

更有些信徒是喜愛聽聽新鮮的話題，神的話就是萬

古不變的真理（約 17:17），亦是歷久彌新的古舊福音-

「正道」（sound doctrine）「真道」（healthy doctrine）

（提前 1:10，6:3；提後 1:13，4:3；多 1:9，2:1）「善

道」（good doctrine）。可以這些來形容：是「火」燒毀

心內邪情私慾，是「大錘」打破剛硬的石心，是「兩刃

的利劍」辨明心中思念和主意，是「鏡子」看見自己的

本相和汙穢。(耶 23:29,來 4:12，雅 1:23)保羅一生只傳

講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的道理（參閱林 2:2）。葛培理

（或稱葛理翰）牧師，他在每一次數萬人的佈道會中，

所傳講的資訊簡易明瞭，每次就有上千人決志歸主。主

日講台即便只是其中的一段或一句話，若能拿來當成食

物吃了，成為靈裡的供應，日日更新，今日比昨日好，

明天比今天進步，那就要感謝主，讚美主了！所以，主

日敬拜是要能在信仰、性格與生活上裝備我們，來過一

個榮神益人，有見證的生活。 

 

結論 

 

多年來聽道學習，如果單為自己保留上帝所託付的

才幹，不給主用，來到教會只想享受神所賜的豐盛、富

足與平安喜樂而已，那與這位利未人到處尋求物質的好

處有何區別？在自家能盡的力，同樣在教會也能作，教

會是我們屬靈的家，教會中服事是不論社會地位，身

分，學位，或貧富，這樣的事奉才有意義。雖然我們沒

有特別恩賜來教主日學，彈琴等等，但諸如幫忙看顧小

孩，準備週報，招呼新來者，關燈，鎖門等，雖不為人

知的瑣事，主都紀念。服事是福分，亦是神的賞賜，學

習主耶穌，祂說:「人子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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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教會自「教會柱石」使徒彼得、約翰和主

耶穌弟弟雅各陸續凋零之後，只想守著安逸，不再興起

傳福音的熱忱，最後為神所棄絕。使徒時代的福音重

心，就遷移到安提阿。(徒 11:26)舊約以斯帖記記載:仇

敵要屠殺猶太人，貴為波斯王后猶太人以斯帖，其養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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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她說:「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

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焉知你得了王后

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斯 4:14)教會是主耶

穌的新婦，祂是萬王之王，教會不就是王后嗎？末底改

對王后的警告，不也是對我們現今信徒說話嗎？我們若

閉口不傳福音，神的道也不會因著我們的偷懶而被捆

綁。（參閱提後 2:9）但神要從教會挪去燈檯（參閱啟

2:4-5），使其空有教會之名，卻失去主的恩福，教會也

停滯不前。如果無法將福音傳講清楚明白，學主的門徒

約翰和安得烈直接把親兄弟雅各和彼得帶到主前就可，

亦可如另一個門徒腓力對拿但業說:「你來看！」帶慕道

朋友來教會，或團契看看，讓他們認識我們，最後認識

真理和上帝。這不是「能與不能？」的問題，而是我們

「愛不愛主？」「肯不肯？」（或作願不願意？）（參

閱約 21:15-17;賽 6:7） 

 

你來教會作什麼？盼望能追求靈命的成長，服事眾

人，堵住破口和管理並建立教會（摩 9：11），領人歸

主，這應是我們每個人的心志和禱告。 

 

最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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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

的旨意。」（羅 12:1-2）來彼此共勉之。阿們。※ 

 

 

 

 

 

主沒有說“你的愛心是大的” 

（馬太福音 15 章 22~28 節） 

 

珂珩 

 

姊妹會查經，查到《馬太福音》15章 22～28節，

是著名的“迦南婦人”的故事。這個迦南婦人為救自己

的女兒，對主耶穌喊叫：“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

我！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見主耶穌一言不發，門徒

就請求主打發這個婦人離開。於是主對那婦人說：“我

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但那個

婦人不僅沒有退縮，反而前來拜主耶穌，說：“主啊，

幫助我！”。主耶穌進而又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

狗吃。”不料，那婦人依然沒有退縮，又再次懇求說：

“主啊，不錯！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

兒。” 

 

停到這裡，師母問大家，如果你是那迦南婦人，你

會怎麼做？大家的討論頓時炸開了鍋。在場做母親的姊

妹紛紛表示，只要能救自己的孩子，就算把自己比喻成

狗也在所不惜！ 

 

我悄悄問旁邊的姊妹：“是什麼讓你們有如此的勇

氣去忍受這樣的比喻呢？”那姊妹說：“是愛呀！” 

 

查經結束後，我還一直在回味這個故事。突然，一

個疑問跳出來——既然母親的愛那樣的偉大，為什麼主

耶穌沒有稱讚那位迦南婦人說“你的愛心是大的”，而

是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

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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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和“信心”在神的眼中哪個更被看重呢？ 

 

如果說母親為孩子捨命是很大的愛，那還有一種愛

比這更大。《約翰福音》15章 13節說：“人為朋友捨

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為什麼呢？因為朋友

不是你的親人。如果說為親人捨命還容易做到，為朋友

捨命就不是那麼容易做到了。可是，老約翰這裡說的是

“人的愛心”！也就是說，人的愛心最大也就是為朋友

捨命了。可是，還有比這愛心更大的嗎？ 

 

保羅在《羅馬書》5章 7～8節說：“為義人死，是

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

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大哉！神的愛！勝過一切世人的愛！難怪主耶穌

沒有稱讚迦南婦人的愛心，而是稱讚她的信心！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以弗所書 2:8

上）。迦南婦人的女兒的得救就是因為迦南婦人信主耶

穌有恩典、有憐憫，並且有能力救她的女兒。 

 

《以弗所書》2章 8節接著又說：“這並不是出於

自己，乃是神所賜的”。“這”既包括恩典，也包括

“信”。也就是說，連“信”都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

所賜給我們的。推想那個作為外邦人的迦南婦人，可能

對主耶穌的認識並沒有門徒更深刻，但因為神賜她如此

大的信心，才使得她得著主的稱讚，得著主對她女兒的

拯救。 

 

《以弗所書》2章 9節又進一步說：“也不是出於

行為，免得有人自誇。”——神真是監察人心！因為我

們很可能被人（包括自己）的愛心矇騙，以至於自誇。 

求主賜我們信心，更大的信心！在我們最軟弱無助

的時候，使我們對主的信靠顯為大，讓世人從軟弱者的

身上，看到信心所帶出的神的大能，從而將一切榮耀、

頌贊都歸給神！阿們！※ 

 

死海古卷的聯想 

 

劉壽賀 

 

今年十月在臺北信基大樓地下二樓(信義區信義路四

段 460 號) 有"死海古卷展"，使我回想自已在 1984 年暑

假在北美紐澤西的靈修會第一次聽到及了解到什麼是"死

海古卷"。在 1947 年，有一個牧童無意中在死海西北岸

邊的一個洞穴中發現了一些藏著皮卷的瓶子。他不知道

這些是什麼東西，便以很便宜的價錢賣出了。考古學家

知道了這個發現，並找出在那裏發現的，以後一共收集

了超過四百書卷。這些書籍原藏於一個在死海沿岸昆蘭

的宗教團體圖書館裏。主後 68年當羅馬大軍進殺叛逆的

猶太人時，原主把這些書籍藏在洞穴裏，因著該地區的

乾燥，使這批書籍可以保存在巴勒斯坦。新約時代，最

令人興奮的資料就是"死海古卷"了。這些舊約經文比所

有已知的抄本早一千年。 

 

"昆蘭的團體" 

在靈修會裏我學到，這個團體的早期領袖是公義的

教師，他們自稱為"光明之子"。他們期待著神的彌賽亞

有一天會帶領他們大勝敵人，然後便可以按照他們認為

正確的方式來敬拜神。在靈修會的証道中，從這些昆蘭

團體的人身上，提醒我們一生中有幾樣事情要保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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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們不該失去自制的力量；第二，我們不該失去冷

靜的頭腦；第三，我們不該喪失希望和信心。 

 

當分享第一點自制時，他提到發現死海經卷的昆蘭

會社，是在中東一個隱居的地方。古時如果有人要參加

這個著名的教派，一定會被問到的問題，就是他的人際

關係。要是和人處不好，沒有自制，輕而易擧發怒，別

加入，先把脾氣去掉，不然乾脆放棄。 

 

當分享第二點冷靜時，他強調當苦難災難發生時，

最大問題不是那些受害人，而是那些張惶失措，叫天呼

地的人。 

 

當分享第三點保有希望和信心，他說是一個遭逢了

人生萬般坎坷，仍然能帶著笑注視前程的心態。這第三

點對基督徒來說應是又真又實的生活表現，因我們的生

命裏充滿了希望。 

 

由'死海古卷'，使我聯想到這些記憶中的事情。我

要感恩的是：聖經能夠教給我們得救的智慧，雖不一定

會使我們變得更聰明，但會讓我們有智慧。上帝賜給我

們智慧來明白祂要教導我們的功課，讓我們能夠從歷史

和別人身上學到教訓，而不是自己吃足了苦頭才學到功

課。我們可以學習先人傳承下來的智慧，也可以撞得頭

破血流才學到智慧。 

 

新約聖經說:這些事寫下來是為了我們的益處，好叫

我們知道若是重蹈覆轍，上帝會怎樣審判我們。感謝上

帝賜聖經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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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明頓主恩堂 2014 年年誌 
(2014 WCEC Chronicles) 

Date(日期) Events (事工活動) 

1/5/2014 
2014 年新任長老、執事就職。 

2014 Elders and Deacons installation. 

1/18 
長執退修會。 

Elders and Deacons Retreat. 

2/15 
敬拜同工退修會。 

Worship Team Retreat. 

2/21~23 
青少年冬季退修會。 

Youth Group Winter Retreat. 

3/2 
中文部受洗入會典禮。 

Mandarin Cong. Baptism/Membership transfer. 

3/14~15 
青少年學生營。 

Youth Planet Wisdom Retreat Student Conference. 

3/22 
青少年聖樂分享。 

Youth Group - Gospel Jam. 

4/6 
新會員歡迎會。 

New Members Welcome Gathering. 

4/12 
特別講座-按照聖經教養孩童，商志雍醫生。 

Special Seminar: Raising Children According to Bible by Dr. Shang 

4/18~20 
受難節聚會；復活節晨曦禮拜和主日崇拜。 

Good Friday Service; Easter Sunrise and Sunday Services.   

4/19 
主恩堂聯合會年會。 

WCECA Annual Meeting. 

4/25~26 
青少年 30 小時饑餓籌款。 

Youth 30-Hour Famine. 

5/11 特別會員大會 – 教會擴建與兒童事工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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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Congregation Meeting for Church Expansion and Children Ministry Coworker. 

5/11 
中文部兒童祝福禮。 

Mandarin Children Benediction Ceremony. 

5/16 
兒童 AWANA 年度結業典禮。 

AWANA Closing Ceremony. 

5/30~6/1 
教會退修會: 劉傳章牧師。 

Church Retreat- Pastor Thomas Wong (Eng), Pastor Chuanzhang Liu (Ch) as key speakers. 

6/15 
中文部受洗入會典禮。 

Mandarin Cong. Baptism/Membership transfer. 

6/22 
劉清莉老師就職典禮。 

Ching-Lie Fritz Installation as Children Ministry Associate. 

7/10~26 
青少年露營。 

Youth Camping, Cape Henlopen State Park. 

7/14~18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Vacation Bible School. 

7/20-26 
青少年工作營。 

Work Camp with Group Ministries. 

7/27 
差傳主日臺灣國際基甸會。 

Mission Sunday, Taiwan Gideon Int'l. 

8/1~2 
德大查經班職場講座 孔毅弟兄。 

UD seminars, Meaningful Life, Roger Kung. 

8/3~8 
青少年營隊 - 費城。 

YM Project Brotherly Love-Philly.  

8/15~17 
聖經課程 - 新約神學: 黃子嘉牧師。 

Bible Class Rev. Caleb Huang.  

8/22 
青少年事工  七年級歡迎會。 

Youth Ministry Welcome 7th Graders. 

8/29 
UD 查經班音樂聚會 - 浪子。 

UD Special Music 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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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泥土音樂佈道會盛曉玫。 

Special UD/WCEC Event - Clay Music. 

9/7 
中文部受洗入會典禮。 

Mandarin Cong. Baptism/Membership transfer. 

9/21 
恩韻音樂會。 

Grace Melody Concert. 

10/10~12 
華欣牧師佈道會。 

Evangelical Meeting - Pastor Hua as speaker.  

10/19 
彭書睿宣教士 中華基督教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 

United Mission of Taiwan – Missionary Ray Peng. 

10/12&19 
兒童主日學老師培訓。 

Children Ministry Teachers Training by CEF. 

11/16 
會員大會。 

Congregation Meeting. 

11/28 
感恩節愛宴。 

Thanksgiving Night: Love Feast. 

12/21 
中英文部受洗入會典禮。 

Mandarin/English Joint Cong. Baptism and Membership Transfer.  

12/24 
平安夜崇拜聚會。 

Christmas Eve Worship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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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母親節兒童祝福禮 

 

5 月 11 日母親節大衛詩班獻詩 

 

5 月 25 日台灣英語雙語營差派禮 

 

5 月 25 日成人詩班與大衛詩班聯合獻詩 

 

5 月 30 日-6 月 1 日全教會退修會 

 

5 月 30 日-6 月 1 日全教會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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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6 月 1 日全教會退修會 

 

5 月 30 日-6 月 1 日全教會退修會 

 

5 月 30 日-6 月 1 日全教會退修會 

 

 

5 月 30 日-6 月 1 日全教會退修會 

 

5 月 30 日-6 月 1 日全教會退修會 

 

6 月 15 日受洗與入會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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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父親節忍耐小組獻詩 

 

6 月 15 日台灣鄉福短宣差傳儀式 

 

6 月 15 日 Seniors Recognition Ceremony 

 

6 月 22 日劉清莉老師就任主恩堂兒童事工傳道同工 

 

7 月 14-18 日 VBS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7 月 14-18 日 VBS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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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18 日 VBS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7 月 14-18 日 VBS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7 月 14-18 日 VBS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7 月 14-18 日 VBS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7 月 14-18 日 VBS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7 月 20 日 Work Camp Send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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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送別葉逢薊、葉秀貴 

 

8 月 1 日北威明頓週五查經班首次於好牧人信義會聚會 

 

8 月 10 日梁橋姐妹受洗 

 

8 月 15 日黃子嘉牧師神學課程 

 

8 月 28 日劉清英姐妹受洗 

 

9 月 5 日盛曉玫泥土音樂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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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盛曉玫泥土音樂佈道會 

 

9 月 9 日姐妹會與週二查经班共度中秋 

 

9 月 21 日恩韻音樂見證會 

 

11 月 28 日感恩節聚會 

 

11 月 28 日感恩節聚會 

 

11 月 28 日感恩節聚會-喜樂小組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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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英文部 Dwight Effinger 弟兄受洗 

 

12 月 21 日 受洗入會典禮 

 

12 月 24 日耶誕節音樂會 

 

 

12 月 24 日耶誕節音樂會 

 

12 月 24 日耶誕節音樂會 

 

12 月 24 日耶誕節音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