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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服

◎ 鍾世豪 牧師

每一天我們都生活在自主和順服的張力之
下。一方面我們要表達自我的意願，

做我們喜歡的事，另一方面我們要服在某一
種的權柄之下，包括我們的上司、家人的期
盼，社會的壓力等等。以至我們有時會心不
甘情不願，甚至悶悶不樂、鬱鬱寡歡。基督
徒當然也不例外，我們還多了一項的考量，
神的旨意。

主耶穌在這一方面給了我們完美的榜
樣，祂全然順服上帝，“他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
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
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
死在十字架上。”（腓2:6-8）在福音書中我
們處處也可以看到祂如何的表達自己。

有一天當主耶穌指示門徒，祂必須上耶
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
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彼得就拉著
祂，勸他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
臨到你身上。耶穌轉過來，就對彼得說：撒
但，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
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這一段
經文顯示出祂對天父旨意的執著，又清楚的
表達了祂自主的權威。主耶穌說：若有人要
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生命：或作靈
魂；下同）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
命的，必得著生命。（太16:24-26）

主耶穌的這一段話，乃是說明順服和
自主之間的關係，人必須順服在上帝的權

柄之下，才能活出真正自主的生活。這話
是怎麼說的呢？嚴格的說來，因為人根本
沒有真正的自由。我們都受基因、環境、
經歷、教育、情緒、人情等等所影響，正
如華理克牧師在人生標竿這一本書中所說
的，每一個人都由某事物主導他的人生。
甚麼是掌控並引導我們人生方向的呢？基
本上我們是被過去的經歷所控制，因為我
們都是過往的產物。華理克牧師提出了，
支配我們行為最常見的五樣事。

1.罪疚感。有些人一輩子活在罪疚的
陰影之下。不能堂堂正正的生活。

2.忿恨的心理。有一些人緊記著所受
的傷害，為自己所受的傷害煎熬自己。不
肯饒恕，心理充滿苦毒，經常遷怒他人。

3.恐懼感。太過嚴厲的管教，使人喪
失志氣；或是曾經歷過重大的事故，對自
己失去信心，以至不敢嘗試新的事物。

4.物資享受。以擁有為人生的目標。
他們認為擁有越多，就越快樂，越重要。
他們以自我的利益為選擇的考量。

5.別人的期望。有些人努力的為別人
而活，努力的取悅周遭的人。他們沒有自
己，最後不但迷失了自己，也帶給自己不
必要的壓力和痛苦。

所以主耶穌說要捨己，要放下這一切
掌控我們生命的事物。要「喪掉」這些
負面的回憶和情緒。（喪掉，原文有使失
去功效的意思）除此以外，正如保羅所教
導的，決心不去跟隨世俗的標準，心意要
不斷的更新而變化，要察驗何為上帝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這樣我們才能
善用我們的自主權，做出美好的選擇。基
督徒唯一最好的選擇，莫過於順服上帝，
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

唯有全然順服神，將我們的自主權交
給神，我們才能活出神所喜悅的生活。當
我們謙卑的仰望神的帶領，神必指引我
們，“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
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賽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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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鐵樓

所有的能力和真實有效的事奉，都是從完
全順服神而來。順服神應該是享受主救

贖之恩者對神的自然回應：甘心情願放棄自
我，降服在神前，把生命的主權交在神的手
中，一切都聽憑主旨。

順服乃是尊貴的選擇，沒有勉強，更不
是無奈的降服。順服叫我們蒙神喜悅，成為
合祂心意，被祂使用的人。事實上，順服是
一個聽起來簡單卻很難學好的功課。

為甚麼順服是很難學好的功課呢？因為
我們得救後，我們的老我在我們的裡頭還是
一直與新造的我相爭。老我叫我們自私、驕
傲、叛逆，使得我們不喜歡順服神，所以順
服是要學習和操練的。

最徹底的順服是表現在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身上。“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
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
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
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腓2:6-8）因著耶穌的順服，我們今
天才能夠得著救恩的福樂。

聖經中也有很多先聖先賢順服的榜樣，
他們的順服是給我們最好的學習榜樣。首
先，我們看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兩個經歷：

(1)當神捨棄受造族類，呼召亞伯拉罕
時，要他離開地土肥沃，出產豐富的本地
（迦勤底的吾珥）、本族和父家，前往神所
指示的地去，他對那地是一無所知，他是抱
著冒險犯難的精神出發的。一般人都會猶豫
不決，難以順從。但是亞伯拉罕不憑眼見，
不顧個人得失，只憑信心對神的呼召作了順
從的抉擇。亞伯拉罕以後一直仰望神，以神
為他旅遷的路線圖，神的大能和大作為也就
顯現在亞伯拉罕身上，不只他自己走上蒙福
之路，地上萬族也都因他的順服而得福（創

12:2-3）。
(2)另一個更嚴酷的考驗是獻以撒為燔

祭。以撒是神應許亞伯拉罕和撒拉的晚年獨
生兒子，亞伯拉罕一百歲時才得以撒。如今
神要他把少年的以撒獻為燔祭，真是情何以
堪？但亞伯拉罕有信心，也知道“賞賜的是
神，收取的也是神”（約1:21），所以還是
順服神把以撒獻上。結果，神準備了一隻
公羊代替以撒，亞伯拉罕也蒙更大的福，和
更多的子孫－－如同天上星和海邊的沙（創
22:17-18）。

亞伯拉罕能順服神是因他的信心。有一
首“信而順從”的古老詩歌，其副歌說“信
而順從！因為除此以外，不能得神的喜愛，
惟有信而順從。”每一次唱這首詩歌時，我
會感到與神很親近，生命也好像成長了一
些。

約瑟也是一位順服神的好榜樣。他被哥
哥們賣到埃及為奴，被主人的妻子誣告下
牢。但他忠心信靠神，蒙神喜悅，後來成為
埃及法老的宰相。從他身上我們領悟到逆境
和苦難的遭遇，常是神要訓練我們，培育我
們的信心與順服，和堅強不屈的品格。

我們不僅要順服神，在教會中也要彼此
順服。首先，我們要順服教牧和與他同勞的
同工。凡是服事教會和牧養聖徒的人，他們
都是出於神的，他們為聖徒的靈魂為念，還
要為此交帳。所以，聖經說：“你們要依從
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
的靈魂時刻儆醒，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人。你
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至憂愁；若
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來13:17）還有
林前提到司提反一家時說“弟兄們，你們曉
得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並
且他們專以服事聖徒為念。我勸你們順服

在學習順服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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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人，並一切同工同勞的人。”（林前
16:15-16）

神不僅盼望我們要順服祂，和在教會中代
表祂的教牧，也要我們在教會中彼此順服。彼
得說：“……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
此順服，……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
人。”（彼前5:5）；保羅說得更直接：“你
們要彼此順服，因為你們是敬畏基督的。”
（弗5:21）

教會的一切活動－－敬拜讚美，查經禱
告，傳福音和團契生活－－都需要弟兄姊妹們
的參與。參與的比例越大，神就越發賜恩和祝
福教會。教會不在大小，全體的參與和聯合才
是神所喜悅的關鍵。教會猶如身體是一個有機
體，弟兄姊妹們是肢體百節。“全體都靠祂
（耶穌基督），聯絡得合適，百節各按各職，
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
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4:16）這是說教
會的成敗乃在於弟兄姊妹們能否彼此互助，同
心一意來事奉神。如何彼此互助？這在於彼此
相愛！怎樣彼此相愛呢？聖經說：“唯有存敬
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才能使我們彼此相
愛、彼此相屬。”（弗5:18-21）

腓2:6-8清楚告訴我們，主耶穌基督本有
神的形像，與神同等，但祂不以此為強奪，卻
完全順服於父神。這幾節經文也告訴我們一條
彼此順服的線索（或操練）：

一、虛己（放下自己）
懂得希臘文的人說，虛己的本意是“倒

空”。我覺得虛己就是放下自己。我們若能放
下自己，就會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接受別人
的意見的態度也會誠懇。放下自己並不是輕看
自己，要拿捏分寸，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猶
如保羅說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
的，要照神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
道。”（羅12:3）保羅並勸我們當以基督的心
為心，效法主耶穌的虛己之愛，學習放下自己
的堅持。

二、謙卑（降低自己）
虛己是放下自己，謙卑要求我們降低自

己。虛己是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謙卑則要求
我們“看別人比自己強。”（腓2:3）謙卑最

大的敵人是驕傲，但“……神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5:5）

按著我們自然的人，是很難看別人比自己
強的。但是神看每一個人都是祂的寶貝，所以
我們若能以基督的心為心，就能看到別人的長
處和寶貴。看到我們弟兄與姊妹在神面前蒙恩
的光景，就知道他們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寶
貝，我們也就不再看到他們的短處和缺點。

主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為門徒洗腳，把外
衣脫下，用毛巾束腰，彎下腰來為每一個門徒
洗腳。主耶穌願意謙卑自己為門徒洗腳，因為
祂看他們為寶貝，願意他們都在基督的救恩裡
有份，所以心甘情願為他們洗腳。我們是主的
信徒，也應當互相謙卑，彼此順服（洗腳）！

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要做到真正的虛己和謙卑，我們就要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把老我的自由意志釘死在十架
上……我們的老我自由意志若不被完全釘死破
碎，我們就不會真正的虛己和謙卑。許多人只
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條受苦之路，可是十字
架的道路也是一條學習順服和蒙福之路。

我們中國人常說：先誠心正意，修身齊
家，然後才能治國平天下。同樣，操練或學習
順服要從家庭做起。聖經說：“你們作妻子
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教會怎
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弗5:22-24）這好像只說妻子要順服丈夫，
其實不然。我們都要順服基督：丈夫要順服基
督，妻子也要順服基督，因此彼此就因著基督
（或說在基督裡）而順服對方。一個家庭要和
諧合一，丈夫和妻子一定要彼此尊重，彼此順
服。然後才能談到事奉神、服事教會、弟兄姊
妹，和傳福音給不信的人。

讓我們一同在學習順服中成長！並容我用
約翰衛斯理的禱告來結束這篇短文：“主啊，
我滿心歡喜拿起順服的軛，我已不屬於我自
己，而屬於你。請你把我放在你指定的崗位，
讓我到你指定的人群去。求你使用我，考驗
我。求你任意使用我或不使用我。讓我為你而
升高，也為你而卑微；讓我充滿，也讓我倒
空。讓我擁有一切，也一無所有。讓我全心全
意在一切事上順服你，為你使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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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過的一個小笑話，故事內容大概
是這樣：夕陽黃昏下，有位村民經

過一條山路，看見路旁的小石縫中閃熠一
絲耀眼的亮光，哇！大概是一顆無價之寶
的鑽石丟進了小洞裡，這位村民按捺著一
顆驚喜之心，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一只手
伸入這條狹窄的石縫中尋寶，摸到了這顆
“鑽石”後，立刻握緊了拳頭，生怕這顆
珠寶會從手指縫中掉進了泥土裡。可是，
他這樣握著的拳頭姿勢，再怎樣弄，手也
不能從狹窄的石縫中拔出來，熬過了一個
漫長的黑夜，他飢渴疲倦難耐，仍然不敢
放手，天終於亮了，開始有路人經過，看
見了上前幫忙打救，但不能成事，因為他
握著拳頭的手始終弄不出石縫口，路人於
是告訴他，張開手掌試試看，然而，他不
但沒有順服聽從，試著去辨，反而一口拒
絕並堅決地不答應。無奈之下，這位好心
的路人只好回到村莊，領來一位帶著鑿子
的石匠和幾位村民，終於把他的手解救了
出來。當眾人紛紛責備他的不配合，不肯
採用張開手掌的簡單辦法，反而讓大家大
動干戈，他才笑嘻嘻展開他那緊握的手
掌，然而，在他的手掌之上，竟然只是一
顆極為平凡普通的發光玻璃珠而已……。

千萬不要嘲笑這位村民的固執，愚昧和
無知，自以為是及不順服，在基督徒的身
邊或包括我們自己在內，也許會有許多，
像故事主人公那樣俯首拾來的事例，聖經
教導要順服神的話語，但我們卻常常按著

自己的心懷意念，情慾和喜好行事，聖經
教導要愛神愛人如己，但我們卻常常愛這
個世界比甚麼都重要，聖經教導要時刻向
神祈禱，但我們卻只有在困境時才想起
神，……讓我們從聖經人物中看看，他們
因為選擇了順服或不順服神，其結果和命
運究竟如何。

大家最熟悉的始祖亞當夏娃，因為選擇
了違背“分別善惡的樹上的果子不能吃”
的上帝命令，從此罪便進入了這世界，他
們也被上帝逐出了鳥語花香的幸福伊甸
園，只能汗流夾背的在土地上艱辛勞動。
就連希伯來人的偉大領袖－－摩西，這個
偉大人物也存有人性的不完全服從神的弱
點，乃至他的屍骨也只能葬在巴蘭曠野
中，臨門一腳，上帝仍不應許他踏入流奶
與密之地，他們要在曠野飄流四十年，直
至那一代的人全都死去，他們的兒女才可
進入迦南地。我們除了為他和以色列民感
到婉惜外，最重要的是，從摩西身上，我
們要警惕自己怎樣才能真正地順服神。

舊約記載，有一天，當摩西牧養他岳丈
羊群至何烈山（也叫西乃山），神從荊棘
的火焰向摩西顯現呼喚：祂計劃差遣摩西
往埃及，把以色列人從奴隸的捆綁拯救出
來。已屆八十的摩西立刻用許多藉口來推
卻使命：“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法老，
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出埃及
3:11-12），當神保障與他同在，摩西又找
另一藉口說，他不能回答以色列人誰是打

◎ 李譚靜舒



第121期 5

　順　服

發他來的神，神告訴摩西這樣對以色列人
說：“那自有永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
來”，（出3:13-14）摩西竟然對神說，
以色列人是不相信神差遣他，把他們從埃
及拯救出來的，最後神應允把三個神蹟給
他作信心回應：用牧杖丟在地上，牧杖立
即變蛇；用手放在懷裡，手就長大麻瘋；
用尼羅河的水倒在地上，水必變血。即使
有這些有力證據，證明神與他同在，摩西
仍不願接受神的重任，他說：“主啊，我
素日不是能言之人，……我本是拙口笨舌
的。”（出4:10），神告訴摩西祂會指示
他當說的話，對摩西的接二連三的不服
從，神除了向他發怒，仍又心生憐憫，命
摩西哥哥亞倫作他的代言人。直到在曠
野漂流末期，當眾人再為缺乏食水而發
怨言，神命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以滿足
眾民需要。但摩西卻沒有吩咐磐石，卻
是用他的杖敲打磐石流出水來，又一次
違背神的命令，神責備摩西和亞倫（亞
倫與眾人在摩西停留在西乃山上之時，
鑄造金牛犢拜偶像）：“因為你們不信
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以
你們必不得領這會眾進我所賜給他們的
地去。”（出20:12），由於不順服，他
們就沒法進入神所賜給他們的地去。即
使摩西懇求神讓他進入迦南地，神仍不
應允，埋葬他屍骨的墳墓只能遠遠地遙
望著迦南地，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入神
應許地的權利給褫奪了。

今天，我們不可否認摩西仍然是以色
列人的一位偉大先知，領袖和民族拯救
者，出埃及更是神拯救以色列的偉大救贖
行動。不過從摩西和以色列人身上，我們
每個基督徒要反省和牢記的是，我們對神

的誡命萬萬怠慢不得，而是要戰戰棘棘地
服從遵守。

怎樣才是順服？聖經教導我們“你今
日是認耶和華為你的神，應許遵行祂的
道，謹守祂的律例、誡命、典章、聽從祂
的話。”（申26:17）對聖徒來講，聖經
就是生活與信仰的標準和原則“盡心、盡
性、盡意愛我們的神”。每天過祈禱聖潔
生活，以神的話語為中心，一定能活出聽
從神話語，遵行神命令的生活。

事實上，當以色列民先求神的國和祂
的義，藉著順服神的話語，神的大能就
能彰顯，祂使進入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子
孫，在順服中得到神的祝福：五穀豐收，
牛羊繁盛，天上寶庫，按時降雨，以色列
百姓只借貸給別國，但不會向別國借貸，
作首不作尾，神在萬國列邦中高舉他們。
與此相反，居住在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若
背約，或不謹守神的律例、誡命、典章，
神會用瘟疫、肺結核、瘧疾、乾旱、枯萎
病等災禍擊殺他們，並用強烈沙塵風暴代
替雨水下降，直到消滅他們。更可怕的
是，當以色列不服從時，他們就會被神所
興起的敵軍圍城和猛烈攻擊，因著被圍困
的飢餓，甚至吃起自己子女，並為爭吃人
肉彼此爭鬥。試看，人因不順服神，結果
是如此的慘淡和可怕！

對於世人來說，也許認為一切順境才
是上天的蒙福，但對於基督徒而言，逼迫
和苦難不但是神對基督徒的信心考驗，也
是給基督徒屬靈生命的蒙福，因為這樣，
我們才能更加地靠近神，依靠神，學而行
難，神只會為順服祂的人預備一條最蒙福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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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慶瑛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3:16）

這一節經文，是大家耳熟能詳皂。也就
是基督徒蒙恩得救的起因。以弗所書第一章
第五節也告訴我們：“神又因愛我們，就按
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
督得兒子的名分。”

這是何等榮耀的恩典啊！正如約翰一書
三章一節所言：“天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
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

如何能配得這份豐富的恩典呢？最重
要的，該是討神喜悅吧。試想，我們是如
何使生身父母喜悅的呢？豈不是聽從他們
的話嗎？以弗所書六章一節也教導我們：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
是理所當然的。”主耶穌也是這樣教導門
徒，並作了順從的榜樣；主說：“我愛你
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
裡。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
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祂的
愛裡。”（約15:9-10）

使徒約翰被稱為「主最愛的門徒」（約

21:20），他所寫的約翰福音、約翰書信，
多處述說神的愛，與主耶穌愛的教訓。除
了上述的章節之外，又如：“神就是愛！我
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愛神的，也當愛弟
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約壹

4:16,19,21）在約翰福音十三章一至五節
裡，記述的是：在逾越節前，主耶穌知道自
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祂既然愛世間屬自
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吃晚飯時，就離席
去為門徒們洗腳的一段故事。

主為門徒們洗完了腳，就對他們說：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
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
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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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要彼此相愛。”（約

13:14-15,34）
神愛我們，我們都當愛神！就如父母愛

我們，我們也愛父母，是理所當然的。也是
我們直接的回應。我們當怎樣愛神呢？

主耶穌說：“神是靈，拜祂的，必須用
心靈和誠實拜祂”（約4:24）。“第一要緊
的就是，你們要牢記在心，‘我們的神是
獨一的主’”（可12:29）。“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是要愛
人如己。這是兩條最大的誡命。是律法和
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太22:37-40；可

12:30-31）
主耶穌是神的獨生愛子，祂降世為人，

是遵從父神所派遣的救贖大工。卻受了許多
苦難、羞辱，而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是為
了擔當眾人的罪。下列兩段經文，描述了十
架救恩與主的順從：“祂雖然為兒子，還是
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來5:8)。“因神
定意要將祂壓傷，使祂受痛苦；以祂為贖罪
祭”（賽53:10）。神雖定意，主耶穌必須成
為代罪羔羊，以救贖世人之罪。但也垂聽了
祂臨終的祈禱，使祂戰勝了“死”，第三日
復活了。顯現四十天後，就被高舉升天，成
為至高，永遠的大祭司。是照著麥基洗德的
等次的（參來5:6-7）。

祂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
永遠得救的根源（來5:9）。

聽命勝於獻祭
（撒上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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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耶穌基督的門徒，自應聽從的教
訓，愛神、愛人，彼此相愛效法祂的謙卑順
從來討神喜悅。

神所喜悅的是甚麼呢？且看撒母耳記上
十五章二十二節的一段經文：

“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
人聽從祂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
公羊的脂油。”

這是撒母耳教訓掃羅王的話。因為掃羅
不聽從神的命令，在神差遣他去擊打亞瑪力
人，將他們滅絕淨盡時，他卻急於擄掠財
物，且留下亞瑪力王亞甲的性命，行了耶
和華神眼中看為惡的事。並且推卸責任說：
「是士兵和百姓從亞瑪力人那裡帶來了些上
好的牛羊，要獻與耶和華你的神為祭的；其
餘的都滅盡了。」因而，神厭棄了掃羅（參
撒上15:3-23）。

撒母耳雖然為掃羅悲傷，神卻差遣他到
伯利恆去，膏上猶大支派耶西的幼子大衛為
後繼的以色列王。大衛受膏時，還是個牧羊
的童子，從那日起，神的靈就與大衛同在，
神喜悅他內心的誠實正直。大衛敬畏神，神
就賜給他信心和力量。

大衛在牧羊時，曾赤手空拳打死獅子、
大熊，從牠們口中救出他的羊羔。他相信他
的勇氣和力量，都是神所賜的。後來，當他
迎戰巨大的非利士勇士歌利亞時，毫不畏懼
敵人的高大勇武及銳利的兵器，他是憑著靠
神不靠刀鎗的信心，只用了一塊石子以機弦
甩石，就打中了敵人額頭，且拔取了敵人的
刀，殺死了敵人，割下了他的頭。戰勝回城
時，贏得了歡呼的歌聲：

“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
這歌聲卻引起了掃羅的妒恨，從此起了

要殺大衛的心。於是，大衛隨時躲避，掃羅
到處追尋，竟長達十數年之久。

大衛信靠神，在逃亡避難中，必向神禱
告呼求，相信神必拯救。神拯救他，指示
他，也試煉他。到他三十歲時，神指示他到
希伯崙去，在那裡，猶大人膏立他作猶大

王。他順從神的指引，每遇爭戰，必先求問
神，神就使他每戰必勝。

掃羅雖仍在位作以色列王，卻是偏行己
意，不順服神，心中沒有神，口口聲聲稱神
「你的神」，不求問神，反而求問交鬼的婦
人，以致在與非利士人爭戰時，神使他戰敗
而自殺身亡，把國歸於大衛。是在大衛作猶
大王七年六個月後，以色列眾支派都擁戴
他，在耶路撒冷膏立他作全以色列王。大衛
共在位四十年，在王宮內壽終。

大衛和掃羅，二人的興亡對照，正應證
了《箴言》裡的一節經文：“謹守訓誨的，
乃在生命的道上；違棄責備的，便失迷了
路。”（箴10:17）

大衛是合神心意、神所喜悅的人，他一
生敬畏神，信靠順服神，神就賜福給他及他
的子孫。

但是，神也管教他、責罰他。當他貪戀
拔示巴的美色，行了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時，
神雖然赦免了他的死罪，卻重重的懲罰他
「刀劍永不離開他家。」大衛經由拿單的提
醒責備，便即刻認罪懺悔，痛恨自己得罪了
神，甘心承受神的懲罰；惟求神的憐憫，洗
淨他的污穢，為他再造清潔的心；求神不要
離棄他，賜他仍得救恩之樂。大衛謹守神的
訓誨，他的詩歌，大都是感謝讚美神的。無
論是感恩、頌讚、祈求、懺悔，都是真情流
露，顯示出他對神的信靠順服。

有一首常唱的詩歌《信靠順服》，作者
是因有感於“聽命勝於獻祭”這一節經文而
寫的，其中歌詞，也給了我們提醒和共鳴：

“當我與主同行，在祂話的光中，何等
榮耀照亮我路程！當我肯聽主命，祂就充滿
我，信靠順服者主肯同行。……祂有命，我
就從；祂差遣，我就去；不要怕，只要信靠
順服。因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穌喜愛，惟
有信靠順服。”對了，惟有信靠順服，才能
得神喜悅！惟有信靠順服，才是蒙受神的愛
的最佳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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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聖經有五十三處提到“順服”並且在申

命記中“順服”幾乎是每一章的中心要

旨。神為什麼這麼強調“順服”？由於以色列

人無法做到真正的向神順服，以致一個月內能

走到的迦南美地，卻在曠野飄流了四十年。神

「將我們從那裡領出來，要領我們進入祂向我

們列祖起誓應許之地，把這地賜給我們」（申

6:23）以上這話對現今的基督徒而言，亦具深

遠的意義，神在基督裡把我們從定罪的狀態中

釋放出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

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

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羅8:1-2）。

神救我們，叫我們不再受良心的控告，脫離心

靈的黑暗與死亡，從對將來的恐懼不安的心態

中得釋放。神在基督裡為我們預備了完全的救

恩，神「將我們從那裡領出來」是為「要領

我們進入」迦南美地！想到地上的迦南，又怎

能不想念屬靈的迦南？我默思反省，似乎我也

還沒有得到神所賜的迦南，好像仍在曠野裡飄

流。我原本應該享有「祂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弗1:3），可是總覺得

好像有一層或無數層東西擋在我面前，使我無

法真正的領受。神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

也必與祂同活；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

作王」（提後2:11-12）。神對自己所說的話總

是信實的，因此我們只有全然放下自我，靠主

順服聖靈的帶領，才能進入屬靈的迦南，才能

真正得到並領受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與恩典。

事實上，神往往將信心和順服視為同等（羅

1:5,16:26；來11:8）。一般真信主的人都願

順服神，但若因順服神需遭苦難，有些人便畏

縮不前。絕大多數的信徒都願走順服卻不受苦

之路，可是要認清，事實上這是不可能！因走

順服之路就是打屬靈的仗，對神順服，就是對◎ 程行中

全
然
順
服

放
下
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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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作戰，而戰場就是一個多有苦難

危險之地。我的經歷就是如此，約在

七年前，因有異象想將福音藉商宣，

扶貧方式由絲路傳回耶路撒冷。一年

多後又好像是神的安排，與一基金會

簽了合同，約定在一年內，資金就會

大量投入在我所研發之生產環保柴汽

油的作業上，於是積極的展開扶貧作

業，與一些機構也簽了扶貧合同，言

明待資金進來，就進行扶貧的工作。

但二年多過去，資金仍未下落，被

多方逼迫，為保面子，急於屨行合

同，沒有等候神的時間，竟將棺材本

全數拿出，進行以此資金滾動方式籌

集所需大量資金，不料卻是騙局。雖

報案，但未果，以致這些年仍過著借

貸渡日的生活。現在想起來，當時自

認是好事，卻沒請示神，也沒問主要

我做什麼，就去做了。撒但就乘機展

開一連串的政擊破壞，讓人引誘我去

做表面是合“我”心意的善事，由於

不甘如此被詐騙，多方追討，極力證

明。由於沒有請示神，等候神，讓我

再受一連串損失和傷害且欲停不能，

以至於有人在江湖，淪為撒但之玩

物且有身不由己之嘆。我知道信主

後，主就活在我裡面替我得勝，也深

覺撒但之可怕，就應立刻停止自己

的作為，立志讓神帶領，但突發的挑

戰一來，就不假思索，立刻憑己力來

應戰，而且多一次的立志就多一次的

失敗，深深體悟保羅所說，立志為善

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好像

我的工作與異象無一是對的，生活也

成問題，在那段期間幾乎是在遭好心

沒好報，反撲又羞辱，懼怕又後悔中

渡過。身心靈均受嚴重打擊，似乎承

受不了要死去……，經過無數個夜

深人靜時的反復省思、禱告祈求，有

一天，突然有聲音對我說：要順服聖

靈的帶領，就必需全然放下自我！只

有這樣，才能讓神介入，讓神掌權。

我固然不願向扭曲真相的邪惡勢力低

頭，但自以為的正義往往容易使人忘

記主十字架的恩典與愛。若擴張神的

國度是我生命中的優先順位，那麼我

所要實際展現的就是如何效法基督，

以“愛與饒恕”贏得失喪靈魂的人

們！（註：一年多後，友人轉話給

我，說我是好人，我跟他說，我是基

督徒）。今後，人若再讓我受損、羞

辱、打擊、逼迫、甚至生命受傷害等

苦難，我也不怕，所謂「懼怕人的，

陷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

安穩」（箴29:25），要靠主順服聖靈

的帶領！而且「萬事都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羅8:28），要深

信屬世的心靈若與基督同死，屬靈的

生命則“必”與祂同活，自然而然的

就在基督裡，也就是這樣在效法主十

字架上與主同死的感悟與警醒中，立

刻停止了自己的作為，完全交給神，

不斷禱告祈求，向主支取力量、祝福

與進一步指示……經過一段較長的時

間的操練，有一天清晨在做例行讚美

敬拜操時，突感聖靈在內心運行……

體悟神所看重的是人歸向主的心，而

不是工作，若隨己意，不跟隨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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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工都是枉然，千萬不可學馬大；

有異象而向前走時，同時也要求主的

同在，否則必需停下來，並等候神，

千萬不可學掃羅；若帶著使命往前

走，要有國度的認識，必需從內心深

處順服主、跟隨主、效法主，要學保

羅，……這些警醒刺心的話，針針刺

痛我，以及我所犯的錯，也深感十分

慚愧與感慨……，但非常的感恩，這

些年來，神不但是供應者，讓我們雖

借貸，迄今卻仍能支撐下去，而且更

重要的是屬靈的眼睛因此也開了，看

見許多以前所未看到的真理內涵和屬

靈的事物，相信在屬靈的生命上又有

一小長進，信心也變得堅強些，所以

特別的感恩、喜樂和盼望！也體會神

是多麼信實慈愛，也知道神是多麼有

權柄、有能力……深深體悟保羅所說：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

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

微，存心順服」（腓2:5-8）。

在二千多年前主為我們受辱、受

死、埋葬、復活、升天……看見了萬

能又無罪、尊貴又榮耀、憐憫又行神

蹟的主，為救贖我們「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降世為人，以奴僕的形

像，忍受無中生有的苦難，也因「所

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來5:8），又

「因受“苦難”得以“完全”」（來

2:10）。基此絕對的事實，要相信所

有客觀的救贖工作，都是已成就的。

所以要效法並相信各各他的基督，也

需順服在靈裡的基督，因在今世只有

位帶我們進入真理的，就是聖靈，必

需有聖靈的啟示，人才能有信心。什

麼叫聖靈的啟示？就是聖靈在我們內

心運行，尤其是在靈修或聽道或講道

人話語的背後運行，好像把擋在面前

的幔子或阻隔打開，讓人看到更深的

屬靈內容與真理……也知道光有這樣

的信是不夠的，不是口說把以撒獻上

即可，必需實際把以撒獻上後，才能

看見並得到神所預備的羔羊，所以人

自己造作的順服是沒有用的，必需聖

靈工作結果的順服才有用，一切落在

身上的屬靈福氣，不是靠自己，乃是

靠聖靈……必需要不斷地靠主順服

神，這樣的順服才是完全的順服。我

們越是放下自己順服神，聽從神，則

從神來的各樣屬靈的福氣與恩典，就

越能在愛心、耐心、信心、謙卑、聖

潔、節制等各樣美德上大有長進。有

信心，全然放下自我，靠主順服聖靈

的帶領，就能自然而然地結出許多聖

靈的果子，到最後才能夠真正達到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

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

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

全無可指摘」（帖前5:23）。

主啊！我願將我的後半生交託於

您，求您掌管我身、心、靈的每一層

面，使我能盡心、盡性、盡意、盡力

地愛您，侍奉您，順服您，不要照我

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意思，引導我進

入您為我所預備的迦南美地，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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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是需要操練的，不順服所做的
一切都是枉然。今天造就門徒是

必要的。教會的門徒訓練課程是栽培
更多新兵，參與門徒工作、興旺教會，
門訓訓練課程共十課，“順服”第九講
是門訓必修。主要八個課程是：聖經、
禱告、交通、傳福音、試探、順服和事
奉。能否過順服的生活是門徒的關鍵，
因為順服的對象是主耶穌。首先以基督
為中心。還有物質上的順服。靠屬靈的
糧食和溫暖的愛。「我若將所有的賑濟
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毀，卻沒有愛，
仍然與我無益。」（林前13:3）。在所
有物質上順服乃是基督徒學習順服的重
要功課。

祝福的路活出屬靈上得勝的生活，
就是順服，不猶疑。過去我的膽囊切除
手術因膽結石，我懇切祈求神為我開
路，但內心仍因醫生和醫院的選擇而猶
豫結果誤了時間，使膽囊惡化。我要歸
向神，堅定信心，懇求神憐憫和醫治，
在患難中有盼望的生命，我的手術成功
了，天父沒有撇棄我。神要我經歷耶穌
的愛，學祂的樣式。順從主的話帶有生
命和能力造就人與神，人與人之間的順
服。咒詛的道路是不遵神為聖，像猶大
百姓跟隨摩西出埃及。很多百姓牢騷滿
腹。摩西卻謙卑順服神的計劃，勸勉百

姓剛強，相信神的應許之地，他為主的
說話成為百姓的祝福。

蒙福的基督徒得著神的祝福是靠順
服取得的。「遵守祂的誡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以吩咐你的，為要叫你
得福。」（申10:13）。蒙恩的人分享
自己的經歷，在主裡學習基督的生活，
主日眾信徒同聚聖地，齊來敬拜神，聽
道和詩歌讚美，堅持團契生活常與主喜
樂。主日學是我最喜愛的，有聖經閱
讀、默想和分享聖經有關神的律例。須
知律法不是把人捆綁。遵守律例神賜下
祝福的渠道，行神的道，聽從神吩咐的
使命。不論大小，盡心、盡性，為主
獻上，甘作耶穌的門徒。今年的差傳
大會有二十六名報名願意加入美南浸
信會屬國際宣教行列，當他說：我願
意，他（她）們成就了門徒的接力者
在宣教場上事奉主，因為光榮的十字
架。真愛的動力、存心順服。真為他
（她）們感謝神。

「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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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5:8）。藉著耶穌基督十字架
的愛，人與神和好了。耶穌捨己死在十
字架上的時候，透過十字架的救恩使人
的罪潔淨了。敬虔愛主的生活是基督徒
的榜樣。親近神支取神的恩典和能力

　◎ 劉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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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與神相交。只有按照神的心意委身被神
差派是回應神的呼召，聖經人物亞伯拉罕
愛主得神的應許。神賜他愛子“以撒”。
當神要收回他獨一的兒子，亞伯拉罕願意
放棄他所擁有的。順服是神要考驗我們對
主順服態度，主耶穌是完全順服父神的旨
意，接受了這個杯。「既有人的樣式，就
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
十字架上。」（腓比2:8）

有神生命的基督徒謹守信仰生活化，
全心愛神。活出愛與順服，甘願身心為活
祭。「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

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盡心盡性事
奉他。」（申11:13）。順服是蒙福，誰
不願過著亨通的生活？從神而來的祝福，
非來自世界像世人無知的追求。我們基督
徒要以信仰生活化為原則，不隨波逐流，
那是很可怕的。我們應當求主管理一切言
行，常將祂的話放在心裡，以免得罪神。
神的話是我路上的光，惟有信仰在基督化
生活中視為選擇的標準，接受耶穌基督奇
異的愛，邁向順服的路，神就會親自填滿
一切所需要。阿們！

人類在其漫長的時空

裡，曾經順服同時

也不順服偉大造物者

上帝的安排；觀其某

時期的順服皆呈現出

宇宙萬物欣欣向榮，

人類社會國泰民安的

境象，反之不順服就

呈現出環境的多種災

難和各種不同的人禍。

因此在偉大造物者上帝面

前，宇宙萬物（包括人類）只

有順服沒有別的道路；雖然上帝賜

給人自由意志，但人卻經常濫用了

從神而來的自由意志，不知不覺中背離了

上帝的旨意，不斷的沉淪，不斷的產生災

難；造成嚴重的惡性循環把世界變成充滿

悲劇的人間地獄。

早在二千多年前，為了拯救日益墮落

的世界，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間

宣講祂的道，並在十字架上流下寶血來洗

滌人的罪過，藉此讓人與神

和好，從而更加敬畏、順

服上帝。

但人的劣根性卻不

斷的被魔鬼所利用；

因此在這場屬靈爭戰

中若不敬畏、順服與

主同行，那就只有自取

滅亡。

要完全順服上帝的旨

意，首先要知罪、認罪並悔

改，不但時刻以基督之心為心，

活出上帝所喜悅的模樣，全心全意，

隨時隨地接受上帝通過教會與牧者的

差遣，作完全順服的綿羊，而不是還帶著

傲慢的山羊。

順服是我們基督徒一生要學習的功

課。上帝賜給了我們自己想要的，我們要

順服，上帝給了我們自己不想要的，我們

也要順服。因為上帝的意念永遠高過我們

的意念。

◎ 韓　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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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禮拜天）天氣晴朗，微風徐
來，一掃過去多日來忽冷忽熱，忽晴

忽雨所帶給人們的不便。下午兩點三十分
在教會大廳，浸信之聲兒童合唱團舉辦二
O一一週年讚美會，由南加州聲樂家，本
教會音樂負責人張世明牧師及師母張李世
珊夫婦主導，我們松柏詩班榮任壓軸演出
嘉賓，共演唱四首歌曲。

（一）請你來Kum Ba Yah（非洲歌曲）
（二）當你禱告 When You Pray
（三）壓傷的蘆葦　A Bruised
（四）我的負擔 My Task
這次的演出與以往大不相同，所有

演員除嘉賓手鐘隊和松柏詩班外，全由小
朋友擔綱。分幼稚班、初級班、中級班及
少年班，每班最少演唱四首。全部不拿歌
譜，歌詞背誦都靠超強的記憶力。可見排
練之認真，各班導師精心設計之完美。不
但歌聲嘹亮，表情尤為豐富，尤其幼稚
班的小小朋友，有的頗具專業歌唱家的風
采，有的天真浪漫討人喜歡，這一班論年
歲和筆者相差九十歲上下。老少雖不同
組，但在同臺演出，是我從來沒有想過也
不敢想的場面，因此有很深的感觸，也感
到意外的驚喜。

筆者是蒙神施愛憐憫的傳統基督徒。
若以今日胎教論的說法，我在母腹中就每
主日進教堂，已經是聽主話，學主道的小

　◎ 李賈樹權

松柏園地

信徒了。待我出生後除了去教堂，也隨
先母到各處參加教會活動；每週六晚上
在家定時聚會，先父並邀請同事工友及眷
屬來聽道。九十多年前沒有收音機、電視
等媒體，晚上大家都比較清閒，來聽道也
是一個重要的活動，先父彈風琴教唱詩，
先母照顧幼兒，親友相處融洽。

我家管教極嚴，平日只能在家活
動。學校功課做好後，打球（乒乓）、
下棋、唱歌、跳繩等都可以，但決不能
外出。若是在大門口東張西望，那就是
罪大惡極不可饒恕，因此至今我也很少
到鄰居家聊天，如今看見這些可愛的小
朋友，就想起兒時的點點滴滴，即為這
些愛神的小朋友高興，也想起逝世的親
友。感謝神的保守看顧，使我在年老力
衰的今天，在美國度著無憂無慮的生
活，更成為洛杉磯國語浸信會，這個屬
靈大家庭的一份子。與弟兄姊妹們相互
關懷扶持，在愛和被愛的暖流中盪漾，
有說不盡的幸福和感恩。

松柏詩班是是以歌唱讚美神的團
體，也是培養身心健康的園地，倘若你
已卸下生活的重擔，請到詩班來和大家
共同以歌唱事奉神，讓快樂歌聲趕走心
中的孤寂，使你的喜樂成為他人的祝
福。

謝謝交通組的楊登宇組長和任海天
組長，你們犧牲寶貴時間，接送我們交
通不便的弟兄姊妹，我們會記念你們的
愛心協助，願神加倍賜福你們。

我本人於今年三月底不慎跌跤，撞
裂鼻樑骨，如今雖接近痊癒，尚不能帶
眼鏡，以致偶而視線模糊。謝謝大家的
代禱和關懷，也向欲探望我而未能如願
的姊妹們致歉，我仰望那加給我力量的
神，必很快得到痊癒，阿們！

二零一一
　　讚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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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靈修教會事工

◎ 張蕭千惠

一年一度，美南浸信會國際宣道部海
外宣教士差遣禮，今年，首次在中

國教會舉行。我們的教會很榮幸地被選
上，真是何等的殊榮！願把一切的榮耀都
歸給主！

美南浸信會國際宣道部，這個宣教
機構，一向很嚴謹的使用弟兄姊妹甘心樂
意所奉獻的天國投資基金，尤其是每年聖
誕節期間的慕拉第奉獻，以便有足夠的經
費差遣和支持宣教士赴海外世界各地去傳
福音，並且一年一度隆重地舉行海外宣教
士差遣禮，按手求主親自恩膏他們。

教會存在的目的和價值就在於一代
一代地傳承主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去傳
福音，拯救靈魂，領人歸主，作主門徒。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
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五月二十二日晚上七時揭開差遣禮
的序幕，風琴首先彈奏序樂，然後小組詩
班唱出“普天下齊來頌揚”，我們的心
即刻就被激勵起來。接著奏出「萬邦之
歌」，萬國之旗跟著進場，二十六位宣教
士們，兩個人一組，陸續進入聖殿。能有
機會親眼目睹如此神聖莊嚴的場面，我向
主感恩地說：「主啊！有生之年親臨此
境，何等的幸運！真叫我感動不已。」

記得十年前，當我的大女兒Alice在
新墨西哥州的一個浸信會教會受差遣，

   海 外 宣 教 士

         差 遣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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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當時我們一家人特別抽空去參加。大女
兒要成為宣教士，這是何等的恩召！那
是我們第一次親臨這種差遣禮的場面，
心中充滿了喜樂。當時感受到聖靈的同
在，我忍不住熱淚盈眶。想起多年前當
我懷她的時候，曾經對主說：「主啊！
她是屬於你的，願你使用她。」今日，
親眼看見神成就了祂的旨意，我深深明
白我的心願及禱告已蒙主的悅納，怎不
叫我感恩不盡！

感謝一同去參加的有鍾牧師、鍾
師母、朱牧師、張老師母、徐阿姨、
Victor、和Mark一家人等等。謝謝他們
以愛心的行動來表達他們的關愛和支
持。我始終沒有忘記我們一起站在萬國
之旗前的合照，以及當日一幕又一幕的
景象，歷歷在目，銘刻難忘。我也很衷
心地感謝，這麼多年來凡認識Alice和
Mark的弟兄姊妹一直常常為他們禱告。

五月二十二日晚上，當我再次看到
萬國之旗進入聖殿，宣教士隨後一一進
來，我的心裡面充滿了對宣教的負擔。
想到還有六千四百二十六個族群尚未聽
到福音，好焦急啊！多麼想告訴主，我
何等想參與其列！但想到自己年紀已
高，似乎是不可能遠赴重洋、日夜奔波
了。唯有不住地為他們能得人如得魚而
禱告。願主揀選更多年青的工人，願意
為主去收莊稼。

這時，差遣禮進行到這裡，宣教
士們都入座了，萬國之旗在聖殿兩旁站
立。鍾牧師致歡迎詞、讀經及作了開會
禱告。然後，會眾齊唱「信徒奮興」。
接著播放一段短片報導宣教事工，讓我
們瞭解宣教的重要性，並加深我們對宣
教的負擔。之後，由國際宣道部副會長

Ken Winter介紹宣教士們，每一個宣教
士一一都作了見證，讓我們聽了很受感
動，並且更是激勵了我們。

最重要的一幕終於來了，就是按手
為宣教士們禱告。這差遣禱告由國際宣
道部加州董事Lyle Paul主領。多麼神聖
的一刻！相信萬軍之耶和華在天上都見
到了，求主引領這些天國的生力軍為主
打那美好的勝仗。

禱告完畢後，由陣容浩大的國語堂
聯合詩班特別獻詩「主，我在這裡。」
我心中默默地向主禱告：「主啊！呼召
你要揀選的工人吧！願他們為你所用，
受你差遣！」

最後的壓軸該屬國際宣道部總會長
Tom Elliff的勉勵和分享，他用一段充
滿生命的信息來勉勵我們。

我相信，不管年長或年青，若有一
顆願意服事主、服事人的心，神都可以
差遺，不一定去遠方，就在左鄰右舍，
方圓幾里之內，照樣可以向人傳福音，
也一樣能結果子。只要存著一顆單純愛
主愛人的心，神可以使用我們每一個
人。

當大家一起同唱“主領我何往必
去”時，正是唱出了我們的回應和心
聲。有不少人上前決志，願意在宣教事
工上有份，我真是為他們願意擺上的心
志向主感恩。

在鍾牧師的祝福之後，我們圓滿
結束了今天的差遣禮。感謝主！風琴彈
起殿樂「永恆之君，求前導」是的！主
啊！求你引導我們走這條路！你領我們
何往，我們必跟隨。有你的同在，我們
要有信心，要剛強壯膽，不要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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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教會現正在推動一對一門訓工作，我也曾嘗
試接觸多人，但未果，再加上這期間也出國多

次，每次約月餘返回，到目前為止沒有完成一個一
對一門訓的工作，十分抱歉且慚愧。可能是我拙於
當人面開口傳講，沒有這方面的恩賜，以致神一直
沒有用我，但神用我從事文字事奉，可能是在交稿
前可以不斷學習對照聖經自我審閱修改，交稿後再
蒙編輯及牧師細心審查，若被刊出，至少不會誤人
而得罪神。由於又要在六月一日出國二個月，因聖
靈的感動，茲將推展門訓之管見，大膽略述如下，
是否有當？尚請指正。

保羅說：「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
（林後3:6）。我認為真正門訓的工作，是被神的
手所摸過，所幫助，所祝福，所帶領並且是用生
命影響生命來完成的，以致靠聖靈紅紅火火地全
面推展下去，並影響整個教會，加州，全國，以
至地極。為達此，首先必須至少全教會半數以上
的人，同心懇切禱告：願聖靈的大能膏抹傳門訓的
人，使他們所依照的門訓教材與他們的口中所傳講
的資訊充滿生命力與聖靈的能力。願其訊息使人得
生命，也能將生命給予所有被傳門訓的人，使傳的
與被傳人的心，從內心深處，不但在當時而且從此
以後也常常渴慕專注仰望主，他們的靈也常常緊緊
的跟隨神，肉體與世界在他們裡面已經被釘死，他
們的服侍就如鷹展翅，滿有復活的大能充滿其屬靈
的生命。在傳講門訓時，有問必答的深切互動，如
江河之泉湧，如浴從神而來的春風，如宋尚節牧師
的奮興會講道，雙方都被聖靈感動，每次都使上百
人甚至上萬人同時決志受洗信主一樣，並將聖靈感
動的熱火以及福音長效地、不斷地、有力度地推展
下去……，而不是傳講使人死的，單單依照門訓教
材字句的傳講，這樣的傳講可能講的十分得體，但
聖靈的工作可能不在傳講的門徒身上運行。使人死
的門訓傳講，也可以發動各種力量或感動，如專業
演說家一樣，背誦一些經文，動之以情，這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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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力量或感動，它似乎能影響生
命，但僅是像臨時所加的磁力，回家
後就能隨時間逐漸淡忘而生命也因此
枯萎，就好像字句是有生命的種子，
但是沒有春天的雨水和溫暖使它生
長，那就像掉在久旱冰冷的泥土上的
種子，雖有夜間的露水一樣，但終其
一生無法真正經歷聖靈復活的大能而
重生。

那要如何才能做到滿有聖靈的大
能，充滿雙方屬靈的生命，且能互相
用生命影響生命？依我之淺見，我們
都是已被主救贖的人，要心存感恩，
知恩圖報，要知道，不是只在剛信主
時經歷一次生命的改變即可，要以身
作則，用生命影響生命，我想在展開
門訓工作前，以及在進行中，專為門
訓事工禱告，所參加禱告的人數要多
過所有參加門訓之人的一倍，同心向
主用心靈與誠實不斷恆切禱告，甚至
禁食禱告，向神支取力量，讓聖靈進
來運行成就，才會彰顯生命互相影響
之功效。門訓的教材雖已確定，但參
加門訓者與傳講者的心靈預備也同樣
重要，若要做到以生命影響生命，需
要有敬虔的生活、潔淨的心靈、像主
耶穌那樣的教化美德，並且在心靈上
也要接受改變和被改變，知道生命將
會終其一生經歷一連串的更新，而這
些改變將不斷引導我們邁向完美的屬
靈境界。可是在現今資訊爆炸的後現
代，凡事講求效率，但這世代的人吃
苦與耐力差，導致所傳的福音也走了
樣，由全備變為簡單，以為“只要接
受基督就可以了”，似乎不怎麼特

別強調在實際生活上要背十架、付代
價、敬畏神、真敬拜、真順服……要
知道真理是有兩翼的。

John MacArthur 牧師在其所著
“耶穌所傳的福音”一書特別提醒我
們：“為何今天的教會這麼軟弱？為
何宣稱那麼多基督徒，但對文化的影
響力卻愈來愈少？為何基督徒和世界
的人沒有什麼差別？……”他的書強
調主耶穌的看法，我想對用生命影響
生命的門訓工作有相當好的助益，由
於內容甚豐，編幅有限，茲節錄一些
如下，僅供參考：

1.主耶穌所宣講的福音是呼召人
來成為門徒，呼召人在跟隨祂時徹底
順服祂，而不只是邀請你決志或以一
個決志禱告來禱告，主耶穌的信息釋
放人脫離罪的捆綁，但也同時質問和
譴責假冒偽善。

2 .那些教導說“順服、委身”
與“得救的信心”毫不相干的人，
不得不將得救和作門徒斷然分割
開，那是不合聖經教導的。沒有一
種觀念像區別這二者那樣侵蝕了耶
穌信息的權柄，耶穌告訴群眾必
須捨己（路 1 4 : 2 6）、背起十字架
（14:27）、且撇下一切所有的來跟
從祂（14:33），祂說：祂來本不是
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太9:13）！

3.我們必須體認到各各他道路的
呼召真實的意義：它是呼召人在耶穌
基督的主權下作門徒。惟有答應這樣
的呼召才是真正相信的人。任何少於
此的都等於不信。若將主嚴厲的要求
當成只適用於少數較高級的基督徒，

教會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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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削弱了祂整個資訊的力量，這是為
廉價和無意義的信心找藉口，那種信
心絕對無法對付罪惡的肉體生命，那
根本不是得救的信心。

4.在整本聖經中，最清楚講到救
恩的二處經文都強調耶穌的主權：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
救」（徒16:31），和「你若口裡認
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羅10:9）。真信心並不
是嘴唇的事奉而已，我們的主也斷然
譴責那些只以嘴唇而沒有以生活來
敬拜祂的人（太15:7-9）。任何人
若不照著祂的真實身分……萬有之
主，來接受祂，祂就不是那個人的
救主（徒10:35-36），也就更不是
主的門徒了。

5.我們的主在講永生時，必然同
時警告那些可能對救恩漫不經心的
人，祂教導說，跟從祂的代價極高，
且路是窄的，只有少數人找到，祂
說：將有很多稱呼祂為主的人會被拒
絕在天國門外（太7:13-23），這裡
很清楚地說到，過去的經歷，甚至是
講道、趕鬼、行神蹟異能……如果沒
有順服主的生命，仍不能看作是主的
門徒。

6.只講「稱義」卻沒有要求「成
聖」，是無法能夠真正推動以生命影
響生命的門訓工作，他們只會給教會
帶來大災難式的影響，因其生活中完
全沒有結出任何可以證實的果子。我
們可能犯罪，但渴慕成聖的過程絕不
可完全停止下來。神正在我們心裡作
工（腓2:13）神是聖潔的，只要我們

本著聖潔的心，向神祈求幫助推動以
生命影響生命的門訓工作，祂定會成
全我們的。

使徒行傳中之使徒們在五旬節以
前，只能稍微看見祈禱的巨大重要
性，及至五旬節來到，聖靈的降臨與
充滿，立刻將祈禱放在福音工作中最
關重要與決定一切的地位上，真正門
徒所有的敬虔是借祈禱而產生；聖潔
的煉淨而得以成聖也是靠禱告得以完
全。我想門訓的工作與推動也是借禱
告的權柄，得以有力的真正地推展。
門訓的工作心須以使徒時代那樣的努
力，用生命影響生命來帶領門徒。教
會的最大需要，就是那具有顯著的屬
靈能力與燃燒著熱誠的門徒們，他們
的祈禱、信心、門訓、屬靈生命等是
如此的徹底與向山舉目，以致產生屬
靈的感染、互動、信心的增強、祈禱
的得著、完全的奉獻、捨己的為主、
在神的榮耀中全然自我放下而順服、
對門訓有一種不止息的、無限的關懷
與推動，這一切都不是在喧嚷自炫的
情形下表現出來的，而是在強烈而安
靜的熱度中，推動一切門訓的工作，
借神的話與聖靈的能力來喚醒人心，
我們若能得神的帶領，就能行奇事，
振奮門訓工作，進而能用生命影響生
命來積極推動並擴展門訓，形成門徒
與教會生命的更新與快速成長。

主啊！願您賜給我們教會全體會員
人人有一顆恆切禱告的心，能專為門訓
事工禱告，同心向主用心靈與誠實恆切
禱告，向神支取力量，使我們都得蒙應
許。使萬民作主的門徒，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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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教會舉辦的健康日活動，我參
加了其中一個中醫師的“保健講

座”。其講述大意要點為髮宜常梳、身
宜常摩、體宜常動、氣宜常調、神宜常
守、精宜常固、心宜常寧、腦宜常運、
肢宜常溫、津宜常嚥、便宜常通、食宜
常養、居宜常潔、勞宜適度。

在他談及髮宜常梳時，提到最好使
用天然材質的牛角梳。因為用牛角梳梳
頭，對人體有益。它可以去頭皮屑，除
垢止癢，舒筋活血，增強免疫力，還能
防止靜電，又可安神健腦，促進頭髮生
長，有其特異的保健作用。

他又說：每天早晚用牛角梳，由前
向後，再由後往前，以平均適度的力道
來回地各梳個五十下，因其疏經通絡，
促進頭部血液循環，便可防止頭髮營養
不良，也就不易掉頭髮了。

想起年輕時一頭烏黑亮麗又茂密
的長髮，或紮馬尾、綁辮子或梳包頭，
都能隨心所欲任我擺佈。一位老同事想
要做個髮髻，開口向我索髮，我二話不
說，慨然允諾，一束青絲就成了她老人
家頭上的髮髻。當同事們誇她髮型典雅
高貴時，甭說我有多飄飄然。

隨著年事漸長，三十多年後的我，
頭髮也漸稀疏，不覺感慨萬千。體會到
唐朝杜甫的五言律詩《春望》所敘述的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個中的
苦楚。就是因為每逢梳過頭後，目睹留
在梳子上或散落一地的頭髮時，不覺怵

　◎ 徐唐國維

目驚心，也就不敢多梳，還是少碰為
妙。

經中醫師的說明後，我才茅塞頓
開恍然大悟。隨即到華人商家打聽。
跑了好多家。都搖頭擺手說不知，遍
尋不著。最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老
闆娘說她有，我喜出望外，等她從櫃
中最底層取出一看，是牛角梳不錯，
只可惜幾種款式的梳齒不是太尖，就
是太密。沒有我中意的，只好留待他
日回台省親時再說罷。

可是，當我早打消此念頭後，
萬萬沒想到，一位剛從台灣回來的姊
妹主日見到我時，塞給我一個小紙袋
說：“給你的。”我打開一看，竟然
是一個比iphone稍小，是我夢寐以求的
牛角梳。

當下令我百感交集，立刻趨前擁抱
著她，向她致謝。隨即問道：妳怎麼知道
我需要這個呢？她神秘地微笑說：“人家
聽說妳在找這個東西嘛，因為沒把握能買
到，所以事先不便跟妳承諾。……妳要感
謝主，是祂為妳預備的。”

是的，我是要感謝主，儘管在我的
禱告中，從未提及這等小事向主求，但
是全能全知、無微不至的天父是知道我
的所需，祂不僅供應，還派了天使將它
交到我手中。我可要好好珍惜這把蘊含
著主愛和姊妹情的牛角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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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喜愛閱讀世界名著，從這些著作中對基督徒的為人
與生活十分仰慕，覺得基督徒都是好人，他們生活很和

諧平安。後經朋友的帶領去了教堂，聽了講道知道只有活在基
督裡，就是新造的人。人都是有罪的，但神愛世人，曾差遣他
的獨生子降世代罪，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救
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是道
路，真理，生命，只有藉著他，才可以回到天父那裡，認識真
理，得著永生，所以我願意一生跟隨耶穌遵行天父的旨意。

我的前半生是在動蕩的環境裡生活，但由於我已信神，我
不斷地禱告和與神溝通，求神給我力量，在神的幫助下平安地
渡過了。感謝讚美神，在這幾十年中，不論如何艱難因苦，我
從未掉一滴眼淚，只有心中默默禱告，神必給我力量。

就最近發生的事，我要作一個見證：教會安排在抗癌接力
大會時讓我們打毛線班的學員織一些帽子給因治療癌症而掉了
頭髮的病人，甘老師問我可不可以織幾頂帽子，我說可以，第
一次織了七頂帽子，當甘老師打電話問我織了多少，我說快織
完七頂了，甘老師說可能不夠，你可不可以再織幾頂，我馬上
說可以。當我織完七頂時，我的手腕非常痛，發現原來手腕的
腱鞘發炎了。（這病痛我年青時得過，它需要治療和休息才會
痊癒），我就開始禱告，說：“主啊，求你保守我，讓我能織
完所有的毛線（有六頂帽子的材料）。感謝讚美主。”我又立
即動手織帽子了，第一天手很痛，我不理，第二天還是很痛，
我仍一邊禱告一邊織。但到了第三天，奇蹟出現了，突然覺得
疼痛減輕了，到了晚上疼痛消失了，連腫塊也不見了，感謝讚
美主，阿門！主治癒了我的手痛，我完成了編結，還得到了大
家讚賞，一切榮耀都歸主耶穌。

我們要永遠將神放在第一位，一心一意敬畏神，信靠神，
順服神，因為神是聖潔的、公義的、信實的、更是慈愛的。

　◎ 莊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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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魯帆，今年二十一歲，我是從二零一零年的五月開始信
主耶穌。
在二零一零年的五月份，一個看來是偶然的機會，我去了

紐約長島的基督教堂，當我聽到崇拜的讚美詩時，不知道什麼
原因，我的眼淚竟然嘩嘩的往下流，心中彷彿有什麼東西被深
深地感動著。到我開始真正認識主以後，我才明白，原來我心
中被聖靈所充滿著。當時認為是偶然，其實是我得到了神的揀
選，是神在預備我。

自從六月份開始，我便天天去教會，就像聖經以弗所書一
章二十三節所說的：“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
滿的”。每次去教會的時候，也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光，所有的
憂傷，所有的痛苦，都被喜樂所充滿所替代，並且充滿著感
恩。

來洛杉磯以後，我到了國語浸信會。我想，認識了浸信會
的輔導和朋友是我一生中最高興也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在這
兒我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可是我都不會不知所措，因為我
有天父的看顧，並且教會的輔導員和朋友們都會給予我幫助。
在這段時間裡，我經歷了二次的面試，但都沒有通過，我就在
不斷問自己，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得不到主的看顧，不然
為什麼會兩次都未能通過呢？那些不信主的，不承認主的反而
都遇到了好的移民官，而且拿到了綠卡，這又是為什麼呢？但
是當我想到約伯的時候，我的心中便平靜了下來，或許這只是
撒但的誘惑和試探。但我相信，主在我身上一定有祂的美意。
我會把自己全部交托在天父手上，完全順服主，我相信，主能
看顧約伯，也一定能夠看顧我，祂的恩典一定會遠遠超過我所
求，所想的。我一定等候神，用信心去支取神的祝福。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
明。”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認識耶和華這位創造宇
宙萬物獨一的真神。

◎  魯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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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穿梭在不同的城市中，心想著何處是我
可以停泊的處所，而今我來到了“神的國”

有了“神的家”，可以靠岸，可以交托，那份踏
實是前所未有的安定，阿們！

神的恩典無所不在，神借著各種的可能告訴
我們，祂的存在！神要在我身上做工，而且會繼
續做下去。沒有神的日子裡，每當我為一件事擔
心憂慮又特別著急時，我的內心一直煩燥不安，
但當我跪下用心祈禱後，我突然發現自己的心慢
慢平靜下來，我的煩惱一下子無影無蹤，就像驚
濤駭浪的海面瞬間變為風平浪靜，我虔誠地向神
禱告，祈求祂原諒我所有的過錯，罪過，真誠地
向祂懺悔，我的內心開始充滿了平安，這就是
神賜給我的平安。神已經為我預備好了道路，祂
會解除我一切的煩惱，憂慮。我只需要安靜地
等候神的作為，我向主禱告“主啊！求你幫助
我，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麼患難，使我都能來到
你面前，並信靠你的話語，來勝過一切的危機和
困難。主啊！我知道你一直在側耳傾聽我們的禱
告，我們的所求所需你都知道。為此我獻上感謝
和讚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拯救，我只要倚
靠你，就永不懼怕。”願神與我們同在！哈利路
亞，阿們！

　◎ 霍麗莉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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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早晨靈修讀完活潑的生命的功課後，對一六八頁吳圭勳教授所

寫的「信心與成功」這篇文章，心中有極大的感動。從未寫過文

章的我，願用這支拙筆，對這篇文章分享我的看法。

文中略提到韓國在戰前、戰中、戰後的教會成長、興旺到如今的

緩慢。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便贅述，但其中有一句話讓我感觸良多的

是韓國教會聖徒的告白：「永活的神，我人生的主宰，神呼召我的計

劃」的基準；在於物質的祝福與成功的生活。這是我從去年暑期參加

了三個短宣隊之後，一直在我心中深處所感觸到的字眼。

我們要先謙卑並感恩地承認，物質上的豐盛與成功是神的祝福，

但也要警惕一味追求物質的祝福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許多信徒在物質

上的滿足，一流的大學，好的配偶，住大房，開高檔的汽車，如日中

天的事業或有高薪的工作，難道這就是好信徒的標準嗎？有人可能相

信其中一部分是靠自己的努力得來的，可是是否想到這是上帝的恩賜

呢？腓立比書四章十三節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做。」如此，物質上的成功不該成為信仰的全部，也不可陷入單求賜

福的成功神學之中。

◎ 朱元華

靈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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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不可忽略的是：在物質

生活不充足，事業上不成功的信徒

中，並不等於他們沒有從神而來的

祝福和生命。如果信耶穌是為了給自

己帶來世上的成功和物質生活的豐盛

的話，如果這就是信仰的全部，那是

很危險的。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至

二十六節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

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為身

體憂慮穿什麼。……你們看那天上的

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

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你們

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這段耳熟能

詳的經文，是對物質神學最精深的寫

照。

其實，我們應該有更高層次的追

求，那就是必須以聖經為準繩，來領

悟信仰生活的價值，要藉著聖經來更

新信仰，吳教授以有色眼鏡換位的比

喻，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因為

成功並不是信仰的最高目標。我們可

以這樣理解，生活上的成功與否，並

不能與神的國度的成功劃上等號。

生活上的不成功，也不表示在神

國就失敗了，雅各書二章五節說：

「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

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

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當我們得

到信心時，責任就跟著來了，要把信

心傳給未得之民，所以生活的問題與

責任是一體二面的，因為我們曉得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羅8:28）神對我們生命的要

求，就是要順服，不論富足、貧窮、

成功、失敗都要順服神的安排。

七零、八零年代，神以物質形態

祝福韓國，使其脫離貧苦，得以有爆

發性的成長，一九四八年，以衛理公

會牧師出身的李元亨議員，以禱告為

開始，讓國人感受到神對韓國社會和

教會有特別的計劃，成為建立國家基

礎與發展具有決定性的精神支柱，熱

心、勤勉、簡樸、節約等清教徒倫理

對國家經濟發展影響甚鉅，成就了韓

國，證明了神的存在。

我們基督徒的責任和使命，是要

將從神而來的信心與祝福轉送出去，

這樣我們的生命力才不會凋萎，我們

的信心才能奔向成功之路。

我們真的需要裝備自己，往神所

為我們預備的道路去，每年暑期我們

教會都有很多短宣隊到世界各處去，

五月二十二日美南浸信會還在我們教

會舉辦宣教士差傳典禮，這給了我們

極大的鼓舞。就如我們詩班在差傳大

會所獻的那首詩：「我在這裡，我在

黑夜聽主呼召聲，你若引領，我必跟

隨，我必記念主所愛之民，將真理傳

遍萬民，我在這裡，請差遣我，我願

意，去……。」強忍著淚水唱完，哦

主！我願意去。

願神祝福祂自己的話語，願神接

納我在神面前所做的宣告：蒙神呼召

為祂所使用的器皿，願神堅定我們的

信心邁向成功。哈利路亞！

靈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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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第二十篇 詩篇第二十一篇

　◎ 李但以理　譯

遭難神應允　高舉得救助

記念所供獻　悅納祭祈求

賜與心所願　籌算得成就

旗幟得豎立　誇勝得所求

神救受膏者　應允並救護

人靠車馬能　我等倚靠神

爾等屈身倒　吾人立得正

願神施拯救　願王聽所求

因神能力樂　救恩為樂歌

心口所祈願　均得主賜福

美福金冠接　求壽日長久

救恩榮威尊　洪福貫始終

使之主前樂　神愛永穩固

搜出眾仇敵　列處紅爐中

除絕其後輩　彼等欲加害

其計不得逞　使之奔逃跑

主將其攻擊　願主彰其德

至高之大能　受我等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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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QT「信心與成功」分享　　

去年十二月初，當我們夫婦倆突然得知林宏榕執事被主恩召接回天家時，當時
真是不敢相信，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狀況。
林執事那笑容可掬慈祥的面容，深深地印在我們的腦海中，林執事先我而

去，使我想起一些往事，一一浮現在我的眼前：猶記每當主日崇拜前，林執事總
會走到我們的位置上來，彼此握手、問好、致意，他那溫柔的言語和關懷弟兄姊
妹的愛心，使我們感到溫暖和鼓勵。

記得有一次他很關切地問我們說：“你倆有買醫療保險沒有？在這裡這是件非
常緊要的事啊”。那時我已經七十多歲了，什麼也沒有，也不知往那裡去申請，我
的姊妹就用手指向天指指，我回答說：“只有仰望和依靠天父了”林執事聽了以後
就笑笑地說了一個字……“好！”。感謝神！不久，有一位姊妹主動地來告訴我們
如何申請醫療保險。二千年初，我領到了加州醫療保險卡，以後我又收到了聯邦醫
療保險卡，神為我日後住醫院已做好了準備，信靠耶穌真是有福，神所賜的真是超
過我所求所想。林執事說的這個“好”字，我已經歷且體會到了。

二零零三年我第二次中風，林執事夫婦得悉後就趕到醫院去探望我，這次我
患的是腦血栓，當時我的腦子還清楚，他們對我講的許多安慰之言，我都能聽明
白，這些話使我很受感動。當晚我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我的心起伏不停，久久不
能平靜，想到林執事一頭白髮，諒必亦已到古稀之年了，這樣的高齡，還遠道而
來探望我，自己感到實在不配，他們夫婦倆這
樣愛主，關心弟兄，當知道我已取得這兩張醫
療保險卡時，他為我放心，也為我感謝神。

林執事在我們家庭小組裡，常將教會的
近況，告訴弟兄姊妹，使每一個家庭成員都
能及時了解教會的情況從而提醒每一位，各
人對教會應盡的本分。林執事平時雖然話語
不多，但他為人謙和、溫柔、可敬，他平易
敬人；與他交通，使人感到親切，他的一言
一行都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林執事的突然
離去使我感到難受，但想到在主裡面而死的
人有福了，他已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
效也隨著他。他實在是有福的，我們深深地
懷念他！

◎ F403/闕媽媽、何永福家庭小組 胡銘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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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QT「信心與成功」分享　　

　◎ 麥冠民

愛與順服，是基督徒必具的美德。在
我們周圍，有許多感人的故事。
那是我記憶中最溫馨的畫面……
在主日，一個幾乎失明的弟兄捧著

聖經，盡量挪近鼻尖，他那副孜孜不
倦好學的神態；是一道亮麗的風景，
最使人感動。

每當主日晨禱、課間、崇拜……都
風雨無阻地看見他的身影。

有一天，我關心地問他：「如何才
能做到殘而不怨呢？」

他笑迎而答平靜地說：「我雖然是
一個殘疾的人，也要向上帝感恩；我應
該感謝主沒有讓我失聰，況且還有口能
言，能歌唱讚美主啦。」

這是多麼睿智又蘊含多少歷練所淬
礪出來的言辭啊！

在他的臉上似乎有一種發自內心的
喜樂和感恩，沒有憂鬱和怨恨；流露的
是豁達和祥和。

當一個人一步一步走過來，每一步
都在感恩，浮現於眉宇之間，就會出現
這種表現。

這裡反映出的，是他對生活體驗的
包容和朗朗的胸懷；更是他對主深邃的
愛和絕對的順靠和順服的品格。

因為心伏腳下，所以心澈目明。
一個人的生活態度是樂觀或抱怨與

否？是智者的境界。

人格的魅力，係源自一顆不蒙塵的
心，如皎皎之月，是一種內在的潛質。

因為靈命的厚度，怎能不給人們以
感召、啟迪、和震撼。

特別是在又冷又暗的日子裡，好比一
縷又暖又亮的陽光，穿透雲層從天而降。

使人感到人性的溫暖，見證了靈魂
的高貴。

人永遠不能達到完美無缺，但人可
以追求思想上的完美。

所以人的缺陷正好證明神的圓滿。
創造人是神的恩賜；拯救人是神的

大愛，學會順服，生活態度才能積極，
才會更熱愛生命。

多一點順服；少一點抱怨。
愛不如順；順就是愛。
順服就得祝福。
這位失明弟兄內心是何等的明亮！

這位身體殘缺的弟兄，說出的話是何等
的健全而豐滿！

令人感到無比汗顏；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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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園地

　◎ 李　敏提供

在佛羅里達州，一個無神論者要起訴復活節和逾越
節。他僱了一個律師設立歧視案件來控告基督徒

和猶太人以及他們所慶祝的聖日。論點是，這是不公平
的，因為無神論者並沒有類似的節慶。

此案被帶到法官面前，在聽取了律師充滿激情的
演講後，法官敲槌宣布他的“個案不成立！”

無神論者的僱用律師立即站起來反對法官說：
“法官大人，你怎麼能認定我客戶的個案不成立呢？基
督徒有聖誕節，復活節等。猶太人也有逾越節，贖罪日
和光明節，但我的客戶和所有其他無神論者並沒有這種
假期啊？”“這公平嗎？”

法官在他的椅子上俯身向前說，“可是，律師先
生，您的客戶是有的，只不過他們不知道罷了。”

律師又說：“可是，法官！他們並不知道有任何
無神論者特殊遵守的聖日或假日啊！”

法官說：大家都知道，四月一日是愚人節。詩篇
第十四篇一節說：愚頑人心裡說：“沒有神。”因
此，本庭的判決是，如果你的客戶說沒有上帝，那麼
他的確是愚人。因此，四月一日就是他的聖日。案件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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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靈修

最近閱讀了一則報導說：美國耶魯大學和加州大學跟蹤調查

了加州阿拉米達縣七千位居民，而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

心則對二千七百多人進行了十四年跟蹤調查。三所大學得出相同

結論：“善惡影響人壽命的長短。”

研究人員在以“社會關係如何影響人的死亡率”為課題的研

究中驚訝地發現：一個樂於助人，和他人相處融洽的人，其預期

壽命顯著延長，在男性中尤其如此；相反，心懷惡意、損人利己

和他人相處不融洽的人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1.5至2倍。不同種

族、收入高低、體育鍛煉以及生活作風都不能影響這個具有普遍

性的正確結論。

美國著名心血管專家威廉斯博士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對五百名

醫科大學生開始進行追蹤研究，經過二十五年後，他發現，其中

對他人“敵視情緒”強或較強的人，死亡率達百分之九十六，在

這批人中患心臟病者竟然是他人的五倍。

巴西醫學家馬丁斯調查了583583名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的贓

官，與清廉者對比，經過長達十年的考察，結果發現，貪官一組

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生重病或死亡。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以善為本，思想境界高的人，情緒愉

悅，大腦中樞神經和內分秘系統調節正常，“生物鐘”運轉有條

不紊，體內微生態環境穩定。

我發現這和聖經的教導完全符合：箴言說：“善人必蒙耶和

華的恩惠；設詭計的人，耶和華必定他的罪（箴12:2）。”又

說：“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這便醫治

你的肚臍，滋潤你的百骨（箴3:7-8）。

　◎ 鳳　鳴

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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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

我們都知道，隨著老年的來到，人
的骨質會變弱、變脆。這就是骨

質疏鬆症。據全美骨質疏鬆症基金會估
計，患有這一疾病的美國老年人約為
一千萬人。半數以上的婦女和四分之一
的男子在五十歲以後會發生骨折。骨折
可以發生在人的任何部位的骨頭上，但
是最常見的是臀部、脊椎和手腕處。

人的新陳代謝功能使皮膚能夠產
生新的細胞，替代死去的老細胞。同
樣，骨頭也有這一功能，尤其在人的
前半輩子，骨頭中不斷會有新細胞替
代老細胞。

近十六年來，美國等國研究開發
的骨質疏鬆症葯物達十六種之多，包
括Fosamax, Boniva,Actonel,Atelvia,和
Reclast等。這些葯物的主要作用，是在
骨頭組織（bone tissue）將它們吸收之
後，能夠減緩細胞破壞老骨頭組織，同
時為形成新的骨頭開路。這樣，人的
骨質會更加細密、強壯。十多年來，
骨質疏鬆症葯物成為治療這一病症的
“金色標準”（the golden standard of 
osteoporosis treatment）”。

但 是 ， 出 人 意 料 之 外 ， 前 些
年有報導說，一些使用這些葯物的
病人反而出現了骨折－－稱作“非
典型骨折（a typ ica l sub t rochan te r i c 

關於骨質疏鬆症

     葯物治療的爭論

　◎ 錢　煒

f r ac tu re s）”。換言之，這些人出現
了不正常的骨折。這樣的報導剛出現
時，許多病人慌忙停止服用這類葯物
（bisphosphonate medications）。紐約西
奈醫院臨床研究室主任說，當時我們接
到的電話如潮，詢問繼續使用葯物是否
安全。

現在好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最近發表瑞士的一份研究報告可以消除
這方面的疑慮。

瑞士對全國五十五歲以上，在二
零零八年曾發生臀部骨折的婦女進行
普查，研究了這些有可能患“非典型
骨折”的婦女的X光照片，最後確認有
五十九名婦女確實患有這一病症。

這五十九名婦女中，四十六人使用
過骨質疏鬆症葯物（bisphosphonates）。
因為接受這次普查的瑞士婦女總數為
83,811人，所以由葯物引起的骨折比
例小於千分之一。另外十三名婦女和
一百四十七萬其他瑞士婦女一樣，並未
服用骨質疏鬆葯物，也沒有發生非正常
骨折。如果把這一數字計算進去，發生
非正常骨折的比率僅為0.001%（一萬分
之一）。

所以，你如果患有骨質疏鬆症，就
放心地服用醫生為你開的葯吧。

健康資訊



第121期 31

　◎ Edie Chou  提供

有個朋友，在一次烤肉聚會當中絆

倒了，摔了一跤，旁邊的朋友建

議找醫護人員，但她很確定自己沒事，

只是穿了新鞋被磚塊絆了一下罷了。

她還有點危危顫顫站立不穩的時

候，朋友們幫她洗乾淨，又為她盛了一

盤食物，她就跟著大家一起享受。回家

後她的先生打電話通知大家，她被送到

醫院，傍晚六點，就過世了，原因是她

在烤肉聚餐的時候中風。如果他們懂得

辨識中風的徵兆，她現在也許還跟我們

在一起。

一位腦神經外科醫師說，如果他能

在三小時之內接觸到中風患者，他就可

以將中風的後果完全扭轉過來。

訣竅就是如何辨識診斷出中風的問

題，並讓病患在三小時之內接受醫療，

而這是很難的。其實，只要你肯花一分

鐘的時間讀完這篇文章，你就會對中風

有所了解。

辨識中風！

感謝上帝讓我們記住STR三步驟，

（微笑、說話、舉手）請閱讀並學習！

有時候中風的徵兆很難辨認，不

幸的是，缺乏警覺就會帶來災難。

辨認不出中風的徵兆，中風患著

就會嚴重腦傷。

醫生說，旁人只要問三個簡單的

問題，就可以辨識中風：

S：（Smile）要求患者笑一下

T：(Talk）要求患著說一句簡單

的句子（要有條理，有連貫性），例

如：今天天氣晴朗。

R：（Raise）要求患著舉起雙手

注意：

另外一項中風徵兆是：要求患者

伸出舌頭，如果舌頭「彎曲」或偏向

一邊，那也是中風的徵兆。上面四個

動作，患者如果有任何一個動作做不

來，就要立刻打九一一，並且把症狀

描述給接線者聽。

請記住 STR
Smile（微笑）

    Talk（說話）

       Raise（舉手）

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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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零零一年離開中國之前，筆者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疾病的名字。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

你可以想像，只有美國才會製造出這樣的病名。

所謂ADHD，字面直譯是“由於過於活躍而無法集中注意力”，也就是

國人所稱的“過動症”（下面簡稱過動症）。

你馬上會想到，這種情況在孩子中常見。沒錯。

但是，美國醫學界卻為這種狀況起了上面那個聳人聽聞的名字。

既然是病，當然需要治療；既然需要治療，當然必須拿出葯物。

於是有了一種叫做Ritalin（利他靈）的新葯。

一時間，無數孩子被扣上了帽子，被迫服用利他靈。

健康資訊

據五月十五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說，“今天，將近5%的美國六歲

到十七歲的孩子－－總數約為四百五十萬－－被診斷為患有這種疾病，其

中三分之二服用利他靈。

不久前，筆者譯介了一篇十分有見地的文章，題為“診斷本身變成了

一種疾病”。有關過動和利他靈的這篇訪談是一個降低門檻點以牟利的另

一案例。

為什麼《洛杉磯時報》再次討論過動症？

原來，早在一九九六年，一位名叫勞倫斯․H․迪勒的醫生便寫作、出

版了《人人都來搭“利他靈”的快車（Running on Ritalin）》的專著，

對盛行的做法提出尖銳的批判。迪勒醫師認為，過多的孩子被扣上患有過

動症的帽子，接踵而至的是濫用利他靈和苯丙胺（即安非他明）之類的興

奮性葯物。他認為，這些孩子中，許多可以通過家庭治療或專為他們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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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錢　煒譯

健康資訊

的療法和常規做法在家中或學校治癒（Many children will respond well 
to family therapy and tailored programs and routines at home and  at 
school）。

迪勒醫生還認為，許多孩子好幻想、缺乏動力、記憶力差、好動、動

輒吵架、難以控制。這些現象本來是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的自然現象、自然

差異。可是動輒給這些孩子扣上過動症的帽子，造成家長、教師和醫師的

苦惱。他警告說，人們對孩子成長過程中的自然現象、自然差異的容忍度

會降低。動輒使用興奮性葯物，將使許許多多孩子變成不得不終身依賴葯

物的病人（……society's growing inclination to medicate them, Diller 
cautioned, could turn many into life-long patients.）。

他的獨特見解在美國醫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全美國進行的一場大辯論；

為什麼患有過動症的孩子一夜間大幅度上升？

你可以想像，迪勒醫生屬於少數派。筆者不在這裡贅述。

十五年後的今天，《洛杉磯時報》記者再次採訪迪勒醫生，請他就這一

問題介紹現狀和他現在的看法。

這些年來，迪勒醫生在治療所謂過動症的時候，堅持不降低門檻，不濫

用葯物；堅持採用能夠發揮孩子優勢的策略和方法（choose strategies and 
paths that played to their strengths）。

不久前，他又對十名已經長大的孩子進行追蹤，並發表新的學術專著

《記住利他靈(Remembering  Ritalin）》。

除了重申原先的觀點之外，迪勒醫生強調，苯丙胺是一種很容易上癮的

葯物。醫師不宜輕易使用。他也告訴記者，用他的方法治療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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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 Say the Cutest 
Things About Their Parents
By Carolyn Hao, Nursery & Preschool Ministry Director

In May, our Preschool and Kindergarten Sunday School classes learned about God’s love through giving us families.  And so, in 
recognition of  Mother’s and Father’s Day this year, we asked the childre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bout their parents.  We hope 
this will be a special keepsake of  this precious season in these children’s lives and an encouraging reminder of  the meaningful role 
parents play through the large and seemingly small ways we spend time with our children, at even the youngest age. 

It is the desire of  the MBCLA children’s ministries to continue to partner with families in teaching children to love God and live 
according to His Word.

Emmaline (Preschool) — To share and care.

Charisse (Preschool) — To give food.

Noah (Preschool) — Tell me about the Bible.

Michael (Preschool) —They pray with me.

Beverlie (Preschool) — They read the Bible to me.

Hillary (Preschool) — Pray with me.

Timothy (Preschool) — It’s all about the big fish.

Joyce (Preschool) —“Does mom or dad read you 

the Bible?” (Nod)

Alaina (Preschool) — Read Bible to me.

Joie (Preschool) — Read Bible to me and pray with me.

Elizabeth (Preschool) — Pray with me.

Julius (Preschool) — Pray with me and read Bible to me.

Sophie (Preschool) — I have a Bible book at home.

Brandon (Preschool) — Pray with me.

Nathan (Preschool) — Sing songs and read the Bible.

Sarah (Preschool) — They read books.

Maria (Preschool) — Memorize bible verses (like Psalm 

23).

Arton (Preschool) — Pray.

Esther (Preschool) — Read the Bible.

Jacob (Pre-K) — Read the Bible to me.

Ruth (Pre-K) — Read the Bible for me and my daddy 

sings songs with me.

Danielle (Pre-K) — Pray with me.

Ryan (Pre-K) — About Jonah and read Bible story 

Emmaline (Preschool) — Books. My favorite is 

princesses.  

Isaac (Preschool) — My baby sister.

Elizabeth (Preschool) — I like it when she goes to the 

market and buys me a dress.

Jaden (Preschool) — She lets me play on computer.

Ramses (Preschool) — I love mom.

Jacob (Pre-K) — I like when she hugs me.  (Dad is 100 

years old and Mom is 11.)

Justin (Pre-K) —Her heart.

Danielle (Pre-K) — They kiss me.

Kurtis (Pre-K) — Mommy massages my arms and legs.

Audrey (Kindergarten) — She likes me.

Cassie (Kindergarten) — She teaches me stuff like math.

Serina (Kindergarten) — I love her and I hug her.  (Mom 

is 14 years old and Dad is 41.)

1. What does your mom or dad do
to teach you about the Bible and God?

2. What’s your favorite thing 
about your mom?

“[F]rom childhood you have known the sacred writings which are 
able to give you the wisdom that leads to salvation through faith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 - 2 Timothy 3:15 (NASB)

and books. 

Kurtis (Pre-K) — Tell me stories a lot.

Serena (Pre-K) — Dad reads the Bible to me.

Jessica (Pre-K) — Read Bible stories.

Aaron (Kindergarten) — Read the Bible with me.

Tara (Kindergarten) — Pray with my dad.

Elijah (Kindergarten) — Teach me about the good 

stuff and the right st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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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line (Preschool) — Newspaper. (Dad is 26 

years old and Mom is 25.)

Jaden (Preschool) — Play the computer and Pooh 

bank but has to be in right order.

Elizabeth (Preschool) — Cook for me.

Nathan (Preschool) — Play games.

Sophia (Preschool) — That I get to go with him to 

Starbucks.

Jacob (Pre-K) — I like when daddy, before goes to 

work, he kisses me.

Justin (Pre-K) — His heart. (Dad is 10 years old and 

Mom is 3.)

Andrea (Pre-K) — His hair.

Symone (Pre-K) — Praying every night before bed.

Danielle (Pre-K) — They kiss me.

Kurtis (Pre-K) — Dad massages me (I can do 

massage and my dad really likes it).

Tymon (Kindergarten) — Takes very good care 

of me.

Audrey (Kindergarten) — He plays piano with me 

sometimes. Not when I’m practicing, though.

Christina (Kindergarten) — He brings back souvenirs 

from work like hamster food.

Cassie (Kindergarten) — He plays with me, like 

teacher.

Serina (Kindergarten) — My dad kisses me on my 

head.

Max (Kindergarten) — He takes me to jiu-jitsu. 

Elijah (Kindergarten) — He helps me to build all my 

Trio stuff.

Charisse (Preschool) —Clean the house. (Mom is 22 

years old and Dad is 19.)

Travis (Preschool) — Play.

Johnny (Preschool) — Wash my clothes.

Jennifer (Preschool) — Run around.

Evelyn (Preschool) — Lay on pillow with mommy.

Brandon (Preschool) — Brush my teeth.

Sophie (Preschool) — Play with her.

Dodie (Preschool) — Play.

Tommy (Preschool) — Play with grandpa, dad, 

and mom.

Arton (Preschool) — Play.

Samantha (Preschool) — Brush my teeth.

Joie (Preschool) — Go to the bathroom.

Alaina (Preschool) — Hug.

Brian (Preschool) — Play airplane. (Mom is 28 years 

old and Dad is 21.)

David (Preschool) — Play.

Timothy (Preschool) — Clean up.

Lewis (Preschool) — Play.

Loretta (Preschool) — Do my hair. (Mom is 2 years 

old and Dad is 2.)

Melody (Preschool) — Play.

Zoe (Preschool) — See the animals.

Esther (Preschool) — Play toys and dolls.

Hillary (Preschool) — Play family.

Kyle (Preschool) — Help mom to pick up stuff. 

(Mom is 4 years old Dad is 1.)

Mida (Preschool) — Play.

Sophia (Preschool) — Read books.

Jessica (Pre-K) — Read books.

Phoebe (Pre-K) — Play.

Andrea (Pre-K) — Play toys and dolls.

Ruth (Pre-K) — Play with toys.

Symone (Pre-K) — Cook.

Abigail Faith (Pre-K) — She kind of wrestles with me.

Ryan (Pre-K) — Go to the playground. 

(Dad is big, Mom is medium, and I’m little.)

Bijou (Pre-K) — Play toys.

Oscar (Pre-K)—I like to sleep and play with mom.  

(I like when Grandma brushes my teeth.)

Serena (Pre-K) — Play games.

Joseph (Pre-K) — Play throwing ball.

Arthur (Pre-K) — Help put stuff away. (Dad is 

100,000 years old and Mom is 1 trillion thousand 

3. What’s your favorite thing 
about your dad?

4. What do you like to do with 
your mom?

Max (Kindergarten) — She takes me to boxing. 

(Mom is 25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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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sse (Preschool) — Play dominoes.

Isaac (Preschool) — I like to watch meerkats (?).

Travis (Preschool) — Play.

Johnny (Preschool) — Go to school.

Evelyn (Preschool) — Riding with daddy.

Ramses (Preschool) — Play with him.

Sophie (Preschool) — Play.

Dodie (Preschool) — Play .

Samantha (Preschool) — Play with the computer. 

(Dad is 4 years old and Mom is 7.)

Alaina (Preschool) — Play.

Joyce (Preschool) — “Do you like to play with mom 

and dad?” (Nod)

Brian (Preschool) — Play cars, traffic, firemen, police, 

and ambulance.

David (Preschool) — Play.

Timothy (Preschool) — Drive cars.

Lewis (Preschool) — Send presents to Dad.

Loretta (Preschool) — Do my hair.

Melody (Preschool) — Play.

Esther (Preschool) — Play toys and dolls.

Zoe (Preschool) — See the animals.

Kyle (Preschool) — Help clean the floor.

Mida (Preschool) — Play.

Justin (Preschool) — Take trains like Amtrak and go 

horseback riding.

Beverlie (Preschool) — See my T.V. show.

David (Pre-K) — Play.

Jessica (Pre-K) — Watch T.V.

Phoebe (Pre-K) — Play. (Mom and Dad are 15 

years old.)

Ruth (Pre-K) — Play with our doggy, Dodo, with dad.

Abigail Faith (Pre-K) — To play with him; I wrestle 

with him.

Ryan (Pre-K) — Play with him upstairs – Candyland.

Bijou (Pre-K) — Play toys.

5. What do you like to do with 
your dad?

years old.)

Tara (Kindergarten) — Crafts.

Liana (Kindergarten) — Pray with mom.

Eizen (Kindergarten) — Like to play keyboard/piano 

with mom.

Aaron (Kindergarten) — Read books.

Christina (Kindergarten) — Play Monopoly.

Trina (Kindergarten) — Play piano.

Matthew (Kindergarten) — Help mom (and help my 

grandparents in their garden).

Tymon (Kindergarten) — Play tag.

Joseph (Pre-K) — Play ball. (Mom and Dad are 11 

years old.)

Arthur (Pre-K) — Go with Dad to walk to Arcadia Mall.

Aaron (Kindergarten) — Watch the Lakers.

Trina (Kindergarten) —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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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OND, Va. (BP)—The stench of dead bodies and 
human waste filled Mike Reid’s* nostrils as he stepped 
inside a filthy, rundown medical clinic in the South 
African bush. A cholera outbreak was ravaging area 
villages and the then 18-year-old college freshman 
had volunteered to help provide clean drinking water. 

So far the job had been easy, even fun — pump river 
water into large steel tanks, then add chlorine tablets 
to kill any germs. Until now, Reid hadn’t encountered 
any cholera victims, but the clinic brought a sobering 
dose of reality. As he scanned the room his eyes locked 
on a gaunt, South African girl lying on a gurney. She 
was dead, but her eyes were still open. 

Dehydrated and exhausted from days of cholera-
induced diarrhea, the girl had collapsed under a tree. 
By the time she was brought to the clinic it was too 
late. Reid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her — where she 
was from, how old she was, not even her name. But 
as he stared into the girl’s lifeless eyes, God awakened 
something inside him. 

Reid shared the story of his call to missions at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in Los Angeles, Calif., May 
22, as Southern Baptists honored 26 newly appointed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IMB) missionaries 
including Reid and his wife, Laura.* The couple will 
soon trade their Jacksonville, Fla., home for southern 
Europe where they will work among Muslims from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is girl most likely died having never heard 
the Good News of Christ,” Reid says. “I was just 
overwhelmed with an urgency that there are people — 
real people — who are dying because they’re drinking 
dirty water, but they’re dying into a Christ-less 
eternity. And as that [truth] sat on me and filled my 
senses … God confirmed in my heart that this is what 
I’m going to spend my life doing.”

Like Reid, many of the new missionaries spoke 
of first hearing God’s call to missions as teenagers or 
even children. For Ben and Olivia Harrison,* God used 
the couple’s son, Matthew,* to ignite one of the first 
sparks that would eventually lead them to leave their 
Georgia home to share Christ in Central Asia.

New MiSSioNArieSiMB CeleBrATeS

AT   C A l i f o r N i A      A P P o i N T M e N T     S e r v i C e By  D o N  G r A h A M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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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YER TURNED MISSIONARY
Dustin Jones* was an attorney in Atlanta, Ga., 

before he and his wife, Miriam,* answered God’s call 
to share Jesus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n 
2008. During the couple’s two years as short-term 
missionaries, Jones says he learned God can use 
anyone to spread the Gospel — even a lawyer. 

As proof, Jones tells the story of a young 
Arab student named Fadi* whom he led to Christ. 
Introduced by mutual friends, Jones spent months 
delving through the Bible with Fadi, meeting at a tea 
shop every Sunday from 7 p.m. to midnight — or later. 

Fadi wrestled with some of the things Jones was 
teaching because they were contrary to the small bit 
of Gospel exposure he’d received growing up in his 
country. Eventually, Jones and Fadi went to a priest to 
settle the issue. Jones was stunned by what he heard. 

“Finally the priest turned to him and said, ‘Here’s 
the problem, Fadi — you’re ignorant and you can 
never understand the Bible. You need to quit reading 
it because it will only confuse you. If you have a 
question, you need to come to one of us priests and 
we will tell you what to believe,’” Jones says. 

For several months afterward, Fadi would come 
right to the edge of making the decision to accept 
Jesus but would pull back. Finally, after 18 months 
of one-on-one discipleship and untold gallons of hot 
tea, he was ready to embrace Jesus. Jones led him 
through the prayer. 

“Since that time, whenever I go out [to share the 
Gospel] Fadi goes with me. He goes as my interpreter,” 
Jones says. “We’ll go out for seven to eight hours at 
a time and I keep asking him, ‘Is this OK? Is this 
messing up your school?’ He says, ‘all I want to do is 
serve God.’” 

ELLIFF’S CHALLENGE
After hearing the missionaries’ testimonies, IMB 

President Tom Elliff challenged the crowd gathered at 
Mandarin with a question: “Does your heart beat for 
missions?” 

Speaking from Romans 1:14-17, Elliff outlined 
the qualities at the core of Paul’s missions-driven 
heart, call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a “profound and 
personal debt” that every Christian must pay. 

“Sometimes we think we can discharge the debt by 
being in a church that does mission work,” Elliff said. 
“Soon there will be 7 billion people on this globe. Over 
half of them have very little access to the Gospel; 1.7 
billion of them will die without hearing the name of 
Jesus, unless you and I join [these missionaries] who 
go to share the Gospel.” 

For missionaries like Reid, that debt often involves 
personal sacrifice. 

The semester after returning from South Africa, 
Reid remembers wrestling with his call to missions 
late one night in his dorm room — a letter of acceptance 
from a Bible college in one hand and a contract to play 
semi-professional soccer in the other. 

“That was always my dream,” Reid says. “Growing 
up I always wanted to play soccer at a high, high level 
and had pursued that in college.” 

But he says the image of that South African girl’s 
face weighed heavily on him — like an anchor tied to 
his heart. He turned the soccer contract down and 
decided to transfer to the Bible college. 

“There were several times in my life when I needed 
to make a big decision and that girl’s face would stick 
out. … It’s something that I’ll remember for as long as I 
live.”               *Names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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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RETREAT TESTIMONIES

God has been faithful to the women of MBCLA again!!
Forty-eight women, representing all three 

congregations, ranging from college-age to senior 
citizens gathered to party à la Jesus at this year’s 
Women’s Retreat at Biola University in La Mirada.

Old friends came, as well as many new friends.  
About a third of the women were in attendance for 
the first time – even though some had been attending 
MBCLA for years.  

Our speaker, longtime Bible Study Fellowship 
teacher Dottie McKissick, spoke on JOY – how Jesus 
talked about parties (Luke 15), rejoicing in suffering 
(Romans 5:3-5; James 1:2-4, 1 Peter 1:6-10), and how 
rejoicing is a discipline and a choice (Philippians 
4).  The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allowed us to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more intimately.  From the riotous 
laughter of several groups, I would say that this was 
a great party!

As multitaskers, we combined an ice cream 
social with our icebreaker. Our icebreaker required 
the ladies to find the other person who had matching 
socks that had been given out earlier. It seemed 
that every pair had much in common as we learned 
about each other so that we could introduce the other 
person to the group.  One pair that comes to mind was 
Linda Lee, who was randomly paired with Christy Lee 
(Winnie’s friend from work) who turned out to be 
Linda’s daughter’s English teacher, and that was not 
all.  Surely, the Lord has brought each one of us here.

After walking over to the cafeteria in the rain and 
learning that the cafeteria was closed for breakfast 
on Saturday, we had a chance to practice being joyful 
in all circumstances.  With quick thinking (or hunger 
pains), Yesenia drove some of us to McDonalds 
for grub, while Winnie, Christy, and Glenda went 
to get juice and coffee from Starbucks.  No one 
complained, not even our speaker who had already 
taken her diabetic meds and needed to eat. This event 

Joy!
showed that the MBCLA women were flexible and 
patient and able to apply James 1:2-4 even before 
Dottie elaborated more on it.  As it turned out, Biola 
graciously compensated us for our missed meal and 
it made this retreat that much more memorable and 
out of the red.

I don’t know which the ladies enjoyed more, Dance 
Praise led by Margaret Kwong and Rae Saeheng, or 
making bookmarks, led by Vicki Ho.  Either way, the 
MBCLA women enjoy exercising and creating with 
their hands. 

We are thankful to God for all the women who 
came and those who helped make this year’s retreat a 
success.  Special thanks to the faithful young women 
who led us in songs of worship – Joanna, Ainos, Lillian, 
Lynette, and Jackie.

If you missed this year’s Women’s Retreat, we 
hope you’ll join us next time.  Better still, if you would 
like to help in this endeavor and see how our Lord 
works, please let me know …

Jean P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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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been attending the Annual Women’s Retreat on 
and off ever since MBCLA began having them.  Each 
time I’ve gone, I’ve always received something from 
God, whether it was a great time fellowshipping with 
the women and feeling connected to the different 
women at MBCLA from various age groups, or 
getting a mini-vacation out of the retreat (in the past, 
we’ve had the retreat in Palos Verdes and Malibu), or 
receiving good teachings from the speaker.

This year’s speaker was Dottie McKissick, a 
former Bible Study Fellowship leader.  I remembered 
she was the speaker from a couple years ago, and I 
remembered she was good.  So, I did the pre-assigned 
homework and made sure I brought a fast writing pen 
and my journal.  

Dottie’s words to us were on JOY.  Having joy in the 
midst of suffering (Romans 5:1-11).  Having a Biblical 
perspective on joy when faced with trials (James 1:2-
4, 1 Peter 1:3-9).  Having the discipline to seek after joy, 

Anna Chao

It’s a simple three-letter word, but sometimes it can be 
so hard to understand or grasp its full meaning.  I’ve 
always known that happiness and joy are different, 
but how do you experience this joy (that only comes 
from Christ) and make it yours?  Joy was the theme 
for this year’s women’s retreat, held on the beautiful 
Biola campus.  Our speaker this year was Dottie 
McKissick.  She has been a Bible-teaching leader for 
over 35 years and is no stranger to us (she spoke at 
one of our women’s retreat a few years back).

Besides three sessions and our discussion groups, 
we also had time to fellowship with our other sisters 
and even had a craft and dance praise time!  In session 
one, Dottie spoke from Luke on three parables (the lost 
sheep, lost coin,  and lost sons).  In each parable, when 
something of great value was lost and then found, 
there was great rejoicing.  I was challenged from 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extravagantly wasteful) son 
not to waste the gifts that God has given me.

Session two was entitled, “Rejoicing in Suffering 
… is it possible?”  Even when things are going fine in 
my life, I may not always consider myself joyful – yet 
how much more difficult it is when things are upside 
down!  Despite my “suffering,”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be 
joyful.  Dottie said, “Joy is happiness of the heart that 
comes from knowing that you’re forgiven by Jesus 
Christ and that He loves us and He is preparing us 
for service and being with Him.”  She gave us many 
catchy phrases, such as “In a fix, Philippians 4:6” (“Do 

Joy. Parties à la Jesus!

Reflections.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 situation, 
by prayer and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present 
your requests to God”). According to Dottie, when 
trouble comes, “Here I GROW again!”  Perhaps the 
session that stuck with me the most was the last one, 
“Rejoicing: A discipline and a choice.” Dottie shared 
with us some problems she has gone through and 
how she has rejoiced in the midst of them.  When you 
are facing hardships, take 10 (write down 10 things 
you are thankful for in regards to that situation).  
Even when you are facing a problem,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o be thankful for.

An example of joy was demonstrated on Saturday 
morning.  As we arrived to the cafeteria for breakfast, 
we discovered that the doors were locked.  Looks 
like there was a miscommunication and we were 
left without breakfast. Our retreat committee and 
several other women from our group took action and 
30 Sausage McMuffins, 20 oatmeals and 20 hash 
browns later, we were a happy group once again.  We 
could have complained and griped, but we were able 
to rejoice despite the situation. This is just a small 
example of enduring in the midst of suffering (if you 
can even call it that!)  We rejoiced that we had food to 
eat and we could all be together in one room sharing 
a meal (as opposed to several tables in the cafeteria).
So remember when you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in 
life,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Again I say rejoice” 
(Philippians 4:4).

Ruth Lin

not because it’s what we deserve, but because it’s worth 
fighting through hardship to gain (Philippians 4).  She 
left us with a simple challenge to have joy on a daily 
basis.  It’s so simple that as churched Christians, we 
overlook the practice of it.  She instructed us to write 
down five NEW things we’re thankful for everyday.  
Yes, five NEW things, so we’re constantly looking at 
our daily life with freshness.  We did this as a group 
exercise.  

Since the retreat, I’ve been trying to take up Dottie’s 
challenge.  Some days are harder than others because 
of the challenge of five NEW things.  Some days I’m 
blown away by God’s many blessings.  At the end of 
each day, as I sit down to recall the five NEW things 
I’m thankful for, inevitably, I am thankful for some 
way that God has provided for me during the day, 
some moment that brought me joy, some element of 
my life I was grateful for, something kind or nice that 
someone did for me that day, or some relationship I 
was thankful to b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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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choir director for the English 
and English Youth Choirs.

This is a great question.  I love talking with people about this 
subject.  Basically any philosophy of music or ministry begins 
with the theology of worship.  God created us and redeemed 
(re-created) us to worship Him, to glorify Him.  Based on 1 
Corinthians 10:31 (“do all to the glory of God”) and Colossians 
3:23-24 (“whatever you do, do it heartily, as to the Lord and 
not to men”), the goal of any ministry should be the glory 
of God. I follow the Levitical heritage of worship musicians; 
I believe we need to be skillful in music and organization so 
that we can strive for excellence in music and in ministry 
for the glory of God.  It is my goal to train and lead others 
to excellence by encouraging people to give more than they 
think they can give.  After all, how we serve is our sacrifice and 
offering of worship to God.

While music is not the same as worship, music is important 
in worship because it is one of the primary means in which 
God’s people can actively and consciously worship/adore God.  
Music is God’s gift to us and it is unique in that it engages the 
heart, mind, body, and spirit.  The goal of music ministry is 

My least favorite part of the job is having Sundays as work 
days rather than rest days.  Although I’m physically exhausted 
at the end of the day/week, I’m spiritually renewed because 
my favorite part of the job is using my God-given gifts and 
training to serve God and the church.  I love seeing the 
choirs grow musically and spiritually.  There is no greater 
joy in life than being where God wants us to be; part of that 
is serving where God has called us to serve.

1. How do you serve at our church?

3. What is your philosophy of music? 
(How do you teach it?)

2. What is your favorite part of the 
job? What is your least favorite part?

Meet
Charlotte 
Woo

MBCLA’s
English
Choir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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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has used my life and ministry experiences to prepare 
me, to call me, and to instill within me a passion for worship 
and music ministry.  I’ve been involved in music ministry 
for most of my life, more by default in the beginning than 
by conscious decision.  I’ve always loved to sing.  There are 
pictures of me as a young child singing into a hairbrush 
like a microphone.  I took ballet lessons for many years 
and I sang and danced in the annual high school musicals. 
I began singing in the children’s choir (BVCC) in third 
grade and then as an adult I sang in the English Choir and 
other choirs. I toured two summers on music missions with 
The Continentals.  Based on that experience, Anna (Chao) 
and I started Heavenbound in 1999 to use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drama, and dance to share the Gospel.  I 
also served as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worship coordinator 
for four years.

While working for the church a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it was Pastor Alan Chan who noticed my passion 
and potential for ministry, so he encouraged me to attend 
Southwestern Seminary.  After about a year of struggling 
with what God’s will was for me, toward the end of 2005 I 
clearly heard God’s call to leave California to attend seminary 
in Texas in pursuit of vocational ministry.  While I haven’t 
completed my M.A. in Church Music degree because my 
primary calling now is to be a life helper to my husband 
and a mother to my daughter, the training I received 
at Southwestern has shaped my ministry theologically, 
philosophically, and practically.  My passion for worship 
and music ministry only grows with each experience.

I am an only child of Christian parents who also attend 
MBCLA.  My husband William and I met later in life (in 
our late 30s).  We met at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Fort Worth, TX, within a couple of months of 
my arrival in 2006.  After seven months of dating, we were 
engaged.  We got married on January 12, 2008.  We have a 
two-year-old daughter named Adeline.  Our second daughter 
Joshlyn passed away before birth earlier this year.  My husband 

These past couple of years or so, with starting a family 
in Texas, experienc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vocational 
ministry, moving from Texas to California, and suffering 
through the miscarriage of our second daughter, I have been 
learning that life is good because God is goo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life and ministry, I can’t deny the fact that 
by the grace of God, my family and I are blessed.   I don’t 
have the right to ever complain that life is bad as long as God 
is sovereign and loving, which is for eternity.  James 1:17 
says, “Every good and perfect gift is from above, coming 
down from the Father of the heavenly lights, who does not 
change like shifting shadows.”

I live by Proverbs 3:5-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This verse reminds me to keep my gaze fixed on the Lord in 
life and in ministry.  Being in an “up front” ministry, pride is 
always an issue.  Proverbs 3:5-6 reminds me to follow God’s 
way, not my way.  There’s such freedom in trusting in God 
rather than in myself!

Most of my “free time” these days is spent entertaining 
Adeline.  I like watching TV, movies, and musicals with 
William.  I also enjoy cooking, but I don’t do much of that 
these days.  I create “free time” by intentionally scheduling 
time with friends and “play dates” for Adeline with their 
kids. 

Here’s a bit of random trivia: I’ve been to 46 of the 50 states, 
this includes stopping in a state for a layover.  I would love 
to visit the last four sometime in my lifetime so I can say I’ve 
been to all 50 states.

4. Did you always know you wanted to 
be involved in music ministry? How did 
you develop your interest in it?

5. Can you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6. What have you been learning recently?

7. Are you holding onto a promise verse 
or passage at the moment? If so, why 
that verse or passage?

8.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9.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we 
don’t know.

not to please people with their favorite music style, but to use 
music to accurately communicate who God is to people so that 
people will worship the One True God.

and daughter’s presence in my life remind me daily of God’s 
goodness – it was all worth the wait!  William and I feel so 
blessed to both be serving at MB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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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home. I cannot tell you 
the exact date and time of when I became a 
believer, but it was during my latter years in high 
school and through college that I really began 
to see the Lord working in my life. It was during 
this time that I saw how God was using the gifts 
he had given me. I was what the world would 
consider a “good person.” But being good was 
not the measure. God was molding and shaping 
my heart for a greater purpose.

If one was looking at my life from the world’s 
perspective, you might say that I had it all. There 
was nothing more that I could need or want. But 
only God knew my fears, the sadness, and the 
brokenness I felt inside. Only He knew me so 
thoroughly. But you see, the Lord did not create 
me to stay fearful, sad, or broken. He created me 
with a much greater purpose and each day is a 
journey to live that out.

There are so many examples I could share 
with you today about how God has rescued me 
from my fears and worries, how he saved me 
from my sinfulness, or how He has been my one 
true friend. But there is one story that I will share 
with you today. And yes, this is amazingly how 
God works!

This is the story of a Girl and a Boy. This 
Girl met a Boy at a wedding. The Boy tried to 
talk to the Girl, but she was honestly not that 
interested and did not respond immediately. 
You see, the Girl lived in a wonderful place 
called San Francisco and the Boy lived far, far, 
far away in a very foreign place called St. Louis. 
But the Boy persisted on talking to the Girl. She 
did not understand why the Boy kept insisting 
on talking to her. She did not believe in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s. The Girl did not think 
that they worked, nor were they practical. But 
eventually, the Boy asked the Girl to dance and 
she agreed. The Girl came to realize what a good, 
God-fearing, caring person the Boy was. And, 

By Sherry Tjiong

well ... love blossomed soon thereafter. God was 
teaching the Girl an important lesson. The Lord 
accomplishes great things despite our limited 
perspectives.

I wish I could say that the Girl and Boy had 
their happily ever after right away. God was still 
molding the Girl and she would be tested to her 
core. But God is so good and faithful. Eventually 
the Girl and Boy got married she had to move 
from wonderful San Francisco to another very 
foreign place ... Los Angeles. Life is not perfect 
and she is adjusting to her new life. But this Girl 
is absolutely confident that there is a happily 
ever after waiting for her in heaven and there is 
nothing foreign about that!

I am sharing my testimony with you because 
I want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is church which 
has so lovingly embraced me and my husband. 
This church has been a blessing to me during a 
time of great change and I am thankful.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ow God will use me and 
MBLCA together to do His work.

I would like to share one of my favorite 
passages of scripture with you. It has been an 
encouragement and peace to me for many years. 
It is a psalm of thanksgiving.

“Make a joyful noise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Worship the Lord with gladness, come into his 

presence with singing. Know that the Lord is 

God. It is He that made us, and we are His; We 

are His people, and the sheep of His pasture. 

Enter His gates with thanksgiving, and His courts 

with praise. Give thanks to Him, bless His name. 

For the Lord is good; His steadfast love endures 

forever, and His faithfulness to all generations.” 

- Psalm 100

Thank you and many blessings to you.

MEMBER TESTIMONYNEW

Hello, my name is Sherry Tjiong. This will actually be my second time getting baptized and it was as 
much an honor the first time as it is now.

MEMBER TESTIMONYNEW

MEMBER TESTIMONY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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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Brothers and Sisters, 

My name is Michelle and to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testimony with you. I was a history major so I would 
like to categorize my life into three time periods. The 
first stage is called my Happy Days, the second stage 
is called the Dark Ages, and the third stage is called 
Enlightenment. 

By Michelle Kwong

I would classify my elementary school years as my 

happy days. My mom and dad brought me to church 

as a child. I really enjoyed going to Sunday School, 

getting to sing songs with hand motions and listening 

to Bible stories. I remember every VBS, praying the 

sinner’s prayer and thinking, how come I’m not 

magically transformed? Was it because I didn’t bow 

my head correctly during the prayer? This experience 

spurred my doubt in my salvation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n, one day I moved to a new school. I lost all the 

dear friends I had in elementary school. Everything 

became about getting good grades in order to get 

into college. I took all the AP classes I could and was 

basically living for good grades. Oftentimes, I would 

study almost the whole day, but would feel pretty 

empty inside. 

There was this turning point where during my 

senior year, my high school friends offered to bring 

me to MBCLA. I took Arthur’s Sunday School class and 

thought to myself, “Wow, there’s so much I do NOT 

know about the Bible!” He mentioned that if we really 

want to get to know God, we have to reach for the top 

shelf stuff. 

I kept this in mind as I went to college and joined 

a fellowship. However, I was still clinging onto my pet 

career idol. I wanted a bunch of shiny degrees. So off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Elementary School Years
HAPPY DAYS!!!

Moving to a new school
THE DARK AGES!!!

Grad school and beyond
ENLIGHTENMENT!!!

“Wow, there’s so much I do NOT know about the Bible!”

I would classify graduate school and beyond as my 
period of enlightenment. In grad school and beyond, 
I was trying so hard to accomplish so much in a short 
span of time. I felt so drained and tired. There was a 
point where God humble smacked me so hard that 
at the lowest point of my life, I decided to return to 
MBCLA and go to small group. We started to read 
the book Crazy Love. I realized I was being lukewarm 
and that up till that point, I felt like my life was a total 
waste. Everything was a waste to me because I felt like 
my actions were not motivated by love, but by selfish 
ambition. 

One day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church, knowing 
that God would be with me in my fear because I felt 
the call to serve His children in Sunday School. So I 
started helping out in one of the Sunday School 
classes. The students were so welcoming. I felt God’s 
love for me through them. So I kept going back. When 
some weeks were tough, God used my Sunday School 
students to keep me accountable. I thought to myself, 
“God, you are so good! You are using children as bait to 
reel me back into church.” I couldn’t say no, especially 
to children of God. So I said yes and have been going 
more consistently to church, which has helped me in 
my spiritual growth.

So what have I learned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past 
year? Well, in Sunday School, we learned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and in John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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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by grace alone that I am saved, not by 
good works. Once we believe, we aren’t magically 
transformed overnight. Rather, it is God who does the 
refining work in our lives.

God reached out to me through my loving family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and I decided that I 
want to accept His love for me into my life and make 
him my Lord and Savior.

A BAPTISM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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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Letter from the Editor

 Oswald Chambers has been a big influence in my 
spiritual journey. Recently he had this to say about 
obedience: “When you know that you should do something 
and you do it, immediately you know more. Examine 
where you have become sluggish, where you began losing 
interest spiritually, and you will find that it goes back to 
a point where you did not do something you knew you 
should do. You did not do it because there seemed to be 
no immediate call to do it. But now you have no insight 
or discernment, and at a time of crisis you are spiritually 
distracted instead of spiritually self-controlled. It is a 
dangerous thing to refuse to continue learning and knowing 
more.” These words inspire me to want to learn and put 
my learning into practice, because that is obedience.

With love,
Rita Law                                                 

　　上帝賜給我一位寬容的母親，卻給了
我一個嚴苛的太太。記得小時候，我在母
親的眼裡，是最乖的小孩，我做的每一件
事，幾乎都會得到她的讚美。可是在太
太的眼裡，我卻感到自己是最不稱職的丈
夫，我做的每一件事，她幾乎都可以挑出
毛病來。長久以來，我不明白。當有一
天，我在上帝面前完完全全地順服了下來
的時候，我才明白了祂的美意：祂給了我
一個寬容的母親，為的是讓我有一個幸福
愉快的童年；祂賜給我一位嚴苛的太太，
為的是讓成年的我不斷的成長。順服是一
件多麼不容易的事啊！但唯有順服，我們
才會看見上帝的恩典；唯有順服，我們才
會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你有同樣的經
歷，那就讓我們一起順服在上帝的面前，
大聲的讚美祂，感謝祂吧！

歡迎投稿。

期 別  　  主　　 題　　　　 　截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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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愛軍     

  　

 　　    　

　

《　　》稿約
1.竭誠歡迎您來稿，體裁不拘，
　每篇稿以1200字為宜。
2.請以稿紙書寫，並自留底稿，
　本刊若不使用亦恕不退稿。
3.本刊有取捨、刪改權。若不願被刪改請注明。
4.來稿請用真實姓名自負文責，並請附上地址和
　電話號碼，以便請益。

第122期《 　 》截稿日期：2011年09月14日　　
　1.來稿請放在教會辦公室出版組D01信箱。
  2.直接郵寄至教會出版組收，地址如下：
       110 W. Woodward Ave,. Alhambra, CA91801
  3.E-Mail到 kathyyk@hotmail.com 電子信箱。

2011年10月第122期《   》主題：禱告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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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在耶穌基督裡，保守你們的心
懷意念。＂(腓立比書四章六至七節）

　

  122    　禱告的權柄  　 2011年09月14日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
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
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
門。＂　　　　（馬太福音七章七至八節）

禱告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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