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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認識上帝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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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識上帝了嗎？”這是一個簡單卻不

容易，清晰卻又混淆的問題。簡單，是因為人

人都不難明白此問題的表面意思；不容易，是

因為人人對認識的深淺程度，都各有不同。清

晰，是因為問得直接有力；混淆，卻是因為大

家對上帝的看法，莫衷一是。

就拿華人來講，上帝常常被誤認為是一

個西方神的名字，不難聽到有些人說 :“你們

信上帝，我信老天爺。”事實上，“上帝”

一詞源於中國古籍，除了出現在詩經之內，在

資治通鑑與二十四史中，上帝一詞出現過980
次！打開現代漢語辭典，“上帝”一詞的解釋

是:“1.我國古代指天上主宰萬物的神。2.基
督教所崇奉的神，認為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和

主宰者。”從兩個定義來看，中國古代所信奉

的上帝與聖經啟示的上帝都是宇宙萬物的主宰

者。明朝來華的天主教宣教士就發現這一點，

就用中國的“上帝”一詞來形容聖經裡起初創

造天地的上帝。所以，上帝超越中西文化，而

上帝本身，乃不分種族，是全人類的創造者，

全人類的主宰。

既然上帝屬於全人類，上帝的概念不難

成為哲學家的摯愛。對於哲學家們來說，上帝

是宇宙的至善，至終的真善美；上帝是宇宙的

源頭，是事物所有的第一因；上帝是探索真理

的對象；上帝深不可測，超越理性的概念等。

如此想下去，上帝似乎離人越來越遠，難懂難

解，更何論“認識上帝”了！但正當人類在思

索，在尋找上帝的同時；在二千年前野地的伯

利恆，上帝的愛子卻悄悄地降世人間。祂本與

父上帝同質同源，但竟然披上了人的肉體；祂

本在天堂掌管萬有，但竟然被鎖在時空之中；

祂卑微的降生在馬槽，無佳形美容，更取了奴

僕的形象；祂就是默默地去愛，觸動了千萬心

靈；祂就是謙卑服事，治病趕鬼，餵飽上千飢

餓的慕道者；祂疲累到在船頭熟睡，卻也能平

靜狂風巨浪；祂為好友拉撒路的死亡與人同

哭，卻也立刻以大能使拉撒路復活；祂可以命

令十二營的天使為祂爭戰，而祂，卻選擇羞辱

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原來 :卑微，是要你尊

貴；貧窮，是要你富足；服事，使你能效法；

死亡，是要你得到永生。當神的兒子耶穌基

督在殘酷的十架上大聲呼叫，阻隔上帝與人的

幔子從上到下，一分為二。從此，只要仰望十

架，信靠基督，人可以與神和好，藉著十字架

所開闢又新又活的路，人可以深深地，親切地

認識上帝。當有限的人類還在絞盡腦汁去尋找

上帝，討論如何認識上帝的時候；他們卻突然

發現，原來他們一直在尋找的上帝，已經在用

慈繩愛索在尋找他們！

你認識上帝了嗎？你有沒有看見，上帝

慈愛的雙臂已經向你展開，要擁抱你。你認識

上帝了嗎？你有沒有看見，主耶穌釘痕的手要

赦免你，扶持你。請你，伸出你相信的右手，

舉起你接受的雙臂；相信主，要救你脫離罪惡

死亡，接受主，要賜你新生永生。你會發現，

上帝離你不遠，你已經開始，認識上帝的新旅

程。你認識上帝了嗎？願你快快認識上帝，被

上帝擁抱，如聖經所講 :“你要認識上帝，就

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 

◎ 陳東昇 牧師

你認識上帝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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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認識上帝了嗎？

你真認識神了嗎？　


認
識神是基督徒信主得救後第一件要做的事，但是很少

基督徒做到。先知何西亞的話“我們務要認識耶和

華，竭立追求認識祂（何6:3）”幾乎成了空谷回音。使徒

保羅是得救時即真正認識神之人中的佼佼者。當他在近大

馬色的路上蒙主呼召時，他俯伏在地問說：“主啊！你是

誰？”他不僅承認呼召他的是他的主，還要清楚認識祂。

禁食禱告了三天，在靈裡與神交通，終於他被聖靈充滿，

真正的認識了神。為神的愛激勵，使徒保羅也因此愛人，

他就將萬事看作糞土，終生為福音勞苦。

你我真認識神了嗎？如果你這樣問弟兄或姊妹，他們

可能想你是小看他／她，或再說你有屬靈的驕傲。其實認

識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是要清心虔誠追求的。這是我個

人的經歷。

我得救後像許多弟兄姊妹一樣，讀經禱告、按時做

禮拜、唱詩頌讚神，我一直以為我是認識神的。這樣持續

了好多年，大部份時間，均蒙保守，非常平安；後來遇到

一點難處，我就不能禱告謝恩，反而很痛苦地問神為什麼

會如此，這時我是熟悉帖前5:16-18的經文的。（要常常

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這讓我思想我得救後的

屬靈光景，聖靈讓我看見我的屬靈光景實在貧窮可憐，因

我還未真正認識神，所以我不能完全信托和倚靠祂，不能

凡事謝恩。我是個不冷不熱的基督徒，是神要從口吐出的

（啟 3:16）。於是我進到內室虔誠禱告，認罪悔改，求神

向我啟示祂自己。

神曾應許我們一顆認識祂的心（參耶24:7）。但神是

無限的，而受造的我們是有限的，所以真正認識神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乃是一生的追求，要融合在生活、工作一切

活動之中。如果不能融合在生活、工作一切活動之中，那

不是真正認識神，只是一種知識而已。

驕傲和罪阻擋我們認識神。驕傲仍是我們的“老我

”在我們心中作耍，是不易對付的。對付掉這兩種敗壞才

能全心全意的清心與神交通：敬虔的閱讀聖經（神的話

語），和恆切禱告（與神談話）。禱告和讀聖經能使我

們覺得神的實在，“耶和華與敬畏祂的人親密。”（詩 

25:14）。

我們不能憑自己的智慧認識神（林前1:21），我們要

求神賜給的“悟性”認識祂（約一 5:20，新譯本）。神對

人的啟示，原是多次多方的（參希1:1），又是逐次漸近

的。即以神的名字為例，沒有一個名字可以完全代表神。

在舊約中，神有許多不同的名稱，每一個名稱只能顯示神

一部份性格，如（部份而已） 

　◎ 周鐵樓

Elohim（伊羅興），創1:1全權全

能的神。伊羅興是複數形式，一體的

神性有聖父、聖子、聖靈三位。這名

稱在舊約原文用了二千五百多次。 

El Elyon （God Most High），至高的神　創14:18-2 

El Shaddai （God Almighty），全能的神　創17:1； 
28:2,4；49:25 

El Olam （the Eternal God），永生的神　創21:33 

Jehovah（耶和華），創2:4；出3:14；瑪3:6　神立約的名

稱，約用七千多次；顯示神是自有永有，永不改變的神。 

Jehovah-Jireh（the Lord will provide,耶和華以

勒），供應的神　創22:13,14 

Jehovah-Rophi（the Lord who heals you），醫治的

神　出15:26 

Jehovah-Roi（the Lord the Shepher），神是我們的

牧者　詩23
舊約啟示神是聖潔的：利  19:2；賽6:3；新約啟示

神是：光（約一1:5）；愛（約一4:8,16）；公義的（羅 

3:26）；靈（約4:6）。因為神是靈，所以我們與祂交通要

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祂也要如此。

聖經所啟示神的其它屬性還有： 

1.無所不在的神，沒有什麼能躲避祂。詩 39:7-10；
耶23:24；徒17:24-28。 

2.無所不能的神，沒有什麼能勝過祂。伯 42:2；耶 
32:17；詩33:6-9；太19:26。 

3.無所不知的神，沒有什麼能欺騙祂。約一 3:20；詩 
139:1-6。 

4.超乎萬有的神，沒有什麼能超過祂。創 21:33；代

下6:18；提前1:17。
我們認識神，就會愛祂。我們愛神，就會按照神的

旨意生活，順從神是應當的事，遵守神的誡命也是本份

的事。什麼是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神說“……認識我

是耶和華，又知道我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

義，……這是耶和華說的。”（耶 9:24）所以神要我們像

祂一樣聖潔，在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

舊約中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新約中那位

從創世以前揀選我們（弗1:4）、藉耶穌基督拯救我們（弗 

1:7）、和以聖靈為憑據（弗1:13）的三一神。認識這位無

限的永生真神是祂選召我們的目的，是有限的我們一生的

追求和最大的喜樂。雖然我們不能完全認識祂直到與祂相

見，這也成為我們最大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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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問快答
一切從認識開始　　◎ 麥冠民

心懷渴望，舉首問主。

問：看不見怎樣認識呢？

答：不需要眼睛，要心領神會。


問：認識那麼重要？
答：認識決定信心的高度，是測量與主關係

的標尺。

問：信主十年，難道還不認識主麼？
破冰三步曲：
入耳則知，有所感動，由懷疑到相信，是邁

出可喜的第一步；
入腦則明，有所追求，由感性到理性，嘗到

與主同在的恩典是第二步；
入心則明，有所改變，由外變到內變，活出

基督的樣子是第三步。

問：知與行？
答：知行不可分割。
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知而不行，或所言非所行猶如無香之花，無

光之火。

問：感與理？
答：感情與理性是一座愛心橋，要在中間找

到平衡點。
橋在水上，主在心中，才能超越。
知之深，行愈達；理愈明，感悟切。
真正的認識，信心才茁壯。

問：離上帝還有多遠？
答：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認識無上限，差距很大。
離上帝越近，心靈感受越安怡恬靜。
神不在身邊，就成了沒有根莖的浮萍、無源

之水。

問：怎樣才能讓主在裡面活出來？
答：基督徒不是寫在臉上，也不是站在別人

的肩膀上能摘取星辰，更不能僅憑信主年月、學
問高低、銜頭多寡去衡量，而是要像保羅一樣，
丟棄一切去跟從主，用生命走出一條隽永而智慧
的路。

要得著主，也要完全為主所用。
前賢有云：“傳道者不得道，聽道者反得道

”。實在令人省思！

問：失敗的原因？
答：認識的膚淺，自以為是，其實是不認識。
洗滌心靈真正的意義，就是重新認識自己。
高潔的靈魂是有一種香味、是主最珍貴的鐀贈。
連自己也不認識，怎能認識主呢？
認識了自己，真正認識主就到了。

問：還缺什麼呢？
答：是激情。
習以為，靈命冷漠，心靈的步伐就跟不上。
有了激情，才能燃燒起理性的火花，靈命才

能升華。
如果不求進取，“君子澤，五世析。”往

後，漸行漸遠，生命就越脆弱。

問：關鍵到底在哪裡？
答：在聖靈的更新。
十架之路是基督徒心靈成長史。讓我們以心

血，潑墨融彩書寫出生命的光彩。做一個真基督
徒，是給主最好的禮物，也是一生中最快樂的選
擇。

要與主相識相知、同氣同求。
唯一的法寶就是絕對順服，緊跟上帝的光前

行；在認識中體驗，在體驗中感悟，在感悟中成
長。

認識化開的過程中，一點一點開始理解主的
話，一步一步向祂走近。

生命在高處，每跨出一步，我們的天空就變
得更寬；就能體會到一種通達的境界。

要得著的必得著。
道不遠人皆因信，真正認識始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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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蕭千惠

前言：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世華聖樂大會，感謝
主！祂的恩典的確夠我用。以我這年紀，在不久前，
第二度右小腿筋又扭傷的情況下，還能夠跟著弟兄姊
妹同進同出、上車下車、上台下台、逛夜市、遊花
園、走山路……一路走完整個行程，心中不住的對主
感恩再感恩！

行程中，有些弟兄姊妹因為水土不服而生病了，
幸好都無大礙。大家有機會一起出遠門參加這次大會
真是神賜給我們的莫大恩典，我們是多麼地蒙福！

在那十天之中，彼此有更多的學習，更能體會到
互為肢體應該如何確實遵行主耶穌的教導，“你們要
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眾人就因此認出你們是
我的門徒了。 ”

七月十二日－－《在新加坡機場會合》
大家從各處飛抵新加坡機場會合。帶著喜悅的心

情坐上大巴士到了文華大飯店。稍為休息一下後，大
約下午四點出發去紐頓生命堂（Newton Life Church）
練唱，由張師母指揮帶領。（註：張牧師已先到印尼
棉蘭了，因為他是大會的重量級人物之一）

謝謝紐頓生命堂的牧長和弟兄姊妹招待我們在
教會用晚餐。飯後，有些弟兄姊妹先回飯店休息，我
跟著一些弟兄姊妹去夜遊譚魚頭，在超市買了一些水
果。

七月十三日－－《主日崇拜－－紐頓生命堂》
感謝主！一夜睡得不錯，體力恢復得很好，主要

是因為我已在台灣住了一陣子，沒有時差的問題。我
們在紐頓生命堂享用了一頓豐富的早餐後，與生命堂
的詩班一起練唱。也將在主日崇拜時，一起獻詩。

早上十點半，開始主日崇拜。鍾牧師的信息是
《大衛哀悼掃羅》（撒下1:1-16 )。我很喜歡其中的
幾句話，特別記錄下來－－「以銅為鏡，整衣冠；以
歷史為鏡，知道國家的興亡；以人為鏡，知道人為

何 成 功 或 失
敗。」大衛如
何 能 成 功 ，
掃羅為何會失
敗，讀了撒母
耳記，就能明
白的。

感謝紐頓
生命堂的牧長
和弟兄姊妹又

為我們準備了午餐。午餐後，我們回飯店休息。
下午五點出發去夜間動物園（ Night Safari），園

內設有一間自助餐廳，我們在那裡先用晚餐，然後再
去參觀。晚餐時， Jane不慎跌倒，全身有多處擦傷，
但是她很能忍痛，平平靜靜的安慰我們說：「沒事！
沒事！」那時，鍾牧師正好在她旁邊，當她跌倒的那
一瞬間，由於急著要扶她一把，以致他的手臂也擦傷
了。Sharon趕快拿來繃帶，Katie急著拿藥膏來塗抹。大
家似乎都有備而來這趟旅行的，沒有忘記要帶些急救
物品。

我和張師母比肩而坐上Tour的車子，有機會和
她閒聊一陣子。夜間看獅子、老虎、大象、斑馬… …
真是別有一番不同的感受！回到飯店後，準備洗澡、
上床睡覺，居然有幾個弟兄姊妹還出去“夜遊吃榴槤
”，他們還真夠“有精神 ”。

七月十四日－－《濱海灣花園（Gardens by the 
Bay）》

今天是我們在新加坡的一日遊。早上十點，我們
出發去濱海灣花園。好一個美麗的大花園！那人工做
的大瀑布，美侖美奐，絕對不輸於天然的大瀑布。園
木扶疏，鳥語花香，當我陶醉其中，往往就找不到我
的室友 Margarita，幾次迷路了，大夥兒合照時，就常常
少了Margarita和我。

下午一點去坐摩天大巨輪時，Margarita坐上第一
車廂（後來我們把它取名為太空梭1號），管理員硬把
我和她拆開，我只好坐到第二車廂（太空梭2號）。
沒想到，因為這裡面有吳師母和鍾傳道，所以，一
起哄，大夥兒就又唱又跳了，簡直瘋狂得“High”得
很！或許是因為沒有那“正經八百 ”的鍾牧師，在我
們這個車廂，於是我們比較敢釋放些吧！難得有這樣
的機會！

接著坐了小船去遊河。上岸後，太空梭2號的人在

第二十二屆世華聖樂大會
行程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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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一角表演一下。我覺得或許是場地不是那麼適
合，大家都無法把真正在太空梭內的那份熱勁發揮
出來。

逛遊中國城的時候，我和安妮、燕英、  
Margarita去喝了一種很特別的果汁（蘋果、甜菜和
紅蘿蔔）。我們在台灣、美國或其他地方，很少是
加甜菜的。

回到飯店後，洗頭髮、洗澡，還好有Margarita
幫我把頭髮吹得“美美的”。特別選一套比較適合
晚宴的衣服，因為今晚愛琳和她的先生要請我們吃
大餐，大家懷著興奮無比的心情，準備盛裝赴宴。

晚宴進行得非常完美，位子排得好好的，吳牧
師還特別來介紹一種叫“椰子一口酥”的甜點，可
惜，這個飯店好像沒有。愛琳和她先生請我們吃得
太豐富了！（海南雞飯、龍蝦麵、肉串、米糕、蔬
果、椰子、冰淇淋、三色冰……等等）。讓他們破
費，真不好意思，但他們請得開心，我們也吃得很
開心。

七月十五日－－《印尼棉蘭－－報到註冊》
早上八點三十分抵達印尼棉蘭（Medan）飛機

場，通過海關後，大約十點到了Hotel Grand Aston 
City Hall，在旅館報到註冊參加第二十二屆世界華
人聖樂大會，領取書本、名牌、書包、運動衫和萬
能插頭。大部份的弟兄姊妹都在旅館的Coffee店用
午餐。Margarita換了一些印尼幣，我沒有換兌，我
想，我大概不會想買什麼東西，真需要用印尼幣，
我就向她借，然後再還她美金。

下午六點半的開幕典禮非常隆重，八點晚宴開
始，節目豐富，非常精彩，我們過了一個非常美的
夜晚！

七月十六、十七、十八日－－《第二十二屆世
華聖樂大會》

大會的地點設在印尼衛理公會棉蘭華語榮耀
堂。包括了三個建築物－－聖殿、衛理大廈和禱告
殿。雖然離我們住的旅館很近，走路大概只要十幾
分鐘，但是為了安全起見，大會還是決定派大巴士
接送。中間時段有小廂車負責接送臨時需要回旅館

的人。
三日的節目和課程非常緊湊密集，身體必須健

康，有精神，否則有點吃不消。感謝神的恩典！大部
份的人都能撐得住。除了有休息時間、早、午、晚餐
外，我們要參與的有清晨崇拜、主題講座、每天三堂
的分班課程；此外還有大合照，風琴、手鈴音樂會，
唱新歌，論會眾詩歌，晚堂崇拜與聖餐，獻心會與閉
幕典禮等等。

我們在每日三堂的分班課程，學習認真，獲益
良多，真是不虛此行。張牧師也加入我們的獻詩行
列。七月十七日的清晨崇拜，由我們教會詩班獻詩，
我們唱了一首《合唱鼓號曲》。七月十七日晚堂崇
拜，我們獻詩的曲名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這次大會的主題講員是鍾世豪牧師，他是我們
教會的主任牧師。信息的主題是：「聖樂與活祭」。

七月十六日－－“作一個敬拜神的人”（羅  
12:1-2）

七月十七日－－“作一個事奉神的人”（羅  
12:1-8）

七月十八日－－“作一個生命的見證人”（林
前13章）（弗4:20-24）（太5:43-48）

鍾牧師講道的一貫作風，簡潔有力，條理分
明，容易明白，偶而也會幽默一下。這次大會的聖殿
屋頂太高、場地太寬廣，有回聲，比較需要專心仔細
聽，才不致有所遺漏。

閉幕典禮時，我們B-1這個班，有機會獻了兩
首詩歌，《Fairest Lord Jesus》和《Praise His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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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上官賢惀老師生動活潑幽默的教導，使我們
很容易隨著歌舞動起來，「不在乎年紀，只在乎有顆年
輕的心」。

額外的活動是在閉幕典禮後，大會請我們坐三輪
車。一大堆的三輪車擠滿了教會的廣場，真是達到水
泄不通！車子都貼了號碼，我們手上拿著自己要坐的
車子號碼，儘管想照規定對號入座，卻很難找到我們的
車子。大家擠來擠去，還好，大會即時改變方針，不用
對號入座了，隨便坐上一部就可以了，這樣才解決了問
題。三輪車繞了十幾分鐘後，把我們載回教會。大會準
備了很多的豆花、榴槤和山薯請我們吃。

這三天，緊湊和密集的節目和課程，讓我們深深
體會能夠參與其中，實在是主的恩典！因為能夠來參加
這次大會，起碼要有健康的身體和喜歡音樂，再加上要
有時間，付得起所有的費用支出。神啊！在福中的我
們，對主獻上無限的感恩！

七月十九日－－《印尼三日遊開始－－Gundaling 
Hill》

我們要出發去旅遊了！在MSS Café用了午餐後，
車子漸漸離開棉蘭（Medan），往Brastagi去此處位於 
Karo Highland，沿著山走，蜿蜒曲折。

然後，我們到了Gundaling Hill，遠眺Sibayak山和 
Sinabung山，景色優美，從山坡高處，俯瞰下看，真叫
人心曠神怡，微風陣陣吹來，暑意全消。

我和Margarita是室友，是主內的姊妹，是好友，相
處融洽，在車上坐在一起，形影不離，想休息就休息，
想聊聊就說說話，能擁有一位談得來的朋友是多麼的幸
福！

車子在超級市場停了一下，讓大家買水果。抵達 
Hotel後，用了晚餐，大家就回房休息了。

七月二十日－－《Sipiso-piso瀑布，Pearl of Lake 
Toba，Simalem Resort》

從高處往下看，右邊是幾丈高的Sipiso-piso瀑布，
左邊是Pearl of Lake Toba，據說是世界第三大湖。同時
看到瀑布，又看到大湖的風景是此地的特色之一。有機
會和Judy坐在石頭上說了幾句真心話，我相信是上帝特
意安排的。

我們在Simalem Resort用午餐，從高處看另一端
的湖景。湖光山色盡在眼底，能夠一面用餐，一面欣
賞風景。上帝啊！我們是何等蒙福！孩兒心中有說不
盡的感恩！

出發去Parapat之前，我們先到一個茶店休息，好
多弟兄姊妹在店裡買了他們的茶葉。他們請我們喝了
一杯很好喝的果汁。

到了旅館，一看是有一樓和二樓，沒有電梯，就
要快點想辦法換成一樓的，免得還要請人幫忙搬上搬
下的Margarita很感激我幾次迅速的換房動作。

一夜好眠，感謝主！

七月二十一日－－《Tomok - Ambarita Village》

清晨，我們就坐船到 Tomok，去拜訪 Ambarita
 

Village。這個村莊為了吸引觀光客，保存了不少的古
代文化和物品。

在船上，有幾個小男孩為我們唱歌，他們真是
可愛，大家都樂意賞錢給他們，他們可是樂得合不攏
嘴。唱完後，就忙著去分錢了。

午餐時，因為Judy請Margarita幫她留個座位，我
為了讓她坐，只好到處找位子坐。Cindy真好心，還
有意讓位給我坐。後來我找到張弟兄旁邊還有一個空
位。

我坐的那桌，除了張弟兄和我外，其餘的都是
印尼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我的隔壁是一位年青的詩班
指揮，她也叫“Celia”，和我同名。只是她的父母
為了配合她的中文名字故意把“C”改成“ S”，變
成“Selia”。她告訴我，“ Celia”的意思是“喜愛音
樂”，問我曉不曉得？我很多年前就知道的。其中兩
位還是我在船上半開玩笑半認真相認的“乾姊姊”和
“乾妹妹”。

回程時，經 Pematang Siantar，Asli，在兩個禮品
土產店停留了一下，讓大家買東西。

終於回到棉蘭的飯店，的確有點累。明天大家將
要去機場各自飛到自己的目的地了。珍重再見！保重
身體，求主保守我們健康。有智慧，願我們有更多的
機會一同出遊，一同學習。

後記： 
1.感謝Jane帶領我們“活潑的生命”的靈修，並請弟

兄姊妹分享和禱告。 
2.謝謝楊伯倫指揮送我們每人一本他的著作《靈火復

興我》。 
3.謝謝大會送我們每人一本記事簿。 
4.大合照的相片和證書是非常值得保存的紀念品。可

惜照相的時候，我排在很後面，臉小小的，竟找不到我在
哪裡。 

5.感謝雷弟兄一路幫忙我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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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蘇 菲光攝影團契成果發表展

四月十四日這天晚上，是第二屆光攝

影團契成果發表展茶會。茶會在教

會的交誼廳舉行，儘管參加者幾乎都是

教會內的弟兄姊妹，但每一次大家都盛

裝出席隆重看待。

這是我第二次以家屬的身份出席，

今年一看到牆上琳瑯滿目的成果照片，

相當感到詫異。連我這個外行人都可以

感受到這些掛在牆壁上的照片強而有力

的透露出攝影團契成員在短短一年內長

足的進步。更讓我驚異的是，有幾幅照

片甚至是以手機拍攝的，但是效果不下

於專業照片。顯然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

自己的生活攝影師，隨時可以精彩的記

錄下生活中的每個重要時刻。

攝影團契成立兩年了，經常聽到先

生上課回來興沖沖的表示他又學到哪些

攝影知識及技巧，有時還會聽到一些攝

影名人被邀請到教會的攝影團契來分享

他們的經驗及有趣的經歷的消息。雖然

我無法參加攝影團契，但總能在先生每

次拿起相機時衝到鏡頭前先為自己留下

幾張美美的照片，也算是附加價值非常

高的。

茶會當天下午，就開始有弟兄姊

妹來幫忙佈置會場，也有人準備了豐盛

美味可口的茶點。茶會中鄭老師親自帶

領剖析每一幅作品，也讓攝影者親自闡

述自己的作品。這些作品不論是山水風

景、飛禽鳥獸或人物動作，都是上帝創

造。而攝影者運用所學知識，技巧的利

用光線、角度及不同拍攝方式展現出景

物、花朵及結構的美。很多作品都可以

上雜誌攝影畫報。

這個晚上讓我們獲益良多，謝謝教

會及黃牧師的支持並給大家這麼一個肢

體聯繫的場所，也謝謝鄭老師及雷班長

及其他幫忙協助聯絡或邀請講師的弟兄

姊妹，因為有你們，讓我們看到神所創

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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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加尼短宣後記 　◎ 馮吳瑞莉

聖經使徒行傳1:8記載主耶穌升天前吩咐

門徒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

們就必得著能力，……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年少時已懂得背誦這節經文，但真正

實踐就在十八歲那年，當年是七零年代初教

會圈子還沒有“短宣”這用詞。我在香港的

母會（旺角浸信會）有幾位大哥哥湊錢買了

一部二手麵包車，車上綁著一部擴音器，借

了一間小學校舍，就在香港鯉魚門三家村開

始了宣教的事工。大哥哥們每週六下午便開

著車在三家村木屋區的馬路上轉圈，開著擴

音器邀請小朋友來參加主日學，然後就用麵

包車載小朋友來校舍上主日學。大姊姊們就

負責探訪，而我們小的就做主日學老師，做

了兩至三年，後來為什麼結束我已忘記了，

不知當年曾經接觸過我們的家長和小朋友後

來有沒有信主呢？有人形容向人傳福音就好

像請人吃小籠包，有些吃幾個已飽，但有些

人卻要吃一整籠才飽，繼我們之後有沒有人

請那些家長和小朋友吃小籠包呢？他們現在

又吃飽了嗎？幾年後我和其中一位大哥哥

（馮比強）結婚生子，之後移居美國，直至

女兒結婚，兒子工作，心想責任已完，以後

可以多作主工了。其間丈夫也曾參與福音船

的事奉，也曾和我一同往墨西哥農村短宣，

誰知女兒結婚後四年，女婿突然猝死，小孫

女才兩個月大，我們做父母的又怎能坐視不

理呢，之後丈夫又確診患有柏金森症，心想

神只要我祝福家裡的人就夠了，不過我每星

期四的早上仍會去一間社區中心做義工向長

者們作見證。

直至二月份收到教會單張，內容是提到

今年暑假短宣隊的行程，其中有去墨西哥墨

西加尼城的兩天短宣行程，對象是從中國移

居墨國的中國人，他們都是講粵語的，我想

孫女已快六歲了，女兒也有未婚夫陪伴，又

祗是兩天的時間，而丈夫的柏金森症還不是

很嚴重，想趁此機會，向神還些福音的債，

於是向丈夫提出參加，他也很贊成。誰知

後來丈夫突發小中風要進醫院，令我懷疑究

竟是神的旨意還是魔鬼的伎倆叫我們不要參

加。但在一次主日崇拜時陳寶聲牧師提到：

“更超越神子配得我更超越的事奉。”於是

又讓我有更深層的思想是否應該去，於是我

請陳牧師為此事為我們禱告，散會後丈夫說

他沒事可以去，於是我便拿了一份報名表，

打算就憑著對神的信心去報名參加了。不過

後來有位弟兄說恐怕我們夫婦體力不支，因

去年程序安排得很緊湊，除了帶兒童 VBS和婦

女組外，晚上還要帶一個青年團契，很晚才

回邊界的美國境內休息，翌日很早又回去墨

境，是很辛苦的。於是我告訴丈夫如果是那

麼辛苦就不去了，因我也怕他辛苦，我禱告

求神說：「如果神你認為我們不適合去，就

請你將門關上。」後來我和另一位負責的姊

妹通電話，我問她情況，她說今年不用帶青

年團契，故不會忙到很晚才休息。但在兒童 

VBS時間，會有一個婦女小組，叫我負責領，

題目是才德婦人和抑鬱症，剛巧我曾站在抑

鬱症的邊緣，也曾接受輔導，故對我來講很

適合，求神使用我成為祂合用的器皿。而丈

夫就有維修的恩賜，求神也給他事奉的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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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以事奉神是我們的福氣和恩典。當我

預備各樣資料和教材時發覺神原來已為我預

備妥當，樣樣都手到拿來，我相信神已經將

每一扇門都開了。這次我為婦女們預備的小

籠包內的餡料有「我的見證文章（曾於中信

和家訊刊登過的）、查經內容、有關抑鬱症

的小冊子、福音小冊子和“God Loves You
”吊飾手工」求神可以讓婦女們吃飽。

出發日早上，陳寶聲牧師來送行，他

為我們禱告後，我們一干人等便帶著大包小

包的開車去了。這次隊員共有六位，集老中

青三代，老的就有我和丈夫，中的有一位姊

妹，年青的就有三位，共兩男四女。當車到

達了墨西哥邊境城市墨西加尼，感覺只可以

用三個字來形容，就是“十分熱”。當地氣

溫高達華氏一百多度，好像去了西遊記的火

焰山一樣。第一天有兒童二十多人，婦女有

十人，原來壯年男士都是做餐館的，星期

六、日都要上班，故他們每週的崇拜時間是

在星期三早上，所以男士們都不能來參加  

VBS。大夥兒集合唱短詩後就分班，我和丈

夫就負責成人婦女組，而其餘四人就負責

兒童組。第一天我安排向婦女們講論才德

的婦人，其後做手工，然後就講智慧婦人亞

比該。以前我雖然也曾做過團契小組組長，

但面對著十張從未見過的面孔，心情也有些

緊張，因是第一天大家還是很陌生，故反應

不大熱烈，後來我將我的見證文章分派給她

們，告訴她們神給我的恩典之後，第一日就

結束了。

第二日主日的早上，教會特別為我們

短宣隊安排一次崇拜，因為為了遷就當地壯

年男士的上班時間，故他們的崇拜時間是在

每週三的早上。這次主日的崇拜除了短宣隊

外，還有兩位本地人，我們一同敬拜，丈夫

負責領詩。這天我見到這教會的會牧潘傳

道，其實大約在九年前我們曾經見過他的，

當時的他還沒有生病，但現在的他一臉病

容，看見他使我想起了“獻給無名的傳道者

”這首詩中的兩句：“是自己的手甘心放

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腳甘心到苦難的

道路上來奔走！”他十多年來放下舒適的生

活環境，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現在更帶著

病患的身軀，住在一個氣溫高達華氏一百多

度的地方。每次治療就要老遠地開車到聖地

牙哥去，為的就是要將福音傳到心靈飢渴的

同胞。我心裡除了感動感激感謝和感恩外，

實在無話可說，求神伸出大能的手醫治潘傳

道，讓他能繼續服事當地的同胞。

崇拜完畢就開始VBS的第二日，這天新

來了三位婦女，這日反應較為熱烈，一來已

認識了一天，二來講抑鬱症的成因，她們都

很有共鳴，當我講到獨自帶兒女移民時所面

對的困難和壓力時，有一位女士很有共鳴，

原來她起初也是獨自帶兒女移居墨國的。我

又分享女婿死後的經歷，有位婦女說我的見

證文章令她感動，可能我年紀較大，歷練較

多，年幼時也不富裕，結婚後也不是一帆風

順，對她們較有說服力和共鳴，正如保羅說

在軟弱人當中就做軟弱的人。之後玩遊戲分

禮物，當中藉問答題講解約翰福音3:16，也

講為何我們要去教會敬拜神。又因為有一個

廁所壞了，此時丈夫的恩賜就大派用場了。

散會後有兩位婦女問我什麼時候會再來，而

大家合照時有兩位還拉著我的手。祗可惜友

誼剛開始便要離開了，期待明年有機會再

來。回程時，和四位年青人都有很好的交

通。我祈求神讓我們夫婦能有健康的身體，

特別是丈夫的病能慢一點惡化，可以多作主

工。這次的短宣給我們很好的經驗和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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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柴：又稱為薪，是一種木柴燃

料，古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是老

百姓每天為生活而奔波的七件事之首。

“教你當家不當家，及至當家亂如麻，

早起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 ”由

此將當家者為生活辛苦勞碌的七件事表

現出來。隨著科學的進步，現代人已沒

有用柴來作為燃料，清潔方便的GAS天
然氣早已取代。 

2.米：由稻所生，稻的栽培由考古

學家發現稻的化石於公元8200年前就已

存在，全球有一半的人口以此為主食，

主要在亞洲、歐洲南部和熱帶美洲及部

份非洲地區，稻米主要分為兩大類，秈

稻粳稻，是以稻米中的直鏈澱粉百分比

區分其黏性如台灣俗稱的再來米和蓬萊

米。2003年聯合國之統計全世界稻作物

產量達5億8900萬噸，目前泰國是最大

稻米出口國，中國是人口大國且以米為

主要糧食，須求量極大，中國水稻科學

家袁隆平以四年的時間用科學的方法培

養出雜交水稻產量比原來的多出一倍，

解決了部份糧食問題。米飯為人體主要

熱量來源，其營養成份主要為蛋白質醣

類、鈣，磷，鐵，葡萄糖，果糖，麥芽

糖，維生素B1 B2等，加工後的米類種

類繁多，如胚芽米，白米，預熟米，米

線，米粉，河粉等，更可作成飲料如米

茶，米酒，米漿，甜酒釀等。 

3.油：是由一種或多種液態的碳氫

化合物組成，大致分為兩大類動物油，

植物油。動物油如牛油、豬油等為飽和

脂肪酸；植物油如橄欖油、蔬菜油、玉

米油、芥花籽油、葡萄籽油等，為單元

不飽和脂肪酸尤其強調初榨橄欖油為液

體黃金，每一種油都有它不同的燃點，

也就是在能承受的溫度之下使油不會

產生質變，進而對我們的身體產生不良

的影響，這裡有一個大致的數字可作參

考，蔬菜油可耐的高溫（Smoke Point） 

4 3 5 0 F  / 2 2 4 0 C；玉米油可耐的高溫

（Smoke Point）4500F/2320C；初榨橄

欖油（Smoke Point）3750F/1910C；葡

萄籽油（Smoke Point）4650F/2400C。 

4.鹽：是一種天然礦物的結晶，主

要的成份氯化鈉。種類有海鹽、井鹽、

池鹽、礦鹽等。早期的人類文明過程

中，鹽是非常珍貴的東西，曾被當作貨

幣使用，當時鹽的貿易和城市的興衰，

經濟的繁榮，甚而戰爭的勝負都起到一

開門七件事  
◎ 張仲芷－－婦女會分享－－



11

教會事工  

2014年08月第133期

定的作用，只要掌握鹽的專營權的人，

富可敵國。鹽也是人類生存的必須物

質，在建立人類文明過程中，尤其是食

物對季節的依賴，就大大地降低，因為

知道了用鹽可醃製及儲存食物。鹽的用

途實在不勝枚舉，鹽可用於防腐，醃漬

更可用於輕度醫療，如咽喉腫痛，口腔

發炎，牙齦出血，熱縛止痛等，鹽又稱

為百味之王，不僅增加菜餚的滋味還能

使胃消化液分泌增進食慾，提高食物之

美味，試想再好的食物，若無鹽就會食

之無味，但過度使用對身體卻會造成負

擔，醫學界認為每人每天使用的鹽不能

超過六克，現今有各種的再製鹽添加了

碘、鋅、硒等元素，最好出鍋前才放

鹽，以免受熱蒸發。 

5.醬：某種物質經過發酵所產生的

一種調味料，可以是豆類小麥粉，水

果，肉類或魚蝦等。公元前四十年前後

就有記載醬先來自發酵過的大豆及麵

粉，醬油是由醬演變而來，釀造醬油純

粹是偶然發現，起源於中國古代皇家使

用的調味料，是由鮮肉醃制發酵而成因

風味絕佳而漸漸流傳到民間。後來發現

以大豆制成風味相似且成本更低，才廣

為流傳，遍及世界各地，如日本，韓

國，東南亞一帶。據史料記載，宋朝時

醬油已被人們接受且廣泛使用，直到清

代醬油的使用已遠起過醬，純釀造之醬

油是以大豆，黑豆或小麥麩皮等原料採

用微生物發酵制成，但現今為一快速商

業時代，已有化學醬油之產生，是以脫

脂的黃豆粉為原料用鹽酸分解，再以蘇

打中和酸醎度再加上其他的調味料及色

素來調整其顏色與味道，所有過程只須

三至七天即可完成，此用鹽酸水解方式

完成的醬油易生成致癌物“單氯丙二醇

”。 

6.醋：液體調味料與鹽相同可在自

然環境中自行生成，醋的成份通常含有 

3%至5%醋酸，少量的酒石酸，檸檬酸

等。理論上講幾乎任何含糖份的液體都

可發酵釀醋，按生產方法可分為釀造醋

及人工醋。人工合成醋是以食用醋酸加

水及酸味劑調味料，辛香料食用色素勾

芡而成，醋在中華美食中有舉足輕重之

地位，醋的另一用途可當清潔劑使用。 

7.茶：泛指常綠灌木茶樹的葉子，

基本上有紅茶、綠茶兩大類，之後又延

伸用植物的花，種子，根，水果泡制的

草本茶，如花茶、水果茶、涼茶等。中

國自古有神農氏發現茶葉的傳說，公元

二世紀神農本草經記載“神農嗜百草，

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品質最

好的茶是在清明前採摘謂“明前茶 ”。

剛抽出尚未打開的嫩芽尖謂“蓮心茶 ”
產量低，價昂貴。穀雨採摘之謂“雨前

茶 ”。立夏採摘之謂“三春茶 ”。立夏

之後採摘品質較差謂“四春茶 ”。一般

用於制作比較低擋次之茶葉。茶之於沖

泡飲用之外，還有殺菌及預防蛀牙及牙

周病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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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曾經投稿中信，文章取名為“給小孫女凱晴的信

”，內容是分享我的女婿突然猝死的經過和神的看顧。

女婿去世距今已有六年了，小孫女凱晴也已六歲，在這六年當

中體會到神的恩典都是充充滿滿的，雖然當中也曾有灰心失意

的時候，但神總是有辦法令我們再次剛強起來。現在神已為女

兒預備了一位佳偶，快要結婚了，實在感謝天父恩典。 

2008年底女婿突然猝死，當時孫女只有兩個月，我懷著

悲傷的心情照顧她們孤寡。2010年初丈夫確診患有柏金森症，

同年底他因肩部有兩條筋斷了，要做手術駁回，我失眠了兩個

月，我覺得快支持不住了。但神卻差派了一位天使來鼓勵我，

還記得2010的平安夜很意外地收到由中信轉交的聖誕卡，內附

一張美金100元的支票，細心一看原來是一名素不相識住在馬

利蘭州的主內姊妹寄來的，她因為看過中信我寫的見證，很有

感動，故趁著聖誕節寄來賀卡和給孫女的禮金，看後，我已眼

泛淚光。一位素未謀面的姊妹這麼有愛心寄來一些問候鼓勵的

話和金錢，其實我因為丈夫要做肩部手術，會有一個多月時間

不能幫忙做家務和照顧孫女，而且還要開車載丈夫去做物理治

療，已有些沮喪，現在收到這位姊妹的問候和鼓勵，再一次提

醒我們神是信實的，祂必看顧，神的愛從沒有離開我們，而且

圍繞著我們，我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這個平安夜，我們

都得到真正的平安！

我曾經因為精神和情緒壓力都很大，有一次更因丈夫一

句不合宜的說話，而令心情跌落谷底，有個晚上睡不著，於是

隨手拿起在主日時有位姊妹給我的一本書，我是不認識她的，

我剛加入詩班高音部，她是低音部。主日午餐時，我在教會飯

堂吃飯就擇位坐，正好和她同桌，她認得我是剛加入的，就和

我閒聊，並給我一本書說是她媽媽的傳記，書名是“磨亮的箭

”，當時我只是禮貌的接過，心想她媽媽又不是什麼名人，她

的傳記有什麼好看，但既然沒事可做又不想睡，就拿來看看，

最初的幾章都沒什麼，心裡還想她媽媽和爸爸都是很有錢的，

背景是中國變色前。我小時家很窮，香港經濟還未發展，她爸

爸已經在香港做生意，心想對我有什麼共鳴。看著看著原來好

戲在後頭，她爸爸破產又自殺，死不掉但情緒有異且病重，她

媽媽獨立撐家和照顧孩子，當看到這幾句：“等在前面的會是

什麼，我不知道！丈夫的病能好嗎？我不知道！……一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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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我什麼都不知道！在變幻無窮的世事

裡，唯一不變能讓我倚靠的，只有我所信

的神，雖然在我遭遇的苦難裡，祂也曾多

次默然不語，但我卻看出祂仍在許多事上

為我留出路。……現在我唯一能指望的，

就是我的神了。”我看到這裡不其然流下

淚來，這幾句話提醒我，人並不是我所倚

靠的，人有時會疏忽了不體貼，但神才是

我真正的倚靠，感謝神！原來祂已為我預

備這本書來安慰我勉勵我，祂真的是一位

體貼人的神。

由於女婿去世時，孫女才兩個月大，

為方便照顧，也不想女兒觸景傷情，於是

女兒便搬回娘家居住，一直陪伴孫女成長

的就只有媽媽、外公和外婆，她身邊從來

就沒有爸爸這角色，我們也沒有向她提

起，直至她讀幼兒班，聽老師講她才知曉

爸爸是什麼來的。在她三歲時的父親節，

我們照常帶她去她爸爸墓前掃墓，她問起

她爸爸的事情，我告訴她：「爸爸很愛你

的，你小嬰孩時爸爸時常抱著你。」她答

道：「但晴晴長大後就沒有爸爸了。」我

已忍不住紅了眼眶。後來她再大一些，向

我們表達對爸爸的懷念，我們就將她爸爸

抱著她的相片貼在房間上，讓她看看。雖

然沒有爸爸對她是一個遺憾，但有一次我

陪她看書，書的內容是講述一位單親媽媽

和她的孩子的故事，我講著講著，她突然

插嘴說：「我沒有這個小朋友那麼可憐，

因我雖然沒有爸爸，但我有外公外婆和媽

媽。」我聽見她這樣說，真的很感恩，她

是一個思想正面懂得感恩的小朋友，那她

一定是個快樂的人。在她四歲的時候，女

兒在教會認識了一位弟兄，這位弟兄很

好，很疼愛孫女，他們相處得很融洽，她

時常追問媽媽什麼時候會和叔叔結婚，她

說：「我很想快些有個爸爸，因我已很久

沒有爸爸了。」其後她知道媽媽答應了叔

叔的求婚，她開心地說：「我要告訴我的

小朋友，我將有一個新爸爸了。」我們對

神實在是感恩不盡。

回想當日女兒告訴我，她有男友了，

這位男友不但是一個信仰成熟的基督徒，

而且又懂煮飯和做家務，我心裡既歡喜但

又擔心，擔心的是他們能不能承受面對的

問題和壓力，包括對方父母的接受程度，

和孫女的適應度，而且這個男孩和女兒的

身份也有差異，他是一個從沒有結過婚的

人，思想和女兒也有一定的不同，對女兒

的再婚我唯有仰望神。自從女婿死後，我

們夫婦一直對女兒能否再婚都沒有抱太大

期望，雖然我們都希望女兒覓得好歸宿，

而女兒也希望再婚，因為她覺得婚姻對她

而言是正面的，她不似一般離婚女士對婚

姻存有陰影，但在中國人社會的觀念裡，

寡婦而且帶著年幼的女兒再婚談何容易。

猶記當年女婿死後不久，我曾對女兒說：

“將來如果你再婚，我會比你第一次結婚

更加開心。”就是這個道理了，因為他們

要面對的問題會比一般情侶多。但結果是

不但他和女兒孫女都相處得很好，他的父

母並沒有嫌棄女兒，親戚們也很接納她

倆，反而是他的同事和上司都覺得很意

外？女婿死後，不知多少個晚上我和女兒

相擁痛哭禱告，我這個做媽的是多麼的心

痛，現在看見她開心地預備她的婚禮，實

在是無盡感恩。記得詩篇34:8「你們要嘗

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

的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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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完星期五晚上教會的耶穌受難日崇
拜之後，想到耶穌為我們的罪，釘在

十字架上的苦，心裡頭十分難受和羞愧。
星期六一天都有著衝動希望在主日一早就
能去迎接朝陽，感受耶穌復活的喜悅。不
知哪裡有清晨的露天崇拜，於是打了個電
話問兒子。可否在網上代為查詢在附近有
這種清晨的崇拜。不出兩分鐘，兒子即告
之在Altadena的Charles Farnsworth Park有
六點到七點的曙光崇拜。我興奮地告訴汝
鳴，他沒有反對，真好！

星期日一早，五點起床，把女兒蓉蓉
從睡夢中抱起來，穿上衣服坐進車裡出
發。沿著Altadena Blvd.北行路上沒有什麼
車輛一片安靜，更讓我們覺得平靜中有著
喜悅的盼望。到公園附近才看到路的兩旁
已經停滿了汽車。可見來參加崇拜的人還
不少呢！公園有一個在樹木環繞中的露天
音樂舞台。面對著舞台是一排排階梯式的
水泥座位。我們無法帶著坐在輪椅上的女
兒坐在階梯上的座位，只好站在後面。大
部份的牧師以及大約150位的參與者都是在 
Pasadena附近浸信會的基督徒。雖然只有  
55度的溫度，站在輪椅兩旁看著天光漸漸
的亮開。聽著幾首熟悉的讚美詩歌，我們
也開懷的跟著大聲唱（你真偉大，因他活
著，和散那）。聖靈給我們極大的喜悅，
多麼美好的享受。耶穌基督的復活是基督
教本身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因為藉耶穌基
督的復活我們才有了永生以及救恩的盼
望。

七點十五分曙光禮拜結束。我們開車
沿Lake大街往回家的路上行走。看到CoCo
飯店，汝鳴建議去吃早餐。十七年來通常
我們早上都是為了蓉蓉特別預備一個很有

營養的早餐，一小塊煮好的雞胸脯內加上
五種蔬菜用菓汁機打成汁用胃管輸入她胃
中。最近她有食慾可以用叉子把食物送到
嘴裡咀嚼然後嚥下。當CoCo餐廳的服務
員送來兩份早餐，她能自己品嚐吃著荷包
蛋，小塊的火腿和土司麵包。我們做父母
的在旁邊看著，眼中有著喜悅的淚水。心
中情不自禁地說著「主啊！感謝祢，我們
看到蓉蓉生命的曙光。」

感謝主！祢不但讓我們一早去敬拜讚
美你，祢還給我們一個大驚喜。「蓉蓉會
吃早飯了！」奇妙恩典！在這十七年走
來，祢隨時扶持著我們。也常常給我們一
些喜樂與親近祢的機會。我們獻上感恩！
謝謝祢聽我們的禱告讓我們在帶蓉蓉的日
子裡有盼望！

復活節的喜悅 　◎ 莊俞禮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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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家分享的幾句心裡話


您們好嗎？今天是
我生命重生的第

一天，很開心地看到
大家來參加我的受洗
浸禮。首先，感謝天
父的帶領和弟兄姊妹
的關愛，也藉此讓我
跟你們分享一些我如
何信主的經歷吧！

大 概 在 十 二 年
前，有一位姊妹帶我去祈禱會。嘩！那一次的經
歷真把自己嚇倒，我還以為去了某人的喪禮，見
到每人都痛哭流涕，心裡實在有點害怕，我想我
自己實在哭不出來，以後要來，恐怕真的要攜帶
一個洋蔥來抹眼。那時我尚未聽到主對我的呼
喚，一切的想法竟然是如此的幼稚可笑，仍然
過著“耳朵發沉，眼睛閉著”的頑冥不信的生
活，然而心中總沒有一點平安，人生之道畢竟不
是那麼的一帆風順啊。但上帝不會這樣輕易放
棄祂的女兒，祂繼續地在我心中動工，2012年，
我有機會認識了Linder和Michael張夫婦，接觸之
下，得知他們是虔誠基督徒，他倆熱情地邀請我
到教會參加聚會。噢，又要講耶穌啦，我心中
真的有點抗拒，但是他們的愛心和耐心也讓我
有些好奇，我想，他們帶人信主，教會是否給
他們“Commission”？（意指佣金，西班牙語叫 
comision）我又再一次可笑想法。經濟不好嘛，
誰不想撈些錢，我也想賺點外快佣金，台下的弟
兄姊妹，請先不用焦急，待會兒我會告訴大家我
是否賺了“佣金”？又是多大的“佣金”？

參加第一次國語浸信會粵語堂崇拜，心中
竟產生一種非常平安的奇妙感覺。這樣，我喜歡
上星期日的主日崇拜，在主的靈引導下，我到
教會聽道，不覺也有四個多月，開始認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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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文信息（約 
3:16），就這麼單純地，沒有甚麼聖經知識的我
決志了，承認耶穌是我唯一救主，與此同時，魔
鬼撒旦也在與上帝爭戰，在2013年2月，我不幸

　◎ 黃元美姊妹/李譚靜舒整理

地被醫生診斷為末期膽管癌，並說沒有痊癒機
會。知道後，初時確有些難過害怕，很快地我學
會向主耶穌禱告：“親愛的主耶穌，我現在生病
了，並且被醫生的診斷為絕症，但他們都不過是
人，我只相信你，一位全能的父，創造天地萬物
的主，正如你教導我們那樣，“在人這是不能
的，在神凡事都能。”我願把自己交托在你手
上，求您醫治我，就是這樣，我這個口頭承認耶
穌為救主，心裡對主的相信的人，很快地丟下自
己身上一切的擔憂和世上掛慮，時刻不斷向天父
祈禱。

患病中，牧師，師母，主內的弟兄姊妹也
不斷為我禱告，他們的愛心關懷和鼓舞，使我依
靠主耶穌的信心越來越大，家人和朋友們對我的
無微不至照顧，讓我的病情得到進一步的控制。
在此，我十分感謝主內弟兄姊妹對我的愛心付
出，你們活出了“彼此相愛。”和“愛人如己”
主的教導，謝謝你們！最後，我沒有忘記告訴大
家，相信你們也很有興趣，在前面講話中提及我
究竟有否得到“佣金”，答案是地上而來佣金我
一毫錢也沒賺到，但我卻賺到了連地上的金錢都
買不到，那就是與主同在，平安喜樂常伴我的主
恩，這就是天父給我獎賞的佣金，愛主的基督徒
帶領未信者歸主名下，那是他們活出主愛，就好
像主愛我們一樣，為我們的罪被釘十架，使我們
得救贖，永遠脫離了罪的捆綁，這種從天上而來
的佣金，對任何人都是大得無可數算的。

主內的平安喜樂是醫治我頑疾的良藥，在
我身上沒看到任何化療副作用，我外表一點都不
像重症病人，我不但能照顧自己，還能上主日
崇拜，主日學，門徒訓練和祈禱會，甚至還要
工作，簡直是奇蹟，感謝主！我深信，因我已信
主，我不但擁有平安喜樂，當我離開這個世界
時，天國中的天父也與我同在，想不出有何事可
比信主更美，我很開心自己已拿到了通往天國大
門的“Passport（護照）”，未信主的朋友們，
希望你們也能趕快信主得救，因為我們真不知明
天將如何，最後感謝在坐的各位，我愛你們，願
榮耀贊頌歸於主耶穌基督。



16

靈修分享  

2014年 08月第  133期

～靈修分享專集～

《心比什麼都重要》

（可 7:14-23） ◎ 黃崇哲 牧師

洗手看得見，洗心看不見。人注重看得見的事，而冷落看不見的事。神看

重人的心勝過一切。耶穌說：「來跟從我」就是將“心”歸祂，就能不被罪惡轄

治，而行主喜悅的事。

《神的團隊要有你和我》

（撒下 2:13-39） ◎ 黃崇哲 牧師

勇士＋勇士＋勇士，一共三十七 的團隊，有你我的參與，有你我的奉

位勇士，是大衛身邊不可少的人。大 獻，有你我的彼此相愛，有你我的彼

衛尊重他們，以生命相交，彼此肝膽 此包容，有你我對主的忠心，有你我

相照，忠心耿耿，目標一致，齊心建 肯為主犧牲，這樣我們在主裡的團隊

立神的應許－－以色列國。 必蒙神的賜福，齊心傳揚耶穌的救

神也為我們在教會中設立美好 恩，榮耀主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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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與“貪＂》

（可 14:1-11） ◎ 張寧聲執事

肯“捨”的馬利亞，把女人貴重且

最愛的哪噠香膏〈毫不心痛〉的澆在耶

穌的頭上，因為她看重耶穌過於自己的

喜愛，她寧願捨下自己的最愛，願意去

獻給她認為更值得她愛的耶穌。

心“貪”的加略人猶大，估計貴重

的哪噠香膏，可以賣三十兩銀子，覺得

馬利亞〈毫不心痛〉的澆在耶穌的頭上

是浪費。因為他看重銀子過於耶穌，於

是要把耶穌交給祭司，祭司也答應給他

銀子，更堅定他交出耶穌的心。

主啊！“貪”是多麼可怕的心態，

求主挪去我心中隱隱約約的“貪”心，

學習肯“捨”，把自己的最愛獻給主。

主啊！祢十字架的大愛，祢的救贖是無

價的，是超越一切的！

《傳福音是“首要的＂》
（可 1:35-45） ◎ 張寧聲執事

經過忙碌的一天，第二天耶穌

趁著清晨天未亮，就出城到曠野禱

告，和父神交通。當祂知道眾人

都在找祂時，祂瞭解眾人的心意。

但祂得往別處去，好在那裡傳道。

“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傳福音

是耶穌的“首要”。

主啊！我們常常會因別人的起

閧，而迷失方向，求主幫助我，作

為基督徒要以傳福音為己任，要把

傳福音作為“首要”的任務。



18

靈修分享  

2014年 08月第  133期

～靈修分享專集～

《不可忘記本相》

（可 7:24-37） ◎ 蕭成華執事

人得救恩的關鍵突破點，就是先承認自己的污穢骯髒，卑微不配，百分之百是出於神

的憐憫和恩典。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既使你我信主多年，也不可忘記自

己的本相。

《X光檢驗》

（可 6:7-29） 

◎ 蕭成華執事 

成為主門徒的特徵：與屬靈的「同伴」一齊接受主的「差遣」，領受並依靠神

的「權柄」「走入」人群，「除去」撒旦在人身上的作為。憑著對神信實供應所需的

「信心」，到處「傳揚」福音，被人「拒絕」也不在意。這像X光在檢驗你我。

《今世得百倍，來世得永生》

（可 10:17-31） ◎ 蕭丁明華

什麼是我們不願放下的人、事、物，而阻撓我們去跟從主！什麼使我們的老我，

膨脹大如駱駝，而無法穿過通往神國的窄門。為主捨棄的，必得著豐盛。雖然撒但會

用各種方法想讓我們跌倒，相信當我們明白真理，持守真道，活出基督的樣式，順服

神，神應許祂的兒女－－今世得百倍，來世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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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考驗信心》

（可 6:45-56） ◎ 蕭丁明華

在人生的風浪裡，憂慮、懼怕是否掩蓋了信心，使我軟弱無力，無法抬頭舉目仰

望那能平靜風浪的主？當渴慕和驚嘆於耶穌所行的神蹟時，我是否能穿越神蹟，得著

並信靠那位行神蹟的耶穌。風雨考驗信心；風雨也能生出信心。 

《為什麼要「儆醒」？》
（可 13:28-37） ◎ 張李傑生

主知道人心的惰性和懶散，雖然明 事件，非比尋常的事件。我不但要按照

白事情的重要性，過了一段時間，就可 主的吩咐積極作工，而且要儆醒，免得

能沒有那麼謹慎。我常常很容易「輕 主再來的日子，我沒有預備好，盼望我

忽」原事件的重要性，認為期望的“那 每一天都「儆醒」，都「準備好」，願

日子”還不知何時才會發生。主啊！求 「那日來到」時，能夠被主稱讚我是祂

主教導我要謹慎警醒，「人子要來」的 的忠心僕人。

《眼盲心不盲》

（可 10:46-52） ◎ 周洪伊迪

瞎子巴底買，眼盲心不盲，聽見主耶穌，大喊求幫忙。主讓他看見，是信心獎賞，

立刻跟隨主，非常有眼光。惟主能改變，信主不失望，有主真幸福，恩典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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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忙碌越專注於使命的智慧》


（可 1:35-45） ◎ 彭芝眉

耶穌又忙又累，他還是“晨禱”

未歇，真是我們“現代忙人”的好榜

樣。我曾自我挑戰看看自己能做的極

限，不拒絕看病人（我是家庭護理人

員），同時還打兩份以上的工。現在

只打一份全工，比起從前來，我應該

更“整潔有序”對吧？錯！我使自己

懶散了，反而掉東忘西。比起從前，

簡直全無效率，奉勸各位，珍惜那

“忙中的有勁”，儘管是勞碌命，也

能抽空來專注傳福音的使命。時間的

利用靠著是有智慧的安排。

《脫掉老舊的價值觀》

（可 2:13-22） ◎ 彭芝眉

在精神醫學裡，精神科醫生最重要

的一步是使病人“知道”自己生病，

然後才慢慢一步一步引導治療，否則

無“治癒”可言。為什麼很多人認為

精神病無法“治癒”？只能“控制

”，因為很難使病人“知道”自己的

病。

我就是缺乏這“認知”不知道甚麼

是自己該脫掉的“老舊價值觀”，所

以無法讓“福音活潑的生命力在我生

命中動工”，或者我不願“看到”，

甚至“拒絕”承認自己的“老舊價值

觀”？願主憐憫幫助我脫掉老舊的價

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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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預兆》

（可 13:1-13） ◎ 周洪伊迪

謹慎主所說預兆，有假基督的出現，打仗和打仗風聲，地震飢荒和災難。

要將福音傳萬民，靠聖靈忍受苦難，忍耐到底必得救，主話經得起考驗。將話

語牢記心中，到時不手忙腳亂，全心仰望信靠主，並努力把握眼前。

《神看透人心》

（瑪 1:6-14） ◎ 賈愛軍

都說人心隔肚皮，神卻看透人的心。千萬別耍小聰明，妄圖欺騙矇混神。聰明

反被聰明誤，不如甘做老實人。

《神的話永不廢去》
 ◎ 甄兆祥

儘管天地要廢去，神的話永不廢去。 雖然年紀日漸大，身體記憶漸退化。

每日每時要警醒，就不擔憂心平靜。 常感力不從心時，願在家代禱讀經。

關心失喪的靈魂，免得多人會沉淪。 分享遇見主經歷，不會空手見主面。

抓緊時間傳福音，宣教事奉悅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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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鹽 ◎ 余汪美偉

今天牧師講道中提到我們是世上的鹽。鹽調味，鹽使人渴。我想到血是鹹的，淚是鹹

的，汗也是鹹的，所以我要問，主啊！祢要我們作血中的鹽嗎？祢要我們作淚水與汗水中

的鹽嗎？血代表生命，淚是愛，汗是服事，若祢要我為失喪的靈魂哭泣，為愛祢的緣故

流汗作工，並因此能支持生命，傳遞生命（傳福音），或失去生命（流血），只要是祢

旨意，只要能討祢喜悅，有何不可？今日所思，作世上的鹽，求主悅納我血、淚、汗的省

思，我也要甘心樂意在主前獻上自己。 

我要向山舉目 ◎ 黛麗絲

我的主，我的神啊！我切切渴慕祢，要和祢親近，跪在祢腳前聆聽祢要對我講的。

最近還是不斷的思想“我要向山舉目……”腦裡一直有一幅圖畫，腦裡一直有一個動

作。

畫裡是一片祢手所做的大自然，我面前是一座宏大的高山。我抬起頭，一直望上去，

驚嘆祢的創造，驚嘆你的偉大！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救恩從何而來。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時間、生命、從何而來。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智慧從何而來。

是的，我的一切一切，都是從祢而來！

我的一切一切都是因為祢愛我！

我的一切好處都不在祢以外！
 

Hallelujah！我的主，我的神啊！

我要親近祢，愛祢更多，做一個討祢喜悅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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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彼得三次不認主的省思


經文：太26:33-34，69-75
彼得三次不認主

主啊！我感謝你藉著彼得三次不認主

的事提醒我，再想到以彼得一位耶穌的大門

徒，也曾三次不認主，假若切身處地，我會

如何？肯定同一樣，可能更差。

回想信主多年，雖未曾遇過像彼得所

經歷的，但信主初期，多次在朋友或同事面

前，不敢作謝飯祈禱，這與彼得不認主有何

分別呢？

再想彼得事件，真有點不解：他在羅馬

兵丁面前，勇敢不怕被殺，抽刀削掉大祭司

僕人的耳朵；但不久之後，他在大祭司僕人

為主作見證

主啊！“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徒8:26-35）我感謝您，自從2012年8月28日
到今天2014年4月28日參加門徒訓練，已差不

多兩年了，有好的導師和各位牧師的教導，

我漸漸瞭解你的話語，雖然離合神心意的

門徒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是心中的平安和喜

樂日漸增加。這兩年時間，感謝主讓我感動

了大姊和女兒信了主，又帶領了兩位公司的

職員繼續參加門徒訓練，現在又多了一位以

前的朋友加入了門徒訓練班，真希望倍數增

加，並能很快開花結果！

◎ 王定昌

面前卻不敢認主，況且耶穌已預言他會如此

的，這是否人的一時情緒變化或是一種莫名

奇妙的反應呢？

耶穌在事前預言彼得不認主，我相信不

單是要表明他是無所不知的神，更是對彼得

善意的提醒，希望他不會如此跌倒，像在最

後晚餐提醒猶大一樣；若然，如果彼得因主

耶穌的提醒而勇敢認主，則事情的結果又如

何呢？耶穌的預言是否會落空呢？我相信不

會，因為耶穌會有不同的預言。

希望我不會像彼得的驕傲，也能靠主勇

敢面對各樣挑戰。 

◎ 莫藹鵬

主耶穌說：“人要常常禱告，要不停的

禱告，不要灰心。”路加福音 18章1-8節讓

我了解不停的禱告的好處，主說：“神的選

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思考多時，

豈不終究給他們伸冤麼？”

還有兩年多便可能真是要退休了，希

望主繼續帶領我，讓我讀完一遍整本聖經，

當我給聖靈充滿，便有力量，遵行您的吩咐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

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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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你用笑臉幫助我

主啊！感謝你給了我美好的一天！上午

可以在大堂裡敬拜你，下午可以在詩班用歌

聲贊美你，晚上還參加了迎新會的晚餐會，

能夠一天都與你在一起真的很開心。

今天成為教會的一員使我感慨萬千，回

想起兩年前剛認識你，到今天能夠受洗歸在

你的名下，我真心覺得我是一個幸福的人。

記得兩年前，我的人生走到低谷，母親去

世，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分離兩地，承受著

不是我這個年齡的痛苦。北京人有個說法，

外地人要娶當地女孩的話，要滿足兩個條

件：有車有房，父母雙亡。我可倒好，車、

房都沒有，父母卻雙亡了。總覺得老天對我

不公，但自從認識了你以後，你就用笑臉，

一直幫助我，我向你禱告，你全部傾聽，我

遇到困難向你求，你全部應許，我也把我完

神是我的拯救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

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

呢？」（詩27:1）
主啊，我感謝你，在我手術的前後，

你實在賜給了我有出奇的平安。有一天當我

上網的時候，發現了所見的字體都一開二，

我便立即求見醫生，經過了磁力共振檢查，

發現腦部有一個大約4.5cm的腫瘤，醫生說

要儘快動手術切除，否則有生命危險。經過

◎ 王彤璽

全交托在你手裡，你也幫助我的靈命，一天

天成長，如今。我不但與妻子相聚了，你還

賜給我們一個孩子，這是何等的恩典啊！雖

然我失去了父親，但我認識了你，我多了一

位天父，勝似生父，雖然我失去了母親，但

你給我好多關心我，幫助我的兄弟姊妹，這

又是何等的恩典啊！而且如今我也有了自己

的車，雖然房子還沒有，但我相信，我們努

力工作，以後一定會有的！這還是何等的恩

典啊！主啊！我真心想贊美你！一切的榮耀

全都要歸給你，如今，我還有許多不好的習

慣是你所不喜悅的，我向你認罪，請你赦免

我，讓我改掉這些惡習，在你萬事都能成，

使我成為一個更像你的基督徒！阿們！ 

◎ 王梁秀瓊

了十一個小時的手術後，在深切治療室內有

軟弱無力的感覺。大病一場，體驗到死亡的

邊沿；為著自己現時還可以吃飯、洗澡、睡

覺、走路而感恩。感謝天父的看顧與保守；

更有在病褟中有主同在的平安。求主教我數

算自己的日子，得著智慧的心，能把真理行

出來，為主作見證。

這次的經歷能體驗到，每一件事的好

壞，都會帶著神的恩典與祝福。 



   

給天父的一封信 


加拉太書4 :8“但從前你們不認 

識神的時候，是給那些本來不是神的

做奴僕”。主啊！這句話好像是對我

說，我從前好多事想不通，我從小就

性格敏感，多思多想。那時我會想為

什麼我這個肉體會有我這個思想，為

什麼不是別人的思想，既然我的思想

不存在於我的肉體中，那我肉體死亡

的那天，思想會去哪裡？我還會想這

個世界上既然有很多無法解釋的奇 

事，肯定有比我們能力大得多的東西

存在，那我們的生命由自己主宰嗎？

如果不由自己主宰那我們活著有什麼

意義嗎？


我一直尋找答案而不得。我尋求

過佛教、道教、風水、星座、面相、

手相、生辰八字等我都有研究，都沒

有結果，反而覺得他們自相矛盾，沒

有真理可言。我也想過個世界也許根

本沒有什麼真理，就乾脆隨波逐流，

效仿社會上的作為，但是經常會心累

心灰，人之間太多爾虞我詐，為了自

己的利益說謊甚至陷害別人，那時的

我就真的好像在做奴僕，覺得壓抑受

捆綁，想追求自由又不知自由在哪 

裡。


主啊，我不認識你的日子多麼可

怕，在陽光中看不到光亮，但是你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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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 穎

我，沒有捨棄我，看到我在魔鬼之地

界中苦苦掙扎，你施慈愛救了我，聖

經約翰福音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

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主啊，這句

話我從前不明白，現在我知道真理就

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耶穌基督。”

主啊，我現在深切地知道，在基

督以外絕沒有自由，人只能做罪的奴

僕。主，感謝你救我，也求你救那些

尚在掙扎的人們，因為我能體會他們

的滋味是何其痛苦。

主，我願你使用我，做你將要成

就的事，阿們！

第132期第12頁，“粵語堂三十週年

慶典＂，相片下的註明有誤，特此更

正，謹向作者致歉。

 仁愛團契改為活水團契

 以馬內利團契改為磐石團契

 磐石團契改為仁愛團契

 活水團契改為以馬內利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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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馬太福音”札記之六

主耶穌為何用比喻

◎ 周鐵樓

經文分享：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甚麼用比喻呢？＂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


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


去，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


預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


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迴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太13:10-15）


主耶穌用比喻的目的是讓愛慕和尋求真理

的聽眾更易明白祂所講的道。祂所用的

比喻都是就地取材，聽眾是明白懂得的。所

以，用比喻能將奧秘難明的道理或教導簡明

化，容易明白；這樣自然會引發有心尋求真

理的聽眾的興趣和注意力，使主耶穌的道理

或教導在他們心中印象深刻，歷久不忘。

但是對於心高氣傲的人，他們來聽主

耶穌講道，並不是單純的愛慕和尋求真理，

是別有用心的。例如法利賽人和文士，他們

聽道是要尋找主話語的“把抦”好用來陷害

祂；對主通俗易明的比喻，他們輕視為膚淺

沒有意義，不去注意它。主耶穌對他們講道

猶如樂師對牛彈琴，主說這些人的心蒙了

油，油是指人擁有的世俗的好東西（如金錢

地位名譽等等）。他們的心被這些東西佔

據。就不愛慕真理。所以，對主講的道或教

導變得聽而不聞，視而不見。這些人的心靈

深處實在是害怕他們眼睛看見，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主所講的真理，因此要改變他們行

事為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最後一節經文是說剛硬反對基督

耶穌的人“恐怕”被主“醫治”不是神或主

耶穌恐怕他們被醫治、

神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3:9）；“祂願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提前 2:4），否則祂何需差派祂的僕人

（先知）宣示祂救恩的信息，甚至打發祂的

獨生子基督耶穌來到世上，在十字架上擔當

了世人的罪，叫信祂的人都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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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如同以往，用纖細的手指不停地輕扣著窗
你戶的玻璃，努力喚醒沉思中的我。這一次，來自

遙遠天際的你，又將帶給我怎樣的安慰，驚喜，和信

息？因為你從不讓我失望，所以，我喜歡你，雨。

雨啊！我心儀你，你是一縷縷閃亮的銀線，裝點著

山河；你是一顆顆美麗的珍珠，從皇冠上跌落，被晨曦

竊取，鑲嵌在田間；你是一串串悅耳的風鈴，向世人傳

遞著上主救恩的好消息；你是一根根生命的紐帶，從天

空那無形的滑梯滑下，輸送著從天而來的血液和氧氣。

當我憂傷時，你為我撩開臉頰飄落的碎髮，向我傾訴著

溫柔的話語，讓那滴下的淚水融化在你清涼的甘甜中；

當我疲乏時，你把我安置在朦朧的雨簾裡，品嚐雨中曼

妙風花的柔美和漫漫的情愫，讓我暫時忘卻了塵世的煩

惱；當我快樂時，你興奮地隨風翩翩起舞，不惜掉落在

地，猝然濺開，形成一簇簇有趣的素色花瓣，清亮而透

明，一掃菊之妖治，牡丹之豔麗，讓我更加心花怒放。

你如此懂我心意，實在是因為你，是祂的使者，在這

情深深雨朦朦的背後，必定是父神囑咐了你與我同甘共

苦，使我在艱難的人生路上不孤單有盼望。所以，每次

你來的時候，我寧願收起那綴著小白花的青藍色雨傘，

更樂意依偎在你的懷抱中。

雨，你不僅是連接著天地的情絲，也是一篇完美的

樂章。（你落在小草上，沙沙沙，如春蚕噬咬桑葉；

你落在松葉上，切切切，如飛蟲輕叩紗窗；你落在瓦

片上，嗒嗒嗒，如奔馬踩踏石板；你落在池塘邊，咚咚

咚，如樂手頻擂鼓點；你落在灌木叢，扑簌簌，如飛蝶

啟動翅翼。你舒緩時，如古琴彈奏“高山流水”；你加

快時，如琵琶和弦“大浪淘沙”，你急驟時，又如民樂

合奏“金蛇狂舞”……）整個世界都成了立體環繞音樂

廳，那優美，和諧，清新的樂聲從四面八方傳來，讓我

驚嘆著，感慨著：上帝，那舉世無雙的音樂指揮家，用

你開了一場天然音樂會，為的是要我以感恩的心多欣

賞祂所造的美好世界，停下追逐名利的腳步，安歇在

祂的奇妙裡。“誰把智慧放在雲彩層裡？……誰能憑

智慧數點雲彩？誰能傾倒天上的水瓶呢？”（約伯記 

38:28,36,37）除了神，沒有人可以把無聲無色本不起

眼的你變得如此多姿多彩，靈巧曼妙，天地是你的舞

◎ 鄔海蓉

台，萬物是你的觀眾，心口永遠要稱頌的是把你帶來人

間的耶和華。

雨啊，我羡慕你，因你是從天而降的活水，常幸運

地被上帝所用來顯示祂的大愛。你常和春風一起走動，

給大地披上綠裝，讓柳枝兒抽芽，桃花兒開放；你帶著

清涼和溫柔，打開了秋天的大門，催熟了火紅的高粱，

燈籠似的梨子，金黃色的稻田，芳香的桂花，火紅的玫

瑰，聖潔的百合；你澆透地的犁溝，潤平犁脊，你受命

使神的河滿了水。藉著你，上帝“常常行善，為自己作

證……賜下豐收的時節，讓人們吃喝飽足，滿心歡欣。

”（使徒行傳 14:17），因著憐憫和恩典，祂“降雨給

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馬太福音 5:45）。祂看你為

好，視你為一種珍貴的禮物賞賜給祂的兒女。雨啊，雖

然我愛品嚐你的滋潤甘美，但我更向往那來自生命源頭

樂河的水，因為喝了它，我就永遠不渴，並有永生。

雨，你是柔弱的，連最嬌嫩的花也會微笑無懼地迎

接著你，你卻又是剛強的，堅忍不拔，水滴石穿。老

子說，“柔弱勝剛強”，孫子說：“屈人之兵而非戰

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漢光武帝說，“吾取天下，

以柔得之，此柔武之道也。”保羅說，“我更喜歡誇自

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護我，我為基督的緣故，

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

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哥林多後書 

12:10）主耶穌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

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安息。”（馬

太福音11:29）雨啊，比起自以為是的我，乖巧的你更

具有古今中外學者偉人的品性，你的以柔勝剛不就是造

物主藉此不斷地在提醒我們：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

的，祂加力量。”（以賽亞書 42:19）抬頭望著從天空

悠悠飄然而下的你，低頭看著被雨水“滴”得千瘡百孔

的頑石，讓一直以來驕傲任性不服輸的我羞愧難當，不

禁想到軟弱地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不是因為祂沒

有力量抵擋痛苦和死亡，乃是因為甘心順服，使上帝救

贖人類的旨意完全成就。

我心中的雨啊，我期待著與你的再次相遇，那時，

我會再唱一首情歌，把我從心中發出的讚美之語，藉著

你這條深情款款的絲線，傳遞給我在天上的父神。 

2014年08月第133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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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煒凙譯美國人眼中的優秀教師
前言：一位優秀教師必須俱備什麼品質？過

去幾年中，美國的研究人員一直在思考這
一問題。常有人說，“那人是個天生的教師（a
natural born teacher）。”美國的研究證明，
“天生教師”是一種謎思。優秀教師的品質不
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培養的，也需要培養。經
過培養，他任課的班級才可能變得出類拔萃：
激勵學生、使學生興奮並富有想像力（inspiring 
, exciting, and imaginative）；他的班級和學
生也才能脫穎而出。本文作者伊麗莎白•格
林（Elizabeth Green）的新作《培養優秀教師
（Building a Better Teacher）》即將正式出版，
本文刊登在2014年8月3日出版的Parade周刊。它
是該書的概要，也是大量研究的結果，並非一
個人坐在屋子裡冥思苦想得出的成果，因此值
得大家參考，這裡提出的見解可能使中國教師
感到吃驚。這毫不奇怪，中美兩個國家的文化
本來就大相徑庭麼。

一、他們能糾正錯誤（They can correct a 
wrong） 

1999年，當時擔任研究人員的岱布拉 •
羅文伯格•鮑爾－－她現在是密執安州立大學
教育學院院長，和同事一起準備了一份簡單的
算術試卷，試卷不是為學生，而是為教師準備
的。試卷不只是要求准確地回答算術題，而是
要求教師分析答錯的學生錯在那裡，是那一步
做錯了。

譬如，一個小學三年級學生為什麼會認為 
307-168=261？（正確的答案是 139）為了幫助
學生改正這一常見錯誤，教師必須知道學生常
常以為只要算出兩個數字的差，從8減去7，而
不是從7減去8，就行。

鮑爾及其同事把這份試卷交給一批小學數
學教師做，結果發現優秀教師總能幫助學生把
答案做對，他們中最優秀的教師總成績甚至
超過了參加測驗的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可
見，精通某一門課程並不等於知道怎麼教這

門課（Mastering a subject was not the same 
as knowing how to teach it.）1。優秀教師能
設身處地地為學生著想（The best teacher put 
themselves into their students' shoes.）。他們
知道學生為什麼會做錯，也知道怎樣幫助他們
改正。

二、他們從不說“噓！＂（the never say 
“Shhh!”）

過去十年中，《像冠軍一樣教（ Teach like 
a Champion）》的作者鐸格•萊莫夫一直潛心
研究最優秀的教師有哪些共同點。他發現，他
們的成功並不依賴自己的個性，而依靠一組前
後一致的技巧，而這些技巧有時跟大部份教師
的直覺（natural impulses）完全相反。

“噓！”是成人面對一批吵吵嚷嚷、不做
正事的孩子時常見的反應，但是，用萊莫夫的
話來說，這種反應的問題在於“過於含糊”。
“你是要孩子們不講話？”他問，“還是要他
們輕聲講話？”

萊莫夫發現，優秀教師在課堂裡從不含糊。
如果孩子們的行為不當，他會具體地給以指
導，把他希望看到的行為告訴他們。而不是只
指出問題。教師可能會這樣說，“我們現在正
按照教科書上所說的做”，以提醒走神的孩子
（…… gently reminding the distracted students 
to get back to work）。

三、他們鼓勵學生更深刻地思考（They  
encourage deeper thinking.）

美國學生參加國際標準試題測驗時得分一般
不高，尤其是數學和閱讀這兩門課，他們的得
分往往比新加坡、芬蘭、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學
生差。為什麼那些國家的孩子能學得比美國孩
子好呢？ 

90年代，心理學家詹姆士•斯蒂格勒開始對
日本和美國的數學課堂進行研究，觀看日美兩
國的數學課堂錄像。他注意到，最大的區別之
一在於教師的提問。用斯蒂格勒的話來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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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常見的問題是“「請你」解釋這是怎
麼一回事？又為什麼？”譬如，“你怎樣才能
算出這一三角形的面積？為什麼這裡的面積是 
17？而在美國，最常見的問題則是“名字是什
麼？／認得出嗎（name/identify）？”譬如，
“我們學過的是哪一種三角形？”“這個圖形
的長度是多少？”

教師提問的差異雖然不十分顯著，卻會影
響學生課堂參與的積極性。在美國的課堂裡，
學生幫助找到問題答案的比例為9%，而在日
本，這一比例高達40%。因為教師問的問題逼
著學生認真獨立思考，日本教師所能教給學生
的就多。

四、他們故意“突然提問＂（They“cold 
call”- with purpose）

優秀教師怎樣才能使學生積極參與（stay 
engaged）呢？萊姆夫在研究中發現的一個技巧
沒有使他回想起自己小學時的情況，倒是使他
想起了在哈佛商學院學習時的情況。這就是學
生最怕的“突然提問”：教師讓沒有舉手的學
生回答問題。

教師這樣做是為了讓全班學生從每一個問
題中得到最大的益處（The goal is to extract 
the maximum possible mileage from each 
question.）。因為問題可能會讓任何學生來回
答，這樣教師就減少了一些學生認為與己無關
的機會。

有些教師甚至對這一技巧做了一些改動。
在提出問題之前，教師沒有先點一位學生的名
字，如“蘇菲，告訴我這裡為什麼答案應該是 
10？”他換個方式，說，“你能告訴我這裡為
什麼答案應該是10，蘇菲？”在問題和學生的
名字之間停頓越長，不包括蘇菲在內的所有其
他學生考慮問題、尋找答案的時間也越長。因
此之故，學生們都在積極思考。

五、他們所顯露的超過所說（They show 
more than they tell.）

一名優秀教師應該善於看透學生的心
思（Great teachers might need to be mind 
readers.）為了幫助學生學會完成需要大量細緻
思考的任務，如了解一部複雜的小說或提出某

一個論據，優秀教師實施斯坦福大學教育學教
授潘牧•格魯斯曼所說的“模仿（modeling）
”的方法。

為了模仿藏在复朵文學作品背後的思考方
式，教師先是分析熟練的讀者或作者做些什
麼。畢竟，簡單地告訴一名課文讀不懂的學生
“再讀一遍”沒有什麼用處；僅僅要求一名寫
作差的學生“把文章寫得好一些”同樣沒有什
麼用處。教師需要更加俱體，把那些見不到的
思考步驟一步步加以說明，讓學生知道這樣的
思考究竟是什麼。格魯斯曼把這稱作“使學
生能看得到你的思考（making your thinking 
visible）。”通過這樣做，即一次解釋一點，
使學生能實現思維的跳躍，以此幫助學生看到
為了成為一名好讀者、好作者，或寫一篇好的
論說文所需要經歷的嚴格過程。

附記：學習英語的朋友，我們都可以從這
裡學到一些新的英語表達法。譬如： 

1.）什麼是 cold call？對筆者而言，這是一
個全新的教育詞滙，其意思是：讓一個沒有舉
手的學生回答問題。 

2.）什麼是 to  ext rac t  the  maximum  
possible mileage from something？我們知道， 
mileage的原意是“里程”；那是一個與駕駛汽
車有關的詞滙。但這裡用了它的比喻意義。變
成“獲得最大的好處”。 

3.）什麼是“to put oneself in someome 
else's shoes”？這是英語成語，意思是“設身
處地為他們著想。” 

1筆者以為，這是常識。千千萬萬的美國人能講漂

亮的英語，但是大部份未必能教英語。在美國幾乎幹

任何事都講究資格、證書。你若想在成人學校（adult 
school）教 ESL（英語作為第二外語），你就必須至少大

學本科畢業；若想在城市學院或社區學院（city college 

or community college）教這門課，你必須具有碩士學

位。我大學畢業早（1960年），沒有任何學位，怎麼教

社區學院的呢？我請母校（原杭州大學，現為浙江大學

一部份）開了一個“同等學歷證明＂，然後在這裡的公

證處蓋上章。格蘭岱爾社區學院承認這一切，我便開始

了ESL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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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榜樣 　◎ 李貴元

每一個新基督徒自從信主以來，都有
一個美好的願望，那就是有榜樣在

前面引路前行。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就是一
個榜樣很多的教會，我們很高興的看到這
一點，由衷的感謝教會，培養出這麼多榜
樣。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困難時，榜
樣使你勇敢，在逆境中，榜樣使你淡定；
在痛苦時，榜樣使你從容；在猶豫時，榜
樣使你堅定。總之，榜樣能叫你義無反顧
地擔起十字架與主同行。

應和平老師不僅課講的好，而且謙卑
誠實，是我的榜樣。孫廷學老師對人謙和
熱情指引，是我的榜樣；張安中、李志慧
老師敬業講課，謙虛謹慎，也是我的榜
樣；還有方康生老師、黃崇哲牧師對人和
善熱情，同樣是我的榜樣。還有許多不知
名的義工，辛勤的勞動，他們都是我的榜
樣，從這些榜樣身上看到了閃光，一種神
愛的閃光，神愛是大愛，大愛無價無求，
無求品自高。

然而，本著對教會的熱愛，本著對弟
兄姊妹的關心，我不能不說，有個別基督
徒，甚至有一種身份的人“離榜樣 ”的差
距相當大。他們心高氣傲，居高臨下的講
話，不接受意見，更不接受批評，其態度
真是叫人不敢恭維。

提意見是一種相信，相信對方的水
準，有接受意見的胸懷；提意見是一種願
望，希望對方工作的更好；提意見是一種
考量，考核對方真實的謙卑與驕傲。所以
對提意見的態度就是對思想水準和靈命操
練的檢驗。

人不允許別人提意見是不能容得下他人
意見，缺乏度量；個別要求別人按其意見
辦，否則氣憤滿胸是不容忍；人對提意見者
心懷忿念是不容人沒有風度。一個沒有三容
（容人，容量，容言）精神的人，決不是一
個好基督徒，更不可能成為榜樣。

我期望我們在神的教導下，以“真 ”
地讀經恭恭敬敬地祈禱；內心由衷地敬拜
神，成為一名好基督徒。

早年讀書一硯寒，寒窗苦讀溢丹，碩果枝滿。

敬業攀登不怕難，回垠人生夢寒，

信東方，盼日出，幽谷漂香不一般，苦滿人間。

白首壯志馴大海，春青浩氣走千山，難！難！難！

唯有信主救苦難，恩澤萬世福滿人間。人人笑顏。

憶昔寒
　◎ 李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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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讀後感


　◎ 蘇 菲

朋友送了一本書《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

被擺到書櫃上好一段時間了。總覺得天

堂，太遠了。更何況聖經中對天堂的描述非常

有限。於是這本書就一直被束之高閣，一直到

前幾天打掃時不經意翻開看一下，卻開始被書

中的故事吸引，讓人欲罷不能！

「故事描寫一個在遊樂園裡的老工人艾

迪，自從二戰退伍後就困在家鄉，每天重覆一

樣的工作。他認為自己被命運綁住，他認為自

己的人生是被沉默卻又暴躁的父親害了。他待

在這個海灘小鎮，孤單一人，只剩下回憶。在

八十三歲生日這一天，他為了救一個小女孩而

喪命，進了天堂。在天堂裡，艾迪遇見五個曾

經出現在他生命裡的人。這五個人逐一對他說

出自己的故事，以及他們是什麼時候在人間與

艾迪相遇。艾迪逐漸恍然大悟：原來，自己的

生命裡一直都有別人的生命；而別人的故事與

自己的故事，會在最無法預料的時空，產生交

集。」（摘自博客來內容簡介）

這本書的五堂課給我許多感動，讓我回頭

又再看了一次。特別喜歡作者在「寬恕」這一

堂課的寫作方式。艾迪認為自己的一生被沉默

又家暴的父親牽制而無所成。他景仰父親，卻

同時對父親有很深的埋怨與不理解。作著藉由

第三者露西夫人來告訴艾迪一些過去他所不知

道的事情，他父親是個對朋友忠誠的人。作

者並沒有安排讓他們父子在天堂有機會對話，

也沒有讓父親有機會解釋甚至對艾迪說一句抱

歉。而最後，艾迪寬恕了自己的父親。

很多時候，對於那些有意或無意傷害我們

的人，我們聽不到任何解釋，也得不到任何道

歉，我們覺得不公平，覺得內心因此背負很深

的枷鎖，然而我們卻必須去學會寬恕。為什

麼？因為寬恕別人，

也是寬恕自己。作者

說道：「憤怒會腐蝕

人的內心，我們以為

怨恨是一項武器，可

以用來攻擊那些傷害

過我們的人。可是，

仇 恨 是 一 把 彎 曲 的

刀，我們造成了傷害，其實是傷害了自己。想

獲得平靜，必須放下仇恨，跟自己和解。」

這段故事一直讓我聯想起聖經中，彼得來

到耶穌前問耶穌：「如果弟兄對我犯罪，我該

饒恕多少次呢？七次可以嗎？」耶穌對他說：

「我告訴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

（馬太18:21-22）
愛一個自己喜歡的人很容易，愛一個不喜

歡的人實在很難，更遑論一起生活或工作。寬

恕一個我們愛的人很容易，寬恕一個原本就討

厭的人或是深深傷害我們的人那可真難。一個

朋友告訴我，有時在教會崇拜時有著很大的感

動，一離開教會幾個小時之後，又被同樣的瑣

事煩心事困擾惱怒不已。幸運的是，身為基督

徒藉由每日讀經，經常上教會以及主日學的課

程，有機會一次次的在神的話語中檢視自己修

正自己，讓自己的生活更和諧。原來聖經教誨

我們愛與寬恕竟如此難，我們只能盡力，能夠

做到是因為有神在我們身邊！

書名：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作者：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

免費電子書：好讀網站 www.haodo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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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圖書館的讀書會 　◎ 錢 煒

洛杉磯市公共圖書館Arroyo Seco地區分館

位於Figueroa大街上。我參加的分館讀書

俱樂部每月讀一本書，虛構與非虛構小說輪

流。俱樂部一般也在每月最後一周的星期六集

體討論一次。七月，我們閱讀的書屬於虛構小

說，但卻是連環漫畫（ comic books），由 DC 
Comic Books出版社出版。美國人喜歡超人、

超級英雄。這次我們讀的連環漫畫的主人翁便

是人們熟悉的蝙蝠俠。眾所周知，電影中的蝙

蝠俠是一位大俠客。他單槍匹馬地跟罪犯鬥

爭，一一把他們制服，懲之以法。但是，這部

小說屬於後續部份，講述的竟是蝙蝠俠和另一

位名叫Superman （超人）的執法者之間的殊

死搏鬥。最後蝙蝠俠被擊斃（不是用槍，而是

用梭標－－類的武器）。

我讀這部連環漫畫，從一開始起便遇到許

多困難。許多幅漫畫根本不知道畫的是什麼東

西，也不知道前後圖畫之間關係。勉強讀完，

卻連故事的梗概都說不上來。我們讀書俱樂部

前幾年也讀過一本連環漫畫，我可以看懂，並

沒有感到困難。這是怎麼一回事？我非常懊

惱。難道我的英語越來越差了嗎？不應該是這

樣的啊。這部書的最後附有原文故事，漫畫便

是根據故事（共四章）改編的。我耐著性子讀

了一遍，好像增加了一點兒了解，知道蝙蝠俠

被超人打死。我回過頭去，又從頭看起漫畫

來。遺憾得很，讀了十幾頁，照樣不知漫畫講

的是什麼。你可以想像我是多麼失望！

俱樂部每次討論，每人先簡單地說一說

自己有沒有讀完，喜歡不喜歡，為什麼。輪

到我，我老實告訴大家（這天討論共11人參

加），我讀這本連環畫十分困難，根本讀不下

去。我說，“我今天來參加討論，是為了增加

一點對這部連環畫的了解，知道它說的是什

麼。”我也告訴大家我妻子對我讀不懂的解

釋：中美文化差異。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參加討論的十多

個人中，真正喜歡，讀完了這部連環漫畫的

有三、四人，其中最起勁的是兩位中年男子

（一位中學教師，推薦這部書的正是他。）他

們都自稱自己是蝙蝠俠的“huge fan”（大粉

絲），那中學教師還特別希望大家跟他討論這

本連環漫畫的藝術特色，建議我們每人找出一

張自己喜歡的漫畫來。但是響應者寥寥無幾。

於是他唱獨角戲，一人講了不少，倒也增加了

我對美國連環漫畫的了解。

更使我吃驚的是遲到的Viginia－－一位老

年婦女的一席話。她說，“我讀了這部連環漫

畫。它盡是暴力、暴力、暴力。這不是一部好

書！”討論結束後，我專門找到她。平時，她

總是向我要我寫的讀後感（每書一篇，就是這

次沒有寫，因為看不懂，怎麼寫呢？）。偶爾

還對我的評論作一點文字修改、潤色。我直截

了當地問她。“你說你不喜歡這部連環漫畫，

是因為它盡是暴力、暴力、暴力，對嗎？”

這時大部份參加討論的人已經離開。她說， 
“Yes ,and I expressed my disgust with this 
book in strong terms.（是啊，而且我用強硬

的話表達我對這部書的厭惡。）接著，她降低

聲調，說，“你不要相信那幾個粉絲的話。這

不是一本好書。你看不是其他不少人也沒有看

完嗎？”這話倒實在。坐在她身旁的另一位中

學女教師就沒看完，整個討論會幾乎全部沉

默。聽後，我想了想說，“美國充滿暴力，跟

這類小說、電影和連環漫畫也有關係吧。”她

沒有直接表態，但提醒我，“你完全不必為看

不懂這種書而擔憂。”

關於連環漫畫“The Dark Knight Falls”
的討論，使我想起了《聖經》中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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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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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時候，人的靈離開身體（“塵

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傳  12  : 7），或去天家或去陰間（路  

16:22-31）。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和基督

告訴強盜“今日 ”他要與祂同在樂園裡

（路23:43）都表明，人死後立刻有恴識

的存在，在天家，在陰間都有。（“我們

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
林後5:8），“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

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
（腓1:23）

無論在樂園（intermediate Heaven），

還是在新天新地，我們在主裡都有極大的

喜樂。我們敬拜神、感謝神，看祂向我們

解釋創造的奧秘，也包括對我們的創造。

更重要的，儘管看起來不可思議，

神早已決定我們要幫助祂管理宇宙（路 

19:11-27）！祂給我們更新的思想和身

體，使我們成為完全人，有力量和視野，

渴望為榮耀神和豐富我們自己而為神擔負

新的工作。

我們要與基督一起治理新天地，在

那裡運用領導力和權柄，做很多重要的決

定。這意味著對被領導對家的具體的受托

以及交給我們的責任（主人說，好良善的

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

權柄管十座城。第二個來說，主啊，你的

一錠銀子，已經賺了五錠。主人說。你也

可以管五座城。（路19:17-19）。我們會

設定目楆，制定計劃，分享彼此的想法，

如今我們在地上最好的工作狀態是每件事

情進展得都比計劃來得更好，每件事按時

進行，團隊裡的每個人盡責互助，而這比

起我們在天家工作的愉快來只不過預先品

嚐一下罷了。

在天家我們得享安息（“我聽見從

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

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

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

著他們。 ”啟 14:13）。我們知道何為安

息，也願意享受安息（“因為那進入安息

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祂的

工一樣。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希 

4:10-11）。我們將在那裡為了基督的榮

耀而侍奉祂。

我們知道何為工作，也願意享受工

作。咒詛之下工作的痛苦，將永遠被挪去

了。（“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神和

羔羊的寶座。祂的僕人都要事奉祂。 ”啟 

22:3）。

　◎ 新 欣 譯

在永恆中我們將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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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Dear Reader, 

I did not enjoy running as a form of exercise. I thought it was 
monotonous, strenuous, and time consuming. The fleeting moments of the 
so-called runner's high" accompanying a hard run didn't seem to outweigh 
the aching legs and gasping lungs. It was with some hesitance, then, that I 
accepted a friend's invitation to train and run in a 10k race some years ago. 
But the experience of running alongside others towards a common goal 
transformed what was previously a lonely, flailing activity into something 
more. Running alongside others and training towards a goal provided 
motivation, encouragement, and the joy of discipline. In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the church has seen its own running group grow in size and activity 
(recently completing a 13 mile half marathon together, and now training for 
another one). A running group is a neat and appropriate form of fellowship, 
as the Christian life is indeed a race which we do not run alone. As a 
church, we strive together for the common goal, the upward call of God in 
Jesus Christ. When we tire, when we stumble, when we lose heart,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 help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running alongside us, 
and our joy in the discipline of grace grows. Let's continue to run this race 
together! 

Rejoice, 
Jonathan 

苦難與試煉
 
　　主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在我裡面有平安。”

這是一句多麼安慰的話！有祂給我們的確據，那麼，既使有多

大的苦難，應該不致於失去了盼望。然而，主也體諒我們的軟

弱，知道我們不過是塵土。所以，當苦難來臨時，甚至一而

再，再而三發生，我們難免會問主說：“為什麼！為什麼！為

什麼會是我？”

　　在人生航線的旅程中，不可能都是一帆風順。有時遇到暴

風雨，有時船觸礁了，有時同船上的人不肯同舟共濟，互相有

了爭執，---別忘了，當我們的主被釘在十字架上時，如此巨

大的苦難！祂仍然安慰我們說：“我必復活！不會撇下你們為

孤兒。”所以要相信主的應許，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苦難，讓我

們來到主的面前，支取力量，呼求主說：“主啊！我很難過，

求你救我！”。主必賜給我們聰明智慧和應對的能力，主必用

祂大能的手拯救我們。苦難是化妝的祝福，苦難正是考驗我們

信心的時候，也是我們得著恩典的時候。這一切都為了成就將

來的榮耀！

　　在苦難的時候，就是我們受試煉的時候。俗語說：“真金

不怕火煉”。我們要沉住氣！親愛的弟兄姐妹，打金的師傅不

是在金子上又敲又打嗎？真的好痛！好苦！忍耐到底，就必得

救！

　　如果我們不被敲打，無法成為主的精兵。是的，主要把我

們煉成為精金。“不要怕！只要信！”。我們仍然能在受苦

中，心中有從主而來的平安和喜樂。世上的一切都會過去，惟

獨遵行神旨意和神話語的人永遠長存！要確信，我們在主的眼

裡，就是祂的瞳仁，是何等的寶貴！祂愛我們到底！這樣我們

才能“輕看苦難”和“不怕受試煉”。 

張蕭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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