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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因驕傲墮落成為撒
但。（賽14：12）主耶穌降卑成為人子，

取了奴僕的形象，神卻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
祂超乎萬名之名。這是太熟悉的經文，提醒我
們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路18：9－14）。

謙卑是通向天國的一道橋。主耶穌説：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虛
心從品德的層面來看，是一種虛懷若谷的美
德，是一種可貴的情操，箴言書說“敗壞之
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這和
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不謀而合。

近代的神學家尼布爾，在他所寫的《人的
本性和命運》中，將人本性的驕傲分成三種：

（一）知識上的驕傲。我們的知識是有限
的，正如南宋愛國詩人陸遊說：“書到用時方
恨少”；大科學家牛頓說：“學問浩瀚無邊，
我不過像一個小孩，在海灘邊拾取一個貝殻。
”可是人類卻陷入了知識的驕傲，自以為所知
道的就是最終的真理，就是萬物的準則。

（二）權能上的驕傲。人們自認是生命的
主人，相信人定勝天，人能掌控一切，支配一
切，人自誇是命運的主人。豈不知許多的事，
我們根本無法掌握。主耶穌說：“你們那一個
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雅各也說：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
什麽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
見了。”（雅4：14）

（三）德行上的驕傲。以自己的道德原
則，作為標準，來評價自己。聖經對罪的解釋
是射不中的。驕傲的人，就像把箭射歪了以
後，自己畫上圈圈，說我射中了紅心。老使徒
約翰說：“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
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

除這三樣，主耶穌在登山寶訓提到虛心
的人。“虛心”新譯本聖經直譯成心靈貧窮。

貧窮二字，是用以描述一無所有，必須仰仗別
人，才能養生的那一種赤貧的狀況，如同行乞
的拉撒路（路16：20）。“虛心”用以表達我
們靈性的貧窮。

主耶穌説“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
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我們原有的
對神的認識，也不過是自己的臆測，若沒有主
耶穌的道成肉身，我們對神的本質一無所知。
對上帝創造和救贖的奧祕，也是一樣。若非有
神話語的啟示，我們不但無從知曉，我們也無
從蒙主的救贖。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在
路加福音書，浪子回頭的故事裡，當浪子醒悟
過來，認識自己的“一無所有”。他說：“我
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向他說，父親！我
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回家了，他得
著父親無條件的接納和饒恕，再度擁有溫馨的
家！這豈不是“虛心的人有福了！天國是他們
的”之最好註解。

在《生命季刊》第六十三期，有一段有趣
的小測驗，測試我們的驕傲智商有多高。測驗
共有十二條“是”與“否”的選擇題，在此僅
例舉六條。

1.我喜愛成為別人注目的焦點。2.我配得
最佳的禮遇。3.我很少或從來沒有向人認錯。

4.我幫助別人時，對方沒有表達謝意會不舒
服。5.我與人的對話充滿了“我”字。6.我的
想法和意見總是對的。作者任運生說，若果你
對上述試題沒有一條選擇“是”的答案，說明
你在撒謊。如果至少有一個“是”，說明在你
身上有驕傲的傾向。

這一些小測試，簡單，卻也一針見血，提
醒自己，要謙卑、謙卑、再謙卑！

謹記主耶穌教導我們的話 ：“我心裡柔
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
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11：29）

◎ 鍾世豪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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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驕 氣 傲 , 神 不 喜 悅
◎ 程行中

心驕氣傲是一種隱藏的罪，當被環

境所逼，在缺乏自我警覺時，就會顯現

出來，如不儆醒謙卑，就必遭罪！在舊

約中，當尼布甲尼撒心驕氣傲時，就蒙

羞恥，厄運就臨到；當哈曼心驕氣傲

時，自己卻為自己預備了絞架；當掃羅

自傲是王，在等候撒母耳獻祭一直未

來，而敵人越來越逼近時，竟然狂妄地

獻上祭物，神離棄了他！……在新約

中，我們也看到，當主耶穌奉父命為我

們的罪背十字架，帶領眾門徒要到耶路

撒冷，路經撒馬利亞的一個村莊，但那

裡的人不接待他們，門徒雅各、約翰看

見了，就說:“主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

天上降下燒滅他們？”若他們沒有主所

賜的能力，會這樣說？他們的心已因他

們有這能力而心驕氣傲，好在主在他們

旁邊適時制止，他們才沒有遭罪……

回想40年前在臺灣行政院任職，由

於職務的關係，常與各部部長開會，也

有數次出席重要會議有電視直播，因此

無形中心驕氣傲……。來美先在一家美

國跨國公司任專案組長一年多後創業，

但十多年官氣所無形中帶來的心驕氣傲

卻跟隨了我。元華(太太)在跟我結婚前

就是基督徒，她就勸我信主，由於心驕

氣傲，一直不肯接受，但她還是一直地

勸我，以及為我禱告…可惜我仍舊十分

固執，所以結婚近30年仍未信主，直到

第3 0年一天，忽然有聲音向我說:“是

時候了”，最初不以為意，但又再聽到

“是時候了”，深覺奇怪，我即反問

“什麼?”忽然自己悟到是信主的時候

到了，這是聖靈感動了我，所以就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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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我受洗後，沒多久就帶元華到臺灣

視察業務，由於元華喜愛橘色有香味的玫

瑰，跑遍臺北市，臺北縣非常辛苦地收購

了一天，才買到了 3 0朵橘色有香味的玫

瑰花及三朵紅色的玫瑰花，分別代表結婚

30年才信主，辛苦地為我生育三個兒子，

送給她，並當場謝她，她卻意外地感動落

淚……。

信主後，花了很多時間研習聖經，參

加主日學，禱告會，也買了一些靈修書籍

研讀……。漸漸明白讀經必需與那默示聖

經的聖靈一起讀時，對神的話語會有更深

的體悟與感動。數年後一天，忽然看著聖

經感歎與讚美，主是那麼的偉大，主的話

語是那麼豐富精彩，書中確實有比黃金屋

更美好的東西存在，我的心被神的話語及

主的愛所溶化，深深體悟，當主耶穌說: 

“來跟從我”時，主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

力，難怪雅歌第一首4節說:“您吸引我，

我們就快跑跟隨您”……。 證之曆世歷代

成千上萬人，被主吸引，撇下所有，來跟

隨主，甚至為主殉道……後悔啊！若不是

自己的心驕氣傲一直拒絕，那我早就該信

主，早早享受從神來之豐盛生命的滋潤，

這真是遭心驕氣傲所害！

親愛的主耶穌啊！您是孩兒生命的

主，孩兒自從受洗後，逐漸地人生觀和價

值觀都有了改變，甚至連生活習慣和型態

都有變化，看見父神在做事，聖靈在運

行，您是信實的，也多次答應孩兒的禱

告……感謝讚美您！願像保羅那樣，將萬

事萬物看作糞土，以認識您為至寶；願孩

兒每日都有安靜等候您的時間，不再作

一個假冒為善的人，願您鑒察孩兒的心，

看看孩兒裡面還有什麼惡念沒有，心中是

否還有驕傲、自滿？求您不斷地拆毀，破

碎孩兒心中這些尚存或忽然又有的，您所

不喜悅的心思意念與行為；願您賜給孩兒

智慧、啟示及聰明的靈，好叫孩兒真認識

您，經歷基督您的大能而活出您的生命，

您必興旺，孩兒必衰微；願賜給孩兒分辨

的靈，不被邪靈撒但所誘惑，孩兒這樣的

禱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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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行事為人的態度，不僅是表現他的
人格特質，也是決定他成敗的主要因素之

一。人都是討厭心驕氣傲的人，而喜歡謙虛有
禮的人。國人自古以來就戒人不可驕傲:“君
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論語，子路
十三) 意思是君子坦蕩舒暢而不驕傲自大，小
人則驕傲自大而不坦蕩舒暢。

一個人如果有獨特的才能、專長和成就，
那是可以內在自豪的。可是過度的自豪而形之於
外，就變成恃才傲物，驕傲自大了，被人討厭!

我們現來看聖經對心驕氣傲的人是怎麼說
的，首先，我們會想到雅各書:「神阻擋驕傲的
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雅4:6) 「箴言」說
的更多，例舉數節:

1.驕傲來，羞恥也來；謙遜人卻有智慧。 
(1l:2)

2.驕傲只啟爭競；聽勸言的，卻有智慧。 
(13:10)

3.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16:18)

4.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
謙卑。 (l8:12)

5.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裡謙遜的，必
得尊榮。 (29:23)

6.高傲的眼、傲慢的心，惡人的燈，都是
罪惡。 (21:4，新譯)

7.凡心裡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雖然
聯手，他必不免受罰。(16:5)

6、7兩節說，驕傲是一種罪，會帶來神的
懲罰；而「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
尊榮、生命為賞賜。」(22:4)

知名的英國護教神學家路易士(CSLewis)， 
在他的「美哉!基督教」一書中指出，眾惡之
中，驕傲乃是惡習之首，罪惡之最。」法國蓋

恩夫人則說：「神如果准許我跌倒，總是因為
我驕傲。」

我們要切切記住:驕傲是罪，驕傲的人在神
面前是被定罪的， 神要阻擋這樣的人!

驕傲是從魔鬼來的

聖經告訴我們，驕傲是宇宙最初的罪，
魔鬼最先犯的罪就是驕傲的罪。魔鬼原是天使
長，但因犯了驕傲的罪，想要與神同等，就被
神打到地上，成了魔鬼。以賽亞書14:12-15就
是這樣說的: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從天墜
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
心裡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
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
極處。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
「明亮之星」，原文是盧西福Lucifer，盧西
福原是天使長。注意，這幾節經文有5個「我
要」。

後來在伊甸園中，魔鬼叫始祖亞當、夏娃
犯了驕傲的罪。伊甸園裏有許多的果樹，其中
以生命樹和分別善惡樹最為特別。生命樹代表
了神的愛，神的期望，盼望祂所造的人能享受
祂真正真實永恆的豐富與榮耀。吃了它的果子
就接受了神的生命與愛，與神永遠同在，過以
神為生活的中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則是叫人
要用自己獨立於神的思維來決定是非善惡;吃了
它，人就淪落於生活在神生命之外的狀況中。

一天蛇(魔鬼的化身)來到伊甸園中，誘惑
夏娃說:「……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
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於是女人見
那棵樹的果子……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來吃
了，又給她丈夫，……」(創3:5-6)分別善惡的
果子，不只好作食物，更能使人有智慧，如神

　◎ 周鐵樓

神阻擋心驕氣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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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道善惡，於是亞當、夏娃就中了魔鬼的詭
計。犯了驕傲的罪。我們是始祖的後裔，因此
都生而帶有罪性，極易變得驕傲，不信神而信
自己！從創世記到啟示錄，聖經充滿人怎樣互
相欺騙和欺騙神的故事。

如何勝過驕傲?

有權勢的人最易犯驕傲的罪。創世記詳述
高傲的法老如何不許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他反
問摩西說: 「耶和華是誰?為甚麼我要聽從他
的話，放以色列入走？」(出5:1-2)耶和華在
埃及降下十場災殃後，法老終於肯放以色列人
走，只是他很快又反悔，派兵追趕以色列入。
最後，法老和他的大軍在紅海陷入絕境。在海
水洶湧而至的那一刻，聖經記述當時法老手下
的大軍心驚膽戰，他們喊叫:「我們逃跑吧!不
要惹以色列人。耶和華為他們爭戰，攻擊埃及
人了。」(出14:25)法老心高氣傲，換來多麼
可悲的下場!

平凡的人也會變得高傲，亞伯拉罕的妾夏
甲生了一個兒子以實馬利後，變得高傲自大，
就輕看主母撒拉。夏甲高傲的態度使亞伯拉罕
家無寧日，撒拉不得不把她趕走。神的使者找
到夏甲，規勸她要回到她主母那裏去，在她手
下謙卑自抑。(參創16:4，9)夏甲回去後，切
實聽從了天使的忠告，不再輕看主母撒拉。最
後，以實馬利的子孫也成了一個大族。

夏甲的例子，讓我們看見，人的地位一旦
提高了，就有可能變得高傲。我們基督徒就算
一向都本著純潔的心事奉神，一旦財富多了，
事業成就大了，或者地位高了，都可能使我們
變得自高自大。甚至聽到別人讚賞我們的長
像、智慧或能力，也可能使我們自大起來。因
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提防高傲的態度在心
中生根。

我們不只謹防驕傲，更要勝過驕傲。那麼
我們當怎樣行才能勝過驕傲呢?以下幾點是基
本的做法，作為我們的參考。

1. 與神保持正常關係

我們心中有神，但是常把神留在限制的區
域內，如禮拜堂，禮拜堂以外就隨隨便便的，

行事為人常隨從世俗，有時竟至狂妄到褻慢神
的光景。這都是因為我們沒有與神保持正常關
係。如果我們與神有正常關係，我們就能到處
都能看見祂，隨時都能感受祂，因為我們的心
就是祂的居所，祂就住在我們心中。保持與神
正常關係很簡單，就是每天要帶著喜樂的心
態，勤讀聖經和常常禱告，還要凡事謝恩。聖
經是神的話語，讀聖經就是聆聽神的話語；禱
告就是與神交談。我們愈會禱告，就愈來愈會

按照神的心意來思想。

2. 切記一切都是神恩，我們無可誇口。

使徒保羅說:「今天我成了何等人，是蒙
了神的恩才成的。」(林前15:10) 意思是說:
他保羅之有今天，不是靠自己，乃是蒙了神的
恩典，並不是他自己的能耐。同樣，我們擁有
的家庭、工作、環境、學歷、經歷，都是僅靠
自己的努力得來的嗎?我們的努力固然重要，
神的祝福和恩典臨到我們才是決定的因素。既
然都是領受的，為甚麼要自誇呢？假如今天我
們存著功勞的念頭，都是因為不認識神，或者
說把神看得太小。所以，我們凡事都要謝恩，
沒有一點值得誇耀自己。我們在神前，千萬不
可存驕傲的心，都要謙卑下來。不論我們的職
業，屬靈的事奉，都是恩典，假如神的恩離開

了我們，我們甚麼也不能做。

3.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羅12:3)
如果我們常常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就會把

我們帶到驕傲的光景裡。所以，不要看自己過
於所當看的。神隨己意將不同的恩賜賜給人，
給我是這個恩賜，給你也許是另一種恩賜。既
是出於神，我們就不該輕看別人，或過於看重
自己。

蘇格拉底說:「人最高的智慧，就是承認
自己無知。」因為既承認自己無知，就會客
觀，就會謙卑，就會追求。有些人一知半解，
就會隨便大發議論。

神懲罰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願我
們每一個人與神都能保持美好的關係，做順服
神的人，免得受神阻擋和懲罰，錯失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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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貴元

不驕傲才有真愛

我是一個很驕傲的人。

讀書時我成績好，在班級在年級我名

列前茅，我驕傲；高中畢業我以高於升入

清華的成績考入了“ＸＸ學院”從事頂尖

級專業學習，我驕傲；畢業後分配到絕密

級單位，從事絕密的技術工作，我驕傲；

工作有成績，提職加薪，我驕傲；出門有

車子，講話有掌聲，我還是驕傲。驕傲伴

隨我大半生。

然而啊，我感謝生活中有然而，當我

信靠主後，學習聖經說：“敗壞之先，

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

18:12）如同當頭棒喝，我驚訝，我詫然，

原來驕傲不是小毛病，而是大惡魔。原來

我以為，驕傲我有資本，既在我認識到：

當你成名時，你要稱謝耶和華我的上帝，

不要忘記他的恩典。我認識到：驕傲把自

高當自重，把膽卻當謹慎，把極端當絕

對，把剛愎當剛強；我還知道了，驕傲是

泡沫了成績，膨脹了自己，是榮耀自己。

謙卑是真愛別人，虛己主義，宗旨是榮耀

上帝。驕傲吃的是虛榮，喝的是輕蔑，必

定張揚，而張揚是淺薄的朋友，大海低姿

方能容納百川。人要謙卑才能取悅我主。

在生活中真正做到不驕傲是很難的，

居高臨下的講話，以教育家的姿態出現，

難道不是一種驕傲嗎？工作有了點成績，

飄飄然了，難道不是一種驕傲嗎？講課

稍有成績，對工作極不負責，還不認真改

正，難道不是一種驕傲嗎？人先驕於內後

傲形于外，驕傲來自魔鬼，讓人遠離神，

驕傲是自我放大，渺小了別人，這種人沒

有真愛。

神讓我們不驕傲，要謙卑，謙卑是內

心的態度，不是自己講，不是做樣子給別

人看，謙卑是人生智慧。一個人講道好、

行道難，所以不驕傲難，真謙卑更難。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朝向天國的征途。

一生走過許多路，行過許多橋，看過許多

雲，喝過許多酒。驕傲的人走向狹隘而冷

漠的自我。真謙卑不是口號而是本質，不

是靠情感、意識才確認，而是靠讀經禱告

提升靈命。我們容易贊嘆光鮮的首飾，不

容易欣賞無華的品格，謙卑就是無華的品

格，更是對人的真愛，聖靈結果子九個表

現，但果子只有一個，那就是愛。讓我們

以敬虔的心愛主吧，讓我們以不驕傲的心

愛自己吧，讓我們以謙卑無華的品格愛更

多的人吧。

不驕傲，真謙卑才有真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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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中見偉大。

感恩節期中，我們參加一個家庭聚會，

離開時太太彎腰穿鞋子有困難，在旁邊的許

執事欣然跪下來，替她把鞋子穿好，並扶她

站起來。我在想，這種美好的形象，唯有在

主面前才能做得到。

謙卑是一寶。

是一把雙刃劍。

高貴與謙卑。不同的字彙，相同的含義。

既可以讓自己的生命改變，重生得救；

也可以由腐敗走向沉淪。

人不肯轉向神：

頭一個原因是驕傲；

頭一個原因使撒旦成功的也是驕傲，

有云：君子之道，遠行必自邇；登高必

自卑。

自高的必降為卑。

自稱為聰明的，反成愚拙。

傲氣凌人的反映自己的庸俗淺薄。

謙者從善之基，傲者從惡之魁；斯言非虛。

堅硬的土地，甚麼都不能生長。

傲慢的心田，不經過鬆土和培植，播下

的種子也不發芽開花。

最智慧的頭腦，也不可能窮盡真理。

謙卑是出自上帝大能的手，

我們認識上帝，認識自己，就能持守謙

卑的心。

因著信，軟弱變為剛強，

“到時候”，祂必然叫我們“提升”。

站得高，所以不傲，

看得遠，所以不妄，

想得透，所以不惑，

行得正，所以不懼。

風如詩吹起：

讓謙卑回到我們的心裡，讓我們反省。

不要以為自己高大，

其實你是軟弱和無助；

不要以為你能展翅高飛，

其實你的羽毛未豐；

不要以為你無所不知，

其實你是無知和愚昧。

如果你承認自己卑微，

就請俯伏在主面前，

聽主說話。

朝陽脈脈，主恩蔓延；

教堂的鐘聲響了，

主又在輕輕地敲動我們的心門。

高貴的謙卑　

　◎ 麥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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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譚靜舒

有一位基督徒姊妹，分享了她靈命增長體

會:她說，她有一雙主內好友快結婚了，

她為他們而高興，因為這一雙用郎才女貌來

形容尚且不足，而且在專業上更有所長，還

有藝術細胞，唱歌和文筆也不錯，愛主且在

教會熱心事奉，她特別喜歡他們，怎麼看就

覺得怎麼好，也常常和他們禱吿分享。

　　有次，她是這樣在電郵中寫給他們的：

“我真是覺得你們很好，雖然有些話這樣

說，作為基督徒來說是不太正確，你們就像

是美玉一樣的好材料，而其它人就像石頭罷

了，石頭用來蓋房子，但玉卻能裝飾房子，

更顕高貴，如在二者評估，像我這種俗人，

確定還是讚歎玉。”她發出此郵件後後，心

中卻一直不平安，她老想到這句話：“我這

種俗人，確定容易讚歎玉。”隨著她的成

長，她知道了為什麼不平安，她覺得，上帝

好像向她發問:“這難道不是您內心驕傲的暴

露嗎？”她不得不承認，雖然信主十幾年，

但在內心深處，仍然擁有很深的精英意識，

有一雙高傲的雙眼。正像上帝所恨悪的七樣

惡行的其中一項：“就是高傲的眼，撒謊的

舌，流無辜人血的手，圖謀惡事的心，飛跑

行惡的腳，說謊的假證人，和在弟兄中散佈

紛爭的人。”（箴6:16-19）而更令她驚訝的

是，高傲的眼，居然排在第一位，本來，追

求美好事物是人的天性，她去函這樣說似乎

也沒有甚麼大錯，但是，在這位姊妹成長過

程中，內心深處引以為榮的事，就是要做到

別人做不到的事，受萬眾追奉才是值得驕傲

的事，她本身在努力爭取，讀書和職場也表

現很優秀，所以，與別人相處時，她是有選

擇性，對於自已認為看得上的人，就要追奉

多交往些。信主後，上帝就讓她學習如何對

付驕傲，某天，靈修中的一段經文像五雷轟

頂，觸動了內心，讓她重新瞭解認識自己，

“使您與人不同的是誰呢？您有甚麼不是領

受的呢？既然是領受的，為甚麼要自誇，好

像不是領受的呢?”（林前 4 : 7）她反復思

考這段經文，自己的一切不都是上帝賜給的

嗎？自己的聰明不也是父母和學校培養的

嗎？自己有那一樣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

的，為何要自誇？既然這樣，她也不是和平

常人一樣嗎？當她謙卑下來，就能接納和欣

賞身邊那些被她認為是很晉通的弟兄姊妹，

帶著感恩之心，用神賜給她的才幹，熱心事

奉教會和弟兄姊妹。

偉大的神學家奧古斯丁對“驕傲”曽給

予很好的定義：“驕傲是對我們自己優點的

著迷。”上帝的救恩是通過基督十字架，使

我們能謙卑認罪悔改。有些人始終把自己擋

在救恩大門外，就是因為自傲，覺得一生沒

做壞事，既無殺人又無偷呃拐騙，何罪之

有？不知道人從出生後，因著先祖的犯罪而

帶有罪性，而不認識創造主上帝也是犯罪表

現，結果拒受洗信主，白白錯過了上帝的救

戒除驕傲，常存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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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終其一生被罪悪所梱綁。對基督徒來講，

所有屬靈的追求，如果不是建造在謙卑的根基

上，那麼都會崩潰瓦解。在教會中也曾看到某

些信徒或領袖，自命自己靈命比他人高，所以

行事做人往往自高自大，聴不進別人半點的意

見，妄自尊大，犯了錯也不會承認，不但惹人

反感，更可怕的是成了別人走向十字架上的絆

腳石，失去了鹽和光的作用。

也許有人錯誤地認為謙卑是自卑，是自

我形象低落，這就需要我們用上帝眼光看待

自己，羅馬書1 2:3節中教導我們：“不要

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著上帝所分給的信心

來衡量，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乃是對

自己強弱之處有客觀和成熟的認識，瞭解自

己恩賜，也知道神給自己信心有多少，按神

旨意去完成衪的事工。當我們認識了上帝，

我們也認識自己是一個受造者，並有上帝形

像，是蒙恩的罪人，末認識主前，我們一無

所有，沒有盼望，沒有愛，然而，今天擁有

了一切，那是永生聁望。這一切都是從救恩

而來，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我們沒有甚麼

可自誇和驕傲的。謙卑是不斷捨己和破碎，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全然連結於主。謙卑

的人是不會意識到自我，因為是用神眼光看

自己，是屬聖靈的，而自卑則是從別人眼光

看自己，它是屬肉體的，比如覺得自己學

歷，智商和家庭環境沒有別人好等等，就感

自卑。有時甚至自暴自棄，其反射出來的言

語，行動和態度既傷害他人，也傷害了自

己。當我們真正認識自己一無所有，才令我

們對上帝產生真正的依靠。明確知道一切掌

握在衪手中。

聖經中，有很多因驕傲失敗的聖經人

物，在舊約（約書亞記）中描述裡，當以色

列攻佔了耶利哥後，人心大振，勝利沖昏了

頭，也包括約書亜在內，當他們面對微小的

艾城，因驕傲而低估輕看了敵人實力，也忘

了了耶利哥的勝利是上帝的作為，此次攻城

沒有禱告上帝，加上亜幹在當滅的物上犯了

罪，使以色列人都陷於罪中，成了以色列人

在戰場上唯一的挫敗。再看魔鬼撤但，原

是受膏的基路伯，受造時被稱為“明亮之

星”，“早晨之子”，卻因為狂妄自大，

“要高舉寶座，要升到高雲之上，甚至要與

至聖者同等，”像上帝預言那樣：“然而你

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極深之處。”先祖夏

娃受魔鬼試探，吃了這樹上的果子：“你們

的眼睛就開了，你們就會像神一樣，能知道

善惡。”這激發了她內心的驕傲，她渴望自

己能變得聰明有智慧，結果，她落入了魔鬼

的試探，違背了上帝的吩咐，吃了禁果，死

亡從此便降落在人世間。相反地，主耶穌為

我們留下了最好的謙卑榜樣，衪本是萬王之

王，原本坐在天上榮耀的寶座，卻甘降尊為

卑，以肉身從天上降生在世上，住在罪人當

中，這是多大的謙卑!基督並取了奴僕的形

像，為門徒洗腳。洗腳本是奴僕的工作，而

上帝的皃子卻在上十字架之前，謙卑地為每

個門徒洗腳，包括出賣衪的猶太。何等的謙

卑!主耶穌在羅馬兵丁手下受盡折磨戲弄，在

圍觀的人群中受盡羞辱，在十字架上受盡痛

苦，這犧牲的大愛又是何等的偉大!

我們要為自己驕傲認罪悔改，這樣，人

才能學習謙卑，這種心態是不能少的。要常

操練自己內在的生活，所謂內在的生活，就

是聖經所教導的“住在基督裡”。“您們要

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您裡面，枝子若不連

在萄葡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你們若不常

在我裡面，也是這樣。”因為謙卑是耶穌基

督的性情，除非我們一直連著衪，否則是不

會有謙卑的。

戒除驕傲，常存謙卑。遵行主的教導，上

帝的兒女必能夠領受從天而降的恩福。因“上

帝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福給謙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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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榜樣  
◎ 李貴元

我的一生有許多次感動。何謂感動？心靈的共振、情感的交響，就是

感動。

前幾天鍾牧師來我家作客，和我推心置腹的交談，對我受浸之事給予極大

的關切，使我感動。

做為浸信會的教會領袖，一位資深的主任牧師為我的事操心操勞，足以說

明鍾牧師的人品是高尚的，為人是謙卑的，工作是勤勉的，著實令我感動。當

然這種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並不是每位傳道者都能做到的，這也是事實。

我是七十有餘的老人，由於社會條件所限，信主的道路走的艱難而漫長，

但我明白：慢慢走總比向反方向走的快，今天不走，明天要跑，由不信到信，

經歷了刻骨銘心的轉變。雖然經過四年多的學習聽課，仍然有許多不解之處，

但由於自己的親身經歷，驗證了神的真實存在。我也知道人的知識無法與神的

大能相比，所以我們還是先信而後知吧。

我願意受浸做神的兒子，勤讀經，常禱告，凡事謝恩，做為我的生活常

態。修正希望，校準人生，讀經是開天堂路，禱告是閉地獄之門。信靠我主堅

定不移，順服我主靈命增長。身不修則德不立，德不立則事不成。良心以沉默

說話，良心是信念的哨兵，上帝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上安了一盞燈就是良心。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鍾牧師給我做了一個謙卑、真誠、勤勉的榜樣。鍾

牧師的嚴謹工作作風，體現教會領袖的風範，也體現了他對我們每個人的愛，

這種愛是大愛，大愛無價無求。

　我決心向榜樣學習，榜樣使我感動。



11

教會事工

2017年05月第144期

復活節浸禮圖片集錦
◎ 攝影：曲維芝、歐亞飛

        4月16日是教會復活節暨浸禮主日，多位弟兄姐妹通過浸禮歸入主的名下。以

下是浸禮照片和浸禮之後與牧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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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晚，教會舉辦慶祝復活節暨教會成立五十四週年紀念活動。在教會正堂，

聯合詩班獻唱韓德爾“彌賽亞”選曲“主復活”，由夏昌仁指揮、段賴靜芬伴奏。

　◎ 攝影：曲維芝

慶祝復活節暨教會成立5 4週年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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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譚靜舒

二零一七年三月卄五日，粵堂<信望愛>團契代表了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參加了角聲社

區中心在聖蓋博市舉辦的25週年籌款公益活動。在“慈善嘉年華”中，以美食攤位向民眾

提供中國美食。為了搞好這個有意義的活動，團契的弟兄姊妹們在吳智文弟兄的統籌下，

從籌款，購買食材和煮飪，都作了仔細分工和合作，把大家的愛心凝聚在一起，色香味美

的食物，在當天迅速地義賣完畢，並獲得了最高籌款數目的第三名獎。弟兄姊妹們並齊聲

表示，今後願意繼續積極參與社區的愛心活動，學習耶穌的大愛，幫助有需要的人!

信望愛團契  愛心籌款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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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群人的心境 ◎ 張雲鶴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是一年的開始，世人

歡度元旦，都在相互祝賀新年快樂。接踵

而來，二十多天之後的一月底的農曆春節，華

人又都相互拜年祝賀春節快樂幸福，幸福二字

在人們的思想中普遍認為是一件好事。

但是，人們的幸福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歷史發展到今日，世界各國有許多人的一

種思潮是以錢財發展為導向的價值觀，以為自

己的錢財比別人多了成千上萬，便感到幸福。

一個國家的文化、道德和宗教信仰不能足以使

人民能克制和勉強自己，不會對自己心靈進行

考問，其結果將會破壞社會的穩定。如果一個

社會或是國家，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勢必會讓

許多人不擇手段或是採取另類途經去發財，其

結果貪汙成風，詐騙橫行。這些人只顧自己，

是不顧別人的。一旦有朝一日有大多數人都有

錢財都富了起來，他們的幸福感到不比別人多

時，他們的不滿足將會使這些人另立途經謀

財，如此，必然引起社會的兩極分化。

舉目望去，在我們生活環境周圍有許多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中國人在過往受百家思想

薰陶，好的方面有君子不求和自由、平等、博

愛相接合的文化；不好的方面則變化成了一個

沒有信仰的民族，沒有信仰不是指沒有信仰的

形式，恰恰相反，因為信的東西複雜，什麽都

信，恰恰就是什麼都不信，他們心中沒有永恆

神的位置。

當今世界上的各路經濟學家都在帶領人們

向前（錢）看，向前看是對的，但要保持前進

的尺度和份寸。依靠人的一點智慧很難在這個

大變動的世代把握好自己。松柏詩班裡的一群

年老的弟兄姐妹也在向前看，他們有基督耶穌

的帶領，看清楚了自己前進的道路，他們除了

向前看，他們還抬起頭向上看，他們是用信心

抬起頭，感謝神的榮光照耀我；感謝神的慈愛

溫暖我；感謝神的恩典夠我用和幫助我。

這一群雖然上了一點年紀，他們沒有放

棄年青時代的理想和求知的慾望，他們安排好

家居生活到教會參加松柏詩班，說明瞭他們對

生活和信仰有追求。他們來到詩班把歌練，詩

歌唱上千百遍，榮神益人安慰己心的讚美詩總

是唱不厭。這一群上了年紀的老年人，除了用

詩歌讚美神，他們在詩班因著聖靈的造就靈裡

得到成長，在詩班學習著許多功課。這裡的幾

十位弟兄姐妹來自四面八方，如今在一起敬拜

神、榮耀神。共同的嚮往和願望走到一起來

了，他們是神的愛把他們聚合在一起，他們

用愛緊密相聯，許多年來，松柏詩班裡傳揚

神愛世人的故事很多很多，因為神愛世人，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

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

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

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林前：

13:4-8）。

松柏詩班的詩班員歡迎年長的弟兄姐妹安

排好家務事，齊來領受這裡的福氣和老年人的

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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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遊 記 趣  ◎ 張雲鶴

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松柏詩班員由陳寶

聲牧師帶領進行了一次春遊，地點是愛

爾蒙地市的鴨子公園。從教會開車直達約20分
鐘。此地園區不大，近有樹蔭湖影，遠看北面

高山，看到鴨子和人一同優哉遊哉的園地裡散

步，與我們天天在城市見到的大街小巷完全是

兩種景色，此處環境誘人，可以清心，在繁華

的洛杉磯城市內有這麽一處美地，到此春遊，

很是舒心，給我們生活添加了不少色彩。

該日參加春遊的人數有47人之多，有女

兒陪伴父母來的；有熱心事奉的姊妹幫助行走

不利落的老姊妹來的，大家高興的是李黃賽老

姊妹今年101歲高齢；90歲以上的有五人，他

（她）們都來了。在世人的眼中，這些上了歲

數的老人一般稱為老弱病殘，但是松柏詩班的

這些老人卻是老當益壯，所以教會裡都稱這群

老人是我們教會的一個寶。

9時40分開始，詩班員陸續到達，10時
許，陳牧師作短講，引用經文取自約翰福音20
章1-10節，向大家傳遞這一段經文的信息，詮

釋得十分精闢細緻：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耶穌

墓前，看到墓穴前的大石頭挪開了；彼得和約

翰進入穴內看到耶穌裹身的細麻布仍在；又看

到原來在耶穌頭上的裹頭布沒有跟細麻布放在

一起，而是卷著放在另一處。這種景像說明，

耶穌屍體不是被人盜走，而是耶穌復活了，脫

下細麻佈出去了；裹頭布卷著放在另一處，按

照當地的習俗，說明他還要回來；石頭挪開是

讓人進入來看耶穌復活升天了。多麼有重點的

突出這段經文要點。短講後，請助人為樂的龍

錫範姐妹（她是陪伴一位老姐妹來游園的）禱

告，然後進餐。

當日的餐飲出人意料的豐富，除了分發

給每人一個牛角麵包和生菜包火腿加一瓶飲

用水外，有八位姐妹奉獻了點心、水果和白

木耳湯，我在打聽她們的姓氏大名時，她們不

准我提名道姓，因為要尊重她們的意見，只好

認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奉獻的食品中

有一個美味十足的鹵雞蛋與我在上海一家名叫

《和府撈麵》的名餚“乾隆冰芯蛋”的美味不

相上下，從店名和菜名可知這個蛋必有獨到之

處，兩天之後，遇到詩班的“縂管”Julia楊，

請教之後才知道這個蛋是她加工製作的，為了

詩班的郊遊，她下了好大的功夫。

春遊過後的四月十四日，詩班練習時，陳

牧師叫我寫一段文字記事，我想到松柏詩班的

這一群老人，春遊時也在聽福音，大家以愛相

連，真是信仰是生活，生活是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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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事奉神
◎ 周鐵樓

許多弟兄和姊妺以為事奉是指在教會的事

奉，如擔任執事、教主日學，或家庭小

組的組長。其實我們對神的事奉有三方面：本

位的事奉，生活的事奉，和工作的事奉。

讚美、禱告、敬拜，還有讀經就是事奉

神!今天，許多基督徒沒有明白這個本分，所

以忽略每天獻上禱告、讚美、感謝、敬拜、和

讀經，放棄了這種本位的事奉。 神透過聖經

向我們說話;我們在禱告中將我們的心聲帶到

神面前，禱告是把我們和神連結在一起的一條

道路或一座橋樑。一個基督徒沒有好的本位的

事奉，聖靈就不能好好地引導我們明白神的心

意，我們的言行就會常常不得神的喜悅。

我們平素生活為人，也要符合神的心意，

討祂的喜悅。主耶穌基督的寶血救贖，把我們

分別為聖，因此我們的生活、言行、思想和情

感都要聖潔。也要用公義行事，是以神的看法

為標準;因人的義常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

也就常常損害別人。主耶穌是按著公義事奉

神，無論何人需要拯救，祂都排除萬難義不容

辭，我們要效法衪行公義。以上所說就是生活

的事奉。

明白本位的事奉和生活的事奉，就沒有人

能說事奉不是他/她的事。年青人不能說信主

沒有多年，還沒有準備好;老年人也不能說身

體有疼痛、精力不濟。

什麽是工作的事奉呢？這是被許多弟兄

姊妺忽略了的。今天有一些信徒認為地上的

一切都是虛空的，基督徒不要追求世界上的東

西，要脫離這有罪的

世界，只有讀經、禱

告、聚會才是對的，

才是神所喜歡的。

因此，他們把工作看為換取一張養家的支票而

己。這是不得神喜悅的。無論做什麼工作都非

常重要，要認認真真地去做。保羅說：“不要

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

實敬畏主。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

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西3∶22-23）只

有這樣，基督徒才能在職場中作鹽作光，榮神

益人。

有一位英國弟兄勞倫斯，他的工作是在廚

房，每天要做麵包和點心，但他很喜樂，他並

沒有覺得廚房做事是世俗的，說廚房就是他每

天敬神拜神的地方。他天天與神同行，並寫了

一本傳頌後世的“與神同行”的書。

聖經的第一卷《創世記》就提到工作。

神不但自己在工作，衪創造了亞當以後，就將

工作的使命分派給他，叫他在伊甸園中作修理

和看守的工作。修理是有一種發展與培育的含

意，即人按所領受的智慧，把自然界的資源、

環境，轉化為服侍人的生活條件，成為一種

文化，讓人在其中安穩又滿足地生活;而看守

即是做治理大地的工作，以智慧聰明管理和維

繫，保護神所賜世界的各種資源，讓人在其中

可以繼續得到所需要的供應和保護。

我們都知道要追求得神喜悅的事奉，可惜

我們常常隨俗竟不自覺，在事奉神的事上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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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錯;也有許多人認為神容讓人在敬拜和事奉

上自由發揮，只要聖經沒有明文禁止就可以

了。這樣的心態讓人犯下無知的私意事奉。

晚年糊塗的士師基甸就是一個例子，他的用

心是純正的，但是他的做法卻誤導以色列人

犯了拜偶像的罪。

在1 2位士師中，基甸可算是最成功的

士師。按聖經的篇幅來說，除參孫以外，記

述基甸的事跡的篇幅最多。我們曉得參孫的

生活一塌糊塗，他任性行事。基甸凡事先尋

求明白神的旨意。基甸一生最令人惋惜的，

就是他在晚年時誤導以色列人犯了拜偶像的

罪。基甸陷以色列人於罪中，不是出於私心

或邪惡的動機。他對神的忠誠一如當初，也

不是因成功而驕傲，或自以為對國家民族有

功勞，而理當享受自己成功的果實。他全然

不像歷史上好些君王，王位穩定後就忘了

神。他在晚年犯了錯誤，是在信仰和真理上

誤導了同胞。

基甸制服米甸人，以色列人來對他

說:“你既救我們脫離米甸人的手，願你和你

的兒孫管理我們。(士8:22)”以色列人要求

基甸管理他們的意思，實在是想基甸作他們

的王。基甸說：“我不管理你們，我的兒子

也不管理你們，惟有耶和華管理你們。 (士

8:23)”所以，基甸在事奉神的動機上完全純

正，但他卻在另一方面失敗了。

當基甸拒絕作以色列人的王以後，卻要

求他們把所奪得的金耳環交給他，他把這些

金子製成一個以弗得，立在他本城。基甸是

要藉著這看得見的以弗得，讓以色列人學習

尋求神的旨意，接受神的管理。以後以色列

人竟拜這個以弗得行了邪滛，成為基甸和他

全家的網羅。這是基甸晚年所作的一件糊塗

事。以弗得原是大祭司所穿的背心(出20:6-

12)，在這背心上鑲有十二塊寶石的胸牌， 

胸牌的裡層放有烏陵土明，大祭司憑烏陵土

明為以色列人尋求神的旨意。

基甸所犯的錯誤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後

拜金牛犢的錯誤是一樣的。基甸並不是不謙

卑，也不是不敬畏神，更沒有權力的野心，

他實在是專心為神的。他的失敗不是在於他

對神的心不對，乃是對真理不透徹明白，對

偶像還認識得不清楚;所以他才會叫以色列人

把金耳環交給他做一個金以弗得。(基甸失敗

的事跡記載在士師記8:22-28。)

新約也清楚指明私意事奉是神厭惡的; 

馬太福音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

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

異能麼？”(太7:22) 主就明明的告訴他們

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

人，離開我去罷！”(太7:23)
我們信的不是十字架，乃是信主耶穌基

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贖之工。十字架本身

並沒有什麽作用，是主耶穌救贖的功勞和在

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賜給我們生命。十字架雖

可作為基督教對外的標誌，卻不能用作象徵

我們所敬拜的主。

今日事奉神的人，必須切切記取這些教

訓，引為殷鑒。正確地貫通聖經真理，永遠

是基督徒的必具條件。勤勞、勇敢、犧牲都

很重要，卻不能代替在神的話語上所下的苦

工。我們可以看見不少人是存虔誠的動機，

卻在真理上走差了路。求神賜給我們智慧和

殷勤研讀聖經的心志，明白神的話語，不會

在信仰和真理上犯下糊塗的錯誤，害了自己

和別人。教會的領袖尤其要切記私意事奉是

神厭惡的！教會的聲譽，人的擁護，常會增

加教會領袖擅作主張，發起新運動的膽量，

但絲毫不會增加他們對真理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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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上門訓時，劉老師特別強調要有屬

靈的操練---安靜等候神，最近陳寶聲

牧師又再提及安靜等候神，再加上我和Eva也
曾遭喪子之痛(唯一是基督徒的長子，在去世

二個月前，他才作過健康檢查，全部正常，

走前一星期還通過電話，一切都沒任何症

兆，竟忽然被主接走，我倆悲痛異常……)，

但在百日內靠“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

安”(腓4:7) 走過了死蔭幽谷，感謝神在德

州三年的帶領，使我們不再憂慮、痛苦! 這

一切都歸功於每日QT靈修，安靜等候神之操

練，因內心感動，特投稿探討安靜等候神所

經歷的各樣好處，冀抛磚引玉，若有不當，

還請指正。

安靜候神就是說只要有簡單的信心，

相信神已內住在我們裡面，只要安靜自己回

到心靈的深處，渴慕來到神面前，親近神，

安靜等候耶穌，而耶穌的名字就是“以馬內

利”意即“神與我們同在”，所謂信耶穌，

就是信“神與我們同在”，耶穌曾親自應許

說“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

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你們卻認

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

面”(約14:16,17)，對一個信主的人來說，

神一直是在我們裡面，也在我們周圍!

以賽亞書40:31“……等候耶和華的必重

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

困倦，行走卻不疲乏”，意即等候神的人，必

能在凡事上靠主得勝，超越一切逆境，在奔走

天路上，遇到壓力或挫折，不會感覺無力或灰

心喪志；不會再有忽冷忽熱，起伏不定，波浪

式的基督徒的生活; 不會走回頭路。安靜等候

神，也是一條靠主進入安息的路，在此特強調

不是自己能進入的，如經上說“不是倚靠勢

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

成事！”，只有聖靈才能引領我們進入這至妙

的安息，當我們真正進入這安息時，就自然而

然感覺有內在的平安和內心的安息，但進入這

樣安息的首要條件，就是要常常來到神面前，

完全信服神，而且不再自己努力和掙扎，符合

經上說“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

工”(來4:10)。感謝讚美主，這一切都要“仰

◎ 程行中

安靜等候神之探討 讨



23

靈修分享

2017年05月第144期

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12:2)。
歌林多後書3:16-18“他們的心幾時歸

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主就是那靈，主

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我們眾人既然

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

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

的靈變成的”。神樂意將其兒子啟示在我們

心裡，當我們的心歸向主，願與主親近時，

心裡的帕子也就是“障礙”就除去了，因而

得以在靈裡看見主。主的靈就可以使我們得

自由，就能與主相交，心是觸摸主的最好器

官，我們安靜等候神，不是單用頭腦，更要

用心靈。單用頭腦來聽道、讀經、禱告是不

能觸摸到主或聽到主的聲音的，安靜等候神

乃是要用心靈和誠實才能摸到主的自己或聽

到主的聲音。當我們敞著臉安靜等候在主面

前時，在靈裡就會看見主的榮形並且摸到主

的自己，因聖靈就在此時開始在我們裡面作

改變生命的工作，得以看見主那尊貴榮耀的

榮光；當我們安靜在主面前，想念主救贖

之恩，仰望主各樣的屬性，渴慕並等候主的

時候，聖靈就在這時把主的榮美，一點一點

地啟示在我們裡面，使我們在事奉中不知不

覺地，越來越像主；當我們安靜在主面前，

思想主的尊貴、榮耀、權能、公義、聖潔、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溫柔、捨己、順服、謙卑、憐憫、饒

恕、受苦……等時，主的形象就漸漸複製在

我們裡面，如同從鏡子反照，就變成主的形

狀，在生活中漸漸反映出主的性情。所以安

靜在主面前是最容易被神改變的。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

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約

15:5)。安靜等候神所帶來最大的好處，除

改變像主外，就是從生命的源頭主那裡獲得

養份，不但得以重生，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能開出主榮耀的花，結出聖靈的果子，

進而與神同在，與主聯合，從心裡相信並接

受聖靈的工作以及明白神的旨意。那樣，神

就將其同在安置在我們裡面，我們就有與神

同在、同住的經歷，因主是生命與能力的根

源，當我們持續不斷地，緊密地，忠心耿耿

地，花時間安靜等候神時，主就會把神與我

們同在的信心一點一點地加給我們，使我們

漸漸地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神與我們同在的

意識感。因此，無論是行、住、坐、臥都有

神的同在，都有神的光照、看顧、保護、引

領……。

神啊！感謝讚美您！您的靈己住在

我這瓦器裡面，我愛您，我心歸您，您

必興旺，我必衰微。我願完全降服在您的

裡面，懇請您開啟我的心竅，使我能在讀

聖經時，有您的靈光照，啟示，解開與感

動，能真明白您話語的精意，不但能造就

我自己，並且也能造就他人，能榮神益

人；懇求您開啟我的心眼，使我眼睛能明

亮，能真認識您，真知道您，能真經歷您

的生命與能力來榮耀您；懇求您開啟我的

心耳，在操練安靜等候神時，能聽到您向

我所發的一切細小的微音，賜給我有一分

辨的靈，能真知道這是從您而來的，我要

謹守遵行您給我的一切旨意，這樣禱告祈

求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的，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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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煒

活出復活生命的見證

去年4月24日，在以“從七日的最後一日

到第一日”為題給午堂講道時，陳寶聲

牧師向我們詳盡地揭示了安息日的來歷和意

義。他引用《聖經》的話說，相信接受耶穌

的人“藉著浸禮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是

要我們行事為人按照生命的新樣式，正如基

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羅

馬書6：4）
陳牧師一再強調，對於基督徒來說，

“最重要的是要活出複活生命的見證。”這

是什麼意思呢？是要我們每一個基督徒行事

為人有一個生命的新樣式，讓我們周圍的每

個人，無論認識與否，都從我們身上看到基

督。

陳牧師講道結束後，我們以奉獻來崇

拜。按照節目單上的安排，是“詩歌默想”

的時間。這時，台上出現一位歌手為大家引

吭高歌。歌曲題為“從榮耀降臨”。樂曲是

我們幾乎每個人都熟悉、聞名遐邇的意大利

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羅迪“我的太陽”的樂

曲；只是歌詞改為頌揚上帝的榮耀。完全出

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那男高音歌手竟是我每

個星期天下午在嘉惠堂教英語時見面的葉

洪斌先生。為他伴奏的是我們教會的聖樂牧

師、指揮家、歌唱家張世明牧師。

在我的心目中，無論哪一位男高音或

女高音歌手，他們都屬於特殊人才，不可

能放下身段當清潔工，打掃廁所、清理每

個房間裡的垃圾桶(Being talented, a tenor 
or soprano is unlikely to condescend to do 
the job of a janitor, cleaning the toilets and 
emptying the trash bins)。可是，那正是葉洪

斌先生每個星期天在嘉惠堂所做的。

我想到了自己。我在中國大陸是大學

教授，我現在作為基督徒高高興興地在教會

服侍，編寫教材，給華人教英語。但是你若

要我放下架子去打掃廁所，我一定會猶疑好

久，很可能找藉口（如教英語能更好地發揮

我的專長）推辭。但是葉洪斌卻與眾不同，

與我不同。我從他身上看到了耶穌。

那天中午兩點鐘在嘉惠堂見到他時，

他正在清倒垃圾桶。我對他說，“我聆聽

了你的歌聲。我也知道你當清潔工以服侍

主。我從你身上見到了耶穌(I see Jesus in 
you.)。”

你一定想知道，他怎樣反應呢？他簡單

地回答說，“謝謝你。我是主的僕人(Thank 
you. I'm a servant of the Lord.)”

謝謝你，葉洪斌先生，你的行為見證了

基督真的還活著。

謝謝你給我上了很好的一課。

我們應該努力，做到陳牧師所說的：讓

我們周圍的人，無論認識與否，都從我們身

上看到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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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愛軍

老虎何罪之有？

據報導，今年春節期間，在寧波，有位張

姓先生逛動物園，為逃票，不顧警示牌

警告，翻牆進入動物園的老虎活動區，被老

虎咬住脖子。為救張先生一命，動物園工作

人員開槍打死了老虎，不幸的是，張先生在

搶救過程中因傷重不治死亡。

因為一個人的不守規矩，造成了人虎雙

亡的慘劇。

我對張先生的死表示哀悼，任何生命都

是值得尊重的，但也為老虎的死鳴不平。因

為這場慘劇發生的地點是在老虎的活動區。

老虎活動區有醒目的示警牌警告人類，嚴禁

入內。但是老虎活動區從來沒有示警牌警告

老虎，不可吃人！是無視警告的張先生擅自

闖入了老虎的家，是張先生違犯了既定的規

則。老虎何罪有之？竟然被活活擊斃？

我想，如果張先生知道他翻墻進入動物

園內會被老虎活活咬死，他絕不會這樣做。

因為在一張動物園門票和一條生命之間作出

選擇的話，沒有人會愚蠢到選擇前者。關鍵

是張先生心存僥倖，認為自己不會那麼“倒

霉”。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就是這麼倒

霉，為了區區一張動物園的門票，丟了自己

的性命。

僥倖心理是一種與事情的常態發展相

違背的心理預期。懷著僥倖心理做事的人，

通常都不會考慮客觀現實，他們期望事情能

夠按照自己的主觀願望發展，取得自己希望

的，有利於自己的結果。這種一相情願的心

理預期會助長人們遇事只圖自己方便，不考

慮他人和周圍環境。做起事來不按規矩，喜

歡走捷徑，耍小聰明，鑽法律的空子，貪

圖自己的小便宜。前幾年，有位同胞回國探

親，他明知回美不可以帶熟食，卻在行李箱

裡放了一個粽子，認為海關不會查出來，結

果被海關人員逮個正著，罰了幾百美金。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很

多這樣的事情。人們明知有某種規定，卻懷

著僥倖心理，認為自己不會被怎麼怎麼著，

不去認真遵守有關的規定。如果這種人屢屢

得手的話，就會對整個社會造成污染，使做

事不按照規矩來的人越來越多，使不守規規

變成普通大眾一種近乎自然而然的集體行為

習慣，形成對規則的集體無意識感。就像進

入動物園需要買門票一樣，如果有一種方法

可以不買票，又沒有什麼不良後果的話，相

信不買票的人會越來越多。在這點上我們應

該感謝老虎，它雖然不懂人話，但是，它用

自己的生命向人們傳達了這樣一個簡單的道

理：“定下的規矩還是應該遵守的”。

一個人從以往的僥倖心理行為中得到的

好處越多，就會越激發他的僥倖心理。因為

這種人相信自己的聰明和運氣。但是，正如

俗話所說：“常走夜路者，必定遇見鬼”。

在這個世界上，還是老老實實做人，規規矩

矩做事比較平安，穩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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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鄔海蓉

跟別人一起禱告的快樂，就是有代禱者跟你一起。我喜歡這個想法，就是媽媽們為

彼此的孩子做那“抬褥子的人”。在馬可福音第二章，耶穌在某家人的“起居室

”裡教訓和醫治人。有四個人帶他們有病的朋友來見耶穌，他們只知道如果他們能夠

帶他到祂跟前，耶穌就會醫治他。他們從自己繁忙的生活中抽空出來，每個人抓住褥

子的一角，抬起他們的朋友，走了一段誰也不知道有多遠的路。甚至連擁擠的人群也

不能使他們退縮。他們大膽地爬上別人家的房子，在房頂上挖一個洞，因此他們可以

方便地把癱瘓的朋友墜下去，達到耶穌的面前。這些人把一個不可能的局面帶到耶穌

面前，因為祂能夠使不可能成為可能。

　　代禱者就好像這四個人一樣，我們假想一個媽媽拖著褥子的一角，慢而艱難地拖

著孩子去見耶穌。而當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媽媽一個接一個地幫她抬起褥子的另

外三個角，事情就變得輕鬆多了，那時，禱告更會發出信心的火花。無論有些孩子悖

逆，冷漠，還是信心喪失，這都不要緊。這些都不能阻止我們把他們放在褥子上，耶

穌看著抬褥子的人那盼望和祈禱的臉龐，就說：“小子，你的罪赦了”（可2:5）。讓

我們一起禱告求神預備我們所愛的人，使他們的心成為好土。孩子們一定會理解媽媽

為他們禱告意味著什麼，為了鼓勵大家，讓我用一首詩來代表每個孩子感謝他們的媽

媽。給所有禱告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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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謝謝你

每周為我禱告

犧牲一個小時的時間

與其他媽媽一起祈求

尋求神在她們孩子生命中的旨意

並知道這是尋求神旨意的方法

向創造主傾心吐意

因此，我們可以天天聖潔地成長。

你永遠不知道這意義何等重大

當你用禱告遮蓋我

給我的心帶來溫暖

來感受你何等地愛護我。

請不要停止為我禱告，親愛的媽媽，

你的愛的種子將成為

我學習愛這位神的榜樣

就是你正在替我求告的這一位神。

Cathy Roby

　　為孩子們有服事的靈禱告，求神讓孩子們常常願意與父母一起在教會中服事神也服事人，

有甘心，有喜樂，有殷勤，有謙卑。求主使他們知道所做的是為主而做的，就要蒙主喜悅。

（參考經文：徒22:19；羅12:11；西：3:22–23；可2:5；路8:8–15；林後4:3–4；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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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統是我們身體的主要防線，

用以對付使我們產生感染的細菌、病毒、

真菌和寄生蟲，”特斯肯市亞利桑那大學

健康科學學院免疫學系主任、醫學博士詹

科•尼克里奇-蘇格奇說。這一系統甚至能

使轉變成癌症的壞細胞停止增生(put the 
brakes on rouge cells that could turn into 
cancer)。

但是，我們雖然可以確切地知道身體

的循環系統和消化系統在哪裡，免疫系統卻

難以確定。“因為目的是為了防禦，因此免

疫系統在身體中無處不在，”詹克博士說。

身體的每一部分，包括淋巴系統、心血管系

統、消化道(GI tract)、生殖系統、氣管和

皮膚，都有免疫細胞存在。

如果體內微生物決定對我們發動進

攻，免疫系統會立即投入行動，釋放特殊的

蛋白質、分子和細胞，以殺死入侵者，不管

它們出現在哪裡。這一過程會啟動發炎的反

應 – 其特徵是紅腫、發熱、疼痛。免疫系

統一旦完成任務，這些反應便會消失。

但是人到了65歲左右，免疫細胞的產

生會下降。這時人的免疫能力便會減弱。 

65歲左右的人佔流感、肺炎病人的90%左

右，原因在此。他們恢復健康的時間需要更

長。這一年齡段的人癌症增多原因也在此。

一般地說來，對人的總體健康有

益的，對免疫系統也會有益(Genera l ly, 
what's good for overall health is also 
good for your immune system.)。這裡介

紹八個小小的建議，以保持你身體免疫系統

的正常運轉。

第一，打預防針。打預防針模擬感

染，促使你的身體在暴露於疾病面前時能產

生抵抗疾病的物質。如果你現在還沒有打過

今年的流感預防針，時間還不太晚：預防針

可以在5月繼續打。[真正產生抵抗疾病、保

護健康的作用需要兩個星期。] 此外，你每

隔十年需要打一次破傷風預防針。如果你年

齡在50歲以上，你應該向醫生詢問帶狀皰疹

和肺炎預防針的注射事宜。

第二，適度運動至出汗。據2009年出

版的《鍛煉與運動科學》報導，有一定強度

的運動，如快速走路，能幫助免疫系統抗擊

呼吸系統的病毒。每天至少應該運動20分
鐘。

第三，保持足夠的睡眠。和每天睡眠

在七個小時以上的人相比，每天只睡六小時

不到的人感冒的機會將增加四倍。這是2015
年《睡眠》雜誌發表的報告所告訴讀者的。

◎ 凱瑟琳•文特斯 文 /  錢 煒 譯

強化自身免疫系統
Supercharge Your Immu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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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缺乏還會降低免疫系統對預防針的反

應，使之不那麼有效。

第四，吃的干淨(C l e a n  u p  y o u r 
diet.)。“沒有任何超級食品能強化你的免

疫系統，”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沃爾

特•維萊特說。針對這一情況，我們應該保

持飲食平衡，多多食用水果、蔬菜和全麥

食物(whole grains)。如果這樣做使你的體

重減輕，那就更好！澳大利亞的研究人員發

現，乙型糖尿病患者如果平均能減少體重37
磅，他們就能使發炎的機會減少80%。

第五，大量食用富含維生素D的食物。

維萊特教授說，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獲得

足夠的維生素D，而這是對免疫系統的健

康至關重要的。建議每天服用至少600國
際單位的維生素D，或食用由維生素D強化

了的雜糧或果汁(Take a daily supplement 
containing at least 600 IUs of D or eat 
vitamin-fortified cereals or juices.)。

第六，控制喝酒(Keep the cocktail 
count in check.)。適量喝一點酒有益於心

臟，但是酒精吸入過多會遏制身體的免疫

系統功能(While moderate drinking maybe 
good for the heart, too much alcohol 
suppresses the immune system.)，使之不

能正常地跟感染甚至癌症鬥爭。女子每天喝

酒不應超過一杯，男子不超過兩杯(Women 
should have no more than one drink a 
day and men no more than two.)。

第七，別吸煙。吸煙會使體內與感染

抗爭的白血球保持在高水平上，增加你心髒

病、中風和癌症發作的機會，還會使傷口痊

癒的時間延長。

第八，培養一種能使身體放鬆的習慣

(Take up a relaxing hobby.)。比如，在

唱詩班唱詩可以有益健康。英國研究人員

報告說，活動能增加細胞因子(cytokines)
水平.這種因子是免疫系統的蛋白質，能幫

助癌症病人戰勝疾病。事實上，凡是有益

你心靈的東西，都會有益你的身體(In fact, 
anything that feeds your soul is likely to 
be good for your body.) 。

（本文摘自2017年3月5日出版的 Parade 
周刊）



30

綜合園地

2017年05月第144期

◎ 錢 煒  譯

在你下一次去看醫生或上藥房配藥時，請把

你自己服用的每一片藥都帶上。這也許有

點做過了頭。但是卻可能會救了你的命，尤其

是如果你同時服用多種藥物和營養補品的話。

事實上，經常服用五種或五種以上藥物 – 

許多美國人正是這樣做的－－其結果往往弊多

於利，尤其是如果你沒有一位提供健康服務的

專業人員進行監查的話。

“隨著你服用的藥物增加，藥物之間的交

叉影響和副作用會迅速增加，”麥克爾 •A •

斯泰因曼醫生說。他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

老年病學專家。

這樣的交叉影響有時會大大增加藥物的潛

力，有時則降低其有效性，有時則會引發危險

的副作用。

芝加哥伊利諾州大學藥物專家、藥物學博

士迪瑪•M•卡託說，這種現象正在變得越來

越普通。由她與另一位專家署名發表的2016年
JAMA研究報告發現，三分之二的老年人每天同

時服用五種或五種以上的藥物，較2006年增加

了14%。每六人中有一人服用的藥物是不應該同

時服用的。

這裡告訴你怎樣在服用多種藥物時保證安全。

進行黃紙袋檢查(Have a Brown-Bag 
Checkup)

至少每年一次，你應該把你一年中的全部

處方和藥房裡拿到的每種藥物，包括你使用的

滴劑和塗膏以及每一種營養補品、維生素、礦

物質或草藥全部裝進紙袋，帶到醫生或藥劑師

那裡。

這樣的做法通常被稱作“黃紙袋檢查”。

檢查時，醫生或藥劑師應該認真察看、檢查，

看它們會不會交叉發生作用，或者你究竟是不

是需要服用那麼多不同的藥物來治療同一種疾

病。如果是這樣的活，那麼應該停止服用藥物

中的一種。你也可以問，是否可以減少服用時

的劑量。

黃紙袋檢查之後，你可以為自己開列一張服

用藥物（包括非處方藥在內1）的清單。清單上

應該列出劑量，並寫明為什麼需要服用這種藥物

以及開這種藥物的醫生名字。把這張清單交給醫

生或藥劑師。每隔四個月到六個月重複一次。如

果增加新的藥物，整個過程應該重複。

如果可能，應該在一家藥房或聯號藥房配

藥。這些藥房通常利用電子記錄保存這類資料。

因此藥劑師能夠及時發現問題，提醒病人。

提出關鍵問題 (Ask Key Questions)

每次醫生給你開新處方或介紹某種非處方

藥，你都應該向醫生提出下面列舉的問題。這

將有助你減少服用不必要藥物的機會。

一、 這種藥有什麼用？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基本問題。但是把它

向醫生提出來可以幫助你避免服用不當處方上

規定的不當藥物。比如，對老兵進行的一項研

究發現，服用五種或五種以上藥物的老兵中，

65%至少可以不必服用其中的一種；而這種藥物

往往是無效的，包裝並沒有說明適用於何種病

情，或者只是重複其他藥物的治療效果。

這裡介紹一個常見的例子：不用醫生處方

就可購買到的ibuprofen (Advil 及同類藥物)跟

處方藥celeboxib (Celebrex 及同類藥物)具有相

你服用太多的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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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止痛作用，所以這兩種藥不應該同時服

用。

二、這種藥我應該服用多久？
提出這一問題有助你發現你經常服用的

藥應該是短期使用的。譬如，像omeprazole 
(Prilosec 及此類藥物) 這樣的中子泵抑

製藥物(proton pump inhibitors)是胃灼熱

（heartburn,或譯“燒心”）嚴重時服用的；

服用期不應超過半年。這是因為服用期過長

會引起骨裂(bone fractures)，還會造成血液

中鎂的水平降低。這轉過來又會引發肌肉抽

搐、心跳不規則等疾病突然發作。幫助睡眠

的藥物只應該短期使用，因為它們會引起第

二天頭腦昏昏沉沉、動作不協調和平衡失

靈，最後造成依賴(dependence)，不服藥便

無法入睡。

如果你正在辦理出院手續，那麼提出

“服藥目的”這一問題顯得更加重要。在你

出院時，醫生會給你開你住院時服用的藥物

處方。但是，有些藥物，如輕瀉劑（即通便

劑）、止痛藥和幫助睡眠的鎮靜藥，在你回到

家里以後是可以停止服用的。 （在停止服用

一種藥物之前，一定要得到醫生的同意。 ）

三、這種藥跟我已經在服用的藥“作
用”是否類似？

如果你同時看好幾位醫生，那麼其中有

的醫生可能並不清楚別的醫生開了什麼處方。

因此，他們開的藥可能會跟別的醫生類

似。例如，你的家庭醫生可能給你開了利尿

藥，以降低你的血壓。但是你的神經科醫生可

能會給你開β受體阻滯藥(beta-blocker)。這種

藥同樣降低血壓，防止偏頭痛。在這種情況

下，你最好只服用後者，因為它兩者兼治。

四 、 非 藥 物 替 代 物 ( n o n - d r u g 
alternatives)會對我有幫助嗎？

在某些情況下，通過改變生活方式可

以使你不必服藥或減少服藥。高血壓、高

膽固醇、乙型糖尿病等疾病，減輕體重、

經常運動、食用健康食物有的時候效果一

點兒也不比服用藥物差。 (…losing excess 

weight, exercising regularly, and consuming 
a healthy diet can sometimes be as effective 
as drugs.) 鍛煉和理療可以減輕關節炎和

背部、肩部及頸部的疼痛，使你能減少服用

ibuprofen (Advil之類)和naproxen (Aleve之
類)的藥物。

五、這種藥會跟其他處方藥或非處方藥
發生互動、造成危險的結果嗎？

你服用的藥物越多，藥物之間發生互

動的可能性越大。例如，服用降膽固醇藥

simvastatin (Zocor之類)，同時服用降血壓藥

amlodipine或稀釋血液的warfarin(Coumadin之
類)可能會引發潛在、致命的出血。同樣，如

果同時服用阿司匹林和血液稀釋藥clopidogrel 
(Plavix 之類)或非處方藥 ibuprofen 或

naproxen，也會導致嚴重後果。 （見附表

《藥物配伍禁忌》）

六、這種藥物可能產生什麼副作用？

清楚可能產生的副作用能幫助你在產生

嚴重後果之前及早發現問題。譬如，肌肉疼痛

可能是你服用某種降低膽固醇藥物statin的結

果。如果繼續下去，那會對腎造成嚴重傷害。

知道自己該期盼什麼還能幫助你認出

新的症狀是藥物的副作用，而不是新的健康

問題。譬如，你在服用治療小便不禁的藥物

oxybutynin (Ditropan XL 之類)時，如果你知

道它可能引起神誌迷亂的副作用，那麼如果真

的出現神誌迷亂，你就不會因為把它看成失智

症(dementia)的早期症狀而憂心忡忡。

認出藥物的副作用還能幫助你防止“處

方藥連鎖反應”。說這話的是傑利•H•戈

維茨醫學博士。他是麻省醫學院老年病專科

主任醫生。這裡的所謂連鎖反應，是指你的

醫生不是停止服用造成問題的藥物，而是開

出另一張處方以對付副作用，結果造成副作

用更加嚴重。戈維茨博士說，“這是一個尚

未被人認識的大問題。”

下面討論另一個問題：準備停止服用一

種藥物嗎？要做得對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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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停止服用你不再需要的藥物是一樁好

事，你可不能自行其是。“有些藥需要慢慢停

用，經過一段時期才能完全停止；或者需要用另

一種藥物來替代，”以利諾州的卡托醫生說。

這裡是一些常見的例子：停止服用抗憂鬱

症藥物而不是逐漸降低劑量，那可能引發更嚴重

的憂鬱，至少暫時是這樣。突然停止服用治療高

血壓和心力衰竭的propranolol 可能引發心髒病

發作。停止服用類鴉片活性肽(opioids)而不是逐

漸降低劑量，那可能引發焦慮、敵對情緒和嘔

吐。突然停止服用esomeprazole (Nexium 之類)

的中子泵抑製藥物(proton pump inhibitors) 可
能引發燒心和胃酸倒流。

如果你和你的醫生決定停止服用某一種藥

物，請按下列建議行事：

1）制定計劃。確定一個時間表，逐漸減少

藥的劑量，並包括回訪醫生，以追踪結果。

這樣，醫生也就可以嚴格監查你逐漸停止

服用藥物的症狀和其他問題。

2）了解預警信號。你應該從醫生那裡拿到

一張表，表上列有停止服用藥物可能引發的症

狀。如果你注意到任何症狀，那就立即告訴醫

生。

3）防止症狀不斷反復發生。向醫生了解哪

些策略可以幫助你。例如，當你停止服用一種抗

憂鬱症藥物時，鍛煉和理療能夠幫助你防止憂鬱

症的症狀。

藥物配伍禁忌  (Av o i d  T h e s e  D r u g 
Combinations)

某些藥物同時服用可能產生危險。下列配

伍禁忌尤其如此，特別是老年人。如果你發現自

己正在同時服用的話，請你跟醫生好好談談，找

到安全的替代。

（本文原載Consumer Reports On Health 第28卷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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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欣譯

與基督在一起是天家最大的喜樂。下一

個最大的喜樂就是與我們所愛的已經

死了的人相見。這最終相見的確定性是如

此之甜蜜，以致使分離成為可以忍耐的。

聖經從沒有講“記憶塗抹＂使我們不

認得家人和朋友。事實是，如果不認得所

愛的人，那麼生命之後的相見所帶來的，

如帖前4:14–18所說的“安慰＂則根本

稱不上安慰。（“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

了，那已經在耶穌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將

他與耶穌一同帶來。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

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

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

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

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

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

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

主永遠同在。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

慰。＂）

J.C.Ryle談到這段經文時說：“如果

不意味著眾聖徒可以互相認出來，則這些

話沒有什麼可慰藉。被保羅用來鼓勵沮喪

基督徒的正是再次見到所愛的朋友們的盼

望……在那時刻我們這些得救的人在天家

會見到朋友，我們會立即認出他們，他們

也會立刻認識我們。

登山變相的時候，三個門徒認出摩

西和以利亞，盡管沒人告訴他們這兩個人

是誰，過去也不知道他們長什麼樣子。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

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

他們面前變了形象。臉面明亮如日頭，衣

裳潔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

們顯現，同耶穌說話。彼得對耶穌說，主

啊，我們在這裡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

這裡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太17:1–4）這也許表示

因著從身體所發出的獨特性格，我們可以

馬上認出我們過去知道但從未謀面的人。

如果可以認出在地上不認識的人，當然會

認出我們所認識的人！

屬基督的人擁有與曾經活著的屬神的

人相見的特權。（我有一份再見我所愛的

人的名單，還有一份名單是我渴望見到的

人的名單。你的名單上有誰？）那將是如

何偉大的旅程，與老朋友和新朋友一起，

尊貴地住在一起，探索新天新地。

天家相見時認得出親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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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在的團契，有一位弟兄，今年一月被主接回

天家。他從出現疼痛送到醫院檢查，到離開我們只有

23天的時間。他的太太還沒有從癌症診斷的吃驚中恢

復過來就陷入了失去至親的巨大悲傷。

　　從診斷出來起，他的太太就和團契的弟兄姐妹

一起為他得醫治、得康復禱告。“神啊，請醫治他

的疾病，帶他回到我們的團契來！”這是我們反覆

向神求的，因為我們相信神“必應允他們的禱告，醫

治他們”（賽19:22）。他們夫婦倆人也曾經在主日

崇拜時走到鍾牧師面前決志，由鍾牧師親自為他們禱

告。主日崇拜結束後，他的太太還跪在前排與先生一

起禱告。正如耶利米書說的：“耶和華啊！求你醫治

我，我便痊癒，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讚美

的。”（耶17:14）
　　很多時候，神會“醫治你的一切疾病”（詩

103:3）。但也有的時候，神突然把我們的至親好友接

回天家。雖然我們不明白為什麼，但是，神確實在我

們無助的時候扶持了我們，在我們心慌意亂的時候安

慰了我們，在我們悲傷的時候幫我們擦乾了眼淚。神

的恩典夠我們用。

　你或你身邊的人有經歷神醫治的故事嗎？請與我們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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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刊有取捨和刪改權，若不使用亦恕不退
  稿。若要用筆名刊登，請註明。

第145期《 　 》截稿日期：2017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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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entReal@gmail.com 電子信箱。

《　　》稿約

1. 竭誠歡迎來稿，一般來稿盡量以短文為宜
　(1200字或以下)。專題信息最多限制於2400
    字。除非來稿短缺，字數超過2頁的稿件暫
  不考慮刊登。
2. 除非稿件不夠，每位作者每一期刊只刊登一
  篇文章，多投的文章可當備用。
3. 轉載文章要提出出處:包括書名、作者或網
  址。除非稿件短缺，本刊將盡量減少刊載轉
  載的文章。
4. 摘錄他人的文章，請一定要註明。
5. 需要更多“自己家庭成員”，“屬靈大家庭”
　的故事。例如: 短宣感言、活潑的生命、靈修
　分享、生命的見證、教會各種特會、CWT、門
　徒訓練、主日崇拜信息、主日學、團契、家庭
　小組、弟兄會、婦女會、生活班……等等。
6. 來稿要註明真實的姓名和電話。無論是手寫
　稿或是email 投稿，請盡量留一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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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Pride Comes, Then Comes Disgrace

編者的話

The theme of this issue is a poignant one, and is taken from 
Proverbs 11:2a, "When pride comes, then comes dishonor..." 
Pride at its core is self-exaltation while simultaneously demeaning 
and devaluing others. The remedy for pride is found in Philippians 
2:3-5a, "Do nothing from selfishness or empty conceit, but 
with humility of mind regard one another a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selves; do not merely look out for your own personal 
interests, but also for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Have this attitude in 
yourselves which was also in Christ Jesus..." The remedy to pride 
is to live humbly as Jesus did by helping people in need.

In this issue, the reader will hear stories and read testimonies 
that show a faith community that seeks to humbly live like Jesus 
Christ by loving and serving other people. There are stories from 
(1) Voiceless for the Voiceless, where our youth group (Total 
Devotion) through going voiceless literally and through social 
media raised awareness and funds for orphanages in China, (2) 
Our partnership with World Vision at the Great Race in Agoura 
Hills, where 100 church members ran a race to raise money for 
clean water in Africa; and (3) Our new members, who shared how 
Christ broke their chains of sin and shattered their pride, so they 
could live redeemed by the blood of Christ and testify to the new 
life found in Jesus. I pray that you will be blessed by these stories 
to spur you to greater acts of selflessness and humility.

Pastor Francis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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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恩的季節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