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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醫治我一切疾病

神是醫治的神，聖經記述了不少神醫治的事
例。詩人大衛說，祂能醫治人一切的疾病

（詩103:3）。今天神仍然醫治嗎？答案是肯定
的。有關神的醫治，眾說紛紜，正如慕迪聖經
學院的前任院長所說的：“在所有論及神醫治
方面的書籍中，沒有一本是較平衡的按聖經記
載份量，來表達這一方面的真理。有些過份強
調神蹟性的醫治，有些則忽略了神醫治的真實
性。”

要討論神的醫治，首先，我們要為醫
治下一個定義，醫治乃是將一個人從身體或
精神，或因二者彼此影響所產生的身心疾病
（psychosomatic disorder ）中，恢復為正常、
健康的狀態。

第二，我們要思想，人為什麼會生病？

1.疾病的根源，乃是緣於始祖亞當和夏
娃，違背神的心意偷吃禁果，以致人與大地都
遭咒詛，死亡就進入了世界，人便無從避免的
要經歷生老病死的過程。

2.人的行為違背了神所定的道德律和自然
規律。吃喝嫖賭、過度操勞、缺乏運動，再加
上因環境污染，所產生的病變。

3.思慮煩惱、恐懼擔憂、心存苦毒，如箴
言書所說：“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4.撒但的施虐。路加福音記載，一個女人
被邪靈附身，病了十八年，腰彎背曲，直不起
來。（路13：10－11）

5.因天災人禍帶來的苦難。如戰爭帶來的
身心傷殘，飢荒帶來的營養不足等等。

第三，要暸解，整本聖經主要的目的是
要啟示神，所以忠實記載神大能的作為，包括
神蹟性的醫治，不但醫治身體的疾病---使不
孕的生育；醫治水源---使瑪拉的苦水變甜;赦
免罪悪（靈性的醫治）；醫治大地等。正如神
所應許的：“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
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悪行我就從天上

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
下7:14）但聖經也略有提到醫生和藥物，例如
雅各離世之前，有醫生伺候他（創50：2）；醫
療用品方面有乳香、無花果餅、酒、蜂蜜、葡
萄汁，這些都是當時的藥品和保健食材（耶8：
21，王下18:21，提前5:23）。使徒行傳28：
8-10記載保羅遇到風暴，流落在米利大島上，
第八節說保羅為島長都伯流的父親祈禱，按手
在他身上，治好他的熱病和痢疾，這是神蹟性
的醫治，接下去第九節說：從此，島上其餘的
人也來，並得了醫治（醫藥的治療），這可能
是指路加醫生曾在島上為居民施診。（註一）

所以基督徒對醫治要有平衡的看法。當我
們患病，理當先祈禱上帝，懇求神的憐憫和醫
治，也當善用醫療的知識，藉醫生和藥物，適
當的食物調理和休息使身體康復。我們更要切
記一件事，神在創造之時，賜給人身體自行復
元的機能，這才是真正疾病能痊癒的最重要的
因素，是神創造時智慧和恩慈的設計，所以當
將榮耀歸給神！

聖經清楚的記戴，神確實能醫治一切的疾
病，但神並沒有醫治所有的病人，這是神的主
權，也是一個奧祕。等到有一天我們面對面見
主的面，才能明白其原由。一些家庭或許曽經
歷過，不想發生的“意外”死亡事件。例如：
我有一位親属育有四個男孩，之後生下一個非
常美麗的女孩，全家歡欣喜樂，但兩天之後竟
然無疾而終。直到如今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會
有如此的事發生，但我知道人生無常，所以要
珍惜每一天。能叫我心裡得安慰的是，我知道
今生非我家，神為屬祂的人預備的，是天上更
美的家鄉，在永世中，神也會賜給我們榮耀和
永不朽壞的身體。

註一:醫治原文是二個不同的希臘字,可參聖經
啟導本註釋。

◎ 鍾世豪 牧師

神 的 醫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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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兒 病 了 2 0 年
◎ 俞禮璞

元蓉，我的女兒，1997年發病時，13
歲，今年，她已經33歲了。這20年

來走過無數的死亡蔭谷，感謝主的同在，

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數不清的夜晚

我哭求著說：「主啊！我已經承受不了！

求你拯救我！求你憐憫我！」我彷彿聽到

主對我說：「孩子啊！我的軛是輕省的。

依靠我，相信我，我必加添你身心靈的力

量。我必托住你。壓傷的蘆葦我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我不吹滅，仰望十字架。

看！我的鞭傷，看！我釘痕的手和腳。我

為全世界人的罪，順服天父的旨意，被釘

在十字架上，代替衆人接受罪的刑罰，成

為代罪羔羊。這個苦，這個傷，有誰比我

痛？有誰比我憂傷。但我死而復活！孩子

啊！生命在我！復活也在我！」

在我38歲時，意外的我又懷孕了。當

時兒子已經 1 0歲了。我真的好感恩上帝

又賜我一個女兒。懷孕期間心中充滿了期

待、興奮、和幸福的感覺。

女兒從小聰明伶俐，九個月大就會走

路，一聽到音樂馬上扭動身體跟著音樂的

節拍跳舞。非常的可愛！那時我覺得真希

奇，猜測元蓉一定有舞蹈細胞。記得我小

的時候，父母也認為我有舞蹈細胞，於

是我曾經夢想成為一位舞蹈家。卻未能實

現。看到元蓉的模樣，我心中默默的期許

將來有一天能把她塑造成為一個舞蹈家。

我竟然把自己年少時的夢想寄托在女兒的

身上。

我花心血培養她，從兩歲就開始上舞

蹈學校從最基本的舞蹈一直跳到13歲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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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層的階段。同時我也特別送她在私立

女子學校讀小學和初中。

1997年6月15號元蓉初中畢業，不但成

績優良，而且舞藝精湛。那天晚上也是她

芭蕾舞單挑獨舞表演的大日子，我多麼高

興我的夢想終於在女兒身上實現。我的元

蓉，我的寶貝女兒，是一位舞蹈家！我多

麼的以她為傲！

但是做夢也沒有想到，生命的大轉折

即將來臨，晴天霹靂突然就要發生！

兩個星期以後她病了，剛開始只是喉

嚨痛，發燒。看了家庭醫生後，家庭醫生

覺得沒什麼嚴重。只給她吃了些抗生素，

但是三天以後，病情沒有好轉，總是斷斷

續續的發燒我就帶她看了一位台灣來的女

醫生，可能這個醫生給她打了一針抗生

素，劑量太強，在晚上七點的時候，發現

女兒昏迷，抽筋不止，趕快叫救護車送到

醫院。那天是1997年7月1號。每回想著這

個日子，我的心如同刀割的痛！這個令我

終身難忘的日子。

在Pasadena Memorial Hospital住了

二天，病情沒有好轉。醫生安排轉到USC
hospital.

六個星期藥物控制並且把她放在冰床

上，維持她身體溫度不增加。醫學理論上

認為身體整個處於冬眠狀態，盼望濾過性

病毒就會自動消失。然後我們就能夠將她

甦醒過來。但是藥物劑量一開始減少，她

身體就抽動。醫生束手無策沒有辦法將她

甦醒過來。昏迷六個星期後，幾位醫生

商議的結果，建議腦開刀，認為將電源切

斷。這樣她就不會抽筋，可能她會甦醒。

並且強調僅在表皮切割，不會影響功能。

經過了禱告後，我們一家人萬分不捨的同

意開刀。

但是手術失敗！腦子造成了更大的傷

害。元蓉左半邊身體癱瘓，腦水腫，腦細

胞受了很大的損失。是我們同意開刀的，

能說什麼呢！我整個人崩潰！涙如雨下！

我幾乎有昏厥過去。主治醫生說，元蓉

將成為植物人，眼睛可能也不會張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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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啊！天父！怎麼會變成如此？教會的

牧師、師母和弟兄姊妹們不停地為我們禱

告。做父母的我們時時摟著頭上包著紗

布，眼睛閉著的女兒，軽聲在她耳邊，告

訴她，我們多麼愛她。不時親吻她。手術

後一個多禮拜，奇蹟出現！她的嘴唇做了

一個親吻的姿勢。醫生看了很感動。我們

更是得到很大的安慰，這表明她的腦功能

沒有完全被傷害，是上帝賜給了我們一個

新的盼望。當天晚上五點鐘主治醫生來到

病房，雙手放在女兒病床的床沿，低著頭

說「我對腦知道的不多，只是將所有可以

用的藥都給你女兒服了，但是有沒有作用

不在於我，」他手指著上面說，「在於祂

作決定」。接著他又說：「我很高興的告

訴你們，現在我可以將她轉到下一層樓的

次等加護病房。」醫生的這番話不但讓我

們興奮的知道女兒有好轉的跡象，同時也

欽佩醫生的謙卑和坦白。

在加護病房的兩個月每天都有牧師或

教會的弟兄姊妹來探訪和禱告。她的同學

和朋友們送來的祝福和祈求的卡片掛滿了

房間。她初中的同學更是全體摺1000多隻

祝福的鶴，掛在她的床頭。那間病房成了

愛的見證，後來聽護士說，女兒離開了那

間病房後，他們特別將重病的病人指定放

在那間病房。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見證！

前後十個月的住院，醫療保險也不願

意再付了。我們只好抬著全身無力，仍然

時時有抽筋的女兒回家。

當我跪在她床前，不知道如何禱告。

我哭了！我對上帝說：「主啊！元蓉是你

賜給我的。現在她變成這樣，日子該如何

過下去？求你幫助我，你是我唯一的依

靠，我相信今日的光景一定有你的旨意在

其中，只是孩子不懂，心裡很痛！」上帝

安慰我：有生命就有希望。

強而有力的話，鼓舞我走向希望的道

路。這一路走來，竟然已經20年了。我一

直活在希望中。上帝讓我堅強的依靠祂，

相信祂。是的！今日活著不再是我，而是

上帝活在我裡面。有這樣經歷的我是多麼

的蒙福。

感謝主！上帝讓我請到兩位非常善良

的西裔的女士，Norma 和Jenny 來幫忙照

顧女兒，因為女兒不時會有大大小小不同

的抽筋。或四肢僵硬，或手腳扭動，或全

身大抽動。我們必須隨時看著她，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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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抽動時，得注意她有無呼吸，萬一她沒

有呼吸，我們立刻打開氧氣筒，把氧氣軟

管插入她鼻子，以免她窒息。但有時抽筋

斷斷續續沒法停止。我們只好用麻醉劑將

她昏睡過去。數小時後如果清醒過來，她

是安靜的，沒有抽筋。我們才能大大的鬆

一口氣。過了一個難關。20年來我們經歷

了數不清的難關。上帝呀！為什麼你給我

的試煉是如此的大？難道就如林後12章九

節所說的：「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

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晚上我陪她睡覺，當她依偎在我的懷

中，像小嬰兒似的，閉上眼睛，聽到她均

勻的呼吸。禁不住流下感恩的涙。她活

著，我活著。多麼幸福的時刻。不過我要

時時警醒，注意她的呼吸。雖然她服用四

或五種很重的藥物但是只能壓制她80%抽筋

的機率。她的生命其實蠻脆弱的，我們也

常常在緊張中，危險中度過。

這20年來我深知上帝的手托住我們。

賜給我們力量來保護著孩子，並且常給我

們亮光看到生命的美妙。元蓉非常可愛和

善解人意。她會摟著幫助她或愛她的人，

親他們的面頰或做個「我愛你」的手勢，

也由於這些可愛的舉動和善於表達她的謝

意，使得寇師傅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一定

來幫元蓉按摩兩個鐘頭，二十年如一日。

家中的兩位幫手，Norma 和Jenny 也住在

我們家十一年。我相信他們就是上帝派來

的天使，沒有他們，我絕對無法承擔這個

重擔。

漫長的歲月，二十年，她沒有一天不

抽筋。所以對腦的傷害是越來越大。從會

講話到結巴到不會講話，聽力也慢慢消

失。只有她的眼睛明亮，看起來慧黠有潛

力。她喜歡看英文的雜誌或書。我們確信

她並沒有完全失去記憶力，還是可以學習

和思考。只是藥物和抽筋讓她無法表達。

這麼多年來U S C的神經科醫生 D r.
Heck每三個月都看元蓉的病例，用盡了所

有的藥物和新藥，劑量也是很重，但實在

沒有辦法解決她個完全不抽筋的問題。

2015年10月9日早上10點寇師傅來給

元蓉按摩的時候，帶來了一個好消息。他

遇到了一位王醫師是在費城專門做腦部受

傷治療的機構當營養主任。寇師傅建議不

妨帶元蓉去治療看看。

感謝上帝開了一扇門。經過禱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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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感恩節的時候去了費城參加為期五

天的研習會，並且在2016年2月第一次帶

元蓉坐飛機到費城，去接受評估，元蓉已

是成人，33歳，治療困難，但是那群非常

有愛心的專家願意幫忙我們。他們的理論

是父母才是孩子真正的醫生。他們只能制

定方案但是實行者是父母。父母必須有決

心，有信心，有毅力去做他們給你的治療

計劃。他們堅信只要不放棄每天認真的做

他們給的方法，一年，兩年總會有進步。

他們的主要理論是首先要給腦有充分

的氧氣和充分的營養。將腦細胞健康起

來。沒有用到的腦部分能夠取代受傷的部

分。所以我們必須照著營養菜單給她吃並

且照著他們給的增加氧氣的方法去做，其

他還有些運動的方法去鍛練。以及給她有

內容的書看。每半年，如果有成效，治療

機構會安排我們去進一步的學習和改進治

療方案。很高興我們獲准在去年二月，八

月和今年二月我們已經去費城三次。完成

他們所要求的訓練計劃。元蓉有著明顯的

進步。抽筋縮減，眼神明亮許多，注意力

也比較能集中，身體也健壯許多。

1 9 9 7年7月1日，元蓉發病時，我5 1
歲，如今我己 7 2歲。從中年步入老年。

這20年來一路走來，有心酸，有淚水，有

痛苦，有掙扎。幸好有天父上帝的同在。

祂的恩典夠用！幫助我為元蓉完成這四年

的治療方案，計劃和實行。讓我能夠看到

她有大的進步並且盼望元蓉有一天能夠自

立，活出一個豐盛的生命。

我確信上帝的愛不離不棄。

沒有一個憂患耶穌不能擔當。沒有一

個痛苦耶穌不能背負。我要向山舉目，我

的幫助從祢而來。滿有豐盛的慈愛，賜給

凡求告祢名的人。祢的愛總是不離不棄。

憐憫如江河湧流。在我敵人面前擺設筵

席，使我福杯滿溢。我要為祢做最美好的

見證。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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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感謝神讓我仍然有生命氣息站在這裡做

見證，多謝各位牧師們執事們，及所有團契

的弟兄姊妹為我祈禱，全能的神是無所不在

的，祂聼我的懇切祈求，如果沒有您們的禱

告，我就沒機會在大家面前做見證。在此，

並衷心感謝各位弟兄姊妹，在我留醫之際遠

道而來到Cedars Sinai醫院，給我鼓舞，祝福

和祈求。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

然死了，也必復活”(約11: 25-26)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

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

呢？”(馬可:8:36-37)

心臟停頓或突然心臟死亡

在去年七月星期五的一個晚上。身在比

華利山莊的一間餐廳，我突然暈倒，在這之

前是毫無任何的預兆。餐廳經理立刻致電急

救中心，救急車於二十七分鐘趕到。經現場

一番緊急的救治，醫護人員發覺我情況嚴

重， 需要立刻送進醫院中，在我被推出餐廳

門口的時候，我的面部己經開始發黑，因為

腦部缺氧，己經死亡。急救人員隨即對我急

救，急救車火速地把我載去比華利山一家名

叫 Cedars Sinai的醫院，直接地送進危急救

治病房。在場的十位醫生目睹我情況危貽，

立刻放下他們手上所有的事情，對我施行緊

急搶救，使我病情由危轉安，誰知過了六個

鐘頭後，心血管又再次堵塞，醫生們又再次

衝進急診室給予搶救，在第二次的搶救後，

以為沒事了，想不到的是我的腦部因缺氧而

中風了，要知道，急救的黃金時間是二十一

分鐘，而救急車到達的時候是二十七分鐘，

足足遲了六分鐘，我的腦部也因而缺氧六分

鐘，所以腦部己經死亡，面色發黑，造成腦

部中風，醫生們立刻將我整個身體，除了頭

部，用一件冷凍的衣服把我全身急凍。開始

治療我的頭部腦中風，害怕我的血會衝上腦

部造成更大危險。最終，在醫護人員的大力

搶救下，把我從死亡中挽救過來，躺在病床

上六天後才睜開雙眼，當我甦醒後，對發生

在身邊的事情一點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

為何會躺在醫院中，因為在發病前更是毫無

預兆的……

在醫院昏迷的這些日子

在醫院昏迷和醒來之後這段日子，常常

在半昏睡的狀態下，我每天仿佛隱約地聽到

在教會常唱的一些詩歌，記憶中，昏迷期間

◎ 吳多濬 文/ 李譚靜舒整理

死了，又活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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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都看到病房門口有一用布料做的門簾，

像幻燈片似的，我好像在那裡每次看到和聽

到教會聚會時的詩歌在播唱，每唱一句都

有字掉下來，好聖潔，好祥和並發光，非

常好聽的詩歌，一直不停的播放。“耶和

華是愛……，如鹿渴慕溪水……”，這些詩

歌在我病危中帶給我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後

來我問太太，在我生病的時候，你在何處找

到如此美好的詩歌同幻燈片，為何有如此的

高科技，我太太驚奇回答:“沒有呀，你病

的時候，我只是常常在你床邊唱聖詩”。後

來我一直想到醫院去找這塊布簾，可惜卻一

直都找不回那種感覺。我想上帝真的是用祂

的詩歌把我喚醒過來。我昏迷的時候常夢見

自己行走在一個沙漠上，這沙漠很漫長，沙

漠不遠處有一些建築物和一些商店。但因治

安不好，這些商店，十室九空，商店老闆常

常被人打劫，老闆們都埋怨生意難做，在這

些奇怪夢中，這些人當中有些還是生意的熟

朋友，但他們的共同特點，那就是內心極度

不平安，當然，沒有了耶穌在心中，任何人

那有平安可言呢？昏迷中，我亦聽到我太太

ANNA祈禱說：“你過去這幾年常常幫助窮

人和無家可歸者，為什麼還會有這種事情會

發生在你身上，相信神不會讓你如此快地離

開這世界。”我在心裡也黙黙地認為，上帝

留下了我，在我身上一定有衪美好的旨意和

計劃。

我這次心臟停頓，英語是 C a r d i a c
Arrested，或心臟突然死亡Sudden Cardiac
Death，此病每年引發五十多萬人死亡，比癌

症死亡更加多。而且是不分年齡，有些是十

幾歲的中學生，在打球的時候，突然昏迷而

離去，也有人在教會領詩歌的時候，或學校

老師授課時突然昏倒，乃至強壯的運動員都

會發生這種情況，瞭解這種疾病，可用手機

打入 Cardiac Arrested或網上查看，原來心臟

停頓這種病症只有7% 的生存機會，如果在

二十一分鐘之內，醫務人員未及時趕到現場

進行施救，病人立刻喪失生命，這7%還不包

括醫護人員趕不及來到現場的情況。所以心

臟停頓的存活率不超過兩個%。上帝創造人

類，血管的製造，真是非常奇妙，一條小小

纖細的血管，竟然可讓血，油脂，血糖等雜

質每天經過流通血管幾十年，甚至上百年，

不像機器那樣常需要換油，我不能不讚嘆: 

神創造人並賦予身體體的各種功能，是一件

多麼偉大和奇妙的神跡!

汽車每三千米就要換油，但是有些人的

血管卻沒有定期保養和維護，好多醫學報告

指出，其實三十五歲以上就應該開始注意血

管撿查，在我發生心臟停頓之前，我的醫生

也有告及我血糖和膽固醇較高，並有服藥。

後來我還去照大腸，看看有沒有息肉和其它

問題。檢驗結果也沒問題。但是不知道為

何，醫生沒提示我應該還要做血管檢查，看

看是否有血管閉塞。後來我才知道，幾乎很

多人做身體檢查都漏做了心臟血管檢查。順

便告訴大家，我今次醫院的醫療費用吧，講

出來恐怕讓人咋舌: 一張醫院帳單是八十幾

萬，另一張醫院帳單係九十幾萬，還有好多

小帳單，一共差不多一百七十幾萬。如果沒

有醫療保險，真的可以傾家蕩產。我這次的

心臟停頓乃因血管99%己經阻塞，醫生將我

救醒，第二次再阻塞，他們用幾條管從我的

大腿插入直通心臟，將所有的油脂和肮髒的

東西全部抽出來，並清理乾淨。所以奉勸各

弟兄姊妹，平時要注意身體檢查，年過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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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歲，要注意飲食，不要吃太多油，鹽和糖

等。當我康復之後，我知道教會有好多弟兄

姊妹為我迫切禱告，感謝你們的愛心，我太

太的妹妹以前沒有去教會，現在每星期都有

上教會聚會，她開始相信我死而復生是神

跡，立志認識救主耶穌。還有一些親友也驚

奇地發現，我不但復原迅速，而且沒有任何

後遺症，他們認為，有如此多人為我祈禱，

確是神的恩典與憐憫，讓我得著第二次生

命。

餘生願為主作美好見證

康復後，看見太太因我的病情弄至身體

的消瘦和身心的疲勞，她除了為我懇切祈

禱，每天衣不解帶日夜照料在床前，使我病

情康復神速，我心存無限感激，對她的感情

和愛護比以前更增加了。現在，我倆早上常

常去散步，一些朋友看到我們如此恩愛，就

對我說，看到你和太太真是好恩愛，我感慨

地對她們說：“這次大病自己差點就死掉，

有一句話説珍惜眼前人。”我會更加珍惜和

愛護現在所擁有的，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和女

兒。覺得自己好幸福。經過此磨難，對一切

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再執著，凡事都會

輕鬆面對，求主每日帶領和引導我，每天作

以榮神益人讓神所喜悅的人。病癒後回到教

會，有一天看見麥師母，師母鼓勵我說， 我

的復原是一個活見證，應該為主作見證。後

來，我就約了麥中堂牧師，訴說要為主作見

證，並詢問牧師一個我一直思考的問題：神

為何把我的生命留下來？到底留下我這條生

命又有何意義？麥牧師分享了當日主耶穌如

何向人群傳福音事跡，回望過去的我，整天

都為了賺錢而到處奔波，沒有盡心，盡力去

傳福音和事奉神，假如當天我真的離開了世

界，豈不是還有很多事工尚未完成？我知道

粵語堂弟兄姊妹有些家人或朋友，仍未信主

或抗拒來教會，我有一個心願，希望連同有

決志領人信主的弟兄姊妹，用各種方法引領

未信者踏進教會聆聴福音，像牧師教導那

樣，在各團體和社區中用我的生命作見證， 

我計劃將來聯合教會牧師舉辦一些戶外活

動，聚餐，特別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和家人參

加。因為上帝吩咐我要到不同地方和人群為

衪作見證。

回顧自己的一生，至今帶了多少人信主

呢，相信很是慚愧，用幾根手指頭都能數得

出來。神到底要在我餘下的生命有何計劃，

相信現在我己經找到答案了:上帝給了我第

二次生命，只要我還活著，就要用我有限的

生命來活出主耶穌榜樣，用死了又活過來的

生命為主作見證，告訴世人：生命的主權是

掌握在神的手中，我們要信靠祂才有永生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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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醫治
◎ 程行中

美國醫學界近年來逐漸發現，祈禱不但對

身體健康和加速病人痊癒均有益處，而

且經多次實驗在開刀前，醫師護士團隊跟病人

聯合禱告後，結果手術進行得非常順利成功，

術後病人恢復也很快速。美國杜克大學“宗教

與健康研究中心”曾對四千名64歲以上的男

女進行了為期六年的調查研究，結果發現，有

宗教信仰又經常祈禱的人，不論男女老幼及病

患，他們的身體比較健康，即使病了其恢復得

也非常好。

主耶穌基督以無罪之身，在十架上捨命流

血，付出如此大的代價，不僅是叫我們的罪，

得以赦免，更是叫我們與神和好，恢復我們跟

神原來所應有的關係，並得以來到施恩寶座

前，放膽向神祈求，感謝讚美主！每當我們有

任何不適或疾病，要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

事都能”(太19:26)，“所以，我們只管坦然

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

惠，作隨時的幫助”(來4:16)，抓住神的應許: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

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

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

念”(腓4:6-7)；以及“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

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賽30:15)，這裡

所說”得救”是指：不但我們的靈性得救外，

還指疾病得救、戰勝沮喪、醫治憂慮……

以賽亞書40:29,31說“疲乏的，他賜能

力；軟弱的，他加力量”，“但那等候耶和華

的必重新得力”這裡所說的“疲乏”和”軟

弱”，不僅是指靈性上的疲乏和軟弱，當然也

是指身體上的疲乏和軟弱。我們若身體欠佳，

或疲憊不堪時，自然會感覺到身體疲乏和軟

弱，就要生病了，或已病了，但神在此指示一

條恢復疲乏和軟弱之路，“等候耶和華的必重

新得力”。神沒有說可能得力而是”必”重新

得力而這裡所說的重新得力，不僅是心靈的重

新得力，也是指身體的重新得力，因為安靜等

候神可以使精神、心靈、情緒上的壓力、緊

張、不安等得以舒解，以至於內分泌漸漸恢復

正常，免役系統恢復正常運作，疾病也就逐漸

康復。我們若天天等候神，就天天得力，多等

候神，就多得力。保羅說：“我們有這寶貝放

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 當我們安靜等候

神時，神就會賜這莫大的能力給我們，因為

這是神的應許，主耶穌說:“因為凡祈求的，

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

門”(太7:8)，保羅也告訴我們，這能力就是運

行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使他勝過罪惡、魔

鬼和死亡的能力，是使他從死裡復活、升天、

並得著榮耀的能力！這莫大的能力，不僅是醫

病、趕鬼和行異能的能力，還有那”無窮生命

的大能”(來7:16)，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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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在20多年前，飛機一起飛，就開始

看文件，答复各地方的問題，直到下機，持續

了非常長的幾年時間，以至頸椎第3,5,7節長

了骨刺，痛澈心肺，醫生說要開刀，要我簽同

意書，經深入訊問後，才知手術成功率只5%，
而頸椎以下可能癱瘓率為95%，因此拒簽而作

罷，幾年後疼痛所導致的右手整個手臂全部萎

縮，只剩皮包骨。那時我在北京自己有醫院，

經吊頸、紅外線療、水療、臘療、按摩、針灸

及吃藥等均無法解決問題(我還沒信主)，在

2000年信主後，出差到廣州，我的客戶要我不

妨試試一位盲人大學畢業的女按摩師，她很不

錯，她第一次給我按摩就說出我的病兆是在頸

椎的左邊，問我怕不怕痛，我說不怕……第一

次按摩完，渾身就非常輕鬆，再經第二次，基

本上就痊癒了，右手臂全部恢復，直到今天，

雖然偶爾還有一些小痛，這是要提醒我每天要

作因聖靈感動，所創的運動……感謝敬拜讚美

操，來維護好聖靈的殿。感謝讚美主！元華她

的姊姊是跟我得一樣的病症，經手術，幾乎送

命，康復後，不到3年又復發，再手術，結果必

需坐輪椅，直到今天。求主憐憫看顧與祝福。

2014年初，正值嚴冬，剛到德州，左腳

趾最後一根骨頭跟腳踝相接處折斷，斷處又有

許多小碎骨……醫生建議要打止痛針及上石膏

並穿鐵鞋，由於要管理72戶的公寓，要行走方

便，聖靈感動，只接受免費的輕便塑膠防碰

鞋，一個半月後再照X光，醫生都非常意外，

斷骨處已經全部長好。提早一個半月醫治了我

的骨頭折斷，這要歸功於我們倆操練，先見神

面再見人面，藉此，每日早晨QT靈修、禱告、

安靜等候神、支取神的憐憫與應許已有二年

多，感謝讚美神!

2014年6月11深夜，大陸打電話告知，我

的兒子突然心肌埂塞，蒙主恩召，我們根本不

能接受，元華和我傷心欲絕，痛不欲生，寧願

代他死，來挽回他的生命，因他是我們唯一受

過洗的長子，正值英年，並且剛剛完成研發

出新型的汽柴油的煉廠技術(超越傳統煉廠)，

藉此，以商宣方式，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使

命……，我們把他安葬Rose Hills後，元華和

我有一段時間，無法讀經，無法禱告以致陷於

哀莫大於心死的情境中……由於她有高血壓，

糖尿病並且她父母都是因中風後多年，才蒙主

恩召的，而且我的母親也是因中風走的，很怕

哀痛傷心過度，忽然中風……逼得我不得不迫

切求神憐憫看顧我們這二老，也抱著她，迫切

為她禱告，由於我那時已被醫生判定，有老人

癡呆症約三年了，感謝主！聖靈讓我記起主向

我所說一切適合當時各種情景的話，而能適時

地背出許多金句來安慰她，神的話語，使我們

的情緒逐漸平復，我們倆在百日內就走出死蔭

幽谷，讓我們避免了因中風臨到我們的可怕後

果。喪子之痛，有主的美意，感謝讚美主。

我有太多神醫治了我一切疾病的見證，但

由於篇幅有限，特此打住。總之，信心是我們

觸摸神的主要器官，謙卑順服是進入神國的鑰

匙，而信心又是帶我們進入安靜等候神並得著

神所賜醫治一切疾病的秘訣。

主啊！您是全能的神，是醫治者，也是供

應者，我雖然LDL有點偏高，頸肩有點疼，我

會注意維護好您的殿的，您看顧了我74年，醫

治了我一切的疾病，哈利路亞，感謝讚美您!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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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意 盡 美 （ 上 ）

◎ 于廣洋

我叫于廣洋，生長在北京的一個山清水

秀的美麗小鎮。飽嚐主恩滋味的我, 

即將伴著電腦讀屏與敲擊鍵盤的聲音，跟上

帝的寶貝們一同回顧我生命歷程中的風雨和

彩虹。

說到家鄉，如今也可算是故鄉，在2015
年的聖誕節，因主特別的預備，我也隨著利

百加的腳步，走進了異鄉良人的帳篷。所

行的生命軌跡，因與主的相遇而變的完全不

同。在我這29年的人生旅途中，經歷了太

多爐火的熬煉和造物之主的雕琢。但聖經中

說：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

道他旨意的奧秘（以弗所書1章9節）。

我想每個人定是希望自己的天空常藍，

花香常漫，一生平安。但似乎人的生命、能

力、時間等等方面都很有限，所以總會遇到

這樣那樣的不平安。很多境遇我們無力改

變，很多苦難我們無法扭轉。就像一個剛剛

出生的嬰孩，她豈能選擇自己的出生背景？

豈能掌管自己的身體狀況？

在我出生七個月大的時候，就因發高燒

患上了類風濕性關節炎。或許有人覺得這病

很常見，但對於一個一無所知的嬰孩來說，

不僅承受的是身體的痛苦，更多的是對她

以後人生心靈的折磨。還沒邁出人生的第一

步，就輸在了起跑線上。

當我剛學會走路，家人就發現了我的

異常，但這被稱為“不死的癌症”的類風

濕，在醫學界根本沒有治癒的辦法。從我記

事起，疼痛就時刻在侵襲著我身體的每個關

節。五歲左右，身體的所有大小關節都已經

被破壞，導致變形。就這樣，隱形的病魔隨

著我的成長，持續加劇並蔓延在我身體的各

個關節。父母的老觀念，覺得既然無法治

好，吃藥會更傷害身體，所以拒絕一生給我

用激素和任何藥物。我只能在哭聲淚水中，

任憑類風濕這可怕的殺手折磨肆虐著。

從小我的自尊心就很強，每當看到異樣

的眼光，或聽到嘲笑的話語就會躲到角落裡

偷偷流淚，總會質問上天，我究竟做錯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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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為何卻要讓我承受如此的痛苦？我不甘

心，於是拼命的好好學習，相信努力學習定

會擺脫不幸的命運。可是在十二歲的時候，

發現自己視力有些模糊，漸漸看不清黑板上

的字了。經醫院檢查，大夫又給了我終生不

可逆轉的無情宣判，由於類風濕這免疫性的

疾病，所以又引發了青光眼，最終我將無處

躲藏的面臨失明。從聽到這噩耗起，就像中

了魔咒一樣，讓我開始害怕黑夜，因為我怕

黑夜過後還是無盡的黑夜。經常睡到半夜醒

來，就趕緊開燈，當證實自己還能看見的時

候，淚水總會在恐懼中奪眶而出。

我把尋找光明的稻草還是放在了醫院，

但手術過後，視力卻沒能得到好轉。初中三

年，完全看不見黑板上的字，只能靠聽課完

成作業。我不願服輸，努力學習，拼命想掙

脫命運的枷鎖，但卻還是無能為力，黑暗一

步步靠近，視力一度急速下降，光感和顏色

漸漸變的暗淡，親人的臉龐也越來越模糊不

清，我不能如願跟同學一起踏入高中、大學

的校門。殘酷的現實折斷了我飛翔的翅膀，

微弱的視力囚禁了我絢爛的夢想。我把自己

關在房間裡，不願跟任何人交流，也絲毫聽

不進親友的勸慰，身心的苦痛折磨，令我苦

不堪言。我不知自己生命的價值到底是什

麼？生活的方向究竟在哪裡？

但耶和華要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

悔的人。上帝這位導演精心編排著我們人生

的劇本，當時的絕望無助，以為自己走進了

生命的盡頭，但誰知，我的劇本就在此刻翻

開了全新的一頁，我生命中的主角才剛剛登

場。

2005年，是我生命翻轉的一年。主的

揀選是有他的時間表的。正如詩篇中說：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

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

的冊上了。

2005年10月的一天，我早晨醒來，睜

開眼睛竟然什麼都看不見了，發現自己殘餘

的視力也突然沒有了。我慌亂的哭訴著告訴

了媽媽，當時媽媽並沒顯出特別著急，現在

想來，那自然是她先接受福音而有的內在平

安。但那時我還很剛硬，覺得上天對我太不

公平，太過殘忍。媽媽懇切的跟我說：“我

們一起禱告吧，主知道我們一切的苦難，不

要再拒絕主了，求主來醫治安慰你”。或許

是我真的無力掙扎了，也或許是真的無路可

走了，總之，我就乖乖順服了媽媽的話，一

起跟她做了禱告。聖靈的撫慰很奇妙，瞬間

驅散了我的恐懼，心裡充滿了平安喜樂，我

安穩的聽著媽媽唱的詩歌，就這樣很平靜的

度過了一天。晚上媽媽陪我一起睡，繼續帶

我做禱告，並讓我也嘗試開口禱告，我已不

記得當時是怎麼禱告的，但總之就是求主醫

治我。神顧念我的軟弱，第二天起來，真的

又將我殘餘的視力還給了我。雖然不是讓我

完全得醫治，但卻讓我懂得了為所擁有的知

足感恩。這樣一個插曲後，我的生命中，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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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離不開主耶穌的同行，我的生活乃至生命

都在耶穌基督裡被更新改變著。

走進教會的瞬間，正是我走出封閉世

界的開始，久閉的心門，終於在聖靈的光照

中敞開，充滿了重生的喜悅。心靈不再被自

卑自閉所轄制，也不再被絕望憂傷所捆綁，

我得到了全然的釋放。 “在世上你們有苦

難，在主裡有平安”，聖經上這話一點都不

假，確實嚐過主恩的滋味，才知他是何等美

善、喜樂與甘甜。

感謝主為我安排了一位屬靈母親來服

侍引導我，在她的愛和鼓勵下，我開始讀經

禱告，慢慢更加認識了神的公義、聖潔、慈

愛、以及神滿有憐憫的屬性。主的撫慰，讓

我重新得力；主的熬煉，讓我破繭成蝶。相

信造物主的大能，一切事情的發生絕非偶

然。很難想像，有主的同在，我的生命真的

不一樣，屬天的盼望代替了對黑暗的恐懼。

雖然視力依然下降，但心裡卻平穩安靜，就

像聖經哥林多後書中說“所以我們不喪膽，

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

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

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

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

不見的是永遠的”。這段經文讓我浮躁的心

不在浮躁，儘管身體有疼痛，眼睛看不清，

但相信主的恩典夠我用的，主不會將我所不

能承受的擔子加給我，泥土情願順服窯匠的

陶灶，我願做上帝手中獨一無二的器皿，不

在抱怨殘缺，而是珍惜獨特的自己。

那時，教會沒有司琴，我屬靈的母親

就鼓勵我學習電子琴，教會的弟兄姊妹也同

心為我禱告，詩班的姊妹把一首首歌譜念給

我聽。當卑微的器皿願意擺放在主面前的時

候，聖靈的能力就必降下來充滿使用。從

此，我就開始在教會中用模糊的勢力、變形

的手指、做起了司琴的服侍。當一個即將枯

萎的生命重新被澆灌，並找回上帝所賦予她

生命的價值和方向的時候，還有什麼黑暗能

夠攔阻黎明的到來？還有什麼風雨可以遮擋

彩虹的出現？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唯有耶和華熬煉

人心。世人常常以為，信耶穌的就應該是一

路順風，全是綠燈，可是兩年的信仰生活讓

我剛走出死陰的幽谷，卻又因父親的離世，

讓我的心情瞬間墜落谷底。 2007年3月12
日，愛我疼我的父親竟毫無徵兆的因突發疾

病離開了世界，他是我最堅實的依靠，他是

支撐我整個世界的柱子，為何要突然倒下

呢？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更不能理解賜生

命的主為何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我不肯再

聚會，也不願再向主禱告。被掏空的心晝夜

在淚水中浸泡著，靈性的軟弱，使肉體也遭

受虧損，原本的大眼睛也在不斷的流淚中日

益萎縮。教會的弟兄姊妹輪流到家中探望，

我屬靈的母親也一直默默為我禱告。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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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懷中，我勉強又走進了教會，但根本無

心聽道。可神卻藉著一位牧師讀到的經文讓

我對人生有了新的反思。在詩篇90篇中這

樣寫著說: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

如夜間的一更。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

嘆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

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

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是啊，我

們都是塵土，終究靈歸賜靈的神。就是這神

的話再次扭轉了我的思想，照亮了我的心，

甦醒了我的靈。每一次跌倒，站起來就更剛

強。在地上沒有了父親的肩膀依靠，我便學

會了完全仰賴天父的幫助。所有的歷練，讓

我更加不畏懼明天，深信雖洪水氾濫，但主

仍然坐著掌權。在聖靈的帶領中，繼續攀登

著信心的山峰。（下期待續）

＊＊本刊新開闢“教會及會員動態”專欄，會員若有最新成就、重大或有趣的消息與大家分享，或者要預

告未來的活動，可以將簡訊電郵至tim_tu@yahoo.com 。請註明是“教會及會員動態”用稿。謝謝。

◆ 美西華人差傳大會12月舉行

“美西華人差傳大會 —「破繭齊出、同頌主

榮」”由基督使者協會主辦，定於12月26日至29
日(週二至週五)在洛杉磯安大略市Ontario舉行，

主題:「破繭齊出、同頌主榮」。本教會與洛杉

磯華人眾教會同心全力支持。因此，今年本教會

的夏令退修會將暫停一次，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

加美西華人差傳大會，報名已經開始，詳情請電

626-282-2467詢問。

美西華人差傳大會是個本於教會、以家庭為中心、跨

越年齡層、並以門訓為主導的大會，來幫助參加者學

習如何來參與主的大使命事工。大會共四天三夜，

有十個出名的主要講員、超過百場的專題工作坊，及

三十多家福音機構所提供的攤位介紹各種宣道的事

工。這與教會平常每年的退修會是不一樣的性質，它

是一個持續性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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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生命垂危時，是誰醫治了我，給

我第二次生命？是我主；當我心動

過速早搏時，是誰讓我心臟平靜、平穩？

是我主；當我在人生十字路口辨別不清方

向時，是誰給我指出一條永生之路？是我

主，我深切感到：

我是泥土，主創造了我；

我是瞳仁、主關愛我；

我是小樹，主修剪我；

我是迷途羔羊，主引領我。

主啊！大地當紙寫不盡你的恩典，海

水當墨述不盡你的慈愛。正是在你的關愛

中，我得以成長，成長是需要力量的。

“主義”對人誤導，“思想”使人僵化。

唯有聖經才是力量的源泉。成長是需要眼

淚的，這眼淚不是為“三年”挨餓而流，

也不是為十年浩劫而流。而是為生命處於

低谷而流。低谷，神的恩典可填滿，人生

有苦難，經神淬煉，方得祝福。成長是需

要時間的。時光翻轉，流年翩然，幾重歲

月微笑淺談，把記憶從心底打撈，走進淡

泊，走進坦然，與歲月對話，心靜等閒，

紅塵中洗盡鉛華；生命中注入永年。

成長中感受主滿滿的愛，我主愛我，

我愛我主；我主愛我是慈愛，我愛我主是

敬愛；我主愛我是憐恤，我愛我主是崇

拜。愛點燃心燈，天地自然一片光明，接

主愛、奉獻愛，以愛生愛，一生精彩。親

愛永不打烊。

成長我明白了許多真理。讀了創世紀

才知道進化論是假說，創世紀是真理。讀

了創世紀才懂得十字架的悲壯和偉大，

耶穌為我們承擔苦，替代罪用寶血救贖了

我們，維護了神的慈愛，打開了神與人和

好之路。明白了是神重塑我們；明白了生

命中心以神為中心；生命的品格是信心與

愛；明白了生命的使命是傳福音。生命是

愛的學校，而神能改變我們的思想頻道。

神創造了宇宙，創造了我們人生有晨昏午

夜、宇宙也不是永久不滅，四季也有新陳

代謝，唯有主愛永恆無界。

聽主的話，向上響往蒼天，順從主

意，向下看透黃泉，事奉主，世間萬物，

了然無玄。

聽主的話，學會選擇，懂得放棄。選

擇依靠主，心中一片光明，放棄世俗路，

讓世俗在心中荒蕪。

聽主的話懂得感恩。感激痛苦讓我們

覺醒，感激失敗，讓我們離成功更近，感

謝失去，讓我們懂得珍惜，更感謝上帝生

命的給予。

聽主的話，讓心靈閃光，心本來就是

一桿秤，秤出自己的言行，而言行又是一

面鏡，映出自己的心靈。

聽主的話，讓心生愛，心只有如同蓮

花，人生才會一路芬芳多彩。

生命徘徊見證真，愛我救我是主恩。

拋棄世俗走天路，追尋天夢我能行，

如今學習主默示，感謝教會一片情，

幾度重陽由天定，甘願奉獻身魂靈。

主救我，愛我，重塑我
◎ 李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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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十歲的孩子薩拉喜歡跟上帝交談，她在參加主日學時老師卻從

來沒有叫她領著大家禱告。這也許是因為薩拉患有唐氏綜合症（先

天愚型）、說的話別人難以聽懂的緣故。但是，我女兒卻非常喜歡讚美上

帝、也喜歡為他人代禱。

一個星期天的早晨，薩拉跟我一起參加我的查經班。老師問大家，誰

願意做結束禱告。這時沒有人自願做結束禱告，薩拉便勇敢地走到了教室

的前面。

“親愛的上帝”和“阿們”說得很清楚，但是，這之間薩拉說的話大

部分只停留在薩拉和上帝之間。儘管如此，薩拉禱告時的信心和純潔卻把

大家感動得掉下了眼淚。

彼得前書第四章第十節說，“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

般恩賜的好管家。”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如此，包括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

內。點燃起你孩子恩賜的火焰能幫助他茁壯成長，使教會得到祝福。請考

慮下面這些想法：

注意你孩子在教會的行為。你兒子在讚美詩歌時會變得異常活躍嗎？

那就唱讚美詩來發展他的激情。你女兒會注意到有人情緒低落嗎？那就和

她一起走近那個人，一起給他鼓勵。你孩子臉上甜蜜的微笑也許正是上帝

用來振奮那人精神的禮物。

找到富有創造精神的辦法，把恩賜用于實踐。安德列是一位有恩賜的

藝術家。但他用腳作畫。那是因為他患有大腦麻痹症，使他無法使用自己

的雙手。安德列母親用他的藝術創作做成一張張記錄用卡片，然后寫上鼓

勵的話語，發送給安德列生活中重要的人。

輕聲地為你的孩子講話。布萊恩參加主日禮拜的服務時，對點燃蠟燭

表現出興趣。這時，他母親就問牧師，能不能讓布萊恩（他患有孤獨症）

有這樣的機會。布萊恩向人們顯示，他處理這一任務時既有技巧，也相當

得體。現在，當他在為教會服事經歷歡樂時，整個教會都為他慶祝。

（教會兒童事工部提供，Used by permission of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鼓勵孩子的恩賜
◎ Shauna Amick



18

教會事工

2017年08月第145期

他是誰？
崇拜在悠揚的聖樂中結束，

牧師從聖壇走向會眾中來。

那慈祥的笑臉和友善的眼神折射出來的魅力，

比言語更能打動人心。

全寫在臉上，

看人就要先看臉。

他的目光和舉止，

恍若星光在心頭一亮。

人們久久捨不得鬆開牧師溫暖的手，

牧師的手正像他的為人，

沒有重量，又無壓力，

扣在你心中，卻怎麼撥也撥不掉。

牧師為何與會眾一起呼吸？

那是他擁抱生活的一種態度。

他是走下聖壇的人，

真實地存在的人，

自然而然要進入人的世界。

靈性就是人性，

離開了人，

屬靈的生活就失去意義。

其實最有效的講道，

是活生生的見證。

是從心間到心間，

是讓人家分享其靈聖、

了解他的心態；

彼此尊重、關懷、完融。

為師之道以關懷為先。

知道他們的酸甜苦辣、

知道他們的喜怒哀樂、

知道他們的內心需求……

這是牧者必需具備的心性和品質。

他無需“吶喊”就能讓在場的每一個人

都聽清他的心聲

他不是說出來的、

而是從生命流淌出來的。

語言的靈魂是行動。

一個人對別人的影響，

絕非僅靠言語去完成，

而是靠精神去完成。

會眾是被牧師身上散發的智慧和靈性所征服的。

“沒有聲音，盡是福音”

那是一種溫柔的力量、

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互動、

是一種無聲的佈道，

是證道的最高境界。

不經意間，

春風拂面，人人開竅，

有了完全的變化，

從互相猜疑、緊張和對抗，變為坦誠、友好

和尊敬。

儼然可以將你送往幸福的彼岸。

己身正，不語而行，

己身不正，有語不行。

日常生活的點滴細節反能大聲透露出主對我

們的大愛，

舉手投足之間盡是主的身影。

見證了上帝真正回到人間，

離我們並不遠，

祂就在我們的周圍。

他是誰？

他就是從證道講壇走下來的人！

是我們大家敬愛的鍾世豪牧師。

◎ 麥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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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是 主 的 羊 ◎ 張雲鶴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一日，松柏詩班在主日獻

唱了兩首詩歌。第一首詩歌名《我是主

羊》，詩歌的前幾句是“主領我在青草地，安

歇在溪水旁，黃昏時主與我一路同行，牧場上

凡是屬於主的羊都強壯，我是主的羊，--”。

老人以詩明志，這首詩歌唱出了老人的心意和

現狀，他（她）們唱的歌聲遼亮、興志勃勃，

真是壯志凌雲，令人神往。詩班員中有五人在

90歲以上，有101歲的。像世間有如此高齢的一

般都稱之為老態龍鍾，垂暮之年的老朽，而我

們這一群卻是意氣奮發，因為有主牽我手，帶

領我向前走。

我們獻唱的第二首歌是由陳寶聲牧師作

詞作曲的《向前走》。歌詞是：一步一步向前

走，努力向前不回頭，有主同在主保守，前進

莫退後；一步一步向前走，看著主讓主牽手，

有主恩典便足夠，主就在前頭。以上這段文字

是這首歌的中心思想，與詩歌的主旋律在67節
長詩中反復出現。難怪在獻詩之後大堂掌聲不

絕於耳，大堂內的弟兄姐妹觀賞讚美這兩首詩

歌，也支持和鼓勵這些上了一把年紀的老人，

能背出67節的長詩。這個詩班的詩班員，有的

人剛參加詩班時自認為五音不全，如今這兩首

詩歌都是二部和聲，他們已從發噪音到如今發

出的樂聲和心靈上的充實，松柏詩班員都是主

的羊，都強壯，他們好喜樂。

我常在微信中見到有關於老人的報導和

老人健康的討論，說是有一位老人聽到開心的

事之後，開懷大笑，在笑後，別人問他為什麽

如此高興而開懷大笑，他竟回答不出為什麽如

此大笑，忘記了。松柏詩班的老人，在高齢時

還能背誦出二部合唱的詩歌，真是叫人產生許

多思考和遐想。老年人只要有青春的心境，才

是生命中一道不變的景狀，所以老不是老化開

始，而是對生活的厭倦、失望開始。松柏詩班

的一群老人，除了吃飯、喝水、讀書、走路和

睡覺以外，唱詩歌使心情愉悅感受到愛。愛是

一種得到，愛也是一種付出，它是一種感情也

是一種行為，是支撐全部生活的支柱。在教會

唱詩歌，得到父神的愛，“神愛世人，甚至將

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

亡，反得永生。”詩班的幾位年長的老姐妹，

每個星期五都看到他們長年的兒女送、接她們

來詩班，有的外孫女陪著外婆在教會唱歌，這

真是“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輝”的寫照；這

一群老人各自都有豐富的人生經歷，他們都有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丹青照漢青”的家國

的愛。這些愛，使得他們分享著豐富的人生。

有關於人的健康和壽命的論述，見到醫學

界有關的認知，認為，人們的遺傳、飲食、生

活和醫療等條件，只是各佔百分之幾，心情的

喜樂佔有百分之六十二左右（是一種正態分佈

的結果），這是多數學者在現時代所公認的，

我們的神在聖經中教導我們：“要常常喜樂，

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

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耶和華已指示

你何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麽呢？只要你行公

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我們就是這樣的一群屬於主的羊，在主的牧場

上，必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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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約翰的道論 ◎ 周鐵樓

經文：

1：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1：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1：3 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

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

1：4 生命在祂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1：5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

1：6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

約翰。

1：7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

證，叫眾人因祂可以信。

1：8 祂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1：10 祂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祂造的，

世界卻不認識祂。

1：11 祂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

接待祂。

1：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

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1：13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

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

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1：15 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

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

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1：16 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

了，而且恩上加恩。

1：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

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

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約翰福音以“道論”(1：1-18)作為全書的

引言，在這18節的引言中，使徒約翰講了三句

重要的話：1.道就是神(1：1)；2.道成了肉身

(1：14)；3.道將神表明出來(1：18)。現在我

們來分析和分享這三句重要的話。

1. 道就是神

第1節開宗明義說“太初有道”。意思

是說，在時間未開始以前，在未有萬物的時

候，就有了“道”。接著，約翰說“道與神

同在，道就是神。”“道與神同在”是講道

之體－－道與神同體；這句話又表明“道”

與“神”是有區別的，但都有位格，並同時

存在。“道就是神”則是講道之性－－道具

有神性而與神同等。

第3節指出：“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

的，沒有一樣不是籍著祂造的”。此節的第二

句是強調第一句。當時有些人主張，天使也曾

參與神創造的工作，但是約翰否定這一說法，

而刻意強調：萬物都是藉著 “道”造成的。保

羅也印證說：“……萬有都是靠祂造的、無論

是天上的、地上的、平看見的、不能看見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

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西1：16)。
飲水思源，萬物應該服在祂的腳下才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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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伯來書卻記載說：“只是如今我們還

不見萬物都服祂…”。為甚麼萬物還不服他

呢？這是因為犯罪的天使和人類的叛逆。

2. 道成了肉身

神是愛，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

改。神就差遣道從天降臨，出現於這悖逆的人

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

的有恩典有真理”(14節上)。“道”是經由聖

靈感孕，藉著童女馬利亞出生到世上，取名為

耶穌(參太l：18 - 21)。
道是可以被看見了，而且“道成肉身” 

的耶穌不是半人半神，而是完全的人、完全的

神(參西2：9)。耶穌取了罪身的形狀，作了贖

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義，成就

在信者的身上。如此，耶穌基督成全了摩西傳

的律法，並賜信者活在心中的律法(參羅8：
2；來8：10-13)

“住在我們中間”，有支搭帳幕在我們

中間的意思，不是居住在王官裏。祂支搭帳幕

在我們中間，是要親身體驗我們的困苦軟弱，

好體恤我們，眷顧我們，覆庇我們(啟7：15，
21：3)。

道成肉身的耶穌“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

理”。看外貌，祂是憔悴枯槁，內裏藏著恩典

和真理的寶貝，而且是充充滿滿地藏著！“恩

典”由慈愛而生，是白白的(啟22：17)、自然

而然的(羅6：14)、豐豐富富的。“真理”就

是真實、信實。除了神，沒有真理。所以，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17節
下)。在全本的約翰福音中，我們一直可以看

見恩典和真理這雙重的重點：一面是真理，一

面是恩典。

真理通常總是有所要求，而恩典卻是

來應付真理的要求。約翰福音第八章記載那

位正在行淫時被捉拿的婦人，在那裡真理照

耀出來了！主對那些自以為義的猶太人說：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

打。”(約8∶7）真理在這裡顯明出來了：這婦

人實在犯了罪，並且按照律法，她是要被石頭

打死。但恩典同時也在這裡，當眾人從老到少

一個一個都離開了的時候，祂轉過身來對那婦

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從全本的

約翰福音裡，我們可以發現真理總是調配在恩

典裡，相輔而成。

3. 道將神表明出來

最後，約翰說：“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18
節)。神是靈，肉眼不能看見。雖然在舊約

中，神曾以天使及人的形狀向人顯現，但這些

形狀不代表神的真貌，他們只是神向其子民說

話時暫取的樣式。所以從來沒有人看見神。但

現在，“只有這位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衪表

明出來”。衪自太初就與神同在，與神的關係

至為親密，祂認識神詳盡而入微：“除了父，

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

有人知道父”(太11：27)。
“在父懷裡的”這幾個字說出這位子將祂

父親顯露(啟示)出來的事物，乃是神的心(或

旨意)。祂來並不是要啟示神的智慧、能力和

威嚴，這些事都在大自然裡啟示出來了。神的

獨生子如何將神啟示給我們呢？祂先成為肉

身，親身先以言語、動作、生活、工作、遭

遇，“表明”給我們看，當我們因這些“表

明”而信(接待)祂時，祂就住在我們裏面，成

為我們的生命，我们也就成為神的兒女。



22

靈修分享

2017年08月第145期

安靜等候神，是用心靈與誠實，跟神之

間有聲或無聲的互動，在這屬靈的操

練中，有時會有聖靈的責備，就當立即認罪

悔改; 聖靈的禁止，就當遵旨而行; 聖靈的

感動……這是一種深入的靈修生活，也是

一種豐富的更深入的禱告生活，是一種富有

實際內容的內在生活，建基在相信神在聖經

中所言的各樣應許，以信心向神支取愛心、

力量、智慧、謀略、啟示與能力等，外表看

來是在靜默無聲，但在心靈深處卻有很多活

動……甚至改變服事的方向。

一般而言，表達方式因人而異，主要

是因聖靈的感動……而讓心裡感受而表達出

來的: 有用詩歌，或用經文與神交流; 有時

舉起手; 有時跪下; 有時心被恩感，而無

言或有言地，淚水奪眶而出; 有時俯伏在

地……。向神表達對其愛戴、感恩、讚美、

敬拜……這些都包涵在安靜等候神的意義

內，當真正進入安靜等候神的實際狀況時，

祈求禱就會自然而然地減少，在此情況，所

專注的已不是自己或別人的困難或需要，而

是神的自己，因為神早已知道了我們的心思

意念，主耶穌說：“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

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

的父早已知道了”(太6:8)。因此，每次到

神面前，無需說太多，因神早已知道，相信

神所賜，超過我們所求所想！所以，要不斷

地將心歸神、由衷地愛神，求主幫助，賜我

們真正的能安靜等候神，千萬不要受外面環

境干擾的影響，要靜下心來，聆聽聖靈在我

們心靈深處，以微小的聲音向我們說話；或

藉人事物向我們說話，所以，要有受教的

心，求神賜給我們分辨的靈，能分辨那些是

從我們自己出來的，那些是從撒旦而來的，

而只有是從神而來且符合聖經的，才要謹守

遵行。

“神啊，求你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甚

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

139:23,24)，因感動禱告如下: 親愛的聖靈

保惠師，每當我安靜等候神的時候，都是在

讓您來鑑察我的內心，看清我潛意識及下意

識，一切的心思意念，看看我裡面還有什麼

惡念沒有？看看我裡面還有什麼與人過不去

的地方沒有？有無某人得罪我、冒犯了我、

對不起我……而我仍耿耿於懷，不能原諒？

懇請您試煉我，看看我裡面有無雜質？如有

任何一切因這些雜質所導致任何不合您心意

◎ 程行中

安靜等候神之探討 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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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或惡行，懇請您立刻用無名之火來燒滅

它。潔淨我，引我走義路，我願謹守遵行您的

旨意，懇請聖靈不要離棄我，一直導我走永生

之路，阿們。我們每次安靜等候神的時候，就

是給神有機會來解除我們內心的矛盾，潔淨我

們內心的污穢,除去我們內心的驕傲、嫉妒和惡

念……因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是我

們得勝的元帥!

主耶穌基督說：“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

甚麼”(約15:5)，我們常被許多事物吸引或引

誘而分心，以致忽略了親近主，每天與主沒有

維持更深的關係，遠離了生命活水的泉源---

我們的供應者，也是醫治任何疾病與戰勝沮

喪的源頭，更是我們得更豐盛生命的創始成終

者，那就不能做甚麼! 有許多人以追求知識，

取代了內在生活的培養和跟主更親密無間的關

係。忽略了葡萄樹與枝子的真正關係，而花很

多時間來讀經靈修QT，忙著將指定的功課作

完，一結束，下意識地認為走完例行公式或交

代……就離開了現場，沒有安靜等候神的時

間，更無法大口吸收營養，讓主的聖靈更多向

我們顯現；無法經歷主的生命與大能；還有不

少人花很多時間讀經或閱讀屬靈書籍，記住了

經句，卻不知其話語的精意，沒有聖靈的光照

或感動，不能因時，因地，因人而適宜地，用

神的話，活用出來，安慰人、造就人，榮神益

人……而安靜等候神，相信神並靠神憐憫與帶

領，就能做到合神心意的事，來榮耀主，進而

真的做到與神同工。

 主又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

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路

10:42)，要樹立一個觀念，就是教會沒有你，

沒有我，都可以，但若沒有主耶穌就不行。若

有了這個觀念，就沒有一件事是放不下的。所

以，要把我們與主的關係放在第一，在教會中

有很多人，不知不覺地，把服事、事工、時

間和責任放在超過與主耶穌的關係上……因此

難免他們有時會感到軟弱、失敗、灰心、沮

喪、枯乾甚至衝突……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沒

有常住在主裡面，枝子若不緊密連接在葡萄樹

上，是無法結出好果子的。再者，“若不是耶

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

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

127:1)。意即若不是神來作工，一切都是枉

然，所以，要認清一點，就是在建造教會和建

造信徒生命的事工上，要記住，我們一切的好

處都不在主以外，只要信靠順服，常到主面

前，尋求主面，安靜等候神。因此，每日要操

練先見主面，再見人面，早上一早就先禱告、

敬拜、讚美神，渾然忘我地享受與神的同在的

互動，只要常想到主，不住禱告，凡事感謝讚

美主，那神與我們的同在的意識感，就會越來

越真實與甘甜的實現。

雅各書4:8說“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

你們”在這裡說“必”而不用其他字，一定有

其特殊意義，所以，我們就要這樣相信，一點

不疑，每當我們親近神，神就“必”主動親近

我們，接納我們，當安靜等候神時，我們就要

耐心地給神一段時間……因為路加福音10:21
說：“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

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

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

來。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屬靈

生命的建造是人看不見的，也是無法測度的，

但當繼續不斷操練安靜等候神時，神就繼續不

斷地將他自己添加給我們，感謝讚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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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煒

喜 樂 分 享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

哭。(When others are happy, be happy with
them. If they are sad, share their sorrow.)”

（“羅馬書”12章15節）這是耶穌對信徒的基

本教導之一。《聖經》還特別提到，“你們

個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

督的律法。(Share each other's troubles and
problems, and in this way obey the law of
Christ.)” （“加拉太書”6章2節）

“分享”是從耶穌的教導中生發出來的。

俗話“分享喜樂，喜樂倍增；分享憂傷，憂傷

減半(Joys shared are joys doubled; sorrows
shared are sorrows halved.) ”最確切不過地說

明了分享的功用。分享能使參與的人產生強烈

的認同感：我們屬於同一個共同體(community)
（註2)；我們不是孤立的存在。我們可以攜起

手來，共同對付、儘快解決存在於我們自己或

朋友身上的問題和困難。

在平時，我們有哪些可以分享呢？

筆者首先想到的是知識和技巧。譬如我們

教會的十多個兄弟姐妹每星期日下午抽出兩個

小時教新移民英語，幫助他們通過移民面試，

成為美國公民。對於我們自己來說，這只是舉

手之勞；但是對新移民來說，通過面試成為公

民是他們的夢。我們何樂而不為呢？實際上，

近十年來，在我們英語班老師幫助下成為美國

公民的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一百人。更令人高興

的是，他們之中也有因此而認識耶穌，接受耶

穌為他們救主，受洗成為基督徒的。這一切，

不都使所有的人，包括新移民和他們的親友、

教師和他們的助手、英語班的組織者和牧師都

高興嗎？這不是“快樂倍增”最好的注腳嗎？

學習過程中，同學之間的互幫互學也是

一種分享。在同一個班級聽課，不同的學生理

解、接受同一教師講解的同一內容會有差異。

這時，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同學聚在一起複習，

可以取長補短，共同提高。就語言學習而言，

這是每個教師必須組織的活動；不這樣做的教

師在美國會被認為是不稱職的教師。這是因

為，教師們清楚地知道，在語言課程中，課堂

上只用耳朵聽的學生是學不到多少東西的（20%
左右）；只有參與、動嘴，不斷模仿、說話的

人才有希望掌握更多（80%以上）。

需要強調的是，這裡所說的“互幫互學”

是名副其實的學習過程。講解一個難以理解的

內容（如某一個概念、公式或句型），讓一個

學得不那麼好的同學理解和掌握，並不是一件

輕而易舉的事。需要的不僅是自己徹底理解，

而且還需要耐心和技巧。如果你能給一個同班

同學講清楚一個難以理解的內容，那就說明你

已經真正掌握了這一內容。

這也是我自己50年代在大學時的親身經

歷。就年齡而論，我是班上的“小弟弟”。就

經濟條件而論，我是班上最貧窮的學生之一。

（杭州每年下雨五個月。剛上大學時我沒有雨

鞋，只穿一雙母親從舊箱子底下翻出來的又破

又漏的皮鞋）（註3）但是，我的英語學得比

大多數同學好。每天課餘，我會幫助一、二個

成績差的同學。反過來，他們會從經濟上幫助

我，比如輪流請我看電影。記得那時看了一個

墨西哥電影“為了和平”。1956-57年，看一場

電影的門票是5分錢。你不難想像，我和我的同

學從這些互幫互助的活動中獲得了許多樂趣。

除了知識和技巧之外，可以分享的東西還

很多很多。每星期天跟我一起打太極拳的十來

位朋友經常分享家裡或鄰居樹上采來的水果。

最近參加活動的一位男士Michael O在政府房

產管理部門工作。他告訴我們，加州政府出

一位77歲華人的生活經驗分享（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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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了一個新的政策，允許房產擁有者(property
owner)每年減免70美元的房產稅。根據大家的

要求，他又給我們分發了表格。只要填寫這一

表格，上繳給管理部門，房產擁有者便可以獲

得70美元一年的免稅。這不是皆大喜歡的事

麼？

90年代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工作時，我

負責學校的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的工作。為了

激勵學生專心學習、提升學校的學術氣氛，我

和教務處的同事每週組織一場學術演講。演講

者可以從外校邀請（甚至外國），也可以是我

們自己學校的教授、學者。這類演講是一種檔

次較高的分享。北二外是全中國日語教學的領

頭羊（註4）。日語教授（如教務處長李翠霞教

授（註5））便在講座中介紹他們的口語教學

“聽說領先”（註6 ）的經驗。

記得有一位剛從美國北亞利桑那大學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北二外的姐妹

學校，兩校每年互派教師到對方院校進修）回

國的英語系青年女教師。她回國後向我彙報在

美國進修的情況，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建議

跟她合作，做一個題為“分享的快樂(The Joy
of Sharing)”的講座。她高興地表示同意。一個

週末晚上，我倆便出現在坐滿了學生的大教室

裡，開始用英語討論“分享”這一話題。

如果你家裡有小孩，我建議你一定要從

小培養他們分享的習慣。譬如你的孩子手裡在

玩玩具。別的孩子見了也想玩。你的孩子願意

把玩具借給他（她）玩一會嗎？如果不那麼願

意，你必須說服他，一起分享。分享的習慣是

一個好習慣，最好從小養成。長大以後，他會

是一個善良、有愛心、容易合作的人。有這樣

性格的人，不愁在社會上發展、作貢獻的機

會。

順便說一下，我現在不斷寫作、翻譯，除

把它們視為大腦的運動和鍛煉(brain exercise)之
外，重要的目的是和親友們分享自己的知識，

或剛從報刊上獲得的知識。從這一意義來說，

我算得上天天在分享，不是麼？若有人從我的

文章中獲益，那我就心滿意足啦！

註：
1. 這一系列文章的前兩篇發出後，收到現居德國、

我的學生鄒星杭的伊梅爾。她說，七十七歲算什麼老？在

德國，沒有一個還不到80歲的人會自稱“老”的。好吧，

接受她的意見，把“老人”改成了“華人”。

2. 我的一件T恤上印有 “Our GCC Our Community”

這幾個英文字。意思是：“我們的格蘭岱爾社區學院，我

們的共同體”。

3. 我剛進大學時，學校的名字叫浙江師範學院。我

之所以在報考大學時填寫“師範”，是因為這類院校不收

學費，而且還提供“人民助學金”。我在大學讀書期間，

每月都有16-20元的助學金，除供吃飯以外，有一點零用

錢購買文具和日用品等。1958年，浙江師範學院與新建的

杭州大學合併，取起名為杭州大學。浙江師範學院的名字

則給了剛從杭州搬到金華的杭州師範學院。聞名於世的阿

裡巴巴創始人馬雲是杭師院外語系的畢業生。他畢業後不

久便有機回到美國讀書……

4. 中國今日的外交部長王毅畢業於北二外日語系。

不過他畢業前我尚未調入該校。

5. 遺憾的是，李教授在我離開北京後不久便因患子

宮頸癌不治而去世。

6. 所謂“聽說領先”，最基本的要求是學生在看到

文字之前一定要先聽到這些字，並學著說話。北二外日語

系和日本多所大學有姐妹關係，全系每個教師都到日本進

修，有的去了不止一次，而是兩次、三次。他們從日本學

到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外語的“聽說領先”教學法。使我

高興的是，我在南方的杭州大學外語系教學，跟其他老師

一起，同樣推廣這一教學方法。我們培養了為數不少的拔

尖的學生。其中之一是徐亞男。她畢業後被分配在外交部

工作，隨即赴澳大利亞進修英語。隨後，多年出色的表現

使她被提拔為外交部翻譯室主任，後被派往紐約聯合國總

部，擔任秘書處翻譯部門的負責人。聯合國數十名漢語翻

譯（口語和筆語）都在她領導下工作。徐亞男女士現已退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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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幸福不用“曬”

近幾年，隨著年齡的增加，越來越有一種危機

感。覺得只要稍不努力，就有被這個社會

“邊緣化”的危險。二十一世紀的世界，變化非

常快，感到連地球的轉速都加快了，好像稍不留

神，就會被飛快轉動的地球甩到太空裡去。

上個週六，到鄰居老屈家串門。老屈小

我十多歲，結婚比較晚，有一個女孩，現在

ARCADIA上高中。我進門時，看到老屈的閨

女正全神貫注地坐在電腦前。“這麼用功啊，

週末還不讓孩子放鬆一下？”我隨口說道。

“嗨，她要是能像你說得那麼用功就好啦！”

老屈朝女兒的方向撇撇嘴，然後苦笑著對我

說，“在曬幸福吶，都老半天了”。

在我的字典裡，能和“曬”字組詞的，最

常見的應該是“被子”和“太陽”。從小  到

大，我還第一次聽說，“曬”和“幸福”也能

成為一組。

回到家裡趕快上網，想查查“曬幸福”到

底是什麼意思？

網上的搜索有點令人失望，因為找不到一

個明確的定義。不過，也不能說毫無收穫，因

為通過搜索，我對“曬幸福”的現象有了一個

大概的瞭解。

現在的社交媒體很方便，很多人喜歡在

社交媒體上貼出自己的日常生活照，來展示生

活中那點點滴滴令自己感動和難忘的“幸福瞬

間”，網友們稱這些行為是“曬幸福”。

其實，幸福是一件很個體，很私密的事

情，是一種個體主觀意識很強的感覺。令自己

感動的，不一定能感動他人，讓自己難忘的，

也不一定能讓別人難忘。就如一位餓漢偶爾吃

一頓飽飯就會倍感幸福，而一頓飯對於沒有飢

餓感的人來說，效果就完全不同。如果幸福只

是如此簡單，那曬不曬的確沒有多大的關係。

奇怪的是，對不少人來說，讓別人感到自

己過得很幸福也是一種幸福。他們希望生活在

一種“被別人羨慕”的狀態中。而“曬幸福”

則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他們在這方面的需求。

我想，這大概就是“曬幸福”的魅力所在吧。

也是有些人樂此不疲的主要原因了吧！因為如

果你有幸福不曬出來，別人怎麼會知道呢？如

果別人不知道，怎麼會羨慕你呢？如果得不到

別人的羨慕，怎麼能過上“被別人羨慕”的生

活呢？

事實上，“被人羨慕”和“幸福”是兩

個不同的概念。“被人羨慕”的，並不一定都

“幸福”。真正“幸福”的，也並不一定都

“被人羨慕”。因為別人羨慕的只能是能夠看

見的部份。人們生活中還有很大一部份是外人

無法看見的。那一大部份生活的質量對“幸

福”也很重要。如果只是一味地“曬幸福”，

追求“被別人羨慕”的快感，而忽視了外人無

法看到的那一大部份生活的質量，那就有點本

末倒置了。

這使我想起了50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時我

正上國中一年級，有一次父親到上海出差，回

來給我買了一雙“回力”牌的球鞋。那個牌子

是國家名牌，很難買到。當時在我們整個學校

裡，我是唯一的一位穿此鞋的學生，在上學和

回家的路上，不知曾引來多少羨慕的目光。其

實，那雙球鞋對我來說有點兒小，而且穿著也

不舒服。可是這些情況，同學們是不知道的。

一雙漂亮的鞋子，既不合腳又不舒服，為

了那毫無價值的虛榮心，為了那些虛渺的羨慕

眼神，我竟然自“穿小鞋”，忍受了那麼多的

痛苦。歲月匆匆，當年那些讚美的言辭都已煙

消雲散。當年那些投來羨慕目光的同學們也不

知去向。這些年來，不論是風是雨，不管是高

是低，只有這雙曾經被少不更事的我虐待過的

雙腳，雖然傷痕累累，卻依然跟隨著我，不離

不棄，……。

◎ 賈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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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彩虹 鏗鏘玫瑰

團契聚會完後，我從開著暖氣的教會哈欠

連天，渾渾噩噩地走回家，剛出門，冰

冷刺骨的夜風就撲面而來，凍得我直發抖，但

是，卻讓我整個人變得特別清醒，非常舒服，

一下子就精神抖擻。我不禁感謝神所創造的大

自然，沒有一樣是不美的：溫暖的陽光，銀絲

似的小雨，漫天飛舞的雪花，怡人的花草，天

賜的愛人……神為我們提供了許許多多的美

好，等待我們去發現。姊妹們，你們上次摘下

一片樹葉是何時？你們觀察過家鄉的日出、日

落嗎？你們有沒有赤著腳走過草地？你們一年

幾次在風中散步，識別鳥叫的聲音，在雪中嬉

戲？這些可以帶來力量更新的休息時刻，常常

被忙碌的我們忽略了。

更可惜的是，它們是從神那裡白白得到

的。上帝先用六天創造世界，第七天發生了

什麼呢？聖經第一卷書說上帝自己休息了。

而且，按十誡中的第四誡，安息日是為神也

是為人：“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

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

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

僕婢，牲畜，並你城里寄居的客旅，無論何

工項不可作，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

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

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安息日

即是神所賜福的，所以一面可以紀念神，一

面讓人得到休息。有價值的休息包括兩方

面：

第一：身體的休息。當我們追溯到神創

造的記載時，已很清楚看見神為人類設立安

息日的心意，神也透過詩人很清楚地高訴我

們：“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

46:10），可見神要我們休息是很清楚的教

導。以色列人的祖宗在埃及四百年，沒有一

日的假期（申5:15），所以他們才被視為奴

隸，所以他們才要恢復神照著自己形象創造

的人的本性。今天的我們當然也要安排自己

有休息的時間，這不是浪費光陰，而是讓我

們可以重新得力。從前有個樵夫，每天都

上山砍柴，他非常的勤勞，一年到頭難得休

息。但是後來他發現，他砍的柴愈來愈少，

工作愈來愈吃力，他感到很苦惱。有個朋

友發現了他的困境，為他查究原因，才發現

原來他的斧頭經過長久的使用，已經鈍了。

他立刻告訴樵夫說：“我想你應該先把斧頭

磨利了，再繼續工作。”樵夫不以為然：

“哎，老兄，你看我這麼辛苦，才砍這麼一

點柴，若再花時間去磨斧頭，不是就砍得更

少了嗎？”我們一般人都很容易看到樵夫的

盲點，而對自己的情況都深陷其中。身兼數

職的我們，既英姿颯爽地馳騁於職場，又自

告奮勇地拼殺在廚房，還不知死活地干涉丈

夫兒女的私人空間，我們停下來有質有量地

休息過嗎？有一首愛爾蘭古詩曾提到，休息

是：花一些時間，嗅嗅玫瑰的馨香；或花一

些時間娛樂，因為它是年輕的秘訣；或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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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時間讀書，因為它是知識的源泉；或花一

些時間祈禱，因為它會擦掉你眼中的灰塵；或

花一些時間夢想，因為它是通向星空的天梯；

或花一些時間微笑，因為它會幫助你背負生活

的重擔。好比農作物的輪休可以使田地發揮更

大的功用一樣，人也需要休息，以換取改變的

果效，改變為生命注入活力，聖經裡，耶和華

的使者對心灰意懶的先知以利亞說：“起來吃

吧！因為你當走的路還遠。”（王上19:7），

休息是為走更遠的路，做更多的事，所以休息

也是事奉神。

第二：心靈的平安。獲得肉體上的休息

並不難，真正缺乏的是情感與心靈的安息。在

荒漠甘泉裡面，考門夫人提到有一次有個畫畫

競賽，題目是「平安」……最後入圍的兩個作

品，一張是美麗的風景，波平如鏡的水面，雪

山藍天清晰地的倒影，岸上綠草如茵，繁花似

錦。另一張是一個飛騰的瀑布，從高處直流而

下，但在畫面的前方，在瀑布的急流之前，有

一個橫出的樹枝，枝上有一隻母鳥，旁邊圍著

幾隻沉睡的小鳥……最後，評審員把首獎給了

那幅飛瀑旁的鳥巢，因為畫畫的人，體會出麼

是真正的平安。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國際機場

上，一下飛機就能看到Shaloom（平安）這個

字，在最多動亂，暴力的地方，人越需要這種

真正的平安。也許，我們剛開始跟隨耶穌時，

只是從字面上明白什麼是真正的平安－－心靈

的安寧。前英首相丘吉爾說：“只對疲憊的心

靈說些安慰的話根本無濟於事，忙碌的心靈依

然忙碌，沉重的心靈依然沉重，憂愁的心靈依

然憂愁。”真正的平安來自於神。以賽亞書

30:15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

力在乎寧靜安穩。”中國名歌手田震唱過一首

叫“風雨彩虹，鏗鏘玫瑰”的歌：“想想明天

又是日曬風吹，身上的痛讓我難以入睡，腳下

的路還有更多的累……無怨無悔從容縱橫四海

笑傲天涯永不後退，不氣不餒無懼無悔……”

在我們人生中，難免會有風風雨雨，辛苦勞

累，但，不要忘了，上帝也賜下彩虹和人類立

了約。信靠神的人在最困難的時刻心中也有平

安，這是休息的至高境界。而玫瑰，有緩和情

緒，消除疲勞的作用，它對促進人體休息有著

很好的作用。我們常聽到“沙侖玫瑰”在以色

列地中海沿岸的平原地區，自南面的約帕延伸

至鰐魚河都稱為沙侖。那裡地勢較高，滿佈橡

樹，沼澤，沙丘和森林，人們無法穿越。然

而，玫瑰卻在這裡倔強地生長著，隨風搖曳，

含花怒放，異常美豔。愛上帝的人在最惡劣的

環境下，就算是短暫地，也能無畏無懼地堅強

地活著，而且活得美麗又有風采，寧靜又有安

穩。這樣的人知道；心浮氣躁只能讓魔鬼有機

可趁，塞滿俗事的心聽不到上帝的旨意，心中

平安是深信神在掌權。

讓我們為自己和孩子的身體健康禱告。

求神使孩子們在忙碌的學習生活中有充分的休

息，合理安排時間，照顧好身體，想吃有益健

康的食物，免受各種飲食失調的傷害，全力照

著神所賜的話語控制並處理生活中的壓力，視

身體為聖潔的殿。不要被誘人的時裝雜誌，電

視或電影所捆綁，求神使孩子們明白真正讓人

有吸引力的是聖靈的內住和自然地煥發，真正

的魅力是源於一顆愛神的心。

求神賜孩子們有平安的靈。特別是在校園

槍擊案頻繁的當今，教導孩子在惴惴不安時，

明白神是賜平安與我們立約的神，願神的慈愛

永不離開，願耶穌的寶血遮蓋一切的罪惡，求

神讓孩子們躲在那最高者的庇護之下，心中有

平安。

（參考經文：林前6:19–20,3:17,10:31；羅

12: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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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愛軍

小驢問老驢：“為什麼我們天天吃草，還得

馱物拉車，而奶牛卻頓頓精細飼料，還不

用幹活？老驢說：“孩子啊，咱們不能跟人家

比。咱們吃飯靠的是腿，人家吃飯靠得是胸。

這世上的事啊，是不能比的，你沒聽說過嗎？

驢比牛氣死驢”。

這世上的事，不是不能比，而是本來就沒

法比。就拿這驢和奶牛來說吧，在哺乳類動物

中，驢是屬於奇蹄的馬屬動物。而牛則是屬於

哺乳類偶蹄的牛科動物。根本就沒有可比性。

怎麼比？

而奶牛的生活和工作，也並非小驢想像的

那樣，每天只是飯來張口，養尊處優。

奶牛又稱“乳牛”，是專門用於產奶的家

牛。為了讓乳牛可以不停地產奶，就要使乳牛

不停地懷孕。在现代化的产奶企业中，小牛一

生下來，就要与母牛分离。男孩一般被卖给肉

牛农场，女孩则被迫繼承母業，被喂含有高脂

肪的饲料，剛出生就要學做乳牛。一頭牛的自

然壽命大約是20年，但反覆地產小牛和產奶使

乳牛的壽命只有六至七年。

以上情形看，奶牛也不容易。不但要被迫

不停地懷孕，產奶，而且孩子一生下來，就要

骨肉分離，被強行從母親身邊帶走。更悲慘的

是，本來可以有二十年的壽命，結果只能活六

到七歲。

小驢之所以對奶牛憤憤不平，是因為它只

看到了奶牛“頓頓精細飼料”，而不曉得在奶

牛“亮麗”外表的背後，也有著不為它知的苦

楚和心酸。對這樣一頭冒著極大“過勞死”風

險，每天都在超負荷工作的奶牛，小驢卻認為

她是好吃懶做的！所以，小驢跟奶牛的“比”

不但從輿論上，情感上向奶牛捅了一刀，同時

它也刺傷了自己，因為小驢一直為“精細飼

料”的事內心無法平衡。遺憾的是，小驢不明

白，導致它內心痛苦糾結的，只是它的肉眼所

看到的虛浮的片面表象。假如小驢能夠對奶牛

的生活，工作以及內心世界有一個較全面的了

解，它一定會暗暗慶幸，感謝造物主把自己造

成了一頭驢子，而不是奶牛。

這使我聯想到了我們國文中的“比”字。

我們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中文的“比”字，是

由兩個“匕首”的“匕”組成的。我想，我們

的祖先大概是想用此方法告誡我們後人：“千

萬不要比”。因為“比是兩把刀，傷人又傷

己”。

在當今的商業社會裡，人們多多少少都

會受到“比”之風的影響。從商業廣告裡反復

向家長們灌輸的“不能讓您的孩子輸在起跑線

上”，到各大媒體每年刊登的“名牌大學排行

榜”，都無時無刻不在暗示著人們去“比”。

其實，人和人之間也沒有可比性。第一，我們

每個人都是上帝創造的獨一無二的個體；第

二，我們永遠無法了解他人的內心和全部。如

果只憑自己肉眼所看到的表面現象和對他人的

一知半解，就一味地和人比，甚至論斷，就會

像小驢那樣，不但傷害別人，還會傷及自己。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輸沒輸在起跑線上，也不是

上沒上一所名牌大學，而是有沒有永恆的生

命。就如一架飛機，重要的不是看它飛得多高

多遠，而是看它是否能夠平安著陸。

神是公義的。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神愛世人，祂創造

天地，萬物，人類，都有祂的美意。如果發現

周圍有人過著像小驢眼中的奶牛那樣的生活，

不要像小驢那樣心生不滿，反而要為他們禱告

祝福。不要拿自己的人生和他人來比，因為他

人究竟過得怎樣，我們根本不清楚。我們的責

任，就是凡事謝恩，感謝神把我們造成我們現

在這個樣子，感謝神讓我們經歷過往的一切。 

不和別人比，努力向前看，做最好的自己(DO 
OUR BEST)。

“ 比 ” 是 兩 把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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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煒  譯

（譯者按：《洛杉磯時報》刊登文章，向讀

者介紹怎樣幫助孩子管理媒體使用時間。這是一

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文章非常及時。負責回答問

題的正是代表美國兒科學會的醫生們。 ）

向父母提出的建議

美國小兒科學會於星期五發布新的指導原

則，幫助家長管理孩子花在熒幕上的時間。

•年齡在2歲以下的兒童應該避免使用一切

數位媒體，唯一例外是通過應用程序進行的對

話，如 Skype 和 Facetime。
•如果你必須向18個月到24個月之間、蹣跚

學步的兒童介紹數位媒體，你應該挑選高質量的

節目並和他們一起觀看。避免孩子單獨觀看。

•兩歲至五歲之間的兒童，每天花在熒幕

上的時間不應超過一小時。確保挑選高質量的

節目並和孩子一起觀看。

•臥室、用餐時間以及家長和孩子一起玩

的時間，身旁都不應該有任何屏幕。（家長們

，這一點對你們同樣適用。你們的電話機應該

設置在“請勿干擾”上。 ）

•如果孩子年齡在5歲至18歲之間，他們每

天使用媒體的時間應該有所限制，而且做到前

後一致。這包括他們所使用的媒體類型。

•任何年齡段的孩子在上床前一小時都必

須避免使用任何器材和屏幕。

•在孩子做家庭作業時應該避免使用娛樂

性媒體。

•臥室內不應該存放智慧手機、電視機和

其他器材。

•把全家的媒體使用指導原則告知祖父

母、外祖父母、保姆和其他提供照顧服務的人

員，使這些人都能遵守指導原則。

•跟年齡大一些的孩子隨時進行對話，討

論怎樣才算得上合格的網民，保證網上安全。

這包括：在網上應該尊重他人，對在網上持強

凌弱的人和引誘發生性關係的人說“不”，避

免因上網而洩露個人秘密、影響個人安全。

有關幫助孩子管理媒體使用時間的問答

眼下大部分孩子每天花多少時間在媒體
上？

絕大多數父母報告說，他們的孩子每天花

兩個多小時看電視，這比20年前要少。但是不

清楚地這是由於父母接受了專家們的推薦而減

少（證據不是這樣），還是因為孩子們現在看

電視時間減少只是因為他們花在不同屏幕上的

時間增加了（這一可能性很大）。

過去數年裡，智慧手機等移動通訊工具的

使用大大增加。凱瑟家庭基金會在2011年開始

對父母進行調查時，他們發現8歲以下的孩子

52%使用移動通訊工具。到2013年，這一數字猛

增到了75%。

別的研究顯示，大多數嬰兒年僅四個月大

就已經開始跟數字媒體互動；大部分2歲的孩子

每天使用移動通訊工具。

我的嬰兒喜歡在薄板(tablet)上利用教育
應用程序(educational apps)做遊戲。這對他
學習應該有助吧？

孩子該花多少時間在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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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不是這回事。很少證據能說明使用媒

體對兩歲以下的孩子有什麼好處。參與調查的

人發現，兩歲之前的孩子尚在掌握一系列技能

的過程中，這些技能只有在可以信任的照料者

(caregivers) 幫助下通過動手、探索和社會互

動才能精通。

一些研究顯示，一歲的孩子能從某些錄像

學認新詞。但即使這樣也必須有父母在旁一起

觀看錄像，並重新教詞。

但是，有些電視和應用程序能有教育作
用，不是嗎？

這沒錯。研究顯示，PBS製作的節目內

容，如《瑪舍講話(Martha Speaks)和《芝麻街

(Sesame Street) 》能夠改善學前兒童的認知能

力、幫助他們識字和提高社交能力。但是，作

家們寫道，大部分“教育”應用程序沒有經過

測試，教育工作者和開發專家也沒有或很少參

與為這些節目的製作。

其他年齡大一些的孩子和未成年的孩子
怎麼樣？我們是不是應該讓他們跟屏幕保持距
離？

你得有運氣才能做到這點。

實際上，作者們注意到，媒體的運用對於

年齡大的兒童有一些好處。社會網絡和因特網

能讓這些孩子接觸新觀念，沉浸在學習的經歷

中，也能使他們和遠在他處的朋友保持聯繫。

還能使他們和同班同學的聯繫更加方便。

此外，社交媒體網絡能為那些在學校裡

被孤立或被撇在一邊的孩子提供安全的社區。

例如，有某種疾病或殘疾的孩子，或屬於同性

戀、雙性或變性的孩子。

使用媒體過多有什麼實際存在的健康危險
嗎？

有的。一大問題是肥胖症。最近的一項

研究發現，在兩歲的孩子中，每週花在屏幕前

的時間每增加一小時，他們的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 就會顯示可以測量到的增加。

在1996年美國對5至10歲的孩子進行的一

項研究中，研究者們發現，每天看電視超過5小
時的孩子要比每天看電視不到兩小時的孩子體

重超重的危險會增加4.6倍。

最近一項對荷蘭4至13歲的孩子進行的研

究發現，每天看電視超過一個半小時會使孩子

得肥胖病的危險大大增加。此外，對將近30萬
兒童和尚未成年的孩子進行的一項大型國際性

研究發現，每天看電視在1至3小時的人比每天

只看不到一小時的人得肥胖病的可能性會增加

10%到27%不等。

鑑於上述研究所作的發現，專家組成員把

每天看電視的時間從原來的兩小時減少到現在

的90分鐘，目的是為了預防肥胖症。

為什麼限制睡前的屏幕時間十分重要？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媒體的使用對於孩

子（成人亦然）的睡眠有害。

例如，研究顯示，晚上睡覺前暴露於屏幕

前的嬰兒比那些不暴露於屏幕前的嬰兒真正睡

覺的時間要少好幾小時。在學前兒童中，房間

裡有電視、電腦或移動通訊工具會使孩子每個

晚上少睡好幾個小時。

對於十多歲的孩子來說，報告向人們顯

示：睡眠質量差和移動手機的使用之間有著直

接相關的聯繫。在年紀較小的成人中，睡眠差

跟過多使用因特網及手機關機遲有著直接的聯

繫。

我的孩子什麼年紀給她一台手機合適？

對不起，家長們。醫生在這一問題上提不

出任何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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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皮的吸引力 ◎ 斯塔希•柯里諾 文／錢 煒  譯

我們大多數人對水果和蔬菜的外皮不惜一顧，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大堆的馬鈴薯皮。但是，在你把

這些果皮丟棄的時候，你只是在欺騙自己。聖保羅

明尼蘇達大學食物科學與營養學教授喬安娜 ∙ 薩

爾文說，果皮是營養的豐富來源，含有大量纖維素

和光化合物以及以植物為基礎、能起保護作用的合

成物。把果皮融入自己每天吃的三餐中可以幫助

你預防癌症和其他疾病，支持身體器官發揮正常作

用，使你自己里里外外都顯得年輕許多。這裡向讀

者介紹幾種果皮的使用方法。

蘋果皮

蘋果皮富含強有力的抗癌合成物，如類黃酮

[尤其是一種叫做櫟皮酮的黃色晶體]，和苯酚合成

物。後者能幫助修復重大的損傷。蘋果皮也富含纖

維素和果膠。實際上，“蘋果皮所含有的不溶纖維

較蘋果本身還多，”總部設於丹佛的營養暨飲食學

會發言人杰茜卡 ∙ 克蘭黛爾這樣說。 “這一點非

常重要，因為不溶纖維能加速消化並幫助清除壞膽

固醇。”有趣的是，康乃爾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

“羅馬美”和“艾達紅”這兩種蘋果果皮所含有的

苯酚合成物和類黃酮要比“考特蘭”和“金美味”

蘋果所含有的要多。

紅蘿蔔皮

根據日本進行的研究，紅蘿蔔皮只佔新鮮蘿蔔

重量的11%，卻佔苯酚合成物的54%。為了充分利用

它的抗病能力，在清洗以後應該吃下整個蘿蔔，或

把蘿蔔皮用作沙拉和其他烘烤食物的原料。 （可考

慮作蘿蔔餅或鬆餅。）

柑桔類水果皮

桔子、葡萄柚、檸檬和酸橙所含有的抗氧化物

水平高，其維生素C光化物（如d-檸檬烯）的集中程

度也比果汁和果醬要高。亞利桑那大學的研究發現，

經常食用柑桔皮的人患鱗狀細胞皮膚癌的危險比不使

用的人低70%。從理論上來說，d-檸檬烯能減少腫瘤

的產生，保護皮膚細胞不受氧化的壓力。與此同時，

其他研究也發現，含有豐富類黃酮的柑桔皮具有抗發

炎的性能，也能遏制肺部癌細胞的生長。在將柑桔、

檸檬等水果磨碎，摻入雞或咖哩菜餚、湯類、沙拉和

烘烤食品時，請考慮這些重要的因素。

馬鈴薯皮

克蘭黛爾說，馬鈴薯所含有的鉀、纖維素、維

生素C和多種維生素B大部分都儲存在馬鈴薯皮中。

事實上，如果按照重量一克一克地進行對比，馬鈴

薯皮中所含有的纖維素和鉀要比去了皮的馬鈴薯更

多。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通常從食物

中吸收的鉀，只是有關部門推薦的鉀吸收量的三分

之一。她說，“鉀對肌肉的收縮、包括心臟的收縮

相當重要。”馬鈴薯皮有白色的、也有紅色的，還

有紅薯。不要把削下的皮丟掉，而是把它們跟馬鈴

薯、紅薯一起，加添一些調料和香油，烘烤做成美

味的小吃。

熱帶水果皮

和水果本身相比，番木瓜、西番蓮子、番石

榴和其它熱帶水果的外皮所含的生物活性合成物要

多。番石榴皮含有特別豐富的白藜蘆醇。根據巴西

進行的研究，它是一種強有力的抗氧化劑。與此同

時，印度進行的一項研究也發現，芒果皮是一種高

度集中的纖維、類黃酮和多酚，芒果本身如果成熟

就更是如此。據信，食用多酚含量豐富的食物能預

防癌症、心臟病、糖尿病、骨質疏鬆和腦神經衰退

等疾病。

 吃得乾淨

營養學家辛普曼說，擔心果皮上的髒物、細菌

和農藥是一些人遠離果皮的主要原因。無論你是生

吃還是熟吃水果和蔬菜，要吃得乾淨相當簡單。在

水龍頭上沖洗一下，然後在紙巾上擦乾。至於馬鈴

薯和蘿蔔皮比較粗硬的問題，解決辦法是用一把蔬

菜刷子輕輕地刷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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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欣譯

耶
穌說過復活的人不再結婚（“當復活的時候，人也

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太22:30）
但是聖經卻明確表明在天家有婚姻。只有一個婚姻就是

基督和祂的新娘。

我們都渴望有一個完美的婚姻，而這正是我們所將

要擁有的、與基督的完美婚姻。

我太太Nancy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主內最親近的姊

妹。當我在天家見到她的時候，我會說“你曾經是我太

太嗎？我們不是有過孩子嗎？你認為他們會想我嗎？”

說我們記不住在地上最親近的關係的主張是荒唐的。這

只說明我們每日在地上的生活以及關係是沒有永恆意義

的，然而聖經教導的剛好相反。耶穌說人類婚姻制度將

會結束，因為已經完成了預表反映基督和祂的新婦的目

的。（“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

怎樣凡事順服丈夫。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借著道，把教會

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

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丈夫也當

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

了。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

基督待教會一樣。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在

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

母，與妻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

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弗5:23–32）。但他沒有說

也沒有暗示已婚配偶之間的深切關係會終結。事實上，

南希和我會很享受我們都在與基督的完美婚姻中有分。

神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是祂的孩子，我們彼此互為兄弟

姊妹。我們是基督的新婦，祂是我們的丈夫。

所以說，我們在天家有婚姻和家庭，那些與我們在地

上所最親近的－－包括我們地上的家庭成員－－將自然構

成了在天家開始的核心關係。（我們要將記憶帶到天家，

而這些記憶把我們與人聯繫起來。）以這為起點，我們會

繼續建立關係，建立新的友情而不失去老朋友。

天家是我們最終的家庭，也是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的

地方－－包括很多我們還不認識的朋友。我們與所愛的人

的關係會好於以往任何時候。天家是得到而不是失去的地

方。（也許你到現在還沒有見到你永遠最好的朋友呢！）

在天家有婚姻和家庭嗎？

 ＊＊本刊新開闢“教會及會員動態”專欄，會員若有最新成就、重大或有趣的消息與大家分享，或者要預

告未來的活動，可以將簡訊電郵至tim_tu@yahoo.com 。請註明是“教會及會員動態”用稿。謝謝。

◆ 《科學家相信耶穌基督》新書出版

本教會會員周鐵樓博士最近出版新書《科學家相信耶穌基督》。作者長期以來擔任加州大學的物理學

教授和物理系主任，在探索萬物運行的自然規律的同時，也孜孜不倦地探索上帝的特殊啟示。他說，

這兩種啟示相輔相成，幫助我們了解上帝和祂的創造。周鐵樓寫了十多篇有關牛頓、伽利略、康普頓

等科學家的信仰的文章，發表在《中信月刊》上，然後由中信出版社輯集成書出版。



CENTRAL ASIA 2017 

Written by: Lindsay Cui 

In the short time I've been a Christian, I learned about the urgency and importance of mission 

work. Admittedly, I also adopted the stereotypical view towards missions. I thought that those who 

went on mission trips were "more faithful and holy" and were more equipped to go. I desired to go on 
the trips but I was also gripped by fear and lack of confidence. Because I did not feel that I was ready, 

I often opted out of those opportunities. 

When I heard of the Central Asia missions trip, I felt familiar hesitation but I also felt a tugging on 

my heart to lift up all anxiety to the Lord. I wanted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go to a place where I was 
not familiar with in terms of food, culture, language and people. Most importantly, I wanted to em

brace the local people so that we could share our lives with each other and I could ultimately share 

Christ because that is what God expects us to do. I too, had many expectations about how God will 
use me on my first trip. Even with the thorough training, there were some things I couldn't prepare for 

but God provided peace and strength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I could split my experience 

in Central Asia into two 
components. The first being 

the actual work we were 
there to do and the second 

being the interaction with 

workers and local believers. 

We worked with local mis
sionaries to run a 2 week 

long (10 days) English Club 

at a local university. We 

taught intermediate English 

to a range of 30-50 stu

dents, split into three classes. Most of our students were attending the university but some were in high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We even had a few young ones who joined their older siblings. We taught 

English related to a different topic/theme for each club. Topics ranged from Etiquette to Fears. We led 
various activities to promot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development as well as group discussions to 

practic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ere was a Cultural Exchange segment in the 2-hour class when we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American culture and Central Asian culture. I think the students particularly 
enjoyed those since they were very curious about America. The English club served as a platform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our students so that we could eventually evangelize outside the classroom. We 
first invited the students to play board games and eat snacks after class in the school cafeteria. We 

used a casual setting to get to know the students. One of the blessings this year was the flexibility and 

convenience of having our own apartment instead of staying with a missionary family. It was much 

easier to invite students over to provide a meal and hospitality. The first time we opened up our place, 

all of the students who came were believers expect for one! Although we were expecting more non

believing students, it was encouraging to pray with and lift up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biggest 

turnouts came from the outside excursions we held. On one Saturday, we went to a park to play Fris
bee and have a picnic. Then we planned another picnic at another park after class one day and 

around 30 students came out! God definitely provided many opportunities to converse with the stu
dents personally, especially with those who were fasting due to Ramadan. At the end of the two 

weeks, we could definitely pinpoint those students who resonated with us more than others but we 

were able to put names to all the faces. It was encouraging to see th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English 
and for us as well. I was touched by their kindness, hospitality and love for us even though I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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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bout their culture and I could not speak their na

tive languages. Feeling that I was not working at my full po

tential due to language and culture barriers was a frustration 

for me personally during this trip. We weren't able to speak 

Truth to each and every student, but God used our small 

team to do what He planned for us to do. The students won

dered why we would come all the way across the world to 
teach them English. They observed how our team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ey learned about our lifestyles and per

spectives. It wasn't about how many people we would 
reach, as I had expected prior to this trip but it was about 

the depth of the relationships we built. By God's grace, my 

prayer is that He would use the local workers and believers 

and even our team to continue nurturing the seeds we 

sowed. 

This trip wa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and ob

serve the lives of workers. I learned about the gravity of their 

work and why I shouldn't take the scope of their work lightly, 

especially being in a closed nation. Things like not being 
able to take their photos to being careful with my words in 

public places were not things that were top of mind in the 

midst of my excitement. God's calling for missionaries is not 
easy. But among the sensitivity around security, they are just regular people doing God's work through 

ministry and raising families. Through the missionaries, God taught me about His faithfulness and provi

sion. I saw God working through the local church, building up younger preachers and providing for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he first Sunday we were there was the first week the church had a church 

bulletin during service and that was humbling to see because I took those things for granted here in the 

States. This experience showed me the boldness and courage that Christ gives His body to serve Him. It 

was also humbling to hear the stories and testimonies of the local believers and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 

as a follower of Jesus in a culturally Muslim country. 

I've definitely changed my view ..

on missions. The mission field is vast and 

opportunities are abundant. I pray that 

God would open my eyes, ears and 
heart so that I don't take what He has 
blessed me with for granted and that I 

can be faithful and bold to share Christ. 

The Lord taught me about teamwork, 

unity, flexibility, patience, and selfless

ness on this trip. I thank Him for provid

ing safety, comfort and the opportunity •

and ability to teach and be with His 
people of Central Asia. I know that fu

ture trips will come with its challenges 

but there should be joy in serving the 

Lord. Like Paul said, we should boast in 

our weaknesses because that is when 

Christ's power is made perfect and His 

grace is sufficient.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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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SITA CHUA 

Coming from a Buddhist family, it was through a friend from Kindergarten that led me to know Christ. 

She invited me to Sunday School. Since our parents knew each other, I was allowed to attend. At 

first, it was a fun thing to do on Sundays, where I met new friends and had a place to hang out. 

Eventually, I began to really listen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I learned about salvation. I started to 

have inner struggles about God's existence. I had wondered about life after death. I had night

mares of what would become of me after I die. 

But, through the Word of God, I was reassured of my salvation as told by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nd counselors. I found myself truly believing that I had been sav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With this 

conviction, I prayed regularly that one day that the rest of my family can also receive the Good 

News and Salvation. 

Many years passed. I do not take credit for my family members accepting Christ as their personal 

Savior. But, I truly believe God had answered my prayers from that long ago. God used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my family. I opted to join MBCLA after I felt the love and care 

we received during a family crisis from the church pastors and members. To this day, I am still very 

grateful and thankful for Senior Pastor Chung, Pastor Juju and Pastor Alan of the Mandarin Congre

gation for their spiritual support. Pastor Francis and Jonathan prayed at the hospital with us when 

our mom was terminally ill. All of them plus Pastor Garrett (and not to mention the numerous church 

members) were with us, comforting 

us, during the funeral service. 

It was over a year and a half ago 

that I started attending worship ser

vice. I felt the warm welcome when 

I first attended the English Sunday 

Worship. I was greeted at the lobby 

by Joseph, and Jackie approached 

me at the end of the service. I also 

found a new spiritual home at the 

South East Asian Ministry (SEAM) led 

by Minister Ben Asuncion. The Bible 

Study classes were insightful. The 

Saturday worship and fellowship 

were conducive for my spiritual 

growth. I give thanks and give all 

the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36 I CHRONICLES AUGUST 2017



BIENVENIDO GATILA 

I am Bong Gatila and I have been a Catholic since birth. I 

was a C.E.O. of church - meaning I attended church on 

Christmas and _Easter Only. And I did not have a relation

ship with Jesus Christ. 

My life has no direction and I feel so empty and don't 

know which direction should I turn until my mother be

come a Christian and started sharing the gospel with me,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for my sins. After that, I was invit

ed to attend bible study every week. Slowly, my life 

changed and I saw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in my life and I 

got baptized. 

At first I started to attend the MBCLA - Integrated Fellow

ship Group on Saturday just for Fellowship and good Filipi

no-Chinese foods and others but now I have enjoyed the 

Spiritual food and I felt that my faith is growing in Christ. 

God is really good! Now I decided to transfer church and 

be a part of the Worship Team (MBCLA- SEAM group) to serve and sing for His glory. 

ROSALINA GATILA 

Hi! I am Rose and I am 85 years old. I was a Catholic before I 

became a Christian. Me and my family attend church every 

Sunday but I did not have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My 

focus in life is my family and my work until my husband left 

for an overseas job for a good life since we have 7 children. 

And that started my journey, feeling alone with too many 

problems, worries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nd where 

to turn to until my neighbor approached me and invited me 

to attend prayer meeting but with hesitation I joined them 

and attended. When I heard the speaker preaching, I was 

surprised and at the same time embarrassed because he 

was preaching as if he knew my life, my problems, and the 

trials I was having. That started my search for truth. I have 

attended worship service and I was baptized in 1989. In my 

prayers, I asked God to take control of my life and help me 

through this tough life and I noticed my life have changed I was able to bring my children to at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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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and slowly I shared the gospel to them and who is Jesus Christ in our life. 

Now, even at my old age I shared the gospel to others especially in our Adult Care Center, where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ho do not know Jesus Christ as their Lord and Savior. 

I started to attend MBCLA- Integrated Fellowship Saturday Group since 2008 and I have enjoyed 

having fellowship and eating varieties of food from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spiritual food that com

pletes my life and now I want to be a part of the MBCLA-SEAM Worship Service to grow more and 

more in my Christian faith. Thank you. 

CHRISTINE GAW 

Since my childhood, my Mom took my sisters and 

me to church on Sundays, where I learned Bible sto

ries and sang songs about Jesus. It was at my first 

church retreat in 7th grade that the Holy Spirit drew 

me to God through an altar call,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 experienced the love of God in a real, tangi

ble way. My faith became more than just head 

knowledge, and I surrendered my life to God that 

night. In the following months, God continued to 

transform me by growing in me a hunger for his 

word and a desire to see others come to know him, 

which led to boldly sharing my faith with friends and 

neighbors. By God's grace, I continued to grow 

spiritually through serving in church community in 

junior high and high school fellowship, and college 

fellowship in Berkeley. 

After college, God called me to serve on the mis

sion field by growing in me a heart for Chinese peo

ple and a passion to see them come to know him. 

My first year in China, I served as an English teacher 

for the first time. I faced a lot of challenges adjusting to the environment, culture, team, and the 

work. A lot of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 had expected, and I felt very isolated on a 2-

person team where I was the team leader. It wasn't long before these challenges led me to a peri

od of depression. Mornings were the hardest; I remember not wanting to face each day and just 

feeling sad and hopeless about my situation. In that time, however, I also experienced God's pow

er, grace, and mercy. I cried out to him daily and prayed through the Psalms. As I begged for him 

to lift my spirits and give me his joy and hope for each day, eventually, I saw him answer my prayer. 

And, in God's mercy, he showed me a glimpse of some of the good that could come from it. I 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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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experience enabled me to connect with a Chinese friend who had gone through depres

sion very recently. As we shared our hearts with each other, I pointed her to Psalm 139, which I had 

written on piece of paper and taped to my wall for encouragement. We were able to talk about 

how God knows us inside and out and is with us wherever we go. It brought me so much hope to 

know that God cared so much for me and that he had a plan for me. 

By God's grace, I was able to serve another three years in China with a different sending organiza

tion where I again experienced God's faithfulness and provision in so many ways. In my second 

term, I started with full-time language study in Mandarin Chinese followed by serving through an 

NGO as the project director of a leprosy project. I loved being able to live and serve in an area 

with many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and a small but growing local church. I was amazed and 

humbled to witness God using me and gifts he's given m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to connect with 

people and share the gospel or help young believers to grow spiritually. When I was in China, I ex

perienced some of the lowest lows in my life, but it was also a time where I experienced God work

ing in and through me in powerful ways, and I praise God for the privilege to be a part of his work 

there. As I sought God's guidance for my future, he showed me that his call for me to serve the un

reached in China had not changed. I struggled with fears about finances, family, and other uncer

tainties, but he comforted me with his word. In Psalm 34:4, David wrote, "I sought the Lord, and he 

answered me; he delivered me from all my fears." In the same way, God gave me strength and 

peace to continue on in seeking his will for my life in the midst of my weakness and lack of faith. 

When my term ended, I returned back to the US to take classes at Western Seminary in order to gain 

a stronger Biblical foundation for future ministry. At the same time, I knew I would need stronger pro

fessional skills to hopefully gain a stable visa to serve overseas. I had always had a strong interest in 

serv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again, God faithfully guided my steps to lead me to study occu

pational therapy as a means to serve overseas. So, following two years of classes at Western, God 

opened the door for me to study occupational therapy at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Recently, I moved back to Southern California to be closer to my family after living in the Bay Area 

and overseas since high school.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I started attending MBCLA. I espe

cially appreciate the solid Biblical teaching, the church culture that values missions, and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leadership.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listen to my story. I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more of you and growing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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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BELLA LIM 

My life, before I knew Jesus Christ, had no direction. Whatever I did, I still felt empty. I was a Catholic 

and I went to church every Sunday, that's how I was brought up by my family. I was working in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and was doing great in my job. I had an officemate, who was a Christian, 

who gave me a Bible and once in a while shared with me about Jesus Christ. But I never really 

showed any interest at all and I never touched the bible she gave me. Until I encountered a major 

problem in my life that I did not know how to handle. All the things that I did that I thought were right 

led to nothing. This time, I called my friend and asked her to help me look for a good church to find 

an answer. That was in May of 1997. At the church, I 

accepted Jesus Christ as my Lord and Savior and 

surrendered and trusted my life to Him. This is how I 

experienced God in my life and was led to live with 

Him and share Jesus Christ with others. Then I begin 

to meditate on the bible verses from Proverbs 3:5-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and do not lean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I meditate on this verses especially during 

my tests and trials. 

But I received another drama in my life in 2004, 

where I was diagnosed with MS (Multiple Sclerosis), 

typically a progressive disease involving damage in 

the nerves including brain, spinal cords and visions 

and which the doctor said no cure. After I heard 

that I talked to God and asked Him, why? I learned 

to hold on to - 1 Thessalonians 5: 16-18, "Rejoice al

ways, pray without ceasing, give thanks in all cir

cumstance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for you." After the 1st diagnose, I went to see anoth

er expert neurologist in one of the biggest and known hospital to get a 2nd opinion as well as advice. 

I had all the test done in my brain, body and motors and while waiting for the results, I talked to God 

and asked for His promise for His servants. That If I have no use let me die but if He gives me another 

chance to live I will serve Him till I finished my race. Praise God! The doctor said I do not have any of 

the symptoms from my test results and he said my brain x-ray was read wrongly,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but I shouted inside my car and thanked God. After that, I resigned from work and devoted my 

time attending prayer meetings and teaching or helping in the bible study and visiting hospitals and 

orphanage, as I promised to God. 

When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8, I started to attend the MBCLA- Integrated Fellowship and I 

40 I CHRONICLES AUGUST 2017



enjoy the Bible Study, fellowship and good foods from Asian group. 

Now, I am officially, joining MBCLA (SEAM) to be a part of the family to grow, mature and serve in 

the church planting, to reach out to lost ones and others who have the same problem like mine. To 

God Be the Glory! 

SEAN LIM 

My growing up here can be described as peaceful, stable, but not at all uneventful, rather trans

formative in terms of how I view life. I've had a set of values ingrained in me since a young age. Its 

included of how I view life. I've had a set of values ingrained in me since a young age. Its included 

listening and respecting to elders, saying hi to every 

person who I pass by, hating injustice, and declaring 

to all my classmates that Jesus is God's son. Doing all 

this with great gusto made me realize I had a passion 

of doing things I've been taught without being re

minded to do so. I was incredibly self-motivated, 

wanting to be accepted in social groups but also be

ing exceptional at what I did. I wanted to be the best 

at doing what people tell me to do. 

Understanding God drew from this same self-initiative, 

yet God shaped it such that what I was passionate 

about was chasing the truth. It was a gradual process, 

a growing realization, triggering many questions 

about our world. Why do we perceive beauty in a 

sunset? Why do we perceive color the way we do? 

Can experience come from purely material causes? 

Letting go of my earthly motives to totally rely on God 

came from understanding his sacrifice. By coming 

down to take on our bodily faculties and chaotic rela

tionships, our Savior has taken my passion and turned it into compassion, being able to love other 

people even when other people tell you not to love them. It made me listen to stories that otherwise 

are unremarkable, unpolished on the outside, and care for people to learn what drives their passion 

as well. I find life to be more defined than undefined, finding order in the chaos of life. It's driven me 

to learn as much as I can in college, to take in as many facets of study as possible. Right now I re

search bacteria using physics, and I tell myself I am going back to what Adam did: being a scientist, 

picking up the lost time of naming the animals. (Just to think about it, if he hadn't sinned so soon, we 

could have grasped time travel b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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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for joining specifically MBCLA, I've always been an LA guy and that won't change anytime soon I 

hope. I want to contribute to our missional focus by communicating to our generation through pic

tures that invoke emotion to convey real stories and true messages. I look to build bridges between 

us and science so we may not trade blows over something that we both don't have to fight over. 

Despite having thought about this for a long time, I know life and these initiatives are going to be dif

ficult and I need your guidance and support on this journey. Thanks. 

SHIEXIL LIM 

Good morning, I am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today to share how God changed my life. 

I became a Christian and got baptized when I'm still on my elementary. It was a "automatic family 

acceptance". I just followed what my mom says, and boom! I became I Christia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became a Christian, but I won't consider it yet since I still did not understand everything during that 

time. I studied in a Christian school, so I have the knowledge about God, but application wise -

Failed! 

So now, this is really my story of how I become a "real Christian". 

Before I became a "real Christian", I feel very insecure and unloved. I was insecure because ever 

since I was a kid; I was big boned & chubby already compared to my friends. I feel unloved & in

complete because I grew up without a father by my side. I had a hard time to forgive and under

stand him because of what he did to us. I had friends, I had relationships, I was happy, and I was en

joying life. I feel satisfied during that time, I thought that I've already found the love that I've been 

looking for, but when days are not good, I can still feel the emptiness & the insecurities. I still feel un

loved. 

I became a Christian in our church in 

the Philippines. I found the right 

church, and I found the right group of 

people. They shared to me that when 

you are in Christ, you don't need to 

feel insecure because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by our Crea

tor according to Psalm 139: 14, and I 

don't need to feel unloved because 

God will give me the unconditional 

love that I've been longing for. I also 

learned to forgive my dad because 

God sacrificed his own Son for me 

even though I don't deserve i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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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m I to boast. God also said in Matthew 18:22, that we should forgive our neighbors seventy

seven times. Of course,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temptations & trials as I go on with my life even while 

attending to this church, there are still things that I'm having a hard time to surrender to God 

(because every Sunday, our pastor will asks us to surrender things to God that doesn't please Him, 

but sometimes I can't still let it go), but one day in my bedroom, while reading the Bible, one Bible 

verse hit me, according to Matthew 5:30, "And if your right hand causes you to stumble, cut it off 

and throw it away. It is better for you to lose one part of your body than for your whole body to go 

into hell." After reading this verse, I cried really hard, I bowed down on my knees and cried out help 

from God because I know that I cannot do it on my own. I asked God to help me surrender to Him 

all the things that I do that doesn't glorify Him. Of course it was not easy because there are people 

involved, there was a process before I was able to recovered from it, but slowly I started to feel the 

indescribable blessings of God when I obeyed and surrendered to Him. I felt that God started to 

work in my life, I know he's been working on my life, but I just ignored it, but this time, I became more 

sensitive to His voice, and I started to have peace in my heart, and I no longer do what I want, but 

rather what will glorify God and His kingdom. 

I want to join MBCLA-SEAM because I want to continue my ministry here as a Music ministry leader. I 

believe that this is how God is using me in order to lead more people to Him. My name is Shiexil Lim 

and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To God be all the glory! 

FRANCIS PRE 

Before I met Christ, I was a typical kid living in the Manila. I grew up in a Roman Catholic family and 

we practiced it very diligently. I was in in my early 20s when I decided to know "what" is God and 

what is the "real news" for me. Living in a Roman Catholic family means that we need to attend 

mass every Sunday and just listen to the priest and basically do the same stuff every Sunday which I 

really don't mind. I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what's the meaning of "read your bible" even if the fact 

is, I don't have one. In high school I was also a typical student but I really respect a lot of peoples' 

opinion as long as they respect mine and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to them. This time of my life I 

was really confused but also unable to really know myself and just let life continue as it is. For me, my 

life has no purpose and no meaning and everything around me has no meaning at all. I came 

home late, I started to drink alcohol and just let life past me by without really knowing what is my 

purpose. After the series of knowing myself and just letting go of things, I started to question myself. I 

ask myself, "Am I important?" That is my question, which for me I could not answer during those time 

of hardships and trials. 

One Saturday afternoon, we went to a basketball practice which we do often but this time there is 

someone to teach us professionally. On that same basketball practice, our coach suddenly asked 

this question, "do you know yourself?" a familiar question that lingers in my ears for so long. After the 

practice, our coach told us that if you want to know yourself, you must know God. I got chills all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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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ody and it struck me in some point. "I must KNOW GOD", those are the words that I could only 

say. Having said that story, I began searching for what is God and "WHO" is he. I went over to my 

friend's church service and got introduced in the Christian type of worship, back then, I'm not really 

a church person or even to try to know one but because of what the coach told us, I was con

vinced that I must know him. As I continue to find 

God and understand him, I was also bombarded 

with so much information on who's God and 

what he can do for me. I went to different 

churches and understand their philosophy on 

who God and Jesus Christ is and everything I think 

I must know, but still, even if I know I accepted 

Jesus Christ on that basketball practice, I still 

can't understand any of it. I got high and I got 

low in searching for the right answer and one 

morning I woke up and suddenly wanting to at

tend Victory Christian fellowship or VCF. I knew 

this church from a friend and also from different 

people that also attend their service. 

This is my turning point, after attending few ser

vices in VCF, I was crushed and was humbled by 

the words of GOD and just removes my iniquity 

and questions about him. I went in as a searcher 

but came out as a believer, God changed me a 

lot. He taught me to understand him so I can un

derstand myself, he told me that I can do any

thing with him but nothing without him. He taught 

me to live as a Christian and as a man of God and most of all, he taught me to have faith, faith in 

things that he planned for me, things that I cannot see and understand but only he can. He taught 

me to believe. I got baptized by VCF and continued the learning process on searching and under

standing him more rather than me. Up to now, I'm still in that process of knowing him more and more 

and practicing what he said in the bible. I pray and hope that since I went here in USA, this is also 

part of Gods plan and it's a big leap of faith for me. I pray that with this new church family, I will 

learn more and understand God's pla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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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銘銓

歡迎投稿。

期 別  　  主　　 題　  　截稿日期　

　　我叫杜銘銓，很榮幸能擔任下一年度的“家訊”主

編。下一期的家訊由於在十一月發刊，適逢感恩節的到

來，所以我把主題定為“在感恩的季節裡“。

三個月前，我在公司的直屬長官畢克(Bich)退休。他

的離開帶給我有許多的感傷，也讓我更加感謝主的恩典。

記得十二年前，當我到這家公司面談時，畢克是三個主考

官之一，他自始至終都坐在一旁一言不語，只是靜靜地

聽。一個小時後，面談結束。當我走出公司大門時，突然

有人從背後叫我的名字，回頭一看，竟是畢克。他跟我

說，我在面談時表現的很好，回答了所有問題，並遞給我

一張名片，說如果你有興趣這家公司，可以打電話給他。

就這樣在經過漫長的失業和等待，終於得到了一份理想的

工作。在這十二年裡，他是長官更像兄長，對我照顧有

加。如今他已離去，我非常的懷念他，也非常感謝他。我

一直認為他就像是上帝派來的天使，當我徬徨無助，心灰

意冷之際，上帝藉由他幫我打開了一扇大門，帶我走出艱

難困境，讓我不致匱乏。

　　在過往的日子裡，您一定也經曆過大大小小從神來的

恩典。在這感恩的季節裡，能不能寫下一兩件讓您特別感

恩的事情與我們分享？歡迎踴躍投稿。

　　最後特別感謝阮秉森弟兄，不僅移交所有資料，還詳

細的介紹整個編輯流程，讓出版組的交接能順利完成。特

以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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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Dear Reader,

This month’s topic is “Praise the Lord who 
heals all my diseases”. Though diseases may 
come in various forms, may we be reminded 
that Jesus is the only healer of our life. In Luke 
4:18, the scroll was read from the prophet Isaiah,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on me,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 to proclaim good news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proclaim freedom for 
the prisoners and recovery of sight for the blind, 
to set the oppressed free, to proclaim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 Let’s continue to proclaim 
the Gospel and be inspired by the lives being 
changed through seeds that were once sown. 
When you read about the Central Asia testimony 
as well as the testimonies from member 
transfers, may you be encouraged to heal the lost 
souls around you.

Jonathan Lee

在感恩的季節裡

生命在基督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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