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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神的後悔和人的悔改

悔改是 是懊 很悔 普， 通承 的認 詞錯 彙誤 ，， 意力 思求

舊約有多處有關神後悔的
經文，一而再的說明了這一件
改正。俗語說：「浪子回頭金不
事，當人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
換」，一個人若有悔過的心是值
和態度，神也就做出適當的回
得珍惜和鼓勵的，知錯能改，善
應，改變了衪賞與罰的本意。
莫大焉！
耶利米書十八章七至十節的經
聖經對「悔改」卻有獨特的
文，把這個意思表達的很清
意義，舊約聖經有兩個字經常被
楚：“我何時論到一邦或一國
譯作「悔改」或相近的字。第一
說，要拔出、拆毀、毀壞；我
個字是naham，這字的原意是，後
所說的那一邦，若是轉意離開
悔，遺憾，惋惜，安慰等，聖經
他們的惡，我就必後悔，不將
學者也認為它含有改變心意、目
我想要施行的災禍降與他們，
◎
鍾世豪牧師
標和方式的含意。這個字在舊約裡較少
我何時論到一邦或一國說，要建
用在人身上，卻經常用在神身上，意思
立、栽植，他們若行我眼中看為惡
是說神為衪所計劃的，或要降下的災禍
的事，不聽從我的話，我就必後
後悔（改變了心意）。當然這是擬人法的文字， 悔，不將我所說的福氣賜給他們。”神是慈愛而
旨在說明神和人的互動，是基於一種原則，人若 又公義的，神的屬性永不改變，衪也從不違背衪
違背了這一個原則，神和人的關係就會產生變 的屬性去行事，在公義中衪有慈愛，在慈愛中衪
化。這不意味著神是善變，反覆不定的神，乃是 有公義，違背神必有公義的審判，轉向神必得神
說明衪是按照原則行事的神。
的憐憫，這是衪行事的準則。
神創造了亞當和夏娃，又賜福給他們，要在
舊約第二個與悔改有關的字，是sub意即回
地上生養眾多，遍滿地面，但始祖卻犯了罪，違 轉，應用在人身上，乃是呼籲人回轉歸向神，遵行
背了神創造的美意。在挪亞的時代，“耶和華見 神的道路，重拾他對神的依靠和信心。先知以賽亞
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 呼籲以色列人說：“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
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而心中憂傷。耶和華說： 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
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 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
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惟有 耶和華就必憐恤他；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神必廣
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創6:5-8）這裡所說 行赦免。”（賽55:6，7）這一段經文清楚的表達
“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並不是指上帝後悔創造 了“悔改”的意思，“悔”是承認自己的錯，心中
了人，如果按字面的意思來解釋神後悔創造人。 難過，“改”是改變，包括離棄自已的道路，除掉
但神卻又存留了挪亞一家的生命，豈不是自相矛 自己的意念，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轉向神，遵
盾，不合邏輯。這一句話是說明因為人在地上罪 守祂的道。新約中有關悔改的字眼，都深受舊約
惡很大，以致再也無法達成神起初創造的本意， sub字的影響，主耶穌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
所以神改變了計劃（心意），要藉著挪亞興起新 悔改！”（太4:17）悔改二字原意就是改變，著重
的族群，所以神用洪水毀滅了人類，又藉著方舟 離棄罪，歸向神的意思，這也就是新約中“悔改歸
正”的真意。（徒3:19；26:20）
拯救義人挪亞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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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悔改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馬太福音三章二節記載著，是施洗約翰在曠
野傳道時的呼聲。應證了經上（賽40:3）所
說的：“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
修直祂的路！’（太3:3，可1:3，路3:4）”照這
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求
神赦罪（可1:4，路3:3）。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旦河一帶
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承認他們的罪，
在約旦河裡受他的洗。約翰勸誡他們說：「你們
要更新心志，在行事為人上結出果子來，與悔改
的心相稱。」（太3:5-6，8）
那時，百姓們正在等待，渴望基督的來臨，
都心裡猜疑，或者約翰可能就是基督。約翰卻
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
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他要用
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約翰又用許多別的話勸
勉百姓，向他們傳福音。（路3:15-16，18）
當時，耶穌開始傳道，年約三十歲。依人看
來，他是木匠約瑟的兒子。（路3:23）。耶穌從
加利利來到約旦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約
翰想要攔阻他，說：「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
我這裡來嗎？」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因
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於是約翰為他施
行了洗禮。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
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
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太3:13-17，路3:21-22）。
約翰來到世上，是為主預備道路的。正如先
知書上（瑪3:1）記的：“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
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太11:10，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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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慶瑛
當約翰被希律王收在監裡，主耶穌便退到加
利利去，後來到了迦百農，就住在那裡，在那
一帶地方傳道，傳天國的福音。說：“天國近
了，你們應當悔改，信福音！”（可1:14-15，太
4:12-13，17）
主耶穌降世為人，是為了拯救罪人，自願為
罪人死，以祂的寶血來為罪人贖罪，是愛世人，
要他們悔改。祂曾說：“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
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5:32，太9:13）”使
徒保羅以他的親身經歷，見證了這一點。他說：
「我從前是褻瀆神，逼迫人、悔慢人的，而我還
蒙了憐憫……。“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
人。”這話是可信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
我卻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
上，顯明祂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祂得永生的人
作榜樣（提前1:13，1-16）。」
保羅自稱是罪人中的罪魁，因為他以前是逼
迫耶穌門徒的。他原名掃羅，熟練神的律例典
章，且嚴謹奉行，是所謂法利賽人中的法利賽
人，自以為義的。當司提反遇害殉難時，他也在
場，贊成司提反被石頭打死。且向大祭司求得文
書，要往大馬士革去，通告各會堂，去搜捕耶穌
的門徒。
就在將到大馬士革時，忽然從天上發出大
光，四面照著他，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
他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他回
答說：「主啊！你是誰？」那聲音又說：「我就
是你所逼迫的耶穌。」他睜開眼睛，竟不能看
見。有人領他進了城，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吃，
也不喝。等到亞拿尼亞得了主的啟示來找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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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在他身上，才能看見。於是起來受了洗，又
被聖靈充滿，吃過飯，就健壯了。（參徒9:119）。以上是保羅悔改的經過。
他經歷了主的靈光照後，心志便幡然一新，
當時的情景和主的話，震驚了他，使他恍然大
悟，尤其是主強調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
勒人耶穌。（徒22:8）」使他警覺到自己以前的
荒謬狂妄，不明白神的旨意。便決志認罪悔改，
成了主的門徒，且是主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
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主的名的。（徒
9:15）
悔改後的掃羅，就開始熱誠的宣傳耶穌是神
的兒子。先是在大馬士革各會堂裡，和猶太人
講論辯駁，他頗有能力，駁倒那裡的猶太人，證
明耶穌是基督。惱羞成怒的猶太人，便商議要殺
他，他的門徒設法救他脫了險。後來，到了耶路
撒冷，仍然奉主的名放膽傳道，和猶太人辯論，
頑梗的猶太人，總是不信，並屢次要害他。
後來，他在殿裡禱告時，在異象中，見主向
他說：「你趕緊離開耶路撒冷，不可遲延，因你
為我作的見證，這裡的人必不領受。你去吧，我
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徒22:17-18，
21）」
到外邦去，傳講基督福音的奧秘，是在異象
中，奉差派給掃羅的職分。掃羅又名保羅（徒
13:9），於是，他成為神所重用的外邦傳道人使
徒保羅。
他多次旅行佈道，所到之處，皆建立了教
會，將福音由小亞細亞、亞該亞，而至馬其頓各
城，而傳遍了羅馬帝國。主的道在各地興旺起
來。各地的人，因聽道而信道的，日愈增多，但
不信的猶太人心存嫉妒，又到處挑唆，計謀要害
保羅，以致他屢遭鞭打、棍打，多次陷入監牢。
他屢經苦難，卻是百折不撓，越挫越勇。因為他
已矢志，一生忠心事奉主，以能為主用為榮，甘
願為主的名多受苦難。在加拉太書中，他表明他
的心志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
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
愛我，為我捨己。（加2:20）」他是抱著為主而
活的信念全心全意，傾心竭力於傳福音和教訓、
勸勉信徒的事工上的。在與主同行的路上，他是
越走越謙卑的。
他關心信徒們，離去後，常寫信去勉勵、安
慰、關注他們，囑咐他們務必持守真道，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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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誘惑，在敬虔上時時操練，不要輕忽所得
的恩賜，行事為人都要能榮神益人。他在哥林多
時，仍關心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徒，寫了兩封
信；在以弗所時，卻關心哥林多，共給他們寫了
四封信，雖然只到達了兩封，信中的責備、警
戒、提醒，卻使他們因憂愁而激發出懺悔心來，
穩固了信心，在一切事上，有了熱心與愛心，能
在神前表明出自己的純潔來。後來，保羅被捕，
最終到了羅馬，雖被監管，仍能在自己所租的寓
所傳福音，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的事
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徒28:31）。在聖靈感
動之下，他又寫了四卷書信（腓立比書、腓利門
書、以弗所書、歌羅西書），統稱為「獄中書
信」。
保羅書信，共流傳下十三卷，是後代信徒們
珍貴的靈糧。許多提醒和警誡是我們靈命成長之
良箴。
保羅的知錯認罪徹底悔改，由自傲自大而謙
卑順服，矢志不移的事奉，順著聖靈行事，結出
了善美的果子。是「認罪悔改」最好的例證。也
作了後世人的楷模。
然而，許多人是不知錯，不認為自己有罪
的。殊不知，自從人類的始祖犯了罪，罪就進入
了人心，胎兒一落地，就帶有罪性，就是人心裡
的私慾邪念，和自私、貪心、驕傲、嫉妒等惡
習，都是不蒙神喜悅的罪。如保羅在羅馬書中所
說：「人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
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
義。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
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祂用忍耐的心，
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羅3:23-25）」“祂有
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恕，且有豐盛的慈愛。
（詩103:8，出34:6）”是啊！我們都是蒙恩赦
罪的。神是慈愛的！公義的！我們都應該時時向
神獻上感恩與頌讚！「聖經全是神所默示的，於
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
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神的話，是如此完備的。我
們更該勤讀經，多思想，來認識神，明白真理，
察驗神的旨意。靠著主大能的庇護與牽引，順著
聖靈的領導，行神所喜悅的，榮神益人的事。來
與所蒙的恩和悔改的心相稱。更要將所得的恩惠
和福音的好處，顯明給未信主的人看，領他們來
認罪悔改，因信主得永生，將榮耀歸與神！

第 117 期

3

悔

改

什麼叫悔改？悔改就是反省而改變心意，
一但改變心意，也就要跟著改變行動，

的，只要不超過七十七次，是嗎？要知道，
神的恩典是引領人悔改，不是鼓勵人犯罪，
缺一不可，否則就不叫悔改，悔改是罪人棄 「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
絕他的罪，除掉犯罪的意念，不再重犯同樣 向 你 是 有 恩 慈 的 。 只 要 你 長 久 在 他 的 恩 慈
的錯，如經上所說：「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 裡，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羅11:22）。
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賽
我們是靠主耶穌得救的，如果還沒有接
55:7）在這後現代自由主義興盛的年代，我 受基督作我們的救主，即便是靠自己把所有
認為必需要用聖經的經句來檢驗我們，不斷 的罪都悔改了，還是會下地獄，惟有和基督
用經句來破碎我們，才能獲真自由，才能真 有一正當、正常的關係才能得救！因為「他
正地做到認罪悔改，才能獲真自由。真正的 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
悔改是神赦免人，以及人再次得蒙恩寵的惟 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
一條件，因「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恤 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
他；當歸向我們的
路，耶和華使我
神，因為神必廣行
們眾人的罪孽都
赦免」（賽55:7）。
歸在他身上」
那麼，如何才
（賽53:5-6）。
能做到徹底真實的
基此只要一心信
悔改？依我的淺
基督，靠基督的
見，不但要認罪悔
救恩，才能得
◎ 程行中
改，不再犯同樣的罪，而且更要清楚
救，也惟有靠基督才能真正地做到徹底
神雖赦免了過去的事，但罪惡的實質
真實的悔改，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並未清除。犯罪後，很可能造成對人與己的
「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
傷害，無形中便有一道隱而不見的障礙，因 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
此必須要向受害者認罪，同時也要不斷向神 （雅 4:4 ）亞伯拉罕雖在以妻為妹 事 上 有 軟
悔改，求神幫助。若傷害還要用其他方式或 弱，是有罪，但他還能作一個事奉神的人；
金錢彌補，則必需彌補直到良心以及受害者 彼拉多確認耶穌無罪，卻抵不過猶太世界的
滿意為止。雖然向人認罪悔改的過程非常困 壓力，硬把耶穌釘死十架，成為千古罪人；
難、不過，只要悔改的心是真誠的，定能感 底馬雖作了保羅的同工，當他一貪愛世界，
動對方，雙方的關係靠神定能恢復。在這現 就在神前沒用了（提後4:10）。在商場叢林打
實冷酷的世界，向神認罪易，向人認罪難， 拼卅餘載的我，由於現實世界的殘酷，無力
因人恥於向人開口，又怕被人不斷地羞辱， 與其抗衡，常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尤其是
但人心若未經過這恥辱階段的對付，就難得蒙 近數年，深悟世界在人身上的侵害實在要比
饒恕，所以徹底真實的悔改是偉大的，因它帶 罪厲害，一般人都只感覺到罪侵害，而不感
給世界和諧與醫治，是蒙神喜悅與祝福的！
覺到世界的侵害，世界包括罪，罪卻不能包
每一個人都要先認罪悔改，信靠主耶穌 括世界，凡被世界霸佔的人，立志行善實由
才能得救，蒙恩得救以後，還要經常反省、 不得已，定會在不知不覺中沾染罪。在探究
認罪、悔改，追求屬靈的長進才能得造就， 悔改的主題上，深覺罪是人初期的、淺的墮
使我們惟一得救的是主耶穌的寶血！還有人 落，世界才是人末期的、深的墮落。因此悔
說“人若認多少罪，就蒙多少赦免＂我想這 改不但要悔改脫離罪惡，而且更要悔改脫離
也是錯誤的，主耶穌雖曾教訓彼得要赦免人 世界。所以聖經說，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
七十個七次，若有人說晚上犯罪，天明到神 就不在他裡面（約壹2:15）。靠己實無法克服
前認罪，神必定會赦免，因神的話語是信實 此困境，求主幫我，相信憑著聖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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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
在基督裡的悔改便可贏得勝仗！
我認為在基督裡的悔改，就是主讓我們
的靈被神所興起的各樣人、事、物摸著，我
們就得著光亮與造就。從靈出來的東西，一
碰就亮了，靈就得著蘇醒，在靈性上得著幫
助才能真正徹底的悔改。「因為從心裡發出
來的，有惡念、兇殺、姦淫、苟合、偷盜、
妄證、謗瀆」（太15:19）可見主耶穌認為
人的罪是在內心深暗處，如果未被聖靈帶到
神的光中光照，是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敗壞
與邪惡，就無法脫離屬肉體與屬靈混雜的生
命，也就無法瞭解主耶穌對我們在悔改上的
要求。就好像有些人是受浸了，並接受基督
作其救主，敬拜神，也敬拜其他“偶像（其
心在事業、家……等高於神）＂如同先知耶
利米警告我們勿犯屬靈淫亂的罪一樣，皆因
此罪，易導致鄰舍、弟兄姊妹間，爾虞我
詐，沒人可信靠，肢體間無法真誠相待互相
欺騙，甚至在神前因私利也要欺哄，這種罪
神怎能寬恕？我們應如何悔改？
羅馬書第七章就是聖靈向保羅啟示舊人的
經歷，他被聖靈帶到神的光中，才認識自己
是全然的敗壞，毫無良善「我也知道在我裡
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
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7:18）
讀羅馬書深深體悟保羅就在這個亮光中，放
棄自我努力，完全仰望主耶穌，如此才能進
入羅馬書第八章聖靈的釋放，靠在基督裡的
愛，在一切事上已經得勝有餘（羅8:37）。深
深感受，過去因缺乏直接向神悔改，不放棄
自我努力，在不知不覺中，充滿了自是自信
的心，無法深入領會主所說的「離了我，你
們就不能作什麼」（約15:5）的真意。雖然聖
靈賜下是為幫助我們的悔改，但因不知，也
就不會專心仰望主，在現實世界殘酷的衝擊
下，多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多少的暴躁焦
急？多少的不義待人？多少的缺乏愛心？多
少的欠缺忽略？多少的本分沒盡？……以致
越過越不自知，反而毫無警覺，以為安然無
罪也無事！如果悔改是從神的光光照而來，
就不致有此現象，因為聖靈來，就是要叫人
為自己的罪責備自己。「凡事受了責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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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光顯明出來，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
（弗5:13）。許多事，自以為是良善，但有
一天被神的光一照，許多自以為是良善的也
顯得是罪惡。所以不是靠自我能夠徹底真實
悔改的，乃是在每日Q.T.中被神不斷地一一光
照，才能完成徹底真實的悔改。保羅說「我
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
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我雖不覺得
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
我的乃是主。所以，時候未到，什麼都不要
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
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
稱讚」（林前4:3-5）因此深深體悟，甚至現
在所得著的神的光，也就是將來神用以審判
的光。所以要十分的警醒，一但感應到神對
此事的光照，要我悔改，即使心中還自認是
良善的事，也要對待它為罪惡，千萬不要輕
忽，若再三光照此事件，則必定是主再來要
審判的罪！要警醒悔改，若現在不照神的光
而行，不求神的旨意，不照神的看法，等主
再來，被主的光再發現時，絕對不能從神那
裡得著稱讚賞賜，到時再悔改就來不及了。
主啊！我願悔改潔淨自己，回歸您，但
我知道惟有每日安靜信靠您，完全專心仰望
您，相信靠您才能真正地做到徹底真實的
悔改，因「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呢？」（羅8:31）深信您的靈一但進入我心，
內心一切邪惡、不義、汙穢、罪惡、不潔以
及各種陰暗面等就被洗淨清除。並且懇求除
我心中的“偶像＂。回想受浸一段時日後，
曾在大陸帶員工旅遊，當導遊帶我們進入大
雄寶殿，我一腳跨入門時，就立即感覺胸悶
噁心，不得不往後退十餘步，胸悶噁心現象
才消除。主啊。我知道這是您在我內心動工
所致。主啊！就像這樣，再在我內心動工，
一碰到任何您認為的罪，就叫我胸悶噁心而
遠離，願您的靈長駐我心，使我在人性中的
一切不規律與罪，成為您的規律與善，我這
被世界霸佔的生命，願受您的靈的光照與帶
領，不再被世界霸佔而能進入您的和諧合一
裡，願領我完全進入並徹底真實完成在基督
裡的悔改，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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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告誡世人要向上帝悔改，否則，違背神的訓誨，
惡果是那麼觸目驚心，令人難忘！

◎李譚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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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創造了天地，也創造了亞當夏娃，為他們造了
一座鳥語花香的伊甸園居住，然而他們卻違背了神的命
令“唯有園中那果樹上的果子，……您們不可吃，也不
可摸，免得您們死＂（創 3:3）受不了眼目情慾引誘，
他們吃了不應吃的禁果，面對上帝的責問，沒有絲毫認
錯悔過，亞當推諉是同居女人給他吃的，而夏娃歸於是
蛇引誘她，結果被神趕出了樂園。男的必終身流汗才可
糊口，女的要承受懷胎生產的苦楚，更可怕的是，始祖
犯罪，世人從此要面對死亡的惡果。
正如耶和華所說：
“所多碼和蛾摩拉城的罪惡甚重，
聲聞於我。＂（創 18:20）此城的人民好吃懶做，又桀
驁不馴，殺人無人管，壞事做盡，臭名遠播，盡管有人
告誡，依然漠然置之，我行我素，深為耶和華厭惡，決
意用硫磺和大火“把那些城和全平原，並城裡所有居民，
連地上生長的都毀滅了＂（創 19:25）阿伯拉罕為此而
懇求上帝饒恕兩城的人，那怕十個義人神也願赦免，只
可惜連十個義人也沒有，最終，神親手毀滅了兩城，阿
伯拉罕侄子羅德之妻因著好奇，向煙火瀰漫之城回頭一
望，結果變成一鹽柱，成了這一經典的見證。
在上帝呼召下，藉著摩西帶領以色列人，為脫離奴
隸身份出走埃及，要返回先祖家園迦南地，但在穿越荒
涼炎熱的西乃沙漠時，面對缺糧缺水，卻忘卻上帝曾經
帶給他們的勝利；降十災和擊殺埃及長子，迫使法老王
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過紅海讓法老王追趕的軍隊全軍
覆沒；以杖擊石引出泉水，及降碼餵飽曠野中的眾人。
他們在行進中不斷地發出怨言，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
及地及回去埃及更好。對於神人，摩西對他們勸告，沒
有警惕悔改，甚至雕刻偶像，拜起金牛犢，這使上帝大
大忿怒，對摩西說：
“我看這百姓真是硬頸項的百姓＂（出
32:9）決意滅絕他們，使他們暴屍骨於曠野。從埃及出
走的六十萬大軍，在曠野整整流浪了四十年，始終沒有
一人能渡過約旦河，進入流奶與蜜的迦南地，在猶太民
族史上留下了慘痛的一頁。
無數的事例向世人證明，離棄神帶來的審判和毀滅
的惡果，然而神仍對人寬容，給人悔改和拯救的機會。
猶太民族英雄士師參孫，從小就雙臂力大無窮。他
能隻手空拳撕裂凶猛的獅子而聞名，但他經常陷入情
網，不聽父母勸告，總是愛上異族女子，並不顧一切，
甘冒任何危險，把族人利益和國家利益全置於腦後，結
果，參孫因中了非利士人女子大利拉詭計，向她說出自
己不能用剃刀剃頭髮的秘密，失去了力氣並被捉去挖掉
雙眼，用銅鏈拘索，扔進暗無天日的迦薩牢房做苦工，

悔
在漫長的黑暗中，參孫為自己年輕時的輕率粗魯
驕傲自大深深懺悔，他時常向耶和華禱告：“主
耶和華啊，求您眷念我，神啊，求您賜我這一次
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報那剜我雙眼之仇。
＂（士師 16:28）耶和華垂聽了參孫的悔改禱告，
使他重長頭髮並產生巨大力量，在他生命最後時
刻，報了他和民族之仇，成就了他在“死時所殺
的人比活著所殺的還多＂（士師 16:30）
當大衛王還是少年人時，就能用一顆小鵝卵
石，殺死非利士人統帥巨人歌利亞，後來成為受
猶太人擁戴的國王。然而在此際，他卻色迷心竅
犯了姦淫罪，強奪手下烏利亞妻子拔示巴為妻，
結果受到神的咒詛，使他和拔示巴生下的幼子夭
折，其愛子押沙龍與他為敵並大動干戈，最後也
被殺害。大衛為此深深向神懺悔，把塵土撒在頭
上，用盡各種方法去作賤自己，懇“求您將我的
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詩 51:2），
詩篇五十一篇都是他向神的懺悔，上帝也因他的
悔改賜下了恩福，最後他與拔示巴生下所羅門
王，承就了他的後裔永遠為王，而大衛後代子孫
基督耶穌，也成了萬民救主，萬王之王！
此外，聖經還有很多很多悔改蒙福的故事：
上帝傳挪亞預備方舟，是神給人類一個重新
悔過的機會。
妓女喇合因著信心悔改，從此洗面革心做
人，不但她和她一家免被殺害，她的名字還將永
遠記載在主耶穌的族譜上。
稅史長撒該願把自己訛詐的不義之財，四倍
償還窮人，結果神的救恩就臨到他家。
在我們最熟悉的浪子回頭的聖經故事中，浪
子花光了父親分給他的財產，生活貧困交迫，只
能用豬食的豆莢充飢，終於，他悔改醒悟：我既
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親，當他回到父親身邊，
父親不但沒有嫌棄，並動慈心，擁抱親嘴，宰殺
肥牛，又把上好袍子，戒指及鞋子給他穿戴上，
慶賀失而復得的兒子。
要免去神的忿怒，世人怎樣的悔改才會得到
神的悅納？
認罪悔改，認識和接受耶穌為救主，是與神
和好邁出的第一步。因為“除了我之外，您不可
有別的神。＂這是主給我們首要誡命，也是生命
價值觀的重大改變。神再講到人犯罪“乃是被自
己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
來＂（雅各 1:14-15）世人對罪是有很大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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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敏感，認為自己不偷不搶不殺人放火，何罪之
有，神卻提醒我們“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
榮耀。＂（羅 3:23）。在此闡明了罪的定義，那
是偏離了神的道和違背神的律法。人的敗壞，除
了罪行（Guilt），還有人的原罪性（Sin），例如
貪心，自私，驕傲，嫉妒，懷恨，偏見，懶惰，
說謊，憂慮，論斷，自義（信己不信神）等等，
難道有誰敢說沒有嗎？罪的工價就是死。然而靠
著上帝的寶血就可洗淨了我們的罪，只要我們坦
然無懼來到主面前，認罪悔改，得著永生生命，
重新蒙神悅納和祝福。
禱告悔改，是敬畏神的表現，把自己的一切
心懷意念告訴上帝，讓祂的話語作為衡量準則。
先知耶利米從耶路撒冷，寫信給被擄往巴比倫的
猶太百姓，藉此傳達他們被擄是出自神的旨意。
為他們在巴比倫平安禱告，也為他們得釋禱告，
因“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
（耶利米書 29:12）神聽了耶利米禱告，使猶太
百姓等候了七十年的漫長歲月，最終重建聖城耶
路撒冷。所以我們也要恆心禱告，忍耐等候神的
時刻來臨，無論多忙，每天都要有安靜默想與神
交通，才能得享平安，好除去心中一切罪污惡念，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有多
遠。＂（詩 103:12），要知道，父母親是怎樣憐
恤我們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祂的人。
儆醒悔改，免得我們被迷惑，在患難之際，
更堅定我們信仰的上帝。聖經十童女的故事告訴
我們：“新郎遲延的時候，她們都打盹，睡著了
＂（馬太 25:5）結果是，新郎來到的時候，未預
備好的童女得不到與新郎同座席。所以我們要時
刻儆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我們是不知的。“那
時，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飢荒，
地震……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
恨惡，且有許多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馬
太 24:7，24:10-11）時刻儆醒免使我們的信心動
搖。聖經中的預兆不也在應驗中嗎？不久前，大
陸，海地，台灣發生六至七級地震，洪水和旱災
使一些國家民生受到極大沖擊，冰島火山爆發，
更帶來整個歐州航線停擺，全球經濟嚴重損失，
更可怕的是，南北韓二國正弓張劍拔，戰爭一觸
即發……這些，均為世人敲響了警鐘：“天國近
了，您們應當悔改！＂（馬太 3:2）
人非完人，只要我們肯悔改，就如肯悔改的聖
經人物那樣，耶和華給我們的慈愛是永遠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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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要悔改
◎ 周鐵樓

新約全書提到悔改不下七十次。誰要悔改？人人都要悔改。罪人得救前要向神認罪悔
改；重生得救的信徒在靈命軟弱倒退的時候，也要向神認罪悔改，祂就賜恩典幫助，
赦免罪，恢復與祂完全無阻的交通和團契。
主耶穌公開傳道的第一個信息是“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可
1:14-15）主耶穌復活後對祂的門徒說：“……奉祂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
直到萬邦。＂（路 24:47-48）彼得也說：當向神悔改，信靠主耶穌基督。＂又說：“各
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徒 3:19）
從上面列舉的經文，我們清楚看到，罪人得救之前必須悔改。可惜很多基督徒和傳
道人可能是因為對於“現在是恩典時代＂和“神是愛＂的認識不夠清楚，因而對於認罪
悔改就不重視，甚或忽視。他們說“神白白的赦罪，一筆勾消＂；殊不知神的公義和聖
潔不准神白白赦免；或者說“只要認罪，神就赦免＂。殊不知籠統表面上的認罪，神不
赦免。掃羅王雖對撒母耳說：“我有罪了。＂（撒上 15:24）他的認罪是敷衍塞責，還愛
惜面子，要求撒母耳在百姓面前抬舉他，神不肖赦免他的罪。有認罪而無悔改轉離罪的，
神也不赦免。猶大說：“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有罪了。＂（太 27:4）猶大雖知罪認罪，
但他未轉頭求主赦免，反而出去吊死了。彼得也三次不承認主，但是隨後出去痛哭，轉
頭尋主，兩位結局就截然不同。只有知罪、向神認罪而又悔改的人，神才赦免他的罪。
因為這些人輕看和忽視認罪悔改，他們告訴人只要信就可得救了：信耶穌是神的兒
子，信祂死在十字架上，作了眾人的贖罪恙羊，祂流的寶血將一切信祂的人的罪洗淨，
三天後祂又復活了。是的，除了耶穌基督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
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 4:12）但是一個不懊悔並離棄自己罪的人，能真信耶
穌基督嗎？有誰仍然活在罪裡，卻還能作耶穌的門徒？一個沒有向神認罪悔改的人即是
說他信了，那不是真信，他仍然活在天然的老我中，隨著肉體和心中的喜好去行。“遮掩
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箴 28:13-14）重生得救的第
一步是謙卑向神認罪和悔改。
悔改的意思不是通常說的改過自新，乃是心思的轉變，由一切神之外的人、事、物
轉向神。聖經記載當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有兩個強盜同釘在他的左右，有一個在
未死之前，得了救恩，就是因為他作了真實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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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一定覺悟自己是個罪人；
2. 他必定認識神是可畏的；
3. 他一定相信耶穌基督是救主。
每一位真心悔改的人必有這三種感知的態度。
主耶穌也講過一個浪子悔改回頭的故
事，用來說明悔改的真意。浪子悔改不是消
極地心裡為罪難過，坐著不動，他起來離開
豬群，回到父家，在父親面前謙卑認罪說“父
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路 15:21）他的
父親就快快樂樂地赦免了他。
人要得救必須先向神悔改，擺脫他的
罪，轉向救主耶穌。主耶穌說：一個罪人悔
改，天使會在天上為他歡喜，較比九十九個
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參看路 15:710）。只要我們有追求悔改的心，神就會把悔
改的心賜下給我們。主“……不願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悔改。＂（彼後 3:9）主也親口說：
“……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路
13:3-5）
有悔改，才會有得救的信心。信耶穌基
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和信神叫祂從死裡復
活，然後，是口裡承認；承認自己是個罪人，
求神赦免，又向耶穌基督表示接受十字架的
救恩，懇求祂進入心中，作個人的救主。這
才是使徒保羅“因信稱義＂的真意。
悔改也是我們已經重生得救的門徒，靈
命長進和與主保持親密交通的秘訣。我們的
舊生命已經與耶穌基督一同死了，我們從復
活的基督獲得新生命，同時也領受了聖靈（保
惠師）。“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
的。＂（羅 8:9）
一個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活在世
界而不屬世界＂的，撒旦會千方百計地利用
我們的舊習慣、性情、和品格引誘我們墮落，
所以我們會常常軟弱倒退，甚或跌倒。軟弱
難處和退步跌倒還不算是罪的本身，但甚麼
時候不信靠神，罪就進來了。千萬不要靠自
己的努力去克服這些難處，那樣我們就中了
撒旦詭計。無論我們落在怎麼樣的光景中，
我們都有權利來到神面前，藉著謙卑悔改尋

改

求神的恩典，聖靈又會再充滿我們。以賽亞
說：“……我（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
為至聖者）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
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的靈蘇醒，也
使痛悔的人心蘇醒。＂（賽 57:15）
這是大衛的悔改詩，他禱告說：
“神啊！
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有正直的靈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
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 51:1017）。神接納我們從心裡發出的悔改，祂就賜
恩典幫助我們，赦免我們的罪，恢復我們與
祂完全無阻的交通和團契。我們的心中就會
充滿平安和喜樂。
謙卑悔改是基督徒靈命長進和與主保持
親密交通的秘訣，是我們一生的功課，就像
馬丁路德在他的“95 條論綱＂的第一條中
說的：“當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說，‘你們應當
悔改時，他的意願是要信徒的一生是個不斷
悔改的人生。＂人的一生免不了有成串的錯
誤。腳步走錯最少的，並不一定是最好的基
督徒，能夠向神謙卑悔改，矯正錯誤，戰勝
錯誤，才是最好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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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門徒訓練
◎ 麥中堂牧師

耶穌的大使命，『19所以，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
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19-20)，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
被引用作為教導和鼓勵傳福音和宣教的根據。
這當然是沒有問題。但是只要細看經文，就知
道其實大使命並不是單單叫人信耶穌而已，而
是要人成為主的門徒，並且要把主所吩咐的，
都教訓這些門徒遵守。若只是停留在19節，就
沒有完成大使命！
主耶穌對門徒有很清楚的要求，做主的門
徒就要：
1.常常遵守主的道 （約 8:30-32）
2.效法主彼此相愛 （約 13:34-35）
3.常在主裡結果子 （約 15:1-8）
(太 28:19)
4.帶領別人作門徒
5.背起自己的十架 （路14;太10）

主

以上經文都是出自主耶穌自己的教導。清
楚了然，沒有含糊之處！主的心意是，每一個
信主的人都應當被訓練成為成熟的門徒。這是
無可置疑的真理。
門徒訓練並不是什麼新意念新玩意。其實
是主耶穌親自『示範』給後世人去仿效的。他
在世上三年多的時日，大部分時間就在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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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位門徒（使徒）。然後由他們繼續仿效訓
練更多的門徒，以至福音得以廣傳，教會被建
立，直到今天！今天有的人不習慣『門徒』的
稱呼。其實『基督徒』就是對當年在安提阿那
些以自己的生命影響別人的生命的門徒的特別
稱呼！
在今天，『門徒訓練』的理念是相當混淆
的。廣義而言可以泛指所有幫助信徒更有效地
事奉的設施都可成為門徒訓練。但是今天教會
所要推行的『門徒訓練』卻是特別指一種幫助
門徒在生命上建造，邁向成熟的事工而言。

門徒訓練的困難：
我自己在兩年多以前就看到教會的需要，
並且下了一些工夫去探討如何做門徒訓練，甚
至也曾經向幾位有這方面經驗牧長前輩討教，
卻仍然是不得要領。不過我卻不期然的發現，
他們竟然都沒有繼續去做門徒訓練。原來他們
面對難以突破的困難。
A.沒有一套適合大部分人的教材
一位牧長前輩向我介紹了多套很好的教
材。有的內容豐富深入，要求也嚴格，令人望
而生畏；有的簡淺易明，令一些好學求知的人
感到缺乏充實感。若是開班授課，學員背景不
一，不容易教授。若是一對一個別栽培，很難
有大批的老師都熟悉各樣教本，來因材施教。

牧者證道

B.門徒訓練過不了第三代
另一位牧長前輩則看到訓練出來的門徒
一代不如一代。他自己調教的的二代門徒還
過得去，第二代所訓練的第三代就差一大
節，到了這第三代的時候，就已經失去了原
來的異象和熱誠，根本就很難在產生第四代
門徒了。

『不一樣』的門徒訓練：
感謝主的恩典與安排，今年三月中，我
們有機會向一些真真正正，實實在在地做門
徒訓練的教會和牧長前輩學習。這些教會已
經做了三四十年，二十多年，十多年，並且
仍然繼續在做門徒訓練。前面所提到的困難
他們也經歷過，但克服了，然後把經驗傳授
給我們。
以上兩個困難不易突破，究其原因：
其一是過於注重知識的傳達，把門徒訓
練看成像一個特別的主日學課程，或一個專
題課程。
其二是門訓導師本身缺乏生命被改變的
經歷，沒有以身作則，成為學徒的榜樣。因
為他們傳授的只是內容，缺乏行動實踐。
其三是訓練的過程沒有生命的交流，導
師本身得不著生命的成長，這樣一代不如一
代是必然的事。
其四是只知道將課本內容傳授，沒有把
門徒訓練的異像，其哲學理念傳授給下一代
門徒。所以他們只學到外表的形式，卻沒有
了解門徒訓練的精粹。
最後第五，是教會的高層屬靈領導並沒
有對門徒訓練完全的委身，全力的支持。
所謂『知難行易』，知道別人所遇到的
困難並找出了原因之後，我們就盡量避免
『重蹈覆轍』。我們深深明白門徒訓練必須
建立在生命的交流的基礎上，必須以生命影
響生命。因此我們所設計的門徒訓練計劃就
突出以下重點：

1.強調生命的建造，經歷成長，邁向成熟。
2.和QT運動一起推行，鼓勵門徒建立持久
的，有規律的靈修生活。操練敬虔是門
訓的基礎。
3.導師以身作則，與受訓門徒互相激勵，
彼此督促，以生命影響生命。
4.同時注重真理知識的傳授與實際生活應用
5.所有門訓階段都必須經過實習才可以完成
6.注重栽培有教導恩賜的門徒成為導師
7.透過講台信息及門訓課程教導門徒訓練的
異像和理念。
8.教會長期委身於門徒訓練事工
我們的教會是一個有成型的架構和組織
的教會。門訓事工是我們過去所忽略的一個
環節，它並不取替任何的聖工而是補其不
足。因此門徒訓練事工必須在與教會其他事
工的協調和互補的情況下，按步驟推行。
如今，我們教會高層的屬靈領導已經下定決
心要紮實的推行門徒訓練事工，並且我們所設計
的門徒訓練計劃也已經完成。很快就會向所有的
弟兄姊妹公佈解釋。但願在聖靈的引導之下，我
們全體會眾一同跟隨。預備心等候適當的時間，
在不同的層次中參與門徒訓練事工，因為這的確
是主耶穌的心意。願我們憑信心，擴張我們靈命
的境界，領受神更豐富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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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安靜
我要安靜，我要安靜；親近神，親近神；
經歷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大愛；真有福，真有福。
有了基督，有了基督；就平安，就喜樂；
祂是道路，真理，祂是光和生命；真享受，真享受。
◎ 周陳秀容
我覺得「安靜」親近神是最寶貴和最享受的時刻。我將讀「活潑的生活」的感想，用兩節
詩歌來表達，（調用二隻老虎）與弟兄姊妹交通，希望在靈中能得到深處的共鳴。
我們要進入聖經的深處。因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是我們路上的光。（詩119:105）
我們要進入主救恩的深處。因以前只知道主耶穌為我們死，如今認識主耶穌為我們活。
（加2:20）
我們要進入神旨意的深處。因以前很難明白神的旨意，如今卻享受祂的美意。（弗1:9）
我們要進入神國度的深處，我們必因將來與主同在的喜樂和安息而跳躍，直到主再來！

最近有外面的朋友閱讀了“家訊＂之後，打電話到教會來詢問
Q.T.是什麼意思，現簡介於下，我們熱忱歡迎打電話的朋友和其他
有心瞭解基督教會的朋友一同來來和我們一同Q.T.
Q.T.是Quiet Time的簡稱，是敬虔時刻的意思。耶穌的門徒每天
要在安靜的時刻和地方親近神，遇見
神，通過聖經的話語聆聽神對我說話
的聲音，所以，Q.T.就是用我們的心
靈愛主、渴慕主，需要主來煉淨我，
使我們屬於主，敬虔的操練使我們的
生命得到全然改變。

◎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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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參加
門徒訓練的感想
◎ 王立宜

信仰歷程超過三十年，但從未接受過一套
完整的門徒訓練，相信也正因為如此，
在信仰初期，我走得跌跌撞撞。雖信主後有固
定參加崇拜和讀經禱告，但因剛開始對於信仰
真義並不是那麼清楚，也沒有人逐步教導和帶
領我或陪伴我明白，一個基督徒在信主後該如
何生活，以致我獨自摸索的早期屬靈生命走得
很辛苦，並且比較流於形式和表面。很高興教
會在推動每人每天用「活潑的生命」來建立一
個固定的靈修生活後，接著又有異象推動每人
都接受一套為期三個月的基礎門徒訓練。從去
年十二月至二月，我有幸參與第一期的門徒訓
練。終於我可以有系統地學習如何做一個神所
定意的基督徒。
門徒訓練課程要求每位參與的學員，以認
真的態度委身學習做主的門徒，因此每週不只
要預讀課程內容、完成讀經、每天靈修和背
誦經文的課前作業，更要努力堅持參加每次課
程，不遲到不早退。門徒訓練課程的內容，完
整地帶領信徒，從確定自己的基本信仰根基和
救恩開始，然後一步步地根據聖經經文，有系
統地來認識神、並學習與神建立關係和做主門
徒的要素，包括讀經、禱告、交通(團契)、傳
福音、被聖靈充滿、勝過試煉、順服和事奉。
在所參加的每次課程中，我所得到的不只是增
加聖經和信仰上的知識、更是與其他二十多位
姊妹的課程分享中，所獲得的寶貴信仰經歷見
證和屬靈心得。同時，我在訓練中得以重新確
定我的信仰根基和得救確據，學習和釐清一些

我以前所不是
很明白的做主
門徒的基本概
念，更正我的
一些認知上的
錯誤，學習如何帶領和陪伴其他人學習做主門
徒，並且培養自己對於屬靈的事情更有紀律。
在完成基礎門徒訓練後，我接著帶領四位
姊妹接受門徒訓練。雖然已經熟讀課程內容，
並走過一次門徒訓練，但在此次與另外的這
四位姊妹的的訓練過程中，不同的屬靈學習體
會和分享，又給我帶來對信仰更深更豐富的認
識。總而言之，我覺得在經過兩次的門徒訓
練，我除了學習到做主門徒應有的知識和實際
經歷分享，我最難忘和珍惜的是在訓練期間，
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屬靈長輩和同輩，同心合意
地一起走過這段學習旅程的屬靈同伴經歷，使
得學習有互動，不至感覺孤單和單調，反而更
生動活潑、有啟發性的作用，並且每個人的參
與和分享，不只幫助大家在屬靈生命上，互相
學習和彼此勉勵，也避免個人認知太主觀，以
致對學習內容有誤解。我真誠地推薦所有未受
過門徒訓練的教會弟兄姊妹，來，一起接受教
會所預備的基礎門徒訓練。這不只是對個人學
做主門徒有益，而是我們的教會大家庭能夠一
同攜手學做主的忠心門徒，因學習做主的門徒
不只是完成一期課程，而是一生的功課，讓我
們一起來與其他屬靈同伴一同奔走這學習和操
練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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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 楊

寧

讀經靈修

神樂意顯明給我們關
於神的啟示，都完
整的藉著聖經表達給人
類了。凡是謙卑的人，
清心的人都會因為經上的
話語而認識神。那麼我們
就可以藉著神自己的話來
光照帶領我們的信仰，主
宰我們的生命。就是基督
屬靈生命的應許，在聖經
裡面是活潑而豐滿的寫給
我們了。懇切尋求的，主
的話語必然發出能力，讓
我們可以走進主的真理裡面。
我們是基督的門徒，在生活方面，行任何
事情都要依靠神的安排與引導，所以我們需要
明白神在我們生活中各樣事情的旨意。不然，
我們自己會因為我們沒有明白神在我們生活裡
面具體事情的引導而去任意妄為，最終自己吃
苦，甚至失敗跌倒，陷入迷惑之中。
神是祝福的神，信靠他的人，無論大小，
什麼好處都不缺乏。只要我們凡事祈禱，凡事
信靠，凡事依賴，神一定會保守看顧我們。可
是有很多人會這樣講：我面臨為難的事情，或
者需要抉擇的時候，我是祈禱了，而且很迫切，
可是神就是不告訴我該怎麼辦？我好痛苦啊，
神是不是不愛我啦？我怎麼就不明白神在我這
件事情的旨意呢？是呀，好多人信主，卻沒有
真正的經歷神。這個可是真的遺憾的。要知道，
我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可不是人手造的泥胚
子啊！那麼怎麼樣才明白神在我們人生具體事
情上，給我們的旨意與安排呢？所謂明白神的
旨意，還不如說神是用什麼辦法要我們懂得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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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那麼，明白神的旨
意，也就是神怎樣告訴他兒
女自己的心意呢？有以下幾
個方法：
1. 讀經。神的話語是我
們腳前的燈。讀經可以讓我
們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你要
想藉著讀經明白神在你具體
生活方面的旨意，你要養成
愛讀經的習慣，天天讀，而
且最好是以這樣的方式讀：
舊約五章，新約五章，詩篇
五篇。另外，還有一個讀經
方法：你可以在讀經之前做個祈禱，求神感動
你讀那一篇經文。祈禱之後，你就反覆目錄，
六十六卷裡面肯定有卷經文的題目你心裡特別
想讀。然後你就看那篇經文，我告訴你，保證
有經句給你特別的感動。神要跟你講的話，就
在那裡了。這樣的讀經方式，操練你得到神的
啟示。只是有個前提，你已經多次通讀完整本
聖經。我有次預言說神要審判世界的經濟，就
是這樣得到的。
我再說幾個見證。我認識一個馬姊妹，她
因為丈夫要調動工作，會使收人減少，心裡發
愁。有一天她讀經的時候，有幾句經文的字好
像活了一樣在她眼前跳動，放大，而那句經文
的意思是神要她不要擔心，神必照著他榮耀的
豐盛，在基督耶穌裡面使她所需用的一切都充
足。馬姊妹立刻得了安慰。神的話語也一直應
驗在她的生活裡面。
另外一個見證的主人是我一個親屬。她因
為生意的事情被惡勢力的人欺壓，非常膽怯與
心寒，覺得孤苦無望。她不知道還怎麼養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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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孩子，因為她是寡婦。有一天晚上，她無法
入睡，就拿起聖經來看，結果在讀詩篇的時候，
有一句經文一下子極其有力的打動了她：我依靠
神，我不懼怕，血氣之輩能夠把我怎麼樣呢！這
節經文，剎那之間除去了這個寡婦的悲傷，大山
一樣的重擔馬上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滿心的平
安。事情的結果是有權勢的人還真沒有把她怎麼
樣。
還有一個見證是我自己的。那年我在河南，
不想回家。因為不願意面對那些狠狠傷害過我的
人。有一個晚上按順序讀經的時候，在舊約《約
書亞記》，神給我幾句經文感動我，意思是要我
離開河南；又過幾天，以斯拉裡面的經文已經變
成了催促：你起來，這是你當辦的事，我們必幫
助你，你當奮勉而行。可能在外人看來這個經文
沒有什麼，但是我讀的時候內裡是有著特殊的光
照的。以我自己的意願，相當不愛回家，但是神
是絕對強調，你一定要回去：你當奮勉而行。當
我最後決定順服的時候，果真有人起來幫助我解
決回家的各樣難題。所以，我如期回家。
神的話語，沒有一句不帶著能力的。
2. 祈禱。祈禱，就是基督的門徒因著信跟
神講話，把自己的心意、願望、想法、疑惑、不
安思慮等等告訴神。神是樂意聽他兒女的聲音
的。父親怎麼樣愛聽孩子跟自己說話，神就怎麼
樣喜悅我們跟他的祈禱。哪怕你祈禱的亂七八糟
沒有條理。因為聖靈會用說不出的嘆息幫助我們
祈禱，為我們代求。
祈禱的時候，怎麼明白神的意思呢？神怎麼
要我們知道他的心意在祈禱之中呢？
舉個例子吧。你為一件事情心裡特別著急擔
心憂鬱，內裡煩躁不安。當你跪下的時候還是心
煩意亂的，用心祈禱後，你突然發現所有的煩躁
鬱悶煙消雲散，壓力全無。你的內裡好像無風的
夜晚，月光下的湖泊一樣安寧輕鬆。這就是平安。
神給你平安的時候，你就不要懼怕了，神肯定為
你這個事情有所安排與帶領的，你就安靜看神的
作為吧。
祈禱的時候，你要在神面前心裡誠實，迫切。
要不住的祈禱，常常祈禱，多為眾人代求，為萬
國萬民求平安，可以使你敬虔安靜。
3. 與有經驗的有屬靈成熟生命的基督徒
或者牧者交通。
現實生活裡面，我們會經歷這樣一種光景，
無力讀經，無力祈禱，心裡面好像被壓傷。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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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愁苦像冰雹一樣紛紛砸下。那麼，我們需要與
有屬靈經驗與經歷的信徒或牧者交通。往往的，
有些困惑壓力，神就是藉著他們的口，流出主的
的安慰鼓勵勸勉，使我們得到釋放。
4. 聽道。神可以藉著聚會時候牧人的講
道，解除我們的疑惑，回答我們心裡的問題。
可以做神出口的人，都是有神明確呼召與恩
賜的人。不是誰因著私意就可以隨便上台講道
的。只要是神真正的僕人或者使女，他或者她在
台上所傳的，就是神給他兒女的靈糧。這樣的道，
是滿了安慰鼓勵勸勉警戒神的光亮的。
讀經靈修
我還是以見證說明。
有個孟姊妹，丈夫得癌症，當時醫生的診斷
已經是晚期了。孟姊妹才三十來歲，知道這個消
息，她一下子就懵了。在祈禱的時候，以至於昏
厥過去。可以想像她的悲苦。第二天是星期天，
她去禮拜堂聚會聽道。因為滿心的懼怕憂傷，講
台傳道人的很多話她基本沒有聽進去，大腦完全
空白。可是，偏偏傳道人有一句話她是記得清楚：
神會賜給你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散會回家，她滿
腦子都是這句話。結果……手術的時候，已經明
明說是擴散的癌症，只是在腸子那裡有一點，切
除之後也沒有化療。連醫生都驚訝了。
說我自己一個見證。很逗的。這個是幾年前
的事情。
我因為很多事情一直沒有頭緒，比如婚姻
啊，神學啊，被人家侮辱輕慢啊；自覺甚苦。就
在一個晚上，自己在禮拜堂裡面，我記得我那
時的牢騷：主啊，我長得不好看，所以沒有人
喜歡我；我沒有顯赫的家庭，所以人家老是輕慢
我；我沒有工作沒有錢，別人都看不起我；你讓
我傳道，卻不給我去神學院的機會，連你也討厭
我；我眼看你給別人祝福，卻冷落我吃苦。他們
都是你孩子，我是後媽帶來的孩子吧！你既然不
愛我，你把我弄到你面前就是為了證明我活得沒
有價值，沒有用處嗎？我嘮叨完就帶著一肚子不
滿回家睡覺了。第二天，一個外地的傳教士來我
們教會講道，在講的時候，很突然的把我昨晚的
牢騷，幾乎不差的說出來了：你不要老說你自己
長的不好看，你這是自卑！你不要自己看不起自
己。自卑絆倒自己，驕傲絆倒別人……我當時一
下子就驚在那裡並且解開了我心中的結。
經常操練這幾種如何明白神旨意的方式，是
安全穩妥的。
（本篇因篇幅有限，內容有所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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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神的領袖帶著被託付的使命牧養教會，使萬民聽了福音得
救，因著信和認罪得神赦免被稱為義。「那些殘害趕散我草
場之羊的牧人有禍了。」（耶 23:1）神必懲罰壞牧人，因為假
先知所行的道敗壞神的公義。先知耶利米深感神的應許，賜
下公義是為了拯救猶大百姓叫他們愛神和聖潔，不作假預言
毀謗神的榮耀。神對牧人有極高的期待，牧者必需要有智慧
看管草場上之羊。
「我在撒馬利亞的先知中曾見愚妄，他們藉巴力說預言
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錯了路。
」
（耶 23:13）惡的根源來自謊
言，如假先知事奉神是虛假的，所說的異象是出於自己的心。
神的教訓，教人學義不可說謊言，免得得罪神。上帝的兒女
要用心靈信上帝，定睛惟一的真神、全能的主，萬有之首，
相信祂的話，天天默想神的話語像麥子藏在我心裡面，我就
有活潑的生命。假先知的預言像糠粃沒有生命，糠粃怎能與
麥子相比較呢？因為神的公義是在乎萬民得拯救。
先知耶利米是神的忠心僕人，得到神的蒙召。因以色列
和眾百姓背棄耶和華，拜手造的偶像。耶和華說：「你們各
人當回頭離開惡道所作的惡，便可居住耶和華古時所賜給你
們和你們列祖之地直到永遠。」（耶 25:5）這是耶和華的訓話
叫他們歸向神，神就賞賜這地方、國家與人民豐衣足食。我
們選擇神的光明大道就是行出耶穌的真理，活在基督裡得著
豐盛的人生，每一天靠著神的恩典，不要像以色列悖逆神。
列國和猶大君王拜假神取代耶和華真神。神滅絕他們不
配為領袖。神施救恩拯救百姓長達七十年，他們不接受神的
呼聲，拿起這杯上帝忿怒的酒。這是猶大君王的末日。是巴
比倫王埃及法老王和他的臣僕等。世上掌權者握有權勢和能
力只是暫時，惟有萬軍之耶和華。祂是王，至高的王直到萬
代。要記住審判的日子是提醒世人，神的救恩歡迎天下浪子
回頭敬畏神。
為了神的呼召，先知耶利米擔當神的重任，艱難且受
苦，帶著神的話面對這些頑固的君王說話，呼籲迷失的領導
人覺悟。他們不善待神的使者並且質疑耶利米為何託耶和華
的名預言、神要施行災禍與他們。耶利米的預言實實在在是
神的吩咐，叫他們好好的回應神。豈料他們漠視神並抓耶利
米要治死他。神知道他的僕人遇難。神的恩典臨到耶利米保
守他不致於遭到約雅敬王的傷害。但是約雅敬王聽了烏利亞
預言，王用刀殺了烏利亞因他不悔改。現今社會無數人遠離
神，尋找失喪的靈魂的使命仍要持續。弟兄們為了傳揚福音
要學前者的勇敢不為己。我們是得勝的基督徒行神的義路是
要努力的。

二十五

讀耶利米書

。神
神要興起公義的苗裔其名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的國藉著教會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神要屬靈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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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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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有父母和子女才可稱得是一個完整的家，當然新婚夫婦除外。所以有些不
能生育的夫婦也想盡辦法領養一個或數個子女，以便傳宗接代，善盡對
祖先的義務，更給自己帶來無限的喜樂和希望。人類對子女無限無私的愛乃
出自天性，在自然界連飛禽走獸也是如此。
我們中華民族社會傳統一向都是男主外、女主內。俗語說「男人是撈錢
的耙子，女人是攢錢的匣子」，雖然現今在外工作的婦女很多，但在生兒育
女後，若沒有至親的幫忙照顧，又不容易請到合適的褓母，在不得已的情況
下只有放棄工作回歸家庭，善盡哺育兒女的責任。而男士一朝做了父親，無
論是在士、農、工、商、太空、科技等任何領域發展，都要加倍努力，以便
儲備能量，為子女締造光明的前途。
每年當母親節來臨時，舉世熱烈慶祝，而過父親節時相較就有些冷清。
其實父親對家庭的貢獻決不少於母親，只是母親所付出的天天都看得見，而
父親為家為子女所付出的辛勞，兒女們很少親眼看見，因印象模糊，就容易
忽略，等做了父親才知道，身為父親為兒女所做的貢獻是多麼的偉大。
我看了一篇名作家余光中所寫的文章十分感動，故摘錄於下。
「一直以為父母也應該跟我們一樣能適應這個變化的世界，新的科技、新的
資訊，新的理財觀……直到最近幾年才知道他們追的蠻辛苦的。遙控器太多
太複雜、聽不懂的專業術語、完全陌生的理財工具……直到最近幾年才知道
怕我們不耐煩，父母偶爾忍住了想說的話，想做的事……。
如果沒有這次遠遊，遲鈍的我也不會知道，一向熱心打點照顧我們子女
無微不至的父母，退休十幾年的老爸，竟衰老得如此快速。我們五姊妹只湊
足了三個，決定陪爸媽去新加坡玩。
在去程的飛機上，老爸四小時都不願如廁，任憑我們好說歹說，他依然
老僧入定，不肯起身。在每一站觀光區，他也是非到萬不得已才
進男廁。
有次我觀察到他小解很久才出來，看不到熟悉親人身影，先是
向東搜尋，繼而向西眺望，即使在這節骨眼，他也不願放聲大喊大
叫，讓我們子女沒有顏面。
站在陌生人群中，一副茫然失魂的樣子，安靜、耐心等子女們
的出現，我終於瞭解他出門在外不願如廁的原因。
往後行程我根本無心玩賞，只要看到老爸表情稍有異樣，便好說歹
說強行押解他到男廁，自己則只好守在男廁外頭，起初老爸感到萬
分不自在，後來也就漸漸習慣了。
回程飛機上，我陪老爸去洗手間，他忽然低聲對我說：“其實
我不會鎖機上廁所的門。”
一趟旅行帶給了我許多感觸，也才驚覺原來老爸老媽也變老
了，變脆弱了不再是以前那《強壯的臂膀》、《溫暖的避風港》，
原來一直幫我扛著頭上那片天的巨人，也會變老……」。
聖經上說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是《孝敬父母》。申5:16 當照
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並使你的日子在耶和
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兒女和父母的生命變化是正好反其道而行的。兒女的成長每一
天都能帶給父母驚喜，不只是身量的成長，心智的成長更讓為人父
母者引以為傲。然而，年邁父母的衰退，往往令兒女不能面對和承
受。就像一座巍然建築突然倒塌，似夢似幻，令人詫異而不知所
措。
幼年的兒女需要父母的照顧，年邁的父母也需要兒女的關愛和
體恤，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年邁體衰的一天，讓我們也正視這
個事實……年老的父親也需要被愛。

年老的父親
也需要被

讀經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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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賈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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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話語

上帝說：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當你覺得壓力承受不了時……

上帝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安息。
當你怒氣難當的時候……

（分享上帝的話語）

上帝的忠言

當你感覺得雙手無力的時候……

上帝說：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輕易發怒的人，大有智慧。
當你說你做不下去時……

上帝說：我的恩典夠你支持下去。
當你有意道人長短時……

上帝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當你對人冷漠時……

上帝說：你要心裡火熱，要愛人如己。
當你憤怒不平的時候……

上帝說：不要為自己申冤，寧可讓步，
聽憑主怒，主說，申冤在我，
我必報應。
當你說我害怕……

上帝說：我給你們的不是膽怯的心，
而是剛強、仁愛、諒解的心。
當你驕傲的時候……

上帝說：敗壞之先，人心驕傲，
心驕氣傲的人名叫褻慢，
他行事狂妄，都出於驕傲。
當你憂傷時……

上帝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當你的付出沒有成果時……

上帝說：含淚播種的必歡呼收割。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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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話語
當你有意道人長短時……

上帝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當你吝嗇幫別人時……

上帝說：施比受更有福，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他們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當你遭到患難的時候……

願耶穌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上帝說：你們在一切患難中，我就安慰你們，叫你們能用
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當你看不清方向的時候……

上帝說：忘記背後，努力向前，向看標竿直跑。
當你流淚的時候……

上帝說：憂傷懊悔的心，我必不輕看，我必領你們到
生命的泉源，我必擦去你們一切的眼淚。
當你走投無路的時候……

上帝說：求，就得著，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
又難的事指示於你。
當你功成名就時……

你要稱謝耶和華你的上帝，不可忘記祂的恩典。
當你追逐世間名利時……

上帝說：得到了全世界，若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又有什麼意義呢？
當你禱告不得應許時……

上帝說：我有更美好的。
當你愛不下去的時候……

上帝說：恨能挑起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愛裡沒有懼怕，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永不止息。
“上帝的忠言＂是心圭姊妹用電子信件轉發給教會部份兄弟姊妹，現刊出與大家
分享。人們會有各種各樣的境遇和追求，你讀聖經，都會找到上帝給你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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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因此，我
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詩16:8-9）
◎ 孫以靜

我駕駛著車飛快地在101號公路上奔馳著，照
樣地，我也快速地轉往並在134、5、10號公
路上前進，我沒有超越許多別的車，因為它們的
主人跟我一樣，急速地想從這裡趕到那裡，從那
裡再趕到別處……我們每天就是這樣快速地，忙
不停地向未知的未來飛奔過去。
今天，我又是這樣的趕著，突然一個人闖進
了我的思維，他也總是在忙著，卻忙得從容。他
也常常開著車，但他卻有獨特的見解，一位“坐
在駕駛盤後的是神的兒女！多榮耀，多尊貴的身
份！＂
每當想到爸爸時，一股暖流就充滿我的心
裡，它給了我一種安定的力量，幸福的感覺。
守住神兒女的身份是爸爸一生作人處事的基
本原則。
他讓我見到作為神的兒女，如何落實以出世
的心態來過積極入世生活之道。爸爸一生事業順
利，他的履歷令人稱羡，職場生涯的每一階段，
總是得到上司的器重，下屬的愛戴，及同儕同業
的尊敬。事業上的成功及它所帶來的一切名利地
位，在他人生的順位上，其處置卻是非常低下
的。從他身上我看到“以諾與神同行，並且生兒
養女＂的實際範例。在他埋頭苦幹的同時，卻能
將萬事看作糞土，深知這一切努力所換來的成就
都只是暫時的，沒有任何永恆的價值。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這種認知的同時，他從
不失去對工作的熱誠，事業上的起伏，人事的變
遷，歲月的更迭，似乎都不會讓他感到失望或灰
心，我和他一樣“愛工作。＂但我卻有失望灰心
的經歷。我從未問過爸爸，支撐他工作熱誠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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訣，我想了又想，只能歸諸於他很獨特的赤子之
心。爸爸在神面前，始終保持清心，以自己的無
有，得到神所賜的所有。每天從神支取一天所需
的力量，積極過著忘記背後，努力面前，活在當
下的生活，既然對在世上的付出沒有任何得到回
報的期望，那麼也就無所謂任何失望或灰心吧！
他讓我見到作神的兒女，如何能在洪水犯濫
之際，仍持守耶和華坐著為王的信念。爸爸做事
從容不迫，遇到任何事情，甚少將喜怒形於色。
頗有“泰山壓頂而不變色＂的胸襟和氣概。他的
一生，驚濤駭浪碓實經歷了不少，但我甚少見到
他為任何事夜不成眠，食不下嚥過。他將一切重
擔帶到主的面前，眼淚只有在禱告時才會流出。
他讓我見到一位神的好兒女，服事神的態
度，爸爸在任何方面，都能稱為是一位看見主常
在他眼前的基督徒。他多年來總是以謙卑的心，
接受教會在事奉上的任何安排，不論大小，難
易，他通常在第一時間的答覆都是“好＂。因為
他落實“寧願在耶和華的院宇住一日，勝過在別
處住千日＂的想法。在答應之後，他往往得再想
辦法如何能在有限的時間之內，把該作的事情
都能作得完善。他晚年教主日學，在週間白天工
作忙碌一整天之後，每晚辛勤備課，與神的兒女
共同研讀神的話語，是他一週中最快樂的時刻。
為此，他常常付出代價，比如說，當他喜歡看
的Lakers的球賽正在精彩進行時，他會果斷地站
起，回到他的書房去預備主日學的教材。
爸爸天生有非常好的歌喉，自小就喜歡唱詩
歌，而且有領導的才能，他在七歲時就以不斷的
唱詩，使得他對救恩不大清楚的祖母，終於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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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屬靈的爭戰裡得勝，安返天家。多年來，常
常有不同時期的弟兄姊妹們會提到爸爸領詩，他
被神愛所充滿而感人的歌喉，他的領詩，能預備
弟兄姊妹的心聽神的話語，在在帶給他們教會生
活中難忘的回憶。爸爸也曾告訴我們，領詩是所
有事奉中，他所最喜歡的一項。在他壯年時，當
時教會裡的中年人發出回響，覺得人人都應該可
以領詩事奉，爸爸從神領受溫柔的順服，他立即
停止了領詩的事奉，開始忠心的，從讀五線譜到
如何打拍子，來教導許多並沒有任何歌唱及領詩
恩賜的弟兄們，使他們可以上臺作領詩的事奉。
因為他清楚的認知，事奉神，不僅憑自己的恩
賜，更不憑自己的喜好，但求弟兄和睦相處，討
神的喜悅。
爸爸是一位很具表達能力，卻不多話的人，
他從不批評議論他人，也不喜歡擅自給人建議。
生平中爸爸給我一次嚴肅的關照，使我終身受
用，那是當我在研究所畢業，開始作事時，他和
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經驗，交代我每到一個新的環
境，務必要保持低姿態，對任何人都要有禮貌，
因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的教誨，使我少走

了許多彎路，少吃了許多不必要的苦，每當環境
變遷，他的叮嚀，就出現在我的耳際。
二哥日前告訴我：“在爸爸過世的那天，我
就和自己約定，決不讓爸爸在我記憶裡褪色。＂
確實，我們人生閱歷已豐，在識人無數之後，使
我們更珍視爸爸是我們的父親的事實。雖然他已
過世十二年，他的行誼，仍然鮮明地活在我們的
記憶和腦海中。他表裡如一的真，一顆赤子之心
的善，他完全不計較的無盡付出，他雖擁有一切
優越條件，卻能持守的謙遜態度和神賜給他的溫
柔及忍耐。我仍常常在心裡與他對話，就是這種
心靈對話，也使我受益。
如今爸爸在天國，享受讓全人每一個細胞都
被神的榮耀所充滿的喜樂之中，我只能想像爸爸
這位一心嚮往天家，忠心愛神的兒女，恆久住在
天家的快樂，我羡慕他。
我的車仍然在101號上急速地奔馳著。但
是，我知道我不是無定向的在往前衝，有爸媽所
立的榜樣在前，我知道我人生的順位，我也清楚
明白我永遠的目標設定在那裡。

主啊！有祢你相伴一起走
主啊！我要抓緊祢的手，
去天堂的路上，我害怕，我們約定一起走。
主啊！我看不見祢的手，
天堂的路上，太黑了，寒冬把陽光奪走。
主啊！我聽不見祢的聲音，
去天堂的路上，太遙遠，前路茫茫無盡頭。
主啊！祢張開了溫暖的雙手，我已緊緊握住，
去天堂的路上，不孤單，有祢相伴一起走。

◎ 麥李雲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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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曹彬姊妹 ~
我已經不記得是怎麼認識曹阿姨的了。只知道
一來這個教會，沒多久就跟著別人叫她曹阿
姨。她燒的一手好菜，曾經在膳食組服事。
她愛教會，把教會當作自己的家，把教會的
廚房當作自己家的廚房一樣，愛惜保養，整理得
乾乾淨淨。她也很愛孩子們，在幼兒事工服事多
年。她曾經稱讚我的兒女，雖然我知道孩子小時
候很頑皮，但是在她眼中每個孩子都是可愛的。
她稱讚的時候，你知道她是真心的，因為她那誠
懇的態度。
能夠更進一步認識她，卻是最近這幾年的事。
我們原先在星期三的禱告會是同一個小組的。
後來我們開始在星期五的早晨也一起禱告。
許多時候為著心中的負擔，我們一起放聲流淚禱
告，也有許多時候因經歷神的信實而歡喜快樂，
獻上感恩。
我們彼此陪伴，靠主渡過了人生中許多重
要，值得記念的階段。
自從她被診斷出肺癌的這三年，因為有更多
的機會與她相處，得以聽到她一些見證。她就像
我自己的阿姨一樣，娓娓地述說著陳年往事，沒
有任何埋怨，有的是逆來順受，只因她心裡有主
耶穌。
她很年輕就守寡，雖然這是她生命中最大的
無奈與最深的傷痛，但是她選擇依靠主耶穌。她
相信耶和華是她的伸冤者，是她兩個兒子的父
親。儘管環境艱難，她卻持守真理，從不走捷徑
或用人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她堅持著“耶和華是
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信念，渡過人生的
困境。
例如當初有機會來美國時，有人建議她，先
來美國，站穩了腳步，再把孩子接來，她卻堅持
一定要把他們帶在身邊一起來美國。
結果在她移民，以及工作的事上，處處經歷
上帝的信實供應。而她的兩個兒子，媳婦也非常
孝順她，輪流陪她看醫生，一起用餐等等。當她
提到這些事時，臉上總是露出作母親安慰的笑
容。
雖然在醫生診斷她得肺癌的事上，從人的眼
光看來，似乎有被耽誤的現象，但是她提起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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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張瑞

事，卻毫無怨尤。她相信一切都在愛她的主手
中。
她知道生命，氣息，存留全在乎上帝。主也
恩待她，以最新研發出來的抗癌藥來幫助她。每一
個治療，檢查，她都告訴我們禱告小組，因為她相
信禱告的力量。藉著禱告，她得以靠主勝過一次又
一次，頻繁的檢查與治療。在最後要進入電療的階
段，她讓我看醫生為她定位電療的腹部。我問她，
“曹阿姨，妳有什麼感覺嗎？＂她平穩地回答我，
“我一點也不怕，全交給主了。＂
曹阿姨的愛心是眾所週知的。
我記憶猶新的一次，就是她忍受著抗癌藥物
使她手指疼痛痛苦，為我母親作了她喜歡吃的紅
豆核桃糯米糕。我想到這塊糯米糕放進了多少愛
心，就真的是吃在口裡，痛在心裡。
在曹阿姨的身上，我看到上帝的信實與恩
典。我想到哈巴谷書上的話：“雖然無花果樹不
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
出糧食，園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
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
的力量，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
在高處。＂我感謝神，讓曹阿姨成為我生命中的
祝福。她堅定的信心，活潑的盼望，豐富細膩的
愛心，是我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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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兒子的一封信 ~
親愛的鑫兒：
此次你邀請我們參加你的畢業典禮，並且沿著你
每天走過的路線：宿舍、教室、圖書館、辦公室、運
動場，親自體驗了一遍，使得我們對你這幾年的學校
生活有了全面的了解。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天，卻讓我
們體會到了你這些年的堅韌和辛勞。記得你入學後的
第一個聖誕節，是一人在校園裡度過的。次年暑假回
家，媽媽注意到了你手背上有疤痕，你只是淡淡回
答，是第一年冬天，從宿舍騎腳踏車到教室上課時凍
傷的。這次我們親自走了一遍，才知道從你宿舍到教
室竟有那麼遠的距離，也不難想像，在美國中西部冬
天那飄雪的日子裡，騎腳踏車上課是一種什麼樣的境
況！
看得出，你在學校的生活遠比我們猜想的還要艱
苦許多。你媽媽一走進你那擁擠不堪的小屋，就流下
了心疼的淚水。她萬沒有想到，她的寶貝兒子就是在
這樣的環境中完成了自己的學業。見此情景，爸爸的
鼻子也酸了。
幾年來，你一邊打工，一邊讀書，每年回家不到
一周的時間，就匆匆返校，而每次回家，當爸媽問你
是否需要金錢支持時，你總是信心滿滿地回答說：
“我的錢夠用＂。
記得你小時候，從來不吃皮上有黑點兒的香蕉，
可是有一年聖誕節放假回來，你卻從隨身的背包裡掏
出一串香蕉，外皮已經黑了，你說這是在學校沒有吃
完，扔掉了挺可惜的，於是就帶了回來，外皮雖然難
看，但是裡面還是好的。環境使得你學會了節儉，生
活使得你明白了看事情不只看表面。為了節儉，你租
了最便宜的房子，為了節儉，你自己煮飯，在艱難的
環境裡，你學會了照顧自己，在獨立的生活中，你獲
得了謀生的技能。
記得有一次通電話，我們聽到你那一邊有叮叮噹
噹的響聲，你說你正在準備下一周的用餐。可是我們
此次親眼目睹了你的居所，才發現，你一無煮飯的廚
房，二無烹調的空間。就在我們要返回洛杉磯的那個
早上，在你那沒有廚房的狹小空間裡，你親手為爸媽
準備了早點，毫不誇張地說，那是爸媽吃得最為溫
馨，也是永遠難忘的一次早餐。
令爸媽感到欣慰的，是看到你跪在主面前虔誠地
謝飯禱告，正是靠著上帝的恩典，你才能一步步走到
今天。你給我們分享，有一次你和同學滑雪，不慎摔
倒，造成左臂脫臼，痛得你滿頭大汗，你是呼求主耶
穌的名才得到安慰和治療。你還告訴我們，去年聖誕
節期間，你一個人駕車從普林斯頓回密執安大學途

◎ 賈愛軍

中，在冰凍的高速公路上，發生了連環大車禍，是上
帝，慈愛的天父，保守了你的平安。
這次爸媽感到最為安心的一件事，就是你剛到美
國的第一個主日，我們就把你帶到了主耶穌的面前。
你不僅參加了教會的福音班，信徒造就班，並且受浸
歸於耶穌名下，從此成為神家裡的一員。毋庸置疑，
爸媽是你在這個世界上最親的人，爸媽真心希望你一
切順利，萬事平安。但爸媽要你明白，在這個世界
上，只有神，才能帶給你真正的平安。想一想，在你
摔傷胳膊那痛苦的時刻，在你發生車禍那無助的時
刻，在你感到孤獨和沮喪的時刻，在你最需要幫助的
時刻，只有神守護在你的身邊。
過去幾年，你有過苦澀，也有過挫折，有過沮
喪，也有過軟弱……經過了兩千多個“流淚播種＂的
日子，兒子啊，你終於迎來了今天的“歡呼收割＂。
爸媽為你感到自豪，也衷心地向你表示祝賀！
你從小就是一個懂事的孩子，在學習上很少讓我
們操心，你小時候帶給爸媽的全是快樂和美好的記
憶。你是那麼的乖，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只要有一本
書，你就會有很大的滿足。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
業，神賜我的產業是如此美好！每當爸媽想起你，我
們的內心就會不由自主地流下感恩的淚。我們就會情
不自禁地感謝我們的神，謝謝祂，使我們成為一家
人。
從學校畢業，又是人生的一個新起點，你面前的
路還很長，當我們在底特律機場相互擁抱道別時，我
突然感覺到，擁在我懷裡的，已經不再是當年爸爸可
以一手抱起來的小baby了，而是一個男子漢的寬闊而
堅實的臂膀！
鑫兒：
你真的長大了，就像那展開雙翅的雄鷹，正劃破
長空，沖向藍天，飛向神為你預備的迦南美地！從你
出生之日起，爸爸就盼望著這一天，但是，當這一天
真的到來時，說實在的，爸爸心裡又有些捨不得。但
是爸媽祝福你，我們唯一的願望就是你能把我們的信
仰，像奧運火炬一樣，一代一代傳下去。讓基督掌管
你的生活，不論前面的道路是陽光明媚，風和日麗；
還是風雪交加，陰雨連綿，都有主耶穌伴隨著你度過
每一天，永遠記住：“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願上帝的祝福和帶領與你同在
愛你的，
媽媽和爸爸
2010年5月於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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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
他為真理出門
◎ 林奇輝

尼哥底母心裡非常煩躁，雖然逾越節前後的天
氣清爽舒適，卻不能舒暢他的心。雖然最
近自己在猶太公會中的服事和工作也算平順，心
裡還是忐忑不安。雖然全家大小都剛剛歡度逾越
節，但是過節期間，他知道自己常常若有所思的
魂遊象外。尼哥底母心裡清楚明白，知道自己所
擁有的一切，都是蒙耶和華神的保守看顧所賞賜
的，因此總是有一顆感恩的心，成為他在公會中
服事的動力。然而內心深處總是覺得有些事情正
在發生。
這幾天在耶路撒冷城，發生的數件事情，讓
他心頭難以釋懷。就是有一位年輕人，每當他出
現的時候，就是有很多人圍繞著他。這年輕人相
貌一般並不特別出眾，卻很有吸引力，總是有許
許多多人跟著他。但是他並不因此而聚眾作惡滋
事，反倒經常幫助百姓們解決問題，提供答案，
甚至在街頭巷尾，傳講一些聽起來像是天國的信
息。然而更使得尼哥底母心裡怦然而跳的，就是
聽到這年輕人行了許多神蹟奇事，醫治了好些難
以治癒的病人，有許多人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和聽
了他所傳講的道理，就信了他是彌賽亞。甚至有
些經常熱心出入公會的會友們也信了他。由於自
己是法利賽人的身份，這些人在自己面前就不敢
提說，他們已經相信那年輕人就是彌賽亞的事，
這事真是惱人。
彌賽亞來臨了這會是真的嗎？還是又將是一
場社會動蕩混亂的開始？若是真的，那豈不是一
件令人興奮的大事，因為耶和華神在聖經中，應
許猶太人要得救贖，彌賽亞要將以色列人，從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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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人的政治壓迫中解救出來，要讓以色列恢復先
祖大衛做王掌權時的威望，以色列要得榮耀的應
許，豈不是馬上實現了嗎？……但是回頭一想，
以前有一位名叫丟大的，自誇自己就是要帶領猶
太人得救的彌賽亞，聚眾超過四百多人，到處騷
擾滋事使公會頭痛了好久，差一點引起羅馬軍隊
的干涉，讓人揑了一把汗……。
他聽聞了耶穌在迦拿將水變酒的事跡；耶穌
憤怒的趕出聖殿中做買賣的人，並且信誓旦旦
的與人爭辯說衪可以三天就蓋起聖殿，以至於
有許多人看見祂所行的這麼多的神蹟和滿有權
柄的教訓，就信了這位年輕人，就是那位救贖
主？……。記得自己年輕的時候，約在三十年
前，希律王是當時羅馬派駐在耶路撒冷的分封
王，他要求以色列人要回鄉報名上冊時，有一位
猶大從自己的家鄉加利利出來，引誘百姓跟從
他，也騷亂了一陣子，讓人揪心不安，煞費周章
終於平定了亂事。現在聽說這位年輕人是從拿撒
勒來的木匠，一個木匠的家庭，怎能有一位這樣
的兒子呢？拿撒勒離加利利不太遠，莫非又要舊
事重演……？
尼哥底母雖然願意相信以色列的救贖主已經
來到，但是誰又有智慧去辨識真偽呢？除了一股
強烈的好奇心，現在又多了一層社會責任的負
擔，心裡就想要去找這位年輕人見見面，當面詢
問他，到底他是誰。這個意念越來越強，甚至有
幾分興奮。……可是想起了自己的年齡，身份和
地位，自己合適去找這位年輕人嗎？若是在公會
裡的祭司長們、同僚們聽到了，會對自己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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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呢？會不會去看了這位耶穌，使自己的法利
賽人身份，和在猶太公會裡擔任委員的地位發生
動搖，而失去眾人的信任？
心裡交織了對探討事實的渴望，和自己對社
會地位的考慮所引起矛盾。但是漸漸的，對於事
實的追求和真理的探索，加上好奇心的驅策強過
了這些外在的因素，尼哥底母決心要找個路上行
人稀少的晚上，去看看這個年輕人。經過數日的
打聽，尼哥底母終於知道從拿撒勒來的耶穌，他
的住處在那裡。既然知道了住處在那裡，那夜尼
哥底母就跟家人交待了，說是要去看一個朋友研
讀律法書，就摸黑出門去，卻是暗暗的去找拿撒
勒人耶穌。
一路上尼哥底母揣摩著，遇到這位年輕人的
時候，該如何稱呼他，才比較得體呢？這位耶穌
那麼年輕，真是可以當自己的的兒子，要怎麼稱
呼這年輕人呢？若有這麼聰明能幹的年輕人，可
以成為自己的門下學生該有多好！然而想起他所
聽到有關這位年輕人所做的事，和傳聞中他所教
導內容，憑良心講，以當時的猶太學術界中迦瑪
列之流的，或是在宗教界中像是亞那，該亞法大
祭司們等，或是百姓所尊敬的約旦河邊的施洗約
翰？都想不出任何一位資深的權威人士，可以和
這位拿撒勒來的年輕人分庭抗禮？莫非他真是耶
和華神，最新興起的一位年輕的先知？又想到以
色列四百年來已經沒有一位神所看中的先知了，
雖然這些年總有一些自稱先知的人，但是後來都
不了了之的銷聲匿跡了。
難道神真的憐憫以色列人，知道多年沒有先
知在我們中間，真的恩待我們，給我們興起一位
先知，甚至就是我們所等待的彌賽亞？尤其想起
人們傳聞中，他所行的神蹟，可以將幾個水缸的
清水，剎那間就變成美酒，加上他有能力可以醫
病趕鬼，這些傳聞都是有憑有據，又有學問能講
出既簡單又很深奧的神學思想，不但不像一個江
湖術士，卻更像一位學問高深道德家，心裡漸漸
確信這個年輕人，是從神那裡差派來的。想著想
著，心裡不禁的興奮起來，黑暗中的腳步也自然
的加快了。於是尼哥底母決定，當他遇見這位比
自己年輕許多的耶穌時，還是尊敬他一點比較妥
當，免得萬一得罪了神所差派的先知，將來可能
成為一個虧欠。
敲開了耶穌住家的門，看到裡頭有許多跟隨
他的人，都坐在一起，看起來好像他們正在討論
著什麼事情似的，也有點像在上課的感覺。大部
份都是年紀比自己還年輕的跟隨者，有些像是外

地來的，也有些是城裡的孩子，但是樣子都很喜
樂又溫文有禮的，不像一般的年輕人，在一起時
總是吃吃喝喝鬧哄哄。在等著被引進的時候，雖
然自己沒有說出身份和職稱，但是從這些人看著
他指指點點的樣子，可能有些人知道他是誰，這
又讓自己有些緊張了。
哥尼底母那不安的情緒開始滋長的時候，被
一位笑盈盈的，自稱為彼得的年輕人打斷了。彼
得引著他來到另一個人面前，並且介紹這位年輕
的拉比就是從拿撒勒來的耶穌。尼哥底母定睛看
著耶穌的時候，心裡不安的情緒剎時消失無蹤，
一種平安和喜樂，從靈裡的深處油然而生，心裡
有一種根深的感動知道自己來對了。這位相貌一
般的年輕人，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吸引力，讓自己
無法將眼光從他身上移開，因為他的身上有一種
過人的氣質，一種說不出來的特質深深的吸引著
自己。
他們眼光相遇的時候，更是讓尼哥底母心驚
動魄，因為這位年輕的耶穌，他的眼光很慈愛
的，又帶著一股很強的透視力，令人無法迴避。
尼哥底母覺得自己的心思意念，在剎那之間就被
這位耶穌讀透了，被他全然了解，但是也被全然
接受了。反而覺得這位年輕人，是一位睿智慈祥
的長者，自己在他前面，倒成為一個未經世事的
年輕人。一種膽怯又謙卑的情緒佔滿自己的心思
意念，反而覺得不好代表自己的意見來提問題。
終於他開口了：“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
來作師傅的……。＂
當他聽到耶穌說：“……若不重生，就不能
進神的國……。＂。尼哥底母不完全聽明白這年
輕人所說的話，卻產生了一個疑慮“重生???＂
聽都沒聽過，人要“重生＂才能進神的國??人從
母腹而生，但是重生就是再出生一次。怎麼會有
這樣的事呢？這個年輕人為什麼說的話和我們傳
統教導的，就是不一樣呢？
但是既然來了還是要問清楚罷！於是尼哥底
母問說：人都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
再進母腹生出來麼？心裡期望耶穌能給他一個滿
意的答覆。接著耶穌告訴他一段活到這麼大還沒
聽過的說明。從水和聖靈生？從靈生的就是靈？
風隨著意思吹？隨誰的意思吹啊！怎麼叫做凡從
靈生的就好像風一樣？掂掂自己的份量，也是一
個知經達禮的法利賽人，從小讀經總是還有一點
心得，為什麼這位年輕人所說的話，一句都聽不
懂！但是瞧著耶穌的表情和眼神，卻不像在開玩
笑的樣子，而是認真而誠懇的想要向自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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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從水生和靈生就可以重生？＂脫口而問
“怎麼有這事呢？＂這年輕人這時候倒像一位
長者，眼神慈愛而聰慧，並且充滿了諒解的回
答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
麼？……人子也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
都得永生。＂
這下子尼哥底母聽清楚了一句話，就是這
位自稱為人子的年輕人，他說自己是從天而降
仍舊在天的那一位。從理性、哲學、邏輯、摩
西五經、大小先知書，自己從小所受的宗教訓
練，都無法接受剛剛聽到的這席話。但是從耶
穌真誠而帶著權威的樣子，加上自己內心深處
的回應，卻是知道耶穌正認真的在教導他一些
自己從來不知道的道理。雖是不完全的懂卻是
被折服的。
當他還在沉思剛剛所聽到的道理，耶穌繼
續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信
他的不被定罪……光來到世間……但行真理的
必來就光，要顯明祂所行事的靠神而行＂。尼
哥底母在內心深處的地方，被大大的觸動了，
眼淚在眼眶中打轉。這些超過他一生中所學習
的任何經文，記得申命記明明寫著“伸冤在
我，我必報應＂又說“主要審判祂的百姓＂。
但是這位人子，卻說“神的獨生子，不定罪，
還要賞賜永生＂這真是神深邃的愛啊！第一次
他明白了神的愛，不是為著要審判世人，而是
要拯救世人，有這樣的神的兒子，我怎能不接
受呢？
踏著深夜的街道，回家路上雖然漆黑黑
的，卻因為耶穌的話語中，明白了生命的光，
所以心裡一直亮淌淌的，並且有一絲說不出的
喜悅在內心裡的深處，像脈搏般的跳動著，跳
動著。他自己在公會的身份和地位，著實很難
公開對大家表白他新的相信。但是他今天晚上
所經歷的，從懷疑不安變成心裡相信，相信這
位年輕人是神的兒子，為此他暗中下定決定，
在有生之年要默默的跟隨這位稱為耶穌的人
子。
＊後記：尼哥底母後來在住棚節時，祭司
和法利賽人的差役因聽了耶穌講道而沒有捉拿
他時，出來為耶穌辯護。並且耶穌死後帶了
一百斤的沒藥和沉香一起和門徒們辦理耶穌的
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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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第十一篇
我今投靠神
惡敵暗中計
根基為首要
主在聖殿中
慧眼察世人
神驗義人行
正對惡者杯
主乃公義神

如鳥遁山行
箭射正直人
義人所倚靠
寶座立於天
巍巍遍環宇
忌恨惡者心
硫磺與火風
正者得面覲

詩篇第十二篇
祈主時佑助
口中謊言勝
以己口為主
主眷窮困人
神言純淨語
主必時護佑
惡人若升高

因世缺誠信
神必全去除
炫以舌得勝
庇於穩妥所
如銀爐七煉
永眷脫人手
必在各處遨

詩篇第十三篇
主忘至何時
愁苦至何日
求神常顧允
免我沉睡死
我惟靠主愛
主用厚恩待

何竟掩聖容
敵興至何時
使我目光明
免敵樂歡欣
我心賴主恩
今樂向主頌
◎ 李但以理

綜合園地

萬水千山兩地情
◎ 林雪璋

我們敬重的鍾牧師、師母和張世明牧師、
師母帶領國語堂詩歌班一行四十人遠
渡重洋於六月三日蒞臨廣東潮汕，前後逗留
三個晝夜，途經汕尾、揭陽、潮州、彩塘等
城鎮都曾駐足停站，走進多家教堂宣傳福音
真道配搭聖樂崇拜。感謝主，我有機會同時
回到故鄉汕頭暫住，得知這個消息與他們共
聚，真是喜出望外。
六月五日下午三時半，在汕頭市西堂舉
辦音樂崇拜講座，由張牧師主講並主領詩班
獻唱聖詩。牧師祖藉潮汕，腳踏鄉土，聞到
鄉音，心感鄉情，真是驚喜。本地教會的聯
合詩班做了親善回應，藉此進行交流互動。
張牧師即席對個別詩班員指揮和合唱點評輔
導，神的忠僕謙恭柔和，盡心盡意為主工不
辭勞苦，給大家留下美好的榜樣和長久的記
憶。
六月六日在汕頭市恩典堂參加主日聖餐
崇拜，海內外主內親人懷著濃濃的真情按時
齊集會堂內，整幢大樓底層到四樓的及低層
樓梯旁加上小板凳坐得爆滿，普天下凡是神
國度的子民無分貴賤，會眾在聖殿中同心合
意敬拜事奉，擘餅飲杯紀念主！安靜聆聽鍾
牧師證道，傳講“主餐之夜＂的寶貴信息，
牧師充滿聖靈信息和聖經的話使每個人深受
感動，我們得救蒙恩是何等的福份。
跟隨團隊長途跋涉而來的詩班成員有
十二歲的翩翩少年，也有年已古稀的銀髮長
輩，還有年青姊妹。李愛琳是僑居海外的汕
頭人，這次專程從洛杉磯提前返回老家，先
行為團隊到來的事工活動暖身，然後再匯合
詩班上台獻唱，為盡地主之誼，日以繼夜的
奔波辛勞，熱誠週到的款待賓客，減除大家
出門在外人地生疏的煩惱。整個團隊行動一

致，處處禮讓和諧，充份體現神家兒女彼此
相愛的良好品格，行程忙而不亂。感謝愛琳
姊妹的愛心服事，我有短暫時間伴隨團隊穿
梭同行，體驗和睦融洽的團契生活，離別前
一天的晚上共同進餐分享愛筵，品嚐豐盛的
地道美食，席間歡聲笑語，感覺如同親人般
甜蜜，人人大飽口福。神的恩典奇妙，兩地
教牧天涯海角今日聚首，通過實地探討以及
交心訪談，有效提升屬靈智慧，加深牧養群
羊的親力度，肩並肩為興旺普世福音共創佳
續。
汕頭教會主日崇拜早堂定在八點三十分
開始，由於時間匆促，真所謂分秒必爭，這
日例行的靈修早禱由林黃綺痕姊妹主持，利
用住宿酒店到教會的交通路段中進行，教牧
與各肢體在車程的座位上開卷讀經，齊心禱
告交託，懇求恩主引領平安，保守各項聖工
順利進展，歸榮耀給天上的父神。
禮拜天聚會完畢後，匆匆收拾行裝，這
支老中青年組合的福音隊伍，為成就事工的
使命，馬不停蹄再次踏上征途，乘坐客運
專車經香港轉機前往馬來西亞，如此風塵僕
僕的趕路，在迎來送往的接觸中，作為同齡
人，不禁為眼前的年長一族歡呼致敬！他們
本當悠遊自在，安逸頤養天年，享受夕陽紅
的黃金歲月。然而數十年如一日，在自己屬
靈的家中，心志永不移，堅守著十字架下的
甘苦。有一天在永恆的家鄉，要領受天父的
獎賞。
雜七雜八記錄了我點滴的所見所聞，特
此鳴謝鍾牧師在精神上給予大力的支持鼓
勵，首先除掉自己文化學識低淺的顧慮，放
膽在文字方面參予卑微的事奉，我深信心靈
誠實的耕耘是上帝所喜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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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學之美，看神的神奇之一
◎ 轉 載

1+1=2，這是眾所周知的規定，如果把數字寫多一些，寫成
1 x 8 + 1 = 9
12 x 8 + 2 = 98
123 x 8 + 3 = 987
1234 x 8 + 4 = 9876
12345 x 8 + 6 = 98765
123456 x 8 + 7 = 9876543
12345678 x 8 + 8 = 98765432
123456789 x 8 + 9 = 987654321
可以看出數是很有規律性的，再有
1 x 9 + 2 = 11
12 x 9 + 3 = 111
123 x 9 + 4 = 1111
1234 x 9 + 5 = 11111
12345 x 9 + 6 = 111111
123456 x 9 + 7 = 1111111
1234567 x 9 + 8 = 11111111
12345678 x 9 + 9 = 111111111
123456789 x 9 + 10 = 1111111111
這種帶有規律性的數，千變萬化，最後歸一。
9
98
987
9876
98765
987654
9876543
9876543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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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x
x
x
x
x

9
9
9
9
9
9
9
9

+
+
+
+
+
+
+
+

7
6
5
4
3
2
1
0

=
=
=
=
=
=
=
=

88
888
8888
88888
888888
8888888
88888888
888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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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炫囉！是不是，再看這個對稱式
1 x 1 = 1
11 x 11 = 121
111 x 111 = 12321
1111 x 1111 = 1234321
11111 x 11111 = 123454321
111111 x 111111 = 12345654321
1111111 x 1111111 = 1234567654321
11111111 x 11111111 = 123456787654321
111111111 x 111111111 = 12345678987654321
看了以上的幾組數字，你會對數和數組的規律產生點興趣嗎？數字除了能
計算外，還能表達什麼內容呢？請注意101%，這個數所表達的內容。
從一個嚴密的數學觀點出發，什麼是100%。你可以用文字表述，說這是完
全，達標。這裡用一個小小的數學公式來解釋，可以幫助你認識，理解這其中
的內容。
如果將英文字母順行排列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依次代表下列相對的數字的百分數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
你努力工作HARDWORK相對應的數字給出
8+1+18+4+23+15+18+11=98%
你有知識KNOWLEDGE相對應的數字給出
11+14+15+23+12+5+4+7+5=96%
而態度ATTITUDE。如果你的態度誠懇敬虔，可以給出
1+20+20+9+20+21+4+5=100%
那麼看看神的愛能達到多少？LOVE OF GOD
12+15+22+5+15+6+7+15+4=101%
因此，我們可以從數學的運算，得到一個推定的結論，就是努力工作+知
識，祗能讓你按近目標，而誠懇敬虔的態度可能讓你達到目標。唯神的愛能讓
你超越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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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食同源
人是不應當生病的，保養得好，不會生病。如何保
養得好？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教導我們要竭力

◎ 轉 載

能來自於“預防骨質流失”。因此，想要利用洋蔥健
康的人，每天可能要吃200~300克（10盎司）洋蔥才
能防止骨質疏鬆症。醫食同源，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蔬
菜水果，都具有藥物般的療效。像西餐裡少不了的配
菜－－洋蔥，它對身體有好處，簡直超乎想像。洋蔥
炒蛋、洋蔥炒牛肉，都是美味無比的健康菜，而洋蔥
還可以用來生吃或榨汁喝，根據醫學實驗，它更能發
揮多種神奇療效。
洋蔥可預防膽固醇過高，有資料說，每天吃半個
洋蔥或喝等量的洋蔥汁，平均可增加心臟病人約30%的
HDL（好膽固醇）含量，但是洋蔥煮的越熟，越不具
效果。洋蔥可分解脂肪，洋蔥內含有的化合物能防止
血小板凝結，並加速血凝塊溶解。所以牛排通常搭配
洋蔥一起吃是很有道理的。
洋蔥可以預防胃癌，洋蔥、大蔥、大蒜、韮菜這
些蔥屬蔬菜，因含有抗癌化學物質，常吃，得胃癌機
率很小，洋蔥可以對抗哮喘，因它抑制組織胺的活
動，洋蔥可以治療糖尿病，因為醫學已經證明，洋蔥
確實能夠降低血糖，無論生吃或熟吃都同樣有效果，
因為洋蔥裡有一種抗糖尿病的化合物，類似常用的服
降血糖劑甲磺丁胺，具有刺激胰島素合成及釋放的作
用。洋蔥還有其它多種療效，遠不止上述舉例。現介
紹食物的相剋和相生。

追求良善，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但
是人們常有不良的生活方式或者營養不均衡，引發健
康問題。要想身體健康建議你第一要有平和的心態；
第二要有均衡的營養；第三要有適量的運動；第四要
有充足的睡眠。在飲食營養方面至關重要，不一定要
吃所謂的御膳，廣大的勞動人民身體是健康的，猶其
是信主的基督徒。現介紹一種極常見的蔬菜“洋蔥＂
是骨質疏鬆症的有效藥菜。另外有一些食物不能同時
吃，同時吃對身體有害，即食物的相剋，有些食物一
道吃對身體健康有加分作用，即食物的相生，供大家
參考。
洋蔥做菜，切菜，讓人流淚，味怪異，非高超
的料理手藝，難有洋蔥熱愛者，但是要想身體的骨
骼結實，身體長高，預防骨質疏鬆症，還是乖乖
就範，捏住鼻子吃洋蔥。權威刊物“自然”的最新
研究報告指出，洋蔥是能夠防止骨質流失的最佳蔬
菜，其預防骨質流失的效果，甚於骨質疏鬆治療藥品
（Calcitionin）。實驗效果是雄性大白鼠每天吃1克乾
洋蔥，連續四周後，其骨質平均增加13.5 ~ 18.0% ，
讓摘除卵巢的雌性大白鼠每天吃1.5克洋蔥，結果骨質
流失的速度減少25%。研究人員認為，洋蔥的效果可

食物相剋

≠

≠

≠

西紅肺≠蝦子

蜂蜜≠大葱

絲瓜≠白蘿蔔

蝦肉內含“五價砷”，無毒，但
與西紅杮同食將還原成三價砷
（俗稱砒霜）有毒應慎重。

蜂蜜和大葱同食會引起中毒，傷
眼睛，引起眼睛不適，嚴重會導
致失明。

絲瓜與白蘿蔔同食傷元氣，導致
陽痿、早泄、糖尿病

≠

≠

≠

雞肉≠芹菜
雞肉與芹菜同食會傷元氣，可使
身體免疫力降低，會引起多種疾
病。盡量少在一起食用。

鵝肉、鴨肉≠梨
鵝肉、鴨肉與梨同食傷脾，長期
食用可導致腎炎。

驢肉≠菌類
驢肉與菌類同食會引發心腦血管
病，重者不及時搶救會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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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菠菜≠豆腐
菠菜與豆腐同食不但鈣得不到吸
收，還會破壞身體內部的鈣質，
導致頸椎、腰椎病、結石病。

橘子≠檸檬
橘子與檸檬長期同食可導致胃潰
瘍，嚴重會腸胃穿孔。

胡蘿蔔≠白蘿蔔
胡蘿蔔與白蘿蔔長期同食容易導
致免疫力低下、敗血病。

≠

≠

≠

土豆≠甜杮子
土豆與甜杮子長期同食可導致尿
結石、腎結石，應盡量少吃。

狗肉≠大蒜
狗肉與大蒜同食可刺激腸胃粘膜，
嚴重者會導致食物中毒，所以吃狗
肉或喝狗肉湯時盡量不吃蒜。

香蕉≠西瓜
香蕉與西瓜哈密瓜香瓜同食容易
引發腎虧，導致血糖升高。

≠

紅薯≠西紅杮
紅薯與西紅杮同食會出現嘔吐、
腹痛、腹瀉，可引發結石病，食
用應盡量避開。

≠
西瓜≠羊肉

◎ 馨

馨

≠

雞肉≠菊花茶
雞肉與菊花茶同食會中毒，後果
嚴重，應堅決避開。

≠

醋≠羊肉

≠

黑木耳≠白蘿蔔
黑木耳與白蘿蔔同食能導致皮炎
與皮癬、老年斑盡量避開同食。

≠

菠菜≠牛奶

西瓜與羊肉同食會大傷元氣，免
疫力低下，導致多種病症。

醋與羊肉同食會引發心臟病，所
以吃羊肉時，盡量不要放醋。

≠

≠

≠

米湯≠牛奶
米湯與牛奶合服對維生素A造成破
壞，長期服用損壞視力。

紅薯≠雞蛋
紅薯與雞蛋同食易引發腸梗阻及
腹痛，應盡量避開同食。

胡蘿蔔≠白酒
胡蘿蔔含蘿蔔素與酒精一起進入人
體，就會在肝臟中產生毒素，從間
損害肝臟功能。

吃菠菜時喝牛奶會引起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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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羊肉

蘭姜凍姜

南瓜與羊肉同食易導致胸膜炎、
肺氣腫。

蘭姜凍姜中含有毒性很強的有機物
“黃樟素”，能使肝細胞變性，長
期食用可誘發肝癌和食管癌。

鮮黃花菜
鮮黃花菜含有一種叫秋水仙碱的有
毒物質，應盡量少食用或不食。

食物相融

+

蝦仁+白菜

+

木耳+萵笋

+

羊肉+香菜

蝦仁含高蛋白，鈣含量高，白菜有較
高營養價值，兩者同食可預防便秘牙
齦出血及壞血症。以清炒為好。

木耳與萵笋同食可增強食欲、刺
激消化，對高血壓、高血脂、糖
尿病心腦血管病有防治作用。

羊肉中含有脂肪、碳水化合物等多種
營養物質，與香菜同食可開胃健力、
益氣血。適合陽氣不足者食用。

+

+

+

豬肉+酸菜
豬肉可滋陽養胃、清肺補血、利
尿、消腫；酸菜含有多種維生素。
兩者同食有開胃利嗝治寒的功效。

+

花菜+雞肉
菜花含維生素礦物質，與雞肉同食
可益氣壯骨，增強肝臟解毒作用，
有提高免疫力，防感冒的功效。

+

芹菜+花生

白菜+魚

芹菜具有清熱、平肝、降血壓的
作用；花生有止血、潤肺的作
用。兩者同食有軟化血管、降膽
固醇的功效。

白菜和魚含有豐富的蛋白質、碳
水化合物等多種營養素。兩者同
食對妊娠水腫有一定的輔助治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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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韮菜
雞蛋搭配韮菜能補腎、行氣止
痛。對陽痿、尿頻腎虛、痔瘡及
胃痛有一定療效。

+

豬肉+白蘿蔔
豬肉和白蘿蔔同食可健脾潤膚，健
胃、化痰、順氣、利尿、清食，是
治療胃滿肚脹、便秘的療法。

綜合園地

+
生菜+大蒜
生菜和大蒜同食可殺菌消炎、降血
壓、降血脂、降血糖、補腦、防止牙
齦出血，常吃有清理內熱等功效。

+

+
萵笋+青蒜苗
萵笋和青蒜苗同食可順氣、通經
脈、結齒明目、清熱解毒、防治
高血壓。

+

+
茄子+苦瓜
茄子有去痛活血、清熱消腫的功效；
苦瓜有解除疲勞、清心明目的作用。
兩者是心腦血管病人理想蔬菜。

+

香菇+豆腐
香菇與豆腐同食可清熱解毒、補
氣生津、化痰理氣，是抗癌、降
血脂、降血壓的良好菜餚。

芹菜+西紅杮
芹菜與西紅杮都有明顯的降壓作
用。兩者同食可健胃、消食，對
高血壓、高血脂適宜。

雞肉+金針蘑
雞肉有活血調經的功效；金針蘑
富含胡蘿蔔素及多種氨基酸成
份。兩者同食可防治肝臟疾病。

+

+

+

雞蛋+苦瓜
雞蛋和苦瓜同食有助於骨骼、牙齒
及血管的健康，對胃痛、眼痛、感
冒傷寒、小兒腹瀉嘔吐等有療效。

豆角+土豆
豆角的營養成份能使人頭腦寧靜，調
理消化系統，消除胸膈脹滿，與土豆
同食可防治急性腸胃炎，嘔吐腹瀉。

尖椒+空心菜
尖椒與空心菜都含維生素和礦物
質，兩者同食可降血壓、止頭
痛、解毒消腫，防治糖尿病。

+

+

+

木耳+海帶
木耳和海帶兩者同食可治療甲狀腺病
症、降血壓、通便解毒生津健胃，同
時對有害物質有很好的排除功效。

地瓜+蓮子
地瓜、蓮子做成粥，適宜於大便干
燥、習慣性便秘、慢性肝病，癌症患
者等食用，此粥還具有美容功效。

豆腐+金針蘑
豆腐加金針蘑能抑制癌細胞，是高血
壓、高血脂、心腦血管硬化、糖尿
病、肥胖症患者的佳餚。

+

+

+

油菜+蝦仁
油菜內含維生素C、鈣，可消腫散血、
清熱解毒；蝦仁含鈣多，兩者同食可提
高鈣質、補腎、對腰腿疼等有功效。

銀耳+木耳
銀耳和木耳可補腎、潤肺生津、提神，
對慢性支氣管炎、肺心病、久病體弱、
腎虛都有輔助治療作用。

胡蘿蔔+菠菜
胡蘿蔔和菠菜同食可降低中風、防止膽
固醇在血管壁上沉積，是防止中風的最
佳菜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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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e always resonated with the older son in Luke
15. I can even perceive my blood level rise as
he enumerates what, in my eyes, constitutes a
legitimate list of complaints.
“Look!” I imagine him stating confrontationally.
“All these years I’ve been slaving for you and
never disobeyed your orders. Yet you never gave
me even a young goat so I could celebrate with
my friends. But when this son of yours who has
squandered your property with prostitutes comes
home, you kill the fattened calf for him!” (Luke
15:29-30, emphasis mine).
At this point, I can practically envision him
– teeth gritted, fists clenched, eyes glaring
with indignation, turning away from this unfair,
nepotistic father.
When mentioning the cause of
his grievances, he doesn’t even bother to say “my
brother.”
Instead, he disgustedly references “this
son of yours.” By now, he’s ready to storm off.
Yet before he takes even a dozen steps, he
hears the compassionate voice of his father. “My
son,” he starts tenderly, as if explaining a simple
truth to a small child, “you are always with me, and
everything I have is yours. But we had to celebrate
and be glad, because this brother of yours was
dead and is alive again; he was lost and is found”
(Luke 15:31-32).
Repentance, he seems to explain, demands
celebration.
And thus ends Jesus’ famed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 No word on whether the older
son finished storming off or changed direction and
joined the party.
All we’re left with is the feeling that some
heartfelt repentance is in order. And not from the
younger son. After all, he had already repented
and mourned his egregious sin “against heaven
and against [his father]” (Luke 15:21). No, by this
point I always sense that I’ve sympathized with the
antagonist. The past put aside, it is clear that this
is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the older son is the one
who needs to repent.
Jesus himself confirms this when He declares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rejoicing in heaven over
one sinner who repents than over ninety-nine
righteous persons who do not need to repent”
(Luke 15:7).
Paired with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is no one righteous, not even one” (Roman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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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and that Jesus spoke scathing words to the
Pharisees who didn’t see their need for repentance
(Matthew 23:13-36), this thrust of Jesus’ parable
stands out.
So why is it that the reckless son is celebrated
and rewarded while the dutiful son still needs to
repent? I believe that the answer lies 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repentance.

ON

By Nathaniel Hsieh

REPENTANCE
REFLECTIONS OF AN OLDER BROTHER

“The Lord does not look at the things man
looks at,” God declares to Samuel, for “man looks
at the outward appearance, but the Lord looks at
the heart” (1 Samuel 16:7).
Judging by outward
appearances, this parable of the lost or prodigal
son seems elementary. One son stays close to his
father. The other sets off for a “distant country.”
One son serves dutifully. The other squanders the
family estate with prostitutes.
One son comes
home one night, only to find that the other son has
returned to the almost obsessive pleasure of their
father. Now if this were the whole of the story, the
older brother might have reason to be incensed.
Yet the truth is that while the younger son was
far away in body, he had come close to his father’s
heart in spirit. “a broken and a contrite heart, O
God, You will not despise,” was the psalmist’s cry
(Psalm 51:17). Likewise, though the older son had
never left his father in body, his spirit was far from
his father’s heart. To the older son would the father
direct the words of Isaiah 29:13: “These people
come near to me with their mouth and honor me
with their lips, but their hearts are far from me.”
In fact, it seems as if all along the older son
saw his younger brother with a subtle tinge of
jealousy. To him, his brother was the free one –
having fun and indulging in “wild living” – while he
was confined to the house. He doesn’t even see
himself as working for his father; he sees himself as
“slaving” for him. Yet, the younger son would be

the first to acknowledge that true freedom lies in
living under, not outside of the father’s care. And
repentance is the road to that kind of freedom.
How often are we a church of older brothers
who gaze longingly through the stained glass
windows to where we think the real fun is? We
push the envelope, tread in grey water, and start
our explanations with, “Well the Bible doesn’t
specifically say …”
Truly, repentance is freedom – freedom to
continually “flee youthful lusts” and consistently
“pursue righteousness, faith, love, and peace with
those who call on the Lord with a pure heart” (2
Timothy 2:22).
Another truth that struck me while I was
reading Jesus’ parable was this: true repentance
is always connected to a person. While sitting in
a literal pigsty, longing to “fill his stomach with
the pods that the pigs were eating” (Luke 15:16),
the younger son did not have to rely on a purely
intellectual conviction to compel him to return
home.
Instead, it was the thought of his father.
It was the recollection that his father’s “hired
men have food to spare” (Luke 15:17). It was the
subliminal assurance that his father would take
him back with open arms. He was right, because
“while he was still a long way off, his father saw
him and was filled with compassion for him” (Luke
15:20). And as if to dispel any doubt or fear and
confirm his son’s confidence in his character, “he
ran to his son, threw his arms around him and
kissed him” (Luke 15:20).
In the case of the older son, his take on the
situation was also contingent upon the way he
viewed his father.
Because he thought of his
father as unjust and undiscerning, the ordeal was
justifiably an outrage.
If, however, he had seen
the beauty of his father’s unconditional grace, the
situation would have been what Jesus intended –
a picture of what it is truly like when we come to
our Heavenly Father.
Sure, the younger son’s initial reasons for
turning around and heading home were logical, but
as he began to see his father’s love unfold in such
an extravagant way he realized the true nature
and severity of his sin.
He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his sin didn’t just violate a principle, it hurt

a person. Knowing that person – his own father
– was what I believe transformed his reasons for
turning back into a heart of true remorse, regret,
and repentance. Unless we know our Father to be
the One who both hates our sin and loves His own
so much as to crucify and momentarily abandon
His Son, our efforts at repentance will remain
shallow and logistical.
Relationships trump reasons, and if we don’t
see our sin as an actual breach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a Person, then we will find no compelling
reason to turn around and honestly repent.
A few weeks back, this truth became clear to
me as I was reading Crime and Punishment by
Fyodor Dostoyevsky. The plot of this novel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 young college student murders
an old pawnbroker. It is the psychological turmoil
in the mind of this killer, however, that constitutes
most of the story.
One of my cousins jokingly
described the novel as a crime to literature and a
punishment to read.
After more than 400 pages
of the main character justifying his murderous act
and refusing to repent, I began to agree. But in the
very last pages of the novel, something changed.
In the words of Dostoyevsky, “Life stepped into
the place of theory,” and “he had risen again.”

“Relationships trump
reasons, and if we don’t
see our sin as an actual
breach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a Person, then we
will find no compelling
reason to turn around
and honestly re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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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even moral persuasion proved
powerless in convicting this man. It was, in the
end, his love for a person, a devoted Christian girl,
that brought renewal and implied repentance.
Intellectual fortitude and moral willpower alone
cannot ultimately bring the human heart into a
state of genuine repentance. Only the love of a
Father can.
Like I said earlier, I’ve always resonated with the
older son. And I think it’s pretty clear why. Not
only am I an eldest child, I fit the “older brother”
profile pretty well. In fact, to some extent, we all
do. Most of us in this church have very explainable
lives.
Our success can be attributed to working
hard in school, our families can be attributed to
good marriages, and even our spiritual lives can
be attributed to exemplary church attendance and
daily quiet times. Most of us drink in moderation
if at all, save ourselves for marriage, and prove to
be dutiful children, parents, siblings, and friends.
We are, on the surface, a church of older brothers.

And yet, when we look past appearances and
take a deep, honest look into the recesses of our
own hearts, we realize that there are no true “older
brothers.”
Jesus’ Sermon on the Mount alone
(Matthew 5-7) would do away with any doubt that
we are the worst of murderers, adulterers, and
hypocrites.
In actuality, we are a church of younger
brothers.
We are younger brothers who have
not literally landed in the pigsty, but who have
scorned, hurt, and left our Father. Such behavior
on such a continual basis demands repentance, a
180-degree turn not toward reasons as much as
toward a restored relationship.
Not toward guilt
as much as toward righteous freedom.
I know
that I must repent of thinking I’m an older brother
while living, in my heart, like a younger brother.
Indeed, may we all come to the same profound
realization as the prodigal son without the same
painful journey. “For thus the Lord GOD, the Holy
One of Israel, has said, ‘In repentance and rest you
will be saved’” (Isaiah 30:15).

Repentance is freedom – freedom to continually “flee youthful lusts” and consistently “pursue righteousness, faith, love, and peace with those who call on the Lord with a pure heart” (2 Timothy 2:22).

For
our
sweet
Serena

We were expecting our second baby girl, Serena in August
2010. We told our daughter Samantha that she was going
to be a “jie jie,” an older sister. During our 27th week routine
check-up, we found out that baby Serena had been taken
home to be with the Lord. The following is our sharing
from her funer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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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We first saw baby Serena on the ultrasound on January 18th.
We were happy to see that she was active and her heartbeat
was strong. But on May 27th, everything changed. When we
saw our baby, she was very still and her heart was not beating
anymore. Serena had passed away. We held each other and
sobbed.
The next day Diane had a C-section and we were able to
hold our precious baby girl for the first and last time in this
lifetime. As we looked into Serena’s sweet and gentle face,
Diane told her how beautiful she was, how much she looked
like Jie Jie Samantha, and how much we love her. I remember
holding my baby girl, and with tears streaming down my face
singing to her “ABC, Jesus Loves Me.”
During this time of great sadness, we have been comforted
by who God is. God is good, God is sovereign, and God loves
us. Our Heavenly Father has given us strength, peace, and
comfort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He has shown his love
toward us through your many acts of gentle kindness.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there for us in our time of need. You have
been a comforting blessing to us.
God has also shown his love in unexpected ways. The
Sunday after Serena passed away, I was washing my hands in
the restroom at Huntington Hospital. A man came in with
a smile on his face and told me, “I just came from church.
We’ve been praying and my wife is doing better.” He asked
me, “How are you doing?” I looked at him and told him, “It
has been a tough couple of days. My wife and I just lost our
baby.” He stopped and looked at me with eyes of compassion
and said, “I lost three babies and a 16-year-old son. Can I pray
for you?” We prayed together.
I knew from this that God was whispering in His gentle
voice, “Sam, Diane, I have seen your tears, I have felt your
pain, I have not forgotten you. I am here and I love you.” We
have a great God who mourns with us, cries with us, and who
loves us.
We have also been comforted by the wondrous fact that
God loves Serena. We believe that when our baby girl took
her last breath, she was not alone. Jesus her Savior, Lord,
and friend was there and took her into His loving arms. He
kept her safe and took her to Heaven and said, “Welcome
home, Serena.” We believe Serena is now in heaven laughing,
running, jumping, and having fun.
She has a wonderful life, far better than any on earth
because she is with her Heavenly Father.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God calls me home.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my
Serena, no longer a baby, but a beautiful young lady, running
toward me, hugging me and whispering to me, “Dada, you
were right, Jesus does loves me. Come and let me show you
the wonders of heaven.”
Mei Mei Serena, Dada, Mama, and Jie Jie love you very
much. We miss you, but someday we will be together again.
So be good, love God, love God’s people, and have fun. Dada,
Mama, and Jie Jie will someday join you in Heaven and we will
hug you, hold you, sing songs with you, and worship our great
God together with you. We love you, Mei Mei.

“The Lord has been with us, reminding
us that His ways aren’t our ways and
His plans are greater than ours.”

Diane:
We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all of you one of our favorite
passages from Scripture, Romans 8:35-39:
Who shall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Christ? Shall trouble
or hardship or persecution or famine or nakedness or danger or
sword? As it is written: “For your sake we face death all day long;
we are considered as sheep to be slaughtered.” No, in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through him who loved us.
For I am convinced that neither death nor life, neither angels
nor demons, neither the present nor the future, nor any powers,
neither height nor depth, nor anything else in all creation, will
be able to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God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These verses have brought us much comfort from the
Lord. We know that Serena is in God’s loving presence. She
is with the Lord. Nothing will separate her from God’s love.
Though this has been a difficult journey for us, we also
find comfort in knowing that nothing will separate us from
God’s love. The Lord has been with us, reminding us that His
ways aren’t our ways and His plans are greater than ours.
We have also been reminded of His love through all of
you. Every prayer, every word of comfort and encouragement,
and every hug remind us of His love. Every phone call, every
card, every hospital visit, home visit, every gift, every meal
brought to our home, and every pot of chicken soup remind
us of His love. Nothing will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God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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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Us Pray!

Prayer is the measure of the man, spiritually, in a way that nothing else is,
so that how we pray is as important a question as we can ever face.1
By Garrett Ho

The Importance of Fuel

The Priority of Prayer

Imagine cruising the countryside and coming upon
a late-model Cadillac. Its hood is up, and it is parked
at the side of the road in the universal repose of
beleaguered automobiles everywhere. Its driver
appears agitated and upset, so you pull over to offer
your assistance. The driver sheepishly explains that in
his great hurry to a meeting he has run out of fuel.
There is no mechanical problem; the automobile
lacks nothing more than a simple refueling.

Scripture presents prayer as a priority in the Christian
life. Beginning in the Old Testament we see the
powerful truth that God hears our prayers and delights
to answer them. We have an extensive record of the
prayers of Old Testament heroes, because this was a
principle they knew well. So central was prayer in the
Old Testament that the longest book of the Bible –
Psalms – is as much a prayer book as it is a hymnal.

Fortunately, you are carrying a spare gallon of fuel
with you. After emptying it into the thirsty Cadillac,
you advise the driver of a service station a few miles
down the road. Thanking you profusely, he speeds off.
As you continue your journey, you soon come across
the same car, hood up, stranded at the side of the
road. You recognize the driver, this time more agitated
than before. He is embarrassed but grateful when you
stop for assistance again. What is the problem? You
have probably guessed it: he was in such a hurry for
his meeting that he skipped the service station and
pressed on in the dim hope that the gallon he had
received would take him to his destination.2
It is hard to believe anyone would be so foolish. Yet
more often than not we play the part of the man
with the empty tank rather than the helpful motorist.
We are so busy pressing on to the next item on the
agenda that we choose not to pause for fuel.
Have you ever been busy so as to omit a meal? Have
you had such a to-do list that you skipped sleep? Have
you been busier still and passed over your regular
times of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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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examples and teaching
concerning prayer become even clearer. One might
assume that Jesus would have less need to pray than
we do, and yet an examination of his life quickly reveals
the centrality of prayer. Jesus prayed early in the
morning (Mark 1:35) and he prayed late at night (Luke
6:12). Jesus prayed often (Luke 5:16) and particularly
at crucial moments of his life and ministry (Luke 3:21,
22; 6:12, 13; 9:28, 29; 23:34; John 11:41-43).
Jesus taught his disciples how to pray, and despite
their shortcomings, they learned this lesson well. As
the church began to grow, the structure was laid to
lead and care for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The Twelve
recognized the need to focus their efforts, and of all
the possible pragmatic possibilities, they chose – you
guessed it again – prayer and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Acts 6:3-4). They understood the priority of prayer.

The Plan of God
Prayer is God’s means of change in the world. Since
biblical times, praying individuals have furthered
the kingdom and launched revivals. The modern
missionary movement was begun by prayer, and each
of the Great Awakenings was preceded by prayer as
well. There is perhaps no more fascinating an example
than the Fulton Street prayer meeting of 1857.

Jeremy Lamphier was not seminary trained, but was
instead a businessman recently hired by the church
to visit its members. In faith he rented a hall in which
to hold noontime prayer meetings for all who would
come. At first only six showed up, and most of them
were late. But as America’s economic woes increased,
more and more gathered to spend their lunch hour
in prayer. Within the half-year, it is estimated that
thousands were gathering at midday to pray in New
York.
Other cities experienced a renewed interest in prayer,
too. In Chicago, the Metropolitan Theater was filled
each day with 2,000 praying people. Thousands
assembled in Cleveland for daily prayer as well, and
St. Louis churches were similarly filled.
By May of 1858, secular newspapers reported 50,000
new converts to Christianity in New York alone.
Surely Lamphier would never have conceived the farreaching effects of his obedience to pray and keep
praying!

“Prayer is God’s means
of change in the world.
Since biblical times, praying
individuals have furthered
the kingdom and
launched revivals.”
Selected Principles for Prayer
Yet the reality is that we often don’t pray. We give
excuses that we are too busy or too tired. For some
the problem may be theological, a misconception
of prayer and God’s sovereignty that casts doubt
on both. Others may not pray because of sin.
Approaching a Holy God requires humility and often
acknowledgement of changes to be wrought in our
lives. We would rather live as if God were not present.
No matter our condition, we can never be encouraged
to pray enough. We can also benefit from practical
principles alongside our exhortation.
1
2

To this end, here are some helpful principles to
augment our prayer lives.

Set aside time to pray
Much praying is not done because we do not plan to
pray. We may carry a prayerful attitude throughout the
day, but we would also benefit from private moments
with the Lord at set times within the day.

Pray until you pray
We should adopt practical ways to keep our minds
from drifting. Often our prayers do not escape our
head, let alone our ceilings. In those times we might
pray out loud or on our knees. And when others are
praying, we may pray together by repeating the words
to God, or echoing an “amen” in agreement.

Pray with purpose
When we set aside time, we should use it effectively.
Some use Scripture as a foundation for their prayers,
reading and reflecting back to God. Prayer lists are
also helpful. We can keep a folder of missionary
support cards and other requests that we accumulate
throughout the week. Find a system that works, and
whether you are praying an ACTS prayer (Adoration,
Confession, Thanksgiving, Supplication), or engaging
in lectio divina (slow, contemplative prayer), the
importance is that you have a plan.

Find a prayer partner
Sharing about our prayer lives with a brother or sister
can be very helpful accountability. This will help us to
remember to spend regular times in prayer and be
people of our word and truly pray for others when we
say that we will.

Read good books on prayer
There is a wealth of good instruction concerning
prayer, but there is an equivalent amount of nonsense.
Some books that have encouraged me include How
to Worship Jesus Christ by Joseph Carroll, The
Pursuit of God by A.W. Tozer, Alone with God by John
MacArthur, and The Prayer of the Lord by R.C. Sproul.

Attend prayer meeting
Finally, MBCLA hosts a mid-week prayer meeting
every Wednesday at 7 p.m. in the basement of the
main campus. Come and join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sharing requests, praises, and time in prayer
as we intercede for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D.A. Carson. A Call to Spiritual Reformation : Priorities from Paul and His Prayers. Grand Rapids, Mich.: Baker Book House, 1992, p. 17.
Adapted from Lillian Guild’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Ministry, May 1985,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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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
How the 2010 Women’s Retreat All Came Together
By Jean Pih

T

his year’s Women’s Retreat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without the wisdom of our fearless
Women’s Ministry leader, Vicki Ho, who
thought we should proceed even though we knew
attendance would be down. I was more than willing to skip
another year, since there were so many weddings — almost one
every weekend this summer amongst our members (praise the
Lord!) — along with all the other summer missions, vacations,
and events in between. After all, isn’t it important to have
critical mass to make an event worthwhile?
There was just no good time to have a retreat. How easy
would that be for me? (Like being the wedding coordinator
fo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for many years without a wedding
at the church — I can definitely do that!) Fortunately, it was
not up to me. And thank God for the many faithful sisters
who can always be counted on to support such an event (even
if they are unable to attend), we got retreat off the ground.
I knew from retreats past that I was not to focus on
numbers as the Lord always brings whomever He chooses to
attend. My job was to pray, plan, and organize the details.
But, having signed the contract with Biola University for 45
participants with a 90% guarantee, it was not encouraging to
have a response of 9 “yes” from the Evite that was sent to well
over 80 ladies, and only about a dozen registrations on what
was supposed to have been a one-day registration. Needless
to say, the Lord was faithful to provide exactly 45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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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nd — not one more or less. And with three of the 45
commuting, we just made our 90% guarantee with Biola. Is
God good or what?! (For all of those who prayed for us, chalk
another one up for answered prayer.)

Our theme was “Encounter,” and one of our goals was to
spend some quality time with Jesus — our pearl of great price
(Matthew 13:44-46, the theme Bible passage). Darlene led us
in a Lectio Divina (divine reading) of Psalm 16. How wonderful
is that to be able to slow down, listen, and contemplate God’s
Word, rather than go through the usual inductive/deductive
analysis of it. Although the latter is important as we worship
God in both spirit and truth, we’ve lost the art of meditating
on God’s Word and allowing it to speak to us. This was a good
start to learn what it is to be still and know that He is God
(Psalm 46:10) and to listen to the still small voice through His
Word.
Charlotte Grams, our other speaker, shared with us her
many encounters with the Lord. Through her many trials,

including almost dying while in the mission field as a mother
with young children, she learned to trust Him and her faith was
strengthened by it. Even as she was preparing for our retreat,
up to the week before, she experienced many calamities that
distracted her. These included falling and chipping a tooth,
having to have emergency eye surgery, having a major crisis in
the church where she and her husband serve in, and having her
mother in the emergency room with a ruptured vessel in the leg
that would not stop bleeding. I told her it appeared that Satan
was working overtime to discourage her. But through much

prayer and God’s grace, He got her through and brought her
to our retreat early.
Charlotte reminded us that anything worthwhile takes
time. That is especially true of relationships, whether with
Christ or anybody else in our lives. In our hurried lives it is easy
to confuse our busyness with productivity or accomplishing
something. If we truly want to be productive, we have to
be purposeful in setting time aside for our relationships.
This retreat was a great time to make time to fellowship and
encourage sisters in the Lord. Many new friendships were
formed as well as old friendships strengthened.
Our memory verse reminded us to store up treasures in
heaven “where moth and rust do not destroy, and where thieves
do not break in and steal; for where your treasure is, there will
your heart be also” (Matthew 6:20-21). Things our hearts are
set on take up our time. That is why so many of the ladies
pitched in to make this retreat a reality. And we are pleased
to know that the heart of the dear sisters who came desired
heavenly treasures. We were greatly encouraged by the many
young ladies who attende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rust the Lord
will bear much fruit to come for Himself.
We also enjoyed making genuine pearl earrings in keeping
with our theme verse. Each time we wear the earrings we will
be reminded that Jesus is our pearl of great price who we should
treasure and spend time with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hip. These
earrings are a great way to share Jesus with others, and that is
what some who made these as gifts for others are doing. (Ask
any of the ladies to show you the color they picked.)
Last but not least, we want to thank the dads who took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these two days before Father’s
Day, making it possible for our young mothers to enjoy a
respite and encounter fellow sisters and the Lord.
The women of MBCLA are awesome because of our Lord.
All glory to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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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io Divina

(sacred reading) is an ancient Christian discipline which helps
draw you into this formational approach to reading Scripture.
Many people, when learning to read in this way, find it helpful
to begin with the Psalms and Gospels, since they speak so
clearly and directly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The Lectio Divina process requires you to sit comfortably alert, close your eyes,
and center yourself with breathing deeply.

Reading / Lectio

A slow, prayerful, and attentive reading of the Bible. Take some small
passage; read, re-read, and read again. Be wholly present to the text, and
alert to the voice of the Spirit speaking through it.

Women’s retreat

Testimony
By Lydia Goay

reflecting / mediatio

At some point in your reading, some phrase, sentence, or idea might “catch”
in your thoughts. Like a jeweler examining a diamond, turn the phrase over
and over in your heart, letting one facet after another reveal itself, listening
for the voice of the Spirit. Pause and allow the words to settle.

responding / oratio

Meditation on Scripture will often naturally develop into prayer. As you
reflect on God’s grace revealed in some phrase, pray for that grace to be
revealed in your life. Or, as you reflect on God’s compassion, begin to
ask for that loving mercy to be shown to others in my life. Allowing the
words to stir up prayer will lead you from “informational reading” to
“relational reading.”

resting / contemplatio
Finally, having shared your heart with him, fall into easy silence, giving
space for God to be present. He may have something more to share, to
say. He may simply want the pleasure of your uninterrupted company.
Without agenda, put ourselves at God’s disposal, making an offering of
your time and love.

Passion&
Providenc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by Brian Tung

Every year I look forward to attending the Women’s
Retreat. I feel that it’s always great to spend time with
my sisters in Christ and learn God’s word.
This year’s retreat theme really challenged me. It
taught me that I should set aside time every day to
spend with God because God longs for us to spend
time with him. When we have busy schedules, it’s hard
to find time to read God’s word.
After I went to the retreat, this lesson helped me.
I did my devotions like reading the Bible, Our Daily
Bread, and Living Life. Often times I meditated on
the message from Sunday service and on lessons from
Sunday school.
It makes me feel proud when I can do my quiet
times. It brings me closer to God. What I also liked
about this retreat was the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We
got to share and I got to know some of my sisters in
Christ better. I don’t get to talk to very much at church,
but at retreat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ond. I’m
grateful for Charlotte Grams, our guest speaker, who
shared important truths with us, and for my sisters in
Christ who shared and prayed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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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few things I enjoy more than a good work of fiction. I

find some stories so gripping and inspiring that I can hardly wait
to turn the next page. Only lately have I begun to truly appreciate
the power of non-fiction. Having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to be
told about what God is do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a precious
gift, each hearing a uniquely stirring experience. I recently had
such a blessing when I read a brief testimony from Brother Wen
Zong Wang of MBCLA’s Mandarin congregation.

In 1994, he

resigned from his position as a librarian at Biola University and
turned down a similar position offered to him by Huntington
Library to follow God’s calling to the missions field. I was deeply
moved by his testimony and would like to share it with you.

My Resignation

By Wen Zong Wang, edited by Brian Tung

“And this gospel of the kingdom will be preached in the
whole world as a testimony to all nations, and then the
end will come.” - Matthew 24:14
With a thankful heart to the Lord and to Biola University,
I am tendering my resignation today, August 19, 1994. I
chose this date because it was exactly three years ago,
August 19, 1991, that I came here and started to work in
the Rose Memorial Library. I planned to stay here for only
one or two years, but the Lord kept me here in His timing
until today.

I love this job so much, and resigning from it in a time
when jobs are scarce is a very serious decision. But the
reason is quite simple: there is no higher calling than the
Lord’s calling on me to serve Him as a missionary! I’d like
to share some words from my heart.
I was born into a Christian family in China.
My
grandparents were put to death for being Christian leaders
before I was born. My parents were also persecuted for
their faith. In 1966, when I was nine years old, my parents
were taken away and died in a prison labor camp not long
after that. Our property was confiscated. For two years I
lived as an orphan on the streets. Then, an elderly Christian
found me and took care of me for three years until he, too,
was arrested. These things occurred during the infamou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ord truly protected me as I
walked through the shadow of death.
I was also born into a family that instilled my love for
the library and learning. Some of my happiest childhood
memories are the times spent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my father’s rich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ancient
manuscrip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was
no chance for me to go to school. When my guardian
was arrested, I worked for a few years as an agricultural
peasant, and then as a coal miner for three years. When the
government closed down the coal mine, I was reassigned
to a shipping job in a chemical engineering library. During
those years, studying was not a politically correct activity
to be engaged in, but my job provided me with a great
opportunity to educate myself.
In November 1977, after more than 10 years of
closure, the government reopened the universities and
allowed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to tak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without requiring a high school diploma and
a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background. I took the examination
and was admit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to study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During those years, however, I was preoccupied not
with studies but with the idea of escaping from China. In
1980, I actually escaped China though the tropical rain
forests along the Burmese border.
While I was in Burma, the Lord used the testimony of
the sacrificial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the Lisu people to
call me to serve Him back in China. I returned to China
and started to serve among fellow believers in Jesus.
From 1982 to 1983, I was imprisoned for my underground
church activities. Through those difficult experiences, time
and time again, the Lord has shown me how faithful He is.
Indeed, He is my comfort and my Savior.
From 1983 to 1985, I was able to find library and editorial
work in a newly developing economic zone. I served as a
reference librarian and an editor to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gazine.
At the end of 1985, the Lord granted me an opportunity
to come to America. An American company invited me to the
U.S. to conduct research in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fter arriving at JFK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New York,
I made my first call to my sponsor and employer. I said,
“I’ve arrived! But I wonder if you would allow me to
study in a Bible college or seminary instead.” The answer
was unbelievable, “Okay,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 chance for you to study the
Bible in China.”
I was surprised, “Are you a Christian believer?” From the
other end of the line, a gentle voice said, “No, I’m not. I’m
releasing you because I don’t like communism. My brother
was a U-2 pilot who was shot down in China.” In this way,
the Lord g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equipped with
His Word and prepare me for future missionary service.
I chose library science as my career because I loved
libraries. Today I still love the library. I especially love our
Rose Memorial Library at Biola. Sometimes I joke by saying
that the library is my earthly home. Biola’s security guards
know how true this is: I always enjoy studying at the Annex
Building until midnight or early in the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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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so blessed to have had a job at Biola University
Library not only because it is a library but because it is a
Christian university library. After all, there are only a few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this country which are large
enough to have a well-developed collection. I will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all the theological books I have enjoyed
in past years. Above all, I will miss our friendly staff and
energetic students at Biola. The mission of Biola University
is to equip Christian for service in the church and the cause
of world evangelism. I know that in the missions field, if
people ask me where I come from, I will happily and proudly
say, “I am from Biola University.”
Everyone has a dream. For most immigrants living in this
country, getting a good education, a well-paying job, a big
house, a nice car, a loving wife and several darling children
is beautiful, isn’t it? Having such an American dream seems
reasonable, but the Lord Jesus Christ has given me a much
more beautiful dream than that: He wants me to serve Him
as a missionary.
As a missionary in China, I know I will face an uncertain
future. But I also know that beyond that, there is eternity.
I am dreaming that someday, when I appear among other
believers before the throne of the Lord, I will hear the Lord
call my name from the Book of Life. Then I will respond,
“Lord, here am I!” With the Lord’s mercy and His grace, I
know He will guide me into that destiny.
May the Lord’s abundant blessings be with you.
In His care and His service, Wen Zong Wang

Ministry Update:

Since returning to China after his resignation, Brother Wang has
been serving two extremely impoverished tribes in a mountainous,
rural area in Yunnan province. Over the years, he has helped the
Miao and Yi tribes to learn basic hygiene, provided health care
through volunteer workers, developed a piped water supply for the
village, and built an elementary school from the ground up. The
school, named the Samuel Pollard Institute (after the missionary
who first reached these tribes), is currently expanding to include a
junior high curriculum. Brother Wang also provides daily morning
devotionals and night-time Bible studies to the locals and has
been working on translating the Old Testament to the Miao dialect
(the New Testament is already complete).

Please keep him in

your prayers as his ministry continues to expand. If you would like
to contribute to his missions work, please designate your MBCLA
offering toward the “Ai Miao Project.”

Prayer Requests from Brother Wang

• Please pray for God’s protection, safety, and good health for our
students, teachers, and villagers in this remote mountain village.
• Please pray for our young teachers an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their spiritual maturity and dedication to the good work of
His Kingdom!
• Please pray that our God would shed His mercy to end the
drought in Yunnan (the worst in 60 years) and especially help
people who are in poverty and affected by this severe drought.

MBCLA Library Update

June 2O1O

By Bonnie Chung, Chairperson, MBCLA Library Committee

Earlier this year, the MBCLA Library Committee conducted a survey across all three congregations
(Mandar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to build awareness about the MBCLA Library and to gauge the needs
of our congregation.
After reviewing the survey results, approximately 50%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used the MBCLA Library, while
30% are aware of the library but have not used the library resources, and 20% of respondents were not aware that
MBCLA has a church library. The respondents also told us they would like to see more materials for bible study/
small groups, personal devotionals, and doctrine/theology. Other areas of interest expressed by our congregation
include women’s, children’s, and parenting materials, as well as Christian fiction. We are grateful for these responses
and areas of interest; the Library Committee will work hard to expand our collection to meet these needs.
Over the next year, the goal of the Library Committee is to continue to build awareness, address the needs of our
congregation including fellowship, Bible Study, and Sunday school groups. We plan to buy more books, audio, and
video materials for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groups.
The library is located on the Main Campus basement in room 135. It is open on Sundays from 10:30 a.m. to 1:30
p.m. We are always looking for volunteers to help staff the library hour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stop by and let
the library workers know if there is a title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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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Letter from the Editor
In May, one of my favorite TV shows of all time,
Lost, ended its run on the small screen. To say I was
sad about it is an understatement. After following
the program devotedly for six seasons, I had come
to know and love the characters as if they were my
real friends. They had struggles like mine. They
grappled with faith, yearned for redemption, and
were tested by true love and loss. They longed to live
more honorably on the island than they had in the
world, where they’d been failures. Repentance was
real to them and they risked their lives to prove it.
If Lost is a compelling allegory for our lives, then
we have to wonder when our own crash-landing
will come to jolt us from complacency. But if we are
wise, we will realize God has given us the courage
to depart from our sinful ways now,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love for Him. And then, like in Lost, we
will be able to continue our story with joy in eternity.

感謝上帝的恩賜，《家訊》的中文組編
輯、英語組編輯、封面設計和攝影記者諸位
同工的默契和同心，完成了教會的一屆任期
事奉。家訊的封面設計和封底的照片都給人
們留下了久遠的記憶。內頁有牧者傳遞的信
息，信徒們的見證和生活閱歷的分享，藉著
作者和讀者的共同努力。使家訊散發出基督
榮耀的光芒，成為許多人的祝福。不僅教會
的會員珍惜自己的刊物，它的芬芳之氣也流
傳到教會外面，成為傳揚福音的管道，神
啊！求祢給我們的這份恩賜，傳承下去。

張雲鶴

With earnestness,
Rita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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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信 心
信 心
加拉太書 2:16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法律，
而是因信耶穌基督……＂
約翰福音 30:31
“……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
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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