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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恕和饒恕的故事
◎ 周鐵樓

兩

年多前，我寫了一篇饒恕的短文(家訉，

2012年11月126期)；所以，現在我對饒恕只
作簡單的敘述，著重饒恕的故事，尤其是南非已
故黒人總統曼德拉饒恕和告別仇恨的故事。
饒恕
人人都說饒恕是美事，聖經也教導我們要
饒恕。以弗所書4：32說，“一切苦毒、惱恨、
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惡毒，都當從你們
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
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歌羅西3：13也說相仿的話，“倘若這人與那人
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
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聖經告訴我們“饒恕別人，就必蒙饒
恕”(路6：37)。我們要恨惡罪，但不可恨惡
罪人。神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
人，也給不義的人 (太5：45)。〈三字經〉也
講“泛衆愛，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
載。”凡有愛心的人，也必有饒恕之心。
饒恕不是人們口中幾乎說慣了的原諒。真
正的饒恕是世上最難做到的事情。因為“饒恕
是超越人類所謂公正，它赦免那些完全無法寛
恕的罪行。”(借自C S Lewis) 我們不能做
到，但是靠著主復活的大能就可以做到。所以
我們要常常禱告，在主裡學習饒恕。詩62：8
說：“你們眾民當時時倚靠他，在他面前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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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意；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在我們受傷害，
或憤怒生氣時，就應立即作有聲或無聲的禱
告。
不能饒恕的人，他的心態多半是在懷恨
中，有時自己都不自覺。這種心態自然影響我
們身、心、靈的健康，和與神的關係，甚至會
落入撒但的捆綁。一位主內長者說，不能饒恕
的人要掘兩個墳墓，一個是為他自己。所以，
為了自救，我們要學會饒恕，從撒但的捆綁中
釋放出來。(據懂希臘文的人說，饒恕的原文是
釋放。)
饒恕別人後，就要忘記別人的過犯。約瑟
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瑪拿西是忘了的意思。
約瑟說：“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
家。”(創41：51)
饒恕的故事
新約記載很多饒恕的教訓和例子。最大的
例子是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傷害衪的人禱告：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
知道。”(路23：34)。
司提反熱心傳揚福音，見証主耶穌基督，
卻被公會的暴徒推到城外，用石頭打死。他們
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說：“求
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又跪下大聲喊著說：
“主阿，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
睡了。(徒7：59-60)

還有舊約裡的約瑟，被兄長們賣到埃及
為奴，受盡許多苦楚，甚至下在監裡多年；
所幸他一直信神﹑仰望神，神就與他同在，
高升他為埃及宰相；多年後與到埃及買糧的
兄弟重逢時，他不僅饒恕了他們，還忘記了
他們對他所做的一切惡行。創世記第三十七
章至五十章記載約瑟的生平和故事。這段聖
經給我們看到寶貴的饒恕和忘記的功課。
在聖經以外，令我非常感動的是南非已
故總統曼德拉饒恕和告別仇恨的故事(納爾
遜•羅利拉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個同事參加他的總統就職典禮。三人以為惡
運當頭，曼德拉要當衆處置他們了。但在就
職儀式上，年邁的曼德拉起身致詞：“能夠
接待這麼多尊貴的客人，我深感榮幸。更讓
我高興的是，當年陪伴我在羅本島度過艱難
歲月的三位獄警也來到了現場。”
隨即，他把格里高三人介紹給大家，並
逐一與他們擁抱。“我年輕時性子脾氣暴，
在獄中，正是在他們三位的幫助下，我才學
會了控制情緒。……”
曼德拉這一番出入意料的話讓虐待了他

Mandela，1918年7月18日－2013年12月9
日)。
曼德拉是南非著名的反種族隔離革命
家、政治家和慈善家。1993年至1997年間任
南非總統，是第一個由全面代議制民主選舉
選出的南非元首。當選總統前，曼德拉是積
極的反種族隔離人士，任非洲人國民大會武
裝組織“民族之矛領袖”，領導反種族隔離
運動。南非法院曾判處他密謀推翻政府等罪
名，曼德拉前後共服刑26年半，其中有約13
年是在羅本島度過的。
羅本島是蠻荒之地，到處可見的是海
豹、毒蛇和其他危險動物。曼德拉被關在鋅
皮房裡，白天要去採石頭，有時還要下到冰
冷的海裡撈海帶，夜晚則被限制一切自由。
因為曼德拉是政治要犯，獄警格里高和他的
兩位同事經常侮辱他，動不動就用鐵揪痛毆
他，甚至故意往他的食物裡撥污水，強迫他
吃下……。

13年半的三人無地自容，也迎來了所有在場
的人的掌聲，經久不息。儀式結束後，曼德
拉再次走到格里高的身邊，平靜地說：“在
走出囚室，經過監獄大門，通往自由的那一
刻，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如果自己不能把
悲傷和怨恨留在身後，我仍囚在獄中。”格
里高禁不住淚流滿面，無地自容。那一刻他
也終於明白，消除種族歧視和仇恨的最佳方
式是饒恕。
我的心靈被曼德拉的這番言行深深地震
撼。偉大的靈魂擁有一顆自由的心，是因為
饒恕而有。我問我自己，曼德拉的心胸為何
能如此豁達寬宏?
我深信這是因為他是住在基督裡，基督
也住在他裡面。曼德拉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
基督徒。受她的影響，曼德拉在16時受洗成
為基督徒，一位得勝的基督徒。所以，他雖
然受盡種族的歧視和非人的折磨，大半生在
鋅皮的囚房度過，重得自由後，他沒有仇
恨，反倒大力推展族群的和諧共處。
曼德拉榮耀了神，也榮耀了自己!

1990年3月14日出獄後，曼德拉就推動調
解與協商，和多元族群民主。1993年當選總
統。那年五月，曼德拉邀請格里高和他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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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如同免別人的債
◎李 譚 靜 舒

4

2 0 1 5 年 1 1 月第 1 3 8 期

多人因不能無條件去饒恕別人，尤其
是曾經傷害過自己的人，只有饒恕才
能終止心中的苦毒和傷害。今年六月，一
位大陸到溫哥華留學的青年，竟然涉賺殺
母，把前來探望自己的母親用重錘砸死，
幷分屍藏在行李箱後再拋入大海，漂流多
日的行李箱，因被沖上一個海島，從而
把此凶案暴露。是什麼能使一個看似斯文
儒雅的青年學生，竟然向身邊最親近的人
高舉血腥的屠刀，甚至還想買凶一幷殺掉
父親。據後他向警方交待，是他不滿意父
母對其管教太嚴，令其沒有了個人私穩和
自由。在這裏，除了可以看到這個家庭教
育的失敗，沒有用基督的愛和寬恕管教子
女。還有在父母權威和高壓手段下，皃子
心裡從小就埋下苦毒之芽，慢慢變成了一
顆身邊定時炸彈，在極度的心理壓力下，
終于一爆不可收拾，最後演變成一位殺人
凶手。
然而，作為神兒女的我們，卻是何等
有福了，因爲主常用愛教導我們，幷“要
愛您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吿。”
聖經故事人物也給我們作了好榜樣，舊約
裡，約瑟因兄長的嫉妒，被賣到异鄉埃及
爲僕，再被主母誣吿下獄，在獄中為酒
政和膳長解夢，卻被遺忘，最後爲法老圓
夢，升爲宰相。幷與來到埃及買糧的兄
弟重逢，他不單沒有記恨復仇，卻認定
“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性
命。”是上帝給予他拯救以色列的使命。
門徒史提反熱心傳道，最後爲主殉道被衆
人用石頭打死，臨死之際，仍爲這些逼迫

他的人禱告:“主阿，不要將這罪歸于他
們。”路加福音中，記載了一位富家子
花光了父親分給他的財產後，貧寒交迫
下返回到父親家，老父不單饒恕這個不
逆子，還歡喜地把上好袍子和戒指給他
穿戴，并宰殺牲口大排宴席，慶賀兒子
的失之復得。門徒彼得在迦百農向耶穌
提問，有一個弟兄得罪了他，他要寬恕
他多少次呢，到七次夠嗎?彼得也許覚得
够寬宏大量了，主却回答說“不是到七
次，而是到七十個七次。”在馬太福音
中，耶穌向衆人講了一個比喻，一位欠
主人很多錢而無力償還的僕人，主人免
了他的債，然而這可惡的僕人剛轉身，
卻把欠他小錢的同伴關到監獄裡，主人
因他不像自己那樣，效法憐恤他的同伴
而大怒，最後把這個悪僕交給掌刑的，
直到他還清所有欠債。這是耶穌教導我
們要饒恕別人的過犯，不然天父也不饒
恕我們的過犯。
在主耶穌的榜樣中，讓我們明白了
爲什麽要饒恕人，不饒恕結果將會:
破壞了我們與神的關係。主耶穌正
是爲我們的罪在十字架爲我們而死，因
主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悔改，也包
括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你們若不繞
恕人，你們在天上的父，也不饒恕你們
的過犯。”這樣便使我們與神的關係有
了隔離。
使我們落入了苦毒的陷阱中。“恐
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若我們不
能原諒和饒恕，我們的恨將會監禁我

們，我們的苦毒也會折磨我們。”(就像
那位殺母的兒子那樣)
叫聖靈擔憂。主教導我們“彼此相
愛。”“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
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吿。”愛是不
計算人的悪，我們不能恁心意去行，而
是要聼命于祂。這些都是聖靈的吩咐，
我們定要遵守行道。
給撤但留地步。因我們不曉得他
的詭計，在這個敗壞世界中易被魔鬼愚
弄，成了其犧牲品，弄瞎了心眼，變成
“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
相反，當我們饒恕了別人，我們便
得著在主耶穌基督裏的信心和衆聖徒的
愛心，與神關係得以恢復，與人關係和
好，內心得著平安釋放。
這裡有一個寬恕的故事見証，相信
很多基督徒朋友耳熟能詳，述說有一隊
宣教士進入南美一個尚末開發的部落，
向當地的奧卡族人傳福音，結果全被土
人屠殺。然而，其中一個宣教士的妻子
和女兒幷沒有把殺夫喪父仇恨延續，繼
承遺志，踏上宣教之路，不畏艱險繼續
向奧卡族人傳福音，最後終使他們被寬
恕之愛所感動，全族人歸信主名下。
耶穌在登山寶訓的主禱文中有這樣
的一句話:“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
了人的債。”這是把饒恕比作免別人的
債。這句話真的很重要，讓我們謹記，
除非我們能饒恕別人，否則就無資格求
神饒恕。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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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牧師：怎樣學會饒恕？
一問：在這個仇恨和暴力如火山爆發的
世代，到處刀光劍影、腥風血雨。司法和道
德的力量有限。拿甚麼去搏擊風雲、力挽狂
瀾？
答：無他、唯有以主的大愛為武器，才
能打斷仇恨的惡性循環。
二問：曾有人對我傷害很大，如何是
好？
答：饒恕他。主怎樣饒恕你，你就怎樣
饒恕他。
三問：我沒有與他計究，但至今仍耿耿
於懷。
答：雖然口裡寬容，但你仍懷恨在心。
四問：我是認罪悔改才得到赦免，但他
毫無悔意，是否值得原諒？
答：為了主耶穌的緣故原諒他；神已經
饒恕你，為何你不能饒恕別人？
五問：所有邪惡都可以赦免，不縱容人
犯罪嗎？
答：饒恕是超越理法的，縱然是完全無
法赦免的罪行。
六問：這豈不對受害人不公平嗎？
答：如果強調不公平，就不可能有饒恕
了；因為我們都是罪人，也有許多需要別人
原諒的過錯。
七問：真正做到饒恕是不太容易吧？
答：拔劍容易，收劍難！
要勝過仇恨，先要讓基督成為你的主。
“只見別人眼中的刺，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
＂。凡人都自大自是，總是責人嚴，責己
寬；難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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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冠民

真正的敵人，是你自己。
八問：不饒恕人後患如何？
答：仇恨是一個囚徒，如果不把怨恨抛
在身後，其實你仍在獄中。一仇恨附身，惶
惴終日，步步驚心，像在刀鋒上生活。
你一天不放下，仇恨一天到晚跟著你。
告別仇恨最佳的妙藥就是饒恕。
九問：基督與世人的恕道有何不同？
答：神人無可比擬，乃天與地之別，因
從主得到的是屬天的平安和喜樂。基督是由
愛生恕。故能完成貫徹始終。重要是“主動
＂兩個字。
是主動去尋找機會或是被動等待。甘心
情願去原諒對方，更彰顯基督非凡的美德。
真正基督樣式的饒恕是連斧頭柄也埋葬
起來。
十問：饒恕能改變一切嗎？
答：絕對。愛能改變世界！
饒恕像基督，就能由惡返善。
饒恕是一門心靈藝術。
人生如弈棋。一種選擇、一種命運、一
種棋局。
只要你踏著主的腳印，你就會嚐到饒恕
的滋味。
收刀入鞘，春風化雨。奇恩異典，會帶
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和收穫。饒恕了別人、
鬆綁了自己、榮耀了主的名。從而宣示了一
種信仰傳承不息。
懂得愛主的人，更懂得愛人，才懂得愛
自己。這就印證了主的愛能改變一切的解
讀。

增長靈命，學好饒恕
“饒恕是基督徒很難學好的一門功
課＂，我贊同這種說法。
人往往能做好事做善事，善待親人、
朋友和他人，但饒恕別人，尤其是饒恕曾
經傷害自己的人，確實是很難，很難。所
以有人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念念不
忘報仇。
但是在聖經中有三十八處提到饒恕。主
教導我們饒恕別人。其實世上沒有人富的
不需要愛，也沒有人窮的沒有愛。所以學
好饒恕的催化劑是“愛＂。用愛的祝福還
給詛咒，用善對惡，用效法耶穌的言行，
感召和寬恕別人，這才是基督徒崇事的境
界。彼此相愛，如同天上星星互不排擠，
互相映輝。懷恨的人心頭上鎖，光無法進
入，用愛點燃心燈，天地自然一片光明。
接主愛，給予愛，以愛生愛，一生精彩。
當你怒氣難當時，聆聽主教導：“不
可含怒到日落＂，不輕易發怒的人，大有
智慧。
當你憤怒不平時，主教導：“不要為
自己伸冤，寧可讓步。＂

◎ 李貴元

當你吝嗇幫助別人時，主教導：“施
比受更有福＂。
請記住：忿怒為殘忍；怒氣為狂瀾。
聽主的話，珍視對方。對別人要以虛心的
精神，欣賞對方的長處；以博大的胸懷，
包容對方的短處；以感激之心，紀念對方
的好處；以愛之心擔當對方的難處。
饒恕不是姑息，更不是贊同罪行。饒
恕不是軟弱的行為。饒恕是一種真愛，是
一種包容萬物的精神，是一種生命的境
界。
饒恕勝過復仇。饒恕了別人鬆綁了自
己。仇則火，恨則毒。仇恨欲來怒滿腔，
步步緊逼，走向沉淪。報復並不甜蜜，饒
恕源於愛，愛源於神。
讓入鞘的刀，漂流在生命的河床，鈍
化為犁，詩為錦帛，霧化彩虹，春風化
雨，滋潤心田。
大愛的極點是信仰，信仰的標誌之一
是愛，有愛的標誌之一是會饒恕，海不與
井爭其清，雷不與蛙鬥其聲。基督徒越過
世俗的境界，敬天敬神，心向天主，提升
靈命、學好饒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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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聖詩節－“讚美的聖詩”
HYMN CELEBRATION - “HYMN OF PRAISE”

Allison Chang ( 7 th Grade ) Junior Piano solo
Allison Chang ( 7年級 ) 少年鋼琴獨奏

◎ 教會兒 童 事 工

兒童們對所演奏的聖詩的感想與回顧
Thoughts and reflections of hymns played by our children

Evelyn Kung ( 3 rd Grade ) Primary Piano Solo
Evelyn Kung ( 3年級 ) 小學鋼琴獨奏

“聖哉，聖哉，聖哉”Dykes / Heber（世紀頌讚－第8首）
“HOLY, HOLY, HOLY” Dykes / Heber ( Century Praise - Hymn #8 )
When I sing and play this song, it makes me feel like angels are around me. I can also feel the glory
of God and praise him.

當我歌唱和彈奏這首聖詩時，我覺得好像有天使環繞著我。我也感受到上帝
的榮耀而讚美祂。

“一切全獻上”Weeden / Deventer（世紀頌讚－第353首）
“ I SURRENDER ALL ” Weeden / Deventer ( Century Praise - Hymn #353 )

“萬福泉源”Wyeth / Robinson

（世紀頌讚－第77首）

“ COME, THOU FOUNT ” Wyeth / Robinson ( Century Praise - Hymn #77 )
I like that his hymn sounds very majestic, just like the Lord, and how he rules this world he has
created. The lyrics of this hymn mean that we should praise him for his streams of grace, mercy, and
for redeeming us.

我喜歡這首聖詩，它聽起來非常的莊嚴雄偉，就像主自己一樣，還有祂是怎樣
地掌管這個祂所創造的世界。這首聖詩的意思是我們應該為了祂如水長流的恩
典，憐憫和救贖我們的大愛而讚美祂。

“讚美天父” ( Maranatha Singers ) /“耶穌，至高的聖名”
Naida Hern（世紀頌讚－第129首）
“ PRAISE YOU, FATHER ” ( Maranatha Singers ) / “ JESUS, NAME ABOVE
ALL NAMES ” Naida Hern ( Century Praise - Hymn #129 )
I like that this hymn is beautiful and flowing, just like God’s creations. These lyrics praise him for
being here, and also show that the Lord is very great with many names. They mean the Lord is very
great and he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us, that is worthy of praise.

我喜歡這首聖詩，好美麗，好流暢，就像上帝的創造一樣。這些歌詞在讚美祂的
同在，並且表達出有眾多名字的主是如此的偉大。這首聖詩的意思是主非常的偉
大，祂永遠與我們同在，是值得頌讚的！

When I sing and play this song, I know we should devote ourselves to the Lord. We are so lucky and
fortunate to receive a lot of love.

當我歌唱和彈奏這首聖詩時，我知道我們應該將自己完全獻給主。我們可以領
受這麼多的愛真的好幸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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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ac Jung ( 2 nd Grade ) Primary Piano Solo
Isaac Jung ( 2年級 ) 小學鋼琴獨奏

“萬代之神” Worren / Robert

（世紀頌讚－第32首）

“ GOD OF OUR FATHERS ” Worren / Robert ( Century Praise - Hymn #32 )
God is our leader and full of glory and we worship him in song. He is our ruler, guardian and guide.
I like this song because it is energetic and powerful. We can trust him and follow his way.

神引導我們，充滿榮耀，我們以詩歌敬拜祂。祂統領，引導和守護我們。我喜
歡這首詩歌因為它充滿了活力和力量。我們可以信靠祂並遵守祂的道。

“成為我異象” Traditional （世紀頌讚

－ 第331首）

“Be thou My Vision” Traditional ( Century Praise - Hymn #331 )
I like this song because it is smooth and expressive. God is the Lord or heart and his Word is truth.
He is our father and our heavenly king and ruler. It shows our devotion to God.

我喜歡這首詩歌因為它很流暢，也有很豐富的表達。上帝是我們心中的王，祂的話
就是真理。祂是我們的天父，天上的大君王。這首詩歌表達了我們對祂的敬拜。

Cassie Kao ( 5 th grade ) Flute
Cassie Kao ( 5年級 ) 長笛

“歡欣”Henry Smith

（世紀頌讚－第306首）

“ GIVE THANKS ” Henry Smith ( Century Praise - Hymn #306 )
The hymn has a beginning that is calming. Then it starts to grow louder and have a glorious tune that
I feel so proud to play, because I know my God is real and He has given me so many things to give
thanks for. It makes me feel that God is so generous and loves me so much. We should all thank Him
in prayer and praise Him for being such a great God for us.

這首聖詩的一開始很平靜，然後就越來越大聲。它的曲調宏偉榮耀，我很高興
地發揮吹奏，因為我知道上帝是真實的，並且祂給我那麼多東西使我感謝祂。它
讓我覺得上帝好慷慨大方，又那麼地愛我！我們都應該在禱告中感謝祂，為祂是
如此偉大的上帝而讚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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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rite part of this song is the triumphant phrase where you sing,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It makes me think
of the triumphant entry when Jesus came into Jerusalem on a donkey. Jesus started to perform miracles
and in the verse it says,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So, it reminds
of how Jesus healed the sick, and if we believe in Him, He will heal us.

這首詩歌我最喜歡的部份就是當唱到這段得勝的短句，“今天，心中剛強無懼
怕，主的豐盛滿一生，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它讓我聯想到主耶穌騎驢榮耀
進耶路撒冷的場面。耶穌開始行神蹟，詩歌寫道，“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
滿一生”。所以，它提醒我們耶穌如何醫治那些生病的人，如果我們相信祂，祂
會醫治我們的。

“如鹿切慕溪水” Martin Nystrom （世紀頌讚－第66首）
“AS THE DEER” Martin Nystrom ( Century Praise - Hymn #66 )
This song has a very graceful tune and calms me down when I am frustrated or angry, or even sad. Its
tune reminds me of how our God is so merciful and even had His son die for us when we wronged Him
many times. I know how it feels when others yell at you and call you names, but even though we sin
against God, he still loves us and even forgives us for all the horrible things we’ve done in our lives.
Adding to that, God sent His only son that He loved ever so deeply into a world full of tragedy and pain
to be crucified and pay for our sins.

這首詩歌的曲調很優雅，當我感到挫折，生氣或難過的時候，它使我心情平靜下
來。它的曲調提醒我，我們的上帝充滿了憐憫，我們多次悖逆祂，祂甚至還賜下
獨生子為我們而死。我知道當別人罵你，取笑你時的感覺，但是即使我們得罪上
帝，祂卻仍然愛我們，甚至赦免我們作過的一切可怕的事情。此外，上帝賜下祂
所深愛的獨生子，讓祂來到這個充滿災難痛苦的世界，並為我們的罪付上代價，
釘死在十字架上。
A deer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animals God created on Earth. I know for a fact that deer are very
alert, and they can sense predators sneaking up on them with their sense of smell and hearing. This
relates to the fact that God wants us to be ready when Satan comes and tries to tempt us. One of the
verses in the song is written, “You alone are my strength my soul, to you alone may my spirit yield.”
God is our only God and we must worship, our one and only, true, God.

鹿是上帝所創造的最美麗的動物之一。我知道一個事實，那就是鹿是很機警的，
牠們靠著嗅覺和聽覺，就可以知道有捕食者向牠逼近。同樣地，上帝也要我們在
撒旦試圖誘惑我們時，能夠警覺並且隨時作好準備。詩歌中有一段歌詞寫道，
“祢是盾牌，堅固力量，我身心靈唯降服於祢。” 上帝是我們唯一的神，我們必
需敬拜這位獨一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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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ua Kuo ( 7 th Grade ) – Junior Piano
Joshua Kuo ( 7年級 ) 少年鋼琴

“有福確據” Knapp / Crosby （世紀頌讚－第321首）

兒童聖詩節
美好瞬間

“ BLESSED ASSURANCE ” Knapp / Crosby (Century Praise - Hymn #321)
We Christians are so blessed because Jesus Christ died on the cross to save us from our sins. We
should praise our Lord all the day long to express our thanks and appreciation. This hymn is smooth
and live, and melody of the refrain really lifts my spirit. I really enjoy this hymn.

我們基督徒真是蒙福因為耶穌基督為了將我們從罪中拯救出來而死在十字架
上。我們應該晝夜不停地讚美我們的主，獻上我們的感謝和感激。這首詩歌很平
順活潑，副歌的旋律真的提升了我的靈魂。我很享受這首聖詩。

“榮耀大君王” Haydn / Grant （世紀頌讚－第27首）
“ O WORSHIP THE KING ” Haydn / Grant ( Century Praise - Hymn #27 )
Our all-mighty God is our Shield, our defender, and our King. When we look at the wonderful world
he created for us, we are full of happiness and awe. By playing and singing this solemn hymn, my
heart really feels that our King is worthy of all our worship and praise.

萬軍耶和華是我們的盾牌，保障，和大君王。當我們看著祂為我們創造的美麗
世界，就充滿了幸福和敬畏。邊彈邊唱這首莊嚴的聖詩，我真的感覺到我們的大
君王是值得我們所有的敬拜與頌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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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教學
今

年夏天起，我每星期天在洛杉磯國語浸信
會進行中級英語班的教學。值得高興的
是，我有三名助手。Tim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律
師；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Michelle是一位正
在大學專攻數學的女生。Daniel是一位中學生，
即將從中學畢業。作為主講教師，我的重要任
務是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和特長。我深信，如
果我能做到這一點，我的教學一定成功。
過去幾個星期中，我們學習的課文作者是
美國著名佈道家葛培理先生。課文如下：

Life in Christ Works
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2 Timothy 1:12
Does Christianity work? Does anything really
happen when a person repents of sin and receives
Christ by faith?
I can only tell you that it worked in my own
life. I was reared during the Depression on a farm
in North Carolina. My parents weren’t able to give
me the advantages most young people enjoy today.
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home, but by the time I
was fifteen I was in full revolt against all religion –
against God, the Bible, the church.
But one night I committed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and He gave me a whole new direction.
My grades picked up. My attitude toward others
changed. I began to seek God’s will instead of my
own way. No, I didn’t become perfect, but my life
was change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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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煒
I have been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have
never met anyone who regretted giving his or her
life to Christ. And neither will you.
下面是課文譯文。

活在基督裡是行得通的
“我知道我相信的是誰。”
“提摩太后書”1章12節
基督教行得通嗎？當一個人為自己的罪懺悔、
憑著信心接受基督的時候，真的會發生什麼事嗎？
我只能對你說，這樣做在我的生活中是行得通
的。我是大蕭條時期在北卡羅來納州出生長大的。
我的父母沒有能給我現在的年輕人所能享受的各種
優越條件。我是在信仰基督教的家庭裡長大的。但
是到我15歲時，我已經徹底反叛了一切宗教；我反
叛上帝，反叛《聖經》，也反叛教會。
但是，有一天晚上，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了耶
穌基督。[從此]他給了我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向。我的
學習成績有了進步。我對別人的態度有了改變。我
[做事]開始尋找基督的意向，而不是只按照自己的方
式行事。不，我沒有變成完人，但是我的生命確實
有了變化。
我在全世界各地旅行。可我從來也沒有遇到一
個人為把自己的生命交給基督而感到懊悔。你也不
會懊悔的。

我們在教學中是怎樣分工合作的呢？按照
常規，每一課書分成兩次教，每次兩小時。
* 剛接觸課文時，我簡單地介紹課文中
的單詞，接著，Daniel便借助從Google/Images
中收集到的圖片，如北卡羅來納州的農場、教
堂、成績單等等。
* 考慮到crime和sin在中文裡都可以翻譯
成“罪”，為數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人認為：
“我從來沒有犯過罪，怎麼要我為罪懺悔呢？

( I've never committed any crime, why should
I repent ? )”Tim花了20來分鐘時間，講解crime
和sin 的異同。他在白板上畫了一個大圓圈，表
示sin；又在該圓圈的周邊裡面畫了兩個小圈，
一個表示crime，一個表示tort（侵權行為）。在
大小圓圈的左上方，Tim寫了evil（邪惡、罪惡）
一詞。他說，憤怒、貪婪、仇恨和嫉妒等心態都
屬於evil，也是crime 和sin的根源。他指出，雖然
crime，tort 和sin 都來自evil，但前面兩種行為觸
犯法律，需要通過政府由警察、法院等部門解
決。後者不同，不可能這樣解決，否則整個國
家都得變成監獄。Tim在講解時引用了不少《聖
經》中基督耶穌的話，說明要解決sin的問題，
必須依靠宗教、道德，依靠“心意更新”、改變
態度。
* 緊接在Tim講解之後，我向學生講述了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實故事。數月前一個晚上
我把一隻綠色的垃圾箱留在了人行道上，沒料
到第二天一早竟不見了；顯然被人拖走。我心
中不高興，竟想出了一個糟糕的補救辦法：從
鄰居家園中拖來一隻綠色垃圾箱放在自己家院
子裡。（鄰居是房東，出租房子，但她的房
子已經很久沒有人居住。）幸虧我妻子及時
發現，嚴肅指出我的錯誤。我才把垃圾箱送回
去。我講這件事，為的是向學生強調：基督教
認為，即使是頭腦中一閃而過的錯誤念頭，也
屬於sin的範圍。但Tim當場指出，我的行為屬
於tort，即侵權行為。
* Michelle配合本課的語法內容(一般過
去時、過去進行時和過去完成時)同樣利用
Google/Images裡收集的圖片（如烏鴉、大玻璃
壺(pitcher)、石子(pebbles)等）講解“伊索寓
言”。故事說的是大旱季節裡兩隻烏鴉找水喝
的經歷。一隻烏鴉想依靠自己的力氣，把盛有
半壺水的大玻璃壺撞翻。但是大壺紋絲不動，
它沒有成功，怏怏離開。另一隻烏鴉在玻璃水
壺旁停著不動，沉思默想，終於成功地在附近
找到許多小塊石子，把它們用嘴一塊塊從地上

撿起，放進壺中。當水升至壺頂時，它高興地
喝足水，解了渴。“靠智慧和耐心成功；靠武
力失敗 (Wisdom and patience succeeds where
force fails.)。”
* （第一堂課結束前和第二堂課開始時）
Michelle和Daniel 分別帶著學生朗讀課文和伊
索寓言。隨後，我帶著學生校對課外作業：句
子翻譯。數名學生志願來到前面，把自己翻譯
的句子寫在白板上。我和學生詳細討論詞匯的
選擇、語法、拼寫、標點是否得當等。在討論
“她為自己的罪過懊悔”這一句時，一位學生
提出，是否可以用regret來代替repent (of)。我
說，repent表示態度更加嚴肅；regret 則用於
一般的情況。這時，Tim插言說，一個人偷了
別人的東西。後來他可能後悔自己不夠小心，
被警察逮住；但是他卻並不為自己所作的錯事
（罪）懺悔。這說明他的態度沒有改變。我緊
接著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解釋( That's a
great explanation.)。Tim在上次講課時告訴大
家，一切sin都來自heart。心態不改，就不可能
懺悔，即使你感到懊悔。”
* 說真的，從Tim的補充解釋中，我對
regret和repent (of)有了新的理解。謝謝Tim!
* 學生分成小組進行英語對話時，我們四
人分別參加一個小組，聽學生用英語對話。偶
爾插話，或鼓勵，或回答問題，或糾正錯誤。
* 這段時間以來，Michelle積極主動，
工作責任心強。她最早接受了我的要求，從
Google/Images上收集跟課文有關的圖片，進
行講解，受到學生們的表揚和歡迎。為了教學
的需要，她也願意放棄個人的安排。這使我感
動。一個女孩子在服事中能做到這些，真不容
易。我私下對她說，她可以成為一位很好的教
師，如果她有這一願望的話。
合作教學，是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取
長補短、共同進步的過程，於學生、教師都有
利。感謝教會的安排，使我們有機會服事大
眾，使榮耀歸於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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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豔麗香花：松柏詩班
2015 年 9 月 18 日，松柏詩班為慶祝

成立二十周年慶，和教會的教牧同工
一同共聚午餐。大家歡聚一堂，我弄
不清楚是教會邀請松柏詩班員，還是
松柏詩班邀請教牧同工，好像都是主
人。在鍾牧師作謝飯禱告後，張牧師
帶領大家高唱一曲“感謝主，拯救我
靈魂；感謝主，醫治我心身；感謝主，
白白賜給我豐豐富富的奇妙救恩＂。
在歌聲中我領悟了，我們是合一的教
會，我們是一家人，合一教會的信仰
和情趣真是令人歡欣、鼓舞和喜樂。
席間，劉秀春和汪澤纓兩位姊
妹談到教會的《家訊》上原有的松柏
園地欄目多時沒有報導文章了，她們
二位叫我寫點報導松柏詩班的文章，
刊登在《家訊》上。因為當時在喜樂
的氣氛中我便一口答應，飯後一想，
真叫我恐懼戰競，擔心我完成不了她
二位託付的任務。當年，是李賈樹權
老姐妹經常寫些文章刊登在《家訊》
上，我把李大姊當作我的老師敬重
她，她在八十多歲高齡時，考進博士

◎ 張雲鶴

研究生班主修中國文學，是一位多麼
努力面前得獎賞的老人；她也是一位
事奉主多年的老基督徒；是可敬可佩
的一位長者。她的東北口音頓時出現
◎ 本 刊
在我耳裡，前有故人，我便試著承擔
寫文章了。
在松柏詩班的花名冊上，現有詩
班員 54 人，在教會的眾多詩班中，人
數可說是首屈一指的了，但就音樂的
水準，卻是倒過來數的第一名。兩個
第一名的詩班，以及上帝在這些老年
基督徒心中運行所展現出的救恩和這
些老年基督徒過聖潔生活、頌揚基督
耶穌的執著和事奉，所以鍾牧師常講
松柏詩班是我們教會的一個寶；張牧
師向其他詩班誇獎松柏詩班在獻詩時
是背出歌詞的；每次松柏詩班獻詩之
後，大堂內讚賞的掌聲不絕於耳，這
都是因為這個詩班的詩班員是因著敬
拜神、讚美神、歌唱神的慈愛、頌讚
神的榮耀，所以得到教牧同工的扶持
和兄弟姐妹的鼓勵。
松柏詩班是在二十年前由博師
母（博問牧師師母）、張世明牧師的
慈母和其它幾位姊妹創建成立，期間
有陳寶聲牧師和其他幾位姊妹帶領，
目前是張牧師在帶領詩班，他每次都
是帶了四條手帕來教我們練習發聲和
唱歌，一邊指揮，一邊擦汗，太認真

了，因此詩班的出席率，詩班員的音
樂素質和詩班的合一都有長足的進步
和提高。
感謝神，洛杉磯國語浸信會造
就了這麼一支敬拜神、讚美神、傳揚
基督耶穌福音的團隊，致使許多基督
徒的嚮往。李珍小姊妹，是早堂的招
待，活力十足，年輕有為，大概是她
聞到了松柏詩班的馨香之氣，說服了
張牧師，才“恩准＂她參加松柏詩
班。在一般世人的眼中，人生七十古
來稀，“老朽＂是指喪志無用，或是
老人自謙之稱，中國古代著名文學家
蘇軾，他才幾歲？在與馮祖仁書中有
“－－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
松柏詩班詩班員中，年齡最長者是李
黃賽老姊妹，今年九十九歲，年過
九十的有六人之多，這個團隊中，沒

有聽說有依老賣老的，張牧師常講，
“你們唱歌要像三十、四十歲的人＂，
李珍的來到，更添加了詩班的活力。
詩班員中有一位吳華纓姊妹，
原是上海的一位外科醫生，到洛杉磯
後，遭遇一場車禍，頸椎和腰椎受到
嚴重傷害，躺在病床上，醫生向她
講，你要想復原只有求上帝，因此她
信了主，還在使用頸套保護頸椎的期
間，她從神學院碩士班畢業，抱著一
顆感恩的心，參加教會的 CWT 團隊和
松柏詩班。她說她五音不全，她不是
來唱歌的，是來向神感恩的。類似她
帶著感恩的心參加詩班何止她一人，
用感恩的心唱讚美詩，五音會變成七
音，是和聲，發出的樂聲就更和諧、
更美了。美啊！松柏詩班。

松柏詩班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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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懷念李紹景弟兄

社區服務委員會

送愛到社區

◎ 陳東昇 牧師

◎ 李志慧

本教會有數個委員會，社區服務委員會就是
其中一個。也許教友們看到過我們的身
影，但不清楚我們整體的事工，以下是本會同工
手冊中對社區服務委員會的職任詳細說明:
1.研究教會可參與之社區服務工作並提供給
理事會。
2.計畫與聯絡各部門做理事會通過進行之社
區服務工作。
3.審核教會社區服務工作果效，並向理事會
報告。
4.作每年度社區服務預算。
有些弟兄姊妹不明白，我們在扮演什麼角
色，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事，我只想用簡單的語
言說明我們的工作內容。
為了發揚基督愛世人的精神，教會本著做
光做鹽的使命走入人群，社區活動多半是外展事
工，幫助困苦窮乏者，傳揚主耶穌的愛。教會是
自助團體，除了支薪固定神職人員，帶領監督牧
養事工，整個教會所有事工就是以會友在各崗位
的時間及其他奉獻來運作的，大部份事工需要會
友一起同工。
茲將2015–2016年度暫定的主要事工進度一
覽如下:
1.10月中到11月中，是“好撒瑪利亞人”愛
心傳禮盒，準備聖誕鞋盒的時間，會眾交回來的
鞋盒，我們收集和運送到總會集散中心，再送往
世界各地。本事工已有20年以上歷史。
2.12月初到Alhambra附近5個社區老人療養
院做“聖誕報佳音”。當天活動，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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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年5至6次，不定期去支助磐石基金協
會在Downtown LA–Azusa Lighthouse事工，
提供午餐給會友及流浪漢，當天活動，因需要
人數少，常以各團契或家庭小組為單位參與。
新事工，去年開始。
4.3月至4月中，參與角聲佈道團“同走愛
心路”社區慈善籌款義賣會。當天活動，自由
參加。
5.9月底提供“愛心背包”學雜文具，制
服給社區Northrup Elementary School需要的孩
童。2-3時間周準備，已有核心員工負責，需要
人數少。
6.機動性配合各語言組特別需要，提供
人力支援，譬如國語堂每月第一個星期六早上
的“月”精彩人生講座、健康委員“社區健康
日”。當天活動，自由參加。
一般在預定事工時間前2至3周，就會公佈
在主日節目單家事分享上，預告會眾。而事實
上，我們也先從核心同工(已在本年度委員會
名單)開始聯繫，希望她/他能邀請弟兄姊妹一
起參與。教會的事奉，人人都有義務參與，只
要時間許可，人手足夠的情況，就比較容易完
成。我們盡量避免唱獨角戲，這樣事倍工半，
很容易製造壓力，況且沒有善用弟兄姊妹的恩
賜。最主要就是在做協調工作，使計畫能順利
完成。
弟兄姊妹只要有負擔，看到有需要事工時
就可已主動和社區委員連繫或詢問，我們非常
歡迎大家的意見和參與。可以電話: (818)6606199 或電郵: chmlw1@gmail.com留言。

記 得2009年12月第一次來國語浸信會大堂
講道，講道後在門口握手的時候，一對
夫婦笑嘻嘻的與我握手，他們就是李紹景夫
婦。“牧師，你從德州泰勒(Tyler Texas)來
嗎?泰勒可是我幾十年前應聘護士移民的落
腳地啊。”李太太笑咪咪的說。“是啊，當
年我隨太太來到泰勒在第一浸信會幫忙做清
潔。大教會啊!一間教會，要洗三十多個洗
手間。”李弟兄說。就是這樣，第一次來講
道後，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對親切又可愛的夫
婦。
2011年3月正式來到國浸，在早堂卻不見
李弟兄夫婦，但很快發現他們那時已經是國
語晚堂的常客了。“陳牧師，還認得我們嗎?
我們也是從德州泰勒來的。”又是一句李太
太親切的問候。“你有去過泰勒第一浸信會
嗎?很大的教會。”“喔，是泰勒一浸嗎?當
然去過啦！有一位在中國山東出生的80多歲
老宣教士叫Mary Walker，她是浸神院長老柯
牧師(Dr.Culpeper)的女兒。她在Tyler常常
幫我忙。她就是泰勒第一浸信會的會員。”
此外，我們華人教會的母會叫Green Acres
Ba p tis t Ch u r c h ， 那 是 比 第 一 浸 信 會 更 大 的
教會，每主日有超過5000人聚會喔，但我們
Green Acres是第一浸信會在60年代的植堂。
說說笑笑，李弟兄夫婦跟我們家就好像認識
的老朋友一般。
李伯伯給我的印象是直率，而他很愛牧
師 ， 也 愛 幫 助 人 。 2 0 11 年 剛 來 國 浸 ， 在 晚
堂每月有兩次講道機會。在聖靈感動下，計
劃用一年時間把約翰福音講完。常常在講

完道，晚堂吃飯時間，李弟兄就不只一次
走過來，直率地說:“陳牧師，會講道。”
第一次聽到那麼直率的評語，不知如何是
好，幸好嘴中的飯還沒有吐出來。一聲“謝
謝”後，只好繼續吃飯。但李弟兄還沒講
完:“陳牧師會講道。會講道的人會收網。
有些講道會……。但會講道的人到了時候，
就 把 網 一 收 ， 大 家 都 回 來 了 …… 。 ” 聽 起
來，好像李伯伯還真的很懂講道。後來才知
道李伯伯曾經跟隨講道名牧沈保羅牧師出出
入入，參加釋經講道大會無數，明道，也明
講道之道也。有一次晚堂飯後要開車回家，
看到李伯伯不知為何站在我的車後，他見到
我就說:“這就是你德州開來的車子?”“是
的。”“為甚麼還沒換車牌呢?”“因為德州
車牌的註冊期還有幾個月呢，結束了再換加
州車牌吧。”“千萬不可。在加州，你要在
到州後30天內(後來發現是20天)把加州車牌
換好，否則罰款是每天算的。”“真的嗎?我
已經過了好久都沒換，我會盡快換的。”結
果，果然被罰款，但是如果沒有李弟兄的提
醒，一定被罰的更多。
李紹景弟兄很愛牧師，也愛請牧師們吃
飯，這是眾人皆知的。我們最常見面就是在
國語晚堂後的飯廳，我在吃飯，李弟兄就給
我講故事。“陳牧師，你有聽過沈保羅牧師
嗎?”“當然聽過。年輕時聽過沈保羅牧師
講退修會，很不錯呢!後來沈牧師有一段時
間也回香港牧會，當時我香港教會某些會友
很喜歡聽沈牧師講道。”“我一直跟著沈牧
師，常常幫助牧師洗衣服。有一次沈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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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夏令會，講道完，衣服都濕透了。我叫
牧師不要擔心，我幫他洗就是了。”後來發
現，李弟兄不只對沈牧師，對其他牧師(包括
我)，也愛護有加。有一次周二早上教牧會議
結束，李弟兄竟然出現。“今天我要請客，
謝謝各位牧師的辛勞。”面對長輩弟兄的熱
情，我們怎好意思推卻呢?果然，在吃飯閒聊
之間，總會有意外的收穫:記得一次李弟兄出
遠門，幾星期沒見到，回美後就與我們吃飯
(應該就是請教牧同工們吃飯的那一次)。李
伯伯深情地講:“這次回中國，我去母親的墳
前掃墓。我很想我的母親啊!媽媽是個虔誠的
基督徒，小時候就教導我要愛天父。媽媽很
愛牧師們，常常找機會去幫助他們(我心想:
怪不得你也很愛牧師們啊)。媽媽在我小時候
常常唱這首歌給我聽。”然後用很重的鄉音
唱了一首歌，大意如下:“感謝天父，賜我口
飯糧食;賞我衣裳能穿暖……。”然後李弟兄
大聲說:“當時能穿暖，有口飯吃，就是很大
的恩典了!”
那段時間，女兒嘉嘉出生不久，還沒滿一
歲。我們一家都是國語晚堂的常客，而自那
次開始，李弟兄見到在嬰兒車的嘉嘉，就會
唱一次“感謝天父”歌給嘉嘉聽。後來嘉嘉
漸漸長大了，走來走去，李弟兄見到嘉嘉就
唱“耶穌愛我我知道”給嘉嘉聽。每唱完一
遍，還送嘉嘉一顆糖果!幾年過去後，在2014
年5月老二出生，英文名字與李弟兄的英文名
字一樣，都叫Samuel。但家中母親孩子好不
熱鬧，只有我一個人參加國語晚堂了。李弟
兄晚堂後吃飯時見到我，都會問:“小公主
(嘉嘉)呢?為甚麼小公主又沒有來?”而李伯
母有時也會加一句:“什麼時候小Samuel 也來
看一看大Samuel?”李伯伯說完，又會拿一小
盒糖果出來:“這個送給小公主。記得啊，要
給小公主。”最奇妙的是有一次要主持安息
禮拜，完後與信主家人們吃素餐交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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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一進到那間酒家，就聽到親切熟悉的聲
音:“陳牧師，你怎麼在這裡?”原來李弟兄
與一桌好友也在那裏吃午飯。大家寒暄一番
後，李弟兄奇妙地又拿出一小盒糖:“這個要
給小公主。記得啊，要給小公主。”這就是
李弟兄，愛牧師，也喜歡小朋友。
誰知也是那次在餐廳見到李弟兄後，竟然
在國語晚堂再也沒見到他，聽說他摔倒了，
而且有其他身體軟弱入了醫院。大家為李弟
兄禱告，想不到一拖就到2014年7月份。中
間與其他牧師探訪過李弟兄，但7月底前自己
決定一定要再探訪，因為之後要去德州上兩
週的課程。李弟兄情況並不理想，只有在他
耳邊唱“耶穌愛我。”同時加上一句:“李弟
兄，我是小陳牧師，我要去德州兩個禮拜，
去學講道學啊。回來一定要再見到你啊。”
其實心中並不太確定回來還能不能見到李弟
兄，只好為李弟兄禱告。感謝神，兩週過
後，李弟兄也有好轉!太感謝神了。之後，也
有幾次出門，但每次回來後李弟兄有時都會
好轉，化險為夷，感謝神!2015年4月底，在
回香港探親之前，又有機會探訪李弟兄(應該
是在嘉惠爾醫院)。這次他比以前都精神，我
也是唱歌，禱告，然後講很類似的話:“李弟
兄，我會回香港探親兩個星期啊。你要等我
回來，我到時要再探訪你。”真沒想到，在
香港還不到一半時間，就收到電郵:李紹景
弟兄已經回天家。我把消息告訴我家師母，
師母說:“啊，李弟兄走啦?他送給嘉嘉(我
女兒，李弟兄的“小公主”)的糖還沒吃完
呢!”
親愛的李紹景弟兄，謝謝你從開始到現在
對我們一家的關懷和愛心。是的，你已經走
了，回天家了，你所留下的，就像你給小公
主的糖果，含在嘴裡，甜在心頭。(現在還沒
吃完呢!)

我以紹景為榮

紹

景5月份離開我們了，非常感謝很多人
對紹景弟兄的懷念。紹景的一生充滿
了上帝賜給的奇蹟及數不盡的恩典，甚至連
我自己都常常逗他說：Samuel，為什麼上帝
這麼的愛你多過愛我？他沒有高深的學問也
沒有英俊的外表，可是他擁有一顆真摰愛主
愛人的心，非常謙卑，以熱心的態度處人處
事，用上帝賜給的「智慧」和「喜樂」，事
事為別人著想及凡事榮耀主名，並且活出了
「知恩感恩」生活。他特別喜愛小孩，至今
我們還在支持一間台北的孤兒院的事工。我
很感謝神、與他攜手相伴45年，總是在他的
呵護之下，甚至連汽車的汽油都是他一直為
我打理，他也是「粗中有細」的人，如果能
再有個45年該有多好啊！
2014的7月他不幸左腦中風，頓時失去
說話能力，右邊肢體軟弱，感謝教會牧長及
弟兄姊妹的代禱探訪支持，（教會有您們真
是無比好）十月份還數次去教會禮拜，我們
每天在禱告中仰望神的帶領及順服毫無怨
言，因為上帝早就為紹景弟兄按排了他病後
的需要：舒適的大平屋，足夠的空間使用輪
椅，24小時的特別護士，我、兒、女及教會
都在附近……每天都在這份無境的基督之愛
守護著，直到今年5月9日早上在家中，有親
人，牧師等圍繞著很平靜的安息主懷。“倚
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

◎ 李王大靈

了。”紹景，你做到了！以你的一生為榮，
阿門！
紹景的一生的的確確充滿了上帝的恩
賜，愛心，智慧及訴說不盡的驚人見証，我
真的以他為榮⋯今年初我將他的侄兒及侄媳婦
由武漢請來我家，與紹景敍舊並且協助照顧
紹景，紹景充滿了感恩，那段日子，我倆經
常在禱告中會為這二位遠來的親戚之救恩禱
告。感謝主恩！最近他們二位先後走出群衆
要接受耶穌為救世主，雖然他們很快就會返
回武漢，但是我們有信心在這短短的幾個月
內，他們已經融入了我們的生活，也包括了
我年邁有愛心的母親及我的那群基督徒的弟
弟，妹妹和家人相聚相處。我深深地知道這
些都是紹景在過去幾年所播下的種子，如今
開始發芽了，求主保守帶領他們漸漸成長，
更能發揮及改變他們周邊的親人朋友們。相
信紹景的喜樂又增加了幾分。

李紹景和李王大靈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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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黑暗
◎ 鄔海蓉

舞 蹈，曾經是我的摯愛，我的生命。在
眾舞者當中，我並不是最漂亮，舞功
最好的一個，但演出完後，最受矚目，得
到好評的往往是我，原因是：1.我勇敢，
從不怯場；2.我有極大的信心能跳得好；
3.我集中精神跳舞，決不分心；4.我平時
勤於操練，熟悉每個節奏和音律。在我的
舞蹈生涯中，我一直謹守著這四條，發覺
它們無往不利，在我成為基督徒後，有時
也把這四點用在屬靈操練中。
最近因為學校放假，在家休息了兩個
星期，好像並沒有讓我覺得精力充沛，反
而變得懶散了。更困擾我的是，每當我禱
告時，腦中便開始想起成千上萬件該做的
事。而當坐下來要讀經或閱讀一本好的屬
靈書籍時，根本無法安心。我相信你們也
有過類似的經歷，比如原本有機會以某種
方式來服事上帝，卻因為那些自我懷疑的
負面思想而放棄。其實，我們乃是被撒旦
攻擊了。在今日仍然會有像在路加福音八
章二十六到三十九節那個瘋狂，被鬼附的
邪靈的活動，但是，大部份的基督徒受到
邪靈的攻擊，經歷無法解決的嚴重內在問
題時，卻過著還蠻正常的生活。有時候是
在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屬靈爭戰的情
況下發生的。然而，我們必須醒悟撒旦是
真實的，邪靈的確存在。我們必須知道如
何對抗撒旦的火箭以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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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勇敢地面對。許多基督
徒恐懼屬靈世界的黑暗面，但是“神賜給
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忍
耐，謹守的心。＂（提1:7），記得小時
候，我和爸爸，哥哥到鄉下的阿姨家去，
阿姨家有一只愛叫的小狗，嚇得我要命，
當它在附近吠叫的時候，爸爸和哥哥都站
著不動，但我卻跑開了，猜猜看那只狗會
追誰？我躲到一輛拖拉機上面，那只小狗
便一直蹲在地上對著我叫個不停。除了我
以外，每個人都知道那只小狗對我毫無辦
法，它並沒有辦法把我丟上拖拉機；而是
我自己的觀念把我逼上去的。那只狗利用
我的心思，情感，意志來控制我，這些都
是因恐懼而起的。最後我鼓起了勇氣，從
拖拉機上跳下來，並且向那只狗踢了一顆
小石子，它便跑走了。撒旦就像這只狂吠
的小狗，牠欺騙我們，叫我們畏懼牠過於
畏懼神。牠的能力都藏在謊言中。牠是說
謊者之父（約8:44）；牠欺騙全世界（啟
12:9），結果是，全世界都臥在邪惡者的
手下；但那惡者對於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
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們不用對牠大吼或用
力搏鬥才能從牠的掌握中得著自由，我們
只要用真理抵擋牠。相信，宣告以及按照
神話語的真實性來行動，就能毀了撒旦的
策略。約書亞在進入應許地以前，受到四
次挑戰（書:6，7，9，18），而他卻一直
充滿從神而來的聖潔的勇氣和膽量。啟示
錄一章六至八節提到，膽怯的和不信的要
和行邪術的以及拜偶像的一同排在硫磺火
湖的名單裡！這提醒我們要勇敢地面對撒
旦的攻擊過聖潔的生活。
其次，我們要有信心。因為我們無法
靠自己在屬靈爭戰中得勝。身為一個基督
徒，如果我們對於神所賜下的權柄有十足
的把握，便會將這能力有效地運用。在大
衛和歌利亞的故事中，以色列人的軍隊因
為將自己和歌利亞這個巨人比較便發抖，

而大衛因為信心將歌利亞與上帝比較而得
勝。當我們面對撒旦的攻擊自以為孤單
時，記住：我們加上耶穌便永遠是多數。
一個小孩，一個年老的祖母，在基督裡，
和一位擁有豐富經驗的牧師，在屬靈的世
界裡，擁有相同的權柄。保羅在以弗所書
一章十八至十九節裡說，神“能照明你們
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祂向我們這
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而且，在屬靈爭戰中，我們必須聚精
會神。有一個簡單的想像，假如我們站在
一條兩旁都是兩層樓房的細長街道的一
端，而耶穌站在街道的另一端。我們的基
督徒生命就是通過這條街道而達到成熟。
但是既然這個世界仍然在撒旦的權勢下，
所以路旁的房子內仍住滿了要阻撓我們達
到目的地的邪靈。它們沒有能力也沒有權
柄來阻擋我們的道路，但是它們會用各種
方式使我們分心，膽怯，甚至放棄。我們
必須定睛在耶穌身上，我們既然已經被耶
穌基督的寶血所贖，魔鬼決不能再次擄掠
我們。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我們得勝的最好
武器是禱告。這需要平時多讀經，多操
練，緊急之下能隨口背誦經文抵擋魔鬼。
禱告是與神溝通，神知道我們對付黑暗勢
力所需要的一切，而祂準備要供應我們比
我們求告的更多。使徒約翰說：“我們若
照著祂的旨意求什麼，祂就聽我們，既然
知道祂聽我們，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
不得著。＂（約壹：14–15）禱告能打
開我們的屬靈眼睛，能捆綁惡者，能帶來
保護的力量。這樣我們在爭戰中才能站立
得穩。有一個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故事：從
前有一頭驢掉進了一口井裡，它的主人用
盡一切的辦法想把它拖上來，都失敗了。
最後，經過許多小時的努力，主人放棄
了，決定把它埋在那裡。他開始把土鏟到
井裡，不料這驢不讓自己被埋葬，它開始

爬，並站在土上面。主人扔進更多的土，
它就照樣站在土上面。直到它能直接走出
那口井。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當我們掉進
撒旦的陷阱中，牠企圖要埋葬我們時，我
們需要像那個驢一樣站立。當撒旦把土扔
到我們身上時，我們應該向上爬，當牠繼
續扔來更多的土時，把土踩在腳下，並站
立得更穩。我們要把牠所設的絆腳石變成
我們的墊腳石。最終，我們會從那口井裡
走出來，成為一個得勝者。
父母們不但要自己堅持過屬靈的聖潔生
活，更要教導孩子們如何靠著主耶穌賜下的
權柄掙脫撒旦的捆綁。讓他們知道，年齡與
體力的大小和屬靈爭戰的得勝與否毫無關係
（林後10:4）因為叫邪靈逃跑，尋求庇護的
是主的力量，力量存在話語當中。
這個禮拜讓我們求神拯救孩子們脫離
一切在他們生命中會形成營壘的邪惡，求
神賜我們智慧和啟示，能了解孩子，識破
仇敵在他們身上的一切詭計和攪擾，在他
們需要的時刻，求神施行拯救的大工。
參考經文：彼前5:9；林後10:3–5；
提後4:18；太16:19；箴11:21；詩9:9；
耶33:3。
下個禮拜讓我們具體地為孩子的房間
禱告。宣告耶和華是孩子們房間的主宰，
求神用祂的光和生命滿溢這個房間，除去
一切想強住進來的黑暗。讓孩子的房間
裡不再有任何懼怕，沮喪，憤怒，疑惑，
焦慮，叛逆，憎恨的靈。禱告求神使我們
的孩子會像大衛那樣說：“我要存完全的
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擺在我眼
前。＂（詩101:2–3）。
參考經文：申7:26；賽1:16；林後
7:1；詩51:1–2；箴3:33；書24:15；出
40:9。
在新的一年即將到來之時，讓我真誠
地邀請姊妹們和我共舞一曲屬靈的生命之
歌，讓我們舞出黑暗，擁抱光明。
2015年11月第1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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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講福 音 過 程 中 學 習
◎ 吉米•卡特 文 ／錢

我

參加過一次類似的宣教之旅，前往
麻省斯普林菲爾德市。分配給我
的任務是向講西班牙語的家庭宣講基督
福音。這些家庭大部分來自波多黎各。
十分貧窮，許多人住在一家關閉了的紡
織廠附近的破舊宿舍裡。有幸找到工作
的人的每天乘坐公共汽車去到蔬菜地裡
或是種植在陰涼處的煙葉地裡幹活。這
次，跟我搭檔的是一名古巴裔美國人，
名叫伊洛易∙克魯茲。他是紐約布魯克
林區一所不大的浸信會的牧師。
剛接受這一工作時，我頗感自豪，
因為我能講西班牙語。但是我很快發
現，我在海軍時所掌握的西班牙語詞匯
和傳講福音所需要的西班牙語詞匯大相
徑庭。於是，傳講福音幾乎全部由克魯
茲牧師擔任，我只是朗讀出發前選定的
幾節《聖經》。特別使我吃驚的是，克
魯茲牧師總是能把話講到人們的心裡。
他們越聽越激動，有時會哭出聲來–當
他向他們解釋耶穌佈道的故事，說明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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煒譯

穌的生命為什麼能和他們緊密相關的時
候。
一次，給我們倆開門的是一位婦
人，身邊帶著五、六個孩子。在我們
說明來意之後，坐在一旁的丈夫立即把
喝了一半的啤酒瓶藏到椅子後。我們對
他說，耶穌並不反對喝酒。克魯茲牧師
給他講了故事，我則讀了有關耶穌三個
最親密的朋友的故事：拉紮路、瑪麗亞
和馬大。拉紮路已經死去，耶穌正準備
使他復活。儘管我用西班牙語朗讀這則
故事並不怎麼動聽，但故事本身十分動
人。後來耶穌哭了，接著一聲聲叫拉紮
路。這時全家人屏息靜聽。到拉紮路死
裡復活時，大家都笑出了聲。接著，大
家跟克魯茲牧師和我一起跪下，接受耶
穌作為自己的救主。我和這位了不起的
牧師一起傳講福音那段時間裡，每天都
有難忘的經歷。克魯茲牧師好像總是知
道該說什麼才能和我們訪問的窮人立
即建立起親密的關係。他說的話十分

簡單，卻能抓住他們的心(With the
simplest words, he could capture their
imaginations and souls.)。
克魯茲牧師對我相當尊敬，這使
我受寵若驚。要說，我有一輛汽車，
那可是他做夢也不會想到擁有的。再
說，我當過州參議員，甚至競選過州長
（他完全不考慮我競選失敗）。他認為
自己不過是一個古巴人，一個流亡者。
但是在我心目中，他完全是另一個人：
一個了不起的人。一周即將過去，我們
要分手了。我問他，是什麼使他那麼柔
和(gentle)，傳講福音作見證時卻又那
麼有效(effective)？他顯得局促不安，
最後用西班牙語說，“如果我們的心堅
硬的話，我們的救主派不了多少用場
的(Well, our Savior cannot do much
with a man who is hard)。接著，他又
說，他在傳講福音時努力遵循一條簡單
的原則：“你生命中只有兩份愛，一是
愛上帝，一是愛你面前的那個人。”
克魯茲牧師的話給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對我一生影響很大。我常常用
他的話提醒自己。有時，生活需要的是
勇氣；對於那些擁有眾多優點、長處的
人來說，要做到真正的謙卑很不容易。
我接觸的人可能是流浪者、毒癮經常發
作的人、十分貧窮的黑人、或者是非常
孤獨的鄰居，要讓自己和這些人平起平
坐，我會感到很不自在。但是，當我成
功（傳講福音）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不
僅使他們，而且也使自己，心靈變得高

尚起來了(ennobling)。這不是一個理想
主義的理論；有幾次我的確有過這樣的
經歷，是我切身的體會。
政治上的失敗（按，指競選州長
失敗），又從失敗中恢復過來（按，
指隨後參加宣講福音使他從失敗中恢復
過來），這使我學到了一些深刻、持久
的教訓。可以用我的小學老師朱麗葉∙
科爾曼的話來概括這些教訓：“你必
須適應改變著的時代，但堅持那些永
不改變的原則(You must accommodate
changing times but cling to unchanging
principles.)。”（我在總統就職演說
中和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演講時都引用了
這句話。）至少大多數時候，我都努力
為自己確定高目標，平靜地接受失敗和
失望，承認並努力改正錯誤和弱點，然
後為將來確定不同的、有時卻是更高的
目標。我盡可能尋求別人的幫助和勸
告。如果自己確定的目標是值得的、有
理的話，那就盡最大努力，不害怕可能
產生的不利後果。我在Lock Haven 和
Springfield兩地傳講福音的經歷幫助我
將基督徒的信仰更經常地用於自己的日
常生活，也幫助我更快、更有效地解決
那些明顯的矛盾。
（譯者註：本文譯自美國前總統吉米∙
卡特所著《充實的一生–九十歲回憶錄(A Full
Life

Reflections at Ninety)》，2015年Simon &

Schuster出版社出版。本文標題為譯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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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教我們越過今生的眼界
◎ 賈愛軍

鄰

居張先生長我幾歲，退休在家，頤養
天年。這人吶，不知道為什麼，對那
隔輩的都非常親。現在有一個比較流行的文
明詞，叫：“代溝＂。指的是父母和兒女之
間的溝通問題。可是我就不明白，為什麼聽
到很多父母和兒女之間有“代溝＂，卻從來
沒有聽說過，哪些祖父母和孫子女之間有什
麼“代溝＂呢？如果說“代溝＂是由於兩代
出生時間的差異所造成的，那麼，祖輩和孫
輩的差異應該更大才對呀？苦思冥想，關鍵
是一個“愛＂字了得。
張先生有一個三、四歲的孫女，叫“周
琳＂（Joline）。因為她的父母要上班，所
以她大部份時間住在張先生家，周琳非常喜
歡社交，每逢見到我和太太，總是主動過來
打招呼，聊天。她口齒清晰，英文字正腔
圓，好在我的Chinese English 她也聽得懂。
她稱呼我為“Uncle＂，其實我和她爺爺的
歲數差不多。不過我很喜歡她這樣稱我，因
為讓我自我感覺年輕了不少。所以，一來二
去，我們便成了“忘年之交＂。
周琳從去年年底，開始學中文，所以，
我們之間又多了一種語言的交流渠道和談話
的課題。小姑娘還挺愛學，每次見到我，就
會過來和我共同探討一些中文的問題。前幾
天，她在門口看見我，問我說，為什麼中文
的“Happy＂加上“Plant＂等於“Medicine
＂。弄得我一頭霧水。經過了幾個回合的
“雞同鴨講＂，我才明白了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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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她的問題是：為什麼喜樂的“樂＂，
加上個“草字頭＂，就成了醫藥的“藥＂？我在
國內學的是簡體字，這個問題還真是從來沒有
思考過。小孩子們有時候提出的問題，還真是
讓我們大人汗顏！怪不得主耶穌說：“你
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
進天國。＂（太18:3）
中國字是象形文字，是從原始的描摹發
展而來。但是，由於有些事物，尤其是抽象
事物，很難畫出來，所以慢慢的圖畫性質減
弱，象徵意義增強，形成了今天獨特的中國
字。在這一點上，我實在很佩服我們老祖宗
的智慧。
就拿這個“樂＂字來說吧，上面加個
“草字頭＂，就成了治病救人的“樂＂字。
這大概說明，我們的祖先在長期的生活實踐
中，深深體會到，愉悅的心情，有醫病健身
的功能和效果，並且想把這一點傳授給我們
後人吧。
現代醫學也證明，情緒對人體的健康，
有著極大的影響。
其實，《聖經》早就告誡我們：“喜樂
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
17:22）。
俗話說：“良藥苦口利於病＂。但是
“喜樂＂這付“良藥＂，由於沒有了“草字
頭＂，而消除了世俗苦澀的味道，留下來的
只是主裡的甘甜。不但能夠使我們在主內享
受平安喜樂，而且不苦口，沒有副作用。

◎ 周鐵樓

越

過今生的眼界是說，我們不要過於看
重地上的事，而要思念和求上面的
事。這是聖經這樣告誡我們的。
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説:“我已經與基
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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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告訴我們說，
“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
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
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
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
藏在神裏面。”(西3：1-3) 簡單地說，使
徒保羅要基督徒的我們越過今生的眼界，
不要過於看重地上的事，而要思念和求天
上的事。上面的事是永遠的，地上的事是
短暫的。
人的行事為人與他平時的思念有關。
箴言說：“他心裡怎樣，他為人就是怎
樣”(箴23：7上)。世人作事是沒有神在心
中的，所以他們只求自己的利益，愛受別
人的喜歡和稱讃，追求的是今生的榮華富
貴。如果我們的心思意念不是神和上面的
事, 我們也會把地上的事看得過重，因此
就不自覺地得罪了父神。
現在我們把使徒保羅的話作比較詳細
的註釋和暸解。
“與基督一同復活”，指信徒得救的
經驗是因信而得著的。

“求上面的事”，就是有了與基督
一同復活經驗的人該有的表現。基督徒的
“復活”是一種生命的更新，不是一種道
德的改革，也不是一種理念。既是生命的
更新，自然要有生命的表現，這表現就是
越過今生的眼界，思念天上的事，求上面
的事。
“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表示
基督已經得勝，已經領受天上地下一切的
權柄，被神升為至高。我們既然從祂得赦
罪，得生命，當然應當以祂作為我們在地
上生活的目標，以祂的事為我們思念的中
心，又以祂所應許的盼望給我們帶來的一
切福樂為滿足。
“你們的生命與基督是一同藏在神裏
面。”信徒的生活有兩方面，一方面我們
向世界是已經死了的。罪惡曾使我們的靈
性死了，使我們與神沒有交通，在律法下
要被定死罪。但基督的死，卻使我們脫離
那極大的死亡。我們因著信而與祂同死，
就被神看為已經死了。另一方面我們與基
督同復活，從衪領受了新的生命；這生命
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即是說我們所領
受的生命，乃是與基督和神完全合一的，
這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乃是靈的生命。主
耶穌降世時說祂自己是“從天降下仍舊在
天的人子” (約3:13)。照樣，今日領受基
督生命的人，可以說是在地得生命而成為
在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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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還告訴我們另一個理由，我們不要
只顧念地上的事。就是當耶穌基督第二次降
臨時信徒要一同和基督顯現在榮耀裡(参西
3：4) 我們既要跟耶穌基督一同顯現，就該
為著將來這個榮耀的盼望而生活，越過今生
的眼界，思念和求上面的事。
我們每天首要的事是思念主，思念父
神。所以，每天淸晨開始不要想着工作和忙
祿的生活，而要開始於主：讓主的道在心
靈、意念、悟性、意志中作工運行，使它在
我們的生活中發生果效。若我們真的思念和
求上面的事，就會讓神在我們身上掌權，並
讓神從我們身上活出來。讀經不再是屬靈知
識的吸取，而是聆聼神的話語；祷告不再流
於形式，枯燥乏味，而是向神傾訴心聲，感
到甘甜。
思念和求上面的事，並不是要我們忽略
地上的事。創世記說我們是神在地上的管家
(参創1：27-28；也請看“做主的好管家”，
〈家訊〉，第135期，02/2015)，聖經也清清
楚楚地說：“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
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西3：23)
這是把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的属天生命在
地上活出來。
我們可以把“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
作的”說得更白一點,那就是我們在家或在
職場上,立身行事要有三準則:誠信,責任,關
懷。
誠信是最基本的準則;不僅對別人要誠
信,對自己也要誠信。對自己不誠信的人,對
別人不會有誠信。其次是責任感。責任感驅
使我們盡心盡力做事。責任感之後要有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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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 關懷的心使我努力作事顯得溫暖
而美麗,別人就知道我們是基督徒。
世上的文化，藝術，科學多半都是
這類思念和求上面之事的人作出來的成
績。大物理學家牛頓和愛因斯坦都是這樣
的人。牛頓曾說：“宇宙萬物為什麼存
在，又井然有序呢？豈不是宇宙間有一位
造物主嗎？”他又說：“我願以自然哲學
的研究來證明神的存在，以便更好地侍奉
神。”愛因斯坦也說：“無限高超的神在
我們微弱心智所能覺察的瑣細小事上顯示
祂的存在，我對之心悅誠服，我的信仰由
此構成。”他又說：“在科學上有偉大創
造成就的人，全部滲透着真正的宗教的信
念，……”
願我們都能操練越過今生的眼界，
思念上面的事；讓神和求上面的事成為我
們的心思意念。

更正聲明
《家訊》上期(第137期)主題文章“思
念天上的事”不是我的文章。我寫的
是這一篇“聖經教我們越過今生的眼
界”，在電傳給阮秉森總編輯時，我不
小心誤傳了“思念天上的事”一文。我
為此深感自責和難過，謹向《家訊》和
弟兄姊妹們致以深深的歉意。
周鐵樓

蝸牛和我

◎ 鄔海蓉

我在網路上讀到一篇極富啟發性的小故
事：
上帝給我一個任務，叫我牽一隻蝸牛去
散步。
我不能走太快，蝸牛已經盡力爬，每次
總挪那麼一點點。
我催它，唬它，責備它，蝸牛用抱歉
的眼光看著我，彷彿說：“人家已經盡全
力。＂
我拉它，扯它，甚至想踢它，蝸牛受了
傷，流著汗，喘著氣，往前爬。
真奇怪，為什麼上帝讓我牽著一隻蝸牛
去散步？
“上帝啊！為什麼？＂天上一片安靜。
唉！也許上帝抓蝸牛去了！
好吧！鬆手吧！反正上帝不管了，我還
管什麼？
任蝸牛往前爬，我在後面生悶氣。
咦？我聞到花香，原來這裡有個花園。
我感到微風吹來，原來夜裡的風是這麼的
溫柔。
慢著！我感到鳥叫，蟲鳴，我看到滿天
的星斗多亮麗。
咦？以前怎麼沒有這些體會？我忽然想
起來，莫非是我弄錯了！
原來是上帝叫蝸牛牽我去散步。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快，習慣將時間表
排得密密麻麻的。我自己如此，還讓孩子
也在忙碌中衝刺。我們自以為聰明地替神
為孩子安排一切（包括學習，才藝，為人
處事等等），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樣使勁扯
著孩子快點到達所謂的“成功＂。而當他
們無法滿足被要求的速度或標準時，我們

便惱火，責備，擔憂，甚至極端性地，消
極性地，從什麼都管到什麼都不管。父母
們什麼時候安靜下來聽聽神在孩子們生命
中的計劃是什麼，什麼時候在禱告中不把
自己的意願強加進去，什麼時候放下了自
己的聰明，而從神的話語和智慧中得到清
楚地指引？當孩子們用抱歉的眼光看著我
們，說：“我已經盡力＂時，我們回給了
他們理解的眼光，還是繼續不停地“鞭策
＂？更可怕的是，有的孩子看上去好像是
自己要求做到最好，其實是要迎合父母的
旨意，而父母們卻沒有察覺孩子們多年來
已經被培養成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
麼。
媽媽們，但願我們能偶爾停住，讓蝸
牛有機會也牽著我們去散步，聞聞花香，
聽聽鳥語，看看滿天的星斗。找機會多親
近神，放下自己，讓神掌管一切。不但如
此，也給個機會讓蝸牛牽孩子們去散步。
我們要懇求天父使孩子們有聰明的靈認識
天父是他們的神，不只是父母的神，存敬
畏的心，就不靠自己的小聰明。求神使他
們凡事認定主，不輕易發怒，不行惡事。
願主的聰明顯明在孩子身上。
參考經文包括：箴9:10；箴3:5–8；箴
14:29；提後2:7；林後3:5。
請繼續為拒絕接受主耶穌為他們生命的
救主的孩子們禱告，也為已經認識了主，
卻最近不願意來教會的孩子們禱告，還要
為每星期去教會聚會，卻仍然在摸索，不
知道信仰真實含義的孩子們禱告。
願這個禮拜至少有一兩天讓蝸牛牽你們
去散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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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止 痛片到海 洛 英 的 不 歸 路
( The Devastating Path from Pain Pills to Heroin )
-- 官員敲響警鐘，研究顯示，海洛英的使用者
更可能是1 8 -2 5歲家庭富裕、接受私人保險的人
◎ 吉列 昂•麗莎文／錢

三年前，奧斯汀•克利姆斯克的母親站
在葬禮上講話時，用奧斯汀的去世引
起人們對藥房出售的止痛片和街頭出售的
毒品之間關係的注意。
“當處方藥用完時，他就轉向毒品，”
奧斯汀的母親蘇珊•克利姆斯克說。她是
在西米谷基石教會召開的追思會上說這番
話的，目的是警告參加追思會的年輕人。
美國負責公共健康的最高層官員最近在
這所教會再次向全國發出同樣的警告。美
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湯姆•弗里登
博士在電視會議上向記者們說，使用處方
藥[止痛]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病，使許多人
對海洛英產生興趣。
“我們給病人開處方藥，讓他們過量
使用麻醉鎮靜劑(prescription opiates)，這
實際上是為他們對海洛英上癮創造條件。
麻醉鎮靜劑和海洛英所含的化學成分實質
上完全相同，對神經產生完全相同的影
響，”弗里登博士說。
弗里登博士告訴人們，2002年以來，海
洛英的使用增加了62%，與此相關的死亡則
增加了將近四倍。
增加最快的病人也正是使用處方止痛
藥的人。這類止痛藥包括Oxycontin （羥考
酮）和Vicodin。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和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研究顯示，海
洛英的使用者更可能是18-25歲家庭富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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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私人保險的人。
在加州南部，從西米谷到聖地亞哥，
都有一批熟悉這一現象的人。聖地亞哥縣
衛生局官員波厄•蘇珊早幾年前已經注意
到，服用毒品的人群的年齡段發生了變
化。她說，“現在服用海洛英的人更多是
18-25歲、愛在海灘上滑水的年輕人。”
研究顯示，處方止痛片已經蛻變為使用
海洛英的通道；處方止痛片的使用超過了
大麻、可卡因和烈性酒。該研究顯示，經
常使用致幻毒品(narcotic) 作止痛用的病人
更可能濫用海洛英。
弗里登還說，與此同時，從墨西哥流入
的廉價海洛英大幅度增加，這就為使用處
方止痛片的人提供了廉價的替代品。
弗里登號召人們採取一系列措施以應對
上述情況。措施應該包括：嚴禁海洛英的
流通與使用，加緊對疼痛的治療，在治療
時更加謹慎。
“處方麻醉鎮靜劑的危險尤為明顯，”
弗里登說。“只要服用幾次，就可能上癮
一輩子。只要多服用幾片，病人便可能突
然死去。”
他強調指出，研究使我們看到，濫用麻
醉鎮靜劑正成為席捲全國的流行病。
加州Ventura縣是受到這一流行病影響
的縣市之一。2009年到2012年期間，該縣
因服用海洛因而死亡的人數增加了一倍，

達到43人；死於處方止痛片的人則激增到69
人。這一變化與警方反海洛英走私的努力同
時進行，進一步證明合法藥物與不合法藥物
的使用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
“你處理了問題的一個方面，結果問題
的另一方面出現反彈，”帕特里克•紮萊特
說。她是Ventura縣烈性酒與毒品項目管理
人。“很可能在今後一段時間裡我們會繼續
看到這一反反復複的情況。”
西米谷位於Ventura 縣東端，那裡的
問題反映出止痛藥和海洛英兩者之間密切而
又危險的關係。奧斯汀•克利姆斯克正是服
藥過量而導致死亡的幾位年輕人之一。2012
年為他召開的追思會把許多同齡人帶到基石
教會。他的葬禮舉行後不到一個禮拜，另一
個家庭又在為他們的女兒舉行追思會。23歲
的奧斯汀與另一位21歲的犧牲品埋葬在同一
個墳場。
在為奧斯汀舉行的追思會上，帕特•
邁克伊牧師總結說：
“我們每個坐在這裡的人都受到影響。
我們都希望這類事不要再發生。在過去八個
月裡，我已經四次參加這樣的追思會。我不
希望類似的事再發生。”
奧斯汀的死讓我們看到了海洛英的影響
正在擴大。奧斯汀在一個舒適的農場長大，
家裡有游泳池和三條狗。他常和自己的哥哥
和社區的其他男孩一起玩耍。他喜歡引大家
發笑，也喜歡讀哈利•波特小說。他在學校
裡被安排在專為天賦高的孩子開設的班級。
他母親是一家醫院的護士；父親擁有一家電
子器材廠。全家會去墨西哥和歐洲旅遊，一
起滑雪、釣魚。
中學畢業後，奧斯汀和朋友一起搬到
聖地亞哥居住。有一個晚上他母親給他打
電話，發現他有嚴重的吸毒問題，因為她
聽到他在向一位朋友要毒品。她便要他

回到老家；她相信她能幫助他停止吸食毒
品。但是奧斯汀在Reseda的一家診所找到了
Oxycodone（羥考酮）的新供應點。
“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糕，”他母親說。
“他變成了行屍走肉(He was a walking
zombie.)。”
奧斯汀21歲生日那一天，他父母說服他
住進了馬里埠海灘康復中心。整整一年裡他
能保持清醒，在父親的工廠裡打工。但接著
情況變壞。據他母親說，他把自己的工資
全部花在吸食羥考酮和其他藥品上。有時
他索性吸食海洛英。他把家裡的貴重物品
當出去，換成現金。父母發現後不得不把
自己的錢包鎖在保險箱裡。他們也勸他回
到康復中心。他表示同意。後來自己駕車
前往Bakersfield的一家設施。“我們滿懷信
心，”母親蘇珊說。
奧斯汀清醒了90天。聖誕節他回到家
裡，和朋友聊天、交換禮品。他父母給他的
禮物是躺下時可以依偎在身邊的湖人隊枕
頭（a Lakers snuggie）。奧斯汀節後回到
Bakersfield，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交了一
位新的女友。生活好像有了一個新的開端。
但是數天后他突然因服用海洛英過量而身
亡。
克利姆斯克•蘇珊把兒子的上癮視為一
場戰鬥，只是自己在這場戰鬥中輸了。從追
思會講話那天開始，她一直在幫助有同樣問
題的家庭，跟服毒上癮爭鬥。在她工作的醫
院裡，她一邊安慰母親們，一邊為那些來醫
院看病的、有毒癮的人提供諮詢。
“要跟海洛英完全分手是一個長期的過
程，”她告訴他們。“我對他們說，‘我
是一位母親。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我知
道。’”
譯者記：本文原載《洛杉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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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園地

綜合園地

什麼是天家所沒有的？
◎ 新

沒

有死亡；沒有痛苦；沒有殯儀
館、墮胎診所或精神病院；沒
有強暴、沒有失踪的孩子或戒毒所；
沒有偏執狂、沒有搶劫或謀殺；沒有
擔憂或沮喪或經濟衰退；沒有戰爭、
沒有失業；沒有失敗和誤解造成的煩
惱；沒有騙子；沒有門鎖；沒有死；
沒有悼念；沒有疼痛；沒有沉悶。
沒有關節炎、沒有殘障、沒有癌
症、沒有稅收、沒有帳單、沒有計算
機當機、沒有野草、沒有炸彈、沒有
醉酒、沒有塞車、沒有交通事故、沒
有備用水箱；沒有智商疾病；沒有不
想收到的電郵。
有親近的朋友但沒有結黨；有歡
笑沒有嘲弄；親密但沒有誘惑不道
德；沒有隱藏的計劃、沒有密室交
易、沒有背叛。
想像一下吃飯的時間充滿了故
事、歡笑、喜樂，沒有無動於衷、不
當的舉止、生氣、閒氣碎語、情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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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嫉、情感受傷，或任何不喜樂的
事，這就是天家。
在天家沒有教堂或聖殿，不是因
為這些不好，而是因為沒有必要。我
們不再需要被引導到神的面前。我們
就住在那裡，我們會深深地感謝神，
一起敬拜贊美祂，無論是在花園做
工、歌唱、騎單車或是喝咖啡的時
候（沒有理由認為新天新地沒有咖啡
樹）。
耶穌說：“你們飢餓的人有福
了。因為你們將要飽足。你們哀哭的
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喜笑。人為
人子恨惡你們，拒絕你們，辱罵你
們，棄掉你們的名，以為是惡，你們
就有福了。當那日你們要歡喜跳躍。
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路
6:21–23）＂
不再有人挨餓，所有的人都得飽
足，沒有人哭泣，每個人歡笑。這就
是耶穌的應許，相信吧。

◆ 感恩聚餐和感恩崇拜25日舉行
教會將於11月25日週三晚上在大堂舉辦一
年一度的感恩聚餐和感恩崇拜。感恩聚餐
分5點開始和6點開始兩批。感恩崇拜7點
開始。已經購買餐券的請按預訂時間出
席，尚未購買的弟兄姐妹請與教會辦公室
聯繫。

◆ “月”精彩人生講座明年1月見
11月份由國際知名臨床心理學家黃維仁博士
主講的“親密之旅”課程已在7日和8日舉
行。“月”精彩人生講座11月和12月暫停，
下一次的“月”精彩人生講座將於2016年
1月9日（星期六）上午10至12點舉行。詳
情到時可聯絡教會辦公室或籌辦小組。

國語堂歡迎新會員：國語堂為歡迎新會員於8月份舉辦晚餐會。餐後牧師執事與新會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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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tReal@gmail.com。請註明是
“教會及會員動態”用稿。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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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EP OF

FAITH
“When Pastor Alan asked if I might be
interested in a trip to the middle east to
see how our church might help in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my first thought
was I like my head on my shoulders
where it is. I’d seen enough of the
news of ISIL & jihadists cutting peoples
heads off – especially foreigners – in the
middle east – why take the risk?”
JEAN PIH

I couldn’t think of a good excuse to dismiss this offer at hand so I said I’d
pray about it. What came to mind in my prayers was a Women’s Retreat
speaker asking, “How do you know if something is God’s will?” Sometimes,
instead of agonizing over analysis paralysis, we should ‘just do it’ - like
the Nike logo says. God will close doors if He doesn’t want you there.
Otherwise, we’re liable to end up doing nothing. So ‘just do it’, is what I did.
After giving my answer to Pastor Alan, I felt a peace that this was the right
decision when my insecurity about my safety was no longer always the first
thought on my mind. God does call us out of our comfort zone.
A bit of background - the Syrian crisis began in March 2011 as prodemocracy protests by students led to government crack down and
deteriorated into a civil war by July the same year. Thus began the
displacement of many Syrians. By 2013, ISIL took advantage of the turmoil
and took territories in Syria. Currently, it is estimated that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Syria (22 million) have been displaced. Of those approximate
11 million, it is said that four million have fled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refugees to escape the effects of war.
We were in a neighboring country that had established refugee camps with
the help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to accommodate the mass of Syrians
crossing the border. As more refugees crossed, the camp became over
crowded and squalid sanitary conditions and crimes arose. Many have left
the camp to try and make it in other towns. Recently, the UN announced
that funds they expected to receive has not materialized and it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sustain all the refugees.
Never has there been a greater opportunity to share Christ with the Syrian
people. This mass exodus presents itself as an opportunity to bring the
good news to those who previously would have never heard or even
wanted to listened. So a fact finding trip was commissioned to see how our
church might participate in helping the Syrian refugees and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 local workers we met had such a servant’s heart for the Lord. They have
worked diligently to develop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people. Through
their love, they have earned the trust of refugee families and thus hav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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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oor to share Bible stories that help them
discover that Jesus was not just a good prophet as
most Muslims believe, but Jesus is Lord and Savior.
The refugees we met were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you or I, except they have been caught up
in the turmoil of this war. They were extremely
hospitable and warm to strangers like us,
sharing what little they had. They were also very
transparent sharing their stories and struggles.
We met families who fled with only the clothes
on their backs taking along the few necessities
they could carry. Since they are not permitted to
work, they have no income, and paying for the
daily necessities of life is difficult. There were also
several individuals we met who requested medical
attention knowing that we had a doctor amongst
us.
Many have lost loved ones. One family lost four
sons due to the war. Others had family members
imprisoned and tortured, and some are just
missing in the chaos.
The education of all the children have been
disrupted. One family’s four teenage boys had

not been to school for the past four years. Their
parents’ hopes of them becoming a pharmacist,
engineer, or businessman have been shattered.
In addition to the overwhelming physical needs
(for food, shelter, and occasionally medical
care), the emotional toil from the aftermath of
war is great. Children reverting to bed wetting,
grieving over the loss of loved ones and loss of the
comforts and safety of home, and anxiety over
being able to make the next rent payment, and
what the future holds. Meeting some of these
needs is one way we are able to show God’s love
in a tangible way and open doors for relationships
and share the good news. We Christian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on board God’s great
commission to share the truth that can set people
free – that Jesus died for our sins to reconcile us to
God for an unimaginable eternity!
God has surely opened a door for His gospel. We
found Christians from Africa, Belgium, Canada,
China, Hong Kong, Korea, as well as from all over
the U.S., all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window of
opportunity. We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door
will be opened so we should be wise to work
quickly while the opportunity exists.

WHAT CAN WE DO?

3
PRAY

That many of the Syrian refugees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come to a
saving knowledge of Jesus Christ.
That there will be much fruit from
the local workers.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will raise up even more
workers.

r [
GIVE

To help meet their physical needs.
Showing Christ’s love through
tangible ways opens hearts to hear
the gospel.

GO

And help and encourage those
who are already there. Even if you
do not speak the language, the
local workers are encouraged by
your presence and it spurs them
on. Translators are available and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said for
just being present for the refugees.

We are called to be the hands and feet of Jesus. This is a once in a life time opportunity! The seeds planted, watered,
or harvested will have eternal consequences. And one day, we will worship the one true God with them in glory.

Our God is sovereign, faithful, an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His story of salvation continu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We see it going on right now in the middle east where people in countries closed
to the gospel are forced out to where the gospel is being presented. Their current systems of beliefs
are being questioned and never before have they been more willing to listen to the good news. If
we’re not careful, we may miss this great opportunity God has set before us. The oppressive regimes
are perpetrating evil but God is turning it around for good to bring people to Himself.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God’s great commission. If you want to be a part of something exciting and
eternal in your life, find a way to be part of what He is accomplishing for His name sake in the middle east.
Get behind His agenda for the world and watch in anticipation. He is never dull. Our God is awesome!
In our quick fix world, it was difficult to witness such loss and not be able to do much. We can easily
become overwhelmed if we look at the enormity of the crisis rather than fixing our eyes on God. Our God
is able to meet every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need. He is able to multiple our meager offerings
like He did the fish and loaves. We just need to bring it to Him and keep our eyes on Him and watch.
The Syrian refugees have lost and suffered much, but if they gain Christ in this life as a result of this, oh
what a glorious eternity is in store for them! Jesus was the ultimate refugee when He left His heavenly
home to dwell among men so as to restore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Can we do any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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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TISM TESTIMONIES
humility as I meekly bragged about my grades.
I easily uttered profanity and raged endlessly
in video games just to be part of a group. I
disrespected my parents far too frequently and
often looked down on others to fuel my pride.
Even though I acknowledged Jesus was real, I
never lived as if He were. I cheapened the grace
that He had provided by hopelessly clinging on to
my idols and conforming to the world. In a sense,
I was god of my life. He was not.

CALVIN TONG

Since the beginning, I had
always thought that life was all about me. Being
born into a relatively well off and nice family
just provided me a catalyst to satisfy whatever
desires I had. To be honest, life was fun when I
first got into entertainment through computers
and other devices. Through such technology, I
really gained a passion for learning new things
and just exploring more of the world. Little did I
know, this curiosity of mine was a double edged
sword. When I was ten, I was exposed to the
idea of pornography. This idea was so intriguing
that I just had to look into it. When I first saw the
naked body of a woman, I was hooked. Some part
of me knew that it was wrong, but the feelings
of pleasure I got from it overshadowed all of the
guilt. From that one experience, I became terribly
afflicted with lust. I was so often thinking about
lewd things that I just felt so ashamed. Yet, this
shame would lead me to return to my addiction
because nothing else could relieve my stress.
Sadly to say, I was stuck in this terrible cycle for
years and found myself utterly unfulfilled.
What was even worse about this time was that I
claimed to be a Christian. I claimed to be under
Christ yet I was a slave to sin. Indeed, I was a
hypocrite in many ways. I would show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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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time I was a senior in high school, life was
a train wreck. There was absolutely nothing I was
living for. I spent time feeding my perverted mind
and playing senseless video games. I thought
I was too addicted to ever stop. It was then
at my lowest point in life that God in all of his
grace brought Micah back into my life. My best
friend of eight years had grown far apart from
me a year back as I had seen him go full blown
Christian. He invited me to TD in January and I
reluctantly accepted. Initially, I was surprised by
just how close some of the people were and just
how genuinely they loved God and each other.
Then, when Arthur preached on repentance, God
convicted me and I was just blown away.
I couldn’t keep my secrets hidden any longer so
God gave me the strength to reveal my internal
struggle to my friend who kept me accountable
and supported me. Through some trials, I came
to realize just how spiritually bereft I was and how
I was continually maligning God. These emotions
and thoughts all came down on me one night
after TD. With tears streaming down my face, I
prayed for God to take my life. From then on, God
provided me the resolve to grow in Christ.
His word became especially strengthening during
my fight with pornography. It became evident
that I had to set myself towards Him so that the

world’s grip would loosen. As I read more, I
came to realize just how much He loved me, an
insignificant hell-bound sinner. With His guidance,
I was able to confess my addiction to my parents
and then ultimately overcome it. I now stand
before you all 4 months free of pornography, but
more importantly able to see the glory of Jesus.
While my pride and lust may still get the best
of me at times, I have this hope now. It is quite
beautifully illustrated in Micah 7:8-9 which reads,
“My enemy do not gloat over me. Though I may
have fallen I will rise. Though I sit in darkness, the
Lord will be my light. I will bear the indignation
of the LORD because I have sinned against him,
until he pleads my cause and executes judgment
for me. He will bring me out to the light; I shall
look upon his vindication.” I know I am broken by
sin in so many ways but the Lord is even greater
than my sin. He will deliver me from myself with
His streams of unending grace. I know He will
continue to sanctify me and lead me with His
steadfast love until I praise Him with all of my lif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unbelievers, our flaws
and sins are just evidence that we cannot save
ourselves. The only real freedom in life we’ll find
is through our obedience to Jesus. This costly
grace that the Lord has bestowed upon us has
come with a single price: our lives. We have been
given life through His death so let us proclaim the
name of our High Priest boldly. If you have not
yet put your faith in Him, I urge you to do so fast
because there is wrath on your head. Yes. Hell is
a real place where there will be just punishment.
Yet, there is escape through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one true living God who simply wishes for you
to be satisfied in Him. We are all looking for an
answer to our troubles, to our hurts, to our lives.
For me that answer is Jesus Christ.

KATHARINE TAO

If you were at MBCLA
5 years ago, you might’ve vaguely remembered a
girl with orange hair running around with a circle
of girls. That was me in seventh grade, a little
girl who cared too much about what the world
thought. I went through my days striving to build
an image that I was well loved and accepted.
Other people’s interests quickly became my own
and I found myself being sucked into a trap of
pleasing other people. As high school rolled
by, I became confident in my lifestyle because
everything was working. I was the person who
seemed to “have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and
who seemed to possess all. Although I had been
going to church, I felt that there was no need for
God at all because my strength was enough. And,
so during the years, my idea of God was equivalent
to that of a magic genie, someone I turned to
when I needed wishes to be granted and dreams
to be fulfilled.
As junior year came by, things around me slowly
began shifting. I no longer felt like I could catch
up with pleasing the world around me. It seemed
to me that every time I gained something for
myself, there was someone else who gained even
more and did things even better. I began sleeping
away my days in an attempt to somehow fulfill
the loneliness and to forget the fact that I was still
stuck in this race of proving to the world that I
was a smart, popular, and friendly person.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I met Micah and became close
with Melody, two people who were on fir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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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I remember watching their lives and being
so puzzled as to why they seemed to possess
such a genuine form of care and why they were
unexplainably joyful in all they did.
I figured that it must be this “God” that they spoke
about with such passion and excitement.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se two dear friends, I
began attending church more and forcing myself
to read scripture, but it wasn’t working. I couldn’t
feel anything towards who this God was and I
became bitterly frustrated because I wasn’t seeing
results. One night in TD, Arthur made a statement
that ignited my spiritual walk as he told everyone,
“Listen guys, you are only as close to God as you
want to be.” I was furious because I felt like I was
doing everything already and it was this statement
that was one of the factors which pushed me to
enroll in the Speaker’s tournament process. I
wanted to prove to God that I was already doing
my all. As the deadline approached for my
speech, I found myself at a loss of what to write
so Rebecca, my coach, called me one morning and
said, “Katherine,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gospel
is?” Well, of course I knew the gospel. Wasn’t it
just John 3:16? However, as I was trying to say
it to Rebecca, I couldn’t finish. I hung up the
phone and as the week went by, I was extremely
bothered.
I thought about my countless facades and fake
approval that I tried so hard to win from others
contrasting with Jesus, who was God but emptied
himself to take the form of a lowly servant. Jesus
was the one who knelt down to wash people’s feet,
to take care of the sick, and to love the people who
were most greedy and despised. But yet, He took
my sins as if He were the one seeking attention,
the one being fake, the one having bad thoughts,
and He died for them so that when God sees me,
He sees His very own Son.
How crazy is that? I thought back to my life and I
knew why God was so distant. I didn’t understand
His love. I was doing all the right things by going
to church and reading the Bible but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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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at He loves us, so deeply that He
sent His own son to take our sins, I didn’t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I remember praying to
God, knowing that I was not worthy, but asking
Him to forgive me and soften my heart so that
I could learn more of who He is. Today, I can’t
help but think about the man who found hidden
treasure in a field and sold everything he had to
buy that treasure. My life here is just the size of a
tiny sesame seed so there’s really no point building
momentary happiness and identity through what
I do, but how great of a treasure it is to one day
be forever united with the One who is the very
definition of love.

MEGAN LEE

During middle school and
the beginning of high school, I was a stone-hearted
person, even though I might’ve seem like such an
enthusiastic, bubbly, warm girl. Behind closed
doors, I constantly fought with my father, argued
with my brother and sister, and yelled at my own
mother. I was an angry, selfish, jealous daughter
and sister.
My parents are Buddhists, and so I did not know
about Jesus or anything about the Bible until my
ju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My friend, Michelle,
invited me to her church, and I learned about the
Bible and who Jesus is there. But in the end of
November of senior year, I had this conversation
with a classmate, Micah. We talked about
predestination and election. I did not agree with
what he had said and got so frustrated with him

that I started crying. But after talking to him, I was
curious about why he was so passionate about
God. A few days later, Micah invited me to his
senior Sunday school class, and I said yes. From
that day on, I went to MBCLA regularly. I was also
in TD and participated in Speaker’s tournament.
But it was from Arthur’s sunday school that I
formed my foundation on Scripture, truth, and
reformed theology.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Speaker’s tournament
process, a friend of mine told me that her father
had just passed away. Being that “enthusiastic,
bubbly, warm” person I am, I tried to console her
that her non-Christian father was in a better place.
After the call, I cried. It hit what a hypocrite and a
liar I am. I was reminded of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family- especially my father, my ugly thoughts
about people, and my actions of selfishness and
greed. I felt so unworthy of God’s love- that there
was nothing in me that was good. I realized what
it truly meant to be a sinner- that I deserve to go
to Hell.
That night, I read the Gospel of Matthew for hours
and hours, until I reached Matthew 27: 27-66
where Jesus, the perfect lamb who “who knew no
sin to be sin on our behalf” (2 Corinthians 5:21),
was mocked and crucified. Then, I slowly read
through chapter 28, where He rose from the grave.
And because our Jesus overcame death, as Peter
said in 1Peter 1:3-5 “...His great mercy has caused
us to be born again to a living hope through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 to
obtain an inheritance which is imperishable and
undefiled and will not fade away, reserved in
heaven for you, who are protected by the power
of God through faith for a salvation ready to be
revealed in the last time.”
That night, I truly realized what it meant to cling
to the Cross and to be saved by Grace. Now I’ve
been at MBCLA for the past ten months, and I’m
still a “bab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I will
keep my eyes fixed on Him and pray that He uses
this broken vessel to glorify Him. As I continue to

follow my Lord and Savior, this poem “Make me
thy Fuel, My Flame of God” by Amy Carmichael
expresses my prayer to Him.

From prayer that asks that I may be
Sheltered from winds that beat on Thee,
From fearing when I should aspire,
From faltering when I should climb higher,
From silken self, O Captain, Free
Thy soldier who would follow Thee.
From subtle love of softening things,
From easy choices, weakenings,
(Not thus are spirits fortified,
Not this way went the Crucified,)
From all that dims Thy Calvary,
O Lamb of God, deliver me.
Give me the love that leads the way,
The faith that nothing can dismay
The hope no disappointments tire
The passion that will burn like fire,
Let me not sink to be a clod:
Make me Thy fuel, Flame of God.

BEVERLY CHAN

Hi, I’m Beverly. Thanks
for being here at MBCLA to celebrate this special
day with me. I began attending MBCLA 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At that time, spiritually,
there were no ups and downs because you only
have ups and downs with someone you truly care
about and personally know. I thought caring for
Him meant that His existence as a Savior didn’t rub
me in the wrong way as it did with other people
and knowing Him meant listening to His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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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ched on Sundays. My spiritual pulse was just
flat-- no ups, no downs.
Growing up in the children’s programs, I kept
telling myself that I had a spiritual pulse because
I enjoyed the activities, such as Bible drill, so
much. If I loved memorizing His Word and flipping
to it, I must love Him, right? I had mistaken the
joy I had in the program as my love for God. In
reality, the joy came from being with those in
the program and not from God, Who was the
person the program meant to glorify. It was a
dangerous route for me to incorrectly focus on
how to worship before being certain of Who I was
worshipping.
This false faith I had in God became apparent in
my action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high school.
I wasn’t interested in worshipping God or God,
in general. My physical body was at church, but
my mind wandered elsewhere. I skipped Sunday
school for a period of time and I felt pretty good
about this decision. I didn’t have to be where I
didn’t want to be. However, skipping class didn’t
satisfy me anymore after a while, so I went back to
church.

I’ve hesitated to be baptized in the past because
I was very shameful of the sin within me. But,
baptism doesn’t mean I’m not sinful anymore! It
means I am committed to Christ and I trust all
areas of my life to Him, because He owns all of me
and I owe all of myself to Him. Now, not only do
I want to get baptized to praise the work He has
done in me, I want to get baptized here at MBCLA
because it’s my home church and I desire to be a
part of this family.

PRISCILLA CHAN

Returning to church was a choice now. Because I
knew what it felt like to be away from the church,
I was a bit more committed to staying this time
around. In my junior year, joining Speakers,
with Eunice and Judy on my side, aided me in
my broken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at year, my
grandmother passed away and death became real
to me. I felt an urgency to prepare for eternity
because death was not just something far away.

Hi! My name is
Priscilla and I have been coming to MBCLA since
I was four years old, so I have pretty much grown
up in this church. I honestly don’t remember too
much about going to church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I went because my parents
brought me and I enjoyed seeing my friends and
going to choir and bible drill. Every week, I would
hear the same bible stories year after year so
the gospel and bible stories became repetitive,
mundane and stagnant and didn’t have much of an
impact on me.

God continued to work inside of me as He revealed
how deep the root of sin was within me. The end
of my junior year was when I opened up to Eunice
and Judy about my deepest darkest sin, which
was lust. This sin of mine has been the hardest
to let go, but God has been working at prying my
fingers off of it. The battle against it is one that I’ve
continually lost on my own strength, but one that
HE promises victory over.

But one thing I do remember was something
Auntie Pauline told my 3rd grade class. She
said Christians who are raised in the church are
actually in a greater danger than those who start
going to church and come to Christ later in their
lives. I immediately thought this wasn’t true
when I heard it but of course I was wrong. Pride
was a huge sin I struggled with growing up. God
has blessed me tremendously by placing m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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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ving Christian family. No drastic changes,
like the loss of a loved one, ever took place so I
never hit that rock bottom moment. When I got
good grades on tests, advanced in orchestra, or
made it onto leadership teams, I was so proud of
myself for having the skills and talents. I never
thanked God for the praise that was due to Him.
I was happy that things were going as I planned
because I thought I deserved it. Since I grew up in
the church, I saw myself as “better” than others,
others who didn’t come to church regularly and
especially non-Christians. God revealed to me that
in His eyes, I am no better than any other person
whether saved or not because I am a sinner who
has wronged God. I have no right to point other’s
faults when I have so many faults of my own.
So in high school, I began to wait for that life
changing “AHA” moment when you truly know that
you’re a Christian and dedicate your life to Christ,
but it never really came. My walk with God had
become somewhat stagnant again. I really wanted
God to change my life and soften my heart but I
was stubborn and did not put in my own effort
to pursue Him. But God did slowly change and
soften my heart through small things like senior
Sunday school, speakers, RYCE retreat, YSMP
and especially this past year through my school’s
Christian fellowship.
Looking back at my years in high school, especially
senior year, I realized something was missing. All
the theology, details and topics that I was taught in
Total Devotion and Sunday School were fascinating
to me and I was able to understand my faith and
appreciate God and my salvation so much more.
But I never truly felt moved or a passion for God
that lasted for more tha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 couldn’t sing and praise God with my all my
heart. Everything I learned stayed as knowledge
in my head. I believed that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for my sins in with my mind. Intellectually
and logically everything made sense, but I did not
fully believe with my heart. My mind was touched
but my heart wasn’t moved. Looking back at my
first year in college in Livingstones and especially

my Christian fellowship, Epic, I realized it helped
bridge that gap. What the speakers spoke about
and what we discussed in small groups had a more
foundational aspect. I learned the basics again
of Christianity which I needed very much after
coming to church and hearing the same message
for so many years growing up. God brought me
back to the foundation of my faith. After learning
so much in detail about my faith, going back to the
simple but powerful message of the gospel made
that connection between my mind and my heart.
I finally began to feel those affections for God
more consistently and messages, discussions, and
sermons began to speak to my heart.
Having a strong church at home and a Christian
family at school has truly shown me God’s love. I
know that God is good and gracious God and that
He is a God worth living for. I’m excited to be part
of MBCLA’s family and see how God is going to
work in my life. Thank you!

IVY CHOI

Since being born into a Christian
family and having been a church kid my entire
life, coming to MBCLA every Sunday morning and
Friday night fellowship was just another routine
to me. As a child, I did not fully understand at the
time what being a Christian truly meant. I was
intrigued by the bible stories we learned, loved
watching Veggie Tales, had fun playing with my
church friends, and was eager for snacks and small
prizes. I enjoyed coming to church and eventually
I even accepted Christ in the third grad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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