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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掙扎的讀經生活
◎ 周鐵樓

聖

經是一本奇妙的書，由40多位不同時代、
不同職業、不同身份、不同寫作背景的
作者獨立完成，全書的信息卻是驚人的連貫。
為什麽全書的信息會是如此驚人的連貫？因為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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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聖經是我們屬靈生命的糧食。雖然我們信
了主，有了新生命，但是如果我們這個生命，
沒有屬靈的糧食來供應它，這個生命就非常軟
弱、幼稚，容易受不良的世俗影響。我們要有
屬靈的生活，要屬靈的身量長大，我們對於神
的話語，對於聖經，就必須非常的重視，在一
開始信主的時候，就要養成一個讀經的習慣。
我的讀經習慣是得救前慢慢開始建立起來
的，但是不是自動自發的，而是被一位好友激
發出來的。這位好友是個孝子，每晨他照顧生病
的母親，和送小弟上學後，他自己才上學。有
一個星期一早上，他很高興地告訴我，昨天(主
日)下午他和母親受洗信耶穌了，我還以這是他
孝子之舉，陪母親受洗而已，那時我的態度還是
調侃的。可是他卻很正經地邀請我下星期天同他
一同去做禮拜，我才知道他是真信的，就很不客
氣地說“在這科學昌明的時代，你竟是這麼迂腐
的人。”當即引起了熱烈的對話，他説我對基督
教一無所知，卻罵人迂腐，自己才是真的迂腐，
而且還是個糊塗蟲。最後我們約定一同讀聖經，
讀新約馬太福音。雖然有這位同學教會的負責講
道的徐弟兄幫忙，進度還是很慢，因為我那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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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雞蛋裡找骨頭。後來我因保送台大(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我的好友還要準備考大學，
就不同我讀經了，要我好自為之，但是他會為我
禱告。
為了不使我好友失望，籍着那位徐弟兄耐
心的協助，我終于讀完了馬太福音。徐弟兄建
議我接着讀使徒行傳。我就故事般的讀下去，
當我讀到保羅在近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主的故事
時，整個人的心態變了。我從英國歷史學家湯
恩比的“歷史研究”中，得知保羅對西方文明
有巨大的貢獻。這樣的人都是基督徒，我又是
誰呢？我就改變了我讀經的態度，嚴肅而不再
挑剔了。
後來好友進了成功大學，只有寒暑假我們
才相見。但是神又安排我在台大的一位宿舍室
友陳弟兄幫助我，他信主多年，對聖經頗為熟
悉，成為我讀經的良師益友，每週五晚上七點
我們同去為台大和師大學生建立的一家教會聚
會，主日上午做禮拜，此時我已嚐到基督大家
庭的溫馨。讀完大學一年級的暑期，返回台南
家中，就在台南聚會所教會受浸，請主作我人
生的主。
我的得救不是我尋找主的結果，而是主憐
憫我這個夜郎自大和自以為是的傢伙，賜恩於
我。現在回頭看，保送台大也是出於主的憐
憫。當時我心情緊張，常常胃痛，得知保送台
大後胃痛再也没有發生過。没有保送，台大定
是多半進不去的。所以大一那一年我是以感恩
的心讀經的。

在以後三年台大求學的生涯中，我都以感
恩的心作靈修的方式讀經。我並不一定明白每
節每句經文的意義，只要有一两句對我有供應
就很快樂了；我會記下那些不大明白的經文，
再去查閱参考資料，或請教人，我的室友陳弟
兄對我的幫助最大。
按理想來說，我們每天清晨所做的第一件
事和在晚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應該就是讀經
和禱告。在宿舍環境中我無法做到，但我無論
如何都會騰出最適合自己的時間來讀經。讀經
之前我都會安静片刻，請神賜我智慧，對我說
話;讀後我會黙想所讀的。讀而不思和黙想是
浪費時間。
畢業後在軍中服兵役時，身邊只帶著聖經
和一本近代物理教科書，我無法安心複習物
理，但能讀聖經，可是沒有初得救後的那種親
切感。在軍中很容易沾染到敗壞的事，但我律
己甚嚴，盡量遠離這些事，這不是我新生命的
自然流露，而是我時刻提醒我自己，不可有不
榮耀神的言行。一個基督徒孤獨地生活在世屬
當中，而沒有軟弱跌倒，實在是神的保守。我
每天都有安静的時刻，藉着禱告和讀經與神交
通。我第一次感受到聖經是我孤獨、痛苦中的
安慰和力量。神的話帶著能力，效果遠超過人
的話。我常常閱讀詩篇23和91两篇，讀後就
有超自然的安全感。
對我生命造就最大的幫助還是來美後的
第一個同學查經班。我於十月初抵達南伊大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就有同學
請我參加他們的查經班，是由一對黃同學夫婦
發起和帶領的，他們是我台大高一屆的校友，
在校時並不相識。查經班的成員有研究生，港
澳和南洋各地來的大學部學生，大半的人對聖
經並不熟悉，但都有追求的心志。查經班每週
一次，前半部份是生活見證和分享，這部份每
次都超過一小時。聼那些大學部同學的見証，
如何靠神的話語渡過半工半讀的痛苦，不僅感

人心腑，引用的經文我也多半不甚熟習，會後
我總是細心地去閱讀查攷。這也為我日後閱讀
查考經卷的習慣邁出第一步。這種研經的讀法
是要徹底了解每節每句經文的意義。我們必須
吸取每天所需要的靈糧，用靈修的讀法，或是
用研經的讀法不是問題，關鍵是必須養成每天
讀經的習慣。那是要下決心的。
退休後，我不再從事物理的教學和研究，
有更多的時間讀聖經和屬靈書刋。現在每天
早餐後我速讀新舊約各一章，再做生活上大
小事務;午餐小睡後，就查考研讀聖經，逐章
逐節做釋義的筆記。我已做了下列幾卷經書的
釋義筆記:創世記，詩篇卷一，但以理書，馬
太福音，使徒行傳，羅馬書，加拉太書，以弗
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雅各
書，和啟示錄。
按照什麽次序讀經和讀經的時間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每天要讀聖經。各人要依照自己
家庭和工作的環境養成自己讀經的習慣。只要
我們有一顆願意讀經的心，聖靈就樂意帮助我
們養成讀經的習慣。一年內最好要讀完全部聖
經，讀完整本聖經，會幫助我們許多經文的了
解，有以經解經的功效，有的以前不懂的經文
讀到別的卷經文時會豁然明白。透過讀經、禱
告我們會更多的認識神，更多的成長，也能更
好的事奉神，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幾百年來，教會中，關乎讀經的書，有
幾十種都很好，但是都有一個基本缺點，就是
注重讀經的方法，而不注重人。好像無論是
誰，只要用這些方法去讀經，就能讀得好。其
實有許多人用這些方法去讀經，還是讀不好，
原因是他們為人不對。我們必須看見是人在
先，方法在後。人如果不行，方法就沒有用;
人如果行，所有好的方法都能用。”(讀經之
路，倪柝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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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明白神的心意
◎ 麥冠民
一問：何謂神的默示？
答：神通過默示把祂的旨意告訴我們。
二問：如何辨認神的默示呢？
答：心態第一重要。絢麗源自心靈。
人的靈是從信仰而來，是耶和華的燈。
有了對上帝的信心，從中得到了超凡的
智慧。
在黑雲之上，仍有金色的陽光，就能將
生命中的金子從渣滓中分辨出來。
三問：例證呢？
答：聖經中記載比比皆是。
東方三博士不遠千里尋找聖嬰的故事更
是膾炙人口，意味深長。
主借著星光，又借尋夢引領他們的腳
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四問：神的默示到哪裡去尋找呢？
答：聖經就是神的默示。
知之者學。學，效也。未能神子，則效
神子。
人有兩只眼，一觀經，一觀心。
經是神的話，心是己所思。人神親密無
間，則義理字字入心。
我們越思想祂的話，就越與祂親近。人
如果不能時刻傾聽自己的心聲，就無法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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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神的道路。
人的渴望在神的身上得到滿足；神的心
意在人身上得以成就。
五問：神怎樣把默示告訴我們呢？
答：禱告是同神說話。跟生命一樣重要。
要心裡火熱，如飢如渴。
有熱必有愛，愛主的人必遵行主的道。
情詞迫切甚為重要。
學習禱告的功課，就一定要學習跪
下；誠心俯伏在神的面前，洗清不為人知的
罪過。
沒有比屈膝跪下禱告的基督徒更高。從
而達成我們內心敬畏和虔誠的效果。
鍥而不捨地親近祂，只要不住的祈求、
敲門，必蒙恩典和憐憫，才見晴空……。
六問：怎樣才知道是來自聖靈的引
領呢？
答：聖靈引領只憑信心。不是憑眼見：
也不是由內耳可聽到的聲音。
靜望生靈，心思安靜才能讓心靈保持明
亮。它是一種心靈深處的感覺，是他生命與
神一種聯繫；由一個人自己去體驗和探索。
須知凡是真誠靠主的人，聖靈就在他們
裡面。冥冥中神會奇妙安排和印證，進一步
把旨意顯明給他們。

踏光而行，一個屬靈世界在眼前豁然敞
開，從而使人深信不疑！
七問：愚魯，請再指點？
答：有誰能說得到主的旨意秘訣呢？每
次有求必應，不就變成天使麼！
要有一顆純真的心，不管是否應驗，應
當把自己完全交託。
靈命之路曲折流暢多彎。靈命成長要傾
注非凡的耐心，用信心和愛心磨出來的。
靈是刀刃，信心就是磨刀石。
經過反覆沉澱、回顧、思考、再磨練，
才能脫穎而出，水到渠成。
有時因為軟弱失敗，只要真誠悔改，認
罪可再回到主面前。
站在神面前，必須毫不做作，不加掩
飾，才能獲得神的喜悅。
八問：敢問還有其他注意之處？
答：明白神旨意之後要努力遵行；還要
耐心去等待。
信靠的人，必不著急，實堪三覆。
再者，在學習聖靈引導開始階段，若得
到牧師的教導，則更穩妥。
你得到的會比想像更多。

因為真正領悟不是從人，而是從神而
來的。
是藉著神的指示，而不是靠人的智慧。
怎樣才能有真知灼見，先知先覺，是歸
功神的感召。
第一要對神的認識和敬畏。
若不敬畏神，你的心裡就沒有神存在。
所以一個重要區分的標誌：就在【敬】
與【不敬】。
有了虔敬之心，對主必然順靠；才有知
足的心。
一旦接受神的救恩，這個人的思想和眼
光就會伸向永恆。
到了與神的意念愈接近，神的意念就成
了我們的意念；我們的意念與神的意念不約
而同合而為一了；與神同一感覺。
因為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神的道路
高過人的道路。
有限的人要求突破，除了謙卑在全知、
全能、全在的神面前，要求祂帶領，別無他
法！
十問：你最想說的三句話是什麼？
答：尋求神的旨意是我們一生最大的渴
望；明白神的旨意是我們一生最大的滿足；
實踐神的旨意是我們一生最大的成就。

九問：你的寶貴經歷？
答：所有屬靈的長進，都是在乎我們的
飢渴。瞬間的領悟，有時需要一生去經歷。
領悟神的旨意，首先要避免的就是先入
為主。
不懂得傾聽的人，卻善於穿鑿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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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聖經堅定我生命走向

11位弟兄復活節成為新執事

◎ 陳寶聲 牧師

◎ 李貴元

我的第一本聖經是在中國瀋陽教會得到的。
聖經改變了我的信仰；堅定了我生命的走
向。
人都有信仰，我原來的信仰被嚴酷的事實
打碎了，多年崇拜的神化的領袖原來不是神是
人，是犯下許多罪行的人。二O一二年從死亡
中救我的是主耶穌。生命的見證，使我誠服於
主，我信耶穌。
一位名人說：“書多不如讀書多。＂我讀
過許多書，有歷史、詩詞、自然科學、專業航
天，我是航天科技工作者。然而這些書都無法
與聖經相比，聖經是神的默示，是一盞光芒四
射的明燈。
讀經讀出許多感悟。
感悟一:回家的感覺真好
無神論者說：眼見為實，耳聽為虛。請
問：你見過X光嗎？沒見到，難道X光不存在
嗎？無神論者說：如何證明神存在？請問：你
如何證明神不存在？基督徒不唯物，不唯心，
只唯實。聖經是可見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
確據。成為基督徒使我明白了：救世主凡事引
導我，人生之路我安然走過，艱難時內心乾渴
主為我安排穩妥，生命垂危時，主救了我，我
驕傲、狂妄，主不嫌棄我，讓我的人生重新來
過。信主、愛主，崇拜主，一點不為過，主
啊，你如此愛我，這是我回家的感悟，回家真
好。
感悟二:科學不斷改版，聖經永恆不變
有人認為科學基於事實，是客觀，真實可
靠的，而信仰來自心態是不可靠的。請問：幾
百年前若說人能上太空，有人信嗎？當時的科
學也不信，然而上太空是事實。有人認為：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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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證明才可信，不被證明都被質疑。請問：秦
始皇能看到電視嗎？當時的科學肯定質疑電視
的存在。所以現代科學能證明歷史時代科學的
許多謬誤。同理，未來科學也能證明現代科學
的許多謬誤。所以科學是有時代性的。科學對
靈性世界鞭長莫及，科學不是萬能的，科學方
法是有限的。神超越時空，科學方法無法企
及，有限的科學領域無法理解神的大能。所以
科學不斷改版而聖經永恆不變。
感悟三：呼吸的感悟
讀神的話語，如同每時每刻地呼吸，走進
教堂如同上帝的陽光沐浴，靈命增長如同飛翔
的雙翼，不用懷疑，是神創造了天地。家庭小
姐，集體團契，那是兒女和天父的相聚，不要
懼怕苦難，那是最好的生活尋覓；聽主的話與
十字架不離不棄，人間生活不僅是花紅柳綠，
更有道法天然隨主去，揹起十字架跟主走，那
才是萬象更新生命的延續。
感悟四：謙卑的讀經，真誠的禱告
我信上帝，好信仰打造好人生。沒有信仰
的人生，是寸草不生的荒地，信主是開天堂
路，閉地獄門。沒信仰的船，任何方向都是逆
風。
讀經就是上學。上帝的學校是不允許缺課
的，讀經要謙卑，談經不虔誠，等於吃飯不消
化。聖經充滿屬天的啟示，舉一目而萬張。信
主是一顆心，一種承諾，一種無止境的付出，
是信守一生之約。
真正的感悟是真感恩，是贖罪，是重新登
台。感主無限恩典，贖自己滿身罪孽，帶有無
限的謙卑，重新走上永生的舞台，不想謝幕，
也沒有謝幕。

2016 年 3 月 27 日是洛杉磯國語浸信會一

個非常重要的日子，早上紀念主復活的主
日崇拜中，在國語堂有十一位弟兄姊妹在
眾人面前立志跟隨主和作主門徒，藉著浸
禮表明了與主同死、同埋葬並同復活的新
生命樣式。同日的晚上更有慶賀教會成立
五十三週年的感恩崇拜暨執事按立典禮，
聚會由聯合執事會主席潘武熙執事擔任司
會，百人聯合詩班由夏昌仁弟兄擔任指
揮，同聲頌唱讚揚神浩瀚的恩惠，十一位
分別來自三個語言組的弟兄接受按立，遵
照聖經的教導和吩咐，開始在執事的職份
上與牧師配搭服事。
該晚的聚會蒙加州浸信會聯會「教
會健康成長部」部長麥禾德牧師（Rev.
Dr . Randy McWhorter ）擔任特約講員，訓

勉眾人應一同建立「一間充滿執事的教
會」，他指出執事一字在新約原文是一名
僕人的意思，在卅多次的使用中，只有兩
次是用來描寫那些蒙神特別呼召，在執事
的崗位上事奉的人；其他的使用大都是指
那些作僕人服事主並服事眾人的人（例如
彼得的岳母，被耶穌醫治後，就起來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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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倫、劉哲沛、蔡錦隆和楊鎮豪等。他們在眾
教牧同工並二十多位執事的圍繞下，謙恭地
跪下，由鍾世豪主任牧師帶領按立禱告，隨
後由潘執事和鍾牧師頒贈各人執事按立證書
和進修書籍一本，之後，這些執事並他們的
夫人一同恭敬地站立於會眾前，領受牧師帶
領眾人所獻上的祝禱。
願主大大地使用這些剛加入執事服事
行列的新血，為教會帶來更大的祝福。神
如何在過往賜福了洛杉磯國語浸信會，願
神繼續在我們中間彰顯祂的恩典和能力，
賜下異象，帶領教會成為明燈，在末世黑
暗的世代，為主照耀輝煌。願一切榮耀歸
於三一真神。

2016年新執事簡介和感言
◎ 本

刊

圖片攝影：段光復

耶穌和祂的門徒），執事這個詞也是用作描
寫那些領受聖靈的恩賜，有作執事的服事
的人（羅馬書 12 : 7 ）。故此，在教會神的家
中，我們都是主的僕人，人人都當在主所差
派的不同崗位上同心服事。麥禾德牧師也根
據提摩太後書 3 : 8 - 13 的教導，對十一位接受
執事按立的弟兄們作出特別的勉勵和挑戰，
提醒他們必須在信徒的品格上character、在事
奉的委身上 commitment 、並在生活的言行一
致上consistence作眾人的榜樣，對主對教會忠
心的服事。
接受執事按立的十一位弟兄包括英語堂
的何正強、徐必正、畢東毅、粵語堂的溫淬
鳴、國語堂的杜立民、黃光謙、柯勇，李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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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ONGREGATION
英語堂

KENNETH C. HO
何 正 強

Occupation 職業：Dental Surgeon 牙齒外科醫生
Family Members 家人：
Spouse 配偶：Victoria Joyce 何黃佩儀( Baptized 受浸於1976 )
Church Membership 教會會籍：
• 1970 : Baptized at Village Bible Church, Garden Grove, CA
1970 : 於加州橙縣Village Bible Church 受浸
• 1985 : Joined MBCLA through Membership Transfer
1985 : 轉會加入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Ministry Experience 事奉履歷：
• Music Ministry & Orchestra Member
聖樂事工及管弦樂團團員( 1990－2008 )
• Sunday School Teacher 主日學老師( 2001 ~ present 至今)
• Arcadia IFG Leader 家庭小組組長( 2009 ~ present 至今)

＊＊感言見本期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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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ONGREGATION
英語堂

CHRISTIAN L.
HSU徐 必 正

教會事工

Occupation 職業：Police Officer 警官
Family Members 家人：
Spouse 配偶：Wennie 林靜雯( Baptized 受浸於1988 )
Church Membership 教會會籍：
• 1990 : Baptized at FEC-Rosemead, CA
1990 : 於加州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受浸
• 2002 : Joined MBCLA through Membership Transfer
2002 : 轉會加入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Ministry Experience 事奉履歷：
• College Fellowship Counselor 大學團契輔導( 2000 ~ 2002 )
• Sunday School Teacher 主日學老師( 2002 ~ present 至今)
• Imago Dei Fellowship Leader 家庭小組組長( 2005 ~ 2008 )
• Men’s Fellowship Leader 弟兄團契團長( 2010 ~ present 至今)

Occupation 職業：Accountant 會計
Family Members 家人：
Spouse 配偶：Tina P. 杜徐冰清( Baptized 受浸於1982 )
Church Membership 教會會籍：
• 1976 : Baptized at MBCLA 於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受浸
Ministry Experience 事奉履歷：
• Choir Member 詩班班員( 1976 ~ present 至今)
• Family Group Leader 家庭小組組長( 1990 ~ present 至今)
• Budgeting Committee Member 預算委員會委員( 2009 ~ 2011 )
• Treasurer 司庫( 2011 ~ 2013 )
• Financial Secretary 會計( 2014 ~ present 至今)

STEVEN LEE-MIN DOO
杜 立 民

＊＊感言見本期英文部分。

Occupation 職業：Architect 建築師
Family Members 家人：
Spouse 配偶：Angela Yi-fen 黃翁益芬( Baptized 受浸於1993 )
Church Membership 教會會籍：
• 2002 : Baptized at MBCLA 於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受浸
Ministry Experience 事奉履歷：
• Unity Fellowship Cell Group Leader同心團契小組組長( 1999 ~ 2005 )
• CWT Co-worker 個人佈道訓練同工( 2003 ~ 2005 )
• Harmony Fellowship Chairperson 青馨團契主席( 2005 ~ 2007 )
• Audio/Visual Committee Member影音組同工( 2007 ~ present 至今)
• Mandarin Service II Council Representative國語午堂理事會代表( 2008 ~ 2010 )
• Harmony Fellowship Counselor青馨團契輔導( 2011 ~ 2015)

Occupation 職業：Businessman 經商
Family Members 家人：
Spouse 配偶：Jean Mary 畢楊愛珍( Baptized 受浸於1962 )
Church Membership 教會會籍：
• 1970 : Baptized at MBCLA
1970 : 於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受浸
Ministry Experience 事奉履歷：
• Sunday School Teacher 主日學老師( 1976 ~ 2006 )
• Mission Committee & Retreat Committee Member
宣道委員會及退修委員會委員( 1980 ~ 1996 )
• Sunday IFG Leader 家庭小組組長( 1980 ~ present 至今)

THOMAS PIH
畢 東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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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G CHIEN HUANG
黃 光 謙
＊＊感言見本期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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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是我生命中非常有意義的一天。在三一真神與教會牧長、弟兄姊
妹、家人的見證與祝福下，我被按立成為執事，感謝主！榮耀歸主！
說起來我是何等的不配，乃是因着 上帝格外的恩典與救贖的大恩，使我走到今
天。十九歳那年，隻身來美。屈指算算，如今我已近花甲之年。上帝的恩典在我
這軟弱人的身上，實顯為大，數説不盡。來到國語浸信會是上帝最美的祝福，在
這個愛的大家庭裡成長，享受屬靈大家庭的團契生活，學習以單純的心事奉，上
帝也賞賜給我一位有才德的妻子，和一對可愛又愛主的兒女。
正如按立典禮當晩詩班唱的那首詩歌：「主啊，助我作祢僕人」，這首詩歌
深深地觸動了我，而這也正是我的禱告：「主啊，懇求每日更新我，懇求聖靈時
時教導我，成為祢忠心又謙卑的僕人；輔助牧長們，餵養群羊。」

＊＊在執事按立的晚上我們學習到- 執事，希臘文是僕人的意思，我們很感恩教會
給我們這一份職分來服事大家，希望藉著我們的付出，能將神的愛和恩典，傳播給
更多人。
作為基督耶穌的僕人，我希望在教會中能夠更多的幫助牧師們在關懷的工作及小組
肢體事工，以及在現有影音組的服事上能幫助教會有更好的崇拜，也藉由姐妹在
CWT的事工能將福音傳給更多未信主的弟兄姊妹，而能成為教會僕人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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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 職業：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資深軟體工程師
Family Members 家人：
Spouse 配偶：Jessie Jia-yi柯姜嘉藝( Baptized 受浸於1999 )
Church Membership 教會會籍：
• 1999 : Baptized at MBCLA 於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受浸
Ministry Experience 事奉履歷：
• Sunday School Teacher 主日學老師( 1999 ~ 2014 )
• Fountain Fellowship Chairperson 甘泉團契主席( 2003 ~ 2004 )
• Family Group Leader 家庭小組組長( 2008 ~ 2013 )
• Mandarin Service II Council Representative國語午堂理事會代表( 2010 ~ 2012 )
• Family Group Counselor家庭小組輔導( 2014 ~ present 至今)

YONG KE
柯 勇

GENE JINGLUEN LEE
李 經 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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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在復活節慶祝教會成立五十三週年暨執事按立的典禮中，神藉著祂的僕
人給我特別的提醒和極大的鼓勵。牧師稱我們這一班接受按立的執事是“經過考驗的僕
人”，是“教會眾弟兄姐妹的榜樣”。這些話深深地觸動我，因為這都是主的恩典，是
祂用寶血洗淨我，補足了我的虧欠；離了祂，我實在不配這樣的稱謂，也實在達不到執
事的標準。所以主的話提醒我來跟從祂，在未來的服事當中，要時刻依靠祂，常常省察
自己，與主同行，在主面前做完全的人。

Occupation 職業：Attorney 律師
Family Members 家人：
Spouse 配偶：Nancy 劉王蘭馨( Baptized 受浸於1988 )
Church Membership 教會會籍：
• 1988 : Baptized at MBCLA 於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受浸
Ministry Experience 事奉履歷：
• Sunday School Teacher 主日學老師( 1991 ~ present 至今)
• Unity Fellowship Counselor 同心團契輔導( 1996 ~ 2004 )
• Mandarin Fellowship Department Chairperson 國語團契部主席( 2005 ~ 2009 )
• Breakthrough Fellowship Counselor 突破團契輔導( 2009 ~ 2015 )
• Harmony Fellowship Counselor 青馨團契輔導( 2015 ~ present 至今)

HARRY LIU
劉 哲 沛

Occupation 職業：Business Owner 企業負責人
Family Members 家人：
Spouse 配偶：Jessie Wei 李魏劍秋( Baptized 受浸於1989 )
Church Membership 教會會籍：
• 1984 : Baptized at MBCLA 於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受浸
Ministry Experience 事奉履歷：
• Mandarin Congregation Archive Committee
國語堂檔案文件組同工( 2008 ~ present 至今)
• Unity Fellowship Cell Group Leader同心團契小組長( 2011 ~ 2013 )
• Unity Fellowship Chairperson 同心團契團長( 2013 ~ 2015 )
• Building Expansion Committee 教會擴建委員會( 2013 ~ present 至今)
• CWT Co-worker 個人佈道訓練同工( 2014 ~ 2015)
• Sunday School Teacher 主日學老師( 2014 ~ present 至今)
• Retreat Committee Chairperson 退修委員會主席( 2014 ~ present 至今)
＊＊十四歲來到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十八歲受水的浸禮歸入耶穌名下，但直到
二十五年後從癌症末期的母親身上看到一個愛主的門徒當有的委身、信心、與順服
後才真正明白我枉費了神寶貴的救恩。神用母親殘留的生命點燃了我似被屬世的成
就所滅末的靈魂，讓我重新活過來，能順服並明白神的心意而將自己擺上。如同主
耶穌所應許的，我經歷了聖靈與火的洗禮讓我成為新造的人。感謝主與教會牧師的
不棄不捨，讓我有機會能償還服事神與傳福音的債，也藉著服事讓我學習更謙卑虛
己，學習主的樣式。
執事按立不只是一個殊榮，也是一個提醒，提醒自己的身分與職份，要不斷的裝備
自己、謙卑虛己，為神、為教會盡心盡力。我不再是一般人，我是在眾人面前做見
證的神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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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按立是給執事，也是給所有弟兄姐妹們的典禮。能服事神，是神給我的恩
典，我深覺不配。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神的家服事，再一次向神立志，願像僕人一樣的服事祂，回應
神在我身上的愛與恩典。阿門！

Occupation 職業：Business Manager 企業經理
Family Members 家人：
Spouse 配偶：Lucy S. H. 蔡黎秀慧( Baptized 受浸於1986 )
Church Membership 教會會籍：
• 1989 : Baptized at MBCLA 於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受浸
Ministry Experience 事奉履歷：
• Choir Member 詩班班員( 1992 ~ present 至今)
• Mandarin Service II Council Representative 國語午堂理事會代表( 1 year 年)
• Mandarin Coworker Committee ~ Choir Representative
國語堂同工會聖樂代表( 2 year年 )
• Retreat Committee Chairperson 退修委員會主席( 2 year 年)

JOHN JIN-LONG TSAI
蔡 錦 隆

＊＊常常在主面前默想，我是何等樣的人，主竟揀選我，又讓我在教會中擔任重要職
份，心中為此戰戰兢兢，求神賜下屬天智慧和能力，使我這卑微的器皿可以為主做美
好的見證，更賜我火熱的心，愛主，愛教會，愛弟兄姐妹！
在按立執事之前，突然身感不適，經過檢查得知長了腫瘤，心中對主說：「主啊！
孩子是屬於祢的，一切都交在祢手中，我願意順服祢旨意，求祢作王掌權，帶領前
路。」 當我願意為主做更大的事時，突如其來的疾病要攪擾、打擊我，但心中清楚
明白，我的倚靠是萬軍之耶和華，我的幫助從祂而來，所以心中沒有懼怕、沒有驚
惶！若是主肯，祂必醫治。相信主要透過苦難來破碎老我，重新塑造、歷煉我，使我
成為精金，一個更合祂所用的器皿，願我所做的都能榮耀神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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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 職業：Acupuncturist 針灸醫師
Family Members 家人：
Spouse 配偶：Frances 楊杜陵秀( Baptized 受浸於1989 )
Church Membership 教會會籍：
• 1993 : Baptized at MBCLA 於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受浸
Ministry Experience 事奉履歷：
• Renewal Fellowship Chairperson 大專團契主席( 1996 )
•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Member 交通委員會委員( 1996 ~ present 至今)
• Unity Fellowship Cell Group Leader同心團契小組組長( 2005 ~ 2009 )
• Unity Fellowship Chairperson 同心團契主席( 2009 ~ 2011 )
• Love Fellowship Counselor 愛團輔導( 2013 ~ present 至今)

CHEN-HAO YANG
楊 鎮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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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漢泉

＊＊提摩太前書三章 8 - 13 節是在按立典禮傳講的信息，這段經文不知已讀過及提到
好幾次，但在這次麥禾德牧師傳講信息時，對我而言給我很大的提醒，因為我自己
知道，神也知道，我是不配得的，我還不完全，但感謝神有足夠恩典，讓我有機會
在這個職份上可以服事教會服事人。因此我知道在未來的服事上，我要全然的依靠
神的靈和衪的話語，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Occupation 職業：Insurance Agent 保險經紀
Family Members 家人：
Spouse 配偶：Jocelyn 溫麥筱萍( Baptized 受浸於1997 )
Church Membership 教會會籍：
• 1986 : Baptized at Swatow Christian Church, Kowloon City, H. K.
1986 : 於香港九龍城潮人生命堂受浸
• 1994 : Joined MBCLA through Membership Transfer轉會加入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Ministry Experience 事奉履歷：
• Choir Coordinator 詩班班長(1995 ~ present 至今)
• Chinese New Year Carnival Site Chairperson春節聯歡會場地主席( 2006 ~ 2007 )
• Retreat Committee Chairperson退修委員會主席( 2007 ~ 2008, 2011 ~ 2013 )
• Happy Family Fellowship Leader家樂團契團長( 2010 ~ present 至今)
• Cantonese Fellowship Department Chairperson任粵語堂團契部主席( 2012 ~ present 至今)
• Church Council Vice President 教會理事會副主席 ( 2015 ~ present 至今)

ANTHONY SHUI MING WAN
溫 淬 鳴

粵曲傳妙韻 福音澤世人

＊＊“人應當以我們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祕事的管家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
心。”（林前4:1-2）
從小到大一直都有機會返教會, 但並沒有深思人生信仰，直至踏入社會, 加入MBCLA，
感覺到自己終於找到一個屬靈的家，與弟兄姊妹一同成長，彼此扶持。
按立日子越來越近, 心中的疑問及掙扎也越來越頻密，常常反問自己若是接受了終身制
執事後, 會不會在往後的日子裡, 虧決了神的託付及榮耀，未能稱職的服事神的教會？
神對每個人的安排我們並不能預知，但我深知誰掌管前途及明天。
到了按立的典禮，站在主面前見證及立約，心裡非常感動。腦海裡記著聖經是神默示的
話語，是行事為人正確原則的最好指引，凡事當以聖經的教導為依歸。認真反省過往的
不足, 充滿盼望, 以喜樂迎接未來，更要活好當下時光，充分作好準備，以便迎接救主
再來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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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過得真快，仁愛團契每年一度以福音粵曲為
主題的敘會，蒙神祝福近年來已進展成為粵語
部一個傳福音的佈道事工。有麥中堂和陳東昇二位
牧師，執事，傳道與眾弟兄姊妹也前來參予，彼此
一齊同心協力，並分工合作使佈道會每年吸引更多
新朋友來到教會，可以從粵曲裡面聽到主的福音。
二月二十日的早晨，天氣晴朗。十時左右，已
看到弟兄姊妹們用愛心與努力邀請到他們的家人或
親友聯袂來到嘉惠堂。在彼此介紹互相認識的笑聲
中，實在溫暖和鼓舞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
十時三十分節目開始，章可正執事主席以親
切的笑容歡迎新到每一位的嘉賓，並介紹節目的內
容。節目開始首先由一位姊妹以輕快旋律唱出“愛
心春節頌＂一曲，恭祝大家新春蒙福、健康平安。
接著是執事夫婦與兩位姊妹一齊合演短劇以
“誰造了我們的手指＂為題，精簡巧妙地帶出上帝
創造奇妙的作為。因為一切事物必有根源，人能擁
有靈活雙手，必有一位設計雙手的智慧者。
第二首歌曲“創世與救恩＂，是早期一首以聖
經故事為詞，寫在粵曲旋律裡面的福音粵曲。文筆
優雅流暢，信息明確完整，悠然一呼就恍如讀了一
遍聖經。
跟著又有多首感人動聽歌曲，計有「上帝恩膏
似海深」、「重歸父恩情」、「教堂鐘聲」、「獻
身上帝恩」與「血脈情」等。演唱的弟兄姊妹均以

頌讚和感恩的心聲見證信徒在基督裡的生命是何等
奇妙寶貴。大家唱出動人音韻，贏得台下細心的聆
聽，熱烈的掌聲……。
信息時候，麥牧師首先用歡迎和祝福的話語歡
迎新來賓，願大家新年蒙福，喜樂平安！他道出，
人心都是渴求一生好運，快樂平安，尤其中國人特
別在過年時候，喜歡用許多祝福的語句，彼此祝
賀。例如“添丁發財＂就最好聽不過了。只是我們
也知道，這都是一種彼此討好的說話而已，誰又能
真正掌握著人生的點點滴滴呢？因此麥牧師向大家
分享真正的蒙福途徑，那是從賜福的上帝而來的，
因為祂是萬福之泉源。唯有倚靠祂什麼好處都不缺
乏，而且富足。
節目快結束時候，有陳東昇牧師與唐余倩珍姊
妹合唱了“救恩歌＂。嘹亮的歌聲，輕鬆愉快地見
證了信主基督徒的生命是何等喜樂與平安。
來到節目尾聲，新來賓朋友，每人都獲贈一份
由一班愛心的弟兄姊妹親手製作精美禮物。他們滿
心高興與牧者和弟兄姊妹們一齊拍照留念，並在主
席的邀請下與仁愛團契一班長者弟兄姊妹齊聲合唱
了“主愛千萬年＂。最後共享午宴，滿載歡樂和祝
福結束了當天的活動。
教會內，沒有什麼比弟兄姊妹同心事奉和睦同
居更討神喜悅。願神記念弟兄姊妹們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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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日 粵語堂七位姊妹受浸見證

松柏詩班員
沫浴在愛中
◎ 張雲鶴

毎年的聖誕節，松柏詩班都要舉辨一次紀念
基督耶穌誕生的活動。2015年的聚會，
開始時由陳寶聲牧師帶領唱讚美詩歌；接著鍾
牧師帶領禱告並傳遞耶穌降世的信息。這些都
是基督教會需要嚴守的傳統，程序的先後可能
會有點變動，慶祝會的主要內容是不可以改變
的。今日世上廣提“改變”的聲浪，影響不了
松柏詩班所持守的信仰，基督的門徒，凡事都
要以基督為中心開展各式各樣的活動。
每年的聖誕節，詩班員每人都帶上一份禮
物互相交換，禮物雖小，情義深重。教會也送
給每人一份禮物《聖誕詩選》，詩選中有“平
安夜”；“普世歡騰”；“馬槽聖嬰”；“聽
啊！天使高聲唱”等九首歌曲。這份詩選雖然
頁數不多，但是裝訂得很精緻，聚會時松柏詩
班的各個小組，可在詩選上選一首詩歌獻唱，
用完之後可將這本詩選送給一位福音朋友，多
麽有價值和有意義的一份禮物！
慶祝會的文娛活動每年都有推陳出新，記
得2013年由張牧師提出：各個小組用“一”字
開頭寫出四個字一句的成語，寫得多的組別為
冠軍；2014年是各個小組詩歌比賽，由陳牧師
擔任“評選官”，評選出團隊精神、歌唱水平
最佳的組別為冠軍；2015年，有一位Sarah朱
華玲宣教士來到松柏詩班作張牧師的幫手，她
用心關懷和幫助每一位年長者，在慶祝會的文
娛活動時，她有一個盒子，內藏許多紙條，每
張紙條上寫有一首歌曲開頭的一句歌詞，抽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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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要在很短時間唱出這首詩歌，抽出紙條能即
刻唱出歌曲的，佼佼者二人，第一位是汪澤纓
姊妹，第二位是闕謝麗生姊妹，汪姊妹是音樂
家出身，實力雄厚，雖然上了“一點年紀”，
她思路敏捷，能幹、年輕有為，暫不表她，此
文想表述的是上了“一把年紀”的闕姊妹，她
是松柏詩班初建時就來到詩班的老詩班員，也
是早堂詩班的成員，她是詩班的中堅力量，她
協助詩班長承擔一些管理工作，她為人和氣，
愛詩班也愛詩班員，她在一年中縂有7-8次要
向全體詩班員講話，我聽她講話時是全神關
注，非常注意的聽，為什麽？你來到詩班就知
道了，多麽可敬、可愛的一位老姐妹。
2016年的元旦是星期五。元月8號是松柏
詩班新年伊始的第一個活動日，大家都很歡喜
地拿到三頁詩歌單張，其中第三首歌是“向耶
和華唱新歌”，詩班員是多麽欣喜地在新年向
耶和華唱新歌，而且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
稱頌他的名，傳揚他的救恩。松柏詩班的這一
群，就是在神的愛和神的救恩中如松柏常青。
在這個團契裡，個人有的缺點，大家彼此包
容；個人有的優點大家彼此欣賞；若有軟弱彼
此鼓勵；若有難處彼此擔當一點。孕育岀不喜
歡不義，只喜歡真理的大義。多麽好的一個團
隊，歡迎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兄弟姐妹安排
好生活中的瑣事，來參加松柏詩班共享美好聖
潔生活。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號當天的主日祟拜，
對於粵語堂弟兄姊妹來說，相信是一個令人
難忘而又興奮的日子，因為當天的主餐記念
日和主日祟拜，與七位姊妹的浸禮一同地在
粵堂進行。包括受浸姊妹們的親人，每個人
都懷著一顆敬虔的心和美好祝願，從遠方各
地如貫地進入粵語崇拜會堂，與眾弟兄姊妹
共同見証他們的家人決志信主的榮耀時刻。
聚會在崇拜序樂中開始，眾聖徒齊聲頌
唱<榮耀帰於真神>，在一片聖詩贊頌聲中，
浸禮由陳東昇牧師主持，每當各位姊妹在浸
池中表達了她們願意跟從主的心聲,並接受了
陳牧師給她們的全身浸水禮後，眾弟兄姊妹
隨即歡欣高唱聖詩 <快樂日>，表達了眾人對
她們的祝福，正如詩歌唱出了眾聖徒心聲:
快樂日，快樂日，救主洗淨我眾罪孳，心裡
清潔，極大歡喜，這日我永遠不能忘記，我
己經決定要跟隨耶穌! 浸禮完畢後，在祟拜
信息中，陳東昇牧師以羅馬書六章三節經文
教導:“豈不知我們這受浸歸入基督耶穌的
人，是受浸歸入他的死嗎?”勉勵新人，受浸
後要遠離過去的罪，與主一同復活，並活出
主耶穌新主命。他強調受浸的四重意義，1，
受浸是順從基督吩咐，順服上帝旨意；2，受
浸是得救的記號，用看得見的水禮象徴看不
見己完成的救恩事實；3，受浸宣告歸入主身
體；4，受浸是以喜樂和盼望見證主。 信而
受浸讓眾人再次明確了浸禮在聖經中的重要
性。最後，陳牧師告誠眾弟兄姊妹在受浸後
如何過門徒生活，凡事禱告和順服主教導，
跟隨主永不回頭。七位姊妹的受浸,見証了耶
穌基督的救恩大能！也鼓勵眾聖徒在屬靈生
命道路中，更加要彼此學習扶持和幫助，在
福音禾場上要為主多作工。

◎ 李譚靜舒

陳惠心：我在香港
從小到大是在教會中成
長，唱詩，讀聖經故
事，背金句，團契，參
加崇拜和祈禱會，那
一樣都不少，但是，我
與神卻從末建立真正關
係，正可謂只是一位只
有在崇拜時才打開聖經
之人。感謝神! 藉著衪的帶領來到了洛杉磯
國浸，參加了以利亜團契，我特別感謝團友
們，無論在靈命上或學業上對我幫助扶持，
有了屬靈夥伴，使我重新立志，並與神建立
了新關係，再經過浸禮班學習，認識受浸意
義,決心從裡到外改變自己，成為一個名乎其
實的真正基督徒。
張藹翎：我於5年半
前來到美國，因為父母
不在身邊，孤獨無助使
自己的情緒不穩定，経
常哭泣或無故發脾氣扔
東西在地上。 在這個時
侯，神預備了一位善良
的天使來到我身邊，我
知道他是一位基督徒，
幸好得到他在我身邊的支持和幫助,並因著他
的包容和忍耐，讓我重新認識了神的真愛,我
願今生在神的國度中，像這位弟兄那樣要有
基督共同信仰，藉著神的祝福，我今天終於
能決志受浸，願在人生道路上學習聖經教導
那樣: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何小敏：我出生和成長在中國大陸，從
小接受無神論教育，也沒有機會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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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美國後,5年前，蒙神恩
典，藉著一雙兒女把我帶到
國浸，幾年來，與兒女在教
會一同聴福音共同成長。我
參加了崇拜，主日學，退修
會，同心和家樂團契活動，
並在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的
鼓勵幫助下，我與孩子不但
認識和相信了這位真神，屬
靈生命也得長進，信主之前，我相信“謀事在
人，成事在天。”信主後，我真正認識“敬畏耶
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在教會中我不但學習神的話語，也感受了神的
愛，我和我的孩子都愛“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
必不至缺乏。”這段經文，願靠著禱告和主的話
語，指引我們行走正路，今天是我受洗日，我決
心一生跟隨耶穌，活出新生命。
何立：信主前，有脾氣
常煩燥不安，身體疾病和健
康有令自己擔心,心中沒有
了平安。早些時侯藉著媽媽
和婆婆在復活節浸禮上的
分享，讓我開始有了感動，
加上還有其它親人的受浸信
主，他們對我的期侍，使我
內心有了掙紮。後來，我加
入了以馬內利團契，屬靈生命逐漸成長，認識耶
穌基督是永生復活的救主，要相信衪，我們才得
著永生，內心有了平安,身體疾病此時也得著醫
治。我希望在信主後,能帶領未信主的先生接受
基督耶穌，因為這樣，將來我們才能在天家得予
相聚。
吳金英：中小學就讀
於基督教學校，很小就接
觸福音，並願相信跟隨
衪。14歲接受點水禮，直
至後來參加了工作，與此
同時也慢慢與神關係疏
離，並且迷失了很多年。
但神始終沒有離棄我，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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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移民來美，在國浸參加聚會多年，再次經歷
神的愛，讓我放下了自我順服神，我重返團契
生活，靈修並參予事奉，這樣，神再一次改變
了我。雖然我己接受了點水禮，但此次受浸，
將重新肯定我願意與基督同死同復活，亦加入
國浸成為衪一份子，努力事奉神工作。
楊穎蘭：我來自中國廣
東廣州，在2014年6月來到
美國，10月母女倆進入教
會，在教會中讓我感受主愛
和家的感覺。信主前，常煩
燥不安迷茫。 且對人對事
少有看得順眼，自以為是，
不容別人說自己不好，也常
為此鬱悶生氣。信主後，
開始清楚人從那裡來,死後往那裡去，知道一切
掌握在神手中，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靠著神的
話語，我終於過上常喜樂感恩生活。 並看到自
己的罪，也不自以為事去指責他人，今後更要
多讀聖經和禱告，讓自己摸清神的心意，順服
神，深信主的安排才是最好的。
易萍：我是五年前失業
期間認識主，正因為失業，
讓我停下了繁忙工作，接受
朋友邀請，參加了教會姊
妹組織的讚美操，從而第
一次認識了耶穌基督，更
經歷了神在我失業中帶給
我的平安與喜樂！一年後
我決志受浸，仍因我父親
在去年12月病逝，促成我對主的信心而做出了
決志，2年前，父親健康出現問題，教會弟兄姊
妹和牧者為他傳福音和禱告，多次經歷了神的
奇妙醫治，父親終於逐漸認識了主耶穌，臨終
時在病床上接受了牧師給他的點水禮，感謝主
的憐憫，讓他在離世前能得救。這也讓我深深
體會，我們無人知道自己何時會離開世界，所
以，我們更要掌握今天，趕快信主蒙福得救，
才能早日享受主內的喜樂，神的恩典和祝福。

2016年3月27日洛杉磯國語浸信會早堂和午堂分別有弟兄姐妹受浸成為基督徒。圖為浸禮現場，
以及浸禮結束後新受浸會員與牧師和親友合影留念。
圖片攝影：歐亞非、曲維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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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故事
◎ 崔大中

那 年，我才六歲，母親從M阿姨的喪禮
回來，在家哭了一天，我慢慢開始瞭
解死的意義了。
M阿姨，上海聖約翰大學的髙材生，人
長得秀氣端莊，彈得一手好鋼琴，又是位小
兒科醫生，嫁了一位船長，生活無憂無慮，
一位服務多年的老管家為她打理她那幢寬
大而舒適的日式洋房，那時時局剛剛穩定下
來，人們還在為温飽而奮鬥，他們這家人卻
有著人們想要的東西，真是羡煞了多少人，
阿姨是母親的高中同學，都是從上海輾轉到
臺灣的外省人，他們在臺北舉目無親，人生
地不熟，遇到了同學、同鄉，那一股他鄉遇
故知的親切就不在話下了，她們情同姊妹，
無事不聊，無話不談。
阿姨由於丈夫長年不在家，教養兩個
年幼的兒子的責任就自然而然在她身上
了，她每個主日帶孩子上主日學，當教會
司琴。就在這平凡的日子中，不幸的事降
臨了，阿姨的健康出了問題，她的體重直
線下降，臉上開始出現網狀旳紋路，醫生
的診斷是紅斑狼瘡，這個病在現代也只能
控制而無法根治，在當時就是絶症，她身
為醫生明暸此病的狠毒，也沒多做治療，
就帶著一顆依依不捨的心歸回天家，那年
她才三十七歲，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一個才
四歲。
阿姨走後，媽媽去她家更勤了，每次
去手上大包小包的，還和兩個孩子談話，
為他們解決學校的事，這時，大兒子有一
個好同學的母親（C阿姨）聽到了這家人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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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後，雖從未謀面，卻開始每天為大兒
子準備午餐飯盒，只要自己的孩子有的，
M阿姨的大兒子一定有一份，就這樣，這
個家庭在兩位媽媽及老管家的扶持下，又
開始有了穩定的日子了。
過了三、四年，孩子們的爸爸為孩子
們娶了新媽媽，情況開始變了，老管家含
淚向東家辭了工，母親的身份也不允許她
像以往那樣往 M家跑了，但是她的心忘不
了這兩個失去母親的孩子，她常在孩子下
課的路上等待，問他們近況如何，繼母對
他們怎麼樣，後來因為父親職務的變動，
我們一家來了美國，在那個通訉不發達的
時候，兩家的連絡中斷了，但母親心繫他
倆，到病危時還思念著他們。
母親就是這樣為朋友兩肋插刀的個
性，她愛朋友如己，家中經常高朋滿座，
大家喜歡吃她的上海炒年糕，黃豆紅燒腣
膀，更喜歡講講當年在大陸的故事，她的
嗓門大，中氣十足，夜深時送客的「明朝
會」聲及鄰里，好在多年的街坊都知道崔
媽媽又在待客了，就讓她盡興吧！母親的
母語是上海話，當年國民政府在臺灣推動
說普通話反成了母親開玩笑的機會，常在
朋友聚會時用上海話說北京話逗笑，贏得
了不少掌聲和笑聲，後來想不到嫁了北京
人，只有努力把普通話說好。有次妺妺帶
了男朋友來家介紹給家人，母親自然是殷
勤招待，同時閒話家常，客人走後母親直
誇這位男士說他話不多而且很有禮貌一直
點頭同意，等到這位男士成了我家的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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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才大白，原來他聽不懂母親的國
語，只有禮貌性的點頭稱是，
母親高齡得子，而且我長相和個性都
像她，所以她疼愛我，我上初一那年她帶
我進了教會參加主日學，從那日開始，我
沒有離開神的家過，我感謝她在我年輕時
就給了我這麼好的禮物，讓我在人生路途
上有正確的方向，在屬靈的話語上她給我
的是一個大家都熟悉的：雪中送炭，這個
成語雖然不是出自聖經，可是全本聖經很
多金句都是本著這種精神，其中最為人熟
悉的恐怕是馬太福音二十五章40節的「 這
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臺灣在經濟沒有
起飛前，很多家庭過得很辛苦，母親在教
會和親友中幫助了許多的人，直到現在還
常有人和我提到母親當年如何在他們最需
要幫忙時伸出援手，助他們渡過難關。後
來父親仕途順利出入都有人簇擁著，家裡
的經濟寬鬆了，母親並没有和那些官太太
來往，還是继續過著簡僕的生活，唯一不
同的是口袋的零用錢多了些，在教會的奉
献和凋濟人的錢多了些。
她在我參加教會聚會後把聖經介紹了
給我，我那時三國，西游，水滸的足本都
看完了，拿到聖經後，不一會工夫就把創
世紀看完了，母親看到我把聖經當小說看
很是生氣，坐下來好好教訓了我研讀聖經
應該有的態度，從那以後我對信仰又往前
進了一歩。母親會彈琴，在團契中司琴，
她也有一個好的女高音的嗓子，只是那時
的詩班是年輕人的天下，沒有中年以上的
會友參加，所以她期望我有一天能在詩班
中以聖樂事奉，可惜我資質不夠，等到我
可以成為詩班一員時，她已經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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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每次我坐在詩班席上時，我仿佛可以
看到釋懷的笑容。
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三家的第二代
在南加見面了，當年的小朋友們如今都
是銀髮滿頭祖父级的人了， M大哥是北加
一家大廠的廠長，C大哥更是臺灣政府要
員，可是在今天，時間彷佛又回到了五十
年前兩小無猜的時候，每個人眼中含著淚
水，一面翻著那些發黄的照片，一面說著
往事，我們為我們的母親們感到慶幸，她
們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能交到這麼好的
朋友，彼此扶持，彼此幫忙，生死不渝，
M大哥更是對兩位阿姨當年给他們的幫助
感謝不已，這些年來，他曾经對神有過疑
問，不知道為何神讓他的幼年如此坎坷，
而別人的家庭都幸福美滿，令他羡慕不
已，可是當他看到神在他的家庭及事業所
给的祝福，他只有默然不語順服神了。他
的父親早逝，继母也因要给他最多的愛一
生未育，如今他奉養继母如親生母親，晨
昏定省從不懈怠。M大哥和C大哥的友情
六十年如一日，更是一段佳話。
我的母親回天家已經二十多年了，她的
笑容和爽快的笑聲常在我耳際振盪著，我每
次見到上海人我會要求他們講些上海話，
好讓我回味一下母親在世的日子，每次家庭
聚會面對那一桌的佳餚，我的首選是烤夫，
因為這是母親的拿手菜之一，我更羡慕那些
現在還可以奉養母親的人，因為這是神的祝
福，我懷念她，她留給我的是愛人如己的榜
樣，她對我的愛和無微不至的照顧如今由我
的太太接手了，她的孫女如今全時間做宣教
士的太太，在普渡大學照顧中國留學生靈性
上及生活上的需要，這一篇愛的故事恐怕要
她继續寫下去了！

第三屆國際婚姻家庭節隆重舉行
◎ 本 刊

由國際婚姻家庭協會、國際真愛家庭協會
和大洛杉磯教會網絡主辦、洛杉磯國語
浸信會等協辦的第三屆國際婚姻家庭節，於
今年2月14日情人節當日在洛杉磯巴沙迪那
舉行。超過2000人參加聚會，再思上帝所賜
婚姻真意。洛杉磯國語浸信會主任牧師鍾世
豪和眾多牧師、傳道、會員出席了當天的活
動。國語浸信會也有許多對會員重穿婚紗、
禮服，參加典禮。
據大洛杉磯教會網介紹，本次活動由台
灣金鐘獎得主黃以功擔綱總導演。黃以功的
團隊，將聖經《創世記》中上帝造男造女、
設立婚姻，及《雅歌》中扣人心弦堅貞不渝
的愛情，編為歌舞。《迦南詩歌》詞曲作者
小敏、臺灣長青民歌手施孝榮和美籍猶太拉
比Gene Keener的動人分享及演唱，皆令觀
眾全神貫注、心醉神馳。尤其小敏夫婿王岳

峰，自《迦南詩歌》舉世傳唱多年來，破天
荒首度現身臺上陪伴妻子，還自稱『婦唱夫
隨』，更令小敏驚喜、全場動容。
大會最高潮是六十對來自美國本地、中
國、新加坡的夫妻，身著婚紗、禮服，在真
愛家庭協會葉高芳會長所招聚、廿一位牧師
長老祝福之下，於上帝和眾人面前神聖莊嚴
地再立婚約，誠摯宣誓、立志堅守「一男一
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真
道之愛。
大會發起人趙曉博士以「天作之合，真
道之愛」為題做了發人深省的短講，同時帶
領立約夫妻們以〈新生命新家庭宣言〉來宣
告對婚姻家庭的委身。 當晚，再立婚約的夫
妻、他們的親友，以及牧長、同道們參加晚
宴，為豐盛歡欣的一日畫下難忘的句點。
圖片攝影：曲維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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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之歌
請

先看“媽媽之歌＂，http://www.
youtube.com/watch?v=yCgihsy–
U2Q (youtube link,你們可以highlight這個
website，復制和黏貼到web address上，如
果打不開，可以google search，很容易找
的）。她是用英文唱的，很快，但有顯示中
文歌詞。看完後你們有何感想？有哪一些是
你們自己的寫照？有誰看完後還要緊緊抓著
孩子不放的？可見“媽媽之歌＂已經成為一
種國際語言，可見母愛實在太偉大了，偉大
到一個地步我們分不清到底是完全為了孩子
還是有時也要滿足一下自己？
一隻母鷹會把雛鷹從鳥巢裡叼出來，然
後放“嘴＂，扔到空中，雛鷹才能學會飛
翔。而我們這些媽媽們，卻管得太多，或溺
愛，或擔憂太多，以致孩子們不知道在以後
的人生道路上如何獨自站立得穩。放手，不
等於不關心，只是我們不能代替孩子做事；
放手，不等於從此不管，而是明白我們不
該控制他人；放手，就是不再意圖改變或
責備他人，因我們只能改變自己；放手就是
關心而非操心；放手，就是不要否定，而是
接納；放手，就是不嘮叼，斥責和爭辯，而
是反思己過予以改正；放手，就是不強求凡
事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接受現狀，珍惜每一
刻；放手，就是少害怕一點，多愛一點。孩
子終究要離我們而去，所以現在開始要慢慢
學會放手。撫養子女是逐漸放手讓馬匹自由
奔跑的長期過程。不必害怕，不必擔憂，因
為神必看顧。“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
平安安蒙引導。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
歌唱。＂（賽55:12）我們看著孩子往預期之
外的方向發展，忍不住想要約束他們，試圖
強制他們依照我們設計的藍圖成長。我們提
醒他們：他們是“我們的＂，我們在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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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鄔海蓉

堅持掌控。原來我們強烈渴望複制我們自己，
而不是因著新生命的需要進行服侍，或者，我
們不得已放棄他們，卻心中滿懷苦毒，認為他
們不感激所有我們為他們做的事。
在心理上和信仰上成全完備的我們知
道，孩子不是我們的財產。放手讓我們的孩
子走，顯示出我們天父的寬大心腸。神不曾
要求我們做祂自己不曾做過的事。天父差派
神子時，祂知道很多世人無法鑒別出祂的神
性，而且還會擊打祂，最後謀殺祂！如果神
已經事先知道，仍讓神子降臨，那麼我們怎
麼能留住我們的孩子？就像神為我們的緣故
釋放祂的孩子，神聖的教養任務也呼召我們
為了神的緣故，為了神的國度，釋放我們的
孩子。雖然做起來困難。而且每個孩子各不
相同，但我們可以將這過程產生的痛苦交給
神，讓這過程使我們更能理解並感恩神為我
們做的至大犧牲。
而且，我們不但沒法對孩子放手，更是
緊摟著很多俗事不放。從有記憶開始，我們
就好像在一直學習用手去抓：抓奶瓶，抓玩
具，抓食物，抓筆，抓錢，抓感情，抓青
春，抓有限的生命……。抓到的愈多愈覺得
有成就感。曾幾何時，我們學習去放，心甘
情願地，毫不猶豫地，割捨！！主耶穌說：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
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
命，就不能做我的門徒。＂（路14:25–26）
這話聽起來似乎冷酷，然而這是神旨意中的
“六親不認＂。多情，也容易傷情，若不是
靠十字架的大能來轉化，節制，就會是人生
的大患。感謝神讓我不嫉妒別人比我擁有的
多，我最近也常常這樣禱告：“天父，不要
叫我以為我將在這裡永遠居留，卻要記住
我在世是客旅，是天路的追求者，我在這裡

本沒有長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來
13:14），求主保守我不要失喪在塵世的歡樂
中，以致對天上的喜樂不再懷想，求主不叫
今天的快樂，成為我心理網羅。感謝主將永
恆放在我心裡，因此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使我完全滿足，這世上的快樂是與憂愁
和不安交織著，因此我的心意不能不想到一
個完美的境界，感謝神賜我永生的應許和盼
望。＂親愛的姊妹們，當我這樣禱告的時
候，聖靈一次次地觸摸我。我感到被悅納，

我就淚流滿面，你們說，這樣的獎賞是不是
比世上種種更大？以後能在天上和主耶穌住
在一起，這樣的應許，值得我們放棄這屬世
的一切嗎？也難怪，當耶穌呼召雅各和約翰
時，“他們立刻捨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
耶穌（太4:22）。他們是有大智慧的人。我
們可能沒有他們的勇氣和信心，但至少，我
們能做到盡量放手交託，神才能在我們的生
命中施展祂的大能。送給你們一首以前讀過
的詩：

破碎的夢
就像小孩子帶著壞掉的玩具哭著要我們修理
我把破碎的夢帶給神因祂是我友，
然而，我沒有讓祂安靜地修理，
我在旁邊想要幫忙，用我自己的方法，
終於我把它搶回來，
哭叫，“你怎麼這麼慢？＂
“我兒＂，祂說，
“我能有什麼辦法……你從未放手。＂

媽媽們請互相禱告，放手把孩子交在神
手中，因為只有神知道什麼對孩子才是最好
的，求主幫助我們不要懼怕可能會發生的困
難，存著喜樂平安的心知道神正在掌權，凡
事仰賴神。
求主讓孩子在信心中成長，當父母們漸
漸放手時，願的話語的真理在他們心中堅

立，並引導他們生命的方向。讓他們在必須
獨立處理一些事時不懼怕，深信萬事互相效
力，“拿著信德當做盾牌＂以“滅盡那惡者
一切的火箭＂。
讓我們放下自己，放下俗事，信靠神，
也讓我們的孩子們學習飛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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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歸屬與永生
◎ 曹文銘

以

往在那過去的歲月裡，茲就大自然環
境而論，雖然也發生些自然災難，但
並不為人所重視，然而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
來，尤以近幾年來，最顯著的是地球迅速暖
化，氣候變遷超乎常態，高溫及酷寒，乾旱
及暴雨，節令脫離了常規，而且是一年比一
年嚴重，次數也越趨頻繁，漸漸演變到影響
人類的生計。為何在短短的數年內變得如此
不正常？讀聖經，耶穌基督當年傳道就預
言，這些事是必須有的，都是災難的起頭，
只是末期還沒有到（太24:3–8），所謂末
期就是世界末日的大災難，從顯現在眼前種
種自然災難的跡象，世界末日的影子已漸漸
逼近到我們的身邊了。
世界末日的景象不能憶測，根據啟示錄
六章及彼得前書三章所啟示，那時日頭變
黑，月亮也不放光，眾星墜落，山嶺海島被
挪移離開本位，地和其上有形質的物都要被
烈火銷化，神在地球上用六天時日所造宇宙
和其上的萬物燒盡了，沒有了。聖經啟示的
預兆應驗了。
世界末日災難終了，有兩件大事發生，
第一件，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一個
新天新地，就是神所造的新世界從天而降，
新的世界不再有黑夜，因有神的榮耀光照，
這就是世人所稱的千禧年國度也稱天國，
（啟20,21;太24），從此世界不再變遷，
這就是世界的歸屬。第二件，耶穌基督從天
上降臨，將他的選民從四方都召聚了來，
與基督一同管理這新世界一千年（太24;啟
20），這就是聖經啟示的一千年的由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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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世人認為二十一世紀開始以後的一千
年為千禧年，神在地球上創造宇宙和其上萬
物共六天完成，第七天歇了所有的工，將這
一天定為聖日。神在第六天按著自己的形象
造男名叫亞當，造女名叫夏娃，賜給所造的
男女要生養眾多，直到摩西的時代，其經過
的年日是兩千年，從摩西的時代到耶穌基督
誕生，其經過的年日是兩千年，紀元是從耶
穌基督誕生算起，一百年是一世紀，到走完
了二十世紀是兩千年，總共是六千年，主看
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後3），兩者
互相對照，所以世人認為二十一世紀開始以
後的一千年是千禧年。（註一）。為什麼還
沒有來臨呢？聖經沒有將來臨的日子和時辰
說明，但在羅馬書十一章闡明了天國原是神
為猶太人所預備的，由於部份的猶太人不信
耶穌是他們的救主，於是救恩才轉向到外邦
人，外邦人蒙召成為神的選民並不是無限
的，是有一定數目的，由此推論千禧年遲遲
沒有來臨與被神蒙召的外邦人迄今尚未達到
蒙召的數目有關。何時才是來臨的日子呢？
耶穌基督說，挪亞的日子怎樣，那時人照常
吃喝嫁娶，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部沖
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在你們想不到的時
候，人子就來了（太24,路12）。挪亞日子
的末日災難是洪水，現今世界末日的災難是
火燒。
永生，主應許我們就是永生（約壹
2），談永生與死亡，復活及審判有密切關
聯，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
是死的（雅2），先談死亡，死只是人的血

肉之體的結束，但屬靈的生命又稱靈體也稱
靈魂，並未隨著血肉之體的結束而結束，人
在重病時或受災難垂危時，或步入老境時，
自然會聯想到死，一是留戀這世界的一切，
二是想念或想見自己的親人，再者也許有人
會想到魂歸何處，但多少人並不知道何處是
靈魂永久安息的聖境。
我的見證，人死就是靈魂離開了必朽壞
的血肉之體，遊走在空間裡，能看到生前希
望見到的，能去到曾嚮往的去處，而且往
往是先去看看生前的住處（家）。以前曾聽
過親友因病（傷）嚴重陷入昏迷不醒，一時
遊走在生與死的邊綠，甦醒後，說道上述的
意境，本人大手術後在加護病房彌留時刻，
也曾有過同樣意境，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靈魂
出竅吧。如果靈魂不歸竅，就是肉體的生命
不能恢復生機，死亡了。靈魂將往何方？人
死後其靈魂短暫飄忽不定。然後漸漸歸於靜
態，幾千年來，那些死去的人的靈魂都停留
在靜態中。
論到非基督徒之死，死亡在水中的，停
留在大海的陰間，死亡在陸地上的，停留在
地下，稱為死亡和陰間，沒有時間，只是
空間，等候復活。論到基督徒之死，就是在
主裡面死了的人，是睡覺，不是都要睡覺，
乃是都要改變，變成和耶穌基督的身體相似
（林前15），等候復活。復活，因為血肉
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
朽壞的（林前15），復活不是血肉之體復
活，而是靈體復活，靈魂從靜態轉回到動
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靈魂都要復活，只
是復活的先後次序不同。在基督裡死了的
人必先復活（太24），基督徒的靈魂復活
後，要在神造的新天新地裡與基督一同作
王一千年，協助主共同管理這新的世界（啟
20）。論到其餘死人的靈魂還沒有復活，
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才能復活，從復活的
次序看來，非基督徒與千禧年無緣。審判與
永生，按著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

審判（來9），為什麼死後還有審判呢？誰
是被審判者，誰是不受審判者，其結局異同
嗎？再者誰來審判這世界呢？耶穌基督說，
父不審判什麼人，乃將審判的事交與子（約
5）。基督徒在世的時候，信靠耶穌是他的
救主，並領受他的道，認罪，悔改，也信差
耶穌來到世界的神，就是創造宇宙和其上萬
物的神，耶穌基督赦免其罪，因為他已成為
新造之人，主不審判無罪之人。基督徒的靈
魂復活後，不受審判，得以安息在千禧年的
樂園裡。誰是被審判者，耶穌基督說，棄絕
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
講的道，所以非基督徒的靈魂復活後，要接
受審判（啟20）。一千年結束了，基督徒的
靈魂可以繼續安然在神和主基督的新國度裡
作神的子民，直到永永遠遠（啟11），「永
永遠遠」就是不受時空限制的永恆世界，基
督徒的生命進入永生，基督徒有福了，第二
次的死在他們的身上沒有權柄（啟20）。
一千年結束了，此時非基督徒的靈魂復活，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
其中的死人（啟20），須經由審判決定生與
死，行善的復活得生，其靈魂與基督徒的靈
魂一同進入永生，行惡的復活定罪，他就被
扔在火湖裡，這是非基督徒第二次的死（約
5）（啟20）。何謂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
死是屬世的血肉身體，第二次的死是屬靈的
生命（靈魂）最終的滅亡。耶穌基督說，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死了
他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永遠不死（約
11:25–26）。
註一：我是台北厦門街浸信會的教友，
主任牧師是杭克安，張戈啟敏師母是我們中
級助道會的指導，我今年八十八歲，早年
每逢週三晚七時參加教會的副堂靈修班，由
主內資深老師闡述聖經奧義，此段自亞當→
摩西→耶穌誔生，其年日之推算是由老師解
釋出來的，我銘記在心，是否正確請指教更
正。

2 0 1 6 年 0 5 月 第 1 4 0 期 29

靈修分享

靈修分享

啟示錄四騎士的異象 (下)
◎ 周鐵樓

（續上期）
第三印 ── 黑馬(啟6:5-6)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约翰看見一匹黑
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著天平; 並聽見四活
物中有聲音說: 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
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啟6:6)。
一般的解釋說“黑”是饑荒的顏色(耶
14:1-3; 哀4:8-9，5:10)。又說馬太廿四章
七節可以給我們參考，那裡說饑荒和瘟疫;
飢饉之後，必有凶年，繼而起之就是瘟疫。
6:6節所描述的是物價昂貴引致普遍性的
饑荒的情形。主耶穌預言末世情形時，也提
及“多處必有饑荒”(太24:7)。約翰在這裡
看見那騎黑馬者手裡拿著天平，相信他很容
易憶起以西結書所說的“按分量而食，按制
子而飲”的饑荒情形(結4:9，13，17)。麥子
(小麥)，大麥，油和酒乃是日用的食物，約
翰寫啟示録的時代，物價非常昂貴，一升麥
子，即一日的糧食，需要一錢銀子，即一日
的工價(太20:2)，每日工作所得只夠購買糧
食。油酒缺乏，不可糟踏，那騎馬者手裡拿
著天平，按人口售糧，足證生活十分困難。
抗戰時期，中國有許多地方有錢也不容易買
到米，日據的台灣則需要排隊拿粮票領取配
給米。
神曾警告以色列人，如不聽命，將來必
將被交在仇敵手中，糧食按分量而秤，表示
糧食非常缺乏(利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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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和酒是人們日常食品之一，有錢的人
則用得較多，有時會浪費。但當饑荒之時，
油酒價高昂，一般人們已無法購到，所以四
活物中有聲音說: “油和酒不可糟蹋”。油
和酒也作治病之用(參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路10:34)。在戰後，許多病人也可能需要油
與酒以滋潤創傷及增加體力，所以極為寶
貴，不可糟蹋。
按照這種傳統解釋，第三印的時代巳經
過去，然而我們覺得我們正處於第三時代，
一個以經濟主導一切的時代。
在今天天平是用以量度貴重物品，如黃
金﹑珠寶等; 但天平也用來代表公平﹑公
正。“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
升大麥。”在今天仍是真實的，一般人每月
的收入僅供一家人的必需“油和酒不可糟
蹋。”在今天油不僅指食用油，也可指黑色
的石油;中國酒，如五糧液是由小麥、大米、
玉米、高梁，和糯米五種糧食制成，普通中
國酒多為米酒。我們可把酒代表糧食。在今
天石油和糧食都很昂貴。据估計地下石油在
150年左右內將被開採完; 至於糧食，人類
對糧食的需求有增無減，糧食短缺在很多地
方，如非洲，已造成很大的威脅。
第四印 ── 灰馬(啟6:7-8)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约翰看見一匹灰色
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
它，有權柄賜給它們，可以用刀劍、饑荒、

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第四印有以下的幾個特徵: 1，灰色馬，
2，騎士名字叫死，3，陰府也隨著他，4，有
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
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第四印很明顯地告訴我們，一個灰色的
大災難時代將要來臨。當時約翰可能想起以
西結書的話說，神用四樣大災降在耶路撒冷
攻擊不聽命以色列人。這四樣大災也是“刀
劍、饑荒、惡獸和瘟疫”(結14:21)，這四樣
大災和這騎灰色馬者殺害地上的人，所用的
四災完全相同。神在利未記所宣佈的刑罰也
有“野獸、刀劍、瘟疫和饑荒”(利26:2126)。所以很多人以為神降災與犯罪的人，其
法古今一樣。其實不然，刀劍是殺人的武器;
原子彈也是殺人的武器，它殺人的威力比刀
劍強上千萬倍，二次大戰末期美國在日本廣
島和長崎各投一棵原子彈，兩城各死亡四十
多萬人，數天後日本即向同盟國無條件投
降。今天美俄是核武大國，各擁核彈萬枚以
上，核彈比投在廣島和長崎的更俱威力。中
國、英國、法國、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
和朝鮮七國也都是核武國家，一旦第三次世
界大戰爆發，其慘象無人可以想像。
另一個威脅已在面前，就是全球氣候變
暖的事實，其為害堪比核戰。氣候暖化會導
致大自然災害的增加，其中之一是帶來的乾
旱和糧食的減產。現在已有十億人食不果
腹，將來的趨勢是不難想像的。氣候暖化的
事實是海平面上升。据科學家估計，如果不
能有效控制氣候變暖，到本世紀末海平面上
升可能超過1米，很多國家的沿海城市都將被
海水淹沒。
全球氣候變暖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為
的因素；人為的因素是溫室氣体二氧化碳的
排放。如果不減少排放，到本世紀末地球表

面的溫度將會上升40C，地球大部份地區將
會變得十分乾旱或變成沙漠，對動植物和人
類帶來的災害將是“滅頂之災”。
人類在疾病醫治上也出了大問題。在20
世紀60年代，隨著抗生素和抗濾過性病原体
的發明，人類充滿信心地認為我們已經征服
了各種傳染疾病，所有病毒都可以被抗生素
殺死。不幸的是，更多的病毒開始轉變它們
的基因以抵抗抗生素的作用。到現在為止，
讓醫企們束手無策的病毒不減反多。最近非
洲的以波拉病毒巳殺死四千多人，疫情還沒
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轉變基因的研發若沒有
遵行神的旨意而進行，可能會給醫學和農業
帶來一場意想不到的災難。
人類還為其他疫情所困: 愛滋病毒，禽
流感，非典型肺炎，食肉菌，豬瘟，狂牛
病，口蹄疫，…等等。人類行事如不聽和遵
行神的旨意，科學的發展只會破壞大自然界
的和諧和枯竭資源。第四印的預言將會一一
應驗。
啟示錄警吿教會和信徒，要過公義的生
活。雖然耶穌基督的啟示已是二千多年前的
事，但仍然是今天信徒的盼望和挑戰，知道神
掌管一切，主耶穌基督必定得勝，衪很快就要
回來拯救屬衪的人，並要審判不信衪的人。
参參考資料:
從聖經揭開動蕩時代的奧秘，黃斐生傳士
(美國中信出版社，2010)
啟示錄的時序(Tripod.com，作者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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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的樣式

◎ 賈愛軍

（肋骨位於軀幹前部，彎曲成弓形，其近端連於脊椎骨，遠端游離或借助軟骨與胸骨相
連，其作用是保持人體的正常形態；形成胸廓，保護內部器官，主要是心肺，以及幫助人體呼
吸，肋骨的提升使胸廓容積增加，形成胸腔內負壓，吸入空氣，肋骨下降則相反，呼出氣體）

到天家以後我們會知道一切事情嗎？
◎ 新

欣譯

妳是整個胸腔的支柱，妳是內部器官的保護。
沒有妳的支撐人體就會弓腰駝背，有了妳的力挺人才能夠昂首闊步。
妳貌似柔弱行事低調，但外柔內剛理家有術。
一旦感到有外力威脅，妳會第一個挺身而出！
為了大局妳可以彎曲自己，為了整體妳甘願完全付出。
為了保護心肺的安全，妳寧可自己粉身碎骨！
妳全然奉獻任勞任怨，妳盡職盡責守衛門戶。
妳知道這是造物主的美意，妳理解什麼是完全的順服。
遲鈍的我終於恍然大悟，明白了上帝的用心良苦。
祂用肋骨為那人造配偶。因為那是他的骨中之骨。
因為肋骨最貼近那人的內心深處，因為肋骨最讀得懂他的哀樂喜怒。
看到了依偎在那人身旁的小鳥依人，我彷彿看到了那彎曲成弓形的肋骨。
我也有這樣一位肋骨，是上帝派遣她將我扶助。
我要永生永世的愛她，因為她是我的“骨中之骨＂。

耶和華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神就用那
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
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世記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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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是全知的。
神看穿並洞察一切。在天家我們會把事情看明
了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模糊不
清原文作如同猜謎）。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
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林前13:12）但是我們永遠不可能洞察一切。我們會
知道比現在的多很多，但我們永遠不能知道一切的事
情。因為我們不是神。
在天家我們沒有了缺陷瑕疵，然而不知道一切事情
並不是缺陷瑕疵，而是有限性的一部份。天使並不知道
一切的事情，並且很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彼前1:12）。天
使是無缺陷瑕疵的，但是有限的。我們難道不應像天使一樣，渴望更多的知識嗎？
我們將用永生學習尋求更多的知識。神把我們放在天上的疆界“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豐
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弗2:6–7）這裡
的意思是神要在永恆裡將祂自己啟示給我們。
這似乎很明確的表明我們要在天家學習，進入天家之時，我們想必會從我們死時的知識
開始學習（畢竟我們新的生命需要知識）。神也許會糾正並提升我們的知識。我預想祂會向
我們啟示新的事情，為我們設定在永生裡應學習的課程。一旦我們有復活的身體和復活的頭
腦，我們學習的能力會極大地提升。
耶穌對門徒說：“學我的樣式＂（太11:29）。我一直不斷地從我太太、女兒和朋友們學
習新的東西，盡管我已經認識他們很長時間了。如果我仍然可以從有限的人身上學習新的東
西，我相信我將會從我們全知全能的創造者那裡學習更多更多。沒有人可以窮盡祂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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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Interview with Irene Chu
Eddie and I met at MBCLA in 1963 when he was
fourteen years old and I was twelve. We grew
up together along with a close group of friends
at church. Ten years later, Eddie and I married
in 1973, soon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Because I was still in my third year of college,
we chose not to have children during this
period of transition and school. After receiving
my Bachelor’s Degree, I decided to continue my
schooling and get a Masters degree in Social
Welfare. I worked for one year and completed
my graduate studies in two years.
After receiving a Masters in Social Welfare, I
began my new position a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Life just went
on without any time or desire to start a family.
Then unexpectedly, after being married for six
years and working for almost one year, Eddie
and I found out that I was pregnant. I continued
to work and planned to stop working when I
was ready to deliver. It was an easy pregnancy
and very fast labor and delivery. Our first child,
Darin, was born at 8 lbs, 9 oz.—my labor was
within six hours with no epidural! After staying
home with Darin for about two months, I went
back to work.

Motherhood
& Miscarriage
Soon after, I was pregnant again. Darin and
this baby would have been less than two years
apart, and I assumed that this pregnancy would
be just as easy as the first. But at around seven
months into the pregnancy, I started having
labor pains. In October 1980, my second child,
a son, was delivered through an emergency
C-section when I was 24 to 28 weeks pregnant.
The hospitals didn’t have the technology for
premature babies then that they do now, and
so they couldn’t really do anything to save
him. Our son was placed in an incubator and
lived for only six hours. The medical staff tried
to save him, but his lungs weren’t developed
enough. I was still groggy from the surgery—
everything was foggy—but I remember Eddie
being there with me when they told us that the
baby didn’t make it. Of course, we just lost it,
especially when we saw Darin, our firstborn,
who was still a baby too, and so young. We
called our good friend, Henry Kwong, who
helped us take care of the baby’s remains.
Thoughts started going through my head.

Did I do anything wrong? Did I do something to
cause it? I remembered that the night before

I had pulled an all-nighter for work to write a
funding proposal and didn’t sleep. So I must
have been really tired and didn’t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the next day I was at a fundraiser
with Eddie & Darin. So perhaps I didn’t rest
and worked too hard? Or was there something
I had done, and God was punishing me and
Eddie?
I had all these thoughts, but didn’t talk to
anyone about them.
Afterward at home, I was in pain from the
C-section. And many didn’t know how to
approach or support us. While our closest
friends—young and around the same stage
of life—knew what we had just gone through,
none of them had experienced a miscarriage
or had problems during delivery, so they
didn’t know how to ask how we were doing
or feeling. They didn’t know how to reach out
to us. No one spoke about it, but we didn’t
expect anyone to say anything or act out of the
ordinary. In addition, we didn’t think of seeking
any outside support . None of our friends had
the same experience, and no one came out to
offer counsel or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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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 it was just me and Eddie. During that
time, once in a while, I would just cry out of the
blue because I felt so badly. This went on for
about three to four months. Eddie was always
there. He would just hold me because there
really wasn’t anything we could say to each
other. And though he didn’t say much, I knew
he was there. His actions spoke louder than
what he didn’t say. Whenever I started crying,
he would just hold me. Perhaps this impacted
the mother harder and Eddie felt a little lost in
terms of what he could do for me, but he was
there and I felt the support.

“And so I had an
assurance that, even
though something out
of our control had
happened and we didn’t
know why, God was
there for us.”

Jeremiah 29:11-13: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Then you will call on me and come
and pray to me, and I will listen to you. You will
seek me and find me when you seek me with all
your heart.’”

Then surprisingly, when I was almost forty,
I became pregnant for the fourth time.
Stephanie was around seven or eight years
old. We were really happy as this pregnancy
was our surprise child. Knowing about the
problems with my cervix, the doctor sewed
me up again, and I tried to take good care
of myself, with nothing strenuous. Then one
night, about five months into the pregnancy,
I started having labor pains. We rushed to the
hospital, where I was given medication to stop
the contractions, which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night. Eddie was there the whole time.
Finally, the doctors told us that they couldn’t
stop the delivery because I had an infection:
they couldn’t stop the baby from coming.
I delivered our baby naturally, without a
C-section, which was painful and long. I didn’t
even know what was going on, because I was
so out-of-it. Immediately afterward, both
Eddie and I held our newborn daughter. She
was born alive but didn’t live long as she was
so premature. Our dear friend, Henry, came
again and took care of the baby.

Back then, we were more immature Christians
in that we had our plans and ways of doing
things and hoped that God would come along
and bless our plans. But during that time, I
remembered the verse from Jeremiah 29:1113. And so I had an assurance that, even though
something out of our control had happened
and we didn’t know why, God was there for us.
Life went along, and because we had Darin,
who was healthy and growing, things were
much better. Gradually, over time, it became
less painful.
In 1982, I became pregnant for a third time
with our daughter, Stephanie. It was through
this pregnancy that we learned why our
second baby was born prematurely. My first
delivery was too fast and may have torn
something, which wasn’t good for subsequent
pregnancies. And so, my doctor stitched and
closed my cervix. From the fourth month of
my pregnancy with Stephanie, I couldn’t go
to work due to the jostling of riding in a car
and had to lie down whenever I could. I had a
normal C-section delivery with Stephanie, and
it was great with the two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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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ere more mature in our lives and Christian
walk. We told ourselves that whatever the
Lord’s plan was, He was in control and His plan
was so much greater than ours. Of course,
we mourned the loss of our daughter, but we
thought of our baby as a gift from God, as we
weren’t planning on having more children. This
really demonstrated to us that whatever our
wants and desires, the Lord had His plan and
we were to accept that. God gave us peace. I
also didn’t ask the same questions that I had
asked the first time: about whether I had
done anything wrong. We were much more
accepting of what God had planned for us.

Job 11:13-18: “Yet if you devote your heart to him
and stretch out your hands to him, if you put away
the sin that is in your hand and allow no evil to
dwell in your tent, then you will lift up your face
without shame; you will stand firm and without
fear. You will surely forget your trouble, recalling
it only as waters gone by. Life will be brighter than
noonday, and darkness will become like morning.
You will be secure, because there is hope; you will
look about you and take your rest in safety.”

On the night we came home from the hospital,
our friends, Joe and Melinda Kiang, very nicely
brought us dinner, making sure we were okay.
Our closest friends were around us much
more this time, not specifically asking how we
were feeling or saying anything, but they were
just there to support us by their presence and
doing things for us. We knew that if we ever
needed anything, they would be right there,
even though none of our friends had ever
experienced the same loss.

2 Corinthians 12:9: “But He said to me,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for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Therefore I will boast all
the more gladly about my weaknesses, so that
Christ’s power may rest on me.”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and fading of memory,
we seldom think back because it’s painful.
Once in a while I still cry when I think about
it—sometimes during a certain time of the year
when the babies were born. My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grief is perhaps not remembering all
the details from thirty and thirty-five years ago.

I recall being in the hospital when Pastor Galen
(English pastor at MBCLA during that time)
came and asked me if I knew what the Lord
was doing.
I remember responding: “I’m just thankful. I’m
thankful because the Lord gave me two healthy
children. I’m not sure what the Lord is trying to
teach me, but I just know that I’m thankful, no
matter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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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for what I’ve learned, I know that God is in
control, and I take comfort knowing that the
babies are in heaven—in Jesus’ bosom. With
the first loss, though we never blamed God,
Eddie and I were immature, thinking that we
were just there going along with God’s plans.
We wondered what happened, and I blamed
myself, asking what I did wrong to deserve this.
After the second loss, however, we prayed:
“Lord, you’re in charge. Your plan is our plan.”
We knew everything was in God’s hands and
to accept whatever His will was. Eddie and I
totally trusted in whatever God had in store
for us.
Now, we continue to walk with the Lord, and
we are joyful! We trust in His plans. No matter
what the Lord gives us, we trust that He has our
good in mind. God gave us positive outlooks
to be thankful for what we have, including
two grown children and two grandchildren.
And today, Eddie and I can reach out to help
others and tell them about our experience:
that we were able to work through it and come
through. Sometimes it’s hard when others
haven’t experienced miscarriage or premature
loss, and so it can help to know that there is
someone who has gone through a similar or
the same experience. There’s hope. It’s okay;
it’s not the end. God has other plans for you.
Truly, God’s mercy is new every morning!

What counsel do you have to couples
struggling with the loss of a child during
pregnancy?
I would share my experience if it’s similar: that
it’s happened to me before, but the Lord is good
and He will pull you through. And Eddie and I
are here, if you need anything. I also emphasize
that God is in control and His plans are much
greater than ours. And, yes, it’s very painful in
the beginning, but God is there holding your
hand. He’s there for you.
It would have been good for us, too, if someone
had shared with Eddie and me during that time.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friends
wanting to support a couple dealing
with miscarriage or premature loss?
Every couple is different, and some may
not welcome advice. Not knowing a couple’s
specific situation, I would reassure the couple
that you, as a friend, are there to support the
couple if they need anything. We will weep
with you and sit with you. Because God is
near to the broken hearted, He will be
ther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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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d to Serve the
MBCLA
Family
CHRISTIAN HSU

徐必正

As I reflect back on the deacon process, I know that it was a priority to serve for the purpose
of helping and partnering with our congregation pastors. It was important that they had the
help as well as the people in place to encourage, support and love them. I have attended several
events that have included deacons and leaders from the other congregations. I have come away
witnessing God’s blessings to our church and the legacy of service that these men and women
have forged.

TOM PIH

畢東毅

MBCLA has been my home church for the past 53 years and grounded my faith through its
Christ centered, biblical based, missions oriented teachings. Recently we have seen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grow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our home grown pastors and I am humbled and
honored to be ordained as a deacon here. I am committed to support our pastors, work with
fellow deacons and other faithful servants, and help minister to the needs of the congregation.
May my service as a deacon reflect God’s faithfulness and bring glory to Him. Please keep us all in
prayer for Godly discernment and love in our daily walk with Him (Phil 1:9-11).

KENNETH HO

何正強

I’m blessed to hav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who loved God and helped people all their
lives. Continuing their legacy, I’ve served in dental missions, fellowship group, teaching, and
community service. In the community, I’ve enjoyed the opportunity to mentor young dental
students, and even serve with them on mission trips.
Because I’ve been called to this office of Deacon, Vicki and I will concentrate more on serving at the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and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specifically. I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to assist the pastors to shepherd the congregation and to mentor young people to be our future
leaders. Please pray for me, as I can only do it with the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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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tism testimonies
Andrew chao

I have attended
MBCLA since before I was born. I had a typical
Asian American childhood. I learned piano,
sung in BVCC, went to Chinese school, and
attended service and Sunday school regularly.
I also attended KFC, BASIC, and TD and know
some of the Bible stories. I assumed this was
what everyone did.
When I was a child I never wanted to stand up
and give a testimony because it required me
to stand up in front of a crowd and talk, two
things that I dislike to do. I’m not someone
that likes to lead people by example or as a
role model. I’d rather someone else do those
things while I watch, preferably behind a screen
with drinks and snacks. In fact, I remember
be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thinking that I
would rather make millions of dollars to send
missionaries overseas than to go myself. My
lif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Keep in
mind, my story isn’t very amazing.

The first part was during my elementary school
days and some of middle school. During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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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I was very open about my feelings. It was
like the Pixar movie “Inside Out” where Joy
ran everything followed by Anger. I accepted
Jesus into my life at a very early age. I was on
my way back home from the LA County fair
with my sister, her friend, and another girl. My
sister and her friend were trying to convert the
friend. They shared the gospel with her and
she said she believed. Then my sister asked me
if I believed. I said that I did. I thought I was in
third grade when this happened, but my sister
tells me that I was around six years old.
Growing up, I constantly thought about one
question. Why am I alive? If God really loved
my family, my sisters, my parents then He
would have made someone better than me.
Someone who got all A’s in class was a start.
Not someone who was a failure like me. As
a child I was very aware of my failures. I was
slow to speak and think and I was quick to
anger and violence.
The second part of my life is from my middle
school days to most of my high school life.
During this time, I became resentful towards
people. I saw all people as nothing but evil
and firmly believed that the world would
be better without any of them. My greatest
desire during this phase was the extinction of
humanity. I’m not sure how I started to feel
this way. It just happened sometime in middle
school. People were a hindrance to me. They
were always in my way everywhere I went,
blocking pathways and walkways and never
minding their surroundings. I always felt angry

during this time and believed that I would be
perfectly happy if I could just play video games
and watch anime by myself at home. My life
was very simple; I went to school, finished my
homework, and played video games. I was
trying to escape from the incredibly dull world.
I had a few of friends that I saw a couple
times a week at school because they were
all academically smarter than me and were
very busy. We would
have very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about
various topics. One
conversation we had
was that aging is
the same as dying;
the only difference
is in perspective. In
which case, from the
moment people are born they start dying. This
makes birthdays depressing because it means
that you are one year closer to you imminent
death. We also agreed that eternal life on
Earth would be terrible because everyone you
know would die. From our conversations, I was
able to look at the world in a bigger picture.
I was just one of seven billion humans and
my graduating class wasn’t even a thousand
students. I would look around at school and
think that I really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my classmates. If one were to die I would
probably feel, at most, an inconvenience.

was only two years older than me and it
was a great shock to our family. I remember
breaking down and crying in my room when
I heard the news because of how I had failed
to convert her into Christianity. She and her
family were the physically closest to ours. Our
families spent lots of time together and I had
never once thought of the security of her soul.
I thought I knew what it meant that anyone
could die at any moment. Having known God
all my life, I know that
God is always there. It
has only been during
the hardest times in
my life that I have most
strongly felt God’s
presence beside me.

“It has only been during
the hardest times in
my life that I have most
strongly felt God’s
presence beside me.”

When I was in my second year of high school
one of my cousins died in a car crash. She

I am currently in the
third part. Around my
se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I stopped caring
about how everyone else acted. I became
more tolerant of people and stopped getting
angry over little things. I realized that God is
a perfect being and has a plan for me. I’m not
perfect and will probably die in less than a
hundred years so there is no way I can know
what He is planning if I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 people around me think. If God wants me
to know something then He will let me know
very clearly what I need to know.

Like I said before, my story isn’t amazing.
There is no climax and there is no great prayer
of red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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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 LEE

I wasn’t raised in a
Christian family. My mom goes to church at
times and says she’s a Christian but she didn’t
seem to explain to my brother and me what
being a Christian means. I know that she’s a
Christian, but when I’m around her we didn’t
talk to each other about religion and so I grew
up not knowing anything about Christianity.
My dad on the other hand is an atheist and
that’s why when I was a kid, I didn’t really seem
to care about going to church. I was content
with my life; it didn’t really seem like I missed
anything, to be honest. But when my mom
and dad got divorced, I becam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erson. My dad was the main person
I would talk to in my family and so when he
left I became disconnected with my mom and
brother. One Friday night though, my brother
and I were bored out of our minds, so when
our mom invited us to go to church, we went.
BASIC was really fun at first; but after a while, I
got bored because I stopped paying attention.

When I was a sophomore, I went back to
church because many of my friends were
Christians and so I thought, “If I go back now,
it’s okay because church people are nice and
they won’t judge me.” I began to develop an
interest in messages when I was sitting in
church listening to my friends’ testimonies
for baptism. I decided that I wanted my life to
change, that I didn’t want to always think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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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elf because that’s just plain out selfish. I
wanted to become selfless, because I realized
that in those testimonies, I heard more about
other people rather than the speaker himself
or herself. The tone of their testimony was
filled with joy, peace, happiness, apart from
themselves, and from God. The next week
I went back to Total Devotion and heard a
message from Arthur. I was tuned in, and what
do you know? He talked about being selfless
for God. I learned that we as humans in and of
ourselves are sinful. I never noticed that until I
actually examined my life. We are sinners that
don’t deserve anything, but God gives us His
grace so that we could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I began to see how God was working in
my life when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started to improve. Through this,
I became outgoing, easygoing, and I had the
chance to become friends with so many more
people. All my life I’ve been living my life on my
own terms, but once God stepped into my life
He taught me what it meant to care for others
above myself because if I do, He’ll be the One
taking care of me. God has helped me view
the world in a completely new perspective and
so now, when I struggle with anything, I know
that this is the path God has put me on.
Living out my faith has been a rollercoaster
ride, but I’m so glad I have God taking care of
me. My life is so much more interesting and
seems a lot more useful now that I know that
God has a purpose for me specifically. God has
been working in me by letting me experience
my activities and events, and not just passively
being there. He has revealed to me what I
could be doing amongst my friends and family

“We are sinners that
don’t deserve anything,
but God gives us His grace
so that we could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in order to glorify Him. I’ve finally learned how
to shut my mouth because I had a problem
with that for a while. I’ve finally learned that
our sin corrupts God’s plan for us, it’s literally
directly disobeying God and that’s why I, we
needed Jesus to save us.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in order for us to receive salvation. It
was only this Friday where I actually got my
first lecture on the cross and learned that we
tarnished God’s and His Son’s relationship. I’m
learning to deal with my family, my mom and
my brother, better, I think. I thought that I was
just placed into the wrong family, but I know
why I needed to be in this family.
They teach me what I need to work on and for
that I’m so thankful for them. My counselors
have shown and taught me what it means to
become a Christian and they were the main
people who guided my journey with God. Also,
they always remind me of how God never gives
up on us, and because of that I’m always full of
hope. There’s so many people that I’m thankful
for but I’m just glad that God has given me a
new life that is now aiming to conform to
Christ’s image. Becoming a Christian has
been hard, but I mean loving and sacrificing
everything for God is what I now strive for.

jillian pih

I was very privileged to
be born and raised in a loving Christian home
in leafy green La Canada. As a baby, and even
while I was still in the womb, I started coming
to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of Los Angeles.
When I was 2, I began to attend the preschool
class. It was here where I first learned about
the Bible through stories and simple melodies.
Of course, I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these
important lessons or praises meant, but I
found them entertaining. The main reason
I came to MBCLA throughout my childhood
was because my parents dragged me along.
They sincerely wanted to worship with fellow
believers and give God glory, but I felt like it
was simply something with which to fill my
Sundays. I had no true craving to come to
worship, but to please my parents, I diligently
came week after week. There was no urge to
honor God, and I was just trying to be a “good
church kid.” I never fully pondered my true
motives for coming, and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until later that dutifully coming to church
did not make me a true Christian. As I grew
older and entered my elementary years, I was
re-taught the Gospel, which seemed more real
to me, but I was not ready to make that big
leap of faith.
I finally accepted Christ as my personal Savior
in 5th grade. It was clearly apparent to me that
I needed to transform my life. I could no 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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