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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揚奇妙作為

一把金鏟的故事
◎ 陳東昇 牧師

2016年7月19
日，洛杉磯國語
浸信會咸陽香港
短宣隊的弟兄姐
妹一行十二人，
一同拜訪“浸信
會香港培道小
學”。一入校
舍，我們受到校長，校董，校監，各主
任老師們在校門前列隊握手歡迎。無
他，因為我們要把一件非常珍貴的“紀
念金鏟”，歸還給學校，並見證那位信
實又掌管歷史的上帝!
這把紀念金鏟，是培道中小學在
1953年搬遷到延文禮士道建立新校舍
動土禮時，贈送給當時的貴賓柯理培
博士做紀念的，金鏟上有如下清楚字
樣:“Presented to Dr. C.L. Culpepper on
the occasion of the groundbreaking of the
new school building of Pooi To Middle
School Hong Kong June 18, 1953”。到
底柯理培是誰?他與培道，國浸，和我
們又是甚麼關係呢?

原來，柯
理培牧師師母
是美南浸信會
國 際 宣 教 部
(IMB/FMB)
在1923年派去
中國山東的宣
教士。柯師母
在去中國前，眼睛受感染而萎縮疼痛，
雖經過治療，到中國卻嚴重復發。去了
北京的協和醫院，卻被當時宣判眼疾
過於嚴重，無藥可治，只能等待失明。
帶著沉重的心回到山東煙台，有一位從
挪威來的孟教士有感動為師母的眼睛得
醫治禱告。果然，在禱告會中聖靈奇妙
地動工，有兩位未信主的廚師受聖靈感
動，彼此流淚擁抱認錯，悔改歸主。其
他人也在聖靈感動下大聲認罪，不願意
罪惡在心裡多留片刻。過了一段時間，
在熱切的禱告中有人問:“我們不是應
該為師母的眼睛禱告嗎?”師母已經把
眼鏡放好，說:“我眼睛不疼了。”事
實上，神一次性醫治了師母的眼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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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到93歲高齡去世，眼睛還是看得清清
楚楚的!這也是著名的“山東大復興”的
序幕。
原來我們的上帝在中國大地行了大奇
事，就是在1927至1937年間，聖靈在山
東大動工。柯理培牧師在山東的浸信會
女校宣講福音信息，六百女生全部悔改
歸主;柯牧師又在男校講道呼召，除了
少數同學退學，其他數百位學生一致信
主。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也是著名中
國佈道家宋尚節博士從美國回中國的年
份。宋博士1930年間在中國四處佈道，
把聖靈復興的火種傳遍各地時，也有在
日記中提到“柯理培牧師從山東黃縣來
信，告訴我們那裏的復興……”。這段
時間，聖靈大大動工，悔改得救的人成
千上萬。柯牧師提到本來華北浸信會神
學院只剩下四位學生，但山東大復興期
間有超過二百人讀神學院，早上學習，
下午佈道，晚上禱告。大復興在1937
年因日本侵華而中斷，柯牧師也被日本
人抓到集中營，後來被釋放回美，在美
西南浸信會神學院完成博士學位後，被
派回中國作浸信會神學院院長。但到了
1949年，所有的宣教士被迫離開中國，
當時柯牧師要把神學院的資源想盡一切
辦法搬到台灣，部分運送過程要經過香
港。1952年9月15日，柯理培博士在台
灣創立“台灣浸信會神學院”，成為該
院第一任院長。台灣浸會的弟兄姐妹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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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稱他為“老柯牧師”。美南浸信會在
中國廣州1888年創辦的培道中小學已於
1938年搬到香港，1953年學校搬遷建
立新校舍，柯牧師人在香港，在動土禮
中，就邀請了柯理培牧師做榮譽嘉賓，
致送一枚金鏟，以作紀念。
柯牧師在1986年以91歲高齡回到天
家，這把金鏟就留給他的女兒柯美琳
(MaryCulpepperWalker)。柯美琳也是
一位宣教士，退休後定居德州泰勒城。
2004-2010年間，我在西南神學院就
學，同時牧養德州泰勒華人浸信會，柯
美琳老教士就成為婦女部的寶貴同工。
柯老教士年事已高，於2008年搬入老人
療養院，期間託我處理大批老柯牧師的
珍貴遺物。有台灣重要官員政要送來的
美麗字畫，有山東黃縣，神學院等珍貴
相片，還有這把香港培道學校的動土禮
金鏟。幾乎所有文物，都託一位周姐妹
送回台灣浸信會神學院柯理培博物館。
但只有這把金鏟，不知如何送回香港培
道，也沒有認識相關的人。最後這把金
鏟就隨我在2011年搬到洛杉磯。
2015年，譚東佑夫婦一家從香港移
民到美國，來參加我們國語浸信會粵語
堂。譚太太是香港經驗豐富的指揮，現
已成為粵語堂的詩班指揮;而譚弟兄原來
就是香港培道小學的副校長。感謝神，
來自培道的金鏟終於找到主人，可以歸
還了!我迫不及待把金鏟交給譚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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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了結了一件心事。誰知，譚弟兄沒
多久就與我分享:“陳牧師，我把金鏟
的消息電郵給培道小學校長。她非常高
興，因為現在培道小學又在建新校舍
了，這可是神恩典的印證啊!”“我們
短宣隊會在2016年暑假到咸陽兒童村短
宣，之後會到香港訪宣，不如我們一同
拜訪貴校如何?”
就這樣，我們短宣隊12人在2016年7
月19日走入了香港培道小學的校門。陳
校長帶領一大群老師給我們最熱烈的歡
迎款待。陳校長說:“我們培道小學正
在決定要不要建新校舍。香港如今各樣
建築成本高昂，需要大量經費，建新校
舍談何容易?幾經掙扎和多方禱告，終
於決定“建”。就在這時，譚弟兄電郵
我，告知我們1953年建新校舍(當時中
小學在一塊兒，還沒分開)動土禮的金
鏟要回歸。我知道這是上帝的印證，使
我可以放心去建校舍!”從陳校長介紹
培道小學，我分享金鏟歷史，然後有校
長的感恩，展望，總結;我看到弟兄姐
妹們聽得津津有味，而我的心裡也激動
萬分。我們一眾集體照相留念。陳校長
一眾還在附近酒樓設宴，讓我們飽餐一
頓美食!有一位短宣隊員跟我說:“陳牧
師，聽你們幾位在分享，感覺就像在看
連續劇一般。”“你說的可真對啊!我
們就是在看連續劇，劇本早就寫好了。
而寫劇本的，就是我們的天父上帝。”

從1923年老柯牧師被差派到山東到
1949退到台灣;從1952年創立台灣浸信
會神學院到53年在香港培道得到金鏟;
從1986年回天家把金鏟留給女兒美琳到
2008年美琳教士入老人院把金鏟交給
我;從我無頭緒到譚弟兄移民美國來我
們教會;從把金鏟還給譚弟兄再到歸還
給香港培道小學……種種一連串類似巧
合，就不是巧合!金鏟的經歷，跨越了
半個世紀，印證著神的作為。祂信實廣
大，祂掌管歷史，祂從不誤事，祂在你
我身上有美好的計劃，而這些計劃到了
時候，就會一一的顯明;而這把金鏟，
就見證了神在歷史上一步步的作為，並
在我們身上讓計劃一個個地實現。就如
這首聖詩所講:
你信實何廣大，聖天父真神，你永
遠不離棄愛你的人，
你永世不改變，滿有憐憫恩，昔在
今在永在，我主我神。
你信實何廣大！你信實何廣大！清
晨復清晨，主愛日更新；
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預備，你信
實何廣大，顯在我身。
是的，信實廣大的上帝，你是掌管
歷史的主宰，從這代到那代，我要傳揚
祢奇妙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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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上帝的同在和大能
◎ 錢 煒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今夏派出七支短
宣隊，前往墨西哥、
中國、台灣、中亞、
中東和亞利桑那州印
第安人保留地等地進
行短宣，為時數天或
十余天。七月底前後，所有短宣隊結束工作回
到洛杉磯。為慶祝短宣的成功，教會於八月六
日舉行慶祝會。我告訴自己，“你雖然沒有能
參加短宣，但是兄弟姐妹們短宣的經歷一定能
使你受益匪淺”。這樣，多年來第一次，我在
聽眾席上坐了整整三小時，聆聽十來名短宣隊
員的演講，真的非常感動噢！
最先上台的多數是第一次參加短宣的年
輕女孩。但是年齡不大、缺乏經驗、信心不足
沒有成為她們的障礙。無論在墨西哥或中國
（鄭州和北京的盲人學校），她們都知道自
己跟上帝一起工作，因此不管個別交談、教
cheerleading（當啦啦隊員）、唱英文歌曲、玩
human knots（打“人結”遊戲），總是一心
一意、認認真真。盲人學校的孩子學了“奇異
恩典”，又主動要求學第二首、第三首歌曲。
有的隊員說，“我一邊教，一邊也在學。”有
的說，“我學會了和不熟悉的人相處。”有的
說，“在墨西哥，不少人下班後參加我們晚上
11點半開始的活動，好讓我感動。 ”
一位多次去中東等地宣教的英語堂姐妹
用英語演講。她說，常有人問我，這次短宣有
多少人在我們的引領下歸主？他們以為參加短
宣就是參加收割。但是，她通過切身的經歷體
會到，參加短宣可能只是播下種子、搬走地裡
的石頭、或運些水到干渴的地裡。而實際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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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正在中東做大事”。她多次參加短宣，
這次第一次遇到了兩位年輕的基督徒，年齡分
別為16歲和17歲。
中國政府規定，任何人不得對18歲以下
的孩童傳福音。在鄭州和北京盲人學校（那裡
的學員多為孩童），短宣隊員或教英語或教手
工藝，又利用課餘給孩子剪頭髮或提供別的服
務。一個女孩背上燒傷，臉上總沒有笑容。但
經過多次個別談話以後，她臉上有了笑容。另
一個女孩脾氣不好、性格好兇。短宣隊員跟她
談話，給她寫信，使她開始有了轉變，考慮將
來做一個有用的人。一位短宣隊員說，“我們
把基督的愛跟他們分享。我們做的是預工。”
這“預工”二字，用得真好，確切、巧妙，又
謙卑。
陳東昇牧師和一位傳道前不久也去亞洲短
宣，陳牧師擔任一個研討會的主講人。但由於
某種原因，他今天沒有向我們介紹研討會的情
況，而是介紹了在香港浸信會作短暫停留的情
況。他們受到熱烈歡迎：教會全體教牧同工在
校門口列隊歡迎。原來香港浸信會跟我們洛杉
磯國語浸信會（美南浸信會成員）有著傳統友
誼。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南浸信會派遣一對
夫婦前往山東傳教。兩人的工作做得如此好，
開創了山東的“復興”。1949年之後，這對夫
婦去到了香港，臨終前把自己所有的藏書都留
在香港浸信會。 ……陳牧師的激情使大家受到
感染。上帝的大愛把我們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緊緊連在一起。
Rita是一位中年女子。她參加短宣隊前往
亞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保留地。她的具體工作是
為大家準備飯菜，因此整天在廚房裡忙碌。一
天，她突然水腫、腳腫，疼痛難熬。幾個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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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為她禱告。不一會水腫就消失了。有一天
正炒菜，忽然心臟不適。大家又為她禱告，5
分鐘後出現了奇蹟：她的心臟正常了。一天她
一隻手指感染，痛得哭了起來。但上帝聆聽她
和大家的禱告，沒有影響工作。又有一天，她
丈夫忽然從洛杉磯給她掛電話，告訴她說女
兒進了醫院急診室：盲腸中奇怪地出現小石
子。她沒有放下工作（她想，我回去也幫不上
忙），只是不住地禱告，祈求上帝垂聽她的懇
求，讓女兒迅速好轉。後來果然好了。用Rita
自己的話來說，“有血有淚的經歷”使她完全
相信神的大能，“即使只有九個手指，也要去
宣教。 ”在她結束講話時，會場裡響起了熱
烈的掌聲。
Joshua是一位男青年。在亞利桑那州印第
安人保留地宣教時，有一個晚上他由一名翻譯
陪同進行家訪。他們來到一家居民門口敲門。
前來開門的是一位老人。老人一看到他們竟
不讓他們進門。這時擔任翻譯的當地陪同猶
豫起來，打算掉頭離開。但他卻耐著性子站
在門口給老人講福音，告訴他上帝關心他、愛
他……。最後，那老人竟感動得放聲大哭了一
場。Joshua知道，是上帝跟他一起在做老人的
工作，所以能打動老人的心。
在台灣南部南投、宜蘭等地進行為期四天
短宣的數名隊員告訴我們，在南投宣教即將結
束之際，突然傳來強颱風襲擊的氣象預報。大
家很可能會被堵在南投，出不來。於是大家開
始懇切禱告。上帝果然聽了他們的祈求，讓他
們在颱風到來之前安全離開南投。每個人都產
生了“與神同在”的強烈感覺。在宜蘭，隊員
們按計劃給清華大學生們舉辦領袖培訓班。但
是，有人想，我們年輕人憑什麼資格給他們進
行領袖培訓？但上帝做了很好的安排：參加訓
練的學生是剛考上大學的年輕人；他們非常喜
歡我們用英語進行這類培訓。這天培訓開始之
前，短宣隊的一架鋼琴忽然掉在地上破了。大
家開始禱告，求上帝幫助。說也神奇，一個大
學生看到鋼琴掉在地上，便不動聲色地從別處

找來一架鋼琴，使培訓順利進行。短宣隊員深
感，台灣清華大學的年輕人真的非常渴望獲得
知識–實際上就是“福音”。 (They are really
hungry for something. It is the Gospel.) 當他
們得知一位學生企圖自殺時，他們找他談話，
為他禱告，使他看到了生命的希望。
王文宗弟兄通過一張張照片向我們介紹了
中國雲南的一所與眾不同的學校：雲南尋甸伯
格里學校。照片之一是17名畢業生的合照。另
一張是六名教師。第三張是五名女教師（學校
規定，女教師一般只能在這裡教兩年，最多三
年，為的是不影響她們成家立業）。在這裡讀
書的孩子都來自少數民族（筆者註：大概是傣
族）。他們剛進校時只能講土話，後來學講漢
語，接著學英語。一個年輕人能講三種流利的
語言不啻是一種恩賜。更重要的是，每天上課
必以禱告開始。該校的畢業生進中學後幾乎都
成為優秀學生。他們都接受福音，也都努力在
村子里傳播福音。王弟兄已經前往雲南多次。
他多年的努力正在結出豐碩的成果。
正如陳寶聲牧師在結束禱告時所說，這一
天的分享“是上帝同在和大能的有力見證”。
我為這麼多兄弟姐妹能存謙卑的心，廣傳福
音，與上帝同行、同工感恩。我更為我們教會
那麼多年輕人的迅速成長感恩。他們是我們教
會的希望啊！
當然，我也為這次慶祝會做各種各樣準備
（包括美味午餐）的兄弟姐妹的奉獻感恩。

2016 年 11 月第 142 期

5

傳揚奇妙作為

咸陽之旅：以生命影響生命

◎ 陳蕙慈傳道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
14:6）
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感謝神的恩典，今年有機會參與為期14
天咸陽、香港訪宣的事奉。能親身體驗了解
國內兒童之家及香港福音機構、中小學的實
際需要。
亦感謝同是作領隊的陳叔叔，隨行的小
慧姐姐、JoJo姐姐、Charlene姐姐、Sammy
哥哥、方阿姨、喳喳阿姨、何媽媽、余媽媽
等10多人同心協助的配搭，在事奉上各盡所
長。雖然環境上不適應，時間上也緊張，睡
眠上不足等，但在十多天所到之處受到弟兄
姊妹的熱情接待，真的可以感受到神的大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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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那種愛，實在令我們頓時忘卻了身體的
疲累，心感溫暖、感動。
這次的訪宣旅程，讓我感受到團隊精
神，每個隊員都有火熱的心被主使用；我感
到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感
恩，我所得到的祝福遠較所能付出的多。特
別深刻的，是在兒童之家一群服侍孩子的同
工們，他們那份純真儉樸。他們沒有華麗的
衣裳和尖端的隨身科技，卻有真誠無偽的笑
容，和能夠服侍人的實幹心志，我們白白領
受了不少款待，使我覺得他們更配得上忠心
良善的稱讚。
神給我們富足的生活，為的就是要我們
把所擁有的，所學習到的，把神給我們的愛
與人分享。期待下一年有更多更多弟兄姊妹
同行參與，更多更多傳揚基督的愛！

傳揚奇妙作為
◎ Shirley Yen
感謝神！引領我參與這次愛心之旅！
神是愛一永存不息！
願愛的種子繼續傳送到每一個角落，榮
耀衪！
◎ 鄧秀慧

◎ 何李幸池

今年很感恩也很開心能夠有機會跟粵語
堂的弟兄姐妹一同去中國咸陽的角聲兒童之
家參與訪宣。對於中國這個地方自己心裡一
直有感動和負擔，今年在神奇妙的帶領下終
於有機會一同參與。

人間有愛憑歌送
孩童感受盡開顏
手舞足蹈同和應
相互關愛樂悠悠
◎ 余琪琪
神慈愛的彰顯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
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
呢？」（約翰一書3:17）
粵 語 組1 2人到「咸陽角聲兒童村」短
宣，雖然我們沒有直接傳福音，但更蒙恩的
是神裝備我們成為愛的器皿，來彰顯神的慈
愛來建造基督的肢體，有人出錢來建造兒童
村，有人出力來照顧關心這些兒童，有人以
禱告支持一切的事工來完成普世宣教的使
命。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
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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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之家六天五夜的夏令營裡我們跟
小朋友一同唱歌，教他們英文和不同的興趣
班。每天吃完飯後，我們會到六個不同的家
舍透過跟他們一起看電影，聊天，玩遊戲，
去關心和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
雖然在中國我們是不可以向十八歲以下
的兒童傳福音，但我相信這是一個生命影響
生命的過程。我們每天透過歌曲，把聖經的
價值觀，基督的愛，喜樂跟平安帶給當地的
小朋友，而其實當中很多小朋友長大後都有
去教會成為基督徒，有團契生活。所以我相
信這其實是一個預工，為小朋友以後認識神
做好準備。
小孩子們家裡有不同的困難和經歷，例如
在我的家舍裡有一位小女孩的脖子跟背後都被
嚴重燒傷，但還是看到她天真無邪的笑容。另
外有一位女孩，她的性格很兇，常常對身邊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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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的大聲講話，後來我們去關心她，跟她聊
天，寫信給她，很明顯的看到她一點點的在改
變。另外在英文班裡，看到有缺乏自信的，主
動給她們一些鼓勵，慢慢又看到一些改變。這
種種都讓我心裡很溫暖，很感動。覺得其實我
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慢慢的為這個世界有需要的
人帶來一點點的不一樣。
除了小朋友之外，兒童之家裡面也有院
長、副院長、姐姐、阿姨和哥哥們，她們離
開自己熟悉的地方，長駐在兒童之家，為這
些有需要的小朋友擺上愛心，時間和精神。
看到他們的付出，心中備受鼓勵。
總括這次訪宣，神讓我有很多提醒跟學
習，更體驗到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重要和影響
力。也讓我看到中國真的有很多的需要。
再次感謝神讓我有機會跟弟兄姐妹去一同經
歷神，在擴展祂的國度裡面有份。

傳揚奇妙作為

兩次短宣
◎ 趙洪英美

參加哈薩克短宣，是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捩
點。
當時我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單身女孩，獨自
前往哈薩克參加醫療短宣，但是許多教會弟兄
姊妹的禱告和關懷，我感覺我是和整個教會⼀
一起去的。我經歷到禱告的力量。
當我看到當地醫院裏醫生已經三個月沒有
領到薪水的時候，我知道在世界的另一個角落
落，醫學院不一定是父母和孩子心裡的最高志
願。我認識到世界價值觀的短暫和多變。
當我看到常用的丟棄式醫用手套，重新被
洗淨，一排排曬在醫院走廊牆邊，我知道不是
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像我生活中這樣的富
足。我不敢再認為我所擁有的是理所當然的。
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中，我經歷了最熱誠的
晚餐款待。我想哈薩克的弟兄把他們全家所有
的，毫無保留的，全部都擺在桌上，就單單為
了讓我們享用一頓晚餐。我認識到了什麼是毫
無保留的奉獻。我也體會到為什麼寡婦的兩個
小錢，會蒙主的悦納。
當我跟著長期的宣教士，看到他們為當地
的居民在河裏受洗歸主的時候，我彷彿能感受
到門徒們跟著耶穌走遍鄉村各處，驚奇耶穌在
每一個角落所行的奇妙作為和大能。
哈薩克三個星期的短宣，我什麼也沒有
做。但是我經歷到神，在每一個小小的角落裏。
神讓我看見另一個世界，生命就不再一樣。
十多年之後，這次參加今年臺灣東埔短
宣，我已經是兩個小孩的媽媽了。我帶著兩個
小小孩，又從台灣接了80多歲的爸爸媽媽，大

包小包的，就跟著大家坐上覽車進入南投東埔
的山區。
我擔憂我的父母，神要我學著完全的交
託。我關心我的小孩，神要我學著知道神的
時間。
藉著台灣颳風的侵襲，記起門徒在船上因
為見風甚大就害怕。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
哪，為什麼膽怯呢？”馬太8:26。我認識到了
我是何等的渺小和不足。然而藉著我們每一個
人的不同，我看到了神的憐憫。因著我們的不
足，我看到了祂的恩典。我才漸漸的體會何為
器皿。
“據此看來，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
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因為經上有
話向法老說：我將你興起來，特要在你身上彰
顯我的權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羅馬
書9:16-17。“受造之物豈能對造他的說：你
為甚麼這樣造我呢？窰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
團泥裡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作成
卑賤的器皿麼？倘若神要顯明他的忿怒，彰顯
他的權能，就多多忍耐寬容那可怒豫備遭毀滅
的器皿。又要將他豐盛的榮耀，彰顯在那蒙憐
憫早豫備得榮耀的器皿上。”羅馬書9:20-23
耶穌單單順服神的旨意，成為何等榮耀的
器皿。“我來了，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
更豐盛”。約翰福音10:10。對於和我意見不
同的人，和我做事方法不同的人，我學會多一
點的忍耐，我學會多一點的寬容，我學會多一
點的尊重。藉著我們生命中的經歷，更親近認
識神。並且過得更豐富和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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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的腳蹤
~ 2016 台灣東埔短宣
◎ 李惠蘭

台

灣東埔短宣于今年夏天進入第七個年
頭。四月份開始每個星期天下午一點
在教會開始了將近三個月的2016年台灣短
宣集訓。六月底短宣隊員分別的搭飛機自行
回臺灣。七月一日早上八點在台北自由廣場
集合出發，搭乘遊覽車經過桃園，埔里，日
月潭；傍晚時我們教會的東埔短宣隊安全抵
達了東埔長老教會。橫跨太平洋，十五個小
時的時差，再加上約八個小時的舟車勞頓；
Kristen暈車了，晚餐時吃不下東西，身體不
舒服而覺得可怕，她哭了。雖然父母不在身
邊，年輕的短宣隊員們陪著她，安撫她，為
她禱告。第二天早上QT的時候，我們了解
她是害怕身體不舒服星期一沒有辦法教英文
才哭的。感謝上帝！經過一個晚上的休息，
她已經恢復了活潑和快樂。
七月二日早上主日崇拜時汝洪濤弟兄見
証分享原生家庭對他個人信主的影響。李經
倫執事見証分享在教會長大的心路歷程！下
午四點張安中弟兄等人舉辦親子教育的研習
會。東埔長老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十分踴躍的
出席與討論在主愛中的關係。他們提出了自
己及家人所遭過的困境。治平，淑嬌，嘉慧

10

2 0 1 6 年 1 1 月第 1 4 2 期

以聖經的教導和專業的訓練幫助他們分析問
題所在及解決的方針。
星期一我們開始了在同富國小第一天的
英語營。舊的學生們看到老師們，大哥哥們
和大姐姐們時，臉上展開了燦爛的笑容。新
的學生們剛開始時比較害羞。很快的就與大
家融入一起學英文，聽聖經故事，唱歌又跳
舞。他們很認真的用英文及中文背以賽亞書
30:21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
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有些英語營
的學生已經畢業了；基於愛神愛人的緣故放
棄了暑假其他的娛樂活動。回到東埔和我們
一起服事英語營。
東埔短宣原來的計劃是七月八日晚上結
束營會活動。七月九日搭遊覽車離開東埔到
宜蘭大學。然而台灣氣象局預測強烈的颱風
警報，近六＋年來最強烈的首颱尼伯特將在
七月八日清晨登路臺灣東部繼而從台灣中部
穿心而過。台灣政府宣布全台七月八日停班
停課。短宣隊隨機應變的重新規劃日程。七
月七日下午英語營在同富國小的禮堂提早完
美結束。

傳揚奇妙作為

東埔大飯店的老板娘告訴我們很多遊客
已經被勸下山了。她擔心我們能不能適應颱
風暴雨來襲時無水無電被困深山的慘況。
海天不斷地打電話給旅行社希望能儘快的派
車上山來載我們下山。我們得到的答案卻是
七月八日全國停班停課不能出車。他們也不
能確定七月九日能否上山。因為山林形勢陡
險、颱風暴風雨後容易使岩石鬆脆、路徑無
法立即整理。抱著疲累的身軀我趕緊回房間
整理這幾天的每筆賬目。
五點十分剛過，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海
天站在房門口對我說為了大家安全的緣故，
剛剛已經和東埔教會全牧師討論商量過，教
會準備了三部Van送短宣隊去烏日高鐵站；
五點半出發。我立即轉身用最快的速度胡
亂的把衣物電腦等塞進皮箱
背包。匆匆忙忙的下樓結賬
退房。我看到短宣隊員都準
備好了等著搭車下山。海天
叫我趕快去吃晚飯他會負責
把我的行李送上車。我趕緊
和金香(東埔教會傳道)對完
賬後走出教會搭車到下面的
停車場。頓時我目瞪口呆！
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輛彰化
市一家公司的旅遊巴士。
大到可以載全部的短宣隊員
下山。上車後我從窗口往外
看；一路上天色漸漸的暗
了！雲層越積越厚！群山峻

嶺和蜿蜓的河流緩緩的隱藏在煙霧飄渺中。
夜幕深深的籠罩大地。我在心中默默的說：
「再見了！」。搭著高鐵回桃園。弟弟和弟
媳婦在高鐵站接到我時似乎鬆了一口氣的
說：「回來就好了。颱風時臺灣的山區裏很
危險的。」。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幾
天家人一直擔心我的安危。
在神凡事都能。一輛旅遊巴士不在計劃
中地及時出現；幫助東埔短宣隊安全撤出山
區的村莊。免去了家人的牽掛。諸天述說神
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感謝讚美神！
我願意分享上帝奇妙的大能與無比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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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參與短宣 同嚐主恩甜美
◎ 林淑嬌

感

謝神，今年夏天讓我和外子可以再次
帶著兩個孩子，一起參加教會在台灣
短宣隊的事奉。兩年前的夏天，我們全家首
次參與東埔短宣，今夏再回到東埔山上，見
到東埔教會的牧師、師母、弟兄姐妹和當地
的孩子們，心中著實有股回家見到家人的激
動，心情是喜樂的，是溫暖的，是感動的，
也是充滿感恩的！在這次事奉中，我們再度
經歷神的慈愛、真實與豐盛！
還記得第二天參加東埔教會的主日崇
拜，我們立即沉浸在信徒們專注的敬拜中，
以及金牧師分享的信息“基督徒靈程的三個
位置”激勵中。特別當我們同唱詩歌“我們
都是一家人”時，我們的心更倍受感動，感
謝主的帶領，因著福音的原故，讓我們無論
在哪裡都能成為一家人。同時我們也從當地
的弟兄姊妹身上學到許多寶貴的功課，每年
暑假正是山上農忙的時候，可是他們是這麼
的熱心、盡心在接待我們，配搭兒童營的事
奉，陪同探訪，和安排膳食住宿及交通接
送，因著他們的同心服事，使得我們教會每
年在山上的短宣事工得以順利完成！我原本
以為是去服事的，沒想到先被神和當地的弟
兄姊妹服事了，嚐到這份主恩，真是甜美！
我們的心也再次被聖靈摸著和挑旺，在主裏
我們得到激勵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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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埔短宣事工主要是透過當地東埔教會
的聯繫，我們進入學校，舉辦為期一週的兒
童「英文營、品格營」，透過英文教學、
詩歌、聖經故事和演劇等方式介紹福音。這
次，看到兩年前我們帶過的孩子們都已經長
高長大，卻仍是歡喜來參加英文營，心裡特
別開心！心裏為他們禱告著：求神讓他們在
年紀還小的時候，就有機會常常來認識這位
又真又活的上帝。
白天我們短宣隊帶領兒童英文營，下
課後也安排弟兄姐妹們，輪流分組在山上
做關懷探訪和傳福音。山上年輕人嚴重的
流失，有許多老人家要照顧孫輩們或是獨
居，因此，隔代教養和憂鬱症在當地成了
很大的挑戰！雖然我們短宣隊能做的並不
多,但求神憐憫，能差派更多有負擔並願意
留守在山上服事的弟兄姐妹，可以長期關
懷並幫助他們，求神的名在這些軟弱人的
身上顯出榮耀來。
參與短宣隊的另一個得著是操練團體事
奉。我們在領隊心圭姊的帶領下，同心合
力，與主同工。每天從清晨一起晨更開始一
天，體會如何同心合意地更多的向神禱告，
更多的倚靠神，也向神求支取力量同心合一
事奉。短宣團隊的每一位夥伴都領受著不同
的恩賜來參與這次的事奉，從大人到小孩，

傳揚奇妙作為

每個人有不同的角色和事奉崗位，每個角
色都帶著使命與恩典，在事奉中學習彼此配
搭、包容和體貼。我也要特別感謝團隊夥伴
們，因神的愛讓我們願意放下自我，謙卑順
服地來到主施恩座前尋求祂的旨意，並學習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也竭力
保守合一的心，這正是因為有神的愛運行在
我們當中，我們才能站在破口上相互幫補，
同做主工，也一同見證聖靈的帶領及所賜合
一的平安。
還有一件特別值得一提的事，當我們有
機會在山區裡面做探訪和參加當地教會的夜
間家庭聚會時，留守在教會的姐妹們，她們
忠心地帶著年幼留守的孩子們，為出訪的肢
體做守望的禱告，讓孩子們學習禱告是参與
服事經歷神不可缺少的部分。
這次東埔短宣的另一項收穫就是當我們
全家決定一起參與短宣事奉，帶著孩子們一
起走出我們的安樂窩，便是經歷到神恩和體
驗神福音大能的機會。在短宣的期間，每天
看著兩個孩子也是從早到晚忙進忙出的準備
和排練，天氣很熱，他們仍是那麼認真喜樂
的跟著大哥哥大姊姊參與團隊事奉，心中也
很受感動！雖然在當中我們也經歷到一些挑
戰，包括孩子突然生病，被蟲咬傷，每個困
難挑戰都是靠著主的恩典跨越過去了。10歲

的兒子從第二天開始，晚上就莫名的發燒，
第三天一早五點半起床，他堅持還是要去晨
禱和帶領英文營詩歌的敬拜讚美，我這個做
媽媽的既心疼又感動，在孩子幼小的心裡，
他已經知道傳福音的事情不能輕忽了。13
歲的女兒也很快的和當地的小朋友建立起友
誼，在英文營她也會幫忙照顧特別需要的小
朋友，發揮她的愛心和正面影響。很高興我
們的孩子能在短宣隊中學習服事神，也看到
他們的突破與成長，深願他們能享受在這愛
神、事奉神、服事人的過程中，也願他們的
眼界更寛闊，心靈也更豐富。
神的恩典數算不盡。雖然短宣時間有限
可以做的很少，但當我們願意為主所用，雖
然卑微有限，雖然年紀小，父神仍樂於使
用，祂的作為真是奇妙，超過人所能想像，
叫我們不得不發出由衷讚美！當我們願意獻
上我們小小微薄的力量和時間，全家一起參
與短宣隊的服事，孩子們親眼看到這個世界
還有許多的孩子，真的需要愛，需要神的救
恩，在這當中我們也一起經歷神大能的同在
和恩典，這樣的経歷真的很美好，是神特別
的祝福。如果你願意勇敢嘗試，帶著孩子一
起走出舒適的家，你必領受神給你的更豐富
的祝福！感謝主，一路帶領我們，將一切榮
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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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耶穌 勝 過 魔 鬼 試 探
◎ 李譚靜舒

最 近，拜讀了一篇名為“她把一張沒有密
碼的信用卡給了乞丐”的網絡文章，很
有感觸。故事內容講及一位白人女高管，如
何被一位黑人流浪漢的誠信所感動。內容大
慨是這樣:這位白人女性名叫哈利斯，是紐約
市一家知名廣告公司的女高管，在2010年8月
的一天中午，她與朋友外出吃午餐，遇上了
一位名叫瓦倫丁的流浪漢。瓦倫丁因失業3年
了，只好靠乞討度日，當他遇上哈利斯時就
囁嚅地自我介紹，並請求她能給一點零錢去
買點生活必需品，望著眼前這位年軽的黑人
流浪漢，哈利斯動了惻隱之心，她立刻伸手
進口袋掏了錢，遺憾的是，身上沒帶現金，
掏出只是一張沒有密碼的信用卡，這使她尷
尬和難為情，不知如何辦。望著瓦倫丁的懇
切目光，善良的哈利斯毫不猶豫遞上了自己
的信用卡，並告訴他，如果他還需要什麼，
都可以用卡上的錢去買。
然而，在進餐中，她想到自己那張卡除
了沒有設置密碼，裡面還有10萬美金，萬
一他拿著信用卡跑掉了呢？這豈不是倒大霉
了？朋友也開始埋怨她太隨便相信一個陌
生人。哈利斯再也無心思吃飯了，在朋友付
完賬後，倆人默默地走出了餐廳。令人意外
的是，流浪漢瓦倫丁早已等侯在外面，見到
她，立刻雙手恭敬地遞上信用卡，並將消費
數額一一報上:買了一些洗漱用品，二桶水
和一包煙，共消費了25美元，並請求哈利斯
核查一下。在巨大數額的金錢面前，瓦倫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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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誠實守信抵擋了試探。哈利斯和朋友除
了詫異，更多的則是感動。隨後，她們倆人
便徑直去了<紐約郵報>，將發生的故事吿訴
了報社。故事最後得以完美結束，瓦倫丁不
但得到社會上愛心人士的資助，還得到了一
份工作。沉浸在巨大喜悅中的瓦倫丁感慨萬
千，他表示，是他母親從小教育的結果，即
使身無分文流落街頭，也不能把誠實和信用
丟掉。他是用他的誠信戰勝了試探。
有多少人像瓦倫丁那樣，在其一生中，
總會碰到名利，金錢和地位的試探，稍有不
慎，就會落入了試探的深淵中。我們不也是
常從新聞中得知，有些逹官名人，因為貪贓
枉法，結果是啷鐺入獄，萬劫不覆。普通人
也是如此，每日甚至每時都要面對不同的試
探，作為基督徒也不例外，如何成功地面對
試探呢？在聖經的記截中，亜當夏娃在魔鬼
的試探面前失敗了。本來居住在鳥語花香的
伊甸園中，有多種果子作食物，然而卻被蛇
引誘，“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
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
摘下果子來喫了。”(創3:6)。神其實一早
就告誠:“園中那棵樹上的果子”“你們不可
喫，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然而因眼目
的情欲，夏娃違背了神的吩咐，她不但自己
喫了，又給她丈夫喫了。始祖犯罪，死從此
就降落在人世間，人人都免不了有一死。但
藉著主在十字架的寶血和身體，我們的罪才
得以赦免。

得生命的冠冕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同樣面對魔鬼試
探。在馬太福音四章一至十一節中，記
載了撒旦如何試探耶穌。當主被聖靈引
領，來到曠野“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
了。”撒旦讓“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
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
石頭變成食物。”以肉身需求來試探耶
穌，是魔鬼第一步。我們都知道，食物對
維持生命的重要性。某些時候，基督徒進
行禁食，其設計就是讓肉身離開安適舒服
環境，把焦點放在屬靈的事上。主是被聖
靈引領禁食，他知道聖靈將把他帶到需挨
餓的地方。這是祂生命歷程的重要操練，
祂是神的兒子，兒子的身份就是服從天父
的旨意。而撤旦就是想破壞神的事工，讓
耶穌不尋求父神旨意。主早己看穿了魔鬼
詭計，所以耶穌斥責魔鬼道:“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
話。”(申命記8:3)。讓我們再看看以色列
人在曠野漂流四十年期間，經歷了神的試
驗，學習必須順從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神就豐豐富富地供應他們嗎哪，並要按照
神的指示獲取和享用，“為帳柵的人按著
人數收起來，各拿一俄梅珥。”如果違背
了神的指示，那麼嗎哪就生蟲變臭再也不
能食用了。所以，服從神，神就會為他們
預備食物，這比他們有吃的更重要。乃是
靈命如何成長，表明了人活著，不是單靠
食物，乃是靠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和神的作
工。
靈 命 的 試探，是魔鬼對耶穌試探的第
二步。撒旦知道耶穌為了服從神的旨意，
能忍受挨餓和疲弱，他的第一個試探己經
失敗了，狡猾的撒旦再次用另種詭計挑釁
主，“魔鬼帶耶穌進入聖城，叫祂站在殿
頂上，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

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吩咐
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
石頭上。”(馬太4:6)。既然這樣，你從殿
頂上跳下，才表明你是信神的。但耶穌的
信心是完全的，衪不需按照魔鬼的驅使，
更不會用愚蠢的行為來試探神的話，看天
使是否會保護祂。因為人的信心動搖時，
就常常尋求用憑據來穩固。我們的主引用
了“不可試探您的神。”(申6:16)，當一
個人試探神，那就己經並不是真正相信神
了，所以，基督的靈命本質是活出對父神
的信任。
最後，撤旦給耶穌的試探更為 大 膽 ，
把主帶上“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
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
說，您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
你。”(馬太4:8-9)耶穌早己看穿魔鬼的
甜言蜜語後面的悪毒，更不會以此和他交
易，更斥責撤旦“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
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
翰8:44)。神的兒子決不會相信邪惡的誘
惑，跪拜在說謊之父的面前來換取俗世上
的物質。可惜，今天仍有許多人乃至基督
徒，雙眼被魔鬼的糖衣炮彈所蒙遮，就像
始祖亜當夏娃終免不了被逐出伊甸園，並
帶給人人都免不了有一死的懲罰。
在這些試探面前，顯示了耶穌 是 完 美
的真神。祂能抵抗和打敗魔鬼。撤旦是墮
落的天使，他是邪惡的，他向不願遵行神
旨意的人進行攻擊，以製造混亂，讓整個
世界陷入黒暗中，但註定他無法勝過神的
皃子。作為一個基督徒，不能老像嬰孩，
只能喫奶而不熟練仁義道理，惟獨長大成
人的，纔能喫乾糧，心竅習練得通達，才
能分辨好歹，勝過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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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聲為主殉道
得生命冠冕
◎ 周鐵樓

生

命的冠冕是榮耀的，是不朽壞的，是永
存的，是將來要與主同作王的。誰配
得生命的冠冕呢? 是那些忍受試探，至死忠
心，和愛神的人。這是聖經如此說的:“忍受
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
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
人的。”( 雅1:12)
主沒有應許我們不會遭遇苦難。但應許
會與我們同在(約16:33)。在遭難之日，祂為
我們開路，使我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太24:22)。所以我們要學習忍耐的工夫，使
我們能完備，毫無缺欠(雅1:2-4)，得著主應
許賜給的生命的冠冕。
在末日臨近時，信徒和教會都將遭受更
多的逼迫，但我們不用害怕，要為主至死忠
心，甘心為主殉道。
“愛主”是我們勝過試驗和至死忠心的
力量。主曾三次查問彼得的愛心說:“你愛我
比這些更深麼? ”這樣查問的結果，使彼得
以後全心愛主，勝過許多試探和痛苦。
試探的來源是出於魔鬼，目的是要陷害
人犯罪。神不試探人，常試煉人，目的要叫
人得益處。但有時候神也許可試探臨到愛衪
的人。神是要藉著魔鬼的試探來試驗人。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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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魔鬼要利用災禍試探約伯，神卻利用它
來試煉約伯(伯1:6-2:10)。
約伯是位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的義人，神在撒但面前稱許了約伯。撒但回
答說:“約伯敬畏神豈是無故呢?你豈不是四
面圈上籬笆圍護他和他的家，並他一切所有
的嗎? 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賜福；他的家產也
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 他
必當面棄掉你。”神知道約伯的信心，就許
可撒但去試探他，好使撒但蒙羞。神對撒但
說:“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
加害於他。”
於是，一天之內，撒但使約伯的兒女
和所有的財富都消失了，災難一件接一件的
來。約伯並不犯罪; 他便起來，撕裂外袍，
剃了頭，伏在地上下拜，說：“收取的是耶
和華，賞賜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
當稱頌的，我赤身出母腹，也赤身回去。”
面對突如其來的打擊，義人約伯卻不犯罪，
他稱頌主名，撒但蒙羞了。然後撒但又到神
的寶座控告，牠說：“人……情願舍去一切
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傷他的骨頭和他
的肉，他必當面棄掉你。”神對撒但說：
“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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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給約伯從頭到腳生了毒瘡，非常的痛苦。
約伯雖然經歷這一切的苦難試煉，但他一點
沒有離棄神。妻子看到約伯的苦楚，也受不
了，勸他棄掉神。約伯卻對她說:“你說話像
愚頑的婦人一樣。哎! 難道我們從神手裡得
福，不也受禍嗎？”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
並不以口犯罪。
後來神在財富上加倍賜福給約伯，他
也有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約伯又活了
一百四十年，得見他的兒孫，直到四代。
在中國教會近代史上，倪柝聲弟兄也是
備受撒但的逼迫，但他至死忠心於主，為主
殉道。倪柝聲弟兄是一位著名的中國基督教
領袖，也是少數在西方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華
人基督徒。倪柝聲於20世紀初按照聖經榜樣
恢復地方教會(教會聚會所)。他一生的職事
和貢獻，主要在恢復歷世歷代以來基督信仰
中應具備的四項主要啟示：救恩的意義，教
會的意義，基督作生命，和基督的身體。他
寫的書長期穩占福音書局一個位置，其代表
著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已對很多基督徒
產生重要的影響; 也留下許多傳唱至今的詩
歌，如“讓我愛”等。這位信主愛主的弟兄
竟被迫害，受到種種折磨，但他至死忠心，

青時接受西式教育，是名列前茅的優等生。
1920年，倪柝聲17歲，中國名女佈道家
余慈度來到福州傳福音。他母親先接受了福
音，行為方面有令人驚訝的改變: 放棄了打
麻將的嗜好，主動為自己曾向家人發脾氣而
認罪悔改，請求家人饒恕。倪柝聲對母親的
改變非常驚訝，因好奇也去聽余慈度講道，
深受感動，接受了福音，並且願意終身奉
獻，毅然放棄原來的理想和計劃，並取了新
的名字：倪柝聲，英文Watchman Nee。他一
度到余慈度在上海江灣開辦的聖經學院受訓
練，不久因太愛世界被余慈度勸退，回福州
完成他的主修課程化學。
以後幾年間，他一面刻苦勤讀聖經，同
時博覽大批基督教歷史名著；並和一批年輕
人赴福州附近村莊白牙潭隱居多年的英國女
傳教士和受恩那裡求教，從她那裡得到屬靈
上極大的幫助，被她的屬靈生活所折服。倪
柝聲形容她是一位發光的基督徒，由於和受
恩的介紹，倪柝聲接觸到英國弟兄會和內裏
生命派的著作，對他一生的事奉道路產生深
遠的影響。1930年代倪兩次訪問西方，接觸
史百克等許多基督徒領袖以後，認為極少有
人能與和受恩的屬靈深度相比。

1972年為主殉道。
倪柝聲的祖父倪玉成是福州公理會最早
的華人牧師，父親倪文修的信仰不詳，母親倪
林和平是基督徒商人的養女，性格剛毅。她所
生的前2個孩子都是女兒，常受重男輕女的婆
婆諷刺。再次懷孕時，就學效撒母耳的母親哈
拿的禱告，應許如果所生為男孩，就將他一生
獻給神。1903年11月4日倪柝聲在廣東汕頭出
生，當時，他父親在汕頭海關任職。
倪柝聲在嬰兒時期，就由美以美會的監
督受洗。六歲時，隨家人回到故鄉福州。年

1922年暑假，19歲的倪柝聲和24歲的海
軍軍官王載決定跟隨使徒行傳上記載的初期
教會的榜樣，在福州王載的住所開始第一次
擘餅聚會，只有王載夫婦和倪柝聲3人參加。
不久增至七人，並建立了第一處脫離了宗派
公會的地方教會，福州教會。這批年輕人熱
切上街傳福音，身穿寫有福音標語的背心，
轟動了福州全城。1923年初，王載從南京請
來女傳道人李淵如開復興佈道會。一個月
間，聽道受感者達到幾百人，於是租聚會地
方，稱基督徒會堂。李淵如不久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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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後成為倪柝聲的重要同工。
倪柝聲反對跟隨基督教傳統。他將每
一項與聖經核對，丟棄他自己認為不準確、
不合乎聖經的教訓和實行，恢復他認為準確
的、合乎聖經的教訓和實行。在尋求的基督
徒當中，製造出尋求真理的空氣，不合聖經
的外在實行也被調整。有些用辭，如交通、
聚會、弟兄、姊妹等，現在都變成基督徒常用
名詞了。倪柝聲反對公會的稱號，給遠東所有
基督徒的耳朵和良心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1924年，因真理的争執，倪柝聲默默離
開福州教會，隱居於福州郊區，出刊〈基督
徒報〉。後來，倪柝聲訪問馬來亞，建立海
外第一處地方教會。
1927年，倪柝聲遷居到上海，此後直
到1952年失去自由，上海一直是他工作和出
版的中心。在上海，他得到兩位重要女同工
汪佩真和李淵如的幫助，1927年年底，倪柝
聲，李淵如，汪佩真和內地會的年長傳教士
祝康寧4人，在汪佩真住所舉行上海地方教會
(教會聚會所)的第一次擘餅聚會。
1936年以前，倪柝聲打發同工到國內的
主要大城市與港口拓展，使得這些地方以及
首都南京，陸續都興起了地方教會的見證。
他在各地的同工達到200多位。抗日戰爭期
間，地方教會從上海開展到全中國，達475家
之多。各處地方教會的行政都是獨立的，由
當地的長老們負責。
1949年，國民政府退到台灣。倪柝聲由
上海抵達香港，在香港教會聚會所工作，造
成大復興。1950年3月，倪氏決定返回上海，
堅固及看守中國大陸的信徒。當時，中共已
對基督教界進行統戰工作，推舉吳耀宗為基
督教領袖，由他拉攏教會支持新政權。倪柝
聲初採觀望態度，對三自革新運動不予理
18

2 01 6 年 1 1 月第 1 4 2 期

睬。終於在1950年4月，上海教會聚會所被點
名批評。1951年韓戰爆發，中共加強肅清基
督教內的親美色彩。1952年倪柝聲在瀋陽被
秘密逮捕。1956年在上海被正式控訴，上海
市政府並展覽「倪柝聲反革命的罪行」，試
圖抹黑這位領袖的形象；判監15年，關進上
海提籃橋監獄，罪名為國民黨特務，蓄意破
壞商業行為、通姦等。刑滿後，倪柝聲並沒
有被釋放，却被送到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
仍受著種種折磨。1971年倪師母在上海摔斷
两根肋骨，住院醫治；按照規定，倪柝聲可
以回家探視半個月，但是他的申請被拒絕，
妻死也不得見一面！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獄
長曾多次要求倪柝聲公開申明放棄信仰，就
可回家與愛妻團聚，他都沒有接受。匈牙利
人詩人裴多菲寫過一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
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倪柝聲
為了主，生命不要了，愛情不要了，自由也
不要了。倪柝聲這麼愛主，這麼信主，他是
三者都抛了！讀了倪柝聲的血淚信仰見證誰
能不深受感動？
1972年6月，倪柝聲在白茅嶺勞改農場與
世長辭，為主殉道，得年69歲。現在與妻子
張品蕙合葬在蘇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當年
他工作的中心上海教會，原來可以容納3000
人的南陽路145號聚會所，仍未歸還教會。在
他的家鄉福州市，他獻出故居改建的中洲聚
會所早已恢復聚會，福音仍然興旺。在福州
郊外鼓嶺山上購買的傳教士別墅，1948年和
1949年曾辦過兩次訓練，今天那裡95%的村
民都是基督徒。
看過約伯和倪柝聲兩位信心偉人勝過試
驗的經歴，為著今天神量給我們的環境讚美
祂吧! 勝過試煉的必得著生命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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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樹梅

不知從何時開始，有人開出100個不做就
會遺憾一輩子的清單。童年時，我們
流行幻想“最想擁有的寶貝或能力”，從飛
毯魔燈到點石成金，我的幻想是擁有不會饑
渴的身體。因為人如果不需要吃，可以省下
多少麻煩？可以不必看大自然和掌權者的臉
色，不必浪費時間烹飪，不用掙扎於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更不會有鉤心鬥角和血淋淋的
殺戮……唉！誰教人不聽上帝的話，讓自己
脫離樂園，必須終身勞苦，悽悽惶惶，越來
越沒有安全感。而人除了身體，心和腦也有
需要，像：愛，被尊重，求知，信仰，夢想
等等。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要求，滿足了，
即使缺衣少食也能讓人精神煥發；沒了，新
聞裏多少殺人自殺的，不乏什麼都有的天之
驕子。
有人帶領的人多幸運！不必走冤枉路。
每當鬱卒時，往往教堂一趟，就茅塞頓開。
那些有智慧有正能量的人多讓人羨慕啊！以
前總想，他們能那樣，那是因為他們夠老，
等我也老夠了，我也會那樣。結果，我夠老
了，這才發現不像放進肚裏的食物，吞進去
自動會化成能量; 生吞活塞的資訊，不經過
反思運用，不是過目即忘，就是只是堆死知
識，化不成智慧，變不成才藝。比如，別人
問我，妳為什麼要做基督徒？比如，把字寫
漂亮。天下宗教那麼多，基督教好在那裏？
同異在那裏？每當看見美好的書法，總忍不
住讚嘆中國文字的神妙！同樣的字型，不
同的人，不同的時空性情心情，寫出來的
效果就是不一樣，更奇妙的是，每當自己走
著同樣的筆劃順序寫著同樣的文字時，一種
與古聖先賢心神相通合而為一的快樂，讓人

省悟，人的身體可以消失，精神卻不會。多
希望這種美好的經歷，獨特的文化能傳承下
去。多希望自己有能力，至少可以帶領自己
的兒女走進教堂，能講得清楚信的是什麼。
在這多媒體無神論或怪力亂神的時代，有人
想的只是選票，不惜把傳統價值弄得一團
糟。如果自己不能以身作則，或者對所信的
也是一知半解，我憑什麼做好這件事？當年
父母們誤認為信了教就是只有上帝，沒有祖
宗，花了好多年的功夫才獲得諒解。養母老
嘆息聖經的字太小，我曾應許幫她抄份大字
經，沒等實踐諾言，她已歸返天家。
100個不做就會遺憾的事，我第一個想
到的就是曾有的許諾，還有與其惋嘆字殘體
缺別字當道，好書法後繼無人，不如退而求
己，多一個想好好寫字的人，就會多一個能
欣賞書法家墨寶的知音。說做就做，我很開
心的發覺讀聖經不打瞌睡的最好辦法，就是
手寫一遍。在抄寫的過程中，我驚訝的發現
有那麼多的經句居然都認識，那表示自己即
使在教堂裏和周公談了不少天，神遊虛幻了
許多地，多多少少還是聽進了一點。如果自
己早有覺悟，就會早啟慧根，至少會因為肯
用心，而讓養母心靈充實開心，也不枉她在
連自己都極困難的情況下，還肯縮衣節食的
教養我成人。
人間沒有後悔藥，但願我的一字一步能
及時撥雲見日，能藉此記念養父母之恩，能
更領悟牧師們的傳道，讓自己即使作不成發
光體，也要作個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反光體。
(在目前讀經的經歷中，還沒發覺耶穌有排斥
外邦人好言好行的記錄，但願這句借用，不
會產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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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木可雕

打好人生最後一仗
◎ 麥冠民

一問：老哥哥，高壽？
答：九十有一，耄耋之年矣！
二問：聽說你仍在工作。
答：感謝我主！力所能及啦。
三問：我真有點想不明白，費力多多，還需要
積攢甚麼呢？
答：樂在其中，事實上是做了些不以為是「工
作」的工作吧。
四問：打算如何“安度晚年＂呢？
答：人們常把“安度晚年＂掛在嘴邊，但真正
能做到迎接一個平靜覺醒的晚年是不容易的。
五問：老人能有幾多愁？
答：真正愁的滋味不是獨處，而是覺的這個世
界上根本沒有人真了解你心裡想什麼；是缺乏被傾
聽、被關懷的郁悶。
六問：被理解、被傾聽有那麼大的效果嗎？
答：傾聽就是愛。是一貼最好的良藥。
老人更在乎得到關心，能有精神上的滿足。
而不帶評論的理解，那是每一個老人都渴望得
到的，好像有一雙溫暖而厚實的大手穩穩地給予有
力的支持，就會帶來很正向的感受，可能開始了與
你溝通的意願。
七問：如何才能解開老人的心結？
答：要解開糾纏老人的心結，首先要改變自己。
一念地獄，一念天堂。
與自己和解了才能得到平靜！
千萬不能因崇尚敬老以依賴別人作幸福。
讓每一天生活在陽光下，不要一個人躲在幽暗
的角落裡憂傷。
內心強大富足，如此對比老人常有的孤單、自
憐、報怨，又顯得多乏味呀！
心結解開就活得開心喜悅，不知老之將至了。
八問：老而不朽的秘訣在哪裡？
答：老亦有道。
老得灑脫，老得優雅，老得自豪！
人都會老去，生命的長度是有限的，但生命的
闊度與深度是由自己掌握。
只有找回自己的價值，就可以重新找回了快樂。
許多人在掙扎一輩子的時候，又風生水起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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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兩輩子的時光。
“老兵不死＂，續寫傳奇；只要注入靈魂，故
事卻常新！
誰說一個人只能活一輩子啦！
九問：你的人生是如何轉向的呢？
答：在最暗處看見光。
主要靠神的恩典和帶領。
一切從認識主開始……。
一切從追尋十架之路開始。
這是我一生最正確的選擇。
只要捨棄自我，交付主手中，全心全意信服上
帝，這樣一來，心靈就有寄托，如魚得水煥發出生
命的活力。
要想青春不老，把向死而生的人生大放異彩，
這只有在神的國度才能呀！
十問：對年已九旬的老人來說，還未成熟？還
等待些甚麼呢？是否太遲了？
答：福音的大門永遠敞開，永遠不會太晚！
激情的晚年、豐盛多彩的人生。
莫道：“形骸已與流年老＂
不同時光各有各的風華與珍貴之處。
唯有覺醒了、領悟了，心靈才有停泊的港口。
人生應該是有一片更大的天空。蒙光照，是上帝送
給每個老人的鮮花。
老人越活越年輕，越受人尊敬。越接近人生晚
年，其幸福越甘甜！
所作所為可以展現他們的人格特質和所有的靈
性素養。
朽木可雕不是一句空話，是一種選擇、是一種
仰望心靈的撫慰、是生命力的噴薄出來的光芒。
經歷風雨，老而彌堅的老人，最有魅力。
他們不是一堆頑石。
而是飄蕩在原野上的一陣清風、是從巖洞中流
淌出來的一股清泉。
有著大樹般的老而澀，澀而辣的剛勁氣慨，真
叫人百看不厭。
你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又一個使人深省的勵志的
故事。
生命在進行……
是終點也是另一個新的起點。
長空萬里雄鷹現，展翅上騰在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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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煉我，心更堅定
◎ 李貴元
信主前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但生活事實教育了我，給我第二次生命的
不是什麼“主義＂，也不是什麼“思想＂，更不是這個“觀＂，那個“夢＂，
而是真神。感謝主，我依靠主。然而信主後並不是永遠剛強不軟弱，並不是
堅信到底不動搖。我有過反覆，有過疑惑，也有不解，這是事實。
回想人生幾十年，真是苦難貫穿的歷史。人生旅途有陽光燦爛，也有冰
天雪地；有光明，也有黑暗；有花紅柳綠，也有滿地荊棘；有希望，也有失
望；有幸福，也有痛苦。所以有人說：苦難就是人生，人生必有苦難，我贊
成這種說法。
我經常思考：人為什麼有苦難呢？我是上帝的兒女，為什麼還有苦難
呢？原因就是我們是人，有原罪。沒有苦難的生命不是生命。苦難是苦澀
的，但果實是甘甜的。因為苦難是上帝的管教，管教的生命是新鮮的。
在信主的道路上，不是一帆風順的。有試探，有考驗。比如信主後，
我曾認為基督徒都是美好的人，然而當我看到有的老基督徒行為並不高雅，
言行並不文明，有資格的有一定地位的基督徒真是假謙卑，真虛偽，為個人
利益而表裡不一。我曾懷疑原來基督徒也不過如此啊！經過學習、思考我明
白了，人都會軟弱，並不代表信仰的偏差，這是試煉，也是一種成長，十字
架路本身就是苦難之路。受苦和殉道是基督徒的記號。受苦是一種記憶，不
是掛念，而是經歷，不是終結而是始於現在。沒有耕耘，哪有收獲，沒有熬
煉，怎麼成長。
人生苦短，逝去如飛。信主前讀書學知識榮耀自己。信主後，讀書增靈
命，榮耀上帝。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靈命增長不是泡沫，叫我們
對人有愛，對事有責，對己有知。活在主的世界裡，忘掉塵世的喧擾，有一
種信仰是永生，有一種理想是無限。
讓我們堅信上帝吧，擁抱苦難不迴避，面對試探不動搖，熬煉我心更堅
定，靈命增長更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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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見證

◎ 崔大中

2016年2月6日是小年夜，全球的華人都在
忙碌的準備迎接猴年的到來。洛杉磯國語浸信
會舉辦了一場追思禮拜，來参加的人多數是銀
髮族，他們和逝者有幾十年没有見面了。大家
聚在一堂為要向一位受人愛戴和尊敬的宣教士
獻上敬意及謝意，感谢他把神的信息在我們年
輕的時候就傳给了我們，讓我們终身受用。
第一次見到這位美南浸信會在台北的宣教
士杭克安牧師 ( Dr. Carl Hunker ) 和師母是在
上個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們的工場原在中國
蘇州，後來因時勢轉变，最後到了台北。杭牧
師是個身高六尺一的美男子，他的體型和容貌
往往引起大家的注意；相對來說，杭師母嬌小
多了，她在幼年時，疾病把她的脊髓侵蝕了，
以致於她身高不及五尺，比常人矮一截。當他
們在大學相識相愛後，發現彼此有相同的宣教
異像，杭牧師毫不猶豫的娶了她，這對於凡事
講究門當户對的中國人來說可能是一件不能理
解的事。他們一起在台北向中國人傳福音，直
到一九八四年杭師母去世為止。
杭牧師和師母在蘇州時，學了一口帶蘇州
腔的普通话，他們兩位能讀中文聖經，主日講
道也用中文，對我們這些老中來説，這倆老外
是自家人，完全没有距離。那些年台北街頭很
少看到外國人，他們的出现，往往令人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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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杭師母在女傳道會後來看望母親，從街
頭開始每一家的窗子後面都有一雙好奇的眼晴
向外看，大家都想看看這位會説國語的老外長
得什麼樣子！
杭牧師在台北的工作很忙碌，他是浸信會
神學院的院長，要培育神的僕人；他還照顧台
北其他浸信會的教會。他以廈門街浸信會為
中心，每個月有主日講台，並照顧其他的浸信
會教會。如今五十歲以上在台北的浸信會教會
聚會過的朋友及浸信會神學院的學生都認識杭
牧師。我們在廈門街的會友和他相處的時間較
多，他和我们的關係可説是亦父，亦師，亦
友；他的年纪可以做我們父親，他在講台上是
我們屬靈的老師，他也是我們可以聊天的朋
友。雖然因文化上的差異，他不見得完全了解
我們的問题所在，可是他是一個好聽衆，在那
裡靜靜的聽我們這一批青春期少年人的心聲。
杭師母是他的賢內助，在婦女會司琴，探
訪會友，同時把美國的文化一點一點的介紹
给我們。從他們家裡我才知道在西點麵包店裡
買的那些好吃的點心，在家也可以做得一樣好
吃。她在教會開英文查經班，我是她的學生之
一，那幾年的學習為我的英文打下了好的基
礎，使我來美求學或就業時，在英文會話及寫
作上省了不少力氣。每當我數算神的恩典時，
她的臉龐就會浮現在我眼前。杭牧母，謝謝
您！
我第一次在美國過聖誕節，才知道洛杉磯
國語浸信會和全美其他美南浸信會的教會，每

生命見證
年十二月第一個主日為紀念在中國宣教犧牲的
美國宣教士慕拉底，有特別為國際宣教的奉
獻。當年杭牧師及師母在台北的工作就是由此
得到支持，我就是由這個奉獻中所结的果子。
每年當我們在爲國外宣道而奉献時，我心中都
有無限的感觸，我感謝神藉著宣教士讓我認識
了福音，也因為教會的團契而結識了一批主内
的弟兄姊妹。雖然我們散居世界各地，經歷人
生中的試煉，半世纪以來，在主裡彼此關心，
扶持及代禱；如今每個人都在各教會的事工上
有份，不敢懈怠。
大一那年，父親外派美國做外交官，全家
來了洛杉磯。我必須獨自留在臺灣完成學業，
服完兵役才能赴美團聚。這對我這個在温室中
長大的孩子來說，像是頓失依賴；什麼事都要
自己獨立處理了。虧得有幾個教會家庭伸出爱
心的手，接待我，不時向我噓寒問暖，照顧有
加；幾位大姊姊有好吃，好玩時都不會忘記這
個崔家弟弟，使我的生活充實了許多。我兩年
的軍隊生活在以訓練嚴格出名的海軍陸戰隊渡
過，很久才有一次休假的機會；每次放假時我
都能和其他軍人一樣高高興興的走出營區去趕
火車，因為我知道在路的那一端有一個家庭已
经為我準備好飯菜在等著我。
每次回憶那六年的生活，心中就激動不
已，我感激那些教會的朋友在我最需要温暖時
给了我家的感覺，他們按着聖經的教導，在教
會中彼此相爱，讓這些教導顯現在我身上。緬
懷念許多已經歸回天家的長輩，我唯一可以回
報他們的就是學習他們的榜樣，用愛照顧有需
要的人，讓愛傳承下去。那幾年特別的經歷讓
我學習到愛的真諦。國人自小受的教育重視结
果，在做事前要知道做這些事能得到什麼才會
去做；而神的愛是不論结果，不問對象的。在

這群愛主的弟兄姐妹身上我學到了什麼是無條
件的愛。
杭牧師在台北退休後，把神學院院長的職
位交给了受人愛戴的張真光牧師，從此培養華
人神學生的責任由華人負責,完成了教會自給
自養的目標。他回到幼時長大的堪薩斯市，在
那裏参加當地華人教會，继續事奉；雖然老伴
不在身旁了，有些寂寞，可是他没有停下過一
天。他在2015年年底以百歲高齡蒙主恩召。
台北浸信會會友們在台北舉辦了追思禮
拜，纪念大家敬愛的老牧師。在美國，謝謝洛
杉磯國語浸信會的鍾牧師，雖然和杭牧師只有
數面之缘，因感念杭牧師對華人宣教的奉獻，
和其他單位一起推動了這次纪念活動，使旅居
洛杉磯的台北各浸信會會友有機會一起向這位
為中國無私奉獻的宣教士致敬。
杭牧師及師母的事奉本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
見証，網上有許多的報導，其中由洛杉磯的新視
福音傳播在杭牧師過世前三年製作了的一段二十
多分鐘的纪錄片最親切，這部影片以“小弟，杭
克安”為題訪問了台美兩地的牧長們及杭牧師本
人的專訪，是對這位良善忠心神僕的最好銓釋。
從這部影片中我才得知杭牧師以為憾事的是在自
己父母病重時，為了神的工作，無法有多一點的
時間去陪伴父母。西方宣教士離鄉背井，離開親
人，在他們真誠的笑容及愛心關懷背後，有我們
不知的辛酸，願我們顧念他們的需要，求神祝福
他們在外地的生活。
杭牧師和師母是美南浸信會差派在全世界
三千多位宣教士之一，他們把福音的種子撒在
各地，把正派的信仰介绍给世人，我願以金錢
和禱告支持他們的工作，讓福音可以傳到地
極，阿門。

2016 年 11 月第 142 期 23

靈修分享
◎ 周鐵樓

得

救是人最根本的事。人得救是本乎神的
恩，也因著人的信；基督徒都知道下列經
文， 有人甚至會背誦:“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
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
2:8-9) 但是不少信徒，信主多年，仍沒有徹底
弄清得救的問題，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人的組
成的問題。 有人認為人是整體的(一元論)，沒
有靈魂體之分；也有人認為人是分為兩部分的
(二元論)，改革宗主張二元論：靈魂與身子；
但聖經給我們看見，人是有靈有魂有身子的(三
元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
守……。”(帖前5:23)，“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
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
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來4:l2)。但請注
意，無論是“一元論”、“二元論”或“三元
論”，都是基要真理的討論，不是異端，三種
看法都有他們的理由，也有聖經的引證，只是
福音派對靈魂體的看法有所不同！
什麼是靈？什麼是魂？什麼是體？
靈：用來與神交通。
魂：用來接觸精神界的事物，其主要功能
為意志，心思，和情感；
體：最外面的部分是體，用來接觸物質界
的事物；
靈和魂是不同的，但是很難分開。
因此，自始祖亞當犯罪以後，人的得救需
要三種救法：靈的得救，魂的得救，和體的得
救。帖前5:23-24說，神必親自叫我們的靈、
魂、體全然成聖，在見他面的那一天完全無可
指摘，即滿有基督的身量，從亞當裡來的墮落
舊人完全消滅了!
一、靈的得救
什麼是靈的得救？上面例舉的以弗所
2:8-9，和羅10:9：“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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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都是說
靈的得救。靈的得救是最根本的得救，是得救
的第一歩。
靈的得救把我們從世界裡分別出來。世界
是敗壞的，伏在撒但的權勢下，“……世人都
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3:23)
得救就是得永生。因為聖經說:
“叫信祂(耶穌基督)的人都得永生。”(
約3:15)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約3:1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
生(原文作不得見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
上。”(約3:36)
永生是什麼？永生就是永遠的生命。這個
永遠的生命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生命。聖
經說，“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
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壹5：12)
主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
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
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約5:24)“就
有”兩字是說，任何人今天真的相信死而復活
的神兒子耶穌基督、並接受祂的救贖，他/她今
天就得永生，他/她的靈就得救了，不在死後，
仍在信的時候！靈的得救也叫為重生；耶穌基
督的生命進入我們靈裡，叫我們死的靈活過
來，我們就立即出死入生了，我們的靈對神有
了活的感覺，與祂有一個生命的關係，如同電
燈泡通上了電流。新生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
如同風一樣的實在(參約3:3-21)。一個靈的得
救的人，有罪得赥免的平安和喜樂，對罪的敏
感度提高，願望多認識神和屬靈的事物。
二、魂的得救
魂的得救是說信徒靈的得救後的長進，進
到更豐盛的生命。

靈修分享
我們老我的魂是敗壞的，常常使我們犯
罪。人的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
是魂的一部分。魂是包括我們的心思、意志與
感情。心思就是思想；我們的思想不潔，意念
不潔。意志是判決，決斷；許多時候，我們所
決定的都不合神的旨意。因此，我們的魂就需
要神的拯救，然後我們進到更豐盛的生命。
靈的得救條件只是“信”；但魂得救的
條件就不只是信，還有別的。雅各說:“所以
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汙穢和盈餘的邪惡，存溫柔
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
道。”(雅1:21) 這裡“靈魂”二字，原文只是
“魂”，英文聖經譯作Soul。彼得說得更進一
歩，“……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或作陰
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一切譭謗的話，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纔生的嬰孩愛慕奶
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彼前
2:1-2) 這裡的得救是指魂的得救。彼得特別指
出一個剛有靈的得救的人，是個初生的屬靈嬰
孩，要靠純淨的靈奶滋養(神的拯救)成長，過
著屬靈的生活。
神藉由雅各和彼得啟示我們，魂的得救有
兩個歩驟:先要除去，然後才能領受。我們先要
除去汙穢和邪惡，再要存溫柔的心領受那純淨
的靈奶。純淨的靈奶就是那所栽種的道(能救魂
的道，神的話)。
要除去汙穢和邪惡，我們就要背起十字架
來對付自己。主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
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太16:24-25) 這節
經文初看似乎艱難不懂，其實不然。我們先看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這裡的
生命是指魂生命，因為喪掉靈生命的人就是沉
淪之子，是要受永火的刑罰的。主耶穌是對有
永生的門徒說的，不會受永火的刑罰的，他們
是有靈生命的。
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人，雖然想要跟從
主，卻不肯舍己和背十字架。就是說捨不得讓

自己吃苦而來順服神。這樣愛世界的人就是要
救自己魂的人，將來的結局就是必喪掉魂生
命。喪掉魂生命的意思就是他至終要受苦，失
去自己所喜愛的。但是，凡為主喪掉魂生命的
人，肯舍去一切魂所喜好的，而隨著神的旨意
來受苦，至終主要叫他能夠得著他心裡所喜好
的，能夠得著滿足和快樂。
背起十字架來對付自己的魂生命，不能是
一勞永逸的，而是要天天背起各人的十字架來
跟從主的。
神賦予我們智慧才能，祂是要用我們的。
我們對付自己，也要把它們帶到十字架下，經
過主的拯救後，祂才使用我們。主說，“我實
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
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
來。”(約12:24) 我們的一切長處也都要經過
死，經過對付，才能現出榮耀主的果子來。
我們的靈得救以後，我們就有永生，所
以我們的魂今生如果不得救，不會影響我們靈
的得救；我們的靈一次得救，就永遠得救(約
10:28)。
如果我們的魂今生得救，主再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得著主的賞賜。如果我們的魂今生不
得救，主再來的時候，我們的魂還可得救，但
是我們就要大受虧損了。願我們不是糊塗人，
不作一個長期失敗的基督徒，在今生就解決魂
的得救。
三、體的得救
體的得救包括身體的復活和變化。聖經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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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
所以，主再來時，我們的身體都要改變成不朽
壞的(林前15:5l，53)。在基督裡睡了的人要復
活成為不朽壞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
滅”的話就應驗了。(參林前15:53-58)
體的得救又叫“身體得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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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縱橫

舊約以色列與今天美國

◎ 呂 俠

舊約時代以色列民的經歷和現今美國的形勢十分相似，請看下面的對照：
1.耶和華叫摩西把以色列民由埃及為奴之地
帶領出來。
2.神帶他們過紅海和約但河到迦南地。
3.他們經歷許多困難和奮鬥，神與他們同在。
4.他們要戰鬥本地人，如摩押，亞瑪力，非利
士，亞捫等人，才能得安居在迦南之地，神
一路幫助帶領他們得勝。
5.以色列百姓終於得到屬於他們的土地，迦南
之地，是流奶與蜜之地。
6.初期的百姓，都是敬畏耶和華，遵守摩西從
神定下來的典章律例。
7.年長的百姓還在的時候，他們都是敬畏耶和
華，以神為統治者。
8.漸漸新的後代，開始離棄神。
9.新一代的百姓竟然效法別國去拜假神和偶
像，學習邪教等惡習，也拜天上萬象的日月
星辰。

10.士師記21:25：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
任意而行。
11.耶和華派先知教導和警告百姓，有難時神仍
拯救他們，可是他們仍不悔改。
12.跟著以色列百姓經歷國王治理的制度，可
是好王極少，壞王居多，終於遭受到亡國的
地步，被擄至別國。

1.神帶領一班基督徒從歐洲各地來到北美洲，也有
移民從世界各地來到北美洲。
2.神帶移民經過大西洋和太平洋到美國。
3.移民也經歷許多困難和奮鬥，神與他們同在。
4.從歐洲來到北美洲的早期移民，要戰鬥本地印第
安人，也要戰鬥法國和西班牙人。神一路幫助他
們得勝。
5.移民終於得到，得天獨厚、物產資源豐富的北美洲。
6.有領導者如華盛頓，John Adams, Jefferson等信主
基督帶領建立了美國USA，以聖經道理為準則成
立了這偉大的國家。
7.立國先祖們，人人都是敬畏神的虔誠基督徒，所
寫的憲章都是以基督為主的規則“我們信靠上帝
＂In God We Trust
8.美國也是一樣，60年代開始，國民漸漸離棄真
神，不信主耶穌基督。
9.美國禮拜堂越來越少人，有些解散關門，因為老
的已去世，新一代多不信耶穌，他們以錢財為
神，注重賺多少錢，爭取名譽和權柄，他們承受
了60年代遺下來的一些惡習，享受罪中之樂，接
受無神論和進化論，多元化。
10.美國太多自由，以至濫用自由，人們隨己意而
行，道德被忽視。
11.有正當的教會，傳統的牧師和傳道人講道，教
訓，警告人們，也不聽。忠言逆耳。
12.美國經歷多位基督徒總統，國會議員，後來政府
機構內雖有不信者，神仍寬容，至今仍未受到全
國性大災難，卻有局部性災難，如紐約的911，
紐奧蘭的大水災，加州的山火和地震，這些是警
告，美國仍未到最終的結局，國民仍有機會，認
罪悔改，蒙赦免，歸回上帝主耶穌基督。

但願所有政府領袖，司法部，教育部，教會等等部門都警醒，有所歸正，改善，恢復學童從小學習讀聖經，祈
禱，守規則，守紀律，有道德觀念，學習行善等等，使美國歸回基督耶穌的羊圈裡面，這樣必蒙上帝保佑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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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夏令會
今年教會夏令會的主題是“靈裡交流，生命
分享。＂九月三號那天傍晚，有機會與信
息講員曹偉彤院長一同乘坐校園車子從餐廳前往
Peterson Hall敘會。途中曹院長非常親切，主動
交談，說話溫和熱誠，雖是短暫一程，卻給人留
下愉快印象。
三天時間，曹院長有四堂信息分享。每次都
帶來寶貴豐富教導，給弟兄姊妹們巨大的鼓勵與
提醒。
吳子良主任是今年粵語專題的講員，題目
是“注重全人健康，同享豐盛人生。＂共三堂講
座，探討現今社會大多數人如何面對生活壓力產

◎黃漢泉
生的焦慮、不安、抑鬱和生氣的負面情緒。雖是
嚴肅的話題，但在他口中變得幽默風趣。吳主任
預備許多豐富資料教材，放映多套情節感人的短
片，配合聖經寶貴的教導，常引起弟兄姊妹歡笑
聲，興高采烈地想認識更多有關情緒問題，學習
如何助人助己走出壓力傷害，建立更美的人生。
每次講座完畢，離開之際，弟兄姊妹無不面帶笑
容，步履也變得更為輕鬆。
夏令會是蒙福的，節目是豐富的，弟兄姊妹
樂在其中，非常享受，這是神祝福的，也是由許
多弟兄姊妹們在背後辛勞策劃的成果。
願神常在眾人當中，紀念與祝福。
（圖片攝影：Susan P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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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啊！松柏詩班
◎ 張雲鶴

正

欲寫一段文字寄給《家訊》，報導松柏
詩班員的生活片段，突然想起了前人的
一首詞：“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
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啟發了我的思路並
用了上面的題名。
今年的7月10日，松柏詩班在主日敬拜中
獻唱了兩首讚美詩，其中一首的名字是《耶和
華的名》。歌詞是“耶和華拉法，使我得醫
治；耶和華以勒，祢供應我需要；耶和華沙
龍，賜我平安；耶和華尼西，是得勝旌旗；耶
和華沙瑪，祢與我同在；耶和華沙博，使我
得勝；耶和華齊根努，祢是公義者；耶和華
羅以，我的牧者；耶和華伊羅欣，我的救贖
者；我要將感謝歸給祢，祢恩典全夠我用----”。這首詩歌是在張世明牧師往東南亞宣
教，由陳寶聲牧師代替張牧師任老師，教導詩
班員練習的詩歌，陳牧師要求詩班員將這首歌
詞背下來。人們從人類的發展史得到一個共
識，上了年紀的人的理解力比較好，記憶力差
了。這首詩歌的許多用字是希伯來文的譯音，
無法理解字意，只能死背硬記，這就難為這些
老弟兄和老姐妹了。天下的事，基督徒有聖靈
帶領和引導，事在人為，我們敬重的陳牧師，
採用幼兒園老師教幼兒識字用字塊的方法，使
用大字塊來教這群老學生，例如紙的正面是沙
龍，反面是平安，以此幫助記憶，陳牧師用了
吹灰之力，詩班員們可是用了洪荒之力，由於
信念，他們把自身的潛能（Latent energy）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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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出來，估計有96%+4的人在短時間把這
首詩歌背會，難怪在獻詩之後，大堂的鼓勵
掌聲不絕於耳。美啊！
今年的九月九日，是我們松柏詩班、我
們教會大喜的日子，我們詩班李黃賽老姐妹
100周歲壽誕，她的兒孫邀請松柏詩班全體和
教牧同工一齊參加慶壽餐會。李黃賽是我們
全詩班十分敬重的長者，她生活簡僕，愛主
愛人，寬容的心胸見到人縂是笑，為人和氣
的一位主內老姐妹。詩班員們禮輕心意重，
送給她一張大家簽了名祝賀她高壽的卡片和
一副對聯：
大德嘉遐齡百歲黃賽能歌善作弟兄姐妹
同祝賀
父神賜恩惠五代同堂平安喜樂李府兒孫
齊謝恩
餐會是按基督教會的儀式進行，松柏詩
班員在陳牧師帶領下唱了兩首讚美詩：“靠
主而得的喜樂”和“我們都是一家人”。
鍾牧師帶領大家禱告和引用神在聖經
上的話語祝賀李黃賽老姐妹身體健康、平安
喜樂、全家蒙福。特別語重心長的提到，李
老姐妹身體好、身心靈喜樂平安是她按照神
的教導和做到“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樂，
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以此語勉勵在
座人員和李府家人，到教會過教會生活，得
平安、得健康、得喜樂、得良善。頓時，大
家鼓掌感謝神，祝賀李老姐妹生日快樂。美
啊！松柏詩班。

教會事工

聽孫大程講服事的要訣
◎ 錢 煒
7月17日，我在教會午堂聆聽牧師孫大程
博士的講道，題為“事奉與服事的要訣”。孫
博士常年在世界各地講道，內容豐富、風趣，
聽後頗有啟發。這裡寫下三點。
首先，孫博士說，信心與忍耐像是火車的
雙軌，引領我們走天路。我們基督徒都覺得自
己有信心，即對基督教的信仰。但正如“彼得
前書”所說，“前面有大喜樂，但暫時你必須
經歷百般的試煉。 ”（1章6節）《聖經》教
導我們要“分外地殷勤。 ”（“彼得後書”1
章5節）殷勤之外，還要加上德行、知識、節
制、忍耐、虔敬、愛弟兄的心、愛眾人的心。
“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不至於閒懶不
結果子了。 ”（1章8節）沒有忍耐，必將一
事無成。
第二，要聽從主的指示去作。但是，怎樣
知道是主的指示呢？孫博士一言見分曉：靠學
習《聖經》、熟悉《聖經》。他向大家介紹了
自己年輕的時候學習《聖經》的做法。無論多

忙，他每天至少會花上一個來小時閱讀《聖
經》，把基督在《聖經》中的教導“吃下
去”、“吞下去”，然後慢慢消化、吸收。
數十年如一日地學習，自然能夠學會分辨什
麼是主的教導，什麼是假道學。多年來，孫
博士一次又一次識別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假
道、偽說。
第三，要跟從主，不要和別人相比較。
孫博士是在解釋“約翰福音”22章22節時說這
話的。當時，彼得問主，“我們中誰會背叛你
呢？”又問，“是他嗎，主？”但是，主沒有
給他直接的回答，只是說，“你們受聖靈。你
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
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孫博士明確地告
訴我們說，基督這是在教導我們跟從主，把自
己該做的事做好，不要和別人比較。是啊，我
們若把自己該做的事、愉悅主的事做得好上加
好，“行在光明中”（孫博士的話），何必跟
別人去比呢？

圖為孫大程牧師講道之後呼召時的場景。（曲維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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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禮圖片集錦
圖片攝影：Tracy Lee, Wendy Qu, and Alfred Au.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8月28日舉辦了受浸典禮，多位弟兄姊妹受浸成為基督徒。圖為受浸場面及受
浸之後與牧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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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高興學＂的反思
◎ 賈愛軍

最

近到市立圖書館，看到一本名為“高興
學＂的書。薄薄的一本書，裝訂也很粗
糙。剛看到此書後有些不屑，心想，現在騙
人的書太多了，又在騙人吧？還高興學？高
興誰不會啊？還用學？
可是心裡又有點癢，想看看裡面究竟說
了些啥？因為我是一個喜歡高興的人。如果
裡面真有一些方法，即使可以使自己每天的
高興值增加百分之五，也是值得的，便隨手
翻了幾頁，看看目錄寫得還不錯，於是就借
了一本。
這位作者好像很懂我的心裡，所以開宗
明義就講了“高興學＂的定義，說“高興學

興。因此，“高興學＂和“學高興＂是不一
樣的。“學高興＂是不在“高興學＂的研究
範疇之內的。換句話說，就是研究高興學並
不能讓人高興。
讀到這裡，剛看到書名後那種不屑的心
情又浮了上來，心想：既不能讓人高興，也
不教人學習如何高興，這算什麼狗屁“高興
學＂啊？

＂是一門專門研究高興的學問，主要是研究
人們為什麼高興？有三個學派：第一是“主
觀高興派＂，認為高興是主觀的東西，和客
觀外在的條件沒有任何必要的聯繫，人之所
以高興，是因為他想高興。
另一派稱“客觀高興派＂主張高興是一
個客觀的東西，只有當外在的客觀條件滿足
了人們的需求時，人們才會高興。
第三派介乎於前兩派之間，叫做“統一高
興派＂，認為高興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一個
人要想高興，他主觀上首先要有高興的需求，
當客觀的條件能夠滿足他主觀上的高興需求
時，這個人內心的高興點就會自動開啟。
作者還說“高興學＂的重點，是研究人
們為什麼高興？而不是教人們學習如何高

想到這兒，我手握著《高興學》，呆在
那裡，有些不知所措。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在
我耳邊輕輕響起，那是一種似曾相識的聲
音，但一時又想不起來在哪兒聽過，“坐而
言不如起而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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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仔細一想，也怨不得這位作者。
現在的世界就是這個樣子：研究高興學的無
法高興，賣健康產品的渾身是病。自己還不
是一樣？研讀了好些年聖經，卻時常抱著
“老我＂，無法徹底改變生命？

聲音由大變小，由近而遠，而且越來越遠，
最後像一朵雲，優雅地飄走了。我睜大了眼
睛，努力朝著那聲音逝去的方向望去，想看
一看這聲音究竟來自何方，卻發現原來自己
手握著“高興學＂在沙發上睡著了……
回想著夢中的情形，那聲音好像仍然在
耳邊縈繞，我突然省悟，原來這世界上的許
多問題，都是由於“只是坐而言，卻不起而
行＂所造成的呀！想到此處，內心頓時有一
醍醐灌頂的震憾。

綜合園地

從天家可以看見地上正在發生的事嗎？

◎ 新 欣譯

答

案是肯定的，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肯
定的。義人到了天家以後喊著說：
“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
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啟
6:10）
很明顯，這些在天家的人不但記得在地
上時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還知道神尚未對
迫害他們的施行審判。他們知道自從他們死
後，在地上有些事發生了，有些事還沒有發
生。這不意味著他們可以看見地上發生的事
嗎？
當巴比倫大城傾倒的時候，天使指出地
上正在發生的事並且說“天哪，眾聖徒眾使
徒眾先知啊，你們都要因她歡喜。因為神已
經在她身上伸了你們的冤。＂（啟18:20）
天使特別對在天上的人說這件事表明他們會
知道地上發生的事。

當天上的眾聖徒與基督一起再來建立
千禧國度時（“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
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
爭戰都按著公義。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
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
己沒有人知道。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
名稱為神之道。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
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啟
19:11–14），似乎不能想像他們會不記得
在地上人類歷史所發生過的事情。天上的聖
徒從不記得地上發生過的事是毫無根據的。
畢竟，在基督做王以後，神和祂的眾天使還
有眾聖徒要再回來參加宇宙史上的終極戰
役。在地上的也許不知道天上的事，但在天
上的不能不知道地上的事。當然，在永恆之
中，我們不止會見到地上發生的事，還是要
在新天新地過每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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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LM 119:
THE PRAYERS OF
A BIBLE STUDENT
The 176 verses in Psalm 119 are saturated with prayers that should mark
every student of God’s word. What follows are 6 petitions the Bible student
should regularly pray.

Pray for Instruction.
A frequent plea of the psalmist is that God would
teach him (12, 26, 33, 64, 68, 108, 124, 135).
He wants God to be his personal teacher as he
assumes the role of a learner and sits at His
Master’s feet.
Pray for understanding.
On several occasions, the author of Psalm 119
asks God to give him understanding (27, 34,
73, 125, 144, 169). He wants more than the
accumulation of data. He wants insight and
discernment! He wants the skill to utilize biblical
knowledge in every day life.
Pray for illumination.
The writer wants God to enable him to see the
marvelous truths that are in the Scriptures (18).
He understands that he is helpless to see these
things. God must perform a divine operation on
his eyes that he might see the wonderful and
magnificent things that are in the Word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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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 for rejuvenation.
A popular request of the psalmist peppered
throughout the verses of this psalm is for
personal revival. On 9 different occasions, he
cries to God “revive me” (25, 37, 40, 88, 107,
149, 154, 156, 159). He wants God to cause him
to live.
Pray for application.
The one who penned this marvelous psalm
prayed to be a doer of the Word (cf. James 1:22).
In verse 35, he asked God to make him walk in
the path of His commandments. In verse 133, he
prayed, “establish my footsteps in Thy word”.
Pray for enablement.
This lover of God and His word knew he needed
the grace of God in his life. So he petitioned God
for His amazing grace (17, 58, 124, 132). These
must be the pleas of a Bible student.

OUR
EQUIPPING

MINISTRY
Sunday school provides a structure for teaching
God’s Word. Preaching isn’t enough. A systematic
teaching of the Scriptures – not just preaching
(Acts 5:42) needs to occur through all age levels.
Christians need opportunities for discovery,
review, and interaction as they study God’s
principles over a variety of subjects.
Sunday school gears Bible teaching to a specific
age group (Deut. 31:12). It means a wiggly fouryear-old can discover great biblical truth by
acting out a Bible story, completing dot-to-dot
pictures, singing fun songs, and obeying parents.
During the same hour, senior adults may discuss
whether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spouse or
responses to daily crises reflect their trust in
God. Both age groups leave Sunday school with
specific applications for the week.
Sunday school mobilizes and trains members
for leadership. It’s difficult to say who benefits
more, the teacher or the student. The teacher’s
Bible knowledge and care grows… his or her life
is changed… a stretching occurs as leadership
skills are developed. Teachers experience the
joy of enriching their grasp of the Scriptures and
theology and sharing it, to the edification of their
students.

The Sunday school is part of discipleship!
Every shepherd/teacher must have a desire to
see each student in his/her flock have a spiritual
life change. Since discipleship is “teaching to obey
all I have commanded you” (Matt. 28:20), it’s not
merely teaching facts, but teaching obedience.
Our Sunday school classes are meant to be
avenues to pursue knowledge and obedience
together. It’s the “next step” after attending
morning worship.
Sunday school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fellowship. The worship service doesn’t provide
a lot of opportunity for discussion and peer
interaction. Through Sunday school, members
have weekly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as
we pursue learning and growing together. Class
discussions often involve a personal component
and allow for the growth of Christian friendship,
often with people we wouldn’t have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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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TO GET
THE MOST OUT OF
SUNDAY SCHOOL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
Some of the best Sunday school learning comes
from meaningful engagement from students,
not just lecture from a teacher. 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questions, and answers can help
paint a fuller picture of the topic at hand. Share
freely, and also listen and learn from your
classmates.

Encourage your teacher.
Your teachers study, plan and pray for
your spiritual growth. Spur them on with
encouragement and gratitude. Let them know
what subjects you enjoyed, or how you found
application for a class subject. A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spiritual growth greatly fuel a
teacher’s heart.

Ask questions.
Don’t be afraid to ask questions in class.
Oftentimes, other students will have the same
question, and the class benefits from a student
voicing it and creating discussion. Your teachers
may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but they can look
into your questions and come back next week.

Consider teaching/helping with a Sunday school
class.
Our equipping ministry strives to provide classes
that cover a range of subjects, but we’d love to
hear ideas for new classes. If you have a passion
or interest in a particular subject, consider
helping or teaching a class. Contact Pastor Garrett
for inquiries.

Arrive on time.
You don’t want to be behind on the week’s
discussion or topic. Consider arriving early;
you can use the extra minutes to chat with the
teacher or other students who you wouldn’t
normally have the chance to socializ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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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TRANSFER
TESTIMONIES

ASHLEY SIA AILES
My parents aren’t Christian, but growing up, they
decided to send me to a Christian school because
they thought Christians had “good morals”. They
picked this school specifically because that was
where my childhood best friend attended, and
I’d often spend evenings at her house. Her family
prayed before meals and took me to church
occasionally, and through these experiences, I
decided I wanted to become a Christian at the
age of 7. I was further integrated into Christianity
when my friend invited me to play for her
basketball team that also happened to be a part
of her church. By the time I was 13, I wanted
to continue being more serious about my faith,
so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public high school
or a Christian high school, I wanted to attend
the Christian one; however, in my first 2 years,
I became complacent. I identified myself as a
Christian and knew that Jesus died for me to have
eternal life, but past that, I had no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The summer after my sophomore year of high
school, I met a group of friends who, for the first
time, weren’t Christian. I quickly became close
with them but it was clear they weren’t a good
influence on me. They cussed a lot and made fun
of me for being a Christian, but I continued to
hang out with them. At around this time when I
felt conflicted, Lynette Zheng and Nathaniel Hsieh

invited me to come to TD. I began understanding
what my faith is supposed to mean to me and
I stopped hanging out with the other group of
friends. That summer, they invited me to attend
Joni and Friends Family Retreat, w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 really felt like I saw what God’s
love truly meant. The way these kids could
so unselfishly love and have joy despite their
disability really struck me. It was as if where
they had mental or physical disabilities, I had a
disability at the heart because I wasn’t so capable
of being so trusting and care free.
I ended up going to my dream school, UC
Berkeley, and as I was there, it was clear that
God intentionally placed me there. Growing up
having gone to Christian school all my life, I lived
in this little bubble, but at a place as liberal as UC
Berkeley, people who pursued their faith were
really genuine about it. For the first time, being
a Christian wasn’t part of the norm, so anyone
who did identify was real about it. This helped
me to grow and discover my faith among great
community, as God challenged me greatly during
my college years.
Now that I had achieved my goal of going to my
dream college, I had the perfect plan- I would go
in Pre-Business, ace my classes, join a business
club, get into Haas, one of the top underg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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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chools, and graduate with a job at one
of those big Silicon Valley companies like Google
or Facebook. However, my second semester of
my freshman year, I got sick. School was very
difficult and I was struggling in my classes, I was
away from my family and closest friends, and
I just felt so helpless in my illness. I wondered
how God could allow this to happen to me. It
was around this time that I happened to stumble
across my now favorite Bible verse, 2 Corinthians
12:9-10.
And He has said to me,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for power is perfected in weakness.”
Most gladly, therefore, I will rather boast about
my weaknesses, so that the power of Christ may
dwell in me. Therefore I am well content with
weaknesses, with insults, with distresses, with
persecutions, with difficulties, for Christ’s sake;
for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I realized that it was okay to feel weak and
I didn’t need to be strong because I find my
strength in Christ and He fuels me. I learned to
rely on my sisters in my Christian sorority and I
found a church to be a part of, and I overcame my
sickness for the most part. I continued to grow in
my faith, and I decided the following year to get
baptized at my church in Berkeley. I previously
made the excuse that I wasn’t ready and my faith
wasn’t strong enough yet, and honestly, I still
didn’t feel like I was a “good enough Christian”
when I did get baptized, but I decided to do it
because despite my failures,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trust in the Lord for everything in my life for as
long as I live, and I wanted to be held accountable
to that promise by publicly declaring it.
After that, I felt like God challenged me even
more. I didn’t get into the business school, and I
decided to major in Statistics, which has the 2nd
lowest GPA at UC Berkeley. To say I was humbled
is almost an understatement. Traces of my
sickness lingered all throughout colleg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ocus and I even failed a class. I also
held leadership in my sorority which was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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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ike to think of myself as an honest person, but
this is almost to a fault. I tend to be blunt and
girls can be sensitive and there were times I
wasn’t loving to my sisters, although those were
my intentions. I had to learn to be show more
compassion, as Christ has shown me.
By the end of college, I could look back and four
years and feel proud of the person God had
pruned me to be, but I was exhausted. I had
intended on staying in the Bay Area for jobs, but
my last semester, I felt like God was calling me to
move home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 was taking
a huge leap of faith into the unknown by moving
home. My community and my best friends
were in the Bay. I felt like other than family
and Jonathan, I was coming home to nothing
substantial. I found a lot of comfort in Jeremiah
29:11-13.
For I know the plans that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for welfare and not for calamity
to give you a future and a hope. Then you will
call upon Me and come and pray to Me, and I will
listen to you. You will seek Me and find Me when
you search for Me with all your heart.
It gave me a lot of peace to know that if I seek
after the Lord,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I like to plan A LOT and so I
had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that my plans don’t
always align with God’s plans, and His will be and
always are better. And honestly, everything really
did work out better than I could’ve imagined
it. I got a job pretty quickly after graduation,
Jonathan and I got engaged a bit after that, we
found a great place to live, and we got married.
Best of all, God provided us the community
of MBCLA to be a part of. This was originally
supposed to be my temporary home church until
we got married, but everyone at the young adult
fellowship has been so welcoming to both of us.
We’ve even found places to serve and continue
to grow. God has been very faithful to us thus far
and we cannot wait to continue our journey with
you as our new family.

JONATHAN AILES
I was born in a Christian home so I went to
church with my family since I was born. I
remember when I was about 5 or 6 years old, I
ran out into the backyard and knelt down and
asked Jesus to come into my heart and forgive
me from my sins so that I can go to heaven, like
I had heard in Sunday school. I also remember I
prayed this prayer on a couple of other occasions
just to make sure that I was covered. Through
continuing to grow up I learned more and grew
in my faith by going to church and participating in
youth group.
The summer after I graduated high school I was
very worried about going to college, as I
was going to go to UC Berkeley and people kept
telling me of how liberal it is there and how my
faith will be challenged by everyone I meet. Also
it would be my first time moving and I would
only know one person there. That summer I went
to a camp and during one of the quiet times I
remember especially wrestling with this. Then
suddenly a butterfly flew by and a thought came
into my head saying, “God is there too.” This
was very comforting to me because it meant
that it didn’t matter if I didn’t know anyone or
if everyone there would be attacking my faith
because God was there to sustain and comfort
me. During my time at Berkeley it was very cool
to see the large number of Christian groups on
campus, it seems like everyone had the same
thought that since this is a hostile place we need
to intentionally seek out and join a community
to stay rooted in our faith. So I was also able to
find a community of brothers at the Christian
fraternity to share life and study the Bible with.

In 2013 the pastor at my home church in
Garden Grove encouraged me to get baptized.
At first I wasn’t sure if I wanted to. I knew that
being baptized was a good thing and an act of
obedience to God, but I also knew that I was still
saved even if I was not baptized, after all, we are
saved by grace and not by work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being baptized, I realized I was clinging
to my pride and that baptism is not just a “work”,
but an act of obedience and of declaring that I
am saved by Christ’s sacrifice and that alone.
Another time that I grew in my faith was right
after I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 had a hard time
finding a job. A lot of things in my life had come
fairly easy to me, and I had thought that since
I had majored in engineering there were many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for me. So when I didn’t
get a job right away I felt discouraged. I realized
I had been taking a lot of things for granted. I
had to learn that I needed to persevere and rely
on God. When I did get a job, it was very clear
that God had provided it for me. Now this is still
something I struggle with, to not be complacent
and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and to remember to
rely on God not only in the hard times but also in
my everyday life.
The reason that I want to transfer my membership
to MBCLA is that my wife and I would like to be
a part of a community of believers that we can
grow deeper with and also have opportunities
to serve in. We have greatly appreciated being a
part of the young adult fellowship here and look
forward to being in community with the rest of
the MB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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嚐嚐主恩的滋味

編者的話
Dear Reader,
This issue, we turn our focus to the area of our equipping as
followers of Christ. We are saved in Christ with the purpose of living
lives that glorify him by reflecting his goodness and love. We have
been given a resource for this purpose; an all-sufficient help in his
word. May we pursu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love for the Word of
God and a deeper grasp of the wisdom and truth it delivers.
From Dennis Fisher: Karl Elsener, a Swiss designer of surgical
equi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worked for years on perfecting a
military knife. Today his Swiss Army Knife is associated with
excellence in blades and a variety of utilities. One model includes knife
blades, a saw, scissors, a magnifying glass, a can opener, a screwdriver,
a ruler, a toothpick, a writing pen, and more—all in one knife! If you
are out camping in the wild, this one item can certainly make you feel
equipped for survival.
We need something to equip us to survive spiritually in this sinful
world. God has given us His Word, a kind of spiritual knife for the
soul. Paul writes: “All Scripture is given by inspiration of God, and
is profitable for doctrine, for reproof, for correction, for instruction
in righteousness, that the man of God may be complet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 3:16-17).
The word translated equipped means to “furnish or fit completely.”
How does the Bible equip us for life’s journey? It provides spiritual
truth in doctrine; reproof in showing our imperfections; correction by
revealing our sinful failures; and instruction in living a righteous life.
There’s not a more valuable tool than God’s Word to make us fully
equipped for spiritual survival and personal growth.

詩篇34:8說，“你們要嚐嚐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
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這裡有非常清楚的邏
輯，就是先品嚐，然後感受到神的美善；先投靠，然後
成為有福之人。先有行動，然後得到一個美好的結果。
就像任何一個甘甜的水果，你不舔它咬它，你怎麼知道
這個水果的甘甜？“你們要嚐嚐主恩的滋味”就是要以
信心投靠主，將所有的事交託給他。“當將你的事交
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詩37:5）品嚐
主、投靠主不是偶爾讀經、禱告一次，而是把讀經禱告
作為生活的一部分，長期的、有信心地「持守在誠實善
良的心裡，並且忍耐著結實」（路 8:15）。這樣，我們
才有豐盛的生命。
詩篇第34篇繼續說，「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
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詩 34:10）。人有
體、魂、靈，也有人叫身、心、靈，人一生的需要不只
是物質的，也有心靈或精神的。可是很多人因為短視，
常以金錢、物質為考量，以至於在更重要的事上受到虧
損。如何才能「甚麼好處都不缺」呢？乃是以一顆信靠
的心，常常讀經，常常禱告，常常崇拜和讚美，一生之
久都活在神的恩典中。我們身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我們教會的松柏詩班，他們中間有不少七八十歲的
老人，像我認識的李但以理先生，還有剛剛慶祝了一百
歲生日的李黃賽老姐妹，他們都是長年以信心投靠主的
人，常年讀經、禱告、崇拜、讚美，他們嚐到了主恩的
滋味，他們是真正的有福之人。各位讀者，您是怎樣品
嚐主恩滋味的？請與我們大家分享。

Jo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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