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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踐聖經的教導

做個既聽道又行道的人
◎ 陳寶聲 牧師

甚

麼是讓別人認識我最有效的方式呢？寫一
本自傳？拍一部介紹自己的影片？或是畫
一幅自畫像？……最簡單直接，也是最有效的
方式就是讓想要認識我的人與我一起生活，透
過每天的相處，一點一滴地累積對我的認識，
瞭解我的性情、我的喜好、我的習慣，和思維
方式……這不就是孩子認識父母最自然也最真
實的方式嗎？透過父母在孩子生命中的參與，
孩子父母在一起生活，孩子便愈來愈認識父
母，父母也會深深地認識孩子。
詩篇139篇告訴我們，神是創造我們，賜予
我們生命的主，祂鑑察認識我們，曉得知道我
們一切的意念和所行的，神完完全全的認識知
道我們每一個人；然而，人若要認識神，必須
付出時間與神相處，時常與神在一起。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後3:16》，
「神所默示」原文指的是「神所呼出的氣」，
其含意強調著神以一種親密、靠近的方式向
人啟示自己。聖經是一個神向人啟示自己的故
事。故事，不是指它是虛假的，而是指在本質
上是一個敘事，是真實的故事。研讀聖經猶如
聆聽神對人講故事一樣，仔細專注的聆聽著，
聽者就可以感受到講者所呼出的氣息，聽與講
的距離是如此的接近，就像小孩子靠在母親身
上聽故事一樣。聖經是神所呼出來的氣，讀經
的時候，神確實與人十分的靠近，近到連祂所
呼出的氣，讓讀經的人能感受到。
聖經記錄了神在人類歷史中所做的，並如
何邀請人來認識祂和與祂同行，聖經記錄了歷
世歷代的人如何回應神的故事。神願意萬人都
認識祂，神用這故事來啟示自己，好讓任何人
都可以認識祂，人人都可以在聖經的故事中遇
見神。
聖經是神用祂的氣所吹成默示的，「於教

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提摩太
後書 3:16）；神的話語在教義和行為的層面上
建立塑造我們，教義方面，「教訓」是肯定真
理，「督責」是否定異端；行為方面，「使人
歸正」有矯正的意思，糾正錯誤的行為，「教
導人學義」是訓練人行義，塑造正確的行為。
聖經不單是讓人自我提升，發 揮 人 的潛
能，作自我實現；聖經至終的目的乃是要裝備
好「人」去完成「神」的善工。人是神所關心
並且要塑造的對象，使人可以參與在創造者偉
大的事工中，被神使用來完成各樣的善工。故
此，聖經充分地涵蓋了人生活中的每一層面，
聖經的賜予，是要「讓屬神的人得到充分的裝
備，可以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7漢語新
譯本）。
聖經的學習必須知行並重，聽道又行道才
讓人真正的認識和經歷神。聽道若不行道，它
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不行道使聽道者的生命
沒得著改變，因此，也無法完成神要他完成的
使命，至終，是一個沒有完成使命的人生，聽
道而不行道的人是自己欺哄自己的（雅1:2224）。
行道就是遵照神話語的吩咐實行出來，每
天活出聖經的教導，生活中的每一個決定都按
照聖經的原則去抉擇，與人的關係也按照聖
經的準則去實踐。實踐聖經的真理是要付代價
的；許多時候，真理的實踐有如逆流而上，會
遇到許多的抵擋，甚至遭受攻擊與逼害。雅各
書告訴我們，聽道又行道的，這人在他所行的
事上必定蒙福（雅1:25）。若將所付的代價與
神的賜福相比的話，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代
價，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
永遠的榮耀。求主幫助我們，聽道又行道，讓
我們成為蒙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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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基督,活出耶穌的愛
曾經在網站拜讀了一篇勵志文章，是一位媽
媽對兒子到遠方做義工，內心糾結的表
白，故事內容大致如下:她家大兒子成功地申
請了克林頓基金，很快要去西非的塞拉里昂(
Sierra Leone) 做4個月義工，那兒曾爆發伊波
拉病毒，剛剛結束了內戰，醫療條件十分差，
是去年才進口了全國第一台CT掃描儀的獅子山
共和國.這裡瘧疾橫生，更是死亡率超高的落後
國家。媽媽雖然咬緊牙關表示支持，其實心裡
很害怕，怕兒子不能平安回來，連從不干涉孩
子決定的溫和父親，也緊張地詢問兒子能否換
個別的國家？因為這個國家醫療條件太差了!兒
子是這樣回答他們:“就是因為醫療條件太差，
我才要去做義工，幫助改善那個國家的醫療條
件。”當地沒有電訉條件，4個月內，孩子和父
母基本失聯，父母無法知道孩子的消息，只有
在孩子患重病時，國際救援組織才會把孩子送
回美國。起初，媽媽進一步試問兒子可否取消
此行，兒子卻反問母親:“您不願意我去，那您
認為應該讓誰家的孩子去？”正是兒子的這句
話，讓母親無言以對，也因為這件事,她開始反
省自己，對於不幸和有需要的人，是以生命和
真愛去關心他們呢?還是有條件地付出自己多餘
的能力而已。最後，她想通了，親手寫了信告
訴孩子，以前她送兒子讀藤校，(Ivy Schools)
是為了給兒子將來有更好的生活，如今是兒子
改變了媽媽的觀念，她表示堅決地支持兒子的
決定，並鼓勵兒子好好裝備自己，奔赴遠方。
這個故事令我久久不能忘懷，雖然今天自
己是一個基督徒，在生命中也常常受到各種的
試探,站在同是當母親的角度上,如果碰上同樣
經歷發生在自己身上，是告訴子女這個國家離
我們很遠，況且是一些我們不認識的外人，可
否另選事奉工場或是捐款算了？還是熱誠相
助，相信內心也有一番的煎熬和掙扎。
實踐聖經的教導，是需要靈命的成長和品
格的建立。藉著效法主耶穌，學習實踐聖經真
理。比如學習禱告，我們就要向神說話，要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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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譚靜舒

習多開口。學習謙卑，就要凡事不要彰顯自
己，而是彰顯上帝。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經
過學習和操練才有美好的表現，我們把真理和
實踐生活相連，藉著對真理所表現的態度，就
會成為兒女模仿學習的榜樣，就像雅各書1:23
所講的那樣，“聽道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一個
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貌，看過走開以後
馬上就忘記自己的樣子了。”
實踐聖經的教導，是要效法基督彼此相愛。
耶穌教導門徒要彼此洗腳，“我作了你們的榜
樣，是要你們也要照著我所作的去行。”使徒
保羅也是以主的教訓勉勵弟兄姊妹:“你們效
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透過聖經，我們
看到耶穌基督趕鬼治病，讓死人復活的事跡，
降尊為卑為門徒洗腳，教導我們如何彼此相愛
和愛人如己，給我們作了彼此相愛的榜樣。因
為上帝是愛！學習上帝怎樣愛人，愛我們不認
識的人，愛我們不喜歡的人，愛罪人乃至我們
的仇敵，雖然知易行難，但當我們有了堅定信
仰，就不會隨著自己的私慾喜愛而行。
實踐聖經的教導，是讓自己的信仰和行為相
稱。先知以賽亞曾譴責當代以色列人用唇舌尊
敬上帝而內心卻遠離上帝，先知並告訴他們成
為上帝子民的理由是“耶和華喜愛你們，揀選
你們，並不是因為你們的人數比別的民族多，
其實你們的人數在萬族中是最小的，而是因為
耶和華對你們的愛……”(申命記7:7) 以色列
人不是大族、大國，也不是以色列人有甚麼好
行為，甚麼都不是.是上帝的憐憫和愛先賜給了
我們，上帝差派衪的獨生子，降世為人，乃至
捨身十架，為的是赦免了我們的罪悪，使我們
得到救贖的恩典，這是基督的憐憫大愛!上帝透
過聖靈工作，讓人明白上帝是聖靈，我們要服
從聖靈，所以，參加門徒訓練，要我們效法和
模仿主的教導，讓我們越來越像基督，參加主
日學,使我們有知識真理的裝備，信仰有根基。
效法基督，讓我們行出主耶穌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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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貴元

小時候，聽爸媽的話，是個好孩子；上學
時，聽老師的話，是個好學生；工作時，
聽領導的話，是個好幹部。是對還是錯，我不
知道。
信主後，我方明白，要說信，就依靠主；
要說聽話，就聽主的話。七十歲之前，錯信
仰，荒誕！無信仰，精神無寄託，靈魂無歸
宿。如同草原上迷途的羔羊，沒方向，四處亂
跑；如同大海中的一葉孤舟，沒羅盤，不知何
處靠岸；如同黑夜裡行走，沒有北斗，原地打
轉。就在徬徨徘徊之際，主伸出大愛之手，給
我第二次生命，在我身上活靈活現的體現聖靈
的光照。
我認為我是一個有知識的人。雙專業高級
工程師，並非浪得虛名。信主後才知道研究科
學只是驗證上帝的榮美，偉大科學家牛頓說：
“我可以計算宇宙行星運行的軌跡，但無法計
算人類的瘋狂，在海邊我只是撿貝殼的小男
孩。＂這不是謙虛而是事實。所以科學研究是
上帝莊嚴的教誨，是真實的讚美詩。所以信主
後，我敬畏主，只有敬畏主才是真正的智慧。
主啊！祢是掌控萬有的主，卻生在馬槽
裡；祢是掌控一切的主，卻過著清貧的木匠生
活；祢是掌控永生的主，卻在三十三歲被釘死
在十字架上。這十字架的悲壯，足以讓世界顫
抖，讓萬民信服。十字架是羞辱的刑具，也是
榮耀的冠冕；是釘死老我之處，也是新生命發
展的道路。人接受十字架救恩，認耶穌為救
主，必然聽主教導，運行主旨意。順服其命
令，畏懼其警戒。遵命不講理由，不帶條件，
不能推遲，不能違背，不能修改。面對主的命
令必須誠實。
過去我努力學習增長知識，四處奔波，苦
苦求索。現在我靜心苦讀，唯有聖經，大海航
行，我有羅盤；黑夜行走，我有北斗。
過去我遵章守紀是好公民，現在我努力
當好主的好兒子；過去我努力奮鬥，為人民服
務，現在我學道行道，甘願當神的僕人；過去
我競競業業，以人為本，現在我讀經禱告，以
神為本。

聖經，唯有聖經。聖經不是教科書，不是
科學的阻力，聖經不是作品，而是生命之書。
聽話要聽主的話。
主教導要愛。律法的總規是愛，是第一誡
命。有神愛可除去審判的恐懼。但愛心是有界
限和原則的，愛心不是漠視罪惡。愛心向世人
施出愛，施愛不是圖謀愛，無原則的愛就是自
私的愛。
主教導要原諒別人。所謂原諒，不是沉
默無語，沉默的原諒是自私的流露，是自私的
本性，最好的原諒是批評，助其改正，回歸正
確，使人人都上教會的跑道，靈魂就被召喚。
主教導傳福音。這個世界不缺憤世嫉俗的
憤青，也不缺“替天行道”的狂徒。但需要的
是信仰的福音，使人們在恨之處播種寬恕，在
絕望之處播種希望，使萬民知曉律法中的理，
更動十字架悲壯的情，使人人皆祭司，人人擔
使命。道比生命重要，教會不是江湖，與其在
別處仰望，不如在教會並肩。傳道，道不遠
人，言語的靈魂是行動，傳道不行道，只是講
道，只是說道。三尺講台不高，但很神聖；三
尺講台不寬，但很莊嚴。所以站在講台之上，
背負神的使命，肩負十字架的沉重、光榮、嚴
肅。所以傳道人千萬別離開神的教導，別離開
聖經的權威。
聽主的話，實踐主的話，方是行道。正是
本著主的教導，我曾給“主日學＂，“家訊＂
方面提出了我的建議，已給教會負責人，我認
為這正是聽話的實踐。
我認為教會和傳道者都應該聽主的話，而
不是固步自封，虛心而不是驕傲。
讓我用一首詩結束我這篇文章。
幾十年生死兩茫茫，自痛苦，無方向。
細思量，許多事情不能忘。
苦苦求索，人生好淒涼，
何處尋覓，如何信仰，灰塵掛面，兩鬢如霜。
主大愛拯救我，聖靈光照我，熱淚千行，
讀經、禱告來行道，永生之路在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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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聖的功夫是一步一步實踐聖經的教導
◎ 張蕭千惠

我 們得救後，要不斷的追求屬靈生命的
成長，才能漸漸成聖，最後才能得榮
耀。
那麼如何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以達
到成聖的功夫，就需要一步一步實踐聖經
的教導。上帝深知我們的軟弱和不完全，
因此窮我們一生，每天都必須倚靠聖靈的
幫助去實踐聖經上的教導。緊緊跟隨耶穌
的腳步，努力效法祂的榜樣。
當我們越來越像耶穌的時候，也就是
我們越來越有成聖功夫的時候，我們大概
永遠也不會達到一百分的滿分成績，因為
我們這取死的身體，誠如保羅所說的：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
但只要我們肯天天努力實踐聖經的教導，

4

2 0 1 8 年 0 8 月第 1 4 9 期

讓神看到我們內心的真誠，看到我們的生
命確實在改變，不再一樣，生命有了更
新；也看到我們的老我天天都在破碎，使
上帝可以重新陶造一個新的。這樣去做，
必蒙神的喜悅！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就讓我們來談
「愛」，「愛」是一門很難學習的功課。
林前13 章，是保羅所寫的「愛的詩篇」，
是我們非常熟悉的。
愛的詩篇（林前13:1-8）：我若能説
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
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
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様的奧祕、各樣的
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
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我若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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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
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愛是恆久忍耐，又
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
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
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
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一、愛勝過一切（林前13:1-4）
保羅的意思是愛比任何的恩賜都重
要。倘若缺乏愛，再大的恩賜都算不得
什麼，因為有愛使我們的恩賜才有意義。
換句話說，就有如一個人儘管他的外表有
多亮麗，多能幹，多有本事；或做了大善
事、或被焚殉道，倘若他內心隱藏的動機
是為了做給人看，以博取他人的稱讚，他
的出發點不是愛，這就算不得什麼，也亳
無益處。在神的眼中，毫無價值可言。
神不會給這種人加分的，他也得不到神的
獎賞。親愛的弟兄姊妹，有愛才能勝過一
切！
二、愛是永不止息（林前13:5-8）
這裡簡單的幾節經文，包含了整個
「愛的真諦」，告訴我們「愛」是什麼？
我算一算一共列出了十五項，這十五項要
學習的品德，正是主耶穌基督的品格，祂
已為我們立下了榜様，我們要照著去做，
努力去實踐這十五項聖經的教導。由於篇
幅有限，我只舉一、二個我自己實在的例
子，讓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明白。
（1）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我的先生耳朵重聽，一件事情，總是
問了又問，問了許多次，他聽不清楚我的
回答，即使我很仔細的寫在字條上，他還
是會再嘮叨不停。這些正是神在操練我有

沒有「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不能
生氣，也不能發脾氣，再三提醒自己要忍
耐、要有愛心，才能有資格在E.Q.(情緒
商數）上，做為一等人。不容易吧！但上
帝要求我們努力去實踐，唯一的方法，只
有倚靠聖靈的幫助。
(2) 愛是「不嫉妒」
沒有「愛」，就會產生「嫉妒」，
嫉妒往往引起很大的傷害。自古以來，層
出不窮的男女兇殺案，始終是社會的頭
條新聞。創世記記載約瑟的哥哥們因為嫉
妒，把約瑟賣到埃及。掃羅因為嫉妒大
衛，追殺他。中國的李世民弒兄殺弟，奪
皇位。
我自己家的悲劇是由於大嫂和弟婦
對我的嫉妒，父親語重心長的對我說：
「你以後回台時，不要去看他們，他們也
不會想見你。這一切都不是你的錯，而是
他們太貪心、心胸太狹窄、一點肚量也沒
有。樹大會分枝，人生難免有悲歡離合，
要看開！不要傷心難過。你要好好照顧你
的家、你的先生和你的三個女兒。」於
是，從1988年到1999年，整整十一年，我
見不到哥哥，也看不到弟弟。直到1999年
12月5日，父親病危，我趕回台灣，才再見
到他們。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要學習心中
有「愛」，不要「嫉妒」。天父上帝賜給
每一個人不同的恩賜，明白主權在神，
不要去和別人比較，在天父面前，我們都
是獨一無二的，祂給每一個人的恩典都是
夠用的。讓我們活出「愛」的人生，甘心
給，用心愛。看啊！上帝的賜福會臨到，
上帝會打開天窗傾福於你，你成聖的功夫
會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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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心靈體悟並實踐聖經的教導
◎ 程行中

回想過去，在實踐聖經的教導上，從事的
一次中宣，並沒有用心靈體悟與實踐，
以致失誤連連，愧對神。記得有一次參加的家
庭主日崇拜，講員是由東北派來的一位自稱是
牧師的人，她聖經背的非常熟，但所講的內容
前後似乎有些矛盾，似是而非，我曾多次提出
請教，可是總被一位弟兄多次打斷，以致她都
沒回答。講道結束後，她在臺上要求，大家的
什一奉獻要全部給她，上次所給的缺少了，負
責人說，是將這錢給了一位在傷患的姊妹，因
她發生事故，缺錢付費。這位牧師竟然要求立
刻將錢給她補齊，不可缺少。醫院費用的捐
獻，不應從什一奉獻中拿出，會眾應自己另外
出……當時會眾好像有點難處，因都是貧困人
士。雖是第一次與牧師見面，我因看不下去她
這樣的態度，就勸說放過他們這一次吧，主耶
穌不是說作在最小的弟兄姊妹上，就是作在主
自己的身上嗎? 她說她是利未人，這些年什一
奉獻從未短少過，這一次也不例外，必須一
分錢不少的給她。我說什一奉獻是因聖靈感
動，心甘情願地樂意奉獻，怎能像您這樣強求?
……那知，她竟破口大駡我……她最後竟然對
著我們大家說:“凡不聽我所說的，我奉耶穌的
名詛咒你們!”這樣子用手指著我們來回的說
了三次，就走了。大家都被震住，怕她再回來
詛咒傷害而且也已超過聚會很多時間……所以
我們大家都一下散去，我也跟負責人陪不是而
離開。事後有請教負責人，她說由東北訓練，
被派出到全國各地的這類牧師迄今已逾百位，
他們都是遵照他們的老師的要求做的。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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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德州公寓經理出事，政府要求我必需立刻
回德州處理，所以中宣不到一年就結束了。因
此，後續的工作也因搬到德州忙於處理而沒
做……主啊! 我深覺我做錯了很多事，求主饒
恕我的過錯; 我沒有在當時，透過在聖經上的
教導，當場立刻替負責人禱告，也沒有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斥責撒旦退去，求主的寶血潔淨
整個會場; 我甚至以後也沒有再回到這家庭教
會，再看看他們有那些地方偏離聖經，做必要
的教導……求主原諒。
在這一次的教訓下，深知即使在掌握了歷
史、地理和文化環境的前提下去讀聖經(約在七
年前，我根本沒有做到)，若沒有聖靈的光照、
啟示、解惑和帶領，還是不能真正明白聖經，
更何況實踐聖經的教導?所以需要謙卑等候聖
靈動工，在聖靈光照、啟示、解惑和帶領下，
才能真正實踐出合神心意的聖經之教導出來。
也就是說即使滿有聖經的知識卻沒有真正用心
靈按聖經的教導去實踐，易導致空談化，行為
脫節化，就像聖經中主耶穌十分嚴厲的斥責的
文士和法利賽人“瞎眼領路的有禍了！”(太
23:13-36)，我就是犯了這樣的罪，這是我要
警醒認罪悔改的地方，總是要將福音正確地傳
開，造就人，榮耀神!
由於篇幅有限，所以只能就我在過去傳講
神的話語，所遇到的一個問題和回答，來應用
到這次的“主題”如下:他們問為什麼神起初是
要我們吃素，但後來又改變了呢?神的話不是
永遠不變的嗎?我的回答說，創世記1:29-30神
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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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
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它們作食物”神
確實是叫我們吃素!但等到洪水後，神的話不
同了，“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
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創
9:3) 神是叫我們可以吃素和吃葷了;詩篇
119:89 “耶和華啊，你的話安定在天，直到
永遠”; 雅1:17“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
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
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看來好像神的話是不變的，就是說以上的聖經
所說的真理有其穩定性，永恆性，不變性，然
而當我們用心研讀聖經時，卻發現以下的事實
變化: 神叫掃羅受膏為王，因掃羅犯罪，被
神棄掉改立大衛(撒上10-13章); 割禮的事亦
然……。主耶穌又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
卻不能廢去”(太24:35)，再說:“你們聽見有
話說：”不可姦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
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姦淫
了”(太5:27-28) 縱觀新舊約，神的話有變，
所以在實踐聖經的教導上也要有變!這說明神
的要求提高了，神的話語在道德問題上的可變
性。用心靈讀聖經，讓我們進一步體悟到:真
理的不變，是指神的屬性和永恆真理說的，指
神的公義、大能、大愛、公平、聖潔、信實等
說的；神真理的可變，是指神對我們兒女的具
體教導上說的，是有一定的原則，那就是必須
是進步的、向上的、深化的、聖潔的而不是相
反的。更進一步，我這樣想，教會負有根據聖
經教導之責，而最理想的教導，則是配合聖靈
的工作，聖靈在誰的身上做破碎的工作，教會
的執事或老師應在那人身上教導十字架的功
課。體驗在先，明白在後，苦難在先，愛心、
關懷、鼓勵、並按聖靈感動造就及教導在後，
就更能實踐聖經的教導。十字架的資訊，除非
有經歷，否則不會明白。當經歷聖靈的破碎之

時，十字架的資訊可以讓我們學習順服，使我
們在順服中得安息與潔淨，進而體悟並實踐神
的教導，進入真正敬拜的領域而蒙神喜悅。
再者，縱觀歷史，從古至今，若在不存敬
畏神的心態中來實踐聖經的教導，很可能在惡
者不斷的攻擊試探中，能過關斬將而得勝的，
就不多見。我就是在大陸本著自己的熱誠，沒
有存敬畏神的前提下，自己去做傳福音的工
作。聖靈對我所說的微音，自己不夠警醒，
以致即使聽到，卻因外在各種因素的干擾而提
前結束，沒有繼續完成(因大兒子去世的打擊
及在德州的各樣服事)，深感愧對神，求神原
諒，赦罪。深深體悟，要在靈裡用真實的自己
敬拜神、敬畏神、讚美神、榮耀神!我要用心
靈從聖經裡面來領受資訊和教導，進而與主互
動、禱告與實踐，想必神定會一直與我同在、
同行、同工，以致我不會偏行己路，導致事後
的自責!
神啊!祢的智慧何其深，祢的教導何其
美，祢的作為何其大!請開我的心眼、心耳與
心竅，願存受教的心，用心靈去體悟祢的話
語，願聖靈帶領來實踐聖經上的教導。求祢的
救恩洗淨我無知的虧欠，願祢拯救的大能，釋
放我所有的捆綁，給我全然的健康與安息，給
我自由的釋放，讓我活在祢的裡面就不沾染
世俗污穢與撒旦的攻擊，行在光中就不見人性
的黑暗與干擾。讓我與祢同行就不會迷失，也
沒有缺口。與祢同工便在事奉與傳福音上就會
合祢心意，不怕做錯事而自責。懇求祢賜給我
勝過一切罪惡權勢的權柄與能力，以真理扶持
我，以智慧建立我，以大能堅固我。願聖靈隨
時充滿我，隨時為祢作見證，不怕受難，隨時
榮耀祢的名!做個真正能實踐聖經在對己及對
人上，能忠心教導的僕人，為祢所用。這樣禱
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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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主呼召的事奉
◎ 朱麗媛

自從接受門徒訓練的教導後，感謝神帶
領我，更樂於主動觀察神家中的需
求，並向神禱告祈求清楚的帶領，確認祂的
呼召，進而可以篤定地去服事。
在基礎門訓中，有一部分的內容是在探
討每個人的屬靈恩賜，我對恩賜調查分析出
來的結果，大致認同，也思想著未來服事可
依著這些方向去耕耘。然而在接下來的歲
月，神讓我看到的異象，感動我去服事的崗
位，都是我沒有設想過的。不過當我仔細思
索，其實我的服事都在發揮那些恩賜，只是
事奉的「崗位型態」，是出乎自己所預設或
想像。
我所服事的崗位是什麼呢？一個是在青
馨團契中負責“門訓與屬靈夥伴促進與協調＂
（簡稱“門訓協調＂）的事務，另一個是有薪
酬、為團契裡身體軟弱的一位姊妹提供煮飯清
理的“家務工＂。
第一個崗位“門訓協調＂是青馨團契過
去從未有過的事工型態(可能也是全教會過
去都沒有過的) 。然而當時候到了，有這個
需要時，自然就產生了這個職責。故事緣由
如下：2013年教會開始基礎門訓已三年之
際，我雖無法參加教會每星期二為期12周的
門徒訓練，然而已完成門訓的林家琪姊妹，
願意每月一次帶領我們幾個人門訓，為期近
兩年，那段時間的相互切磋學習作門徒，真
讓我受益匪淺啊！進而在事奉上更是想探究
神要我在什麼地方服事？我又要如何發揮屬
靈恩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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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於青馨團契有許多人和我一樣，雖
無法參加教會星期二的門訓，但很想在其他
時間，一個月一次或兩次，去進行完成，於
是我向神禱告：主啊，若這是祢對我的呼
召，要將門訓的裝備落實在青馨團契這群弟
兄姊妹身上，我一定盡力去做！
就在2016年10月，我向團契的輔導
Harry & Nancy 表達這方面的負擔與異象，
願意在團契裡為有需要的人組成門訓小組，
按照他們自己可行的時間相聚作門訓，同時
也支持教會提供的門訓，推薦時間允許的對
象去參與。輔導及同工們非常認同此事，在
很短的時間內就在青馨團契裡設立了“門訓
協調＂的事工。感謝神！事工展開後，有一
些受過門訓的弟兄姊妹接受呼召，願意當門
訓小組長，之後就有幾組人從2017年三月開
始使用教會推薦的門訓教材，各自進行門訓
並持續到現在。
至於什麼是“屬靈夥伴活動＂呢？和門
訓又有甚麼關係呢？因為有一些人或已經接
受過基礎門訓，又有一些人或覺得時機未成
熟，只想要有屬靈夥伴一起進行非門訓教材
的靈修分享或屬靈書籍讀書會；又或者有一
些剛信主的人比較需要關懷禱告。於是經過
輔導帶領整合各類需求，就產生了“門訓與
屬靈夥伴促進與協調＂這個概念！但不論是
哪一種型態的小組活動，終極目標都是要讓
人成為耶穌的門徒！
至於另一個服事的崗位“家務工＂，是
自己工作上的事奉。我曾想去基督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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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福音相關活動的策劃宣傳之類的工作，
因為“感覺上＂非常符合自己的興趣及恩
賜。然而服事主不是我想要如何就如何成
就，乃是要順服主的帶領。畢竟按照在主裏
的需求順序，是要我先去為重病的姊妹煮飯
清理呢！雖然這事情相對急切，我又是如何
確定是主呼召我呢？我曾經向神禱告祈求給
我一個明確的指引帶領，好讓我清楚明白那
是神要我去做的工
作。
2017年10月，
我因需要貼補家
用，計劃找一個兼
職又能事奉主的工
作，經過數週的禱
告與等待，以及查
閱一些基督教刊物
及世界日報的人事
廣告，我在周遭並
沒有看到或遇到由
神賜下的機會或指
引。我就和先生、
小孩談到最可能馬
上就找到的半職工
作範疇，包括“居
家看護病人、家務
工、及開車接送小
孩＂，因為是延續
照顧婆婆及小孩好
幾年的經驗。我心
想這類工作可藉由表達關懷來傳福音，是理
想事奉主，也發揮恩賜的工作，但希望在我
家附近，好兼顧家裡，於是以上就成為我當
晚的禱告事項。
隔天，沒想到神就應允成就我的禱告與
祈求！因為團契裡住我家附近的一位重病的
姊妹，正巧在微信群裡登出因親戚回國，無

人幫忙，要找半職的“家務工＂。她登出的
第一時間，我就看到她的訊息，我想這太巧
合了！若不算是神的指引與呼召，何以這麼
呼應我的祈求？就讓在旁的先生過目登出來
的訊息，見證是神帶領賜下的機會！除了前
面所言的巧合，這更是應了我素來的盼望，
希望能有機會支援幫助她、與她相聚聊天談
心、並為她禱告，於是就趕緊回應自己可以
做這份工作，她也
很高興一下子就有
主內且熟識的姊妹
可以固定常態地來
家裡幫忙。如今我
在這個崗位已經做
了五個多月了，感
謝讚美主！我們兩
個友情更深，彼此
都藉此收穫良多！
她的病情在神的憐
憫恩典下，持續恢
復著，並精神奕奕
地與先生回到教會
崇拜。
每當想到自己
能經歷主、追隨神
的異象呼召去事
奉，真是有幸！我
也以主耶穌在馬太
福音 25 章 40 及 4 5節
提到的兩句話叮嚀
自己，“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所作的，只
要是作在我一個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
我的身上了。＂相反地，“這些事你們既然
沒有作在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沒有作在我
的身上了。”感謝神，讓我把握機會照主裏
的需求顺序來服事，並在其中發揮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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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巡禮感言
◎ 黃翁益芬

第一次參加北加州聖言中心舉辦的旅遊,
意外的收穫滿滿,除了吃住非常好之
外,最大的特色-屬靈信心的成長。隨行有二
位牧師,在每個景點上,指出聖經的章節和屬
靈的功課,再加上聖詩的搭配,讓我在身心靈
方面都得滿足。例如我們先去參觀加利利海
遺留的古船,知道當時的船夫利用當地八種
樹木材料建造的古船,不是很堅固,在加利利
海遊湖的船上, 牧師分享馬太8:18-27,提到
有三種人想跟隨耶穌1) 為自己的好處可揚
名立萬,是指文士,所以耶穌回答:人子沒有
枕頭的地方。跟隨耶穌不是簡單容易,甚至
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2) 選擇性的跟隨-等
有空才來尋求,是指一位門徒要先回去埋葬
父親,沒有將跟隨耶穌放在第一位,等有時間
再追隨耶穌。3) 以為跟隨耶穌就一帆風順,
不需要付出代價,遇到阻礙就退縮,在風暴中
沒有足夠的信心繼續前進,是指在暴風雨中
害怕的門徒, 以為會喪命,所以求主救命,耶
穌説:這些小信的門徒們, 沒有足夠的信心
跟隨主。深度思考：自己屬於哪一類呢？牧
師訓勉我們：跟隨耶穌是一輩子之久, 希望
我們願意緊緊握住主耶穌的手,不論在順境
或逆境中,都有信心繼續跟隨主,接著賴牧師
唱出”跟隨救主”這首歌，特別感人。
在探訪的旅遊景點中,才發現自己對聖
經不夠熟悉,有些甚至沒有聽過, 像探訪該
撒尼亞腓立比, 是從馬太16:13-22:耶穌故
意在潘神死亡之穴和其他神龕的地方問門徒
自己的身份,彼得在此承認耶穌為基督,永
生神的兒子,沒有任何陰間的權勢可戰勝。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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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探訪迦密山 (附圖1),是從王上18:1740:先知以利
亞在這裡向
450個巴力的
先知挑戰,以
利亞對神大有
信心,在敵眾
我寡下, 為主
爭戰而大獲全
勝,我們應有
這樣的信心,
時刻宣告耶穌
基督是我的
主,真的是從
旅遊中學習聖
經。在探訪大衛躲掃羅的隠基底時,看到曠
野的山洞, 甘泉般的瀑布,尋覓溪水的羊,想
起詩篇42:1 :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
慕溪水;另外看到雀鳥、綠樹、沙番和山羊,
就像詩篇104:17-18 雀鳥在其上搭窩,至於
鶴，松樹是他的房屋,高山為野山羊的住所,
巖石為沙番的藏處。從這次的旅遊中,讓我
深深體驗到作者寫詩的意境,感同身受。
景點探訪中也印證了耶穌的生平：從伯
利恆馬槽出生,在拿撒勒村莊成長,在約旦河
邊受洗,在加利利海邊呼召彼得為門徒,在迦
拿使水變酒行的第一個神蹟,在乾旱炎熱的
矌野中受試探,在客西馬尼園禱告, 為我們
的罪背十字架走苦路,受死埋葬在聖墓堂,三
日後復活成空墳墓,跟隨耶穌的腳蹤旅遊。
旅遊景點的地理位置,從西邊的地中海到東

教會事工

邊的迦利利海,約旦河和死海,雲遊四海;從
北端的但遺址到南端的別示巴,涵蓋整個耶
穌時代的以色列,真的是聖地深度之旅。另
外在進入伯利恆牧羊人的野地,因屬巴勒斯
坦人自治區, 所以我們猶太人導遊無法進
入,而由當地導遊解說,特別提到牧羊人身上
背著一隻小羊的故事 (附圖2):因為這隻小
羊不聽話,牧
羊人沒有殺掉
或丟棄牠,但
怕這隻不乖的
小羊會影響到
其他的羊而帶
壞整個羊群,
所以牧羊人就
打斷這隻小羊
的腳, 天天背
著這隻小羊到
處走, 這隻羊因而與牧羊人有著緊密的結
合,形影不離,天天與牧羊人同行,就如同耶
穌基督不斷的給我們這些犯罪不聽話的信徒
們督責和糾正,希望我們也能像這隻小羊,
緊緊的依靠天父,與主同行。感人的分享。
在離行前的最後晚餐,模擬耶穌時期的場景,
耶穌和門徒的坐姿,可以讓馬利亞替耶穌抹
膏油,耶穌幫門徒洗腳,約翰、耶穌、猶大的
座位順序,而彼得的座位是服侍眾人,讓聖經
的故事生動化,印象特別的深刻。
旅遊中特別感恩的是能夠在迦拿的婚筵
場所,在牧師面前和眾團友的見證下,與先生
重誓婚約 (附圖3),在婚姻的道路上,繼續
實行愛的真諦,蒙恩感謝。巧遇軍人們在禱
告西牆前, 宣誓效忠國家的就職典禮, 埸
面浩大,唱著前幾天才學的以色列國歌,非常
感動。在離開耶路撒冷城牆上, 看到漂浮
的風箏,車內播放著:Jerusalem! Jerusalem!
Hark how the angels sing,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to your King...揮揮手，

再見了!耶路撒冷。旅遊中也深深體驗到羅
8:28：凡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像在死海邊的漂浮,需由我們八人手牽手緊
密的合作搭配,最後才能展現出象徵八福的
水中芙蓉 (附圖4);另外五十人一起活動旅
遊,旅途中出現一些小狀況，因為團友們彼
此的包容體諒,讓這次旅遊畫下美麗的句點,
特別感恩,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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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圖片集錦

◎ 曲維芝/ 毛幼榮 提 供

松柏詩班獻詩

中文學校母親節獻唱

台灣伊甸合唱團晚堂分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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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團契邀請到著名的電影導演謝飛分享電影導演和攝影師的合作

攝影團契跑馬場攝影活動

新生命詩班為父親節特別獻詩

短宣隊出發前牧師的禱告
2018 年 08 月第 149 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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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會活動花絮

國語堂婦女會45周年感恩茶會~~與師母們談心~~

於4月7日舉行,由婦女會和國語堂及粵語堂
共10個團契小組合作動手佈置及準備茶點,
兩堂的牧者同工家屬共襄盛舉, 場面甚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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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會李志慧 提 供

教會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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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東亞短宣記錄

◎ 婦女會李 志 慧 提 供

東亞短宣是本會由2009年開始配合“生命光教育基金會”(本會雷玉林，
雷傅維靜夫婦發起)，以關懷探訪該會支助的盲生、盲人團契及福音朋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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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進深靈旅感言
◎ 程行中

感謝賴若瀚牧師等的帶領！在這前後十三天上山
下海的旅程，賴牧師讓全團團友每日心靈充滿
了神的話語。即使賴牧師陪我們靈修並走完上午的
旅程，已非常疲憊，但在下午他還是打起精神，在
車上陪伴我們，將神的話語深入淺出地告知我們。
在各處景點，他把相關的聖經記述與我們分享，引
導我們思考問題並應用，使我們不但飽嘗靈糧，而
且對聖經中所記載的人、時、事、地有更深的認
識。加上旅館及餐飲也非常好，使我們每日精神充
滿，能全神聆聽講解，這也能看出主辦機構的用心
良苦。另外，更要感謝賴牧師在迦拿婚筵教堂（主
耶穌第一次行神蹟以水變酒的地方）主禮，給我與
太太重申結婚48週年的婚誓，在場有47位見證人，
場面感人。
我特別感謝神！太太Eva有一毛病，在下樓梯
時右腿會痛一段時間，不幸在出發前幾天，右邊坐
骨神經疼痛，不良於行；我給她拔罐治療一次並迫
切禱告。到達以色列後，她竟然能全程隨團上下樓
梯而沒問題，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而我有一痼
疾，早上起來要上大號五至六次，約費時一小時，
每餐後還要上一次，已有三年多了。德州和加州醫
生們都給我檢查過，並開藥給我吃；但治療那麼
久，只能稍微改善，減為三至四次，十分擔心這會
拖延全團的行程。感謝主，到達以色列後，每天早
上只上二次，完全沒耽誤團友，哈利路亞！感謝讚
美主！
耶路撒冷是我心靈的故鄉─主耶穌基督為我
們的罪受辱、受苦、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
在墳墓裏，第三天父神叫衪從死裏復活，萬有都服
在主的腳下……。我是本着朝聖與感恩的心情來到
這苦路。我們這團共有49人，由當初耶穌被彼拉
多判死刑的衙門，背上十字架開始走的一條苦傷
路(Via Dolorosa)，一路前往到主死而復活的聖墓
堂。走在這條上坡的石子路，回想主耶穌當日為我
們的罪背負沉重的十字架，汗與血流在這顛簸的石
子路上……我的心情頓覺十分沉重，願心靈與主合
一，感受主為我們所受的苦和祂要跟我們所說的

話。但一下子被四周圍叫賣聲以及站在我面前拿著
項鍊說“one dollar…one dollar”的噪音打斷，沒
法與主的靈互動，一路上就在這種環境下走進聖墓
堂。“主啊！我有軟弱，我易被世界造成的環境所
干擾，未能用心靈與祢互動，沒有靈裏的更深衝擊
與感動，請祢原諒。”在主的墓地前，有非常長的
人龍在排隊等候進墓內朝拜祈禱，導遊說沒時間進
入；為了不脫隊，也就匆匆忙忙地走馬看花，走出
聖墓堂了。之後再到花園塚，有一傳說主是葬在此
處；由於人多，也未能獨自進墓內安静禱告。我發
誓還要再來耶路撒冷，重臨這二處。感謝讚美主，
以色列航空公司臨時更改航班，延一天才離開聖
地，所以就給了我們再來朝拜的機會。
再去朝拜的早上，吃早餐時，與一位來自美
國密西根州的朝聖團員談話。彼此言及主墓問題，
好像是聖靈給我的啟示，我說：“主墓現已不在外
面，乃是在人自己的心中”，她非常同意我這結
論。我和Eva租了一輛計程車，先到花園塚。感謝
主，墓前人不多，我們二人在墓內跪下安静禱告，
我的祈求大致如下:“主啊！祢真偉大，感謝讚美
祢，祢救贖了我，我願親近祢，願祢也親近我。願
祢看顧和保守中美不再有任何貿易戰，願世界在祢
裏面有平安、和平，世人都尊祢為聖，以迎接祢的
再來。願祢拯救我的兒子們、兒媳們、孫子女們，
願他們都成為祢的真門徒，為祢所用”。然後，我
們走路，從大馬士革門（回教徒的地方）進入苦傷
路的北邊，再進入聖墓堂，然後再以帶著禱告的方
式排隊走了三小時多，慢慢地進到主復活的聖地。
感謝主，我和Eva進入墓內朝拜時，只有我們二
人。由於很多人在等候，怕他們等太久，我祈禱的
内容與在花園塚的相類似，然後匆匆地出來了。求
主原諒我的不敬。
在寫這篇文章時，正值以色列復國70週年，
願神賜福這個國家，願福音能在以色列傳開，願
神帶領他們認識主耶穌基督就是他們的彌賽亞！
願神賜福賴牧師，賴師母，何牧師及這團的每個
團友，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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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神忠心僕人的足跡
有感於王永信牧師的一份行程代禱表
◎ 賈愛軍

最近一次和王永信牧師的胞妹郎雲大姐分
享王牧師的見證時，她手裡拿著的一份
王牧師生前的行程代禱表引起了我的注意 (
參閱本文所附“王永信牧師2007年2－11月行
程代禱表”)。
這是王永信牧師於2007年2－11月的一份
行程代禱表。郎雲大姐一再解釋說，這只是
王牧師生前眾多的行程代禱表中普普通通的
一份。但對我來說，這份“普普通通”的行
程代禱表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因為它讓我看
到了一位神忠心僕人的足跡！
從這份排得滿滿的行程代禱表中，我看
的出，王牧師是在同時間賽跑，因為那時他
已經是82歲的高齡了。透過這份“普普通
通”的行程代禱表，我仿佛看到了一位神的
忠心僕人正馬不停蹄地奔走於世間，向世人
傳講耶穌的道，為神的國做見證。他風塵僕
僕，他不辭勞苦，只是為了完成主的大使
命，使萬民做主的門徒。
單單從地點而言，從2007年的2月到11月
的10個月裡，王牧師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
芝加哥，馬里蘭，弗吉尼亞，紐澤西，賓夕
法尼亞，華府，英國的倫敦，伯明翰，加拿
大的溫哥華，多倫多，艾伯塔，匈牙利的布
達佩斯還有亞洲的耶路撒冷，馬來西亞和香
港均留下了美好的足跡！
王牧師自11歲在宋尚節博士佈道會中決
志信主後，就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主的大使
命，一生致力於推動華人普世宣教事工。他
創辦了“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中信月
刊>>，傳揚主的福音；他出席了第一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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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福音大會並被委任為總幹事；他積極推
動主後兩千年福音遍傳運動( AD2000 and
Beyond Movement); 他創辦了大使命中心，
推動華人普世宣教。有感於美國社會與神漸
行漸遠，王牧師發起了“美國回歸真神”運
動，他積極勇敢地維護傳統婚姻，旗幟鮮明
地反對同性戀。2013年有感於東歐的羅姆人
(吉普賽人)仍然流於迷信，飽受社會排斥，
王牧師不顧已近90歲高齡，仍然親身前往關
懷探訪。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著，自己從錄影中親
眼看到，王牧師那時走路已經不太靈光，聽
說他當時還在洗腎，但是還親自往車廂裡放
行李。那一個小小的動作，雖然有些吃力，
但是，卻把王牧師對主的一片忠心和對人的
一片愛心，表露無遺。他把對主的忠， 對
人的愛，不只限於口頭上，而是活在了生命
中。每每想起那情那景， 直到今日仍然令人
動容！
我默默地看著這份“王永信牧師2007年
2－11月行程代禱表”，代禱表的紙張有些發
黃，字跡也有些模糊， 看著看著，我仿佛看
到了保羅的影子，不知怎麼了，鼻子竟然有
點兒酸酸的感覺, ... ...

註* (本文所附“王永信牧師2007年2-11月
行程代禱表”由郎雲姐提供。 郎雲姐的原名為
“王天悅”，王永信牧師的原名為“王天惠”，
郎雲姐是王永信牧師的胞妹)

生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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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范兆麒牧師
-我的好弟兄
◎ 俞禮璞

1992年，我們搬到Pasadena 後，好友徐端安弟兄介紹我們加入洛杉磯國語浸信
會。於是每個主日我帶著我的母親和女兒去教會做禮拜。經常看到一位長得胖胖的，
面帶親切笑容的弟兄熱誠地忙著與大家打招呼。領聖餐的時候也看到他在幫忙傳遞餅
和杯。那時，他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五年之後，在1997年7月1日那一天，女兒Crystal忽然發高燒、昏迷並且不停的抽
筋。趕緊地叫救護車來，火速地送入醫院。為了希望可以停止她抽筋，醫生建議讓她
睡冰床。整整六個星期後，醫生無法讓女兒甦醒，只好做了腦部開
刀，但手術失敗。在束手無策之際，醫生竟然問我：「有沒有其他的
方法，你願意試試看？」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說：「可否吃中藥？或
按摩？」他猶豫了一下，同意採用「按摩」來試試看。
那個來臨的主日，在開車到教會的路上，我流淚向主禱告：「主啊！求祢救救
Crystal，幫她找一位會按摩的弟兄，盼望她能夠早日清醒過來。主啊！我相信祢能體恤我
內心的煎熬和苦痛，我心中的酸楚，除祢以外，有誰可以體會呢？」
我記得很清楚，我一走進教會時，就看到那位胖胖的弟兄從樓上走下來，笑咪咪地跟
我打招呼。然後，忽然冒出一句話：「我會按摩。」我興奮地問他：「請問你可以不可以
到醫院來看看我女兒？」他說主日很忙，但晚上可以來。當天晚上八時許，他來了！這位
就是上帝所派來的天使 -按牧之前的范弟兄！
那晚，當他看到Crystal躺在病床上，皮膚都已經開始失去了彈性，他心中充滿了憐
憫的心，決定每天都來幫她按摩。每天晚上，在10點左右，當他走進加護病房，看著他胖
嘟嘟的笑臉，一副非常有信心的表情，我的心中感到很大的安慰！默默的向主感恩：「主
啊！感謝祢為我預備了這位如此有愛心的弟兄！」他對我說：「你看螢幕上的指數會越來
越下降！」每晚，他帶領我們唱這首詩歌，「救主為我預備道路」，我能感受到他的愛
心，我能肯定他的信心，我體會到在黑暗中看到曙光的希望。
果然指數下降了，六個月的掙扎後，病情穩定，Crystal終於可以離開加護病房，轉
到普通病房，然後回家了。可敬可佩的范弟兄仍然堅持每天來為Crystal按摩。如此大的愛
心！世間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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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29日，范弟兄因操勞過度病
倒了，他不能來幫Crystal按摩，他自己都生
病了，我的心中好難過，我的好弟兄竟然生
病了！主阿！求祢醫治他，讓他早日康復。
他住院一百多天，生病那段期間，在
Arcadia美以美醫院造成轟動，絡繹不絕的
人潮來探訪禱告。上帝聽了眾人的禱告，神
蹟出現，他病癒出院回家。
雖然身體沒有完全康復，但他聽到了
主的呼召，毅然決然地在神學院選了12個學
分，開始裝備自己，為神全然奉獻自己。很
多的弟兄姊妹擔心他的身體能否承受得住？
但神賜給他力量、信心和勇氣。幾年後，他
不但完成學業，成為按立的牧師，也有了自
己的教會。范牧師，我的好弟兄，你的愛
心、信心和堅毅服事主的精神真是讓我們非
常的敬佩！
最近這兩年，范牧師由於糖尿病的關
係，身體方面有很多的疼痛，但是他從不抱
怨，仍然關心他周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只
要他能幫忙的，他總不拒絕。
多年前，我唯一的妹妹得癌症時、范牧
師常來為她禱告並幫忙照顧。妹妹在2006年

7月4日那晚，當美國國慶煙火在天空燦爛奔
放中，安息主懷。感謝范牧師幫忙安排一切
後事和主持安息禮拜。
2011年11月7日，我的堂弟在橙縣家中
病危，范牧師急速趕到，為他做了臨終的禱
告。他的禱告充滿神的愛，神的榮光，及那
永恆的盼望。堂弟一家人得到很大的安慰。
堂弟的後事和安息禮拜也是范牧師安排和主
持的。
從1997年7月1日，Crystal 發燒、昏
迷、抽筋不止，到今天已經21年了。Crystal
生病的起伏，我生活中一切的困難和挫折，
我都會儘速的告訴他，他也常叫我到他家
來，仔細講給他聽，並且做最好的上海牛肉
麵或白木耳蓮子湯來款待我。在這裡也要特
別謝謝范師母Grace ，她對我經常地打擾，
總是笑咪咪地。真是感謝她的愛心！
每一次，有難過的事找他，他總是聚精
會神地聽完我的傾訴後，緊緊握著我的手為
我禱告。他那厚實的手，使我心裡充滿安慰
和溫暖。他真是我心靈的支柱，感謝神賜給
我這麼一位美好的弟兄。這二十幾年來我能
夠帶著一直在抽筋中掙扎的女兒走過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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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堅強的活下來的力量源頭，就是有范牧師
的一路相伴。
2018年5月7日早上，我正準備打電
話給他，電話卻先響了，看到上面顯示的
號碼，我拿起電話就喊道：「Daniel! 您
好」(范牧師的英文名字是Daniel，我一直
這樣稱呼他，把他當作我的弟弟一様）但
傳來的是師母的聲音，當范師母叫了我一
聲「Linda」。一瞬間，我心想，難道范牧
師又跌倒了嗎？又住院了嗎？但是萬萬沒
想到，范師母對我說：「范牧師在清晨四
時許，跪在床前禱告時，心臟衰竭回天家
了。」主啊！不能這樣！我的好弟兄怎麼可
以比我先走呢？我需要他一直陪著我走完人
生，等著他為我寫墓碑，范牧師的毛筆字寫
得蒼勁端正，而且文筆非常的好。
1997年，女兒病重時，范牧師寫了一幅
毛筆字畫：「以馬內利」配上鏡框，掛在我
家的客廳。每當我抬頭看著字畫，心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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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這字畫是他送給我最珍貴的禮物。
范牧師愛神愛人，活出愛，誠如詩歌
「活出愛」中的歌詞一樣：「甘心給，用心
愛，把心中的這一份愛活出來，成為別人的
祝福」這正是范牧師一生為人的寫照。也誠
如范牧師的妹妹在安息禮拜上所說的：「我
親愛的哥哥始終看別人的長處，幫助人的難
處，不忘記他人的好處。」
我感謝神，在我生命中，有范牧師陪
我走過這20年最艱難的日子。他是神所派來
的天使，如果沒有他，我恐怕無法走完這20
年。主啊！雖然我知道祢會如詩篇23篇所說
的、高山低谷祢都與我同在。但軟弱的我，
還是需要有一個我看得見，摸得著，能緊緊
握著我的手為我禱告的好弟弟—范牧師。
好弟弟啊！請你在天父家中也常常為
仍在麈世的姊姊代禱，讓姊姊能得力量照顧
Crystal，Crystal能得神奇蹟的醫治。期待我
們將來在天家再相見。

靈修分享

學聲樂的感悟
◎ 陳蔡美穌
候最喜歡聽大舅舅給我們講故事。有一個故事是這樣
小 時的：有一間牢房裏關著三個犯人－張三，李四和王五，他
們彼此詢問被抓進來的原因。張三說，因為偷竊；李四說，因為
把人打傷了；王五說，因為唱歌把人聽死了！張三和李四說，哪
有這種事，王五騙人！王五一直說，“冤枉啊，我真的沒有騙你
們!”他們就說，“那好，你唱給我們聽聽看！”王五拗不過他
們，就開口唱了起來。張三和李四一聽，立刻喊饒命，說相信他
了。
自從聽了這個故事以後，我們一家人就常常互相取笑，因為
我們都愛唱歌，嚴格地說是愛“喊歌”。
這幾年參加詩班的事奉，常常有機會接受一些歌唱技巧的訓
練。每個教我們的老師都說，我們唱歌時用力的地方在腰部－丹
田。從嘴和鼻子吸進來的氣要一直擴充到腰部－丹田，嘴和喉嚨
要放鬆並且放在正確的發音部位，然後配合從腰部送上來的氣，
讓聲音很順暢地飄出來。這樣的聲音很悅耳，很有穿透力，而且
唱得輕鬆，也不會傷到聲帶，並且很容易和其他詩班員的聲音產
生共鳴。
如果氣吸得很淺，嘴和喉嚨很緊張很用力，（雖然不會像王
五一樣把人聽死了，但）唱出來的聲音會刺耳，沒有辦法和其他
詩班員的聲音和在一起或產生共鳴，而且很容易傷了喉嚨。
當我細細琢磨這些技巧的時候，突然靈光一閃：我們作基督
徒，在神家裏的每項事奉，不都是如此嗎？聖經中說，耶和華以
能力束腰；聖靈就像我們吸進去一直擴充到腰部－丹田的氣；嘴
和喉嚨就像我們自身的努力。當我們放下自身的血氣，謙卑地降
伏在聖靈的引導之下，靠著聖靈加給我們的能力，站在正確的
位置上來事奉的時候，我們所做的工是美的，討神的喜悅，也造
就別人，造就教會。如果帶著自己的血氣來事奉，就會造成不和
諧，可能會絆倒別人，也會傷害到自己，給神的家帶來破口，給
魔鬼留了餘地。
願我們天天操練，每天都比昨天更進步，共同唱出和諧的讚
美之聲，獻給愛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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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煒

早在1956年在杭州剛進大學時，我第一次
從外語系英語專業蔣炳賢教授的課程中
有機會接觸到《聖經》中浪子的比喻。時隔60
多年，七月一日在教會聽鍾世豪主任牧師講
道。他以"一篇沒有講完的故事"，從一個全新
的角度（即中國講故事的傳統方式，”啟承轉
合”）為大家重溫這一故事。
(一) 啟：小兒子求應得的產業（路15:11-12)
(二) 承：小兒子在遠方的日子（路15:13-24)
收拾起來，窮苦起來，醒悟過來，我要起來
思考問題：從「應得」到「不配」
鍾牧師告訴大家，人的罪性表現在喜歡享
受、浪費錢財、不珍惜、不感恩。從「應得」
到「不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生大事。每
一個人都必須認真思考，不能躲避。
(三) 轉：小兒子終於回家了（路15:25-32)
父親的接納，長子的生氣，父親的解釋
思考問題：1，父親寬恕的緣由，為何？
2，大兒子生氣的原因，合理？
假設：當小兒子回家，第一眼遇到的是哥
哥，會有怎樣的結果？
(四) 合：留待聽者的回應
筆者以為，如果小兒子第一眼見到的是他
哥哥，後者至少一定會把他痛罵一頓，甚至可
能立即把他趕走，警告他永遠不要再回來。浪
子的哥哥不是一個懂得寬恕、寬容的人。說實
話，我們中許多人，包括我自己，或多或少地
存在這一問題。寬恕、寬容, 是真愛的表現，
是基督徒需要學習一輩子的課程啊！
耶穌講述浪子回頭的故事，明顯是要我們
聽者效法父親的榜樣。如經上所說，「並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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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
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所以，你們應該效法
神，好像慈愛的兒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
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
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弗4:32,5:1-2)
鍾牧師講道前後，會眾一再合唱一首聖
詩，大意是呼喚尚未覺醒的人：回來吧！回來
吧！（歸來吧！歸來吧！）情真意切，非常發
人深省。
回到家裏，筆者進一步思考浪子的比喻給
我們的教訓。
漢語詞彙中，"不肖子孫(或不肖子弟)"一
詞用於品行不端、揮霍浪費的子弟。筆者注意
到，這類子弟往往出身於富裕人家。他們從小
嬌生慣養，一擲千金。這種壞習慣往往是由於
父母不嚴格要求所致。出身貧苦人家的孩子一
般不會出現這一問題。移民美國的華人也請注
意，我們自己經過多年奮鬥，生活有所改善，
我們怎麼教育孩子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我
們千萬不能疏於要求，讓他們以為一切都是理
所當然，蛻變成不肖子弟啊！
所以我想強調，尤其是中產家庭的父母一
定要教育孩子，培養他們懂得"一粥一飯當思
來之不易"（朱子治家格言） 。對於兄弟姊
妹、親友甚至陌生人對自己表示的任何善意，
無論多麼小，都要懂得珍惜，表示感激。如果
孩子從小養成這種習慣，那麼長大之後他就不
會像《聖經》中的那個浪子，把父親分給自己
的所有錢財在短短的時間內揮霍一空。讓孩子
懂得感激，知道感激，實實在在地感激自己所
擁有的一切和別人給予的一切。
成語說，"浪子回頭金不換"。即使誤入歧
途，做了錯事，最後能夠認識錯誤，決心悔
改，像那浪子那樣，一切從頭來，也是可取的
一個出路。

靈修分享

靠主耶穌的能力拯救人
◎ 程行中
彼得對他說：「以尼雅，耶穌基督醫好你
徒9:34
了，起來！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來了。
徒9:40彼得叫她們都出去，就跪下禱告，轉身
對著死人說：「大比大，起來！」她就睜開眼睛，
見了彼得，便坐起來。
彼得是在聖靈充滿的情形下，靠主耶穌的能力
來拯救以尼雅和大比大，尤其是在救大比大時，彼
得跪下禱告，雖然路加沒有寫出來禱告的內容，我
想禱告的內容大致如下:
主啊！大比大是真心遵行祢的教導，盡心、盡
力、盡意的做主聖工，常做合祢心意的善事,心甘
樂意地幫助貧窮的人，是個真門徒，隨時將祢的愛
向眾人傳揚; 祢是從死裡復活的真神，萬有都服在
祢腳下，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懇請祢憐憫拯
救她吧！奉主耶穌基督得勝死亡之名求，阿門。於
是，轉身對著死人說：「大比大，起來！」她就睜
開眼睛，被主拯救。
回想在大陸中宣時，最初到一個地方帶領大
家查經，一到那兒，還沒開始查經，就被要求治
病，我跟他們說，在我們美國教會，不興治病並且
聖靈也沒感動我……在第三次到他們那裡，他們還
是不斷的提，被逼無法招架後，急忙求問主，“可
以嗎？”主說：“可”。我就跟他們說：“不妨試
試”。因此就請他們的負責人躺在床上，我跪下按
手在她肩上禱告，求主幫助後,又沒信心，再用手按
她腿上(因她雙腿腫脹，不良於行)。事後問她好了
嗎？她說好了，當時會眾都在旁邊觀看，我想可能
她不好意思，才如此說，當天我問她三、四次，她
總是說“好了”。後來又去那裡繼續查經數次，由
於我沒有信心，曾私下問她，她還是說“好了”。
沒想到，數天後，為了向我證明她確實好了，她竟
然到我家裡來，這是要走上三十幾級樓梯的，因
她覺得為什麼我不相信。我問她，當我用手按你肩
時，有沒有感覺？她說：“好像觸電一樣，而且當
手按腿時，有針刺的感覺”。感謝讚美主,是主的大
能醫治了她，求主原諒我這信心弱小的人。

後記: 這篇QT有發給團契小組，感謝他們的
鼓勵如下:
1.感謝讚美主！
謝謝分享！這是現今少有的例子。
2.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
惑的人……。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什麼。
（雅各一：6-7節）
3.Dear Brother Henry : 6-30-18
How nice that you have Faith enough to heal
the woman in China ! Hallelujah !
Yes,I do believe that if we Christians,have
enough,strong and firm Inner Faith in God,we are
able to heal the sick. Why not ?
All you have to do..... is BELIEVE ! Do
not DOUBT !
Love and Encouragement in Christ.
我的回復如下:
由於我有求問主，主說“可以”，所以就進行
醫治，我沒有疑惑，只是遵主旨而行，這是在七年
前，沒有奉主名醫治的經驗，因此提及信心小。但
相信在任何向主求醫治的真心禱告，若神憐憫而得
醫治，是主醫治了她，不是我，感謝讚美主！應將
所有的榮耀歸給神！神這樣做是有神更深的用意，
只是我沒再回去那家庭教會，所以無法奉告,抱歉。
至於，雅各一:6-7節，根據信望愛信仰與聖
經資源中心的解說如下：缺乏智慧的人，要憑著信
心向神求，神就會賜給他智慧。沒有信心的人就不
會得神的賞賜。這段經文的社會背景是說：有時我
們給予缺乏的人幫助時，難免心理會責備對方的不
足，這裡提及神是慷慨賞賜，我們也應該多學習這
樣的施予精神。
同樣，經文也指出：疑惑的人其實是充滿驕傲
的，因為他依自己的標準來懷疑上帝的能力，平常
我們被人懷疑自己所擅長的能力時，也會有「被侮
辱」的感覺，那我們能要上帝賞賜侮辱衪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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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分享

傳心

（不要停下來！）

有一天，牧師問我：想到寫些甚麼嗎？
我一臉無奈回答：下筆無墨，江郎才盡了。
牧師鄭重的說：不要停下來！
縱有千般藉口，其實都是為自己製造的。
年齡與精神不能同時衰老！
只有夢想的人，對自己有所要求，想活就
要動。
若然在你停步那一刻，就意味著生命真
正結束。
我不理解問：心靈怎樣才能永遠年輕呢？
牧師於是耐心的說：主教導我們：
“手扶犁向後看的，不配進天國。＂
人不可有二心，
向前行，莫回頭。
“役於心。＂
主隨心轉，
心不在主，就像魚離開大海。
心智失明，
放不下自己，也放不下別人；
放不下得失最重要，
就跳不出劃地自限的牢籠。
心遠地自偏。
放得下，留下一個開闊的心靈空間；
心傳心，
心靈互動，
主中有我，我中有主；
沒有與主同在的感覺，就像沒有柴火的篝火。
牧師見我仍感茫然，再不厭其煩地解釋說：
讀而不思則罔，
而不是簡單屈從流淚的意願。
有云：從頭到尾通讀聖經卷十遍，也未必
有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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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冠民

心雨到處文筆潤，感悟深時意境新。
清音獨遠，
心靜主聲近，
是屬靈的生命的見證。
首先要讓自己沉澱下來；
越寧靜，越明白自己需要什麼，對主的話
越透徹。
心底無私天地寬，
思想有了出口，就像萬馬奔騰，海闊天空；
想之不盡，思之不完。
牧師說到這裡，默然望向窗外，過了一會才回
轉頭來看著我，知道我已有所領會，微笑點頭
繼續說：
行成於思，
思之不行則廢。
聖言指引，易學其式，難領其意；
能知不能行，
得其剛，未得其柔。
想有所成，還需以身體驗。
一點一滴，層層疊加，積累厚實，不斷提升。
千淘萬漉，吹盡沙泥，始得金。
頂上最後才開的鮮花更格外扣人心弦。
回歸初心，業精唯勤。
用心學，用心悟，用心行；
內化於心，外化於行。
“前山已無雲，飛去人遙碧。＂
是否已達到要求？
靈魂在高處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個中奧妙全憑自己細細去品味！

天地縱橫

好的食物能夠改善你的情緒

1

◎ 杰西卡‧布朗 / 錢 煒 譯

如果你整天昏昏沉沉，改變你的飲食習慣會
有幫助。隨著營養心理學的飛速發展，科
學家現在關於飲食對精神健康的了解有了長足
的進步。紐約州賓漢頓大學健康與衛生學副教
授琳達‧貝格達奇說，"過去，我會說飲食對情
緒有一定影響，但是最近的研究證明，飲食對
於情緒有著重大的影響。"下面介紹一些改善情
緒的食物。
給人以激勵，使人注意力集中
食物：黑眼豆(Black- eyed peas)
這種豆富含葉酸，那是一種維生素B，對
於激勵人、給人愉悅十分重要，因為它們能產
生多巴胺和血清素。葉酸數量低下或不平衡，
人的情緒就會忽上忽下，記憶力會下降，注意
力難以集中。“經常補充葉酸能使你的大腦保
持良好的結構和各部門的聯繫。此外，這種豆
也是鐵的豐富來源。”貝格達奇說。
制服憤怒
食物：杏仁(Almonds)
杏仁是一種叫色氨酸(tryptophan)的氨基
酸的良好來源。它是製造血清素的元素，能調
節人的情緒。「生物精神學」雜誌發表的一份
研究報告稱，和那些不含色氨酸的飲料的人相
比，每天喝一次含色氨酸的志願者大腦各部份
的聯繫得到加強，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
驅除腦霧 2
食物：菠菜(Spinach)
菠菜不僅提供葉酸，而且富含葉黃素、
玉米黃質和類胡蘿蔔素。它們能幫助許多人年

紀大的時候出現的腦霧現象。“葉黃素是一種
主要的類胡蘿蔔素，它能改善記憶和認知能
力，”波士頓大學營養學副教授瓊安‧薩爾
基‧布萊克說。
使大腦保持鎮靜
食物：綠茶(Green tea)
綠茶富含一種叫做多氛(polyphenols)的抗
氧化劑，它能夠防止大腦受到自由基的損害。
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有害的分子會在大腦中
積聚起來。這一過程因抽煙、喝酒和空氣污染
而加劇。“積聚的自由基越多，你就越需要抗
氧化劑，”貝格達奇說。這是因為自由基積聚
越多，你感到難過、無助和緊張的危險就越
大。外加的好處：綠茶含有一種叫做茶氨酸的
L-氨基酸，它具有鎮靜的效用。
感受更多的休息(Feel more rested)
食物：酸櫻桃汁(Tart cherry juice)
如果你晚上睡眠不佳，白天情緒不好，
喝酸櫻桃汁對你會有幫助。酸櫻桃汁是色氨酸
和荷爾蒙退黑激素(the hormone melatonin)的
重要來源。兩者都能調節睡眠。《美國療法》
2017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透露，在兩周內，
一個受失眠困擾的年長者如果在兩周內每天喝
兩次酸櫻桃汁，他每晚睡眠時間可以增加84分
鐘。

註：1.本文原載美國2018年6月的《預防》雜誌。
2.大腦難以形成清晰思維和記憶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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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美國窮苦百姓
◎ 作者 （美）威斯‧幕爾 (Wes Mo o r e) / 錢 煒 譯

過去四年中，攝影師馬特‧布拉克走遍了美
國許多州，用相機記錄了在貧困線上掙扎
的窮苦百姓。顯然，美國的不平等現象正變得
越來越明顯。
美國道瓊指數首次突破25,000點那一天，
因特網上有一段錄像吸引了無數觀眾。該錄像
是早一天，即1月3日拍攝的。它記錄了前美國
足球明星、現任小學教師的阿倫‧梅賓 （Aaron
Maybin)正坐在巴爾的摩市一所學校裡，面前是
他的學生。孩子們身上穿著厚重的衣服，大家
席地而坐。教室燈光暗淡。
“大家這一天過得怎麼樣？”梅賓問大家。
“冷，”孩子們異口同聲喊道。有一個孩
子解釋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冷。”
全國慶祝空前繁榮時刻那一天，許多學校
的教師帶著移動式電熱器(space heater)來到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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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教室裡，給孩子們上課。他們還在募捐，
以便購買更多的電熱器。
這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太多的美國人正
在挨餓受凍 。
2018年，生活在貧窮中的美國人相距並不
遙遠：他們就在我們身邊，他們的生活就在這
個國家正在經歷的繁榮旁邊展開。
此時此刻，全美共有四千萬人生活在貧困
線以下。這是一種極大的不公。
這個國家的真正偉大之處，在於它向百
姓所作的諾言：任何人，不管他們出生時的情
況怎樣，也不管他們的現狀如何，都應該擁有
機會和自由的基本權利。我國所經歷的一切並
不完美無瑕，但是，我們給公民作出這ㄧ諾言
時，也正是我們國家最偉大的時刻。我們前進
的道路曲曲折折，但我們的諾言是指路明燈。
數百萬人為了實現和保衛這一諾言獻出了自己

天地縱橫
的生命。
美國的諾言說，如果你努力工作，如果你
作出犧牲，你自己，或者至少你的孩子，將會
成功。但是，今天的美國，太多人作出犧牲，
卻沒有收穫，連續好幾個世代都是這樣。到了
一定地步，就不再是犧牲，而僅僅是受苦。
今天的美國故事中，機會對於許多美國人
來說都變得那麼遙遠。上大學那麼昂貴，要辦
一家小型企業那麼困難，賺錢養家糊口也是那
麼困難。當然，人窮了之後，什麼都變得不容
易，可是情況怎麼變得這麼複雜？
雖然那麼多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更
多的人勉強掙扎在貧困線之上：臨時解僱、診
斷患有癌症、孩子生病等等都可能使人跌落進
貧苦的深淵。不少過去屬於中下階層的人現在
變成了貧苦的勞動者。
我們國家在太長的時間裏忽視了力量最薄
弱的公民。在這個群體上，許多年來一直向他
們說謊。
有人說，他們窮是活該。
有人對我們說謊，說我們國家的工業正在
迅速地經歷巨大變化，把許多人扔在一邊。有
人說，窮人應該“找一份工作(get a job)”。
又有人告訴我們，美國腹地的百姓之所以窮，
應該怪罪邊境地區那些窮困的移民。
這樣，窮苦人的痛苦變成了政治鬥爭中的
炮灰。
真正的情況是，窮苦人都在努力工作，但
是，他們卻賺不到足夠的錢養活全家。真正的
情況是，許多窮苦人都在美國土生土長。可是
最可悲的現實卻是：如果一個人2018年在美國
的貧窮中長大，他很有可能在貧窮中死去。
那四千萬窮苦美國人有一個共同特點：他
們衰弱(vulnerability)。如果要找出他們的共同
優點，那就是：富有彈性(resilience)。
他們是單身母親，一個人幹三份活，為的
是能使孩子們活下去。就像生活在紐約布龍克
斯窮人區我的母親那樣。
他們是失業工人，整整30年，天天上班幹

活。可突然有一天接到通知，機器代替了他的
工作。
他們是剛出獄的人：我們的司法制度破碎
不堪，每一次進監獄都意味著永遠在監獄中度
日子。他們不可能住進公共住房，也無法取得
獎學金進大學讀書。
他們是居住在波多黎各的美國人。即使在
颶風摧毀這個小島之前，那裏的貧苦人口占全
部人口的45%。
他們是兒童，乘坐公共汽車回家，但是發
現櫥櫃空蕩蕩的，到哪裏去找食物？
他們是美國腹地的原住民。他們一直被忽
視、被歧視。
政府不是加強投資，改善上述百姓的生
活，而是尋找各種各樣的藉口，實行政策，使
他們永遠生活在貧窮之中。
貧窮是一種不公；誰也不應該生活在貧窮
之中。我們不能讓這個國家的諾言成為迷思 。
美國的偉大不屬於哪一個政治家，可以
讓他任意取走或給予。美國的偉大在於它的諾
言。它屬於我們所有的人。我們有責任繼承
它、保衛它。

文章列舉了20來個城市和郡，公佈其貧困
狀況。這裏僅舉出其中五個。
喬治亞州克萊郡，人口3,183，生活在貧
困線以下的占42%。
阿拉巴馬州蒙歌馬利郡，人口 205,764，
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占24%。
阿拉巴馬州格林波洛市，人口2,497， 生
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占39%。
密西西比州葵花郡，人口29,450，生活在
貧困線以下的占39%。
喬治亞州西爾法斯特市，人口6,188人，
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占29%。
註：1.本文原載《時代》周刊，2018年2月5日出版。
2.作者威斯‧幕爾是美國最大的反對貧窮組織之一「羅賓漢
(Robin Hood)」的首席執行長(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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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師的安樂死講章
◎ 謝 安 國 牧師

杜明理牧師在加拿大（Canada）牧會多
年，常到醫院探病，為臨終病人禱告，
主持安息禮拜等。他也經常留意安樂死合法
化的爭議。不久前，有教會邀請他到金齡團
契（中年／老年）主講「基督徒如何看安樂
死？」。
這天是杜師母照顧母親的時間，杜牧師
看師母在忙，自己也幫不了甚麼，於是趁此
機會準備這篇講章。
杜牧師在想，應該怎樣講呢？他可以
從理論角度，仔細分析安樂死的不同類別，
以至支持和反對的理據，特別指出《聖經》
對生命的尊重。可能年紀大了（六十出頭
了），他對純理論的論述愈來愈不感興趣，
反而想從這麼多年來與各種病人同行的經驗
作為反省的起點。
杜牧師想起多年以前，那時剛出道，在
一次探訪中帶領一位患了絕症的中年太太信
主。那姊妹的癌症蔓延得很快，短短兩星期
內已遍布全身各主要器官。那姊妹臨終時，
杜牧師到醫院探望她，只見她呼吸微弱，好
像停了，但過了一會又再呼吸起來，知道她
快斷氣了。可是，不知怎地，他感到一種莫
名的恐懼，便找藉口上廁所出去了。回來
時，那姊妹已經去世了。杜牧師為這事不斷
自責：「為甚麼要走，是害怕嗎？怕甚麼？
信主的人不是有永生嗎？」這是他頭一次比
較近距離接觸死亡：死亡是可怕的！
杜牧師又想到另一名女子，她很年輕，
才三十出頭，卻患了絕症。在探訪中她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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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地信了耶穌，還有近一年時間過著很快
樂的生活，完成了一切的心願。可是到了最
後階段，癌細胞擴散，叫她痛苦難當。杜牧
師到她家時，從來沒有見過痛得這麼厲害的
情況，便為她禱告，求神憐憫她，讓她快點
到天父懷中，不要再受痛苦的折磨。禱告的
時候，眼淚早忍不住了。杜牧師當時心裡對
自己說：「若換作是我，我寧可快點死，也
不要受這樣的痛苦！」
杜師母的父親前年去世，其母親一人
住在護老院。杜牧師看著岳母，想起去年岳
父因為癌症，從一位相當健康的老人，在短
短一個月內失去了自理能力，不能走路，不
能自己上廁所，大、小便失禁。從受痛苦來
說，杜牧師的岳父不算嚴重，可能因為醫
學控制痛楚的技術已有很大的發展。對他來
說，更痛苦的是心裡的痛。一個平時健步如
飛，談笑風生，樂於助人的大男人，竟成了
這樣的一個廢人。杜牧師還記得岳父頭一次
由女兒幫助他清理身體時的神情，真是痛苦
萬分。
杜牧師又想起教會裡有一位長者，突然
中風。到醫院探望時，老人家不停向杜牧師
說話，卻沒有人能聽得懂，原來中風破壞了
他腦部控制說話的機能。感謝主！過了一個
月，他康復得不錯，但思維和說話的表達已
大不如前了。這對杜牧師來說十分震撼。他
作為牧師，靠口來講道，若有一天他失去了
說話的能力，豈不是成了廢人？他為主四處
奔走，帶領教會，牧養會友，時常幫助他們

綜合園地
解決各種難題。一旦失去了自理能力，昔日
有能（power）的牧羊人一朝就成了廢人！昔
日他幫助別人，現卻成了廢人，只會成為別
人的負擔！這樣的一個廢人還能有價值嗎？
還能有尊嚴嗎？
杜牧師明白了，這種恐懼就是失去自我
主宰生命的能力，失去自己，成了廢人，這
樣沒尊嚴的人生，比死更難受！為了逃避這
恐懼，不要讓病和痛苦把自己的尊嚴奪去，
到快要失去自主和能力之前，用醫生的幫助
來了結生命，這就是所謂「死得有尊嚴」。
現在加拿大安樂死已然合法，只要得到醫生
的確認，加上預設醫療指示，這恐懼就可以
免去了。
這樣想對嗎？失去能力就沒尊嚴嗎？嬰
孩不也是沒有自理能力麼？但眾人都搶著要
抱他們呢？杜牧師很快就把這意念否定了：
那不算，嬰孩有將來啊！老人和病患者只會
更壞，不會好的！這豈不是像貨架上那些過
期食品嗎？它們很快變壞，把它們丟了吧。
這時，他越想越不妙，突然抬起頭來，
看見牆上的十字架，在燈光之下，只見它彷
彿散發出一道光芒。他怎能忘記耶穌基督
的十字架呢？人的尊嚴豈能建基在所謂的
自主和能力之上呢？人的價值和尊嚴豈不是
來自創造主嗎？豈不是建基於主耶穌基督在
十字架上的愛嗎？它不是商品，是不會丟
的，但卻可被人奪去！把自己看為商品，
看為機器，有用時才有價值，失去功能就沒
有尊嚴，這豈不把那從神來的價值和尊嚴奪
去嗎？在耶穌基督裡，不在乎我們有沒有能
力，藉著信靠祂，就得著這榮耀的救恩。不
錯！人會衰敗，有一天他可能不再有做數學
題的能力，手腳也不能動，口也不能說話。
但杜牧師知道，將來他要得著一個榮耀的新
身體，是不會變壞，不會衰殘的。
可是，那些在孤單、恐懼和痛苦中的人
能明白嗎？他們如何能明白自己的價值，重
新感受自己的尊嚴呢？

杜牧師想起一位弟兄的媽媽患了癌症，
臨終前在善終病房住了好幾個星期才去世。
她的兒子是獨子，放下工作，天天在醫院陪
媽媽。起初其母說不想活下去，不想負累兒
子，甚至想不吃不喝，快點死去，但兒子堅
持天天陪媽媽，每天和媽媽談話，照顧她，
好像當年媽媽照顧自己一樣。慢慢地媽媽改
變了，開始享受和兒子的每一天。在那些日
子中，媽媽受了不少痛苦，但她和兒子都
異口同聲地說，那日子是他們母子十分寶貴
的時間。媽媽去世後，兒子作見證說，那幾
個星期是他一生中和媽媽最難忘的時刻。兒
子對媽媽的不離不棄，讓媽媽感受到自己被
愛。她以前照顧兒子，是強者；現在成了弱
者，享受兒子的照顧，卻感受到另外一種尊
嚴和價值。
想到這裡，杜牧師知道講章的方向了。
教會不能停留在基督徒如何看安樂死的理論
層次，反而必須付諸行動，協助那些在恐
懼和痛苦中的人重建尊嚴。教會要走進護
老院，走進獨居老人的家中，走進長期病患
者的心靈中，服侍他們，愛他們，讓他們感
受到他們生命的價值和尊嚴。我們常說生
命是神聖的，這不是一個命題，乃是一個
生命的實踐和見證！面對著安樂死的論述
（DeathTalk），基督徒的回應除了建構一個
生命的論述（LifeTalk）外，更要活出生命的
同行（LifeWalk）。
那邊杜師母和其母親開始唱起詩歌來，
想不到杜牧師的岳母竟然不用看歌詞，朗朗
上口地把好幾首詩歌唱出來，一面唱，一面
微笑，那是期待天堂的微笑。
（編者按: 本文原載於「今日華人教
會」第323期February 2018，經世界華人福音
事工聯絡中心出版部同意，轉載於本刊，特
此致謝。作者謝安國牧師為加拿大北約華人
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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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

是一生的功課
◎ 賈愛軍

有一對年長的基督徒夫婦參加完了朋友的安
息禮拜。在回家的路上，太太半開玩笑地
對先生說：“要是有一天你先被主接走了，我就
要在你的墓碑上刻八個字”。“哪八個字啊？”
先生問道。就是“一生懦弱，終於剛強”，太太
笑著回答。先生想了一會兒說：“那……要是主
先把妳接走了，我也會在妳的墓碑上刻八個字
的”。“你刻什麼字啊？”太太好奇的問。先生
說：“一生嘮叨，終於閉嘴”。
這使我想起了讀過的一個小故事：
有一個非常興旺的禮拜堂，每天到這裡祈求
上帝恩典的人絡繹不絕。禮拜堂裡有一位負責看
守的弟兄，當他看到這個情形時，心想：“每天
這麼多人，上帝豈不是很累嗎？如果祂願意讓我
幫祂就好了。＂於是他就問上帝：“主啊，祢每
天這麼忙，讓我幫幫祢，可以嗎？＂
上帝回答說：“那好吧，今天你就幫我一天，
但是我先和你說好，無論如何你都不可以說話。＂
“可以，可以＂，弟兄連連點頭。
於是，這位弟兄就站在了十字架前面。
那天首先來的，是一位貴婦人，她祈求
道：“神啊，求祢賜給我更多的錢財吧……＂說
完就走了，然而她走時竟忘記拿走她的錢包。弟
兄看到了，很想叫住婦人，然而他想起了神的
話－無論如何也不能開口，他忍住了。
然後，來了一個乞丐，他來到神面前祈求
說：“主啊，求祢讓我每天都不餓肚子吧＂。剛
禱告到這裡，乞丐眼前一亮，發現了婦人落下的
錢包，他趕忙打開來一看，那裡面有讓他眼睛發
亮的鈔票！他連忙感謝神，拿著錢包，跑出了禮
拜堂。弟兄很想上前制止乞丐，但他忍住了，沒
有開口。
乞丐剛走，又來了一位年輕的海員，他來
祈求上帝，保守他出海平安，能夠回來和他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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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婚妻結婚。這時，那位貴婦人回來找她的錢
包，她一口咬定是海員拿了，兩人便在禮拜堂內
爭吵了起來，弟兄看著這一切，再也忍不住了！
便告訴他們說，你們別吵了，錢包不是海
員拿的，是那個乞丐拿走了。接著他還把乞丐的
樣貌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那婦人。婦人聽了，便去
追趕乞丐，不再與海員爭吵了。
神嘆息了一聲，說：“無知的人啊，我不
是叫你不要說話麼？你可知你闖了大禍！原本那
乞丐可以得著今日的糧食，那海員與婦人繼續爭
吵下去，便會誤了開船的時間，那船此次出海必
遭風暴，年輕的海員原本不必喪命的，如今恐怕
他的未婚妻再也見不到他了啊。”看來，要學會
“閉嘴”，真的不容易！人學會說話，只需要兩
到三年的時間；但是，要學會“閉嘴”，卻是一
生的功課。
在我們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中，如果能夠
學會適當的“閉嘴”，就會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
和效果：當有人向我們發難，講許多難堪的話
時，請選擇“閉嘴”，可以幫助我們學會如何忍
受別人的責難，操練我們的忍耐、包容、恩慈；
當我們自己遇到煩惱，受到刺激，想發洩之時，
請選擇“閉嘴”，可以幫助我們學會勒住自己的
舌頭不出惡言，操練我們的良善、溫柔、節制；
當我們察覺到自己一時得意忘形，自我膨脹時，
請選擇“閉嘴”，可以幫助我們遠離自誇、張
狂，操練我們以謙卑束腰，做一個謙卑，蒙福的
人。
管好自己的舌頭，是聖經的一貫教導。雅
各書一章二十六節說：“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
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
是虛的。”耶穌也說:“當審判的日子，… 要
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
罪。” (馬太福音12：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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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走路都是強有力的藥物
－簡單地把一隻腳放到另一隻腳的前面就能為你的健康創造奇蹟
◎ 錢 煒譯
大腦
據《癡呆症雜誌》報導，每天進行適量的體力活動－如快速行走68分鐘或更多一
些－能增進神經元 (neuron) 的健康。
免役系統
根據英國《體育醫療雜誌》報導，每周5天、每天20分鐘快走的人，和每周鍛煉僅一
次或更少的人相比，生病的日子會減少43%。
骨骼
《護士健康研究》的一次標誌性研究得出結論：每星期走路四小時的女子臀部骨折
的可能性會減少41%－和每星期只走一小時的女子相比。
乳房
美國癌症協會的研究透露，如果你每天走一小時，你在更年期後
罹患乳房癌的機率減少14%－和每周只走三小時或更少的人相比。
情緒
《美國精神健康雜誌》最新的研究顯示，12%的憂鬱症
是可以預防的，如果我們每個星期走一小時路（或別的體
育活動）的話。
心臟
按照《循環》雜誌發表的研究報告，和一小時只能走
兩英哩或更少的人相比，經常一小時走三英哩的人能減少
一半得心臟疾病的機會。
本文譯自2018年5月出版的《預防》雜誌。
作者：《預防》雜誌編輯部及伊芙琳‧斯本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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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SBC National Convention
From the Nib of the Pastor
Written by: Reverend Francis Chung
I am a relic of the past. I do not make live-stream commentary nor post my thoughts
during or shortly after an event on social media outlets in the blogosphere. I do not disdain
technology, but rather, I need time to process, muse on, and consider what I have just
seen, heard, and experienced. I want to carefully reflect on people and events, so my
views are thoughtful and clear.
After attending the SBC National Convention from June 11-14, there are two main topics I
want to address after a time of reflection: (1) The vacancies of key positions at the SBC,
and (2) the uproar over the invitation of and the address delivered by Mike Pence,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irstly, there are three high profile positions that need to be filled in the SBC: (1)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IMB) President, (2) President of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SWBTS), and (3) Executive Committee President and CEO for the
SBC.
Most Southern Baptists are familiar with the IMB and know the key role it has in organizing,
funding, and sending missiona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proclaim the gospel. MBCLA is
very familiar with the IMB since we sent many missionaries through this mission agency,
donate to the Lottie Moon Christmas Offering which supports their work, and have IMB
personnel speak to the congregation and meet with our pastors and lay leaders. Others in
the church may know of SWBTS since many of MBCLA’s pastors past and present
graduated from the seminary. However, very few at MBCLA or even Southern Baptists
know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BC and its importance to the convention. Here
is a summary of the role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to act for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ad

interim, or between sessions. It reviews the work of the Convention’s entities.
This Committee itself is subject to the review of the Convention…
The work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basically fiscal and advisory. It
operates in harmony with the Convention’s desire to provide checks and
balances essential to effective democratic processes.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has assigned it two different kinds of responsibility. First, it is
charged with administrative duty for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when it
is not in session. Thu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receives and distributes funds
given for the various missions, evangelism, educational, and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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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for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plans and manages the
annual meeting, publishes the Convention Annual, assists Convention
committees, handles legal matters, and provides staff assistance to the
elected officials of the Convention. The Committee also handles any matters
that have not been otherwise assigned specifically to any entity arising
between Convention sessions (www.sbcec.org).”
The vacancies themselves are controversial. The IMB President, David Platt, ignited a
renewal at the IMB by balancing the budget and advocating a new mechanism of
limitless missionaries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His announcement was a surprise to
many, but his pastoral heart yearns to return to the pulpit, so he asked the IMB to search for
his successor. Even more controversial, the President of SWBTS, Paige Patterson, was
forcibly removed from office when claims of mishandling cases of sexual abuse was
discovered while Patterson was President both at SWBTS and another seminary,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at SWBTS

prayerfully considered and ultimately removed him from office. This decision was
contested and at the SBC National Convention, there were many questions about this
decision and even a motion to remove the committee. Fo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BC, the previous President and CEO, Frank Page, stepped down as he admitted to
moral failure and is now actively seeking counseling, restor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with all
parties. Each vacancy was met with strong reactions of shock, anger, and a sense of
foreboding. Yet, I am encouraged by the message of our convention. The main message is
that God is in control, and regardless of who fills these three key roles at the SBC, God is
sovereign; the ministries are not defined nor limited to the human leaders but are entrusted
to God alone. Since we trust in the Father’s will because of the work of the Son on the
cross, and the ongoing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 who indwells us, empowers us, and guides
us into all truth, we have a positive outlook because our God is in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and none of the vacancies are beyond his control nor design.
Secondly, there was much opposition to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ddressing
the SBC Convention. The arguments center on not mixing politics with faith. A pastor from
Virginia, Garrett Kell, addressing the convention members remarked, “We must do all that
we can to preserve the purity of the gospel, and this invitation works against it.” Prominent
pastors including Matt Carter, pastor of Austin Stone Community Church and Tevin Wax,
another pastor and publisher at Lifeway Christian Resources, both criticized the speech on
their Twitter F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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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 listened to the remarks of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the Vice-President, I did wonder
about the appropriateness for the occasion. My impression was that it was the remarks of
a Christian who also happens to be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marks
include commun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gospel, outlining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a testimony of his own conversion, the repatriation of three
prisoners from North Korea, sharing the story of the tragedy at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Sutherland Springs, and urging the convention to pray. I understand if people heard a

campaign speech, but to limit it to merely a regular stump speech would not be
accurate.
In fact, there were memorable moments to the speech that truly moved me. When the
Vice-President was waiting on the tarmac for the three Americans recently released from
North Korean custody, one slipped him an index card. On one side, it thanked the VicePresident for his help in procuring their freedom. On the back, it was a quote taken from
Psalm 126, “When the Lord brought back the captives to Zion, we were like men who
dreamed. Our mouths were filled with laughter, and our tongues with songs of joy.” Also,
after listing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President, he uttered these words that surprised
me,
The truth is no podium that President Trump and I will ever stand behind will be
of greater consequence than the pulpits you stand behind every Sunday
morning. No policy we enact will ever be more meaningful than the ministries
you lead.

And no action we take will ever be more powerful than your

prayers.
The role of Christians was not marginalized but magnified. I was touched by this gesture of
support, recognizing the proper place of God over our country.
However, the speech itself is secondary. The real question centers 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speaker. Perhaps, the broader question is whether any political leader should be

able to address the convention. This question needs a response. Let me first address the
question with a series of questions. Do religious and moral convictions belong in politics?
Should politics be relegated only to the secular realm and removed from Christian
influence and activity? Should there be a clear line of demarc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at should never be crossed? The answers to these three questions will inform
whether the Vice-President should have been invited to speak. I answer in the affirmative
to the first and strongly in the negative to the last two. I believe that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affiliation, any political leader that identifies as a Christian should be invited to speak
because there must be a strong Christian influence in politics. Moreover, we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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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 the authority of the office like David in the Old Testament, who gave deference to
King Saul. This was the same king who disobeyed God and sought to kill David, but David
respected Saul because of the office God had granted him as King of Israel. Likewise, I
agree the boorish behavior and language of the President is troubling and unbecoming at
times, and unfortunately, people tend to see everything with a lens that links everything to
the President as onerous. Of course, the opposite is also true when supporters see only the
positives. However, I must respect Mike Pence because God placed him as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at reason, I was fine with his invitation.
Let me end with these poignant words from the Vice-President which I wholeheartedly
agree with,
And let me respectfully encourage you to do one more thing. As the late and
great Reverend Billy Graham reminded us years ago, in his words, “To get
nations back on their feet, we must first get on our knees.” So I urge you, in
these challenging times of threats abroad and too much division at home,
let’s pray for America, for all the people of America, and all who serve her at
home and abroad.
And on this one, I want to be clear, I’m not talking about praying for an
agenda or for a cause. I rather like what President Lincoln said in his time
when he was asked if he thought God was on the side of the Union Army. Our
16th President simply replied, “My concern is not whether God is on our side;
my greatest concern is to be on God’s side.”
We need to pray. We to pray for our nation and its leaders. We need to pray for revival, for
the gospel to penetrate hearts, and for the Holy Spirit to convict people of their sins. We
need to pray for the church to be a people of holiness and align with God’s will. We need
to pray the SBC, all its entities, and all the churches that make up this denomination are on
God’s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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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ES: NEW MEMBERS
RICHARD JOE
My name is Richard Joe. I attend MBCLA with my wife Christina, my son Stephen, my daughter-in-law Winnie,
and my two grandchildren Jaden and Leila. I am sharing my testimony for church membership, on how I
came to MBCLA and how I accepted Jesus as my Lord and Savior. When I came to visit MBCLA over three
and a half years ago, I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unique at this church. I was attracted by you, the
members of this church, who took notice of me as a newcomer with welcoming smiles and warm greetings.
This caused me to want to return. I truly believe that church, from its leadership on down, embodies God’s
genuine love. Although I regularly attended a different church at the time, I felt that a change to MBCLA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in building relationships through fellowship. After nearly four years, I am grateful that this church
continues it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Romans 15:7 “Therefore welcome one another as Christ has welcomed you, for the
glory of God.”
My testimony begins with the two questions that I have carried with me for years before I accepted Jesus
Christ: 1) Why does God need to be praised; and 2) Why do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and good
things happen to bad people?
I would like to start by sharing a little about my past so that you can have some insight as to where I come
from. In the late 1950’s, I lived with my mother and father, an older brother, and two younger sisters in the
Elysian Park area of Los Angeles. I had a fascination for TV shows that depicted good and evil, heroes and
villains. I would impersonate their actions on TV by making up scenarios and acting them out. In one
occurrence, I rolled up a stack of newspapers tightly and lit one end with a match to resemble a hand held
fire burning torch. While exploring the dark interior of a wooden storage shed behind our garage with the lit
torch in hand I set the shed on fire. In an attempt to put out the flames, I began fanning the fire with some
cardboard boxes which made the flames larger. The only exit was engulfed with flames and smoke filled the
inside of the shed. As quick as the flames flared up, miraculously the flames burned out. I exited the shed and
tried to hide the damage. It was an incredible relief for me. Today, I believe there was some divine
intervention.
On another incident, while attempting to repair a TV, I nearly electrocuted myself. My parents didn’t know (or
pretended they didn’t know) many of my mischief’s, but I believed God intervened and prevented these
incidences from being more serious. I can recall many more endangering mischiefs but will have to save them
for another time. You get the message, I was reckless and a menace to myself and those around me.
One evening, a Caucasian lady knocked on our front door. She introduced herself, and my family invited her
in. After several visits my parents’ solution to end the solicitation was to give in to her mission. At the time, I was
eight, old enough to take care of myself, but too young to complain. The following Sunday my mother dressed
me up in a long sleeve dress shirt, slacks, and hard sole shoes, and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attended the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in Chinatown. In the year that followed, I attended Sunday school, memorized Bible
verses, and took part in church events. I listened to Bible stories, but one Sunday was intimidated with a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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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Trinity. I was told God is one but also
three persons, God is Jesus, Jesus is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Holy Spirit is God. At that time, I
did no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Holy
Spirit and was not prepared to accept Jesus.
During

the

1950’s

state

government

used

eminent domain to demolish our home in order
to extend the then new Golden State Freeway
south to connect with the Pasadena Freeway.
As a result, our family relocated to the Crenshaw
district of Los Angeles. Soon after we settled in,
an Asian lady, Rose Leung, and her husband
came to our front door and introduced themselves and invited us to Crenshaw Baptist Church. I attended
Crenshaw Baptist Church for many years, up to my last year in high school. I had a few friends but in general I
felt friends were problematic as I did not like confrontation and having to agree with people I didn’t want to
agree with. When I finished high school, I enrolled in a community college. Near the end of my second year I
had taken most all my required courses and I found it hard to maintain a minimum of 12 semester units to
continue my qualification for the military draft deferment. However, God wanted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my
life. One of my classes was cancelled due to low student count. Within a short time, I received the dreaded
letter. The letter started with the salutation “Greetings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68. My brother suggested I enlist in the Navy to avoid combat in
Vietnam, so I went to the Navy recruiting center and lined up for enlistment. I was told there was a minimum
of six months before I would be considered. When it was my turn, I showed the Navy recruitment officer my
order to report for induction, I was suddenly expedited for a physical exam the same day.
God places us in unpleasant conditions and undesired positions for His purpose, and I believe God had a plan
to change my life for the good. I completed my training in San Diego and the Coronado basic training
center, then additional training on board an escort destroyer ship out of Long Beach. My long term
assignment was to a larger ship in Japan. I easily adjusted to Navy life as the Navy provided four hot meals a
day, my laundry was done, free shuttles around the Navy facility, first run movies and they paid me every two
weeks. Living in crowded quarters on board a ship made it easy for me to break my old habit of not wanting
friendship as one cannot help but bump into one another. I was one of two American of Chinese ancestry
among over 900 sailors on board the ComServGru 3 repair/communication/command ship, the USS Ajax. I
soon found the majority was, like me, subject to the military draft in one way or another, so we all had stories
to tell about how we outsmarted the Army.
Soon after I visited some of the highlights of Sasebo the ship was given orders to ship out and lead a task force
to Vietnam to support the many smaller ships and the Brown Water Riverine boats patrolling the Me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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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I valued the power of encouragement and team support. We would return to Sasebo to replenish
supplies and made several more trips to Vung Tau. The experience made a profound impact in my life and
showed me we are all the same regardless of our origin. God not only had taught me to treat people as I
would want them to treat me but to embrace their individual qualities regardless of their culture or their
circumstance. I learned the difference that may set us apart initially was easily overcome with respect, and
there was no need to hold a grudge as no one opinion is the right opinion. I also learned to deflect potential
confrontations. I believe this was God’s way to teach me to appreciate and respect others and to show
empathy which was hard for me to do before. I shortly experienced this in return when shipmates willingly
covered my share of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when I was recovering from coronary flash burns.
When I returned home I experienced hostility and contempt from former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t Travis Air Force Base, while getting ready for departure to L.A., a friendly Air Force sergeant
told me of possible harassment I may face if I was to mix with civilians in military uniform. God patiently guided
me through this time to allow me to mature and gave me wisdom to control my feelings to such treatment.
God had set me up for my next stage in life.
Shortly after my return, I met Christina. We had a long relationship before we married and raised a family. One
day, Christina came home from a pre-school event and told me that she accepted Christ. She urged the
family to attend the Evangelical church her friends were attending. I believe God had primed me for this time;
I accepted Christ at a church retreat in Redlands and we were both baptized at the First Evangelical Church
in Glendale.
Preparing this testimony gave me the chance to recollect my past. Knowing I had to give this testimony was
challenging, because I feel odd talking about myself. I believe God had chosen me, protected me all the
years prior to my accepting Jesus as Lord and Savior. God was patient with me and allowed me to live the
rowdy, disorderly path as a child and young adult, and in His time, taught me that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on earth is the training ground when we ascend to Heaven. I was fortunate God
chose me and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accept Jesus Christ and faith in the Trinity. 2 Thessalonians 2:13
reads “But we ought always to give thanks to God for you, brothers beloved by the Lord, because God chose
you as the first fruits to be saved, through sanctification by the Spirit and belief in the truth.”
Although we may attend church and Sunday school, we will not come to know the Lord unless we live
according to His commandments as the Lord is not made known through learning but by the Holy Spirit. When
we worship with an obedient heart, and open with a repentant spirit, God is glorified, Christians are purified,
the church is edified, and the lost are evangelized. I am content today and do not have any doubts or
uncertainties about my faith and my trust in God through my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as we do not need to
have all the answers in God’s plan for u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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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Dear Reader,
Pastor Francis wanted to share what was
going through his mind at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National Convention that he
attended. It's very intriguing to hear what is
happening and how it is affecting the spiritual
warfare that we forget. The devil has been on
the move and we need to be fighting for God's
people. It's easy for us to lose focus on the
bigger picture and harder for us to give up on
our desires of what we selfishly want. May the
reading give perspective and encourage you to
put God before yourself.
Jonatha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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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讚美
在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即將來臨之際，也
是我接任「家訊」編輯的事工滿一週年，在
這一年的事奉裡，有喜樂，也有憂愁；收穫
很多，擺上的時間和精力也不少。其中遭遇
最大的困難，還是稿件不足，稿源不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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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保守和應許－信靠神的，永不匱乏。
在我們得到神的恩典時，最自然的反應
就是讚美祂，我們可以從口中的話讚美衪，
歌唱跳舞讚美祂，吹奏樂器讚美衪，也可以
用文字的表達來讚美我們的神，而文字的表
達往往可以流傳地更廣泛、更久遠。所以我
鼓勵更多的弟兄姐妹，在你們感謝主的恩典
時，也能提起筆來，藉由聖靈的感動，把對
主的讚美寫出來，投稿「家訊」，讓我們一
起分享神的榮耀，並向我們的神獻上感恩與
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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