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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過得勝的生活

成敗在一 線 之 間
鍾世豪 牧師

俗

語說得好「失敗是成功之母」，張曉風女
士加上了一個註解，失敗之所以能成為成
功之母，是因為「失敗」女士嫁給了「悔改」
先生。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從失敗中吸取
教訓，看清自己的缺失，悔過改進，我們就可
能邁向成功與得勝之路。可惜有些人在失敗之
後，掉進永無止盡的悔恨，陷入自卑沮喪的陷
阱一蹶不振，失去了對生命的熱愛。神的兒女
卻不該如此，我們理當抱著信心，相信主的恩
典夠我們用；只要我們誠心悔改，仰賴主的憐
憫，在那裡跌倒，就從那裡爬起來，重新再
來，總會有成功和得勝的一日。所以成功與失
敗的分際，往往不過是在那一念之間。
例如：猶大為了三十兩銀子出賣了耶穌，
當他得知主耶穌被定了死罪時，極其懊悔，就
把三十兩銀子退還給大祭司，他說：「我賣了
無辜人的血有罪了。」最後在永無止盡的懊悔
和絕望中自殺了。彼得也一様失敗過，事後卻
能重新振作起來，成為一位大使徒。二者有什
麼不同？一個是在失敗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不
再給自己一個機會。彼得卻在失敗中，想起主
耶穌的「轉過身來看他」的恩典（路22:61，
62），看到了一線出路，走出了失敗的陰影。
我想如果猶大能冷靜一刻，來到十字架底下，
親耳聽到主耶穌十字架的祈禱，「父啊！赦免
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他的
命運必然會有迥然不同的結局。
聖經教導我們，神是一位大有憐恤的神，
在救恩的事上，祂應許我們，若有人在基督
裡，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在日常生
活中，祂也樂意給人重新再來的機會。但我們
千萬不可「糟蹋」神的恩典。我們要珍惜神給
我們重新再來的機會，千萬不可故意一犯再
犯，正如阿摩司書記載：「你們三番四次犯

罪，我必不免去你們的刑罰。」
在邁向得勝的道路上，首先我 們 要 撇棄
「失敗者永不能翻身」的魔咒。這是撒但的技
倆，要摧毀人們求生，求勝的意志。
我們要記住，我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的耶和
華而來。祂賜下了寶貴的聖言，成為我們腳前的
燈，路上的光，所以我們要把祂的話藏在心裡，
免得我們得罪祂。祂也賜下了聖靈成為我們隨時
的指引和扶助，又賜給了我們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的權柄。所以我們要藉著禱告和祈求，將我們一
切所要的告訴祂，祂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我們要謹防撒但的攻擊，撒但會裝成光明
的天使，包裝牠的動機，正如在伊甸園發生的
事，牠的出現並不像騎在掃把上呼嘯而來的女
巫。牠化成一條蛇，像呵護夏娃的知心朋友，
處處為夏娃著想，卻是笑裡藏刀的糖衣毒藥；
撒但的可惡，是先甜言蜜語誘惑人，引人犯罪
之後，又控告人罪不可赦，叫人被罪疚捆綁，
無法擺脫黑暗的權勢。
我們也要保守我們的心，因為人一生的果
效都由心發出。雅各說：「各人被試探，乃是
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
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雅
1:13-15）。私慾懷了胎是什麼意思呢？就是
說透過我們的五官、思想不斷增強內心不良慾
念，到了時候就自然生出罪的行動。所以我們
要經常祈禱，求主鑒察，知道我的心思，看在
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
路。（詩139:23，24）
天路客啊！我們都犯過錯，都失敗過，在
奔跑天路的歷程中，我們雖然跌跌撞撞經歷過
不少的事故，卻要彼此勉勵，靠主恩典發奮圖
強，努力活出得勝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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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過得勝生活之我見
◎ 程行中

現 在已進入感冒高發期，為什麼有些人
容易感冒並且一感冒就咳嗽不止，但
有些人卻沒事？感謝主，Eva和我已超過5
年未曾得感冒，即使我曾在雪地跌倒傷及
腳踝，以致骨斷，但卻能在一個半月斷骨
長好且完全康復。在我親身的經驗與體悟,
我是無形中遵守並實踐箴言所說“你要保
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發出”（箴4：23），這是說要看守
自己的心使之維持在主的正道上。那時我
決定要將德州的公寓賣掉而經理不想讓我
賣，卻暗中將21戶讓犯罪分子(有殺人的，
賣毒品的，搶劫的……所有的人都是在警
局登記有案的危險份子)入住，為了應付這
些犯罪分子，唯有根據不同的情況，抓住
神的應許(120個)，不住禱告，求神幫助。
一有事就出去處理，沒空管斷骨的事，只
有禱告後，將所有的事交託給神，不顧一
切的走去……相信神是我得勝的源頭，當
我內在的生命與聖靈合一時，即使再難對
付的事，再痛的腳都輕鬆得勝，因為全身
都在主正道的光中，這樣在神所賜各種環
境下，透過不斷的屬靈操練，就可以過得
勝的生命與醫治!聖靈提醒我還要過得勝而
幸福的生活(遵主旨意，去使萬民作主門
徒)來迎接主的再來，茲詳述這二個體會如
下：
因為“心”非常重要，就以感冒為
例，感冒季節讓人認為容易感冒，而產生
心念變化，說是身體上有了病，無形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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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自我暗示，不久一定會生病。我們是
基督徒，是神的兒女，肉體只不過是我們
屬神生命的一種形而下表現而已。因此，
當我們對內在的健康，永生不滅的屬神生
命有了自覺，進而徹底了解與體悟時，自
然而然發現並能過得勝的生活，一切的疾
病都很快的好起來而不復發。因為“心”
到底是主，肉體只不過是心念的客觀化而
已。我們之所以無法過得勝的生活，是因
忽略了無形的生命對肉體以及一切物質的
絕對性支配力量!從而失去了在基督裡得醫
治、得釋放、得自由、過得勝的生活的真
理。
當我們在環境中處於極大的風暴而有
了恐懼、懊惱、惱怒、悔恨、消極、懶
散…這時便有了破口，易被病毒或撒但
入侵或潛伏，若要過得勝的生活，除了每
天禱告、QT、靈修與神建立親密無間的
關係，相信神是我們的高台，就像一座高
山，山下有暴風雨，只要禱告求神幫助，
神就會領我們穿過厚厚的雲層到山頂上，
離開了風暴，在那裡是風和日麗的地方，
所以要儆醒禱告，一有任何情況，立即禱
告求神幫助，甚至求主的寶血潔淨，聖靈
的帶領，斥退撒但……把那些不好的東西
加以驅走。要注意:在那些東西要驅走之
前，可能有反彈的現象，只求主淨化我們
的內在生命，只要平靜自己的“心”，相
信內在生命淨化的功能會運作。若有病或
困境，一定能很快的康復或平靜，不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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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進而內心驚慌(像彼得)，以致自行
捉住了即將散滅的疾病或困境而不放，重
新又製造了另一個病念困境自縛而受苦，
因此無法過得勝的生活。茲舉我自身小小
的經驗，在感冒季節，當我打噴嚏或咳嗽
時，就告訴我自己感冒已隨著打噴嚏或咳
嗽而出去了，結果此效果很靈，已經經歷
了至少5年的感冒季節(都沒打流感預防
針)，也沒真感冒或咳嗽，感謝讚美主!所
以，除了每天清晨靈修禱告與神親近外，
我們務必要參加每週星期三晚上7點的禱告
會，在神的殿中與神建立親密關係，凡事
藉著禱告向神求,使我們心靈平靜，不但對
己還是對人均有益處，更能明白神的心意
來榮神益人!一月份我們QT是進入馬可福
音，看到主耶穌說“你的罪已赦免了”，
那些無論是中風或任何疑難雜症，都在主
耶穌這一句充滿信念與真理的話語下，立
即痊癒，再也不留痕跡!“罪惡意識”乃萬
病之源，若想過得勝的生活，則必須要消
除病源(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施洗約翰一直要
人認罪悔改的原因之一吧！)。所以每當主
耶穌遇見了信靠祂並求衪治病的人，總是
以充滿確信及憐憫的態度說出“你的罪已
赦免了”的強力話語叫醒他們，結果病人
內心所把持的“罪惡意識”瞬間即逝，病
也就同時的消失了，這些病人大都於病好
後，立即去傳揚福音……(我們也要警醒，
當認罪悔改，這樣會有意想不到的得勝生
活)。
當我們感恩主耶穌的救贖並遵主的大
使命，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而努力傳福音
時，神就自然而然的與我們同在、同行甚
至同工!要效法主耶穌那樣為父神的國而
努力，不要怕找不到未得之民(BEST)，
因神會成倍添加，並且使我們福杯滿溢而

獲得真幸福，真正過得勝的生活!因在為
主作見證時,必能領受福音的大能，才能真
正榮耀神，誠如經上所說“但聖靈降臨在
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徒1:8)，我們要深深體
會在傳福音的果效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
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靈方能成事，那種
凡事神一直與我們同在、同行、同工的景
況，讓我們深感幸福，也真正體悟到榮神
得人，過得勝的生活的真正意義，感謝讚
美主!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讀到此文，若有感
動，也願為主的大使命盡一己之力，請與
我聯絡，讓我們共同努力，興旺我們的教
會。
親愛的阿爸父神，祢愛孩兒何等的
深，祢是孩兒的高台、避難所，一有困
難，孩兒就禱告，深深體悟在祢裡面孩兒
就得釋放、自由及平安，孩兒要敬拜、讚
美、尊崇祢的名直到永遠!主啊!感謝讚美
祢，在祢沒有難成的事，求祢幫助孩兒能
真正保守孩兒的心，願聖靈在孩兒裡面作
主、作王，願聖靈隨時充滿孩兒，帶領孩
兒突破所有的困境，清除一切的障礙，求
聖靈降臨，使幸福小組能真正推動起來，
求主添加未得之民(BEST)，不但造就一起
來參與的同工，也造就BEST來興旺教會，
榮耀主名，過一個真正得勝的生活，孩兒
這樣的禱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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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約翰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
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1:20）

在

小組查經時，有弟兄問說：『約翰
啊，你們查經查了二三十年，結果還
是照樣軟弱無力，沒有能力活出基督徒的
生命見證，到底在幹啥？』
我們雖都明白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
恩，罪得赦免，聖靈重生，因信稱義，有
永生的確據盼望，知道得贖成聖的道路，
但是心思意念生命真有改變嗎？為何常常
立志行善由得我，每每行出來由不得我，
以致對罪、對肉體俯首稱臣而屢戰屢敗
呢？多麼渴望活出成聖的生命，過得勝的
生活，是什麼原因，是哪裡堵住了，使生
命無法散發出基督的馨香之氣，結不出聖
靈的果子？顯然我們雖已得救，但仍然住
在亞當傳下來的身子內，身子私慾仍然存
在，罪依然在心裏掌權。如何才能脫離取
死的身子，不再讓罪轄制奴役我們呢？
在閱讀了林道亮牧師的《徵召得勝
者》，沈保羅牧師的《確鑿不移的真理 --

4

2 0 1 9 年 0 5 月第 1 5 2 期

羅馬人書講解》兩書後獲益甚多，將心裡
的領受整理如下。
要明白救贖真理－舊人和基督同釘十
字架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
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羅6：
6－7）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是與基督在生
命上的聯合，我們憑信心接受基督替死的
恩典，也要憑信心接受舊人與基督同死的
恩典。我們對罪既已死了，就脫離了罪的
轄制，罪再無律法根據來奴役我們了。哈
利路亞，讚美主！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羅
6：5）主救贖我們，不單叫我們脫離罪惡
的權勢和撒但的捆綁，也要救我們不再為

如何過得勝的生活

自己活！因為祂替我們死而復活，就是要
我們為祂而活！
要進窄門走小路－獻上活祭遵行天父
的旨意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
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也不要將
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
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
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羅6：12－13）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
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
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
人也少。』（太七13－14）
林道亮牧師提醒我們，我們信主以
後，做了主耶穌的學生，前面也有功課要
學習、有道路要奔跑！人生前面有兩扇門
可進——寬門或窄門，有兩條路可走——
大路或小路；我們一定要進一扇門，沒有
第三扇門可選。這樣，我們清楚看見進窄
門是信徒的前途，也是作耶穌門徒的必修
課！但是我們多少時候有了信心，卻沒有
屬靈能力推動我們前進。牧師再提醒我
們，主所徵召的得勝者要進窄門（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走小路（遵行神的旨
意）才能進天國與主同做王，恢復神起初
造人的目的，在神的國度裡管理神所創造
的宇宙萬物。『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
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
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啟三21）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
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

全、可喜悅的旨意。』（羅12：2）據說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年少時曾是任性妄
為的少女，當有一天老師提醒她將來是英
國的女王後，從此她的人生觀轉變了，思
想言行都符合未來女王的身份。祈求聖靈
光照讓我們看見，在二千年前我們乃是已
經與基督一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在
加略山時，我們也在那裡！願神憐憫我
們，叫我們能支取與基督同釘死的救恩，
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我們死而復活的主
活。從此以後，行事為人道德的標準不再
是好與壞，而是“主”與“我”。只要是
從主來的，或是為主的都是好的；反之，
凡是從“己”來的，或是為“己”的都是
惡的。從今天起，為神而活，照神意而生
活，為榮耀主而努力！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
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
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
然的。』（羅12：1）
禱告：阿爸天父，祈求主基督復活的
生命活現在我身上，使我能過蒙神喜悅得
勝的生活，來見證尊榮主耶穌基督的聖
名。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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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譚靜静舒

在

教會中，每次看到新人受浸成為基督徒後，受浸的弟兄姊妹，也包括牧者，眾人
和每位受浸者的家人，都是那麼的興奮和激動不已地把浸禮這最珍貴的時刻，紛
紛用相機鏡頭留住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這一天基督徒把它稱為<快樂日>，因為從這
一天開始，主耶穌用衪的寶血洗淨了眾人之罪，我們都將不會受到罪惡的捆綁，在主的
溫暖大家庭中，享受上帝賜給我們更榮美的福份！
要知道,當你接受了耶穌為你的救主,你只是個屬靈的嬰孩，你仍要用靈奶去餵養，
靠著神的力量慢慢地長大成人，讓神改變你越來越像基督，靠著神的改變，過一個得勝
的生活。什麼是得勝？得勝就是在各種試煉和考驗中勝過試驗，持守真理和對上帝的信
心不變。
成為基督徒後，我們屬靈生命仍然很脆弱，就像一棵幼小柔弱的樹苗，需要陽光、
雨水和養份的灌溉栽培，才得以茁壯成長。而且，魔鬼和我們的屬靈爭戰才開始，信主
前，任何的決定和行事都是由自己做主，當然，你沒有感覺有任何的難處，因為這是你
自己的意願,出於罪的迷惑和撒但的控制，你對所做的事，並無屬靈感覺,也不覺得是犯
罪。比如“淫亂，污穢，邪蕩，拜偶像，行邪術，仇恨，忿怒，自私，分黨，結派,嫉
妒，醉酒，荒宴，和類似的事。”但是信主後，神給了我們新生命，心思意念也跟著更
新，我們的選擇沒有像以前未信那樣，再也不願走犯罪的道路了。所以，便會有屬靈爭
戰在我們身上，敵基督會使盡各種破壞,讓我們不順從上帝，因此，神雖然赦免了我們
的罪，但我們肉身還在地上生活，我們仍不斷地受到撒但的攻擊,因我們舊性情和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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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仍存在於肉體內，肉體犯罪就是一切以自我為中心，肉體既然在我們裡面，我們也
就常常在掙扎中。就像羅馬書七章二十五節所指：“……一方面我自己心裡服事神的
律，另一方面我的肉體卻服事罪的律。”我們越討主喜歡，撒但就越不甘心，就好像
拔河比賽那樣，彼此互相較力，一個叫我們順從神，另一個叫我們遠離神。所以，當
我們接受洗禮後，靈命的栽培對每一個基督徒都很重要。
基督徒過得勝的生活，需抵擋仇敵的試探，因罪都是從試探開始，舊約始祖亞
當夏娃因受蛇的引誘試探，吃了神所指定不能吃的禁果，從此，給世人帶來了罪和死
亡。試探本身不是罪，而我們進入並逗留於試探中才是犯了罪，屬靈的基督徒會把主
權交給上帝，讓神來拯救你，帶你安然無恙地走出試探,並在禱告讀經中重新得力，得
著神喜悅的生活。我們的主基督經歷的試探與始祖亞當的經歷是一樣的“他像我們一
樣，也曾在各方面受過試探，只是他沒有犯罪。”<希伯來4:15>,主耶穌在曠野禁食
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於是魔鬼就對主展開以食物、神跡和萬國榮華來試探主,主
不為所動,反而用神的話來斥退魔鬼，正如上帝教導我們:“你們應當順服神，抵擋魔
鬼，魔鬼就逃避你們。”<雅各4:7>
前段日子，我因照顧生病入院的老父親，天天都是奔波在醫院中，清晨出門直到
黃昏回家，身心極度疲累，回家後匆匆吃過晚飯就上床了，這段艱難的日子,直到父
親返回天家才結束。最後，我發現這影響並推遲了以前讀經計劃的進度，在困境中，
我只照顧肉體疲倦的需要，沒有順服聖靈並用聖靈的引導，更加懇切地禱告上帝，求
神加添給我信心和力量，只是降服肉體上的老我，遠離了親近神的教導，尢其在困境
中。恰如羅馬書八章神的責備那樣:“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悅，……如果人沒有
基督的靈，就不是屬於基督的。”我的軟弱和未信者有何區別？這不是中了魔鬼的試
探，讓我遠離我們的神嗎？但願今後，無論在人生的道路上碰到任何驚濤駭浪，總要
不斷禱告學習，好對付自己不合乎神的心思意念。
每一次的跌倒，至每一次的爬起來，讓我真正的領悟，過得勝生活，就是凡事倚
靠上帝，並更加親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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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貴元
何謂生活，人生怎麼過謂之。
何謂人生，答案林林種種。
政治家說：人生屬於有夢的人。藝術家說：
人生是畫，我畫我的夢，我夢想我的畫。企業家
說：人生是翻一座山又翻一座山。哲學家說：人
生就是醒來時的夢。其實在人的生活中，人生就
是一種跋涉，旅程；是等待也是相逢；是探險也
是尋寶；是眼淚也是歌聲。
生活無需政治口號，有政治口號的生活是虛幻
的。生活無需豪言壯語，有豪言壯語的生活是不真
實的。生活無需化妝，化妝是假臉不是真面。
生活需要什麼？
生活需要信仰，怪力亂神的信仰害人害己，
信主的信仰，生活如磐石。生活需要品格，老實
忠厚的品格無可厚非，基督徒的品格是信心博
愛。生活需要中心，以人為本是世俗，以神為本
是真理。生活需要使命，解決衣食住行是世俗，
傳福音是偉大的使命。生活需要主題，好工作、
好生活是世俗的追求，愛神、榮耀神是基督徒的
生活主題。
過得勝的生活就是活在基督裡，並在基督裡
更新。活在基督裡就要經常和天父談心，要不斷
學習領會神的默示。
新生命不是靠修行，是信靠神，藉著禱告
住在基督裡，住在主裡面是主的吩咐，就是與神
同在，住在主的殿中，不離開會幕。我們的生命
在基督裡更新，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更新生命，才能
明白神的旨意，不是行為的改善，也不是知識的
加厚，而是基督力量的增長，是聖靈地位的拓
展，是自然生命的破碎。
更新生命與主同行，首先要捨己，要時時處
處，不能順風順水時忘記耶穌，狂風暴雨時想起
耶穌。信仰決定態度，態度不是高度，但能決定
高度，耶穌就是道，道不是理論，是用生命活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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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更新生命就是放下世俗，信靠耶穌。更
新生命是高舉表現耶穌。更新不是改良，而是重
塑。重生不是道理，而是事實。生命為了使命，
使命豐富了生命，靈命堅定了使命。
更新生命在神的面前要聖潔、真實、純正。
真實是需要勇氣的，絕不能嘴上說一套，
心裡另一套。口裡千萬次講謙卑，遇到批評就躲
閃、迴避、甚至反感，這種講道能講好嗎？請問
這種現象難道不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嗎？默認，
無聲難道叫團結嗎？真理是不怕討論的，更不怕
辯論，迴避矛盾，遮掩錯誤絕不是真正基督徒的
品格，我相信神也不喜悅。
謙卑是需要純正的，一個人、一個團體要敢
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無私才能批評別人，謙虛才
能自我批評，絕不是只聽恭維、表揚，而反感批
評，只講成績，不講差距。我們一定要明白：團
體的裂口不是因為批評而撕裂，是因為拒絕批評
而撕裂，只是時間問題。
聖潔是需要真實的，即充分看到已取得的成
績，把它發揚光大，又要正視目前的不足，加以
改正，以求更大的進步。正如經上所說：“你們
親近神，神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
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過得勝的生活，要聖靈光照。聖靈就是施恩
的靈，賜智慧、啟示及更新生命之靈。
過得勝的生活，要開心眼，看清屬靈的世
界；要長新耳，聽聖靈說話；要開心竅，明白神
的旨意。
敬愛的天父啊，感謝祢，讚美祢，祢是又
活又真的全能神。希望主保守我的生命在基督
裡更新、重塑。給我智慧能思考，給我理智會
判斷。分辨出對和錯，判斷出真理與謬誤。也
希望祢保守那些不真謙卑的人趕快真謙卑起來
吧，唯有這樣方能傳好道，行出道，方能謹守
祢的旨意，完成祢的吩咐，隨時在靈裡看到祢
的偉大與崇高，榮耀祢的名，謙卑的禱告，奉
耶穌聖名求，阿們。

我喜歡的一個聖經人物（續）

大衛
是我所喜歡的聖經人物之一
◎ 程行中

我最喜歡並
且要效法
的人物很多，
如：約瑟，保
羅，彼得等，
我想會有很多
人都在寫他
們，因為他們
是聖人，但是
大衛不同，他
在青少年時，
就被膏抹為王，神一直與他同在，然而他竟然
犯下姦淫、奪妻、流無辜人的血，這些行為在
神認為是死罪的，如經上所說：「與鄰舍之妻
行淫的，姦夫淫婦都必治死」(利20:10)。但
他仍未被處死，因他所犯的罪可以處死二次，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舊約，神竟稱他為
“神人”「因為神人大衛是這樣吩咐的」(代
下8:14); 在新約中神也給他評價，仍被稱為
“合神心意的人”，如使徒行傳13:22說:「既
廢了掃羅，就選立大衛作他們的王，又為他作
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
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一個死刑
犯，竟然能轉為“合神心意的人”! 他的一生
十分精彩，看到他怎樣做一個“合神心意的
人”，神的手一直帶領他，很像我們這樣的凡
人，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是我選擇大衛成為
我喜歡的聖經人物的理由，詳述如下:
大衛約15歲時，那時他在家中是沒有地位
的，是耶西最小的兒子，他擔任看羊的工作，
那是當時小孩、女人的工作，但對神來說，大

衛的心，是神選中的。掃羅的心，沒有保持對
神的真誠與順服。所以神要一位像大衛一樣合
神心意的人來替換掃羅，因掃羅嫉妒，心存苦
毒，不原諒人，是神所不喜的。雖然大衛年
輕，歷練不足，但他的缺乏與所需的一切智
慧、能力、判斷……卻看到神藉著環境、聖靈
供應及裝備他。因為神揀選屬靈的領袖，不是
用身高、體重、身分、背景來做標準，神要求
的屬靈領袖資格，清楚的寫在撒母耳記上第16
章七節中:「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
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大衛的內心是如
何？聖經中有記載：「大衛用誠實、公義、正
直的心行在你面前」(王上3:6)，這是一個屬
靈領袖應該效法及遵守的。由於大衛誠實地順
服神，這是神所要膏為王的人選。因此神指示
撒母耳，大衛是神為以色列人所選的新王。所
以，撒母耳就膏了大衛，拿油澆在他頭上，從
此神的靈，大大感動大衛。試問我們的聖靈內
住後，神的靈有無常常大大感動我們？
神策略性的把大衛引到掃羅面前，如此他
可以學習有關如何統治國家的事。大衛不是立
刻取代掃羅，神是先把他放在一個學徒的位置
上，然後讓他在許多年後當上王，在心志上、
道德上和靈性上做預備的工作，讓我們深深體
悟到，神的奇妙作為。我想，這是神對我們每
一個基督徒的方式！再從還是小孩的大衛與巨
人歌利亞一戰，讓我們學習到，不要只看困難
的巨大，而忘了神的偉大! 所以，無論我們多
麼軟弱、無能，都要信靠神來爭戰！大衛就是
靠這樣為神的榮耀而戰勝歌利亞，進而打敗強
大的非利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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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掃羅嫉妒大衛，進而追殺大衛，大衛
多次幾乎被掃羅追殺至死，因受逼迫，求神
幫助，神即應允，因神與大衛同在。那麼受洗
後，神是否與我們同在？大衛也寫了那麼多屬
靈的詩篇，來讚美感謝神，大衛也知道他作了
猶大和以色列王也是神所賜……好不容易，掃
羅在大衛所藏匿的山洞如廁，謀士極力進言，
說這是神的安排，乘機殺掉掃羅，永絕後患，
但大衛沒有這樣做，因大衛認為掃羅是神所膏
的人，在此更證明，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試
問我們在利害交關時，有無做出不合神旨意的
事？
大衛正式登上王位後七年，飽食終日而思
淫慾，一日他睡到傍晚，看到拔示巴在洗澡，
竟然動了淫念，將她睡了，為了遮蓋他所犯的
罪，嘗試多次無效，最後竟然設計把她丈夫烏
利亞，也是忠於大衛的勇士，給殺了……此事
件讓我們警醒到，如果一個蒙神所膏並且合神
心意的領袖或信徒，都會跌倒得那麼快且深，
我們需如何謹慎? 要如何避免? 我認為要注意
犯罪前常有的前兆，要警醒、要防、要逃、要
避，不要掉以輕心！
在拿單的責備下，大衛認罪悔改，他承認
了他的罪，沒有找藉口，也沒有推諉，也沒有
暗中花錢或用權勢逼拔示巴說是她的錯……試
想，當我們犯罪後，有無推諉？遮蓋？……詩
篇51篇是大衛見拿單後，所寫的認罪詩，其中
寫著「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
面前。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
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判
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詩51:3-4)。由大衛之
後的人生看見，他的悔改結出了持久的果子，
他遠離他的罪，不再去犯罪，因他真心悔改，
耶和華就除掉他的罪，而不至於死，但活罪難
逃，所以他因所犯之罪，一共賠了四個子女。
在此讓我們深深體悟，我們不要認為，只要向
神認罪悔改，一切刑罰就都免除了。在人的一
生中，我們所受的試煉和痛苦，大多是犯罪所
帶來的後果，接受神的赦免是第一步，靠著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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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的眷顧去忍受苦果，接受神的管教是第二
步。然而最上上之策乃是：不要犯任何罪！
大衛是最懂得安靜等候神的人，他說:「有
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
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
他的殿裡求問。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
保守我; 在他亭子裡，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
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詩27:4-5)又在詩62:
1說:「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
從他而來」……可見大衛與神的關係已到了如
此深厚的情境。
由以上所述得知，當我們不小心犯了罪，
如果我們信得過神的公義、信實、慈愛與憐憫
的屬性，就不必擔憂結果了。要學習效法大衛
的認罪悔改，不斷地與神建立良好親密無間的
關係，不斷地讚美神，感謝神，也能如大衛那
樣被稱為“合神心意的人”。從大衛認罪後，
學習到：大衛深知神所看重的，乃是憂傷痛悔
的心靈，一個徹底認罪的人，是神完全悅納的
人。神行使主權的方式，往往不是人所能理
解，神是有豐盛恩典的神，饒恕人的罪，神仍
繼續施恩！哈利路亞！感謝讚美神！
神啊！深知祢藉著環境興起各樣的苦難是
對大衛的祝福，是與榮耀息息相關，大衛王的
順服，竟使苦難成為祢對他的磨練，成就了他
成為“神人”和“合神心意的人”; 反之，
若悖逆會增加延長受苦的時間和痛苦，如同
掃羅，因此苦難最終的目的是要帶出謙卑、順
服、良善、純全、蒙神喜悅的人生。我深深體
悟，生命藉著苦難才能有效更新；也深深體悟
人人必須為他所犯的罪，承擔痛苦；也知道死
罪因悔改被神免了，但活罪則難逃！這是我們
要警醒的地方，千萬不可犯罪！由大衛所寫的
詩篇，證實他真心悔改並持守到底，他每天讚
美神七次，蒙神喜悅，以致成為名傳千古的偉
人，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神啊！由大衛的犯
罪，看出祢如何管教祢的兒女。祢的保守、管
教和拯救是何等的信實偉大！哈利路亞！讚美
祢！阿們。

教會事工

浸信之聲兒童合唱團
(Baptist Voice Children Choir)
◎ 編輯室

音樂，是上帝賜給人類的禮物。最純淨優美的歌聲獻給最愛孩子的耶穌。
擁有多年歷史的浸信之聲兒童合唱團，在優良傳承中創新求變，讓孩子學習用
歌聲來敬拜神。
我們是招收5到16歲的孩童，每週日下午練習，是依據年齡來分班教學上課。
每個學年度都有多次機會讓孩童在不同的語言組中獻詩。讓他們有親身體驗並
學習用詩歌來頌讚敬拜神的意義。
歡迎MBCLA的孩子們一起來參加BV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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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2019年4月7日粵語堂浸禮
◎ 陳東昇 牧師／李譚靜舒

四月七日，粵堂有三位弟兄姊妹受浸加入主的名下，他們是：文潤娥、凌偉志和
黎干斌。當天，連同他們的親人一同來到教會，與眾人共同見證了他們的人生重
要時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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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粵堂花絮 （一）

◎ 李譚靜舒

二月十六日上午在國浸副堂，粵堂"仁愛"和"信望愛"團契聯合舉辨新春聯歡會，並
邀請未信主的新朋友參與聚會，會場裡外的佈置充滿了新年氣氛，還專門設立了單
人新年攝影照台，為眾人留下巧笑倩影，還有短劇，粵曲演唱和抽獎活動。陳東昇
牧師並在聚會中傳遞了主愛信息，祝賀大家新年健康，愛主更深! 會後，眾弟兄姊
妹分享了許多中國傳統新年美食，並度過了一個歡樂和有意義的中國新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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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粵堂花絮 （二）

◎ 李譚靜舒

三月十九日早上，帶著"活力傳遞愛，愛心連肢體"的信念， "信望愛"團契在團長
Simon Ng 弟兄帶領下，再次積極地投入了"角聲"年度嘉年華活動，團友們為此分工
合作，從採購至烹調，不辭勞苦直到深夜，終於讓一道道拿手美食，按時擺放在食
物攤上，為社區籌款獻上愛心和支持！代表國浸參加此次活動的"信望愛"團契，也
不負眾望獲取籌款額的第三名，讓服務社區關懷活動和基督的愛永遠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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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教會活動圖片集

◎ 曲維 芝 提 供

國粵語婦女會聯合 2019 新年聚會的相片。感謝眾多弟兄姐妹的愛心大餐。也感謝特
邀嘉賓招葉秀霞師母精彩的見證分享。

中文學校兒童詩班主日獻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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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復活節和56週年堂慶到了
感謝弟兄姐妹用心把大堂裝飾一新

受難主日松柏詩班特別獻詩

第49屆CWT 的第一次迎新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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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見證

宣教分享
天是3月23日，這一天是我第一次從台灣
今 來美國的紀念日，那年是1973年－1973
年3月23日！光陰似箭、時光荏苒，似乎好像
一轉眼間，竟然在美國住了45年多。從起初
把美國當成是他郷異國，到成了美國公民，
美國已經成為我的國家了。
這真是多麽的湊巧！能在今天和你們分
享「宣敎」，這個湊巧絕不是偶然的，我
想，這是在神特定的計劃和安排中。
年輕時，在台灣就有人向我傳福音，雖
說我祖母的曾祖父是陳炮長老，他是家族中
第一位信主，但經過了六代的我，還是需要
有宣教士、傳福音的弟兄姊妹向我傳福音。
1973年來到美國，由於感到非常的孤
單，所以對聖靈的感動特別敏銳，很清楚上
帝的旨意和呼召，因此在1975年的感恩節接
受浸禮，成為了基督徒。
如今，我們這個小組的弟兄姊妹大都年
紀大了，體力精神都不如以往，我常常在
想，我實在不能去遠方宣教，那麼到底我們
能夠為「宣教」做什麼？有三方面我們可以
做的。（1）為宣教士們禱告（2）經濟支持
他們— 不在乎多少，寡婦的兩個小錢，神都
看重（3）接待宣教士。
現在，讓我簡單分享上帝如何從1990年
開始怎様帶領我順從祂的旨意：
一、主的呼召—1990年7月22日，主日
崇拜呼召詩歌「豈可空手回天家？」，那主
日，只有我一個人出來決志。我向主說，如
果八年以後，祂要呼召我成為宣教士，我願
意順服。「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
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
子常存。」（約15: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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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蕭千惠

二、開始認真讀聖經—從那天起
（7/22/1990），上帝對我說：「孩子啊！
你要知道我話語的重要性，開始裝備自
己。」。「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
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提後3:16）
三、主的印證—1990年12月宣教週的星
期五晚上聚會時，朱樂華牧師要我們打開聖
經，讀馬太福音第28章第18節到20節，我
一打開聖經，居然就在那一頁，我好驚喜！
怎麼這樣巧？那晚，回到家，打電話給我最
知己的主內姊妹孟麗，告訴她，這件事。當
我拿出家裡的聖經，準備和她一起讀，一
打開，竟然又在那一頁！這讓我心驚膽跳！
主啊！是祢在向我說話嗎？要告訴我，傳福
音是多麼的重要！星期一上班休息時間，與
一位老墨同事分享，一打開，又是那一頁！
三次不同版本的聖經，三次一打開都在太
28:18-20。這的確是上帝在向我印證祂對我
的期待！「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
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
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太28:18-20）
四、以身作則—自從1990年7月22日以
後，三位女兒看我每天在讀聖經，她們也
自動自發的讀聖經，原來神要藉著我，先
設立一個好榜樣，以便我能帶領她們一起來
學習事奉。經過多年之後，上帝更呼召我，
在2004年到2008年到神學院進修。「你的

生命見證
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
119:105）
五、大女兒Alice代替我成為宣教士—
果然在八年之後，當1998年，Alice從UCLA
畢業，她居然沒有和我商量，就自己報名要
參加兩年的短宣。那時，我是從張戈啓敏師
母那兒聽來的消息。Alice從小就很獨立，她
是我們家發號司令的領導者，家裏很多的計
劃和活動都是她所策略的。因此，那時候的
我，非常清楚明白這是「上帝的旨意」。原
來這八年的預備工夫，是在上帝的計劃安排
中，神要我先跨出第一步，其實上帝屬意的
候選人是Alice，神要她成為宣教士，並不是
我。上帝讓我想起，她在我腹中時，早就再
三把她獻給主。早年，在1982年，Alice六
歲時，上小學一年級，每天上學校的巴士，
她總是讓所有的小孩先上車，她最後一位上
車。當時母親從台灣來看我們，看到這一幕
情景，母親對我說：「Alice這孩子將來會是
一位領導者，一位有愛心的人，一位非常穩
重的人。」是的！上帝所揀選的，絕對不會
錯的！1998年，是我向主還願的一年！「你
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上帝，又要向至高者
還你的願。」（詩50:14）
六、上帝為她預備了配偶—1998年，
Alice在台灣遇見了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士
Mark。這是上帝多麼奇妙的安排！上帝的愛
永遠是那麼的真實！「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
了大事，我們就歡喜。」（詩126:3）

八、Alice被美南浸信會正式按立成為宣
教士—2001年8月1日，Alice在New Mexico
美南浸信會宣教大會上被正式按立成為宣教
士。感謝張戈啓敏師母、許蕊芬姊妹、鍾牧
師、鍾師母、朱鉅輪牧師、侯偉達弟兄，在
百忙之中，蒞臨參與其會觀禮。Mark全家
和我們全家也都出席了。「耶和華説，你們
是我的見證，我所揀選的僕人。既是這樣，
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
華，在我以前沒有真神，在我以後也必沒
有。」（賽43:10）
九、Mark和Alice結婚—2001年8月25日，
他們在美國Arcadia市結婚。之後，順從聖靈
的帶領去各處宣教。他們有兩個孩子，女兒
Faith，今年13歲。兒子Caleb，今年9歲。
十、他們全家昨晚扺達洛杉磯—感謝神！
多麼的巧合！初執事二星期前，問我可以分享
一些有關「宣教」嗎？上帝就把他們帶到這
裡，讓我們全家有團聚的時間和機會。
結論：我們雖然年紀大了，不方便去遠
方做宣教士，但是我們可以為宣教士禱告，
在經濟上支援他們，若行的話，也可以提
供住宿或開放家接待他們。我相信您們如此
做，上帝必打開天窗傾福於您們！哈利路
亞！

七、Alice返美讀碩士—2000年，Alice
完成了兩年的短宣，返美再進修，進入西雅
圖華盛頓大學，主修「如何教外國人學好英
語」。這個學習可以幫助她在宣教的工場使
用。「耶穌説，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
如得魚一樣。」（太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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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帶領見證平安喜樂的人生
◎ 劉俊卿

當英國的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跌倒的那
一刻，我就開始思考要離開香港。結果在
1986年的夏天，我和太太帶著三個兒女來到這
一片神賜給全世界人的迦南－美國。
我從小在基督教學校讀書，所以對聖經有
小小的認識，在九歲那年，因為一罐免費的奶
粉來到大角嘴浸信會，之後每星期日都去參加
主日學，更帶領我的母親、弟、妹和祖母都信
了主耶穌，這真是奇妙的救恩。當我在社會做
事後，就將神忘記，但神並沒有忘記我，在人
生的路上，祂一路都看顧著我。感謝神。
獨力帶著一家五口走這一條美國夢之路，
一路十分困難，然而更大的浪正等著我們。
1992年，當我的太太去ICU探望我即將去世的父
親時，引起她的恐懼和睡眠不安。這個時候，
神的恩典降臨在我太太身上，祂差遣鄧灼文牧
師和一位李姊妹（Irene）到我家為她祈禱，
並帶我們到第一浸信會崇拜。當時的林道亮師
母很有愛心，她為我太太禁食祈禱，感謝林師
母。93年，我太太康復了，感謝神，可惜後來
我們再也沒有回教會，而鄧牧師也去了紐約的
浸信會。
更難過的事是在太太生病的時間，二個讀
大學的女兒，先後離家，我這個家庭破碎了。
原來當人生走到谷底的時候，方能看見神伸出
大能的手引導和醫治我們，感謝神，讚美神。
十五年後的2007年，我太太因坐骨神
經痛，她的恐懼感又再次出現。我們夫婦
一同去尋找神的家，我們去附近的生命堂
（Alhambra）敲門，有一位容弟兄開門，在得
知原因後，他立刻為我太太祈禱，又安排一位
年輕的牧師到我家探訪，感謝神的恩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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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太太在後花園，心想希望我能
帶她到紐約見鄧灼文牧師，因鄧牧師已去了紐
約十年，很奇妙她聽到有聲音說：「牧師在羅
省」。她急忙叫兒子查電腦，果然鄧牧師在橙
縣第一浸信會，他回來已經二個月。我們約見
鄧牧師，牧師再一次帶領我們決志信主。牧師
跟我們說：「你們是要倚靠神，不是倚靠鄧牧
師，去神的地方就可以啦。」
感謝神又一次奇妙的帶領，我們遇見Alice
黃姊妹出來買午餐（她本來預備了午餐，但忘
記帶），神預備她帶我們來到國語浸信會。榮
耀歸主耶穌基督。
經過一段時間，我太太還沒有好轉。我開
始不耐煩，罵她說：「妳身體已健康OK，還有
甚麼好害怕呢？」，後來我們遇到Richard余國
輝弟兄，他耐心解釋給我聽：看見的病，我們
知道，但看不見的病更加痛苦。他又拉著我們
夫婦一起祈禱，感謝神奇妙的指引。
在歡迎新朋友的晚上，有一位弟兄David
Tong突然對我太太說：「劉太太，如果妳覺得
舒服，早上或整天都可以打開全屋的燈。」，
這實在令我非常震驚！（因為早上我太太開了
很多燈，我罵她開多少燈都沒有用的。）神用
David的口教訓我了。感謝神。
感謝主，也感謝教會的牧師們和弟兄姊妹
的關懷，2008年我太太身體已完全康復了，感
謝讚美主。
渺小的生命，見證神無限的偉大和愛。能
夠認識主耶穌基督是無可代替的福氣。現在心
中只有敬畏神，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
道路，每一天都可以活出美好的見證。阿們。

靈修分享

主耶穌的微服私訪
◎ 詩班 賈愛軍

六晚上,隔壁鄰居一群年輕人在開
上週Party，十點半還沒有結束，歡聲笑語隨
風飄到我家裡來，在嘈雜的聲音中，還可以隱
隱約約的聽見他們播放的“江山無限”的樂
曲。“江山無限”是電視連續劇<<康熙微服私
訪記>>的主題曲。其旋律優美，歌詞大氣，我
很喜歡。開頭幾句是這樣的：“五花馬，青
鋒劍，江山無限。夜一程，晝一程，星月輪
轉。……”
不知何故，那天晚上，我又想起了主耶
穌。主耶穌的“道成肉身”，從某種意義上來
講，不也是一種微服私訪嗎？
康熙的微服私訪是從皇宮到民間，而主耶
穌的微服私訪則是從天上到地上；康熙微服私
訪，斬惡霸，殺貪官，為民除害，為老百姓解
憂；而主耶穌微服私訪，使瘸腿走路，瞎眼看
見，得大痲瘋者潔淨，使死人復活，為世人帶
來了永恆生命。
我們再來看看他們微服私訪的方式：康熙
微服私訪，是皇帝裝扮成平民。但是明眼人一
看就知道他不是平民。你看他身坐五花馬車，
手提青鋒寶劍。一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皇帝氣派，哪裡是平
民啊？
而主耶穌的微服私訪，是神來到人間。你
看祂生於普通木匠之家，還在肉身母親馬利亞
的肚子裡就遭追殺，出生在逃難的路上，而且
生在馬槽裡。為救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做了
世人的贖罪祭。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微服私訪，是皇帝
“裝扮”成平民；而主耶穌微服私訪，是神來
到人間，但不是“裝扮”成人。因為耶穌是
神，也是人。我們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
合，祂都曉得，也都親身經歷過。
那天晚上，聽著“江山無限”悠揚的旋
律在夜空中飄蕩著，我仿佛看到了四福音書中
所描寫的耶穌在世傳道，治病，救人的情景，
也仿佛看到了主耶穌那期望的眼神，心裡很感
動，於是動筆，按照“江山無限”的旋律，寫
了以下歌詞：
主耶穌，救贖主，生於童女馬利亞，
遭追殺，睡馬槽，歷經磨難。
祂本是，大君王，坐在天父寶座旁，
為救世人，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
世上人，都有罪，罪的代價是死亡，
信耶穌，罪赦免，有永生盼望。
天下人間，沒賜下別名，唯耶穌有赦罪權柄，
天下人間，別無拯救，唯信耶穌才有永生。
寫完之後，發現還沒有歌名，思來想去，
也找不出一個合適的。就暫且叫做“主耶穌的
微服私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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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燃燒的十字架”
的回應
回

美後，看到蕭執事發來的“燃燒的
十字架”感觸良深，影片中那些人
“大聲抗議說一些咒詛、報應，主啊！祢
在那裡？號召集體到政府門前抗議及禱告
等話... ”看後非常強烈地衝擊我。這勾
起了我一些看法，不知對不對？我想2014
年到2016年在大陸所發生的事件是神默許
的,並且事實上，在2014的浙江教會被拆，
是因建築在安全性上有危險,以後的十字架
被拆或燒，也是因為太過重，有危及公共
安全所導致，這是在大陸建築界的弟兄告
訴我的，若執意不拆，不顧信徒的公共安
全,今後還會被拆。這讓我想起，有些信徒
往往認為，自己若願意順服神，走在神的
道路與旨意中，就一定會在各樣的事上都
一帆風順。事實上，就是因為我們走在神
的旨意中，反而可能面臨更多的挫折與反
對。倘若我們認清了這個事實，當面對困
境時，就可以站立得穩，能夠不氣餒、不
灰心，靠著主繼續努力完成神所託付的工
作。神要藉這個時機，破除大陸一般信徒
對“十字架”的迷信，就是偶像以及“教
堂”錯誤的認識，因為主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的代贖,我們才得蒙拯救，成為聖靈
居住的殿(林前3:16),因此，永恆的聖殿
就是耶穌基督（約2：21）,就是主的靈住
在每一個信徒中間,我們是聖靈的殿! 所
以要「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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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
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
邊……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
凡所收納的兒子。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
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
被父親管教的呢？」(來12:2-7)，主耶穌
是神人，在世傳福音時，還會被人用石頭
打，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衪沒有一句怨
言，也沒反抗。臨死前還原諒了欲置祂於
死的祭司、法利賽等人,說「父啊！赦免他
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
23：34）,要相信神所興起的各種苦難，就
是要使我們學會真正的順服! 主耶穌說：
「人為人子恨惡你們，拒絕你們，辱罵你
們，棄掉你們的名，以為是惡，你們就有
福了！當那日，你們要歡喜跳躍，因為你
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你們的仇敵，

靈修分享

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
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
告！……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
你們不要定人的罪」（路6：22-37）。想
想看，耶穌基督在世上的時候，雖然面對
許多挑戰及困難，仍然完全遵照神的心意
去做，這就是我們最好的榜樣。一般的道
德標準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基
督徒要做的更多。我們是至高神的兒女，
行為需與神兒女的身份相稱。耶穌基督說
了以上這一段經文，並親自以行動見證,
成為最佳的榜樣：恩待忘恩和作惡的，以
善報惡，甚至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這是
天國國民的應有表現。因為知道自己所得
的，全是由神而來，所以我們基督徒應該
比其他人更應該並願意把神給的恩典分享
出去! 學習效法基督的精神。
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勸勉我們在面對
人的責難時，要思想耶穌「那忍受罪人這
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來 12:3)。其實，在傳福音時，那些對
我們教會很多的反對勢力及破壞，是由撒
但而來的，表面上好像是由人來的對立，
但其實後面是撒但的各種伎倆，很多人與
人之間的恩怨，也是如此。然而，我們往
往因為身在其中，而無法看清楚這一層，
就把它當成個人性或教會性的傷害，以至
中了撒但的圈套而傷心、沮喪、發怒，進
而發怨言……這是神所不喜悅的。最近收
到在網絡上的一段話，非常好，茲轉錄如
下，願與大家共勉之：

在主裡沒有拒絕，只有接納；在主裡沒
有攻擊，只有包容；在主裡沒有紛爭，只有
合一；在主裡沒有傷害，只有扶持；在主裡
沒有咒詛，只有祝福；在主裡沒有冷漠，只
有溫暖；在主裡沒有絕望，只有盼望；在主
裡沒有仇敵，只有相愛；在主裡沒有憂傷，
只有笑臉；在主裡沒有驕傲，只有謙卑；在
主裡沒有歪理，只有真理；在主裡沒有偶
像，只有基督；在主裡沒有嘲笑，只有尊
重；在主裡沒有論斷，只有關懷。讓我們深
思並奉行，也求主帶領。
主啊，我們承認自己何等的軟弱，在
各種的打壓、迫害中我們力不能勝；也經
不起他人的眼光和評論，在許多事情面前
不知該如何去解決；求祢幫助，盡快把痛
苦扔掉，在真理的帶領下，靈巧像蛇地開
展祢的聖工，賜給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勝過
目前的挑戰，克服與戰勝魔鬼各樣的破壞
與控告。願神幫助我們在悲傷的時候不
動，在不幸的時候不言，更不要發怨言。
願神鑑察大陸信徒的心思意念，讓他們的
心安靜，助他們真正能做到經上所說：要
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
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願祢將真理的
亮光照進他們的生命，使他們在祢的恩典
之中剛強壯膽，將下垂的手舉起來，發酸
的腿挺起來，靠著祢的幫助重新得力，
如鷹展翅上騰。願神賜給他們有屬神的
眼光、寬容的心胸，重新看待周圍的人、
事、物，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榮耀得勝
的聖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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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
巴

比倫王欣待但以理。公元前605年，約雅敬
王在位第三年被巴比倫王攻陷。但以理書
（1:6）「他們中間有猶大族的人，但以理、哈
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尼雅」。但以理被俘，
巴比倫王欣賞他是智者，就選他做巴比倫王的
官員身兼王家顧問，但（1:3）「巴比倫王吩咐
太監長亞施毘拿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冑中帶
進幾個人來，這些年少人，沒殘疾，健康兼貌
美，知識又聰明，智慧又有學問。」猶大王養
活他們三年，滿三年要出差。
但以理被帶進王宮，他郎才美貌，明白
各樣異夢和夢兆（意思是能幫別人解夢的恩
賜），但（2:1）「巴比倫王在位第二年，他
做了夢，心裡煩亂，不能睡覺。」他需要術士
們醫病，誰能為他治病有賞賜。術士們請來為
王解愁，找到他的憂鬱症來自他的惡夢，但他
們不能治好巴比倫王的心煩。王大怒就殺掉他
們，甚至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在宮中當差三年都
要殺。巴比倫王之惡行傷害了國民，不是好君
王。幸好但以理為王息怒，因為但以理有耶和
華的心，讓但以理變得剛強，為王解夢，嘗試
醫治這假仁假義的君王。
但以理很謙卑在王面前回答：王的問題只
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顯明奧秘出來，神必提示
你。但（2:30）「至於那奧秘的事顯明給我，
並非因我的智慧勝一切活人，乃為使王知道夢
的講解和心裡的思念。」詳細說明巴比倫王的
夢得化解，請閱讀聖經但以理書（2:31~45）。
後來，波斯人攻佔巴比倫。波斯王問但以
理，但（5:14）「我聽說你裡頭有神的靈，心
中光明，又有聰明和美好的智慧。」，再一
次，波斯王重用但以理，指派他為王國最具有
權力的人，且超越朝中大臣職位。這引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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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大臣的嫉妒，於是他們利用但以理對上帝的虔
誠為藉口，請求國王下聖旨在三十天內嚴禁任
何人的神明禱告。但（6:8）「王啊，現在你
立這禁令，加蓋玉璽，使禁令決不更改。」違
者扔進獅子坑。奸人設下奸計，自以為得逞。
但（6:10）「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
自己家裡，一日三次，雙膝跪在他神面前，禱
告感謝，與素常一樣。」但以理完全不顧忌，
每天冒險向上帝耶和華祈禱。結果被奸臣告
發，國王的禁令嚴厲執行，但以理是朝中大臣
也不違例。國王聽見，囚犯卻是但以理，就甚
愁煩，眾大臣喊處決但以理。但（6:16）「王
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帶來，扔在獅子坑中，王
對但以理說：你所常事奉的神，他必救你。」
但以理落到獅子坑，獅子咆哮，誰人不怕，豈
不使但以理沒命。餵獅子，當時王朝使用的刑
罰，不可告人的冤情。不知多少人在官場殺
戳，亦有多少人升官發財，官場不是兒戲，但
以理在死亡中有盼望，因為上帝與他同在，上
帝見他虔誠，讓他在絕望中仍有出路。天使封
住了獅子血盤大口保護但以理，過了第二日，
國王滿懷不安，沉痛的腳步來到獅子坑察看，
想不到但以理還活著。但（6:23）「王就甚喜
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裡繫上來，於是但以
理從坑裡被繫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信靠
他的神。」國王把居心陷害但以理的奸臣都抛
進了獅子洞。
弟兄們，並非但以理不怕獅子，在危難
中，困厄不怠，信仰堅定，相信祂，祂是神，
神是愛，愛裡沒有懼怕，憑信心勝過軟弱，但
以理得救，他擁有“耶穌＂神的生命，願我的
靈修分享與大家共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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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得力
去

年年底，面對新的一年，我對主許願
說：主啊，願我像馬利亞，將玉瓶打
破，將最好的獻上給祢！願我的生命為祢
傾倒，無論在哪裡，都可以散發出基督的
馨香之氣！
信心滿滿的我，很快就發現，我的玉
瓶似乎是“玻璃鋼”做的，怎麼也打不
破！清晨，顯得格外寒冷，捨不得暖暖的
被窩；每次讀聖經，能集中注意力的時間
很短; 碰到事情，格外沒有耐心。我跟主
訴苦說，“主啊，怎麼會這樣？我是已經
死了，既然祢在我裡面活著，祢自己要負
責！”
這時心裡有一個提醒說，“要禁食禱
告！”是噢！記得小時候，常常見父母因
不同的原因禁食禱告。來美國後，當我不
想再做“溫開水”基督徒，開始追求靈命
長進時，也學著禁食禱告。記得第一次的
操練，我是照著一本<禁食禱告指引>的小
冊子做的，先預備自己的心，認罪悔改，
然後一整天禁食，同時常常禱告親近神。
那次的禁食禱告，神讓我經歷到“靈魂甦
醒”的真實與美好！神的愛深深吸引我，
我每週定期禁食禱告，期待被聖靈充滿，
渴望更多地來認識神、經歷神。後來，因
著有一段時間胃弱，就暫停了。
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
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約珥書
2:12 )
當我聽從聖靈的提醒，禁食禱告，在
神面前謙卑俯伏，切切尋求祂的面時，信
實的神果然將滿滿的愛、平安、喜樂澆灌
在我心裡，使我再一次重新得力！

◎ 美 穌

這次的經歷提醒我三點：首先，不是
我自己大發熱心就可以服事神，靠我自己
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為在我裡面沒有良
善。只有乖乖降服在主的手中，才能被祂
做成合用的器皿。
第二，要住在光中。我常常感謝神把
世上最可愛的人放在我身邊，成為我隨
時的幫助。他們的鼓勵和扶持，為我驅
散心中的煙霾，使我一次次重新站起來。
然而，驅散的煙霾會一次次慢慢地聚攏回
來。但當我抬頭仰望神，藉著禁食禱告深
深住在神的裡面時，煙霾就不見了，因為
神是真光，在祂裡面沒有黑暗、沒有煙
霾！
第三，靠主得勝。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都面對屬靈的爭戰，主耶穌已經為我們勝
過世界，靠著得勝的主，我們才能勝過自
己的軟弱、私慾，抵擋魔鬼一切的誘惑、
詭計！
主啊，我願單單仰望祢，切切尋求祢
的面，每天靠著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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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一、二
◎ 末 名

（一）與主關係
這麼近，那麼遠。
主從未遠離，而我離主還遠。
所有的關係都是感情。
（二）測量距離的指標？
離主越近，心靈感受越喜樂。
讚美之泉涓涓不息。

（五）把聖經讀活？
恩海無涯，
聖經上的真理是學不完的。
只有沉浸在主的話語中：
一字一字用心去讀，
一字一字用心領悟，
一字一字用心履行；
讀活了，一句話能叫死人復活。

（三）與神不疏遠？
心中永遠保持一團火。
要與主同在，
都是在乎我們的饑渴。
不燃燒，怎麼有光和熱？

（六）呼求耶穌同在的大能？
當我們感到全然軟弱懼怕時，
唯有禱告！
才能重新得力，
生存就得信靠主。

（四）人為何不轉向主？
最大原因是驕傲。
登高必自卑，
自高必降為卑。
做人要學習謙卑為先，
沒有比屈膝的基督徒更高。

（七）保持心靈永遠年輕？
恩雨降時心田潤，
感悟深時意境高。
變回小孩子，回歸單純與好奇；
是心靈常青和美好生活的標誌。
（八）靈性與人是一體？
靈性使心甘甜，
人就是靈性活生生的見證，
離開人就沒有生命力；
天上掉下來的東西，永遠落不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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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分享

（九）感人至深的要訣？
刻骨所以銘心。
語言的靈魂就是行動，
行為更能領悟上帝的愛。
基督徒的生命，
就好像一扇窗，
讓人看見主的身影。
（十）誰最富有呢？
不是黃金。
讓生命之糧進入心中，
找到了開啟智慧寶庫的鎖匙，
你才擁有人生最大的財富。

（十一）世上最美麗的是什麼？
是一顆充滿愛的心。
不懂付出的人，不懂得愛。
內心根本的改變，
就是來自認識基督的愛。
越明白基督的愛，就越能向他人表達愛。
（十二）天堂在那裡？
上帝的樂園在心中，
最好的成長在路上。
唯有被聖靈充滿的人，
便能明白祂奇妙的啟示。
（十三）要跟隨主？
先得學會受苦！
經過陣痛，方能融入，
生命有目標和盼望就可以隨主走得更遠。
（十四）高貴靈魂的提升？
奮力破繭而出，
是由內而外的蛻變。
內化於心、外化於人。
心不離主，身不離人。
（十五）最後的話：
心中有主，腹中有愛，手中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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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預防重大眼疾
◎ 作 者 歇 勒爾‧克拉夫特 / 錢 煒 譯

什麼是重大眼疾?
AMD：黃斑退化，與年齡有關。部份
視網膜受損，引起中心視野受損。迄今為
止，只有一種可以治療，即濕性AMD。這
種眼疾普遍性稍低，但危害卻更嚴重。
白內障:瞳孔內部的正常蛋白質解體
時會出現白內障。一般人在四十歲左右開
始，隨後會惡化，造成視覺模糊、雙重形
象，敏感度降低，晚上看東西有困難。
青光眼：眼睛前部液體增多，壓力加
大，對眼睛視覺神經造成傷害。症狀主要
有眼睛疼痛，視覺模糊和紅眼。
糖尿病引起的視網膜病變：血糖升
高，無法控制，結果是視網膜血管受損。
症狀包括：失明，眼睛看到點點和浮動的
黑色，分辨顏色的視覺降低。
隨著年齡增長，我們罹患眼疾的機會
也會增多。而且許多情況下完全沒有任何
警告信號。
正因為此，專家們強調50歲以上的人
每年必須對眼睛做一次全面檢查。"就像每
年做一次體檢一樣，每年做一次眼睛檢查
同樣重要。"約翰‧霍普金斯威爾墨眼科醫
院的醫療主任迪夫亞‧斯理庫瑪拉醫學博
士說。
早期檢查和治療能夠保護和挽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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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樣，過一種健康的生活也能夠起到
這樣的作用。"保持眼睛健康跟保持身體其
餘部份的健康同樣重要。"美國眼科醫生
協會發言人米歇爾‧安德魯歐利醫學博士
說。
下面向讀者介紹一些做法。
一、別抽煙，也別常在二手煙瀰漫的
地方混。抽煙跟心臟病及肺癌之間的關係
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你知道嗎，抽煙，
或者常在二手煙瀰漫的地方混，同樣會傷
害眼睛，導致失明。抽煙會干擾對於幫助
你晚上能看得見的一種化學物質的產生。
它也會增加許多重大眼疾發生的機率，包
括與年紀有關的黃斑退化、青光眼和白內
障。
許多數字可以作證。跟不抽煙的人相
比，抽煙的人出現黃斑退化的危險增加四
倍。如果你跟抽煙的人生活在一起，這種
危險更高：幾乎增加一倍。跟不抽煙的人
相比，大量抽煙的人(指每天抽煙多於15
支)出現白內障的機率增加三倍。
二、注意飲食健康。常吃蘿蔔對於眼
睛有益。這只是老太婆在講故事的時候說
的嗎？未必。蘿蔔因為富含維生素A，的
確能保護和改進視力。但維生素A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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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眼睛有益的唯一維生素。說這話的是註
冊營養師波妮‧托波笛克斯。她是《服
用之前請閱讀：從標簽到飯桌》一書的作
者。
"我們日常的飲食對於眼睛健康至
關重要，"她說。"多葉的綠色蔬菜和
雞蛋富含葉黃素和玉米黃質(luteein &
zeaxanthin)。研究發現，這兩種成份能
夠減少罹患黃斑和白內障等眼疾的危險。
"其他有益眼睛健康的食物包括三文魚—
它是Omega-3脂肪酸的重要來源；布魯
塞爾豆芽(Brussels sprouts)和葡萄柚
(grapefruit)，兩者都富含維生素；堅果和
種子；以及貝類和全麥食物：它們是鋅的
主要來源，能將維生素A從肝部輸送到視
網膜，產生黑色素(melanin)，這是保護眼
睛的色素。
根據201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地中海
飲食(Mediterranean diet)同樣有助於減緩
視網膜退化。這類飲食包括水果、蔬菜、
含有脂肪的魚如三文魚和沙丁魚、橄欖
油、堅果和其他健康脂肪(healthy fats)。
三、把眼睛遮起來。太陽眼鏡和帽子
不只是裝飾品，它們能夠保護眼睛不受紫
外線的照射。紫外線照射會引起分子損
害，增加罹患眼疾的危險。
美國眼科學會建議，配戴黑色太陽眼
鏡能阻隔99-100%的紫外線。有的標籤上會
寫道："紫外線吸收率達到400nm。"這意
味著能夠吸收100%的紫外線。如果你的太
陽眼鏡達不到100%,塑料或玻璃鏡片可以用
一種特殊的化學物質加以處理，增加其吸
收率。注意：偏光鏡片(polarized lenses)
不同於防止紫外線的鏡片。它們設有一種
特殊的過濾器，能減少強陽光，但是未必
能夠提供最大的防止紫外線保護。

四、鍛鍊。我們都知道，鍛鍊能夠振
作精神，促進新陳代謝和全面健康。研究
顯示，鍛鍊也能夠減少許多引起眼疾的危
險，包括白內障、與年齡有關的濕性視網
膜病變(wet AMD)—這是一種比一般視
網膜退化更加嚴重的眼疾，血管中會濾出
液體和血，損害中心視野—和青光眼。事
實上，根據發表在英國《眼科醫學雜誌》
的報導，每週鍛鍊三次或三次以上的人罹
患濕性視網膜病變的機會要比不鍛鍊的人
低。
"隨著視網膜退化的進展，閱讀和晚上
駕車會變得越來越難。眼前的物體不像以
往那樣清晰可見。"克利夫蘭醫院科爾眼科
學院克拉克‧西醫學博士說。鍛鍊當然還
有其他好處，如預防糖尿病、血壓過高、
和高膽固醇。
五、使血糖不致升高。克拉克‧西醫
生說，如果你患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長
期過高，你視網膜上的血管會腫脹，泄
漏，不正常地增大，影響你雙眼的視力。
你患糖尿病時間越長，你罹患一種名叫糖
尿視網膜病變的病的可能性就越大。這種
眼疾可能發生在患有甲型或乙型糖尿病的
病人身上。它也是不少成年、有工作的人
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能夠很好地控制血糖指數的人可能永
遠也不會因糖尿病而引起併發症。"克拉
克‧西說。這也說明為什麼控制血糖指數
那麼重要。
安德魯歐利說，糖尿病也會導致青光
眼和白內障。

本文譯自2019年2月17日出版的Parade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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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醒不做網「虜」
曾經有人做過一個統計，在短短六十秒之內，
網路上有180萬個「讚」產生、有200萬次的
google搜尋，上傳到Youtube的視頻總長度是72小
時，有2億萬封的電郵寄出……而這些數字，還
不斷地在增加更新中！
網路天地是一個時間與空間交錯並行的奇妙
世界。我們常說網路世界是「網海」，當我們潛
入這片汪洋的時候，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時間感。
在同一個點上，我們可以接觸的資訊空間是這麼
的廣、這麼的寬。潛入這深不見底的海洋，感覺
好像才過了一下下，卻不覺讓人流連忘返，在現
實生活裡早已過了好久好久！
在網路一分鐘裡可以接收的訊息，遠遠超
過在現實生活例如圖書館裡一分鐘可以找到的資
料。這麼多的資訊鋪天蓋地從四面八方湧來、還
有如此五花八門的圖片、叫人目不暇給的影音視
頻……難怪會有所謂的「網路上癮症候群」──
因為聲色犬馬的影像永遠刺激著人的感官，眼目
的情慾永遠無法全然滿足！
聖經《彼得前書》說：「務要謹守，警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
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其實，網路
的世界不也就是這樣一個充滿誘惑的地方嗎？網
路資訊是非混淆，創作者與貼文者龍蛇雜處，又
沒有人把關看守。因此很難分辨其可信度。許多
似是而非的文章、新聞，利用看起來很專業、很
精美的照片，包裝得很有質感，到處被傳送、轉
貼；可是其實是沒有營養，甚至是包著糖衣的毒
藥。
我們要利用網路的方便，讓其為我們效力，
卻不要被其挾制，成為「網中的俘虜」。
箴言14章15節說：「愚蒙人是話都信，通
達人步步謹慎。」對於網路上接收的資訊要有懷
疑精神 。 遇 到 「 怪 怪 的 」 、 聳 動 的 訊 息 更要多
想想、 多 查 證 後 再 轉 發 。 特 別 是 與 信 仰 相關的
圖文，在轉載發送之前更是要留意出處與內容。
時下很多異端機構，透過網站傳遞似是而非的訊
息，我們更是要警醒，不要無意間成為散播「毒
素」的媒介。

30

2 0 1 9 年 0 5 月第 1 5 2 期

◎ 言 鹽

除此之外，我們必須是一個以神話語為每日
靈糧的人。電腦界有個古老的說法：「垃圾進，
垃圾出。」意思是你輸入電腦甚麼，它就出來
甚麼結果。餐飲業也有個說法you are what you
eat，你吃甚麼，就是甚麼。我們需要神的話語滋
養我們的靈魂，讓我們的生命完完全全充滿聖靈
的同在。我們不能只當一個主日崇拜的教堂基督
徒、一個對聖經一知半解的「半吊子」，我們要
讓神的話語來過濾、審視這個世界所傳給我們的
訊息。特別是在很多社會公眾議題上，我們更要
靠主站立得穩，不要被似是而非的論點或異教之
風所動搖。
我們可以利用手機的網路群族跟弟兄姊妹噓
寒問暖，但這不能取代現實生活裡的有溫度的擁
抱與關懷。我們可以用iPad聽讚美詩歌，卻無法
取代在教會裡與肢體一同喜樂同心的敬拜。我們
可以上網聽很多名牧師在Youtube的講道，卻無
法取代在教會裡與神的眾兒女同感一靈時所得到
的啟示與亮光。
我們不要陷入時下很流行的科技樂觀主義，
認為科技能解決所有問題，虛擬世界能帶給人類
終極的幸福。「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
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做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
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
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
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
爭戰。」﹝弗6：10-12﹞無論網路虛擬的世界，
還是現實生活裡的一切，屬靈的爭戰是真實的，
也無法躲避的；正如狄更斯在《雙城 記》所寫
的「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
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是篤信的時代，
也是懷疑的時代。」因為科技的進步、網路的發
達，我們可以得到的是這麼多、這麼快，卻也是
這麼的雜、這麼的亂；我們可以吸收豐富的知識
資訊，卻也同樣面對層層翻新的誘惑與試探──
願神幫助我們，穿戴全副的軍裝，在主裡警醒，
不成為「網虜」，無論網上或網下，都是神光明
的兒女，有真智慧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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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能蛻變！你也能蛻變！
◎ 美 穌

幾 年前，我們在前院的圍欄處種了一棵百香果樹，想像著柵欄上掛果累累的美景！
正當枝葉茂盛的時候，飛來了幾隻美麗的大蝴蝶(當時不知道這個品種會招蝴蝶
的)，把我高興得趕快進屋拿相機。誰知道幾天以後，百香果藤的葉子上、柵欄上爬滿
了毛毛蟲！
呃！看過毛毛蟲的幼蟲嗎？好醜啊，多看一眼都會讓人頭皮發麻，渾身發癢！但
是，觀察過毛毛蟲的人都知道，隨著一點點長大，一次次蛻皮，它們身上的花紋會越
來越好看，然後變成了蛹。時候到了，就必破蛹而出，變成一隻隻美麗的蝴蝶－因為
這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給它們的命定！
審視自己的生命，好像也是如此。看見別人身上的醜陋，一照鏡子，自己也是一
模一樣。對虛偽、權術、爭競、嫉妒深惡痛絕，但自己在“安全”的環境中不知不覺
“傾訴”出來的，卻是滿了驕傲、論斷、虛榮，尋求人的肯定和讚許，卻沒有定睛在
神的身上。
聖靈的光照和責備，讓人感到像一個正在行竊的小偷被當場抓獲一樣，難堪自
責、無地自容；憂傷痛悔的心像得了絕症一樣疼痛、無助！“神啊，幫助我！”是絕
望中的呻吟和求告。
人可以指出我們的錯謬，但慈愛的神不只讓我們看見自己的不堪，更是賜下力
量，幫助我們起來、勝過！當自己靠著聖靈的大能大力，經過窒息和痛苦，靠主得勝
的時候，精疲力盡之中，好像蛻了一層皮，享受到“斷了奶的嬰孩在母親懷中”的那
一份平靜安穩。
“這樣我們的心意就可以不隨從世界，不效法這個世界，進而明白神的美好旨
意。”(見羅馬書12：2）
這麼不堪的我，真的有一天可以長成有基督耶穌的身量嗎？是！因為這是神在我
身上的命定！
因為我的主已經承諾：“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
子，無可責備。”(林前1:8)
總有一天，我將破蛹而出，變成一隻美麗的蝴蝶，飛向憧憬已久的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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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號角 響 起 時
「鈴鈴鈴……」校園的鈴聲，是每個小朋友
童年共同的回憶之音。
下課鈴響的一剎那，所有孩子的心都從教室
飛到操場上了。短短幾分鐘的活動時間，永遠讓
人意猶未盡。操場上到處都是人：有的打球、有
的盪鞦韆、爬單槓、有的蹲在地上玩沙子、有的
玩「官兵抓強盜」互相追逐 …… 陽光下孩子的臉
頰閃閃發亮，笑語喧嘩飄盪在空中，充滿操場的
每一個角落。
上 課 鈴 響 了 ， 所有孩子一下 子都消失 了。
操場恢復了之前的寧靜，只有一隻蜻蜓靜靜地停
在晃蕩 的 鞦 韆 架 上， 之 前 的 熱 鬧 景 象 好 像 一場
夢……
等 到 放 學 的 鈴 聲再度響起， 孩子們揹 著書
包，魚 貫 地 從 教 室走 出 來 ， 嘰 嘰 喳 喳 地 互 道再
見。漫長的上學日就在鈴聲中又過了一天。
鈴聲有不同的意義：集合、解散、上課、下
課……提醒孩子學校裡的作息，讓他們學會「聽
鈴聲、按表操課」。鈴聲代表一個權威、也是一
種指示。
如果是在軍中，提示的鈴聲就被另一種更具
權威的聲音所取代。有時是響徹雲霄的號角聲，
也有時是擴音器傳出震耳欲聾的警鈴聲。
很多台灣當過兵的弟兄都記得「起床號」──
聽到起床號，哪怕再怎麼不願意離開枕頭、再怎
麼捨不得溫暖的被窩，也得一躍而起，迅速穿戴整
齊馬上集合。美國大兵則是聽「熄燈號」就寢；基
地傳出熄燈號，代表一天的活動結束，終於可以安
歇。而「熄燈號」，也是軍葬儀式中號手吹奏的樂
曲──代表永遠的停歇，最終的安息。
除了起床號、熄燈號，軍中還有「集結
號」，當集結號響起，就是全體集合、預備動員
的時候。每一種號聲都有不同的意義，代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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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令──士兵必須服從號令，並且熟悉號令，
才能在聽到號聲時，做出正確的回應。
在一次教會禱告會後，在海外宣教的M夫婦
回來述職，分享他們過去一年來的服事經歷。
M弟兄提到所服事的工場這陣子局勢險峻，
宗教政策緊縮，對傳福音有種種嚴格的限制。很
多擔心他們安危的朋友問他們會不會害怕？甚至
問他們是否要考慮暫時離開？
M 弟兄用「籠子」比喻所處的環境，雖然身
處籠中，心卻是自由的。他不但不覺得有什麼可
怕，甚至認為這是「最好的時機」，是傳福音的
大好時機。
他分享了一段電影視頻《集結號》，劇中人
物得到的指令是唯有聽見「集結號」才能撤退。
若沒聽見號聲，哪怕是戰到只剩一兵一卒也不能
退。M弟兄說，我們是基督的戰士，是正規軍，不
是打帶跑的游擊隊。倘若集結號沒響，怎麼樣都
要堅持守住，不能撤退的!
或許，「我這一輩子都不會聽見撤退的集結
號，但至少，當空中的號角響起時，我能與主在
空中相遇。那時，我想問耶穌：『我沒給祢丟人
吧?』!」
基督的戰士，有所為、有所不為。無論景況
如何嚴峻，有從上頭來的呼召與異象就不怕。M弟
兄分享的時候，臉上彷彿帶著光──那是從神而
來的榮耀，以身為基督精兵為自豪的信心之光。
從他們夫婦身上，我真正看見，因著福音的緣
故，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與勇氣的宣教士精神!
我們都是 基督的精兵，神所託 付 給 我 們 的
使命或有不同。但所求於僕人的，就是忠心；對
軍人的要求，就是絕對的服從。願神保守我們的
心，無論在任何景況下，都不違背那從上頭來的
異象，為基督持守、為基督打那美好的仗。

綜合園地

沒有信就沒有安息
我的同事戴威斯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我
們在工作之餘常常探討天國的事。在最
近的一次聚會中，他直言不諱地問我，有沒有
憂慮？我說，當然有啊。不過，不是每天都
有，是sometimes 有。神不是說過，你們要將
一切的憂慮卸給祂嗎(彼前5:7)? 那你為什麼
sometimes還會有憂慮呢？我回答他說：“我是
想著把一切的憂慮都卸給神來著，只是立志卸
下憂慮由得我，至於憂慮能否真的卸下來由不
得我啊，老兄。”
他笑了，說我在詭辯，……
我們接著探討了“信”這個課題，發現
有些人之所以很難完全相信，裡面有一個個人
經歷和社會的原因。讓我們首先來看看這個
“信”字：左邊一個“人”字旁，右邊一個
“言”字。從人的觀點來看，“信”乃“人言
也”。當然，人言是不可信的。
其實小時候，孩子們都是很相信大人的話
的。在家相信爸爸媽媽的話，在學校相信老師
的話。但是，當我們逐漸長大，進入社會，學
會獨立思考，學會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事物的時
候，很不幸，我們發現，有許多我們原來所相
信的，都不是真的。慢慢地，我們習慣了依靠
自己的眼睛來觀察事物，依靠自我思考來判斷
事物。
人的不信神，除了習慣於倚靠自己的眼睛
觀察事物，人自身的“驕傲”和“自我意識”
之外，還有一個被人們忽略的盲點，就是人往
往把自己以往和人打交道的經驗用在神的身
上。沒有意識到“人”和“神”是不同的；沒
有意識到“人言”和“神言”(神的話語)也是
不同的。
人要完成一件事，不但要說，還要按照所
說的去做；而神卻是“說有，就有；命立，就
立。”(詩篇33：9)。

◎ 賈愛軍

神愛世人，祂希望人能夠在祂的裡面得到
安息，所以神曾提醒人說：“你們要休息，要
知道我是神；……。”(詩篇46：10)。
神還藉著先知以賽亞的口告誡人說“你們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竟自不肯。”(賽30：15)。
可惜的是，從古至今，很多人寧願自己背
負重擔，艱難獨行，竟不肯將重擔卸給神！人
之所以無法把憂慮全然卸給神的主要原因，是
人還沒有全然把自己交託給神；而無法全然交
託的原因，是還沒有全然相信神，沒有完全相
信的原因，是不曉得神的作為(來3：10) 。
當初， 神創造天地萬物，神也只是說
“要有……"，事就這樣成了(創1：9)。我們
見到神做什麼事了嗎？沒有！神只是如此說，
事情就按照神所說的成就了。這說明什麼？說
明神的話本身就是能力！
所以，聖靈藉著<<希伯來書>>的作者感
嘆地說“他們心裡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
為。……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
因為不信的緣故了。”(來3：10 &19)。
是啊， 沒有信就沒有安息。
仔細地讀著這節經文，讀著讀著，我仿佛
看到了以往自己肩負重擔，蹣跚行走的樣子，
心裡不由得說道：“好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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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MEN’S GATHERING
Our vision for our MBCLA Men’s Ministry is to encourage and equip believers toward maturity in the
Christian faith! As part of this ministry, a few of us gathered in February to attend the Kingdom Men’s
Gathering, a half day conference at a church in Irwindale. These events take place throughout the US
a few times a year and we were fortunate that a local SoCal venue was available. This event was an
opportunity to get recharged and challenged!
Often times a new environment or a new
experience can help us to reflect and refocus
on things that matter, moving away from
complacency and moving toward growth. Our
faith can be an academic exercise until it is
put into action in our lives – how we treat
people, how we make decisions and how we
make an impact for Christ.
Over the course of a Saturday morning,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gather with thousands
of men to sing worship songs and hear some
very impactful testimonies – this time allowed us to focus on what Jesus has done on the cros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were challenged to live in way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There were many great speakers, yet I wanted to share a few highlights.
Greg Laurie
Born in Long Beach, Greg was raised by a single mother who
had 7 marriages. He is the founder and pastor of Harvest
Christian

Fellowship.

The

Harvest

Crusade,

large

scale

evangelistic outreach programs, have been going on since
1990. Greg has been married for over 45 years and has 2 sons
(one passed away in a car accident in 2008 at the age of 33
years old).
In a race, don’t just have a strong start, you have to finish it! He
shared 3 learnings from the life of Samson:
Samson had a great beginning. His strength came from his commitment to God (hair was symbolic).
A deadly complacence resulted in Samson’s downfall by a woman (Delilah) and not on the
battlefield.
Temptation comes in attractive packages. The devil makes good stuff look bad and bad stuff look
good. Sin makes you stupid. Pride comes before the fall as you lower your guard. Be careful
what you nibble on.
Moral compromise makes us vulnerable. Don’t compromise your values and your Christian faith.
The breakdown of the family is a problem in the US. There is an absence of godly men in the
home.
Sin finds you! Sin binds you! Sin grinds you! There is pleasure in sin for a time, but you pay a big price
over time. God can take your mess and make a message. Walk with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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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yl Strawberry
Daryl is an American former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He is well
known for his 17-year career in Major League Baseball. He helped the
NY Mets and the NY Yankees to World Series championships. He was
also suspended three times by the MLB for substance abuse. He is
often remined of John 3:30: “He must increase, I must decrease.” He
began preaching about 9 years ago.
Daryl shares that he had a successful baseball career, but he was a
liar and a sinner. There were times in baseball where things were not
going well and he was encouraged to “turn the season around.” Daryl says the same is true in life where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turn the season around.”
God knows our thoughts and struggles. Here are some of his main takeaways:
Jesus can rescue you from sinful ways. God’s grace is sufficient and a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is the
best thing you can have. Saturate yourself with God’s Word to know Him – not just 5 minutes and
then go.
Stop complaining. Don’t be like the Israelites when traveling to the Promised Land.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forsaken God? God will not forsake you. Daryl was $3 million in debt 16 yrs ago - he is
now restored.
Follow God’s principles and obey His commandments. Trust in God and not in situations. Be born
again – Jesus is the living water – you will never thirst again. God’s grace has saved us – He has
forgiven you.
Michael Franzese
Michael is a former mob boss of the Colombo crime family in New
York and is now a born-again Christian. He broke many laws for over
20 years. He has been indicted 5 times and was involved in a gas tax
scheme, which brought in $8 to $10 million a week. His father was a
leading mafia underboss in New York – he is 102 years old today and
spent 38 years in prison. Michael asks to pray for his father “Sonny” as
he is not a Christian. Michael was taught to be a man’s man at the
age of 5. Michael believes that Jesus is the only man’s man and to emulate him. You will be a better
employee, father, husband and friend.
Transformation is from the inside out but change is temporary. God can transform the heart and mind.
Ask yourself: who has God put into your life and are you paying attention? Perhaps someone is leading
you toward Jesus, but you need to accept. God is trying to get your attention! He spent 10 years in
prison, of which 3 years was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He studied the Bible intensely – he seeks evidence
and believes that the Bible is true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eve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Pay
attention! Read the Bible! Walk with God!
In summary, attending the Kingdom Men’s Gathering was a great experience. It was a time to be
challenged, a time to fellowship with other brothers and a time to reflect and make changes. We hope
and pray that many men will be able to attend future events!

~Blessings, Rudy Tj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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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ES: BAPTISMS
ANTHONY CHU
I grew up at MBCLA, going through all the
various church programs like children’s
worship, Sunday school, choir, Chinese
school,

summer

camp,

and

Friday

fellowships. I went through the motions and
heard all the messages and Bible story, but
little retained in my head. As a kid I wasn’t

challenged in my faith nor did I think much
about how God worked in my life. It wasn’t
until the end of junior high and throughout
high school that I start to struggle with and
question my faith.
All my life I have struggled with really bad
eczema, I was always constantly itchy, skin was always raw and always felt out of place whether it
was how my skin looked or me always scratching and itching. Towards the end of junior high and
beginning of high school, my eczema started to worsen even more and started to distance myself
from others and people at school. I covered myself in sweaters and jackets and being the gray

person in the room, meaning to not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and to be unnoticed. It was
during these times that I would question and blame God; Why do I have eczema? Why did You
choose me to suffer this much? It was during these times that the things I learned at church, the bits
and pieces that stuck out to me and that I remembered that he personally created me for a reason
and that I shouldn’t care about how other people viewed me or thought of me. This gave me the
confidence and self-assurance I needed to finish off high school. However I haven’t realized the
magnitude of my sins and the lengths Jesus went to save me,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sacrifices
He made for me. I was ungrateful of everything God has given me already, wondering why I still
have eczema, why couldn’t I be a world class athlete or superstar, why can’t I just be ordinary like
everyone else. It wasn’t until after high school that I started to really understand and see the glory of

Jesus.
After I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I decided to go to YSMP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summer of 2016. On
the last day at Chinle, the site that we were serving at, while listening to my team members’
testimonies, it made me reflect on the week and showed me how God changed our hearts and He
reveals His glory and wonder in even the simplest things, we just need to open up our hearts and see
His wonder. I don’t remember much from that day, but I knew that the words I’ve been hearing for
seventeen years had a different meaning to me now, it meant much more to me than motivation
quotes to get me through the day. The words and character in the Bible started to feel real and
undeniable.
This feeling lasted for a while after the mission, but as I got back to the grind of life, the mundan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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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y daily life I started to lose that passion I had for Christ. However I am glad I stayed close to
MBCLA throughout my years in college. God revealed to me during these times that great things
don’t happen overnight, it takes time to learn and adapt and change. All great things take time to
grow and develop. Surrounded with so many people that were so loving and passionate for Christ,
they taught me and opened my heart to see the wonder that is Christ and helped me work through
the doubts and uncertainties I had. I praise God for placing these trials, the suffering in my life
because I know He loves me and it is there to test and strengthen my faith.
It is still taking me some time to fully trust in God with my life, but I do understand the Gospel, where
Jesus had sacrificed so much and died on the cross for me. It has taken time, I’m slowly discovering

and seeing how much Jesus has sacrificed for me, all the blessings and lessons he has taught me.
Being someone who always wished they had a different life, a better circumstances in life, God has
slowly made known to me that if things were to go my ways, my quality of life may have been
better but the meaning of my life wouldn’t have been so purposeful. I wouldn’t have felt the true
joy and love of life. I am getting baptized today as a declaration of my faith, which I have found to
be true and real. Also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to take that next leap of faith. I have become too
comfortable in this stage of my faith and I pray that this will lead me to new opportunities and trial
to test and show Jesus Christ’s power and love working in me.
I thank all those who have walked before me, with me, and will walk after me because you all have
helped strengthen and encourage me in my faith. Huge thanks to my counselors from BASIC, TD,

and Livingstones and Sunday School teachers who imprinted God’s word and teachings into my
heart and showing me your passion and zeal for Christ. Thank you for walking before me. Thanks to
all the friends I have made. I’m very grateful that we are able experience God together and grow
alongside each other, helping me when I stumble, encouraging me and challenging me to take
the next step. Thank you for walking
with me. Thank you for those who I
have the privilege to serve at BASIC,
who remind me of the simple things
that I may have forgotten in Christ
and challenging me to really solidify

the faith I believe in and living out my
convictions. Thank you for walking
after me. Finally thank you to my
parents and family who always put
God first and forcing me to go to
church. Showing me their unwavering
love of Christ which overflowed onto
m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y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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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Dear Reader,
Living victoriously for the Lord is not easy.
There are challenges, obstacles, and spiritual
warfares that we are constantly fighting. Our
human minds continually strive for what we
think is happiness when really, we should be
fighting for joy in the Lord. God constantly
humbles us to remind us that His goal for us is to
reach out to those who don't know Him and help
them build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What God
has given us (the Gospel) is the greatest victory
we can ever have. Let's share that with those
around us and be reminded to live a life for God
and not a life for ourselves.
Jonathan Lee

我的團契生活
二十多年前我來到教會不久，就加入了喜樂團
契，當時的喜樂團契大部份是由二、三十歲剛步入社
會的青年人組成，由於年輕力盛，許多人又是單身，
所以活力充沛，動員能力超強，教會有活動，像獻
詩、演話劇、清潔打掃……一呼百應，很輕易就能召
喚多人來服事。記得當時團契約有四、五十人，分成
幾個小組，每個小組由小組長帶領，週五晚上固定聚
會，活動有查經、禱告、詩歌、靈修分享；週六有時
到小組長或組員家聚餐，飯後見證分享，堅固靈命的
成長；週日是最忙的一天，一早上主日學，主日崇拜
後，在教會吃午飯，吃完飯後就到附近組員家休息，
等到兩、三點，大家又聚在一起打網球，打到天色漸
黑才一起去吃晚飯，回到家都已十點多，幾乎每個週
日都是如此。當時大家的感情非常好，彼此互相關懷
支持，向心力強，團契也在神的祝福中不斷成長。難
怪事隔二十多年後，在最近的一次聚會中，有位弟兄
說在喜樂團契的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
時光。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感，包括我自己。
各位弟兄姊妹,在你參加的團契或家庭小組中，你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有多少人，聚會時間和內容，在你
參加的活動中，有發生什麼有趣或令你難忘的事情？
在你的團契生活中，你學到或收穫到什麼？請把它寫
出來，投稿到家訊，與大眾分享你的團契生活。

杜銘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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