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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一個在教會裡熟悉又專有的名詞，用

在表示教會的聚會或團體，在現今的世

代，面對生活中的挑戰，它的實質意義是什麼？

我們所信靠的主耶穌，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

的大愛，衪的犧牲可以使「兩下歸為一體」（弗

2：16）的大能，是神要藉著基督徒的團契生活

賜給屬祂的子民「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弗

3：20）屬天祝福，使生活在團契之中屬祂的兒

女在動蕩不安的生活處境中，經歷和見證祂的智

慧與慈愛作為。

   聖經裡清楚看見「團契」生活的屬靈原則及

實質的彰顯：

1. 以生命相交確立團契生活的屬靈原則 

從約一 1:1-4 中我們看見使徒約翰將建立

屬靈團契的原則很清楚的加以說明：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

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這生命

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

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

給你們。)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

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祂兒子耶穌

相交的。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

充足。 

由上述經文我們可以知道團契不但有垂直的

關係 (個人與神)，也有橫的關係 (弟兄姊妹們

之間) ，並得知團契被建立的屬靈原則： 

a.團契應建立在傳耶穌基督的生命之道上，

好使人進入彼此相交的關係並最終得到真正 的

喜樂；如果團契没有建立在耶穌基督的生命之

道，那團契只是一個社團，這也是團契有別於一

般社團的地方，團契的弟兄姊妹們因著個人與神

建立的團契與關係，使團契生活充滿真正的平安

喜樂與有意義，並且自然的對外傳福音而達到團

契成長的結果。

b.信徒間彼此真正的合一才產生「團契」，

這種合一只有來自聖靈的能力；同感一靈的團契

服事才能有合一的表現，這種「團契」才是真正

的團契，能夠讓神的心意得到滿足。 

c.任何信徒不可能自外於「團契」；它不是

一種選擇，乃是一種屬靈的必須。進入團契，就

是進入了一個屬靈的大家庭，在屬靈的大家庭裡

大家一起經歷從神來的愛，並且彼此相愛。

2. 以彼此相愛來具體彰顯團契的真意 

曾任英國聖保羅教堂主教約翰•唐恩（John 
Donne）有句名言「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沒有人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孤島) 生

命是需要相交，但相交也需來自同一的生命：與

神連結、與人團契。如此我們才能進入團契生

活，經歷耶穌所賜的豐盛生命，因為主所賜的豐

盛生命是透過愛的團契來彰顯。

使徒行傳二章42-46節所描述的初代教會景

況，他們不僅一起聚會、敬拜、遵守使徒的教

訓，也一起擘餅、領聖餐，並存著歡喜、誠實的

心一起用飯。初代教會的弟兄姊妹在教會聚會結

束後，會一起用餐，不只能得著靈裡的供應、身

體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能在其中享受愛的團契。

既然「團契」的起點、動力和運作都是源自

基督和祂那不會改變的愛，源自基督定意要與我

們相交的「愛的盟約」，那麼我們在這樣的團契

中只能以學習「愛」和「被愛」來追隨基督，履

行我們在約中的義務和責任。「你們若有彼此相

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耶穌有無條件接納的愛與我

們團契，在教會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愛，我們需要

被主的恩典與無條件的愛充滿，來歡迎與接納需

要幫助的人，並且愛他們，如此便彰顯與落實團

契的生活。

王傳義 牧師

在現今教會中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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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守望，同走天路
  我在守望家庭小組的小組生活

◎ 宋瑛萍

我 在

2 0 1 5
年加入守望

家庭小組，

正如我們小

組名稱「守

望 家 庭 小

組」，弟兄

姊妹們在靈

裏，在生活

上，彼此守望，相互扶持，與神同工，同

走天路。在這小組裏，不分年齡，不分籍

貫，大家總是非常真誠，樂意分享，在愛

裡沒有懼怕。

我將從查經，探訪，家庭聚餐和聖誕

之旅來分享我的小組生活。

查經－小組每個月第一和第二個星期

五在教會地下室查經，查經是我最喜愛的

聚會，查經可以領受神的話語，感受被聖

靈撫摸，填滿心靈深處的空虛，我們查經

的方式是由小組弟兄姊妹輪流帶領，這樣

的查經方式可以讓帶查的弟兄姊妹更深入

研讀聖經經文，準備許多的提問與生活上

的應用討論。每次查經弟兄姊妹都非常踴

躍發言，分享自己的看見與得著或疑問，

也常常會有意見不一的時候，不過不用擔

心，我們有屬靈導師KC和Jimmy為大家解

惑，比如我們現在正在查考士師記，弟兄

姊妹熱烈的

討論耶弗他

把自己的獨

生女兒獻燔

祭，那到底

耶弗他的女

兒有被完全

焚燒還是只

是 終 身 未

嫁？

探訪－兩年前我們小組決定長期固定

一起做一種事奉，後來決定每兩星期小組

弟兄姊妹排班探訪Live Oak的療養院裏

的三位老人家至今，其中董老弟兄快百歲

了，身上有病痛但從不抱怨，滿心喜樂，

相信是有從主而來的平安；另一位吳老姊

妹卻是焦慮異常，我們每次為她禱告求主

挪去心中焦慮，求她信靠耶和華。雖然去

療養院有時心情感覺悶悶的，但仍然心存

感恩，是神的恩典譲我們有份一起事奉，

榮耀主名。

家庭聚餐－每個月第三個星期六舉行

fami ly t ime，弟兄姊妹憑著愛心開放家

庭，小徐姊妹非常有愛心，總是樂意開放

她的家，每家帶一道菜，說到po t luck簡
直不輸五星級主廚，隨便説幾道菜都能譲

你食指大動，口水直流，比如Lindsey的
豬腳、烙餅，王偉的麻辣涼麵，明娟的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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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拉麵，Helen的高湯只見料不見湯，小

米的cheese cake，小小的滷蛋，Paul的
烤排骨，Angela的烤三文魚，亞芳的胡辣

湯，Lucy大姊更是主食、糕餅、甜點全難

不倒她，董東東的招牌鹽水鴨，誰要是搶

了他的招牌菜，他準跟你拼命。聚會可以

是趣味遊戲，可以是影片觀賞，可以是感

恩分享，可以是夫妻關係探討，可以是旅

遊心得，印象深刻的是KC和Angela的聖

地之旅，在他們的照片和解説之下，聖經

人物，地理位置浮現眼前，即使歷經千百

年，仍舊觸動人心，還有特別羨慕K C和

Angela可以在迦拿再次立婚約。

聖誕之旅－每年四天三夜的聖誕之旅

更是大家期待的，山上，海邊，沙漠，遊

輪，不論是鬼斧神工的大峽谷，艷陽下燃

燒的火焰谷，充滿靈氣的紅岩峽谷Sedona
還是佈滿黑色火山灰的Sunset Crater都留

下弟兄姊妹的足跡，還有地理學專家雅麗

為我們解說岩石結構，色彩繽紛的岩石在

上億的地質年月中被風和水侵蝕形成各種

奇特型態，講述著自然界的神奇美妙。還

有平安夜的晚餐，交換禮物的驚喜，夜半

酒吧裏的愛情故事等等。去年的聖誕之旅

更發生了杰明的車突然拋錨起火，拖車，

弟兄們急打電話租車，最後有驚無險，正

如經上說的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最後還有照像達人亞芳事後為大家製

作美篇給大家留下美好回憶，看著弟兄姊

妹眼裡的滿足和臉上幸福的笑容，豈不是

最美的風景嗎？

另外我特別想提一位我們最親的姊妹

丹丹，丹丹是我見過最溫柔的姊妹，永遠

面帶甜美笑容，給人一種如沐春風的感

覺。丹丹非常低調、謙虛，從她口中説出

的話總是讃美，她非常有才華，做得一手

好菜，畫得一手好畫，家裹佈置得溫馨有

創意。丹丹從生病到離開，她那小小身軀

歷經多次開刀化療，但她不抱怨，非常堅

強、順服，每次去探望她，她總是面帶微

笑，即使她身體很痛，咳嗽，睡不好，沒

胃口，似乎是她在安慰我們。丹丹一生雖

短暫，但她在地上每一天都非常認真，非

常精彩，滿懷喜樂，滿心感恩，愛人，愛

神，傳福音，丹丹我們想念妳，妳是夜空

中最閃亮的那顆星。

最後我很感恩能成為守望家庭小組的

一份子，願主繼續保守，祝福我們小組。



2019年08月第153期4

我的團契生活

◎ 朱麗雲

羅馬書 12: 15［與喜樂的人要同樂，］

詩篇 8: 3-4 ＆ 6-9［我觀看你指頭

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

説，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

麼，你竟眷顧他？］＆［ 你派他管理你

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

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凡經行海

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耶和華我們的主

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您們想要有

多彩多姿的團契

／ 小 組 家 庭 生

活嗎？ 我們渴

牧 小 組 每 個 月

有 三 次 的 查 經

和一次家庭聚會

活動。讓我來介

紹我們渴牧小組

每 月 一 次 溫 馨

又精彩的家庭聚

會活動（Family 
Time）：

每 家 自 帶

一 菜 家 庭 聚 餐

（ P o t l u c k ）：

若您是位吃貨的

話，您絶對不要

錯過每家各帶一道菜的家庭聚餐，因為這

種幾乎像是在吃任您吃個飽（Buffet）大

餐，絕對能夠讓您的舌尖盡嚐各種美食，

同時也讓您驚喜於大家的廚藝是這樣地巧

妙絶倫！

爬山健行郊遊活動：若您的腳力不

差，並且喜愛享受戶外大自然美景，您

鐵定會被爬山戶外活動所吸引。由於我們

成員皆已中年，所以我們渴牧小組所舉辦

的爬山活動是指去爬LA/聖蓋博谷近郊容

易爬、適合健行的小山脈。每次的爬山活

動，大家不僅可

以 呼 吸 到 山 中

有益身體健康的

植物芬多精，鍛

鍊身體，加強腳

力，同時又可欣

賞沿途風光包括

各 種 珍 奇 動 植

物、野花小草、

奇石瀑布、山嵐

雲霧……等等，

實在是美不勝收

又 有 益 身 體 健

康！

參 觀 美 術

博 物 館 ： 我 們

渴 牧 小 組 曾 經

一 起 共 乘 車 輛

我的團契生活

介紹渴牧小組的家庭聚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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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pool)在免費參觀的日子（每月只有

一天是免費），一同去參觀巴沙迪納的諾

頓賽門博物館（Norton Simon Museum , 

Pasadena），那個晚上我們觀賞了許多美

麗的畫作和藝術作品，包括欣賞到世界知

名畫家梵谷的名畫！那次的參觀博物館讓

我們享有一次高水準的藝術洗禮，大家都

很喜悦地沉浸在那美好的藝術氛圍中。

海邊踏青郊遊：我們也曾一起共乘車

輛去San Pedro 的韓國鐘Korean Bell ＆ 

Palo Verde的海邊欣賞海天一色的絕妙美

景。當漫步海邊，清風拂面，真是讓人心

曠神怡，全身舒暢，平日的壓力煩惱全都

拋到九霄雲外！

欣賞雲門舞集表演：我們也曾一起訂

購團體票，共乘車輛到橙縣Costa Mesa藝
術表演中心欣賞台灣來的現代舞蹈團雲門

舞集表演。那是一場令人印象深刻、難忘

的舞蹈表演，雖然有些人説看不太懂現代

舞，但是雲門團員們賣力地表演的專業舞

技，還是讓大家鼓掌叫好！我們同時看到

漂亮的藝術中心，也在那兒拍攝了令人留

念的美好團體照。

總而言之，家庭聚會可以是多元、多

樣貌的。在每次戶外爬山和海邊郊遊活動

中，我們更加體會並讚歎上帝創造宇宙萬

物地奇妙作為！在外出踏青郊遊活動時，

我們也會順便找個經濟又實惠的餐廳大快

朵頤一番。若是家庭聚會，在吃完Potluck
後，我們還會有詩歌敬拜、查經、個人

靈修或傳福音心得分享等等，所以家庭聚

會活動是讓大家身、心、靈三方面皆收穫

豐碩，並且可以增加弟兄姊妹們的向心力

和凝聚力！所以這麼有吃、有玩、有歡樂

又有豐盛屬靈成長的每月一次家庭聚會活

動，您可千萬不要錯過喲！

《後記感恩》感恩讚美主！我們由衷

地感謝渴牧小組盈斌Cecil＆家琪Ir is組長

夫婦幾乎每次策劃、安排、通知大家有關

家庭聚會活動，還要特別謝謝Sherry毓玲

姊妹、蕭執事夫婦（蕭成華＆丁明華）、

Harrison & kaye開放他們的家庭，使得我

們有溫馨又好棒的家庭聚餐聚會場所，以

及非常謝謝小楠和美Kitty姊妹們協助活動

攝影留念，靜生Jason老師和Cecil弟兄幫忙

大家開車，我們才能共乘車輛順利進行戶

外活動……等等。最後，還是要誠心誠意

地感謝眾弟兄姊妹們同心同工地參與每次

的家庭聚會活動，才使得我們渴牧小組的

家庭聚會活動那麼一級棒又令人難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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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301小組的團契生活 
◎ 程行中

我個人認為團契生活是與神的團契生活，是

與神的團契，是以神的真理共同與小組內

各弟兄姊妹的團契生活。遙想最早期的“團契生

活”，一天的開始是共同的靈修，包括唱詩、讀

經、禱告，隨後是一起領取每日的飲食，大家一

起團契的時候，不但感謝主耶穌賜給我們每天的

飲食，更感謝主耶穌賜給我們每天的靈糧，深深

體悟主耶穌基督真實的同在，這種情景當主耶穌

現身時顯得更加真實。至於現今的我，我們有聖

經及活潑生命，我就按進度每日一醒來，就遵守

先見神面，再見人面，透過主耶穌與神相交、相

親、靈修、禱告、交通、學習，若有感動就寫些

見證或感想回應，生命充滿喜樂和滿足，這是我

每日與主的團契生活。

我是在2017年10月接受301小組長的職務，

根據301小組的舊規，每月召集大家相聚團契一

次，活動有禱告、唱詩、讀經、感恩、交通、互

動等。月與月間如果有人軟弱或家庭需要幫助，

則前去關懷與看顧，送菜、禱告或請她們到餐館

吃個飯，有時因感動，也跨組做些關懷……在此

感謝近二年來，301小組辦了二次感恩餐會，大家

都本著主耶穌臨走前賜給我們的一條新命令－彼

此相愛（約13：34）來團契相聚，我深深相信彼

此相愛，是團契生活的精髓，是與神與人建立良

好關係的秘訣所在。也學習及應用神的話語:彼此

同心(羅12:16)、彼此不論斷(羅14:13)、彼此接

納(羅15:7)、彼此建立(羅14:19)、彼此服事(彼

前4:10)，我想這些都是今天我們教會在團契生活

中必須要遵守的原則。因為“彼此”不是單方面

的，是雙方面的或與整體教會生活都有關係。可

以說如果彼此不合，必將直接影響整個教會團契

生活的健康與發展，進而就無法在主裡和諧與合

一，更遑論興旺教會。

以上所述，我認為我們301小組各個成員都

做的不錯，真是要感謝讚美主，我也認為我們團

員做得比我還好，真不愧是三十多年老牌的301小

組！感謝讚美主！

在這近二年的小組長生活，除了新增五位組

員，美中不足的是:我沒有做到彼此認罪，“你們

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

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7）。

因為美好和諧的團契生活還在於彼此認罪，因人

與人相處，有時失言，有時誤會，有時一個玩笑

開過頭，也會傷了和氣。古人言：“人非聖賢，

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如經上所說

的，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

治！不認罪，就是諱疾忌醫，其結果易使罪發

酵，也使自己受損。學會彼此認罪，就是會多想

自己眼中也有樑木，彼此都有罪，不要只知人的

罪，而不知己罪，要自省自察。這是我沒有以身

作則的關係，以致301小組沒有彼此認罪，以真理

帶動的文化與風氣，還請301小組同仁原諒，教

會原諒，也求主原諒。我要認罪悔改，要即時反

省，勇於執行彼此認罪，放下面子，除去好強虛

榮之心，不要為自己的罪開脫解釋或找理由。有

容，乃大，沒有寬容，就沒有彼此認罪的團契，

這是我作為小組長的缺失，我想主希望我們在小

組內經歷彼此認罪，所帶來的真正釋放、潔淨與

自由，這是神要告訴我們的：當與得罪自己的人

或我得罪別人的人一起彼此認罪禱告時，神蹟便

會出現，試探便會消失，心中的苦毒就釋放，人

也因此真正平安。“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

地善，何等地美！”（詩133：1）願我們301小組

共同勉勵！不負神的託付。

主啊！願我們在團契生活中，能遵守神的

話語與命令，並能真正遵行及活出主的話語與命

令，在彼此相愛，彼此認罪，彼此同心，彼此建

立，彼此接納，彼此服事，進而更遵主的大使

命，去傳福音，使更多的人信主，領人回到神的

家，帶動教會的復興，開展更好的團契生活，更

願我們團契的互動生活能結出更多，更甜美的果

子來榮耀主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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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的美好 
◎ 李貴元

人生在世有許多美好的東西：青少年時期，

刻苦學習，名列前茅是美好的；工作時期

成績斐然，雙專業高級工程師是美好的；老年

時女兒孝順，兒孫繞膝是美好的。

然而，洗去大千世界的鉛華，彈去紅塵萬

丈的塵土，我終於發現：有美好就有污穢；有

光明就有黑暗。難道不是嗎？當你坐在明亮的

教堂裡讀書時，有千萬個孩子得不到教育；當

你在優越的單位工作時，有千萬個農民工在生

存線上苦苦掙扎；當你享受幸福晚年時，有多

少無依無靠的老人獨守空巢。

向上看透青天，向下透視黃泉，我終於明

白：美好是污穢的最好註解，光明是黑暗的最

好解讀。

信主受洗後，我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的美

好。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學習主的默示，聽聽我

主怎麼說，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和父親談心，這

些才是最美好的。

家庭團契小組生活，使我靈命增長，身體

健康，頭腦清醒。團契小組使我明白了什麼是

團結，團結不結黨，幫助不拉幫。團結是肢體

的互相支持，支持器官的相互幫助，支持不是

拆台，眼睛不能譏笑耳朵，專聽好聽的，耳朵

不能譏笑嘴巴，專吃好吃的。嘴巴不能譏笑眼

睛，專挑別人眼中的刺。團結不要分裂，有一

段打油詩可以借鑒：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政令不通，不足

為怪，古今中外，毫無例外。想想宗教，林立

宗派，究其原因，私心作怪。”

打油詩雖然不能完全反應本質，但在某

種程度上反映了現實。教會不是江湖，存在於

世界，得救的不僅是一張門票，更重要的是潔

淨。和睦不是一團和氣，不是逃避、閃躲問

題，真正的團結是拒絕妥協，堅持信仰，對抗

罪惡。

家庭小組使我明白了什麼是幫助，幫助就

是幫忙和扶助。幫忙不求報，扶助不索取。

上下方圓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宇宙

浩瀚無限，但也膨脹，主恩浩瀚無邊無際。

學習使我明白，只有聖經是絕對的真理，

唯有上帝才是絕對的唯一真神，其餘都是相對

的。所謂“大家”不是絕對的，在真理面前，

除了我主，沒有權威。

有人說單兵作戰容易陣亡，但勇士的戰鬥

總比大軍按兵不動強。陣亡也是勇士，不動就

是狗熊，讓我們為勇士歡呼。

家庭小組使我明白了什麼是進步。進步是

指靈命增長，生命更新，而不是知識更進，我

們為今天的進步鼓掌，不為昨天的落後悲嘆，

更不後悔，但需悔改。後悔和悔改不同，後悔

指情感，悔改指行動。

進步了就要堅持，持久永恆，堅守上帝給

我們定的律，無論是人還是教會都要堅持上帝

的律，沒有上帝的律，教會就是廟會，肯定有

問題。因為教會有問題，教會才需要你，請不

要讓世界無羊，請不讓教會截肢。

家庭小組的宗旨是讀經、禱告、榮美上

帝，離開這個宗旨就不美好了。例如小組中，

牧師讚揚組長，組長恭維牧師，這種庸俗的低

劣表演就很不美好了，上帝也不會稱讚的。

讓我們共同努力，過好團契生活，讓我們

的團契生活充滿聖靈光照，高舉耶穌，在信主

的大道上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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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凱旋入京
 

凱旋入京的第四天，我看見……黑暗。

在那黑暗的樓層上，僕人預備著逾越節的

晚餐。

在那昏暗的燈光中，啊！是主，為祂所愛

的門徒洗腳。

“主啊，萬萬不可!”

“若不可，你就與我無分了。……我是你

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要彼此洗

腳。”

二.逾越愛筵
 

在逾越節的愛筵中，我看見……黑暗!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人

要賣我。”

“主啊，是我嗎?是我嗎?”“主啊，一定

不是我!”

“西門，西門。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雞

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主啊，我不會，我不會，我不會。”

“猶大，你要做的事，快去做吧。”

黑暗，進入了猶大的心;黑暗，籠罩了這個

世界!

三.設立主餐 

黑夜啊!你到底還有多長?

黑暗啊!你還要存留多久?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

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

流出來的，使罪得赦。”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

萄汁，直到我在神國喝新的那日子。”

朋友，你聽到逾越節餐後的歌聲嗎?

讓我們跟隨主耶穌的腳步，一步一步，步

向橄欖山。

四.客西馬尼 

在客西馬尼園中，我看見……黑暗!

漆黑中，門徒已經疲倦入睡。

“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難道，你們就不能與我儆醒片刻嗎?”

“父啊!倘若可行，求祢叫這杯離開我;然

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起來，我們走吧。因為黑暗，掌權了!”

五.黑暗的盤問 

黑暗盤問著光明:“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

是?”

“你說的是……你要看見人子坐在全能者

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黑暗審問著光明:“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來到世間;

特為真理做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

話。”

黑暗嘲笑著光明:“那麼，真理又是甚麼呢?”

六.黑暗掌權了 

啊，黑暗掌權了!為何，列日當空的正午，

竟變成了……黑暗?

讓那釘子穿過了祢的雙手;讓那長長的鐵釘

◎ 陳東昇 牧師黑  暗 2019-4-19 受難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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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地錘入祢的雙腳!

這，是那被咒詛的木頭;祢，在黑暗中，

被拉起，被高舉，被懸掛!

當鮮血如注地流下，我大聲呼喊:

“主啊，我討厭黑暗;他們所做的不公不

義，祢不理會嗎?”

“主啊，我厭惡黑夜;祢為何使黑夜臨到

我，叫我傷痛，使我悲哀，孤獨?”

“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

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

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

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

上。”

“主啊，我看到了，那是，在我裡面的黑

暗!原來，是我的罪孽，把祢釘在十字架!“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

們不知道……我的神，我的神，祢為甚麼離

棄我?成了;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在祢的手

中。”

在這一刻，地大震動，天旋地轉;看啊，

聖殿的幔子，從上到下，分為兩半。

七.黑暗中的曙光

這，又是一個寂靜的黑暗。

我看見，祢的身體，徐徐被人拿下。

是的，黑暗掌權了;但是，從心的深處，

我們卻盼望著曙光。因為:

“沒有眼淚，就沒有安慰;沒有死亡，就

無生命;

沒有寶血，就沒有赦免;沒有十架，就無

冠冕。

沒有羞辱，就沒有榮耀;沒有悲傷，就無

歡樂;

沒有鞭傷，就沒有醫治;沒有十架，就無

冠冕。”

今夜，黑暗遮蓋了真光;但不久的明天，

真理必戰勝黑暗。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是的，我們正在真理中等待;盼望著，那

燦爛的—“黎明”!

［後記］寫出「黑暗」的心路歷程2019-
7-8陳東昇牧師

2019年4月19日，我被安排講受難節講道

信息。這是我自2011年受難節以來，第二次被

邀請講受難節的信息。還記得上次講的信息是

“三棵小樹”，當時帶著聖靈的感動，在短短

的十五分鐘，要把基督受難的真理清清楚楚講

出來。當時我很感動，可惜沒有錄下來，今年

就特地請了彭梁淑芬姐妹錄影。既然八年後才

輪到我再講受難信息，當然要好好禱告，小心

預備。陳寶聲牧師切切囑咐:“復活節還沒有

到，我們有特別安排，熄滅燈光，請注重在耶

穌受難的信息上。”

突然間，我想起了曾經讀過的一首新

詩:“石頭(作者:犁青)”。詩的第一句

是:“在耶路撒冷，我看見石頭……”詩人犁

青，實際上，是我的大舅，他於2017年初去

世，留下多本新詩集，可惜的是我還沒來得及

去一一細看。當時我看到不是基督徒的大舅描

寫“耶路撒冷，亞伯拉罕，……。”他竟然對

聖經是如此深入深刻地了解體會!這是詩，也

是博學之士彰顯文采也。不知為何，“黑暗”

兩個字，就走入我的腦海:“凱旋入京的第四

天，我看見……黑暗”成為講章開始的第一

句。我並不記得新詩“石頭”的全部內容，

我卻用了它的格式。還有，就是在三月晚堂

主餐崇拜時，鍾牧師突然把主餐的詩歌改成

了:“沒有十架，就無冠冕”。這首歌詞正好

可以做這篇講章的結尾。既然這篇講章用新詩

的體裁寫成，講道時，就要用朗誦的方式。上

帝的靈就是生命，可以感動人心，可以震撼生

命。但願“黑暗”的創作，可以帶領我們經歷

基督心靈及肉身的苦難;指向，那復活生命的

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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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1日復活節浸禮
◎ 攝影：曲維芝、歐亞非

        早堂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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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堂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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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復活節暨教會五十六週年紀念
　◎  曲維芝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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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一家親
　◎  信望愛家庭饣小組 提供

信望愛與仁愛團契戶外活動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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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蕭千惠

願成立一個「讀經團契」                    

十年前的異象就是盼望成立一個「讀經

團契」，一年又一年的過去，轉眼之

間已經過了十年了！但始終尚未實現，曾

經有多少不必要的顧慮牽繞著，然而我內

心裡的那份感動一直存在著，自始至終沒

有改變。

大概三年前，也曾有機會向鍾牧師、

黃牧師、以及在主日學退修會上分享我的

想法。他們一致認為讀「神的話」當然可

行！要做就快點，什麼時候開始？我想近

日之內，也該向陳寶聲牧師、陳東昇牧

師、王傳義牧師、祁少麟牧師報告這個心

願的計劃和想法。

以下是這個「讀經團契」的計劃和想法：

1）聖經：採用「和合本」的中英對照。

2）同工：盼望神呼召三位讀中文的弟

兄姊妹、三位讀英文的弟兄姊妹每一個月

聚會三次，由他們輪流帶領大家一起讀，

相信我們讀的聲音，必能上達穹蒼，蒙神

的悦納。三位負責做Power Point，三位負

責文書，三位負責點名。想一想，還需要

些什麼同工？例如：幫忙開關嘉惠堂、負

責音響設備……等等。

3）預備心：來聚會前，自己先禱告。

4）開始的禱告

5）日期：每個月的第一、第二、第三

個星期六

6）時間：9:00 —11:00 am
7）地點：嘉惠堂的一個教室（註：盼

牧者們同意我們可以使用）

8）自備茶水

9）每月第三個星期六，訂為聚餐聯誼

會，在飯店舉行，自由參加，但鼓勵儘量

參加。

10）結束禱告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讓我們預定2019

年9月7日開始！盼望您們能抽空來參加，

最好每個月，您們都能來三次。不能的

話，也能來一次或二次。除非有特殊情

況，我們將全年無休。

千惠願主的旨意成全！願一切榮耀都

歸於主！願藉著一起讀經，我們彼此更認

識，彼此更了解「共同體」的親密關係的

重要，彼此更相親相愛。最重要的是，多

讀「神的話」，能使我們與祂更親近，並

且加添我們愛主更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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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弟兄姊妹見證摘要

◎ 周和璧

我以前不研讀聖經，不多方禱告，我認為只要不做壞事，不做害人的事，死後應該是不會下地獄的，
但經過研讀聖經，現在我知道人是有原罪，也有本罪。所以人要受罪的審判，沒有任何人可以逃脫的。

我的一些朋友是基督徒，2018年我參加教會在聖地牙哥的夏令會，我碰到一位從格蘭朵拉分堂的教
友，我聽她分享成為基督徒的經歷，主耶穌如何幫助她克服生活上的挫折和困難，上帝是如何賜福給她們
全家，使她們經歷神的恩典和大愛，使我大受感動。

我現在相信主耶穌的降生，受死，復活，及升天成就了救贖之恩，我相信主耶穌藉著重生的洗及聖
靈的更新，賜給了我永生的盼望。

◎ 林怡如

我信主前，感到人生沒有什麼意義，生活沒有什麼盼望，天天感到緊繃，充滿壓力，渴望被認同，
被愛，對自己缺乏信心。

小學畢業的暑假，媽媽因婚姻走到了瓶頸，再次尋求信仰的慰藉和幫助，帶著我和弟弟到家附近的
教會，接受牧師和輔導長期的關心和陪伴，我在教會也參與青少年團契，漸漸敞開心房，學習禱告，感受
到教會與主的愛，並經歷了禱告蒙垂聽的恩典。高中三年級，在牧者的邀請下，我做了決志信主的禱告，
並接受點水禮。我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對生命有熱情，生活有喜樂，渴望服事神。我熱愛藝術，現在在神
學院唸輔導學，盼望藉著我個人的經歷和輔導學的技巧，靠著主的恩典，可以更好的幫助人。

◎ 陳  錦

我沒有信主前，對人生感到迷茫，對未來沒有任何抱負，隨著朋友們莽莽撞撞的來到了美國，卻也
因緣際會，接觸了福音。有一次在偶而和朋友的談話中，聽到了一些信主的奇異經歷，讓我感到不可思
議，使我相信神的存在，我聽到了福音，知道有一位神，因著愛，祂賜下獨生的愛子，為我們捨命十架，
我願意接受主耶穌為我的救主，求主赦免我的罪，使我不在黑暗裡，引領我走一條正確的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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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靖軒

其實我從記事開始，我就有耶穌在我的生活裡，中考之前，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耶穌是真實的存在。
那一段時間學習很忙，很少去教會，有一天有一個疑惑的聲音擾亂我的心，「主耶穌是真神嗎？祂真的
存在嗎？」我為什麼從來沒有見過祂？為什麼考試遇到難題，向祂禱告，祂不幫我，讓我考得很差？我
去問外婆，她很吃驚，她問我為什麼會這麼想，外婆還告訴我，主耶穌就是真神，可是我還是懷疑， 
從那之後，外婆就每天為我禱告，我自己也知道那段時間疏忽了跟神的關係，讓魔鬼趁機擾亂我，可是
我就是會不住的發脾氣，做一些錯事。

後來我在中學考試的前一個週末病了，我很緊張，怕影響考試，我心想這是上帝在責罰我嗎？我很
害怕，就向上帝認罪、懺悔。考試那天，向上帝祈求，給我智慧聰明，直到發給我第一張試卷，快寫完
的時候，我手都不停的在抖，面對難題和緊張，我默默的向主禱告，求主幫助我。主耶穌讓我的心平靜
下來，後面的每一張試卷，每一個題目，我都平靜地答完，雖然還是有些不會，後來成績發佈了，我考
上了理想的高中，我很興奮，也緊張，感謝上帝，從這件事，我經歷了神，堅定了我的信心，我不再迷
茫。我感謝神賜福給我。

◎ 郭  飛    李  玲

我出生在中國一個軍人的家庭，從小受到共產黨的無神論教育，排斥有神論的所有宗教，追求馬克
思主義，我曾長期在政府機關研究日本問題，我在大學授課，研究日本語和日本文學，由於我的工作成
果突出，經常成為所在單位的樣板和典型，久而久之，自己成了風口浪尖上的人物，人變得驕橫自負，
認為自己是最好的，無人能比，信主前幾年的生活，就是這種榮耀自我，自我奮鬥的經歷。

夫人李玲姐妹：我也是出身於軍人家庭，父母都是軍醫，我於1977年經歷高考，進入醫學院，也成
為一名醫生。當時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1999年我經歷了人生的磨難，唯一的哥哥患了癌症去世，一年之後我身體也出了狀況，莫名的疼
痛，真叫人生不如死。

後來信主的兒子，在2006年介紹認識了一位宣教士，我們夫妻二人就在他家中聚會查經近二年，也
在吉林省長春市教會聚會，神開啟我們的心，我們二人同心決志信主。

郭飛，李玲夫妻二人，現今在金門神學院進修神學，盼望有朝一日，能參加美南浸信會國際宣教部
去日本當宣教士。

◎ 江  雲

信主之前我是一個很隨性的人，天馬行空，我行我素；同時我也是個悲觀的人，覺得人活在命運的
束縛之中，週而復始又掙脫不開。沒有信主的幾十年的人生，我活得很矛盾，在世隨波逐流和自我良知
的堅守中，時時糾纏，掙扎。覺得人生不過是一場永無休止的苦難，看不到盡頭，也看不到希望。

2006年在廣西，在我接受一場重要手術的前夕，一位素未平生的姊妹向我傳講福音，雖然只是簡單
的三言兩語，但我卻視為救命的稻草，緊緊抓在手裡，手術前後的過程中，我一直不停地向上帝祈求。
神憐憫我，這次的手術非常成功。第一次的祈求上帝就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應允，從此福音在我的心中扎
了根。在那之後，雖然也曾遠離了神，可是神卻沒有離棄我。2015年藉著一對夫婦向我分享見證，重新
喚起我對主的信心，主又引領我，藉著國浸教育中心中文學校李校長的介紹，我來到國語浸信會，神所
喜悅的家，我受聖靈的感動，公開決志信主。

信主之後，我猶如一個在沉睡中被喚醒的的人，神的話語如同照在黑暗裡的光，照進了我的心中，
給我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我不再一味地悲觀，我明白了，原來每一個苦難的背後，神都一直與我同
在，神賜下的應許，一次又一次地讓我見證了耶和華我的神是一位真神，是一位無所不能的神，憑著信
靠主耶穌，我得著平安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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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杏雲

我的人生曾遭遇到很大的打擊和傷害。我和先生都是喪偶再婚。先生的五個子女都已成家立
業，先生在安排好子女生活的情況下，選擇找個老伴自立家庭，我們原本相處的非常和諧。但子女
眾多，帶來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金錢的糾結，帶給我和我先生太多的痛苦。

面對人生的衝擊，我心中充滿了憂傷、恐懼和無奈。經常徹夜難眠，以淚洗面。在無助的狀
況下，人生走到了谷底，誰能幫忙我，救我？我體會到人的盡頭是神工作的開始，有朋友帶我去教
會，我曾在天普國語浸信會做禮拜，在教會中我才知道天父阿爸是真神，主耶穌是救主，我相信神
是一位全能的神，公義的神，良善的神，保護弱者的神。我感謝神揀選了我，我要倚靠主，敬畏
主，接受主耶穌為我的救主。我每天誠心的祈禱，誦讀主禱文，參加松柏合唱團，家庭聚會，我把
一切都交託給神，求神引領我，保守我，賜福給我。

◎ 單承玉

我來美已經三十多年，大兒子孫榮東剛來美國，就在家附近的生命泉教會接受洗禮，後來母
親來美以後，她也去教會，她是很忠心愛主的老基督徒，早在中國就信主了。在一個信仰基督教的
家庭裡，我始終沒有改變自己，不但如此，對他們給與教會的奉獻及幫助，不以為然，常常諷刺他
們，多年來始終沒有把自己交給主，雖然偶而也去教會，但始終沒有信主。

這一年來，我漸漸也年老了，快七十歲了，常常陪媽媽聽牧師傳道，慢慢打開了我的心門，尤
其是聽到鍾牧師呼召「打開心門接受主！」使我深受感動，那一天我決心把自己交給主，跟隨主走
窄路。

聖靈藉鍾牧師講的信息，深深的感動了我，使我醒悟。我要把我的餘生全然交託在主手中。這
一年來，我每天聽牧師講道的錄音帶，深知主耶穌是我的救主，堅信不移。

◎ 張懿豐

雖然我生長在基徒的家庭，在沒有全然信主之前，我是偏向悲觀的人，遇到事情容易慌張，
害怕。因為家人是基督徒，從小耳濡目染，雖然沒有系統的學習，也對信仰有些認識，每逢遇到困
難，心裡難過時，總會想起主。我平時也沒有上教堂敬拜主和靈修的習慣。

說起來，我從小內心是相信主的，但沒有具體，有系統，認真的學習過。直到我來美國求學，
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有一次差點沒有地方住。最後，幸而有一個基督徒的家庭收留我暫
住，那時才真正意識到主耶穌一直都在我身邊幫助我，因此我下了決心要認真的跟隨主，成為名符
其實的基督徒。

信主以後，我變得開朗許多，我心靈有歸屬感，我相信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有神的美意，神
是我們的盾牌，是我們隨時的幫助，能讓我更堅強，更堅定。

◎ 王  洋

我信主前的生活，每一天都帶二個小孩，有時候會感到很累，很雜亂，心情很煩悶。去年五月
份，有CWT的姐妹們來我家探訪，當時我忙著照顧小孩，當她們向我傳福音的時候，孩子們變得十
分的安靜，禱告之後，我覺得心情特別的平靜、踏實。以後每主日我都帶孩子去教會。

自從信了主以後，有了信仰，感覺到有一種歸屬感，心裡也踏實得多，不像從前那麼急躁，待
人和對事的看法都比較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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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會會員見證

◎ 陸  慧

我信主以前，喜歡和朋友在一起吃飯，唱歌，喝酒，喜歡打撲克牌，遇到不高興的事情容易

發脾氣，而且我很驕傲，總覺得自己很能幹，那時候眼睛就像矇了東西一樣，看不清楚好與壞。

在2007年7月份的時候，有朋友到我工作的地方約我去參加家庭聚會，當時家庭聚會在我住

的小區裡，因為很方便，晚上我就去了，很多人在唱一首歌，歌名叫《耶和華是我牧者》，我聽

了就哭了，一直哭，哭的停不下來，哭到這首歌唱完。後來，我就開始參加家庭聚會，讀聖經，

相信有一位神，因為信，我受洗了。以前我每年春天的時候容易發燒，感冒，受洗了以後的每個

春天，我不再發燒，感冒了。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會發生這麼多的事情，我

學會了忍耐，控制情緒不發火，控制貪吃，不再愛慕虛榮，學會要順從神的帶領，我來國語浸信

會也是神的帶領。

◎ 展明宣

我是個思想單純的人，經歷了文革，上山下鄉知青的生活，在政策之下返回上海。對人對

事我信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從小在父母的言行身教下要做個誠實善良的人，父母經常會幫

助有需要的人，我是看在眼裡，我媽常說，一個人量大才會福大，我都記在心裡。90年先生出

國留學，幾個月後，我帶著孩子也來到了美國。

剛來美國生活很辛苦，因我有過去農村生活過的經歷，辛苦勞動對我來說都能承受，但是

先生因為在國內的工作生活都是很優越，環境變了，心情很差，常會發脾氣，這是我所不能忍

受的。因此家裡常會發生爭吵，我認為過份謙讓只會助長他的脾氣，遇事總要爭個對錯，爭吵

後兩敗俱傷，很不快樂。直到有一次和朋友去商店購物，碰到兩位基督徒姊妹向我傳福音。

去教會後才發現我的行為是不討神喜悅的，信主以後，更是覺得必須放下老我，成為新造

的人。通過參加姊妹會聽了姊妹們的見證後，我也嘗試了照主的旨意學會放下，要原諒，謙

卑，有愛心，有奉獻精神，做一個有智慧的人。我覺得我的心寬了，生活也變得順意了，感謝

主給了我平安，喜樂，給了我智慧，我也會把我的見證跟朋友分享，我不會忘了神的恩典和作

為基督徒的職責—傳福音，用自己的行為活出基督徒作為神的兒女應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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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萬有都服在主腳下！唯有靠主才能得救！孩

兒將元華交託在主的手中，求主成全並醫治！

正在禱告時，教會的鍾牧師及陳東昇牧師，在

深夜趕來急診室替元華禱告，求主醫治，實在

非常感謝。

此後每一天我都針對元華病情的進展，發

信息給我們教會的牧師，我的301小組，長幸福

與全幸福同工，德州的牧師及CCF同工等，請

大家作針對性的禱告如下:

星期四：

感謝神！經昨晚的CT發現腦後靠頸左邊有

一根血管阻塞，左臉，左手及左腳有點麻，沒

力氣，一動就會吐，請大家繼續為她禱告。

感謝陳寶聲牧師今天特地跑到這麼遠的

Whittier醫院來看她，我懇請他不要來，但他

還是堅持要親自為她禱告，感謝陳牧師的真誠

與關懷，用心靈與誠實禱告的義人是大有能力

的！很多弟兄姐妹來電都說要來看她，由於有

感動，相信她一定會被主醫治！現在最好讓她

安靜，全然交託給神，求神幫助，因此都被我

婉拒如下:由於太遠再加上我相信她會在一二天

就出院，所以只要為她禱告即可，謝謝，願神

祝福您們!

感謝主！也謝謝您們的禱告，讓她能靜

養，情緒安定，全然交託我們全能並即時醫治

的阿爸父。

元華在星期三晚上中風，當我一得知此消

息，就被嚇倒，因為她爸媽都是中風後十

餘年才走的，弄得全家大小人仰馬翻，苦不堪

言。我親身體驗並目睹中風後的人，他們的脾氣

越來越壞，猜疑心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侍候，真

可說是久病無孝子。她姐姐已中風數年，每次回

台請她出去吃飯，看到她中風可憐的樣子，我心

裡就感到無奈與無力，非常難過。一想及此，我

的命就被元華的中風驚嚇得丟了半條，倘若如此

下去，我和元華這後半生要過得非常難受與痛

苦，實在害怕！當夜就開始求神醫治，為她康復

一直禱告，不斷抓住神的應許，有時卻陷於無

語。感謝神的憐憫，誠如經上所說：我們本不曉

得當怎樣禱告時，聖靈就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

替我禱告（參羅8:26）。我體悟到聖靈親自跟我

一同走過，我因為元華中風的恐懼與痛苦，聖靈

彷彿也感受了那種無奈與嘆息而為元華禱告。我

再次感受到主耶穌現今坐在神的右邊，也替元華

祈求（參羅8:34）。因此大膽求神親自替元華打

通被血塊阻塞的地方或被堵的血管，在人不能，

但在主凡事都能，懇求主憐憫，讓她行動不受影

響，可以正常行走、講話、活動與生活；主啊！

主啊！願醫治的神看顧、醫治她，求主指定並安

排的醫療團隊，按神的旨意醫治，因她和我正在

遵守並進行主的大使命，我倆決定將我們的家作

為幸福小組的基地，7days/week，我想可能撒但

怕拉走它的客戶，所以攻擊了元華而導致她的中

風。神是我們全能的神和醫治的神，主耶穌復活

太太中風蒙主醫治的見證 
◎ 程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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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走路、開車都在禱告，並且整夜不睡

求主醫治元華，事實上，坦白的說，是緊張得

睡不著，乾脆就跪地禱告，我想是聖靈逼我如

此做吧？我一直隨著感動，為她用各種方式禱

告，睡的晚（幾乎無法入眠，即使吃安眠藥，

也無法入睡，可能是因愛而心有掛慮，靈魂被

嚇掉一半，也可能是我怕若她真中風了，長期

受苦的罪在干擾我吧？情緒十分的不穩），不

過我仍不斷大聲向神求幫助、醫治並看顧元華

的中風，以致今早起來失聲，音啞講不出話

來，感謝讚美主！元華終於蒙神憐憫得醫治並

且完全康復了。

星期五：

元華的 MRI 結果一切正常，昨晚內科、

神經科、心臟科三位醫師會診，均說沒有問

題，血壓也恢復正常，只是血糖較高，心跳較

慢，今天再做全身及血液檢查，如果一切正常

就可以出院了。

求神憐憫幫助元華，可以行走自如，因為要

參加兩個組的幸福小組學習，需要她與我一起，

將來在我們教會能有經驗及有效地推動！願神鑑

察、憐憫並伸手醫治元華，使她完全康復，孩兒

願將一切的榮耀都歸給我們全能的神！

二個兒子都要我下午回家休息，他們來負

責一切，由於他們這樣的堅持，讓我有更多的

時間在家迫切專心禱告。

這是我星期五下午所發的訊息如下：

元華現在辦理出院，醫院最後結論：

由於腦後左邊頸部有一根血管完全阻塞，

所以導致嚴重的頭暈與嘔吐。左臉，左手，左

腳都麻，左手及左腳沒力氣，以致手不能握

緊，不能開車，行走不便。

元華現在已回到我二兒子的家，一切安

好，感謝神的醫治與看顧以及大家的禱告。真

的非常感謝我們的主耶穌讓我們成為神的兒

女，成為在主裡的一家人，主救了元華，感謝

讚美我們全能的神！求主繼續保守看顧元華，

願元華的中風從今以後不再復發。

由於音啞不能說話，好在有二個兒子幫

忙，下午二兒子幫元華辦理出院，遵醫囑不

可回二樓的家，對她不好。二兒子要她到他

家住。

出院後，再經心臟科醫生多次測試與檢

查，發現在她中風時，心臟也有一條血管堵

塞，所以元華中風不舒服是因二條血管阻塞所

致。感謝神！即使二條血管被堵，在人不能，

但在神凡事都能，承蒙神的憐憫、看顧、看護

與保守，讓她行動不受影響，可以正常行走、

講話、活動與生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

利路亞！感謝讚美神！

感謝大家為她的康復禱告，感謝兒子們在

我到高雄受訓期間的真心照顧他們的老媽，讓

她能安心休養，願神祝福大家！

親愛的阿爸父神！感謝讚美祢！祢是

我們的高台！是全能神！是醫治者！是我們

隨時的幫助！成為神的兒女實在太幸福了，

我們會活得更喜樂，因為成了神家裡的人，

讓我們凡事都能靠著禱告求主的幫助！當我

們困乏迷惑有難言之際，神便憐憫我們的軟

弱，讓我們得到如上所述的幫助。並且主所

賜完美無瑕的愛及神的話語，如同神的同

在，能堅固我們的盼望，成為堅固我們靈魂

的錨，讓我們能隨時抓住神的應許而得即時

的幫助，在主裡過得勝平安的生活，孩兒由

衷地要來榮耀主！讚美主！哈利路亞！哈利

路亞！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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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兒子突然在2014年6月12號在大陸昆明

去世，去世前二個月曾做了全身檢查，一

切都正常。他是我們最疼愛的長子，從小對他

關愛有加，他曾得到最健康寶寶頭獎，身體非

常好，人也非常聰明，也是我們三個兒子中唯

一的基督徒。當聽到電話告知這樣的噩耗時，

幾乎以為弄錯，我們立即買了機票，希望證實

是假的，當我們趕到醫院停屍間，看到他面色

紅潤，似乎在睡覺，用手摸他臉時，才知是冰

冷的，活著的希望完全破滅，確定是事實。當

場太太痛哭的幾乎要死去，這是我們的寶貝心

頭肉啊！怎會冷冰冰的躺在這裡？前二天才和

他通過電話，一切都好，怎麼會？怎麼可能？

為什麼？忽然看到太太哀痛得大哭幾乎昏死過

去，我立刻想到她有高血壓，糖尿病。她父母

都是中風去世，嚇得我立刻從悲痛中警醒，立

刻暗中向主禱告，求主救我太太，不要讓她因

過分悲哀且情緒失控而中風，那時我也就不敢

再悲傷痛心哭泣，怕互相影響，讓她更陷入絕

境而發生危險，馬上把她拉起，跟她講兒子已

蒙主恩召，讓我們一起來禱告，求主在天上好

好照顧他，當我們默禱後，相互的情緒都比較

平靜。

回到旅館，晚上因時差睡不著，太太就和

我談起兒子的種種，她又不捨的大哭起來，就

問我很多問題，起初我還能引用神的話語回

她，後來問為什麼這麼健康並且唯一的信主孩

子會這樣？問得我慌張無語，又怕她傷心過度

而出事，正在絕望時，只暗中說了，主啊！幫

我！很即時地，聖靈就幫助我回答她，也讓我

源源不斷地想起經上的話，使我不間斷地在她

問時，聖靈透過我針對她的問題，回答她。如

此約四、五個小時，終於釋懷而睡了。

我們將兒子火化回美安葬後，回到德州，

可是我的心整個被淘空，魂不守舍，每時每刻

都在想我的兒子，尤其在夜深人靜時就特別

想，不能自拔。多年養成並喜愛的靈修、讀經

變得毫無興趣，可說聖經及活潑生命一個字也

看不進去，更遑論禱告，整個人已陷入哀莫大

於心死的境地。

在那個時段，看到經理在貪污亂搞，也無

心糾正，整個人活得像一個行屍走肉，唯一有

反應的就是注意太太的情緒，一直跟她重複地

講二句話：

1. 我們倆千萬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會跨台

倒下的，要振作起來；

2. 我們這樣愁愁苦苦的過一天，不如快快

樂樂地過一天。

可是喪子之痛，白髮人送黑髮人，43年的

思念，錐心之痛苦，說的容易，做起來實在太

難。雖然牧師和弟兄姐妹都來看望並安慰我

們，為我們禱告，但心思散掉，根本聽不進

感謝讚美主！

       靠著主奇妙的帶領

                走出了死蔭幽谷◎ 程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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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而且我日夜思念而睡不著，導致完全的心

死而沒有反應。

所謂禍不單行，我公寓的經理，看我們無

心監督，就乘機貪污，因我那時想要將72單
位的公寓便宜賣掉走人，他不想讓我賣掉，就

把21個單位讓德州各種犯罪分子如殺人犯，搶

劫犯，毒品走私交易犯等住進來，這些人都是

其他公寓拒收，政府列管的壞份子。等到警察

來找我，說我的公寓是犯罪分子集中地，導致

附近犯罪率提高很多，很多人受害！我的公寓

要被列管，並登上黑名單，他們聽說我要賣，

便告訴我可能很難賣，必需整頓好，要我付一

筆費用，安排會議室，由警察定期召開防止犯

罪訓練而且我必需參加。當我得知此消息，忽

然從心死中驚醒，馬上開除經理，自己親自接

管。感謝主！神興起環境來刺激我，使我從死

蔭幽谷中爬起來！

經查帳後發現有二十多戶欠租數月，找到

其中欠最多的一個，當我到他家，看到他是一

個全身刺青，比我高大一、二倍的黑人，跟他

說：我是owner，以前的經理已被我fired掉，我

發現你帳上有欠租四千多，如果你還沒繳...我

的話還沒說完，他就非常邪惡的怒視我，簡直

像從地獄中來的魔鬼，直指放在他胯和腿上的

機關槍說:你問它同意不同意？這時我的心幾乎

從口裡跳出來，混身開始發抖，不能自主，立

刻默叫:“主啊！救我！”感謝主！我的手機

忽然響起，立刻直奔門外，就逃出去了，我的

手抖得非常厲害，聲音顫抖回說:我有要事不能

和你說話，就掛了。馬上打電話給警察局說，

這是 IRVINE PLACE APT，有人拿機關槍威

脅我，你們可否來查一下，問：你有受傷嗎？

我說沒，有死人或其他人受傷嗎？我說沒，他

們就說這事不管，我求他們說：至少能來看一

看，他是否合法持槍啊？回說：“不管”。絕

望並膽怯中，望著天說：“主啊！我能再進

去嗎？”立刻有個字“能”在腦中顯示，我

還是怕，再問“可以嗎？”立刻一個“可”

字出現，於是我就放膽進去，當時看到他的

態度，判若两人，不像先前那樣的兇惡，好

像變得和善多了，放膽就說：如果你有收據

證明是付過了房租的，則請在下午5：30前
到辦公室來給我看，否則我要驅趕(EVICT)
你，說完立刻就走。

下午五點，他到辦公室說：住進前，經理

私下收他四千多美金現金，沒有收據。那我就

跟他說，明天我就到法院去申請EVICT你。

他搬走時，二房二廳的房間，廁所，地

板，門窗等都打掃得乾乾淨淨，連冰箱都非常

清潔，可以隨時出租。不像以往的房客，破傢

俱，雜物亂丟，並且將發臭流汁，生蟲的東西

留在冰箱，而使冰箱不能再用。

感謝讚美主，體會到禱告的大能，使我又

有信心繼續禱告，再經過不斷地禱告與主互

動，靠聖靈帶領走出唯一信主的長子錐心不捨

之痛，我們在100天內真正走出了哀莫大於心死

的死蔭幽谷。

二十一個惡房客，在一個月內全部趕出，

並且也在一個多月時間，將空屋以更高的租金

租出去。深深體悟，有主與我同在、同行，實

在太幸福了。

主啊！我的人生觀與價值觀都與以前完全

不同了，祢興起環境，藉著惡劣的景況破碎

了我，再塑造了我，使我的靈魂與主再一次連

接，實在太感謝神了，讓我想到神所說的話:神

已賜給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常率領我在基

督裡戰勝邪惡與困難，使我得釋放與自由，從

這連續地敲打，看到祢的慈愛，祢的信實，祢

的大能，祢的奇妙和祢的榮耀，真的是非常感

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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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 名

與牧師有約

         —靈修十二問

牧師帶著師母依約來到團契聚會。

滿室歡聲笑語。

首先組長宣佈討論主題是：

“基督徒的靈性修養”

請大家發問。

一問：靈修的目的？

牧師：尋找心靈的依靠。

二問：基督徒的修養與道德修養的分別？

牧師：道德修養以【至善】為目標。重

點在人；基督徒靈修以【成聖】為目標，重

點在神。但神的意念高於人的意念。

三問：多年來熱心追求靈性的進步，以

為找著了，但心靈仍在漂浮，如雲似霧。

牧師：尋找心靈依靠，有時比安身之所

更難。許多人尋尋覓覓，仍是屬靈的嬰孩，

沒有長大成人。

四問：牧師能否告訴我的屬靈程度？

牧師：靈修是座煉金爐，是上帝獨特

所設計的。礦石多固然重要，若不經熔煉打

磨，去糟存真，也出不了金子。

五問：金子的成色各有不同，如何去分辨？

牧師：一級一級有別，可劃分三個層

次，表現出三種境界：

第一層：修己以信，口裡相信是基點，

尤重敬虔。

第二層：修己以樂，心裡覺醒，見諸行

為。使周圍的人快樂。

第三層：修己以福，靈裡效法，跟隨基

督，造福世人。

六問：境界提升？

牧師：境界是在每個人心中，離不開你

的內心。要改變自己，需從內心做起。



27

靈修分享

2019年08月第153期

七問：秘訣？

牧師：三多：

多靈修、

多親近主、

多結聖靈的果子。

一點一點積聚，就能發光。

你達到哪一層次，就看你與主親近的程度。

你自己是能感覺到的。

八問：能自知，別人能否看出來？

牧師：身上能發光，別人就能看見。

內心與外表一致，如磁石相吸，

一個人內心有多少改變，外表也有多少

改變。

內心比外在更美。

如天使一般，使人感到光和熱。

當然外貌只是外在，重要是特質，就看

你的行為表現了。

九問：靈性成熟的標誌？

牧師：是愛世人的心。

心中有主，順從主行事，就有愛心。

身、心、靈就能融合一體，

從【自愛】到【愛人】，到【捨己】，

才能進入愛的最高層次。

十問：基督的愛與世人的愛分別？

牧師：人情三百。

主愛無價，是無限的。

犧牲一己，拯救世人，

也許是世人與基督的愛最大的區別了。

十一問：靈性生活的體驗？

牧師：主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主。

與主一同死，一同復活，一同生活。

才有屬靈的享受。

十二問：靈性的成長？

牧師：追求完全的聖潔，

更堅定的效法祂，

在我們身上就能顯出真實完美的生命，

就能活出基督的樣式！

將成為上帝喜愛的好兒女！

在抑揚的聖詩聲中，解答完滿結束。

感謝之聲不斷，由此可見屬靈生活之巨

大魅力。

牧師留言：

靈修十二問到此告一段落。

靈修是解決心靈依靠的唯一之路的答案

是肯定的。

為什麼人還會遇到許多困擾，在此先賣個

關子，等到下回在【靈性的生活】時再討論。

靈程還很長，不要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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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是一年一度的復活

節，也是教會建堂五十六週年紀念日。

教會舉行了盛大的復活節主日崇拜和堂慶感

恩崇拜。崇拜過程非常形象化地展示了，

耶穌為了我們的罪孽，被釘十字架，被埋

葬，三天後死裡復活，打碎死亡枷鎖，使信

者得永生的真理。復活節主日參加浸禮崇拜

的弟兄姐妹，也以親身的示範，展示了“藉

著浸禮歸入死，和主一同埋葬，一同復活”

的見證(羅馬書六章三至四節)。整個敬拜

充滿了感恩和讚美，不僅是一次感恩和讚

美的盛宴，而且使弟兄姐妹重溫了四福音

的教導，在屬靈和信仰上有了進一步的提升

和夯實。崇拜和感恩在星期五(四月十九日

GoodFr iday)晚上就已經拉開帷幕，到主日

晚上的堂慶感恩崇拜時達到了高潮。尤其是

當聯合詩班的弟兄姐妹唱“哈利路亞”時，

神的靈大大地感動了在場的弟兄姐妹，大家

不約而同地起立，一起加入感恩和讚美的洪

流，台上台下頓時融為一體，整個禮拜堂成

了感恩和讚美的海洋，此起彼伏，洶湧澎

湃,……　　　

　　洛杉磯是個好地方，在這裡我有機會觀

看過很多國內著名歌星的演唱會，也包括許

多從台灣來的著名歌星的音樂會。坦率地

說，他們租用的音樂廳遠比我們的禮拜堂高

大尚，他們的會眾(他們習慣被人稱為“粉

絲”)也遠比我們的人數多。但是，我從來沒

有見過像四月二十一日晚上，在我們教會那

樣台上台下融為一體，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恩

和讚美！不誇張地說，那天晚上，我確實被

那情景震撼了，不曉得是什麼緣故，眼睛還

有點模糊。

在當晚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索著這

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參加普通音樂會就沒

有今天晚上這樣的感覺呢？在十字路口，遇

到了紅燈，我將車子停下來，正好有點時間

專心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發什麼呆呢？都變綠燈好久了！怎麼

還不走？幸虧後面沒有人，不然人家肯定笛

你！”姐妹在旁提醒道。

我開動了車子，並把原因解釋給她聽。

“想不明白？”姐妹問。

“不明白”我回答說。

“ 因為他們是人的粉絲，我們是神的粉絲！”

我頓開茅塞。

“有兩下子啊！”我笑著稱讚她。

“少來！小心開車！！”

一陣爽朗的笑聲在 Huntington Dr. 的上

空飄蕩著， ……

◎  詩班 賈愛軍

感 恩 和 讚 美 的 盛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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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一覽表                                                                                                            
了解衰老的正常症狀和失智症的症狀之間的區別

◎  錢　煒 譯

   [美國] 失智症協會列出可能標誌失智症開

始的十種症狀，症狀的嚴重程度和頻發程度各

有不同。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其中的幾個症狀，

不要過份緊張：你可以通過醫療檢查做為跟

進。

　　一、記憶力喪失。這是失智症最常見的症

狀之一，它會使你抹去剛了解到的信息或重要

日期或活動，更多地依靠筆記、電子器材和家

庭成員，來幫助自己的回憶。但是，忘記名

字、預約，過些時候又回憶起來，這些都是跟

衰老過程相關的變化。

　　二、在計劃或解決問題時遇到挑戰，如按

照自己熟悉的安排做事，或平衡財務預算，或

者一樁普普通通的事，花費了太多的時間。但

在把一個月的開銷全部加起來時偶然出現差錯

跟失智症沒有多大聯繫。

　　三、在完成普通任務時出現困難，譬如忘

記自己喜歡的某種遊戲的規則。但在操作電子

器材時偶然尋求他人幫助不屬此列。

　　四、時間、地點方面的混亂，尤其是那些

並非屬於現時、現地的事情。罹患失智症的人

可能忘記自己在什麼地方。另一方面，跟年齡

有關的一個典型錯誤是忘記今天是星期幾，但

事後又想了起來。

　　五、在理解視覺形象和空間關係方面出現

麻煩，在理解或掌握一個物體的距離或其顏色

時出現麻煩，這兩者都可能影響車輛的駕駛，

它們都是失智症的症狀。這不同於白內障造成

的身體障礙，後者會模糊視覺。

　　六、在用語言講話或寫作時出現新問題。一

些罹患失智症阿茲海默症的病人在聽懂對話方面

有困難，忘記別人在說什麼，或者在理解某個普

通的物體時想不起是什麼名字。但是，找不到某

一個正確的詞彙 — 那詞彙好像就在嘴邊 — 這

是人在衰老過程中常有的現象。

　　七、把東西放錯了地方，無法回想起來。

如果把東西放在奇怪的地方，如把手機放在冰

箱裡，那是一聲警鐘。

　　八、判斷力差或下降。接到通知後沒有多久

便捐獻出大筆金錢可能是失智症的一個症狀。不

修邊幅同樣可能是一個症狀。至於偶然作出一個

錯誤的決定，那是正常生活的一部份。

　　九、停止工作，退出社交活動。失智症會

造成一個人的孤立，包括參加自己喜歡的體育

活動或其他活動的時間減少。一個罹患失智症

的人在注意到自己的明顯變化時，會選擇避開

他人，以防止尷尬局面，這時就會出現上述情

況。跟年齡增長相關的一個典型變化是偶然會

感到厭煩，不願做該做的事。

　　十、心情和個性的變化。罹患失智症的人

往往很容易變得神情沮喪，或恐懼，或顯露出

過去從未顯露的強烈衝動。另一方面，許多人

在老年時會從自己習慣的生活中得到安逸，而

當這種常規被打破時則顯得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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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醫療》雜誌編審：帕特利夏•A•法

勒爾博士

"我真胖。""我是個非常糟糕的母親。""我

的工作一塌糊塗。"說不定，你曾經用這類（甚

至更糟糕的）句子咒罵自己。不錯，你對自己

期望挺高。但是你知道嗎，這樣貶低自己對你

的健康有害？

"我們在貶低自己時，我們經受的精神壓力

升高，我們的免疫系統發生了炎症。"《自我同

情手冊》一書的兩位作者之一克麗斯汀•奈夫

博士說。所以奈夫說，自我同情，不是自我批

評，才是正確的選擇。

有害的自我批評不是建設性的。"建設性的

批評是'我本來可以更加和善地對孩子說話'，

但是非建設性的批評卻是批判性的，甚至可能

包括罵人的話在內，諸如'我是個刻薄的母親'"

奈夫說，你應該避免這種情況。

相反，自我同情是給自己一點餘地。在對

自己脾氣不好作出自我同情的反應時，你可以

對孩子說，"我正在經受很大的壓力。現在我該

怎麼做才能照顧好自己呢？所有父母親都有可

能對孩子發脾氣。但這並不就意味著我是個壞

母親。"

如果你能夠用一點兒愛來代替批評，你可

以見到一系列的好處。研究顯示，自我同情的

人較少顯得憂鬱，人的整體健康水平也較好。

他們更可能表現出健康的行為，如得到足夠的

睡眠，而這會使他們更加健康。在人們學習自

我同情時，實踐會明顯改善健康。

首先，吐沫中的皮質層水平－它是壓力的

標誌，炎症和疾病的前兆－下降。與此同時，

吐沫中免疫球蛋白A的水平－它是免疫系統健康

的標誌－則會上升。更重要的是，自我同情的

動作似乎會增加心跳的變數，這標誌著身體處

於放鬆的狀態，而不是處於壓力的狀態。

如果這些話你聽來覺得有點兒奇怪的話，

奈夫讓你放心：她說，"有些人做到這一點比別

人快。但這種本領肯定是可以學到手的。"

                                           

分四步走

克麗斯汀•奈夫博士說，不是每個人都能自

然而然地對自己顯出愛心，但是人人都可以學會

它。

一、注意觀察。"注意觀察自己，"奈夫建

議。"如果你的一個親密的朋友自我感覺很差，

你會這樣對他說話嗎？"

二、要有善意。自我批評的話語，諸如"我

太胖，"是批判性的。自我同情的話語則是善意

的，如"減輕體重不容易。"

三、知道有人跟你一樣。你在自我批評

時，你往往會認為自己是世上犯這種錯誤或有

那種缺點的唯一的人。奈夫說，"自我同情的人

則告訴自己，'人人都會有掙扎的時候，不只是

我。'"

四、保持正確的視角。提醒自己，即使你

是在掙扎，這不是世界末日。

本文譯自2018年10月出版的《網絡醫療》英文

雜誌。

要做並不難1

◎  作者 宋椏‧科林斯 / 錢 煒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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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牧師講道時，給會眾分享了這樣一件事情：

說是教會有一位剛信主的弟兄，煙癮很大，人也很聰明。有一次，他問牧師

說：“牧師啊，我在禱告的時候，可不可以抽煙啊？”

牧師然後就問大家，你們大家說，可不可以呢？

會眾們異口同聲地回答說：“不可以。”

牧師對大家說，我也是這樣回答他的。可是那位弟兄又問我說，他在抽煙的

時間可不可以禱告？你們大家說可不可以呢？

這時會眾的意見就沒有那麼統一了。有的說可以，有的說不可以。

牧師解釋說，其實是可以的。因為禱告是神賜給我們的權柄。我們基督徒可

以凡事禱告，隨時隨地禱告。禱告是不應該受到地點，時間和外在環境的限制和

影響的。不過，我沒有直接回答這位弟兄的問題，而是問了他一個問題，我問他

說：假如我看見他一邊抽煙，一邊禱告時，我該如何來分辨他是在禱告時抽煙

呢？還是在抽煙的時間禱告？結果，他自己也答不出來。

我對這個故事的印象很深。這是我好久以前聽到的故事，至今記憶尤新。

其實，對這個問題，<<聖經>>裡早有標準答案：“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

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林前6：12)“只

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林前8：9)“所

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林前8：
13)

現在回想起來，牧師對那位剛信主弟兄的問題，只是問而不答，並非牧師不

熟悉這些經文，而是在牧師的問題裡，充滿了神的智慧。

另外，雖然一個人內心深處的想法，外人很難得知，正所謂“人心隔肚

皮”。但是，無論它深到何處，都無法瞞過神的眼睛。“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

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16：7)。

禱告 與 抽煙
◎  賈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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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穌短篇集錦

與神同工  

我們有一位好朋友酷愛汽車。記得當

年的他，似乎一天到晚都在搗鼓他的那一

輛舊車，拆了裝、裝了又拆。後來，他按

著自己的興趣創了業，為商家提供卡車維

修保養的服務。

兒子出生以後，他迫不及待地要把自

己對車的熱衷與兒子分享。兒子也真是遺傳

了他的車迷基因，玩具、電視、電影…都是

車！3歲就要跟著爸爸去"上班"，幫爸爸遞工

具，問這問那，父親則不厭其煩地解釋，手

把手地教。雖然這樣會降低他的工作效率，

但其樂無窮。兒子6歲的時候，告訴爸爸他將

來想開哪輛卡車，而且學會了開挖掘機，把

父親樂得什麼疲勞都忘記了！

每次看到這對親密的父子，我就想到

我們和天父的關係。我們的父神不也是像

我們這位朋友一樣，喜歡我們天天開開心

心地跟著祂，與祂同工嗎？雖然祂是說有

就有、命立就立的神，祂不需要我們與祂

同工，但卻願意不厭其煩地把祂的心意、

計劃、應許啟示給我們，讓我們在與祂同

工的過程中不斷經歷、享受祂的奇妙大

愛，也在不知不覺間長大成熟起來！

阿爸父啊，感謝祢！雖然我們何等的

不配，祢卻愛我們、揀選我們，保護我們

如同祢眼中的瞳仁；為把我們從罪中拯救

出來，甚至將祢的獨生愛子都為我們捨

了！我要天天跟隨祢，與祢同行，與祢同

工，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更大的恩賜   

    

微信之類的社交媒體讓世界變得好

小，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關懷可以時

空零距離，能在一念之間，動動手指即可

完成，也能幫我們找到多年失去聯繫的朋

友。大家喜歡在微信上分享好文、好圖、

好吃的、好玩的，豐富多彩。每天的信息

量很大，然而我們所關注的，基本上是我

們愛、和愛我們的人所發的東西。如果一

個人令我們厭煩，我們甚至可以把他“拉

黑”！

最近，神讓我有機會透過微信關懷一

位主裡的姊妹，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

誼。我們一起禱告，彼此勉勵，在神的愛

中相知相惜。因此，我們所發的信息，可

以毫無阻隔地幫助到對方，也可以彼此產

生共鳴。

◎  美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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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我的言行與我所蒙的恩不

相稱，我就會成為一個絆倒人的人，不管

我發的信息有多好，寫的東西有多精彩，

別人也不屑去看，甚至會感到厭煩。

當我思想這些事的時候，心裡再一次

被提醒：最大的恩賜是愛！

哥林多前書 12:31至13:1-2說：

“你們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

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若能說萬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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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

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

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主啊，求祢以祢自己的愛來充滿我，

使我能每天定睛仰望祢，專心愛祢，並能

愛人如己。阿們！

            走鵑羅密歐   

     

前幾天去一個自然保護區觀鳥，發現

了一個令人心酸的愛情故事：

一隻公的走鵑(R o a d r u n n e r)，嘴裡

叼著蜥蜴，發出“咕咕、咕咕”的求偶呼

叫，想把蜥蜴送給一隻母走鵑。奇怪的

是，那裡並不存在另一隻母走鵑。突然，

這只走鵑飛向遊客服務中心建築的玻璃

牆，一遍又一遍地往上撞！撞累了，就在

樓頂的欄杆上發呆，“咕咕、咕咕！” 。

後來才知道，服務中心的人稱這隻走

鵑“羅密歐”，因為每年到了求偶季節，

它就會出現在這裡，痴痴地尋找它的“朱

麗葉”。一遍遍地撞玻璃牆，是因為它看

見玻璃裡自己的影子，以為那就是它要找

的“朱麗葉”！

驚嘆和感慨之餘，心裡掠過一絲的悲

哀：我們是不是也像這隻“羅密歐”，苦

苦追求“眼見”的虛幻，甚至遍體鱗傷也

不醒悟？

世人汲汲營求的，無外乎財富、美

名、壽數、權力、地位…等等。為了得到

它們，甚至把命搭上也在所不惜。然而這

些眼見的，卻盡是虛幻！所以所羅門王雖

然智慧超群，擁有以上的一切，卻在他晚

年寫《傳道書》時，一再感嘆人生的虛

空。他告訴世人，一切的追求都是虛空，

都是捕風，沒有意義，沒有滿足。只有在

神裡面，才能尋得生命的意義與方向。因

此趁著年幼，當紀念造你的主。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

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

見的是永遠的。”（哥林多後書 4:18）

求主賜給我們智慧的心，懂得分辨眼

所見的虛幻和眼所不見的真實，向著正確

的目標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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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Rev. Daniel Chan 
Triumph Entry  

The 4th day after the triumph entry, I saw, Darkness! 
In Darkness, I enter the Upper Room, servants were busily preparing the feast of the Passover, 
In the dark dim light, 
Oh! It is Jesus, washing feet of His beloved disciples. 
“Lord, you shall never wash my feet.” 
“If you don’t allow me to wash your feet, you have no relationship with me.  I am your teacher, your 
master, yes, I still wash your feet, you all shall also wash each other’s feet, until I come.” 
 

Love Feast 
In the Love Feast of the Passover Meal, I saw Darkness!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one of you shall betray me.” 
“Lord, is that I, is that I?”  “Lord, surely it shall not be me, right?” 
“Simon, Simon.  I truly say to you.  Before the rooster crows, you will deny me three times.” 
“Lord, I will not.  I will not, I will not…” 
“Judas, for whatever you need to do; do it quickly.” 
Darkness, enters into the heart of Judas; Darkness, shadows over the World!  
 

The Lord’s Supper 
How long, the darkness night? 
How long you will last, ye Darkness?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given to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This cup that is pour out for you is the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   
“Truly, I say to you, I will not drink again of the fruit of the vine until that day when I drink it new in the 
kingdom of God.” (Mark 14:25) 
My friends, have you heard the songs of the Passover? 
Let us follow Jesus’ footsteps; step by step, walking toward Mount of Olive.  
 

Gethsemane  
In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I saw…. Darkness! 
In darkness, disciples were in deep sleep. 
“Watch and pray that you may not ever into temptation. 
The spirit indeed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 
“So, could you not watch with me one hour?” (Mat 26:40) 
“My Father, if it be possible, 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 nevertheless, not as I will, but as you will.” 
“Rise, let us be going; see, Darkness has reigns!” 

 
The Interrogation of Darkness 

Darkness questioned the Light, “Are you the Son of God, the Christ?” 
“You have said so.  From now on you will see the Son of Man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Power and coming 
on the clouds of heaven.” 
Darkness interrogated the Light, “Are you the King of Jews?” 
“You say that I am a king. For this purpose, I was born and for this purpose I have come into the world, to 
bear witness to the truth.  Everyone who is of the truth listens to my voice.” 
Darkness mocked the Light, “So, what is the Truth?”   
 

The Darkness Reigns 
Oh, the Darkness reigns!  Why the noon day Sun turned into Darkness? 
 I saw the nails pierce through your hands; the longest nail penetrated into your feet! 
This is the wood of cruse, the crucifix; in darkness, you were pulled, lifted, and hanged!   
When blood flew down like water, I cried,  
“Lord, I hate darkness; they have done such injustice, are you even care? 
“Lord, I hate dark nights; how can you let this dark night fall upon me. You make me hurt, you make me 

cry, you make me lonely!” 
“But he was wounded for our transgressions; he was crushed for our iniquities; upon him was the 

chastisement that brought us peace, and with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 
“Lord, I see it.  It is the darkness inside of me. It is my sin, put you on that Cross!” 
“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are doing….My God My God, why do you forsaken 

me?  It is finished; Father, into your hands, I commit my spirit!” (Lk 23:46) 
In this moment, behold, the earth shook, the curtain of the temple was torn from top to bottom.  
 

From Darkness to Dawn 
Indeed, it is a silence darkness night. 
I saw, your body was taken down. 
Yes, Darkness reigns; but,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we are hoping the Dawn, because: 
“Without tears, there is no comfort; without death, there is no life;  
 without blood, there is no forgiveness; without Cross, there will be no Crown. 
Without shame, there is no glory; without pain, there is no joy;  
without stripes, there is no healing; without Cross, there will be no Crown.” 
Tonight, darkness covers the true light; but Tomorrow, Truth shall overcomes all darkness.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ght;  
no one can come to the Father but through me.” 
  Truth, in thee we are waiting; expecting, the First Glimmering of D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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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銘銓

歡迎投稿。

期 別  　  主　　 題　　　　 　截稿日期　

　　記得一首歌是這樣寫「主的恩典樣樣都要

數，主的恩典都要記清楚，必能叫你驚訝立時樂

歡呼」，回顧過往的一年，主的恩典真是夠我

用，首先是感謝主讓我有個健康的身體，雖然已

年近耳順之年，記憶力、體力都有所下降，但是

在工作、服事上都還能應付自如、順利平安。太

太在工作上，今年調回原單位，工作壓力大大減

輕，身體、心情改善許多。大女兒去年大學畢業

順利找到工作，今年受洗歸在主的名下，在她身

上，我看到主豐盛的恩典。小女兒今年也大學畢

業，希望在主的帶領下，也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在教會的事工上，首先令人感謝而歡呼的就是教

會的擴建終於要動工了，為弟兄姊妹們的辛勞付

出和以後美麗的家園而感恩讚美主！最後就是兩

年「家訊」的事奉即將結束，感謝參與編排、印

刷、攝影、英文編輯的同工，感謝曾經投稿的弟

兄姊妹，更感謝各位教牧同工的鼎力支持，尤其

是鍾牧師在百忙中提供稿件，還有楊傳道鉅細靡

遺的校對。相信「家訊」在大家的努力下，靠著

主的恩典，越辦越好，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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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刊有取捨和刪改權，若不使用亦恕不退
  稿。若要用筆名刊登，請註明。

第154期《 　 》截稿日期：2019年10月12日　
1. 來稿請放在教會辦公室出版組D01信箱。

2. 直接郵寄至教會出版組收，地址如下：
   110 W. Woodward Ave,. Alhambra, CA91801
3. E-Mail到Ruan8000@gmail.com電子信箱。

《　　》稿約

1. 竭誠歡迎來稿，一般來稿盡量以短文為宜
　(1200字或以下)。專題信息最多限制於2400
    字。除非來稿短缺，字數超過2頁的稿件暫
  不考慮刊登。
2. 除非稿件不夠，每位作者每一期刊只刊登一
  篇文章，多投的文章可當備用。
3. 轉載文章要提出出處:包括書名、作者或網
  址。除非稿件短缺，本刊將盡量減少刊載轉
  載的文章。
4. 摘錄他人的文章，請一定要註明。
5. 需要更多“自己家庭成員”，“屬靈大家庭”
　的故事。例如: 短宣感言、活潑的生命、靈修
　分享、生命的見證、教會各種特會、CWT、門

　徒訓練、主日崇拜信息、主日學、團契、家庭
　小組、弟兄會、婦女會、生活班……等等。
6. 來稿要註明真實的姓名和電話。無論是手寫
　稿或是email 投稿，請盡量留一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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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第154期《   》主題：數算主的恩典

2020年01月12日

編者的話

Dear Reader,

What does our church's fellowship look like? 
With three congregations, have we had true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Men's retreat for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is a small percentage 
of what fellowship could look like in our church. 
Fellowship starts with our hearts and ultimately 
where we are with God. If God is the center of 
all our relationships, then fellowship should 
come easily right? I have added an article 
written by Reagan Rose where he talks about 
being productive with your time through reading 
God's Word. My hope is that we will all be able 
to set our hearts right with the Lord so that we 
can have true fellowship.

Jonathan Lee

數算主的恩典

2019年10月12日

  謹 守 口 舌

數算主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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