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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專輯

“開心果”，我們懷念你
◎ 鍾世豪牧師

方 康生執事，你走了，我們在這裡一起
思念你，那天聯合詩班特別為你獻
唱了你喜歡唱的歌【歌唱主愛】，“主耶
穌啊，想起了祢，心中便覺得甜蜜”。我
記得在好幾個場合，你大展歌喉，唱這首
歌，你不但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你也引來
許多歡樂的笑聲，你愛唱這一首詩歌，因
為你深愛你的主，主耶稣對你來說，就是
沙侖的玫瑰花，園中的鳳仙花，谷中的百
合花，叫你不能捨下。
方執事，你是我們教會的開心果，有
你在，就有一片的笑聲。我常想為什麼你
會那麼開心，也叫人開心，我想是因為你
有一顆單純的童心。在太18:1-5節那裡
記載著，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
「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便叫一個小
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
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
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
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
的。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你像孩子們的天真無邪，
無憂無慮，把一切的事都交托給父神，你
這一生經歷了神奇妙的恩典，神為你安排
了一位善良的Norman 牧師，如此的愛你，
把你保送到美國來，把你當作他的孩子一
樣的愛你。我聽你說過，你只帶了五塊美
金穿著一條短褲就來到美國，你原本一無
所有，如今你卻是一無所缺。神是耶和華
以勒，祂是你生命的好牧人，祂無微不至
的看顧你，使你一無所缺，所以你這一生
開開心心，成了我們中間的開心果。

你有孩子般的信心，全然信靠主，主
耶穌是你的救贖主，神為信靠祂的人預備
了永恆的家，主耶穌親口應許說，「我若
去為你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
那裡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對未來，你有確實的把握。在你人生的最
後的那一段日子，你仍是那麼的安祥，在
談話中仍然保持着你獨特的幽默和笑語。
好多年了，你在主日，一早就來站在教
會大門口，和文弟兄、何弟兄、李弟兄擔任
迎賓的服事，你總是帶著笑容迎接參加禮拜
的弟兄姊妹，讓每一個人都有賓至如歸的溫
馨。如今你回到天家，在天堂的大門有天使
和你所熟悉弟兄姐妹歡迎你，那該是你多麼
熟悉，多麼感人的情景。
方執事，雖然你有孩子般的純真，無
憂無慮，笑口常開，但另方面，在心志上
你卻是一個大人。正如林前14:20節所記載
的「弟兄們，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
而，在惡事上要作嬰孩，在心志上總要作
大人。」心志上作大人是指思想成熟，有
敏銳觀察力。你對信仰很認真，雖然在主
日學或查經班中，你常用許多幽默的笑話
炒熱氣氛，然而在言談之中，你對信仰的
純正，卻是非常的執著，一點都不含糊。
你負責任，敢做敢當，我想這一切是和你
的堅定信仰和人生的歷練有關。你是教會
的開心果，謝謝你帶給我們歡樂的時光，
我認為神的兒女就該像你一様充滿歡笑。
也該像你一様有大人的心志。對信仰要執
著，對責任有擔當。你走了，你的笑聲彷
彿仍在我耳中蕩漾，我們會常懷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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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雁傳書憶譚帝煥執事
◎ 鍾世豪牧師
譚帝煥執事，我曾寫過一封信給您，如今我要再寄給您一封信，當
我聽到您走了，我心裡一片空白。您住院的那些日子，我曾經兩次到醫
院去探望您，您一而再對我說，面對未來您一點都不害怕，只祈求神，
不要有太多的痛苦。神憐憫您，使您息了地上的勞苦，您安息了，我心
中五味雜陳，我有深深的失落感。
九月份的第一個主日，您還擔任教會崇拜的主席，那時您侃侃而
談，勉勵弟兄姐妹愛主、愛教會。不曾想到，您就這樣的走了。我記得
您住院前的一個主日，您把我叫到禮拜堂大廳的角落，對我輕聲的說，
您頸項上長了一個瘤，醫生正在抽樣檢驗，可能不是太好的東西，當時
我心頭一沉，一種「不祥」的感覺令我難以承受。
記得四十三年前，當我返回美國，踏進敎會的那一天，您就成了我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支柱，您扶持我、愛護我、敎導我，在我牧會的過程
中，您為我遮風擋雨，當我要退休的時候，您關心我以後生涯的規劃。
您就像一個長輩，再三叮嚀，您關愛的眼神、親切的談話，對我來說，
您就是我生命中的良師益友，一個至親的親人。
譚執事，我想起您在教會許多的場合裡，不論執事會、理事會、家
庭聚會，您所説的話、您做的事，沒有一樣不是出于您對教會的真愛。
您素來擇善固執，加上您正確的分析和前瞻性，以致您所說的話，一言
九鼎，叫人不得不心服口服。您就是像主耶穌所稱讚的拿但業，是「真
以色列人」，心沒有詭詐。您所說、所做，全是為了愛主、愛教會。
（約1:47）
我也想起了四十年前，我們買的頭一幢三萬五千塊的房子，是譚太
太幫我買成的。啊！從頭到尾，您對我們一家的關懷無微不至，我怎麼
能不感激你。
譚執事，對您的離開，我有不捨，也有深深的失落感。直到最後一
刻，您都想來參加敎會為我舉辦的退休感恩崇拜，並且您私底下也要為
我安排特別的飯局。但您的健康急速惡化，您來不了，藉著錄音，您給
了我最後的訓勉。您提起我在年初所講的信息「教會的標誌」，您也提
起我曾寫了一封信給您，是的，我曾寫了一封信給您，我把這一封信附
帶在這一封信裏了。那是在二O一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寫給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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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譚帝煥執事，我主內
的兄長：
好久了想動筆寫一封信給您，
但千言萬語又不知從何說起。
這次我退休，事先原本想和您
好好的商量，雖然我們也稍微談了
一些，但礙著一些因素，我始終下
不了決心。
二O一九年，我感到身心靈疲
憊了，早在一月份我就寫好了辭
呈，當時因為建堂的准字還沒有著
落，所以我請聯合執事會暫時保
密，直到准字拿到了再讓會眾知
道，我想這樣也許會減少對教會的衝擊。
過去四十二年，我以您為我的兄長，您也像我的父執輩，我衷心的
感謝您對我、對師母和孩子們的愛心。您支持我們，鼓勵我們，當我遇
到難處，您為我們遮風擋雨，您以無言的行動支撐我們，說句實話，沒
有您在，我懷疑我能不能堅持直到今天。
自從您淡出了執事的事奉，我就感受到在教會中我又失去了一根支
柱，一個有智慧，有遠見，有擔當，真心愛主，愛教會，愛我的良師益
友，當時，我就萌生了放下事奉的念頭，但一時難以決定接班的人選，
所以也就拖延了一段時間。
想一想我也不再年輕了，這一生中，我把最寶貴的歲月，獻給了
主，獻給了我所愛的教會，我所愛的弟兄姐妹。如今教會許多的事，已
是力不從心。為了教會的長遠，我想我也該放下了。
光陰荏苒，能和您在國語浸信會一同事奉的這些年日，是我最珍
惜，也是令我最懷念的日子。感謝您，我親愛的的執事，我的兄長。」
譚執事啊，這是我寫給您的第一封信，句句都是我肺腑之言，謝
謝您，我們永遠敬愛您。您息了地上的勞苦，回到神的懷抱中了，我
耳邊彷彿聽到從天上來的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
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做工的
果效也隨著他們。」（啟14:13）
譚執事啊！我深信神會賞賜給您，一頂鑲有鑽石的公義冠冕！
（提後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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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念我所敬愛 的 方 康 生 執 事
◎ 凌頌恩 牧師

唐 朝說 元， 稹“ 的昔 悼日 亡戲 詩言 “身 遣後 悲意 懷， ”今 裡朝
都到眼前來。”方康生執事，我所敬
重愛戴的乾丈人，他一生聰明敏捷，
在嘻笑幽默中包含許多智慧。人生中
的事，他其實看的何其通透，明察秋
毫。但在許多不值得執著的事情上，
正如魯迅先生的名言，“相逢一笑
泯恩仇。”他的人生又活的何等的闊
達，開朗，自在，有鄭板橋先生“難
得糊塗”的大智慧。
其實方康生執事在屬靈的追求
上，具有真知卓見的一面。在他寫下
無數筆記的聖經上，他寫下，對神的
恩典要1)知恩，2)謝恩，3)感恩，
4)報恩。這就是他人生態度的最佳
寫照。方執事常常數算主恩，也對妻
子愛護有加。看來彷彿在開玩笑，其
實是充滿感恩之情。帖撒羅尼迦前
書5:16-18說，屬靈的人“要常常喜
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方執
事真的是做到了。
方執事的聖經首頁，他也寫下了
信徒的人生過程：得救，得勝，得
榮。得救是認罪悔改，信主耶穌基督
為個人的救主，得到神兒女的名分。
得勝是活出救恩，在品格上無瑕。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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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是將來進入主的榮耀裡。如今方執
事走完在世寄居的90年，他已得救，
在基督徒生活中赖主恩典，經已得
勝。等待著他的，是主前得榮。我們
今天送別他，人情哀痛，依依不捨。
目送他離我們漸漸遠去，誠如（唐
朝）李白的名句，“孤帆遠影碧空
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但在黃金彼
岸，千萬的聖徒，主內安息的親友，
正在夾道歡迎他的到來，而最大的喜
樂，莫過於聽到救主說，“好，你這
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可以進來享
受你主人的快樂！”（太25:21）願
我們信靠主的話語，彼此勸勉而得安
慰。

紀念專輯

譚執事
基督徒的好榜樣
◎ 王龍錫範

剛 認識譚執事的時候，覺得他非常的嚴
肅、是一個不苟言笑，不太容易親近
的人。雖然他不苟言笑，可是每一個人都
非常的尊敬他，因為知道他愛主的心，愛
教會的心，以及他做事非常的仔細，對教
會事工有很大的幫助。
王迪邁做了執事以後，他們常有機
會一起開會，因此他們成為比較接近的朋
友。兩個人常常商討教會的事工，譚弟
兄也總是把王迪邁看作是自己的弟弟一
樣，非常的照顧他。記得有一次迪邁跟譚
弟兄提到兒子在東部唸書，常常都沒有消
息，我們擔心，可是年輕人也許也會覺得
父母很煩！所以當兒子回來渡假的時候，
譚弟兄就請我兒子吃飯，跟他像朋友一樣
談話！從那次以後，我兒子每個禮拜會打
電話回家，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子 - 每個
禮拜天晚上我們有電話聯絡的時間。這是
譚弟兄愛護他的小弟兄，就連他的家人也
一樣關心、愛護。在迪邁回天家以後，譚
弟兄也是非常關心我的生活、我家裡的需
要、或有什麼問題的時候，他總是盡力的
幫忙，我非常的感激他！最後一次見到他
時，他說他不害怕去見主，要我好好照顧
自己！
他在他的工作崗位 -世界展望會，每
次東南亜 一 帶有什麼天災發生，他就會被派
到那邊安排各種救災事工，相信也是因為
他做事情非常的仔細，也關心人的需要！

這是非常不
尋常的一個
特點。譚弟
兄在我的記
憶裡面雖然在公司裡面職位蠻高的，在教
會裡面也是眾望所歸的，可是有好幾年的
夏令會，他在闔家歡時間，與方康生執事
兩個人都放下自己的身段，為大家演出相
聲，使得大家哈哈大笑！這是他愛弟兄姐
妹的方式！
雖然大家都知道譚弟兄非常的愛主
（因為相信他有許多與主親近的時間），
可是他仍然珍惜與主相親的時間。每個
禮拜他在他們家的附近，參加弟兄的查經
班。每天早上他自己有晨走的時間，思想
神的話語、教會的事工、還有他所參與其
他的聖工機構的事情。
譚弟兄回天家之後，我與譚姐妹有較多
交通的時間，譚弟兄在病危時交待女兒有關
家裏的一切事，注意媽媽晚上門窗關好，還
有家裏的經濟情況（譚姐妹説 說 他數字都交待
得清清楚楚）- 因為譚弟兄退休後，這一切都
是他在管理。他非常的愛他妻子及兒女們，
也交待他走後，絕對不要有安息禮拜，麻煩
大家，只要家人聚聚就可以了！
譚弟兄愛主、服事主、愛家人、愛弟
兄姐妹的好行為，都為我們留下極好的榜
樣，這是一個基督徒應該有的生活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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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城新耶路 撒 冷 再 相 會
◎ 林黃綺痕

在 這我 一坐 個在 歲書 末桌 年前 終， 的看 寒著 冷窗 早外 晨山 ，上
的雪景，心中思念著我的生命在主
的恩典中所度過的歲月。我不能不
向主說：主啊！我感謝祢，因祢賜
給我多姿多彩的經歷，並無限美好
豐盛的盼望，在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中走過將近五十四年的寶貴年日。
我與家人林宏榕執事，並兒子
林立一，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
日，六月份最後的主日，全家踏進
了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參加主日敬拜
聚會，從此就在這屬靈的家安居事
奉，直到如今，真是神的祝福和保
守。我要將一切的榮耀歸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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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中提到：「但有一朋友，
比弟兄更親密。」「相近的鄰舍，
強如遠方的弟兄。」真的，我們在
教會中遇到了相近的鄰舍，並且成
了我們的親密主內弟兄並好友。神
賜給我們六個家庭在教會中認識相
處，我們都住在同一個城市，同一
個山上；不同的恩賜，不同的背
景；但是我們這六個家庭一起在教
會中事奉成長，在不同的崗位中做
主工，不同的職業中供養家庭的需
要，各家盡心努力的孝敬父母，並
養育自己的兒女。
這六個家庭的主人就是：老大方
康生執事；老二譚帝煥執事；老三
朱安定執事；老四林宏榕執事；老
五譚帝海執事；老六丁志宏弟兄。
我們都在教會中同心合意的事奉，
參加各樣的聚會，分工合作，互相
支持，非常可貴。每當節日，或重
要的紀念日，我們六家人都會在一
起慶祝聚餐，非常歡欣，也非常令
人羡慕。我們都齊心努力愛我們的
教會，並且互相扶持各家的需要，
真是有福同享，有難同擔，好得無
比。

紀念專輯

後來，因工作或兒女的遷移，老
二老三和老六都搬到遠處的橙縣居
住，可是他們都回來教會聚會及事
奉。我們仍然過著親密朋友的生活，
都是神的看顧和保守。
傳道書三章說：「凡事都有定
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
有時……哭有時，哀慟有時。」一切
都在神的手中。老五譚帝海執事於二
ＯＯ二年夏天因重病離世，我們因此
非常傷心難過，他的確是一位非常有
愛心的弟兄，幹事的能力很強，他走
了，怎能不想念他！九年前二Ｏ一Ｏ
年冬天，老四林宏榕執事突然離世，
是我一生中面對最大傷痛的事，失
去了另外的一半，生活處境完全改變
了，若不是主的眷顧，弟兄姊妹的陪
伴，並有教會的安慰，日子怎麼過
呢！
我沒有想到二Ｏ一九年主將老
大於九月二十日接回天家，接著十
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五
分，老二忽然也離開我
們，走了！我想念老大
方康生執事幽默的說故
事，想念老二譚帝煥執
事對我超級的關懷，他
在教會中多年忠心的事
奉。他們相隔一個月，
相繼的安息主懷，我真
的非常難接受失去老大
老二的事實發生，但是

當我最傷痛的時刻，主的話語臨到我
的心中。
主用啟示錄中的話語來提醒安慰
我：「新天新地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
那 裡 從 天 而 降 …… 神 是 親 自 與 他 們
同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
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
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
去了。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
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
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是的，主啊！有一天我們每家大
小在主內的都會在新天新地中再相
會。以賽亞書六十六章二十二節說：
「耶和華說，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
樣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
們的各家也必照樣長存。」老大，老
二，老四及老五，我相約你們在聖城
新耶路撒冷北城門，那就是利未門再
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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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好的 朋 友 - - 王 迪 邁
◎ 王龍錫範

迪

邁是一個非常有自律的人，在洛杉磯
市政府工作了32年，他幾乎每天中
午就是吃生菜（紅蘿蔔、白煮蛋、芹菜、
蕃薯、甜脆豌豆，菏蘭豆），不加任何沙
拉醬的，每天差不多下班都會去走路。這
是他的生活紀律，非常注意自己的身體的
健康！工作了32年以後，終於決定要退
休，非常開心，就準備可以更多的時間親
近主，能夠服事神！
一退休，就參加了徐弟兄組織的登山
組，所以每天早上我們6:45集合，大家就
一起去爬山。附近的山頭我們走了很多，
每天早上我們走到一個定點的時候，都會
有一段靈修的時間，分享。在11月開始，
走走他會咳嗽，因為平常年初的時候，都
會有敏感的問題，所以他以為敏感的季節
來的早一點，反正年初的時候就要有例行
的體檢，所以一直等到一月底我進行體檢
時，告訴醫生他有咳嗽的問題，是不是可
以開奌敏感藥，醫生讓他去照一個 X光，
他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不舒服，就是有
點咳嗽，所以當醫生看到 X光片，就說他
很可能有肺癌！接着就是穿剌檢查、切片
檢查都沒找到癌細胞！但醫生説要繼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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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檢查，我問他什麼時候才停止呢？他
說找到癌細胞為止！決定換醫生了！経一
好友介紹，找到另一位肺科醫生，第一次
看他時，看了所有報告，他非常確定不是
癌症，他認為是一種過敏免疫糸統發生的
肺炎，只須用類固醇治療。開始用類固醇
兩個多月後，再檢查，肺裏的陰影縮小了
五分之三！所以就継續類固醇的治療！
從頭到尾呢，迪邁的心中非常的平
安，在日記中他寫著：我不求一定被醫
治，但求祂旨意成全，我要知道神在我身
上要做什麼事，求神繼續賜平安！但他清
楚知道，需要弟兄姐妹的禱告托住他！他
通知了教會的牧師，在禱告會中也跟大家
分享了我門的需要 - 弟兄姊妹的禱告！
大家也都非常的驚奇，他真的從來沒有住
過醫院，連感冒都很少有！當然大家也很
為我們難過、擔心。可是神給了我們有那
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們真的很感謝主，當
我們告訴了弟兄姊妹以後，當天晚上我們
回家，家門口已經放了有水果、還有影印
各種的資料。一路弟兄姊妹陪著我們走過
來，我們非常的感謝！也真是經歷到禱告
的力量！所以迪邁在這個一年多生病的

紀念專輯

時間裏，他沒有間斷他的服事，不論是詩
班、帶領禱告會，教主日學 - 正好他教
的是約伯記。在理事會、執事會他也都盡
他的力量做他該做的事情，教會的50週年
紀念冊，教會的會章的修改，他都參與了
這些工作！服事神的事，他比我盡心，仔
細。
九六年，他被按立為執事，當時老張
師母就告訴他說，執事、執事太太應該要
參加禱告會，從此我們就一直在禱告會沒
有間斷過。這是迪邁做事的一個態度 -非
常的堅持、非常的有恆心、非常的自律。
生病的這段時間也讓他特別的親近
神，他自己也覺得，靈修的時候特別感覺
到神的同在、好得安慰，給他力量。所以
從生病開始，一直走到他走完人生的道
路，他沒有太沮喪。唯一誏他沮喪的，就
是不知道自己身體到底是一個什麼狀況？
但他明白醫生找不出原因，可是神完全知
道。我們的生命氣息是在神的手裡，縂是
非常的感謝神把迪邁放在我的身邊，我常
常告訴他：謝謝你給了我40年很平穩的生
活，雖然我們不是很富裕，可是從來也沒
有缺乏過！神給我們的恩典豐豐富富，一
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神的恩典夠我用！非
常的感謝，也非常謝謝在我們身邊有許多
愛主的弟兄姊妹，一直扶持著我們，為我
們禱告，使得我們在走過的這一段路，心
中一直有平安！一直感謝神！
迪邁在生病的這段時間，他體會到身
體的軟弱，所以他也向他的母親認罪 - 有
時候我們說要帶媽媽出去吃飯，會先打電

話給她，告訴她我們大概過15分鐘來接你
一起出去吃飯，可是每次當我們到了樓下
時候，常常我們還要再等個20分鐘！以
前他總是會說怎麼這麼慢啊，可是當他生
病以後，他體會到人身體的軟弱，有時想
快，也因為身體的狀況，力不從心也快不
起來！所以他向媽媽道歉。
二O一三年七月廿八日是他最後一次
在奉獻的時候獻詩，在他的日記裡面他寫
到：今天奉獻時，要獻詩「耶穌與我同
行」，不要忘了，神要煉淨我，煉我像精
金。雖然我的體力已經近乎無有，感謝主
能將這首詩歌好好的唱完，我知道這是我
在最困難、最軟弱的時候唱的一首獨唱。
我可以感到這是神的恩典，我一點不能自
誇，唱詩之前，會眾的詩歌，我一句唱不
出，但獻詩時可以完全發揮，只有神加力
量。
同年，七月卅日迪邁進了急診室，醫
生說他肝衰竭，需要換肝！一個星期沒有
給他吃東西，不停的抽血檢驗！八月二號
兒子回來，三號早晨醫生來說大概需要洗
腎，因為腎功能也不行了，迪邁對我說：
我大概要先走了，身體功能都不行了！我
說，但醫生的檢驗報告，星期一才出來，
你可千萬別放棄！下午醫生來，說他氧氣
不夠，要插管子，供應氧氣！我答應了，
不願意他受苦！住在醫院陪著他一星期，
他非常的軟弱，但沒有報怨！我相信神牽
着他的手把他帶回天家！再也沒有咳嗽！
只在那不停歌唱讚美神！這是他最喜歡做
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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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口中言語蒙神悅納
◎ 陳寶 聲 牧 師

神創造人並賦與使用語言溝通的能力，學習語
言是一件非常困難複雜的事情，科學家對幼
小的孩童能夠自然而然地學講話感到驚訝不已。
有人天生活潑多言，口若懸河，滔滔不絕；
有人生性木訥，沉默寡言；我們每天都在說話，
除了與人對話，許多時候還會自言自語！
聖經給我們很多有關說話的教導，透過不同
的角度提醒神的兒女要說話謹慎。新約雅各書中告
訴我們，能夠在言語上沒有過失的才算成熟，能駕
馭舌頭的才會有能力駕馭生命中其他的領域。
小小的舌頭有極大的正能量，能支配掌控一
個人生命的方向。像騎馬的人用連在馬口裡的嚼
環的馬繮去指揮馬一樣，舌頭可以掌控生命前行
的方向。又像一艘的鉅大的遊輪，小小的舵就可
以控制整條船前行的方向，舌頭也是如此。
說多錯多，不說就不錯，箴言也有同樣的
教導：「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
慧。」（箴10:19）；「愚昧人若靜默不言也
可算為智慧；閉口不說也可算為聰明。」（箴
17:28）。
小小舌頭也擁有極大的負能量，像小火，像
猛獸和毒液能破壞、摧毁一切。小心使用的話，
火和話語可以給人極大的溫暖，但若失去控制的
話，會造成極其嚴重的災難，會摧毁整個樹林，
燒燬房屋，甚至造成生命的傷亡。1983年在澳
洲，一把火將600哩的田地、農村、鄉鎮都燒燬
了，將許多的動物牲畜活生生地燒死了，之後，
經調查發現，原來是一根火柴所引起的。
說錯話不只使人尷尬難堪，嚴重的會導致婚
姻破裂，使人的聲譽受損，讓美好的前途盡毁，
也會破壞教會弟兄姊妹之間相愛互信的關係。說
錯一句話會讓人蒙受極大的損失，失去一宗生意
買賣，失去一個朋友。因此，用語言去煽風點
火，挑撥離間，搬弄是非，是基督徒不能做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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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小心，生命是個易燃物品—請立刻熄掉
你的舌火！』這是個何等重要的警告！
不被制服的小舌頭是那「不止息的惡
物」、「永不靜止的邪惡」，或許偶而被制
服，但須提防死灰復燃，小小的舌頭總是蠢蠢
欲動，一有機會，很容易會爆發失控。不被制
服的舌頭也像毒蛇的毒液，一小滴就能致命。
請記住：小小的舌頭是一件具有鉅大殺傷力的
致命武器。
原來，信心與言語是息息相關的，舌頭的
問題是內心的問題，有諸於內就形諸於外，透
過我們所說的話，會使我們裡頭的真相原形畢
露，將那隱藏在我們裡面的內心顯現出來。
「……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善
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
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太12:34-35）
要將神的話語聖經牢牢地記藏在心中，背
誦聖經，研讀默想神的話語都能幫助我們時常
說出合神心意的話。
更好的嚼環，更好的船舵，都需要有一雙
強而有力的手才能真正的控制。惟有將生命的
主權完全交在那位掌管風浪的主耶穌的手中，
我們的口舌才會得到真正的掌控，生命才會向
著正確的方向前行邁進。
五種不該說的話：不說惡言（彼前 3:911）；不說閒言（太7:1-2）；不說謊言（箴
12:22）；不說污言（弗 5:4）；不說怨言（腓
2:14）。五種該說的話：感謝的話（弗5:192）；造就人的話（弗4:29）；合宜的話（箴
15：23）；和氣的話（西4：6）；讚美神的話
（詩34:1）。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
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
納。」（詩19:14）

謹守口舌

言，心聲也
◎ 張雲鶴

言 為的 心說 聲法 ，， 這我 是也 自用 古過 以這 來個 人說 們法 公表 認達
在我的文字中。這一期《家訊》的主題
是《謹守口舌》，聖經《箴言》第二章
第二十三節說到：“謹守口與舌的就得
保守自己免受災難”，這句話是自古以
來人們需要格守的一條真理。人們用口
與舌發出的聲音，有如翻江倒海的力
量，一句話可以使人笑，一句話可以使
人哭，我們應當講出一些鼓勵、造就和
勸勉人的話，但是有的時候出於一時的
興奮，不經思考、忘乎所以，口出不屑
之言，既傷了別人也害了自己，所以我
們應當謹守口舌。
世界是一個大舞台，歷史的進展出
現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善良的、誠實
的，也有險惡的、虛假的，如何讀人比
讀一本書難多了。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要心中有愛，愛主、愛親人、愛朋友，
有了愛心，語言和行為就不會傷人，凡
事吃點虧人常在，對待他人的善言共同
分享，聽到惡言遠離是非，為他禱告。
但是，還有一些用語要弄清楚用語的前
言後語，譬如卑鄙二字，常指是品質惡
劣卑鄙齷齪的小人，其實如此二字還另
有意思是低微和鄙俗。例如三國時代的
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寫到“臣本布衣，
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事，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三顧臣於草蘆之中…”。在處世中，守
住口舌，不要用言語傷害別人，對於
言語要分辯，揚善棄惡，不如意的要容
忍，以和為貴。

我們要學會大度讀人的本領。據歷
史資料記載，中國安徽省桐城市有個六
尺巷，長100米，寬3米，相傳清朝康
熙年間，文華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張英
和他的兒子張廷玉是朝中的兩代重臣，
權勢顯赫，他家的房旁有些空地被鄰舍
吳家佔用，張英家人寫信到京都，將吳
家佔地的事告訴張英，張英在來信上寫
了一首詩曰：“一紙書來只為牆，讓他
三尺又何仿，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
年秦始皇”。家人得信便撤讓三尺地，
鄰舍吳家感其義，亦退讓三尺，便有了
一條著名的“六尺巷”留傳後代，失地
三尺，換來萬世留芳。
世界上有許多糾紛，是因著說出一
些不造就人的話和為了自己的私利而發
生，人的一生中尤其是基督的門徒，要
學會吃點虧，讓點人，學會忍耐、節制
的本領，因為我們所領教的不是世上的
靈，乃是從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
開恩賜給我們的事，而且我們講說這些
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能教的言語，乃是
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
屬靈的事(林前2章12-13節)。
我們還要守住底線，就是不要唱高
調，大多數人做不到的，何必提出來去
做；也不要譁眾取寵，自己不懂的不要
拿到別人面前眩耀擺弄。做人守住中庸
之道為好，即處理事情不偏不倚，無過
無不及是最高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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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使我謹守口舌免闖禍
◎ 程行中

回

想我曾到大陸各省、馬來西亞及台
灣，在華人地區的馬路上、公交車、
地鐵常聽到有人用三字經、髒話當逗號。
聽到一些人每說一句話，就接一聲國罵，
把髒字當驚嘆號用。回想我十幾歲在眷村
里與朋友相互間都是如此。事實上說話的
人並非真生氣，也許只是想表達一種誇張
的情緒或不可思議的心情，所以就一句人
話、一個髒字的串連成對話，期望在人群
中有尊嚴，認為若不如此，就不是同一國
的，也不被尊重。習慣性的出口成髒，也
許真沒意識到這些髒話的意思，太多人把
三字經、髒話當成親近語，以為很酷，很
合群，殊不知我們用嘴唇一直給自己潑髒
水。
然而進入社會職場，形勢大變，言
語、談論，可說是個人的形象，談吐有風
度絕對會建立更好的個人形象! 可是每個
人都很想證明自己，在人群中有尊嚴，殊
不知我們所努力的，都可能因著一句低俗
話讓自己掉價、形象崩塌。講話真的很重
要！那些作賤自己、污染別人的口頭禪或
話語，真要下決心禁口，我就曾經吃過這
方面的虧!所羅門早就對我們有針對性警
告：“謹守口與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災
難”(箴21:23)，切記! 切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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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當我信主後，再加上年紀大了
些，經驗告訴我，面對不講道理的人，我
就不說，是為了減少矛盾；面對思想不同
的人，切記不說，是為了避免衝突；面對
斤斤計較的人而不說，是為了節省精力；
當對方追問時，是用沉默與微笑代替爭
辯; 之所以被追問不說，更是用微笑詮釋
事實;聖靈警示不說，是等待讓時間還原真
相，只要我人品端正，即使不說，自有時
間會幫助澄清，更有父神的帶領、考驗與
保守！要謹記保羅的提醒:「淫亂並一切污
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
方合聖徒的體統。淫詞、妄語，和戲笑的
話都不相宜；總要說感謝的話。」
所羅門深知口舌的重要性，因聖靈感
動他，寫下許多謹守口舌方面的教導，茲
再舉一二: 箴13:13「藐視訓言的，自取滅
亡，敬畏誡命的，必得善報。」; 箴18:21
「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喜愛它的，必吃它
所結的果子。」
可是即使知道經上所言，很多時候，
人還是會軟弱，尤其是我這凡人。舊約的

謹守口舌

參孫也不例外，神是與他有約，因此他有
異於常人，能得從上面而來的大力氣，可
是第一次不能謹守口舌，使他失去了深愛
的妻子，給岳父與妻子帶來了很大的災
難；第二次大利拉三次哐哄參孫不成，接
著大利拉最後一次哐哄參孫，對參孫死
緾硬磨，天天用話催逼他，參孫不捨得離
開大利拉的結果是自己最終還是洩露了天
機，不能謹守口舌，把自己力氣的秘密告
訴了她。參孫洩密後，大利拉一心想發
財，於是使參孫枕著她的膝睡覺，叫了一
個人來剃除他頭上的七條發綹，他的力氣
就離開他了。這只是災難的開頭，更要命
的還在後頭，因參孫不守約，神離開了參
孫，就不與他同在。試想我們是否也會犯
下類似參孫那樣的錯? 切記! 切記! 神
的同在，是最大的祝福，而神的離開，則
是最大的咒詛。雖然他死時所殺的非利士
人，比活著時候還多，但這是大悲劇，真
是令人惋惜。參孫的失敗固然有許多方面
的原因，但最重要的還在於口上，因不能
謹守口舌，失去了與神之約而喪失性命!
主耶穌再來快了，撒但的威迫利誘就更加
激烈，變化多端，使人防不勝防，往往在
不知不覺中離開了神而不自知。
感謝讚美主! 我們卻因主耶穌的救贖
與應許，脫離罪和死的毒鉤，感謝讚美父
神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
氣(弗1:3)，只要我們常在主耶穌裡面與
神連接，父神也就常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
多結果子。我深信我們這因信稱義的真基

督徒，目前在教會生活，就好像在地如在
天，並且也已預嚐了主在啟示錄22:1-3
賜給我們的應許，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
民，以後再沒有咒詛，主耶穌是我們的生
命樹，聖靈是我們的生命水，凡事尊主旨
意而行，自然而然就更能靠主大能免除口
舌之禍!
所以我們活在這世代的基督徒，為要
感恩，不但要熟讀聖經，更要領悟、消
化並融入神所說的話，盡量與神的屬性合
一，每日與神有親密關係，隨時警醒，祈
求父神賜下從天上而來的分辨的靈，遇到
任何的威迫利誘，就自然而然不靠自己的
聰明與能力，而能謹記以賽亞書五章廾一
節所說: 「禍哉！那些自以為有智慧，自
看為通達的人。」而能恆切不住禱告，持
續與神連接，細心留意聖靈向自己所發的
微音，靠主大能自然而然守住口舌，免遭
禍患，不落入像參孫那樣的遭遇!
親愛的主耶穌，孩兒相信出自祢全備智
慧、言語與能力，必能叫孩兒勒住自己的舌
頭、叫全身不致犯錯，進而活出父神所賜予
的更新生命。孩兒要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祢，
求祢成為孩兒每個行動的引導者、成為孩兒
口舌的管理者，幫助孩兒管理情緒與口舌，
不被情緒和口舌所綑綁，願孩兒的心全數歸
祢，孩兒愛祢，孩兒要緊緊地跟隨祢! 願祢
成全，開通孩兒的心耳與心竅，能隨時聽到
祢向孩兒所發的微小聲音，隨時知道祢要
孩兒怎麼說，就怎麼勒住口舌，克服自身
的軟弱，凡事榮耀祢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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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守口舌, 活出聖靈的果子
◎ 李譚靜舒

在交通繁忙的大都市，相信每一個汽車
駕駛人，很可能會碰上這樣的經歷，
在路口遇到黃燈，你把車子停了下來，雖然
你知道稍微加速，就可以在亮红燈前衡過路
口，但你很守交通安全规則，沒有那樣做，
跟在後面的驾驶卻氣炸了，被前面的車子一
擋，也只能乖乖停下，他狂按喇叭，大聲咒
罵，更有甚者索性轉道，與你平行並搖下車
窗吐出一連串髒話。此外，又或許你會碰上
一些冒失鬼，突然在無预警無轉燈下搶在
你車子前面，讓你差點碰上對方車子，惊嚇
出一身泠汗之下，你心中恐怕不由自主地咒
罵對方。像這種言語暴戾，触動怒氣，一當
動武，死於非命的悲劇常常在傳媒上有所登
載。骄傲，爭強，怨言，苦毒和痛苦之心都
會引來口舌是非。
聖經告誡我們，要謹守口舌，“因為
舌頭能説大話，舌頭就是火，是個罪悪的世
界，能污穢全身。”<雅各書3:5-6>聖經也記
載了神對人在口舌是非纷爭给予重重懲罰。
在曠野中，以色列人常對帶領他們出
埃及的领頭人摩西發怨言，當他們被埃及軍
隊追趕來到红海岸邊時，他們第一次向摩西
责罵:“你要把我們帶來死在曠野嗎?你為甚
麼這樣待我們? 把我們從埃及领出来，服事
埃及人比死在曠野還好。”<出14:10-12>，
上帝在曠野中以嗎哪作食物喂飽了他們，然
而，他們来到以琳和西奈曠野中，以色列人
仍然口出怨言:“我們寧願守在埃及地坐在肉
鍋旁，吃飯吃到飽的時候，死在耶和華的手
裡，你們倒把我們領出來到這曠野，是要叫
這全體會眾餓死啊!”<出16:3>，他們不断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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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的僕人挑戰，結果上帝懲罰他們在曠野
漂流四十年，除了對神大有信心的约書亜和
迦勒，無一人能進入上帝應許的流奶與蜜的
迦南地。
<约伯記>中的主人约伯，是一位正直，
敬畏神遠離惡事的人，上帝為了考驗他的忠
心，讓他生病受苦，但保守他的生命，约伯
的三個朋友不但沒有給困境中的約伯鼓勵和
安慰，反而口出狂言，輪番地狂轟約伯的苦
難是来自于他自身犯罪的報應，這些不公的
责備和無愛心的行为，讓苦難者更感雪上加
霜，結果三友人的不公的口舌攻擊，受到上
帝的责罵，称他們為愚味的人。
今天，我們從聖經歷史中得到很多的
借鑒，那就是要謹守口舌，不要讓我們的
“喉嚨成為敝開的墳墓。”<诗5:9>，聖經
教導神的皃女在真理上不要妥協，但说話
要合宜，應多說些鼓勵造就人的話，多說些
寬恕人的話，多說些謙卑尊重人的話，這樣
就免去了許多的口舌之爭，人心比萬物都詭
詐，人容易自欺欺人，自以为了不起，正如
聖經說，你在甚麼事論断人，就在甚麼事定
自己的罪。因為我們只看見別人犯錯，卻看
不見自己犯錯，即使犯錯也總有藉口，我們
對人口出悪言，批評論断人，讓上帝的聖靈
擔憂，所以，神的儿女更要慎選話語，過真
正聖潔的屬靈生活，首先要勒住自己舌頭，
謹守口舌。
作為耶穌的追隨者，當我們能控制我
們的舌頭時，我們就可以活出聖靈的果子，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銀網子
裡。”<箴言25:11>

謹守口舌

舌頭的正負能量
◎ 李貴 元

人 生大徹大悟的極點是信仰，信仰的極點
是信主。
我主給我兩只眼睛，兩只耳朵，一張
嘴，是讓我們多看，多聽，少說，這是真
理。信主、愛主、崇拜主是基督徒內心真呼
喚，並努力去執行大使命。
少說不等於不說，管住舌頭不是帶嚼
子，更不是打麻葯，讓舌頭麻木。因為舌頭
能說出陰謀詭計，也能唱出動聽的歌，舌頭
能誹謗別人，也能贊美別人，所以舌頭有兩
種不同的能量。
傳福音給萬民這是正能量。傳道是人類
靈魂的工程師，是正能量，上帝的道如同大
水滾滾，江河滔滔，救萬民於水火，讓生命
永恆，傳道是多麼偉大的事情！
基督徒首先學會作人，要嚴於律己，寬
以待人，要謹言慎行。舌頭雖然無骨，也能
擊碎別人的脊骨。這就是說：良言能救人，
惡語能傷人，敏於行納於言，讓我們說話慎
之又慎。利舌如劍傷人，也傷己。說話是
聲，呵斥也是聲。說不好聽的話如同在語言
上佔便宜，不是真便宜。慎行禮行天下，
言寡尤，行寡悔，也是很有道理的。謹言是
不講刺激別人的話，更不講假話。語言有兩
種作用，正如同風，可以吹滅蠟燭，又可以
吹旺爐火。例如主日學講課，一堂好的講課
如沐春雨，使我們心靈精神豐收。我們教會
有許多優秀的老師，例如張安中，陳壽南，
沈約翰，劉菲……還有張老師等等。但是也
有個別老師在講課時，當回答不了學生的問
題，就不夠謙卑。有時在講自然科學時也會
出錯。所以舌頭有兩種能量。
講真話，不講假話。講真話是誠實美
德，講假話是造謠中傷。製造謠言是大盜，

聽信謠言是小偷。
青山不管人間事，綠水何時說是非？千
萬弄清幾個概念，批評不是論斷；恭維不是
尊敬；一團和氣不是團結；批評別人，指出
問題，助其改正，是善良的溫暖的，是正能
量。對問題躲閃，迴避淡化，是冰冷的，是
負能量。千萬別用“妄論＂這個詞，堵別人
之口。千萬別因管住舌頭而拒絕批評，讓自
己的錯誤在掌聲中繼續。請記住，不管你職
務有多高，名頭多有響，資格有多老，都不
是正確與錯誤的標尺。請謙卑下來吧，多聽
意見，少聽恭維吧。這就是容言：好話，壞
話，刺耳的話都能聽進去。虛心聽意見是風
度，讓人講話是大度。容言不是是非不分，
容言也是一種教育。容言，容事，容人這三
容是做人道德的準繩，也是交友的基礎。友
誼來自何方，決不憑空而來，錦上添花的友
誼，來的快，走的也快，雪中送炭的友誼才
是沒有注水的。以酒交友，容易揮發，以舌
頭交友，空洞無物。
謹言也表明不要讓舌頭先於思考，與其
讓手停下來，不如讓舌頭休息。傻瓜的心在
嘴裡，聰明人的嘴在心裡，心直可嘉，口快
不值得稱道，還是納於言吧。
謹防口舌是對的，勒住舌頭是對的，因
為這是主的教導。聽主的話，首先理解天父
的話，不能按自己的心意來理解，更不是各
取所需的理解，否則聽話就是假聽，假聽和
不聽是一樣的悲哀。
作為上帝的兒女，信靠主是第一位的，
聽主的話是第一位的，順服主的誡命是第一
位的，讀經、常禱告、凡事謝恩是第一位
的，因為世上的一切真理都是天父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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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屬天的平安
---婦女會感恩見證分享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您們主裡平安！首先千惠要向您們
致上我心中萬分的感謝，感謝您們的關
心、愛心和代禱。自從我告訴您們，我
生病了，您們一路相伴扶持，我深深感
受到您們的疼惜和愛憐，我相信天父都
看到了，祂一定會按照祂的旨意來成
全，也一定會親自厚厚的報答您們。哈
利路亞！感謝主！
一、感謝神，每活一天就是天父的恩
典
回顅我這一生，神在我的身上有數
不盡的恩典，我已然非常的感恩和知
足。如今我生病了，也已經七十多歲
了，我告訴主説：「主啊！孩兒或生或
死都是主的人，一天的難處一天當，今
日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裡
面。今後，我會以樂觀的心態來面對您
賜給我的每一天，積極向前，儘力去
做，您所吩咐我要做的事，直到有一
天，您接我回天家。那時，孩兒要在您
榮耀無比的面前向您俯伏跪拜，大喊一
聲：「天父啊！」然後歡欣地投入您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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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蕭千惠

懷抱中。
弟兄姊妹們，我現在把生病的前
後，大概簡述一下：
其實在2018年就發現身體有狀況，
是自己疏忽了。終於在2019年5月28
日，第一次去照了「大腸鏡」，5月30
日，醫生宣布大腸長了一個大約五公分
的腫瘤，需要馬上開刀。但為了慎重
起見，還是要我再做一些檢測，在5月
31日，去照了「胃鏡」，在6月4日，
CTScan 照「肚腹」。
二女兒Betty 和三女兒Christina
（註：大女兒Alice 現今在宣教工場
上）認為需要有第二個意見，幫我約了
第二個醫生。6月7日，這位醫生看了
第一位醫生所做的三個檢測報告後，告
訴我，他是屬於化療科的，所以又幫我
約了開刀的醫生和電療科的醫生。三個
醫生會同後的結論是：「治療的方法是
先化療、電療，盼望把腫瘤縮小，然後
才開刀；開刀之後，還要再做化療、電
療，或許如此做完，大概前前後後有五
年的存活率。」
天啊！我聽了之後，整個頭都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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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彷彿掉入萬丈深淵！我的心中向主
吶喊著：「主啊！生命氣息都在您的手
中，孩兒已經七十多歲了，不想再如此
折騰！我要全然交託在您的手中，我不
想接受這傳統西醫的治療方法。從今天
起，每多活一天就是您的恩典！想到這
一生，您對我的深恩厚愛，千惠已經很
感恩很知足了。今後，我隨時準備好，
等您接我回天家。阿們！」
由於二女兒比較偏向於傳統西醫的
治療方法，她又是屬於女強人的個性，
怕她反應和情緒激動，雖然我的內心相
當的煎熬，不想再做任何檢測，何況那
些檢測都是很傷身體的。從5月28日到
6月7日，短短不到兩週，我居然已經瘦
了20磅，實在太恐怖。但為了擔心二女
兒一時無法接受我的決定，因為她的好
心好意就是希望我能多活幾年，所以，
我只好答應這第二位醫生，再做一些檢
測。
6月 11 日 ， 去 照 了 M R I 骨 盤 。 6 月
17日，要照MRI肚腹，那一天，奇妙
的事發生了！第一位助理人員進來，
是一位老墨，要把顯影劑打進去，打
不進去，反而噴出來；於是，他再
打一針，還是打不進去，還是噴出
來。他一直說Sorry，承認他是less
experience，這兩針打得我的右手都淤
青腫起來。然後，他去請了一位more
experience來，是一位老中，這位老
中，我看過，6月11日，他幫我照了骨
盤。可是，他在我的左手也是打了兩
針，依然打不進去，顯影劑還是噴出

來。他們一直説著抱歉的話，決定改
天再做，訂了6月25日的約會。
6月17日下午，去看了第二位醫
生，對於要照MRI，居然四針打不進
去，也頗為納悶。那天，深夜，我不禁
問主説：「主啊！請告訴孩兒，請顯明
您的旨意！」我回憶母親直腸癌開刀
時，我剛好在美國辦理大女兒婚事，當
然是由哥哥和弟弟來決定治療的方法。
母親開刀之後，服化療藥，那時，她已
81歲了，所以醫生不採用化療和電療，
因為對母親來説，會太痛苦了。前後只
有一年三個月，母親就回天家了。由於
有母親的例子，掙扎了一個星期後，我
向主禱告：「主啊！如果，6月17日，
打了四次針，無法把顯影劑打進去，反
而噴出來，照不成MRI，是您在攔阻我
走傳統西醫的治療方法，求您讓我很平
安的取消6月25日的重照之約。」6月24
日，我打電話取消MRI的重照之約。
主的旨意顯明，不再掙扎，心裡面
満有屬天的平安！決定接受一位姊妹
的幫助，服用「高濃度液體天然藥」
（Natural
Medicine），並遵照她的
食療方法。奇妙的事再度發生！6月26
日，清晨靈修時，第一句話映入我眼中
的竟然是主在向我説話：「耶和華啊！
求您醫治我，我便痊癒，求您拯救我，
我便得救；因您是我所讚美的！」（耶
利米書17:14）那一天早上，我首次在
那位姊妹家喝了第一次的「高濃度液體
天然藥」！
我們的主，真是奇妙！1）祂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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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肉身，甘願降生馬槽。2）祂在曠野
開道路，祂在沙漠開江河。3）祂在海
面上行走，祂把水變成酒。4）祂使瘸
腿能行走，祂使瞎眼能看見。5）祂把
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6）祂登山變
了像，顯現神的榮耀。7）祂釘十架為
我死，但祂死而復活。
我們的主是一位可以行神蹟、彰顯
大能的神，我相信祂若肯醫治，我一定
可以痊癒，然而，我尊重祂的旨意和主
權，全然交託！事實上，生有定時，死
有定時，我們每一個人，遲早都要回天
家的，不要害怕，我們都有永生的盼
望。上帝早就應許：「神愛世人，甚
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二、感謝神，祂提醒我要改變生活
和飲食的習慣
1）從前-熬夜；現在- 早睡早起
2）從前- 手機看資訊三小時，坐
在床上不動。現在- 每一小時，就要起
來走走。
3）從前-很少去公園散步，現在常常去公園走走
4）儘量去參加短程旅遊
5）生病了，主吩咐要換跑道。只
好很捨不得的由「午堂詩班」退下來，
改參加「松柏詩班」，這樣一來，反而
有機會帶動我的先生參加「松柏詩班」
的一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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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十年前的異象，終於在9月7日
成立了「讀經小組」。由於，有Power
point的幫助，我那耳朵重聽的先生也可
以來讀神的話。
7）從一些校友會和社區活動退
出，為了有更多休息的時間。神是奇妙
的！祂讓我有三次做不成世界上的「理
事長」、「會長」、「副會長」。第一
次，1999年，要在台灣好好照顧母親。
第二次，2012年，神對我説，只能專
心做一件事，就是好好做「家訊」的主
編。第三次，2019年，生病了。
8）至於飲食方面：從前吃太多的
炸雞、炸魚、炸的東西，鹽酥蝦、還有
油膩的滷豬腳、紅燒牛肉麵、麵包、甜
點、蛋糕。甚至烤肉、烤魚等等。儘量
不要吃這些，您們若嘴饞，偶爾可以，
否則人生也太沒意思！
現在，要儘量吃有機的食品、蔬
菜、水果，連雞胸肉、雞蛋都要吃有機
的，吃深海的鮭魚，不要吃養殖的魚。
用 baking soda 和醋來洗蔬菜水果。
網路上有各種醫療的資訊，估且看一
看，要倚靠主所賜的智慧，自己去衡量
和斟酌。
在這世界上絕對沒有「仙丹」可以
治百病，我們肉體的生命是有限的，好
好保養照顧自己，靠主剛強，每多活一
天，就是主的恩典。感謝主！我們有永
生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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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賜靈感，寫詩歌二首
我的主，真是奇妙！ (註)
我的主，
祂竟道成肉身，
甘願降生馬槽。
我的主，真是奇妙！
我的主，
祂在曠野開道路，
祂在沙漠開江河。
我的主，真是奇妙！
我的主，
祂在海面上行走，
祂把水變成酒。
我的主，真是奇妙！
我的主，
祂使瘸腿能行走，
祂使瞎眼能看見。
我的主，真是奇妙！
我的主，
祂把五餅二魚，
餵飽五千人。
我的主，真是奇妙！
我的主，
祂登山變了像，
顯現神的榮耀。
我的主，真是奇妙！
我的主，
祂釘十架為我死，
但祂死而復活。
我的主，真是奇妙！

◎ 張蕭 千 惠

保羅的心聲
（1） 人 生 在 世
轉眼逝去
名利財寶
全帶不走
我願愛主耶穌
以祂為至寶
縱然為祂受苦
我也在所不辭
我願信靠順服
永遠跟隨主走
就是為祂受辱
我也忍耐到底
惟願神國擴展
惟願福音廣傳

（2）盡心盡意
盡力愛神
愛人如己
是主教訓
我願循循相勸
但求主裡合一
若是為了真理
我絕不願妥協
若為造就他人
就是犧牲也無怨言
縱然被人枉屈
相信主會伸寃
惟願主得榮耀
惟願主名傳揚
阿們！

註：早些年回台時，在一座高樓大廈的頂樓花園
上，遙遠看到兩個教會的十字架，當時，主賜下靈
感，寫了這首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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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獻生命
◎ 錢 煒

一

位女子的手腕上戴著塑料圈，圈上
寫著“捐獻生命”。我問她，這兩
個英文字什麼意思。她回答說，她隨時準
備著，把自己身體的每個部份捐給需要的
人。我立即認識到，她是一個樂于助人的
人，甚至願意把自己的身子捐獻出去，以
幫助垂危的病人。
我想起了數年前閱讀過的一份報道，
內容說的是一個人在車禍中喪生，但是因
為他生前作過類似安排，所以救護人員從
他身上取下他的心臟、眼睛、肝和腎，分
別移植到四個重病在身的病人身上，救了
四個人的命！
今天我遇到的那個女子正巧是我最近
七個月以來幫助照顧的精神方面多少有些
毛病的人之一。他們每星期一上午來到洛

杉磯東北健康中心，參加集體活動。這七
個月以來，我一直非常高興地跟大家一起
活動，我的具體責任是教他們太極拳。但
是，直到今天上午接觸了這位女子以後，
我才意識到，這不是單向道，而是雙向
道：我作為照顧者，也可以向被照顧者學
習。
這位女子的名字叫瑪麗亞‧維多利
亞‧霍普。平時大家都稱呼她維吉！我請
她把名字寫給我，她認真地寫了下來，並
在旁邊寫了“耶穌”兩個字，並在旁邊畫
了三顆心。顯然她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董必武是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
育家。記得他說過，“教育者必先受教
育。”我的經歷證明了一個教師的確可以
從學生那裡學到東西。

周鐵樓出版詩篇研究專著
本教會周鐵樓弟兄又出版了兩
本聖經研究專著：《詩篇卷一注
釋》和《詩篇卷二注釋》。周鐵樓
曾經擔任洛杉磯一所知名大學的物
理系主任，退休後孜孜不倦研究聖
經，曾出版多部研究作品。這兩本
著作，具體分析和註釋了72篇詩
歌，揭示了其中人與神的交通和聯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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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使徒行傳1:8的默想、聯想與學習
◎ 程行中

使

徒行傳1:8耶穌說:“但聖靈降臨在你
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
耶路撒冷……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這段經文說，耶穌囑咐使徒們留在耶
路撒冷，等候聖靈的洗，並預言聖靈會降
臨在使徒身上，必得著能力為耶穌做見
證，直到地極。但此段經文說聖靈降在人
身上，並沒說充滿在人裡面，雖得到聖靈
的能力，卻在本質上，可能沒有徹底改變
生命，例如在撒上19:19-24掃羅打發人去
捉拿大衛，見一些先知受感說話，他們也
受感說話;掃羅自己去，也受感說話，這說
明聖靈臨時降在他們身上，只是在外面發
生作用;也好像神曾用巴蘭的驢開口說人
話一樣。所以聖靈降在人的身上，可能又
離開，就像聖靈雖曾降在掃羅的身上，但
他不順服神，聖靈離開，他就繼續犯罪墮
落，這是我們應警醒的;大衛受膏為王，神
的靈 有 能 力 地降在他身上(撒上16:13)。

但他也曾見色起意，犯下淫亂及謀殺二重
罪，但因拿單的勸告而認罪悔改，並求
神不要丟棄他，從他取回聖靈(詩5 1: 1 011)。對大衛說來，聖靈不僅降在他身上，
也在他的里面，來引導、指教他，使他能
作先知、寫詩歌、說預言(撒下23:1-2;太
22:43;徒2:30-31);他凡事尋求聖靈的引
導，要照神的旨意行，所以是一個合乎神
心意的人。所以我們要警醒:無論作士師或
君王甚至現今的國家或教會的領袖，都需
要有聖靈降在身上，才有能力擔任職務，
成就神的目的。
但是撒旦沒有放棄過，不知有多少得
到聖靈恩賜能力的人，或被神所用過的
人，後來卻落到犯罪、失敗的地步。例如:
曾被聖靈降臨在其身後，又遭試探和攻擊
(士16:4，代上21:1)。這讓我們學習到:
那些自以為站立得穩的，更須要謹慎，要
看神，不要看人，要聽命順服，有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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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常禱告，細心分辨聖靈所發之微小聲
音，求神不要離開我!
感謝讚美主!在新約因主耶穌的祈求，
神所賜的保惠師，乃永遠與信的人同在直
到“得贖”的日子(約14:16;弗4:30)，
更讓我們學習到:如果一個人沒有基督的
靈，他就不是屬基督的(羅8:9-15)，凡是
神的兒女，必有神兒子的靈進入他(她)的
心，蒙召感動才能呼叫阿爸父。這樣，聖
靈才能和我們的靈，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羅8:16)，也自然靠主耶穌進入父神那裡
去，因為主耶穌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
所以我們不但要注重外面聖靈顯著的
工作，更要注重聖靈在人裡面的運行，因
為聖靈與我們同在，主要是要在人的裡面
來感動、引導、光照、啟示等，這些都是
神在我們心裡的運行。有人盼望肉體的耳
朵從外面聽見聖靈所發的微音，在我個人
屬靈操練的體悟中好像並不是這樣，因那
會容易陷入欺騙和錯誤之中!要清楚這乃是
我們裡面有聖靈的感動，有時如同說話一
樣，很清楚;有時只是一種感覺叫我們明白
聖靈的意思(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有時只
是在心理的一個圖畫。如果只注重外面一
時聖靈的顯現，而忽略裡面經常聖靈的工
作。這樣，我們靈性得不到更深造就，我
想屬靈生命也不會更豐盛的。讓我們的心
靈和住在裡面的聖靈深深地結合，並讓聖
靈從我們身上彰顯出來。有人說五旬節聖
靈澆灌現象，我認為若要得聖靈的澆灌，
必須像使徒彼得等一大群人，大家同心合
一恆切的禱告(徒1:13-14)。這種禱告，
常是由於心中有很大負擔的人，有共同的
心願，聚在一起向神傾心吐意。有時等候
多日，將全心、全力、全人都全擺上的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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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祈禱，甚至有感動而禁食禱告!但現今有
誰肯這樣付代價、真心懇切地大家集體同
心合一的禱告呢？今天所需要的，就是求
神興起因聖靈感動而聚集禱告的人來(不是
形式上的)。我到過德州、舊金山、奧克
蘭、深圳、惠州、香港、馬來西亞等地，
看到多數教會的信徒是不冷不熱的，沒有
很多的屬靈生命，因此他們的見證是軟弱
的。然而我深信到了神的靈要澆灌凡有血
氣的人的時候，聖靈的工作是無人能攔阻
的。我曾到過一二個教會，看到聖靈大大
澆灌的結果，是使在場所有人的外面被聖
靈浸透，裡面被聖靈充滿，與神的靈發生
了密切關係，傳福音火熱，教會人數增長
很快。
讓我們學習到:追求聖靈澆灌，不要陷
入錯誤、假冒之中，不要被迷惑和欺騙，
有人以為得到了聖靈的澆灌，就是暈倒或
大哭、沒有節制的大笑不止，或每逢禱告
就要大哭、大笑，這是很有問題的，有的
更狂歡跳舞，以及其他沒有節制等一些不
合聖徒體統的混亂現象，都不合真理。
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林前14:33;加5:22-26)。得到聖靈是平
安喜樂的，但有時卻沒有想到也可能是心
中甚苦，啞口無言的(結3:14，15，26)。
如今我們都有聖靈內住在裡面，原
則上，在受聖靈的同時，可以被聖靈充
滿，但並非一定如此。聖靈的洗是一
次，聖靈充滿可能多次。就如彼得，
司提反和保羅都曾多次被聖靈充滿(徒
2:4;4:8;6:3;7:55;9:17;13:9)。
聖經卻未提一個人多次受聖靈的洗。
我們浸於一位聖靈，也要飲於一位聖靈(林
前12:13)。讓我們學習到:我們屬靈的生
命是和工作、服事都有關係，尤真是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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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進入幸福小組活動，在與神和人的互動
中，神所賜的聖靈充滿是從裡面充滿到外
面。聖靈充滿使人有智慧、有信心、有喜
樂、有能力、有恩賜……最主要的是能為
主作見證!有時因緣聚會也看到異象、說
預言、行神蹟。但聖靈充滿最重要和經常
的表現和標誌是:常在傳福音當中，生命大
有改變、軟弱變為剛強、不義成為聖潔、
轉敗為勝、並結出聖靈的果子來!生活上
有了新的內容，是用詩章、頌詞、靈歌、
彼此對說，而且是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弗
5:18-20;西3:16-17)，並且越過越被那充
滿萬有者所充滿，且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不但造就自己，也造就別人!
我一直想得到五旬節那樣真正的聖靈
澆灌，但一直無果，在我看來實在太難，
但從多方讀經、禱告、聽道後而認為，要
得到聖靈充滿，只要是有心人，就能做
到，依淺見大約可按如下屬靈方式操練:
1.飢渴：(約6:37)但要分辨若是肉體
情慾的飢渴是盼望從世界或人得到滿足，
那不是屬靈的飢渴。當人心靈感到飢渴的
時候，才會到主的面前來，尋求活水，
也只有聖靈才能解靈裡面的飢渴，渴的越
深，得著就越多。
2.倒空：要絕對的徹底認罪悔改，除
去一切污穢與不義，器皿裡盛滿了許多除
神外別的東西，聖靈就不能充滿，因此，
應當隨時預備空器皿來盛油(王下4:3)，倒
空的越徹底，充滿得就越豐富!
3.祈求：我們一切屬靈的恩典和好
處都是從祈求而來的，因為祈求的就得著
(太7:7)，得不著是因為不求!“你要大大
張口，我就給你充滿”(詩81:10).正如以
利沙所求的“加倍”，他就得著了(王下
2:9)。

4.將身體獻上：要清楚並認清求聖靈
充滿的目的與動機，不是要利用聖靈，乃
是要被聖靈使用，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目的和動機不對是不行的，所以必須將自
己完全放在祭壇上(羅12:1)。
5.順從：神要將聖靈賜給聽命順從他
的人(徒5:32)，可能神先有所要求、指示
或命令;也可能神要剝奪、打擊或破碎，看
看是否甘心順服，若肯甘心順從、破碎，
就能得到聖靈充滿。
6.聖潔與恆切禱告：因神是聖潔的，
所以我們也要聖潔，神才能親近我們，而
在神面前卻應當常保持受教、聖潔與恆切
禱告的心態。
7.信心:所有的禱告都需要有信心，不
要以為神不願賜給聖靈充滿，乃是要相信
神是願意賜於，相信聖靈也願意並要充滿
我們，要用信心準備好自己來接受。要注
意:不是只求一次一時被聖靈充滿，乃是要
多次，時時被聖靈充滿，要作一個隨時被
聖靈充滿的人。
親愛的主耶穌!聖靈啊！求祢降臨並大
大的充滿在孩兒身上，願至高者阿爸父的
能力蔭庇孩兒。願孩兒的腹中湧出活水江
河，流出祢的愛、能力、喜樂、平安，使
孩兒能口說祢的話語、美善、恩慈，使每
一個接觸到孩兒的人都能蒙福。更願孩兒
一直與祢處在聯接中，祢是葡萄樹，孩兒
是枝子，常感動孩兒、復興孩兒、除去孩
兒心中的罪和自我的世界，願聖靈隨時充
滿，願孩兒能常注目在主耶穌和天國的奧
妙，能見主的榮光，使孩兒的生命能榮耀
阿爸父神，能為主所用，隨時能與聖靈交
通互動，奉主耶穌基督憐憫、幫助的聖名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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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約和血約

聖 經裡面講到有二種約，一個在舊約，
一個在新約。舊約的約是盟約，是兩
個非常好的朋友所立的盟約。新約的約是
神和人所立的血約。
舊約裡的盟約是大衛和約拿單所立的
約，記在撒母耳記上18:3-4，「……（約
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
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結盟。
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給了大衛，又將
戰衣、刀、弓、腰帶都給了他。」這次的
結盟是約拿單主動要結的。有何表示，就
是給大衛外袍—象徵權柄和財物。戰衣、
刀和弓象徵打仗用具、軍權，腰帶象徵地
位，皇太子的地位。約拿單是掃羅的長
子，是繼承帝位的皇太子，他知道他父親
違背神的命令，神就不與他同在，神又吩
咐先知撒母耳另外膏立了大衛，就得到神
的同在。約拿單雖然是太子，但不是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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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俠

的，他知道他做不到王，他並不在意。大
衛作事精明，撒母耳記上16:18說，他「善
於彈琴，是個大有勇敢的戰士，說話合
宜，容貌俊美，耶和華也與他同在。」約
拿單對大衛的行事為人十分的喜愛，他不
在意大衛要奪他的太子位，相反，他認為
自己不配，而甘心樂意的將他所有的一切
都送給大衛，包括太子的地位。既然大衛
是神膏立的，將來必定作以色列的王。當
掃羅要追殺大衛時，約拿單幫助他逃走。
並且再而三的和大衛結盟（撒上20:1415），也使他再起誓約。「你要照耶和
華的慈愛恩待我，不但我活著的時候免我
死亡，就是我死後，耶和華從地上剪除你
仇敵的時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絕了恩
惠。」這個盟約是堅定不移的承諾，也包
括恩典和慈愛。果然大衛實踐他對約拿單
的承諾誓約。

靈修分享
撒母耳記下的經文說，「大衛作以色
列王又向眾民秉公行義」。「大衛問說，
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單
的緣故向他施恩」，「我要照上帝的慈
愛待他」。掃羅的僕人洗巴對王說，「還
有約拿單的一個兒子是瘸腿的」，「掃羅
的孫子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來見大衛，
伏地叩拜，大衛說不要懼怕，我必因你父
親約拿單的緣故施恩與你，將你祖父掃羅
的一切田地都歸還你，你也可以常與我同
席喫飯。」「米非波設又叩拜說，僕人算
什麼，不過如死狗一般，竟蒙王這樣眷
顧。」「於是米非波設住在耶路撒冷常與
王同喫飯。」這裡述說了大衛遵行他和約
拿單所立的盟約，大衛藉著耶和華除掉仇
敵，並無如人所做的要斬草除根，相反，
他要尋回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向他施恩
惠。
米非波設是盟約的受惠者，要做受惠
者必定要接受，若不接受便什麼都沒有。
這裡是一決定性的選擇，米非波設終於決
定接受大衛給他的恩惠，大衛所施與的如
同救恩。這對於米非波設是一個大轉變，
從逃亡的生涯（如狗一樣），寄人籬下
（他在瑪吉家裡，見撒下9:4-5），再到
成為財主和與王同坐席，如同王子一樣，
有豐盛的恩典。米非波設五歲時變成瘸
腿（撒下4:4），他的乳娘帶他逃走時跌
傷了腳，他便成為瘸腿，他的乳娘為何帶
他逃跑？一定是覺得大衛是敵人、要追殺
他，因他是王孫。相信在米非波設漸漸長
大的歲月裡必是心驚膽跳，以為大衛要殺
他，所以（撒下9:8）他在大衛面前叩拜，
自認如死狗一樣。大衛卻對他說「不要懼
怕」。米非波設從五歲就什麼都無，無功
無勞，這次白白的得回他祖父的一切田
地，完全是大衛給他的恩惠，為要遵守大
衛和約拿單之間所立的盟約。這盟約是何

等的寶貴。
聖經裡有許多個預表、象徵。比如挪
亞方舟預表主耶穌，進入方舟可逃避洪
水之災，人若接受主耶穌而進入耶穌裡
也是如此。舊約裡聖殿的至聖所有陳設餅
和金燈檯，預表耶穌是屬靈的糧和世界的
真光。約拿單和大衛的盟約預表神和人的
血約。大衛和約拿單的盟約是用約拿單
的外袍、戰衣、刀、弓和腰帶，握手而
立的。神和人立約是用主耶穌的血而立
的。記載於馬太26:27，路加22:20，馬可
14:24，哥林多前書11:25，「飯後，也照
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
約……。」立約是聖經的一個原則，這約
是主耶穌的身體和血而立的。憑這血約，
人類可以得到神的救贖，不但可以避免審
判被定罪，還可得到豐盛的恩典慈愛，和
作神兒女的權利，可承受天國的基業，也
可和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同席。要使這血
約有效，必需接受主耶穌基督，如同米非
波設接受大衛給他的恩惠。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神兒
子的血，和馬利亞的血無關，與約瑟更加
無關。如果要證明父子關係，必需驗父親
的血或DNA才可，不是母親的，而約瑟
不是父親，是養父。耶穌所流的血是神的
血。人血不能除罪，如同牛和羊血更不能
除罪。舊約時代獻祭用牛和羊是象徵式
的，是預表性的。主耶穌的血是無瑕疵
的，才可滿足神的公義，才可除罪。神要
救人類脫離永刑，便想個辦法，就是神的
兒子耶穌道成肉身，為世人的罪上十架，
被置之死地，罪就死了，然後耶穌復活，
回復神聖潔的靈體，完成救贖的功勞。耶
穌只一次獻上自己成了贖罪祭，便升上天
坐在父神右邊。將這救恩白白送給肯接受
的人。我們信徒是這血約的受惠者。神子
耶穌和人立了這血約是何等的寶貴。

2020 年 02 月第 155 期 25

靈修分享

靈
性
的
生
活
之
二
◎末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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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過後，天朗氣清。
內心湧起一股觸悟。
水從源出，樹從根生，話從頭說。
神與靈，
靈就是神，神就是靈；
靈性就是神性，
神是宇宙間終極的奧秘。
主帶我們至高處，
擴大了屬靈的視野；
心有靈光，
終於照亮了一片天空；
啟示的靈賜人智慧，
像從燈籠外面，
能看到內面的燭光，
就能洞悉其中的奧秘。
唯神旨意是尊。
脫離內心黑暗，
就必須遵照基督的教訓。
信為基，愛為本；
宏之以行，道乃為成。
對主顯示的真理，
貴在認識。
態度尤關，深淺有別，真假有別。
名師難遇，明理難求。
不是每條江流都能進入大海，
不是每一顆種子都能發芽成材。

靈修分享

世上許多事物，
眼睛看不到，看不明白。
只用眼睛看，不用心去看；
只看這邊，看不到那邊；
只看近處，看不到遠處；
只看外面，看不到裡面；
就會迷失。
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
遇上了主，
只能算是在十架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你現在站的位置，
只到了珠穆朗瑪峰的腳下。
不自省就會重蹈覆轍。
把自己拉近主面前，
不斷審視自己對主的教導的理解
是否局限和完備；
每一新的認識必然
對舊的、習慣的思想的叛逆。
不役於物。
追求靈性就是追求靈魂，
追求凡俗就是追求肉體。
你的眼睛能看見多少自己，
就能看見主多少。
人莫能知也，莫之能行也。
知易行難。
驚濤駭浪中，

不要挑走捷徑的路，
盡管身心面臨許多困境，
勿忘初心，狀況火熱；
牢牢抓住主和靈性的靈魂；
靈性自顯。
堅信：十步之內，必有主恩。
靈有所鐘，金石為開。
金從火中煉，靈從信中得。
人潔己以淨，
脫除塵土的軀體，
直到心潔如璧！
身心與主連結，
難得一見地變為
富有靈性感情的生命；
比平常人更敬虔，更潔淨；
擁有基督捨己的美德更可愛。
上帝是培靈鑄魂的靈魂工程師，
把你打造既有堅硬的靈
和一顆柔軟的心，
一言一行溫暖如春，
活出了多少奇跡。
萬般皆空幻，唯有靈性真；
生命因有主的樣式而美麗，
生活因有靈性而完整。
靈性的人是最可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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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箱爛梨的啟示
◎ 賈愛軍
有位好友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說是有個人買了一箱梨，回到家發現
裡面有一個已經快爛了，於是就把那個快
爛的梨子先吃掉了。因為天氣熱怕梨子
爛了可惜，所以每天就挑一個快爛的梨子
吃掉。最後發現，原來自己吃了一箱子爛
梨。
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我家姊妹聽，她聽
完笑得直不起腰來。當時我倆正在家附近
的社區散步，不得不在路邊暫停下來。有
一對夫婦正好路過，用一種疑惑不解的眼
神看著我們,……
這個故事聽起來有點可笑，故事中的
主人公“放著好梨吃爛梨，看著好梨變
爛梨”，給人的感覺好像是“專找爛梨
吃”。其實有不少人每天都在做類似的事
情，只是他們自己沒有察覺到而已。因為
人生就像一箱梨，有好梨，也有爛梨。 關
鍵是我們選擇如何吃。
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凡是人都會既
有開心的事，也有不開心的事。可是有些
人對生活中那麼多值得開心，值得感恩的
事情不去回味，不去感恩，反而專去想那
些令人不快的事，跟喜樂毫無交集，對憂
愁戀戀不捨，每天都是烏雲壓頂，很難見
到多雲轉晴。
我們周圍的每個人，無論是工作中的
同工，還是教會裏的弟兄姐妹，身上都有
很多優點，當然，凡是人也都有一些不
足。可是有些人對別人身上那麼多的優
點，那麼多值得學習的地方視而不見，聽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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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聞，不去發掘，不去學習，反而專挑
別人的毛病，盯著別人的不足，看誰都不
順眼，好像大家都欠他二兩銀子似的。弄
得自己心情也不好，你說何苦呢？
其實，這些行為和思維邏輯，就是在
不自覺地，無意識地“吃爛梨”。故事中
的主人公吃爛梨，尚有情可原，因為他的
出發點，可能是為了節儉。當然也不值得
提倡。但是，生活中種種類似“吃爛梨”
的現象，卻是百害而無一利。
神曾藉著<<帖撒羅尼迦前書>>提醒我
們：“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
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
的旨意。”(帖前5：16-18)。
祂還藉著<<腓立比書>>警醒我們：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2：3)。
“常常喜樂”，“各人看別人比自己
強”是神的教導，也是我們處世立命的根
本原則。上帝在這裡也一語道破了我們
無法“常常喜樂”，無法“看別人比自己
強”的病根：無法“常常喜樂”，是因為
我們還沒有做到“凡事謝恩”；無法“看
別人比自己強”，是因為我們尚未“存心
謙卑”。
“遇事沒有感恩的心”，“於人相
處沒有謙卑的心”是生活中的兩大“爛
梨”。
梨子一旦爛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果斷
地扔掉。

教會事工

社區委員會辦報佳音活動剪影
◎ 攝影：曲維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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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2 019聖 誕 夜 崇 拜 側 影
◎ 攝影：Er ik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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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12月22日受浸禮圖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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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歐 亞 非

教會事工

2019暑期短宣分享集錦

◎ 攝影：曲 維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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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NAL FAREWELL TO MY PASTOR AND MY FATHER
By: Pastor Francis Chung
Dear Mom and Dad,
This letter is late in writing but it has taken me this long, since your retirement in October, to process and gather
my thoughts. I know my words cannot clearly communicate the depth of my gratitude to both of you; however,
I will try to articulate the blessing you are to me both as a pastoral team and as my parents.
Mom, you were constantly praying, behind the scenes, but always intimately involved. Your prayers were
effective and powerful. You empathize with people’s pain and suffering and care for them in both spiritual and
tangible ways. You show me that the little things are important; writing letters and sending Christmas cards
might seem tedious, yet these seemingly small gestures are meaningful. All of dad’s successes are directly
attributed to your support and care. All is made possible because of your sacrifice and endurance. Without you,
the following words cannot be written.
Dad, your retirement as senior pastor took place
back in October of 2019. To be truthful, I haven’t
adjusted yet to this new reality. You are no longer
just down the hall from my office. We can no
longer spontaneously have lunch and talk about
ministry, family, and sports as easily. You stepped
down from this position after more than forty
years of faithful ministry, for most of my life, and
for me, life has not been the same. Thank you for
being a faithful model of a servant leader as a
pastor, a teacher, a husband, and a father. You live
wisely and according to God’s word. You live to
glorify God to the utmost. I learn much from
simply being around you.
You are a great preacher. In fact, you are my
favorite preacher. I’ve sat under renowned theologians, listened to other godly pastors, and read manuscripts of
sermons from church fathers, renowned orators, and effective evangelists throughout church history. However,
none have impacted me like the words from your sermons. Even as you preached primarily in Chinese and even
though my Chinese comprehension is very poor, I was still struck by the clarity of your sermons with the poetic
beauty and lyricism of the phrases, and the keen insights gleaned from God’s word. There was power in your
words, and many times, I was confronted by these truths and was brought before God confessing sin as the Holy
Spirit moved me to bare my soul and was refreshed in my spirit as I fed on the living water of God’s word. To
this day, there are sermons branded in my conscience. The very fact that you could touch me with your sermons
in another language illustrates your power as a preacher. I know there are years of your sermons recorded in
cassette tapes that are stored and will degrade over time. I wish we could preserve those sermons so that
another generation of Christians could be blessed by your sermons as I have been.
You not only preach from God’s word, but you also live out His word in your life. There are many who claim to
live by Scripture, but at times, I feel their lives were more Scripturally-minded than Scripturally-centered.
Scripturally-minded individuals use God’s word to affirm positions and as a backdrop for personal life principles
while losing the heart of the gospel and exchanging truth for preference. You do not live in this way. You live
wisely and with discernment taking biblical principles and rightly and deftly applying them to life appropriately
and brilliantly. It is because of this high view of Scripture and its meticulous application in your life tha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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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lives are filled with God’s
blessings. As Psalm 1 affirms, “How blessed is the man… who
delights in the law of the Lord.” Personally, your four children
know the Lord, and they adore you. We were blessed to see that
the man in the pulpit and the man at home were the same,
consistent and faithful. In your ministry, MBCLA holds to a high
view of Scripture emphasizing worship and obedience. This is
because of your leading. In a denomination that has over forty
thousand churches, MBCLA is in the top .01% of givers to foreign
missions because MBCLA loves the Lord and is committed to
fulfill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 number of churches planted
and the number of workers sent through MBCLA is another
testament to your legacy. Both at home and at church, the leader
sets the vision and the many successes are because of your godly
leadership. In this way, you are also a visionary and
transformative leader.
You are jealous of God’s glory.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 as the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affirms, is man’s
chief end. You’ve made this your life’s goal but you’ve also gone
further, willing to defend and protect God’s glory. I saw that you
were jealous that God alone would be glorified. There was
nothing else more sacred to you than to ensure that God was
given the greatest glory in your life and in the church. I can only recall a handful of times when you were angry or
lost your temper. One instance was when God’s glory was diminished in your eyes by someone. That, someone,
was me. I initially thought what I did was no big deal, but now wizened by years and serving as a pastor, I
understood that you were jealous for God’s glory. The incident in itself was inconsequential, but the impact of
that incident in my life was truly indelible. It showed me what you lived for and what you would die for: God’s
glory.
I could write so much more. You are humble, never wanting to take the spotlight. You strove for excellence, and I
heard many speak of this quality. You are loving and act with mercy towards others even while abhorring and
speaking out against sin. You bring people and churches together believing there is strength in unity and more
can be done if we worked together as opposed to going it alone. You are a trustworthy steward living out the
words of Rudyard Kipling, “…fill(ing) the unforgiving minute with sixty seconds’ worth of distance run…” You are
respected in both the Christian and secular communities, and yet your greatest joy is found in how our Lord sees
you as a child of God. I have seen you in the public spotlight before thousands, in the quietness of spending time
with the Lord, and in the intimate moment of holding a dying saint’s hand and ushering them to heaven. I am
blessed to call you, “My father, my pastor, my fellow co-worker, and friend.”
I proudly stand on the shoulder of a spiritual giant and know that it is now up to this generation of believers to
carry the torch of the gospel to the next generation. May God find us as faithful as you and mom!
Your Son,
Francis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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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NG YOUR TONGUE
By: Calvin Tong
“But no human being can tame the tongue. It is a restless evil, full of deadly poison.”- James 3:8
Benefits of Silence
James’ scathing description of the tongue underscores a mindset that encompasses the Scriptures. Wisemen restrain their words and
bite their tongues (Proverbs 17). Fools, on the other hand, multiply their words (Ecc 10:14) and babble to their ruin (Proverbs 10:8). Often, words
are the sticks that fuel the flames of discontent and division. They are deadly poison not only to their hearers but also for their speakers. For those
reasons, silence is golden and duct tape is silver. Jokes aside, silence is so necessary at times. Let us not forget, when Job’s friends kept quiet, they
were of great encouragement to him. More than that, we see the value of silence in our Lord. As he was barraged with the accusations and insults
of the crowd, he shut his mouth like a sheep led to slaughter (Isaiah 53:7). Our God’s silence that day is the reason for our praises today. Because
of the deep impression we get towards the benefits of silence, we may believe that it is virtuous in all situations. However, today, I wish to suggest
that silence, as good as it can be, serves as an agent of destruction and pain.
The Imperative and Importance of Speech
2 Kings 7 recalls a story during Aram’s siege of Samaria. Conditions in the city went from terrible to unliveable when supplies were completely
exhausted. People ate donkey heads, dove’s dung, and their own children to survive. This weariness and desperation drove four lepers to beg the
Arameans for mercy. Walking dejectedly into the enemy camp, they discovered that the LORD had miraculously delivered them. In a moment of
passion, they gorged on food and marveled at the treasures. Yet, in the middle of their emotional escapade, they said to each other, “We are not
doing right. This day is a day of good news, but we are keeping silent; if we wait until morning light, punishment will overtake us”. Their fear of the
LORD drew them to proclaim His deliverance. This story reminds us that silence can be as sinful as harsh words or lies. As we consider the whole of
scripture, we can see the imperative and importance of speech. Confront the brother in sin ( Matthew 18:15). Confess your sin and experience
comfort (Psalm 32:3, 1 John 1:9). Admonish the unruly and encourage the fainthearted. (1 Thess 5:14) Proclaim the truth that sets people free
(Romans 10). From the Scriptures, what we see is that the tongue, as destructive as it may be, can be an agent of healing and change.
Types of Speech
Perhaps, the lesson that Scripture offers is not so much a denigration of speech, but rather a distinction of it. There are some situations that call
for silence and others where we must speak. We are called to be infants in evil (1 Cor 14:20) and to put aside all abusive speech (Colossians 3:8).
Yet, the medicine to coarse joking and immorality is not silence, but rather thanksgiving. (Ephesians 5:3-4). We must be silent when it comes to
speaking evil, but we must be proud of proclaiming the truth and praises of our Lord. For even if we do not cry out, the rocks would. As we
proclaim God’s goodness, we must not forget to decry the evil in this world. Proverbs 31:8-9 commands us to be a voice for those who are
voiceless. We must not be silent to the pains of the exploited, marginalized, and mistreated.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Are we like the Pharisees who silenced the people from crying Hosanna? Perhaps, not actively, but have we through our silence become
complicit in sin? I often wonder if I am the religious individual who has proclaimed the goodness of God only to walk past those who need Him. I
believe that within our church we have done particularly well in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gospel and the truths about God, but have been
too quiet regarding His heart for the homeless, orphan, widow, fetus, etc. We must love with more than just words and instead, actively meet
their needs (1 John 3:18, James 2:15-16). Like our Lord, we must learn to identify with their struggles and seek their betterment (Hebrew 4:15,
Philippians 2). If we were once homeless that now have a place in heaven (John 14), how can we close our hearts to those who are searching for
one? If we were once spiritual orphans that have been adopted, how can we neglect those who yearn to know the love of a father? If we were
once slaves to sin that have been set free, how can we not pursue the joys of freedom for trafficked individuals? The one who cried, “There is,
therefore, no condemnation in Christ Jesus” when we were silenced by the weight of the law has called us to extend his message of hope to the
world.
The Most Important Speech
As I share all of these ponderings, I am reminded of my own failings to uphold the calling that the Lord has given me. Like Isaiah, I am constantly
driven to proclaim, “ Woe to me, I am a man of unclean lips among a people of unclean lips” (Isaiah 6). For that reason, the most important speech
that I can pour out each day is prayer to my Father. As I come to him with my weakness and sin, He reminds me of the words already spoken. “It is
finished”. “I will never leave you and will never forsake you”. “ I will uphold you with my righteous right hand”. These words revive my soul and fill
it with joy. I am assured that through Christ, the Word who became flesh, my words can be meaningful when His Spirit dwells richly in me. Like
Isaiah, as I commune with God, He sears my lips and drives me to speak for Him.
Conclusion
Reading through the book of Ezekiel recently, I have come across some words that I hope we can reflect on. Ezekiel 3:17-18 “Son of man,
I have made you a watchman for the people of Israel; so hear the word I speak and give them warning from me. When I say to a wicked person,
‘You will surely die,’ and you do not warn them or speak out to dissuade them from their evil ways in order to save their life, that wicked person
will die for their sin, and I will hold you accountable for their blood.” The idea here is that we would be like instruments in our Father’s hand.
When he speaks, we must speak. When he is silent, we are to be silent. If we are silent, when He speaks, we will be accountable for blood. I pray
that the LORD may use us to warn the wicked, to decry injustice, and to proclaim the name that is above all names. May Christ crucified be made
known to all. God help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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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Dear Reader,
This month’s topic is “Guarding Your Mouth and Tongue”.
As we consider the power of words, I am reminded of the
book of James which tells us that the tongue is a fire and
restless evil. This gift from the Lord is used often to burn or
delude precious image bearers of God. When we speak, we
must not forget our God, who with his words, brought life and
light into the darkness. The disciples were so convinced of this
that Peter proclaimed in John 6:68, “Lord, to whom shall we
go? 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Christ’s words drew
out the deep groaning of souls and filled them. As followers of
Christ, we must do the same.
Guarding your mouth and tongue has just as much to do
with not saying what is wrong and as with proclaiming what is
right. Your words can be the salve that binds a soul together or
a blade that punctures the heart. Sometimes, it’s what we don’t
say that hurts others the most. In order for us to not abuse the
power our Lord has entrusted us, we must take heed Jesus’
words in Luke 6:45 that remind us,” the mouth speaks what
the heart is full of.” If we are to be a people that share a pure
and trustworthy word, we must be people that are filled with
the pure and trustworthy word.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has
dwelt among us. Has He filled your heart?

伸冤在主
這一期家訊的主題是「謹守口舌」，講的是我們
要管好自己的舌頭，以免傷害別人。下一期家訊，我
們反過來看問題，當我們被別人傷害的時候，我們怎
麼辦？
羅馬書12:19說，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
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
我必報應。」希伯來書10:30說，因為我們知道誰說「伸
冤在我，我必報應」，又說「主要審判他的百姓」。聖
經講得很清楚，當我們被別人傷害的時候，我們「不要
自己伸冤，寧可讓步」，我們把一切交給神。
作為基督徒，我們有普通人的情感和情緒，當我
們被人傷害的時候，我們感到傷心、不快、委屈、甚
至憤怒，這些都是正常的情緒反應。但基督徒處理情
緒，與非基督徒有很大的不同，基督徒可以依靠主的
安慰得到平安，不必自己出面反擊，而是把一切交在
神的手裡，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神是信實公義的，我
們的傷心和委屈，神都知道，祂必為我們作主、為我
們伸冤。對於黑暗的實力、撒旦的攻擊，神必會出手
幫我們回擊和報應。所以，是否讓步，也檢驗了我們
到底是不是真的信靠神。
理論上談讓步、談伸冤在主，好像並不難，難的是
生活中真正去實踐。當你在生活中遇到別人的攻擊和
傷害，你是如何應對的？你讓步了嗎？請來與我們一
起分享。

阮秉森

Calvin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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