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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試煉

疫境中敬拜 過肢體生活
◎ 陳寶聲 牧師

雖 然問 2地0它2 0將年成過為了人還類不的到歷一史半 記， 憶毫 中無 永疑
不磨滅的一年。祈盼當你我閱讀這篇文章
之時，這超過兩百多個國家，近四百萬人
受感染，死亡人數近三十萬的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已經受到控制，
主的憐憫，這場讓千千萬萬的人被禁足關
在家中的瘟疫已經在逐漸的止息中。為
了避免病毒的傳播，人與人之間要保持
起碼兩米或六呎以上的「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所有的公眾地方要暫時封
閉，教會也被逼暫停主日崇拜等聚集；
我們不住地祈求神的施恩，叫病毒大流行
能早日終止，使受嚴重影響甚至停擺的生
活，經濟等得以恢復。
我們的教會從禮堂裡的線上直播，改
換為主日早上定時播放事前已錄制好的崇
拜聚會視頻，今年紀念主受難的特別崇
拜，以及慶賀主復活暨教會57週年慶的
感恩崇拜都是在網上渡過的，每週的主日
學，週三的禱告會，還有大大小小的家庭
小組和團契的聚會，都轉到網上透過不同
方式的社交媒體來進行。或許教會的建築
物是冷冷清清的，但教會的肢體生活卻是
熱鬧非常，弟兄姊妹間的相交從沒停止間
斷過。
我們不是常說教會不是一幢建築物
嗎？這次的疫情，讓我們活生生的學習並

經歷了這聖經中既寶貴又重要的一課。教
會是一群被神呼召，用基督耶穌寶血所買
贖，屬乎祂的神的子民。無型的病毒的確
使信徒無法以有型實體的聚集在一起敬
拜，但無所不在的神豈是活在人手所建造
的殿宇之內的呢？所羅門王禱告說：「神
果真與世人同住在地上嗎？看哪，天和天
上的天尚且不足祢居住的，何況我所建的
這殿呢？」（歷代志下6:18）當神的兒
女無法相聚在同一個地方舉行實體敬拜的
時候，難道神因此就得不到敬拜與讚美了
嗎？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止神的子民對天
上的父神發出來自心靈與誠實的敬拜和讚
美的嗎？有何種力量能阻擋中斷神的兒女
與父神的關係呢？沒有！「因為我深信無
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
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
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
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
基督耶穌裏的」（羅馬書8:38-39）。
在苦難傷痛中，願我們承認人的渺小
與脆弱，謙卑降服在神面前，讓這使人與
人隔離的病毒使我們愈發的與神親近，更
全心全意的向神呼求。在神那裡必要得著
真正的安慰與盼望，祂要賜給我們今天的
平安，和面對明天的力量。
願賜平安的主，親自隨時隨地賜平安
給你們。願主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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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切的復活主
--寫於教會57周年、格蘭朵拉分堂5周年的復活節信息

◎ 鍾世豪牧師

我 親的 愛弟的兄國姐語妹浸平信安會。的今家天人是，復主 內活
節，也是教會五十七周年慶，格蘭朵拉
分堂成立五周年的日子。在這一個前所
未有的時期，感謝神，我們仍然可以藉
著缐上崇拜，在一起敬拜神，雖然我們
不能面對面的見面，但在我腦海中浮現
出的是一張又一張非常熟悉的面孔，我
深深的懷念你們，我期盼疫情過後，我
們再次相聚在一起，一同來感恩，一同
來歡慶。
在這一段特別的日子，教會在陳寶
聲牧師帶領之下，教牧同工與弟兄姐妹
都能同心協力，在崇拜，主日學，團
契，愛心牧養和各様的事工上，都作了
最妥善的安排，我感到非常的欣慰，也
非常的感恩。
今天是復活節，我和大家分享一篇
短篇的信息，「復活的主耶穌是超越一
切的主，勝過一切的主。」
福音書上記載主耶稣超越人間的苦
難，祂勝過疾病，在祂大能的醫治下，
瞎眼的可以看見，耳聾的可以聽見，唖
吧能說話，瘸腿的可以行走，長大麻瘋
可以得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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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是超越風浪的主，有一次門徒渡
過加利利海，突然大浪洶湧澎湃，船幾
乎沉下去，門徒們都以為要喪命了，主
耶穌斥責風浪說，住了吧！靜了吧！風
浪就立刻止息了。
主耶穌是超越死亡的主，祂勝過了
死亡的權柄，祂的朋友拉撒路己經死了
四天，被葬在用大石頭封住的墓穴裡，
主耶穌呼叫他說：「拉撒路出來」，拉
撒路就活過來了。
主耶穌為了救贖人類，為我們死在
十字架上，然而第三天從死裡複活了，
祂藉著死敗壞了那掌死權的魔鬼，以致
保羅可以向死亡挑戰説：「死啊！你
的毒鈎在那裡？死啊！你的權勢在那
裡？」
我們的主是勝過人間苦難和疾病的
主，我們的主是勝過風浪和死亡的主，
在疫情施虐的今天，我們也應該憑信心
宣告，我們的主也是超越病毒的主，祂
是勝過新冠狀病毒的主。
我在網頁上看到一個非常有趣，非
常有意思的看板，病毒和主耶穌的對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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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狀病毒帶來傷害———主耶穌
帶來醫治（賽53:5）
新冠狀病毒要受控制———主耶穌
要被宣揚（彼前2:9）
新冠狀病毒帶來恐慌———主耶穌
帶來勇氣（申31:6）
新冠狀病毒使人軟弱———主耶穌
使人剛強（提後1:7）
新冠狀病毒分割我們———主耶穌
使人合一（約17:22）
新冠狀病毒使人慌亂———主耶穌
給人平安（約14:27）
新冠狀病毒是暫時的———主耶穌
是永恆的（來13:8）
新冠狀病毒帶來死亡———主耶穌
帶來生命（約10:10）
你看！這是多麽有意義的對比，主
耶穌帶給我們多大的恩典，在疫情泛濫

的時候，耶和華仍然穩坐在寶座上，所
以我們們的心，應當要平穏安靜，像斷
過奶的孩子在母親懷中（詩131:2）也
要剛強壯膽全然信靠這一位復活的救
主，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努力行
善（來10:24），祈求主耶穌隨時隨處
保守我們有十足的平安。另一方面，我
們千萬不可以大意，我們也要遵照政府
的規定和醫療專家的建議，做適當的防
範，注意衞生健康，帶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離。
今天是復活節，我們要大聲的宣掦
主耶穌復活的信息，祂誠然是從死裡復
活的主，祂是勝過一切的主！
在此，我也祝弟兄姐妹復活節快
樂，平安，健康。恭祝國語浸信會
五十七歲，格蘭朵拉分堂五歳生日快
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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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隔離 與 屬 靈 操 練
◎ 麥中堂 牧師

著2019年底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蔓
隨 延全球，南加州在2020年3月中也開
始了自願性的居家隔離。引致了民眾的恐
慌，到處出現搶購潮，經濟進入衰退，許
多商業停頓，集會停止，教會的各樣活動
和聚會都暫停了。許多人擔心這種隔離生
活怎樣過。這也是的，平時習慣了忙碌的
生活，突然之間要自我隔離很難適應。於
是囤積各種各樣的物品以求心安，藉以打
發無所事事的隔離生活。可能就是意味著
電視或上網的生活。
我發現這是一個『化妝的祝福
（a blessing in disguise）』我稱為是
『自律隔離』。自願不等於自律（SelfDi scipline ）， 自 願 是 基 於 對 環 境 和 處 境
所作的個人選擇；自律卻是一個刻意的抉
擇，是一種操練。
首先，我認為這種的隔離生活提供了
一些前所未有的條件：
1.家人相聚的機會裡—— 生活在一個
訴諸於高效率 (Productivity oriented) 的
商業社會，平日的生活節奏緊迫快速，帶
來了緊繃的張力，也大大的減少了家人相
聚的時間，同時也把家人關係拉遠了。現
在是由不得你，在隔離期間家人必須全時
間生活在一起。
2 . 舒 緩 張 力 —— 不 需 要 擠 車 上 班 了 ，
許多人暫停上班。雖然不是全部，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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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好放下平日的工作了。至少緩慢了許
多，因為整個商業的活動都慢下來了。不
但時間省了，張力也大大減少了。
3.給教會和信徒反思的機會—— 教會
必須暫停各樣需要聚集會眾的活動，盡可
能改成網絡方式來維持。許多教會牧者擔
憂，會眾散了，奉獻少了，事工停頓了，
怎麼辦？以後再招聚就困難了。其實這是
一個很好的挑戰！我們可以藉此機會深入
反思，教會是否過份依賴了各樣的節目/
Programming，活動/Activities，聚會人
數，形式禮儀，以及建築物和設備等來
維持，來衡量，甚至相互比較呢？現在好
了，教會規模大小都沒有大分別了。這是
考驗我們能否以心靈誠實敬拜主。教會真
實的屬靈內涵與素質，也會藉此浮現出來
了。對眾信徒而言，這也是一個反思和挑
戰的機會。我多年來提倡屬靈操練，所聽
到最多最大的困難，就是沒有時間。這也
是的，平信徒除了全時間上班（甚至加
班）維持家計，還要支持教會簡直是沒完
沒了的事工（可能只是活動而已）。難
啊！沒有時間靈修的確也是事實。現在有
了！
4 . 安 息 與 歸 回 —— 這 是 一 個 屬 靈 的 選
擇。是在主裡得享平靜安寧，歸回進入主
動裡面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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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都只是條件而已。條件的確
是有利於行動，然而行動至終是取決於心
志，和接踵而來的實際行為。我之所以稱
為『自律隔離』的意思，是在隔離生活的
條件上，選取自律，是有目的和主動的生
活。人雖然處在隔離生活中，卻仍然可以
藉各樣的娛樂（entertainment），電視/
電影，YouTube視頻等來打發時間。這是
被動的，受外在因素所掌控的生活，我稱
為自願的被動隔離。
不錯，隔離生活雖然提供了家人相聚
的時間，然而有意義的家人相聚並不取決
於時間。不習慣或不看重家庭生活的人，
雖然因為隔離生活有了時間，卻往往還是
做不到。因為有意義的家庭生活，是需要
學習，需要有計劃，用時間，刻意地建立
起來。並非想有就有那麼簡單。同樣，不
需要擠車或趕時間上班，也許可以減少一
些焦慮和張力。然而，焦慮和張力的源頭
不在於外在條件，而是源自人的內心。人
若缺乏安全感，價值建立在功利，效率，
及功能之上，就很難從焦慮和忙碌中得著
釋放。
其實，若能讓自己在疫情中不恐慌，
不忙亂，只買所需不搶購，相對地過一些
簡樸，不浪費，有規律的生活，這已經不
簡單，不是人人能夠做得到的。這個本身
就是一種操練。如果在操練中，能夠結合
靈性的追求，一心向主。對基督徒而言，
這種自律隔離生活，將會是個很好的屬靈
操練的機會。生活節奏是自律生活的重要
元素，以下分享我個人的生活節奏，純屬
個人選擇，只作參考。
•晨曦默想與主相交——清晨是我一
天中最清醒，靈思最敏銳的時刻，也是與
主靈交最親近，最美好的時段。安靜、沉
思 默 想 、 禱 告 、 對 話 …… 在 靈 裡 與 主 交

流。現在居家隔離，這段靈交時段，不但
可以隨己意延長至幾個小時，並且往往是
不受打擾的。
• 作 工 的 時 段 —— 上 午 約 9 - 1 2 時 ，
是我效率最好的時段。寫作、閱讀、研
習、探究等，這是理性的運作，讓理性得
著足夠的操練。根據 Richard Foster，
discipline of study，是重要的屬靈操練
之一。
•休息與歡愉——午後的數小時隨心
所好，做喜歡的事，與家人同樂。
•步行靜思——下午用晚餐前二至三
小時，在附近的山頭小徑步行，一方面是
運動（健身室因疫情暫停開放），一方面
是安靜思想，回顧反省。自省的操練，是
在禱告中讓聖靈引導自己，回看近日的心
思意念、行事為人、待人接物；心中的厭
惡或偏好、執著或逃避的現實；以及不受
控制的情緒等。在聖靈的光照之下，正反
思量，向主求問，與主對話。
• 一 天 的 結 束 —— 晚 餐 後 ， 閒 話 家
常，家庭生活，禱告（個人禱告，群體網
上禱告）及預備休息。
生活節奏不是規則或條例（參Sacred
Rhythms 一書）。它靈活而有規律，在
規範中有創意，可以隨需要調動調整，切
莫為了自律而做。就如一位漂亮的姑娘，
指著美麗的月亮叫大家看。結果有的人看
到月亮，有的卻只看見姑娘。我們大概沒
太多機會過居家隔離的生活，雖然是因為
新冠病毒逼不得已，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獲
得寶貴的祝福。
祝大家闔家平安。
（轉載自“愛與衝突和睦事工”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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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發之省思與祈禱
◎ 程行中

回想生活在這個世代，有人說應有開放自
由的思想，所以好萊塢興起了電視、
電影的色情、暴力等影片，大家樂於觀看，
認為只不過在反映社會實況，因此毒品、強
姦、謀殺、槍殺等層出不窮；某國興起世界
多處戰爭,是為了多賣軍火，得以成為世界最
強,但卻流了無辜人的血，造成上百萬人傷亡
流離；推動墮胎，同性戀合法化，也是為了
選票！不管神的感受……
美國去年發生40年來最嚴重的乙型流
感(當時沒測試是否有COVID-19)；澳洲
山火災持續五個月；印尼大洪水，數千房
屋被毀；非洲爆發約4000億隻蝗災；巴西
罕見暴雨，造成二萬餘人流離失所；菲律
賓火山噴發，數万居民撤離 …… 世人卻不
聽神向我們不斷的警告!
今 年 C O V ID -19 在全世界暴發，美國
感染者成為世界第一！美國發出STAY AT
HOME，死亡人數仍倍增，在意想不到的
艱困面前，驚恐隨之而來，唯有我們基督
徒會謹慎謙卑，帶著敬畏戰兢的心面對上
帝的審判，而非幸災樂禍的心。要省思,身
為一個基督徒，不要熱心轉發微信文章，
因為很多是假的，也有半真半假的，若沒
有分辨的能力，則熱心不是為主做，而是
被魔鬼利用了，唯願大家現在在家多讀聖
經、多禱告、省思及線上傳福音。
讀經發現，在聖經中有五次瘟疫的歷史:
第一次：出埃及記九章，因法老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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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硬，遭瘟疫，埃及的牲畜幾乎都死了。
第二次：民數記14章，因探子的不
信，報惡信，遭瘟疫，死了 10 人。
第三次：民數記 16 章，因可拉黨人的
背叛，遭瘟疫，死了 14,700 人。
第四次：民數記 25 章，因以色列人行
淫亂與拜偶像，遭瘟疫，死了 24,000 人。
第五次：撒母耳記下 24 章，因大衛數
點百姓得罪神，遭瘟疫，死了 70,000 人。
可見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數越來越大!
從聖經中我們看見，帶來瘟疫的原因
是：神的子民被埃及（世界）霸占，存不
信的惡心、驕傲、淫亂和拜偶像(瑪門)、
憑自己的意思事奉、忽略上帝不斷的警
告，結果使耶和華的怒氣發作臨到全地。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幾乎所有的基督
徒為各國、各地、各民及各醫務人員流淚
禱告,甚至禁食禱告,為捐款、為運送急需
物資、為每一個被治癒的生命,而有過不少
欣喜的鼓舞。然而，在這段時間裡我們也
看到了人性中非常真實的寫照，當然有許
多閃亮的美好。讓我們看到那些陷在黑暗
中的靈魂，不禁讓我們深感靈魂裡的病毒
比身體上的病毒更可怕！他們不善待受苦
受難的人；他們幸災樂禍地慶祝苦難落到
了別人的頭上，開始恥笑還在悲痛中掙扎
的鄰舍並互相指責,沒有彼此相愛援助而遭
神怒！以至疫情大暴發,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疫情的試煉
10章28節語重心長的對我們說:「那殺身
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
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
我們要對罪警醒，因為罪使靈魂永遠沉
淪 …… 要省思，人們談論疫情是容易的，
但瘟疫臨到自身時,則是一座大山壓來，
不堪重負！可曾想過世上生命結束時的情
景？思想過那超越墳墓的永恆嗎？可曾提
前試著未雨綢繆，預作準備？要省思，上
帝常會藉著災難向沉睡的人喊話,讓人的靈
魂能夠清醒過來，讓人不得不思想生命的
意義，避免陷入那不可挽回的更大災難。
深信只有來自至高的愛才能喚醒每一個人,
當人的目光離開對短暫事物的貪戀，轉身
投向永恆，才算是真正地覺醒！唯有全能
的神能夠帶領我們戰勝所有艱難，醫治我
們的創傷與病毒，保守我們的身、心、
靈！要想想，神如何帶領當年的摩西,約
書亞如今也怎樣帶領我們！所以當剛強壯
膽！因為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我們的
神必與我們同在!
我們正處在病毒的暴發期，當前的災
難一樁接一樁，人一個個的倒下，一個個
的呻吟；而醫護者一個個不知困乏疲倦
站在零距離患者跟前，他們的辛苦，看到
這一切的一切，忍不住讓我們高聲呼喊祈
求：主啊！救救他們吧！饒恕我們一個個
的罪吧！除祢以外別無拯救，唯有祢是
我們的盼望，唯願我們在這個特殊的年
份，多多來到主的面前，警醒禱告，認罪
悔改，願聖靈開啟我們，能聆聽祂的話
語，能接受上帝話語的安慰。願祂的話語
點亮我們的心，使我們充滿信心、愛心與
盼望！願人人剛強壯膽！能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
看到現今美國及世界因病毒失控淒慘
之現狀，要省思，在那些冰冷的因瘟疫死

亡的數字後面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帶著
絕望離開了自己的家人，多數人臨終前沒
有家人的陪伴！這世界是否正遭遇非常的
災難？是否臨到無止盡火煉的試驗？在磨
難中好像看不見結束的那天 …… 於是靈下
沉，心苦泣而悲痛？然而，要想想，主親
身經歷一切憂患痛苦，祂深知任何人所面
臨的一切，也知道這磨難的日期。祂會用
祂的膀臂托著，賜足夠的恩典和力量，使
我們勝過一切的試煉，因凡經過試煉才能
得精金！基督徒最豐富的生命，是從各種
苦難和試煉下掙扎出來的。要想想,優良的
屬神的品格，大都是從苦難的熔爐中錘煉
出來的！因此我們靠著主，就「不喪膽！
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
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
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4:16-17)我們
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慈
悲的父在一切患難中安慰我們，患難使我
們更加認識神，依靠神，更加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的軟弱和無能。更加認清世界，
更加認識自己的罪。更加捨己背起自己的
十字架跟從主！因為神的愛藏在十字架
裡，當我們謙卑柔和，我們就能用神所賜
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而乘機傳
福音！若不明白它的奧秘，就難以認識神!
STAY AT HOME閒在家，無聊壓一粒
芝麻，迅即芳香出來，進而體悟：一顆壓
傷的心，才會發出神愛的芬芳來。我們總
以為自己的磨難非常大，回想過去，在喪
子之痛的同時又遭人無數攻擊 …… 進入死
陰幽谷,以致陷入哀莫大於心死的痛苦中，
只剩下一絲微弱的氣息，以為再沒有希望
了。然而在造天地的主豈有難成的事呢？
主在我身上有個極深的心意，沒有祂的許
可，我的頭髮一根也不會落地。祂必用大
能和伸出來的膀臂來環抱我，祂要在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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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人身上成就祂要成就的事!
要省思，我們STAY AT HOME為防
疫情被困，就好像被關在籠子裡一樣，我
們急著擺脫目前的困境，急著解決問題，
急著做事，急著發表看法，只在主面前呼
求 數 下 ， 沒 等 回 應 就 不 見 了 …… 當 環 境
迫使我們好不容易安靜下來，回到主的身
邊，發現原來我們繞了一大圈，神早在那
裡等待我們。主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
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以賽亞
書 30:15)。神的路是最美善的，祂沒有
難成的事，任何臨到我們身上的事都有神
的美意！我們當倚靠祂，並且在凡事上都
要認定祂，等候祂，祂必指引我們當行的
路。深信善意的傳染力比病毒還強，那就
讓我們一起來傳播善意吧！願大家都參與
傳福音，願美國和全球疫情早日結束！
親愛的阿爸父，孩兒為所有不尊重生
命的行為向祢認罪悔改；為所有人類的悖

逆、驕傲和偏執向祢認罪悔改；為所有不
相信祢、不敬畏祢的人向祢禱告悔改；為
所有拜偶像(瑪門)、行邪惡的人向祢禱
告悔改；為貪婪的罪、饕餮的罪、眼目的
罪、坑人的罪、謊言的罪，欺騙的罪，欺
凌弱者沒有愛的罪向祢認罪悔改。
主啊！現在每天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
瘟疫肆虐殺害痛苦，求祢賜下醫治！求祢
保守、看顧直接同瘟疫病毒奮戰的醫護人
員，他們因為挽救病人的生命而不顧及自
己的生命，這是蒙祢喜悅的行為！求祢看
顧、保護、帶領！主啊！現在死亡的人數
不斷倍增,求祢拾起他們撒手遺下的悲傷，
用祢神奇的愛安撫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並讓
全世界的人都感受要“彼此互助、相愛,
不再互鬥、比強”！主啊，求祢興起傳福
音的人並賜與所有人都有得救及永生的盼
望，阿們!

主(歌詞)
在蒙冤受苦中，該怎麼辦?
疫情爆發，但主與我同在。
我遵主旨而行，我不怕被感染！
主啊！光照於我，伴我渡過，賜我平安。
主啊！聖靈帶領，細微小聲，我要傾聽。
聽命順服，哪怕走崎嶇的險徑。
無論再大險境，這是祢的帶領！
聽命順服，哪怕走崎嶇的險徑。
無論再大險境，這是祢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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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門徒得平安
最 近，新型冠狀病毒在世界傳染流行，
形成一次世界性的災難。這個疫情弄
得人心慌慌，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三月初，政府規定停止大、小聚會，用隔
離的辦法防止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染，因
而停止許多社會活動。我們教會的主日崇
拜和團契，及主日學等都暫時停止聚會，
主日崇拜在網上聽牧師傳遞神的信息。三
月十五日，主日，我們敬重的陳寶聲牧師
證道時引用了帖撒羅尼迦後書三章十六節
經文“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
平安，願主與你們眾人同在。”傳遞給本
教會和其他方面也在網上進行敬拜的主的
門徒和朋友，使大家心靈得平安得安寧。
今年的一月，在新聞報導中，新冠病
毒在中國武漢地區暴發和傳染，三月初，
歐洲的一些國家也發生病毒的傳染，前者
是當地的政府官員好大喜功，對實際的疫
情不實事求是，新的病毒來了不重視，反
而逆向行事，慶功宴客，把整個武漢弄成
個病毒的重災區；後者是大而化之，不把
新冠病毒當回事，以致疫情發展的嚴重程
度超過了前者。我們的居住地加州洛杉磯
的政府和居民，一直在注意這個疫情的發
展，政府於三月十九號宣布封城以隔離病
毒的傳染，防止疫情的發展，這種隔離病
毒的方法雖然古老、但仍然是目前最有效
的辦法。
病毒是人類的天敵，自古以來人類為
了消滅各種病毒積累了許多經驗，隔離病
毒與人的接觸，是一個最重要也是有效
的辦法。這次中國大陸對抗新冠病毒過程
中，據報導：在武漢的武昌，有一個醫療
隊要求隊裡的成員每天服用Vitamin C，

◎ 張雲鶴

加上使用隔離物品的防護，沒有一個得病
的；中國的山西省，採取中、西醫聯合對
待病情的綜合治療，重症者服藥後症狀減
輕，輕症者服藥疾病得到治愈。他們除採
用對症療法，還用了中醫稱之為“益氣固
本、清熱解毒”的辯法施治，得到最佳效
果；另有好幾位有名中醫認為這種瘟疫用
驅寒濕的辦法，即用3-5片生薑煮水，加點
蜂蜜趁熱喝，可驅病毒，具有防範效果；
中醫亦認為大蒜具有防抗病毒的能力，中
國山東省的蘭陵縣，生產的大蒜銷售全
國，多人往返武漢地區，全縣124萬人沒
有一人被傳染生病的。以上這些都是人的
智慧，採用這些辦法來對抗病毒對人的侵
襲。行文至此，寫了這些話在家訊上是不
是文不對題，想到大陸的流行病學專家提
出，這種病毒在今冬有可能小範圍再次發
生，以上這些辦法都是經過實踐行之有效
的方法，可以留存作參考。
病毒怕熱不怕冷，我住在愛爾蒙地
市，天氣預報三月二十一、二號都是雨
天，但是這兩天，一早就出了大太陽，直
到二十二號晚上才下起雨來，我感到是父
神聽了我們眾門徒的禱告。我們的神啊，
我們人的力量何等渺小，只能在局部的小
範圍來抗爭病毒，祢是創造宇宙的神，祢
無所不能，求祢保護我們，求祢垂聽我們
的禱告，堅固祢的眾兒女的心。祢對我們
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
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是世人所賜的，你
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翰福
音14:27）。你們都當剛強，我的靈在你們
中間，你們不要懼怕（哈該書二章）。阿
們！
2020 年 05 月第 15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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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必將穿透霧霾

◎ 40 2 小 組

（疫情來臨，教會改為網絡崇拜，起初我們都有各種的不適應，以下就是 402 小組一位姐妹的
分享，透過她的優美的文字，讓我們彼此激勵，永不放棄！）

主 日清晨，天氣陰冷，還飄著小雨絲，照常夾著聖經端著咖啡出了門。打開車門剎那
忽然想起今天教會因疫情擴散而暫停了！我寞然地坐在車裡有些傷感，也有一點惆
悵……來到美國這麼多年了，唯一不用買票，無論身份就能享受安慰祝福平靜的地方，多
少次陪我度過孤獨煎熬病痛的聖堂也關閉了！這還是頭一回呵……
感覺有點發悶不適。醒了，原來是夢喔，可也是現實！索性起床了，透過窗戶遠眺群
山被濃霧籠罩，如浮雲似河川。怎不見太陽？心中卻十分確定：陽光必將穿透霧霾，灑滿
人間！
回到書桌，翻開詩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我要論到
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塞，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你必不怕黑夜的
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間滅人的毒病。」
隔離乃是獨處，遠離喧囂。忙碌的生活靜下來QT何其不易！可見如今神利用特殊時期
特殊方式召喚祂的兒女回歸上帝寶座之前，單單仰望交托跟隨祂！願主的旨意成全！

教會攝影團契雪山拍攝 (David Chang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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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是部隊番號嗎？
◎ 402小組
3月20日原本是402家庭小組聚會的日子，但由于疫情，那
天的聚會暂停了。記起了幾年前寫過的一篇短文：有新朋友來
聚會的時候問道，為什麼你們家庭小組用數字「402」來命名？
好像是軍隊裡的部隊番號。這些朋友的聯想有創意，也沒錯，
我們本來就是上帝的軍隊，耶和華是我們的大元帥！
當年以色列百姓浩浩蕩蕩出埃及入曠野，神以雲柱與火柱
引領他們（出13:22），更是以雲柱火柱保護他們「雲彩停留在
帳幕上，無論是兩天，是一個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住營不
起行」（民19:22）
弟兄姐妹，今天神在這疫情漫延境況中讓我們各自居家
(Stay home), 我們就要順服安靜。居家并非整天看電視刷手
機，隨著負面消息心情起伏。乃是要堅持QT, 與神交通。
當時「活潑的生命」進入《哈該書》的學習，周六的經文
（哈2:16）說：「有人來到穀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
有人來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為什麼呢？
「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漏的
囊中。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哈
1:6-7）。上帝通過先知嚴肅的提醒以色列人：到了重建聖殿的
時候了！「從今日起（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日子），我必賜福與
你們」（哈2:19）。是啊，百姓延緩了（16年）重建損毀的聖
殿，只關心專注自己的事，就導致了廣種薄收，事與願違的結
果。捫心自問：我心中的聖殿多久沒有好好地看守了？是否也
應該清掃門前的落葉，擦淨楹樑上的塵埃呢？神啊，求祢進入
同在！
請讓我們同心祈禱「我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我們得力在
乎平靜安穩」（賽30:15）。願上帝常住我們的靈宮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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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冤在我 我必報應
◎ 陳東昇 牧 師

公

義是上帝的屬性。按著上帝形
象所造的人，內心都放不下那
份對公義的渴求與執著。然而，罪
進入了世界，扭曲了人原來美好的
本性。當不公義的事來臨，伸冤的
吶喊聲也隨之而來。但何時公義才
會重現呢？又是誰，來伸冤呢？誰
有資格來審判，誰有智慧下判斷，
誰又有能力來執行呢?
人類第一宗謀殺案，是發生在
第一對親兄弟之間!哥哥該隱忌妒
弟弟亞伯所獻的祭蒙神悅納，該隱
臉色大變，憤怒填胸。最後，約好
弟弟在田間，把他毒打一頓，殺了
他。這時，神對該隱說:“你作了甚
麼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裏
向我哀告。地開了口，從你手裏接
受你兄弟的血;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
詛。”
原來，就算受屈者吐出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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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氣,他流入黃土的血仍然可以向上
帝喊冤。神說:“伸冤在我，我必報
應。(羅12:19;來10:30)”地上一切
可以審理冤情、執行公義的權柄機構
和人士，他們只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
人。上帝賜給地上的政府有權柄，各
地的組織機構有掌權的管理人，在學
校有老師，在家裡有家長，這些都是
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他們應該按照
上帝的心意，在地上秉行公義，伸張
正義，為受屈者伸冤，以致上帝的公
義良善，可以藉著他們在地上彰顯。
這些代理人，有時也可能會忘記或忽
略了為受屈者伸冤，但上帝的審判，
最終總會來到。難怪,中國人也有一
句老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
是沒報，時候未到。”
在生活中，也難免會遇到冤情，
夾雜在人與人交往複雜的關係中。當
人受到不公不義的對待，卻發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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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處理不了，世上的權柄也處理不
了，這時，他該如何去面對呢？有人
會寡寡不歡，憂鬱自責;有人會憤世
嫉俗，破口大罵;還有些人會忍辱負
重，靜觀期待，還擊報復……。但神
的兒女們，面對當前的不公不義，面
對心中伸冤的渴求，可以做些甚麼
呢？打開聖經，來到天父面前求問，
去尋找新的曙光？上帝的回應讓我們
咋舌:“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為自己
伸冤，寧可讓步，因為伸冤在我，我
必報應……。所以，你的仇敵餓了就
給他吃……。”“要愛你們的仇敵，
為他們祝福。”讓步?愛仇敵？真讓
我們大跌眼鏡。其實，上帝絕對不是
視之不理，而是要在祂公義與慈愛的
屬性裡，做出最有智慧的判決。上帝
的做事方法，往往跟我們不一樣。祂
看到的，更高，更遠，更深，更長。
哲學家說得好，當我們言之鑿鑿，在
上帝面前數算對頭人在我身上所做的
傷害與不義之事；公義的上帝也看見
我們對其他人所做的不義與傷害。如
此，當你要求上帝為你伸冤，懲罰對
頭人時，上帝也要對你做出同等的量

刑與懲罰。這真的是你我想要的結果
嗎？
一天，受屈的孩子向神呼求。
神說:“孩子啊，你要甚麼?”“我
要伸冤啊，那人做了詭詐又傷我的
事，你沒看見嗎?你為何不處罰他
呢?”上帝回答說:“我看見了，你
講得都對，我們商討一下如何處罰
他吧。最簡單，讓他立刻丟了工作
如何?”“千萬不可，他要養一家大
小。失業後他們一家吃甚麼?”“那
麼，給他一個嚴重疾病，臥床不起
如何?”“千萬不可，他若臥病不
起，他太太還要照顧他，還要照顧
小孩，不行不行。”“那簡單一點:
我立刻叫他離世，把他接回天家如
何?”“不行不行，雖然他幹的事對
我不公平，但也不致立刻死去吧?”
上帝慈祥地問:“那你想我怎麼去對
付他呢?”“上帝啊，祢是全知又全
智的神，我就把他交給祢，祢的決定
一定最好。”是的。親愛的弟兄啊。
不要為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
怒。因為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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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冤受苦該怎麼辦?
◎ 程行 中

若 一個沒有信主的人，在蒙冤受苦中，不斷
地被有心人無中生有地抹黑、抹黃、裁
贓、誣陷甚至被媒體渲染，進而被眾人指責，
孤立無援，長期下來，就被逼得走頭無路而抓
狂，為了一了百了，就以自殺來表清白，以求
清靜。
但是，若我們是基督徒，在苦難受冤中，
有神的同在與話語作安慰，主說「我的恩典夠
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林後12:9)；還有無論我們身處何境，
都有肢體的代禱和關懷，哈利路亞！感謝讚美
主！所以，作為一個基督徒並不孤單，再加上
只要是真心跟隨主的人，就非常相信: 蒙冤不
是由自己或人來判斷，乃是由主來判斷。因此
自然而然產生了伸冤在主的自律觀，將一切冤
枉都交給主，一般人初期很自然的就根據聖經
所說: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
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1:21)而
全然交託，可是進行到中期，仍未解決，再等
候，仍未果，痛苦逐漸生出，如果期間很長，
同時又遭為你代禱的人因眾口鑠金，也不再相
信……就會受更深的打擊、冤枉、迫害，不知
何時才能走出不冤之門，因此在此特別探討，
如何引用聖經或神的話語來做到伸冤在主，渡
過這個階段。
大部分基督徒都因在痛苦期徘徊太久，
把痛苦當作是神對我們的試煉！以致於大家都
認為：我們的屬靈修養及生命，是因試煉而充
實，並有盼望。但這個時期拖太長，就感覺到
地獄好像鯨魚張開了吸入口的門戶，靈魂如入
羅網之中，想到約伯的遭遇，而相信神是同意
讓我們落到魔鬼的手掌中。在這個時期，真信
者，就是永遠把靈魂依賴交託給神，相信遲早
會真相大白，不管這試煉時期有多長，總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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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作為，並且相信在此同時，自己因此也
在一天天地改變，這種自律的表現，深信是解
決冤枉的首要方案。所以完全交託，本著伸冤
在主的精神。缺少這種自律觀，就不可能解決
任何從撒但不斷發出來的麻煩和困難。約伯記
中，約伯在人生最低谷，財盡失，子女亡，還
身患重病，最潦倒痛苦的時候，又遭好朋友的
攻擊卻不忘敬畏神，不以口犯罪，也不遠離
神，仍然讚美神。這是應當效法的，不過對我
這年長者來說，這種苦難蒙冤，說說容易，面
對現實不斷攻擊，就很難做到。
那麼該怎麼辦？我會再看看保羅的處理，
他為傳福音，長期被逼迫、傷害、受苦……我
也會再從福音書上體悟深思保羅的話語:「誰
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
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我深信無論是
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
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
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
隔絕！」(羅8:35，38-39)；又說：「不要自
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主說：
「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12:19)。從讀經默
想體悟到: 因為憤怒的背後，是屬靈的爭戰，
這是魔鬼所設的陷阱和攻擊，無論我們處在甚
麼位置，甚麼角色，甚麼責任或權力，只要是
基督徒，便應按著聖經的教導，好好控制我們
的憤怒情緒，要小心高血壓，中風等病，在憤
怒中說話更是會因情緒失控而易產生！我們是
屬主的人，都應該用屬靈的原則和方法來處理
和解決事情。這樣我們才不會跌入魔鬼撒但的
圈套，不單損害自己，也破壞了人的關係，更
傷害了神的家！所以「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
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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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
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4:6-7)。要搞清
楚，魔鬼比我們更有能力，智商比我們更高，
也更有經驗！魔鬼有幾千年和神的兒女爭戰的
經驗，而我們信主才幾年，十幾年，最多幾十
年。所以，在與魔鬼的爭戰中，若靠著自己一
定失敗。保羅說「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
靠著主，倚賴祂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弗6:10）。所以詩篇91、97、98篇中說，
我們要投靠在神翅膀的蔭下，要認罪悔改、靠
神戰勝自己及世界並感謝讚美神！這也是在
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衝擊中，許多牧者常
引用的。在這場看不見的屬靈爭戰中，我們要
有合宜的心態。
一方面，我們不要輕看魔鬼的能力和魔
鬼的作為，不要輕看這場屬靈的爭戰。另一
方面，我們絕不要懼怕，以至惶惶不可終日。
因為靠著主，我們必能得勝！因主已在十字架
上得勝！主已經徹底地擊潰了邪惡的勢力，此
外，魔鬼的作為也在神主權的掌管之下！要知
道在約伯記中，撒但攻擊約伯，必須經過神的
允許。正如有人說，魔鬼就好像一隻被拴著鍊
子的惡犬或獅子，它活動的範圍不能超過鍊
子限制的範圍。要相信主的話「主是幫助我
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來
1 3 : 6 ) ； 詩 篇 11 8 : 5 說 「 我 在 急 難 中 求 告 耶 和
華，祂就應允我，把我安置在寬闊之地」一切
都在主的手中!「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
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
隨時的幫助」(來4:16 )；由於我們是處在黑
夜裡，看不見未來，也看不見神，但相信神與
我們同在，祂理解我們的處境。所以要學習在
困境中以耐心、順服，等候神的安排。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
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
的嘆息替我們禱告，鑑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
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我
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8:26-28) 所
以「我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神顧念
我們」(彼前5:7)。每一件憂慮都化為禱告，
冤枉愈重，就愈需要禱告！當禱告的時候，靠
著聖靈就能看見心思裡的重擔和自己靈裡所有

的問題。所以當問自己“我受冤何在？我的靈
為什麼被壓制而不快樂，也不得釋放自由？為
什 麼 那 樣 怕 ？ 怕 什 麼 ? …… ” 不 斷 反 思 後 ， 逐
一提出，靠著聖靈讓心思活活潑潑的轉動，將
一切攪擾自己的事情逐一的禱告過，隨時聆聽
聖靈向我所發的微音，直達某點，覺得自己的
靈，即得著釋放與平安，因此就可以下斷案
說，那個就是受壓，不能釋放的原因。當時就
抓住這點在神前求告，環境就跟著改變，這樣
自己的靈就必得平安，壓力得釋放。
但這樣的作法在起初的時候也許是困難
的，因為自己的靈被許多糾纏而未發出的禱告
所重壓。所以應當學習多方面的發抒那壓制靈
裡的重擔，把它切割成小塊並且繼續一一的向
主傾訴，與聖靈互動，直到重擔除去，一切的
悶氣都從禱告中透出。靈未得釋放之前，如果
停止禱告，是很危險的。當自己的靈稍為得著
一點釋放的時候，常會遭試探，以為可以停止
禱告，認為已經沒事了……；那知在這時候，
正是開始真實的屬靈爭戰！這種試探是要叫自
己的心思及力量轉到別種思想和工作上去，自
己的靈就受阻礙，就像COVID-19最初美國的
情形，好叫這樣一放鬆，造成大爆發。所以求
主幫助，願能專心地認罪禱告、悔改，將所有
的重擔與冤枉，一件，一件地，毫無遺漏地，
有系統的，有層次地藉由禱告交託給神，相信
伸冤在主!
慈愛的父神，求祢的愛充滿孩兒，求祢給
孩兒足夠的信心，堅定相信祢對孩兒的愛和應
許。讓孩兒在極患難的時候也能口出讚美的聲
音，更祈求祢幫助孩兒能夠像約伯一樣，在徬
徨無助、痛苦失措，迷茫看不到方向的時候來
到祢的面前尋求答案，因為祢有一切的答案。
求祢查驗孩兒所行的一切，有沒有帶著怨毒
與報復的心，只求主使孩兒剛強壯膽，不再膽
怯害怕；願祢賜智慧，幫助孩兒的口能說智慧
的話，常用讚美和感謝來保守孩兒，進而得喜
樂與釋放。主啊！求祢在仇敵面前為我擺設筵
席，這是祢為孩兒伸冤得勝的慶功宴，好叫孩
兒相信耶和華的膀臂未曾縮短；孩兒愛祢，心
歸祢！願祢隨時放置孩兒在安全的高處，能看
到萬軍之耶和華為愛祢的人爭戰，感謝讚美父
神，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聖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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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光照 伸冤在主
常 聽有人說：“我真冤啊！＂“老天對我
不公啊！＂從歷史到現在，在這個世界
上有冤屈，有不公，這是事實。但是到底是
真冤、假冤，恐怕沒有人、沒有法庭判斷準
確。正如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豈不知這車
碾壓了多少英烈忠魂，抗金英雄岳飛被奸臣
所害，岳王墓前至今秦檜長跪不起，難道宋
朝皇帝不昏庸無恥嗎？慶幸的是歷史留下了
“滿江紅＂的氣壯山河的壯歌，歷史大文人
屈原含冤投江而死，幸而留下“天問＂美妙
詩句。
歷史時代如此，當今世代也如此。曾幾
何時在神洲大地祖國的上空，充滿了亂星閃
耀，踢球的成為球星，唱幾首歌的成為歌
星，演電影的成為影星，滿嘴低級下流的小
品演員成為笑星，他們可以賺得幾百萬幾千
萬的錢，而為國家創造財富的廣大工人，農
民卻生活在苦難之中，那些為祖國貢獻極大
的科學家們也僅僅是溫飽而已。這一切公平
嗎？合理嗎？難怪有人哀嘆“搞導彈的不如
賣茶蛋的，搞科研的不如唱二人轉的。一個
國家缺少光明，才讓濫星放光。一個小丑趙
某某何德何能，除了歪脖瞪眼搞笑，有什
麼高雅，但可以買飛機，而數學領域作出偉
大貢獻的陳景潤卻擠公交上下班，難道這公
平嗎？這正常嗎？不公就是不公，冤屈就是
冤屈，請問這一切是誰造成的？難怪孔孟大
呼：天下無道，世衰道微。真是楚天千里清
秋，洞庭三萬煙雲吞吐，往事成追憶。
年齡能製造老人，不能製造聖人。我今
年七十有七，幾十年的尋找，徘徊，掙扎與
痛苦，我飽嚐了沒信仰的痛苦，也飽嚐了錯
信仰的悲哀。我懷著一顆流浪的心，尋找歸
家的路。2012年我終於懂得了在十字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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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貴元
前，在耶穌愛中無須徘徊，十字架簡單而
深刻，明了而真實。一顆流浪的心，曾問
自己，心寒意冷情淒涼；問蒼天，蒼天無語
我迷茫；問賢哲，賢哲不答；問青山，青山
隱隱；問綠水，綠水悠悠。慶幸的是主召喚
我，叫我認家。天無絕人之路，這天就是耶
穌，這路就是信主之路。
世界昏暗，道德淪喪，當然有不公，有
欺壓，有冤屈，但是歷史是神創造的，歷史
書是統治者寫的，所以世界上不可能公義，
人不可能有公正的判決，審判的權柄在我
主，每個人都不能離開神的審判，神是全然
公義。
人類並非孤島，人類的名字叫“脆弱＂。
基督徒並非意味著不經受苦難和不受冤屈的特
權。憂傷之路，行人絡繹不絕，這是天堂之
路，羊群無一幸免。冤屈並不全有答案。但有
一點可以肯定，面對冤屈基督徒一定更勇敢和
樂觀，因為心中有主，無懼怕，有主心自靜。
耶穌的寶血洗去了我們的原罪，但不等
於我們不跌倒，所以：
屬世：常怨天怨地。地也，你不分好歹
之人何為地；天也，你錯判賢愚
何為天。
屬靈：認罪悔改作新人，以神為尊。
屬世：尋找長生不老藥。
屬靈：仰望我主應許的永生。
屬世：面對冤屈，哭天叫地。
屬靈：心地坦然，堅信伸冤在主。
屬世：沒有永久的家園，沒有永遠的團
圓。
屬靈：揹起十字架，與主同行，必得到
永恆的生命，回到歸主的家园。

綜合園地

挑西瓜的學問
◎ 賈愛軍

西

瓜是大眾水果，喜歡的人很多。不
但物美價廉，鮮甜汁多，還含有人
體所需要的多種營養。在酷熱的夏季，
吃上一片又甜又沙，多汁味美的西瓜，
對許多人來講，都是非常愜意的事情，
也是一種美好的享受。但前提是，那西
瓜必須是熟的，如果閣下不幸吃到的是
一個生瓜蛋，那就另當別論了。
世人都喜歡味美多汁的熟西瓜，沒
有人喜歡生瓜蛋。可是，一個西瓜的生
熟從外表上又很難看出來，所以，世上
就流傳着很多挑西瓜的學問：
有的說，要看西瓜的顏色和紋路；
有的說，要看西瓜摘下来的那个瓜蒂；
還有的說，要看瓜皮的軟硬程度……。
當然，最流行且被廣泛使用的方法則是
“拍瓜法”。就是輕輕拍瓜皮，通過西
瓜發出的聲音來斷定西瓜的生熟。
儘管挑西瓜的方法很多，但是敢百
分之百打保票，說自己每次挑的都是又
甜又沙的熟西瓜的人并不多。因為就像
“人心隔肚皮”一樣，瓜瓤也隔着瓜
皮，在西瓜沒有被切開之前，誰也沒有
把握知道裡面的瓜瓤如何？我自認為自
己挑西瓜的技術還可以，但也有一次

“馬失前蹄”的經歷，挑回家的西瓜切
開後，里面的瓜瓤白白的。惹的我家姊
妹禁不住地取笑我，說我犯了方向性錯
誤，錯把冬瓜當西瓜。但是，她的嘲笑
倒是激發了我的“創意”思維，幫助我
發明了“西瓜排骨燙”。味道還不錯。
如果哪位弟兄姐妹不幸抱回家一個生瓜
蛋，也可以試試我的“西瓜排骨燙”。
可能是年紀越來越大的緣故吧，年
過花甲之後，遇事特別容易聯想。晚
上睡不著，想着想着西瓜的事，不知怎
的，突然跳到了唱詩班的事奉上：一個
西瓜熟不熟，從外表上很難看出來，但
是用刀切開，就能一眼看出來。一個詩
班員對詩歌裡的歌詞，韻律和節奏掌握
的熟練不熟練，穿著詩袍站在台上很難
分辨出來，但是一開口唱詩，就能馬上
聽出來。想到有很多次，在登台獻詩
前，自己對詩歌裡的歌詞，韻律和節奏
的掌握，遠沒有達到百分之百的嫻熟，
就像將一個半生不熟的西瓜獻在了主的
祭壇前一樣；想到這裡，心裡驟然有一
種很大的驚恐和虧欠……。
內心禁不住向主默默呼求：“主
啊，求你饒恕，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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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張蕭千惠姊妹
◎ 鍾世豪牧師、師母
親愛的張信弟兄：千惠走了，我們都十分
的不捨，太多的回憶湧入我們的心，想起我們在
彼此慶祝生日時，共享午餐的情誼，在歡慶的日
子，共享喜樂的時光，這些事雖然都已成了過
去，卻仍然歷久彌新，深深留下了溫馨的回憶。
敎會中許多姐妹弟兄，都深深的懷念她，婦女
會正搜集一些紀念她的短文，準備刊在教會的家
訊，您失去了多年陪伴您的千惠，心中的失落和
悲痛，我們無法全然感受，但我想千恵一定是希
望您好好的過日子，您有這麽好的女兒，女婿，
還有乖巧的孫輩們，他們也盼望您能照顧他們
呢！
千惠去了更美的地方，再也沒有病痛的折
磨，希望您也可以為她獻上您愛的祝福！我們在
祈禱中紀念您！

◎ 陳寶聲 牧師
張蕭千惠姊妹走了，回到她所愛的天父那
裡，在那榮耀永恆的天家，她又再次高聲的歌唱
讚美神了。回想每一次探望千惠姊妹，都是那麼
的歡愉喜樂的時光，縱然她的身體已經是那麼的
虛弱，癌細胞也不斷地煎熬著她，然而，她的臉
上總是掛著神賜給她那特有的笑容，她的言談仍
舊是滿滿的風趣幽默。我不會忘記她的笑聲，不
忘記她豪爽開朗的性格。或許因為她在德州唸大
學，我和師母也是在德州讀神學的緣故，從第一
次認識她開始，就覺得與她份外的親近。她喜歡
唱歌和作曲，常常將自己的作品唱給大家聽，她
更樂於將上帝賜她的祝福與眾人分享。她為人
慷慨熱誠，在教會裡熱心的參與事奉更是有目共
睹的，這一切的一切都叫我們加倍的懷念她。親
愛的千惠姊妹，美好的仗打過了，當跑的路跑盡
了，所信的道也守住了，是的，有公義的冠冕為
你存留，不但賜給你，也要賜給凡愛慕主顯現的
人。天家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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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崇哲牧師、師母
我懷念這一位敬虔愛神、愛家、愛人的好姐
妹。千惠姊妹是一位個性爽朗、真誠正直、才華
出眾的姊妹。我們曾經一起演過好幾齣話劇，有
一年的聖誕話劇，郎雲姊妹擔任導演，千惠扮演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我扮演約瑟；她總是不忘記
叮嚀我「嘿，你不要忘了，要一直攙扶著我，這
樣才像約瑟啊！」她在的地方總是充滿著幽默和
喜樂，留下美好的事奉和回憶。
有一次在分享聚會中，我請她分享3-5分鐘
的見證，她分享到一半時竟然唱起歌來，她靈感
一來即興唱作出口成詩，一唱就停不下來⋯。雖
然她偶爾會脫稿演出，但這就是她為人的熱誠、
率真和真實。
她曾經數次向我提起希望成立一個讀經班，
她說這是多年來神給她的感動，在她的心願中想
要完成的一件重要事。感謝神垂聽她的禱告，讀
經班終於在去年2019年9月7日成立了，她十分歡
欣感恩。願主賜福這個事工，成為多人的祝福。

◎ 陳東昇 牧師
千惠姐妳就這樣走了嗎? 我還以為下次見到
妳，要聽妳唱詩篇23篇。我會幫妳伴奏的。噢，
還有，妳唱完後我會彈一些其他音樂，叫 Henry
和 Eva 再跳跳舞好不好? 妳肯定會拍拍手，無
論是甚麼音樂，最後妳都把它變成充滿動感的 "
高山青"! 可是，妳還是走了。音樂的餘響，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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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妳 的 歌 聲 ， 漸 漸 遠 去 …… 卻 扣 著 我 的 心 弦 。
妳一定會向主耶穌唱妳的詩篇23篇吧?大概會
唱……30遍?妳在那裏靈感充沛。指日可待，在
天家再聽妳唱新歌。

◎ 王傳義牧師、師母
千惠姊妹是一位在主裡有愛心、熱心及滿
有信心的姊妹，我們雖然來這教會才認識千惠姐
妹三年，但可以感受到她愛人、愛神、不落人
後，她幽默、大方、熱誠，記得她多次招待我們
從遠方請來的講員，讓他們住在她二街的公寓！
2019年12月的主日她上台分享見證，至今歷歷在
目，她很勇敢，充滿信心，她在主裡真是一位得
勝者。她得知自己生病後，仍然要組織讀經會，
我們還在今年二月十五日與她全家在餐廳一起吃
中餐、慶祝她的生日，但因這疫情，阻撓我們與
她相聚的機會！但我們常在禱告中紀念她！得知
千惠姐妹回天家時，有不捨和悲痛，但知道主比
我們更愛她，她不再有疼痛、悲傷，也無需擔心
COVID-19，她將在主的懷抱裡，好的無比! 在
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
了自己的勞苦，做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天家再
相會了！

◎ 楊茜儀傳道
親愛的千惠姐，今早看到妳安息主懷的消
息，我想到去年聖誕節在餐廳偶遇妳們全家聚餐
的情景，感謝神那時讓我有感動來買單，我知道
那是神賜給我服事妳們全家的寶貴機會，如同過
往妳用愛心款待傳道人和宣教士一般……這次是
我的榮幸！
疫情期間我們無法探望妳，但是我知道妳在
主裡的信、望、愛托住了妳的身心靈，我知道妳
所愛的救主不會撇下妳，我更相信妳的心中始終
都有讚美、感恩，妳也一直帶著喜樂和盼望，準
備好自己隨時見耶穌！感謝神妳留下美好的榜樣
給我們眾人，妳的豁達開朗、文思泉湧，妙語連
珠都深深留在我的記憶裡，妳在婦女會和家訊多
年來的忠心服事，更叫人益發敬佩和思念！⋯⋯
如今妳安息主懷，我們雖有哀傷不捨，但因
著妳生病期間的見證，我們知道以馬內利的神已保
守看護妳在地上所有的年歲，此時此刻是暫時的別
離，祂也必帶領我們將來在天上永恆的相聚！

◎ 夏林若蒂
千惠，4月28日本來是妳親自選擇從Arcadia
Garden 搬回家和先生、大女兒一家同住的日
子。沒想到卻是回天家長住了。想到此心裡真是
難過，雖然知道妳是息了地上的勞苦，不再有痛
苦，回到父神的懷抱裡，領取那無比榮耀冠冕的
獎賞。
前兩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清晨4點多，在Line
上傳短訊給妳，謝謝妳的禮物,也轉傳了姐妹們
在微信上對妳的思念和鼓勵的話語。可是到28日
清晨五點多的時候，都還沒有看到Line顯示已讀
的訊息，心裡就有點擔心，心想妳的身體一定是
非常的虛弱。沒想到一覺醒來卻是看到妳已經回
天家的訊息。
謝謝妳在婦女會多年的服事，在需要主席時
候願意出來承擔這個責任。妳面對生死的坦然，
妳愛主愛人，尊敬牧者，接待宣教士，敬畏神的
心是我們的榜樣。妳的爽朗，外表豪放心思卻是
細膩，信心滿滿，仗義直言，流暢的文筆，獨特
的幽默，拿著麥克風的時候讓我們又期待又捏把
汗，不知你又會爆出什麼樣的笑話或是四馬難追
的演說。這些一起歡樂，一起服事，互相抬槓又
彼此扶持的點點滴滴常存我心。
別了千惠! 雖有不捨，但知神有祂的時間，
也有祂的美意，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妳的愛，妳
的信將永遠常存!

◎ 鍾伍妙麗
她同我的母親同姓蕭，而同我一樣是二月
出生的，故我們有特別的親切感。她有宣教傳福
音的心志，我們参加浸信會的宣教大會當室友，
便感受到她是多麼體貼別人。我們一起在婦女會
事奉，看到她的忠心，她手寫的每月代禱事項，
她獨特的字體實在難忘。她當過婦女會會長，她
常有笑容，外表爽直，但有個細緻的心。她常探
訪關懷有需要的人。她更開放她的老人公寓來接
待宣教士及有需要的人。她有清亮的聲音，她参
加詩班多年，可貴的是聖靈感動她唱出好幾首詩
歌，來與人分享，見證神的愛。
她生病了，但她滿有信心，去年感恩節在
婦女會分享，激勵我們，說生命掌管在神手中。
最後一次與二位姊妹到療養院探她，與她一起食
午餐，她開心地帶我們参觀，難忘相處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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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雖有多麽的不捨，但您已作了我們的好榜
樣。您已到父懷中等侯着我們的再相見。

◎ 張李傑生
思念妳，千惠！聽說妳搬家了，從地上搬
到了天家，雖然知道來日必再相聚，但是……
胸口中有一團被哽住的疼和不捨。感謝神把妳
放在我們中間，許多年來：妳有活潑的歌聲，
唱出妳內心的愛主之情，仍然洋溢蕩漾……妳
有高昂的宣教情，激勵了無數的宣教心，傳承
見證家教……妳帶出執著的使命，呼籲眾人渴
慕真理研讀聖經，榮神愛人……。
雖然今時不得相見，但是，妳的音容仍然
“宛在”，相信，此時此刻，妳已在施恩座前
和天使同高歌同頌讚，領受獎賞！

◎ 顏二忠
親愛的千惠姊妹，你和牧師一樣，都只叫
我中文名字，好像回到中文小學。你常常在退
修會表演，非常精彩幽默，把我给笑死了。你
又能做詞作曲，又能唱。你在禱告會生命的分
享，帶给我鼓勵和安慰。謝謝你！再相會！

時，見到千惠穿著拖鞋，我輕聲跟她說：穿詩
袍的同時，怎麼能穿拖鞋呢？她馬上應我說：
「啊！忘了。」隨即就脫下詩袍，沒有參與那
天崇拜時的詩班獻詩。
她這種敬虔的態度，令我感動，時至今日
我仍銘記在心。⋯

◎ 王龍錫範
千惠姐妹，謝謝你抓住每一個能為神做見証
的機會，見証了在主裏的平安、喜樂！感謝主！

◎ 李文黎、王姍姍
親愛的千惠姊妹，妳是我們心目中永遠的
美麗天使，妳的一生對主的順服和服事，是值
得我們效法和學習的榜樣！

◎ 夏鳴

在醫院探望千惠大姐，她在病痛中仍然
是那麼感恩和喜樂，没有哀傷，還是那樣的坚
强。我們會想念你。

親愛的的千恵姐，此刻神息了你在地上的
勞苦，從此沒有了任何痛楚，盡而享受天國的
榮耀，正是你一直盼望着的！你與神有着美好
的關係，也與人有着美好的關係，你的幽默風
趣再再透視出你屬靈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在最
後二次療養院的探訪，你忍着痛繼續詼諧地與
我談話，那種堅強和只有屬神人所擁有的信心
和盼望，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安息吧，千惠
姐，我們愛你！

◎ 陳蔡美穌

◎ 蔡黎秀慧

親愛的千惠姊妹，妳歇了地上的勞苦，主
耶穌把妳接回了天家，不再有眼淚、疾病，可
以與愛我們的恩主永遠在一起，我知道那是好
得無比的，但是，心裡卻是那麼的不捨！感謝
妳在病痛期間回教會作生命的見證，妳滿有信
心，勇敢不懼怕，使我們深受感動和激勵，讓
我們感受到妳信仰的真實和神的慈愛信實！期
待將來在天家的相聚！

千惠安息主懷，對她的離去，我們心中
有萬般的不捨，每當想起她那爽直不虛假的真
性情，一開口就逗笑了大家，實在是我們的開
心果！她愛主愛人和服事主的心，使她活出不
平凡的生命，特別在病中對神堅定的信心和全
然交托仰望的態度，反而成為我們探病者的安
慰！謝謝千惠陪伴我們同走天路，也像雲彩般
的見證人圍繞在弟兄姐妹之中！千惠，我們永
遠懐念妳！求主此刻用慈愛的膀臂托住張弟兄
和三個女兒及家屬們，並賜下安慰給他們！

◎ 王 蘭

◎ 徐唐國維
她是位敬虔愛主的姐妹！
記得有一次，正穿詩袍準備崇拜前的練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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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敏
親愛的千惠姐，感謝你在婦女會一路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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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你是一個誠實，恩慈，幽默，表裡如一的屬
靈大姐姐，記得和你有幾次深交通，你的話語，
我們一起的禱告鼓勵我成長。記得多次聯合詩班
排練，你都在我旁邊，你的謙卑，你的幫助加添
我信心……你內心那種清澈，單純很感動人。千
惠姐安息吧，你累了，今天你沒有痛了，告別了
辛苦。雖非常不捨，但知道你去了最美的天家，
期待我們在天家相聚。我們愛你。

◎ Josephine Ng
My Good Friend Celia Chang. Rest
peacefully in God’s hand. I am going to miss
your laugh, your humor and your greeting to
me “Good Friend”. I have no idea that our trip
to China in May, 2019 was the last one you had
with Hakka Fellowship. The biggest comfort
and blessings are you are God’s child. No more
death, no more crying, no more stomach pain. I
hope one day when we meet in heaven, you still
remember to call me “Good Friend”.

◎ Jane Lim（林黃綺痕）
Celia had been in my prayer group for 37
years as a faithful member since our church
MBCLA moved to Alhambra in 1983. I still
remember the special moment that my husband,
deacon Richard Lim, and I visited Celia and
her family at that time. She had a great and
b e a u t i f u l f a m i l y, a n d h e r l i f e w a s b l e s s e d
abundantly. I went to travel with her many
times in our church trips around the world. The
trip to China with Celia in May 2019 was the
latest and last one.
Celia, I will miss you deeply!

◎ 阮秉森
那天聽楊傳道說千惠姐妹走了，我的心
抽搐了一下，難過和不捨湧上心頭。千惠姐妹
在教會參與各樣的服事，有詩班、婦女會、家
訊，等等。我2014年就是從她手裡接下了家
訊主編的工作，記得在交接時，她坐在教會餐
廳，耐心跟我講解編輯程序，傳給我的記事本

裡清清楚楚、井井有條地寫著各位聯絡人的電
話號碼。去年，我聽說她病了，但仍然去婦女
會做了一個感人的見證分享，我就問她，能否
把見證拿來家訊發表？她非常爽快地答應了，
並很快提供了打好字的稿件。她說：“不敢説
是很好的分享，但是我發自內心真誠的分享，
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和愛。因為祂的扶持，我可
以樂觀的面對每一天，感謝神，每活一天就是
天父的恩典！”我認真讀了她分享稿件的每一
個字，文內充滿了感恩、樂觀、甚至幽默。我
按照她的文章基調起了一個標題，叫做“滿有
屬天的平安”。家訊刊出這篇文章僅僅兩個
月，千惠姐妹就被主接走了，我回想一下，她
當時雖然樂觀，但整理稿件的時候該有多麼不
容易啊！千惠姐妹，美好的仗妳都打過了，天
堂沒有痛苦，妳在那裡可以盡情的唱歌、寫
詩、寫文章……
------------------------

疫情中的悼念

◎ 劉國英

在疫情肆虐的日子裡，
在惶恐不安的時刻，
在世人都禁足在家中的時間，
你卻悄然離我而去。
在無奈中你增加了我心中的傷痛。
哦，我的心靈在哭泣，哭泣的厲害，
因為我失去了靈命中的一位好姐妹。
哦，沒有你我好像丟了魂一樣。
沒有你，我的行為也沒有了鏡子。
沒有你，我生活中沒有了那份幽黙。
沒有你，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像你那樣愛主執著。
你呀你，為何這麼快就離我而去？
然而，神有祂指定的日子。
因為祂知道你已歷盡了人間的勞苦。
因為祂不忍看到你繼續受病痛的折磨。
因為…………
安息吧！我的千惠，我永遠懷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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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張仲芷姊妹
◎ 陳寶聲 牧師
對於認識張仲芷姊妹的人來說，她走
得太快，太突然了！離開她自己離世不到一
年前，仲芷的先生張宗仁弟兄安息主懷，在
極度的哀傷中，我們的姊妹是那麼的堅強，
滿懷信心；她帶著女兒和家人一起回教會聚
會，一同走到眾人的面前向神感恩。過了不
久，當從醫生的口裡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時
候，靠著主的恩典，她勇敢接受事實，面對
一次又一次艱難的治療，在過程中所遇到的
意外，她都能欣然的接受。最後，她決定停
止一切的治療，回到自己的家中與家人共渡
最後的時刻。仲芷姊妹將大小的事情與家人
交代得清清楚楚的，她也要求與我見面，將
自己的心願告訴了我；我親眼見證了我們的
姊妹絕對不是沒有準備的走，在家人的伴陪
下，她安然的回到父神的懷中，與親愛的丈
夫再相會了。張仲芷姊妹用她的生命，與先
生張宗仁弟兄一同大聲的的宣告：天父美意
本是如此！張仲芷姊妹是預備好與她的主見
面的，你呢？
◎ 鍾世豪牧師、師母
張仲芷妳走了，跟隨著妳丈夫宗仁回到父
神的家，我記得宗仁因腿傷骨折，住在醫院，
我去探視他的時候，妳正巧也在他身邊，我們
聊了許多的事，他特別提起，家中大小事，他
都不讓妳操心，都是他一手包辨，在他眼中，
妳彷佛是在溫室中長大，又像在一棵大樹遮蔭
下盛開的花朵。
但我所認識的妳，卻是一個柔中有剛，
才華洋溢的姐妹，妳向來不多言，但做起事
來井井有條。妳學識淵博，我記得妳在周三
婦女會曾分享過有關「醋」和「微波爐」的
常識，然而令我更驚艷的是妳藝術的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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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插的花很有詩情畫意，妳能隨意用紙張，
碎布，水瓶，還有一些看來不起眼的「癈
物」製作出一些精美的裝飾品，當我看到妳
所擺設的藝術作品，真說得上是「化腐朽為
神奇」。仲芷！妳走了，留下了不徐不疾，
與世無爭，談吐得體，優雅的氣質！我們會
想念妳的！

◎ 黃崇哲牧師、師母
她有著高挑的身材，總是帶著甜美含
蓄的笑容，言談舉止親切大方，當聽到有人
喊著：仲芷，仲芷，她親切地回頭一笑，這
就是仲芷姐妹。她和丈夫宗仁弟兄（已故）
多年來固定參加國語晚堂崇拜，夫妻感情深
厚、形影不離，仲芷總是體貼的陪伴在旁，
令人稱讚與羨慕。仲芷對學習的態度一向都
很認真，有一年的慕拉底聖誕奉獻主日，仲
芷和幾位同工們一起學習擔任崇拜主席的事
奉。她對每一個過程的講解都非常專注的聆
聽；之後，並反覆地練習著每一個細節，因
為她帶著一顆敬虔的心，事奉神就要做到最
好，不可隨便馬虎，從小事上看見她對神真
誠的心意。
聽見她病了又有變化的消息，我們都
驚訝了！記得，幾次在電話中的交談，她都
是充滿信心坦然面對病痛。她說：「我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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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我很平安，主與我同在，我已經將一切
交托於主。」哦！她已經預備好了。如此美
好的信心，令我們感恩與敬佩。我們懷念
她-仲芷。
◎ 王傳義牧師、師母
三年前從東部搬來加入MBCLA，每月
第一個星期三晚上的婦女會，看到很多姐
妹的忠心擺上，仲芷姐妹也是其中一員，她
給我們的印象是位高挑、溫文爾雅、氣質
不凡的姐妹，感謝她在婦女會多方的付出，
去年十月二日那次婦女會請鍾牧師分享，看
到她依然端莊、高雅，及熟悉的微笑。之後
短短二、三個月得知她病了，今年一月我還
去醫院探望她，當時她滿懷信心不懼怕。怎
料，三月某一天，聽到她走了，好驚訝、難
過！但知道「賞賜是耶和華，收取也是耶和
華」，相信神知道，什麼對她更好！她息了
勞苦、避開 COVID-19 的威脅，可以在天
上與自己的愛偶相會了，何嘗不是一件令人
興奮的事！我們懷念她-仲芷姊妹，以後天
家再相見了！
◎ 陳東昇 牧師
仲芷姐妹是國語晚堂的常客，早期總
是見妳陪伴著先生。印象深刻是在婦女會，
每次快結束時，都與姍姍，和其他姐妹表演
充滿教育意義的短劇。甚麼 "香蕉皮護膚"
啊，"塑料瓶回收號碼" 等，我都記得欸!
在妳先生的安息禮拜，才知道他是這麼這麼
優秀，有遠見，竟然在一年前先寫好自己的
"生平略述"! 但他更優秀有遠見之處，應該
是有妳這樣更優秀賢慧的太太吧?說真的，
妳突然走了，我還真的不太相信。常理來
講，我常見到是弟兄先走，姐妹們總是長命
百歲。妳怎麼好像之前還在國語晚堂見到，
突然就走了呢? 想不通，大概是優秀的妳還
是捨不得妳優秀的先生吧? 好啦，這回天家
你們見到了，讓優秀的你們繼續在優美的天
家悠然相愛吧!

◎ 楊茜儀 傳道
親愛的仲芷姐，妳的歸回天家適逢疫
情期間，我們都無法參與道別，心中總有不
捨，但還是為妳精彩且蒙主祝福的一生感謝
神！妳從年輕就是選美出身，才華與外貌兼
具，婚後又隨擔任外交官的夫婿旅居世界各
地，閱歷豐富。妳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位賢德
的婦人——美麗又堅強的榜樣！想起妳在婦
女會經常提供的巧手工藝製品——妳教導我
們如何廢物利用，用塑料袋編織成手提袋，
裝下教會50週年的紀念杯（還特別送我兩個
提袋），即使在生病期間仍舊忠心的替婦女
會Lottie Moon主日編製胸花，每次婦女會
有需要，妳總是義不容辭的答應幫忙親自預
備花籃，妳也曾在年輕人的事工上多次貢獻
自己的拿手廚藝，應我要求花費心思時間做
上海點心蟹殼黃，讓我和年輕人領受妳的愛
心 …… 最 令 我 敬 佩 的 是 ， 妳 面 對 丈 夫 的 安
息和自己的病情，總是充滿對神堅定的信
心並順服交託的面對，反過來安慰激勵了
我們！如今妳歸回天家，求主繼續看顧妳
在地上的親人，讓他（她）們可以藉著耶
穌基督得到平安和永生的確據，將來全家
在天上再團聚！
◎ 李志慧
真是令人心痛的信息! 只有短短的3个月!
仲芷息了地上的勞苦!再也沒有病痛眼
淚，回到天上與父神相會，與張大哥相會，
美好無比! 我想念妳!!
◎ 鍾伍妙麗
她是多麼優雅的姐妹。我們在婦女會一
起事奉。她是多才多藝。教我們做蟹殼黃點
心。教我們编織裝水壺的袋子。某年拉娣慕
的粉红旗袍是她借的。有餐會的佈置，送给
鍾牧師榮休的花籃是她設計的。她家中有一
小小的工作室排满她的作品，她後園種滿不
同的植物，她送给我們帶回家繁殖。她又参
加VBS的點心工作。可惜她發病在短短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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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便回天家，太突然了。如今仲芷釋去肉體
的病痛，安息在主懷中，盼望着在天家再相
聚了！

教我們手工手藝，教我煮菜，她穿著高爾夫
球衣又美又有氣質……太多的回憶……不捨
得啊。

◎ 王 蘭

◎ 夏 鳴

今年的元月一號和志慧去醫院看她，
精神還很好。現在想想就好像昨天才見過一
樣，對她的記憶也就停留在那天她美麗燦爛
的笑容。我也將珍藏那朵她親手製作的玫瑰
花。仲芷，您一路好走，我們永遠想念您。
求主安慰你的家人。

因為汪敏姐妹的引見,我加入婦女會也
有二年多了,很高興與大家同工。雖然和仲芷
姐不算熟,但從她為婦女會所作的點點滴滴,
特別是她的巧思和手工製作,給我留下深刻的
印象。從她美麗、典雅和謙卑的氣質中,可以
想像出年輕時的她是多麼的出眾!她永遠活在
我心裡!主息了她在地上的勞苦,願她的靈魂
安息。

◎ 彭芝眉
仲芷，妳息了地上的勞苦回天上享受
主耶穌好得無比的愛，雖是如此，還是不捨
啊！願不久再相見時，能讓我再跟你說謝
謝，謝謝你在疲弱時仍與幸福小組同工，主
必記念。

◎ 郭志瑜

真的太意外了！仲芷姊，不知道說什麼
好，只能為你家人代禱，我會想念妳的。雖
然認識妳時間不長，交情不深，但在神的國
度都是好姐妹。謝謝會長的邀請，進入婦女
會認識了大家！感恩，再感恩!

看到仲芷這麽快去世的微信，我簡直
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直覺得仲芷身體
很好，開朗樂觀。5年前仲芷教我怎麽做小
baby的襪子帽子，又教我結孫子孫女的毛綫
帽子。我很感激她。聽到這噩耗，心中很難
過。好在仲芷是神的孩子，我們將來在天上
還會見面的。我們會爲她兩個女兒和家人禱
告，求神加添他們力量，度過這段最難過的
日子。

◎ 蔡黎秀慧

◎ 夏林若蒂

心中雖有百般不捨，但看到仲芷這段
時間經歷了最艱難的病痛治療，也是於心不
忍！現在她息了地上的勞苦，永遠與神同
在，我們將來天家再相見！仲芷，妳愛神愛
人的心和活出的好榜樣，將永遠留在我們心
中……

短短三個月，仲芷妳就離開我們了。人
是多麼的脆弱，生命氣息在神的手中。昨天開
車回家車子進車庫的時候還在想仲芷在婦女會
種種的服事。從在晚堂的餐廳邀請妳參加婦女
會的同工開始到今年雖只有9年多，妳的多才
多藝，熱心的參與，彩衣秀，插花，蟹殼黃，
塑膠袋再生的水瓶袋，開門七件事的油米醬醋
茶，妳樣樣都行。過去凡婦女會要送出的蘭花
大多出於妳的巧手，甚或有些禮物都是出於妳
家裹車庫的典藏。所帶給我們的記憶是那麼的
多。仲芷，我們懷念妳！妳在病中時，看到的
是那麼有信心的妳，沒想到那麼快就離開我
們。"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這也是妳在張弟
兄去世之後常說的一句話。妳說張弟兄離開

◎ 吳蓓瑤

◎ 汪敏
驚悉仲芷姐回天家。非常難過。我們
都在旅途，仲芷姐先結束了旅程。我們想念
你。在天國我們相約再見面。在天家再也沒
有病痛，也沒有眼泪。祝仲芷姐在天家安
息。記得仲芷姐教我們種蘭花，如何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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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妳將有更多時間可以服事神了。現在妳
息了病痛也離開了，但妳服事的身影常留我
們心中，就讓姊妹們來為妳完成心願，多做
主工。

失去的吶喊——悼念仲芷姐妹

◎ 劉國英

在夢中，我彷彿呼喊著一個人的名字—
仲芷，仲芷，可是她一直不答應。不對呀，
過去一喊她就到。
仲芷，今天婦女會需要一盆花。轉眼，
美麗的花盆就歷歷在我們眼前。
仲芷，今晚的婦女會需要你做主席。她
端莊的打扮，燦爛的笑容就出現在講台上。

仲芷，今晚的餐會需要你來佈置。她二
話不說，一個如婚宴般的場地就佈置完畢。
哦，仲芷你為婦女會做了太多太多的
事……
突然間我從夢中醒過來。匆忙看了一
下婦女會的信息。仲芷姐妹今天上午已安息
主懷。天哪，我的聲音突然梗塞了起來。我
在吶喊……，神啊，神啊！為什麼這麼早就
把仲芷接走？神說，因為張大哥在這裡等著
她。
我的心像淌了血一般，默默的看著她
的背影……安息吧！親愛的仲芷。天家有美
滿，幸福的日子在等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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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媽媽
我的媽媽3月6日中風住院，中風極其嚴重，
在各種可能的措施不宜施行的情況下，由
醫生建議啓動Hospices.因疫情不許可探訪，我
們接她回到家中。她大部分時間昏睡，我們常
常給她一點海綿棒和液體汁維持，為她禱告，
幫她翻身，擦洗，換diaper ， 讓她聽聖經，音
樂，及她過去喜歡的歌。她很安靜，也很少有
不舒服的表情，我去握她的手，她也會握我的
手，有時會把手拉到胸前，但力度一天不如一
天。
在中風住院及接回家中的日子，媽媽確實
是有短暫清醒的時候，我們及在外上學的孩子
都互相摧促，抓緊每個機會與她一起禱告，求
主寶血潔淨，確認耶穌基督的救恩。每晚入睡
前，我都為她祝福禱告，她多次重復阿們這樣
的禱告，雖然許多時候聲音不清，但可以知道
她的阿們！
媽媽多才多藝，會多種樂器並歌唱，1995
年在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受洗並參加松柏合唱
團，有許多美好的時光。但是第一次中風後，
還有許多其他原因，人生的創傷印記，她的情
緒會失控，給父親造成內心傷害，我常常的禱
告是求主憐憫赦免她，耶穌的寶血遮蓋她，一
定要救她去天堂。
感謝主接她回家第一天，她認出是家裡，
是在我家（她以前住的地方），臉上可見的驚
喜開心！並可以認出我們。最後一次她可以出
聲時，她一個一個艱難叫出名字，叫到我父
親，她的聲音語氣可以感受她的熱切和誠懇，
一字一字特別有感情。
這次中風她彷彿被重新塑造，安靜，溫
和，柔順如孩子。在換diaper，慢慢餵一點點
液汁時，常會思想自己小時候受媽媽多少照顧
⋯，又會想媽媽照顧孩子時心存是何等的美好盼
望，是新生命的成長，無限的期許，而我照顧
的媽媽卻是走向生命的終結……，但聖靈瞬間
提醒我：不是這樣的，而是帶著永恆生命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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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牛寧

的新生命同時在媽媽裡面及我的裡面成長，媽
媽因中風的磨練生命不再一樣，我因服事媽媽
生命不再一樣，因著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和所賜
的新生命，我們在世的日子，永遠在有無比盼
望的新生命中成長，直到在永恆天家。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們在媽媽在世的最後
的日子里能和她日夜相處，做點應該做的事，
學習不少功課，體會人生的辛苦短暫，也在疫
情的不幸中，做了一件可以永遠心得安慰，並
磨煉自己生命的事情！
我媽媽4月3日息了世上的勞苦，回到天
家！
4月3日清晨，不知道為什麼一覺睡到6
點；以往的時候都是半夜三四點自動起來給我
媽媽翻身，也許是前一天太累了。2日終於出門
把媽媽以前自己準備好的衣服和被子拿過來給
她，因為疫情和照顧媽媽許多不定因素，一直
在家沒有出門，2日終於下定決心出去拿了，而
且回來後把被面枕套拆掉洗好，在媽媽晚上入
睡之前給她蓋上，她非常的滿意摸著自己的被
枕入睡。那時是半夜12點半。我一覺就睡到早
上6點多，起來後自責怎麼一睡這麼久，趕快
去給媽媽翻身，但是覺得還是叫上先生一起去
好，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結果
發現媽媽的呼吸已經沒有了，體溫還是熱的，身
體也很軟，她很平靜，很安詳，與睡熟一樣，這
讓我們的心也平和下來，很快聯繫醫院留下的電
話。
以後在等待Hospice醫生來確認期間，我們
幫她換上她自己早就準備好的壽衣（也是2日剛
剛拿來，神是不誤事的神）我們就在網上連線
全家（德州和澳洲）（因醫生早有告知媽媽在
世的日子不多，家人都警醒，且因疫情，我也
力勸家人不要來探訪，天天FaceTime 見面）。
聯網後，各地家人一起有一個非常美好
的FaceTime追思感恩聚會。每個人都分享了對
媽媽一生的懷念和生平點滴，特別是媽媽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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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母親，作為姥姥對子女對孫輩的犧牲和
捨己。只要她可以做，都盡量保護孩子得到她
以為最好的長輩對子女的捨已、關切，好像她
的天份，自然無悔，隨時流露在與她相處的時
刻，她喜歡讀報，聽收音機，收集許多健康，
生活常識，並及時切盼的隨時報告給她所關切
的孩子。在她中風前幾天，她還多次留言，做
粥、饅頭讓我去吃，並報告疫情，健康常識，
並提醒我們洗手！
她的藝術天份，歌唱，跳舞，繪畫，壓花
藝術，縫紉藝術，對孩子對全家的影響很大，
家人的分享非常感人。
我們最後以聖經經文，神的話表達我們對
神的敬畏及永生盼望應許的信心，並同唱三首
詩歌，以禱告結束，前後約二個小時。
我們分享的經文是：
創世記(Genesis) 3:19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
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
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3:19 By the
sweat of your brow you will eat your food until you
return to the ground, since from it you were taken;
for dust you are and to dust you will return.
哥林多前書(1 Corinthians) 13:12 我們
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模糊
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謎」），到那時，就要
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
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13:12 For now we
see only a reflection as in a mirror; then we shall
see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then I shall
know fully, even as I am fully known.
雅各書(James) 4:14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
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
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4:14 Why, you
do not even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What is your life? You are a mist that appears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hen vanishes.
歷代志上(1 Chronicles) 29:15 我們在你
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我
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或作「沒

有長存的指望」）。29:15 We are foreigners
and strangers in your sight, as were all
our ancestors. Our days on earth are like a
shadow, without hope.
約翰福音(John) 14: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
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
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14:2 My Father’s
house has many rooms; if that were not so,
would I have told you that I am going there
to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羅馬書(Romans) 8:38 因為我深信無論
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8:38 For I am
convinced that neither death nor life, neither
angels nor demons,(Or nor heavenly rulers)
neither the present nor the future, nor any
powers,8:39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
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
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里的。8:39 neither
height nor depth, nor anything else in all
creation, will be able to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God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啓示錄(Revelation)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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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He will wipe every tear from their eyes.
There will be no more death’(Isaiah 25:8) or
mourning or crying or pain, for the old order
of things has passed away.
我們唱的三首詩歌是：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耶穌恩友”，
“再相會歌”。
衷心感謝大家過去近四周的禱告和支持。
媽媽走的平靜，安詳，在自己溫暖的家中，神
的祝福與她同在，我們看見她這樣走，心裡雖
是不捨，但是滿有安慰，相信她現在天家好的
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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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是你我的西羅亞池?
◎ 蕭丁明華

韻 文望著空曠的屋子，這是她曾經築夢
的地方，也是她夢碎的所在。這些年
與先生之間的爭吵，看起來大部分她都贏
了，贏了事情輸了關係，收拾失敗果實的
是她自己。那些羞憤且無奈的日子，看見
先生從躲躲閃閃地以出差之名常離開家，
到有一天紙包不住火了，乾脆承認有了第
三者，並且也很光明正大的在她面前搬出
去了。
韻 文 拾 起了破碎的心靈，突然想起30
多年的好友玉冰每天都會發來的一段訊
息，自己只打開了一次，看了一下那些基
督教的文辭，由於是玉冰發來的，不好意
思拒絕，就讓它們成為未閱信息的黑體戶
了。韻文心中起了一個問號，是甚麼讓玉
冰30多年毫不倦怠的與她談信仰，邀請她
去教會，還每天發QT分享給她，是甚麼讓
她這麼執著的想要韻文也能擁有。再看看
玉冰夫婦，工作家庭已經夠他們忙了，還
常常參與教會的各項活動與服務，看看他
們倆人臉龐帶著從心裡散發出來的平安，
是甚麼是他們所擁有的，而我卻沒有。
韻文立即打開了電腦，打開黑體戶，
她看見耶穌主動地用唾沫和泥抹在一個瞎
子的眼睛上，然後要他往西羅亞池子裡去
洗，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神蹟對韻
文來說，通常就是聽聽罷了，從不當真，
但今天，當她唸到這裡，想到自已現在的
景況，自己就好像是瞎子，看不見環境所
發出的警告，也摸不著自己一味的我行我
素，讓周圍的人與自己保持距離，這些年
間拉著女兒和自己站在同一陣線，把先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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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的頭破血流，如今女兒也離開了這棟屋
子，另築自己的巢穴了。
從認真地打開黑體戶的那天開始，韻
文就沒有停止過每天的閱讀，有時幾天沒
收到分享，還特地打電話詢問玉冰，才知
道他們出國了。打從西羅亞池開始，經過
了三年的時間，韻文遇見也認識了這位醫
治瞎眼的耶穌。韻文心想：我要去西羅亞
池子，我要看見，我要得醫治，我要得著
這位耶穌，韻文接受了玉冰的提議，在自
己所居住的城市附近，找到了一間教會，
開始了敬拜與團契的生活。那天與教會的
牧師提出了願意接受洗禮的意願。她發了
一封信函給遠在六小時車程外的好友玉冰
夫婦，讓他們知道，經過30多年的邀約，
她要受洗了，她不單是他們的好友，也將
成為他們屬靈家庭的弟兄姐妹了。
當韻文坐在浸池裡，背誦著預先準備
好的見證文後，牧師將她放入池中，當起
身帶著溼透的身子，望了一下台下的好友
夫婦，她的眼淚夾著他們的眼淚，韻文
踏出了池子，邁向了不再自以為是，努力
想要自己贏的日子。她降伏在神面前，心
中的重擔脫落了，她終於明白玉冰夫婦的
那種平安從何而來，她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女兒，她要像她述說上帝奇妙的故事，希
望她也能認識並接受這位醫治人身心靈的
主。
韻文找著了她的西羅亞池，也在西羅
亞池裡得了醫治，也踏出了西羅亞池要去
見證上帝的榮耀。哪裡是你我的西羅亞池
呢？求神光照、引領、醫治、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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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證：萬事互相效力
◎ 吳永約（Jo siah Wu）

弟 兄妹

姐
大
家好，我叫
Josiah，中
文名字叫吳
永約。
當我還
在嬰孩的時
候，我就開
始 有 了 食
物 過 敏 和
濕疹。在我兩歲半的時候，有一次我生病
了，得了肺炎，後來也因此有了氣喘，從
此以後我晚上都睡不好。雖然很多時候我
晚上都沒辦法睡得好，但是在早上的時候
我還是經常覺得很喜樂，我也很喜歡唱讚
美的詩歌。在我三歲的時候，我的小妹妹
Hopey出生了。她跟我一樣，在嬰兒的時
候已經開始有了濕疹和食物過敏。那段時
間，對我們家來講是一段很艱難的時候，
但這也使我們更多的倚靠神、更多的向祂
禱告。
有一次我很不舒服，我問媽媽說“為
什麼神要使我有食物過敏呢？＂媽媽說她
也不知道為什麼神容許這些事情的發生。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神要讓我有一天可以
幫助其他跟我有一樣經歷的人。另外一個
可能是，也許神要通過這些苦難，使我的

靈命有更多成
長。
神使用我幫
助貧窮的人，祂
給我了一顆渴慕
幫助無家可歸的
人的心。每當我
看見他們的時
候，我總是很想
幫助他們，也很
想跟他們說關於
神的事。
去年10月10號的時候，當我在做一個
棋盤遊戲的時候，我跌斷了腿。我不知道
為什麼這個事情發生了，但神通過這個事
情讓我們有了一段休息的時間。我因此也
明白了坐輪椅是怎麼樣的感覺，我也學
會了怎麼樣用拐杖走路。我現在用拐杖走
路，走起路來很像一個海盜。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在我
們的身上，但我喜歡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
的應許：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通過在我身上好或不好的事情，我要
跟人說神的事，使人讚美祂。今天我可以
在這裏受浸，我很開心和感謝神。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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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聖詩

《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
◎ 錢 煒

下面這一首聖詩我最喜歡：
在壓力中仍能平靜，
在忙碌中仍能悠閒，
在失敗中仍能歡笑，
在逼迫中仍能屹立。
在絕望中仍有盼望，
在冷漠中仍有關懷，
在困境中仍有出路，
在死亡中仍有生命。
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
凡是稍有常識的人不難從這首聖詩中
看出，基督徒是徹徹底底、永永遠遠的樂
觀主義者。現代人常用正向思維來描述樂
觀主義者。基督徒正是這樣的人。他們總
是從積極、正面出發來觀察一切事物，不
會因一時一事的失敗、挫折、困難而變得
消極、悲觀。即使有時困難、挫折和失敗
接踵而至，他們仍能泰然處之，平靜、悠
閒。甚至因為自己一直保持著盼望而面露
笑容，昂首闊步，在困難中前進，一步一
個腳印。
我從中國退休來到美國時，年齡已經
不小：61歲。但是我身體健康，精力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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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上帝如此恩待我，一定有祂的旨意。
於是我重操舊業，走上教室講台，在格藍
岱爾社區學院教（作為第二外語的）英語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隸屬于
洛杉磯縣的格藍岱爾是亞美尼亞移民最集
中的城市。於是我天天和亞美尼亞人打交
道，交了數不清的亞美尼亞朋友。直到今
天，我的床頭還放著一面小小的亞美尼亞
三色國旗。
一口氣教了整整16年。77歲的我還處
在事業上升時期，碰巧遇上一位很會挑
剔的亞美尼亞學生，因為我沒有好好照
顧他，理解他的要求，他一狀告到系辦公
室。他還鼓動其他學生跟他一起告狀，連
當時擔任系主任的女教師也對我產生了偏
見。於是……在新學期開始後不久，我便
遞上申請書，主動提出辭職。這是我一輩
子從來沒有做過的事。當時的心情真是一
言難盡。
我想起了上述聖詩中的話：在絕望中
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關懷，在困境中
仍有出路……
我完全沒有理由悲觀、失望。我跟以
往一樣，身體健康，精力充沛。我的英語
知識和教學技巧一點兒也沒有減少。差不
多在此同時，我跟我所在的教會—洛杉磯

生命見證
國語浸信會—牧師接觸，建議為社區開辦
英語進修班，從初學者開始到已經學過一
些英語、需要提高的朋友上課。我向幾位
牧師強調，最早前往中國的外國傳教士正
是通過辦醫院和學校這兩個渠道逐漸贏得
中國普通百姓的信任的。在鍾世豪牧師和
教會其他領導者的大力支持下，在許多英
語知識和技巧都很不錯的兄弟姊妹的幫助
下，我們的英語進修班越辦越興旺。後來
只是因為場地問題而不得不停辦。
我又一次失去了用我的英語知識和技
巧為社會服務的機會。在某種意義上來
說，我又一次陷入困境。
但是，困境不等于絕境；困境中仍有

出路。我在蘇州市第一中學高中部讀書
時，高二那年跟物理老師吳兆基學打太極
拳。從那以後一直堅持，從不停頓。而最
近幾年以來，我則在洛杉磯鳥類保護中心
和洛杉磯縣精神健康中心教太極拳。我也
利用自己的英語知識大量閱讀英語原著，
或通過翻譯他人的文章，撰寫閱讀心得和
朋友分享。一年之中，撰寫和翻譯的文章
加在一起總數可以達到八、九十篇甚至上
百篇。這樣，我的生活照樣充充實實。我
從來沒有感到孤獨、無聊，無事可做。書籍
是我最好的朋友；寫作翻譯是我最大的愛好;
上課給我無窮的樂趣。上帝賜給我的生活是
多麼美好！上帝的兒女真是何等有福！

《家訊》回應：致陳寶聲牧師
尊敬的陳寶聲牧師：
我想告訴你，我非常喜歡你在最近一期《家訊》上發表的文章"願口中言語蒙神悅納"。
我知道，這篇文章正是你不久前講道的主要內容。我完全贊同你的觀點。
正如張雲鶴在同一期《家訊》的文章標題："言，心聲也"。
中國人有許多好習慣，但是少數國人卻有一個壞習慣，那就是愛說閒言閒語。他們有時
間不去研讀《聖經》或讀書、看報，卻喜歡扎堆議論張家長、李家短。現在又有為數不少的
人盡在那裡收集這些東西，然後通過手機或別的媒體到處散播。殊不知，這樣做的結果是擾
亂人心，製造不和，破壞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良好的人際關係。
你在文章中歸納五種不該說的話：不說惡言（彼前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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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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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歸納實在太好啦！但願我們教會的基督徒都能用你倡導的話語指導自己的一言一行。
主內弟兄
錢
煒

2020 年 05 月第 156 期 31

靈修分享

心靈對話
◎ 末 名

春回大地。
陳東昇牧師就像帶來一陣春風到
訪；正好我有問題請教。
一、有時稱“神＂、有時稱“主＂
何解？
答：“神＂是神對自己的統稱；
“主＂是人對神的尊稱。
二、“靈＂又是甚麼？
答：“靈＂是神的情感、心意。
三、“心＂與神的關係呢？
答：“心＂是神、“神＂是心、心
心皆是神。
心是我們的生命，是神賜給我們
的；人生一切果效都是由心而來；是出
發點，又是歸宿。
四、怎樣才有一個被主喚醒的心呢？
答：要有一個謹守的心。
當以基督的心為心，才能得到聖靈
的保護，不被撒旦所蒙敝。
五、“心＂的根又在那裡？
答：“愛＂是心的註腳。
住在愛裡面，就在主裡面；
跟上主的腳步，你就會感到溫暖和
力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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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愛＂為何物？
答：心是主、主是愛。“愛＂是一
盤未下完的棋、是一首沒有唱完的歌、
是一面心靈的鏡子、是一條生命的長
河。
七、對主的愛如何提升？
答：捨己才是真愛、逆己才是順從。
聖經是我們一面鏡子。
祂讓我們看到真正自己，使我們被
擾亂的心重新跳動起來，復活起來。
八、如何探索靈魂的升華？
答：靈修若能培養出興趣，靈感就
會跟著他一輩子成長；
沒有了肉體的束縛，幫助他對人生
與生死有所領悟；
就可以得到“真實的智慧＂；收獲
的成果更豐。
九、活在主的心中，會達到甚麼境界？
答：他的靈魂就住在主的懷中，那
怕在夢中……
有了一個可靠的肩膀，這樣你將懷
著愉快的希望前進……
今天的自己就可以超越昨天的自
己；這就是人生幸福的開始、美麗的夢
將會延續……

靈修分享
十、感恩之歌。
感恩是首要的！
請牢記：千萬不要負主之心、要持
之有恆。
感恩是一杯酒、
感恩是一首詩、
感恩是一朵雲、
感恩是一世情……

到此，對話落幕了。
向老師一鞠躬、
說聲：“謝謝＂。
臨走時：牧師緊握我的手，深情的笑
臉看著我。
留下一句話是：
夜最長有星星陪伴、路最長有主在
身邊！

你愛主嗎？
◎ 末 名

有一天，牧師問我：“你愛主嗎？＂
我如常毫不思索回答：“愛＂
牧師聽了，只是苦笑一下，搖一搖頭
說：“光是說怎能是愛呢？＂
一個只愛唱詩、事奉，此外什麼都不
做的人，也不是一個真正愛主的人。
沉思良久，我一時無言以對。
其實我從未認真思考過，反正是一個
條件反射式的回答。
“愛主那麼難嗎？＂
牧師看我一臉迷茫，嚴肅地說：“只
有愛主之言，未見有愛主之行；更未見有
愛主之心。有若無、實若虛呀！＂
停頓了一會，牧師然後問我：“你知
道自己的心嗎？＂
我尷尬搖搖頭：“我怎能看到自己的
心呢？＂
牧師耐心解釋說：“耶穌曾問門徒：

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即使是
耶穌的門徒也不知道自己的心，何況我們
呢。人最不認識的，就是自己。
自己的面孔看不到，看自己的心
更難。
人難的不是超越生死，而是超越
人性。
一個真正愛主的人：他的心被喚醒而
產生變化，主就成為我們靈魂一部份，就
得到主所賜的新生命。
就能愛主所愛、恨主所恨。
就能分辨是非、黑白、對和錯。
我似懂非懂的點頭。
牧師關愛地語重深長地說：“我
們唯有從主的教訓中去尋找答案；只
要有愛主的心，天下就是你的；風雨
的盡頭就現彩虹！＂
一個熱烈的擁抱，結束了這次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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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WASTE YOUR QUARANTINE
organizations are offering free resources at this time.(lifewaywomen.com/2020/03/20/free-online-bible-studies-and5-ebooks-to-stay-in-the-word/?ecid=658356935&bid=678288299)

By: Pastor Garrett Ho

3.With Your Family (or Roommates/Friends): Be intentional about cultivating a vibrant household

Dear Church Family:
We long to meet together to express the shared identity we have in Christ. However, government health mandates (and
concern for each other’s health) prevent us from meeting in person, so we have compiled this resource. It cannot replace
personal interaction, but we pray it will be helpful as you shepherd your families, care for each other, and personally bask
in the glory of God. Some resource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our lives and we are glad to recommend them, and
we are certain you have other resources and practices to add! Although there is much that we miss, we hope this period
of time can be beneficial in other ways, as we focus on the Lord and cling to Him during this period of fear and
uncertainty.
Love in Christ,
MBCLA English Pastoral Staff
1. In Your Everyday Life: Be purposeful in your daily and weekly habits
Develop a daily or weekly schedule that includes cultivating spiritual,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You may
want to include personal devotions and family worship, physical exercise like walking or jogging, meal planning, and
intentional outreach to friends and family.
Set specific goals for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Perhaps you might begin teaching one of your children to read. Maybe
this is the time to organize that room or that drawer that is full of clutter. Or, maybe there are projects that you began
but never completed or progress to make on a side-hustle.

Pray out loud with your household every day. Consider whether you want to pray systematically using a resource like the 7-Day
prayer guide from Lifeway. Or perhaps you want to pray for each other, our missionaries, or others. Listening to the news, such as
The World And Everything In It podcast also provides many prayer opportunities. (world.wng.org/radio/worldandeverything)
Your prayer time might be part of a larger family worship time. (ntslibrary.com/PDF%20Books/FamilyWorship.pdf)
Read this article from Focus on the Family on how to talk to your kids about the coronavirus (focusonthefamily.com/
parenting/talking-with-kids-about-the-coronavirus/?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873703&utm_source=ENewsletter
&seid=1011730). Provide reassurance, offer factual information, remind them that God is in control, and think about fun
activities you can do together at home.
Connect with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Facebook page for weekly sermons and announcements (facebook.com/
MBCLAEnglish/). English leaders plan to offer a weekday devotional as well, starting on April 1, that meditates on the
attributes of God.
Join Christ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the Wednesday prayer meeting. It takes place from 7:00-8:00PM each Wednesday on
Microsoft Teams. You can use this link to join through your web browser on a computer, or by using the related application for
your smart phone (teams.microsoft.com/l/meetup-join/19%3ameeting_OGRlODJlYjMtODVkNy00OTNlLWI2NDct
NDE3MjAyOGZmMTU3%40thread.v2/0?context=%7b%22Tid%22%3a%22a5e54b24-1f71-434e-89bf-38aae6a09d3c%
22%2c%22Oid%22%3a%2274d0f71c-80f1-420c-89ef-217388ab0ea6%22%7d).
Play some indoor and outdoor games. You can try one of our favorites: Settlers of Catan, Ticket to Ride, Sequence, Scrabble and
others. There are also group card games such as Sushi Go and Monopoly Deal.
Take walks (consider praying for your neighbors and local community as you walk). While you walk you can
“pray on-site with insight.” This article from the IMB give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rayer-walking. (imb.org/2019/03/06/
prayer-walking-neighborhoods/)

4.With Your Community: Pursue ways to love San Gabriel Valley and the world
□ Mere Christianity, by CS Lewis

□ The Discipline of Grace, by Jerry Bridges

□ Knowing God, by JI Packer

□ The Pursuit of God, by AW Tozer

□ The Reason for God, by Timothy Keller

□ The Holiness of God, by RC Sproul

□ Heaven, by Randy Alcorn

□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by Dietrich Bonhoeffer

2. In Your Spiritual Disciplines: Be passionate about growing as a disciple of Jesus
Develop a personal prayer practice. Desiring God offers a great resource on prayer(desiringgod.org/topics/prayer).
There is also a helpful guide at charadox.com/posts/3-to-30-prayer-program to help us to start spending more time
in prayer – from three minutes a day to thirty over three weeks.
Develop a Bible reading practice. One of the most beneficial habits for a follower of Jesus is the regular reading of God’s
Word. Ligonier offers a number of plans that will help you to read through the Bible in one year, two years, or three years.
(ligonier.org/blog/bible-reading-plans/)
Develop a memorization/meditation practice. Navigators (navigators.org/resource/how-to-memorizescripture/) has long promoted Bible memorization and MBCLA uses Bible Drill to train our children and youth to
memorize God’s Word. There are also helpful apps like BibleMemory that we can use. (biblememory.com/)

Pray for your neighbors and city. You might use this article to spark ideas for prayer. You might pray for their health,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standing before God. You might pray for opportunities to interact with them.
(thegospelcoalition.org/blogs/trevin-wax/how-to-pray-for-your-city/)
Look for ways you can wisely serve your neighborhood or join one of our local outreach partners. Playing Good
Neighbor Bingo could be a fun way to care for those around you. (gracepointchurch.net/wp-content/uploads/2020/03/
Good-Neighbor-Bingo.pdf) This might include leaving notes for your elderly neighbors, donating food to local food
pantries, or picking up groceries for others.
The Nextdoor app is a great way to be proactive with serving your neighbors and helping them with needs. (nextdoor.com)
Sharpen and practice your evangelism skills. You might consult the NAMB evangelism resource (namb.net/evangelism/) to
find out how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ree circles. Or maybe reflect on your life story to see how you might use it as a testimony.
(cru.org/us/en/train-and-grow/share-the-gospel/evangelism-principles/preparing-your-personal-testimony.html)
Join MBCLA’s caring team. You can email Minister Justin at justinchang@mbcla.org to join the growing list of congregation
members interested to hear about opportunities to provide help to those with physical needs.
Participate in a Fellowship Group. Contact Minister Robert at robert.chan@mbcla.org for the latest on youth groups, or contact
Pastor Garrett at garrett@mbcla.org for the latest on our adult groups. Most have transitioned online and it is an excellent way to
stay connected with Christ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especially since we are not able to see each other regularly.

Listen to Bible teaching or participate in a Bible study. Grace to You offers sermons by John MacArthur for the entire
New Testament. (gty.org/) Ligonier has recently made its teaching series available for free streaming. (ligonier.org/
blog/all-teaching-series-now-free-stream/) LifeWay Women is offering free online Bible studies and many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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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ASTER MESSAGE
By: Reverend Peter Chung
To my beloved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family, to my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peace to you all. Today is Easter, the church’s 57th
anniversary, and our Glendora church plant’s 5th anniversary. During this unprecedented time, we thank God that we are still able to worship
God together through livestreaming. Even though we cannot meet face to face, but in mind’s eye, I can visualize/picture familiar faces. I deeply
miss each of you, and I look forward to after the outbreak has ended, when we can gather together in thanksgiving and celebration.
In this time of crisis, under the care of Pastor Alan Chan, the pastor staff and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church have ministered in unity and
with one accord in worship, Sunday school, fellowship, and loving care of one another. I am so grateful and pleased by the leadership of Pastor
Alan.
Today is Easter. I want to share a brief message entitled, “The Resurrected Lord is Exalted Above All and is Triumphant Over All.”
The Gospels record that Jesus is triumphant over human suffering, overcoming disease through his miraculous healings -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walk, and the lepers cleansed.
He is also Lord over the wind and waves. When the disciples were crossing the Sea of Galilee, suddenly the wind roared, and the winds raged.
The ship almost sank, and the disciples feared for their lives. The Lord rebuked the wind and the waves, commanding them, “Be Still, Stop””
Immediately, the wind and the waves were silent.
Jesus is triumphant over death, as he defeated the power of death. His friend Lazarus was dead for four days and buried in a tomb sealed by a
large boulder. The Lord cried out to him, “Lazarus, Come out”” Lazarus, once dead, now walked out alive.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to redeem humanity, rising from the dead on the third day, defeating and rendering powerless the devil who had the
power of death, so that Paul could confidently proclaim, “Death” Where is your sting? Where is your victory?”
Our Lord is the Lord who is triumphant over human suffering and disease, our Lord who commands the wind and the waves, and is victorious
over death. Today, in the midst of this global pandemic, we should also confidently and resoundingly declare by faith that our Lord is also the
Lord who triumphs over this virus; He is the Lord over the novel coronavirus.
I recently saw an interesting contrast online, contrast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with Jesus:
The coronavirus damages à Jesus heals
The coronavirus must be contained à Jesus must be shared
The coronavirus creates fear à Jesus brings courage
The coronavirus makes us weak à Jesus gives us strength
The coronavirus separates à Jesus unites
The coronavirus creates chaos à Jesus gives us peace
The coronavirus is temporary à Jesus is eternal
The coronavirus leads to death à Jesus leads to life
Behold” What a meaningful contrast. Jesus gives us so much grace. Even as the epidemic surges, Jesus is still reigning and sitting on His throne,
so our hearts can be in peace like a child resting lovingly in his mother’s arm (Psalms 131:2) and we must be strengthened and boldly trust the
resurrected Lord, that we will meet each other again, and so we are to love one another, doing good to all (Hebrews 10:24), asking that Jesus
will protect and preserve us at all times.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not ignore, but rather abide by the mandates of our governing officials and medical experts, taking appropriate
precautions,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our personal hygiene, wearing masks, frequently washing our hand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distance.
Today is Easter. Let us loudly proclaim the message of our Resurrected Lord, the one who overcame and is triumphant over death, and is
victorious over all”
Once again, I want to wish my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 in Christ a Happy Easter, a Happy 57th Anniversary to MBCLA, ~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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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Dear Reader,
This month’s topic is “The COVID-19 Pandemic: A Test of
Our Faith”. As we consider the life-altering change brought upon
by the pandemic, let us not forget the only firm foundation in life.
Through the weathering of the Coronavirus, God has remained
a steadfast and unmoving rock. However, through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COVID-19, maybe you have found the foundations of
your life gradually drifting from God. Has the seemingly rich soil
of your faith been found too thorny for growth?
The Apostle Paul reminds us in 2 Timothy 1:7 “ for God gave
us a spirit not of fear but of power and love and self-control.”
Though you may be barraged with various anxieties and doubts,
I pray that you will recall what Spirit lives in every Christian.
He is the same Spirit that raised Christ from the dead and He can
redeem your time in the midst of this crisis. The weakness and
vulnerability that has been revealed to you during this time can be
given into the hands of the one that was crucified for you.
God is calling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to deeper fellowship
and intimacy with Him at this time. My hope is that we all will
taste His goodness and kindness so sweetly during this time that
when we come back together, there will be an abundance of praise
and adoration for our LORD..
Don’t waste your quarantine for Christ has shed His blood
for it.

Blessings,
Calvin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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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蹟奇事
2020年是多麼不平常的一年啊，我們經歷了
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的疫情。生活和工作一切都
發生了改變，甚至教會的聚會也發生了改變，而
唯一不變的就是我們對神的信靠和追求。
這一期家訊，我們推出了疫情的專輯，讓大
家從一個側面看看我們是如何應對疫情的、如何
度過這不尋常的時光。下一期家訊，我們仍然可
以繼續記錄我們對抗新冠病毒的歷程、故事和感
想。同時，我們也按照原來的計畫，討論聖經中
和生活中的神蹟奇事。
神蹟一般是指神所行的事蹟；奇事一般是指超
自然力量的奇妙之事。聖經中記載了很多神蹟奇
事，例如耶穌使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
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等等。耶穌行神
蹟的目的是要使人看見神的榮耀，相信耶穌是神
所差來的基督，並幫人悔改、信福音。可以說，
聖經中記載的最大的神蹟就是耶穌被釘十字架並
從死裡復活的福音！
你是如何理解神蹟奇事的？現代生活中還有神
蹟奇事嗎？你遇到過神蹟奇事嗎？請與我們一起
分享。

阮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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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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期《
》截稿日期：2020年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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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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