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書 12:1-2   

 

我們既有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

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

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

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

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

耶穌。 

 

  

 

 

 

 



 

 

 

編者的話 
 

 

    以弗所書 2:10 --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一篇篇分享見證了我們是神手上的作品，在基督耶穌裡被雕琢。我

們在首先的亞當裡承受了屬世的生命，業已敗壞；神在末後的亞當裡賜

給我們祂兒子的生命，又把我們雕琢成祂兒子的樣式，有真理的聖潔和

仁義。有人蒙祂的愛與真理的吸引，到祂面前得了新生命，開始了被祂

雕琢的過程；有人跟隨祂多年，仍在生活、養兒育女與工作中被祂雕

琢，愛心與信心得以增長；做牧師和傳道的也在服事上被祂雕琢，老的

生命被祂兒子的生命替代。原來，祂用聖靈與聖道雕琢我們，乃一生之

久。 

 

    教會也是祂的作品，在真道上被建造成靈宮，適合聖靈居住；被建

造成燈塔，照亮這黑暗的世代。聖經營、主日學或個人讀經，當我們渴

慕祂的話，聖靈就開啓我們心靈的眼睛，讓我們真知道祂，見證祂的

道。神也恩待祂的教會，差遣祂的僕人來帶領教會，成全聖徒。帶領的

和被帶領的，一同被神雕琢；無論我們人有多少，在基督裡都成了一幅

作品。 

 

    二十年代曙光乍現，傳來大陸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消息。一夜

之間，我們的家人、朋友與同胞被疫情的陰影籠罩，牽動著我們的心。

惟願神開啟我們裡面的眼睛，讓我們看見我們的虧歉：太久，我們未曾

在神面前為我們的骨肉之親和那片土地哭泣！讓我們明白祂的作品不單

單在 TCCC，那片土地也是祂的工作坊，更讓我們知道任何有份于祂在那

裡的工作！ 

     

                                         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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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兒忙啥？ 
 

蕭宏鵬 牧師 

 

 

    要寫個人見證的想法，已醞釀

了一段不算短的日子，它真實地抓

著我的心，讓我深深地思考自己：

如何用掉剩下的歲月時光。一邊走, 

一邊校對人生，希望不是以“一聲

嘆息”作為蕭宏鵬的句點，而是瀟

灑地感謝主---這一趟真是值！ 

 

    在外經歷的風浪，還有裡面的

老我，不到離世的那一刻，是不會

止歇的，再加上魔鬼仇敵的攻擊；

綜合這些，世界末日是必須的、是

合理的。對造物主、全能的上帝來

說，這顯明祂是創始成終，又負責

任的主人。在這過渡的階段，我已

知道我從何而來---我本是按著耶

穌的形像與樣式所造，在起初的亞

當裡失去，卻在末後的亞當裡恢復

了；我知道我將往天父上帝那裡去，

得享上帝的安息；我與祂，祂與我，

同享甜蜜；靈與靈，相交團契，在

榮光中得見真體。 

     

我在這兒忙啥？ 

 

    我在這裡，讓主耶穌使我裡面

的新人成長、茁壯，滿有基督的身 

量；相對地，舊人老我必漸衰微。 

 

    既然標竿已定，屬天的道路方

向顯明，那每天所過的日子---柴

米油鹽醬醋茶的真實生活、悲歡離

合、喜怒哀樂、高低起伏，都是為

我的屬靈生命特特擺設的舞台，或

一帆風順、或顛沛流離、或卑賤、

或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

或缺乏---都能充分地提供讓我在

基督裡，從被揀選、被收養得兒子

的名份、在寶血裏被救贖，以致得

著基督為我的產業，被聖靈加上印

記，在教會/身體／新婦／新人／

聖殿／靈宮／神國／神家／軍隊

裏，被建造。 

 

    哥林多後書 第四章 

    16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

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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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

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

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這，夠我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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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m I doing here? 

Pastor H. P. Shiao 

It’s been a while to think hard about how 

to live the rest of my life. I hope not to 

wrap it up with a mere sigh but with a 

shout of joy to the Lord – it’s so 

worthwhile and in splendor! 

The outside turmoil and inside old self 

won’t vanish until my last breath, 

together with the disturbance and 

attack from the evil, point to me that the 

world will for sure logically come to an 

end, because our Creator is an Almighty 

and responsible God. During this waiting 

period, I was -convinced: where I come 

from – I am created in the image and 

likeness of Jesus Christ, even though 

lost in the First Adam, but restored in 

the Last Adam; and, where I will go – I 

am going to my heavenly Father to 

partake His rest.  He and I, I and He will 

enjoy His presence and fellowship in His 

glory. And I will see Him as He is. 

Then, what am I doing here? -- Let 

Jesus work in me so that my “new self” 

may grow, strengthen and mature, 

attain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meanwhile, my “old self” may 

decrease day by day. The goal has been 

set, and the path of my rest journey to 

the heaven has been clearly defined. I 

have been chosen in Christ, adopted as 

His son, and redeemed through His 

blood. My daily life – no matter high or 

low, joyful or sad, successful or failing, 

is designed as a stage or platform 

specifically to obtain the inheritance, to 

be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to be 

built up in His Kingdom, His church, His 

body, His bride, the new person, the 

holy temple, the Spiritual dwelling, and 

His army. 

2 Corinthians 4:16-18 - 16Therefore we 

do not lose heart. Though outwardly we 

are wasting away, yet inwardly we are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17For our 

light and momentary troubles are 

achieving for us an eternal glory that far 

Outweighs them all. 18So we fix our eyes 

not on what is seen, but on what is 

unseen. For what is seen is temporary, 

but what is unseen is eternal.  

This is what I am doing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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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 and Strength 

 

Sheng Hu, Minister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for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Therefore, I will boast all the more gladly about 

 my weaknesses, so that Christ’s power may rest on me.  

10 That is why, for Christ’s sake, I delight in weaknesses, in  

results, in hardships, in persecutions, in difficulties. For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2 Cor 12:9-10] 

jnkj 

 

Sometime after I was called into 

the ministry, I asked the Lord to 

increase my faith so that I would 

serve him better. At the time – I 

was 24 – I had thought that God 

had blessed me with a lot of talents 

and gifts and I would be remiss if I 

did not leverage them for the 

kingdom. I grew up with the 

attitude that if someone has 

enough talent, intelligence, 

charisma, and hard-work,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hat you set 

your mind to. And up until that 

point in my life that philosophy 

seemed to have worked. And thus 

when we serve God, we take those 

same talents, intelligence, and 

charisma and leverage it for God’s 

kingdom. 

The only thing I felt like I was 

missing was a little bit more faith, 

and the Bible was pretty clear that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God. So I seriously asked 

the Lord to give me more faith to 

use my gifts for him. By that I had 

thought, in my mind, that as long 

as I wanted to dedicate my work 

to God’s glory and I was motivated 

by the goal of sanctifying G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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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I would be blessed in 

whatever I did. All I needed to do 

was to have a little confidence and 

not doubt, and that’s what God 

would help me with. 

Over the next 4+ years, what I’ve 

noticed instead was that God 

blessed everything that I was 

naturally bad at, and sabotaged 

everything I was naturally good at. 

The thing that stuck out to me the 

most regarding the latter was that 

God did not allow me to leverage 

my personality and charisma. My 

charisma was, at that point in my 

life, the feature that I held in the 

highest esteem and took most 

seriously. And what I experienced 

was that this one gift I could not 

use for God’s kingdom. Whether it 

was in the context of serving my 

church or in my personal life, God 

would not bless any work where I 

relied on my charisma. In fact, 

often times I felt like God was 

purposely closing doors, and I 

would be met with setback after 

setback. 

After a few years I actually became 

quite depressed over this. I felt as 

though God was picking on me. I 

see other people networking and 

finding job prospects a year before 

they graduate, while for me I was 

waiting upon the Lord to open a 

door with nothing to hold on to.  

And also at the same time, the 

Lord had put me through some 

really difficult seasons in my life 

that brought me a lot of pain and 

suffering (which I won’t go into 

details). I had thought that when 

God called me to seminary I would 

be just doing a lot of things, but 

the years have proved to be a lot 

of suffering and closed doors. 

Then for a season I spent quite a 

bit of effort studying the Corinthian 

letters. And Paul was contrasting 

himself with the false apostles. 

Little did I know then, the false 

apostles back then prided 

themselves on their personality 

and charisma – granted it wasn’t 

exactly the same kind of “charisma” 

that we think of today, but it’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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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 On the other hand, Paul 

boasted in his hardships and 

sufferings. 

I’ve read this passage before, but 

I’ve never quite experienced 

“weakness” in the sense that Paul 

was speaking of. His point was that 

the things that the world finds 

attractive, God does not like. In 

fact, God takes the things that the 

world finds unattractive, and he 

uses that to glorify his name – 

namely suffering and affliction. 

And I was challenged to think of all 

those closed doors not as 

something to be disappointed over 

and lamented over, but as a 

something to boast over. That was 

a paradigm shift for me. I used to 

boast over my talents because 

they bring success. But now it 

seems like God is calling me to 

boast in the very things that would 

normally not bring success – 

weaknesses, insults, afflictions. 

And the logic works like this: if we 

do big things for God leveraging 

our own talents, we will always 

want to take credit for it. We may 

not say it with our lips, but in our 

hearts, we will never be fully 

convinced that it was God’s spirit 

and not our own efforts. On the 

other hand, if God accomplishes 

his glory through things that are 

naturally nonsensical, then he 

alone gets the glory. And thus, for 

God to use us, he must first empty 

us. He must first empty us of our 

gifts and talents and everything 

th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Then 

his power will be made perfect in 

our weakness. I once heard a 

pastor say to a crowd of young 

preachers, “God can’t use you not 

because you’re too weak. God 

can’t use you because you’re just 

too strong.” And thus, when God 

makes us weak, through suffering 

and affliction, we have reason to 

boast, not because suffering and 

affliction feel good, but because 

God is preparing to do something 

in and through ou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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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與剛強 
 

胡晟宇 傳道 

 

祂對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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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10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

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 哥林多後書 12:9-10 

 

    

    在我最初蒙召的那段時間，

我曾求主加添我的信心，更好地

服事祂。當時，24歲的我，明白

神既賦予我諸樣多般的恩賜，就

是為了蒙差遣服事神的國；如果

不日益操練，恩賜終究會被挪

去。我還認為，人所應一貫秉承

的態度，就是各人可隨己意，運

用各自的天賦、智慧、魅力和勤

奮，行認為對的事。那時，這就

成了我生命中的原則，我便帶著

這樣的才能、智慧和能力服事

神，並且看起來還不錯。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還缺少

一點兒信心；聖經很清楚地指

明，沒有信心便無法蒙神的喜

悅。所以我竭力禱告求主加添信

心，使用祂賦予我的恩賜。因

此，我覺得，只要我盡心盡力地

服事神，並把榮耀歸給主聖潔的

名，無論我做什麼事工，都會得

到主的祝福。而我所需要的就是

加添一點兒信心和多一些堅定，

相信神都會賜給我的。 

 

    四年多過去了，回想這一段

時光，神所祝福的卻恰恰是我的

軟弱之處，而非我的擅長。最讓

我無所適從的是，我自己最為看

重的那些優勢特長，神卻不允許

我使用它們來服事祂！而且依它

們而做的各項事工，無論是為教

會、還是為我自身的建造，都沒

有得到過神的祝福。神總是故意

關上門，讓我遭受一個又一個挫

折。 

 

    幾年下來，我真的很沮喪，

覺得神是在故意為難我。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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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畢業的前一年就通過各自的渠

道定下了工作，而我卻一直在等

著主打開一扇都不知道有沒有應

許的門。那是我生命中非常艱難

的一段時期，充滿了苦楚。我滿

以為，神呼召我是為了成就很多

事工，然而臨到的卻是歲月的滄

桑伴隨著多般的苦楚和大門緊閉

的挫折。 

 

    在那以後的一段時間，我花

了很多精力研讀保羅寫給哥林多

教會的書信。在那些書信裡，保

羅把他自己與假使徒作了鮮明的

對比。我才知道，當時那些假冒

偽善的人們以他們所謂的個人魅

力而驕傲自大——這和我們今天

的景況非常相似。然而，保羅卻

常誇他的軟弱和痛苦。 

         

雖然以前也讀過這些經文，

但我卻從來沒有切身地體會到保

羅所說的"軟弱"。他指的是，在

屬世的認為有吸引力的東西，神

是不喜悅的；而在屬世的認為沒

有吸引力的東西---就是痛苦和磨

難，神卻恰恰使用它們來榮耀祂

的名。而我呢，也要迎接這樣一

個挑戰，可以說是操練中的典範 

---把絕望的哀哭之地轉變為值得

誇耀的契機之門。過去常常誇耀

自己的才能，因為它們能帶來成

功；但是，現在神呼召我，我便

只誇軟弱、屈辱和痛苦，這些通

常意義上的非成功因素。 

         

    從邏輯上講是這樣的：如果

用自身的才能為神做了大事工，

我們便總是要想著歸功勞給我們

自己。也許我們嘴上不會這樣

說，但在我們心裡，永遠都不會

完全相信事工的告成乃是出於

神，而不是出於我們自己的努

力。所以，如果神使用本來的卑

微來成就祂的榮耀，那麼只有祂

才能得榮耀。 

         

    因此，神要使用我們，必須

首先倒空我們。祂必須首先倒空

我們所有的天賦和才能，以及一

切我們引以為傲的東西，然後祂

的能力就會在我們的軟弱中顯得

完全。我曾經聽到一位牧師給一

群年輕的傳道人證道時說：“神

不使用你，不是因為你太軟弱，

而是因為你太強大。”所以，當

神通過痛苦和磨難使我們軟弱

時，我們就有理由誇軟弱；不是

因為苦難使我們感覺良好，而是

因為神在預備我們，成就祂日後

的計劃善工。 

（英譯中：闞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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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個平安、喜樂、得救的人生 
 

曾一元 

 

     

    我是從 2010 年下半年在舊金

山北灣區開始接觸基督教的。當

時，我辭掉了上海的工作，陪伴

太太在舊金山求學。週末，我們

開車去過 Berkeley的一間教堂，

也和我們住在同一個小區的一個

叫 Bob 的朋友，同去他常去的教

堂幾次。有時，還在 Bob 家裏和

幾個中國朋友一起朗讀和學習聖

經。 

 

    那時我學習聖經的主要目的

就是了解西方文化和學習英文。

因為那本聖經是英文版的，字句

很優美。據說，聖經學好了，英

文就會很流利了；而且，在教

會，大家都以弟兄姐妹相稱，在

此基礎上，溝通沒有太多界限，

常去教堂，對西方文化也會了解

更深。 

 

    在 Berkeley 的教會，我們分

成幾個小組學習聖經，我記得提

得最多的就是講耶穌為了洗脫我

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我們

信主，死後就可以升入天堂。天

堂嘛，大家都知道，那裏的生活

很美好。俗話說，“上有天堂，

下有蘇杭”，說明天堂的美麗和

人們對完美世界的向往。這些理

論，對於一個從小幾乎沒有信

仰、和自認為是知識分子的我來

說，簡直就像講「西遊記」。耶

穌被釘十字架，與洗脫世人的罪

有何關係？人死以後真的可以進

入天堂嗎？自從接受了高等教

育，我就信奉唯物主義，相信科

學。人死了就什麽都不知道了，

死後沒有靈魂的；相信死後有靈

魂和天堂，那是迷信，不是科

學。人的靈魂是沒有物質基礎

的；物質決定意識，萬有引力，

進化論這些才是真理帶著懷

疑和迷惑，我在 2011 年 6 月就回

上海繼續工作了。臨走時，我的

朋友 Bob還送給了我一本聖經和

有關基督教的英文書，我在上海

工作期間卻很少翻閱它們。 

         

    在上海職場奮戰 6 年以後，

我又來到了美國，先是在波士

頓，然後來到了圖桑。在圖桑，

我有幸讀完了教堂朋友送給我的

一本書——《遊子吟》，也很榮

幸地學習到了更多聖經的內容，

認識了更多的信主的弟兄姐妹。

在 TCCC 圖桑華人基督教會和弟兄

姐妹相處的經歷、以及書中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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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使我重新思考我之前固有的

觀點。這個世界真的有神存在

嗎？《遊子吟》的作者里程先生

本身就是一個在美留學的高級知

識分子，他的有關科學與信仰、

進化論與信仰、以及唯物論與信

仰的論述，以及關於宇宙起源的

科學論據，使我相信，至少我不

能否認我們的宇宙中存在神。更

進一步的思想認為，神是超越我

們現有科學及唯物論的一種存

在。 

         

    由於在中國大陸土生土長，

我多少受過一些佛教的影響。佛

教認為，人生有八苦。生、老、

病、死是大家所熟悉的四苦；還

有另外四苦：憂然煩苦、怨憎會

苦、恩愛別離苦和所欲不得苦。

人從出生，就一直生活在苦海

中。佛教鼻祖釋迦摩尼認為：要

脫離苦海，進入極樂世界，就需

要斷掉一切欲念。其實，隨著人

生的經歷越來越豐富，我還挺贊

同佛教這些觀點的。 

 

回想一下，我出生以後就一

直在受苦。人出生後到三歲前，

雖然無憂無慮，但是已經吃過第

一苦：生苦。隨著人慢慢懂事，

繼續受苦，兒時為了得到自己的

東西會與人爭辯，打架鬥毆，常

常發生不快。再大一點，六歲以

後，上小學了，有學業壓力，每

年的寒暑假作業都是我很頭痛的

事；在學校受高年級同學的欺

負，在家受父母約束，自己想要

的很多東西得不到，變得很羨慕

大人，總盼著自己快快長大；心

想長大以後就可以自己做主，不

需要受人欺負了；自己獨立以

後，就不會受父母的管制了。等

自己長大了，上中學了，雖然欺

負我的人變少了，可是壓力更大

了，需要考大學。當時大部分中

國人認為：考不上大學就沒出

息。 

 

在參加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

高考以後，終於如願以償，上大

學了。心想，可以歇口氣了，好

好瀟灑一下了。可是在大學裏，

經常感覺空虛和不愉快。一方面

是因為不知道自己為什麽要上大

學，沒有來自內心的原動力，一

切都是迫於外界壓力；另一方

面，人的思想變得更複雜了，有

些同學喜歡攀比，誰家裏有錢，

誰穿的名牌衣服，誰有名牌包包

就羨慕誰，你沒有這些，有些同

學就看不起你。看到很漂亮的女

同學，雖然喜歡，也不敢去追，

因為覺得自己不夠優秀，不夠有

錢。那些家裏有錢的同學，經常

很容易就交到女朋友。當時發

誓，我要變得很優秀，我要繼續

學習，將來就算不掙大錢，也要

做一個引人注目的傑出的科學

家。 

 

終於，通過努力，考上研究

生了。我覺得離自己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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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近了，我打算在研究生階段有

一個嶄新的、完美的生活。可

是，三年的學習生涯簡直把我推

到了人生壓力的頂峰，簡直像一

場噩夢！那時，我在實驗室做研

究，一週七天基本都在工作，幾

乎沒有其它節假日。實驗結果不

好導師就會找我談話。導師一直

要求我發表一篇高質量的 SCI 論

文。可是，我一直覺得自己沒有

什麽新的和很有信服力的發現，

要發一篇高質量的 SCI 論文遙遙

無期。導師的話語和要求一直在

我耳邊回響，我做什麽都會想起

導師的要求。整個求學的三年時

間，我心裡總是壓著一塊石頭。

可能那時候年輕，還挺得住。在

做了無數個分子生物學和細胞生

物學的實驗後，終於熬過了三

年，雖然沒有發表高質量的 SCI

論文，倒也畢業了。之後開始工

作了，終於自己掙錢、經濟獨立

了。 

 

工作的頭三年，還覺得挺享

受的：經濟獨立，壓力沒有做研

究時那麽大，覺得心裡總算沒有

那塊時刻需要惦記的石頭了。可

是，三年以後，壓力就接踵而來

了：有成家的壓力，需要買房，

上海的房子很貴，2011 年普通地

段一平米就需要三萬人民幣甚至

更高，一棟普通的房子需要二百

萬人民幣，可是當時的年收入才

二十萬不到，雖然我已經算高收

入人群了；還有升職的壓力，工

作三年了，如果還是老樣子、老

職位，同事會看不起你的；上海

人口超過兩千萬，生活節奏極

快，每天上班地鐵很擠，不像美

國，人可以慢慢走，還非常禮貌

地讓道。在上海，人都是跑著往

地鐵站的，我就算不跑，被人群

擁著，心跳也會跟著加快！ 

 

我需要出差到全國各地，面

對不同性格的客戶，我的服務對

像主要是醫生和護士。中國的醫

療環境及其複雜，有些醫生和護

士的要求簡直讓我無法接受。另

外，還需要面對不同性格的同事

和不同脾氣的上司。當時，上海

有句話，90%的白領都處於高壓力

和亞健康狀態。現在回過頭看，

這是事實。每天都很忙，忙得連

靜下心來想想自己為什麽忙都不

知道。我的這些經歷都印證了我

對佛教的觀念的認同：人一出生

就在承受不同的壓力、創傷和痛

苦。需要擺脫，就需要放下。所

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可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能夠放下人間一切欲念嗎？很

顯然，靠個人的意念是不可能

的。我們需要一種特殊的東西，

既身在世俗的罪惡中，又能時刻

反思自己，並以禱告、仰望神的

方式來讓內心獲得平安和喜樂。

人性的罪惡無法避免，聖經中有

很多關於人性罪惡的描述，這些

描述入木三分。羅馬書 3 章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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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

的榮耀。”雅各書 1 章第 15 節，

“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

來。”羅馬書 1 章 28-32節這樣

描述人性：“他們既然故意不認

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

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裝滿了

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

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

詐、毒恨；又是讒毀的、背後說

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

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

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

親情的、不憐憫人的。他們雖知

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

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

喜歡別人去行。” 

     

可見，我們出生就都是罪

人，而且罪的種類繁多。如果沒

有信仰，沉迷世俗生活，我們只

會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我們只

能過一個世俗的、不愉快的、空

虛的人生。相反，當我們用心靈

和誠實去認識神時，當我們接受

耶穌作為我們的救主時，神就把

生命賜給我們，讓聖靈永住我們

心中，藉著聖靈，我們可以結出

許多聖潔的果子。加拉太書 5 章

22-23 節，“聖靈所結的果子，就

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溫柔、節

制。”有了聖靈在我們心靈裡面

做工，我們內心會變得更平安， 

 

 

更喜樂，活得更像主耶穌。 

     

    在我們這個教會，我最喜歡

的就是週日早上的詩歌敬拜和對

新朋友的歡迎儀式。我常常會覺

得一些音樂非常悅耳，聽了以後

非常開心。詩歌裡面的一些話

語，也常常讓我思考和感悟人

生。我想這就是主在對我說話，

聖靈在我心裡做工。每當我看到

弟兄姐妹們對新人伸出熱情的雙

手，鼓掌並傳達耶穌的愛時，我

感覺弟兄姐妹對每個新人一視同

仁，沒有偏見，沒有猜忌，大家

坦誠相待；我想這就是主耶穌希

望我們互相認識的方式，和在一

起相處的方式。 

     

    世界太複雜，人性太複雜，

人生的罪孽太多太深重。只有藉

助主偉大的力量，我們才可以減

少我們的罪行，游刃於這個世

界。因為，主的恩典夠我們用，

主的話語足以讓我們應對這個紛

繁複雜的世界！約翰福音 14 章 6

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 11章

25-26 節耶穌說，“復活在我，生

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

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 

        

    信主，得平安；信主，得喜

樂；信主，得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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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信靠祂---慈愛憐憫的父 
 

范  靜 

   

    我出生在中國大陸，從小接受的

就是無神論教育。大陸民間，向來是

寺廟多過教堂，向佛的人多過信仰基

督的人。當我漸漸長大，周圍的許多

朋友都去寺廟裏燒香拜佛祈求平安，

人們都說佛主慈悲普渡眾生，佛教是

一個勸人向善的宗教，於是我也常常

出入寺廟求神拜佛。 

        

當我決定受洗成為基督徒時，我

先生還很不解地問我：“妳不是一直

都信佛教嗎？怎麽又換成基督教了？

怎麽跟小貓釣魚一樣，沒有常性？”

我於是很認真地思考了這個問題，並

找到了答案：佛教已經不能讓我的內

心和靈魂得到安寧了。佛教的理論是

世間都有因果報應，人根據自己的修

為進入六道輪回。根據這個理論，一

個人降生在人世間，他所有的不幸都

是因為以前做的孽而遭的報應，譬如

一個患有先天殘疾的小嬰兒，他還什

麽都沒有做，但佛教的解釋是他上一

輩子必定做了孽，所以今生才有此劫

難。那麽問題來了！按照這種邏輯，

要麽我們對他人的苦難會麻木不仁

（既然苦難是他以前做孽的報應，那

麽現在遭罪就是活該），要麽我們自

己遭受苦難就會陷入深深的自卑（肯

定我以前做了壞事現在遭報應了）。

大家知道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嗎？那就 

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是一個老老實

實的傭人，先是喪夫，後又喪子，本

該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卻因為不幸

的遭遇而處處受人歧視；她自己內心

充滿了自卑，所以才去捐門檻，但也

沒有換取到別人的同情。佛教理論已

經讓我內心無法平靜，甚至於苦毒起

來了，我對未來充滿了恐懼，害怕有

一天遭遇不幸，還要被人譏諷為是遭

報應了。 

        

    直到有一天我開始試著研讀《聖

經》，我現在都還清楚地記得，當我

讀到利未記 19 章 9-10 節 “在你們

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

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萄園的

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

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

華---你們的神。”我的眼淚一下就

湧出來了，這才是我喜愛的神啊！沒

有假仁假義，是那麽憐憫體貼世上的

可憐人！神仿佛在那一瞬間把籠罩在

我周圍的黑暗撕開了一條小口子，漏

進來了一絲絲光，我於是慢慢去追尋

這一絲光線，越來越轉向神，越來越

認識神，由剛開始小心翼翼地靠近，

到現在飛奔著撲到祂的施恩寶座前。 

 

    感謝主在我仿徨無助的時候讓我

遇到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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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記號 
 

莊  山 

 

    我出生在四川省的一個生活節

奏很慢的城市。和大多數孩子一

樣，生活在沒有信仰的環境中。自

小我就認為：拜觀音、求菩薩、信

耶穌是封建迷信的殘留。我一直堅

信，我命由我不由天。這種思想根

深蒂固地伴隨著我的成長，直到我

讀高中。 

 

    那時候放暑假，我來到了上海

的姐姐家玩。我姐姐是一位虔誠的

基督徒，她也在唱詩班服事主。可

能是因為地域的不同吧，當我跟著

她去了教會，並沒有受到歡迎，也

沒人和我說話。大家唱著詩歌聊著

天，而坐在旁邊的我顯得是那麽的

格格不入。從那以後我便很少去教

會了。大概過了兩個月，在一次和

姐姐偶然的談話中，我得知因為管

理人員之間的矛盾，教會分裂了。

從那以後我便對教會有了不好的看

法，認為那不過是一群人為了權力

鬥爭而做遊戲的地方，如果都是同

心來事奉主，又有什麽矛盾會導致

分裂呢?  

 

又過了幾年，我大學畢業找到

了一份實習工作。歲月磨平了我的

棱角，使我成了一個“球”，我開

始願意接受新鮮事物。神再一次讓

我經歷了祂。故事發生在我決定來

美國讀書的時候。美國簽證一直是

困擾中國留學生的難題，平均通過

率才百分之四十。我在第一次面試

簽證的時候，就光榮犧牲了，成了

那百分之六十被拒簽的人之一。那

時候我的心情很糟糕，可能留學美

國對於我來說只是幻想吧，因為如

果第一次被拒簽，那麼第二次被拒

簽的可能性更大。我已經做好了放

棄留學再找工作的打算。在一次與

我三姨的跨國視頻談話中，她告訴

我不要氣餒，她們一家人都會為我

禱告，也會請教會的弟兄姐妹為我

禱告，讓我自己也嘗試著禱告。同

時我的姐姐也發信息讓我禱告，說

神會指引我前進的方向。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向神禱

告，希望神為我指明今後的方向。

在之後的第二輪面試簽證時，我竟

然奇蹟般地通過了！那個簽證官甚

至沒有問我太多的問題。那一個晚

上我很開心，但是也留給了我一個

難題——那就是我禱告的時候求了

太多的神靈。我並沒有告訴三姨，

除了向耶穌基督禱告，我也求了菩

薩、拜了觀音，而到底是哪一位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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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了我，我也不知道。但是卻讓我

肯定了一件事：蒼天之上必有一位

全知全能的神，祂聽到了我的禱

告，聽到了我的訴求，聽到了我的

親人們的禱告，並幫助了我。現在

回想看來，應該是從那時起，神就

在我的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一顆

名叫基督的種子。 

 

    來到美國學習後，一切都是新

的開始，新奇、刺激。我住在三姨

家，我三姨叫劉 SC，是我媽媽的

妹妹；我的姨爹，名叫程 S，是一

名基督徒作家和編輯，筆名基甸；

我三姨和姨爹都是基督徒，他們有

兩個孩子，大的叫 Lucas, 小的叫

Samuel。我開始在基督徒的家庭中

生活，也學著他們飯前禱告，參加

查經。慢慢地，我對基督信仰有了

興趣，開始向他們問起關於耶穌基

督的問題。我的姨爹回答了我很多

問題，為我解惑，他是我信仰啟蒙

路上的一位老師。從和他們的聊天

中，我知道了每一位基督徒都會有

一種感動，一種神進入內心的感

動。而我卻遲遲地等不到我希望的

那種轟轟烈烈的內心感動，殊不知

我是不願意相信神給我預備的卻是

平平凡凡的感動。 

 

    第一件事發生在我開車的時

候，那天我開車接 Samuel 回家，

經過一個 T 字路口。我停在了左轉

車道上準備左轉，右轉彎道上停的

車輛超出了我半截車身，擋住了我

的視線，使我完全看不到右邊直行

的車輛。那時我並沒有多想，作為

老司機的我選擇了踩油門轉彎。就

在車身的轉動超出那輛車身的一瞬

間，我看見了有一輛車飛快地直行

而來。那時我的頭腦裡一片空白，

下意識地死踩油門，希望快速轉

彎，避免相撞；而那輛飛快行駛而

來的車子也立馬兒減速，我們才沒

有相撞。每當我回想起來，都會後

背發涼。因為我不知道如果相撞後

會怎樣。當時我把這一切歸功於我

的好運，覺得是我當機立斷狠踩油

門才使我們免於車禍。 

 

    第二件事也是發生在我開車的

時候。那天下著濛濛細雨，因為我

的車送去保養，我就開著三姨的車

送 Samuel 上學。可能你會問怎麽

又是他，其實有段時間我也很納

悶。為什麽每次發生這種事情都有

他？當時我開車行駛在下坡路，並

開始進入右轉車道。在快到轉彎時

我開始減速，但是車子卻不聽使喚

地顫抖起來，車速並沒有下降，而

顫抖卻不斷地加劇。這種顫抖我從

來沒有遇到過，以至於我在第一時

間都沒有反應過來這是輪胎打滑。

但是我這個多年老司機的經驗告訴

我，這種車速是不可能轉過彎的，

我完蛋了……車子在撞向左邊的臺

階時，手握方向盤的力量根本無法

控制強大的衝擊力，於是汽車又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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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右撞去。好在我情急之中拉了

手剎，汽車也與左右兩側的臺階連

續撞擊了幾次後終於停穩了。我很

慶幸當時沒有翻車，只是輪胎股有

些刮傷，而人都沒事兒。直到有一

次查經，讀到【創 28:15】“我也

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必

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

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

的。”那時我才知道，並不是因為

我的運氣好才沒有發生車禍，而是

因為耶穌基督保守我三姨一家而讓

我沒有發生車禍。 

 

    第三件事是發生在 Tucson。

我是一個很難相信神的人，我覺得

世界上有兩種神，一種是全知全能

的上帝，祂無所不能；而另一種是

被人創造出來的神靈。可那麽多神

靈，怎麼能證明他們都是錯的呢? 

上帝看出了我的疑惑，在所謂的機

緣巧合下帶領我來到 Tucson。圖

桑華人基督教會，是我三姨一家早

年待過的一間教會，他們曾在這兒

事奉主。我來到 TCCC，開始了新

的生活與學習，神也賜弟兄姐妹來

解答我心中的疑惑。在教會中我遇

到了熱情的張長老，溫柔的 JX阿

姨，保齡球技能 MAX 大 Kent，初

當奶爸的陶 Y 老哥，彈得一手好琴

的 V 姐，做得一手好菜的

Yuhang，貓奴鏟屎官 Yuzhe，愛釣

小龍蝦的 Xinyi，愛嘮叨的

Zhenhao，愛宅在圖書館的 Lige，

逗比的 Bowen，動手能力極強的化

工 Zizhao，喜愛小豬佩奇的

Wendy，還有耿直的廣東老哥

Diheng，還有很多人，我就不一一

列舉了。獨自生活在異國他鄉，我

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覺。 

 

    【馬太福音 7:12】“所以，

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

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不知何

時，心中竟有了一個衝動，想成為

和他們一樣的人。耶穌基督總是能

夠猜透我的內心並提前預備，我卻

一直不能領會神的偉大；就如創世

紀中記載的一樣,“起初，神創造

天地”短短的幾行字，卻透露

上帝的全知全能。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和教會的

朋友們一起參加了在 Tucson 舉行

的 Water Lantern Festival。那

天，我們做完船燈已是傍晚，看著

我們的許願船緩緩流入湖中，隨著

其它船只蜿蜒而去，無窮無盡，猶

如一條浩光閃耀的銀河直達天際；

順著遠去的船只向上看去，是群星

閃耀的夜空。我第一次被這種景象

所震撼，感嘆自己的渺小。突然有

一種無法言喻的感動進入到我的內

心。宇宙怎麽來的? 地球怎麽來

的? 地上的萬物怎麽來的? 人類怎

麽來的? 這一切都歸功於神。地球

與太陽的距離剛剛好，若太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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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人就要凍死；若太近，地上的

人又要熱死。地球的體積若太小，

就不能吸住圍繞地球的大氣層，若

沒有大氣層，人就不能存活；地球

的體積若太大，活在地上的人的體

重就會很重，人還是不能存活。神

所造的地球剛剛好適合人居住。 

 

而在之後的第二天，神又給了

我感動。我聽到一首歌，叫做《恩

典的記號》，裏面的歌詞正是我的

所見所感。【羅馬書 1:19】“神

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

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

明。”我的困惑已經解決，我心中

的種子便開出了花。 

 

    第四件事是我的錢包丟了，裏

面裝了我的全部家當。我從無憂無

慮的小康生活搖身一變，成了需要

朋友救濟的 Tucson難民。當時迪

衡告訴我，“禱告吧，神會幫助你

的。”我在回家的路上禱告，果然

第二天就接到了 Uber 客服打來的

電話，說我的錢包忘在車上了。這

讓我想起了一句話，【馬太福音 

6:6】“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

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

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

你。” 

 

 

 

 

這些點點滴滴，激發我加快了

尋求真理的腳步。雖然並沒有我原

來想的那麽轟轟烈烈，但是平凡又

真實。我願意信靠上帝。上帝所賜

予的，不一定是我認為最好的，但

一定是祂認為最適合我的。我對這

話深有體會。感謝主、讚美主！這

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實經歷，讓

我讚嘆主的神奇和偉大。每當唱起

《恩典的記號》這首歌時，我的心

裡就會有股暖流湧起，臉上就會淌

下無比感動的淚水。主是何等的神

奇，主是何等的博愛！祂在我們遇

見試探和兇惡時、在我們身處絕境

時，將我們從死亡線上挽救回來。

作為主的子民，我又是何等的幸

運，因為主的大愛一直陪伴著我，

讓我今天能健康幸福地生活，這一

切的一切都是上帝——我的主賜予

我的。 

 

    這就是我認識主、見證主、經

歷主的故事。從前我愛主，而今我

更愛主。我要按照主的指引，在信

仰基督的這條光明大道上堅定不移

地走下去！跟隨主、信賴主、仰望

主，永不改變！ 

 

    感謝讚美主！阿們！ 

 

 

 



【得救見證】 
 

17 

 

 

 

 

得救見證 
 

王笑宇 

 

 

我出生於一個書香門第的家

庭，父輩們和哥哥姐姐們都是高

級知識分子。因為從小就受到很

正統的教育，我一直都是個無神

論者。讓我發生改變的是一本小

冊子叫《遊子吟》，2009 年我讀

大二的時候，在美國生活的姑姑

和表哥帶給我的。作者詳細地描

述了他從不信到信的過程。書中

還從科學的角度分析了聖經中事

蹟的真實性，包括人類的起源和

聖經中人物事件的考古依據。這

些文字深深地觸動了我，因為它

們有理有據，讓我對我原有的知

識和觀念產生了動搖，特別是對

達爾文的進化論產生了懷疑。我

開始閱讀聖經，並查找一些資料

去驗證其真實性。最後我發現，

裡面的內容竟然全是真的！於是

我開始接觸學校中的團契，發現

大家都很友好，這讓我更加敞開

了心扉；因為學業忙，就這樣斷

斷續續地聚會和學習了十年。可

能會有人問：你信了十年，為啥

還不受洗？因為實在是沒有一個

能讓我特別感動的契機；事實

上，直到上個月我還在猶豫。     

  

    然而八月份發生的兩件事讓

我信心大增，於是決定受洗：第

一件事是我的論文。大家都知道

讀博士要在國際上發表有影響力

的 SCI 論文，我之前雖已經發表

過數篇，但是每多發一篇對我的

畢業和找工作都有不一樣的意

義。今年年初我投出去一篇文

章，希望能夠發表。但是已經半

年多了，一直沒有消息。8月 13

號的晚上 11點多我向神禱告說：

“神啊，袮如果真的存在，請用

袮的大能幫助我的論文順利錄用

吧！”禱告之後我就睡著了。結

果半夜兩點半的時候我突然醒

了。我一般一覺睡到天亮，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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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裡我卻突然醒了，預感到有事

發生。於是，我打開手機查看了

一下郵件，果不其然，在 2 點 17

分的時候，我收到一封來自歐洲

的郵件。我的論文被錄用了！而

且是直接錄用，不需要修改。我

的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祂真是

聽禱告的神！在祂沒有難成的

事！ 

 

第二件事是我八月底賣車的

經歷。我去年剛來的時候買了一

輛車，現在要回國，需要把車賣

掉。很多訪學的老師賣了一個月

甚至兩個月也賣不掉。我賣車的

頭一天晚上又向神禱告說：“我

的天父上帝，請祢保守我賣車順

利，少一點曲折吧！”第二天下

午我把賣車廣告掛到了網上，期

待有人對我的車感興趣。結果不

到兩個小時，就有一個印度小伙

子說他非常感興趣，願意以高出

市場價的價格買我的車，並問我

住在哪裡，現在就要過來看車。

於是，我把我的住址發給他。一

分鐘後他給我發來一條信息，

說：“我的上帝啊！你能相信

嗎？我和你住在同一個小區！”

於是一週後，我順利地交易了

車。別的老師半個月、一個月、

甚至兩個月才做到的事，我花了

三個小時就做到了，不僅做到了

還小賺了一筆。最令人吃驚的

是，偌大的城市，從網上看到我

的車並買走的人竟然跟我住在同

一個小區，省去了很多看車的時

間。我不相信除了神，還有誰能

制造出這樣的“巧合”。 

     

    通過這兩件看上去有點“神

奇”的事，我很受感動，也更加

堅定了信心，決定要受洗做名基

督徒，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神，

永生永世要做神的兒女。 

 

2019年 9 月 14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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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愛裡面 

 

王鈺雯 

 

 

    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因爲我

從小跟外婆在北京長大，而他們都

在台灣，所以我並沒有受到他們很

大的影響。但其實從小，在不知不

覺中，我就真切地感受到神的觸

摸。 

 

    我們家的三個孩子都是在基督

教醫院出生的。因爲我出生在聖誕

節前夕，當時有唱詩班來到媽媽的

病房傳佳音、送祝福，所以媽媽總

說我是神賜給她的小天使。當時媽

媽也還沒有接觸基督信仰，但就是

覺得很喜樂、很感動，在我還未出

生時神就已經愛我和我的媽媽了。 

 

從小因爲一些家庭原因，跟媽

媽的交流少之又少，也沒有很多時

間在一起生活。但是在我長大的過

程中，覺得那爲數不多的交流、溝

通多多少少都與基督有關。我第一

次接觸到耶穌基督，是在台灣上學

的那一年，每週都會跟爸爸媽媽和

妹妹一起去教堂做禮拜。那時的我

雖然不能完全領會其中的意義，但

記得每次唱詩歌的時候，我都會感

到歡喜快樂，也慢慢地開始想要更

多地了解耶穌。 

在和爸爸媽媽一起生活的那一

年，有時很幸福---終於找到了我

從小就渴望的家的感覺；但有時也

會有煩惱和難過。我永遠都記得，

在那些睡不着的夜晚，媽媽常常會

坐在床旁，摸著我的頭輕聲地為我

禱告，讓我能安然入睡。還記得那

句“神的恩典夠你用”，讓我的內

心變得更堅強，能更勇敢地克服困

難、面對挑戰。  

     

    後來，我從台灣回到北京生活

學習，漸漸地失去了了解基督的機

會，也就把這件事情擱置了。直到

三年前，我有幸參加了新加坡的一

個大型復活節敬拜，有點像演唱會

的形式，那一次我感受到了神最深

切的同在。在那樣的一個歡樂的氣

氛裏，周圍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

喜悅、幸福的笑容，但我卻忍不住

突然開始哭了，或許是感動，或許

是內心的渲泄，媽媽也感動地抱著

我說，這是神在我身上做工了，是

神的愛在觸摸我！那份感動令我至

今難忘。  

     

    在那之後，我開始慢慢地養成

了讀聖經的習慣，因爲“叫人活著

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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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約翰福音 6:63】聖經的話是有

生命的，是帶著力量、帶著權柄

的。神的大能也在我這個小信的人

身上一點點地改變著我。  

     

去年我經歷了一場比較嚴重的

車禍，在撞車的一霎那，我整個人

都是懵的。當我才意識到自己受了

傷的時候，現場都已經被處理得差

不多了；我就那樣一直緊繃著神經

撐著，久久不能平復。晚上回到

家，我知道還是要告訴媽媽的，但

又怕她擔心，怕她會責備我；於是

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撥通了電

話。跟媽媽講了事情的原委後，我

再也撐不住了，開始止不住地痛

哭。媽媽並沒有責怪我，而是說感

謝主，沒有發生更嚴重的事情，感

謝主保守我的身體，只是一些皮肉

傷，沒有傷到骨頭或是傷害到生

命。然後，媽媽爲了平復我的心

情，帶著我一起禱告，漸漸地，我

不再哭了，心裡也平靜了許多。但

那幾天因爲身體的疼痛，還是很難

入睡，我就嘗試著自己向神禱告祈

求，就這樣忍著疼痛，慢慢地入睡

了。車禍後第三天我就回到了北

京，下了飛機就見到了來接我的媽

媽和小姨，她們眼眶濕潤地抱住

我。記得媽媽不停地說“感恩感

恩，感恩我的寶貝能平安回家，這

一切要感謝主的保守。”“神是我

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

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篇

46:1】神讓我真真切切地經歷到了

這句話。 

 

    那個暑假回來之後，我就盡量

堅持來教會團契。在這裏和其他同

學一起查經，一起學習和分享。太

岩長老，繼香阿姨，還有學長學姐

們的關心和照顧，使我感受到了家

的溫暖；在這個大家庭中，我真的

很開心，很幸福。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是靠自己

的意志努力地生活和學習，可是人

的能力太有限了，有時已經無法勝

過生活中的種種不愉快，只有依靠

神的力量才能得到平安喜樂。如聖

經所說，“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

能”，我一直很喜歡這句話。在今

年復活節，我受洗成為了一名基督

徒，我原本就是神的孩子，是神把

我尋回。如果可以時光倒流，我真

希望更早一點成爲一名基督徒。

【哥林多後書 5:17】“若有人在

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

過，都變成新的了。”相信耶穌，

就能得救重生，擺脫罪的捆綁；我

的傷病，也能得著醫治。我相信神

的愛就住在我裡面，我也要住在祂

裡面。我要靠著神的力量，靠著神

的引領，靠著神的話，走我未來的

路。神的聖靈會充滿我，讓我知道

無論走到那裡，神都與我同在。謝

謝神給我的一切。將榮耀歸給主。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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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後的思考 
 

唐壽鴻 

 

 

    很高興小兒子唐恕結婚了。這對新

婚小夫妻在校園裏的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團契中認識，在共同事奉中彼

此增進好感，擦出愛情火花。確定戀愛

關係兩年後，他們決定結婚，舉辦了這

場有 100多人參加的、滿有神祝福的婚

禮。在這場婚禮中有很多讓我們欣慰的

地方：  

 

1. 兒子和兒媳都是在校的研究生，靠

獎學金養活自己。他們堅持不要父母

的錢，按自己的經濟能力辦婚禮，以

自己的名義出請帖。 

 

2. 在籌備這場婚禮的過程中，兒媳的

父母、姐妹和親戚們出了很多力幫

忙。他們執行小夫妻倆的方案而不指

手劃腳，卻沒有安排我們做太多事。 

 

3. 整場婚禮花錢不多但不失隆重。依

照基督徒傳統，婚禮在教堂舉行，所

有參加者都正裝出席。提供伴奏的鋼

琴、小提琴樂隊也很專業。牧師主持

婚禮，由於牧師認識兒媳多年，主持

起來親切幽默，有條有理，穿插了聖

經金句、讚美詩歌和福音信息，充滿

了感恩和喜樂。比如，新娘的姐姐介

紹新郎新娘時說：“Janet的意思是

神是供給者 (giver)，Joseph 的意思

是神賜更多 (add more).” 所以她

在描述神在妹妹身上的每一個恩典結

束時都說“神是供給者”，下面也齊

聲回應“add more！”實在是歡樂又

有意義！ 

 

4. 現場佈置很用心，還考慮了我們的

文化傳統，增加了很多中國元素。比

如用到了中國人辦喜事時常用的紅

色：紅色五角星，紅掛球，新娘跳舞

穿紅裙子等。飯桌用地圖當桌布，每

桌中心放一個地球儀，還有牆上掛的

世界地圖，表示不同種族的婚筵。親

家母摺的白鴿表達愛與和平，以及幾

盒親家親手做的紅白黑三色蠟燭（宴

會中親家講解了紅白黑三色代表耶穌

的寶血洗凈了我們的罪，並將蠟燭送

給大家）。值得一提的是，這樣周全

的會堂和餐廳的佈置，及婚禮結束後

的拆除和打掃，全部都由來參加婚禮

的人幫忙，沒有聘用任何商業公司。 

 

5. 婚禮不鋪張浪費，婚宴沒有酒，只

有像酒的替代飲料，也沒有一人抽

煙。婚宴是自助餐，賓客有序地排隊

自用。吃的簡單有品質，禮品也只送

小夫妻需要的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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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婚車的選擇上也充分體現了兒媳

家良好的教養。女方家庭經濟條件優

越但對子女要求嚴格，開的車要和學

生身份相配。這次婚禮使用的婚車需

從這一對新人開的兩部車中選一部

車。我們兒子開的是我們留給他的寶

馬Ⅹ3，外表看起來還比較新，兒媳

開的豐田小車外表顯得舊了，但他們

選擇豐田小車作為婚車。婚禮結束

時，眾多親戚朋友目送新郎開著婚車

帶著新娘離去，新娘家人一點都不會

覺得不好意思或有失面子。 

 

7. 雙方父母及小夫妻倆都是虔誠的基

督徒，所以一切按照聖經的原則舉行

婚禮。親家之間坦誠，客氣，和睦。

新婚夫妻也秉承和遵循聖經的教導，

婚前不同居，結婚當天兒媳就改从夫

姓姓唐，設立共同的銀行帳戶，對雙

方父母改口稱爸爸媽媽等。 

 

    在婚禮結束後，他們就離開 Rochester

回家，繼而就去歐洲渡蜜月去了。我們

遺憾沒能請他們吃飯的同時也深深地鬆

了口氣！因為原本真擔心他們用這麽少

的錢把婚禮辦砸了。我們做父母的真的

很願意出錢出力，希望可以多給他們的

婚禮提供支持，可他們說什麽都不願

意，他們認為婚禮是榮耀神和傳福音的

好機會，並不需要鋪張浪費。感謝神，

沒想到他們辦得這麽好！我們為幫不了

他們多少而感到自己無用時，也突然感

覺到孩子真的長大了。 

     

唐恕小時候既淘氣又不聽話，嚴重 

到政府孩童保護中心要把他從我們家帶

走的地步。我們也對他束手無策，只有

不斷向神祈求，求神改變他。不知從什

麽時候開始，他好像脫胎換骨了---對

學業變得認真，對父母變得十分親近，

假期回家也搶著做家務了；更重要的是

他變得更愛主，更願意參與教會服事。

今天他找到了一個愛他並愛主的姐妹做

他一生的伴侶，一起服事神。這是神的

恩典，我們很感恩！願上帝賜福他們，

主耶穌基督恩待他們，相愛一生，榮神

益人。 

     

    婚禮中，兒子謝謝我們一直從不放

棄為他禱告，兒媳謝謝我們為她準備了

一個愛她的弟兄，親家謝謝我們為他們

培養了一個敬虔的弟兄（Godly man）做

他們的女婿。過去在公司裏，有時候事

如人意但又不知道為什麽時，同事經常

說“我們一定是做對了什麽事情”

（Something we did must be right）。我們相

信，從他小時候起我們就風雨無阻地送

他上教會這一點一定是做得對的。 

     

回想兒子唐恕的成長過程，作為父

母的我們深深地經歷了上帝的信實和主

耶穌的恩典。如詩篇 127 篇的應許：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

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

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們清晨早起，夜

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

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

覺。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

胎是祂所給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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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中的喜樂 
 

施麗金 

 

 

腓 4:4 -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2019 年 9 月 14日，兒子唐恕

Joseph 與媳婦珍妮 Janet 的婚禮

進行到舞會，新娘子尊重華人文

化，換了一件旗袍式樣的紅色連

衣裙跳舞。當她出場時，我一下

子愣住了！因為新娘子身上穿的

裙子，比起原來她在店裏試穿的

那一件，無論是布料、還是顔

色，差別都很大。特別是手工繡

花完全不一樣了，比原來的難看

很多；原來的繡花工藝淡雅，且

與布料相配，非常好看。裙子被

調包了！當時我心裡非常憤怒

豈有此理！血液直沖腦門，

我感到自己幾乎要昏倒了！ 

 

    2018 年 5 月，老三和准媳婦

到中國看望我們。在蘇州，我帶

她去觀前街的“蘇州玖勝服飾有

限公司”挑選了那件旗袍式樣的

紅色連衣裙，非常漂亮，價格也

不菲---人民幣¥4280。她試穿很

合身，就買了。到櫃台付錢時，

服務員問：“需要包裝到盒子裏

嗎？”我們答：“好的。”然

後，拿了禮盒就回家了，並沒有

發現在店裏就以次品調包了。接

著准媳婦和兒子中國之旅結束就

回美國了。直到婚禮舞會時，新

娘子穿了它，我才再次看到這件

紅裙子。 

 

確定被調包了以後再細看

時，還發現有幾個紅色小玻璃的

點綴都脫落了。實在無法接受這

欺詐的事實！我努力地控制著自

己的情緒，以免發生腦意外，又

要去急診 

 

婚禮後，我整宿無法入睡。

下半夜 3點半，感覺很難受，就

起來讀 9 月 14日靈修信息“曠野

的筵席”。真是奇妙！當天的信

息，尤其是插圖中的話非常應

景，其中勸勉道：“當世人剛醒

覺再沒有可信和可靠的，屬神的

人卻早早知道，喜樂的生命是要

讓一切從信靠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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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啊！是的，孩子若不

是一切從信靠開始，老三唐恕豈

能配得作丈夫，以致今天有如此

美好的婚禮！聖靈提醒我要數算

父神在兒子身上的作為，數算主

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兒子唐恕

與媳婦珍妮是跨民族的婚姻，他

們非常用心地策劃、籌備在教會

舉行的這場跨民族的婚禮。婚禮

的佈置有著強烈的國際氛圍，並

盡量地加入中國的傳統色彩，例

如：大紅花、大紅球，以及紅色

五角星裝飾；用地圖當桌布、地

球儀放在每張桌子的中心，以及

五大洲的版圖，牆上掛著世界地

圖，表達世界上不同種族的人們

在主耶穌基督裡親如一家。 

 

唐恕的岳父母敬畏上帝，時

時傳揚耶穌基督的救恩，這在婚

禮中處處可見。餐桌上為來賓預

備的禮物，是岳父大人親手做的

黑、紅、白三色福音蠟燭；岳母

大人親手折疊的白鴿懸掛在黑色

蝴蝶結下方，搭配著紅色彩帶。

我相信：他們盼望每一個參加婚

禮的人都能知道耶穌基督的救

恩！祝願世界和平！姐姐講述了

珍妮的成長過程，數算著神在妹

妹身上的作為。令人感動！ 

 

    同樣地，兒子婚禮之前給我

們二人的感謝信也是情真意切。

回顧唐恕 20多年的成長過程，從

一個無法安靜片刻的孩子，到今

天成了研究生、作了丈夫，是主

耶穌基督救贖了他、改變了他，

同時神藉著在 Tucson 教會服事兒

童青少年的衆弟兄姐妹，在主裡

對他付出的愛，保守看顧著他。 

 

    感恩一路信靠主走過，體會

養育兒女如放飛風筝--- 

 

起步不易，細心慢跑； 

放飛升髙，拽線慎巧； 

警惕斷線，唯有信靠。 

 

上帝掌控，耶穌恩典； 

聖靈牽引，風中翺翔； 

展翅上騰，母心安寧。 

 

    寫到這裡淚流滿面，雖然世

界有罪惡和苦難，感恩天父上帝

的信實，主耶穌基督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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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鹽，做光，活出愛 
 

陳倩倩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

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

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6 

 

    成為基督徒後，我不止一次地被問

到 “為什麽會信主？” 撇去長篇大論

的故事細節和華麗的辭藻，我想是因為

我遇到了很多“不一樣的基督徒”，他

們的共同點就是把心中的愛活了出來。

耶穌教導我們：“你們是世上的鹽。鹽

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

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

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

的。”（太 5:13-16）。 

 

    我碰到的第一個基督徒家庭，是我

心中“完美家”的樣子。丈夫愛妻子，

父母愛孩子，孝敬父母，友愛親朋。每

天忙碌但井井有條，除了去惠靈頓看兒

女和回英國看老父親，夫妻倆每週六打

理花園，做烘培，週日雷打不動地參加

教會聚會。對待朋友和教會弟兄姐妹更

是做到了“愛人如己”，除去為有需要

的人提供幫助和關懷外，太太每週抽出

時間上門照顧教會的孤寡老人，先生則

負責教會的青少年活動。在這樣一個滿

是愛的家庭裡，我很難不受感染、不被

感動、不心生向往。我希望自己也可以

像他們一樣活後面的日子。到了圖森，

在教會的大家庭中又碰到了很多“活出

愛”的弟兄姐妹，他們通過愛人來愛

神，通過彼此相愛來榮耀神。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

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

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愛神的，

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

令。”（約一 4:20-21） 

     

    一個基督徒愛神肯定也會愛人，愛

人是愛神的一部分。基督徒通過愛人、

服務社群、奉獻社會的好行為，可以讓

更多的人認識我們的神，我們的主。人

們多不會聽你說的多好，他們更看你做

了多少。因為語言容易，付諸行動不

易。一時友愛容易，常常付出不易。

2018年，我初來異鄉，對一切都是那

麽好奇，又是那麽陌生。我不熟悉這裏

的法律，不熟悉這裏的人文習俗，不熟

悉社會運行方式。異國他鄉，沒有親

人、沒有好友，我從心底渴望在失落時

有人開解，困難時得到幫助，歡樂時有

人共慶。這一切主內的姐妹都給了。教

會這個大家庭讓遠離父母親人的我在這

裏第一次感受到了如父母般無私、不求

回報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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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

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

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 13:34-35） 

      

    神曾命令弟兄姐妹當和諧共處，彼

此退讓、彼此相顧、彼此饒恕、彼此同

心。在教會近兩年的時間裡，我親眼目

睹了教會裡的弟兄姐妹們大事小事群策

群力，無私地為教會及教會裡的每一個

人服務。有人結婚，有人便操持婚禮、

送上祝福、同喜同樂；有人病了，就有

了集體禱告、電話關懷、上門探望；有

人生孩子，大家輪流做月子餐、幫助照

顧；有人需要幫助，不管是福音朋友還

是教會裡的弟兄姐妹，大家都竭盡所能

地幫助、關懷。愛每天都發生和傳遞在

圖森這個小城市裏。或許有人會質疑：

“你對我這樣好，無非是為了讓我信主

嘛！”，“你對我太好了，好到我無法

承受，因為我怕自己無以回報，我不知

道我能不能回報你同等的付出”我

也曾有過這樣的質疑和擔心，並因為這

些世俗的想法走了很多年的彎路。但當

我成為了一名基督徒，我發現，其實基

督徒所做的一切並不求人的回報，因為

這是神給我們的命令。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

別人的事。”（腓 2:4）神在這裡明確

地告誡我們基督徒不能自私，各人不單

要顧好自己的事，還要看顧別人的需

要。舉手之勞的幫助自然是容易做到

的；可當你需要額外花費很多的時間、

精力、和金錢的時候，當需要幫助的是

與你並不親近的朋友、甚至是陌生人的

時候，當你面對的是平日就看不慣的鄰

舍、甚至是仇敵的時候，幫助就不那麽

容易做到了。在這點上，最讓我感動的

是身邊的陳萍姐妹。她時時喜樂，不管

遇到什麽難處，都能積極樂觀地面對。

有時看她昨天給病人或產婦做飯，今天

給人翻譯、處理問題，明天勸解吵架的

母女上班之餘就是跑東跑西幫助他

人，從不計較得失；只要是教會需要，

弟兄姐妹需要，她都竭盡所能地給予援

手提供幫助。我有時候會說：“你該拒

絕的，上班回來就怪累了，還要從西跑

到東，多累啊！”她總說：“沒事的，

舉手之勞。”所做的這些從無怨言，不

求回報，讓人感動。她的愛好像永遠用

不完，對我們新基督徒更是關懷備至。

和她在一起久了，讓人不由得想以她為

榜樣，終日忙碌卻心有平安和喜樂。用

心中滿溢的愛去溫暖他人，榮耀神。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

心才漸漸冷淡了。（太 24:12-

13）”。現在不管是電視裏還是網絡上

都充斥了太多的壞消息。哪家公司的質

量安全又出了問題，哪裏又發生了槍擊

案，毒品泛濫到了校園，PUA（勾引社

群）又殘害了花季少女感覺整個世

界因為缺乏信仰、缺乏信任、缺乏誠

信、缺乏愛而病了。我們基督徒能做什

麽呢？一顆愛人愛神的心，一雙幫助的

手，甚至是一個微笑、一個鼓勵就能溫

暖這個世界一點點。讓我們從小事開

始，從今天開始，作鹽做光，活出基督

的愛，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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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帶我回到最初的美好 
 

丁  燕 

    

    前兩天主管跟我說：“在照

顧病人的時候，妳不再把注意力

放在一件件要完成的事情上，而

是能看到整幅圖畫。沒想到沒人

教你，妳竟然無師自通了！”我

笑了笑。我自然是有老師的，只

是她不知道而已。我的老師是最

好的，祂勝過這世上一切的名

師。祂是我的私教，祂為我制定

屬於我的私人課程，並且親自帶

領我。是的，祂就是我們的神！

祂使祂的話語成為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祂賜聖靈住在我的裡

面，親自引領我、安慰我、鼓勵

我、幫助我，讓我可以有能力和

力量行在祂的道上。  

         

一眨眼，我從護士學校畢業

成為一名護士已經有三年了。三

年前，神把我放在這樣一個環境

中，我不是沒有掙扎的。我以為

自己不怕累，可是每天回到家都

是精疲力盡。我以為自己是個 

有愛心的人，可是在和病人的相

處中卻常常失了耐心。我所在的

樓層住的多是白血病人。病人每

天承受著艱難的治療過程：化

療，骨髓移植，免疫力下降，被

感染的風險，紅細胞和血小板減

少，電解質的不平衡在死亡

的邊緣和生的希望中掙扎的病人

們抑鬱和情緒不穩定是常有的

事。護士的工作是緊張和忙碌

的。沒有時間喝水，每天到下午

兩三點才能吃午飯更是常有的

事。對於精神上需要安慰的病

人，我覺得自己完全乾枯，再沒

有什麼可以給到他們的了。記得

那個時候我常常生氣，或是因為

夜班的同事沒有完成她該完成的

工作，或是因為病人不聽建議無

理取鬧。漸漸地，病人在我的眼

中成了一張張的工作單。這個病

人需要補充電解質，需要輸血；

那個病人需要每兩個小時翻一次

身；還有的病人需要每三個小時

給一次止疼葯  

 

直到有一天我讀到一節經

文，那是我曾讀到過很多次、大

家也都很熟悉的經文，創世紀

1:27“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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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

女。”那天我忽然明白，人是照

著神的形像被造的，那意味著人

在神的眼中是寶貴的，有著無比

的內在價值。無論這個人是貧

窮、是富貴，是健康還是在病

中，無論他的學歷如何，社會地

位如何，他都是神所愛、神所寶

貝的。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也意味著我們的身上有著神的屬

性。神是愛，我們應當有愛的能

力。神是公義，我們也應當有公

義的能力。神所造的是好的，是

完美的。只是因為罪來到這個世

界，將我們原本的樣子漸漸遮蓋

了。 

 

感謝主！祂用環境讓我看到

自己被罪玷污的本相。感謝主！

祂沒有放棄我，而是親自做著潔

凈和更新的工作。感謝主！祂讓

我看到人的價值，也讓我把眼光

從一件件要完成的事情轉回到病

人的需要上。祂更是賜我憐憫的

心，用祂的愛澆灌我，讓我有一

點點的能力去愛、去安慰我的病

人們，也讓我在與病人的互動中 

得着他們的愛。雖然我的工作還

是很忙，每天工作結束後我還是

很累，可是在開車回家的路上心

裡不再是苦毒，而是滿滿的喜樂

和感動。神的話是大有能力的，

它會改變我們的心思意念，成為

我們生命的一部分，也幫助我們

一點一點變回原本被造時的美好

樣子。 

     

經上說，“耶和華的律法全

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

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

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

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

目。耶和華的道理潔凈，存到永

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

義——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

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

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詩篇

19:7-10）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

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

福。”（詩篇 1:2）這是可信

的。 

 

2020的第一天寫下這篇見

證，與弟兄姐妹們共勉。願我們

在新的一年裡一起享受神的話

語，得着祂應許我們的豐盛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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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恩典從未遠離 
 

代  新 

 

2019年即將過去，回頭看看

這一年的歷程，發現主的恩典從

未遠離，一直在陪伴庇護著我和

家人。 

 

其實在 2018年的時候，意外

地發現太太懷了老四，心裡有點

打鼓，措手不及，甚是忐忑不

安。前面的三個哥哥，兩個都是

提前幾個月出生。老三尚且年

幼，老四一來，我們面對的挑戰

不知道是何等的巨大！雖然意外

蒙福，但是懷胎之旅，戰戰兢

兢，如履薄冰，狀況不斷，備感

艱辛。 

 

在 2018 年聖誕節前一天的晩

上，太太感覺身體不適，有早産

跡象。我們直奔醫院，她馬上又

被轉到 UMC，然後就直接住院

了。鑒于以前的早産經歷，醫生

讓她至少住到孕期滿 28週再出

院，也就是說，到 2019 年 1月 8

日才能出院。在醫院期間，太太

作了一個彩色超聲波，讓我有機

會提前窺見老四的真容，居然還

是一臉笑容! 讓我感慨萬千，又

慚愧不已---老四仿佛在提醒我：

不管怎樣，也要微笑著面對生

活；更何況，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了（哥林多後書 12:9 - 祂對我

說：「我的恩典夠你用

的。」）。這句經節，在老大、

老二和老三出生的時候，我都默

念過。神的能力的的確確是在人

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因為人的軟

弱，才需要基督的能力覆庇，才

能使我們不再軟弱。 

 

神的恩典夠我們用了！感謝

神，在太太住院的這段時間，我

不需要出差，所以可以全程陪

護；岳父母正好也在，給予了我

們莫大的幫助；尤其是我晚上在

醫院陪護的時候，三個小孩子也

能得到他們悉心的照顧。 

 

2019年 1 月 5 日晚上，太太

身體漸漸穩定，眼看著就快要出

院了。我回家洗了個澡，正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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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老三睡覺，突然接到短信，讓

我趕緊上醫院，寶寶可能快要出

來了。我心頭一緊，匆匆忙忙趕

到醫院，太太已經從休息的病房

轉到臨産的病房，産科醫生、早

産新生兒醫生和護士們都已就

位。我讓他們在病房外稍稍等

候，容我和太太一同禱告。這個

慣例是從生老大時開始的，從未

中斷過。禱告的時候，我們都淚

流滿面，求神施恩。因為老四將

會是四個兄弟中最早産的，所以

面對的挑戰也可能是最多的。我

們也決定將老四的中文名字定為

天恩，他的到來和他的降生都是

恩典；他的成長更加需要恩典。 

 

    神的恩典夠我們用了！禱告

之後，我們稍稍心安；醫生團隊

開始了接生的步驟。寶寶一出

生，醫生就告訴我，小天恩的狀

況不錯，但還是需要馬上轉到早

産兒特護病房(NICU)。這一切讓

我再一次淚流滿面，難以自持。 

     

2019年 1 月 6 日，就是小天

恩出生的那天，天空有些陰沈，

還飄著絲絲細雨，一如我的心

情，略略有些灰暗。回家取了些

衣物，在開往醫院的路上經過 W 

Miracle Mile，看到了一條大大

的彩虹，直直地就在車前方，仿

佛在提醒我：每個生命的誕生都

是奇蹟，神的恩典夠我們用了！

這道彩虹也讓我想起上帝用彩虹

和挪亞立約，要求他生養衆多，

應許他不再用洪水毀滅世界。我

有些㤞異，趕緊把這一幕拍了下

來。餘下的路程，我有些慚愧，

母子平安就好，還有什麽可徬徨

的呢？ 

     

 

 

 

 

 

 

 

 

    2019 年 1 月 10日，太太出

院回家的那天，晴空萬里，暖陽

無限。坐在車上，太太在感嘆好

久都沒出過病房，居然連熟悉的

城市都覺得有些陌生了。離開醫

院的時候，我自己也在心裡默默

地跟小天恩說：生活如戰場，媽

媽出院回家換了個地方，咱們全

家要跟命運扛上，效法使徒保

羅，一起去打那美好的仗（提摩

太前書 1:18-20)。藉著由

Miracle Mile 和彩虹而來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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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當時我還特意為小天恩作了

一首《南鄉子》，以作留念。  

 

南鄉子 

 

陰雨落土桑，四子早産斷人腸。 

回首往昔無限事，茫茫。 

寒風瑟瑟淚千行。 

 

歸家路程長，七彩長虹跨千丈。 

日出雲散生盼望，暖陽。 

風雨之後再啓航。 

 

    2019 年 3 月 11日，經過近

三個月的漫長等待，七千多英里

的來回奔波，終於在這一天將小

寶寶接回了家。開車回家的路

上，我百感交集，一方面小心翼

翼、生怕把小寶寶給顛著了，一

方面心裡默想的是古今中外各種

各樣的有關回家的音樂，從 John 

Denver 的 Take me Home, Kenny 

G 的薩克斯風 Going home，王傑

的《回家》，劉德華的《回家的

路》 有幾句歌詞讓我感受頗

多，“回家的路，數一數，歲月

流走的速度；數一數，一生患難

誰共處，一切慢慢清楚；回家的

路，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塵土；

再累也一樣堅持的腳步，回家真

的幸福。”回到家之後，我按捺

不住心中的激動，也特意寫了一

首《回家》，抒發自己的感激，

神的恩典夠我們用了！ 

 

回家 

 

回家的路途 竟是充滿著滄桑 

醫院的紅牆和無奈的憂傷 

夢中的天堂 在那遙遠的前方 

回家的等待 竟是如此的漫長 

幼稚的生命和無助的徬徨 

 

雲上的太陽 卻是唯一的希望 

歲月的奔波不停歇地划槳 

心中的盼望只是一個安康 

溫箱的小苗漸漸開始茁壯 

生命的奇蹟讓我熱淚盈眶 

高聲地歡唱那讚美的樂章 

 

    不知不覺，2019 年快要過去

了，小天恩居然就要快一歲了！

回頭看看，這一年的點點滴滴，

每一步的歷程，主的恩典從未遠

離，一直在陪伴庇護著我和家

人。一個聲音一直在耳邊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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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

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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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如何，我的日子也如何 
 

張思一 

 

 

    當我讀到傅大為弟兄在 2019 《雲

彩集》中的經歷，很受激勵。神也感動

我寫下這篇見證。回顧 2019 年，神時

時相伴，祂的恩典夠我用！ 

          

    自 1994年，我每天晨讀《荒漠甘

泉》，二十幾年來，神通過當天的經文

啟示我，大事小事都驗證。從 2005年

1月 18日的失業到 2017年 12月 11日

父親過世，我都在當天的晨禱中預知。

神就是以如此神奇的方式帶領著我的

每一天。 

          

失眠已伴隨我 20 多年。有時整夜

睡不着，白天又疲憊不堪，開車在等紅

燈時都能睡着了。曾試過許多方法，都

是一段時間後就又不管用了。神憐憫

我，5 月 28 日，在我有生第一次露營

的經歷後，失眠的問題奇蹟般地消失

了。一直到 7月 19日，我每天都能睡

整覺。在這之前，我已有近 10年沒連

續 52天都睡好覺了。 

 

因失眠症的緣故，多年來，我總是

在晚上 6 點後將電話調成靜音，以免

有任何動靜會讓我整夜睡不著；孩子

們也很少來麻煩我。大兒子 Ben 慢慢

地養成了獨來獨往的習慣。他喜歡騎

車運動，但經常是去哪裡、何時回來，

都不和我打招呼。7 月 19 日週五，我

在家休息，Ben 反常地在下午 4:30 告

訴我，他要出門去騎山地車，還說了去

哪裡騎車，回來之前會發消息給我。我

很高興他告訴我這些，說：“好，我把

電話打開。” 

 

晚上 8:05，我收到了圖森消防局

的電話，“你兒子被車撞了，但情況穩

定，為保險起見會將他送去 Banner 醫

院。你快來 Banner的急症室。”我要

求直接和 Ben 通話，Ben 只叫了一聲

“媽媽”就沒聲音了。我未聽說過

Banner 醫院，在手機上也沒查到，於

是就打電話給女兒。她說來接我，應該

20 分鐘後到的，結果 45分鐘後才到。

萬沒想到，原來因 Ben 遇到的交通事

故，我家附近的路被暫時關閉。他在過

馬路時，被一輛闖紅燈的車撞飛到 25

英尺以外，肋骨折斷兩根，肺部烏青，

大腦出血，手和腿縫了 23 針。住院三

天，觀察後出院，一切靠自然恢復。 

 

趙庚和繼香都來看望 Ben，給我們

全家帶來了安慰，加添了力量。我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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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經節是，“我父所給我的那杯，

我豈可不喝呢？”（約翰福音 18:11）

一切的擔心和痛心都融在了這一句經

文裡。你有多大難處，主便給你加多少

力，讓你承受得住。主慈愛的手托著我，

讓我事先近兩個月可以睡得好，以應

對這一切，並照顧受傷的兒子；又神奇

地讓我能及時接到電話。更稀奇的是，

主仍舊安排我們家三個人參加 7 月 21

日那天的主日聚會。自 1994 年我就受

到主的管教，主日上午的時間一定要

奉獻給祂。所以一直以來，我都不會安

排主日上午做其它的事情。但現在兒

子住院，我能離開嗎？主便安排那天

上午，兒子的朋友來探訪，父母就不必

在場了。 

 

自兒子車禍 17 天後，8 月 5 日晚

上 7 點多 Ben 告訴我，我女兒的車剛

被人撞了。車毀人無傷，女兒的朋友正

陪著她。女兒在半小時前打電話來，我

們都沒聽見電話鈴聲。我當時腿發軟，

趕緊坐了下來，立刻就想起那天的經

文：“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哥林多

後書 12:9），心中頓時很有平安。我

裡面有個聲音讓我決定今晚不能把這

事告訴我弟兄。否則，他也會整晚睡不

着。因為第二天我們倆人中得有一人

有精力去處理這眼前的一大堆事兒。

所以我強裝沒事兒，等他睡後，才打電

話給女兒。肇事方將車開到了反方向

的車道，撞了我女兒的車。 

 

感謝神保守看顧，車都被撞報廢
了，人竟然毫髮未損！竟然有 5 位證

人自願地等了一個半小時，直到警察

寫完報告。我女兒每天要上課、上班，

晚上 8 點才能下班。沒有了車，倔強的

女兒說她打算騎車上下班。兒子剛出

車禍，我們怎麽能讓女兒晚上騎車呢？

我們急需一輛車！這時王珂和志紅慷

慨地伸出援助之手，把他們心愛的車

借給我們。出事後的第三天，我女兒就

有車開了。感謝神藉著弟兄姐妹的愛

心為我們豐富地預備！ 

 

兩個月後，10 月 5日 12:35pm，我

接到電話說我女兒在參加自行車比賽

時受了傷，被送往 Pinetop 的醫院。可

我打電話到醫院的各個部門，都說沒

收到我女兒，於是只能打 911 找人。3

小時後，在救護車內的人終於打電話

給我，說他們折騰了 1.5 小時才到達

醫院。我準備馬上開車去 4 小時以外

的醫院，只能留我弟兄和 8 歲的小兒

子在家。我深知我弟兄會受不了這接

二連三的打擊，就斷然打了電話給王

珂，請他來安慰我弟兄。王珂二話沒說，

放下手中的事，直奔我家。有王珂在，

我們家才平穩地度過了那晚。我女兒

被診斷沒大事，當天就出院了。 

 

    經歷了這些事，我們切切實實地

感受到主的無處不在，無時不在。讓我

們全家在這多事之秋看到了生命的脆

弱，同時也豐豐富富地經歷了神的慈

愛、保守和看顧。祂的愛通過弟兄姊妹

們的手澆灌在我們身上，讓我們家在

主內度過了難忘的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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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永遠遠愛耶穌 
 

—2019 聖誕讀經馬拉松有感    朱志廣 

 

耶穌為我流寶血， 

救我完全脫罪惡。 

賜下聖靈住我心， 

為神子民進天國。 

 

以馬內利分秒在， 

義路聖手牽引我。 

賜福我並我的家， 

日享平安與喜樂。 

 

永生路上遍神蹟， 

愛妻心梗死亦活。 

祂是真神永遠王， 

不管別人怎麼說。 

 

一九聖誕靈感動， 

參加讀經馬拉松。 

雖已七旬又有七， 

主賜勇力足夠用。 

 

字字動心倍蒙福， 

句句滋靈滿供應。 

保護慈愛至永遠， 

真實恩惠盡豐盛。 

 

一生歌頌讚美祂， 

心靈誠侍日日呈。 

時時傳講主真道， 

靈裡見證榮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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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31 篇 

 
王昱雯 

 

       

      2019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二 

 

    三天前的週六，我們在教會為一對年輕夫婦舉辦了一場別開

生面的 Baby Shower，迎接即將出生的小寶寶。有許多弟兄姐妹

分享了自己當父母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於這對年輕的夫婦來說十

分寶貴。有些已為人父母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長輩，對生產和

撫養孩子的經歷早已淡忘。但有趣的是，當我們做一個兒歌接龍

遊戲的時候，大家當年抱著自己的嬰孩唱搖籃曲的記憶，卻如潮

湧來。 

           

    當我讀到詩篇 131 篇第二節，“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

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我的心在我裡面真像斷過奶的孩

子”，記憶把我拉回到我的女兒斷奶前後。孩子在斷奶前，總是

會在媽媽身上扭捏哭鬧，因為他們希望能吃到奶。媽媽身上的奶

味讓他們有安全感。但在斷奶之後，孩子常常趴在媽媽身上，

“平穩安靜”，不再哭鬧著要吃奶。我想，孩子的潛意識裡應該

是明白真正能給他們帶來安全感的，不是媽媽的奶，而是媽媽本

身。只要媽媽在，孩子就不用怕。 

          

    天父一路帶領我們，從嬰孩到長大成人。祂盼望我們住在主

裡面就得安息——不僅僅因為祂的供應，而是因為祂自己是創造

的主，全能的神！主就是我們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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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讀後感 
 

陳海光 

 
   今年教會組織大家參加聖經營，一起

學習「約伯記」。感謝神的恩典，這兩天

的研經和分享讓我們受益匪淺。特別是最

後的篝火之夜，十分特別，也很有聖靈的

同在! 

 

    從「約伯記」中我看到，神從來沒有

應許我們基督徒可以天色長藍、人生的道

路花香常漫，從外面來看，我們所遭遇的

患難與世人所遇見的是一樣的。都會經歷

生、老、病、甚至肉體的死亡。然而不同

的是，我們基督徒的內心有亮光、有盼

望。因為，我們知道，就算經歷死蔭的幽

谷，那也不是我們的終點，前面必有滿溢

的福杯在等著我們。如果不是約伯心裡面

的亮光，照著他所經歷的那些極大的痛

苦，他怎麽能夠承受得了呢？ 

 

    其實，在聖經裡又何止是約伯！我們

知道，那被莫虛有的罪名而關到監獄裏的

約瑟；被投到獅子坑裏的但以理；被掃羅

王莫名追殺的大衛；直至新約裡為主殉道

的司提反；還有後來成千上萬的宣教士和

無名的傳道人！他們為了靈魂的得救、為

了福音的廣傳，放棄了個人的追求和物質

的享受，甘願忍受各樣的苦難和逼迫。他

們正如希伯來書 11:36-38 所描寫的:“又

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

的磨鍊。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

探，被刀殺，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

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山

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

配有的人。” 

 

    但是這些人都是因信得着了那美好的

證據，相信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更

美的家鄉。正是因為約伯也有這樣的信心

和盼望，他才能說：“我知道我的救贖主

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約伯記

19:25）他最後才能說：“我從前風聞有

祢，現在親眼看見祢。”（約伯記 42:5） 

 

    也願我們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像約伯那

樣宣告：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我親眼看

見祢！ 

 

禱告：是的,神！太陽還存，月亮還

在，我們要敬畏祢直到永遠！祢是我們的

主！神啊，求祢按祢的慈愛憐恤我們，按

祢豐盛的慈悲塗抹我們的過犯。我們是在

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

了罪。感謝祢將我們的罪孽洗除乾淨。我

們知道祢所喜愛的，就是我們內心裡的誠

實，就是我們真心的悔改。因為憂傷痛悔

的心，祢必不輕看。神啊，求祢為我們造

清潔的心，使我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求祢不要丟棄我們，不要使我們離開祢的

面，不要從我們這裡收回祢的聖靈。感謝

主祢的愛，祢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我們

這樣的禱告是靠著耶穌基督榮耀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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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約伯記 38:2) 

—-重讀約伯記 
 

呂炳庚 

 

 

營會之前：【神是否真的公義才是信仰的最難題】 

 

    我曾經很認真地讀過「約伯

記」，這次聽到劉少平牧師和劉美

蘭師母要在營會上特別教導「約伯

記」，所以我在 2018 年下半年就

把「約伯記」重新讀了一遍，並且

每章都作了讀經筆記。因著預備營

會，我們一直有一個甘玲玲姐帶的

讀經小組，遠在中國的媽媽也可以

和我們一起讀經。今年 1 月到 3 月

又把「約伯記」一字不落地讀了一

遍。為了準備預讀，我在這段時間

又讀了一遍。所以在營會之前，我

至少又讀過了三遍「約伯記」。 

 

    整個重讀中最抓住我的一個新

的認知就是我自己的無知、我對神

認識的淺陋。當我再一次進入約伯

的感覺、再次回想過去這三年的種

種經歷，我就被一個問題抓住了：

神的公義究竟體現在哪裡？ 

 

當我們經歷逼迫，就彷彿耶穌 

真的不在了，因我看到的是祂任憑

罪惡發生。當我們經歷苦楚，就會

覺得神已遠離，祂真的在乎我嗎？ 

 

    約伯忽然失去的不僅僅是財

產，還有他的兒女；他失去的不僅

僅是健康，還有人際關係。約伯本

來對神的依靠和信心可以說強過任

何一個受造的，他開始也只是表達

了自己在這極大極難的苦楚面前的

委屈。難道這都不可以嗎？ 

 

    我為何不出母胎而死？為何不

出母腹絕氣？ (約伯記 3:11) 

 

    令我更加難過的，約伯的朋友

聽了他的委屈，看上去彷彿是勸

解，卻一致認為他或他的兒女犯了

罪。質問他說：“請你追想：無辜

的人有誰滅亡？正直的人在何處剪

除？” (約伯記 4:7) 

 



【讀經筆記】 
 

38 

 

    這樣的話語令人心寒，本是被

神稱為義人的約伯，理直氣壯地為

自己辯解，結果幾個回合之後，約

伯竟然真的犯了罪 — 他對神言語

不敬，他還要與神爭辯！他的三個

朋友也似乎終於對了！約伯犯了

罪，這是我讀約伯記時最讓我痛苦

的發現。 

 

    這難道就是神的工作？這難道

就是神的公平？上帝允許祂的僕人

落入這樣一個窘境，但是不管心裡

多麼委屈，發聲則有陷入罪中的危

險。如果是這樣，我還要信上帝

嗎？ 

 

    也許只有當我能理解約伯的委

屈、苦楚以致絕望，我或許才能了

解這本書真實的目的。因為神說： 

 

    你豈可廢棄我所擬定的？豈可

定我有罪，好顯自己為義嗎？ (約

伯記 40:8） 

造物主對於人的審判是根據祂

在創世之先就早已擬定的法則，而

不是我今日所能認知的對錯善惡！

沒有人能改變祂的法則，哪怕我有

怎樣的感受，評判神的法則就已經

犯了罪！因為我並不能剷除惡人，

我也不能消滅罪惡。是的，我不

能。在神的面前，除了謙卑，並沒

有別的選擇。當我覺得上帝好像不

聽我的禱告、向我隱藏的時候，甚

至我覺得上帝不可理喻、祂的回應

與我的祈求完全相反的時候，我仍

要選擇信這樣一位上帝---我深信

有時祂領著我，有時祂抱著我，就

算我偏行的時候，祂也在我身邊與

我同行，這樣的公義和慈愛我怎麼

理解呢？當我手足無措之間，我就

選擇讚美耶穌！ 

     

    耶和華在祂一切所行的，無不

公義；在祂一切所做的都有慈愛。 

(詩篇 145:17） 

 

營會之中：【祂知道我所行的路】 

 

    參加營會之前，我的心靈覺得

很重，但在營會中，我格外感恩，

劉牧師深入淺出的講解，讓我從心

底體會了心靈深處的響應。 

    首先，劉牧師對以利戶這個年

輕人四篇講論的講解，讓我感到深

受安慰。以利戶在很多人的眼中是

一個驕傲、目中無人的形像，但劉



【讀經筆記】 
 

39 

 

牧師講解到以利戶的講論是給了約

伯極大的安慰和幫助。 

 

關於神的兩次顯現，從前我一

直以為是神反問約伯、要約伯思

考，但經過劉牧師的仔細講解，使

我看見其實神是透過這些提問，很

有針對性地回答了約伯的疑問。這

是在知識上的一大收穫。 

 

    牧師在講解聖經時的風趣而帶

來的喜樂、師母在帶領營會程序中

所表達的細心周到、莉婭姐妹在回

應禱告時帶出來的誠懇，都是對我

心底的提醒，其實神仍是愛我們的

那位。 

 

在營會期間，我在禱告中也不

斷反省自己，盼著神在這次營會中

仍會繼續給我特別的話。神是聽禱

告的神，週六晚禱的時候，約伯記

34:7---本來我很不喜歡的一節經

文，忽然進入我的腦海,“誰像約

伯，喝譏誚如同喝水呢？”這是一

句責備的話，也是一句提醒的話。

其實這何嘗不是我這幾年說話的態

度？過去這幾年裡，我選擇了反諷

式的說話方式，比如： 

 

 

對於不遵守規則和秩序的，我

的反應是討論自由：自由不是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那是無法

無天。對於忽略或倦怠的事

工，我的反應還是討論自由：

自由不是不想做什麼就不做什

麼，那是屍位素餐。 

 

這樣反諷的說話方式不是和約

伯的對神的話語不敬如出一轍嗎？

而且這句話還提醒我：用反諷的方

式表達并不能消除無法溝通的絕

望，而且在自己的心靈裡，飲入的

也全是苦毒。這樣苦毒的累積，撕

裂和加深的，是我自己與上帝之間

的裂痕。 

 

因此，我立志在神家不再說負

面的話。信心就是在我不能理解的

時候，因著上帝的提醒，選擇信靠

祂這位公義的神。祂知道我所行的

路，所以人生路上的一切溝溝坎

坎，都是祂慈愛和公義的表達。 

 

    我個人格外感恩有這次營會，

下一年還有沒有我不知道，但每次

能有這樣的營會，都是神格外的恩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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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記解讀 
 

吳筱益 長老 

 

 

    2019年夏天，教會主日學合班，

懿穎姐妹帶領大家學習「路得記」。

我趁此機會把「路得記」又讀了不少

遍，與大家分享一點兒讀經心得。 

 

一、 歸回 

 

    從摩押回伯利恒的路上，拿俄米

心中愁苦。猶大地遭饑荒時，丈夫帶

著她和兩個兒子遷到富饒的摩押。摩

押與以色列雖有仇，那是国家与国家

的事，不关小老百姓，況且誰會拒絕

投資移民？那時，拿俄米家資殷實。

後來丈夫死了，兩個兒子不想回去，

都娶了當地女子，定居摩押。再後

來，兩個兒子也死了，沒留後。拿俄

米中年喪夫，老來喪子，心中淒苦。

聽說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

與他們，便動身歸回素有糧倉之稱的

伯利恒。兩個兒媳跟著，叫她愈發愁

苦。伯利恒是她的老家，即使家裏沒

人了，回老家討飯也強于客死他鄉。

況且這把年紀，能有多少活頭兒？兒

媳還年輕，又是摩押人，跟她回伯利

恒算啥？她們心疼孤苦伶仃的老婆

子，心意她領了；可她怎能拖累兒

媳，誤了她們的前程？ 

    “妳們各回娘家罷，願耶和華恩

待妳們，使妳們各在新夫家中得平

安。”拿俄米勸兒媳們。農耕畜牧的

年代，男人是女人的依靠與歸宿。年

紀輕輕喪夫，人生中途觸礁，需要再

出發，重覓良人，重享平安。從哪兒

再出發？娘家！ 

     

    “我們必與妳一同回妳本國

去！”兒媳們異口同聲。在中東，女

人出嫁前是父親的財産，出嫁後是丈

夫的物品；今日尚且如此，何況三千

年前？年輕的寡婦回娘家，固然能為

父兄再賺一份聘禮，可父兄未必能把

她們的歸宿作為第一優先考慮。娘家

人不一定有親情溫度，婆婆心地善

良，名字叫做甜（拿俄米意即甜），

不如跟著婆婆走。 

     

“我女兒們哪，回去罷！為何要

跟我去呢？我還能生子作妳們的丈夫

麼？”拿俄米再勸兒媳。她丈夫死

了，失了依靠；兒子死了，沒了希

望；韶華已逝，斷了再出發的指望。

之所以回伯利恒，因為耶和華是孤兒

寡婦的神，是她唯一的依靠。兒媳們

沒這依靠，因為她們是摩押人。摩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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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先祖羅得曾隨叔父亞伯拉罕出吾

珥、進迦南、下埃及、再回迦南，同

甘共苦；後來愛慕世上的榮華，離開

應許之地，遷往富饒的約旦河平原，

後人得了摩押地。摩西領以色列人出

了埃及、進入曠野，摩押見兄弟以色

列強大了，人丁興旺，心裡不爽，趁

以色列還沒立足之地，屢施詭計，要

搞垮以色列。這麽著，摩押與以色列

之間，種族仇恨代替了手足之情。 

 

以色列進迦南後，明文規定：摩

押人永遠不能進入他們的社會，除非

那個摩押人是女的，並且皈依猶太

教，願做以色列人。拿俄米勸兒媳的

話翻譯出來就是：以色列人不待見妳

們，妳們還要跟我去伯利恒、做以色

列人麼？我老婆子半截身子入了黃

土，不可能再嫁人；即便今夜再嫁，

懷孕生子，妳們豈能等我兒長大做妳

們的丈夫？妳們靠不上我，跟我去伯

利恒幹啥？ 

     

人，對正面和負面事物的感受不

對稱。比如，得之欣喜遠不較失之痛

苦來得銘心刻骨。回娘家，有依靠，

但不夠吸引人；跟著婆婆走，沒有前

途，足以嚇走人。較之第一勸，拿俄

米的第二勸更有力。果然，大兒媳哭

了一場，抹了把淚，回娘家去了。 

 

“看哪！妳嫂子已經回她本國和

她所拜的神那裡去了，妳也跟著妳嫂

子回去罷！”拿俄米三勸小兒媳路

得：離開本國，沒親人可依靠；離開 

所拜的神，沒信仰可依托；嫂子離

開，沒同伴相扶持。不出國門，少個

同伴不算啥事，再找一個就是；移民

到不眷顧她的以色列，唯一的同胞同

伴沒了，是個事。嫂子還沒走遠，她

還來得及改主意、跟嫂子一起回娘

家。拿俄米既勸又在試煉路得：兩個

國，妳選哪？兩位神，妳拜誰？兩種

同伴，妳跟誰？ 

 

“妳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

妳在哪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妳

的國就是我的國，妳的神就是我的

神！”路得說。人生的十字路口，路

得不像先人，而做了反選擇：跟著心

地善良卻需要她照顧的婆婆，投靠婆

婆的神，也是先人曾經信靠過、後來

離棄了的神，歸回做耶和華神的選

民。人生再出發，從哪兒再出發？娘

家靠不住，婆婆靠不上，唯耶和華是

磐石，投靠祂的必不致羞愧！這是路

得的信心！ 

 

“不要叫我甜，要叫我苦，因為

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滿滿地出

去，耶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拿俄

米對伯利恆城裏驚問“這是拿俄米

嗎”的婦女說。人生幾經巨變，丈夫

兒子沒了，財富青春成為過去，拿俄

米身心俱衰，人變了樣。滿滿地出

去，落得兩手空空，仍要回來，帶著

一顆謙卑信靠的心和一枚信心的果子

---路得。這是拿俄米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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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必落到拿俄米的光景才歸

回，也不必比拿俄米擁有更多才能歸

回。 

 

二、得糧 

 

“容我往田間去，我蒙誰的恩，

就在誰的身後拾取麥穗。”路得對拿

俄米說。摩西律法規定：田主不可割

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要留

給窮人和寄居的。拿俄米選擇夏收時

節歸來，正是為了撿麥穗度日。耶和

華是孤兒寡婦的神，孤兒寡婦也要做

自己當做的。撿麥穗是彎腰活兒，對

年輕人不重，對老年人不輕。路得憐

恤婆婆，不想讓她勞苦，自己拾麥穗

養活婆婆。這就是真實的信心。 

 

    摩西律法是理想，也是原則。既

然是理想，與現實就有距離；既然是

原則，與實際就有撕裂。田角留十顆

麥子，算是沒割盡；留一顆麥子，也

算沒割盡。田主讓窮人有尊嚴地拾麥

穗，守了律法；對拾穗者冷眼相加、

惡言相對，字面上也沒違背律法。理

想與現實的距離，原則與實際的撕

裂，在乎人心。人有愛神愛人的心，

律法告訴他何為神的良善；人沒有愛

神愛人的心，律法也無能為力。路得

心中有愛，也有智慧，門未出，意念

先動：誰恩待我，我就跟在誰後面拾

麥穗。心中有愛又有智慧的，會找心

中同樣有愛的。路得動了這般心思，

造物主就用那雙看不見的手引她到波

阿斯的田間。 

波阿斯是誰？摩西領以色列人出

埃及時，拿順是第一軍團統帥，統領

猶大、以薩迦和西布倫三支派的十八

萬男丁。約書亞帶以色列人進迦南

時，先派兩人刺探軍情。照猶太人的

說法，其中一人是拿順的兒子或孫子

撒門。兩個探子遭耶利哥王追殺，妓

女喇合相信耶和華必將迦南賜給以色

列，救了他們，要二人起誓日後護她

和她父家周全。以軍進城時，約書亞

命二人前去營救喇合，喇合全家如期

得救，只是沒想到撒門不顧風塵女子

與統帥之子地位的懸殊，以身相許。

馬太福音記著，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

斯。 

 

“那是誰家女子？”波阿斯從伯

利恒城來田間察看農事，一眼看出多

了一個陌生人，就問負責收割的監

工。監工說那就是路得，從早晨到現

在，除了來亭子裏歇一會兒，一直在

拾麥穗，沒離開過田。波阿斯聽過路

得的故事，這回人和名字對上，對路

得的印象清晰起來：善良，勤勞。他

知道不僅田主有不善之輩，收割的工

人也有不良之徒，不願路得受欺，就

關照她，“女兒，不要往別人田裡拾

麥穗，不要離開這裡，要與我的使女

在一處。我的僕人到哪收割，妳就跟

著，我已吩咐僕人不可欺負妳。妳渴

了，就喝僕人打的水。” 

 

“我既是外邦人，怎麼蒙你的

恩，這樣顧恤我呢？”路得伏地叩

拜，感激波阿斯，也想弄清楚他怎麼

對她一個摩押人這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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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妳丈夫死後，凡妳向婆婆

所行的，並妳離開父母和本地，到素

不認識的民中，這些事人全都告訴我

了。願耶和華照妳所行的賞賜妳，妳

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願

妳滿得祂的賞賜。”波阿斯說。撒門

不看喇合的出身，單單欣賞她的信心

與膽識。波阿斯照樣不看路得的摩押

血統，賞識她的信心、愛心與勤勞。

他請路得和他們一起用餐，又悄悄吩

咐僕人從禾捆中抽些麥穗，留在地上

讓路得拾取。 

 

    這天，路得拾了二十公升大麥，

夠她和婆婆吃半個月。晚上，她把打

好的麥子帶進城，給婆婆看。拿俄米

得知她在波阿斯田裏拾的麥穗，心中

燃起一線希望。她隨丈夫去摩押時，

轉讓了田地，換取現金。她雖回來，

卻無力贖回田地，知道摩西律法要求

至近的親屬幫她贖地，就說，“那是

我們本族的人，是一個至近的親

屬。” 

 

三、求婚 

 

大麥割完了，小麥收完了，路得

沒離開過波阿斯的田。這兩個月，上

門說親的真不少，年齡都挺般配，有

窮也有富，路得一個沒答應。 

 

拿俄米待路得像女兒，曉得她的

心思，幫她出主意，“女兒啊，我不

當為妳找個安身之處，使妳享福麼？

妳與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處，波阿斯

不是我們的親族麼？他今夜在場上簸

大麥；妳要沐浴抹膏，換上衣服，下

到場上，卻不要使那人認出妳來。妳

等他喫喝完了，到他睡的時候，妳看

準他睡的地方，就進去掀開他腳上的

被，躺臥在那裡，他必告訴妳所當作

的事。” 

 

路得與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處，

必然知道他雖年長，還單著；也一定

聽過撒門與喇合的愛情故事，了解這

個家庭對異族的接納與寬容。兩個月

來，波阿斯對她的照顧與保護遠遠超

過律法的要求，只能用一個字描述：

愛。神是孤兒寡婦的神，波阿斯願做

神祝福孤兒寡婦的管道，因為他有

愛。他對她的憐憫、欣賞與愛，她心

裡有數。麥秋已過，夏令已完，她要

離開他的田，是機會，也是危機。她

如果仍在他田間受他的恩惠，任何一

方的表白都會使本當純潔的愛情摻了

雜質。可她離開他的田，兩人何時再

相見？她要是一年沒嫁，仍靠拾麥穗

為生，來年可去他田間拾麥穗。那

時，他還會單著？他是大財主，不愁

娶。她是伯利恒的新聞人物，許多年

輕人托人上門說親。他聽見，或許因

年紀大心生怯意？ 

 

拿俄米來解局，建議路得抓住機

會，主動出擊：沐浴抹膏，換上衣

服，趁著夜色上打谷場，掀開波阿斯

腳上的被子，躺到他腳邊。即便在今

天，拿俄米的想法也夠前衛。她懂路

得，為路得找的安身之處必是路得願

意托付終身的；她懂波阿斯，只要路

得邁出第一步，波阿斯必會負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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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所以篤定地告訴路得：他必告訴

妳所當作的事。拿俄米是婆婆，家裏

沒男人，便是一家之主；她既是一家

之主，就不是單提建議，而是拿主

意；一家之主拿了主意，就必與路得

一同擔當。有了婆婆的鼓勵與支持，

路得毫不猶豫地說，“凡妳所吩咐的

我必遵行。” 

 

“妳是誰？”波阿斯半夜醒來，

腳邊多了個女人，驚問。 

“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

的衣襟遮蓋我，因為你是我一個至近

的親屬。”路得回答。 

 

    摩西律法規定，哥哥要是沒孩子

就死了，弟弟還沒成家，就要娶寡

嫂，生子給亡兄留名，繼承亡兄的田

産。弟續兄孀的做法在有些地方擴大

至近親，包括族兄弟，但不是摩西律

法的要求。路得隨婆婆回伯利恒，懷

著一個心願：讓婆婆老有所養，老有

所依。波阿斯要是願意盡至近親屬的

責任，幫婆婆贖地，婆婆就老有所

養；波阿斯年紀比她亡夫大，要是還

願意兄續弟孀，生子歸在她亡夫名

下，婆婆就老有所依。路得對波阿斯

說的話翻出來就是：我願意嫁給你，

但拖了個大油瓶，是我自己願意拖

的，你願意娶我嗎？ 

“女兒啊，願妳蒙耶和華賜福！

妳末後的恩比先前更大，因為少年人

無論貧富，妳都沒有跟從。女兒啊，

現在不要懼怕。凡妳所說的，我必照

著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妳是個賢德

的女子。我實在是妳一個至近的親

屬，只是還有一個人比我更近。妳今

夜在這裡住宿，明早他若肯為妳盡親

屬的本分，就由他罷；倘若不肯，我

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必為袮盡

了本分，妳只管躺到天亮。”波阿斯

安慰怕怕的路得。 

 

路得沒答應那些求親的，因為他

們不是至近的親屬，不會贖地，讓拿

俄米老有所養；更不會生子為她亡夫

留名，讓拿俄米老有所依。波阿斯是

至近的親屬，但不是最近的，兩人之

間還有一道障礙。正如拿俄米所料，

波阿斯贊賞路得，稱她是賢德的女

子，吩咐僕人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

場上來，保護路得的名聲，又送給天

沒亮就離開的路得六簸箕大麥，帶給

拿俄米。這份不薄的禮物既是對拿俄

米好心成全二人的感激，也是對路得

勇敢表白的讚許。 

 

“女兒啊，袮只管安坐等候，看

這事怎樣成就，因為那人今日不辦成

這事必不休息。”拿俄米放心了，勸

路得也放寬心。波阿斯肯負責任，必

然有行動。 

 

四、歸宿 

 

波阿斯請來城裏的十位長老，當

著他們和衆人的面問那位最近的至

親，“你若肯贖我們族兄那塊地就

贖，若不肯贖就告訴我。”“我肯

贖。”那人說。贖地等于買地。拿俄

米活著，地的出産歸拿俄米。拿俄米

那把年紀，不可能再嫁人生子，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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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地和地的出産就歸那人。拿俄

米那狀態，能活幾年也難說。那人手

頭寬裕，贖地是項不錯的地産投資，

值！在以色列，土地不出家族和宗

族，地産投資的機會可遇不可求，那

人不想放過。規定了義務，保障了權

益，這是律法。 

 

    “你從拿俄米手中買這地的時

候，也當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

使死人在產業上存留他的名。”波阿

斯說。“這樣我就不能贖了，恐怕於

我的產業有礙，你可以贖我所當贖

的。”那人說。 

 

贖地是投資，中線或短線，看拿

俄米能活多久。贖地加上娶路得為

妻，就不是投資。目前，地的收益歸

拿俄米；以後，路得年紀輕輕，要是

生了孩子，孩子過繼給她亡夫，地歸

孩子。那人白花錢，啥也得不到，能

不有礙產業嗎？除了親兄弟，摩西律

法對至近的親屬沒這要求，他幹嘛要

做超出律法要求的冤大頭？ 

     

    波阿斯願意贖地，讓拿俄米老有

所養；願意娶路得為妻，生子歸在瑪

倫名下，讓拿俄米老有所依。付出，

只為他人著想，不求自己的益處，這

是愛。律法在先，愛在後；律法做不

到的，愛來成全。 

    路得為波阿斯生了俄備得，拿俄

米抱在懷裏，精神頭回來了。婦女們

對她說，妳有這個兒媳，勝過七個兒

子。此話不假！ 

 

五、結語 

 

    士師時代，以色列人不尊耶和華

為王，各人任意而行，社會道德淪

喪。這樣大時代的背景下，一個普普

通通的家庭幾經變故，支離破碎。婆

婆拿俄米雖認定神拿走她的一切，仍

憑著信歸回伯利恒，她的愛吸引了兒

媳路得來跟隨。路得憐憫孤苦零丁的

婆婆，背井離鄉隨婆婆上伯利恒；婆

婆以她日後將面對的重重難處考問

她，激發了她投靠耶和華神的信心；

她因著對婆婆忠貞不渝的愛，不願嫁

給外人，卻嫁了波阿斯。波阿斯因著

愛，恩待拿俄米與路得；又出于信，

幫拿俄米贖了地，娶了路得為妻，生

子俄備得，讓拿俄米老有所養、老有

所依。三位主人公，活出了信心，付

出了愛，也收獲了愛，建立了一個美

滿的家庭。他們雖然沒看到，後來的

人卻看到，大衛王朝自俄備得而出，

救主耶穌生在伯利恒，源自大衛一

脈。天父藉著這個普通家庭的故事，

呼喚著歷世歷代心中渴望愛的人歸向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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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我的眼，使我能看見 
 

王昱雯 

 

 

路加福音 18:41「你要我為你做什麼？」他說：「主啊，我要能看見！」 

 

今年在預備考人事 SHRM 證書

的時候，讀到美國有一部保護殘

疾人的法案，叫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

ADA。這部法案中定義了很多殘

障的形式，然而特別指出，“近

視不算為殘疾”。 

 

當我讀到這裡的時候，自然

聯想到自己，因為我高度近視，

沒有眼鏡就寸步難行。但理解

ADA 將近視排除在殘疾範圍之外

的原因，是因為現代的眼鏡技術

已經可以將近視眼的視力調整到

正常範圍，讓絕大多數近視眼不

受近視的限制。 

 

主的話就是我的眼鏡。當我

戴上這副眼鏡的時候，我就可以

看見主要我看見的。離了主的

話，我就是瞎眼的。 

 

有一天，二女兒從學校回

來，看上去很不開心。我問她是

不是在學校裏發生了什麼事。她

說她的朋友得罪了她，而且是惡

意的；這不是第一次了，上次她

原諒了她的朋友，可是這次朋友

又犯了同樣的錯誤；她不願意再

原諒朋友了，因為朋友沒有從上

次的事情中學到教訓。當聽到女

兒說了具體情況的時候，我試圖

說服她，她的朋友應該不是故意

的。然而這並不能安慰女兒，甚

至被她質問，為什麼我要站在對

方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她的角

度看待這件事；而且她已經原諒

過朋友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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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馬上抓住了女兒強調的

“一次”，告訴她，耶穌說“要

原諒你的弟兄 70 個 7 次”。這個

命令對剛上六年級的女兒來說，

還真是有點兒強人所難。我詞

窮，女兒憂憂愁愁地去睡了，我

也不知如何安慰她。 

 

第二天早晨起來讀經靈修，

正好讀到馬太福音 18 章。其中

21 節到 35 節講到不饒恕人的惡

僕的比喻，讓我再次思考，我們

饒恕人到底是為什麼。不是因為

對方來認錯懇求自己的原諒，而

是因為主已經饒恕了我們。我們

有多少得罪神的地方，真的無法

數算，更無法償清。然而主卻以

自己作挽回祭，為我們償還了所

有。照樣，主也要我們“免人的

債”，原諒弟兄姐妹，因為祂已

經免了我們的債。 

 

女兒吃過早飯，我就邀請她

和我一起讀這章經文，也禱告求

主親自對她說話。感謝主！我們

一起讀完這段經文的時候，女兒

明白了原諒人是因為神已經原諒

了我們。她也願意再次原諒她的

朋友。但女兒仍然忍不住問我，

如果得罪她的人完全不認錯，怎

麼辦？ 

 

主用祂的話再次提醒我，我

們可以把一切重擔卸在祂腳前。

我們可以向神傾訴我們的感受，

主的愛能撫平我們一切的傷害。

祂是愛我們的主，祂以祂犧牲的

愛愛我們，所以在彼得前書 4:8

這樣要求我們，“最要緊的是彼

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

的罪。” 

 

    感謝主！讓我戴上祂話語的

眼鏡，使我能看見。主喜悅我們

倚靠祂，當我們專心仰賴耶和

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認定祂的

時候，祂就必賜我們智慧和力

量，指引我們當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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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TCCC禁食禱告事工 
 

潘  桃

禱告 
 

現代人們身處高科技時代，人與
人之間的距離就是一個電話或一個視
頻的距離。無論你在哪裡，一個電話
或一個視頻，就立刻將兩個甚至多個
遙遠的人連接起來，甚至面對面。而
人與神之間的距離就是一個禱告的距
離。無論何時何地，上帝都能立刻聽
見你的禱告。感謝神，給屬祂的兒女
們一個特殊的聯絡方式：禱告。比起
祈求什麼，禱告更重要的是親近上
帝。讓你跟神建立直接的聯繫。 
 
    禱告的對象是天父，對父親講話
沒有特別的方法，沒有固定的形式。
重要的是心，神知道我們的內心，只
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祂。 

根據場合和需要，基督徒可以有
不同的禱告形式。形式是次要的，關
鍵是你知道你禱告的對象是誰，重點
是你在禱告裡面你的目的是要來親近
神。透過禱告，我們可以向神傾心吐
意；在禱告中被神改變，接受神在我
生命裡面的更新；並在禱告中增進與
神的關係；明白神的旨意。 
 
    腓立比書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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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的意義和作用 

 
我們的禱告離不了三項要素：1）

對神的頌讚和感恩，2）為自己祈求陳
述，3）為他人代求。 
     

提前2:1-3 -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
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
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
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度日。這是
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雅各書5:16 -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
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基督徒禱告的生活總離不了為人
代禱。代禱是一種生命的連接，是關
懷、彼此相愛的操練，雖不能因為人
多而容易得到神的應允，但會比較更
多和多方位地明白神的心意。如教會
的週三禱告會；禁食禱告團的功用；
為病痛者按手禱告；代禱等等。 
 
    禱告有多種形式：方言禱告、禁
食禱告、按手禱告、跪著禱告、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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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舉手禱告、雙手合一禱告、默
禱 

 
方言是神給門徒的恩賜中的一

項。基督徒應該順服聖靈的賜予，或
用悟性禱告，或用方言禱告，不需勉
強。 
 
    禁食禱告: 是為了集中注意力在
禱告和與神的關係上，自願放棄食

物，來操練信心; 禱告情詞迫切到一
個程度，以致飲食的需要在禱告期間
暫時停止。 
 
    按手禱告：連接，共同面對、共
同擔當。 
 
    馬可11:24 - 所以我告訴你們，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
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為何建立TCCC禁食禱告團 

 
組建TCCC禁食禱告團，源於我兩

次急診的經歷，特別是我在俄克拉荷
馬州，因頭部突發劇痛而被送到急診
的那一次。當時我的血壓高達
208/134。在漫長地等候各樣檢查和
醫生的確診的過程中，我的身、心、
靈極度軟弱，多麼需要弟兄姐妹們的
代禱呀！我急切地想和教會的弟兄姐
妹聯繫，可是要麼找不到電話，要麼
電話無人接。要是有這樣一個聯絡平
台---我一發出代禱呼求，即刻就有
我們的弟兄姐妹能為我禱告，並能鼓
勵安慰我，該多好啊！ 
 
    感謝神，當我提議建立TCCC禁食
禱告團時，立刻得到長執和眾多弟兄
姐妹的支持和響應，並甘願付上禱告
的代價。從2018年8月開始，在每日
三餐時間，都有兩個或多個弟兄姐妹
以禁食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為個
人、家庭、教會禱告；使得我們在禱
告中彼此連結、彼此相愛、彼此鼓
勵、彼此守望。希望我們能齊心協
力、努力將這個事工一月一月、一年

一年地繼續進行下去！ 
 
    另外，我們組織這個禁食禱告
團，目的在於讓弟兄姐妹藉著長期、
定時的禱告，一方面養成與神親近的
習慣和方法，另外也促進教會弟兄姐
妹靈裡的聯結。選擇早、中、晚餐禁
食時間，為的是不容易忘記，便於操
練，能持續下去。禱告時間(任何當
地時間如中國或美國時間)、長短和
姿態都沒有限制，只要靈裡與神連
接，為自己、家人、教會向神獻上禱
告、感恩、讚美、祝福、和代禱。鼓
勵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
間，讓我們在靈裡合一、在主裡合而
為一，共同為著我們個人、肢體、和
教會，一起守望、警醒禱告。在禱告
中共同經歷、見證神的愛、神的信實
和神的帶領。也讓我們一起體會、享
受弟兄姐妹們的關愛和神家的溫暖。 
 
    任何TCCC會員都可以參與這個事
工，歡迎與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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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ummer Mission Trip 

 

Annika Wirjadi 

 

Hello! 

I have returned from my summer 

missions trip to East Asia! I wanted to 

update you on the work the Lord was 

able to use my team for while in-

country. Apologies for the late letter as 

I had personal complications. My time 

in East Asia taught me so much in the 

areas of prayer, accep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depending on the 

Lord for his leading.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experience this without 

your generous support and prayers,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e first several days were very 

difficult as we were getting used to 

stepping out of comfort zones to reach 

out to people with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language. Security precautions due to 

government regulations on 

Christianity were also a heavy burden 

and constant stressor. We were on a 

prestigious university campus with the 

goal of building friendships with 

students to eventually be able to share 

the Gospel. Students focused almost 

all their attention on academic success, 

believing they were only worth 

something if their grades reflected it. 

It was also final exams season so there 

was a tense and busy atmosphere 

present,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ind time 

with them.  

 

We were divided into 5 pairs to 

prevent unwanted attention. We often 

approached students during their meal 

times at the school cafeterias. It was 

there that most of our friendships 

were created. We started off getting to 

know the students by asking about 

themselves. We would then make 

second appointments, aiming to go off 

campus as security precautions 

prevented us from having spiritual 

conversations and gospel 

presentations on campus where 

security guards were on a lookout for 

internationals like us. Through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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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ointments with our new friends, we 

would move our conversations to 

spiritual topics such as religion and the 

afterlife.  

 

One of the conversations I had that 

left a big impression on myself was 

with a sophomore girl. When my 

partner and I first approached her at a 

cafeteria, she was noticeably closed-

off and unwilling to converse. As we 

continued to ask her questions about 

herself and shared a little about our 

own lives, she quickly warmed up and 

even offered to show us around 

campus until her next class. We got to 

know her background and interests as 

we walked for hours together sharing 

her one sun umbrella. Before she left 

for class, she expressed how grateful 

she was to have met us and wanted to 

find time to show us around the city 

another day. My partner and I were 

excited beyond what words could 

express. We hoped to be able to share 

the Gospel at our next meeting.  

 

During the second appointment, we 

sat down for dinner and attempted to 

move the conversation towards 

Christianity but it proved to be very 

difficult. Our friend was not interested 

in religion and kept steering the 

conversation away from spiritual 

topics. That day was very discouraging 

to the both of us. It was after prayer 

and personal reflection that I realized 

sharing the Gospel should not be 

according to my own timing but 

according to the Lord’s timing. God 

knew that this appointment was 

needed to build trust in our new 

friendship so the Gospel was not ready 

to be laid out yet. Third and fourth 

appointments went by with no sharing 

as well.  

 

On the last days of campus evangelism, 

I had made one more appointment 

with the girl. We ate lunch at a 

restaurant right next to school. My 

partner and I had now been praying 

before our appointments to surrender 

all our worries to the Lord. As we ate 

together, our conversation naturally 

went towards prayer and church. Our 

friend suddenly became interested and 

asked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how we 

pray and what we do at church. This 

gave us easy access to finally being 

able to share. I went through the 

Gospel via an app. She was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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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rbed and asked us to share the 

app with her. She said the Gospel was 

so amazing and that she had never 

heard of something like it before. She 

talked about how in her country, 

religion is not popular and many 

people think Christianity is boring. She 

thought that as a Christian, you just 

go to church to pray and listen to 

someone speak. She was surprised to 

hear that prayer can be done 

anywhere at any time. She was also 

surprised to hear that God has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everyone, 

He is not just a God with rules for us 

to follow. As we left to drop her off at 

her class, she said she would go 

through the app again and try reading 

the Bible to see what it was all about. 

I was amazed. The Lord planned every 

single one of our conversations and 

meet-ups perfectly to lead us to 

sharing. 

 

This is just one of many stories that 

happened during our missions trip. It 

was incredibly encouraging to see how 

God could use college students like us 

to go into a closed-off country and 

share the good news that can change 

lives eternally. I am not sure where 

the students are now in their spiritual 

walks because our time there was so 

short. I would be so grateful if you 

could keep them in your prayers! 

Would you pray for them to remember 

the conversations we had and to 

desire to learn more about Him and 

the gift He has to offer them？  

 

God did incredible things through us 

this summer. I am eternally grateful to 

have been given this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missions in another 

country.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support! 

 

With Love,  

 

Annika Wirjadi :)  

 



【宣教分享】 
 

53 

 

  

 

暑期宣教分享 
 

黃麗佳 

 

 

    大家好！ 

 

    我從東亞的夏季宣教之旅回來

了！在這裡向大家分享神是如何使用

我們的團隊在那裡所作的事工。本該

早些向各位介紹的，很抱歉有些拖延

了。在亞洲的那段時間裡，我學到了

很多，比如禱告、接受不同文化的差

異、和全然仰仗神的帶領。我深深地

感謝大家！沒有你們慷慨的支持和代

禱，這次寶貴的經歷將無從而來。 

 

在那兒最初的幾天裡非常艱難，

因為我們要嘗試著走出自己心中的溫

馨舒適區，去和周圍說著不同的語

言、文化背景也完全不同的人們打交

道；另外，政府一直以來對基督教的

嚴密防範也使我們的事工難上加難。

我們從一所著名的大學校園裏開始做

起，試著和學生們建立友誼，最終的

目的是能夠在他們當中傳播福音。然

而現實狀況是，學生們幾乎把全部的

精力都集中在學業上，相信只有成績

能說明一切。當時正值期末考試的階

段，學校的氣氛緊張又忙碌，所以很

難找到機會與他們接觸。 

    我們的隊員兩人一組，共分為五

組，為的是不要太惹眼。我們經常在

學校的餐廳裡，利用學生們就餐時和

他們攀談。我們正是在那裡，建立起

了大多數的友誼紐帶。通過初步交

流，我們開始對他們有所了解。然

後，我們會邀約他們到校外，進一步

地接觸；因為校方安保部門一直以來

都特別注意像我們這樣的外來客，以

防範靈魂的轉化和福音的傳播。當我

們與這些新朋友們進一步相處時，我

們會把話題轉到對精神世界的探討，

比如宗教和來世。 

 

我和一個上大二的女孩相處了一

段時間，這段經歷給我留下了極深的

印象。當時，我和我的搭檔正在餐廳

裏第一次試著和她聊天，很明顯地，

她並不願意多談。但是當我們繼續問

了一些關於她個人的問題，並分享了

一些我們自己的事情後，她很快就來

了興致；甚至主動提出，上下一堂課

以前要帶我們在校園裏走一走。於

是，我們就一同撐著她的那把陽傘，

在校園裏散了幾個小時的步，對她的

背景和興趣也有了了解。臨上課之

前，她表示非常高興認識我們，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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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找時間帶我們參觀市區的其它地

方。我和我的搭檔聽了以後都激動不

已，無以言表。我們真希望下次見面

時就能夠分享福音了！ 

 

    第二次見面時，是在一起吃晚

飯。我們一直試著將話題轉向基督，

但是非常困難。她對宗教根本不感興

趣，總是岔開話題，真是太令人沮喪

了！後來，經過禱告和反思，我明白

了分享福音的時機不在於我，而是由

神掌握的。神知道我們建立友誼是為

了堅固彼此的信任，但要播撒福音的

種子，則時機尚未成熟。所以第三和

第四次見面的時候，我們根本就未涉

及福音的話題。 

 

在這次校園福音事工之旅的最後

幾天，我又約了那個女孩見面，一起

在學校附近的一家餐館吃午飯。我和

我的搭檔在赴約以前一直禱告，把我

們所有的憂慮都交托給主。我們一起

吃飯的時候，話題很自然地轉向了禱

告和教會。她突然變得很有興趣，問

了幾個有關如何禱告以及在教會裡做

什麼的問題。於是，我們便開始輕鬆

地與她分享，並向她介紹了一款了解

福音的手機應用程序。她聽得非常專

心，想要和我們共享該應用程序。她

說，福音真是太神奇了，她以前從未

聽說過這樣的事情；在她的國家，並

不時興信宗教，許多人認為信基督很

無聊。她以為基督徒只是去教堂禱告

並聽人講道，僅此而已。通過我們的

介紹，她驚訝地得知，原來人們可以 

隨時隨地地禱告，而且神與我們每個 

人都有一對一的、獨特的關係，而不

僅僅是定下了規則讓我們遵循。她和

我們道別去上課時，說她會再使用那

個福音應用程序，並要閱讀、了解聖

經。真是太神奇了！我們的每一次談

話和深入了解，以及最終引領我們得

以分享福音，我們的主都有祂完美的

計劃！ 

 

    這只是我們宣教之旅發生的眾多

故事之一。神真的在使用像我們這樣

的年輕大學生！祂差遣我們到相對封

閉的國家，分享、傳揚福音，改變世

人的生命，帶去永生的盼望。這樣的

好消息真是令人鼓舞！畢竟我們的行

程短暫，所以不能得知那些學生們後

來的屬靈景況。如果您能繼續為他們

代禱，我將不勝感激！請您為他們禱

告：讓他們記住和我們在一起時談論

的話題，求神賜給他們樂意的心，更

多地了解我們的神，更深地體會到他

們所具備的各樣才華乃是蒙神所賜。 

 

    感謝神在今年夏天賜給了我們這

樣一段非凡的經歷，出國宣教的寶貴

經驗讓我永生難忘。再次感謝大家的

支持！ 

 

     

    愛你們的， 

 

    黃麗佳 

 

 （英譯中：闞軼文）



 

 

 

太岩長老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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