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刊 主後 2015年 2月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

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它也必挪

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馬太福音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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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胡維榮 長老 

 當主耶穌宣告大使命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的門徒，懂得主

耶穌的心意是甚麼? 我們也不知道有

多少的門徒，懂得應該如何去完成

主耶穌給的大使命? 但是聖經清楚的

記載了使徒保羅靠著聖靈的帶領，

無論得時不得時，都在盡心盡力的

傳福音。我們在最近的主日福音信

息系列中，剛剛查考完腓立比書

信。我們提到使徒保羅在寫這封書

信的時候，他身在羅馬，但不幸的

是那時候使徒保羅失去了自由，被

監禁在御營旁邊的一個小屋子裡，

由御營中的衞兵輪班看守。 

 在這環境下，使徒保羅一定有

許多不方便的地方，不但時時在衛

兵監視之下，而且任何的行動必須

經過衛兵的許可。當時猶太人是在

羅馬人的統冶之下，可以想像得

到，這些衛兵很可能非常瞧不起和

使徒保羅一樣的猶太人。但是從保

羅的書信中，我們知道使徒保羅的

性格是非常的敏感的。在這種環境

下過日子對使徒保羅來說真是不容

易!! 但是靠著主的恩典.  使徒保羅能

夠在這種環境中寫下了這一封充滿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

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

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二十八: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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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喜樂的腓立比書信。不僅如此，

面對著這些粗魯蠻橫的羅馬士兵，

使徙保羅竟然謙和的向他們傳福

音。你們想知道這福音的果効嗎？

我相信連使徒保羅也沒想到！過了

三世紀，福音傳遍了整個羅馬軍

隊，後來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

宣布基督教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這

是多麼令人驚訝的事！ 

 這讓我們相信使徒保羅是深深

的明白如何去完成主的大使命。 這

也是為什麼使徒保羅自從蒙召之

後，在他人生的最後三十多年，為

了主的大使命，他不畏艱難危險，

到處去傳福音、建立教會。為什麼

使徒保羅要到處去傳福音、建立教

會呢? 因為使徒保羅深深的知道，當

教會願意遵守大使命的時候，主耶

穌會在教會中，興起弟兄姊妹將福

音不斷的傳出去！因此福音就能從

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 

  大約在四年前，我剛來到教會

的時候，有一天我和當時的許多同

工，坐在一起回顧過去廿年來，神

給香檳華人基督教會的異象是什

麼？在那一個下午，同工們一起尋

求神對我們教會的心意和託付。下

面三點是同工們一致的看見，是同

工們的夢想，也是同工們在神面前

的禱告。 

 盼望這些異象成為香檳華人基

督教會每一位弟兄姊妹努力的目

標！尤其是今年香檳華人基督教會

已經邁入第廿五年，我們應當努力

的讓香檳華人基督教會成為一個遵

守主耶穌大使命的教會，成為一個

忠於神託負的教會。盼望在新年的

一開始，我能和親愛的香檳華人教

會弟兄姊妹共勉之！ 

我們願意香檳華人基督教會成為  

（一） 遵守基督耶穌命令，學習

彼此相愛的教會。有神的愛在我們

中間，有好的見證，可以吸引香檳

城的華人同胞樂意來到教會一起敬

拜神，聽福音的信息，經歷神的慈

愛、信實和恩典。 

（二） 有傳福音使命和負擔的教

會。神給我們的異象是要帶領這裡

的留學生信主，受洗歸入基督的名

下，接受裝備，成為一生跟隨主耶

穌的門徒。將來畢業之後，在不同

的地方，成為福音的使者和當地教

會的帮助和祝福。 

（三）在聖靈裡合一的教會。同工

在主裡謙卑地彼此配搭，會眾熱心

參與教會事工。一起在學習忠心服

事主的過程中，經歷神的恩典和屬

靈生命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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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入主名 

 I am very glad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you. This is a very 
big change in my life and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receiving a degree 
or getting married.  

 I was a law school student in 
UIUC and I graduated in May. I 
came to America one year ago, 
and will go back to China on Jun. 
21st.  

 Before I came to America, I 
was very interested in religion. 
Sometimes I went to church, not 
only because I liked the design and 
style of the church, but also be-
cause when I was in the church, I 
could get a peaceful mind. Some-
times I felt I moved. I remember 
that it was a Sunday; I was seated 
in the church. When I saw the stat-
ue of Jesus and heard Christian’s 
prayers, my tears fell down. I do 
not know why I was crying, I just 
heard something calling me, the 
voice was from my heart, but at 
that time, I did not know what it 
was.  

 After I received the offer from 
the law school, I began to prepare 
for the long journey from China to 
UIUC. A friend of mine contacted 
her friend Brother Hui to pick me up 
at the Union and give me a ride to 

my rental apt. In Hui’s car, I asked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religion. 
He said he is a Christian, and he 
could take me to the Chinese 
church. As a new comer, every-
thing was strange to me. I did not 
know where the supermarket was, 
how to get a cell phone, and how to 
get second-hand furniture. The 
church helped me out. My table, 
the microwave, and the lamp…
many things came form church. I 
have no car, so the Christians al-
ways took me to the supermarket. 
At the beginning, I always doubted 
abou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help. 
Sometime I thought the church 
might want me to give something 
back. But I was wrong, I thought 
too much. They helped me only 
because they are Christian, and 
they wanted me to know God and 
they wanted me to be saved.  

 Soon, going to church to 
study the Bible became my custom. 
According to the Bible study, I 
knew that Jesus is not a character 
in Christians’ imagination, he is a 
real person, and the Bible is not a 
fairy tale, it is history. No book has 
been attacked like bible, people 
never let off a chapter, even a sin-
gle word. So many people and 
things have been forgotten, but bi-

單曉晴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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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 is still loved, studied, and 
spread. Bible says, “ …the grass 
withers and the flowers fall, but the 
word of the Lord stands forever.” (1 
Peter 1:24-25) 

 In August, last year, I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This year, on the 
Easter Day, I was baptized. I  have 
been steeped in the water and 
when I came out of the water, I felt 
I was reborn, as if Jesus revived 
after death. I shared verses on the 
baptism, and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ey come from PSALMS: 

 “ Your promises have been 
thoroughly tested, and your servant 
loves them. 

 Though I am lowly and des-
pised, I do not forget your precepts. 
Your righteousness is everlasting 
and your law is true. 

 Trouble and distress have 
come upon me, but your com-
mands are my delight. 

 Your statutes are forever 
right; give me understanding that I 
may live.” 

 The last verse is my favorite. 
My parents give me life, which is 
physical. But God gives me the 
soul, I am so proud to be his 
daughter. 

 Every night, before I fall 
asleep, I will talk to God, and tell 
him about the day, my feelings, 
and my mistakes. God loves peo-
ple, but he also tells that people 
have sins. This makes me always 
examine myself, not only beg for 
God’s help. In this way, God helps 
me to be a better person. This 
makes me think about my country. 
China is developing very quickly, 

but at the same time, many prob-
lems come ou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gods” in China, most of 
the people beg “gods” for help, but 
they seldom make self-criticism. 
That is a problem. 

 There is a little house in my 
heart. I lived in there alone, and I 
was lonely. Now, I live in the house 
with God, I feel happy and peace-
ful. People will die, my friends, my 
spouse, my parents will leave me 
one day, but God will not leave me, 
he will be with me, and I will go to 
his kingdom after my death. That is 
beautiful.  

 About one month ago, I be-
gan the graduation trip with my 
mom. We went to many National 
Parks: the Yellowstone, Grand Te-
ton, Yosemite, Grand Canyon, 
Bryce Canyon, Arches National 
park, and Petrified Forest National 
Park. They are very beautiful and 
amazing. God is a great artist, I felt 
humble when facing his handiwork 
in nature. 

 God also helped me during 
my trip. On the second day in Yo-
semite, I was scared by the GPS. 
In the afternoon, my mom and I 
decided to go to Mariposa Grove, 
which was near the south entrance 
of Yosemite. We drove a long dis-
tance, about two hours to get there. 
After visiting, we wanted to go back 
to the hotel. If we drove on the 
same road to go back, it would take 
two hours. At that time, it was 6:30 
p.m., and the mountain road was 
not easy to drive, so I tried to 
search a short distance in GPS. 
The GPS led us to go out of the 
south entrance and drive on a dif-
ferent road. The new road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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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only one hour and 20 minutes, 
so we followed the GPS. The new 
road was called Miami Mountain 
Road; I can still remember its 
name. It was dusty, narrow, and 
many rocks were on the road. Soon 
we found we were driving in a for-
est and we did not see any cars or 
people. I thought we would go 
across the forest quickly, but I was 
wrong. At that time, it was about 
7:15, the day was getting dark, and 
we dared not drive any more. I 
prayed in my heart that God, 
please help us to get out. I wanted 
to call the hotel to ask if this was a 
right road. But I knew the cellphone 
signal was bad in Yosemite, and 
even more so in this forest. Howev-
er, to my surprise, when I took out 
my cellphone, the cellphone signal 
was full; I could not believe my 

eyes. Then I called the hotel, the 
staff told me she did not know the 
Miami mountain road and asked 
me to go back to the south en-
trance and drive on the old road. 
No more than two hours, we found 
the hotel. 

 I want to say, God loves peo-
ple, and he will arrange everything 
for you. Open your heart and he will 
let you se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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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秀的得救見證 

 我是一位鄉下農民，來到美 

國探親。我沒有讀甚麼書，甚麼都

不知道。第一次走進教堂，弟兄姊

妹非常熱情，還非常關心。我多麼

高興，都是神幫助。在中國我以為

耶穌是廟裡的神。第一次聽了牧師

的講道，我才知道耶穌基督是神的

兒子。是一位肉身的神。主耶穌是

神的兒子，是世界的光，我接受耶

穌。主耶穌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

上，使我成為新人，作神的兒女。

所以我願意跟從耶穌。於是我信了

主，而且還受洗。 

 

 

 

 

 

 

 

 

 

 

 

 

 我要回到中國把福音傳給別

人。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
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 

－哥林多後書 5 ： 17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
人，祂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
女。 

－約翰福音 1 ： 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
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
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翰福音 8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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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今年 69 歲，老伴 66 歲。我

們可以說是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

下的一代人。人生接受的是無神教

育，在中國的宗教派系中僅知道有

佛教道教回教，把有十字架的基督

教視為洋教。在文革浩劫除四舊中

信教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凡有宗

教信仰的人都遭到重創和打擊，於

是許多人不敢去信教，那時的我們

沒有信仰的自由。 

 2011 年 7 月 6 日，我們夫婦來

到美國。初來乍到，我們對新的生

活環境還不太適應，特別是不會英

語的我們，既是文盲，又是啞巴。

開始的生活由好奇興奮漸漸演變成

後來的寂寞難耐，感到生活枯燥無

味，特別是女兒居住的社區連個中

國人影都見不到，成天窩在家中，

這不是我們需求的生活方式。直到

有一天，女兒對我們說，星期天我

帶你們去華人教堂，那裡全是中國

人，你們可以去結識新的朋友，平

時沒事也可以去池塘邊釣釣魚，這

樣你們生活就會豐富了。 

二、 

 第一次走進教堂的感覺很神

秘，聽著詩歌祈禱和牧師授課，一

切都是陌生的。開始的幾周參加教

會的聖經學習並不上心，但隨著時

間的推移，我們從夏到秋，由冬到

春堅持不懈每週都去教堂，我們思

想受到了觸動和變化，去教堂成為

了我們生活中的必修之課。產生這

樣的改變最重要的原因是： 

1）我們看到所接觸到的基督徒對人

的愛，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沒有一

點虛偽的表現。他們都很善良，待

人謙卑，這些都是很自然的流露。

特別要提到的是郭玉珠姊妹，當我

第一次走進教堂時因空調溫度較

低，我的左肩周感覺疼痛。她當即

拿她帶來的衣服替我蓋在肩上。第

二次見面時她還關心地問我肩周好

些沒有，這令我十分感動。她把別

人的痛楚時時記在心上，給人家感

覺溫暖。 

2）教會是個大的團契，許多的同工

都在默默地無私奉獻，終日任勞任

怨。教會很有凝聚力，是個活潑健

康很有發展前景的教會，我們看到

自己的隊伍在一天天地壯大。從教

會的基督徒身上我看到了他們所煥

發出的生命之光。 

 3）講道人認真備課，他們知識淵

博，邏輯性強，引用基督的話，以

江玉東的個人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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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論證神。他們把知識性和趣味

性有機結合起來，使我們聽起來很

輕鬆愉快。牧師、長老不斷地給我

傳送福音，傳送神的愛，這樣我們

很自然地接受了神。 

三、 

 二零一二年四月八日復活節的

這一天，我們有十一人參加了洗

禮，我們夫婦是十一人中年齡最大

的。感謝主讓我們獲得了新的生

命，這一天是我們感到最高興最快

樂的日子。另外我們特別感謝女兒

女婿來參加我們的洗禮，更感謝兩

對美國夫婦和他們的孩子來參加我

們的受洗，為我們祝福。 

 從今以後我們願意永遠跟隨

主，把一切都交給主。 

 

江玉東 

喻喜英 

2012 年 5 月 15 日晚 

 神賜恩典與平安給每個相信祂

和祂獨生愛子耶穌基督名的人，聖

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三年前我來到美國求學。那時

我生命中發生諸多變故，雖然要面

對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但我覺得

能在新生活中暫時忘卻過去，未嘗

不是件好事。 

 大一暑假時我開始閱讀聖經。

起初我只是把它單純得當作一本古

老的文學。但神的話語在不知不覺

中感動了我的心。我雖然還不認識

他，卻懵懵懂懂覺得一個至高者的

存在，在通過他的話語向我顯明。

也因被聖經吸引，大二剛開學在

Sarah 姊妹的邀請下，我來到香檳華

人基督教會，開始了認識神，尋求

神的過程。 

 每個人在接受基督做生命的救

主前都有各自的掙扎和疑惑。對我

母博的個人得救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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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雖能從理

性上認識神是唯

一的真神，但

「信」卻是極其

困難的。儘管我

明白神是信實公

義的，但要將生

命主權一無掛慮

交給衪，又是軟

弱的我難以做到

的。然而在神凡事都能，神就照他

豐盛的慈愛，耐心地幫助我建立起

對衪的信任。我遇到事常常一個人

偷偷哭，不對任何人講。認識神以

後，每逢抽泣時我常聽見一個微弱

的聲音安慰我。有時我甚至無法確

定它在說什麼，但在模糊的意識裡

我向它斷斷續續地用嗚咽哀求，而

它也用溫柔的嘆息回應，像母親輕

聲安慰驚嚇過度的孩子。記憶中我

未曾從別的力量中獲得如此的慰

藉。羅馬書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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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如此

行，完成了我的決志禱告。又比如

我對很多事都有過度的恐懼。我害

怕跟初次見面的人相處，害怕別人

討厭我，害怕別人知道我心裡的想

法，害怕對我而言理解上有困難的

事，害怕忘記學過的知識，害怕別

人知道我在害怕什麼，甚至很多在

正常人看來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都

能給我巨大的緊張和困擾。神就在

過去被我視為「夢魘」的各樣事上

賜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

的心懷意念。很多事我自己都已淡

忘，要好一段時間才能回想起最初

究竟發生了什麼以致留下恐懼的後

遺症。但監察人心的神曉得它們仍

在影響我的生命，便定意消除我的

恐懼，將我醫治。 

 但最大的恩典是因信主耶穌基

督，罪得赦免的恩典；最大的平安

是靠著基督寶血稱義，免去神的忿

怒，得以與神和好而來的平安。神

從我每天生活中隱秘的心思意念

起，用他的律法做鏡子，叫我看清

自己的自私，驕傲，虛假，冷漠，

並讓我學會順服聖靈的管教。一次

次，我經不起試探，在重複的罪中

跌倒，在慌亂中懷疑自己能不能做

神的兒女時，主耶穌的名如同甜美

的活水，撲滅我心中絕望不安的炭

火，醫治我內疚生病的靈魂，潔淨

9 



 

 

我的污穢，好讓迷路的我回家。是

啊，耶穌基督為罪人釘在十字架

上，他勝過我的罪，勝過我的死，

他勝過一切罪與律法的權勢和咒

詛，連死這最後的仇敵也被得勝吞

滅。我的生命藏在基督裡就有永久

的平安，這是神白白賜下的寶貴恩

典。 

 回想認識神以前，生命的杯盞

是多麼的淺，快樂的美酒頃刻飲

盡，悲哀的淚水又隨即注滿，脆弱

得經不起摔跌。現在神親自為我這

不配的器皿盛了信心，盼望，愛，

讓我福杯滿溢。做神的兒女是自由

而有榮耀的，每天都有新的盼望，

可以坦然來到父的施恩寶座前問：

「阿爸父，今天你願意讓孩子做什

麼好在地上履行你的旨意，榮耀你

的名？」；總是有路可行，因為主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 為主做工不是徒然，主親自

標記我們生命的關鍵時刻。永恆的

神總在耐心地等候我們進入祂為我

們預定好的時刻，好讓我們得以看

清在祂的旨意下行事，生命結出了

何等豐盛的果實。願我能在神的帶

領下，一生做主耶穌的門徒。願恩

典，平安從父神與主耶穌基督歸與

所有相信祂的人！ 

 

 

 做見証之前，心情很忐忑，因

為以前從沒有做過，我就想著在網

上尋找一些基督徒-的見証，參考一

下。發現這個世界很奇妙，主曾經

救助和幫助了好多好多人，有的是

億萬賭徒（劉永寧），後來因為信

主，痛改前非，走上了正軌﹔有的

是吸毒浪子（賀一航），主在他內

心做工，使他明白到回頭是岸﹔有

的是演藝界名人。他們每個人有著

各自不同的奇葩經歷，相比之下我

越發地感覺自己的見証不僅無從下

手，而且微不足道。然後我就開始

抓壯丁一樣幻想著以前可能存在的

種種劣跡，又瘋狂總結現在身上的

改變和優點，企圖與人家的見証相

媲美。可惜最後發現自己除了經過

苦思冥想後，腦袋都大了好幾圈，

也不見得有多少劣跡斑斑，也沒有

發掘太多閃光的金子。 

 回想來回想去，我還是發現了

一些值得小小驕傲的一點。就是： 

我雖然是去年做的決志禱告，今年

正式受洗，但是認識神卻經過了一

個很長的鋪墊。我家附近有一個很

高很大很漂亮的教堂，每年聖誕節

都會開放給大家參觀。我第一次去

是在 2001 年，小學三年級，因為聖

程思源的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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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節大街上很熱鬧，教堂也是難得

的開放參觀，爸爸媽媽就說想領著

我去教堂看看，長長見識。雖然離

家很近，但是從來沒有進去過。出

門看到大街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地

攤，有賣聖誕帽的，有賣發光的小

燈籠的，各式各樣的玩具。平常很

少有什麼借口買玩具的，尤其小孩

子，見到這麼多小玩具不纏著爸媽

買一兩件怎麼好意思罷休。穿過這

麼一條充滿誘惑滿目琳琅的街，我

們就到了教堂，

看到彩色的玻

璃，獨特的建築

風格，各式的雕

塑，我幻想著當

年我的想法：哈

利路亞，上帝創

造了美好的一

切。而我當時真

正的想法是：爸

爸媽媽，看在上

帝的份上把那個

發光的小燈籠買了吧！這樣和父母

討價還價的拉鋸戰讓我們最後達成

一個共識，雙方各妥協一步，他們

答應給我買一件禮物，但是有個限

制，那就是地攤上的東西不可以

買，那麼只剩下教會商店可以挑選

了。我就在教會商店挑了一幅聖家

像，滿心歡喜的回家了。雖然好多

細節這麼多年記不太清了，但是當

時捧著聖家像回家的心情我現在還

記得十分清楚，一種安寧，喜樂，

祥和又很堅定的感覺。 

 也許真的是在那一晚主揀選了

我，後來的日子我就總喜歡對著那

幅畫分享自己的生活，情感，體

會。再後來我發現那幅畫仿佛住進

了我的心裡，即使在大街上也可以

和他聊天，分享，仿佛朋友一般，

又比朋友更親切。再再後來，我發

現那不是畫，而是神，他也再不僅

僅是我聆聽和

分享的伙伴，

而且為我提供

建議，幫助我

進步和成長。

再再再後來，

我來到了美

國，加入了教

會，明白了這

些年我們之間

的分享和溝通

有個專有名詞

叫做“禱告”，明白了他不僅是親

密的伙伴而且還是需要我們心存敬

畏的神聖的主，明白了通過聖經的

真言我便可以直接聆聽他的教誨。 

 很多身邊的朋友總會問我信主

之後有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有沒

有什麼看得到的好處，我總不知該

怎麼回答。他們聽不進永生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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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仿佛空洞而遙遠。其實我也對

永生概念體會不深。我就是覺得和

主在一起，自己會感到不再孤獨無

助，不再盲目空虛，反而有種安逸

的飽滿的幸福，和莫名的喜樂。從

小的個體來說，人生和現實是殘酷

的，總會有很多不如意﹔從大的人

類社會來講，雖然科技很發達，但

我們在上帝創造的茫茫宇宙中仍是

渺小脆弱，不堪一擊的。而慈愛的

主明白我們的孤獨無助，他來到我

們中間，只要我們為他開門，他就

答應永駐我們心間。主也讓我對自

己的罪性更加敏感，更加悔恨，他

幫助我做工，去實現一個更美好的

新我。主更讓我明白了人生的意

義，那就是活出耶穌基督的愛，讓

自己的人生成為別人的祝福。感謝

主，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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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泉源 

 一年當中，除了復活節之外，

我最喜歡的就是聖誕節了。起初喜

歡聖誕節多少有些部分是因為漂亮

的聖誕樹，稱心的聖誕禮物，還有

濃厚的節日氣氛—今年的聖誕節是

我第一次純粹因為是主耶穌的生日

而滿心歡樂。從認識主，到信任並

依靠主，我的生命雖然仍是那般的

平凡和渺小，卻充滿了感動和快

樂。 

 人原本就是常常自以為是的，

以為自己可以平平安安，按部就班

得過完一生，可以和刻骨銘心的初

戀喜結連理，可以在擁有高薪職位

和穩定的居所之後就無比快樂。然

而，事實卻往往並非如此。既然努

力工作的本質是謀生，那麼人來到

這個世界的意義又是什麼？無論在

人生的哪個階段，生活中都是充滿

煩惱和坎坷的，可是無論怎樣受苦

受難卻仍然想要活著是人的天性，

也是任何科學理論無法解釋的。這

個夏天在律師事務所實習的時候，

這個問題深深得困擾著我，因為那

些不信主的律師和實習生們看上去

也生活得不錯，他們不明白我這個

畢業之後無債一身輕並且對物質要

求很低的人，為什麼也要選擇忙碌

辛苦的事務所工作。每天除了十個

小時左右的工作時間，還要參加事

務所組織的各種活動，連休息的時

間都不夠，和家人朋友聊天之類的

活動就更是奢望。 

 其實生活忙碌辛苦一些我是不

怕的，但是沒有時間去教堂，沒有

認識一個主內的弟兄姐妹，打包行

李的時候竟然把聖經忘到床頭，所

以也一個夏天沒有讀聖經，讓我感

到自己和主的疏遠。實習結束後，

在大學期間一直照顧我的美國朋友

來中國，所以在家不到兩周的時間

都是陪著他們四處參觀的，以至於

沒有時間陪伴家人。原本在國外求

學，心中就對無法在家人身邊滿懷

愧疚，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又在美

國朋友返回美國之後就匆匆得趕回

學校參加面試，我的自責是不言而

喻的。在飛往芝加哥的飛機上，我

看著窗外的白雲，第一次有機會停

寫在聖誕節 盛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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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思考人生。我不明白自己怎麼

突然間落入了為面試而匆匆離家並

且忐忑不安的境地，哪怕自己清楚

得知道，我當時最需要的不是一份

工作，而是迫切得需要重新建立起

和主親密的關係。 

 於是我在飛機上向主懺悔，告

訴他我是一個多麼不堪的罪人，竟

然為了工作而疏遠了主，竟然不懂

得什麼才是生命中最重要和最寶貴

的。我禱告說：“慈愛的主啊，我

相信你聽得見我，你深知我的心，

請你把我跟你拉近吧，請你給我多

一些時間陪伴家人吧，哪怕唯一的

方法是讓我生病休學，我都在所不

惜， 因為遠離了你，我每天不過是

在呼吸而已，我屬靈的命早已乾

涸，若沒有你無論怎樣美味的食物

都不勝糟糠，我祈求你救我，引領

我認識到你對我的安排，讓我專注

於你的國而不是這個充滿罪的世

界。但是也求你讓我病後得以恢復

得和現在一樣聰明健康，並且求你

減輕我爸爸媽媽的醫藥費負擔。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門。”在

此之前我禱告過許多次，但這是第

一次流淚的禱告，因為我實在是太

企盼重新和主建立親密的關係，我

知道當主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的時

候，無論發生什麼，生活都是那麼

的美好和多姿多彩。 

 誠實的說，那個禱告也是我第

一次覺得難以實現的禱告，因為我

的身體一直都非常健康，最近一次

去醫院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然

而儘管當時的我已經離主很遠了，

主卻沒有放棄我，他給了我所求

的—我得病了，卻有驚無險，連我

的主治醫生都說，我是“奇跡般”

的恢復。我不知道美國有多少個保

險公司在得知投保人昏迷而保險在

幾個小時內就過期之後，會允許和

投保人在法律上沒有任何親屬關係

的人獲得密碼並代替投保人續交保

險。我不知道美國有多少家醫院有

幫助學生報銷保險公司報銷不了的

醫療賬目的項目。我不知道有多少

中國家長能夠在五天之內就拿到簽

証並飛達美國，就像我不知道我接

待家庭的女主人和學校負責學生緊

急情況的主任是好朋友，並因此在

第一時間把需要加急簽証的信函發

給美國駐北京領事館的幾率是多少

一樣。然而這一切都發生了，並且

當我接待家庭的女主人打電話給醫

院的財務科的時候，在那將近五十

個人的科室中，接到電話的恰恰是

那個負責我病例的人，他得知我即

將和父母回中國療養之後，說他會

儘量快點處理，所以原本需要 30-45

天才能得到結果的事，第三天就收

到了醫院的信函，告知我，醫院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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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保險不包括的費用百分之百報

銷。因此，將近 19 萬美金的醫療費

我的父母不用承擔分文。從芝加哥

坐飛機回北京的時候，我和爸爸媽

媽買了經濟艙的機票，可是卻因為

買得急，沒有座位是相連的，仿佛

這之前的一切還不夠神奇一樣，在

登機口的航空人員幫我們把票換成

三個座位連在一起的了，並因此把

我們提升了一個艙位，且分文不

收。 

 在我二十幾年的人生歷程中，

沒有任何一件事像我這次得病一樣

順利和充滿奇跡的，而主卻把這所

有的奇跡放在一起，給了我一個偉

大的見証。我的父母和大部分的家

人也因我得病的經歷而成為了主耶

穌的追隨者，我心中的感激已經難

以用語言來表達，正如我知道“偉

大”這個詞遠遠不足以形容主對我

的愛和他的無所不能一樣。我很感

激主耶穌救了我的生命，但我更感

激的是，他挽救了我的靈魂並通過

他在我身上的神蹟感動了我的家

人。 

 和幾個月前的自己相比，我仍

然不具體得知道自己將來會在哪裡

工作，在哪裡生活，也不知道將來

主要怎樣用我，但是我的心中充滿

了愛和平靜。生命本身就是冷暖自

知的：暑假雖然有份在外人看來光

鮮的高薪實習工作，心中卻是充滿

了苦悶的，現在雖然是在家修養，

卻因著和主的親近，而無比幸福快

樂。有朋友告訴我說“大難不死，

必有後福”，也有主內的弟兄姐妹

對我說，主賜予我生命的奇蹟是因

為他在將來有偉大的計劃給我。我

在剛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後也曾經問

過主，為什麼那個有先天性畸形腦

血管的人偏偏是我，可是現在我明

白了這是怎樣的一個恩賜。我明白

了，當我在這世上的寄旅結束的時

候，重要的不是我在這世上曾經獲

得過些什麼，取得過怎樣的成就，

而是我是否完成和怎樣完成了主給

我的使命。我信主，不是為了“大

難不死，必有後福”的“後福”，

而是被主的愛和寬恕深深的感動，

並且對主所擁有的至高無上權柄的

敬畏。所以聖誕節對我而言，不只

是對主耶穌誕辰的歡樂，也是一個

對自己在主的恩澤下重獲新生的提

醒。 

  

 

 

 

圖/ 盛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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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賜<無形的腰帶> 雨珠 

 有一天，我的腰病復發，心中

十分担心，怕再次出現過去那種症

狀：“巨烈難忍，如同刀割的

痛！”那時連身子都不能動，是靠

著主內弟兄們用椅子抬著…… 

 從那以後，我兒子送給我一個

<自然發熱的腰帶>，每當腰部不

適，就戴上它，很受用。 

 如今我本應使用這個腰帶救

急，但已將它借給了別人，心裡想

怎麽辦呢？因為心中的 “老我”作

了主，就只想自己的需要，不顧他

人，於是我就對主說：“我想給某

某 弟兄打電話，請他快送來，因為

我實在需要用它控制病情發展；主

啊，這樣做行嗎？感謝主及時的幫

助，當這句問話一出口，心中頓感

不妥，又對主說: “還是別打這個電

話了，我不該開這個口啊！感謝主

的憐憫垂愛，當我放下 “自我” 

時，祂滿足我的需要，竟然送給我

一個極為特別而寶貴的"發熱器"，就

是<無形的腰帶>，借著它除去了疾

病的困擾。那是 10 月 27 日中午 12

點，是我每個禮拜一，與主禱告交

通的美好時刻，當我禱告中正在感

謝讚美主的時候，讓我经歷：有個

腰帶已經戴在我的身上了，它發出

的熱，遠遠超過那人手所做的腰

帶。此外，還有隱隱針灸的感受，

十分奇特！我心中異常激動！邊禱

告，邊用右手去摸它。當然人的手

不能摸到，因為這是一個無形的腰

帶！這是真實的經歷見證！感謝主

奇妙的恩典！ 

 事後，讓我感受到腓立比書 4

章 6-7 節所給的應許：“應當一無掛

慮，只要凡事借著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訢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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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的應許臨到我這不配得

的人！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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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人生 

 

 我在這世上不是偶然，神創造

我，對我的人生是有一個目的和計

劃。而我活在世上，就應當是為了

明白並實現他為我制定的計劃，因

為這才是他原本想要把我塑造成的

樣子。我原來只知道每天應當為主

而活，為主而工作，但不知道為主

而活的意義在哪裡，現在明白了。 

 神創造我們，是為了愛我們。

他在創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裡揀

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

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讓我

們藉著耶穌基督得了兒子的名份，

這樣他便能與我們在一起了。 

 《以弗所書》上說，我們得救

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

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

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們原是

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

我們行的。(弗 2:8-10) 

 所以神預備叫我們行各樣的善

事，在基督耶穌裡。 

 我們在世上的時間相對於永恆

來說，實在是很短暫。很多人忙忙

碌碌，卻並不知道生活的意義在哪

裡。感謝神，我們因著主耶穌得以

與神和好，我們的人生因此有了目

的，也就有了意義。終有一天，我

們會站在主耶穌的審判台前，接受

審判。我不想等到那個時候才後悔

為什麼在主耶穌再來之前沒有好好

地預備，沒有好好地活出神創造我

的旨意。 

 我們活在這個世上的目的是為

了榮神益人。這也是神的旨意。

《羅馬書》中說，神預先定下人，

又召他們來，又稱他們為義，最後

要讓他們得榮耀。神是讓我們能夠

得榮耀，以此來榮耀他。神定下了

這個計劃，耶穌施行了救贖，聖靈

為我們禱告，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們

最後得榮耀，歸榮耀與神。 

  人生是什麼？ 

 人生是一場考驗，為了更好地

建立我們的品格，磨鍊出我們的愛

心，信心和盼望。而慈愛的神也給

我們足夠的恩典來應付所有考驗。 

 人生是受托，因為世上所有的

一切都是神的，我們本來就什麼都

我究竟為何而活     沈笑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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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我們在世上，只是神的管

家，理應當做那“忠心良善”的僕

人，管好神的家財。 

 人生是短暫的。我們在這世上

都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們是天

上的國民（多麼美好），我們的財

寶積在天上，我們的心也應該在天

上。不應該來貪戀這個世界，世界

和其上的一切都會消失，唯有敬畏

神的能存到永遠。書中有一句話讓

我特別感動：“請記著，你現在尚

未回家，。你離世的那一刻，並不

是離家，而是回家”。多溫暖啊，

我們終有一日會回到天父的家中，

那是一個沒有憂傷，沒有眼淚的地

方，充滿了愛與喜悅。 

 保羅說：“我只有一件事，就

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

竿直跑，要得神在耶穌基督裡從上

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我們也應當一樣，向著那標竿

直跑，就是要來榮耀神！ 

 怎樣榮耀神？ 

 我們要用一生來敬拜他。不單

單是在主日崇拜的時候或者大家聚

會的時候才敬拜他，而應當是每時

每刻都在敬拜他，用我們為義的行

動來敬拜他，歌頌他，因為他是配

得我們頌讚的。 

 我們要愛神家中的兄弟姐妹。

我們要從我們對人的愛中來彰顯神

的愛，因為神就是愛，那些沒有愛

心的，“仍住在死中” 。 耶穌說我

們要彼此相愛，人們就知道我們是

他的門徒，把榮耀歸於神。 

 我們要效法基督。不要效法這

個世界，而要效法基督。這才是我

們應當做的。我們都是蒙恩的，所

以我們的行事為人都當於所蒙的恩

相稱，時刻提醒自己是一個基督

徒，就是基督的門徒，是他的跟隨

者。我們應當把他作為我們行事為

人的榜樣。 

 我們要用恩賜來服侍別人。神

給每個人的屬靈恩賜都不一樣，但

肯定都有。一旦意識到自己的恩賜

在哪裡，就應當運用來彼此服侍，

因為同樣的，這樣的恩賜是我們白

白得來的，也應當白白地捨去，用

於造就別人。 

 我們要向人傳講神。神的心意

是讓所有人都能夠得救，所有人都

能夠成為基督的樣式來榮耀他。但

如果不倚靠神，不接受我們的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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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

既然是知道了這個奧秘，就應當讓

更多的人來認識神，來回轉歸向

他，享受他賜給我們豐盛的恩典和

美好的應許，就是永生。 

 感謝神，讓我在他裡面每天心

意更新而變化，能夠更多地懂得他

的心意，使我在成為合他心意的人

的目標上又進了一步。希望我的分

享能與大家有益，也一同來歸榮耀

於神。 

一、活著是要使神喜樂 

“真正的敬拜就是愛上耶穌”。 

 敬拜是一種心態，不是一種形

式。是貫穿於整個人生，而且是每

時每刻都在做的事情，就像呼吸一

樣。正如 Rick Warren 所說，“真正

的敬拜就是愛上耶穌”，“敬拜的

核心是降服。” 

 我們愛神應該是意識到神有多

愛我們，感受到被他的愛緊緊包圍

之後自然的反應，是出自內心的，

而不是嘴上說說而已。主耶穌是我

的良人佳偶，我們是主耶穌的新

婦，我們對主的愛本該如此。愛神

的一個很直接的表現，就是做討神

喜悅的事（書中第 9 章所說的五個

表現）。因為我愛他，所以我希望

他喜悅，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是能夠

讓他開心，是遵從他的旨意的，就

是這麼簡單。當我心裡有了愛主愛

神的心，我就自然而然地願意把自

己全部為神擺上，甘心情願地降服

於他，為他捨己。 

二、成為神家裡的人 

 這周的主題是“要成為神家裡

的人”。 我們在主日學的第一次小

組聚會的時候就這樣介紹自己說：

我是神的兒女，是神家的孩子。這

是神給我們的榮耀，是我們真正的

身份，也是我們一生中所能獲得的

“最高的榮譽”和“最大的特

權”。 而且我們也借著教會和團契

彼此相守，互相關愛，互相勸勉，

一同經歷生命的成長，把教會和團

契當作我們屬靈的家。  

 我們每個人都有軟弱的時候，

不論是肢體上的，還是靈命上的。

在軟弱的時候就特別需要肢體們的

鼓勵和力量，需要大家彼此之間互

相代禱，把別人的困難視為自己的

困難，去感受別人的痛苦，並給予

安慰，這也是神希望我們去做的，

因為耶穌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

的心，眾人就因此認出你們是我的

門徒了”。我們要靠著從神而來的

愛來愛別人，在愛中來建立自己。

試想如果連身邊的弟兄姐妹都不能

夠愛的話，又怎麼能夠愛神呢？ 

 所以真的特別希望姐妹們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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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聯結，互相關愛，我們之間的

交通不單止是在周日去教會的時

候，更應該是在平時的生活當中，

讓我們因為在主裡面，得以合而為

一。 

三、被造是要活像基督 

 感謝神，讓我在剛信主的時候

就經歷了非常非常大的試探，就是

那次試探，讓我懂得了書中所寫的

所有的真理。所以每當想起那些過

往，我都忍不住向神獻上不住地感

恩。我曾經以為自己信心足夠強大

到能夠戰勝試探，但當我真正處於

試探當中時，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的

不堪一擊。我這個在神裡的嬰孩，

被魔鬼打得一敗塗地。真的是應了

保羅說的一句話：“所以，自以為

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林前 10:12）。 神是讓我重新站立

之後再看到這句話的，所以感觸猶

為深刻，我想我再也不會驕傲到認

為自己能夠抵擋試探了。 

 我們的主耶穌在主禱文裡教我

們禱告說：“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主說，我們要

求神來幫助我們不要遇見試探，一

旦真的遇見了，就要求神“救我們

脫離凶惡”。 試探是很凶惡的，經

歷過的人都知道。而且魔鬼比什麼

都狡猾，我們心裡的弱點他最是清

楚，一有機會就下手攻擊我們內心

的軟弱。但好在神的恩典是無窮盡

的，我們倚靠神，就必不懼怕，借

著神的恩典和話語，我們要把魔鬼

狠狠在踩在腳底下！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千萬不要

小看了試探的力量，也千萬不要試

圖來跟試探較勁。當你們知道前面

就是試探時，請務必要繞開它，不

要去跟它糾纏，不要讓它吸引你，

更不要讓它成為你的牽絆。當自己

覺得力不從心的時候，不要忘了神

一直在我們身邊看護著我們，只要

我們向他呼求，他就必拯救我們，

讓我們心裡有能力。 

 如果姐妹們不小心陷入試探

中，也不要驚慌，要相信神的大

能，只要我們依靠他，他一定會讓

我們重新站起來。保羅說“你們所

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

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

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

受的住。”（林前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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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我們心中的聖靈和主

耶穌都在為我們代禱，就像當年主

耶穌為彼得在父神那裡代禱那樣。

我們即使跌倒，也必能重新站立，

而且站立得更穩固。如果你遇見試

探了，我就要恭喜你，因為你跟神

的關係即將要更深入了一大步了！

你也會不住地為此而向神感恩。 

四、被塑造來服侍神 

 我們這周的內容是講要來服侍

神，也就是服侍人。其實神萬事不

缺，根本用不著我們去服侍他。他

之所以希望我們來服侍他，真的是

為了我們的好處。他希望我們是以

一個主動的姿態來活著，而不是被

動地去接受或者去反應。無論是他

教導我們要有感恩的心，還是善待

我們的仇敵，背後的目的都是為了

把我們從罪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讓

我們不再被罪所捆綁，獲得自由。 

 他讓我們有一顆願意彼此服侍

的心。耶穌說：施比受有福。我相

信大家在主動去幫助別人的時候，

內心不是會更愉悅嗎？因為覺得自

己是在做一件好的且對的事情。但

耶穌所說的福並不僅僅限於我們內

心的喜悅和滿足，他說的是真正屬

天的福氣。我們在服侍主，服侍弟

兄姐妹的時候，神會親自紀念我們

的勞苦，讓我們在天國裡有份。保

羅說“你們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

裡面不是徒然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神

造我們的時候就預備了我們各樣的

才能和恩賜，讓我們能用得上。在

我們生命中，神給了我們什麼樣的

恩賜和才能，性格和經歷，能夠讓

我們用於服侍眾人的，然後為著神

的這些賜予我們獻上感恩。因為要

知道我們這些本都是不配得的，全

靠著神的恩典和憐憫，才能讓我們

能夠運用他給我們的才能來建造自

己，讓自己在神國中有份。我也希

望沒有去禱告會的弟兄姐妹們能夠

靜下心來思考一下，神對我們的恩

典，思想一下自己有些什麼才能是

能夠用於服侍的，因為：神不會浪

費。你身上一點一滴的才幹、經歷

和性格，都能夠被神所用，關鍵在

於，你自己有沒有一顆願意擺上的

心。 

 我們知道說我們來服侍神，不

是我們有多麼了不起，更不是用來

跟神提要求的砝碼。我們能來服侍

神，全是神的恩典。我們完全可以

拒絕服侍，因為神給了我們自由意

志讓我們可以做出選擇，但當我們

拒絕服侍的時候，我們在神國裡就

虧損了。弟兄姐妹們，你們是要做

那“忠心而又良善的僕人”，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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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主人的快樂呢？還是要做那“又

惡又懶”的僕人，被丟到黑暗中

“哀哭切齒”呢？ 

五、被造是要履行使命 

 主耶穌說：“你們既知道這

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約

13 ： 17）。當我們更清楚自己活在

世上的原因和目的，知道神對我們

的期望和要求，知道怎樣做才是討

神喜悅，去榮耀神的時候，我們所

要做的就是“去行”。 

人生目的宣言： 

1. 我的人生要以什麼作為核心？ 

 我的人生以敬拜神為核心。敬

神，愛神，做討神喜悅的事情。愛

神所愛，恨神所恨，急神所急。無

論做什麼事情，都是為了榮耀神而

做。 

2. 我的人生要活出什麼品格？ 

 要活像基督——活著就是基

督，死了也有益處。 

 要結出聖靈的果子：仁愛、喜

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溫柔、節制。 

 天國八福：虛心、衷慟、溫

柔、飢渴慕義、憐恤、清心、使人

和睦、為義受逼迫。 

 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3. 我的人生要有什麼貢獻？ 

 要發掘並運用神賜給我的屬靈

恩賜，我的心， 我的才能，我的性

格以及我的經驗，作個真僕人： 事

奉神，事奉教會，事奉兄弟姐妹。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

侍，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4. 我的人生要傳遞什麼信息？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

奉耶和華”。立志向別人分享我的

見証和福音。不管遇到多大的攔

阻，不管得時不得時，都要傳福

音。不斷地更新自己的靈命記錄， 

並將神對我的感動分享給其他人。 

5. 我的生命要歸屬什麼群體？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

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

別人比自己強”。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

要顧別人的事”。 

 教會是我屬靈的家，團契也是

一個小家庭。要像對待家人一樣對

待兄弟姐妹，互相關心，彼此扶

持，在愛中共同建造，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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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長老， 

 我是秦月~首先祝您生日快

樂！（雖然已經過了十二點，您就

當作遲來的祝福吧）感謝您一直在

西雅圖和香檳之間來回跑，牧養教

會的弟兄姐妹，在這裡表示真心的

感謝：） 

 雖然開學才開始來這個教會，

但是真的覺得很受到鼓舞。本以為

自己信主時間很短，所以總覺得自

己還是個嬰孩，卻發現這邊不少弟

兄姐妹也如同我一樣，信主不過一

年左右，但是已經在靈命上有很多

長進，讓我在自嘆不如的同時也很

受鼓舞。願我能夠像他們一樣，懷

著一顆愛神愛人的心，多為教會服

侍。 

 我是今年五月中旬的時候來美

國，初來的時候還是有些不適應

的。但是感謝主的帶領，讓我遇見

很多弟兄姐妹，得到很多的幫助。

也感謝主讓我找到華人教會，得到

很好的牧養，也有負擔去為華人做

事。這幾週以來讀《標竿人生》還

是有很大收穫的。我覺得這是一本

很好的將聖經應用到生活的書，一

些很好的建議雖然有時候我也想

過，但是卻無法做出來，也常常忘

記。經過這幾週和姐妹們的交流探

討，我開始找到那種每天懷著信

心，努力將聖經活出來的感覺。比

如，我比之前更加多地給父母打電

話，比之前更關心我的同學朋友，

比之前更能夠靜下心來唸書學習。

雖然自己還是有很多欠缺，但是上

帝的愛總能夠讓我不自暴自棄，反

而懷著感恩的心去改正和進步，就

像聖經裡說的，“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

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

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這是多麼

美好的人生～ 

 感謝神，讓我找到這個教會，

遇見您和這麼多可愛的弟兄姐妹，

願我們都一起努力，向著標竿直

跑，在主內互為肢體，也將這美好

的福音更多地灑向人間。願神顧念

您的辛勞，也願您每日都有平安喜

樂，健康幸福！ 

秦月姊妹 敬上 

標竿人生的分享     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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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胡長老： 

 我是李瓊， 經過四十天的學

習，真的成長很多。  

 以前早上沒有靈修的習慣，這

四十天都是早上起來就看一章， 漸

漸養成了每一天先交給神求告神的

好的習慣。 一路以來，這本書伴隨

著我的心，讓我成長了許多許多。 

總是感覺真的是神預備的在合適的

地點給我合適的帶領。  

 自己剛來這邊，生活學習總是

非常不適應也非常掙扎，幾次都絕

望到讓自己崩潰， 可是神借著這本

書給了我很多很多的安慰。 從頭來

說，剛開始看這本書覺得沒什麼幫

助，至少在第一周，因為覺得所有

說的事情都是知道的， 可能因為自

己一直是一個基督徒， 所以覺得沒

什麼幫助，但是隨著內容的深入，

卻一次一次的讓自己感受到神的

愛。 每個星期天都會和弟兄姐妹溝

通交流，分享彼此的得著，彼此鼓

勵。 每天最大的收獲是它不斷的提

醒我讓我不要為自己憂慮，為自己

的狀態不好難過，為自己來這邊的

不適應如此的焦急，好幾次都覺得

自己準備好去上課，卻在上完課後

打擊的一塌糊塗。 幾次都跪在神面

前淚流滿面，覺得自己都是這麼久

的基督徒，怎麼能依舊這麼軟弱， 

很為自己這樣的靈命焦急，撒旦總

是借助這些來攻擊我們，而當我們

重復在這些地方軟弱，也說明我們

的功課學習的不夠，這些得著都是

看到標杆人生所給我的領悟， 當我

一切交給神的時候，心態好了，雖

然學習還是有很大的壓力，但是卻

開始坦然的接受，不再焦急。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得著是，神

告訴我，每個教會都不完美， 讓我

坦然的接受教會的不完美，並且接

受自己要去努力，而不是僅僅目光

在自己的身上一味的想要自己得到

成長。 來到這邊，受到了很多弟兄

姐妹的關愛，可是最初也看到這個

教會很多不足的地方，覺得很缺少

屬靈的長輩帶領，而我自己也總是

覺得自己需要成長，也一味的猶豫

要不要留在這邊。可是神透過這本

標竿人生的分享     李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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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透過您的講道，一次次給我傳

遞了如此清晰的信息，我們要接受

教會的不完美，我們同為信徒，同

有一位主，一個身體，一個目的，

一個盼望，一洗和同一的愛。 世界

上沒有一個完美的教會，讓我放棄

教會完美才愛她的幻覺，我們都需

要神的恩典。 神給我們很寶貴的一

件事情就是讓我們知道了，我們都

是罪人，我們聚集在一起，彼此的

鼓勵，彼此的擔當，彼此的成長。 

當我聽到一些弟兄姐妹講到團契的

成長，從最初的三個人到如今，心

裡很感動，也許教會中存在一些不

好的地方，一些壓力，一些人為的

東西，但是只要常常的禱告，將愛

主的心放在首位，我相信，神會大

大的祝福。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也是自己

來這裡的前段時間，總是感覺不到

神的愛，覺得自己像被神離棄的小

女孩，我感覺不到衪，看不到衪，

甚至出現了懷疑， 我覺得自己成長

得好慢，害怕自己在絕望中離開

神。 可是，神透過這本書來清晰的

告訴我這樣一個信息，也許過去信

仰於我來說，更像是一種經歷的感

覺，可是，當我們信心達到一定程

度，神開始將一些感覺拿掉，因為

我們的父超出時間空間，不是感覺

不到就不存在，而我們要建立這樣

一種不憑借自己感覺的信心。 縱然

感覺不到，仍然相信神正在生命中

做工。  

 我很想服侍，但是也覺得自己

還在準備，希望自己現在生活中能

夠成為一個好的榜樣，在努力的提

高自己，讓自己成為神使用的好僕

人。 神讓我看到我們需要有一顆愛

人的心來愛身邊的人，這是一門一

生之久的功課。  

 這本書真的給了我很多很多， 

覺得四十天以來，是這本書帶領著

我走出了一些低谷， 讓我坦然的面

對一些糾結，一些掙扎。 感謝主，

也感謝胡長老您在這邊的熱心事

奉。 第一次聽您講道就觸動到了自

己的內心。  

 我們教會我看到了一些問題，

可是總是想自己只有能夠做出努力

幫助解決才能提出這些問題。 我希

望信仰於我們是真理，是不需要懷

疑，不僅僅是感受。更是在面對一

些人的詢問，一些人的質疑，可以

準確的回答出他們的問題。也能夠

幫助更多準備信主的慕道朋友建立

他們正確的信仰觀，告訢他們我們

所信的到底是什麼並且能夠對聖經

有一個系統的認識。 

 感謝主！願神的愛與我們同

在。 

 

 25 



 

 

標竿人生的分享      葉佼 

胡長老： 

 主內平安！感謝主，把感動放

在你心裡，帶領我們讀四十天”標

杆人生”。 

 相信是主的安排，讓我又一次

讀這本書，一樣的內容，在我讀來

卻有了不一樣的體會，對我個人而

言，標杆內容本身讓我最大的獲益

是又一次敲響了警鐘，讓我不短

視，時刻定睛在主﹔以前雖然知

道，卻不是存記在心裡。因為這個

認識，我的人生又不一樣了﹔從小

到大，我的口號是，為媽媽爭氣，

所以凡事要做到最好最出色，我本

就不喜歡爭競，可是因為世界的關

係自己也越發得爭競、越發的疲

憊，疲憊到甚至自己都不曉得心身

疲憊，習以為常。信靠主後，主親

自改變了我，我回歸了原來的本

我﹔讀了”標杆人生”特別是那一

章關於時刻敬拜神，讓我徹底曉得

原來我以後的人生最喜歡的一句人

生格言就是，為主爭氣。主是我的

父，他給我恩賜、給我產業，我實

在不想看到他恨鐵不成鋼的失望，

我既愛他，他也愛我，我斷不能辜

負他，我知道我的一舉一動，身邊

的慕道朋友和弟兄姊妹都看在眼裡

記在心裡，作為學生的我若是學習

不努力，又怎麼做好見証呢。我不

再覺得虛空的虛空，空洞的讀經禱

告不是為主活著，用生命去經歷世

上的一切挑戰才是為主活著，我很

高興我的學習動力、我的生活動力

都是主，為了他的名。我要為他爭

氣，既不能讓撒旦得逞，更不能讓

主失望。 

 標杆的 40 天讓我另一個得著

不是源於書的內容，而是源於我的

事奉。我知道是主的安排，感動

我、讓我主動帶領我們的小組。現

在回過頭看，生命時刻在被主改變

著，我知道我從一個吃靈奶的已經

在慢慢變成一個吃干糧的，更是感

謝主把這種想成長的渴望放在我的

心裡。主做事向來是有計劃，原來

他最初把感動放在我心裡，也為我

之後的帶領預備了道路。誠然，第

一次我正式帶領分享（第一次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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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起拿書來讀，9 月 9 號第二次算

是我們正式分享）的時候，我並沒

有事前做好準備，只是按部就班地

走分享的流程，雖然在 9 月 2 號已

經定下了各個小組長和她們的伙

伴，囑咐了大家要互相之間做到定

時交通分享，但是我沒有進入帶領

她們的角色，我沒有意識到“帶

領”二字的責任和擔子。9 月 9 號在

中午分享的時候，我發現大家都很

認真在分享，我當下就覺得慚愧，

我都沒有仔細想過要怎樣把我們這

個寶貴的 40 天來帶領。下午回家時

候我翻開聖經，我向神禱告，我希

望帶領好這個小組，求神告訴我他

的心意。當天生命讀經順序下來是

箴言 27:23，我記下的時間是 13 點

30，神向我說話“你要詳細知道你

羊群的景況，留心料理你的牛

群”。神是在囑咐我，提醒我我的

責任。感謝神！之後我經常會在周

日的晨禱，把中午的分享，禱告在

神面前，願他帶領﹔我也特別會留

意大家的狀况，我把更多的時間交

給姊妹們交通，有時候分享分享著

大家會有點離題、有時候慕道朋友

和慕道朋友之間會彼此把屬世的觀

念傾倒出來互相影響彼此，每當這

個時候，我就插進來，用聖經的教

導把大家的分享專注在神的道上，

讓神來引導大家。 

 但我深深知道，我做的還是非

常有限，只是滿心的感謝神，把姊

妹們和慕道朋友的心都看顧得特別

好，讓大家帶著感動和真誠一次次

分享，很親切很真誠很追求主。 

 胡長老，如果明天你有提到我

們小組，千萬不要提我的名字，切

不要誇我，我實在受之不起，我的

做工微小到不能再微小，完全是主

的恩賜，不是我服侍了大家，而是

大家的分享和主交托我的事奉反讓

我獲益匪淺。千萬不要提我的名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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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主 同 行 
 我們的神到底有多少名

字？剛信主時在主日學得到一張有

關《聖經》中神的名字的列表,印象

中有三四十個。2012 年五月份去基

督工人中心聽一位牧師講道，說主

的名字就一個——我是，他可以是

任何...你需要他是什麼，他就是什

麼。看上去，所謂神的名字也是人

在經歷他的恩典以後，對他其中一

面的描述，耶和華 以勒是神是提供

者。 

 神在我的生命中行了大事，他

還要再行。他每天向我顯明他自

己。我願意分享我所經歷的神。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

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

翰福音 1 ： 18）我專注賜給我生命

的主，來尋找“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的奧秘。以弗所書三章 6 節說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

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

為一體，同蒙應許。”基督就是福

音的奧秘。盼望藉著每日靈修，我

更多認識主，學習更像他。 

靈修札記一：傾聽的神                                              

5/28/2012                                                                    

 我愛上先生，因為他在華師大

後門的長風公園，微笑著聽我講

話，長達三、四個小時。 

 今天照李玉惠姐妹的一年讀經

計劃，讀到歷代志下第 6 章，是所

羅門獻殿的禱告。他說：“神果真

與世人同住在地上嗎？看那！天和

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

況我所建的這殿呢？惟求耶和華我

的神，垂顧僕人的禱告祈求，俯聽

僕人在你面前的祈禱呼喚。願你晝

夜看顧這殿，就是你應許立為你名

的居所﹔求你垂聽僕人向此 處禱告

的話。“（代下 6 ： 18-20）以前沒

想過神允許所羅門建殿的心意，今

天才明白聖殿是為以色列民而建。

神不需要一座殿來居住，人卻需要

一座殿來祈求。即使昔日聖殿只剩

主的名字是“I am”       S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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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牆一片，也足以讓猶太人充滿信

心，滿心祈求，盼望彌賽亞最終的

拯救。神建這殿，就是應許以色列

民：你可以隨時來向我傾訴、哭

訴、禱告、呼求，我都會垂聽。 

     我不是以色列民，沒有哭牆可

以寄託。但是，感謝主，在所羅門

的禱告中我聽到神對我的應許。”

豈不知你們的身體是神的殿， 神的

靈住在你們裡頭嗎？“（林前 3 ：

16）我不用到哭牆就可以隨時隨地

向主傾訴，因為他住在我的心裡。

我住在家裡，他和我在家裡﹔我去

超市買菜，他同我去超市﹔我送孩

子上學，他同我在車裡﹔我去教

會，他也不會缺席......隨時，我都可

以和他講話﹔隨地，他都傾聽。我

微笑，是因為他讓我滿足﹔我流

淚，因為他要安慰我。我的生活、

動作、存留，都在乎他。  

 我哭了，因為我的神，他耐心

地聽我。他從不對我打暫停的手

勢，像我對我女兒做的。我聽大女

兒講話，小女兒就要暫停講話。而

我的神，他待我，像我是他唯一的

女兒，他只守在我身邊，聽我對他

講的每句話。 

 

靈修札記二：看我為至寶的主                                                                

5/29/2012  

 主耶穌趕鬼入豬群，兩千頭豬

投進河裡淹死了。當地人因為心疼

豬，請求主離開那裡。千山的牛，

萬山的羊都是主的。我們心疼極

了，他卻為我們捨得。 

 每次讀歷代志下描寫聖殿的這

段，都感嘆：如此華貴的聖殿，神

也任它被擄掠、被燒毀，只是因為

他要讓以色列人回轉過聖潔的生

活。“倘若你們轉去丟棄我指示你

們的律例誡命，去事奉敬拜別神，

我就必將以色列人從我賜給他們的

地上拔出根來，並且我為己名所分

別為聖的殿，也必捨棄不顧，使它

在萬民中作笑談，被譏誚。” （代

下 7 ： 19-20）允許建殿和允許毀

殿，都出於神對人恆久的愛。他看

重人遠高過精金包裹的聖殿。 

 我卻常常在花錢、省錢中打

轉，忘記了我是被他揀選，分別為

聖的至寶﹔忘記了他不讓我的心因

為錢患得患失。他說“你要保守你

的心甚於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

效是由心發出。”（箴言 4 ： 23） 

 

靈修札記三：願收回成命的主                                                            

5/30/2012 

 我們的主，是絕對公義，有罪

必罰的主？還是容易原諒，願收回

成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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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火燒蛾摩拉和所多瑪，也

讓大衛和拔示巴通奸所生的孩子馬

上死掉。以前我簡單地下結論說：

因為他不能容忍罪。 

  他也一次又一次原諒以色列人

的悖逆，不降罰或延遲懲罰。“王

自卑的時候，耶和華的怒氣就轉消

了，不將他滅盡，並且在猶大中間

也有善益的事。”（代下 12 ： 12）

神看中羅波安憂傷痛悔的心。神看

中每一個悔改的心。 

    我不明白神為何有罪必罰，不能

把有罪當無罪，同時願意赦免，收

回罰單。無論如何，對我而言，這

是至好無比的消息。他願意原諒

我，像我從未做錯過，像我是完美

無瑕疵的。 

 整理書藉時發現去年 10 月 17

日的禱文，似乎在表達悔改的心。 

 “主啊，我的眼淚奔流，沒有

停的意思。 

 我的心想奔向你，卻又回到傷

心的地方。 

 何時回轉歸向你，忘記眼淚從

何處來，只記得眼淚往何處去？” 

 感謝主應允我的禱告，我不記

得眼淚從何處來，只知道現在、將

來的眼淚都會往他那裡流。我對天

堂的向往，就是：那裡不再有眼淚

和悲傷，只有歡笑。 

 我給下面這小段起名“想

對......”  

      “想對潘朵拉的盒子封閉心靈， 

 想對主耶穌打開心靈﹔ 

 想對了解世界的好奇心說不， 

 想對探究神的眼睛說是。 

 願我的心離世界漸遠，離主耶  

穌漸近。”   

 

靈修札記四：讓我不至滅亡的主                                                                         

6/4/2012 

 我並沒有在信主前就了解永生

的意義。甚至在信主後一陣子，我

也覺得永生和我關係不大。直到一

位姐妹用下面的故事讓我了解。 

 一位媽媽要和女兒到芝加哥看

歌劇。她們有兩個選擇。一是早早

買好票，等日子到了，安安心心地

開車去。因為手上有票，她們在等

的時間，高高興興地盼望那個好日

子。一是決定不買票，到芝加哥再

說。她們總想：可能沒票了？應該

還有吧？最後票會便宜點吧？也可

能更貴？在開車去芝加哥的路上更

不安。不敢開慢，覺得早到一分鐘

都會有用。永生就像這張票，不是

在死後才有用。當我認罪悔改，決

定接受耶穌基督作我的救主，並決

定從取悅自己變為取悅基督，凡事

尋求討神的 喜悅，我已經受到神的

祝福，享受平安，安心等待。 
30 



 

 

 好長一段時間，我因為覺得自

己和永生相連而鬆了一口氣。以為

自己明白了神的這一奧秘就安枕無

憂了，直到這個周末在母會聽到一

位牧師講福音。 

 在他最近讀的一本書中，作者

有這樣的觀點：撒旦不怕人進教

會，也不怕人決志受洗，也不怕人

在教會服事很多年，只要他們沒有

從取悅自己變成取悅基督，這些人

仍在他手中。 

 他說我們在傳福音的時候，強

調主是我們的幫助，主是我們的安

慰者，主可以使我們婚姻美滿，家

庭幸福，而沒有強調信主是我們的

救命稻草。 

 我雖然享受了永生，卻忽視了

滅亡。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 ： 16）神賜下愛子耶穌，因為不

想看到我走向滅亡。“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來 9 ： 17）我本來就是應該死

的，但主耶穌為我捨了性命，叫我

不至於死。這樣的福音我要告訴其

他人。我開始膽戰心驚地反思，在

過去我帶人信主的時候，我傳了怎

樣的福音？ 

 主啊，求你赦免我的過錯。因

為沒有完全明白福音的奧秘，強調

了永生的美好，卻不警覺滅亡的危

險。即使信了主，仍時時專注主的

保護和幫助，期望得到今生的享受

和榮耀。世界從美麗的伊甸園變成

敗壞的蛾摩拉所多瑪，在敗壞中走

向滅亡。而我，期望在這敗壞的世

界中得什麼？ 

 如果過去我沒有把福音講清

楚，求你赦免。願你親自引領你的

羊。也願你差遣我，讓我有機會和

他們再次分享福音。我今天立志，

盡力傳悔改的福音，像施洗約翰、

主耶穌所傳”天國近了，你們要悔

改！“奉主名求，阿門！ 

 

靈修札記五：衪是人人的主                                                                       

6/5/2012 

 “祭司耶何耶大在世的時候，

約阿施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

事。”（代下 42 ： 2）這句話中有

話。耶何耶大不在世的時候，約阿

施作了什麼呢？他聽從猶大的眾首

領， 離棄耶和華的殿，事奉亞舍拉

和偶像。甚至殺了耶何耶大的兒子

撒迦利亞。耶何耶大在世時堅決主

張事奉耶和華。他敬畏神的心和行

動，使得他“日子滿足而死‘。 神

應該滿意耶何耶大的事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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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何耶大在世時，約阿施和眾

首領都敬拜神。耶何耶大離世後，

君王領袖立即轉離神。悖逆的人一

定為自己的悖逆負責。但，如果我

是耶何耶大，怎樣事奉能幫助別人

也認衪為主呢？怎樣教導我的女

兒，讓她離開我也緊跟耶穌呢？怎

樣帶人到教會，使她因為愛神就樂

意繼續尋求而不是因為我的緣故來

教會呢？ 

 

靈修札記六：急難時的主                                                                        

6/7/2012 

 “這亞哈斯王在急難的時候，

越發得罪耶和華。”（代下 28 ：

22）我也像亞哈斯王，病急亂投

醫，越發得罪神嗎？ 

 當猶大遭受從各國來的攻擊

時，猶大王向亞述求助，甚至轉去

祭拜敵人的神，自始至終沒有尋求

耶和華。我覺得自己不是猶大王，

因我常常向神求助。但，我是否也

常常在急難的時候，轉臉不向神

呢？ 

 當生活壓力大、人際關係緊張

時，我常常變得浮躁，容易爆發脾

氣。如果我敏感的意識到這就是急

難的時候，我的怒火被撒旦利用，

造成更大的壓力、更緊張的人際關

係，一點不榮耀神。我就該馬上到

主的寶座前，求他赦免，求他賜能

力，把一切交托給他。而不是走發

泄怒氣犯罪這條路。 

 主啊，我似乎已經習慣自己是

個罪人，習慣被你原諒也原諒自

己。求你提醒我，讓我不甘願作一

個行不出來的人，讓我時時刻刻都

努力像你。你說“從施洗約翰的時

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

力的人就得著了。”（太 11 ： 12）

請賜下努力的心志和力量，讓我走

像你的路，幫助我結出溫柔、忍耐

的果子。奉主名求，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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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是十月中旬的一個星期

六，秋高氣爽，風和日麗。 我們香

檳華人教會家庭組的一行以及胡長

老共十多人， 驅車前往位於香檳東

部約四十分鐘車程的 Kickapoo 州立

公園游玩。 

 進入公園，在停車場停好車，

大家紛紛從車上下來，頓覺空氣更

加清新。大家貪婪地呼吸著，享受

著夾雜著青草清香的空氣，“好新

鮮的空氣，比我們香檳的空氣還要

好……”李翔說。 

 “那當然了，這可是州立公

園﹔看看，這裡有多少樹啊！”王

卓接著李翔的話說。 

 “忘了我們這次來的目的了，

我們就是來看樹和紅葉的，”蕊潔

大聲說。 

 一條綠草覆蓋的小路通向不遠

處的樹林，孩子們歡笑尖叫著向遠

處的樹林[跑去。“慢點跑，別摔倒

了，”媽媽們在後面高喊著…… 

 抬頭望去，不遠處是茂密的樹

林。現在樹葉開始變色，極目所

致，就像一道長長的彩色的高牆橫

垣眼前。這高牆有綠色，有紅色，

有黃色，就像一幅水彩畫，更像一

幅油畫……不，所有的畫卷都描繪

不出來的美。微風吹來，伴隨著沙

沙的響聲，這道彩色的高牆徐徐飄

動，猶如多彩的漣漪，綠色的，紅

色的，黃色的葉浪互相擁抱著，追

逐著。真是“悅人的眼目”，聖經

創世紀二章九節說：“耶和華神使

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

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上帝為我們準備樹木，不單是為我

們預備食物，使我們能活在祂給我

們的家園裡，還使樹木多姿多彩，

來愉悅我們的心靈。 

 我們繼續走著，穿過綠草覆蓋

的小路，來到鋪滿落葉的小徑，小

徑的兩邊是參天的樹木，樹木的周

圍和樹木之間生長著叫不出名的野

花，泛青的和泛黃的草，以及一些

其他的灌木和植物，他們都被落葉

覆蓋或包圍著。地面潮濕，空氣中

淡淡地漂浮若不細聞都難以聞到的

腥臭之味，那應是腐葉散發出來

的。小徑上還散落著榛子和帶有青

皮的圓圓的果實。“這是核桃，”

孫康說。 

 “核桃……哪裡？哪裡？讓我

看看！”師靜急急地說。 

 孫康彎腰從地上撿起一個果

悅人的眼目        廉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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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遞到師靜的手裡，“看，這就

是。” 

 旁邊的文娟說：“這哪是核

桃，怎麼是綠色的？” 

 “這你就不懂了，”孫康說：

“把它在太陽底下晒乾，皮就變黑

了，剝掉黑皮，就是核桃。” 

 大家就這樣邊說邊走。“快

看，一個小湖，”新媛興奮地說。 

 一汪靜靜的小湖呈現在眼前。

小湖的一面和這條小徑以及一條簡

易的公路相接，剩下的是被樹木包

圍著。水面寂靜，偶爾一陣微風吹

來，或一條小魚，一個小青蛙，攪

起一片輕輕的漣漪。 

 “真美啊！”驚嘆聲從人群中

發出。 

 “來，讓我們多拍點照片，”

曉東拿出相機，擺準備拍攝的樣

子。 

 “給我們拍一張，”周頌拉著

兒子的手說。 

 曉東為周頌母子倆拍完照之

後，蕊潔走了過來，手裡拿著一個

包，走到湖邊，從包裡掏出各種花

色的圍巾來：“女士們，快過來，

打扮的漂亮一點，多拍點照片，別

浪費了這美景。” 

 女士們嘰嘰喳喳地圍了過去，

互相挑著圍巾，圍到脖子上，腰

上，擺出各種姿勢，拍著照片。 

 “嗨，這成了時裝展了，”胡

長老在旁邊打趣地說。 

 “我們就是要進行時裝展，”

師靜把一條圍巾圍到了脖子上。 

 男士們圍在旁邊，饒有興趣地

看著女士們的時裝展。 

 在湖邊拍完照片，我們繼續沿

著小徑往前走。上到一個丘陵，來

到了一個小河邊。小徑沿著丘陵蜿

蜒起伏，小河順著丘陵緩緩流動 。

丘陵上生在著茂密的樹林，紅黃綠

各色的葉子映襯著秋天的美景。這

條小河是夏天划艇的好去處，我們

家庭組的一些兄弟姐妹夏天曾在這

裡划過艇。 

 順著小徑漫步而行，看著河對

面的丘陵時高時低，就像一個披著

多彩衣服的巨蟒靜臥河邊，聆聽著

小河的淌淌流水。有時有一個較高

突起的丘陵，將五彩的顏色映入水

中，好像一個穿著漂亮衣服的女

子，將河面當成鏡子，在梳妝打扮

自己…… 

 這就是上帝為我們創造的家

園。聖經的創世紀一章一節中，記

述上帝在造人之前，創造世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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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為我們準備美好的居所。在這

一節中，曾五次說道：“神看著是

好的。” 

 “神看著是好的。”是的，上

帝的創造是美好的，正如耶穌基督

所說的“你想百合花，怎樣長起

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

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

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

朵呢。”路加福音，12 章 27 節。 

 

 

 

 

 

 

 

 

 

 

 

 

 

 

 

 

去年我公公在發現得了肺癌

不到一個月時間，就離開了我們，

我先生只來得及趕回去見最後一

面。傷痛之中又是吃素，又是燒紙

錢，紙金磚等，讓我禁不住思想，

這紙錢，紙金磚公公真能用上嗎？

為什麼他活著時說自己是無神論

者，人死如燈滅，而他走了，家人

卻說他在另一個世界，希望他過得

好。我們該不該停下忙碌的腳步，

思想一下，真是人死如燈滅嗎？如

果不是，死後我們會去哪裡呢？我

們來看看神怎麼說： 

 《聖經》創世紀告訴我們，當

神用五日造好天地萬物之後，第六

日“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

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創：

2:7）這裡講明人是神用泥土造好

的，是因為神吹了口氣到人的鼻孔

裡，人才成了有靈的活人，所以這

個靈來源於神。當人類始祖亞當背

神的誡命，偷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

果子，罪就進入世界，神的懲罰也

進來了。神對亞當說：“你既聽從

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

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因你的緣故

受咒詛﹔你必終生勞苦才能從地裡

得吃的。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

來﹔你也要吃田裡的蔬菜。你必汗

生死之隔     陳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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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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的

肉體會死，死後會變成塵土。“這

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

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

為眾人都犯了罪。”（羅 5:12）但

人的靈魂是來自神口裡的那口氣，

是不死的，所以“按著定命，人人

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希

9:27）這裡就是指對靈魂的審判。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

榮耀。”（羅 3:23）“罪的工價乃

是死”（羅 6:23）不僅自己死了歸

於塵土，靈魂也要死，指靈魂與神

隔絕，丟在永火裡燒。這樣看來，

人是何等的沒有指望。 

 但感謝神愛我們，憐憫我們。

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說：“神愛世

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

憑著耶穌的血，借著人的信，要顯

明神的義。”（羅 3:25）“因為神

差衪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

罪，乃是要叫世人因衪得救，信祂

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定

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約 3:17-18）羅馬書 10 章 9 節又

說：“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

信神叫他從死了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

裡承認，就可以得救”因為“你們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

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以 2 ： 8）以弗所書 2 章 4 節又

說：“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

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

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們與基督

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

是在他兒子裡面。人有了神的兒

子，就有了生命，沒有神的兒子，

就沒有生命”（約一 5:11）“正如

你曾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血氣

的，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

人。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

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

生。”（約 17:2）約翰福音 11 章 25

節記載耶穌對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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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

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

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約 6:40）

哈利路亞，感謝讚美神。主耶穌在

十字架上為我們流血犧牲，三天後

復活，升天，完成了救贖。只要我

們願意認罪悔改，認主耶穌為救

主，一生的主，我們就有了永遠的

生命。 

 談到人死後靈魂的去處，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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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福音 16 章 19 節，主耶穌設了一

個比喻：“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

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有

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

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要得財主

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饑﹔並且狗

來舔他的瘡。後來那討飯的死了，

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

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他在陰

間受痛苦，舉目遠遠地望見亞伯拉

罕，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裡﹔就喊

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

吧，打發拉撒路來, 用指頭尖蘸點

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

焰裡，極其痛苦'。亞伯拉罕說：

‘兒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

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裡得

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這樣，並

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

人要從這裡過到你們那裡，是不能

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也是

不能的'。財主說：‘我祖啊，既是

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

去﹔因為我還有五個弟兄﹔他可以

對她們作見證，免得她們也來到這

痛苦的地方'。亞伯拉罕說：‘他們

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他

說：‘我祖亞伯拉罕啊, 不是的﹔若

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到他們那裡

去的，他們必要悔改'。亞伯拉罕

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

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

是不聽勸。'”亞伯拉罕這裏所指一

個蒙福的地方，義人死後在那裡等

候伸冤，而陰間是惡人死後前往等

候最後審判的地方。從財主的遭遇

看惡人受苦是從陰間就開始了。義

人呆的地方和陰間有著無法跨越的

深淵相隔。 

 論到審判後靈魂的歸處，神借

著約翰啟示給我們：那迷惑他們的

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

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

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我又看見

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

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

處了。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

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

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

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

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於是海

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

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

的受審判。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

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

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

扔在火湖裡。（這裡所說的生命冊

記載了天國所有子民的名字。是神

那裡義人的名冊，在其上的有名字

之人命定要得永生。所以基督徒因

為認罪悔改把自己歸在主耶穌的名

下，罪得赦免，神算為義人，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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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冊上了）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

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

路撒冷由 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

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

夫。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

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

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

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

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坐

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

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

可信的，是真實的。他又對我說，

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

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

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得

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

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惟有膽怯

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

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

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

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作為人我們會想神既然如此愛我

們，乾脆叫我們都上天堂得了，但

神是聖潔的，公義的，罪人斷不可

進神的國。出埃及記 33 章 18 節記

載，摩西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

我看。耶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

恩慈，在你面前經過，宣告我的

名。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

誰就憐憫誰，又說，你不能看見我

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

羅馬書 9 章 20 節說：你這個人哪，

你是誰，竟敢向神強嘴呢？受造之

物豈能對造他的說，你為什麼這樣

造我呢？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

團泥裡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又

拿一塊作成卑賤的器皿嗎？所以神

在處理他造的人的事上具有全權的

自由。 

 神說：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

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親愛的朋

友，創造天地萬物的神耶和華有權

柄審判一切罪惡也有慈悲體貼人的

軟弱的。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認識至聖者是為聰明。（箴言

9:10）你是否願意聆聽神的話呢？你

是否想得到那永遠的生命呢？請打

開《聖經》，來認識神，接受生命

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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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主         胡之瑾  

 主啊，願我們的心單單仰望

你。   

 主啊，我們仰望你，因為你是

創造的主。天地萬物、生命氣息，

都是出於你。我們這一群原本不配

的人，今天能夠站立在你面前，來

敬拜讚美你，也是出於你，出於你

良善、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主啊，我們仰望你，因為你是

救贖的主。人心悖逆、父神震怒、

世人沉淪﹔生命無復歡樂，只有黑

暗死亡在盡頭。誰能修復這天人之

隔？誰能挽回父神的心意？主啊， 

唯有你，父神的獨生愛子、聖潔無

罪的羔羊，虛己降生、存心順服，

作成這十字架上救贖的大工，叫我

們這一群信靠你的，不至滅亡、反

得永生。   

 主啊，我們仰望你，因為你是

永恆的主。仇敵攻擊、環境艱難，

我們的信心備受試煉，我們的盼望

幾乎斷絕。然而主啊，你是昔在、

今在、永在的主。你坐著為王，直

到永永遠遠。我們因此可以放膽高

歌、脫去纏累、歡然奔跑，奔走這

屬天的路程。   

 主啊，我們仰望你，因為你是

信實的主。世事變遷、物是人非，

然而在你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

的影子。你是眾光之父、你是完全

的良善，充充足足滿有恩典。疲憊

的腳步，因著你，平靜安穩、重新

得力﹔焦慮的心靈，在你這裡，歸

回安息、得救更新。    

 主啊，我們仰望你。我們在流

浪中仰望你，我們在困苦中仰望

你，我們在絕望中仰望你，我們在

空虛中仰望你，我們在死亡中仰望

你，我們在此岸仰望你。因著仰望 

你，我們在流浪中見証家園﹔見証

你所預備的、我們永遠的家園。因

著仰望你，我們在困苦中見証喜

樂﹔見証喜樂的良藥帶來忍耐、老

練和盼望。因著仰望你，我們 在絕

望中見証凱旋﹔見証你的凱旋為我

們拔除了死亡的毒鉤。因著仰望

你，我們在空虛中見証實在﹔見証

信心的實在、盼望的實在、和愛的

實在。因著仰望你，我們 在死蔭幽

谷見証生命﹔見証你戰勝死亡而復

活的生命，如今活潑流淌、供應著

我們每一個人。因著仰望你，我們

在此岸見証彼岸﹔在那美麗彩虹的

盡頭，眾山嶺與天 相聯。這見証乃

是信心的宣告，這見証也是盼望的

實際，因為仰望你的必不至羞愧。  

 主啊，我們的心單單仰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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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四則：神的律法和人的律法      高立軒 

 朋友說這個題目太大了，你寫

不好，我其實沒有想過隻言片語能

把這個大而永恆的題目說清楚。只

是像某個人說的，覺得我必須學會

坦率的顯露我不成熟的想法和念

頭，哪怕幼稚而且漏洞百出，但也

許就能成為其他人靈命旅途上的些

許鼓勵或提醒。畢竟我們一生都處

在未完成的狀態，除了神沒有人知

道我們最終會變成甚麼樣子。所以

這是一篇不太成熟的討論，權且當

作拋磚引玉吧。 

 

 

 

 

一 

 聖經通篇都遍布神的律法，新

約時代主耶穌也不斷地言傳身教重

述著律法。最著名的，應該是神在

曠野的西乃山頒布的十誡，這是神

要我們守的誡命。想來大家也都不

陌生，其中四條是教我們對神當盡

的本分，六條是對人當盡的本分。

這是神親手刻在兩塊石板上的，多

麼普遍和永恆的律法。新約時代靠

著基督一次獻祭的成全，我們很多

獻祭和禮儀的律法都不再遵守了。

我們知道神給我們最低限度的命

令，也知道即使是這最低限度的誡

命，也常常做不到。我們必須承認

自己的無助和沮喪，也必須承認我

們多麼需要基督的拯救。你有沒有

曾經陷在泥潭裡無法自拔呢？軟弱

又恐懼，自己用力卻只能在泥潭裡

沈浮，這個時候你扭頭看看其他和

你一樣深陷泥潭的人們，大概只有

苦笑了。你一定會拼命呼求有一雙

手能牽拉著你脫離這取死的身體。

主耶穌就有這麼一雙堅定有力的

手，祂在泥潭之外，向你伸出雙

手，等你把全身心都放心地交給

祂，因為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我們願意按照神的律法而活，

不是因為這能為我們賺取神的愛和

永恆的生命， 

 人的行為沒有一件可以用來稱

義的，你盡可以說你是個守法的公

民，甚至連紅燈都沒有闖過一個

（是嗎？），但在神面前你絕不可

能靠行為得救。可是靠著信心，我

們已經白白的被救了。可是神在我

們身上的工作遠遠沒有停止，而是

使我們明明知道自己的軟弱，也仍

然能夠真實地擁抱不斷被更新的新

生命。 

二 

 人的法律是國家機器制定出來

加拉太書 3 ： 24 “這

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

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裡，

使我們因信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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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社會成員的，在人的社會具有

相當的權威性和威懾力，可是它既

跳不出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還常常

被司法腐敗拖累得像一場場鬧劇，

真是不可靠得一塌糊塗。我一再地

想，即使是最好的制度，只要是出

於人的，就存在著很大的有限性。

我們在這個有限的社會裡的有限的

生命，如果沒有天國的盼望，沒有

造物主的愛和公義，沒有人子的教

訓和救贖，沒有聖靈的運行和禱

告，我們僅有一次的生命，會變成

怎樣的憤世嫉俗或者麻木不仁？人

天生喜好追求意義感，那我們人生

的意義將歸於何處？幸好，主教我

們學會順服，學會謙卑，學會安

靜，學會交託。 

三 

 我們有一句很不負責任的俗

話，叫法不責眾。法不責眾這種說

法說白了其實是人們的自我催眠和

自我欺瞞。因為沒有辦法處罰大多

數人，所以看上去似乎好像真的理

直氣壯了，就不算違法了。所謂的

多數人暴政，以民主的名義抵擋公

義，倒不是中國獨有的事。神卻公

義到底，神沒有因為所有人都犯罪

就任由人墮落在罪中，神也絕不遷

怒到義人，比如挪亞，比如羅得。

無論在哪裡，如果有人要你去做一

件違背神卻“眾意難違”的事，如

果這個人是上司、家人、密友，如

果有一個聲音說“你傻啊，你看大

家都這麼做啊”，你會毫不委屈地

坦然回應說，“我的信仰，我的

神，不允許我這麼做”麼？ 

四 

 人的法律是為了規範，為了懲

罰和防止犯罪。在人的社會，犯了

罪是必須要懲罰的，認罪悔改只是

定罪量刑時很小的考量。然而神的

律法本就是出於愛，通過顯明罪而

使人悔改進而得以完全，律法伴隨

著終極的關懷，這是人無法想像的

事。而且神都是先賜恩典，再頒律

法。是祂先愛了我們，我們才知道

祂，是祂先揀選了我們，我們才跟

隨祂。我有一個朋友，最近很意外

地陷入了一項罪行的指控，這個時

候才理解到司法體系一旦啓動，這

個龐大的國家機器是何等的冷酷無

情。它絕不會也不允許體貼一個人

痛悔的陳情，也不會來跟你說，你

的案情我全都瞭解，無論你曾經犯

下多麼不堪的錯誤，我看重你憂傷

痛悔的心，只要你願意來跟從我信

靠我，我不但願意看你無罪，還給

你超乎想像的豐盛生命，而且這生

命還是永恆的。除了基督，誰敢這

麼說呢？特別感謝神的是，法律程

序還沒有走完，我那位朋友已經接

受了他生命真正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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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話凝思     王漢 

 聖經裏面神有非常多的應許，

祂應許亞伯拉罕的後裔如海沙，應

許與摩西和他的百姓同在，應許約

書亞的得勝，應許大衛⋯⋯保羅這節

經文指出，神的一切應許在基 督裡

都是是的。捫心自問，當看到神給

祂所呼召揀選的人應許的時候，自

己是不是有把握確信這也是神對每

一個人的應許。“靈力來自對神應

許的把握”，當所注視 的是自己的

能力的時候，我就會懷疑神的祝福

和應許：神啊，看看我所處的境況

吧，再看看我的力量，我難以相信

我可以走出這片烏雲密佈的境況，

我或許就要在其 中沈淪下去了，神

你豈是真正愛我呢⋯⋯喔，孩子，你

的力量在乎我，多一點信心吧！想

一想約伯，想一想路得與拿俄米相

向而泣的景象，想一想求子的哈

拿，多少 神的孩子在絕境中愁苦，

但他們堅定仰望神，一旦聽到神的

應許，臉上就沒有了愁容，心裏就

堅定地跟隨。我們信也是這樣，一

旦認定，就絕不回頭，這是聖靈的

能 力運行在我們心中。這真是一節

美好的經文，如今，不在乎神曾經

是對甲乙丙丁的應許，神所有的應

許在耶穌基督裡都是 Yes! 神哪裏需

要我們給他榮耀呢，但藉著耶穌，

我們是實實在在的與他的聖子的榮

耀有份，這榮耀當來自我們靈裡的

執著，來自對那掛在十字架上，為

我們死又為我們復 活的主的堅定的

愛（這份愛也是神賜給我們的！）

是這份雙向的愛成就了我們在基督

耶穌裡的榮耀。讓我們更堅定地愛

祂跟隨祂吧。 

 主是光。我們都喜歡說神的話

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這光有

時是被帕子遮住的摩西的面光，有

時是星光，極光，是火光，是手電

筒光，有時是反射光，是我們的榜 

樣之光，是弟兄姐妹的生命之光。

我們靠著點點星光趕路的時候會時

常感到孤單，靠著身邊的一點溫

熱，也時時有意外的寒意。對於那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

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

是實在的，叫神因我們得榮

耀。 

－－哥林多後書 1:20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

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

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

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哥林多後書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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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生命漫漫旅程中的陪伴和光 亮，

我時常感恩；但也時常隨之感到失

落，惆悵，因為這些點點的光芒終

要離開，昨夜篝火的歡愉也只能停

留在昨夜的星辰裡。這樣的情境真

讓人難過！我就像約拿 那樣，“你

將我投下深淵，你的波浪洪濤漫過

我身⋯⋯”，像曠野裡摩西所唱“那

裏沒有別神，唯耶和華引導他的

路”。在這樣的大孤寂裡，只有緊

緊地抓住主，眼 不能看見什麼，耳

朵不能聽見什麼，心裡任憑恐懼的

撕扯，直到感受到那牽我手者的力

量，感覺到他恆定不移的愛，在淚

光中終於看到那“主的榮光”。

啊，我們是 敞著臉看到他迎來的慈

容，中間竟然沒有絲毫的阻隔！

“我心裡發酸，肺腑被刺/我這樣愚

昧無知，/在你面前如畜類一般。/然

而我常與你同在，/你攙著我的右 

手。/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以後

必接我到榮耀裡。/除你以外，在天

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

也沒有愛慕的！/我的肉體和我的心

腸衰殘，/但神是 我心裡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這 一串的宣告真是和我們對

自己的把握大相徑庭！因為我們是

誰？是卑微的生命，是被上帝遺忘

的浪子，是苟延殘喘的浮萍！我們

不過是飛塵，在黑暗裏圍著光斑跳

著 各自的舞步，只等塵埃落定。思

想這句熟悉的經文，再次奇妙地把

我提升到一個光明無比的境地，一

個“召”字提醒我，是神他自己做

成的恩典，我想起主耶穌是怎 樣來

“找”我，“召”我，再在我日常

的生活中光“照”我，一路帶領

我。“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

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約翰福

音 10:27）。我們這 羊被主選出來，

有這樣的榮耀和尊貴，但遺憾的是

我們經常忘記這點。看著自己貧窮

的靈，有限的意志和能力，我突然

想起大衛最後的詩篇所說的：“以

色列的磐石 曉諭我說： ‘那以公義

治理人民的，敬畏神執掌權柄，他

必像日出的晨光，如無雲的清晨，

雨後的晴光，使地發生嫩草。’ 我

家在神面前並非如此，神卻與我立

永遠的約。這約凡事堅穩，關乎我

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

豈不為我成就嗎？” 所以 Chambers

提醒我們，看神，不要看自己，看

自己就是各種的不合格不達標，看

神就會永遠堅定，因為這位創始成

終者的約是“凡事堅穩”的！最近

給自 己一個功課，去努力跟隨他的

“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

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

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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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踪，凡事記得常常問自己“耶穌

會怎麼做？”，還有就是常問我是

誰——我是主的羊，我屬耶穌。 

 在異邦中為著選民歸家一日三

次禱告的但以理的這一次與主面對

面的經歷真是讓我感動不已。經上

說他充滿聖神的靈。不論環境如

何，他始終是堅定持守在自己的信

仰 之中，從裡到外都是順服信靠，

甚至不顧惜性命。此時他見到神對

末後啟示的異象時，已經年事已

高，神將關乎全人類命運的旨意傾

在這個老者的意念中，如此大的 榮

耀臨到竟使他戰兢畏懼，這是何等

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我在想當我老

的時候，一定已經是老油條了，反

正經歷多了“與神同行”，於是成

為資本，也許更可以跟神 稱兄道弟

了。另一方面，人的一生不應該是

從“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的年

少憂愁畏懼到“昨夜星辰昨夜風”

的成熟坦然嗎？但以理反過來，由

勇敢變而為懼怕， 如果他與神關係

親密，當他看到親密的主出現時，

難道不應該無比歡喜跳躍嗎？老約

翰也是如此，一看見主，“就仆倒

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搞錯沒

有啊，這不 是那個主所愛的門徒，

貼近主的胸懷的那一位嗎？對此經

典的解釋是至聖至榮耀的主臨到不

潔不完全的受造之物，就像一個巨

人突然臨到螞蟻，雖然之前螞蟻都

是通 過日常書信往來想像到巨人的

高大強壯，可是當看到本尊的時

候，仍然會嚇破膽——我這隻螞蟻

還沒有這樣的體會，這正好說明我

對神的榮耀所知是何等的有限！令 

我深深感動的是接下來主的勸慰：

不要怕，總要堅強！就是這一句

話，牽引我走過許多的人生艱難，

甚至死蔭幽谷……此時，在他完全

的榮耀之中，主的柔聲再次響 起，

這卻是在主極為榮耀的時刻臨到那

至輕至微的人啊。這話語在我們世

上的日子給予力量，當主顯現的時

候，定然更加倍如此，因為我們若

不得著這力量，怎能配 分享神的榮

耀呢。熟悉的話語卻可以在不同的

光景給人不一樣的力量，這讓我想

到一個自己的一點人生經歷：小時

候奶奶說”孩子回家吃飯“的時

候，如果我是在玩 耍，那我定是不

喜悅的﹔當我玩累的時候，我就會

有一位形狀像人的又摸我，使

我有力量。他說：“大蒙眷愛

的人哪，不要懼怕，願你平

安，你總要堅強！” 他一向我

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                                                                                                                             

－但以理書 1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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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意聽奶奶的話﹔而當我此時離家

萬里，奶奶的話該是何等地惹動我

思念的眼淚啊。 

 我們對天上的這場盛大婚禮知

之甚少。但是我們知道婚禮穿的衣

服乃是這樣的：我們裡面有相信主

耶穌而有的義袍，外面是一件光明

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 

徒所行的義”。所以仿照王國維的

治學三境界我們對生命可以歸為

三境界：第一層：赤身露體。我

們看不見自己靈魂的貧窮，我們

像穿著皇帝的新衣，生命遠離

神， 不過是虛妄。第二層：義袍

遮羞。我們相信了主耶穌為我們

的救贖主，就因著信，本著恩

典，進入神的國度，好像始祖亞

當夏娃犯罪後神用皮子做衣服給

他們穿一 樣，完全是神的恩典憐

憫。第三層：身穿白衣。這白衣

“光明潔白”，仿佛主耶穌一

樣，我們真的是太需要進入到完

全的地步了，因為神說：“你們

要聖潔，因為我 是聖潔的”！若是

只有一件遮羞的衣服參加這場盛大

的婚禮，豈不羞愧嗎？ 

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眾水

的聲音，大雷的聲音，說：

“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

神，全能者作王了。我們要歡

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因為

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新婦也

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

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

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啟示錄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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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Roney 先生:  

 您還記得嗎? 2003 年初，一個禮拜六的清晨，您出

門拿報紙，因身穿睡袍，沒有帶門匙 ，被鎖在門外回不

了家。 

 耶穌基督知道您的難處，是祂叫我下樓去給您開門

的。這是極美好的經歷，很遺憾，因為我不懂英文， 沒

有與您分享這奇妙的恩典。事隔近三年之久，但我時常

回憶此事，並向祂感恩讚美。今年的聖誕節即將來臨，

我想:  您若是基督徒，當時您一定感謝、讚美祂給予您

的愛護和及時的幫助! 

 您若不是基督徒，我衷心地盼望您打開心門，接受

這位救贖主耶穌基督作為您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成為神

的兒子。祂也是您最忠實的朋友，耶穌基督愛您! 

 今天我請朋友幫助，將上述經歷譯成英文送上，讓

我們共同地感謝、讚美這位造物主耶穌基督對人類的慈

愛! 

祝您聖誕快樂! 

                                                                                                                                         

您的朋友(Apt 610) 

曾經送出的聖誕卡    雨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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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拙的道理，愚拙的我        沈笑芸  

 聖經上說：世人憑自己的智

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

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這就是神的智慧了。《哥林多前書

1:21》 

  “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  

 為什麼會信主耶穌，為什麼會

信神。這個見証我對不同的人說過

好多遍了，因為每個人都很好奇。

對我來說，信主實在是太容易了，

容易到我都沒有意識到為什麼那麼

多人會那麼難。我從來都不是無神

論者（雖然我之前還是共產黨

員），在沒認識神之前，我一直都

相信這個世界不單單是只有物質這

麼簡單的，我覺得肯定有一種東西

在那裡操縱著一切，因為在我生命

中，不可能有那麼多偶然，巧合或

是無法理解的事情發生。所以我相

信命運。但在國內的時候，沒有人

向我傳過福音，所以我一直都是在

“瞎信”：我知道有東西在哪裡，

但不知道是什麼。 

 到美國後去了一個美國基督徒

家中聚會，聚會是為了傳福音。我

第一次開始了解神，了解耶穌是

誰，祂做了什麼。我當時心裡就有

一種聲音在說：我一直相信存在的

那個東西，原來就是這個神。神其

實早就在我心中播下種子，只是現

在才是祂認為讓我認識祂的最好時

刻。等到第二個星期再聚的時候，

我就相信神了。現在想起來，那個

美國伯伯當時絕對很詫異：“怎麼

那麼容易就接受了？傳福音很有果

效啊。”但我覺得真的是理所應當

的事，特別正常，後來才知道花了

一生的時間才相信的人遍地可拾。 

 每當我把這個見証講給主內的

朋友聽的時候，他們都會說我很蒙

福，因為被聖靈感動，相信神的人

是有福的。但每當我把這個故事講

給非基督徒朋友聽的時候，他們會

很疑惑的問：你怎麼這麼容易就被

洗腦了？客氣點的會說：唉，其實

有信仰也是件好事，起碼有個寄

托。不過信信就好，別太當真了。

每次我聽到這些話，我就會想起上

面的那句話：“神就樂意用人所當

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世人看來信神是很愚昧的，是很可

笑的：怎麼會信這種東西。把這個

當成是封建迷信。我跟我爸說的時

候，他就說：“你相信是神創造了

天地？”我說：“是啊。”他當時

那副表情：一派胡言，你真是腦子

進水了。 

 真的很感謝神，沒讓我有一個

很有智慧的頭腦，來想那麼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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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信了就信了，毫無阻礙，不去

求証“神在哪裡，神是怎麼創造萬

物的”這些看來很理性的問題，因

為沒有人能夠回答，為什麼要去糾

結呢。相信神，感受衪的存在，在

生活當中去享受衪豐盛的祝福，去

體會衪滿滿的愛，就足夠了。試想

大衛王和所羅門王，一個是人類歷

史上最偉大的君王之一，另一個是

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他們都願意

去相信神的存在，把自己的一生交

付給神，更何况我這個愚拙的人

呢。  

 我從來都覺得自己沒有能力掌

控自己的人生，未來對我來說充滿

了各種不定數，因為很多我曾信心

滿滿的覺得不會發生的事情都發生

了，這讓我覺得人生很不可控。對

我而言，唯一的不變就是變化。現

在有一位神，衪知道我的一切，我

嘴裡所說的，心裡所想的，人前

的，人後的，曾經的，現在的，未

來的，祂都知道。衪來掌管我的一

切，而且最重要的是，祂是良善

的，所以衪為我好。因為衪比我自

己更了解我自己，所以祂能更好地

安排我未來前行的路。有這樣一位

掌管世間萬有的神來看護我，保守

我，我還有什麼可擔心，可憂慮的

呢？於是所有的不確定都變為確定

了，那就是無論我未來經歷什麼，

是高山，是低谷，是亨通，還是受

苦，這位神都一直與我同在，他的

恩惠慈愛必永遠伴隨著我，直到永

生。 

  所羅門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

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 10:6》 

 大衛王說：有一件事，我曾求

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

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

美，在他的殿裡求問。《詩篇

27:4》 

 打開心門來接受這位神吧，你

會發現這真的是你一生中最受祝福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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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義       盛晨  

 生命是一個對任何二十多歲的

人來說都過於深刻和沈重的命題，

我自然也不會例外。可是最近一段

時間，生命卻是我思考最多的命

題。有些原因是來自於我自己的親

身經歷，有些原因是因為最近在看

《相約星期二》，但是直到今天我

才覺得要把自己的一些感觸寫下來

是因為和同齡的朋友們談論起未來

的計劃和安排，繼而聯想到生命的

價值和意義。 

 在《相約星期二》中，莫裏教

授說，當一個人明白應當怎樣去死

的時候便知道了怎樣去活。我覺得

這句話很有道理。我們很少討論死

亡，因為對於死亡我們有一種和對

待一切未知事物一樣的恐懼感，於

是選擇幹脆不去想它倒也不足為

怪。只是無論我們去不去思考關於

死亡的任何問題，對於每一個人而

言，死亡總會到來，無論我們願不

願意，有沒有準備好。沒有人知道

上帝安排的那日會什麽時候到來，

會以怎樣的方式到來，於是大部分

的人也一並忘記了那日終究要到來

的實質。我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我只是在講述一個每個人都很清楚

卻又不願去面對的事實。 

 當我們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

對人生的回憶會是什麽呢？一生當

中有什麽會使我們感到坦然，平

靜，和有意義呢？我們是選擇面帶

微笑用一顆感恩的心來接受生命的

終點還是選擇滿懷仇恨地結束人生

的旅程呢？ 

三毛寫過一篇叫《不死鳥》的文

章，在文章當中她說她非常愛自己

的父母還有荷西，所以她希望自己

能暫時做一只不死鳥陪伴在她所愛

的人的身旁，她懇求上帝最後一個

把她帶走，因為這樣承受失去親人

和愛人巨大痛苦的就會是她自己而

不是她深愛的家人。 

 其實死亡本身也許並不可怕，

只是一個人的死亡對其家人和朋友

所帶來的打擊和痛苦讓人選擇對死

亡這個話題閉口不談。 

 不知為什麽，每次想到和死亡

相關的話題，我總會想到高中軍訓

時的那場關於“過程重要還是結果

重要”的辯論。我當時堅持認為結

果比過程重要，因為我覺得認為過

程重要的人不過是為失敗者找蒼白

的借口罷了。對於自己高中時期那

個心高氣傲，很傻很天真的年代我

是很懷念的，但那場似乎毫無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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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辯論卻不知為何在我的腦海

裏根深蒂固。我不記得當時辯論的

雙方的論點各是什麽，只記得辯論

賽結束之後，我突然想到，其實對

於人生我早知道結果是什麽，所以

也許從這個角度來看還是過程比較

重要。 

 冷戰的時候，一個蘇聯的作家

坐在公交車裏看著窗外走過的人

群，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到--如果沒

有上帝的存在，人生便毫無意義。

我不知道這位作家有沒有因此而受

到調查和處罰，我只知道蘇聯已經

解體了，可他這句話還流傳著。在

我還不是基督徒的時候，我覺得人

生的意義就是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做

好每一件事，也從未想過那樣做的

意義又在何處。相信主耶穌之後，

我才真正感覺到生命的意義--按照主

的話語去生活，用一生的時間來認

識主和榮耀主。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對於這

個世界而言都是很渺小的--無論一個

人的生活當中發生什麽，這個世界

還會以原來的面貌繼續。降半旗也

好，寫入教科書也罷，無論是多麽

平凡的一個人或者多麽有成就的一

個人，生命逝去的事實是沒有人可

以改變的。 

 因此，每個人都是兩手空空的

來到這個世界上，然後兩手空空的

離開，沒有例外。 

 每個人在生命當中所能收獲的

只是一段經歷，而這段經歷又是由

無數小的經歷構成的。這些經歷當

中有好的也有壞的，有想得到的也

有不想要的，但無論是怎樣的經

歷，它都是構成人生的一部分，因

而不要選擇逃避，而是應該張開雙

臂微笑著去勇敢得接受它。 

 說到這兒，突然覺得這篇文章

莫名其妙地有了許多悲情色彩，但

事實是死亡只是人在這個世界上寄

旅的一個自然的階段，所以最好的

面對它的方式不是逃避（很早在中

國就有人試圖煉長生不老丹但是都

失敗了），不是恐懼（馬克.吐溫 曾

在《生命的五個恩賜》當中寫到死

亡是珍貴的，我想可能是因為它結

束了人在這世上的苦難和煎熬），

而是去平靜地面對這樣一個事實，

誠實的對待自己，真心的對待別

人，不枉費了人生的這一段經歷。 

 生命是上帝賜予的禮物，我們

無法選擇它的長度，但是我們可以

用一顆平常心去面對它，讓信仰戰

勝對未來的恐懼，讓寬恕包容對他

人的記恨，讓愛消融內心因追名逐

利而產生的苦悶和憤怒。也只有這

樣才能無論發生怎樣的變故，無論

面對怎樣的苦難，無論承受多大的

打擊，都擁有一個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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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詛咒還是祝福？     陳巧  

 前一陣和一位慕道的朋友說起

神的救恩，他說他不想來教會是因

為教會的人經常咒詛人下地獄。我

說我想我們基督徒沒有人會咒詛人

下地獄。只是我們相信的神說”世

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罪的工價乃是死”（羅 3:23）神

要行審判，不信衪的人就會被丟到

火湖裡。我們只是傳了來自神的資

訊，我們傳道就是希望人人去天

堂，當時因為時間關係沒有深談。

其實這個問題是我們傳福音時常遇

到的問題，有兄弟姐妹說我們可以

先不說天堂地獄的事，先說神的

愛。但我想沒有天堂地獄之分，我

們又如何來敬畏神的心？我自己就

是在並不完全瞭解神的情況下，因

為害怕去地獄，想去天堂而接受救

恩的。 

 仔細思想一下，我們人其實很

奇怪。在眾多咒詛中，咒人下地獄

應該是最重的。但我們人並沒有能

力設置一個天堂，一個地獄，那我

們為什麼會咒人下地獄呢？有地獄

這個資訊是從哪裡來的呢？如果沒

有地獄，咒人下地獄就達不到目

的，也就不成其為咒詛。因為那就

是一句空話。那麼有沒有地獄呢？

神說有，但人信嗎？所以神說：

“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

者是為聰明。” 首先我們要謙卑下

來敬畏神，我們才能有智慧聽進神

的話，來認識他。因為“神阻擋驕

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

前 5 ： 5） 

 羅馬書 1 章 20 節說：“自從

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

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

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

推諉。”首先我們要承認神的創

造，神的大能，我們才能知道神有

主權，神講的話不會是空話，而一

定要成就的。在聖經路加福音 16:19-

31 主耶穌用比喻講了陰間的情形，

義人死後在一個蒙福的地方等候伸

冤，惡人死後在陰間被火燒，等候

最後的審判。而在啟示錄 21:9-15， 

21 章 1-8 裡神借約翰看到的異象向

人啟示了神最後審判的情形，名字

不在生命冊上的人就被扔在火湖裡

被永火燒。 如果他是真神，那麼不

管我們人相信還是不相信，他所說

的，他的話都會成就。神說：“按

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

審判”（希 9:27）按著神的標準，

這世上“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

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

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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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眼中不怕神”（羅 3:10-

12,18）“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

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

法本是叫人知罪。”“我們若說自

己無罪，便是自欺欺人，真理不在

我們心裡了。”（約一 1:8）因為我

們的罪神懲罰我們，所以“凡有血

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

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

謝。”（彼前 1:24）那麼“誰能救

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

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

了!” (羅 7:24)主耶穌“祂本有神的

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

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

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

們顯明了。”（羅 5:8）“不是我們

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

了。”（約一 4:10）主耶穌被我們

這些罪人釘在十字架上時還為我們

向神求：“父啊，赦免他們，因為

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

加福音 23:34）神不僅愛世人，也要

求他們這些做他兒女的人要“愛人

如己”“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

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與喜樂的

人要同喜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達，倒要

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

留心去做。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人

和睦。”（羅 12:14-16）“不要效法

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

旨意。” (羅 12:2) 如果我們都跟隨

神的心意去做，這個世界將會充滿

了愛，是何等美好！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

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

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

作過他的謀士呢？” “誰是先給了

他，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

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

（羅 11:33-36）“你以為能逃脫神的

審判嗎?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

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

你悔改呢?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

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神震

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他

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凡恒心

行善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

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惟有結

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就

以忿怒惱恨報應他們。”（羅 2 ： 3

-8）而且神給相信他名的人以尊貴的

地位。彼得前書 2 章 9 節說：“唯

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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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

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

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們從前

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

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

憐恤。”“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

時候、 得著稱讚、 榮耀、 尊貴。”

（彼前 1:7）哈利路亞，讚美我神！

他真愛我們！ 

 所以，神的公義，慈愛已經顯

在那裡。神要施行審判也已經告訴

我們，人的結局在乎我們自己的選

擇，人得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我們

這些受造物，罪人不能去要求造物

主：你應該這樣做，你怎麼不那樣

做？ 因為標準是由神定，人只能遵

行。主權在神手中。所以我認為我

們在傳福音時也應該傳全備的救

恩，不應避諱談論天堂，地獄的資

訊。因為我們也是本著從神那裡來

的愛傳福音，為讓人能認罪悔改蒙

恩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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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美 之 詩 

少年矜愁好嘯詠， 

愁事漸重愁緒輕。 

輕煙千島映孤月， 

氤氳疊攀蓮花頂。 

長風飄蕩浮華去， 

廓然獨確天地晴。  

晴宇雩舞心扉啟，* 

倏忽此世煙飛灰揚刃靡止，* 

彼岸岩壑萬轉千停山水盛。 

虹霓浮翔魂魄醉， 

熊迎虎啼嬉鯤鵬。 

白鹿瑤池明滅間， 

但聞錚琮奏銀箏。 

醍醐醺蒸或有驗，* 

滌骨洗髓幾不窮。 

方自高歌蹈蓬萊， 

頓失自在窺世風。 

名利鼎沸苦煎熬， 

心棘難平天機窘。* 

畢竟空落夢中事， 

肉身寧向心扉聆？ 

泡影電露夢幻盡，* 

枯樹殘花不忍驚。* 

猛志吞酒入醬缸，* 

塊壘渙漪出佛乘。 

生死茫茫不堪思， 

眾生芸芸正當鳴。 

我身來去誰肯告？ 

黃河濁沙誰能澄？* 

善惡關頭誰作主？ 

魚龍險處誰標評？* 

山河嬌秀誰沉浮？ 

星穹瑰麗誰冊封？ 

時光有始誰初征？ 

宇宙無垠誰終承？ 

尋索無復當年勇， 

徘徊更驚生死慟。 

熠熠九日摧明珠， 

漫天黑濤壓蒼庭。 

霜飆旋起徹胸冷， 

放歌奈何徒伶俜。 

閑事浮雲或可遣，* 

生死根本終難名。 

蝶夢可尋未可勘，* 

浮屠如沙復如零。* 

一日石心剝落後，* 

感懷• 人到中年          胡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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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聲柔語震黃鐘： 

生死唯憑生死贖， 

信投人子取大工。* 

死亡毒鉤空墓吞，* 

生命活泉聖靈迸。* 

昨非今是實底守，* 

出死入生天路騁。* 

讀經有時靈光啟， 

禱告到處軟弱靖。 

聚會熱切兄弟踴， 

敬拜莊嚴榮光映。 

恆久盼望主降臨， 

儆醒度世心戰兢。* 

側身紅塵意絕塵， 

舉目雲衡情寄衡。 

眼前唯見標杆立，* 

身後豈顧是非訌。 

奔跑盡力心暢悅， 

安息坦蕩勁翻騰。* 

遐籟雨傳花歡靨， 

羔羊雲返裳銀淨。* 

天地挪移千頁卷，* 

公義鋪陳萬物馨。* 

百岳指天頌奇妙， 

億流歸海吟永生。 

榮面直對釋芥蒂，* 

冠冕已許夸幽冥。* 

1.論語 • 先進：“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2.莊子 • 齊物論：“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
能止，不亦悲乎。” 

3.張三豐 • 無根樹：“黃婆勸飲醍醐酒，每日醺蒸醉一
場。” 

4.呂純陽 • 敲爻歌：“苦苦煎熬喚不回，奪利爭名如鼎
沸。...有人平卻心頭棘，便把天機說與君。” 

5.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 

6.庾信 • 枯樹賦 

7.柏楊 

8.李康 • 運命論：“夫黃河清而聖人生。” 

9.張三豐 • 無根樹：“無邊無岸難泊系，常在魚龍險處
游。” 

10.天門慧開：“若無閑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11.莊子 • 齊物論：昔者庄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12.達摩見梁武帝 

13.以西結書 36 章 26 節。 

14.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 

15.歌林多前書 15 章 53~55 節。 

16.約翰福音 4 章 14 節。 

17.希伯來書 11 章 1 節。 

18.約翰福音 5 章 24 節。 

19.腓立比書 2 章 12 節。 

20.腓立比書 3 章 14 節。 

21.以賽亞書 30 章 15 節。 

22.啟 示 錄 1 章 7 節。 

23.啟示錄 6 章 14 節。 

24.彼得後書 3 章 13 節。 

25.歌林多前書 13 章 12 節。 

26.提摩太後書 4 章 8 節。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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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艷        胡之瑾 

當秋吟的間奏漸倦漸遠， 

繽紛的蝴蝶止息了翩躚， 

窗外的野鵝也不再戲水高歌， 

驀然間，叢林洒遍了紅艷。 

 

當青澀的成長陷入天地間的震顫， 

高懸穹蒼的太陽呼喚著地心的烈焰， 

穿透層層重重的岩幔只為歡聚此刻， 

驀然間，滿山染盡了紅艷。 

 

當青春的飛揚逝嬗於無奈的蹣跚， 

深藏太初的吻*驚醒了心底的弦， 

一生的悲歡傾刻間奔湧直出， 

驀然間，我浸透了木頭*上的紅艷*。 

 

 

* 創世紀 2 章 7 節。 

* 彼得前書 2 章 24 節。 

* 希伯來書 9 章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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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令會的第一天      齊勇 

堪薩斯的黎明， 

講經馬上開始： 

夜幕漸漸離去， 

光明如同天國道理， 

將我們晦暗心智開啟。 

朝陽冉冉升起， 

那是對主耶穌復活的祭。 

聖靈把愛的溫暖， 

撒種在每個人的心裡。 

四射的光芒， 

是上帝的旨意， 

祂讓世上每一個角落， 

都充滿神聖的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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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Dawn   Ding Ding (丁丁) 

twilight  

shine the  

earth then 

slowly it 

turns to  

a spark 

and then it's 

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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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內 一 體 
Children Sun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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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Church        Catherine Guo 

When I first moved to Champaign 
my family and I were trying to find 
a church. We came across Temple 
Baptist.  
When I first walked in the church, I 
met one of my best friends, Tracy. I 
walked up the steps to the room.  
In the class, we learned Chinese 
and then the teacher told a story.  
The surrounding made me feel re-
laxed. It was nice, and everybody 
was so friendly that I immediately 
wanted to go to this church. 
 Four years later I still do. I am in 
youth group now and on Sundays; I 
go to First Baptist church. It’s been 
pretty great there but I still want to 
be back at Temple Baptist. I usually 
make up any excuse just to get 
back there. Everybody there is 
learning about God. There were so 
many great memories there, about 
99% good and 1% bad. One of my 
favorite memories was when we 
were playing apples to apples and 
everybody kept laughing because 
they were having a good 
time.  There was a picture on a 
card and then you had to guess it. 
Everybody was laughing when you 
guessed something. 
One time Debbie and I walked the 
muddy fields beside the church and 

climbed onto the dripping wet 
gate. We climbed over the gate 
and got onto the damp mulch. We 
started searching for shovels I got a 
plastic broken pink one and Debbie 
got a plastic broken dark brown 
one. We started hitting each other 
with the shovels. Then Pearl and 
Ding Ding climbed through the 
gate. Ding Ding got the smallest 
broken dark pink one and Pearl got 
a plastic pink shovel. We kept on 
going with the shovel fight we 
were laughing so hard at that 
point. Then our parents tried to 
pick us up to go back home. It took 
them about half an hour to let us 
go. 
 
There were also great times when 
we were having church lessons.  I 
learned the Noah’s ark lesson one 
day I really understood that God 
loves us and he cares for the peo-
ple with pure hearts who follow 
him. Then we also joked while 
learning the lesson. I really had a 
good time learning about God and 
being with my friends. It was really 
great just to have that kind of 
memory, in a 
place so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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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unday School Teacher     Tracy Li 

You must know our Sunday school teacher, Mike. If you do 
not, well, let me tell you about him!  

Mike is a very special teacher. He has an aura of friendliness, 
and you can feel it when you are near him. He makes us feel 
that we are in a comfort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as-
es us smoothly into the day’s lesson. Mike also makes learn-
ing fun and easy for us. When he tells us a story in the Old 
Testament, he explains it so well that we feel as if we had 
gone back in time. We often ask him difficult questions. For 
example, a student once asked him whether heaven’s gate 
is open to a murderer. Mike replied that we all sin and that 
it depends on whether we repent and accept Jesus as our 
savior. 

When I first walked into his class, all I expected were many 
snacks. Who doesn’t like snacks? Also, back then I was not 
sure about my faith. I am embarrassed to admit it, but I did 
not understand much about God’s words. Mike changed 
that. He helped me understand the word of God and en-
couraged me to look up to God when I need help, so that we 
will always follow the right path. 

Mike is a teacher who pours his loves and kindness into 
teaching. That is why he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a stu-
dent’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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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ee Joke 

喜歡去教會 

 一天媽媽問小黛比為甚麼她特別喜歡去教會。小黛比說因為

去教會就能得到天堂。媽媽覺得雖然小黛比的中文有待提高，不

過她對真理還很有自己的理解。 

 過了一段時間，小黛比問媽媽：＂媽媽，我們去教會這麼久

了，怎麼還沒有得到天堂？＂媽媽說：＂等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

時候就有了＂。小黛比眨眨眼睛又問＂那天堂很甜嗎？＂媽媽很

迷惑的問＂天堂很甜？＂小黛比說＂當然妳也不知道了，妳還沒

有離開這個世界。既然是天上的糖，我想一定很甜！＂媽媽豁然

開朗，大笑說＂原來這是你為什麼喜歡去教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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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人也能作師母？ 

 一天小黛比問媽媽：＂媽媽，師母必須是好人嗎？壞人能做

師母嗎？＂媽媽感到這是個很好的機會教育小黛比人人都有罪，

基督徒只是蒙恩的罪人等概念。等媽媽解釋了半天之後，小黛比

皺皺眉說：＂那三毛怎麼叫那個壞蛋師母呢？她不是基督徒呀？

＂媽媽突然意識到原來小黛比在說《三毛流浪記》光盤裡面三毛

師父的妻子。她經常打罵三毛。小黛比一直想不通怎麼這樣的人

也能稱作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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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團契簡介 

香檳華人教會的長青小組目前有四、五位年長的弟兄姐妹參

與，成員多來自香檳厄巴纳城。長青小組的成員都已是退休年齡，

但心志仍然一天新似一天。因著神的愛，小組人數不斷地增長。每

周四早上九點半到十點半成員聚集在郭玉珠姐妹的家，以感恩的心

唱詩讚美神、查考神的話語、數算神的恩典、並見證神的愛。弟兄

姐妹像一家人彼此相愛，互相代禱，靈命更新。歡迎香檳華人教會

的長執同輩和慕道朋們一起加入長青小組，共浴主愛。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

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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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檳華人基督教會大事紀 

2014 

2014.12.24 聖誕節感恩聚會 

2014.11.09 感恩洗禮 

2014.09.20 崇拜團隊退修會 

2014.09.07– 10.19 秋季福音信息系列– 「基督徒的喜樂」 

2014.08.15-17 與加州聖荷西中華歸主教會短宣隊同工校園福音 

2014.04.20 復活節洗禮 

2014.04.18 受難節崇拜 

2014.02.02– 03.16 靈命進深系列– 「基督徒的盼望」 

2013 

2013.11.10 感恩洗禮 

2013.09.01– 10.13 秋季主日信息系列– 「什麼是福音？」 

2013.03.31 復活節洗禮 

2013.03.29 受難節崇拜 

2013.02.23 元宵節福音聚會 

2013.01.20– 03.03 靈命進深系列– 「跟隨耶穌」 

感謝弟兄姊妹們的投稿，透過每一篇的見證和分享，不單讓

我們有很多的啟發和鼓舞，更讓我們明白萬事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 願我們透過這刊物，更能瞭解神對我們的

愛與大能，及祂在我們身上奇妙的計劃。 讓我們對神的信心

如芥菜籽般，日漸增長，凡事都信靠仰望祂。  

編輯/ 麥美倫 設計、美術、排版/ 黃靖瑜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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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檳華人基督教會 
Champaig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1100 Broadmoor Drive, Champaign, IL (Temple Baptist Church) 

主日崇拜時問 :  週日 9:00am-10:25am 

教 

會 

團 

契 

週五 7:00—9:00 PM  聚會地點： TBC 

家庭團契 師靜 姊妹 217-3559852  Shijing6688@yahoo.com  

磐石團契 
李瓊 姊妹 

文惠 姊妹 

217-9745767  

847-9023683  

Crystalqiq2008@gmail.com  

hui.wen.icecoffee@gmail.com  

青少年小組 鄭嘉嵩弟兄  217-3525357  akc777@gmail.com  

週四 9:30—10:30 AM 聚會地點： 1202 E Harding Dr #610, Urbana  

長青團契 郭玉珠姊妹  217-3445072   

兒童中文聖經學校 
肖君慧姊妹  

王卓姊妹  

217-3647253  

217-9032958  

Junhui70@gmail.com  

Zhuo.xiang3000@gmail.com  

伊 

大 

華 

人 

團 

契 

週五 7:00—9:30 PM 聚會地點： Twin City Bible Church 

郭其叡弟兄  925-8992688  rayhlkimo@gmail.com  

學生團契 

ICCF 
吳子欣姊妹  217-8980168  Twu41@illinois.edu  

   我們誠摯地邀請你來參加我們的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