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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恩堂每週聚會一覽表 
聚會類別 聚會時間 

主日崇拜(國/粤) 週日 2:30 PM 
主日崇拜(英語) 週日 2:30PM 
主日學(成人) 週日 12:45PM 
主日學(兒童) 週日 2:30 PM 
主日學(英文) 週日 12:45PM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PM 
香柏團(普通話)第二週 週四 10:00AM 
福樂團(樂齡) 週五 10:00AM 
頌恩團(廣東話) ( 除第一週外) 週五 8:00 PM 
恩雨團(普通話)( 除第一週外) 週六 6:30 PM 
利百加婦女團契(廣東話)第一週 週六 2:00 PM 
TnT 真理騎兵團(英語) 週五或週六

Josiah青少年團契(英語)第二/四週 週六 7:30 PM 
Joseph 少年團契(英語)第一週 週六 7:30 PM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二 10:00AM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六 10:00AM 
小組查經(普通話) 第一週 週六 7:30 PM 
信心小組(普通話)第一/三週 週五 7:30PM 
福音小栈(普通話)第二/四週 週五 7:30PM 
姐妹小組查經(普通話)第二/四週 週六 4: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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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信息 

不要忽略救恩 
林恩泉長老 

聖經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將神無比的愛，偉大的救恩，

描述得淋漓盡致。[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神愛世人』是以那最偉大的愛，神的愛，去愛最偉

大的數目，世上所有的人，不分種族，不分男女老幼，不

分貧賤富貴。所有的人都包涵在神的愛中，正如奧古斯丁

所說：「神愛我們每一個人，彷彿把我們當作只有一個人

似的去愛我們。」而且神的愛是無條件的愛；神愛我們，

不是因為我們良善可愛，更不是因為我們配得愛，而是因

為祂是愛。聖經說：[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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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作罪人的時候』是指我們還在行不義的事、我們

還是與神為敵，還虧缺神的榮耀的時候。耶穌基督就是在

世人這樣頂撞神的光景中，竟然來為我們死，為我們這些

全然不配的世人付出極大的救贖代價，神的愛就在此向我

們顯明了。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是神以那最偉大的程度，付出

那最偉大的犧牲：祂的獨生愛子。「甚至」的意思是說，

無可比擬，不可思議，無法測度。 

『賜給我們』是指神最偉大的行動，甚至把祂的獨生

子賜給世人，為世人捨命流血，作多人的贖價，為要救贖

世人。這是神的恩賜，是禮物，是白白給予的恩典。 

先知以賽亞在主耶穌降生的七百多年前就已預言說：[有一

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賽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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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恩堂通訊 

中文堂 

1. 宣教部與團契部將於 6 月 20 日（週六）晚上舉辦父親節

聚餐及聚會活動。6:00pm 開始一家一大菜的聚餐活動，

7:30pm 開始聚會。歡迎參加！ 

2. 教會將於 7 月 13-18 日舉行兒童暑期聖經營（VBS）；歡

迎 6 - 10 歲孩童的家長們為您們的孩童預留時間報名參

加。 

3. 教會將於 8 月 7-9 日舉辦全教會中英文堂夏令營，地點

為 villa de Brome；今年營會主題定為『主內一家』，

特邀講員是 Dr. Rev. Kelvin Friebel；已經開始接受

報名，晨鳥優惠截止日期為 6 月 14 日，報名截止日期為

7 月 26 日；  請弟兄姐妹闔府報名參加，並為此活動禱

告。也歡迎邀請朋友參加。 

英文堂 

1. 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的 Ecclesia 英語團契由約瑟團，

約書亞團和真理騎兵團三個為不同年齡層的年輕朋友創立

的團契組成。 

2. 約瑟團是我們最新創立的少年團契，如果你正在上小學五

年級，六年級，或是剛剛進入中學，我們歡迎你成為我們

的一分子！約瑟團每個月兩個星期六晚上開展團契活動，

內容豐富多彩，包括唱詩歌，主題討論和趣味遊戲。 

3. 約書亞團是由一群高中和 CEGEP 學生組成的團契。聚會時

間為每週六晚。約書亞團是一個交流，認識新朋友和認識

上帝的好地方。團契內容包括春令營，戀愛講習班，棋盤

遊戲等等。歡迎參加! 

4. 真理騎兵團(TNT)的成員以大學生和剛剛加入工作的年輕

人為主。團契的聚會時間為每週五晚上。內容包括不同主

題的講習班和宣教活動等等。如果你也想成為一個充滿活

力的真理騎兵，加入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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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 from Hong Kong. One day, I got an opportunity to invite 
him to lunch in our house. My intention was to consult with 
him if it was God’s calling for me to attend the seminary. I 
always believed that God would perfectly arrange one’s 
livelihood if He calls upon someone to serve Him. I also wanted 
brother and sister-in-law to be there since they might know 
more and could provide me some assistance if I decided to 
proceed with my studies. To my disappointment, they did not 
even stay at the table after lunch. I explained to Pastor Lin the 
situation and my interest in attending a seminary. He assured 
me that it was Lord’s calling. His suggestion was to study in 
Argentina. He saw my Spanish as sufficient for proper 
schooling. I found it ridiculous for Pastor Lin to say so because 
he only heard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e and my niece. He 
continued to encourage me to put forward an application for the 
seminary. Finally, I followed his advice. 

 

 

 

 

 

 

 

 

——我不想知道，神凭着他那统管万有的权

柄，要在这世界上兴起什么事，但是神要怎样对待

寻求他面的儿女，这是我所知道，也能够告诉人的

事。任何人只以诚实的心灵归向神，只要开始操练

敬虔的生活，只要籍着信靠，顺服和谦卑的态度，

发展这种属灵感受性，他所得到的，必定超过他在

贫乏软弱中，所盼望得到的福分与喜乐。 

——任何人都不必贫穷，他若愿意，可以把耶

稣作他的产业，为他所占有。任何人都不必沮丧灰

心，因为耶稣是天上的喜乐；他最乐意进入忧伤的

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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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信息 

 

所以，神的愛子主耶穌降生的時候，有天使宣告說：

[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

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 2：

10-11] 

神滿有恩典，賜下祂的獨生愛子，是為了救贖我們。

所以聖經說：[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

免，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弗 1：7] 

這節經文多方面凊楚說明了神的救贖： 

(1) 代價：「藉這愛子的血」，表明神的愛子流血受死，

乃是為了擔當世人的過犯和罪孽，為要成為我們的

贖罪祭。神拯救我們不是因為我們的行為或善行，

乃是因為主耶穌的寶血，惟獨因為祂兒子的寶血。 

(2) 意義：「得蒙救贖」是指我們從原本被神定罪、從

原本應該受罪刑的地位上，因為主耶穌用祂的寶血

作代價而買贖回來，叫我們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3) 結果：「過犯得以赦免」，赦免的根據是主的救贖，

因為沒有救贖就沒有赦免。神的救贖使人得自由，

不是援刑，而是免刑；不是保釋，是無罪釋放，是

過犯得以赦免，使罪人從罪中得到榮耀的釋放。 

(4) 原由：「照祂豐富的恩典」，說明救恩是出於神的

恩典。神救贖世人的奇異恩典何等豐富，何等全備。 

『叫一切』就是神發出最偉大的邀請；這是一個完全

沒有限制的邀請，這是神給世上每一個人的邀請。 

『信』是最偉大的簡單，人甚麼事情都不需要作，只

要相信就可以得救。相信不單是理智上承認耶穌是神，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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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信息 

 

是要信靠祂，承認惟有祂能拯救我們。相信也是接受救恩

的惟一條件，就是我們只要憑信心接受，就可以得救。所

以，凡相信的人，神就一定拯救，不能不救，更不會不救。 

『不至滅亡』是最偉大的拯救，耶穌為世人的罪死，

使信的人因祂的救贖免去永死。 

『反得永生』，『得永生』就是『得救』，意思是

『得著永遠的生命』，得以免去永遠的沉淪。這是神賜予

世人最偉大的盼望，也是那最偉大的轉變。耶穌從死裡復

活，勝過死亡的權勢，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滅亡，並且要

復活，進入永生。[永生]並不是延續這痛苦、會朽壞的生

命，永生乃是以榮耀，不朽壞的生命活到永遠，且要永遠

與主同在。 

這就是神為世人所預備，所完成的救恩。神的救恩已

經成就了，神也向世人發出了救恩的呼召了。 

有[講道王子]之稱的司布真牧師有一次被邀請到一個小鎮

講道。他平時很準時，從來不會遲到。但是那天火車壞了，

所以他遲到了，而且遲到了很多。他到的時候看見台上有

一位老人家在講道。那傳道人是他的爺爺。他的爺爺一看

到他就向會眾宣布說，我的孫兒到了。然後對司布真說，

[你上來講，因為我知道你能比我把福音講得更好，但是你

卻不可能講一個更好的福音]。 

再說一次，司布真的爺爺對他說的是：[你能比我把福

音講得更好，但是你不可能講一個更好的福音]。這位老傳

道人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世上沒有更好的福音，世上沒有

更偉大的救恩可以傳講了。所以聖經說：[我們若忽略這麼

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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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not allow me to study full time in the seminary. Elder Chen 
encouraged me to do self-learning. The first step is, to read the 
Bible onc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This would allow me 
to have a concept of its content. Following that, there should be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Bible, without reading any reference 
books. This way my understanding would not be affected by 
other interpretations. Then do a second detailed study but this 
time include other reference books. In the situation when my 
understanding was different or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with the 
others ( reference books ), Elder Chen suggested me to consult 
with the other brothers, sisters, and pastoral workers in the 
church. This should help me to eliminate a lot of confusion. 
Finally, praying for God’s direction would also help to clarify 
any misunderstanding. 

Elder Chen’s suggestion reminded me of the Taiwanese 
Education Minister Wang Yun Wu. He was only educated to 
primary school level, but his determination and self-study led 
him to the highest position in the Taiwan Education Ministry. I 
believed I could learn from Minister Wang. I followed in his 
footsteps. However, after a while, I lost my perseverance. Free 
time for me was never enough. I was always pre-occupied by 
the store business. Often, I was tired. Still, my interest in 
attending the seminary never subsided. My financial situation 
did not allow me to go to study in either Taiwanese or US 
seminaries. Staying in Argentina, my Spanish language was my 
biggest handicap.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could manage to 
engage in the daily conversation, my Spanish was not sufficient 
to attend a seminary here. My circumstance was such that I 
could hardly find any peace at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n March, Pastor Lin spent a month in our church.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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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與分享 

 

MY LIFE JOURNEY AFTER 
TAIWAN 

By Pastor Jane Yang  
Translated by Stanley Kwan 

A Head-On Blow and a Calling 
At the end of February 1987, mother and I returned to 

work in Buenos Aires from a vacation in Taiwan. One day, a 
customer walked in and saw me. He started teasing my nieces, 
saying that it was their turn for a vacation. The eldest one 
replied by saying that they were broke because I had spent all 
their money in Taiwan. I could hardly comprehend her response. 
Perhaps they were only teenagers, but the statement was hurtful 
and it was a head-on blow. I was disappointed and became 
resentful. At the age of 43, getting married was not my priority, 
let alone having children at this stage. My nieces would be the 
sole beneficiaries of my belongings and wealth after I passed 
away. Would they be thankful and remember my kindness? I 
did not know; then why should I be so thrifty while I was living. 

From that day on, I became more spiritual. Instead of 
working hard, studying Bible became my priority.  

In the summer cam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llowing year, 
I met two Elders from the US. They were our leading pastoral 
workers at the camp. One day, I had an opportunity to talk to 
one of the Elders, Elder Chen. The conversation was on how to 
better study the Bible. I explained to him that my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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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信息 

 

世上沒有甚麼形容詞可以更適當的說明這救恩是何等

的大，所以聖經就只說：「這麼大的救恩」，如果神的救

恩之大是人無法形容的；那麼，忽略這麼大的救恩的罪，

也是人無法想像之大的。 

一般來說，人所忽略的是不關重要的小事，而對重大

的事則格外重視。然而這麼大的救恩竟然會被人忽略，實

在是可惜又可悲。聖經說，[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

罪呢？]我們要知道，「忽略」並不是反對或攻擊；「忽略」

只不過是輕忽、不在意、不相信而已。我們對神的救恩，

雖然只是忽略或不信，也不能逃罪。因為人忽略救恩，就

是拒絕救恩，是藐視神的大愛和主耶穌為罪人受死的功勞。

所以現今罪人若滅亡，不再是因為他的犯罪，而是因為他

的不信。 

其實，我們不難明白為甚麼聖經說，忽略救恩的人，

不能逃罪。因為忽略神的救恩的人，沒有耶穌為他們贖罪，

就要自己擔當一切犯罪應受的後果，無法躲避神的審判。

忽略救恩的人實在是捨棄了神的恩典，選擇要承擔自己不

用承擔，而且又是自己擔當不起的罪。 

的確，人不能自救，但這已經不是問題，因為現今人

不再需要自救了。主耶穌已經取代了你我本該被定罪的地

位；罪的代價主已經在十字架上為我們付清了，並且以大

愛呼召我們到祂面前。我們不必再為自己的罪沉淪，我們

可以接受神的恩典，倚靠耶穌基督，也唯有倚靠耶穌基督

才能得到救恩，除此以外，別無拯救。 

親愛的朋友們，因為神豐富的恩典，得救不再是[能不

能]的問題，而是[肯不肯]的決定。人若肯，神就能；得救

是人肯不肯相信，有沒有接受神的救恩的問題。所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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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信息 

 

忽略救恩，若你從未信靠耶穌，願意你今天就決志，今天

就把握機會，打開心門，邀請主進來，成為你個人的救主。

盼望你今天就相信並得著救恩，今天就領受永恆的生命！ 

 

 

 

 

 

 

 

 

 

 

 

 

 

 

 

 

 

——神是客观存在的，不依附我们对他所存的

任何概念。我们的心灵并没有创造一个敬拜的对

象。重生的那一天，它从沉睡中转醒过来，就发现

在自己面前有一位神。 

——神是灵，只有重生的人的灵才能真实的知

道神。在人的心灵深处必须燃着这种灵火，不然的

话，他的爱就不是神的真爱。 

——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宝座，是除了神以

外没有别的东西配得占据的。在人的里面是神自

己，在人的外面是神所倾福赐下的无数美物。 

——神愿意我们进到他面前，并且一生都在他

面前生活。这是实际的经验，不止是一种应当遵守

的道理，乃是每一天，每时刻可以享受到一种生

活。 

——若是我们信从圣经的真理，走在它的亮光

之中，就必须除去忽视属灵实有性的恶习。我们必

须把兴趣从看得见的提高到看不见的，因为那最伟

大的看不见的实有就是神。「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来 
11:6） 

——基督徒的生命根深之处，相信那看不见的

世界。基督徒信心的对象，就是那看不见的实有世

界。 
（摘自陶恕《渴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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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與分享 

 

法，如果你还是觉得你的理念比较对，你可以去请教你周

围的属灵长辈（灵命上的长辈不一定信主比你久），如果你

还是有存疑，你可以祷告神，求神给你启示。不一定别人

的都是对的。他说可以自修的时候，我想起了台湾的教育

部长王云五，小学都没毕业，就靠自修当上教育部长。我

也可以，但事实上我不是王云五，自修了一段时间《圣经》

就修不下去了。因为时间太少，工作太忙，但心里却一天

天的更厌恶作生意。很想去读神学院，但我的经济能力不

允许我回台湾或美国读神学院，若在阿根廷，我的西班牙

语又不够好（没正式学过西班牙语，虽然说得不太差），所

以心里蛮痛苦的。 

同年三月，有一位从香港来的林大卫牧师，在我们教

会呆了一个月。我找了个机会把他请到家里来吃中午饭，

想借此机会与他研究，我想放下工作来服事神，到底是神

的呼召，还是我的一厢情愿。一方面我相信若是神的呼召，

神一定要负责我的生活和我的服事工场；另一方面我又希

望我的弟弟、弟媳听到我想念神学院，他们能在经济上支

持我。没想到一吃完中饭，他们就跑去睡觉了。我将自己

自信主以来的见证分享给林牧师听，他听了之後对我说，

这是神的呼召。但我告诉他，我没有经济能力回台或去美

国的（台语）神学院念书。他建议我去念当地的神学院，

我告诉他不行。这时，大姪女来问我一些问题，是用西班

牙语说的。之後我还对她说，在客人面前说客人听不懂的

话是没礼貌的。林牧师认为我的西班牙语不错，可以上当

地的神学院。当时我对牧师说，不行，我的西语不行。但

他说，你说得跟外国人一样。我对牧师说，那是因为你听

不懂西语，所以你认为我说得不错，其实文法是不行的。

但牧师还是鼓励我，我被他的鼓励及褒奖冲昏了头，就申

请阿京神学院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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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最大的事（连摘） 
楊雲真傳道 

  当头棒喝（呼召的蒙芽） 
87 年 2 月底回到阿京，又恢复了繁忙的生活。回来没

几天，有一天一个客人一进门，看到我和大姪女，就对大

姪女说：“你姑姑回来了，现在该你们出去玩了。”大姪女

回说：“no……，我们的钱都给姑姑用光了。”一个当头棒

喝，敲醒了我。 

心想，我并没有用他们的钱，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钱，

她怎么说我用他们的钱呢？我这么努力赚钱干什么呢？我

又没有子女。那时我还只有 43 岁，就算那时我结婚了，也

不敢生孩子，万一生了个有问题的孩子，我不是自找苦吃？

我现在的努力，将来不都是她们的吗？她们会纪念我吗？

不会。她们反而认为我用了她们的钱，用剩了才留给他们。

而那时的我，因为怕过仰望神的生活，而省吃俭用，她们

可能还会笑我，真笨。从那天开始，我开始不想赚钱了。

我为他们做的，她们不会纪念。那么，我为什么不做让神

纪念的事呢？ 

从那天开始，我就好好地看《圣经》，一天天过去，我

越来越讨厌赚钱了。88 年初的夏令营，是由美国来的两个

长老主领。我请教其中的一位陈长老，问他如何才能把

《圣经》读好，读明白，并且告诉他，我没有能力去读神

学院。他说可以自修，而且教我如何读经。他要我自己先

读一遍，按顺序读，对《圣经》有个概念之後，再细读。

不要一开始就看参考书，免得你装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你

自己有个概念之後，再看参考书，如果有什么理念与你原

来所理解的理念有衝突的时候，才去细细琢磨。别人的不

一定完全对，如果你觉得他是对的，你当然应修正你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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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讀聖經（十） 

找相同句 
甘志聰牧師 

在唯讀聖經（七）裏，曾經和大家介紹了分段歸納的

兩個簡易讀經方法：找相同句和找連接詞。找相同句的例

子中有《馬太福音》第六章中的「你施捨的時候……、你

禱告的時候……、你禁食的時候……」；《民數記》第七章

中的「頭一日獻供物的是……、第二日來獻的是……、第

十二日來獻的是……」；《羅馬書》第一章中的「神任憑他

們行……、神任憑他們放縱……、神就任憑他們行……」。

找連接詞的例子中有「因為」、「所以」、「雖(然)」、「但

(是)」、「既(然)」、因(此)」、「尚(且)」、「若(果)」。這裡

再介紹一些應用範圍更廣泛，並且穿貫全書的相同句。 

《羅馬書》中有一詞重復多次：斷乎不能（3 章 4 節）、

斷乎不是（3 章 6、31 節，7 章 7、13 節，11 章 11 節）、

斷乎不可（6 章 2、15 節）、斷乎沒有（9 章 14 節，11 章 1

節）。查一查就知道，新約中還有另外兩處，請讀者找出來。

這大慨是使徒保羅的寫作手法。仔細看過這些經文的上下

文，立刻就可以看到，每個「斷乎……」之前的一句都是

一個問句。《聖經》中文和合本中沒有問號，通常用都是用

句號，加上「麼」或「呢」來表達這句是一個問題。很少

用「嗎」，為何？不過所有其它近代的中文譯本都已改用問

號。這些問句，緊接著用「斷乎不…」或「斷乎沒…」，是

一種修辭性的疑問句，答案是確定的，就是「否」。讀者或

聽者不需要回答問題，因為答案己經肯定了；讀者或聽者

不可以有別的答案，因為答案己經包括在問題中。舉一段

最常引用的經文，《羅馬書》6 章 15 節：「這卻怎麼樣呢. 

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麼. 斷乎不

可。」意思是說，在恩典中肯定不可以犯罪。修辭性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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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讀聖經（十） 

 

句把這句延申至：如果有人理解恩典是犯罪的出路，就極

錯了。這裡也增加了教導的性質。 

《士師記》中常出現的一句話——「行耶和華眼中看

為惡的事」（2 章 11 節，3 章 7、12 節，4 章 1 節，6 章 1

節，10 章 6 節，13 章 1 節）。讀者可能會想到一句相反的

話——「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但是請讀者查考一下

《士師記》，這句話爲什麽沒有出現在《士師記》呢？這兩

句話大多同時出現在《列王記》和《歷代志》中。另外，

《申命記》中有三次，《耶利米書》中有一次。列王時期有

「正」王、也有「惡」王，《耶利米書》是提到西底家王。

那麼為何這兩句出現在《申命記》呢？細看《歷代志》，為

何《歷代志下》前二十章沒有這兩句？ 

《士師記》中有些相近句，意思相同，但內容不同，

值得思考。例如耶和華「將」某某(人或地)「交在」某某

「手(中)」（1 章 2、4 節，2 章 14 節，3 章 10 節，4 章 7、

9、14 節，6 章 13 節，7 章 2、7、9、14-6 節，8 章 3、7

節，11 章 21、30、32 節，12 章 3 節，13 章 1 節，15 章

12 節，16 章 23-24 節，18 章 10 節，20 章 27 節）。有時是

神將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手中，有時是神將外邦人交在以

色列人手中，為甚麼？7 章 2 節更有意思，神「不能將米

甸人交在他們(以色列人)手中」，為甚麼？ 

讀《士師記》時，還不難發現，常有某某「作以色列

的士師」，或某某「作以色列的士師」多少「年」，記錄了

那段以色列人的歷史。這亦即是《士師記》的分段，分別

為俄陀聶、以笏、珊迦 3.7-31，底波拉、巴拉 4-5，基甸

6-8，亞比米勒 9，陀拉、睚珥 10，耶弗他 11-12.6，以比

讚、以倫、押頓 12.7-15，參孫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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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聽了后卻對我說：“你知道嗎？孩子，你這麼晚沒回

家我有多擔心，沒有電話聯繫，又不知道你去了什麼地方，

更不知道上哪去找你。我從家裡通過院子走到街邊眺望遠處，

等候你回來，不斷地來回從家裡走到街邊，街邊走到家裡。

從 5 點天黑開始直走到現在。你要體諒父母心，一家人都在

為你一個人擔心，晚飯都沒心情吃啊。你在外無論發生什麼

事都要先回家，只有先回到家，什麼問題都好解決”。 

你想回家嗎？ 想回到神的家嗎？當你在世上打拼、奮鬥

的時候，在世上有苦難、迷茫、沮喪、受到挫折傷害的時候，

生命到了盡頭的時候，無論你多大的年齡，無論什麼身份，

真的不要忘記，先回到神的家，不要像我那樣自作聰明，以

為自己多能幹，我們的能力真的非常有限。地上的父雖能力

有限，都這麼擔心他兒女的平安，更何況我們天上的父，豈

不更要賜平安給我們嗎？“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

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路加

福音 11 章 13 節）。天父愛我們，祂天天時刻在家門口等候祂

的孩子回家，回到祂的身邊。孩子回到家祂就開心，祂就會

幫助我們解決所有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祂知道我們有

問題，知道我們的軟弱，祂知道如何解決問題，因為天上的

父創造了我們。我們需要先回到神的家，求得神的智慧、神

的憐憫、幫助和引導，我們的生活才有平安。 

現在我很喜樂，很平安，因為我已回到神的家——教會，

有天父同在。在地上我們都有一個家，誰都知道家是愛的港

灣，孩子的樂園，夫妻精神的加油站。可是人的家，愛是有

限的，易變的，會有崩潰、毀壞、破裂的時候。只有屬靈的

家能使我們屬世的家得以堅固、完全，因為這個家充滿了神

的愛，祂的愛是永遠不變的，是長存的，是健康、喜樂、平

安的，祂的智慧、能力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無限的。回

家吧，你我都需要先回神的家，什麼問題都好解決，因為天

父愛我們，他要賜平安給我們。  

一切榮耀、頌贊都歸我們的神，我們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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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父亲，就是那位在天上的父。祂比我地上的父親更愛我，

因為祂為了我的罪將祂的獨生子獻上，被釘在十字架上，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以賽亞書 53 章 5 節）。祂使我得着新生命，比我地上的父

更有智慧。祂將祂的話語《聖經》賜給了我，在我迷茫、困

惑、跌倒時，這些話語能幫助、引導我走正確的人生路，给

我能力從新站起，使我飢渴的靈得到飽足。祂比我地上的父

更有能力，地上父親能力有限，只有一雙手，不能牽着他所

有的孩子。而天父的手可以托住萬有，可以牽著祂所有孩子

的手，只要你願意回家與祂一起走；祂比我地上的父更可靠

更長久，地上的父在地寄居的日子有限，天上的父可伴我在

地上一生之久，直到見主的面還要繼續伴我在一起； 祂有復

活的大能，“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約翰福音 11 章 25 節）；祂有赦罪的權柄，我可

以將我過去到現在所做的錯事向祂認罪，祂就赦免，使我靈

裏喜樂、心裏平安。地上的父這些都有沒有，做錯了事，會

讓我一生都會感到愧疚，更不用說生命的復活了。 

記得在我高中畢業以後的一天，因為沒有考取大學，我

只好改學畫畫，常出去寫生。我的父親為了我的前途給我買

了一輛自行車，那年代買一輛自行車是很貴的。可見我父親

給了我他的愛和他最好的東西，而我卻不把它當一回事，竟

然因为用心畫畫，连自行車被人偷了也不知道，以至于當我

想回家時才發現自行車不見了。那時，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父

母的心情，而是想表現自己的聰明、能力，讓自己去解決問

題，想得父親的再次誇獎。我找到公安局報案，請他們幫我

尋找，然而，他們見我不過是個高中生，就隨便找找，敷衍

了事，說找到了再通知我。我回到家已經是晚上 8 點多，我

的父親一見到我回來，高興得眼淚都出來了，說：“回來就

好，回來就好。”他没有責備我為什麼這麼晚不回家。我很

神氣地對我父親說了我丟了自行車後報案的經過，我以為我

的父親聽了又會像我小時候那樣誇獎我聰明能幹。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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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很多明顯的相同詞或句在一卷書中出現，要使讀

者掌握主題，留意主題不是結論。主題很容易看出來，例

如《傳道書》中的「虛空……、捕風」和「日光之下」等，

但虛空不是傳道書的結論。那甚麼是《傳道書》的結論呢？ 

請讀者讀《聖經》，找出在保羅書信中的「在基督(耶

穌)裡」，作查考之用。請思考，為甚麼常常加上這詞？全

部用「在基督(耶穌)裡」，只有一處是「在耶穌裡」，在那

裡？不難找出，但為甚麼是這樣？請讀者再找出啟示錄中

的「羔羊」和它的用法。舊約只用羊羔，不用羔羊，有何

分別？為甚麼是這樣？ 

 

完美无缺 
汤普森先生是一位律师。他从来没有读过《圣

经》，也不信它是神的话。一天，他问一位基督徒朋

友：“你会推荐一本什么书给我读，以说服我使我相

信《圣经》确实是神的话？” 

朋友简单地回答说：“读《圣经》吧。” 

汤普森以为朋友没听懂他的意思，就重复道：“我是说，

我想读些能说服我相信《圣经》的确是神的话语的书。” 

他的朋友还是说：“不要去看别的书，就读《圣经》。” 

于是汤普森先生买了一本《圣经》，从《创世记》开始，

一篇一篇仔细读。有一天朋友来看他，发现他正在苦思冥

想，就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刚读完《出埃及记》里的

道德律(就是十诫)，在想我能不能加些什么进去。但我不

能。我也想过从里面减去一些东西，使它更好一点，我也

不能。它是完美无缺的。” 

（摘自《好牧人看顾他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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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問答 

我们怎样证明上帝的存在呢? 

答：在我的护教学与神学中，神是不用证明的，因为证据的

本身太小了。如果神是可以用眼睛看见的话，那么神是比你的眼

界更小。比你眼界更小的就不是神。神之所以看不见才是神。当

神到世界做人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人的身体，而他的动作、行为、

神迹把神的形像显明出来。 

造与被造之间有本质的差异，因为神造了物质，神就不可能

是物质，因为神不是物质，所以看不见的神才是神，因为神是看

不见的，所以我们才相信他。很多的事情我们是看不见的，正直、

独立、民主、公义，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是很

肤浅的。 

神不是用证明可以解决的，神是用显明而彰显出来的，显明

是他主动的，证明是人主动的。神主动的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

以永恒、神性、智能、能力，在被造界中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

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是这样的精确标准?因为是神这样的安排。

我们整个身体都是神显明他存在的记号。人的鼻子有四大功能，

第一、不停的呼吸，几十年都没有渡假；第二、人的鼻子是天然

的空调机。当你到阿拉伯旷野，天气非常炎热，但是人不会出汗，

因为很干燥，但是当你把那么干的空气吸进去时，照理肺会烧掉，

但是很奇妙，不但不会烧掉，反而会感觉凉凉的，因为奇妙的鼻

子会作调节的工作。如果你到很冷的地带，很多地方都结冰了，

照理把那么冷的空气吸进去，肺也会结冰，但是上帝所造的真奇

妙．冷的会变成暖暖的，热的会变成凉凉的，感谢主。第三、可

以调节温湿度；第四、你的鼻子可以告诉你今天坐在你旁边的人

有没有洗澡。没有一样人造的东西能够代替上帝所造的。所以如

果你说上帝不存在，你不相信上帝，你所需要的信心比我相信上

帝更大。 

在心灵方面，一颗伟大的心灵写一篇东西可以影响千千万万

的人，科学怎样解释?你说没有上帝，我告诉你，神就在你今天

肯顺服的时刻，会对你讲一些很奇妙的话。     

（摘自唐崇荣信仰问题解答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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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雙翅的鳥一樣不能飛了，有苦沒人可以訴說，有問題沒人

可解答，整整一年的時間，很多時候都是淚水洗面度日，因

為沒有父親的愛與安慰，心中感到非常不平安。 

慶幸的是，一年以後我不再有淚。因为在過去的一年裏，

有很多的新旧移民，無論是工作上的同事，還是在學校裡的

老師、同學，他們都非常友好，向我微笑，向我招手，給我

鼓勵，給我熱情 ，給我幫助，給我安慰，讓我心裡的不平安

稍覺緩解，讓我有一個家的感覺。也有很多人向我傳講福音，

要我參加教會活動，儘管都被我婉言拒絕、躲避，并遠離他

們。因為我的無知，認為他們像是黑社會的人、地下傳銷者、

不幹正事的組織。但幾年後，發現我先生的校友也在傳福音，

也進了教會，并勸別人進教會，這些引起了我的思考，相信

他們所做的一定不是壞事，因為在他們身上讓我看到了一種

其他人身上所沒有的特性，一種與眾不同的品質。 

後來我生病了。因着病，我先生的校友夫人將我們帶到

了教會，認識了主耶穌，也更正了我對教會的誤解，才知道

他們是一些被神拯救的基督徒，並不是像我想像的那樣可怕。

这也讓我想起了在我剛來加拿大的時候，同事、同學、老師

們都問我，是否有信仰？有否去教會？是否是基督徒？我說

沒有信仰，也不去教會，但我相信有神。我的回答使他們臉

上充滿了問號。後來才知道，我所回答的都很虛，既然沒有

信仰，怎麼又相信有神？既然相信有神，為什麼又沒有信神

的行為表現出來？他們可都是基督徒，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

生命是在傳達神的愛，神引導他們將我這失喪的人帶进教會，

一個在地上的屬靈的家。就因這屬靈的家，讓我看到未來生

活的希望和平安。  

從此，在主裡面，我又重新恢復了我與父的關係。之所

以說重新恢復，是因為自己失去了地上父親的愛，却重新得

到了另一位父親的愛，找回了父愛的關係，那種親密、不可

分割的關係，那種我所依賴、信靠、交托、順服的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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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我的父親左手牽著我五歲多的弟弟，右手抱著我幾

個月大的妹妹；我的母親一手拉著我的姐姐，另一手牽著我

的哥哥正準備上車；只剩下我一个，即沒父親拉著，也沒母

親牽著，成了沒人管的孩子。但天父在看顧著我，祂賜我智

慧，讓我看到公交車的後門是開的，且沒人從那上去，全都

擠在前門上車。也許那時他們都忙著擠上車，忘記後門已沒

人上車了。那時候還沒有規定後門不能上車，因為車上設有

專門收車票費的人。我即刻跑向後門，很快就上車了，不去

享受那擠得感覺。我個子小，速度快， 剛上去車後門就關上

了。前門處還有人在上車，但也很快就關上了。因為人多，

我父母他們可能是最後一批上車，門一關上了，就聽見我父

親慌忙大喊：“司機啊，等一等，我還有一個孩子沒上來。”

因為他沒想到我會自己一個人上車，也看不到我站在後車門

那。我趕快大聲告訴他，我已上車了，他們鬆了口氣。之後，

父親見熟人就誇我膽大、有想法、聰明。我將父親的誇獎記

在心裡，因為我不太愛說話。其實這些都是來自天父的引導，

並不真是我的聰明。 

我父親去世之前，曾告訴我，在國外生活要放下從前在

中國做大學老師的身份，忘記過去的地位，去接受將要面對

的任何工作和環境上的改變，要能吃苦。 

來到加拿大後，我按照他對我說的話去生活。只要有收

入，無論高低，任何正當的工作都願去做。但因為是異國他

鄉，各種困難迎面撲來。工作、學習、生活上的壓力，語言

交流的痛苦，就像大浪一樣不斷地沖擊我們，一個一個的問

題在我的生活中出現、發生。工作不穩定，看不到未來，我

們好像不會游泳的小雞掉進了大海，想使勁往平安的地方掙

扎，日復一日，循環往復，實在讓我感到疲憊不堪。          

父親在世時，我的生活很輕鬆自在，遊刃有餘。因為他

可以指導我、幫助我，雖然我那時已做孩子的媽媽了，但在

我父親的面前，我永遠是他的孩子。而他去世後， 我好像斷 

 

~ 10 ~ 
 

聖經人物 

 

常胜将军——约书亚 

 高平 

圣经中《约书

亚记》这卷书是有

关约书亚受神呼召，

直到去世的事迹的

记载。其中主要的

经历，就是带领以

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时所遇到的困难。

约书亚是 神呼召继

承摩西工作的大将

军，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作为一名主所拣选

的忠勇战士，他的信心和勇气实在值得我们去学习。非常

喜欢他离世前的一段日子里，曾劝导以色列民要事奉耶和

华的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他反反复

复由衷地劝诫以色列民要一心事奉耶和华，听从上帝吩咐

的一切话。其心之切，其情之真，实令人感动。 

作为摩西的左右手，约书亚对摩西与 神的关系有特别

的了解。当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也在场。神与

摩西会面时，他也是会幕的守护人。以色列人在利非订与

亚玛力人战争时，约书亚负责领导士兵迎敌。后来，他被

委派为十二个往迦南的探子之一。他与迦勒，就是那两个

少数认为以色列人可以进攻而报好信息的探子。因此，神

特别准许他们是可以进迦南的。最后，耶和华委派他在摩

西死后作以色列人新一代的领袖。神应许他說：「你一生的

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和各族的诸

王征战了許多年日。直到夺取所有 神应许的地土，最后那

地太平，沒有争战了。除了住在基遍的希未人之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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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是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争战夺取。其中最有名的

战役，就是一开始攻打城坚墙固的耶利哥城。如果你是约

书亚，你会怎样攻打耶利哥城呢？我们现在看看 神赐予信

靠他的人的方式： 

1. 带兵器的行在最前。 

2. 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跟在拿兵器的后面吹角。 

3. 耶和华的约柜行在祭司后面。 

4. 如此一队跟着一队一面走一面吹角，但不许呼喊及

作声。 

5. 每天绕城一次，然后在营内住宿，六日都如此。 

6. 到第七日则要绕城七次，绕到第七次时，祭司就吹

角，百姓听见就呼喊，城墙便塌陷了。 

听起来就好像一个游戏，严格地讲不是攻打下来的。

现代科学不能解释怎样绕城吹角加大声呼喊可致高大坚固

的城墙轰然倒塌，但我们看到的是约书亚的顺服和相信。

信，是由实际行为来印证的。约书亚的信心就体现在他对 

神命令的完全顺服，并且像当年摩西造会幕那样，完全不

问理由地遵照执行了。选民们也没有问为什么，而是一味

地顺服安静行走，也顺服一同扬声呼喊。这确实是对我们

的极大挑战和提醒。只有完全的顺服，才会有同一个心志，

如同一人。 

约书亚最重要的工作除了征服敌人，也要负责把土地

分配好，以成就 神的应许，使以色列人回到先祖的地土上

享受安息。当他年纪老迈时，召集全体以色列人都到示剑，

在那里给予他们临别的信息。他总结自亚伯拉罕时期，耶

和华如何恩待他们，并再次激励他们要事奉主，并发出那

著名的宣告：“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至于我和

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 24：15）约书亚去世

时是 110 岁，被埋葬于他的产业亭拿西拉境内。约书亚在 

 

~ 28 ~ 
 

見證與分享 

 

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 
你我都需要回家 

李桂貞 

2014 年 12 月 24 日平安夜之前的兩三天，神讓我在聖經

上看到這樣一句話：“在至高之處，榮耀歸于神，在地上，

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 2:14）。我備受感動并將

這話寫在賀卡上送給了急需要平安的人。 

是的，千真萬確。祂創造并揀選了我們，我們都是他所

喜悅的人，只要我們信祂並按祂旨意去行，祂就與我們同在，

并賜平安給我們。今天我也將神的這句話送給你。因為你我

都需要平安。  

我是一個不能離開父親的人，也就是說不能沒有父親的

人。我的父親在我心目中是一個英雄，是一個百寶箱，因為

親戚、朋友、老闆、同事，無論是在工作、生活、愛情、等

各方面有問題都要找他幫忙解決。儘管他只讀過小學兩年書，

但他是個很有能力的人，我從小到大事事都依賴他，請教他，

從他那里很快得着能力，得着方法。而且，我是他所有孩子

中他最喜歡的一個，因為他常誇獎我。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在我出國前一年，我的父親永遠的合上了他的雙眼，不再看

這個世界，不再看他的孩子們，那年他 73 歲。我欲哭無淚, 

知道自己不再有父愛了。 

我父母一共有 5 個孩子，我比我弟弟大五歲，比我妹妹

大六歲，我的哥哥比我大五歲，我的姐姐比我大六歲。回想

我小的時候，我們每年都要搭乘公交車回爷爷家過年，爷爷

住在郊區，有很大的屋子，會有很多親戚聚在一起暢談，小

孩也無數，所以我們很喜歡那一天的到來，可以和許多的小

孩一起嬉戲、玩耍。记得我大約六歲多的那一年，我们去爷

爷家的那天，等候車的人特多，大概都是回家過年的人，公

交車一到，人就往上面擠，不管男女老少，都搶著享受那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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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灾难性的车祸敲醒了我。91 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我

和往常一样和同事一起乘车上班。司机也和往常一样，以超

出限速几乎一倍的速度在路上行驶。哪知前面有一段路，前

一夜一辆油罐车漏油，撒得路上都是油。我们的司机没有经

验，车一打滑就猛踩刹车，车就飞速地翻滚，在短短的几秒

钟之内车翻了三滚，所有人都被从车上甩了出去。一位同事

当场死亡，另外两位伤势过重，由直升机送到医院抢救无效

后也过世了，其他大部分人也都付了重伤，住进医院抢救。

我在汽车开始翻的一瞬间，心里喊了一声“上帝救我”，然后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等我睁开眼睛一看，周围的惨状令我

至今都不愿回顾。我从心里感到是一种来自神的力量托住了

我，使我免于这场大劫难。除了一点小小的外伤，我完好无

损。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闭上眼就是血淋淋的

场面，难以相信。 

那次车祸在我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和创伤，但是也

让我深刻地意识到神的存在，神是听我们的呼救和祷告的。

认识生命的珍贵，反省自己过去的过于挑剔和自以为是等等，

感到生命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在世时不对人对己多一点宽

容和感恩呢？从那时开始，我就比较认真地读圣经，有机会

也去教堂听讲道，渴望得到更多灵命的提升。 

感谢神，让我在教会里认识了 Lily 和吕敏姐妹，也有机

会开始参加 Plattsburgh 的华人妇女团契。在杨传道和满恩

堂兄弟姐妹的热心帮助下，系统地学习了圣经，更多地认识

神、明白神给我们的旨意和启示。真心地感谢杨传道和教会

给予我的帮助。 

一路走到今天，感谢神的带领。也让我明白神给予我们

的每一个经历和困难，都是为了提升我们的信心和境界，也

给予我们更多的祝福。感谢神拣选了我，带领我，感谢神赐

下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相信神是我

一生最大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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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日子，并在比约书亚活得更久的以色列众长老时期，

以色列都一直事奉耶和华 神。他以他的生命作为一种榜样，

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 

练习题：请阅读「约书亚记」，并填空： 

耶和华神说：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

这（      ）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

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      ）的话赐给你

们了。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

必不（      ）  你，也不（      ）你。你当

（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摩

西所吩咐你的一切（      ），不可偏离左右。这律法书不

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

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      ），凡是

（      ）。         （答案请见17页） 

 

 

 

 

 

 

 

 

我们既是神照着他的形像造的，里面就有认识

他的能力。我们犯罪后，所失去的只是那种能力而

已。但当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整个人就与神有生

命上的关系，我们因这种关系而涌起无限的喜乐。

这就是从天而来的重生，若没有这种重生，人就不

能见神的国。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局，

因为从这时起，才算开始追求神的荣耀，心灵才有

一种喜乐去探求认识无限的丰富。我说这只是起

头，至于究竟到那地步为止，还未有人发现过，因

为在三而一的神那可畏而奥秘的深处，是没有穷尽

的。 

——陶恕《渴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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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艰难山 
基督徒独自一人往山上走，山路崎岖险峭，他只得手足

并用，攀越而行。几经辛苦，纔到了山腰。在那里，有一个

主为走累了的客旅预备歇息的亭子。基督徒一看，就进去坐

下，又从怀中取出那卷通行证来读，因为太疲乏了，他竟不

知不觉地睡着了，连把手中的通行证跌落在地上也不知道。

天快黑的时候，有人在说：「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箴六 6)。基督徒被这话猛然惊醒，急忙起身，

向山顶跑去。 

当他到达山顶后，只见两个人慌慌张张地迎面跑来，他

们一个叫胆怯，一个叫不信。基督徒拦住他们，关心地问：

「你们急急忙忙往哪里去？」 

胆怯面有难色地说：「我们本来打算往天城去，但一路上

艰难险阻太多，而且，越往前走，碰到得危险越多。我受不

了，要回家去。」不信也接着说：「你不知道，在离这不远的

前面，有两只狮子趴在那里，样子十分凶猛，让人看了感到

恐怖万分。我们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所以决定回家。」 

基督徒听后不禁打了个哆嗦，说：「前途茫茫，我也非常

害怕，但我们可以躲到哪里去呢？若回家，那城难逃火劫，

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反过来说，我只要到达天城，必定平安

稳妥，所以我还是要冒险前进。」 

于是他们便分道扬镳，只有基督徒一人继续向前走。他

边走，边思考着胆怯和不信讲的话。为了得力量和安慰，他

想拿出怀中的通行证来念，可是摸遍了全身，也不见通行证

的踪影，他十分着急，不知如何是好。但他马上想起，自己

曾在山亭里看过通行证，也许把它丢在那里了，于是，便赶

忙跪下，为自己的大意疏忽而向神认罪和求赦免。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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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印记 
石杨 

回想一生走过的路，尤其是属灵的道

路，有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在我心灵

留下永恒的印记，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出生在一个单纯的无神论家庭。幼

年时父母工作忙碌，父亲就请老家的老姐

姐住在我们家，帮助料理家务，照看我们

姐妹仨。姑姑曾经是教会里的传教士，是

一个善良，正直而又干净麻利的人。从小

就教导我们要善良，诚实，勤劳，她影响

了我们全家的为人处世。可能出于环境的

逼迫，文革期间，她也跟着我们读红书，

早请示晚汇报。大约我十七，八岁时，姑

姑回了一趟老家，带回了一本圣经，背着

我们偷偷地阅读。一天晚上睡觉前，姑姑讲了个故事给我听，

古代时有个人（约拿）被大鱼吞进了肚子，在鱼腹中呆了三

天三夜，却完好无损地回到人间，这是因为神上帝在守护着

他。我当时十分震惊，上帝超乎人类能力的作为深深地震撼

了我，也刻在我的心里。姑姑不久就诊断得了肝癌，很快过

世了。 

从那以后，我就丝毫没有圣经知识地相信了上帝，相信

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在掌控着万物。经常心里默念着“上

帝保佑”，特别是遇到困难，痛苦时，像中国俗语说的那样

“临时抱佛脚”地崇拜上帝。直到一次冒胆进了教堂，教会

里优美的歌声，信徒们亲密无间的气氛感动了我。对比当时

人人自危，互相防范的人与人的关系有着天壤之别，我开始

有靠近教会的意愿。但是因为自己工作、生活相对比较优越、

顺利，没有什么波折，追求外在的东西更多于灵性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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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與分享 

 

满了平安和慰籍。我怀着对上帝的信心向他祷告，希望他

能在圣诞节当天医治我的病，他回应了我的祷告。上帝考

验了我的耐心，这是肯定的。当医生们说他们无能为力的

时候，我总是很气愤。但是通过这个考验，我对上帝的信

心却有了很大的增长。尽管之后我被诊断患了免疫力系统

的疾病，但我仍然感谢主，让我能每日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相信上帝，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我无法

理解为什么有人不相信这样一位充满爱和关怀的主。无论

我心情如何，是高兴、伤心、害怕或生气，我都会来到上

帝的面前，而他总是会与我同在。有一个无时无刻愿意倾

听我的神在等着我向他谈吐心声的感觉真的很棒。当没有

人理解我的时候，上帝却理解我。我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

耶稣成为我生命中唯一的救主，我觉得他愿意为我死实在

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没有什么值得他去为我舍命，但是

耶稣却好像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值得让他把自

己宝贵的生命留在十字架上。仔细想想，这真的很不可思

议。我渐渐意识到，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为上帝，我所

有的成就归根究底都是上帝的成就，如果不是他先在十字

架上为我舍命，我今天就不能做什么。 

我感谢上帝赐给了我充满爱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一直

给于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指引我正确的方向去寻求神。

我也感谢上帝给我在约书亚团契的委员会里的侍奉机会，

让我能够可以更多亲近他，也更多亲近主里的弟兄姊妹。 

最后，我想荣耀神，让他为我感到自豪。因此我今天

决定受洗。这也是我信仰旅途中的另一个信心的飞跃。我

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决定跟随主耶稣，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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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天路歷程》（六） 本仁約翰著 

 

就回去寻找那卷失落的通行证。他一边走，一边自怨自艾地

说：「我真是罪大恶极了！我怎可以在危机四伏，困难重重的

时候，体恤自己肉身的软弱，在白日睡觉呢？我为甚么这么

愚拙，不明白神盖这亭子的美意呢？祂知道我们的需要，让

我们可以在疲乏的旅程中歇息一会，然后重提精神，继续奔

走前面的窄路，我又怎可以这样糊涂，让自己睡熟呢？唉，

这样一去一回，不知要荒废多少时光，多走多少冤枉路！」 

当他回到亭子时，触景伤情，禁不住痛哭起来。就在他

悲切地垂下头时，无意中发现那通行证就在长椅下面，他战

战兢兢的把它拾起，如获至宝似地藏在怀里。 

然后又感谢神的指引和同在，带着感激的泪又向前走去。 

不知怎的，他觉得他的脚步变得轻快多了。但太阳已落

山了，他只好摸黑赶路。这黑夜使他懊悔自己不该在亭内贪

睡，这黑夜也不由令他想起不信和胆怯说的那可怕的狮子。

心中暗暗地说：「我如果现在遇着那饿狮，是必死无疑了。」 

他怀着这种又恼恨，又害怕的心情往前走，不久，发现

前面有灯光，那光是从一座雄伟的宫殿里发出来的；他马上

加快脚步，希望可以在那里借宿一宵，然后再继续明天的旅

程。 

到达美奂宫 
在离那宫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径，在这小径上，

他看见了那两只令不信和胆怯抱头鼠窜的狮子。他心里一惊，

正打算往回跑时，却被那宫的守门人儆醒看见了。他就大声

鼓励基督徒说：「不要害怕，你没看见它们颈上有铁链吗？它

们卧在这里的目的，是要试验信徒的信心。你从中间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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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天路歷程》（六） 本仁約翰著  

 

决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 

基督徒虽然照着儆醒的话，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可是身

体却在不由自主地发抖，再加上身边传来阵阵令人胆颤心惊

的狮吼声，更使他一步一颤。但正像儆醒所说的，那狮子被

锁在那里，他安然无恙的从它们身旁走过去，来到大门前。

他舒了一口气，问儆醒说：「这是甚么地方？」 

儆醒恭敬地说：「这宫殿名叫美奂宫，是神为走天路的客

人预备的休息地方。 

你从甚么地方来，要到何处去？」 

基督徒回答说：「我从将亡城来，要到锡安山去。你看现

在天已黑了，我可以在这里住一夜吗？」 

「你叫甚么名字？」 

「我叫基督徒，原名叫堕落。」 

「你为甚么这么晚纔走到这里？」 

基督徒只好坦白相告：「我因在路上的一个亭子里贪睡，

将通行证丢了，为了回去找通行证，所以现在纔到。」 

儆醒说：「请你等一下，我要通知宫中的人出来和你相

见。」 

 

 

 

 

 

 

 

 

信心是内心向着神的注视，这种注视只是举起内里

的眼睛，去接触神无所不见的眼睛，可知乃是一件最容

易做得到的事情。这好象是神有意使这件最重要的事成

为很容易，使一般最软弱、最贫穷的人都能做得到。 
——陶恕《渴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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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與分享 

 

受洗见证之二 
吴爱恩 

对我来说，写

这篇受洗见证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想写得别出心

裁，想写出上帝

在我生命中所做

的多么不平凡的

事情。我想了又

想，但是最后觉

得，其实我并不

特别。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父母一直说上帝爱

我，他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救主。对于从小就在基督信

仰的熏陶下长大的我，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发生才使

我信主。但我却忽略了上帝在我生命中为我所做的每一件

小事。上帝通过这些在我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大大地祝

福了我的全家。在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家经常搬家。后来

定居加拿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要学习

和掌握法语才能在学校取得好成绩。虽然当时的我感到非

常的沮丧和无奈，但是上帝却帮我跨过了这道难关。我体

会到上帝给我的一定是我能够承受的。 

三年前，我高烧一个月不退。我从小就习惯了在最有

需要的时候呼求主耶稣的名字，他也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因此，祷告是我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方法。当我一想到那

位真正有能力帮我的神正在倾听我的祷告时，我心里便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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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與分享 

 

远不会再伤害他们。 

神对我说，你每时每刻都要祷告，呼唤神的名字，这

样神就会一直在我身边指引我帮助我。我照做了。 

有一次，当我和母亲视频通话时，在我因为一点小事

又要发火伤害她的时候，神出现了。就那么一刹那，我感

受到了神的力量是那么的伟大，魔鬼的怒火瞬间消失了。

就算它拥有可以随意操纵我怒火的能力，在神的面前也是

不堪一击。我愣了一会儿，从心里挤出了几个字：“妈妈，

对不起。” 

对于我来说，性格的劣根缺陷是顽固的，那就是魔鬼

撒旦藏在我心中，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机会，他就会跳出来

控制我。只有至高无上的神才能驱赶它。 

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罪孽深重、

不合格、不配受洗、更不配做一个基督徒。后来我认识到，

这似乎并不是问题，当我彻底相信耶稣后，我就拥有了这

个资格。当我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变得心情平和，心

里充满了喜乐。感谢主的恩典，赦免我的罪，让我能够进

入圣洁的殿堂，获得重生。 

 我知道受洗并不是结束，而是作为基督徒新生命、新

生活的开始。而且从今以后，我更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

式，活出主的荣耀，听主的话，爱世人，传福音，把生命

交到主的手里，让它完美、纯洁、无罪。 

 我要感谢赞美主，赦免我的罪孽，重新给我机会。主

啊，慈爱的天父，蒙你的恩典，我祈求让我从此以后远离

罪，和主亲近。让我献上卑微的生命，把主的天国即将降

临的好消息传播给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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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人看见神蹟奇事就会信神吗？耶稣

要我们将信心建立在什麽之上？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學習思考這個問題，並期望收到大

家的回答及分享，我們也將會在下一期《滿恩》和大家分

享相關的回應，同時將下一個問題提出和大家一起思考。 

上期“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耶穌說：「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是甚麼意思？ 

李毅 

主耶穌對撒瑪利亞婦人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約 4:13）。「雅各井」裏的水，象徵物質和屬世的享受，

這些都不能解除人心靈深處的乾渴，人無論喝了多少物質

和屬世的水，都還會再渴。 這種『水』喝得越多，乾渴

越增加，因為它沒有真正滿足人心靈深處的需求。 但耶

穌接著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

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14 節）。 別的

水都是在外面，喝來喝去還是空的，惟獨主耶穌所賜的水

乃真的進入人裡面， 並且成為泉源，一直湧流，永遠使

我們的人生滋潤、滿足。 

主耶穌說祂賜的活水，可以永遠止渴（14 節）。 這

是一項彌賽亞的宣稱。 因在舊約先知的異象中，神對未

來的世代的應許是：「不饑不渴」(以賽亞書 49:10)，只

有神是「生命活水的泉源」 (耶利米書 17:13)。 詩人

說：「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詩篇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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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以西結有「生命河水」的異象(以西結書 47:9)。在新世界

裏將有「洗罪的泉源」開啟(撒迦利亞書 13:1)。「活水」

會從耶路撒冷流出(撒迦利亞書 14:8)。在彌賽亞的時代乾

渴之地要變為水池泉源(以賽亞書 35:7)。耶穌說要帶給人

『永遠不渴的水』，就是宣佈祂乃神的受膏者，帶來了救

恩時代。 

 

 

 

 

 

 

 

 

 

 

 

 

 

圣经人物练习题答案： 

1.约旦，2.摩西，3.撇下，4.丢弃，5.刚强壮胆，6.律法， 

7.亨通，8.顺利 

——每一个地方每刻都有神的存在，而且他

不断的找机会向人显现。 

——神的存在和神的显现并不是一回事。神

的存在，是在我们完全不注意的时候，神的显

现，却必须待我们注意到他的存在才觉察到。在

我们这一方面，必须顺服神的灵，因为他的工作

是把父和子显示给我们。若是我们有欢喜顺服神

的心与神联合，他就向我们显现，而这种显现，

就形成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和那些与

神亲近、有神荣耀光辉的基督徒生活的差别。 

——任何一个地方与神距离，和任何其他一

个地方与神的距离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在距离

上，会比别人离神更远或更近。 

（摘自陶恕《渴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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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與分享 

 

受洗见证之一 
钟骁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钟骁。

我来自中国重庆，现在就读于

美国 SUNY Plattsburgh.  

蒙慈爱天父的恩典，今天

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做主的

儿女，心里非常高兴和激动。

今天可以说是我生命当中最重

要的一天。 

首先，我非常感谢满恩堂

提供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我

还要感谢杨传道和所有前往

Plattsburgh 传福音的兄弟姐妹

们，是你们让我知道什么是基

督，是你们的虔诚深深地打动

了我，才让我有机会感受到耶和华上帝的眷顾。 

在追随基督之前，我是一个叛逆、自大、无人生追求

的人。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奉献和感恩。特别是对

于我的父母，给予我所有爱的父母，我总是觉得他们给予

我的不够。对于我的母亲，我总是很不耐烦地嫌她啰嗦，

毫无遮掩地伤害她。我想，人往往最容易伤害的是自己最

亲近的人。 

但是在我接受耶稣基督之后，通过不断地学习圣经，

参加团契里的交流，使我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罪孽深重。

每当礼拜日教堂音乐响起，都会使我流下懊悔的眼泪。我

祷告问神，怎样才能洗脱我对父母犯下的罪，并且使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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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 

 

有一天，這小組自黃河搭船去一小村莊，住在一幽暗的

小客店，飯後休息時，其中一人不經意地輕哼著「如鹿渴慕」。

不料從鄰室傳來輕柔「獻上感恩的心」應和的歌聲，令他們

歡欣欲狂。 這交換的樂音，使他們靈裏相通而安全結識，隨

後他們被帶領去了許多當地的地下教會。他們回國後提出報

導，使西國人士，對中國大陸的教會有嶄新的認識。 

這個見證深深地鼓舞了施敏士，他想不到自己的歌能深

入地球的另一角。 這首歌在當初只是他喜樂地表達對神無限

的慈愛由衷的感激。尤其是「如今軟弱者能變剛強，貧窮者

成富足，都因為主為我成就大事，感謝。」 

（載自"荒漠甘泉-樂侶"每日靈修八月四日獻上感恩的心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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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 

 

如鹿切慕溪水 

1.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惟有你是我心所

愛，我渴慕來敬拜你。 

2. 祢是我好朋友是兄弟，又是我的尊貴君。我愛你勝過世

上一切，無人能與你相比。 

3. 唯有你能滿足我心，你比金銀更寶貴。唯有你使我心喜

樂，你是我全心所愛。 

副歌：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靈單單降服於你。惟有你是我

心所愛，我渴慕來敬拜你。 

這首詩《如鹿渴慕溪水》(As a Deer）是近廿年來很受

人歡迎的一首讚美短詩。它的作者納斯君（Marty Nystrom, 

1957- ）。1981 年夏，二十四歲的納斯君是一個中學教師，他

去德州達拉斯，參加萬國歸主學院(Christ for All Nations 

Institution)為期六週的暑期進修班。大家到此就讀，是希

望能提升靈修生活。而納斯君則注目在一個邂逅的年輕女孩

身上，希望能在這段時間裡与她交往認識，最好能決定共度

此生。但可惜未能如願，因為此時這女孩心已另有所屬，他

當然大失所望。 

這陌生的環境令他意亂迷茫，且萬國歸主學院的嚴緊，

使他覺得還不如在母校 Oral Roberts 大學。 他在大學時，

曾參與事奉，但心靈上從未渴望過神，事奉的動機是贏人的

贊許。德州地域廣大，夏日酷熱，如果他手中有一張回程票，

真想就此回家。 

那時有一位室友力邀納斯君參加他們三週的長期禁食，

以清淨心靈，好清楚自已的的遠景。納斯君回憶說：「一開始

禁食，我整個人就被擊碎了，神開始逐件釋放我。 我發覺自

己對世上的情慾逐漸淡漠；而我的心靈渴望與神親近，則與

日俱增。 自我做基督徒以來，我第一次衷心地用詩篇 42:1

『神阿，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向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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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 

 

禁食的最後幾天，他坐在宿舍的一台鋼琴旁，奏唱著不同的

聖詩和讚美短歌。這首「如鹿切慕溪水」也就在他心頭湧現

出來。那天他不斷地重覆唱這首詩歌。有人問他說：「為什麼

這首歌的前段用聖經舊譯本文字，而後段則用現代的文字？」

他的答覆是：「身為寫作者，文句本來應該劃一，但當時我先

想到的是聖經的句子，後來，就不自覺地用我自己的文句來

回應。」 

納斯君的友人鼓勵他把這首詩與主領崇拜者分享。 今日，

他的鉛筆的手稿，被放在鏡框中，懸于萬國歸主學院的廳廊。

1983 年，納斯君訂婚後，任教于萬國歸主學院的紐約分校。 

1988 年，納斯君出任純全音樂（Integrity Music）詩歌推廣

部的經理。他的足跡遍佈整個北美、西歐、中南非、澳紐及

東南亞，指導各地教會如何帶領敬拜讚美等活動，因為他認

為這是傳播福音的利器。他寫過的詩歌不下八十首。 

（取材自古今聖詩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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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 

 

獻上感恩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因祂賜下獨生子，主

耶穌基督。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貧窮者已成富足，都因

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 

這首詩歌的作者施敏士（Henry Smith, 1952 - ）在

1981 年起，就被視為是一個不能駛車的盲人。 

這首詩歌作於 1978 年，那時他剛畢業自維州長老會的聯

合神學院。 他對所學的課程覺得枯燥無味，而宗教派別的爭

議更令他失望。 他不善於辭令又有嚴重眼疾，前途茫

茫。 於是他回到家鄉，在一個聚會所做平信徒，平日以打

零工謀生。 這對一個神學畢業生而言，似乎是了無前途，但

這卻是神的安排。 

他在家鄉遇到了仙蒂，不久結婚，雖然他的眼疾使他無

法找到一份長久的工作，但友誼和愛充實了他的生命。有一

天他聽牧師引用哥林多後書 8:9「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

可以成為富足。」於是他寫下了這首詩歌。 當時人們給予這

首歌的評價，並不算最高，祇是較一般詩歌略勝一籌而已。 

1986 年純全音樂（Integrity Music）第七張唱片以此歌

命名，並經多年尋訪才找到了原作者。這首歌的版權費供養-

了他們多年，使他們走上了事奉的道路。  

現今施敏士有自己的錄音室，並參與當地的青年事工及

音樂敬拜。 除作曲外，他能演奏電子鍵盤，吉他及低音提琴，

他無法閱讀樂譜，一切全憑心記。 仙蒂經營一小生意，幫助

維持家計。 

數年前，有六個年輕的西國傳教士，奉差派進入中國大陸的

內陸尋找地下教會。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當時基督徒因怕

遭受逼害，無人敢對陌生人表露信仰。 



Listen, my son, to your 

father’s instruction 

    and do not forsake your 

mother’s teaching. – 

Proverb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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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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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 

 

有一天，這小組自黃河搭船去一小村莊，住在一幽暗的

小客店，飯後休息時，其中一人不經意地輕哼著「如鹿渴慕」。

不料從鄰室傳來輕柔「獻上感恩的心」應和的歌聲，令他們

歡欣欲狂。 這交換的樂音，使他們靈裏相通而安全結識，隨

後他們被帶領去了許多當地的地下教會。他們回國後提出報

導，使西國人士，對中國大陸的教會有嶄新的認識。 

這個見證深深地鼓舞了施敏士，他想不到自己的歌能深

入地球的另一角。 這首歌在當初只是他喜樂地表達對神無限

的慈愛由衷的感激。尤其是「如今軟弱者能變剛強，貧窮者

成富足，都因為主為我成就大事，感謝。」 

（載自"荒漠甘泉-樂侶"每日靈修八月四日獻上感恩的心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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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 

 

如鹿切慕溪水 

1.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惟有你是我心所

愛，我渴慕來敬拜你。 

2. 祢是我好朋友是兄弟，又是我的尊貴君。我愛你勝過世

上一切，無人能與你相比。 

3. 唯有你能滿足我心，你比金銀更寶貴。唯有你使我心喜

樂，你是我全心所愛。 

副歌：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靈單單降服於你。惟有你是我

心所愛，我渴慕來敬拜你。 

這首詩《如鹿渴慕溪水》(As a Deer）是近廿年來很受

人歡迎的一首讚美短詩。它的作者納斯君（Marty Nystrom, 

1957- ）。1981 年夏，二十四歲的納斯君是一個中學教師，他

去德州達拉斯，參加萬國歸主學院(Christ for All Nations 

Institution)為期六週的暑期進修班。大家到此就讀，是希

望能提升靈修生活。而納斯君則注目在一個邂逅的年輕女孩

身上，希望能在這段時間裡与她交往認識，最好能決定共度

此生。但可惜未能如願，因為此時這女孩心已另有所屬，他

當然大失所望。 

這陌生的環境令他意亂迷茫，且萬國歸主學院的嚴緊，

使他覺得還不如在母校 Oral Roberts 大學。 他在大學時，

曾參與事奉，但心靈上從未渴望過神，事奉的動機是贏人的

贊許。德州地域廣大，夏日酷熱，如果他手中有一張回程票，

真想就此回家。 

那時有一位室友力邀納斯君參加他們三週的長期禁食，

以清淨心靈，好清楚自已的的遠景。納斯君回憶說：「一開始

禁食，我整個人就被擊碎了，神開始逐件釋放我。 我發覺自

己對世上的情慾逐漸淡漠；而我的心靈渴望與神親近，則與

日俱增。 自我做基督徒以來，我第一次衷心地用詩篇 42:1

『神阿，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向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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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以西結有「生命河水」的異象(以西結書 47:9)。在新世界

裏將有「洗罪的泉源」開啟(撒迦利亞書 13:1)。「活水」

會從耶路撒冷流出(撒迦利亞書 14:8)。在彌賽亞的時代乾

渴之地要變為水池泉源(以賽亞書 35:7)。耶穌說要帶給人

『永遠不渴的水』，就是宣佈祂乃神的受膏者，帶來了救

恩時代。 

 

 

 

 

 

圣经人物练习题答案： 

1.约旦，2.摩西，3.撇下，4.丢弃，5.刚强壮胆，6.律法，

7.亨通，8.顺利 

——每一个地方每刻都有神的存在，而且他

不断的找机会向人显现。

——神的存在和神的显现并不是一回事。神

的存在，是在我们完全不注意的时候，神的显

现，却必须待我们注意到他的存在才觉察到。在

我们这一方面，必须顺服神的灵，因为他的工作

是把父和子显示给我们。若是我们有欢喜顺服神

的心与神联合，他就向我们显现，而这种显现，

就形成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和那些与

神亲近、有神荣耀光辉的基督徒生活的差别。

——任何一个地方与神距离，和任何其他一

个地方与神的距离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在距离

上，会比别人离神更远或更近。

（摘自陶恕《渴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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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與分享 

受洗见证之一

钟骁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钟骁。

我来自中国重庆，现在就读于

美国 SUNY Plattsburgh.  

蒙慈爱天父的恩典，今天

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做主的

儿女，心里非常高兴和激动。

今天可以说是我生命当中最重

要的一天。

首先，我非常感谢满恩堂

提供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我

还要感谢杨传道和所有前往

Plattsburgh 传福音的兄弟姐妹

们，是你们让我知道什么是基

督，是你们的虔诚深深地打动

了我，才让我有机会感受到耶和华上帝的眷顾。

在追随基督之前，我是一个叛逆、自大、无人生追求

的人。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奉献和感恩。特别是对

于我的父母，给予我所有爱的父母，我总是觉得他们给予

我的不够。对于我的母亲，我总是很不耐烦地嫌她啰嗦，

毫无遮掩地伤害她。我想，人往往最容易伤害的是自己最

亲近的人。

但是在我接受耶稣基督之后，通过不断地学习圣经，

参加团契里的交流，使我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罪孽深重。

每当礼拜日教堂音乐响起，都会使我流下懊悔的眼泪。我

祷告问神，怎样才能洗脱我对父母犯下的罪，并且使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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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與分享 

远不会再伤害他们。

神对我说，你每时每刻都要祷告，呼唤神的名字，这

样神就会一直在我身边指引我帮助我。我照做了。

有一次，当我和母亲视频通话时，在我因为一点小事

又要发火伤害她的时候，神出现了。就那么一刹那，我感

受到了神的力量是那么的伟大，魔鬼的怒火瞬间消失了。

就算它拥有可以随意操纵我怒火的能力，在神的面前也是

不堪一击。我愣了一会儿，从心里挤出了几个字：“妈妈，

对不起。”

对于我来说，性格的劣根缺陷是顽固的，那就是魔鬼

撒旦藏在我心中，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机会，他就会跳出来

控制我。只有至高无上的神才能驱赶它。

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罪孽深重、

不合格、不配受洗、更不配做一个基督徒。后来我认识到，

这似乎并不是问题，当我彻底相信耶稣后，我就拥有了这

个资格。当我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变得心情平和，心

里充满了喜乐。感谢主的恩典，赦免我的罪，让我能够进

入圣洁的殿堂，获得重生。

我知道受洗并不是结束，而是作为基督徒新生命、新

生活的开始。而且从今以后，我更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

式，活出主的荣耀，听主的话，爱世人，传福音，把生命

交到主的手里，让它完美、纯洁、无罪。

我要感谢赞美主，赦免我的罪孽，重新给我机会。主

啊，慈爱的天父，蒙你的恩典，我祈求让我从此以后远离

罪，和主亲近。让我献上卑微的生命，把主的天国即将降

临的好消息传播给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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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人看见神蹟奇事就会信神吗？耶稣

要我们将信心建立在什麽之上？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學習思考這個問題，並期望收到大

家的回答及分享，我們也將會在下一期《滿恩》和大家分

享相關的回應，同時將下一個問題提出和大家一起思考。 

上期“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耶穌說：「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是甚麼意思？ 

李毅 

主耶穌對撒瑪利亞婦人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約 4:13）。「雅各井」裏的水，象徵物質和屬世的享受，

這些都不能解除人心靈深處的乾渴，人無論喝了多少物質

和屬世的水，都還會再渴。 這種『水』喝得越多，乾渴

越增加，因為它沒有真正滿足人心靈深處的需求。 但耶

穌接著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

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14 節）。 別的

水都是在外面，喝來喝去還是空的，惟獨主耶穌所賜的水

乃真的進入人裡面， 並且成為泉源，一直湧流，永遠使

我們的人生滋潤、滿足。 

主耶穌說祂賜的活水，可以永遠止渴（14 節）。 這

是一項彌賽亞的宣稱。 因在舊約先知的異象中，神對未

來的世代的應許是：「不饑不渴」(以賽亞書 49:10)，只

有神是「生命活水的泉源」 (耶利米書 17:13)。 詩人

說：「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詩篇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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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天路歷程》（六） 本仁約翰著  

 

决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 

基督徒虽然照着儆醒的话，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可是身

体却在不由自主地发抖，再加上身边传来阵阵令人胆颤心惊

的狮吼声，更使他一步一颤。但正像儆醒所说的，那狮子被

锁在那里，他安然无恙的从它们身旁走过去，来到大门前。

他舒了一口气，问儆醒说：「这是甚么地方？」 

儆醒恭敬地说：「这宫殿名叫美奂宫，是神为走天路的客

人预备的休息地方。 

你从甚么地方来，要到何处去？」 

基督徒回答说：「我从将亡城来，要到锡安山去。你看现

在天已黑了，我可以在这里住一夜吗？」 

「你叫甚么名字？」 

「我叫基督徒，原名叫堕落。」 

「你为甚么这么晚纔走到这里？」 

基督徒只好坦白相告：「我因在路上的一个亭子里贪睡，

将通行证丢了，为了回去找通行证，所以现在纔到。」 

儆醒说：「请你等一下，我要通知宫中的人出来和你相

见。」 

 

 

 

 

 

 

 

 

信心是内心向着神的注视，这种注视只是举起内里

的眼睛，去接触神无所不见的眼睛，可知乃是一件最容

易做得到的事情。这好象是神有意使这件最重要的事成

为很容易，使一般最软弱、最贫穷的人都能做得到。 
——陶恕《渴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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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之二 
吴爱恩 

对我来说，写

这篇受洗见证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想写得别出心

裁，想写出上帝

在我生命中所做

的多么不平凡的

事情。我想了又

想，但是最后觉

得，其实我并不

特别。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父母一直说上帝爱

我，他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救主。对于从小就在基督信

仰的熏陶下长大的我，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发生才使

我信主。但我却忽略了上帝在我生命中为我所做的每一件

小事。上帝通过这些在我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大大地祝

福了我的全家。在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家经常搬家。后来

定居加拿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要学习

和掌握法语才能在学校取得好成绩。虽然当时的我感到非

常的沮丧和无奈，但是上帝却帮我跨过了这道难关。我体

会到上帝给我的一定是我能够承受的。 

三年前，我高烧一个月不退。我从小就习惯了在最有

需要的时候呼求主耶稣的名字，他也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因此，祷告是我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方法。当我一想到那

位真正有能力帮我的神正在倾听我的祷告时，我心里便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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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平安和慰籍。我怀着对上帝的信心向他祷告，希望他

能在圣诞节当天医治我的病，他回应了我的祷告。上帝考

验了我的耐心，这是肯定的。当医生们说他们无能为力的

时候，我总是很气愤。但是通过这个考验，我对上帝的信

心却有了很大的增长。尽管之后我被诊断患了免疫力系统

的疾病，但我仍然感谢主，让我能每日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相信上帝，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我无法

理解为什么有人不相信这样一位充满爱和关怀的主。无论

我心情如何，是高兴、伤心、害怕或生气，我都会来到上

帝的面前，而他总是会与我同在。有一个无时无刻愿意倾

听我的神在等着我向他谈吐心声的感觉真的很棒。当没有

人理解我的时候，上帝却理解我。我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

耶稣成为我生命中唯一的救主，我觉得他愿意为我死实在

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没有什么值得他去为我舍命，但是

耶稣却好像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值得让他把自

己宝贵的生命留在十字架上。仔细想想，这真的很不可思

议。我渐渐意识到，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为上帝，我所

有的成就归根究底都是上帝的成就，如果不是他先在十字

架上为我舍命，我今天就不能做什么。

我感谢上帝赐给了我充满爱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一直

给于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指引我正确的方向去寻求神。

我也感谢上帝给我在约书亚团契的委员会里的侍奉机会，

让我能够可以更多亲近他，也更多亲近主里的弟兄姊妹。

最后，我想荣耀神，让他为我感到自豪。因此我今天

决定受洗。这也是我信仰旅途中的另一个信心的飞跃。我

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决定跟随主耶稣，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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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回去寻找那卷失落的通行证。他一边走，一边自怨自艾地

说：「我真是罪大恶极了！我怎可以在危机四伏，困难重重的

时候，体恤自己肉身的软弱，在白日睡觉呢？我为甚么这么

愚拙，不明白神盖这亭子的美意呢？祂知道我们的需要，让

我们可以在疲乏的旅程中歇息一会，然后重提精神，继续奔

走前面的窄路，我又怎可以这样糊涂，让自己睡熟呢？唉，

这样一去一回，不知要荒废多少时光，多走多少冤枉路！」 

当他回到亭子时，触景伤情，禁不住痛哭起来。就在他

悲切地垂下头时，无意中发现那通行证就在长椅下面，他战

战兢兢的把它拾起，如获至宝似地藏在怀里。 

然后又感谢神的指引和同在，带着感激的泪又向前走去。 

不知怎的，他觉得他的脚步变得轻快多了。但太阳已落

山了，他只好摸黑赶路。这黑夜使他懊悔自己不该在亭内贪

睡，这黑夜也不由令他想起不信和胆怯说的那可怕的狮子。

心中暗暗地说：「我如果现在遇着那饿狮，是必死无疑了。」 

他怀着这种又恼恨，又害怕的心情往前走，不久，发现

前面有灯光，那光是从一座雄伟的宫殿里发出来的；他马上

加快脚步，希望可以在那里借宿一宵，然后再继续明天的旅

程。 

到达美奂宫 
在离那宫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径，在这小径上，

他看见了那两只令不信和胆怯抱头鼠窜的狮子。他心里一惊，

正打算往回跑时，却被那宫的守门人儆醒看见了。他就大声

鼓励基督徒说：「不要害怕，你没看见它们颈上有铁链吗？它

们卧在这里的目的，是要试验信徒的信心。你从中间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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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艰难山 
基督徒独自一人往山上走，山路崎岖险峭，他只得手足

并用，攀越而行。几经辛苦，纔到了山腰。在那里，有一个

主为走累了的客旅预备歇息的亭子。基督徒一看，就进去坐

下，又从怀中取出那卷通行证来读，因为太疲乏了，他竟不

知不觉地睡着了，连把手中的通行证跌落在地上也不知道。

天快黑的时候，有人在说：「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箴六 6)。基督徒被这话猛然惊醒，急忙起身，

向山顶跑去。 

当他到达山顶后，只见两个人慌慌张张地迎面跑来，他

们一个叫胆怯，一个叫不信。基督徒拦住他们，关心地问：

「你们急急忙忙往哪里去？」 

胆怯面有难色地说：「我们本来打算往天城去，但一路上

艰难险阻太多，而且，越往前走，碰到得危险越多。我受不

了，要回家去。」不信也接着说：「你不知道，在离这不远的

前面，有两只狮子趴在那里，样子十分凶猛，让人看了感到

恐怖万分。我们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所以决定回家。」 

基督徒听后不禁打了个哆嗦，说：「前途茫茫，我也非常

害怕，但我们可以躲到哪里去呢？若回家，那城难逃火劫，

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反过来说，我只要到达天城，必定平安

稳妥，所以我还是要冒险前进。」 

于是他们便分道扬镳，只有基督徒一人继续向前走。他

边走，边思考着胆怯和不信讲的话。为了得力量和安慰，他

想拿出怀中的通行证来念，可是摸遍了全身，也不见通行证

的踪影，他十分着急，不知如何是好。但他马上想起，自己

曾在山亭里看过通行证，也许把它丢在那里了，于是，便赶

忙跪下，为自己的大意疏忽而向神认罪和求赦免。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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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印记
石杨 

回想一生走过的路，尤其是属灵的道

路，有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在我心灵

留下永恒的印记，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出生在一个单纯的无神论家庭。幼

年时父母工作忙碌，父亲就请老家的老姐

姐住在我们家，帮助料理家务，照看我们

姐妹仨。姑姑曾经是教会里的传教士，是

一个善良，正直而又干净麻利的人。从小

就教导我们要善良，诚实，勤劳，她影响

了我们全家的为人处世。可能出于环境的

逼迫，文革期间，她也跟着我们读红书，

早请示晚汇报。大约我十七，八岁时，姑

姑回了一趟老家，带回了一本圣经，背着

我们偷偷地阅读。一天晚上睡觉前，姑姑讲了个故事给我听，

古代时有个人（约拿）被大鱼吞进了肚子，在鱼腹中呆了三

天三夜，却完好无损地回到人间，这是因为神上帝在守护着

他。我当时十分震惊，上帝超乎人类能力的作为深深地震撼

了我，也刻在我的心里。姑姑不久就诊断得了肝癌，很快过

世了。 

从那以后，我就丝毫没有圣经知识地相信了上帝，相信

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在掌控着万物。经常心里默念着“上

帝保佑”，特别是遇到困难，痛苦时，像中国俗语说的那样

“临时抱佛脚”地崇拜上帝。直到一次冒胆进了教堂，教会

里优美的歌声，信徒们亲密无间的气氛感动了我。对比当时

人人自危，互相防范的人与人的关系有着天壤之别，我开始

有靠近教会的意愿。但是因为自己工作、生活相对比较优越、

顺利，没有什么波折，追求外在的东西更多于灵性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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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灾难性的车祸敲醒了我。91 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我

和往常一样和同事一起乘车上班。司机也和往常一样，以超

出限速几乎一倍的速度在路上行驶。哪知前面有一段路，前

一夜一辆油罐车漏油，撒得路上都是油。我们的司机没有经

验，车一打滑就猛踩刹车，车就飞速地翻滚，在短短的几秒

钟之内车翻了三滚，所有人都被从车上甩了出去。一位同事

当场死亡，另外两位伤势过重，由直升机送到医院抢救无效

后也过世了，其他大部分人也都付了重伤，住进医院抢救。

我在汽车开始翻的一瞬间，心里喊了一声“上帝救我”，然后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等我睁开眼睛一看，周围的惨状令我

至今都不愿回顾。我从心里感到是一种来自神的力量托住了

我，使我免于这场大劫难。除了一点小小的外伤，我完好无

损。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闭上眼就是血淋淋的

场面，难以相信。 

那次车祸在我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和创伤，但是也

让我深刻地意识到神的存在，神是听我们的呼救和祷告的。

认识生命的珍贵，反省自己过去的过于挑剔和自以为是等等，

感到生命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在世时不对人对己多一点宽

容和感恩呢？从那时开始，我就比较认真地读圣经，有机会

也去教堂听讲道，渴望得到更多灵命的提升。 

感谢神，让我在教会里认识了 Lily 和吕敏姐妹，也有机

会开始参加 Plattsburgh 的华人妇女团契。在杨传道和满恩

堂兄弟姐妹的热心帮助下，系统地学习了圣经，更多地认识

神、明白神给我们的旨意和启示。真心地感谢杨传道和教会

给予我的帮助。 

一路走到今天，感谢神的带领。也让我明白神给予我们

的每一个经历和困难，都是为了提升我们的信心和境界，也

给予我们更多的祝福。感谢神拣选了我，带领我，感谢神赐

下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相信神是我

一生最大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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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人物 

 

世的日子，并在比约书亚活得更久的以色列众长老时期，

以色列都一直事奉耶和华 神。他以他的生命作为一种榜样，

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 

练习题：请阅读「约书亚记」，并填空： 

耶和华神说：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

这（      ）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

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      ）的话赐给你

们了。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

必不（      ）  你，也不（      ）你。你当

（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摩

西所吩咐你的一切（      ），不可偏离左右。这律法书不

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

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      ），凡是

（      ）。         （答案请见17页） 

 

 

 

 

 

 

 

 

我们既是神照着他的形像造的，里面就有认识

他的能力。我们犯罪后，所失去的只是那种能力而

已。但当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整个人就与神有生

命上的关系，我们因这种关系而涌起无限的喜乐。

这就是从天而来的重生，若没有这种重生，人就不

能见神的国。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局，

因为从这时起，才算开始追求神的荣耀，心灵才有

一种喜乐去探求认识无限的丰富。我说这只是起

头，至于究竟到那地步为止，还未有人发现过，因

为在三而一的神那可畏而奥秘的深处，是没有穷尽

的。 

——陶恕《渴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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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是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争战夺取。其中最有名的

战役，就是一开始攻打城坚墙固的耶利哥城。如果你是约

书亚，你会怎样攻打耶利哥城呢？我们现在看看 神赐予信

靠他的人的方式： 

1. 带兵器的行在最前。

2. 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跟在拿兵器的后面吹角。

3. 耶和华的约柜行在祭司后面。

4. 如此一队跟着一队一面走一面吹角，但不许呼喊及

作声。

5. 每天绕城一次，然后在营内住宿，六日都如此。

6. 到第七日则要绕城七次，绕到第七次时，祭司就吹

角，百姓听见就呼喊，城墙便塌陷了。

听起来就好像一个游戏，严格地讲不是攻打下来的。

现代科学不能解释怎样绕城吹角加大声呼喊可致高大坚固

的城墙轰然倒塌，但我们看到的是约书亚的顺服和相信。

信，是由实际行为来印证的。约书亚的信心就体现在他对 

神命令的完全顺服，并且像当年摩西造会幕那样，完全不

问理由地遵照执行了。选民们也没有问为什么，而是一味

地顺服安静行走，也顺服一同扬声呼喊。这确实是对我们

的极大挑战和提醒。只有完全的顺服，才会有同一个心志，

如同一人。 

约书亚最重要的工作除了征服敌人，也要负责把土地

分配好，以成就 神的应许，使以色列人回到先祖的地土上

享受安息。当他年纪老迈时，召集全体以色列人都到示剑，

在那里给予他们临别的信息。他总结自亚伯拉罕时期，耶

和华如何恩待他们，并再次激励他们要事奉主，并发出那

著名的宣告：“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至于我和

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 24：15）约书亚去世

时是 110 岁，被埋葬于他的产业亭拿西拉境内。约书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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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
你我都需要回家 

李桂貞 

2014 年 12 月 24 日平安夜之前的兩三天，神讓我在聖經

上看到這樣一句話：“在至高之處，榮耀歸于神，在地上，

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 2:14）。我備受感動并將

這話寫在賀卡上送給了急需要平安的人。 

是的，千真萬確。祂創造并揀選了我們，我們都是他所

喜悅的人，只要我們信祂並按祂旨意去行，祂就與我們同在，

并賜平安給我們。今天我也將神的這句話送給你。因為你我

都需要平安。  

我是一個不能離開父親的人，也就是說不能沒有父親的

人。我的父親在我心目中是一個英雄，是一個百寶箱，因為

親戚、朋友、老闆、同事，無論是在工作、生活、愛情、等

各方面有問題都要找他幫忙解決。儘管他只讀過小學兩年書，

但他是個很有能力的人，我從小到大事事都依賴他，請教他，

從他那里很快得着能力，得着方法。而且，我是他所有孩子

中他最喜歡的一個，因為他常誇獎我。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在我出國前一年，我的父親永遠的合上了他的雙眼，不再看

這個世界，不再看他的孩子們，那年他 73 歲。我欲哭無淚, 

知道自己不再有父愛了。 

我父母一共有 5 個孩子，我比我弟弟大五歲，比我妹妹

大六歲，我的哥哥比我大五歲，我的姐姐比我大六歲。回想

我小的時候，我們每年都要搭乘公交車回爷爷家過年，爷爷

住在郊區，有很大的屋子，會有很多親戚聚在一起暢談，小

孩也無數，所以我們很喜歡那一天的到來，可以和許多的小

孩一起嬉戲、玩耍。记得我大約六歲多的那一年，我们去爷

爷家的那天，等候車的人特多，大概都是回家過年的人，公

交車一到，人就往上面擠，不管男女老少，都搶著享受那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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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我的父親左手牽著我五歲多的弟弟，右手抱著我幾

個月大的妹妹；我的母親一手拉著我的姐姐，另一手牽著我

的哥哥正準備上車；只剩下我一个，即沒父親拉著，也沒母

親牽著，成了沒人管的孩子。但天父在看顧著我，祂賜我智

慧，讓我看到公交車的後門是開的，且沒人從那上去，全都

擠在前門上車。也許那時他們都忙著擠上車，忘記後門已沒

人上車了。那時候還沒有規定後門不能上車，因為車上設有

專門收車票費的人。我即刻跑向後門，很快就上車了，不去

享受那擠得感覺。我個子小，速度快， 剛上去車後門就關上

了。前門處還有人在上車，但也很快就關上了。因為人多，

我父母他們可能是最後一批上車，門一關上了，就聽見我父

親慌忙大喊：“司機啊，等一等，我還有一個孩子沒上來。”

因為他沒想到我會自己一個人上車，也看不到我站在後車門

那。我趕快大聲告訴他，我已上車了，他們鬆了口氣。之後，

父親見熟人就誇我膽大、有想法、聰明。我將父親的誇獎記

在心裡，因為我不太愛說話。其實這些都是來自天父的引導，

並不真是我的聰明。 

我父親去世之前，曾告訴我，在國外生活要放下從前在

中國做大學老師的身份，忘記過去的地位，去接受將要面對

的任何工作和環境上的改變，要能吃苦。 

來到加拿大後，我按照他對我說的話去生活。只要有收

入，無論高低，任何正當的工作都願去做。但因為是異國他

鄉，各種困難迎面撲來。工作、學習、生活上的壓力，語言

交流的痛苦，就像大浪一樣不斷地沖擊我們，一個一個的問

題在我的生活中出現、發生。工作不穩定，看不到未來，我

們好像不會游泳的小雞掉進了大海，想使勁往平安的地方掙

扎，日復一日，循環往復，實在讓我感到疲憊不堪。

父親在世時，我的生活很輕鬆自在，遊刃有餘。因為他

可以指導我、幫助我，雖然我那時已做孩子的媽媽了，但在

我父親的面前，我永遠是他的孩子。而他去世後， 我好像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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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胜将军——约书亚
 高平 

圣经中《约书

亚记》这卷书是有

关约书亚受神呼召，

直到去世的事迹的

记载。其中主要的

经历，就是带领以

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时所遇到的困难。

约书亚是 神呼召继

承摩西工作的大将

军，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作为一名主所拣选

的忠勇战士，他的信心和勇气实在值得我们去学习。非常

喜欢他离世前的一段日子里，曾劝导以色列民要事奉耶和

华的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他反反复

复由衷地劝诫以色列民要一心事奉耶和华，听从上帝吩咐

的一切话。其心之切，其情之真，实令人感动。 

作为摩西的左右手，约书亚对摩西与 神的关系有特别

的了解。当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也在场。神与

摩西会面时，他也是会幕的守护人。以色列人在利非订与

亚玛力人战争时，约书亚负责领导士兵迎敌。后来，他被

委派为十二个往迦南的探子之一。他与迦勒，就是那两个

少数认为以色列人可以进攻而报好信息的探子。因此，神

特别准许他们是可以进迦南的。最后，耶和华委派他在摩

西死后作以色列人新一代的领袖。神应许他說：「你一生的

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和各族的诸

王征战了許多年日。直到夺取所有 神应许的地土，最后那

地太平，沒有争战了。除了住在基遍的希未人之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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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問答 

我们怎样证明上帝的存在呢? 

答：在我的护教学与神学中，神是不用证明的，因为证据的

本身太小了。如果神是可以用眼睛看见的话，那么神是比你的眼

界更小。比你眼界更小的就不是神。神之所以看不见才是神。当

神到世界做人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人的身体，而他的动作、行为、

神迹把神的形像显明出来。 

造与被造之间有本质的差异，因为神造了物质，神就不可能

是物质，因为神不是物质，所以看不见的神才是神，因为神是看

不见的，所以我们才相信他。很多的事情我们是看不见的，正直、

独立、民主、公义，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是很

肤浅的。 

神不是用证明可以解决的，神是用显明而彰显出来的，显明

是他主动的，证明是人主动的。神主动的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

以永恒、神性、智能、能力，在被造界中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

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是这样的精确标准?因为是神这样的安排。

我们整个身体都是神显明他存在的记号。人的鼻子有四大功能，

第一、不停的呼吸，几十年都没有渡假；第二、人的鼻子是天然

的空调机。当你到阿拉伯旷野，天气非常炎热，但是人不会出汗，

因为很干燥，但是当你把那么干的空气吸进去时，照理肺会烧掉，

但是很奇妙，不但不会烧掉，反而会感觉凉凉的，因为奇妙的鼻

子会作调节的工作。如果你到很冷的地带，很多地方都结冰了，

照理把那么冷的空气吸进去，肺也会结冰，但是上帝所造的真奇

妙．冷的会变成暖暖的，热的会变成凉凉的，感谢主。第三、可

以调节温湿度；第四、你的鼻子可以告诉你今天坐在你旁边的人

有没有洗澡。没有一样人造的东西能够代替上帝所造的。所以如

果你说上帝不存在，你不相信上帝，你所需要的信心比我相信上

帝更大。 

在心灵方面，一颗伟大的心灵写一篇东西可以影响千千万万

的人，科学怎样解释?你说没有上帝，我告诉你，神就在你今天

肯顺服的时刻，会对你讲一些很奇妙的话。     

（摘自唐崇荣信仰问题解答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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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雙翅的鳥一樣不能飛了，有苦沒人可以訴說，有問題沒人

可解答，整整一年的時間，很多時候都是淚水洗面度日，因

為沒有父親的愛與安慰，心中感到非常不平安。 

慶幸的是，一年以後我不再有淚。因为在過去的一年裏，

有很多的新旧移民，無論是工作上的同事，還是在學校裡的

老師、同學，他們都非常友好，向我微笑，向我招手，給我

鼓勵，給我熱情 ，給我幫助，給我安慰，讓我心裡的不平安

稍覺緩解，讓我有一個家的感覺。也有很多人向我傳講福音，

要我參加教會活動，儘管都被我婉言拒絕、躲避，并遠離他

們。因為我的無知，認為他們像是黑社會的人、地下傳銷者、

不幹正事的組織。但幾年後，發現我先生的校友也在傳福音，

也進了教會，并勸別人進教會，這些引起了我的思考，相信

他們所做的一定不是壞事，因為在他們身上讓我看到了一種

其他人身上所沒有的特性，一種與眾不同的品質。 

後來我生病了。因着病，我先生的校友夫人將我們帶到

了教會，認識了主耶穌，也更正了我對教會的誤解，才知道

他們是一些被神拯救的基督徒，並不是像我想像的那樣可怕。

这也讓我想起了在我剛來加拿大的時候，同事、同學、老師

們都問我，是否有信仰？有否去教會？是否是基督徒？我說

沒有信仰，也不去教會，但我相信有神。我的回答使他們臉

上充滿了問號。後來才知道，我所回答的都很虛，既然沒有

信仰，怎麼又相信有神？既然相信有神，為什麼又沒有信神

的行為表現出來？他們可都是基督徒，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

生命是在傳達神的愛，神引導他們將我這失喪的人帶进教會，

一個在地上的屬靈的家。就因這屬靈的家，讓我看到未來生

活的希望和平安。  

從此，在主裡面，我又重新恢復了我與父的關係。之所

以說重新恢復，是因為自己失去了地上父親的愛，却重新得

到了另一位父親的愛，找回了父愛的關係，那種親密、不可

分割的關係，那種我所依賴、信靠、交托、順服的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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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父亲，就是那位在天上的父。祂比我地上的父親更愛我，

因為祂為了我的罪將祂的獨生子獻上，被釘在十字架上，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以賽亞書 53 章 5 節）。祂使我得着新生命，比我地上的父

更有智慧。祂將祂的話語《聖經》賜給了我，在我迷茫、困

惑、跌倒時，這些話語能幫助、引導我走正確的人生路，给

我能力從新站起，使我飢渴的靈得到飽足。祂比我地上的父

更有能力，地上父親能力有限，只有一雙手，不能牽着他所

有的孩子。而天父的手可以托住萬有，可以牽著祂所有孩子

的手，只要你願意回家與祂一起走；祂比我地上的父更可靠

更長久，地上的父在地寄居的日子有限，天上的父可伴我在

地上一生之久，直到見主的面還要繼續伴我在一起； 祂有復

活的大能，“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約翰福音 11 章 25 節）；祂有赦罪的權柄，我可

以將我過去到現在所做的錯事向祂認罪，祂就赦免，使我靈

裏喜樂、心裏平安。地上的父這些都有沒有，做錯了事，會

讓我一生都會感到愧疚，更不用說生命的復活了。 

記得在我高中畢業以後的一天，因為沒有考取大學，我

只好改學畫畫，常出去寫生。我的父親為了我的前途給我買

了一輛自行車，那年代買一輛自行車是很貴的。可見我父親

給了我他的愛和他最好的東西，而我卻不把它當一回事，竟

然因为用心畫畫，连自行車被人偷了也不知道，以至于當我

想回家時才發現自行車不見了。那時，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父

母的心情，而是想表現自己的聰明、能力，讓自己去解決問

題，想得父親的再次誇獎。我找到公安局報案，請他們幫我

尋找，然而，他們見我不過是個高中生，就隨便找找，敷衍

了事，說找到了再通知我。我回到家已經是晚上 8 點多，我

的父親一見到我回來，高興得眼淚都出來了，說：“回來就

好，回來就好。”他没有責備我為什麼這麼晚不回家。我很

神氣地對我父親說了我丟了自行車後報案的經過，我以為我

的父親聽了又會像我小時候那樣誇獎我聰明能幹。沒想到， 

~ 8 ~ 

小

故

事 

唯讀聖經（十） 

還有很多明顯的相同詞或句在一卷書中出現，要使讀

者掌握主題，留意主題不是結論。主題很容易看出來，例

如《傳道書》中的「虛空……、捕風」和「日光之下」等，

但虛空不是傳道書的結論。那甚麼是《傳道書》的結論呢？ 

請讀者讀《聖經》，找出在保羅書信中的「在基督(耶

穌)裡」，作查考之用。請思考，為甚麼常常加上這詞？全

部用「在基督(耶穌)裡」，只有一處是「在耶穌裡」，在那

裡？不難找出，但為甚麼是這樣？請讀者再找出啟示錄中

的「羔羊」和它的用法。舊約只用羊羔，不用羔羊，有何

分別？為甚麼是這樣？ 

完美无缺 
汤普森先生是一位律师。他从来没有读过《圣

经》，也不信它是神的话。一天，他问一位基督徒朋

友：“你会推荐一本什么书给我读，以说服我使我相

信《圣经》确实是神的话？” 

朋友简单地回答说：“读《圣经》吧。” 

汤普森以为朋友没听懂他的意思，就重复道：“我是说，

我想读些能说服我相信《圣经》的确是神的话语的书。” 

他的朋友还是说：“不要去看别的书，就读《圣经》。” 

于是汤普森先生买了一本《圣经》，从《创世记》开始，

一篇一篇仔细读。有一天朋友来看他，发现他正在苦思冥

想，就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刚读完《出埃及记》里的

道德律(就是十诫)，在想我能不能加些什么进去。但我不

能。我也想过从里面减去一些东西，使它更好一点，我也

不能。它是完美无缺的。” 

（摘自《好牧人看顾他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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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把這句延申至：如果有人理解恩典是犯罪的出路，就極

錯了。這裡也增加了教導的性質。 

《士師記》中常出現的一句話——「行耶和華眼中看

為惡的事」（2 章 11 節，3 章 7、12 節，4 章 1 節，6 章 1

節，10 章 6 節，13 章 1 節）。讀者可能會想到一句相反的

話——「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但是請讀者查考一下

《士師記》，這句話爲什麽沒有出現在《士師記》呢？這兩

句話大多同時出現在《列王記》和《歷代志》中。另外，

《申命記》中有三次，《耶利米書》中有一次。列王時期有

「正」王、也有「惡」王，《耶利米書》是提到西底家王。

那麼為何這兩句出現在《申命記》呢？細看《歷代志》，為

何《歷代志下》前二十章沒有這兩句？ 

《士師記》中有些相近句，意思相同，但內容不同，

值得思考。例如耶和華「將」某某(人或地)「交在」某某

「手(中)」（1 章 2、4 節，2 章 14 節，3 章 10 節，4 章 7、

9、14 節，6 章 13 節，7 章 2、7、9、14-6 節，8 章 3、7

節，11 章 21、30、32 節，12 章 3 節，13 章 1 節，15 章

12 節，16 章 23-24 節，18 章 10 節，20 章 27 節）。有時是

神將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手中，有時是神將外邦人交在以

色列人手中，為甚麼？7 章 2 節更有意思，神「不能將米

甸人交在他們(以色列人)手中」，為甚麼？ 

讀《士師記》時，還不難發現，常有某某「作以色列

的士師」，或某某「作以色列的士師」多少「年」，記錄了

那段以色列人的歷史。這亦即是《士師記》的分段，分別

為俄陀聶、以笏、珊迦 3.7-31，底波拉、巴拉 4-5，基甸

6-8，亞比米勒 9，陀拉、睚珥 10，耶弗他 11-12.6，以比

讚、以倫、押頓 12.7-15，參孫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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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聽了后卻對我說：“你知道嗎？孩子，你這麼晚沒回

家我有多擔心，沒有電話聯繫，又不知道你去了什麼地方，

更不知道上哪去找你。我從家裡通過院子走到街邊眺望遠處，

等候你回來，不斷地來回從家裡走到街邊，街邊走到家裡。

從 5 點天黑開始直走到現在。你要體諒父母心，一家人都在

為你一個人擔心，晚飯都沒心情吃啊。你在外無論發生什麼

事都要先回家，只有先回到家，什麼問題都好解決”。 

你想回家嗎？ 想回到神的家嗎？當你在世上打拼、奮鬥

的時候，在世上有苦難、迷茫、沮喪、受到挫折傷害的時候，

生命到了盡頭的時候，無論你多大的年齡，無論什麼身份，

真的不要忘記，先回到神的家，不要像我那樣自作聰明，以

為自己多能幹，我們的能力真的非常有限。地上的父雖能力

有限，都這麼擔心他兒女的平安，更何況我們天上的父，豈

不更要賜平安給我們嗎？“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

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路加

福音 11 章 13 節）。天父愛我們，祂天天時刻在家門口等候祂

的孩子回家，回到祂的身邊。孩子回到家祂就開心，祂就會

幫助我們解決所有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祂知道我們有

問題，知道我們的軟弱，祂知道如何解決問題，因為天上的

父創造了我們。我們需要先回到神的家，求得神的智慧、神

的憐憫、幫助和引導，我們的生活才有平安。 

現在我很喜樂，很平安，因為我已回到神的家——教會，

有天父同在。在地上我們都有一個家，誰都知道家是愛的港

灣，孩子的樂園，夫妻精神的加油站。可是人的家，愛是有

限的，易變的，會有崩潰、毀壞、破裂的時候。只有屬靈的

家能使我們屬世的家得以堅固、完全，因為這個家充滿了神

的愛，祂的愛是永遠不變的，是長存的，是健康、喜樂、平

安的，祂的智慧、能力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無限的。回

家吧，你我都需要先回神的家，什麼問題都好解決，因為天

父愛我們，他要賜平安給我們。 

一切榮耀、頌贊都歸我們的神，我們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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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最大的事（连摘） 
楊雲真傳道 

  当头棒喝（呼召的蒙芽） 
87 年 2 月底回到阿京，又恢复了繁忙的生活。回来没

几天，有一天一个客人一进门，看到我和大姪女，就对大

姪女说：“你姑姑回来了，现在该你们出去玩了。”大姪女

回说：“no……，我们的钱都给姑姑用光了。”一个当头棒

喝，敲醒了我。 

心想，我并没有用他们的钱，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钱，

她怎么说我用他们的钱呢？我这么努力赚钱干什么呢？我

又没有子女。那时我还只有 43 岁，就算那时我结婚了，也

不敢生孩子，万一生了个有问题的孩子，我不是自找苦吃？

我现在的努力，将来不都是她们的吗？她们会纪念我吗？

不会。她们反而认为我用了她们的钱，用剩了才留给他们。

而那时的我，因为怕过仰望神的生活，而省吃俭用，她们

可能还会笑我，真笨。从那天开始，我开始不想赚钱了。

我为他们做的，她们不会纪念。那么，我为什么不做让神

纪念的事呢？ 

从那天开始，我就好好地看《圣经》，一天天过去，我

越来越讨厌赚钱了。88 年初的夏令营，是由美国来的两个

长老主领。我请教其中的一位陈长老，问他如何才能把

《圣经》读好，读明白，并且告诉他，我没有能力去读神

学院。他说可以自修，而且教我如何读经。他要我自己先

读一遍，按顺序读，对《圣经》有个概念之後，再细读。

不要一开始就看参考书，免得你装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你

自己有个概念之後，再看参考书，如果有什么理念与你原

来所理解的理念有衝突的时候，才去细细琢磨。别人的不

一定完全对，如果你觉得他是对的，你当然应修正你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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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讀聖經（十） 

找相同句 
甘志聰牧師 

在唯讀聖經（七）裏，曾經和大家介紹了分段歸納的

兩個簡易讀經方法：找相同句和找連接詞。找相同句的例

子中有《馬太福音》第六章中的「你施捨的時候……、你

禱告的時候……、你禁食的時候……」；《民數記》第七章

中的「頭一日獻供物的是……、第二日來獻的是……、第

十二日來獻的是……」；《羅馬書》第一章中的「神任憑他

們行……、神任憑他們放縱……、神就任憑他們行……」。

找連接詞的例子中有「因為」、「所以」、「雖(然)」、「但

(是)」、「既(然)」、因(此)」、「尚(且)」、「若(果)」。這裡

再介紹一些應用範圍更廣泛，並且穿貫全書的相同句。 

《羅馬書》中有一詞重復多次：斷乎不能（3 章 4 節）、

斷乎不是（3 章 6、31 節，7 章 7、13 節，11 章 11 節）、

斷乎不可（6 章 2、15 節）、斷乎沒有（9 章 14 節，11 章 1

節）。查一查就知道，新約中還有另外兩處，請讀者找出來。

這大慨是使徒保羅的寫作手法。仔細看過這些經文的上下

文，立刻就可以看到，每個「斷乎……」之前的一句都是

一個問句。《聖經》中文和合本中沒有問號，通常用都是用

句號，加上「麼」或「呢」來表達這句是一個問題。很少

用「嗎」，為何？不過所有其它近代的中文譯本都已改用問

號。這些問句，緊接著用「斷乎不…」或「斷乎沒…」，是

一種修辭性的疑問句，答案是確定的，就是「否」。讀者或

聽者不需要回答問題，因為答案己經肯定了；讀者或聽者

不可以有別的答案，因為答案己經包括在問題中。舉一段

最常引用的經文，《羅馬書》6 章 15 節：「這卻怎麼樣呢. 

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麼. 斷乎不

可。」意思是說，在恩典中肯定不可以犯罪。修辭性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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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救恩，若你從未信靠耶穌，願意你今天就決志，今天

就把握機會，打開心門，邀請主進來，成為你個人的救主。

盼望你今天就相信並得著救恩，今天就領受永恆的生命！ 

 

 

 

 

 

 

 

 

——神是客观存在的，不依附我们对他所存的

任何概念。我们的心灵并没有创造一个敬拜的对

象。重生的那一天，它从沉睡中转醒过来，就发现

在自己面前有一位神。

——神是灵，只有重生的人的灵才能真实的知

道神。在人的心灵深处必须燃着这种灵火，不然的

话，他的爱就不是神的真爱。

——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宝座，是除了神以

外没有别的东西配得占据的。在人的里面是神自

己，在人的外面是神所倾福赐下的无数美物。

——神愿意我们进到他面前，并且一生都在他

面前生活。这是实际的经验，不止是一种应当遵守

的道理，乃是每一天，每时刻可以享受到一种生

活。

——若是我们信从圣经的真理，走在它的亮光

之中，就必须除去忽视属灵实有性的恶习。我们必

须把兴趣从看得见的提高到看不见的，因为那最伟

大的看不见的实有就是神。「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来

11:6） 
——基督徒的生命根深之处，相信那看不见的

世界。基督徒信心的对象，就是那看不见的实有世

界。

（摘自陶恕《渴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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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果你还是觉得你的理念比较对，你可以去请教你周

围的属灵长辈（灵命上的长辈不一定信主比你久），如果你

还是有存疑，你可以祷告神，求神给你启示。不一定别人

的都是对的。他说可以自修的时候，我想起了台湾的教育

部长王云五，小学都没毕业，就靠自修当上教育部长。我

也可以，但事实上我不是王云五，自修了一段时间《圣经》

就修不下去了。因为时间太少，工作太忙，但心里却一天

天的更厌恶作生意。很想去读神学院，但我的经济能力不

允许我回台湾或美国读神学院，若在阿根廷，我的西班牙

语又不够好（没正式学过西班牙语，虽然说得不太差），所

以心里蛮痛苦的。 

同年三月，有一位从香港来的林大卫牧师，在我们教

会呆了一个月。我找了个机会把他请到家里来吃中午饭，

想借此机会与他研究，我想放下工作来服事神，到底是神

的呼召，还是我的一厢情愿。一方面我相信若是神的呼召，

神一定要负责我的生活和我的服事工场；另一方面我又希

望我的弟弟、弟媳听到我想念神学院，他们能在经济上支

持我。没想到一吃完中饭，他们就跑去睡觉了。我将自己

自信主以来的见证分享给林牧师听，他听了之後对我说，

这是神的呼召。但我告诉他，我没有经济能力回台或去美

国的（台语）神学院念书。他建议我去念当地的神学院，

我告诉他不行。这时，大姪女来问我一些问题，是用西班

牙语说的。之後我还对她说，在客人面前说客人听不懂的

话是没礼貌的。林牧师认为我的西班牙语不错，可以上当

地的神学院。当时我对牧师说，不行，我的西语不行。但

他说，你说得跟外国人一样。我对牧师说，那是因为你听

不懂西语，所以你认为我说得不错，其实文法是不行的。

但牧师还是鼓励我，我被他的鼓励及褒奖冲昏了头，就申

请阿京神学院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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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LIFE JOURNEY AFTER 
TAIWAN 

By Pastor Jane Yang  
Translated by Stanley Kwan 

A Head-On Blow and a Calling 
At the end of February 1987, mother and I returned to 

work in Buenos Aires from a vacation in Taiwan. One day, a 
customer walked in and saw me. He started teasing my nieces, 
saying that it was their turn for a vacation. The eldest one 
replied by saying that they were broke because I had spent all 
their money in Taiwan. I could hardly comprehend her response. 
Perhaps they were only teenagers, but the statement was hurtful 
and it was a head-on blow. I was disappointed and became 
resentful. At the age of 43, getting married was not my priority, 
let alone having children at this stage. My nieces would be the 
sole beneficiaries of my belongings and wealth after I passed 
away. Would they be thankful and remember my kindness? I 
did not know; then why should I be so thrifty while I was living. 

From that day on, I became more spiritual. Instead of 
working hard, studying Bible became my priority.  

In the summer cam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llowing year, 
I met two Elders from the US. They were our leading pastoral 
workers at the camp. One day, I had an opportunity to talk to 
one of the Elders, Elder Chen. The conversation was on how to 
better study the Bible. I explained to him that my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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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沒有甚麼形容詞可以更適當的說明這救恩是何等

的大，所以聖經就只說：「這麼大的救恩」，如果神的救

恩之大是人無法形容的；那麼，忽略這麼大的救恩的罪，

也是人無法想像之大的。 

一般來說，人所忽略的是不關重要的小事，而對重大

的事則格外重視。然而這麼大的救恩竟然會被人忽略，實

在是可惜又可悲。聖經說，[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

罪呢？]我們要知道，「忽略」並不是反對或攻擊；「忽略」

只不過是輕忽、不在意、不相信而已。我們對神的救恩，

雖然只是忽略或不信，也不能逃罪。因為人忽略救恩，就

是拒絕救恩，是藐視神的大愛和主耶穌為罪人受死的功勞。

所以現今罪人若滅亡，不再是因為他的犯罪，而是因為他

的不信。 

其實，我們不難明白為甚麼聖經說，忽略救恩的人，

不能逃罪。因為忽略神的救恩的人，沒有耶穌為他們贖罪，

就要自己擔當一切犯罪應受的後果，無法躲避神的審判。

忽略救恩的人實在是捨棄了神的恩典，選擇要承擔自己不

用承擔，而且又是自己擔當不起的罪。 

的確，人不能自救，但這已經不是問題，因為現今人

不再需要自救了。主耶穌已經取代了你我本該被定罪的地

位；罪的代價主已經在十字架上為我們付清了，並且以大

愛呼召我們到祂面前。我們不必再為自己的罪沉淪，我們

可以接受神的恩典，倚靠耶穌基督，也唯有倚靠耶穌基督

才能得到救恩，除此以外，別無拯救。 

親愛的朋友們，因為神豐富的恩典，得救不再是[能不

能]的問題，而是[肯不肯]的決定。人若肯，神就能；得救

是人肯不肯相信，有沒有接受神的救恩的問題。所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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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信靠祂，承認惟有祂能拯救我們。相信也是接受救恩

的惟一條件，就是我們只要憑信心接受，就可以得救。所

以，凡相信的人，神就一定拯救，不能不救，更不會不救。 

『不至滅亡』是最偉大的拯救，耶穌為世人的罪死，

使信的人因祂的救贖免去永死。 

『反得永生』，『得永生』就是『得救』，意思是

『得著永遠的生命』，得以免去永遠的沉淪。這是神賜予

世人最偉大的盼望，也是那最偉大的轉變。耶穌從死裡復

活，勝過死亡的權勢，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滅亡，並且要

復活，進入永生。[永生]並不是延續這痛苦、會朽壞的生

命，永生乃是以榮耀，不朽壞的生命活到永遠，且要永遠

與主同在。 

這就是神為世人所預備，所完成的救恩。神的救恩已

經成就了，神也向世人發出了救恩的呼召了。 

有[講道王子]之稱的司布真牧師有一次被邀請到一個小鎮

講道。他平時很準時，從來不會遲到。但是那天火車壞了，

所以他遲到了，而且遲到了很多。他到的時候看見台上有

一位老人家在講道。那傳道人是他的爺爺。他的爺爺一看

到他就向會眾宣布說，我的孫兒到了。然後對司布真說，

[你上來講，因為我知道你能比我把福音講得更好，但是你

卻不可能講一個更好的福音]。 

再說一次，司布真的爺爺對他說的是：[你能比我把福

音講得更好，但是你不可能講一個更好的福音]。這位老傳

道人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世上沒有更好的福音，世上沒有

更偉大的救恩可以傳講了。所以聖經說：[我們若忽略這麼

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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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not allow me to study full time in the seminary. Elder Chen 
encouraged me to do self-learning. The first step is, to read the 
Bible onc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This would allow me 
to have a concept of its content. Following that, there should be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Bible, without reading any reference 
books. This way my understanding would not be affected by 
other interpretations. Then do a second detailed study but this 
time include other reference books. In the situation when my 
understanding was different or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with the 
others ( reference books ), Elder Chen suggested me to consult 
with the other brothers, sisters, and pastoral workers in the 
church. This should help me to eliminate a lot of confusion. 
Finally, praying for God’s direction would also help to clarify 
any misunderstanding. 

Elder Chen’s suggestion reminded me of the Taiwanese 
Education Minister Wang Yun Wu. He was only educated to 
primary school level, but his determination and self-study led 
him to the highest position in the Taiwan Education Ministry. I 
believed I could learn from Minister Wang. I followed in his 
footsteps. However, after a while, I lost my perseverance. Free 
time for me was never enough. I was always pre-occupied by 
the store business. Often, I was tired. Still, my interest in 
attending the seminary never subsided. My financial situation 
did not allow me to go to study in either Taiwanese or US 
seminaries. Staying in Argentina, my Spanish language was my 
biggest handicap.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could manage to 
engage in the daily conversation, my Spanish was not sufficient 
to attend a seminary here. My circumstance was such that I 
could hardly find any peace at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n March, Pastor Lin spent a month in our church.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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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 from Hong Kong. One day, I got an opportunity to invite 
him to lunch in our house. My intention was to consult with 
him if it was God’s calling for me to attend the seminary. I 
always believed that God would perfectly arrange one’s 
livelihood if He calls upon someone to serve Him. I also wanted 
brother and sister-in-law to be there since they might know 
more and could provide me some assistance if I decided to 
proceed with my studies. To my disappointment, they did not 
even stay at the table after lunch. I explained to Pastor Lin the 
situation and my interest in attending a seminary. He assured 
me that it was Lord’s calling. His suggestion was to study in 
Argentina. He saw my Spanish as sufficient for proper 
schooling. I found it ridiculous for Pastor Lin to say so because 
he only heard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e and my niece. He 
continued to encourage me to put forward an application for the 
seminary. Finally, I followed his advice. 

 

 

 

 

 

 

 

 

——我不想知道，神凭着他那统管万有的权

柄，要在这世界上兴起什么事，但是神要怎样对待

寻求他面的儿女，这是我所知道，也能够告诉人的

事。任何人只以诚实的心灵归向神，只要开始操练

敬虔的生活，只要籍着信靠，顺服和谦卑的态度，

发展这种属灵感受性，他所得到的，必定超过他在

贫乏软弱中，所盼望得到的福分与喜乐。 

——任何人都不必贫穷，他若愿意，可以把耶

稣作他的产业，为他所占有。任何人都不必沮丧灰

心，因为耶稣是天上的喜乐；他最乐意进入忧伤的

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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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的愛子主耶穌降生的時候，有天使宣告說：

[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

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 2：

10-11] 

神滿有恩典，賜下祂的獨生愛子，是為了救贖我們。

所以聖經說：[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

免，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弗 1：7] 

這節經文多方面凊楚說明了神的救贖： 

(1) 代價：「藉這愛子的血」，表明神的愛子流血受死，

乃是為了擔當世人的過犯和罪孽，為要成為我們的

贖罪祭。神拯救我們不是因為我們的行為或善行，

乃是因為主耶穌的寶血，惟獨因為祂兒子的寶血。 

(2) 意義：「得蒙救贖」是指我們從原本被神定罪、從

原本應該受罪刑的地位上，因為主耶穌用祂的寶血

作代價而買贖回來，叫我們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3) 結果：「過犯得以赦免」，赦免的根據是主的救贖，

因為沒有救贖就沒有赦免。神的救贖使人得自由，

不是援刑，而是免刑；不是保釋，是無罪釋放，是

過犯得以赦免，使罪人從罪中得到榮耀的釋放。 

(4) 原由：「照祂豐富的恩典」，說明救恩是出於神的

恩典。神救贖世人的奇異恩典何等豐富，何等全備。 

『叫一切』就是神發出最偉大的邀請；這是一個完全

沒有限制的邀請，這是神給世上每一個人的邀請。 

『信』是最偉大的簡單，人甚麼事情都不需要作，只

要相信就可以得救。相信不單是理智上承認耶穌是神，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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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忽略救恩 
林恩泉長老 

聖經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將神無比的愛，偉大的救恩，

描述得淋漓盡致。[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神愛世人』是以那最偉大的愛，神的愛，去愛最偉

大的數目，世上所有的人，不分種族，不分男女老幼，不

分貧賤富貴。所有的人都包涵在神的愛中，正如奧古斯丁

所說：「神愛我們每一個人，彷彿把我們當作只有一個人

似的去愛我們。」而且神的愛是無條件的愛；神愛我們，

不是因為我們良善可愛，更不是因為我們配得愛，而是因

為祂是愛。聖經說：[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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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作罪人的時候』是指我們還在行不義的事、我們

還是與神為敵，還虧缺神的榮耀的時候。耶穌基督就是在

世人這樣頂撞神的光景中，竟然來為我們死，為我們這些

全然不配的世人付出極大的救贖代價，神的愛就在此向我

們顯明了。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是神以那最偉大的程度，付出

那最偉大的犧牲：祂的獨生愛子。「甚至」的意思是說，

無可比擬，不可思議，無法測度。 

『賜給我們』是指神最偉大的行動，甚至把祂的獨生

子賜給世人，為世人捨命流血，作多人的贖價，為要救贖

世人。這是神的恩賜，是禮物，是白白給予的恩典。 

先知以賽亞在主耶穌降生的七百多年前就已預言說：[有一

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賽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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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恩堂通訊 

中文堂 

1. 宣教部與團契部將於 6 月 20 日（週六）晚上舉辦父親節

聚餐及聚會活動。6:00pm 開始一家一大菜的聚餐活動，

7:30pm 開始聚會。歡迎參加！ 

2. 教會將於 7 月 13-18 日舉行兒童暑期聖經營（VBS）；歡

迎 6 - 10 歲孩童的家長們為您們的孩童預留時間報名參

加。 

3. 教會將於 8 月 7-9 日舉辦全教會中英文堂夏令營，地點

為 villa de Brome；今年營會主題定為『主內一家』，

特邀講員是 Dr. Rev. Kelvin Friebel；已經開始接受

報名，晨鳥優惠截止日期為 6 月 14 日，報名截止日期為

7 月 26 日；  請弟兄姐妹闔府報名參加，並為此活動禱

告。也歡迎邀請朋友參加。 

英文堂 

1. 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的 Ecclesia 英語團契由約瑟團，

約書亞團和真理騎兵團三個為不同年齡層的年輕朋友創立

的團契組成。 

2. 約瑟團是我們最新創立的少年團契，如果你正在上小學五

年級，六年級，或是剛剛進入中學，我們歡迎你成為我們

的一分子！約瑟團每個月兩個星期六晚上開展團契活動，

內容豐富多彩，包括唱詩歌，主題討論和趣味遊戲。 

3. 約書亞團是由一群高中和 CEGEP 學生組成的團契。聚會時

間為每週六晚。約書亞團是一個交流，認識新朋友和認識

上帝的好地方。團契內容包括春令營，戀愛講習班，棋盤

遊戲等等。歡迎參加! 

4. 真理騎兵團(TNT)的成員以大學生和剛剛加入工作的年輕

人為主。團契的聚會時間為每週五晚上。內容包括不同主

題的講習班和宣教活動等等。如果你也想成為一個充滿活

力的真理騎兵，加入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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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恩堂每週聚會一覽表 
聚會類別 聚會時間 

主日崇拜(國/粤) 週日 2:30 PM 
主日崇拜(英語) 週日 2:30PM 
主日學(成人) 週日 12:45PM 
主日學(兒童) 週日 2:30 PM 
主日學(英文) 週日 12:45PM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PM 
香柏團(普通話)第二週 週四 10:00AM 
福樂團(樂齡) 週五 10:00AM 
頌恩團(廣東話) ( 除第一週外) 週五 8:00 PM 
恩雨團(普通話)( 除第一週外) 週六 6:30 PM 
利百加婦女團契(廣東話)第一週 週六 2:00 PM 
TnT 真理騎兵團(英語) 週五或週六

Josiah青少年團契(英語)第二/四週 週六 7:30 PM 
Joseph 少年團契(英語)第一週 週六 7:30 PM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二 10:00AM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六 10:00AM 
小組查經(普通話) 第一週 週六 7:30 PM 
信心小組(普通話)第一/三週 週五 7:30PM 
福音小栈(普通話)第二/四週 週五 7:30PM 
姐妹小組查經(普通話)第二/四週 週六 4: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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