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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嬰孩，一子，你 
林恩泉長老 

先知以賽亞在耶穌降生前七百多年已預言：「有一嬰

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 9:6）先知又說：「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

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賽 9:2） 

這是因為一個嬰孩的誕生所帶來的結果，幽暗的時代

要過去，拯救要從那位救主的降臨而來。主耶穌是真光，

主的降生是將光照在黑暗裡，要顯出世人在罪惡權勢中的

真像和光景，為要救人脫離黑暗，進入光明。 

光代表掃除黑暗的能力。聖經說：「光照射黑暗，黑

暗從沒有勝過光。」[約 1:5] 在第一個聖誕節，主的榮光

四面照射。藉著主耶穌的誕生，神展開了驅逐撒但，消滅

罪惡的拯救。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神以一

個嬰孩的誕生，做為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主降生前稱為公

元前，也就是主前[Before Christ,B.C.]。主降生後稱為

公元[Anno Domini,A.D.]。這是拉丁文的耶穌紀元，成為

全世界的公認歷法。 

兩千多年前，耶穌基督降生，成為人類歷史的分界線，

結束了舊時代，舊年代，帶來了新的時代，新的年代，目

的是要拯救全人類。這是神的奇妙計劃。 

在十字架上，主將自己的靈魂交在父神手中之前，他

說：[成了]。主所成就的，就是最偉大的[棄舊更新]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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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使人因為信靠祂而脫離黑暗，進入光明，從罪中被釋

放，得享自由，進入一種新的地位，成為神的兒女。所以

說：「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

人有光照耀他們。」 

一個嬰孩出生的時候，作父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給嬰

孩起名字。嬰孩的名字使他與別人有所分別，名字也代表

父母對嬰孩的期望。 

耶穌的名字是神藉著天使給他取的。天使對馬利亞說：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祂起名叫耶穌。」[路 1:30-31] 

天使又對約瑟說：「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祂要將自己

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太 1:21] 耶穌不但有名字，

而且有五個名稱；先知以五個名字稱呼那將要降生的嬰兒

耶穌，足以清楚說明主的身份和使命。 

主耶穌第一個名稱是[奇妙]。主耶穌有奇妙的身份，

奇妙的職份。 

1） 奇妙的身份 

主耶穌是一個嬰孩，又是一個兒子。這兩個名詞顯然

不是同義詞，而且是標明兩個不同的[事實]。有一嬰孩為

我們而生，說出主耶穌是 [人子] ，祂是人，是馬利亞十

月懷胎生下的嬰孩，逐漸長大成人，祂有充份的人性；有

一子賜給我們，說出主耶穌是[神子]，祂是神的獨生子，

祂有神的生命，所以有十足的神性。主耶穌有奇妙的身份；

祂是[以馬內利]，祂是神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當中。 

2） 奇妙的職份 

聖經說：“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政權]表示祂

有國度，表示祂是君王。主的降生是為準備天國，祂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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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是為要實現天國在地如在天。基督是神應許的[彌賽亞]，

祂要作王。基督再臨時要帶同教會到地上建立天國，也就

是那稱為[主基督的國]。基督在地上執掌王權，教會也[要

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啟 19:15]。兩千多年前降生的主

耶穌被稱為[馬槽聖嬰]，再臨的主基督將被稱為[萬王之

王]。 

耶穌第二個名稱是[策士]。策士也是導師，任務是指

導，教訓。這位稱為[奇妙] 的救主耶穌，他的教訓使人希

奇。聖經說，當時聽耶穌講道的人[都希奇祂的教訓，因為

祂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太

7:28-29]路加福音記載：[他們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

話裏有權柄。][路 4:32] 

主耶穌第三個名稱是[全能的神]。全能是對神的能力

的形容詞，表示神的能力完全無缺，無所不能。[全能的神]

這名字著重在主的能力。主有能力救我們脫離一切的軟弱，

使我們變為剛強。 

主並沒有應許除去一切的軟弱，主乃是以祂的能力在

人的軟弱上彰顯出來。因為軟弱的存在，主就加增能力。

可見主給我們的另一種祝福，就是讓我們可以在軟弱中支

取主完全的能力，經歷主的全能，認識祂是全能的神。所

以我們不怕軟弱，只怕不認識主的全能，不信靠主的能力。 

主耶穌第四個名稱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這名字

著重於主的永恆性，也說出聖父和聖子的[完全合一]；[子

在父裏面，父在子裏面]。 

主耶穌說過：「我與父原為一。] 主說這句話的時候，

祂是在地上作人。但是主在未有世界以先，就與父同享榮

耀。主本來是在天上，與天父同尊，同榮，同權，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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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與子兩者並沒有分別。 

主耶穌第五個名稱是[和平之君]。主降生時，天使和

天軍報佳音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

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因為主耶穌的降生，在地上平安，要歸與祂所喜悅的

人！這句話不是說平安只是為神所喜悅的人預備的；這句

話的重點在於說明神賜平安的結果。神是平安的賜與者，

我們是領受者；我們乃是因為相信耶穌，接受神藉著主耶

穌的誕生所賜下的救恩，就成為神所喜悅的人，得到神所

賜的平安。也可以說，人得平安就是得到神的喜悅，人得

到神的喜悅就有平安。 

以上所有這些主耶穌的名稱所隱含的力量和應許，都

聚在這一位從天誕生的嬰孩、都在神所賜下的兒子身上。

聖經說，「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裏面居住。」 

先知以賽亞預言這段希望的信息後，再加上神的應許

說，「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所以在兩千多年前第一個聖誕節，天使對牧羊人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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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神藉著天使的宣告：預言已經應驗了！ 

這位奇妙的救主是[耶穌]，祂要救我們脫離罪惡。祂

是[以馬內利]，祂要與我們同在。祂是[策士]，祂要引導

我們走到父神面前。祂是[全能的神]，祂要救我們脫離軟

弱。祂是[永在的父]，祂昔在，今在，永在，永遠不變，

祂永遠不會離棄我們。祂是[和平之君]，祂使我們能夠與

神，與人都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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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聖誕節，我們常常互送禮物，交換禮物。神也為

人類預備了一件最好的禮物，就是神藉舊約先知所預言啟

示：「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這個[賜]

字，意思就是作為一個禮物贈送給我們。到了新約，約翰

福音 3：16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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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說到，神是

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世人。為了拯救世人，神將自己的獨

生子當做最寶貴的禮物[賜]給我們。聖經說明：「除他以

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

可以靠著得救。」[徒 4:12] 

聖嬰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已經降生，神已賜下祂的獨生

愛子。但是我們接受了沒有？這是我們每一個人要親自回

答的問題。 

親愛的朋友，如果你從來沒有從心中相信耶穌是為你

而生，如果你還沒有接受神的兒子是賜給你的，希望你能

接受神所賜給你的禮物，把這位救主接到你的心中，成為

你個人的救主。 

希望今年你不只是知道有一嬰孩，不只是聽說有一子，

最重要的是，也要有[你]在當中。希望聖經對主耶穌的預

言和宣告都成為你[個人] 大喜的信息，真正與你有切身的

關係，希望你真能夠從心中說出，「感謝主，是的，有一

嬰孩為我而生；有一子賜給了我！」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

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

的父、和平的君。       ——以賽亞書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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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讀聖經（十三） 

 

聖誕詩歌 
甘志聰牧師 

聖誕節期間，向大家介紹《路加福音》前兩章耶穌誕

生敘事中的四首聖誕詩歌：馬利亞的尊主頌（Magnificat，

路 1:46-55）、撒迦利亞的救恩頌（Benedictus，路 1:68-

79）、天使的榮耀頌（ Gloria In Excelsis，路 2:14）、和西

面的西面頌（Nunc Dimittis，路 2:28-32）。這四首詩歌是

用當代猶太詩歌格式寫成，亦有以色列人詩篇中的讚美詩

的風格。請看《路加福音》中的描述。 

尊主頌（Magnificat，路 1:46-55） 

馬利亞說： 

我心尊主為大， 

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 

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為聖。  

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正心裡妄想，就被他趕散了。  

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  

為要記念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施憐憫，直到永遠， 

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  

救恩頌（Benedictus，路 1:68-79） 

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 

為他們施行救贖。  

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  

（正如主藉著從創世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  

拯救我們脫離仇敵，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  

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念他的聖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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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對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他。  

孩子阿，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 

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豫備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榮耀頌（ Gloria In Excelsis，路 2: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西面頌（Nunc Dimittis，路 2:28-32）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豫備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尊主頌（Magnificat ）用希臘經文第一個字「為大」命

名。詩歌的第一節（路 1:46-47）用希伯來詩詞的對聯式寫

成：我心與我靈、為大與為樂、主與神、主與救主；詩歌

第三節（路 1:52-53）中的權柄與失位、卑賤與升高、飢餓

與得飽、富足與空手。「我心尊主為大」起碼指出兩個直

接的意思：我的心有很寬大的地方讓主居住，或我常常把

主在我心中放大。值得我們在聖誕節期間多作反省。亦因

此，我靈裡有喜樂，以致能唱出讚美詩。如同哈拿在《撒

母耳记上》1 章 11 節的禱告，馬利亞因謙卑順服而蒙福

（路 1:48）。詩歌接著引用詩篇 126 章 3 節，103 章 17 節，

89 章 10 節，107 章 9 節，98:章 3 節來講述神怎樣施展祂的

大能。記念救主降生，就是要思想祂的自我降卑、道成肉

身、順服上帝，使人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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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頌（Benedictus）或以色列頌（詩歌經文第一個字）

有兩部份。第一部份（路 1:68-75）是彌賽亞式的頌歌，表

述神救贖的應許如何藉彌賽亞實現；第二部份（路 1:76-79）

是描述施洗約翰的身份和工作。神的救贖包括眷顧（路

1:68）、角（力量，路 1:69）、先知所說的（路 1:70）、

脫離仇敵（路 1:71）、施憐憫（路 1:72）、記念聖約（路

1:72）、被救出（路 1:74）、罪得赦（路 1:77）、知道救

恩（路 1:77）、憐憫（路 1:77）、日光臨到（路 1:78）、

照亮死蔭裡的人（路 1:79） 、平安（路 1:79）。這都是我

們在聖誕節期間要思索的。 

  榮耀頌（Gloria In Excelsis）中的第一句，「在至高之

處榮耀歸與神」，被很多後來的詩歌引用作為歌詞，如

《天使歌唱》。至高之處當然是神的所在，亦當然自有神

的榮耀。為何還要榮耀歸與神呢？人的肉眼不能直接看見，

聖誕節期間記念的，是耶穌降生把神顯明出來，就是將榮

耀歸與神，使人認識神。要認識神，才有平安。末世景象，

到處戰亂，世態炎涼，道德墮落，罪惡滔天，今日的人最

需要是與神和好，心有平安。 

  西面頌 （Nunc Dimittis）是西面頌唱的詩歌。年老的

西面有聖靈的同在（路 2:25）、啟示（路 2:26）和感動

（路 2:27），用手接過耶穌來（路 2:28），便稱頌神，使

他看見神的救恩（路 2:30），再述說耶穌是：為萬民豫備

（路 2:31）、照亮外邦人（路 2:32）、神民的榮耀（路

2:32）。耶穌從猶太人出來要拯救以色列人，也要拯救外

邦人，即是耶穌要拯救萬民。 

今天的聖誕節己經被商業化和物質化了，或只是各人

回家相聚的機會。但是筆者願藉本文鼓勵大家讀《路加福

音》，尤其是前兩章，並其中的四首詩歌，再次記念耶穌

的降生。祝大家有一個有意義的聖誕假期。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詩篇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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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聖誕節』如何能快樂？ 
十二月下旬了，全世界許多地方的人們又要慶賀聖

誕 了 。 走 在 街 上 ， 處 處 可 見 聖 誕 快 樂 （ Merry 

Christmas）的文字、圖案或飾品。聖誕節前夕被稱為

「平安夜」，可以説是普世歡慶的日子。但是也許你還

不知道，這同時也是許多人酗酒、狂舞、犯罪、縱

情……比平常更多的日子。照理說，這絕不是慶祝基督

誕生該有的情形；這似乎是「犯罪夜」，而不是「平安

夜」。據統計，這一夜因著人們的放縱與狂歡，犯罪事

件與意外的悲劇遠高於其它日子。如此一來，聖誕節如

何叫人快樂得起來呢？  

既然這一天已經普遍性地影響了世人的生活，無論

您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都該明白這個日子的真正意義

呢？筆者試著從聖誕節起源的歷史、時間、與人類的關

係作初步探討。瞭解真義，『聖誕』才真能快樂。 

耶穌降生的時間爭議 

聖誕節(Christmas)本意是為記念、慶祝主耶穌的

誕生。大多以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誕生紀念日，十二月二

十四日則為平安夜(Christmas Eve)。因爲一些不同的

原因，在一些不同的群體，這個日期也有一些不同，只

是今天，十二月二十五日已被全球大部分地區的人們認

可和採用。其實，這個節慶日在第四世紀以前並沒有，

可見初期的教會並不過這樣的節慶日。根據聖經《路加

福音》第二章中的記載，我們知道主耶穌降生的那日，

有天使向伯利恆城外的牧羊人顯現，並向他們宣佈主耶

穌降生大好的信息，他們就進到城內證實了這事，並將

這信息傳開。但是，今天的氣象告訴我們，巴勒斯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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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從十一月到隔年三月是隆冬之日，沒有人把羊牧放在

野外，乃是放在羊圈內過冬。由此可見，主耶穌不可能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降生，這是確定的。 

那麽，十二月二十五日是怎麽來的呢？我們查看中

國的農曆，十二月二十五日總是冬至之後的幾日，也就

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幾日之一。早期敬拜太陽神的人們，

認爲自二十五日以後白天就漸漸長了。所以，他們在世

界各處就以此日為太陽神的誕生日，並且所有羅馬公民

都盡情狂歡作樂，是個普天同慶的大日子。 

十二月二十五日又何以成為耶穌基督誕生的紀念日

呢？因為這原本是羅馬帝國慶祝太陽神日子，也是一年

中晝長夜短的開始，象徵光明戰勝黑暗。直至主後 313

年，東羅馬的君士坦丁大帝，因仗靠十字架而統一了羅

馬帝國，皈依了基督，且定基督教為國教。因他信仰上

的轉變，決定取消羅馬傳統的太陽神節，而將那天改為

記念耶穌降生的日子。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智慧，也是

他在信仰上的見證。可惜的是，君士坦丁未能完全禁止

國人狂歡作樂的壞習慣；風俗習慣到底不易改變！這也

反映世人罪性不易移的真理。若非神的大愛與憐憫，十

字架的救贖方法，有誰能自救呢？歷史記載，在十七世

紀那些乘五月花號到美國的清教徒，最初遷到美洲後，

曾一度嚴禁信徒慶祝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聖誕節，參加的

人會被革出教會。但在歐洲移民增加後，這聖誕的慶祝

再度復現。今天的美國人，對這禁令早已忘記，再也不

提。那曾以基督教立國的美國，今天變成怎樣？不少的

人已把聖經的話拋於腦後了，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

世人的心中，這節日已成為商機的代號。上主不將這個

日子記載於聖經中，相信有祂的美意，值得我們反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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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可以說，聖誕節、聖誕老人、聖誕樹等，都不是聖

經所記載或啟示的，而是出於人的想法。 

1． 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中國古時，常以帝王名字稱其年號，誰稱帝作王，

就用誰的年號。帝王換了，年號也就改了。如今世界各

國都用耶穌降生為紀元，為年號。這表示耶穌是舉世公

認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耶穌降生對於世界的影響，人類歷史上無人出其左

右。以其出生為全世界共同的年號，表徵耶穌的來，帶

來了人類的新紀元。在英語裡「紀元前」是用「B.C.」

來代表，「紀元後」是用「A.D.」代表；「B.C.」是

「 Before Christ」（基督前）的首字母縮寫；而

「A.D.」則是拉丁文「Anno Domini」（Anno 是年，

Domini 是主的意思，意即主的年份）的縮寫。所以，西

元紀年制，過去也稱『耶穌基督紀元』。這正應驗了天

使報信時所說的，救主降生，是關乎萬民的。所以如今

全世界都用祂的年號。 

2． 聖誕不是用來紀念的而是用來傳揚的 

在聖經《路加福音》第二章，記載了主耶穌的降生。

當時有天使說：『看哪，我報給你們大喜的好信息，是

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聖經裡找不到一處經文要人慶祝所謂的

聖誕節或紀念祂的誕生，卻是要人將主耶穌來臨的信息

傳揚出去。因為這信息是關乎萬民，是給全人類的大喜

信息。所以重點不該是過聖誕節，而該是傳揚耶穌降生

所帶給萬民的救恩。 

3． 降生比誕生達意 

保羅在《提摩太前書》一章說到耶穌的出生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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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特別的詞，『降世』。他說：『基督耶穌降世，

為要拯救罪人。』這表示主耶穌的降生與歷史偉人的出

生是有分別的。『誕生』用於對偉大人物出生的尊稱；

而普通人則稱為『出生』。但主耶穌的出生是神成為人，

從天來到地上，將神帶進人裏面，並將神性帶進人性裡。

所以，降世或降生應該是主耶穌獨有的尊榮。 

4． 祂來為什麼？ 

當敬虔的西面在聖殿裡第一次看見嬰孩耶穌時，他

就說：『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

前所豫備的，是啟示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

耀。』這段話清楚說出主耶穌來到世上，是預備給萬民

的救恩。使徒保羅也曾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

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受的。』表示耶穌

的降生，確確定定的目的就是為著拯救人，成為世人的

救恩。 

5． 如何能快樂呢？ 

有一首第三世紀時流傳的詩歌說：『基督雖能千回，

降生於伯利恆，若未活你心內，救恩仍是無成。』所以，

『聖誕』要真能『快樂』，就是這首詩歌所說的，關鍵

在於基督生在伯利恆呢？或是生在您的心裡？基督即使

能夠一再降生於伯利恆，這如同人類十幾個世紀以來，

千千萬萬次的慶祝與紀念。但無論如何慶祝基督的誕生，

縱然參加過再多次的聖誕晚會，這一切都不能成為你的

救恩，不能成為你心中的歡喜快樂。唯有當基督活在你

心內，耶穌真正誕生於您的心房；當世人接受祂為救恩，

接受祂作人生的新紀元時，就真能恭祝您：『聖誕快

樂』。 

（摘自水深之處福音網，並參考金燈臺網站相關文章改編） 

http://www.luke54.org/view/31/3219.html
http://www.luke54.org/view/31/3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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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禮勿忘！ 
方滔 

我有一個男病人，68 歲，兩年前移民來美國，在唐

人街餐館洗碗，打雜，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他太太在

家中照顧三歲的孫女，夫妻二人非常疼愛這唯一的孫女，

看她如珠如寶。 

這個小孫女看上了鄰居小男孩的腳踏車（有兩個安

全小輪子的那種），價值 100 多美元。這對夫婦為了攢

錢給孫女購買腳踏車，半年前就開始放棄他們每月唯一

的娛樂─到茶樓品嚐「一盅兩件」。 

半年後，他們終於買下新腳踏車。幾經辛苦，托人

把單車送到兒子家附近，然後由爺爺親自推著腳踏車到

孫女家門口。那天剛好是孫女生日，門一打開，孫女見

到新車便喜得尖叫，接著便騎上車一溜煙騎進屋內。不

但沒半句多謝，連招呼也不打。留下爺爺呆站門外，有

點被拋下的傷感。 

聽完病人的故事，我很有感觸。我們豈不都像這個

小女孩，見了禮物便樂極忘形，忘記送禮物的人嗎？每

年聖誕節，人人都忙著購物、過節、送禮、度假。尤其

在今天反基督的美國，很多商店和賀卡都故意刪除

Christmas（聖誕）一詞，改寫 Happy Holidays 或

Season's Greeting（假期快樂、節日問候）。可是聖誕

節的來由是紀念耶穌基督降生，救贖世人脫離罪惡和死

亡啊！所以有些基督徒回贈一句：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耶穌是佳節的原因。） 

是的，送永生快樂大禮的是耶穌基督。耶穌才是聖

誕節的主角！ 

但願我們不要像這三歲小女孩，只知道逕自高興，

卻忘記那位愛你，並為你捨己犧牲的耶穌基督！ 

（摘自《中信》月刊 2015 年第 64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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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一种精神寄托吗？ 
惠苇 

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说，信仰是弱者的心灵拐杖。意思

就是，信仰是一种精神寄托。这也是大多数人的信仰观，

认为信仰是一种精神寄托或者一种心理安慰。许多人也是

这样看待基督教信仰的。 

不可否认，有很多人是因着心灵的伤痛，因着寻找精

神的寄托来了解基督教信仰的。但是，当他真正地认识了

上帝，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容之后，他会看到，信仰

告诉他的，是关于上帝的存在与救赎，关于这个世界和人

的真相。也许这样的认识会带来一些安慰，但其起点和内

容却不只是安慰，而是真理。就如圣经所说：“你们必晓

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基督徒的内心得到安慰，是在对这个世界有了从圣经

而来的，更清楚的看见之后的安稳。哪怕在狂风巨浪的海

面上飘摇，但仍相信耶和华坐着为王；哪怕苦难深重如约

伯，仍能看到，在一切的苦难背后，自己的生命仍掌管在

独一的宇宙之主的手里。即使无法完全解释苦难的缘由，

仍会得到安慰，因为这安慰是在基督里才有的安息

（Peace）。这，是深触灵魂的平静、喜乐与安稳，而不仅

仅是心理上的一种感受。 

圣经上说的安慰，都是从圣灵而来的，而不是人心中

暂时的舒缓，或者自欺欺人的假慰藉。当一个信靠上帝的

人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并且相信生命中的愁苦、罪、死

亡与不得安慰的根源，都能够因为认识上帝，因为被耶稣

基督救赎，而得到完全的解决。那么，还有什么快乐与安

慰能够与此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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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作家 C.S 路易斯所言：“寻找真理，你或许可以

找到安慰；但寻找安慰，你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

开始时你得到的是甜言蜜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得到

的是绝望。” 

愿每一个敏感与心灵忧伤的人，每一个想要得着真安

慰的人，都能来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说：“凡劳苦

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马太福音》11:28）     （摘自海外校園網站） 

 

孤寂的生命 
他生在一个偏僻的村庄，是一位农妇的儿子。

他在另一个村庄长大，在一家木工店里工作，直

到三十岁。后来，有三年时间，他成为巡回传道

人。 

他从未写过一本书，他从未拥有一间办公室，

他从未成家，或拥有一间房子，他没有念过大学，

他从未离开出生地二百哩以外，他从未做过那些

人们眼里与伟大相关的事情。他自己从未得过任何荣誉。 

三十三岁时，群众起来反对他。朋友弃他而去，他被

交给敌人，在审判时受人嘲笑，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且夹

在两个强盗之间。  

他在垂死之时，行刑者为他的衣服赌博，那是他在世

上惟一的财产。他死后，被放在借来的坟墓里，那是出于

朋友的同情。 

20 个世纪已然过去，今日他是全世界的中心，人类进

步的领袖。 

所有曾在世上行进的军队，所有航行的海军，所有国

会，所有曾经统治的君王，全数加起来，其影响力均不及

此一孤寂的生命——耶稣。（摘自詹姆斯·道森《心靈故事》） 



 

16 

 

聖經人物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耶穌基督降臨的

西面 
高平 

年年聖誕，聖誕

年年。每年聖誕節前

後的各樣商家促銷活

動，大家忙於準備各

種“聖誕禮物”，孩

子們也在各種濃密的

“聖誕氣氛”裡，遐

想著 “聖誕老人”

給自己送來心中所期

盼的“聖誕禮物”……。所有這一切，使人所思想的东西

都多過主耶穌，从而忘記了聖誕節的真正主人——救主耶

穌基督；更無暇使人靜下心來，思考上帝為全人類預備的、

最偉大最美好的禮物——耶穌基督降世爲人，所帶給我們

的一切。 

然而不管世事如何喧爭混亂，無論聖誕真義如何被人

忽視，仍有上帝的子民守候敬畏這日子。本期聖經人物，

讓我們從《路加福音》第 2 章 25 至 35 節所記載的經文，

來學習一位名叫西面的長者，看看是否可以從中喚起我們

重新思考和紀念聖誕的真意。 

經文記載西面住在耶路撒冷，是一位“又公義又虔誠”

的人，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耶穌基督的降臨。 

也許他並不知道這位要來的以色列的安慰者名叫耶穌，但

他卻深信，在其有生之年，必能親眼見到這位要來的彌賽

亞。為甚麼？因為他是位被聖靈充滿的人，得到聖靈的啟

示，知道自己在未死以前，必定看見主所立的基督。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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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靈的感動帶領下，西面進入聖殿，正遇到約瑟和馬利

亞抱着嬰孩耶穌進聖殿去獻祭。西面從 神那裏得到指示，

知道這位嬰孩就是他素常盼望的彌賽亞，於是他將嬰孩耶

穌接過來抱着。試想一下，當時西面的心情，他懷抱著自

己期盼一生的、是他用靈眼看見的、有史以來人世間從未

有過的生命，便禁不住稱頌 神，就是那著名的西面頌。從

西面對 神稱頌的這美麗的頌詞中，可顯示出他確實是位虔

誠人，始終如一地守望著耶穌基督的降生。當他親眼“得

見主的救恩”時，便覺心滿意足。因他守候耶穌降生這事

已成，足以隨時安然離世，不再需要守候。 

西面的頌詞重點指出主的救恩，有以下三個特徵： 

一．這救恩是為萬民預備的（31 節） 

歷世歷代以來，虔誠的猶太人盼望主的救恩來臨。以

色列人的先祖雅各，在臨終時如此祈禱說：“耶和華啊，

我向來等候你的救恩。”（創四 9:18）《詩篇》中亦有一

位詩人這樣說：“耶和華發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

顯出公義。記念他向以色列家所發的慈愛，所憑的信實。

地的四極，都看見我們神的救恩。”（詩九 八：2-3）神

的救恩不單為那些虔誠的猶太人而設，亦不單為以色列民

而設，乃是為普天下萬民而設的。當天使報佳音給一班在

野地裏牧羊的人聽的時候，也會提及這大喜的信息是關乎

萬民的（路二：10）。 

 “救恩是為萬民預備的”這觀念，是路加福音的特點

之一。有兩個詞是必須小心分辨的：（1） universality 

即是為萬民預備的，及（2） universalism 即是全人類都

會可以得救；但這並不等於全人類都自然而然地得救。保

羅說得很清楚：“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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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一：16）也就是說，雖然主的救恩是為萬民預

備的，但只有那些願意相信，接受耶穌基督爲主的人才可

以得救。即然這救恩是為普天下人類預備的，信徒就有責

任去向人宣講主的救恩，使更多人聽聞主的救恩，以致相

信得救。聖誕節是最好傳福音的機會。我們可以在拜訪親

友時與他們談談聖誕的真義。耶穌的福音是為普天下人預

備的，但唯有聽聞主福音而相信的人方可得救，那麼信徒

傳揚主福音真可謂責無旁貸了！ 

二．這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32 節〉 

 “外邦人”即非以色列人的民族之統稱；“外邦人”

亦代表不屬於耶和華的人，他們被黑暗籠罩着，因為他們

不能見到真光。這個“黑暗”是“無知，罪惡與痛苦”的

表徵。如今，因為耶穌基督的降生，耶穌成為照亮外邦人

的光。馬太亦節錄以賽亞先知的說話，證實耶穌基督乃是

照亮外邦人的光：“西布倫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

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

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着他們。”

（太四：15-16） 

耶穌基督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這“光”是“生

命、成長、知識和喜樂”的象徵。今日，我們這班本來不

是屬神的外邦人，因信耶穌基督成為亞伯拉罕的子孫，與

亞伯拉罕一同得福。不過信徒須知道，今日 神拯救我們，

不單要我們享受永生，祂更喜悅我們去效法祂兒子耶穌的

模樣，過一個為主發光的生活，即聖潔、尊貴的生活。要

知道我們被選召，原是叫我們成為一個聖潔的國度，成為

一群分別為聖的人，特別歸於神。若信徒甚至在紀念救主

耶穌降生的大喜日子裏， 亦不能與世人分別的話，將會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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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人物  
 

等得罪主。唯盼信徒能以討 神喜悅的心態，去過一個有意

義的聖誕節，又能教導子女們清楚明白聖誕節的真義。 

三．這救恩是以色列民的榮耀（32 節） 

對於以色列民來說，耶穌基督是他們所期望要來的彌

賽亞，是大衛的苗裔，是以色列人的王。可惜以色列人錯

解了舊約聖經，亦不明白以賽亞先知的話： “現在祂說：

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

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

的救恩，直到地極。”（賽四 九：6）以上這番話是神向

這位“受苦的僕人”——耶穌所說的預言，換言之，耶穌

先以“僕人”的身分為人類的罪死，藉此成就 神的救恩，

然後才以“君王”的姿勢在末日再來。 

故此，就外邦人來說，我們是仰望從以色列所出的基

督耶穌，他是以色列民的榮耀，亦是外邦人的拯救。 

這裡，聖經在西面身上罕見地三次提到聖靈，他稱頌 

神之後，接著又令人驚奇地做了預言：叫許多人跌倒，叫

許多人興起，叫許多人毀謗，叫許多人內心深處的意念顯

露；這預言不但應驗於昔日的猶太人群中，而且從那時直

到今日。 

在這個普天同慶，普世歡騰的日子裏，信徒要更加思

念主的救恩。耶穌基督乃為萬民預備的，更是照亮外邦人

的光，神子民的榮耀。這亮光所照之處，有人喜歡，有人

排斥，有人躲藏，有人痛恨。今天，有否將這喜訊與我們

的親友宣講？有否將聖誕真義教導兒女？有否與世俗分別

出來，多去思念主的救恩？昔日西面守候主的來臨，今日

我們更應以敬虔之心去守候主的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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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  
 

西面稱頌救主 
（《路加福音》2章 25至 35節） 

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他得

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著孩

子進來，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稱

頌神說：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豫備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孩子的父母因這論耶穌的話就希奇。西面給他們祝福，

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說：“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

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又要作毀謗的話柄，叫許多

人心裡的意念顯露出來；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剌透。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

信我的，永遠不渴 。            ——約翰福音 6:35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

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提摩太前書 2:5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

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 5:17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馬可福音 1:15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馬太福音 24:14 

http://dict.lambook.com/%E4%BB%A5%E8%89%B2%E5%88%97
http://dict.lambook.com/%E5%9F%BA%E7%9D%A3
http://dict.lambook.com/%E4%BB%A5%E8%89%B2%E5%88%97
http://dict.lambook.com/%E4%BB%A5%E8%89%B2%E5%88%97
http://dict.lambook.com/%E4%BB%A5%E8%89%B2%E5%88%97


 

21 

 

圖書連摘《天路歷程》（九） 本仁約翰著  

 

与忠心同行 

出了死荫幽谷，基督徒来到一个小山上。站在山上，

山下的景物历历在目。突然，他发现前面有一位身上穿着

和他一样的白衣的忠心，正在急急忙忙地向前赶路。基督

徒就加快脚步拚命追赶他。不久，他赶上了忠心，于是，

两人结伴同奔天程。 

基督徒兴奋地说：「能够赶上你，我真高兴，神让我

们一起走天路，多好啊！你可以把你在路上的经历告诉我

吗？」 

忠心回答说：「我还未走到窄门，就遇见一个名叫淫

荡的狡猾女人。她千方百计地想引诱我走歧途。」 

基督徒忙问：「她怎样引诱你？」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能言善道的女人，她甜言

蜜语地对我说，她可以供给我一切的享受，使我满足快

乐！」 

「那么，她有没有答应送给你良心上的平安呢？」 

「没有，她答应给我的，都是情欲和肉体上的满足。」 

「感谢神，祂保守你逃出她的罗网，不受她的迷惑，

因为『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箴廿二14)。」 

听了基督徒的话，忠心迟疑了一下，又说：「坦白地

讲，如果说我一点也不动心，那是谎话，因为她不但美丽

温柔，而且深懂男人的心理。所以我当时紧闭双眼，提醒

自己不要被美色所蒙骗。她见我不动心，就狠狠地骂了我

一顿，我不理她，只管走自己的路。」 

胜过老亚当的试探 

基督徒又问：「除此以外，你还遇到甚么事情？」 

忠心说：「在艰难山下，我遇到一个老人，他为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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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天路歷程》（九） 本仁約翰著  

 

常热情，对我问长问短，我见他这样关心我，就把我的一

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谁知，他听完我的话，竟劝我不要

走了。并说，只要我为他工作，他就把他的家产给我做工

价。我问他是谁，是哪儿的人，要我做甚么工作。他说，

他就是迷魂城里的老亚当，我的工作就是吃喝玩乐。另外，

他还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肉体的情欲，二女儿叫眼目的

情欲，小女儿叫今生的骄傲(约壹二16)。如果我愿意，我

可以娶她们三个为妻。听他说的那么动听，我真想留下来

不走了。但突然间我看见他额上刺着几个字，是：『要脱

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弗四22)。我恍然大悟，知道

他心怀不轨，要骗我到他家里，然后卖我为奴，于是就拒

绝了他。结果他翻了脸，说我不识好歹。我一听这话，转

身就走，他却一把拉住我，差点把我撕成两半。我当时痛

苦难忍，就放声大哭起来，说：『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七24)。也就在同时，我感到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从这人手中夺出，我拔腿就跑。

当跑到山上的一个小亭时，就见一个人风驰电掣般地赶来，

捉住我，不由分说地一拳把我打倒在地。我被他打得眼冒

金星，毫无招架之力，只得苦苦哀求饶命。但他却冷酷地

说：『我从不晓得可怜人。』说完，又朝我拳打脚踢，我

趴在地上，自忖命不保矣，在半昏迷中，我觉得有人上前

来阻止他。」 

基督徒听到这里，就问：「那人是谁呢？」 

「我原不知这救命恩人是谁，直至祂从我身边走过，

我清楚看见祂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时，我纔知道是主

耶稣基督。」 

基督徒听了就说：「那打你的人必是摩西，他对于不

遵行神律法的人，素来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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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天路歷程》（九） 本仁約翰著  

 

为真理打美好的仗 

基督徒又问：「啊，对了，你在蒙羞谷有没有遇到甚

么人？」 

忠心说：「我遇见了知耻。这人徒具虚名，一点也不

知道甚么叫羞耻。他曾对我说：『聪明能干和有权有势的

人，不需要宗教信仰；只有那些愚昧无知、不懂科学的人，

纔走天路。』他企图动摇我走天路的信心，并让我对我所

走的路感到羞耻。」 

「你有没有反驳他呢？」 

忠心毫不隐瞒地说：「起初，我被他说得不知所措，

不知怎样答复他。但后来主的话提醒了我：『人所尊贵的

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路十六15)。知耻的看法，只能代表

一般人的看法，却不能动摇我的意志。我决心，就是世人

都鄙视这条天路，都嘲笑我是傻瓜，我仍相信神的话是最

美好的。于是，我理直气壮地对知耻说：『你是我的敌人，

赶快离开我，我不会中你的计。因为主说过，我们若以祂

为耻，将来在天国的荣耀里，祂也会以我们为耻』(参可八

38)。说完，我甩掉他，一心一意地向前走了。」 

听了忠心的经历，基督徒兴奋地说：「好弟兄，你处

理这件事的态度实在令我既高兴又骄傲。不过，知耻也实

在厉害，我们要小心，不要受他蒙骗，因为无论他说得如

何天花乱坠，他仍是一个无知的人。」 

「是的，我们实在需要恳切求主帮助我们战胜知耻这

样的人，因为主要我们在世上为真理打美好的仗。」 

基督徒同意地点点头，又问：「除此以外，你在蒙羞

谷遇到甚么人没有？」 

忠心摇摇头说：「没有了，一路上阳光普照，一直照

到死荫幽谷的路上，所以平安无事。」 

基督徒羡慕地说：「你的遭遇比我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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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東方博士是誰？他們是幾個人？ 
（記載在《馬太福音》2 章 1-16 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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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在行了「五餅二魚」神蹟之後的第二天，『他

們又說：「你行什麽神蹟，叫我們看見就信你；你到底做

什麽事呢？』（約翰福音 6:30)  

為什麼群眾認為他們還沒看見過神蹟呢？ 
李毅 

猶太人群眾在問耶穌可以行什麼神蹟之後說：「我們

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如經上寫著說：『他從天上賜下

糧來給他們吃。』」 (約翰福音 6:31)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在曠野時因飢餓而向摩西發出

怨言；耶和華就從天上降下嗎哪給他們作糧食。以色列人

吃嗎哪吃了四十年，直到進了迦南之後才停止。 (參出埃

及記 16章) 

因此猶太人認為，當彌賽亞來臨時，會重新從天上賜

下嗎哪。他們的思想依然只關注在"吃飽"這件物質層面的

事上，由此聯想到曠野時的「嗎哪」，又聯想到賜嗎哪的

摩西（他們認為賜嗎哪的是摩西）。他們看到主耶穌只是

一次餵飽了五千人，而摩西則餵飽了整個民族四十年之久，

所以，他們認為主耶穌當時所做的比摩西差得太遠了。要

每天早上都有嗎哪吃，那才算是神蹟；主耶穌若是彌賽亞

的話，應該有更強的能力，行比摩西更大的神蹟。 

耶穌從兩方面回答這個問題：首先，祂提醒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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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道

故

事 

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嗎哪不是摩西賜下的，是神賜下的。第二，祂告訴他們，

嗎哪只是神的糧的象徵，因為吃嗎哪只能使肉體得飽，卻

不能使人永遠活著；神的糧是那從天上來的，不但給人肉

體得以飽足，而且賜給人永生。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

賜給你們的，乃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 因為神

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約翰福音

6:32-33) 

然後耶穌作了一個偉大的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翰福

音 6:31) 

很可惜猶太人群眾的思想還是離不開物質的層面，以

至於錯失了「神的糧」——耶穌基督。 

 

地图背面一个大人 

某晚，一位父亲想要安静看书，小女儿则在

旁边吵着玩。父亲想出一个方法，拿了一把刀，

将一世界地图剪成许多小片，然后对他女儿说：

“孩子，若是你把这些碎片小心拼合，便有一张

世界地图出来。”父亲以为小女必要花去许多时

间，才能拼得出来，好让他安静看书。可是小女

只花些许时间，就把地图拼好。父亲一看，果然在地板上

铺好了一张世界地图。父亲十分惊奇，就问怎能拼得如此

之快。小女回答说：“因为这张地图的背面画着一个大人，

我把这个大人的像先拼好，然后再翻过来，这张地图便出

来了。” 

照样，圣经也是启示一位伟大人物耶稣基督，人若找

到了他，一切便可刃而解。 

（摘自基督徒生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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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 

 

《普世歡騰》原非聖誕詩歌？ 
劉凝慧傳道 

說起最為人熟悉的聖誕詩歌，相信《普世歡騰》（Joy 

to the World）可算是當之無愧了。從三歲到一百歲，不

論任何背景的普羅大眾，幾乎都認識《普世歡騰》！它在

英語世界是一首膾炙人口的長青聖誕詩歌，真不簡單！可

能誰也想不到，原來詩人在創作時並非為聖誕而寫，更不

是要描繪基督第一次降臨的事跡！（可能你已留意到詩歌

中並無任何有關聖誕情景的描繪！）既然如此，為甚麼它

會成為我們在聖誕節頌唱的熱門之選呢？它在何時開始成

為聖誕詩歌，至今仍未肯定。不過，我們卻可肯定它是神

賜給我們寶貴的屬靈遺產。就讓我們穿越時空，重新認識

這首詩歌，讚嘆神的作為，並對我們當下的生活有所反思。 

《普世歡騰》的創作背景 

《普世歡騰》是一首聖詩（Hymn），詩詞由人稱「英

國聖詩之父」的以撒華茲（Isaac Watts, 1674-1748）所

創作，曾被配上不同的音調，現已深入民心、成為了熱門

聖誕詩歌的調子，便名為 Antioch，這曲調相傳是由美國

作曲家梅森（Lowell Mason, 1792-1872）後期根據德國作

曲家韓德爾（George F. Handel, 1685-1759）最家傳戶曉

的神劇《彌賽亞》（Messiah）部分曲目的樂句片段加以組

合而成。 

以撒華茲生於宗教改革之後，英國改革派當時選擇了

加爾文路線，只鼓勵頌唱舊約詩篇的經文。為要便於頌唱

句子長短不一的詩篇經文，詩人將那些經文重新意譯，使

其可以詩詞格律形式比較有規律地出現；這樣，詩詞便可

配合韻律相同的曲調，方便會眾頌唱詩篇，因而產生了所

謂「韻文詩篇」（Metrical Psalms）。所以，當時大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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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中都只唱韻文詩篇，雖然有詩人創作了一些聖詩，但

都只能在家庭聚會或個人靈修時頌唱，後來經過許多努力，

聖詩才逐步為教會採用。 

以撒華茲自幼在文學方面尤富天分，七歲時便寫了一

首離合詩（acrostic poem），即每行首字母都按他的名字

ISAAC WATTS 中每一個英文字母排列而成的詩詞，內容祈

願能忠心跟隨主，這反映出小小年紀的他，已是個很敬畏

神的人（他三十八歲獻身成為牧者）。十八歲時，有一次

他隨父母參與崇拜回家後，抱怨說會眾唱詩時死氣沉沉，

缺乏朝氣，他父親便挑戰他可否創作更好的東西給大家頌

唱，於是，以撒華茲便創作了他的第一首聖詩，並於之後

一個主日給會眾頌唱，此詩甚得會眾歡迎與欣賞。其後，

他便每星期為教會崇拜寫一首聖詩，持續了一段長時間，

他的一生創作了超過六百首聖詩。 

以撒華茲當時認為韻文詩篇已不能滿足時代需要，他

亦支持新創作的非詩篇經文聖詩，他認為基督徒詩歌應超

越詩篇及經文，包含信徒內心的思想及情感；而在崇拜中

使用詩篇經文，更應注入新約元素，以配合現代基督徒的

需要。《普世歡騰》就被收錄於以撒華茲所出版的其中一

本影響深遠的詩集《用新約語言仿寫大衛詩──適用於基

督教崇拜》（ The Psalms of David Imitat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Applied to the 

Christian State and Worship）中「彌賽亞再來與國度」

的部分。 

《普世歡騰》的屬靈意義 

普世歡騰，救主降臨！全地接祂為王；萬心為主預備地方， 

宇宙萬物歌唱，宇宙萬物歌唱，宇宙，宇宙萬物歌唱。 

大地歡騰，主治萬方！萬民高聲頌揚；田野，江河，平原，

山崗，響應歌聲嘹亮，響應歌聲嘹亮，響應，響應歌聲嘹亮。 



 

28 

 

詩歌分享 

 

世上一切罪惡憂傷，從此不再生長；普世咒詛變為恩典， 

主愛澤及四方，主愛澤及四方，主愛，主愛澤及四方。 

主以真理，恩治萬方，要在萬國民中，彰顯上主公義榮光，

主愛奇妙豐盛，主愛奇妙豐盛，主愛，主愛奇妙豐盛。 

你能否從歌詞知道《普世歡騰》是以新約語言仿寫哪

一篇詩篇呢？答案是詩篇九十八篇。以撒華茲以這首詩的

第 4 至 9 節為基礎，消化了多段經文，並加入了基督已臨

及成就救恩，還以再臨的視野去寫出《普世歡騰》。 

無疑，我們在聖誕節頌唱此詩歌是十分合適的，正因

基督道成肉身，世上一切的罪惡憂傷，才可從此不再生長；

普世的咒詛都因主耶穌的降生、受死、復活與升天而變為

恩典，甚至臨及我們這些外邦人身上，使我們有分得著拯

救與盼望，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更重要的，就是公義的主

會再臨地上，審判全地。那時，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我們，

領我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我們一切的眼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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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七 17，二十一 4）所以，詩歌所帶出的喜樂，

是因認知到基督作成的大事所帶來的那種深層的喜樂，而

不只是一種快樂的心情。難怪信徒在頌唱時都能共鳴字裡

行間湧溢的無比喜樂之情。因以撒華滋內容震撼的歌詞，

再配上那麼有分量的優質旋律，我們在頌唱時，心靈怎能

不被牽動在其中，熱烈地參與呢？ 

《普世歡騰》今日的啟迪 

以撒華茲對當代人在崇拜中的屬靈與牧養需要極之敏

銳，但要將會眾的頌唱由韻文詩篇擴展到包含聖詩，實在

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在聖詩仍未有得到許多英國教會

和信徒認同的時候，難免會遇到不同的挑戰、質疑，亦會

遇到不被接納的情況，然而以撒華茲因著敬畏神與愛神的

心，仍善用神賜給他在文學及神學方面的恩賜，堅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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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創作，以致最終為聖詩創作及會眾唱詩開闢了新紀元，

更得到「英國聖詩之父」的美名。 

或許再細閱《普世歡騰》誕生的故事，除了讓現今創

作詩歌者在反思創作過程及歌詞內容方面獲益良多外，相

信它對每一位信徒亦有很多提醒： 

1. 今天當我們記念主耶穌基督降生時，亦應對主第二次再

來引頸以待，在世仍有罪惡與苦難，但主最終必以真理、

恩典、公義與慈愛治理萬方。我們是否亦時常懷著這樣

的信心迎候主再來？ 

2. 或許是時候過一個不一樣的聖誕節了，我們可否不再單

顧安排慶祝派對、瘋狂購物、吃喝玩樂等事宜，甚至不

安排於教會有聖誕聚會的日子外遊？可否在整個十二月

（將臨節期）有更多安靜時間，默想那些我們已太熟悉、

變成「唸口簧」或派對背景音樂的聖誕詩歌的歌詞，預

備更多心靈的地方給主呢？ 

3. 可否思想基督是否真的成為我們人生的中心，還是其實

有很多東西都比基督重要呢？我們是否由衷渴想基督的

再臨，因此把目光與焦點都對準屬靈的事物，而不是貪

戀偶像、錢財，甚至利用信仰來達到一己的慾望與利益？ 

4. 我們可否學效以撒華茲，以心意更新而變化的態度，突

破一些既定的框框，敏銳地察驗神對我們個別在祂國度

裡獨特的旨意，努力完成我們人生的使命呢？ 

最後，今日雖有萬人認識《普世歡騰》這首詩歌，卻

並非萬人都認識我們的救主而得著喜樂與盼望，但願我們

都期待主的再來，並忠心完成主所賜給我們的大使命！ 

「主耶穌啊，我願祢來！」 

（摘自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月刊《宣訊》2012 年

12月第 1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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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感恩节 

满恩堂受洗姊妹见证系列 

刘松娟姊妹 

大家好，我叫刘松娟，此时此刻我非常感谢神，感谢

神引领我们来到满恩堂，感谢神为我预备了受洗的时间，

更感谢神在我还在母腹时就拣选了我。很小的时候，很多

亲戚都说我长得很有福气，但是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是真

的有福气，因为成了神的女儿。很高兴能有机会做这次分

享，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我为什么要受洗？”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我就是一只迷失的羊。因为我

生在无神论的家庭里面，接受着无神论的教育，但是神怜

悯我，在我几岁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句诗歌，“耶

稣真好，耶稣真好，谁信耶稣谁有福。”这句诗歌就好像

是从天上传下来的，具有魔力一般，以至于我从来都没有

忘记过。我想这可能就是神在我心里面播的一颗种子。 但

是，直到上了大学，我才有机会读到圣经。哇，完全看不

明白，感觉就是复杂的神话故事，所以就放弃了。不过大

学四年里还是经常能听到圣经、耶稣基督、教堂等有关福

音的事情，只是当时的自己总是以为，信仰是给心灵空虚

的人准备的一份心灵寄托，或者说是精神食粮；我觉得我

很充实，不需要这些。但是神既然播下了种子，就不会让

它死在阴暗的泥土里，他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浇灌它。 

大学毕业之后，真正走入社会以后才发现自己是多么

渺小。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仕途好像并不那么顺利，

但是身边信仰耶稣基督的倒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在朋

友圈发了一个心情比较郁闷的状态，这时就有一个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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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直接和我说，信耶稣吧！当时我没有回应，但是没过

几天，他便让一个姊妹联系我。这次是打电话给我，我不

好意思拒绝，于是就参加了一次他们的家庭教会聚会。可

惜那时我没有任何感觉，还是选择了放弃信仰。 

一段时间之后，工作、生活、家庭等等一系列琐事让

我真正陷入了困境，那段时间常常郁闷，阶段性的烦躁，

完全没有方向感，我觉得未来真的太迷茫了，很多事情也

只能自己去承担，真正帮助你的人很少。就在那时我才真

正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一年

真的很忧郁，但是神知道我的一切，他在培养我拥有破土

重生的力量。 

第二年，一个意外让我遇到了潘继海，后来知道他是

基督徒。当时也很奇怪，为啥遇到的很多人都是基督徒。

很突然的一天，他送给我一本圣经，也正是这本圣经敲开

了我的心门。在他的督促之下，我开始去教会，并且每次

聚会完就写心得，这样写来写去就和神有了关系。在一次

主日聚会上，我第一次流下了忏悔、感动的眼泪，心里呐

喊，父啊！如果你真的在，我愿意接受你，请接受我吧。

就在那一刻，我决定跟随救主。后来了解到，做基督徒需

要受洗，那时我就一直寻找受洗的机会，真真正正想成为

神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一生一世的契约，我愿意和神

有这样的一个合同，将自己交给主看管。神的时间总是好

的，带领我们来到满恩堂，特意预备了《新生命课程》。

满恩堂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真正正看到了属天儿女的样子。

在满恩堂的半年，我们感受到了来自于主耶稣的爱，这个

是在我以前的生活环境中从来没有过的。谢谢神，就让我

今天成为他的掌上明珠。 

我时时在想，我也就是一个破破旧旧的瓦器，只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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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愿意拿起来打磨，使我在他里面竟能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原来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也只有主耶稣愿意牵着我的手，

领我走入光明的国度，享受丰盛的恩典，这是何等的荣耀。 

受洗只是信仰的开始，老我、新我还会不停的争战，

但是有主耶稣的存在，会帮助我们胜利的走到最后。 

赵炜明姊妹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见到外公外婆和妈妈读圣经祈

祷，我一脸茫然。看到厚厚一本圣经望而生畏。时隔六十

年后的 2007 年 5 月，我来到加拿大探亲，孩子带我第一次

走进了宣道会恩光堂聆听福音。 

同年夏天，我跟着孩子参加了杨传道带领的小组会。

当再次聆听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替我的罪被钉十字架

后复活并且将再来的时候，我的心忽然一下明亮，脱口而

出：“我要决志！”。临回中国之前，我许下心愿：“等

我下次再来加拿大，一定要受洗。” 

我要来加拿大受洗的心愿，至今整整等待了 8 年。

2007 年回国后，在 12 月份的常规体检中，我被诊断为患

淋巴癌。这对一个家庭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丈夫为我担忧，

孩子为我流泪，弟妹们为我叹息。此时，我 90 多岁的老母

亲跪着为我祷告，远在加拿大的弟兄姊妹们也为我祷告。

在麻醉手术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觉到有人在我身边呵护

着我，我一点也不害怕。 

令我不解的是：每年的体检都正常，为什么在我决志

后的几个月后就患了癌症。在我住院治疗期间，我打开随

身携带的“荒漠甘泉”，第一眼就见到“安慰，也要作安

慰。”我恍然大悟，主给了我答案：“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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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患难的人。”看着同病房的老人、年轻人和儿童因化疗

而呕吐、食欲极差、头发脱落、情绪崩溃以及他们泪流满

面，如果我不亲身去体验这病的痛楚，怎么去安慰他们？

同时，我也告诉他们“不要为明天忧郁，因为明天自有明

天的忧郁，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们问我，这是

谁说的？我大声回答：“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感谢主的恩典和慈爱，8 年来，我经过 12 次化疗和 25

次放疗。在化疗中，主为我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和对症的靶

向药物，我没有呕吐过，而且脱落的都是白发。同时，主

教我去安慰同病相怜的人，我尽力做到了。 

我亲身经历了主让我得救。我这次来就是希望能实现

8 年前的愿望。我要用自己的一生来敬拜他，称颂他，依

靠他和跟随他！ 

刘爽姊妹 

时常觉得人的路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我相信，人

的路的尽头就是神的路的开始。 

我是学新闻出身的，在国内报社做记者工作，2004 年

随丈夫来到加拿大。丈夫在这里找到了他相关的工作，可

我一直没找到。在加拿大的生活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这是我低迷彷徨的 10 年。其实，到加拿大来我一直生活得

很纠结，相当于把国内辛苦打拼下的基础全部推翻，人生

重新洗牌。在这里我找不到我的位置在哪里；在这里我的

专业和我从事的工作都成了我的短板。前几年还读了

Training 的会计和文秘，想赶紧找个工作充实自己，但学

完了会计和英语后，还要学法语，没有尽头。我一直觉得

自己已被现实折磨成了一个在人生的道路上匆忙赶路的人。

在这里我做了各种工作，收银员、包寿司的工人，后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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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份酒吧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都不是我想要的。2013 年

4 月的一个清晨，在上班的高速路上，我出了一次重大的

车祸，我的车完全被撞毁了，幸运的是我自己却完好无损。

自那以后，我辞掉了那份工作，也就有空余的时间，在家

里经常上网看一些以前忙时没时间看的信息。 

在网络视频上看到牧师关于基督的讲道。我也开始思

考到底人是从哪里来的？死后又到哪里去？我了解到上帝

用 7 天时间造了天地万物，按他的形象用泥土造了亚当和

夏娃；但因为他们偷吃了善恶树上果子后，人类就开始有

了罪，包括欲望、贪婪、嫉妒、仇恨、愤怒；而罪让人和

上帝有了隔绝；我们看圣经和信基督，就是要重新和上帝

恢复这个关系；耶稣基督的赎罪是通过十字架，圣经中所

说的「得救」也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世上的人类都

犯了罪，都要因此死亡，而神爱世人，并预备了救主耶稣

基督来到世上，为世人承担了一切罪过，在十字架上为人

类舍了自己的性命，成全了救人的工作，而且三日后从死

里复活，升到天上。一个罪人信靠他，只要真心悔改信主

耶稣，他的罪便蒙了赦免，得了永生。 

后来我就经常到教会去听牧师的讲道，开始让我一天

天对这位慈爱可敬的神有了了解。当我听到牧师讲道，我

们的耶稣，舍下尊贵，抛下荣华，在十架上的祷告：“父

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我就感

动了，神爱我们，他甘愿为我们受苦，但他不爱我们的罪，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我的回应就是要悔改

我的罪，而且要有相信耶稣信心的行动。把生命的主权交

给耶稣，他才能带领我。 

2015 年 3 月 7 日，在杨美英传道的带领下我做了决志

祷告。神住进我的心里，我成为神的女儿。很感谢我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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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桂贞姐妹和双长明弟兄，给我很多提示和学习的方法，

也是他们引领我逐渐认识了神。这里和大家分享几个见证。 

3 月 11 日，我看了牧师讲道视频，题目是效法基督的

饶恕。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当他在画犹大时，

就想到要画成他那个曾经背叛他的那个好朋友，然后他就

将好朋友的头画成了犹大的样子。当在画耶稣时，他不知

道用谁为原型来塑造耶稣的形象。他还是想到了那个背叛

他的好朋友，最后他将好朋友画成了耶稣。一个不能饶恕

别人的人就是在地狱里受苦，活着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

此人也不会成长。3 月 12 日，我挥洒热泪给我的老板写 E-

Mail ，向她道歉因为我的嫉妒，自私和易怒的性格而犯的

错,我应该学会感恩。3 月 19 日我打电话向我的一个同事

道歉,我希望我变成一个说话温柔的人。3 月 19 日， 我给

国内的大姐打电话，在电话上我和她吵架了，我想下次向

她道歉，是我没有忍耐之心。我又给二姐打电话，告诉她

我小时候因为嫉妒妈妈喜欢她的温顺，因而出手抠她的手

的事，也请她原谅我。3 月 21 日 我看到文学城的新闻，

某省一所高校的女生宿舍内，竟然有学生在厕所生产，婴

儿刚出生后被冲入马桶的消息。旁边是另一条新闻，越南

新娘掐死婆婆和丈夫，只为贩卖双胞胎儿子而引起社会轰

动的新闻。看到这里后，我的心被触动了，我就在想这个

物欲横流的社会，人心及道德的败坏到何等地步了。连自

己亲身的孩子都不要。要么丢厕所，要么直接从窗户丢下

去摔死，或卖掉等。上帝的心在流血，我们不应该只是在

祷告时，向父神讨要我们所需之物，而应做父神喜悦之事。 

4 月份，因为我父亲病危而赶回家中时，我就在父亲

去世前，向他传了福音。因为多年没有回家孝敬老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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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通过这次回国能够尽一下孝心，能够真正帮到我在

国内的大哥大姐们。因为他们平时上班很忙，所以在医院

照顾父亲和料理后事，我都承担了很多的事。后来妈妈极

度悲伤，常因为心脏病而住医院，我也一直照顾她。我一

直要求自己一定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来，应该怀着一颗谦

卑、公义、怜悯的心去对待他人，让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

人，因着看见在你身上有神的样式与爱，而渴慕认识你，

这样你就能传福音给别人，让更多的人得救赎。就像《圣

经》上所说： 神赐种给撒种，赐粮给人吃，必多加给你们

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

国内的大哥，大姐也受到我的影响，大哥主动要求我送给

他一本《圣经》，他要学习。我一直在心里祷告，希望天

父能够帮助他们去更多的认识基督耶稣。我也很感恩，依

靠主耶稣的力量让我从他那里得着平安，一步步从父亲去

世的哀痛里走了出来。以前我没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也不

快乐。我的父亲是在 5 月份去世的，我回去在医院照顾了

他 1 个月，84 岁父亲就是一个小小肺炎夺走了他的生命，

他对这个世界很留恋，他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的正面态度影

响了我，我觉得我应该活好每一天和每个当下，因为我们

不知道哪一天上帝就要接我们走了。 

此次在杨美英传道带领的新生命小组的系统学习中，

使我更加认识了主和《圣经》这本开启智慧和做人的好书。

以前我认为万事都要靠自己，现在知道很多的不能。我应

该放下自己，顺服神的引领，应时常向仁慈的天父祷告。

就像《圣经》故事里的雅各，和神的使者摔跤力搏，非要

到最后神伸出手，神的使者摸了雅各大腿窝时，他才屈服

了而被神所使用。我们自己有太多的主见和意见，以至于

神没办法在我们的身上工作，这很可怕，只有单单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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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工。我要继续在教会里面向弟兄姐妹

学习，我要让圣灵充满我，而圣灵充满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

制。而结出的果子应该和悔改的心相称，大卫向神的祷告

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

让我仍有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希望和弟

兄姊妹一起经历这个真实的悔改过程，让主在我们里面做

工帮助我们，活出重生的我们。我们的经济、生活、健康

压力让我们透不过气来，感到生活很无奈，是生活的一个

经历，在信仰里你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 因为上帝肩膀要

加给你力量，让你与基督同死，然后从上帝得来复活的力

量，去积极面对这个世界。神邀请我们回到上帝的怀里，

回到上帝的公义里，回到上帝的慈爱里。耶稣说，我就是

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哦，主！我渴慕更深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

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 

谭佩琪姊妹 

大家好，好开心可以在这里同大家分享我的信主见证。

我的爸妈都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不是从小就认识神。自己

本身也没有大病或大事发生，从而迫使我去认识神。到底

我是怎样信主的呢？那就要从我小时候说起了。 

自从我懂事以来，我就发现自己好怕黑、怕鬼。晚上

睡觉时，绝对不会自己关灯。到了小学时期，妈妈经常带

我们三兄弟姐妹到大陆旅行，当时，参观很多佛堂，妈妈

总会叫我们拜佛，正所谓“入屋叫人，入庙拜神”。我想，

我小时候都拜很多，但是，都不能解决我怕黑、怕鬼的心

理障碍。直到上了中学，进入了一间基督教学校，开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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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神，接触耶稣。刚好那时非常热潮于玩“笔仙”、“碟

仙”、“养鬼仔”，本身已经怕它，现在惊上加惊，因为

这个话题实在太热了。在我中二时，学校举办了一个讲座，

主题是「神与魔鬼」。听完讲座，圣灵感动我，叫我举手

决志，神迹就发生了。就在我决志当晚，我可以自己关灯

睡觉了，感谢神赐了平安给我。至此之后，我就一直参与

学校举办的宗教活动及团契生活，神一直与我同在，改变

我很多。直到中五毕业，爸妈决定移民到加拿大。刚到时，

我跟堂姐去教会，继续过教会生活。但最后因各种原因，

就放弃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了男朋友，他是无神论者，每当我

生活上有困难，或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都能一一为我解

决。拍拖七年，无风无浪，生活安好，决定结婚。好景不

常，结婚后，有一个大难题要面对，就是“婆媳关系”。

前面说过，差不多所有的问题，我都是依赖了老公，但是

“婆媳关系”连他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当时的心理压

力大得很，完全没有办法放松，辛苦得要命，完全没有想

到，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相处矛盾差别可以那么大。每日放

工回家，心里面总会想，今天怎样同婆婆相处呢？在家里

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很怕自己会做错事，讲错说话，

这都使自己经常好忧虑，甚至在家里也没有存在感，像外

人一样，感受不到这个家是属于我的。那好吧，我回娘家。

对！娘家是我的家。是吗？为什么在娘家依然没有「家」

的感觉呢？说到尾，嫁了，一切都变化了。在无计可施的

情况下，突然想起神，心里想，一定要再次回教会。 

第一次走进满恩堂，所有的弟兄姐妹我都不认识，但

圣灵感动我，竟然给我有「家」的感觉，非常强烈的感受

到神的爱，及欢迎我回来。原来神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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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离家出走。时隔七年多，我回家了，开始过着属灵

生活。神给我认识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也给我查经分享。

渐渐发现其他人也都有类似的苦况，甚至比我的苦还更苦。

因此我开始放开了，不再执着，再没有以前的神经质，没

有以前的忧愁，人变得开朗，神赐给我有喜乐。 

经历了这件事，明白到人的力量有限，而神的能力是

无限。神还赐给我有平安及喜乐，我怎能不去信靠祂、依

靠祂、跟随祂呢？神的爱是信实无变的！ 

阮文玲姊妹  

我叫阮文玲，我来自中国河南省，现在居住在美丽的、

和平的、没有歧视的加拿大。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和老实憨厚的丈夫，还有我慈祥善

良的妈妈生活在一起，快乐的过着每一天。 

我和我的妈妈通过朋友介绍说教会弟兄姐妹人非常有

爱心，有修养，好帮助人，于是我和妈妈参加了新生命学

习班。在老师和同学的耐心帮助下和自己的努力学习圣经，

认识宇宙万物都是上帝耶和华造的，他是一位具有权威，

智慧，权柄，公义，有慈爱，怜悯和圣洁的神。我们世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整个天性，心智，道德，灵性，身体皆

被罪所玷污，我们是不完美的，人人都得死，然而我们慈

爱的天父耶和华将自己独生子当作牺牲祭赐给人类，叫一

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

死，受罚，拯救世人，脱离永远的死亡，使我们得到属灵

的新生命—永生。 

通过学习，我想加入到基督教会。在弟兄姐妹的帮助

下，使我变成一位有爱心，有善良，有耐心，有正义，有

仁爱的新人。传扬耶和华的名和耶稣给我们带来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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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永生。这是我个人学习得到的感想，恳请主的成全！感

谢上帝耶和华！感谢主耶稣！阿门！ 

周平姊妹  

我叫周平，是从中国大陆河南来加拿大探亲的。连续

四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家，对加拿大有很好的印象，感觉

这里的环境好，空气好，这里的人很淳朴，特别是教会的

弟兄姐妹人更好，修养素质高，有爱心，我很喜欢这里。 

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和女儿参加了新生命学习班。在

老师的帮助下，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圣经，认识了上帝

耶和华和主耶稣。圣经是一本具有权威启示的书，它是一

本有关神智慧的书卷，是引导我们永生的书。在圣经中，

知道了上帝耶和华和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甚

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

得永生。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了全人类，为我们赎罪。 

通过学习后，我想加入到新生命的行列中，在基督里，

在圣灵的帮助下完善自己，学习仁爱，信实，忍耐，传扬

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福音----永生！以上是我的一些感想，

恳请主的恩典，感谢上帝耶和华！感谢主耶稣！阿门！ 

丁秀珍姊妹 

我出生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大连，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国

与家都特别困难的时期，家中兄弟姐妹多，哥哥姐姐们都

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读书，因为他们白天要帮父母打理一

个很小的餐馆，只能晚上读夜校。我是家里第一个中学毕

业的孩子。父母和哥哥姐姐虽工作辛苦，但生活还可以，

吃饭穿衣都没有问题，为此父母经常祷告上帝，求神保佑

家人健康，求神保佑我们做个好人，求神保佑家里无灾无

难，求神保佑有个安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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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父母的影响，从小就信神，敬神。虽然我对我们

所求的神一点也不了解，但祂还是保守我。在我八岁那年

的初冬，我去姐姐家，因顽皮，坐在姐姐家三楼的窗台上

玩，一不小心掉了下去，从三楼窗台砸到一楼地面。姐姐

和姐夫都吓坏了，赶快顾人力车把我送到医院，经苏联医

生检查确认我哪里也没有损伤，于是当天就回家了。事后

爸爸妈妈还有邻居都说，从那么高的楼上摔下，一点没有

受伤，一定是被神托住的。真是奇迹，我相信是神的保佑。 

我相信上天有神，但在生活中并没有思想很多，神是

谁？神是怎样的一个神？耶稣是谁？再加上以后环境的影

响，渐渐地对神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以致于后来家搬到和

教堂只有一墙之隔，都没有进去过。 

移民加拿大以后，有时也跟女儿一家来教会，特别是

参加了香柏团的聚会后，觉得自己对圣经知道得甚少，就

动了想学习圣经的念头。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参加杨美英

传道带领的“新生命课程”学习班，通过老师耐心细致的

讲解，使我对神，耶稣和圣经有了一点了解。知道圣经是

神的话语，是人必须相信和遵守的；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

子，是上帝所立的基督，也是主宰宇宙的神，祂因爱我们，

怜悯我们，为我们而死，是为救赎我们而献上了自己的生

命；也知道人有犯罪的天性，我们人都是有罪的；耶稣是

为全人类的罪而死的，也是为我的罪而死的。所以，我愿

意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中的主。我要感谢神拣

选了我，愿意用一生去敬拜祂、颂扬祂、信靠祂、跟随祂，

做祂的儿女。我虽然年纪大了，记忆力也不太好，一段圣

经要读好几遍，还经常记不住。但我愿意坚持下去，多花

时间去学，活到老，学习到老。也要照主的话去行，不担

心，不忧愁，有罪就悔改，相信主的大能，能洗净我的罪，

能使我在主里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这里，我愿意受洗成为

主的门徒，向众人作美好的见证，将荣耀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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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最大的事 
杨云真传道 

认识灵恩派的教会 

当弟妹说要离婚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去找的人是她的

阿根廷朋友，因为这位阿根廷朋友和她的关系比我跟她的

关系更密切。我告诉她，我弟媳要闹离婚。她说：“怎么

会这样呢？”然后就和我一起祷告，她一祷告，我就哭得

稀哩哗啦。祷告完，她对我说：“他们不会离婚。”我说：

“他们会的，因为她是那么的坚持。”但她却回答说：

“神说不会就不会。”当时我没把这话当一回事。但年底

我们分家之後，我一直思想，为什么她那么有把握说“神

说不会就不会”？ 

从此，她常常带我去她的教会聚会，或带我去一些阿

国有名的五旬节教会聚会，灵恩教会的牧师都会按手在弟

兄姐妹的头上为他们祷告。基要信仰的教友常会告诫弟兄

姐妹说，小心啊！不要去灵恩教会，免得被鬼附。所以，

我跟她去总是小心翼翼的。灵恩教会的聚会时间很长，都

要三个小时以上，但是每个人都很投入。敬拜、讚美、祷

告之後，还有牧师的个别按手祷告才算完。每次牧师个别

按手祷告时，她就拉着我的手往前衝，深怕我被落掉了。

每次牧师按我的时候，我怕他把我按倒，所以他按我时我

就往後退，也因此我才不会倒下来。牧师看我退了几次，

就不再按我了。有一天，我对我的师母说：“你说是圣灵

在动工，可明明是牧师想把我推倒。”她说：“当你对祂

有疑惑时，等于你把你的心门关起来了，圣灵就没法进入

了。”我说：“好，下次我就倒吧。”後来我就让他推倒

我，但都没什么反应。当地人被按手倒下後，一些人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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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会大叫，这时教会的同工就会把他们抬出去，到另

外一个房间去作释放的工作。这些会有特殊反应的人并不

是因聚会被鬼附，而是他里面有伤害，造成心理苦毒，而

给魔鬼留地步，可以使邪灵进入。所以当牧师为他们祷告

时，若圣灵要进到那人里面，魔鬼就必须离开，魔鬼是不

愿离开的，因此那人就有可能大叫或口吐白沫，这种人就

需要有释放的服事了。 

89 年復活节前的一个星期六中午，我们的牧师请这位

牧师吃午饭，因我们牧师的女儿每周日晚上到他的教会去

聚会。她是一个很有恩膏的敬拜讚美带领者，但是她到了

阿根廷之後，在中华教会带领敬拜，却被批评为作秀，所

以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捆绑，灵里不得自由，但父亲是牧师，

她又不能不帮父亲，所以我们教会聚会完，她就会去参加

我上面所说的教会去聚会，在那里她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

找回那充满的喜乐，既使那时她还不太会说西班牙语，但

她乐此不疲。我们牧师要请这位牧师吃饭，并要我去当翻

译，那天去的人不多，全部大约十一二个人，大家都非常

愉快。结束前，我们牧师请那位牧师为我们每一位个别按

手祷告，轮到我的时候，我因考虑我的牧师在我背後预备

托住我，如果我倒下，我怕他没注意从讲台上摔下去，所

以定意不倒。但当换下另一个人，而我要离开的时候，我

的头开始天眩地转。告诉这牧师我的状况，他说等所有的

人都祷告完再为我祷告。这回我主动往讲台中间站，这一

次他的手碰到我的头髪时，我的右腿弯的地方好像被敲了

一下，我就倒下了。我开始痛哭，我的师母在我身边一直

说，感谢神，赞美神，哈利路亚。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自

己这把年纪的人，哭成这样子不好意思，就收住了。可我

起来还是晕，就对那位牧师说了，他说回去就好了。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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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家大约 20 分钟车程，我开车回家，一路祷告求神保守，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太危险了。第二天主日到教会，我走路

像醉酒的人走路，我问教会的杨妈妈，她是妇科医生，我

问什么病会使人晕，她说可能你耳咽管发炎塞住了。于是，

我回去就开始吃抗生素，当年阿国买抗生素不用医生开药

方。晚上 6 点我就跑到那位牧师的教会去聚会，一直到 9

点第一场聚会完，我挤到他身边对他说：“牧师，牧师，

你昨天为我祷告，我今天晕得更历害像醉鬼。”他只丢给

我一句话，“骗人的”。我气死了，心想你把我搞成这样，

你还说我骗你的，从此我不再来你教会了。第二天醒来，

感谢主，没事了。第三天毛病又来了（星期二），下午去

一小组聚会，但不舒服，就在主人家睡觉。梦中与一位弟

兄看到一沙洲上有好多西瓜，我们就下去看，发现西瓜熟

了，可以收割了，我们两个就想上岸去请大家来收割，可

是要上岸却没有路，只看见一个梯子是麻绳编的，一踩上

去就断了，心一急就醒了。不知道什么意思，醒来之後问

当时在那儿的弟兄姐妹，没人敢解。（你愿意尝试为我解

吗？解对了有奖，当然所谓的对，是以我自己後来去琢模

出来的意思作标准，也许会有更好的解法，我也很愿意接

受。）晚上又抱病上课，心里非常害怕，不知这种现像要

到什么时候才能除去。那天晚上就想，谁能救我呢？找自

己的牧师，他一定会说，也不是他祷告造成的；找西人牧

师又说是骗人的；我还能找谁呢？只好找上帝了，求上帝

救我。半夜梦里，看到自己躺着，肚子臌得大大的，像个

大西瓜，一把西瓜刀在空中举着，然後用力向下砍，还听

到一声“啪”，就痛醒了，从上铺下来还昏倒，惊动了母

亲和二个姪女。人后我就到厕所，排出一大堆黑色的东西。

回房继续睡觉，第二天起来，头脑清醒得不得了，舒服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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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晚上，与一对从 Chaco（离阿京 12 小时车程）

专程来看我的牧师夫妇见面，他们也是灵恩派的。我把这

件事与他们分享，他们说这是神在我身上所作的灵里的洁

净，神的灵要充满你，先要打扫干净才行充满。我问圣灵

已充满我了吗？他说还没，我不懂。师母分享说，她 15 年

来常常作一个梦，梦见她走过一个中国人的家门口，神对

她说：“你进去。”她对神说：“我不会说中国话。”神

说：“你进去就能通。”她就顺服的进去，结果完全没有

隔阂，但她从来没看清楚他们的面孔。她问她牧师（先

生），上帝给她这梦是什么意思，牧师说：“我怎么会知

道呢？你自己去问上帝吧！”15 年前，不正是我来阿根廷

的那年吗？神在 15 年前就把我放在这位师母的心中，使她

可以常常为我祷告，虽然她不知道我是男是女，她等待这

个梦境能实现。神何等愛我，它使我领悟到耶和华对耶利

米说的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

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耶利米书 1：5） 

星期五下午两点，他成为我们周五衆教会祷告会的讲

员，晚上我又特别要求他们在我家带领一个聚会，我邀请

一些平时比较追求又有空的弟兄姐妹来。那天晚上开了许

多弟兄姐妹属灵的眼睛，师母为每一个人按手祷告，对他

们发预言（个别的）。会後她对我说，这就是她梦中的景

况。当天晚上，因太晚没法送他们回他们借住的地方，就

在我们家委屈一夜。第二天早餐时，他们要求我带他们去

谢谢前一晚要去住的那家人，我带着他们，二姪女和母亲

去，这一天成了我真正成为神女儿的日子。（待续）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

懷意念。      ——腓立比書 4:7 

》6:35 

http://www.biblekm.com.tw/f2_bv/index.php?load=read&id=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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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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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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得姐妹小組(普通話)第二/四週 週六 4:30 PM 

http://www.southshorecac.org/
mailto:manen@southshore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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