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你領我到那比我 

更高的磐石。
詩 篇 61: 2

The  LORD 

主是我的

is my 



他
不
在
這
裡
， 

已
經
復
活
了
。 

（
路
迦
福
音24

章6

節
）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羅馬書10章9節）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
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約翰福音11章25節）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
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
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
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彼得前書1章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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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信息 
 

救主獨自 
吳家興傳道  

「獨自」原本是與父神相親相近的美好時刻，可以從

新得力，可以得著安息；主耶穌在世的日子，有好些時候

都是獨自一人：當祂在曠野受試探時，當祂得知施洗約翰

殉道時，祂「獨自退到野地裡去」(太十四 13)；當祂行完

五餅二魚的神蹟，五千人吃飽散去之後，「祂就獨自上山

去禱告」(太十四 23)；當祂知道眾人要強逼祂作王時，祂

又獨自退到山上去(約六 15)…。因為祂知道，惟有獨自一

人的時候，祂才可以在不受人騷擾的情況底下，安靜專心

的禱告、與父神相交，全然倚靠父神，完成神所託付於祂

的使命。祂可以享受原本與父神同在的親密關係。 

雖然是獨自一人，但主耶穌也明白，那差祂來到世上

的父神，從來沒有撇下祂獨自在世上(約八16，29)，因為

祂所做的都是父神所喜悅的事。當祂預言即將受死受難時，

祂知道跟隨祂的門徒們將各自分散，祂也是這樣告訴門徒

說：「看哪，時候將到，且是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各歸

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獨自一人；其實我不是獨自一人，

因為有父與我同在」(約十六32)。  

當主耶穌親自將自己交付羅馬兵丁之前，在客西馬尼

園裡，主耶穌獨自為眾人的罪在父神面前祈禱；祂大聲地

哀告，內心極其傷痛，汗流如血滴下。祂為我們世人的罪

被賣被捆，獨自為我們受誣告受審判，獨自為我們喝盡苦

杯，為我們承受苦難，為的是要免去神的忿怒。我們世人

因著罪，原本是可逆之子、是與神為敵的；當受審判、受

難受死的應該是我們。但主耶穌卻為你我釘死在十字架上，

捨命流血，成了我們的贖價！「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

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羅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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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在走上十字架前，雖然有許多時候是獨自一人，

但卻有神與祂同在。但當主耶穌背負眾人的罪，掛在十字

架上時，祂就真的是獨自一人！眾人離祂而去或許可以理

解、可以忍受，但愛祂的父神卻在祂最需要的時候掩面不

顧祂，那是極其痛苦的離棄，祂大聲喊著說：「以羅伊！以

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可十五34；太廿七46) 這是主耶穌在十

字架上所留下七句重要話中的第四句；整句引自《詩篇》

廿二篇第一節的經文，表達耶穌背負世人罪孽時遭神撇棄

的痛苦。這句話反映出十字架致大的痛苦不單是肉體的痛，

更是心靈的痛。  

父神從未試過離開祂，主耶穌卅三年半在地上的日子

裡，父神常與祂同在，甚至有好幾次從天上發聲說：「這是

我的愛子。」但當主擔起我們眾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

神公義審判的一刻，父竟離開了祂，以致祂發出這般大聲

的呼喊。神在十字架上顯出公義，面對擔負世人所有罪的

救主，祂要審判罪，絕不能徇私枉法，以致聖潔的神要離

開祂的愛子—這位替我們成為罪的耶穌。犯罪的代價是死，

即與神隔絕，永死是永遠與神隔絕。因人承擔不起這個

「死」，於是耶穌來「替死」。對於主耶穌來說，還有什麼

比與神隔絕的痛苦更大呢？何以祂要承受這種痛苦呢？祂

是父懷中所愛的獨生子，是父所愛的神子，但在被釘十字

架的那一刻，父神竟離棄了祂。您能想像父神跟耶穌隔絕

嗎？那對耶穌和父神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痛苦經歷。此時

耶穌正經歷前所未有與聖父隔絕的恐怖死亡（其實聖父何

嘗不也是經歷與聖子耶穌隔絕的痛苦）。不但如此，神向罪

人公義的忿怒，此刻也全傾倒於主耶穌身上，以致主耶穌

呼求時也只能說「我的神」而不是「父啊」。祂為何要付這

種代價，經歷父子的分離呢？沒有其它的原因，乃是因愛

的緣故 ！為著拯救我們這些與神隔離的罪人，可以藉著祂

的代贖得以與神親近、再次和好，叫祂的父成為我們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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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祂的神成為我們的神。主耶穌在十架上捨身救贖世人是

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刻，因神的公義與慈愛完全相遇了。 

我們每個人在今生或永恆裡都要單獨地來面對神；如

果我們今生沒有接受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失去祂寶血的

塗抹，我們將要如何面對永恆？主耶穌獨自背負你我的罪

過；捨命拯救我們，祂獨自受苦，流血，捨命，都是為了

你和我。 

  

【耶穌獨自祈禱】 

耶穌獨自為我祈禱，在那客西馬尼； 

極其傷痛，大聲哀告，汗流猶如血滴。  

耶穌獨自為我被捆，在祂被賣晚間； 

獨自為我受誣受審，在彼拉多面前。  

耶穌獨自為我喝盡忿怒、咒詛苦杯， 

好使我能得蒙憐憫，永遠不嘗死味。  

聽祂臨死喊說﹕“成了！”你心能無感慨？ 

切莫硬把感動打消-不理祂這大愛！  

（副歌）為我！ 為我！為我祂釘十架，捨命流血作我贖價； 

 祂心如蠟鎔化，為我！為我！  

救主獨自夜間禱告，跪在客西馬尼， 

當日獨自喝盡苦杯，為我受苦到底。  

救主獨自站立受審，在彼拉多庭前， 

獨自戴上荊棘冠冕，眾人所棄所厭。  

救主獨自掛在十架，為救世人靈魂， 

父神和人全都離棄，救主獨自捨身。  

（副歌）救主為我，獨自背負罪過；捨命拯救祂的子民， 

獨自受苦，流血，捨命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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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讀經——「有何」 

甘志聰牧師 

上期唯讀聖經介紹了「六何」簡易讀經法，今次介紹

另一個：「有何」簡易讀經法。跟上期一樣，基本方法都

是問問題。在舊約時代，神多處直接向眾先知和僕人默示。

新約聖經中只有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節指出「聖經都是神

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因此，我們讀經時，

可以問這段經文有何教訓？有何督責？有何使人歸正的真

理？有何教導？有何我們可以學的？有何有益的？我們可

以用英文字母ＡＢＣＤＥＦ來記得要問什麼問題。 

Ａ是 Adoration 讚美，有何讚美我要敬拜？這是感恩。 

Ｂ是 Blessings 祝福，有何祝福我要領受？這是應許。 

Ｃ是 Command 誡命，有何誡命我要遵守？這是使命。 

Ｄ是 Doctrine 真理，有何真理我要信服？這是神學。 

Ｅ是 Example 榜樣，有何榜樣我要效法？這是美德。 

Ｆ是 Failure 鑑戒，有何鑑戒我要注意？這是警告。 

跟六何簡易讀經法一樣，不是每個問題都有答案或適切的。

例如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就沒

有Ｃ誡命，這節經文沒有吩咐我們要信，乃指出凡信的人

就會怎樣。但這節有Ａ讚美：神愛世人；有Ｂ祝福：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有Ｄ真理：神有獨生子（耶穌）、神將

他的獨生子賜給世人（神差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們死、一切

信神的人得永生）；有Ｅ榜樣：神犧牲了他的獨生子、我

們也學習那犧牲到底的愛去愛人；有Ｆ鑑戒：不信的要滅

亡、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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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Good Friday 成为  

Good News 
舒舒 

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创作于 1494-1498 年间，由

达·芬奇在米兰，多明我会院食堂的墙壁上绘制而成。这幅

旷世奇作高 4.6 米、宽 8.8 米，在 1980 年被列为宝贵的世

界遗产。 

当时，

达·芬奇自

己发明了

一种油彩

与蛋彩的

混合颜料，

与流行的

壁画颜料

不一样，它混合了有机物，据说是鸡蛋和牛奶，而且达·芬

奇又涂得很薄，这导致《最后的晚餐》在 50 年后因湿气而

严重剥落。1982 年，意大利成立修复小组，开始用科学仪

器辅助清洗并修补《最后的晚餐》，艰巨的工程一直延续

到 1999 年 3 月，修复完成后才重新公开展示此画。 

真实的历史事件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不仅标志着达·芬奇艺术成就的

最高峰，也标志着文艺复兴艺术创造的成熟与伟大。一幅

如此珍贵的世界名画，它到底画的是什么呢？它取材于圣

经中描述耶稣被捕之前与其门徒一起用餐的一个小片段。 

此前，耶稣为他的门徒们洗脚，叮嘱他们要谦卑，要

跟随他的榜样尽力去服侍别人，而不是用手中的权柄为自

己牟利。之后，他预言门徒中将有一位要出卖他。他话音

刚落，门徒几乎个个震惊、困惑又哀伤，餐桌前发生了不

小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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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情的人在猜测到底谁是叛徒，叛徒犹大则心知肚

明，贪婪、诡诈、阴险都显现在他的脸上，还有一丝惊恐，

他也许在揣测：耶稣难道真是上帝的儿子吗？他怎么会知

道有人要背叛他呢……？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惟妙

惟肖地呈现了这一情景。 

很多人都以为这是画家虚构的情节，或认为他借鉴的

只是一本记载无稽传说的圣经。 

我当年也是这样想。读大学时，我曾辅修英美文学史，

买过一本英文圣经故事，把它当作神话来读。《西游记》

里说，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圣经故事讲耶稣是

童女怀孕所生，三十多岁时，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钉十

字架，第 3 天从死里复活，复活后向几百人显现，接着就

升天，去了上帝那里……这一切，像是天方夜谭。 

多年以后，成了基督徒，我才明白，原来那不是传说

或神话，而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因着耶稣的诞生，人类的

纪元被重新划分。他来了这个世界之后，就是 Anno 

Domini（拉丁文意思是“主耶稣的世代”），英文缩写 AD

即表示公元；Before Christ 意思是“基督来之前”,英文缩写

为 BC 即公元前。 

两千多年来，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用圣诞节、受难节、

复活节来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赴死，并庆祝他的复活。 

史实敲醒了自我 

丈夫曾说起他的童年往事，三四岁就识字读书，七八

岁时就将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可是，年幼的他，读完

圣经后却对父母教导他的信仰产生了疑惑，对主日学老师

的授课也有诸多不满；于是，他瞒着父母，悄悄变成了不

信者。 

等他上了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哲学、拉丁和希腊文学，

图书馆里面大量的历史书籍令他深受震动，太多的历史书

或多或少地都会涉及到耶稣的出现、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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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的复活、升天，还有在他离去后，原本四散、懦弱

的门徒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统统变成了刚强无比的跟随

者，并相继为耶稣殉道……。 

这些与宗教无关的历史书对耶稣的记载，与圣经的叙

述完全一致，让他再也无法拒绝圣经传递的真理。他说，

普林斯顿大学对他最大的帮助，就是图书馆里的那些书敲

醒了他骄傲的自我，让他知道，圣经上说的所有关于耶稣

的事，都是千真万确的。 

既然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

14:6），他就理应相信主的这句宣告；耶稣说“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

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翰福音》11:25-

26）他也必须相信；耶稣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也必须

相信……否则，说这些话的耶稣就是世界上最狂妄自大的

疯子,而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的。 

于是，从那时起，他就变成了一个为上帝而活的人，

立志从此一生效法基督。 

他有伟大的宽容 

昨晚，先生说：“那一年的今天，耶稣与门徒吃最后的

晚餐，他给门徒们一个个地洗脚。我，作为一家之主，今

天也要给你们洗脚。我希望你们也要学习耶稣的谦卑，他

是君王，他是主，他却能为他的门徒们做奴仆才做的事。

你们以后谁有了权柄，无论大小，那都是上帝要你们用来

服侍别人，帮助别人，不是用权力地位叫别人都围着你转，

为你服务。” 

我准备好脚盆和毛巾，把老人、小孩都召集在一起，

从我的父母开始，他单膝跪着，一双双脚仔细地洗，认真

地擦，孩子们则因为怕痒痒不停地大笑。我忙着给他拍照。

我觉得，他跪在那里的背影太帅了。那一刻的帅，只因为

他心中盛满爱。用我母亲的话说，他真的很像耶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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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已经知道谁要背叛他，

他还是俯身帮他洗脚。那时候，犹大心里一定五味杂陈吧；

难怪他最后叨念着“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马

太福音》27:4）而后自杀了。 

耶稣被捕的时候，一个门徒火爆烈性，一刀砍掉大祭

司仆人的耳朵。耶稣叫门徒收刀入鞘，转身把那人的耳朵

复原。最后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请你饶恕他们，因

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参《路加福音》23:34）耶稣给

我们展现的，是何等伟大的饶恕和恩典！ 

上帝的儿子怎么能如此软弱，以致被人杀掉呢？但是，

被无知的人类戏弄、侮辱、鞭打、乃至残忍地钉死，这却

正是他降世为人的全部目的。他甘愿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

在我们与上帝之间铺设一条和好的路。他主动赴死，为了

让我们罪得赦免；他从死里复活，要让我们从此不必再害

怕死亡，因为他已经战胜死亡的毒钩，我们经由他成为上

帝的儿女，我们也出死入生了！ 

特殊的“好星期五” 

今天，4 月 3 日，许多地方许多人都在庆祝一个节日—

—“Good Friday”，直译为“好星期五”，但它其实表示的是

“耶稣受难日”。 

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在两千多年前的星期五下午，被

百般折磨，最后被钉上十字架，以最屈辱、惨烈、软弱的

方式，迎接了他预知的死亡。 

他生前，被看作是犹太的木匠；他死了，且是最悲惨

的死法。但两千多年过去了，人们却在纪念他的死。从他

一个人的死和复活，所有认识他、接受他、跟随他的人，

就有了永生，而且今生可以不再恐惧死亡，可以拥有丰富、

喜乐、平安的生命，这对全人类来说确实是大好的消息！ 

这个好消息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告诉我们，

耶稣这个人，以及他的一生，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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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朋友，我多么希望你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能够花一

点点时间去拆开礼物看一看，从各个角度去欣赏一下，或

者去问问你身边已经接受这天下最好的礼物的朋友，是不

是这个礼物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是不是他们拥有你无

法理解的喜乐平安？答案如果是，我盼望你也能因为这个

Good News 而拥有一个崭新的 Good Life！ 

（摘自《OC 电刊》2016 年 03 月刊，作者来自美国休斯敦） 

 

柜台前 
这是个悲哀的复活节假期。我走过机场，心

里为女儿生命中的悲苦感到沉重。她是一位空中

交通管制员，与她结婚一年的丈夫离她而去，她

因震惊和痛苦几乎不能行动，如今她很怕不能集中精神做

好自己的工作。 

我停下来买些纪念品带回家给孙儿，在检查信用卡时，

微笑的职员问我是否喜欢当地风光。 

“这儿很美”我回答，“不过，我到哪儿都这样说。” 

“是啊，”她点点头，“神创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给

我们享受，各地的景色都不同，你这趟假期看到了什么？” 

眼泪立刻如泉水般涌出，我的悲伤毫无掩饰地表现出

来，“我不是来度假的，家里出问题了，我女儿眼下很艰

难。我真不想离开她。”我结结巴巴地说。 

“噢，但神是善良的，祂会帮助你女儿。” 

“我明白。”我回答时禁不住落泪，我从那柜台带走

的不仅是小礼物。我被基督复活大能所碰触——从神而来

医治破碎心灵的爱的大能。 

（摘自詹姆斯·道森《心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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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問答 
 

复活节是什么时候？ 

复活节是不是对基督徒很重要？ 
根据圣经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身体

复活，复活节因此得名，其重要性超过圣诞节。历史学家

根据圣经和以色列人逾越节的日期，推算出在春分日之后

月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由于每

年的春分日都不固定，所以每年的复活节的具体日期也是

在变动中的，大致在 3月 22日至 4月 25日之间。 

复活节具有极度重要伟大的意义。耶稣是死而复活的

救主，这是使徒们最核心福音信息。主耶稣的死而复活，

其实是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里的必然步骤。耶稣基督的肉

身复活，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定好的旨意，是救恩的核心

部分，而且也真实地发生在历史之中。耶稣基督从死里复

活，表示上帝悦纳他献上帝的挽回祭，才使得一切因信耶

稣基督的人都可以称义，重新与上帝和好。在末日时，罪

人身体复活受审判，圣徒身体复活得赏赐。 

耶稣的死而复活，对死荫幽谷里行走的人来说，绝对

是惊天动地的大喜讯。愿你也能够分享到耶稣复活带来的

恩典。 

其他回答(1) 

耶稣如果不复活，那么基督徒所信的就是徒劳，与其

他死的宗教没有区别了。只有耶稣胜过死亡，门徒才能胜

过死亡。只有耶稣复活，门徒的罪才彻底被解决。 

（摘自《海外校园》爱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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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约拿 
高平 

神的仆人迦特希

弗人亚米太的儿子先

知约拿，这是旧约圣

经(列王纪下 14:25) 

对这位先知的描述。

而旧约中的约拿书也

无疑会帮助我们更多

一点地去认识这位先

知。 

在所有的先知书中，约拿书极具特色，文字简洁美丽，

短巧生动，堪称文学经典。犹太人亦把约拿书视为历史事

实而把它收入圣经正典。新约圣经里也多次提到约拿及约

拿的神迹。经文有: 马太福音 12：39-41； 16:4； 路加

福音 11:29-32。可见主耶稣和使徒们也为约拿书作了见证。

我们若信主，就会信主所说的每句话。因他的话是信实且

大有能量的。故约拿书中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从中我们

看到了一个事实的经过和约拿自己的真实想法，其过错和

弱点无任何隐瞒，也没有什么自高和虚妄之言。 

根据约拿书的记载，仿佛让人看到这位先知是个容易

发怒，不明白上帝心意，违背上帝命令的人。其实不然，

约拿做先知是在耶罗波安二世作王之前，后来耶罗波安二

世照着约拿先知之预言，成功收回了一些失城。他是位了

不起的先知，我想他比我们更认识这位全人类唯一的上帝。

那么作为上帝的真仆人，为什么先知约拿会违背上帝的旨

意，并连连向上帝发怒气呢？他是真的昏了头吗？ 

先看，当约拿接到上帝的命令，他抗命了，想要逃往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1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19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3452/504019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3452/50401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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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地方去躲避上帝。难道先知真的是怀有某种侥幸心理

去尝试逃避他深知的，那位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真神上

帝？作为一名真先知，他最终作了违背上帝的举动，相信

他的内心深处必经过了一番极大的挣扎。我们知道，让一

个犹太人传拯救的信息给外邦人已经不易，更何况让一个

有着强烈民族感的犹太先知，去传拯救的信息给向来欺压

以色列人的世仇宿敌呢？这个仇敌骄霸凶残，罪恶甚大，

如今上帝计划要加以毁灭，岂不是大快以色列人的心吗？

其实先知比我们更加认识这位上帝。他清楚知道这位有丰

盛慈爱，恩典和怜悯的上帝，所差派他去向尼尼微居民呼

喊的目的和结果。后来，素来凶暴自大的尼尼微人只听了

约拿在城内三分之一路程宣告，就立刻满城上下空前壮观

地悔改了。这实在是很大的神迹，这都是来自上帝的爱惜。

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约拿那悲壮的、带有强烈民族英雄色

彩的抵抗和逃避行为。上帝深知约拿。                               

再看，当约拿在船上，被抽签指认出来后，他公开表

明自己的信仰，并勇于全身承担一切的责任，要求同船的

人，把他抛入海中，以得平安。他不愿因自己的过错而令

这些未曾相识的人遭受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他认识这位造

物主，他逃避不了，宁愿求死。约拿的行为是富有爱心的，

勇敢且负责任的。这里说的勇敢，不是指他勇敢地去违背

上帝。上帝深知约拿。 

最后，从约拿与上帝的对话之中，似乎先知很不讲理，

很不懂上帝，动辄发怒，以至几次求死。何以先知敢以此

态度面对上帝？一是因他对上帝很有信心，平时与上帝灵

交密切, 宛如好朋友一般。二是被狭隘的爱国情绪充满而

昏头的约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上帝用奇妙的方式（一

颗蓖麻）耐心地引导他，在上帝温柔的肯定式问话后，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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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书结束，留给人无限深思。上帝的旨意原非人一时所能

完全明白的，个人认为约拿在沉默中完全明白了：上帝的

慈爱是普及一切人类的，他希望人人悔改领受恩典。上帝

深知约拿。 

昔日，约拿先知被抛下海中时，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

吞了他，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主耶稣引用约拿的这一经

历预表他在坟墓中三天三夜，而后从死里复活。昔日，约

拿在尼尼微城简单宣告上帝的话，说：“再等四十日，尼

尼微必倾覆了！” 主耶稣走遍各乡各城，说：“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太 4：17）昔日，恶达上帝的尼尼微

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立时悔改了。主耶稣把尼尼微人的悔

改和那些心地刚硬的犹太人作对照，“当审判的时候，尼

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

的就悔改了。”（太 12：17）昔日，有局限的约拿为尼尼

微人成就了神迹 -- 尼尼微全城从最大的王到至小的牲畜，

居然全都认罪披麻悔改了。比约拿更大的毫无瑕疵的完全

顺服上帝的主耶稣为全人类成就了最终极的神迹 -- 流出

他的滴滴宝血救赎所有认罪之人。 昔日，尼尼微人听了约

拿的宣告后，各人暂时离开了恶行，丢弃了强暴，从而使

他们在历史上又延长了一段时间的生息。主耶稣所成就的

却是彻底而完备的救赎，使每个真信的人得以称义而入永

生，他是那通往永恒生命的唯一道路。 

从在约拿书中所记载的那些戏剧性的事件，我们看见

了上帝对被造物所拥有的绝对主权，并且也体会到上帝那

充满温柔的大爱和无比的怜悯。上帝知透万事万人，他用

奇特而超乎人之想象的智慧曾引导约拿，也引导着我们。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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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华镇遭受逼迫 

当他们两人快走出旷野的时候，想不到又碰见了传道

人，大家见面后都非常高兴，他们就把路上的经历，一五

一十地告诉传道人。 

传道人欣然地说：「你们能冲过这些苦难来到这里，

我真高兴。为了将来得荣耀的冠冕，你们要继续向前奔跑。

不过，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世界的情欲霸占你们的心。只

要意志坚定，主必保守你们到底。你们看，前面不远就是

浮华镇了，在那里你们必会遭到仇敌的逼迫，甚至可能有

人会因此殉道。虽然如此，但千万不要害怕。要记住，只

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你们如坚持到底，祂必赐你们那

不朽坏的冠冕。」 

当下，他们与传道人告别，就向浮华镇走去。因为要

想去天城，非经此地不可。 

浮华镇的王别西卜，在镇里开了一个大市场，所卖的

货物有房屋、名誉、地位、情欲、贪心等等。为了要吸引

那些疲倦的天路客贪恋短暂的福乐，而放弃走天国的路，

它常年开放。因他俩的衣着和谈吐，与那镇里的人不一样，

所以当他们走进镇内时，马上引起众人的注意。再加上他

们对街上卖的货物，仿佛视而不见，就更引起那镇里人的

好奇。有一个商人见此景，就高声问他们：「想买甚么

呀？」他们同声回答：「我们要买的是真理。」众人听了

他们的回答，嘘声四起，还有人乘机殴打他们。于是市场

秩序大乱。这消息传到市场主人那里，他就派官来捉拿和

审问他们。 

他俩告诉那官，他们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并表

明了天路客的身份。但那官不问青红皂白，硬说他们有意

捣乱市场，竟下令鞭打他们，还把污泥涂在他们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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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锁在笼中示众。虽然他们受尽凌辱，但却表现得异常

镇静，脸上充满了平安，使许多看见他们的人很受感动，

甚至有些人替他们打抱不平。这使他们的仇敌更加恼怒，

决定公审他们后，找个借口害死他们。但他俩想起传道人

的预言，心中十分安静，并互相勉励，把自己的生命交托

在全能的神手中。 

公审的日子到了，主审官憎善大人宣布他俩的罪状是：

「不遵守本镇的法律，妄图发起暴动。」 

忠心听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个与世无争的人，

但独与耶稣基督的敌人为敌，你们的主人是敌对神的，我

无需遵守他的法律，我没有罪！」 

憎善大人一听这话，十分惊慌，忙传嫉妒上庭作证，

控告忠心。嫉妒就走上前来说：「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

他不尊敬我们的王与风俗，专门引诱人走神的路，与我们

作对。」 

接着，迷信又上来作证，他说：「他否定我们的宗教，

说我们以妖言惑众，敬拜的是虚空，并妄称我们活在罪中，

最后要下地狱受审判。」他刚讲到这里，奉承又上庭来作

证，他说：「我早就听说他公然毁谤撒但王和王的好友，

甚至连您 ─主审官大人，也被他骂作恶人。」 

憎善大人听到这里，气得大拍桌子说：「你这个异教

徒，卖国贼，这些指控你听见没有？你还有甚么话说吗？」 

忠心毫不惧怕地说：「虽然他们三人说的只是一面之

词，但我承认我说过：无论是法律、风俗或人情，只要违

背真道，就是与神作对；另外，这个镇的王和他的部下，

都是住在罪里，将来逃脱不了地狱的审判。」 

主审官气得暴跳如雷，大声叫道：「他说的话大家都

听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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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怎样惩罚他？」眼瞎、怨恨、高傲、说谎、

残忍等陪审员，一齐在下面大喊：「他不服从我们的王，

犯了叛逆之罪，杀死他！」于是，差役就将忠心拉出去，

先用鞭打，又用刀砍，最后把他绑在一根木柱上烧死了。

但不久云中有号角吹响，天使来把忠心接去了。 

基督徒又被送回监里，后来神为他开路，使他从监中

逃了出来，他继续向前奔走天路。 

他一边走，一边称赞忠心对主的忠诚。走了没有多远，

有一个名叫盼望的人赶上了他，要和他结伴走天路。他告

诉基督徒，他原住在浮华镇，因被忠心的行为感动，愿抛

弃世上的一切来走天路，并说镇内还有不少人，也会随后

赶来。基督徒一听，十分激动，心中默默的说：「忠心啊，

你死得有价值，因你的殉道，带领了更多的人归主，我一

定要以你为榜样，纵然路途上有千难万险，我也决不动

摇。」 

投机和他的朋友们 

基督徒和盼望刚向前走了不远，就遇见一个名叫投机

的人。他主动的要求与他俩同行，并自我介绍说，他是从

花言巧语村来的，本是富家子弟，专门投机取巧，这次为

了叫家乡的人佩服他，所以也想趁热闹同走天路。 

基督徒听了他的一番话，便严肃地对他说：「我们不

反对你与我们同行。但是有一点你应考虑清楚，因为走天

路决不会一帆风顺，要历尽千辛万苦，所以决不能见风使

舵，你能行吗？」 

投机听了，倒吸了一口冷气，说：「我们只不过是结

伴同走，凭甚么你要干涉我的处世态度呢？」 

基督徒深知不同心的危害，于是就斩钉截铁地说：

「你若固执己见，我们就决不和你同行。」说完，就大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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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地走了。 

投机目送他二人远去，忽听身后有人问话：「请问，

前面走的那二人是做甚么的？」投机回头一看，原来是他

的好友爱世、贪财和吝啬。他与他们问过好后，就说：

「那二人也是走天路的。」 

贪财一听，就插嘴说：「你为甚么不和他们一起走

呢？」投机摇了摇头说：「他们与我观点不同，我说：

『识时务为俊杰，』他们却说：『只要为了神，就是倾家

荡产也在所不惜。』你若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拒绝

和你同路。」 

爱世说：「投机先生，你说的很对，要见机行事，晴

天走路，雨天暂歇，只有像他们那些傻子，纔会风雨无

阻。」「对，对，」贪财和吝啬也在一旁随声附和。 

投机一看现在有好几个人支持他的观点，就说：「不

如我们去追赶他们，与他们辩论辩论。」 

基督徒和盼望正在赶路，忽听后面有人叫他们，回头

一看，只见投机他们四个人，气喘喘地朝他们跑来。基督

徒就问：「发生了甚么事情？」他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

发表了许多谬论，甚么：「利用宗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是天经地义的事」等等。 

基督徒义正辞严地驳斥他们说：「人若为利而信神，

最终必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好像卖主的犹大一样，为了钱

而跟随了主，后来又为了钱而卖了主，最后被扔进永远的

灭亡里面。」 

听了这话，他们四人你望我、我望你，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了，只有乖乖的让出一条路来，让基督徒他们走。 

基督徒一边走，一边对盼望说：「我的话他们都对答

不上，若再这样死不悔改，我真担心他们将来怎样面对神

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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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的三个朋友 

为什么不得上帝的喜悦？ 
我想圣经里面约伯的三个朋友不讨上帝的喜悦，并不

是完全否定了他们，而是在这件事的讨论里面与约伯在苦

难中的表现做的一个对比而言。 

当约伯遭遇苦难的时候，凭着约伯的地位财富，应该

有很多朋友，但是当时只有这 3 个朋友，从各个地方相约

而来，并且能够放下自己的身份陪约伯坐在地上七天七夜，

可见也是非常真诚。在开始的谈话里面，他们以各自的经

历，对上帝的认识，劝勉安慰约伯，但是当约伯不承认犯

罪的时候，他们开始指责，伤害约伯，他们过于肯定自己

的见解，却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最后给约伯带来更多的痛

苦。 

他们的确是为上帝发热心，但是却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这也是今天许多基督徒在服侍中容易犯的错。我们容易以

曾经的经历过于自信，其实却不明白上帝作为的隐秘意义。 

而约伯在苦难里面，被朋友激动后的确有发怨言，但

约伯说的都是心里真实的话，他没有伪装，是真实的面对

上帝，这是上帝喜悦的。我们基督徒就缺乏真实的面对上

帝，其实上帝不要我们太多浮华的话语，能够把心里的光

景真实的表露，并求上帝的怜悯，才是心灵更新得医治的

方法。 

在约伯记的最后，我们看见约伯的三个朋友通过约伯

的献祭被上帝赦免，其实他们都得蒙上帝的祝福，他们在

这次事件里面也和约伯一同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约伯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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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其实预表了基督的受苦，都是一样为人不明白的，直到

后来看见复活大能带来的祝福拯救。 

（摘自海外校园“爱问”网站） 

 

編者語： 
親愛的讀者，根據本刊内容的需要，《滿恩》同工會

研究決定，對本刊欄目作必要的調整。“每期一題，請您

回答”到本期不再繼續，同時將從下期開始，增加“信仰

隨筆”欄目，歡迎您積極投稿“信仰隨筆”，將您對信仰

問題的思考、聖靈對您的啓迪，您所見、所聞的事物對您

的促動，將您在思想中的亮光、火花記錄下來，和大家分

享。我們也討論了將在適當的時候增加“人物專訪”欄目，

希望可以借着對某個特定人物的訪問，將他們個人所領受

的東西，或者他們個人生命中所經歷到的東西介紹給大家，

希望我們也能從中受到啓發。 

甘志聰牧師在《滿恩》第一期裏的文章中說過：

“《滿恩》是一個信息傳遞和見證分享的平台。滿恩堂出

版《滿恩》的目的，是爲了更好地幫助接受和理解福音信

息，並幫助基督徒成長，促進彼此交流。”我們現在有

“福音信息”、“唯讀聖經”、“信仰問答”等欄目，或

者向人們傳遞福音信息，或者幫助人們正確理解福音信息；

我們還有“每日靈修”、“分享見證”等欄目讓大家一起

來參與。這裡再次鼓勵大家，為我們的“每日靈修”欄目

投稿，一方面可以將你們每天靈修的心得寫出來，為自己

的心路歷程作記錄，另一方面可以鼓勵弟兄姊妹過每日靈

修的生活，互相學習，互相勉勵。《滿恩》是滿恩堂的刊

物，《滿恩》需要弟兄姊妹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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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纪念 
胡志华 

昨天下午，去参加了一位

姊妹老公的追思告别纪念。我

们是多年的邻居，也是朋友，

十年前就认识了，那时星期六

她常常接我，我们一起去中文

学校教课。因为我们只隔了两

个院子，有时候她会跑过来给

我送她做的小吃、她煲的红豆汤圆，我有时也会到她家里去参观

她老公弄的花园。她老公在餐馆里做事，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把

院子搞得整整齐齐，还自己用水泥做砖块围花池。他手很巧，也

是家里面的支柱和依靠。八月份的时候，夫妻俩还来过我家一起

聊天，他那洪亮的嗓音至今还回荡在耳边。可是谁能想到之后的

不久，他觉得身体不舒服，吃不下饭。去医院检查，竟然是胰腺

癌晚期。真是不可思议，一直身体很好的他，一直勤快工作的他，

真是晴天霹雳！我听到消息很震惊，怎么办？她怎么办？ 

圣诞节前，她打电话给我说：先生病了，她住在医院里照顾

他。可能是因为太累了，没休息好，她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胳膊骨头摔裂了，现在打着石膏。老公很心疼，说她怎么那么不

小心。我说回头去看看他们，但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得到了坏

消息。后悔没早去看看她的先生，真的好快，短短的三四个月，

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她自己的体重也迅速下降了 40 多磅。 

今天是我来加拿大后第一次去殡仪馆，心情很沉重。上到二

楼，在门口就看到了她，她笑着迎接了我们，使我忐忑不安的心

一下子放松下来。看到她胳膊上裹着的石膏上写满了很多字，她

给我指着一行字，说：“这句话是他最后留给我的纪念——月华

我陈 xx 永远爱你。”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他是多么不舍

得离开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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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领我们签名留念。来到大厅，大厅前面摆放着灵柩，她的

先生静静地躺在里面，好像伸手就可以触摸到他的身体，这是我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一个离去的人。以前在国内参加过我们

一个同事的葬礼，灵柩旁摆满了一圈的鲜花，周围更用玻璃围栏

围了一个很大的圈，看不太清楚他的脸。可这一次，这么近，竟

然没有任何一点想象中的害怕。他看起来是那么的安详，看不出

丝毫的痛苦，只是瘦了很多。厅一侧的图版上贴满了往日美好的

相片，供人们来回忆和纪念。他的儿子一直站在爸爸照片旁，安

静地看着我们，有时候对我们笑一笑。他的大女儿和女婿坐在前

排座位上与一位朋友聊天，小女儿和她的男朋友在大厅和朋友一

起接待来宾。她把我们介绍给她女儿和女婿，尽管几年不见，她

的女儿还认识我，我们一起聊了她的工作，她现在是一名牙医，

也是她家的骄傲。两个女儿都很漂亮，她们跟我们也有说有笑。

接着她带我们来到侧厅，这里有很多桌椅，一侧有咖啡、茶、水

果和茶点。她带我们坐下来，前面的屏幕上播放着先生的相片，

从小时候起到住院这一生的经历，出生、童年、学生时代、移民、

结婚、工作、生子、孩子成长过程的点滴，孩子结婚的照片，他

们一起参加“夫妻恩爱营”的照片，包括住院期间的照片。看到

她先生躺在病床上用笔写那句话的照片，最后的全家福……。回

忆他的一生，我们一边看，她一边给我们讲解照片中的点点滴滴，

充满了浓浓的感情。 

几天前我还在抱怨说，神啊，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这样

的安排？她们一家人那样虔诚信主，为什么让她的先生在 63 岁

就离开了他深爱的家人？命运为什么是这样？使他们曾经在爱中

期盼的第一个孩子竟然是个身体不健康的孩子（唐氏综合症），

他们是怎样经历了那段时光？今天还要再经历与亲人的分离？可

我还是要感谢神，在他们夫妇的悉心照料下，儿子一直成长得很

好。记得有一次去她家还看过她儿子画的画儿和写的文章。他们

后来又有了两个女儿，女儿们都很有出息，大女儿是牙医，小女

儿是会计，一家人幸福地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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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国内参加葬礼时，那些家人、亲戚朋友哭声动天，让

你感觉悲痛欲绝。但今天整个大厅给我的感觉是回忆、是纪念、

是陪伴，有温暖，有平安！ 

可在她字里行间中没有一丝的抱怨、困惑。 

她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先生跟我说，不是得胰腺癌都很

痛苦吗？为什么我不觉得疼呢？医生说，是肿瘤没有压迫到神经，

感谢神！” 

她先生一直忙于工作，不肯歇下来，一家人出去玩都很难得。

去年女儿孝顺，买了豪华游轮的票，直到快过期没办法，四口人

才去的，一家人玩得非常好，度过了特别幸福的时光，拍了很多

漂亮的相片，这些记忆都是家人的财富。她说：“感谢神，神早

有预备！” 

她还对我说：“我们是在移民班认识的，那时他追我，我说

你要成为基督徒，并且每周约会时要背出一条金句。”她边说边

笑，那时的玩笑话真的成就了这个属基督的家庭。 

“这次冬天，12 月很特别，天气不仅暖而且没下雪，很方

便我们出行。”她说。 

“这期间女儿去美国出差，很担心爸爸撑不住。儿子却说：

‘妈妈，爸爸一定会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的！’你看看我儿子的

信心都比我大。果然，过了圣诞节，26 号他就走了。在昏迷中，

像睡着了一样，安安静静地走了，没有丝毫痛苦和挣扎。” 

“先生临走前，我拉着小女儿和她男朋友的手到她父亲床前，

问她男朋友，会不会好好照顾女儿，没想到女儿不会讲中文的男

朋友用英语说，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的女儿和我们的哥哥的。

他好有心啊，好感动，感谢神！” 

“先生去世后赶上假期，女婿帮了很多忙，教会的弟兄姊妹

也都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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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已经回天家！” 

“这段时间有很多感恩和奇妙的事，数一数有二十几条。等

我的胳膊好了我把它记下来……。” 

临走的时候，我有些激动，也有些不能控制自己。她告诉我：

“我们基督徒，靠着神全然得胜，他会赐我力量的。”真的，我

觉得今天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虽然自己也是基督徒，可是遇到

事情经常是抱怨，是不解，是消极悲观。而她和她的家人所呈现

出来的却是一个字“爱”，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活出的样式。这种

爱，不是痛哭流涕，不是埋怨，是感恩，是纪念，是珍藏，是平

安，是顺从，是交托！ 

感谢神！求主亲自来安慰她和她的家人，赐他们平安的意念！

保守和看顾他们前面的路程，更加仰望神、依靠神！过全然得胜

的生活！ 

 

受洗见证 
李林 

我从小生活在一

个无神论的家庭，从

来没有想过要依靠上

帝或是别的什么神。

我受到的教育很正统，

就是我们应该依靠自

己，自立自强。从小

到大，我的生活和学

习都很顺利，一路高

歌，考上重点大学，

毕业后的工作单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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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觉得只要自己好好努力和争取，一切都在掌控中。

就这样怀着对理想的追求和希望来到了加拿大。亲戚朋友

们介绍我到岛内的一间基督教会，教我遇到困难就祷告，

请上帝帮忙。我刚来一切顺利，觉得好像暂时不需要上帝

帮忙，靠自己就可以了。这样我就很少去教会，不会开车

也不想麻烦别人，婉拒了热心人士多次的邀请。 

这样过了许多年，到今年夏天，我来加拿大已经 13 年

了。我再来教会，是因为我的儿子生病了。他免疫系统太

活跃，导致眼睛发炎，医生也不明白具体病因，只能先用

药物控制住，说，这种病有的情况能自己就好了，有的就

非常难治，谁也说不清楚。他的身体之前一直是健康强壮

的，我一直都在悉心地照顾他，平常也很注重健康的生活

规律和饮食，自认为是一个很合格的妈妈。遇到这件事，

我到处求医，心里没有平安，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也觉

得孤立无援，好像谁也帮不了我。第一次开始知道我的努

力和担心有时是徒劳。这时候，我想到了上帝，我觉得也

许上帝能帮我，因为我已经竭尽全力了。这样我就请梁太

带我来南岸的教会。我认识梁太很久了，她是我很敬重的

一位长辈，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梁太很快带我和我的儿

女们来到教会。那天下着大雨，但我们风雨无阻，还是来

到了满恩堂。这里热情和圣洁的气氛很快地感染了我，我

见到了笑容可掬的甘牧师，认识了李桂贞、陈爱珍姐妹，

并到她们家里查经，其间还有杨云真传道，林恩泉长老，

及各位弟兄姐妹，他们都为我做了见证和祷告。我被深深

地吸引，非常愿意来学习认识这位真神。我们也参加了恩

雨团的团契，感受到了很好的属灵气氛和亲切的家的感觉。

来教会的第二个主日，李桂贞姐妹介绍我认识了杨美英传

道，就是我的杨老师，经过简短的交谈，她立即为我做了 



 

 
 

25 

見證與分享 
 

决志的仪式，圣灵仿佛立刻进入了我的心里，我马上就觉

得心里不再压抑，平静多了。之后我参加了杨美英传道的

新生命学习班，接触到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属灵的知识，

教我从理性和感性上认识了上帝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和他

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对世人无条件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

于是我更加地相信基督教了。感谢神，经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和祷告，孩子的病情有了较好的进展，而我也在这个看

似艰难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上帝所赐的平安和喜乐，每天都

开开心心的，睡觉也很安稳，有什么困难和疑问就向上帝

祷告，求神赐我们智慧和平安。有一个很久以前的见证，

就是最近无意中翻到了很久以前的日记，那里记着，2007

年底，我儿子还在上幼儿园，老师跟我说他咳得厉害，我

就带他去看医生，经诊断后是哮喘，据说是比较难根治，

容易复发。我一听就很惊讶，也怪自己没照顾好孩子。当

时曾我恳切地向神祈祷，请他帮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门!  几个月后，孩子的哮喘就好了，没有再犯。如果不

翻日记，我都把这件事忘了。这件事提醒我，要把这些重

要的见证记录下来。还有一个最近的见证与大家分享。11

月的一天，我正在教会里上新生活课程，接到我儿子的电

话，他说他的眼镜踢球时被打坏了，眼睛也碰到了，我就

赶紧回家，一边开车一边祷告，回到家，他的眼睛看起来

好好的，脸上也是好的，眼镜被足球碰到地上，镜片从镜

框出来，都没摔碎，后来稍微修了一下就好了，眼睛有一

点疼痛，过了两小时就完全好了，我觉得是神的保佑，因

为足球的力量还是蛮大的。我的信心每经历一次这样的事，

就增加一些。 

我以前是一个容易急躁的人，由于对很多事物追求完

美，遇到不合心意的时候，就容易着急，也不太容易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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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感受。杨美英传道的教诲，敦平师母的信仰书籍和

CD 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现在，我遇到事情不太顺利时不

太会埋怨别人，而是平静下来以和为贵，向神祷告，因为

上帝教我明白了爱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事物本身。

这样我和家人也拥有了相对平静安稳的心绪和内外环境。

以前我常以道德哲学来约束自己，虽然自以为无大错，其

实常有不满或不平，也容易骄傲自大，现在我明白了这些

也是罪过，我于是渐渐学习谦卑下来。我们都是罪人，是

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过犯得以赦免，感谢上

帝，藉着耶稣，我们可以和上帝和好，可以和他建立亲密

良好的关系。我很喜欢思考人生的意义，但是怎么也想不

通，爱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现在，我渐渐明

白了，我们是上帝慈爱的创造，我们本是尘土，应该将所

有荣耀归于神，一生敬拜顺服神，活出神的荣耀与爱，就

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我现在每天生活在平静的喜悦里，圣灵保护和教导着

我，也保护和教导着我的子女，想着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

灵魂和永生，我就心中舒畅，甜蜜。 

在这个过程中，感谢满恩堂，牧师，长老，师母，传

道和弟兄姐妹们，你们用从上帝而来的谦和的爱和智慧充

满了这间教会，带领像我这样的慕道友来信主，归顺上帝。

相信神会继续用满满的恩典和慈爱浇灌我们。 

最后我用希伯来书 10 章 23 节来概括我目前的感受：

“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

的是信实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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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应允的必成就 
胡瑞丽 

神在【以賽亚书】26 章第 3 节中说；“坚信依赖耶和

华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在【那鸿书】第 1 章 7

节中神又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

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她的人。”。 

2015 年的圣诞节是我最难忘的一个圣诞节。夜晚华灯

初上、万家灯火，一派节日的气氛。家家户户都在欢度这

一年一度的西方最重要的节日。晚饭后，我正准备通过

“微信”问国内亲友们节日好时，突然家中的电话铃声响

起，电话中传来我大哥的低沉、缓慢的声音：“妈妈已于

今天上午 8:30 分去世”（国内的 12 月 26 日上午，正好是

我们这里的 25 日晚上）。顿时，我的头脑“翁”的一声变

成了空白。几天前，我听说妈妈高烧不退，就有些担心，

因为母亲毕竟已 101 岁高龄了。生怕有什么闪失，我连着

几次打电话回去询问。情急之下，又打电话给医生想了解

最新的情况。医生告诉我：“已用物理疗法将我妈妈的高

烧退了”。家人在得知我想回去时，说：你刚由上海回加

拿大不久，再等等看，如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及时通知你

的。在教会的祷告会上，传道、长老及在场的弟兄姊妹们

还专门为我母亲和大哥的健康进行了祷告。母亲的生命力

很强，前几年曾多次病危住院抢救，每次都挺了过来，有

时连医生都没想到。特别是近两年来，我两个哥哥都相继

生病住医院，母亲也许是出于对子女的体谅，竟然没有生

过什么大毛病，只是小毛小病，吃点医生开的药就好了。

可这次是怎么了？为什么刚刚好转就走了？我亲爱的母亲

—— 一位历尽多次政治运动、饱经风霜的世纪老人。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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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耐劳、勤俭持家，和父亲一起供我们兄妹三人上大学。

她以瘦弱的身体担起了娘、婆两家的重担，成为受人尊敬

的“贤妻良母”。可现在她却悄悄地走完了她的一生，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因母亲年事已高，我虽对此有一定的思

想准备，可真到此时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说不出的滋

味！ 

由于时间紧，又逢节假日，飞机票尤为“紧俏”，只

好当晚就在网上购票。当时最快的也只有需经美国和日本

两次转机的票，而且稍有犹豫就会被别人抢订了。别无选

择只好买了这机票。我连夜整理行装、在安排好家中一些

事情后，便匆匆地赶赴上海处理母亲的后事。临行前，牧

师为我和家人进行了祷告，求神保守、看顾我们，并祝我

们一切顺利！我回到上海后才知大哥的穿刺结果还未出来，

我二哥因血糖突然升高也住进了医院进行治疗。当我看到

步履蹒跚的大哥时，他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再不是我

以往见到的谈笑风声、乐呵呵的大哥。头发花白的二哥直

到母亲告别仪式的前一天下午，才从医院回到家中。由于

悲伤和疲劳，加上连续 3-4 个夜晚未能睡觉，我的头整天

晕乎乎的。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及接二连三意想不到的事

情，我着急、徬偟却又不知所措。一向有主见的我变成了

“木头人”。头脑稍一清醒，我就在心里一遍遍地向主呼

求：主阿！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度过这次“难关”。 

我大哥的儿子很能干，也是个地道的“上海通”。虽

然他已将前期的事进行了联系，可毕竟还有许多琐事得等

我一件件地去安排和落实。由于时间紧、又适逢年底，外

地亲戚多，吃住都得安排。我因时差也无法倒，累得精疲

力尽、内心也很软弱。我因疲劳、心脏供血不足而躺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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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爬不起来。我仰望主并默默地求主与我同在，求主能刚

强我，给我力量来应对和处理眼前的事情。按当地的风俗，

母亲最迟要赶在头七（即去世后第七天）“入土为安”。

因我们的老家是南京的，许多事情和手续还需去办理。经

过紧锣密鼓的操办及每个环节的銜接，终于将母亲的后事

妥善办完。庆幸的是母亲最后走得很平静、很安祥，没有

一丝痛苦的迹像。我亲爱的母亲，安息吧！ 

由于连日的奔波和悲伤，我感冒、咳嗽、全身无力，

真想睡个几天几夜。等感冒好些，我就准备去北京看望 90

多岁的三姨和姨父。刚想缓口气，却从我侄儿的电话中得

知我大哥的穿刺报告早已出来，需要立即住院手术。长期

以来，大哥一直是“长兄如父”般地关心、照顾着我们弟

妹。他也默默地为照顾母亲付出和承担了很多。其实，在

我到达上海的当天，他已从医生那儿得知被确诊为早期前

列腺癌，但他为了怕影响我们的情绪和母亲后事的处理，

却忍着自己的病痛和精神上的负担，一直“密而不宣”默

默地承受着，直到母亲的后事办完才让我们知道。计划赶

不上变化，时间就是生命。我不得不退了去北京的车票。

感谢主！我再次从床上爬起来，拖着疲备不堪的身体又回

到了上海。在此期间，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及众弟兄

姊妹在得知情况后，又同心合一地为我大哥的手术祷告，

求主怜悯、看顾他，并祝他手术成功！同时，我也在不断

地向神祈祷，求主保守和医治我大哥！、求主将爱心、智

慧和能力赐给主刀医生！也祝我大哥手术顺利！ 

元旦刚过，在上海市领导的直接联系和安排下，由上

海最好的三家医院的专家团队对我大哥的病情及检查、化

验报告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各家不同的治疗方案（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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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手术治疗 ；2、微创手术治疗  ；3、质子中离子治疗

法）。经过反复比较，我大哥选择了【微创手术】进行治

疗，并立即住进了医院，着手进行手术前的各项检查和准

备。我大哥的手术确定由著名的泌尿外科微创手术专家、

肿瘤医院叶院长主刀，当时他正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手

术前我大哥通过电话与他讨论了手术方案，并在他从美国

回来后的第三天给我大哥做了微创手术。那天，家人一早

便来到医院在家属等候区静静地等着，一楼还有现场视频

的信息通告，让家属知道手术中的一些主要情况。感谢主！

这次手术进行地非常顺利、非常成功！虽然是全身麻醉，

可在手术结束后 15 分钟，我大哥就完全清醒过来。在重症

监护室监护了 20 个小时，经检查后即提前进入“干部病房”

休养、恢复。因我正患重感冒，为怕交叉感染他，所以我

只能戴着口罩远远地跟他打招呼！ 

从我母亲去世到我大哥手术，在这短短的三周时间里，

我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和痛苦，也让我在患难中经历了神的

同在。在此间，我几次病倒又不得不爬起来。在我人生最

困难的时候，是上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是教会的牧师、

传道、长老们通过电子邮件（email）给我送来了爱心和祝

福，还有弟兄姊妹们的祷告，才能使我母亲的后事办得如

此顺利，并受到了亲友们的一致好评；也才能使我大哥的

手术如此成功！一个 70 多岁的人，恢复得如此快，也出乎

了医生的所料。按常规 70 岁以上的病人，医生一般不建议

动手术而采用“保守疗法”。而我大哥在手术后的第二天

就能去掉“胃管”，能直接喝乌鱼汤和稀饭。一周后又拔

去身上的另两个管子，二周后又将唯一剩下的“导尿管”

也拔掉了。经检查，一切正常，并于二月初、春节前回到

了自己家中。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医治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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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令人悲伤、痛苦、而又终身难忘的日子里，我

是靠着主走过了这段不寻常、不容易的路；是主一直在陪

伴着我；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给了我极大的关心和安慰。

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地感谢！神在【罗马书】第 5 章第

3 节中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

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虽未完全达到

此境界，可我深知：在患难中唯有“求主祷告。将一切交

托给主”，并要时常保持感恩的心态，凡事祷告、凡事感

恩。感谢主对我们全家的怜悯和看顾！感谢主垂听和应允

我的祷告！是上帝的大能、大爱使我大哥能化险为夷、转

危为安。神是信实的、可靠的。这次难得的、刻骨铭心的

经历使我更加坚信：只有信靠、顺服主，才能蒙主赐福。

感谢主！一切荣耀归于主！哈利路亚！ 

 

一生中最大的事（續） 
楊云真傳道 

如何讀聖經和看見証 

身為一個基督徒，讀聖經有各種方法，無論如何讀，

最終的目的都是要我們將所讀到的聖經真理應用在自己的

生活裡，這才是至関緊要的。如果你對聖經滾瓜襕熟，卻

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不能改善你的生活，那也是枉然。 

傳道書 1 章 9 節説：“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

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們看聖經中許多

的人物故事，只是一個故事而已嗎？故事裡的人物被神啓

示寫岀來，表明了神的心意，告訴我們這個人他如何遇到

神，如何在神的面前被陶造，如何被神祝福。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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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啓示我們，這個人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成為一個器皿。

如果我們看那只是一個故事而已，真的是浪費時間。然而，

如果他们的故事成為我們的啓示，成為我們蒙福的橋樑，

那我们看它才有意義。同樣，看見証也一樣，別人的經歷

我們可能不會完全一樣的碰到。神同樣的話，甲遇見了一

件事，使他印証了這句話是真的，是可以信的，而乙卻遇

上不同的事，但也使他相信了這句話是可信。如果我們看

了他們的文章，而自己也發生一些正在困境中的事，因看

了這文章，我們（包括我）也能靠著這句神的話而走出困

境，那我們就有福了。 

許多人常常問我，神真的跟你說話嗎？是男声還是女

声？講什麼話？中文還是英文？在這裡很想好好的跟大家

來談談這一個問題。首先，你要問自己，對這位神的信心

有多少？神是死了還是活的？神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神

是無所不知的还是有所不知的？祂是無所不在的還是有所

不在的？衪是無所不能的還是有所不能？另一方面是，你

還要問自己，我對自己認識多少？我是個順服神話語的人

嗎？我為什麼希望聽到神的聲音？這世界上有多少種聲音

是我可以完全明白的？我們常常看到有些文章說神現在不

説話了，因為衪所要啓示的都已經寫在聖經裡了。但這並

不是說神就不能講話了，如果我們認定祂現在不再講話，

就是我們在限定神的能力了，祂也就不是無所不能的神了，

祂就是死的神了（尼釆就這麼說）。如果衪是一個死的神，

即使祂有聖經留下給我們，它也是死的，我們為什麼還要

信祂呢？我們為什麼要守基督教所傳的呢？那不是儍瓜嗎？

2000 年來怎麼還有這麼多儍瓜呢（包括我自己）？可見衪

沒有死，衪仍然在天上地上地下掌權，所以衪隨時可能說

話，只是祂說的話在聖經裏都可以找到（有時不會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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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改照聖經上的，但意思一定一樣的），使你不致於走

偏了。在地上能使人聽得到的聲音有三個來源，人自己的、

魔鬼的、神的聲音。其他的來源我不知道，如果你知道請

你告訴我。所以，你的信心決定了你所信的這位神的能力，

祂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祂的聲音是男声還是女声？即然

我們都尊称祂為父，我相信祂以男声來對人説話（至少我

幾次聽祂對我説話都是男声）。如果有一天我聽到女声對

我說話，我一定不會把它當成上帝对我説話。祂說什麼語

言呢？你認為祂應該說什麼話呢？希伯來語？希臘語？英

文？中文？如果你相信創世記裏巴別塔的故事，你就知道

是神創造了語言，祂什麼話都會說。祂不是一位只会說一

种語言的神，如果是，衪將聽不懂你我的禱告。那麼祂要

用什麼語言來對我們說話呢？當然是對你不造成困惑的話，

是用你的母語對你説話，對中國人衪就說中國話，對德國

人就説德國話⋯⋯。中國人中又有方言（有些人他只会說方

言的），神就用方言對他說。這是我對這位神的認識，你

呢？有一次，有个人對我說，神在夢中對他說話了（這不

是問題，神可以在夢中跟我們說話），但是他聽不懂，我

直接回答他說，那不是神對他説話。我相信神不希望祂对

誰說話需要別人來翻譯，而且他重述那話時也不一定有正

確的發音，叫人家翻譯人家怎麼能翻得正確呢？神說話的

目的只是希望祂的對象能明白就好。保羅在大馬士革的路

上，耶穌對他說話時，只有他聽懂而旁邊的人只聽到打雷

的聲音而已，所以不用擔心神会用什麼語言對你說話（但

以理的經歷是例外，因為神要那自大的巴比倫王認識上帝，

以及要高舉但以理），要擔心的是這話從那裡來的，從人、

魔鬼、或神來的，我們需要分辨清楚。從人來的聲音常是

按我們心裡的意思來說話，從魔鬼而來的話會帶給你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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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恐懼，從神來的即便不是我們想要的但卻有平安。 

現在來討論一下我們人這方面。很多人對我説，神如

果説話他一定聽，但我想我們都太自信了。不過我想，神

對他説話的人，神認識這个人，衪知道這個人會不會順服

衪的話，祂說了他就會去行，或者不敢不去行。前面的是

自己甘心情願去行，後面的是若不行心裡就不平安。例如

聖經上所記載的属灵偉人，亞伯拉罕，摩西，撒母耳，以

利亜，以利沙，以及其他那些先知，這些偉人都有一個特

奌，神怎麼說，他們就怎麼做，雖然可能帶來殺身之禍。

以賽亞就是如此殉道的；耶利米說，有些話他不想說，他

不說時，心中卻像有火燒一樣的難受，使得他不得不説，

以致他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但神卻悅納他。 

回到如何讀經聽神的話語。我們常常讀經，卻好像沒感覺

神在對我們說話，我們唯一能行的，是把自己跳到故事中

某个角色裡，就是要對號入座，但要對正確的號，以免錯

拿神的應許。神对那角色的安排或話語，就是對你說話。

你常常操練，最好平時就在小事上操練，錯了損失也不大，

看自己对經文是否拿捏的正確。神不會錯，但我們會错，

我們平時操練若能拿揑正確，當有真正大事要決定時，我

們也會拿捏正確而做出正確的選擇。譬如二个工作都願接

受你，你到底要選那个？是看自己喜歡的？是看工資髙？

同時交了二个對象，你到底要選那个？帥的？有錢的？有

好工作的？好難哦！我們常說要詢問神，但又怕神叫我選

那比較次的。很多時候我們是憑感覺去選，可對可錯，有

些人心裡已經有所決定了，卻又希望上帝能給我們一个肯

定的答案，若與他要的不合，他仍按自己的決定去做，從

此就不再那麼喜歡這位神了，漸漸遠离神，有一天可能根

本就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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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是我們的僕人，祂是我們的主，我們有求於祂的，

祂很願意成就，但仍然要在祂的旨意裡求。我們求祂成就

我們所想要的，若不成，我就遠離祂，那我就是把衪當菩

薩來拜。基督徒要自問，自己到底怎麼看待這位神，如果

你真的把他當主看待，不論祂給你什麼，你都会感恩。 

你怎么看見証？信徒喜歡作見證，都是我求什麼，神

成就。這是好的，但真正好的見證，是神怎樣修剪我改变

生命的見證。上帝揀選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好，而是祂愛

世人，祂希望每個人都有永生的機會，所以賜下祂的獨生

子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凡相信自己是个需要神赥

免的罪人的，就能真正成為因信稱義的人。借着這“信”，

聖灵才能進入我們心裡作印記，聖灵就在我們裡面作更新

的工作。因為我們不是完全人，所以我們應該能發覺自己

一直在被修剪，這修剪是最好的見證，這是神最重要的工

作。因為如果我們還是老样子，將來到天國裡，我們是沒

法尊行衪旨意的。主禱文說，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所以祂必須在地上就操練我們，使我們成為能行

祂旨意的。如果我們在地上信了主，但生命沒有改變，還

是按自己的心意去行，有些自己的心意可能会違反神的旨

意的，神是必須要改変我們的想法的，這就是生命的見證。

我們若看了別人被神修理的見證，就自動改變過來，就不

需要經歷被修理的苦楚。我們是看別人的見證，如果覺得

那人是在炫耀自己，那就沒義意了，或者把別人的見證看

成糗事，也沒有意義了。願我們每個人都能因別人的見證

而蒙福。願神祝福大家！（待續）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

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罗马书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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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中彼此建立、成长 
刘爽 

2016 年 1 月 31 日，加拿大宣道会华联主席邓广华牧

师在满恩堂作了《小牧人须知》和《小组在教会里的角色

及功能》讲座， 就如何打破肢体关顾的障碍，人与人之间

交往常有的害怕心理，以及人如何彼此更深相交等，进行

了详细的阐述。而小组在教会中的功能就是要以人，以社

区为中心，要做到四向。内向：在爱中彼此建立成长。上

向：敬拜唱诗赞美神，巩固关系。下向：学习上帝的话，

神对人的发展关系，回应讲道，聆听分享。外向：服事外

展，创造关系，代祷，在爱中活出新生命，从而生命得到

改变，见证神。 

在《小牧人须知》讲座中，邓广华牧师说，肢体关顾

的障碍其实早在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时就存在了。创世记 3

章 10 节里说：“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如何打破人与人之间交往

的害怕的关系，肢体关顾的突破就是正如经文约翰壹书四

章 18 节里所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而弟

兄姐妹间的更深相交的要诀：就是愿意在神面前赤露敞开,

正视自己的生命。愿意成为弟兄姊妹的巴拿巴。所以相交

的意义就是：共有生命的关系﹝约壹一 3﹞；是福音事工

的伙伴﹝腓一 5﹞；是真理、灵性、情感的契合﹝徒二

42﹞；是物质和生活所需的分享﹝罗十二 13﹞。肢体关顾

的重要性就是，对内:在爱中彼此建立成长。正如希伯来书

十章 24 至 25 里所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

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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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对外:在爱中

活出新生命,见证神。“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

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

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十三 34,35）。所以每个小组组长要策划及带领每次

的小组聚会，牧养小组组员， 监察及装备各小组组员的成

长，经常为组员祷告，持定小组的目标。 

在《小组在教会的角色及功能》的讲座里，邓广华牧

师说，教会”(ecclesia)原文的意思是“被召出来者”，

是由一群人所组成的群体(community)。﹝太十八 20﹞。

这群人是活在密切的关系中，过着群体生活。小组应是由

仆人领袖带领，差遣会众进入社区，较多时间关心建立人

的关系，强调活出圣经真理。从而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得

到改变，因为神要住在百姓中，去到哪里，那里就成为祝

福。 

有的小组聚会不成功的原因有多种：有的死在“没有

破冰”的小组聚会：当组长省略“破冰时间”而直接进入

敬拜，小组无法进入最佳状态；聚会在低沉的气氛中结束；

组员无法投入。死在“缺乏上帝话语”的小组聚会：就是

没有查经，组员因此无法在神话语中彼此造就，聚会在低

沉的气氛中结束。小组几个月后就会失去动力；出席率下

跌，小组最终也会解散。死在“敬拜冷淡”的小组聚会： 

敬拜时间缺乏充分的计划和准备，敬拜便显得呆板、缺乏

气氛。组员无法体验到基督的同在与权能，组员既没有接

触到神，以后的时间便无法以神为主。死在“没有外展”

的小组聚会：小组若省略了福音事工，就会渐渐失去领人

归主的异象，小组就会僵化，变成惯性聚会。而健康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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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生命是小组由六人开始，然后不断增长，在渡过冲突期

后，人数已增长至十二人。 

小组要做到四向：内向(相交)：组员彼此问安，分享

个人经历及需要，并欢迎新朋友来临。上向(敬拜)：小组

一起敬拜神的时间。外向(服事及布道)：组员彼此服事、

代祷、安慰， 为未信主的亲友代祷及 一同策划外展活动。

下向(培训)：各人分享如何在生活上，履行牧师在讲坛上

有关圣经的教导﹝须得有牧师讲坛的配合﹞。 

 

兒童暑期聖經班簡報 

南岸華人宣道會满恩堂將于 6月 27日（星期一）至 7

月 1日（星期五）（9:30am-2:00pm）舉辦“兒童暑期聖經

班（Vacation Bible School）”。主題是：跟随耶稣——

世界的光。如果您家裏有 4至 12嵗的小朋友（包括 4嵗和

12 嵗），歡迎您給您的小朋友報名參加這個很有意義的暑

期活動。教會地址請查看本刊 39頁。 

學習班將通過詩歌、影片、故事、遊戲、以及特製點

心等方式，學習不同的主題，活潑、有趣，希望可以帶領

孩子們認識耶穌，跟隨耶穌，使他們可以明白，耶穌可以

給他們盼望、勇氣、引導和能力，因爲耶穌愛他們。 

爲了購買特定教材，教會將適當收費，請參考以下收

費表（教會提供點心，午餐需要自備）。 

4 月 24日前报名有优惠 4 月 25至 5 月 15 日 

$50/孩子 $60/孩子 

$40 /同一家庭的第二个孩子 $50/同一家庭的第二个孩子 

$30/ 同一家庭的第三个孩子 $40/同一家庭的第三个孩子 

報名或有問題，请聯係吳家興傳道，電話：450-904-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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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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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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不
在
這
裡
， 

已
經
復
活
了
。 

（
路
迦
福
音24

章6

節
）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羅馬書10章9節）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
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約翰福音11章25節）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
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
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
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彼得前書1章3節） 



求你領我到那比我 

更高的磐石。
詩 篇 61: 2

The  LORD 

主是我的

is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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