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 造萬物、 
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 
然而 神從始至終的作為、 
人不能參透。 (傳道書 3:11)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 
He has also set eternity in the hearts of men;  

yet they cannot fathom what  
God has done from beginning to end.  

(Eccl.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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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的父親 
吳家興傳道  

一個蒙福的父親是一個心轉向兒女，轉向家庭的父親。

做一個轉向兒女的父親，是兒女蒙福的開始。《瑪拉基書》

四章5-6節記到：「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

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當我們

輕忽了父親的重要性，不僅是家庭受到傷害，也是社會的

咒詛。父親是決定兒女蒙福的關鍵！家庭要蒙福，父親具

有極大的影響力，父親缺席或失職，對家庭、對世代的影

響是很大的。  

我想一個父親要做得好，必須遵照聖經的原則而行：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

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

所作的盡都順利」(詩一1-3)。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做到

當作的，他就必蒙神賜福，也會快樂。有福的「福」字，

希伯來原文也可翻譯成「幸福」或「快樂」的意思。 

聖經中神對丈夫和父親有極高的評價。在《創世記》

中我們看到以色列的先祖，他們都是屬神的父親和丈夫，

而且他們可說都是家族中的領袖、祭司和先知；他們對下

一代的祝福或咒詛都帶有從神來的能力，以至於他們所說

的祝福或是咒詛都會應驗。可見作為神子民的父親，在家

庭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詩篇》一百廿八篇起頭就直接

地指出：「凡敬畏耶和華、遵行祂道的人便為有福！」 

「敬畏耶和華，遵守祂的道」成為一個有福父親的先決條

件，也是作為一個有福父親的首要責任。一個敬虔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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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蒙福家庭的起點；而成為敬虔的父親，就必須認真

做個敬畏神、樂意遵行祂道路的人。  

一個敬虔的父親應當像《箴言》書中那位有自信的父

親寫道：「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

道路」(箴廿三26)，因為他的道路就是敬虔的道路。當一

個父親在家庭中建立屬靈的情境，家中的成員就能從他身

上看見並聽見一個敬虔的榜樣，並進而模仿敬虔的生活。

而只有藉著這種活生生的信仰生活，才能真正有效地將基

督生命傳承下去。一位敬虔的父親是有福的，他也將使他

的家庭、教會及社會蒙福！  

聖經中所記載敬畏神的人，不是因為他們對神感到

「恐懼」，而是基於對神的崇敬，在面臨神和世界、神的原

則和社會規則、得罪神與得罪人的選擇中，選擇站在神的

一邊，甘願為了堅持信仰的原則付出任何的代價、甚至是

自己的生命。他們因為愛神的緣故，害怕、或者說不敢得

罪神，為著要得神的喜悅，甘心樂意地順從神的吩咐，不

管要付出多少代價，不管別人怎麼說，不管要承受多少壓

力，只要是神所吩咐的，都堅決地順從。 

敬畏神的都是有所作，有所不作的人。他們有所不作，

就是不管社會給甚麼壓力，不管執政掌權者恐嚇，不管同

儕有多少的壓力，凡是得罪神、違背良心、傷害人、違背

聖經、違背道德的事，一概不做，絕不妥協，堅守信仰原

則和道德底線，就像三千五百多年前埃及的收生婆，因敬

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出一

17)；就像尼希米因敬畏神，不仿效以前省長的官僚作風，

說：「在我以前的省長加重百姓的擔子，每日索要糧食和酒，

並銀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們的僕人也轄制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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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因敬畏神不這樣行」(尼五15)；約瑟也因敬畏神，不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與罪惡妥協，寧願受冤屈，

也不向罪惡屈服，當他的主人波提乏的妻引誘他時，就堅

決地回絕她說：「看哪，一切家務，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

所有的都交在我手裡。在這家裡沒有比我大的；並且他沒

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只留下了你，因為妳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創卅九8-9) ﹖  

敬畏神的人不僅是「神不要我去做的，我就不敢去做」，

也是「神要我去做的，我不敢不去作」。就像挪亞「因著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

從信而來的義」(來十一5)；亞伯拉罕也因著敬畏神，當神

吩咐他將以撒獻給他時，他就照著神所吩咐的去做，所以

當神差使者阻止他時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

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

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創廿二12)。  

聖經中有許多的地方都提到，敬畏耶和華，甚喜愛祂

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詩一1；一一二1；一一九1)。敬畏

神的人，神也必將最好的福賜給他，敬畏與蒙福在聖經的

教導中是成正比例的，正如經文的4節所說的：「看哪，敬

畏耶和華的人必要這樣蒙福 ！」  

敬畏神的人不是懼怕神懲罰我們的過犯，因為在愛裡

沒有懼怕(約壹四18)；敬畏神的人是因為體驗到神對我們

的愛以及祂與我們的同在，而存敬仰祂、取悅祂的心，樂

意按著神的心意，靠著神的恩典去行神的道。敬畏神、遵

行祂的道路不是件苦差事，乃是蒙福的事，所有的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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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所以神賜給我們命令，律例，教訓，目的是要賜

福給我們；神不能憑空賜我們所不應得的福分。正如神不

能賜福給惡人而只能賜福給義人一樣，聖經就是叫我們學

習遵行神的道。 

「遵行祂的道」(詩一二八1)，指的就是遵行神的道路。

人生的路，我們無法測透，但神卻為我們預備，並且安排

了一條最美善的路。有人願意跟從，亦有人覺得走在神的

道路上並不自由，也不快樂，因此偏行己路，但最終卻經

歷數不完的痛苦、困難與煩惱。如果我們定意要走在神的

道路上，我們就必須先有一顆敬畏神的心；不敬畏神，或

者說不怕神的人，總想走自己的路，因為那路常常是方便

的，是寬敞的，但卻是通往困苦的結局。神的路雖然窄小，

也有一點彎曲，但卻是通向蒙福的結局。神的路就有神的

命令和禁戒、神的優先次序、神的價值觀，按照祂的指引

便能蒙福，可得飽足、享福氣、辦事順利。  

我們作父親的弟兄們，我們要常常檢討我們自己是否

是個敬畏神、遵行主道路的人！  

從《詩篇》一百廿八篇的經文中我們可以歸納出，神

要在三方面賜福給一個敬畏神的父親：他個人的工作、他

的家庭、甚至他的社群都要因他蒙福。這是神對凡敬畏祂、

樂意遵行祂道路行的父親的教導，留意這篇詩篇在第二節

時就不再用第三人稱，而是用第二人稱、單數的「你」，因

為這是向每一位單單作家庭父親的所說的話。  

首先神要在他的工作上賜福給他。他做工的勞力必不

落空，他所作所為無論在順境或逆境都得亨通，因為神與

他同在。在前篇詩一百廿七篇中告訴我們，一個「人」如

果不對，所有的勞碌就都是枉然。但一個敬畏神、走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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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上的人，他不是憑著自己的力量去勞碌，所以他要享

受神來的賞賜、凡事順利。唯有當我們雖然外在是勞碌的,

但裡面卻有主的靈在「勞碌」幫助我們時，我們就真能真

享受、真安息！  

接著神要在他的家庭中賜福給他。「你妻子在你的內室，

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葡萄樹」象徵多結果實、美滿

豐富，他的妻子在他的內室，也就是一心一意地照料家，

養育兒女。神的心意是要凡敬畏神、遵行祂道的丈夫有個

顧家，在養育兒女上得到滿足與快樂的妻子。中世紀一位

著名的拉比如此寫下：「我永不稱我的妻子為『我的妻』，

我稱她為『我的家』，因她為我的兒女建造了一個家。」一

個懂得敬畏神的丈夫，就會懂得如何敬愛自己的妻子，在

婚姻上避免不必要的摩擦與衝突。  

敬畏神、遵行主道路的人，他的兒女也要「圍繞[他]

的桌子，好像橄欖栽子」。聖經用橄欖栽子形容兒女。橄欖

栽子被視為柔弱的植物，需要小心栽培。它們美麗好看，

用途甚多，滿有生長潛力。所以，這裡有一幅兒女滿堂的

家庭圖畫。「圍繞你的桌子」不單有仁愛和關顧的象徵，也

是家庭團契的象徵，一家人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與慈愛。

神所賜福的家庭，就是這樣令人心滿意足、有活力生機、

有希望及喜樂的家庭。  

神不單在工作上及家庭上祝福敬畏祂、遵行祂道路的

人，也進而賜福給他生活的社群：「願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

你！願你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的好處！願你看見你兒女

的兒女！願平安歸於以色列 ！」(5-6節) 家庭不是神祝福

的終點，我們不應該只為我們的家庭而生活；一個敬畏神

的家庭都應該在神救贖世界的計畫中有份，歡喜快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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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擔並參與教會對世界宣教的使命！敬畏神的人，生命的

香氣和自己的福氣不斷延伸，延伸至後代，延伸到教會，

甚至是整個國家民族，成為多人的祝福；能看見人因自己

而蒙福，心裡快樂無比（5-6節）。神定意要賜福給凡敬畏

祂、遵行祂道路的人。  

當此父親節，我們身為父親的弟兄們最有意義的心念，

或者不是如何享受一天的清福，而是放下過去或有做父親

的挫折、失敗感，而定意從今日起靠著聖靈所賜的恩典與

力量去操練敬虔，成為一個日漸更新敬畏神的丈夫、敬畏

神的父親、及敬畏神的兒子。我們的妻兒父母要因我們的

敬畏而蒙神祝福。 

 

爸爸可以借我十塊錢嗎？ 
 

一位爸爸下班回到家很晚了，很累並有點煩，發現

他五歲的兒子靠在門旁等他。「爸，我可以問你一個問

題嗎?」「當然可以。什麼問題?」父親回答。「爸，你

一小時可以賺多少錢?」「這與你無關，你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父親生氣的說著。「我只是想要知道，請告訴我，你一小時賺多

少錢?」小孩哀求著。「假如你一定要知道的話，我一小時賺 20

塊美金。」「喔……。」小孩低著頭這樣回答著，小孩說：「爹

地，可以借我 10 塊美金嗎?」 父親發怒了：「如果你問這問題，

只是要借錢去買毫無意義的玩具或東西的話，給我回到你的房間，

並上床好好想想為什麼你會那麼自私，我每天長時間辛苦工作著，

沒時間和你玩小孩子的遊戲。」 小孩安靜地回自己房並關上門。

這位父親坐下來，還對小孩的問題生氣：他怎麼敢只為了錢而問

這種問題? 約一小時後，他平靜下來了，開始想著，他可能對孩

子太兇了，或許（見 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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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凡事」 

甘志聰牧師 

聖經是用文字寫成的，所以要讀好聖經，就要理解文

字。文字有文字的限制，所以要弄清文字的限制；同時還

要知道，文字是一門藝術，而不是一門科學，所以要懂得

文字的藝術，從而準確地理解文字。來看一個典型的例子，

我們常說「太陽從東方升起」，從科學的角度來説，這個

説法是錯的，起碼是不完整的，但是它卻形象地描述了一

個自然現象。「凡」、「都」或「任何」等類似詞彙，嚴

格講是指全部、一切，但實際應用中郤不是絕對的，仍然

常被用來指「某些」或「大多數」。如《聖經》中所說的

「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前。」（可 1:33），相信這裡不是

指城中每一個人，除非城裡沒有不能行走的人或躺臥在病

床上的人。再如「凡事謝恩」（帖前 5:18 ），並不是指所

有的事，人犯了罪就不要謝恩。 

現在我們來看一句常用的金句：「我靠著那加給我力

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這是不是說，我靠著神，

我只要信，我就什麽事都一定能做到呢？我得了癌症，我

靠著神，神必然會治愈我嗎？我失業了，我靠著神，我就

一定能找到工作嗎？教會裏的事工出了問題，我靠著神，

問題就一定會解決嗎？也许我們對這些問題常常會有肯定

的答案。但實際上，人不可能什麽事都能靠基督而成就，

至少，人不可能指望靠著基督去成就自己犯罪的願望。保

羅說這句話，並不是要爲人提供一個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

途徑，保羅自己也無法做到，至少保羅不能走出他寫下這

個金句的那所監獄，除非神有計劃，否則無論保羅怎樣靠

基督，他也只能呆在監獄裡。但他可以從基督那裏得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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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主被囚」（提後 1:8），可以靠著基督去面對任何

事、任何環境，這纔是保儸在這裡說「凡事都能作」的真

正意義所在。 

這樣理解「凡事」，可能會使某些基督徒失望。但是

如果我們能正確地理解保儸說這句話的含義，就會發現我

們其實更接近恩典。其一，無論何人，都必須要走自己的

人生路，無論有怎樣的人生，都要自己面對，誰都避免不

了，而我們靠著基督，就有能力、有力量去面對一切，經

歷一切，這是神給我們的應許，是極大的恩典；其二，我

們可以更加貼近神的心意，順服在神的旨意裏，經歷神的

同在，這又是何等的恩典。如果我們簡單地將這句話理解

為，“靠基督我們就可以成就自己的所有願望”，這不僅

是錯誤的，也會是很危險的。比如我們用很大的信心依靠

神，求神幫助我們成就我們認爲應該成就的事情，但是結

果卻不是我們想要的，這樣的失敗很容易使我們開始懷疑

神的美善，或懷疑基督的能力，懷疑神的應許和信實，很

容易使受傷或軟弱的基督徒跌倒。當然，基督徒也會有自

己的意願或目標，更需要憑著信心、靠著基督來成就。不

過，我們要明白，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我們要相信，

神必定會將最好的賜給屬祂的人，要相信，神必定會按照

他自己的意念和時間來成就他要成就的事，而不是按照人

自己的意願。所以，基督徒需要順服在神的主權之下，那

也將是我們的福分。但這不是保儸在這個金句裏要告訴信

徒的。 

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這句經文：有任何事我不能或作

不了，我可以依靠基督；事情沒有成就，我仍然可以相信

基督；我可以有病，可以失業，甚至我可以失去一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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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故

事 

唯讀聖經（十六） 
 

可以作這些，因為我在基督裡，我可以依靠祂。人生原本

就是不能預測的，卻是必須要經歷的，但是我們因爲靠著

基督就有能力去經歷一切。保羅能夠凡事都可以，因為他

常在基督裡，常依靠基督。在基督裡的豐富，使保羅知道

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

餘、或缺乏、隨事隨在，都得了秘訣，（腓 4:12）就是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如果事情作不了，困境無法改變，卻仍有基督，這就

足夠了。基督徒即使在一生最悲慘的環境中，也可以有平

安和喜樂，因為基督纔是最寶貴的。因此，困境不能改變，

靠基督我可以仍然作基督徒；雖然困境仿佛使我感到無能

爲力，但是我靠基督卻可以面對一切。人生難免有苦難，

你究竟在其中看到愛你到底的基督？還是只看到可能無盡

頭的苦難？在苦難中，人們能從你身上看到的是你所依靠

的基督呢？還是只看到苦難中的你是如何悲慘？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

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

（詩 27:4） 

他聆听 
我坐在那里，伤痛欲绝。有人过来跟我谈上帝的

用意、这些事发生的原因和死后的盼望。他不停地说，

我知道他的话都对。  

但我毫不感动，只希望他快点走开。他终于走了。 

另一人过来坐在我身旁，坐了一个多小时。我说话时他聆听，

简单地回答，简短地祷告。 

我深受感动，我获得安慰，我真舍不得他离去。 

（摘自《心灵故事》，作者：詹姆斯·道森） 



 

 
 

10 

文摘 
 

哥哥，我们在天国相见 
立雅 

 人都知生命的脆弱，可是在生死之间忙碌的人们，却

仍陷于汲汲营营之中，任凭生命被消耗、被缩短。 

春光明媚，又到清明时节，人们忙着祭奠。我驻足于

幽香的花间，想念着天堂里的亲人们。 

36 岁的表哥，从得知病重到停止呼吸，只有几个月的

时间。死亡，常常是悄然而至，让人措手不及。对他的记

忆，永久地停留在了最后的三次见面中。 

病房里一片灰暗 

我和父母、丈夫一路说笑着到了医院。以为只是去探

望问候一下，谁知，原本的轻松心情在靠近表哥病床前的

一刻，完全消失。 

胖胖的哥哥气喘着招呼我们，平时爱说爱笑的他，此

刻已经没有寒暄的力气，只能费力地解释他的病况，说：

“是肺部有炎症。” 

在外面，姑姑告诉我们，说：“右侧肾切除了，肺部已

经扩散了，最多不过几天，他自己还不知道。”姑姑神情麻

木地报出结果，仿佛得病的不是自己的儿子。爸爸妈妈努

力地说着什么，而我则震惊之极。 

我默默地坐在表哥背后，抚摸他的后背，为他揉捏，

心底却在不停地呐喊：“主啊，救救我的哥哥……”表哥自

嘲地说：“我这么爱睡的人，却憋得再也躺不下去了，整天

只能坐着。”他夸赞我的按摩手法好，减轻了他背部的痛感。 

我转头，看着窗外刺眼的阳光，主啊，阳光真好，可 



 

 
 

11 

文摘 
 

病房里却一片灰暗，我的心在流泪。 

虽然平时没有频繁的交流，但那个即将离去的人，我

叫他哥哥；虽然没有太多共同的回忆，但那个呼吸痛苦的

人，我叫他哥哥。对他，我有很多歉疚，很多难过。我只

能不停地揉捏他的后背，分担着极微小的痛楚，任凭手指

发酸，听着哥哥自说自话地向往着那并不存在的明天。  

你还记得耶稣吗 

回到家，倒在上帝面前，我泪如泉涌。最痛心的还是，

我得勉强堆笑，安慰表哥。我心里牵挂着他的灵魂，切望

他虽受病痛，却终能得美好的盼望，因信靠上帝而能享有

永生。 

两天后，我再次去探望他，表哥开始全身浮肿。我摩

挲着他肿胀的手说：“哥哥，你还记得那位爱你的耶稣吗？”

哥哥说：“怎么能忘？！上帝一直都是我的信仰，只是，哥

哥贪爱世界，总是推脱太忙，如今赚得有车有房，却没有

命去享受。”我安慰他说：“哥哥，不要灰心，上帝的爱从

未改变，你要祷告，你要向他祷告。” 

哥哥断断续续地对我说：“还没告诉你，昨夜我憋喘得

厉害，医生、药物都束手无策，我祷告上帝，结果竟能平

躺下来，一夜安睡，医生查房时都觉得奇怪呐。” 

然后，他笑起来，“我没告诉他们原因，因为这是我和

上帝之间的秘密。” 

他仿佛孩童似地逗弄着我们，时断时续地说着话，嘴

角努力上扬，不让病痛和疲倦戳痛彼此之间的对望。 

我听着，泪流满面。感谢上帝，哥哥没有忘记他的信

仰。因为有了慈爱的上帝，所有的别离都不再是绝望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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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点…… 

幸而有上帝同在 

哥哥超过医生预期的时间，挨过了 12 次回输血液治疗。

最后一次见面，他瘦弱无力，在氧气罩的辅助下，不能言

语。他勉强睁开眼睛，看到我们，仍周到地抬起连着各种

监测线的手，示意我们坐下。我无法直视如此痛苦的哥哥，

跑到走廊哭泣。 

两个小时后，不再有憋喘，不再有痛感，不再有呼吸，

哥哥平静地安睡在上帝的怀里。 

哥哥，你终于摆脱了这衰残的躯体，终于不必再面对

这世上的离合悲欢，终于能明了这一切痛苦的意义了吧？

哥哥，在上帝的家里，你要幸福快乐地等着，我们在天国

里再见！ 

诗人说，生如夏花之灿烂，死若秋叶般静美。但其实，

若没有上帝的同在，那份看似唯美的坦然，既无法负荷生

者的孤单，也无法承载一息尚存者的凄惨。人都知生命的

脆弱，可是在生死之间忙碌的人们，却仍陷于汲汲营营之

中，任凭生命被消耗、被缩短。 

上帝怜悯我们至死，从不算计我们的可恨，却怜悯我

们的可怜。我们之所以能有生的喜乐和死的坦然，只因耶

稣在十字架上的无偿代赎。上帝，丧子之痛、丧父之痛、

丧夫之痛，这些痛，你都能体会，我们加在你身上的痛苦，

又何止万千……上帝，怜悯我们，不过是人，愿你给我们

机会和力量，将你的慈爱传递与世人。 

（摘自《OC 电刊》2016 年 03 月刊，作者来自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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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問答 
 

基督教与其它宗教有什么不同？ 

我为什么非要信基督教的上帝？ 

亙古至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人都在寻找神，所

以就出现了各种宗教，而且彼此间差距愈来愈大。为什么

同样是人、抱著同样的目的，寻求的结果却是如此不同呢？

有人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孤岛上有一群孩子。他们从不知自己来自哪里，

但他们本能地相信，他们是有父母的，而且他们渴望找到

父母，不再做孤儿。 

他们运用自身的智慧，苦苦思索寻找著生身父母，但

踏遍孤岛寻而不得。 

于是，有的孩子说，我们自然而生，自然而死，哪有

什么父母！而另外一些孩子，则蒙胧地意识到，他们的父

母可能在茫茫大海尽头的彼岸。可惜的是，他们对那茫茫

大海尽头的彼岸世界全然无知，因为他们没有道路、也没

有能力达到那里。 

于是，不同的孩子，用同样虔诚的态度，想像出了一

个个完全不同的父母的形象，想像出丰富多姿的彼岸世界。

并采用各种苦修苦行、清规戒律，试图进见父母。日子久

了，形象越来越众，修法越来越杂，经典越来越繁，怀疑

也越来越多。 

孤岛上的孩子们寻找父母的情景，也是人用自己的智

慧寻找神的写照。人找神，得到的是没有凭证的想像。就

像孤岛上的孩子，找到的不是“无神”，便是“多神”，

甚而“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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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問答 
 

后来终于有一天，孩子们的父亲派人到孤岛上来召回

这些孩子了。那使者就是一直守在父亲身边的儿子，他带

来了真实的父亲的形象和性情。 

“我们怎么知道你所讲的是真实的呢？”他的弟兄们

问。 

“我给你们证据。”他说。于是他行神迹，受辱受难，

又死而复活，从头到尾都是本著一颗爱心，展现了父爱的

本相。同时，他向弟兄们保证，凡是随他，且只有随他而

行的，一定能亲眼见到父亲。这故事正是神借著耶稣基督

来找人的写照。 

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人找神，靠的是人的有限

智慧。有限如何能了悟无限？神找人，是神用大能把自己

展示给人，无限当然包含著有限。 

所有那些想凭著人的智力、人的功德寻找神的宗教，

就像要揪著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力气用尽，苦不堪

言，却是白费。其实人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认那位来找

你的天上父亲，跟随来带领你去见父神的兄长耶稣基督。 

一旦承认了和神的关系——被造者和创造者的关系，

天父与子女的关系——人便有了归属。从此，人与人的关

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都和谐了。正如

一张交错杂乱的网，只要拎起总结头，一切便自然理顺。

而这总结头，就是人与神的关系。 

这就是基督教与其它所有宗教的根本差别。那些“人

找神”的宗教，原本也是出于对神的嚮往。有些也曾像黑

夜中的蜡烛，带来过一丝光亮。只是，正如林语堂所说：

“太阳升起来了，将蜡烛吹灭吧！”当上帝之光普照大地

时，你还要执著地端著蜡烛吗？  （摘自海外校园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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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問答 
 

我为何无法认识上帝？ 

鲁益师（C. S. Lewis, 1889—1964）是英国著名的文

学家，牛津及剑桥大学教授。他的著作脍炙人口，以他的

生平及作品为题材的书籍和电影，已多过他自己的著作，

较著名的有《纳尼亚童话集》、《返璞归真》、《四种爱》

等。 

他说：“有一种心态是世上所有的人都不能避免的，

但当你看到别人身上有这种毛病时，任何人都会油然感到

憎恶：除了真正的基督徒之外，几乎没有人曾经想像过自

己犯有这种罪。 

“人性中最根本的罪，最至极的恶是骄傲。愤怒、贪

心、酗酒，所有这些罪行与骄傲相比，立即显得微不足道

⋯⋯魔鬼之所以变成魔鬼，是因为骄傲的缘故。骄傲导致

其它的罪恶，它是一种与上帝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 

“一个人如果生性骄傲，那么，只要世界上有人比他

能力强，比他富有或聪明，那人就是他的对手和敌人。 

“一个人只要具有骄傲的心态，就无法认识上帝，因

为骄傲的人永远瞧不起各种人和事，只要他瞧不起人和事，

他就无法看见任何比他高超的事物⋯⋯ 

有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写道： 

弟兄啊，                    神为它开辟了辽阔的天空； 

你既知道渴慕“永生”，       他既爱你超过一切， 

那就是“不朽”的最好凭证；  特地赐给你那永生的信念， 

鱼儿被创造之前，             岂不为你预备好 

神先为它造好了藏身的海洋；   天上的永久家乡？ 

鸟儿还没有长出翅膀， 

（摘自“海外校园”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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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  
 

呼召腓力和拿但业 
（约翰福音1章43-51节） 

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吧!” 

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得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

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

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甚么好的吗？” 

腓力说：“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

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

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

你了。”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 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

王！”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

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

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身上。” 

 

 

 

无神论者是太不敏感了，当我观看太阳系时，我看到

了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恰好是能吸收适当的热与光的

距离，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     ——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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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人物  
 

拿但業 
高平 

在一次恩雨團契的

弟兄小組討論中, 大家

討論了聖經中記載並不

多的拿但業，大致歸納

整理與大家分享。 

根據對觀四福音書，

拿但業應該是“巴多羅

買”的另一個名字， “巴多羅買”的意思是“多買之子”，

這是一個源於父名的稱呼。使徒約翰用拿但業的本名稱呼

他，馬太、馬可、路加則稱呼他“巴多羅買”。馬太、馬

可、路加常提及腓力與巴多羅買，使徒約翰則提及腓力與

拿但業。 

拿但業來自加利利地區的迦拿。耶穌開始傳道不久，

拿但業就成為耶穌的門徒了。作爲主的十二使徒之一，拿

但業是經由腓力引薦給耶穌的。腓力找著拿但業，對他說：

「摩西在律法書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遇

見了，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拿但業卻説：

“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拿但業的這句話流露出他

對耶穌的不以為然，他的鄙視反應了他的視野被局限在地

域的框架裏。而他的話卻恰恰反襯出眼前這位來自拿撒勒

的，不僅僅是好的，而且是最好的——祂是基督彌賽亞，

從太初就有的「道」。不過，拿但業説是說，還是去看了。

耶穌看見拿但業向他走過來，就説：“看哪，這是個真以

色列人，他心裏沒有詭詐。”拿但業必定與衆不同，耶穌

才會這樣説。我們注意到，主並未像呼招其他一些使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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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人物  
 

樣對拿但業說：“來跟隨我吧。”。聽到耶穌這樣評價他，

拿但業追問 :“你從哪裏知道我呢？”耶穌只回答說，

「腓力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下，我就看見你了」。

聽見耶穌這句話，拿但業便幡然認主跟隨了主。真正虔誠

的猶太人多在無花果樹下祈禱，等候彌賽亞的降臨。或者

拿但業原以爲無人看見或知道他在暗中的禱告，故被素未

謀面的主耶穌一語道破而震驚？究竟發生了甚麼，使拿但

業有如此強烈的回應？經文此處留下了供人思想的空間。

信主的人知道，有時一句話、一節經文、一首詩歌、一幅

圖畫，四周的人不明所以，只有被主耶穌觸摸到的人才會

明白，沁人心腸，滋潤百骨。拿但業與無花果樹,不禁讓人

遙想起當年坐在菩提樹(即無花果樹)下求悟真道的佛教創

始人,  四十日後自宣“悟到了”。真的是“悟到了”嗎？

作爲一個被局限在特定時空維度裏的受造的人，實在無法

知曉這種自下而上的摸索到底有多大程度能夠觸碰到 神囯

的奧妙，而聖經中那位創造天地萬物的獨一真神卻親自從

上而下啓示給我們人生的來去，這無疑會更加明確透徹而

真實可信。作爲一個在無花果樹下求問的真以色列人，拿

但業的心中必定是敬畏上帝的。主一語點破了他的困惑，

他是有福的。正如詩篇 32:2 所講：凡心裏沒有詭詐，耶和

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這裡我們看到，雖然拿但業起初對主耶穌完全鄙視不

信，但儅他被主一句話擊中后，立刻便對主有了新的認知：

「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中間只相

差很少的時間。拿但業稱耶穌是 神的兒子，腓力則描述耶

穌是約瑟的兒子；拿但業稱耶穌是以色列的王, 腓力只描

述耶穌是拿撒勒人。相比下可看出拿但業對主的認知顯然

比腓力更深一步。盡管如此，由於人的局限，成見和偏見， 



 

 
 

19 

聖經人物  
 

無論是這些親身經歷並跟從耶穌的早期門徒，還是其他猶

太人，都無法全面知曉耶穌的真正身份，他們對耶穌的認

識還是相當有限的。故耶穌對拿但業說他還要看見更大的

事，並仍然要拿但業和其他的跟從者知道，他們要知道的

還有許多，「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來

在人子身上」。耶穌說話的背景引自創世記第二十八章十

至十九節，當時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在逃跑的一個夜間，

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頂直通到天，上帝的眾使者在

梯子上下往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

亞伯拉罕的上帝...... 」雅各一覺醒來，說：「耶和華真

在這裡，我竟不知道！」他就懼怕起來，說：「這地方何

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門。」並

把那地方改名為伯特利（就是上帝殿的意思）。誠然，門

徒將要曉得耶穌就是那連接天上人間的梯子。事實上，祂

就是人通往上帝的唯一的門和道路。他的身體乃是上帝的

殿。祂不但是以色列的王，更是世界的救主。 

講到雅各，關於主和拿但業的對話也許還有另外一種

解釋。我們知道，創世記中的雅各又名以色列，人如其名，

以詭詐欺騙為特點。故儅主說拿但業是個真以色列人時，

其實是強調其心中實際是詭詐的。試想，若拿但業曾在無

花果樹底下想或做了詭詐卻自以為沒人知的事，儅他聽到

主對他講的第一句話時，會是什麼感覺？心裡發毛？於是

出言探底：“你從哪裏知道我呢？”只有 神能識透人心，

洞悉万人，知道人心裏所存的，主的回答完全震撼了拿但

業，他頓時全然信服而跟隨了主。 

拿但業的 180 度的大轉變並未停留於此：耶穌復活之

後，拿但業和別的使徒重操舊業，以捕魚為生。一天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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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人物  
 

他們的船快要靠岸時，耶穌站在海灘上呼喚他們。跟彼得

不同，拿但業留在船上，直到上岸，然後跟別的使徒一起

與耶穌共進早餐，聽到耶穌對彼得所説的那番語重心長的

話。在禱告增選接替猶大的新使徒時他也在場。五旬節那

天，使徒們聚集，聖靈降臨，拿但業也在場。作爲主耶穌

復活和升天的見證人之一，後來這位忠心的使徒熱心宣揚

福音並爲此而殉道，傳說他在亞美尼亞傳道時，被釘在十

字架上殉道。也有說是在印度傳教時，被暴徒剝皮而殉道。 

願我們學習聖徒拿但業，在主的話語感招下，一日信

主，終生跟主。 

 

 
（接第 6页，爸爸可以借我十塊錢嗎？） 

或許他應該用那 10 塊錢美金買小孩真正想要的，

讓他不用常常要錢。父親走小孩的房門，並打開門：

「你睡了嗎孩子?」他問著。「爸，還沒，我還醒

著。」小孩回答。「我想過了，我剛剛可能對你太

兇了。」父親說著。「我將今天的悶氣都爆發出來

了，這是你要的 10 塊錢美金。」小孩笑著坐直了起來，

「爹地，謝謝你。」小孩叫著。接著小孩從枕頭下拿出一

些被弄皺了的鈔票，這父親看到小孩已經有錢了，快要再

次發脾氣，這小孩慢慢地算著錢，接著看著他的爸爸。

「為什麼你已經有錢了還要要更多?」父親生氣的說著。

「因為我之前不夠，但我現在足夠了。」小孩回答。「爸，

我現在有 20 塊錢了，我可以向你買一個小時的時間嗎?明

天請早一點回家我想和你一起吃晚餐。」孩子需要你的陪

伴! 孩子在六歲以前，最需要的是安全感。孩子小時候，

你不讓他隨時找得到你，等到孩子進入青春期後，他要找

的就也不是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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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天路歷程》（十二） 本仁約翰  
 

胜过财富丘的试探 

不久，他们来到了安乐平原。这地不太大，在边界处

有一座小山，名叫财富丘，山边有一个银矿，离正路不远。

有许多天路客因好奇而离开正路前去探望，但一到矿边，

因为下边是空的，就陷下去摔死了。 

当基督徒他们快接近银矿时，有一个名叫底马的人，

站在矿前不断地朝他们招手说：「朋友，来看看吧！这银

矿可以叫你一生享用不尽。」盼望动心了，想上前去看个

究竟。但基督徒劝阻他说：「我们不应被钱财所迷惑而偏

离正路。」 

底马见基督徒没有受骗，立刻改口说：「你们是走天

路的吧，等等我，我也是天路客。」基督徒一眼看穿他的

诡计，说：「不用妄想我们会在这里停留，我们不会上你

主人魔鬼的当。」说完，沿着正路继续向前走。 

走了不远，盼望回头一看，见投机他们四人也来到银

矿的旁边，底马又向他们招手，他们就走上前去。结果，

这四个投机者就一起掉了下去，再也没有上来。 

误走草地旁径 

出了安乐平原，前面就是渴慕已久的「神的乐河」。

那河里的水又清又甜，他们在河边休息了片刻，就过河继

续向前赶路。但河这边的路是那样的坎坷不平，崎岖难行，

令他们灰心失望。就这样向前走了不远，他们忽然看见路

的左边有一块青草地，名叫旁径，通过一个栅门，就可以

进去。再看这旁径的方向也和正路相同，基督徒就对盼望

说：「我们走这青草地好吗？」 

盼望有点怀疑地问：「从这里走，不会走错吗？」基

督徒肯定的说：「不会，你没看见这两条路同一个方向

吗？」于是，盼望跟随着基督徒走上了这块草地。这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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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天路歷程》（十二） 本仁約翰  
 

又平坦又柔软，走在上面舒服极了。 走着，走着，他们追

上了在前面走的一个人，这人名叫自是，他们俩就问自是：

「请问这条路通往何处？」自是满有把握地说：「通往天

城。」于是，他们就跟在自是后面向前走。天渐渐地黑了，

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只好一步一步地向前挪移。 

自是满不再乎地向前走，只听「啊哟！」一声，他掉

进了撒但专为贪图享受的天路客所预备的陷阱里。基督徒

和盼望听见了他的惊叫，就高声问：「你出了甚么事情？」

但除了陷阱里发出的阵阵微弱的呻吟声外，并没有任何回

答。 

盼望十分害怕地对基督徒说：「这一定是岐途，我们

怎么办呀？」基督徒默默无言，他深为引了盼望入岐途而

懊悔。正在忏悔之际，天上雷电交加，大雨滂沱，霎时间，

地上就积满了许多水。 

身陷怀疑寨 

基督徒和盼望不顾一切，冒着被大水淹没的危险，向

栅栏门走去。可是天太黑了，路又看不清，当他们走到一

个茅屋时，他们就决定先在里面休息一下，等天亮以后再

走。因为又困又乏，就坐在那茅屋里睡着了。 

离这茅屋不远处有一村寨，名叫怀疑寨。寨主叫绝望，

是个生性凶恶霸道的巨人。那天黎明时分，他在自己的地

界里巡视，发现有两个不速之客睡在茅屋里，就喝醒他们。

当他得知他们是迷路的天路客时，就对他们说：「你们侵

犯了我的地界，现在必须跟我回去。」说完，就把他俩捉

进村寨中，关在监狱里，不给吃也不让喝。 

绝望的妻子名叫缺乏自信，当她知道这两个囚犯的事

时，就极力怂恿丈夫重重地毒打他们，绝不要可怜他们。

绝望很听妻子的话，次日一早，就拿着棍子到狱中，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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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天路歷程》（十二） 本仁約翰  
 

们打得皮开肉绽。夜里，缺乏自信发现他们还活着，就劝

丈夫去逼他们自尽。于是绝望就去对他们说：「你们是逃

不出去了。与其在这里活受罪，不如早点脱离苦海，了此

残生。这里有刀、绳和毒药，你们随便选择。」说完，就

掉头而去。 

当绝望走后，基督徒气馁了，他对盼望说：「我宁愿

自杀，也不愿在这暗无天日的监牢里等死！」但盼望却冷

静地回答说：「我早就厌倦这地方了，但不要忘记神曾说

过：『不可杀人』。而自杀就是杀人，杀人者该下地狱。

我们应当仰望神，必定会给我们开出一条生路的。」这席

话深深打动了基督徒的心，他们就静静地又度过了一天。 

黄昏时，寨主又来了，看见他俩没有照他的话去做，

就大发雷霆，狠狠地说：「既然你们敬酒不吃、要吃罚酒，

就不要说我手下无情。明天，我将带你们到院子里去看那

累累的尸骨，这样你们就能相信我手段的厉害了，我先警

告你们，不出一个星期，你们也会有如此下场。」 

当绝望走后，盼望鼓励基督徒和他一同不断地祷告，

求神为他们开路。天快亮的时候，基督徒猛然想起了甚么，

他对盼望说：「唉！我真糊涂，我的口袋里有一把应许的

钥匙，它可以打开任何一道门。」说完，他就掏出钥匙来，

把它插进锁孔轻轻一转，锁就「叭」的一声开了。就这样

他们打开了一道道门。最后，他们来到了高大的寨门前，

因为那门太重了，当他们用尽全力拉开那门时，它发出的

吱吱声惊醒了寨主。他急忙起身来追赶他们。就在这千钧

一发的时刻，他的晕厥病突发，只好眼睁睁地望着他俩逃

走。 

很快，他们来到了栅栏门旁，为了不让别的天路客再

误入岐途，他们在栅栏门前立了一个木牌，上面用醒目的

大字写着：「天路客小心！此门通往怀疑寨，寨主绝望与

神为敌，专门杀害天路客。」然后他们纔放心的踏上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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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隨筆 
 

耶穌說「成了」，為什麼這個

世界還是充滿了罪惡? 
李毅 

在復活節週六團契的時候，有人問，耶穌說「成了」，

為什麼這個世界還是充滿了罪惡？上週六小組查經的時候，

大家又討論了這個問題。回來之後，我有感而发記下了大

家的討論。 

是的，耶穌被釘上十字架之後，在死之前說「成了！」

（約翰福音 19:30）。可是為什麼經過兩千多年之後，我們

並沒看到什麼變化，世人仍然墮落，這個世界還是那麼敗

壞，充滿了罪惡？那耶穌說的「成了」是什麼意思呢？ 

在耶穌降生之前，我們與神隔絕，不能夠到神的面前

與神和好。耶穌在十字架上替我們受死之後，用他的身體

作了我們的贖罪祭，用他的寶血洗淨了我們的罪。只要我

們願意信靠他，我們就可以通過他重新回到神的身邊，恢

復與神的關係。 

我們認為，「成了」是指神的救恩計畫中，耶穌已經

完成了他的那一部分工作。但是世人還沒有完全完成我們

需要做的那部分工作，不願意甚至拒絕去做我們應該做的。

就好比，「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

光，倒愛黑暗……」（約翰福音 3:19）；或者說，通往天

國的天梯已經替我們搭好了，但很多人不願意去走；或者

打比喻說，一種治療絕症的良藥已經做出來了，但病人拒

絕服用，最後的結局是死亡。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現今世界上我們認為比較進步

的文明，科學技術，以及比較合理的社會制度，都是在基

督教國家產生的。假如耶穌從來沒有降生過，可以想像這

個世界會更加黑暗，更加罪惡。感謝神!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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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隨筆 
 

耶稣基督的爱 
张跃钢 

我们都知道，爱是从神而来的（约翰一书 4:7-8）。起初神

创世之时，就已经将爱放进了人的心里，无论我们信也好，不信

也罢，就和我们所看到的天地一样, 爱也都被深深地打上了神的

烙印。 

人间有爱，可歌可泣。父母之爱、儿女之爱、情侣之爱、患

难之爱、真理之爱等等，有谁能说这些爱不真实、不伟大？我们

同样常常可以看到这些爱中的真挚、无私、舍己，常常可以经历

到爱的感动。这些爱存在于人世间，存在于基督徒群体中，也同

样存在于非基督徒群体中，而神就是这一切爱的源头。 

那么，耶稣基督的爱是怎样的爱呢？《圣经》和历代基督徒

的生命见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爱包含了人间之爱的一切美好

特征，除此以外，更超越了人间之爱。至少有以下四点： 

1. 耶稣基督的爱是无限的。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爱永远长存。

因为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他的应许永不改变。 

2. 耶穌基督的愛是完全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

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

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

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

止息。”（哥林多前书 13 章 4-8节）…… 

3. 耶稣基督的爱是爱仇敌的爱。人都犯了罪，得罪了他，他依

然爱所有人，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为的是要拯

救我们。甚至在他即將走上十字架的那时刻，还为那些逼迫

他、准备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们祷告，求神赦免他们，也

教导他的门徒們这样做（马太福印 5:44）。 

4. 耶稣基督的爱是大有能力的爱。他的爱可以赦免人的罪，拯

救人的生命，赐人永远生命，因为他是神。 

可见，人的爱虽然是真实的，甚至是伟大的，但是与耶稣基

督的爱相比，却是十分渺小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耶稣基督无私、

舍己的爱，还应该看到，人无法给于而只能从他那里得着的爱，

看到他更多伟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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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與分享 
 

2016 年復活节 

满恩堂受洗兄弟姊妹见证系列 
迟林弟兄 

我出生于中国大陆，对

基督教的了解仅止于这是一

个劝人向善的好宗教，对主

的理解也仅止于他是一个神

而已。 

20 岁以前，我只相信自

己，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可

是自 20 起，我遇到一些挫

折，而在遇到这些挫折之前，

我基本上通过梦境或一瞬间

的闪念，得到一些提示——此事不可行；但是我一一忽略

了这些启示。这到让我开始思考自己过于骄傲，转而开始

寻求精神与灵魂上的寄托。 

北京的很多佛寺我都去过，可是无论如何，我依然感

觉心中的空虚愈发不可弥合。特别是在移民加拿大以后，

生活从头开始，很快地，自持的可骄傲的资本都被打落尘

埃。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到教会，通过弟兄姐妹

的分享，对主的渴望由此开始。转眼十年过来，其实真正

参加团契和学习圣经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是确实始终有一

个信念在不断加强，决志信主之心日间加强。 

2015 年底，我终于从忙碌的生活中暂得脱身，参加历

时三天的华人福音大会。在三天中一边聆听各位传道者的

福音和传道，一边学习圣经，也有一点时间吧自己的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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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反思一遍。我确信，我从一个轻狂的人变得懂得谦卑。

从醉心于所谓事业到渴慕真理，乃至近乎放弃移民机会，

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我心中所虚悬的位置是留给主的，

也只有主才能充实我的灵命。 

感谢主，对我一直不离不弃，尽管用了十多年才有这

样的认识，相

信主从不嫌弃。 

我决志受

洗成为基督徒，

开始新的生命，

过新的生活，

虔诚侍主。 

于晓杰姊妹 
我叫于晓杰，今年 41 岁，移民加拿大 12 年，在神的

门外徘徊了 10 年有余，感谢主，今天终于决定受洗归主，

接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少年时对神的认识就

是高大的教堂，想象着圣

诞节的午夜弥撒和好吃的

甜点；青年时对神的认识

是一场场圣洁的婚礼，想

象着洁白的婚纱和美丽的

新娘。然而，那时候对神

只是遥远的观望和模糊的

想象。 

移民加拿大后，移民

初期的好奇、孤独，引领我走进一个以台湾基督徒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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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聚会。看着他们吃爱餐、唱赞美诗、闭着眼不住地祷

告、讲着主的宝血、救赎，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看演出的局

外人。我知道宗教是严肃的，我尊敬他们，观察他们。对

他们热情的邀请，最初是猎奇前往，之后是礼貌拒绝。我

开始接触圣经，却是一头雾水，觉得圣经读起来晦涩难懂，

语句不优美，不连贯，只看一次就放下了。从小的无神论

教育，家庭环境养成的依靠自我奋斗改变命运的思想，让

我觉得，只有没信心、懦弱、看破红尘的人才会遁入空门，

况且中国人即使有宗教也该是信佛，怎么能信外国的上帝

呢？那时候认为，神是行驶在另外一条平行线上的车辆，

与我的世界毫不相干。 

我在异乡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生活的琐碎，职业的不

理想，把曾经骄傲、自信的我折磨得苦不堪言，内心非常

痛苦和压抑。在这样的境况下，儿子出生了，作为家里的

长孙，他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重视。可是三岁那年，他被

确诊为自闭症，他说不出成句的话，烦躁，不听话，事事

执拗，天天遭人白眼。初为人母，我感受到的不是幸福温

暖和爱，而是数不清的烦恼和忧愁，在自己这个有缺陷的

孩子面前，所有过去自以为是的成果和努力都变得毫无意

义。我的生活一团糟：找工作受挫，创业失败，学习不温

不火，生个孩子还不合格，未来的路扑朔迷离......我被

彻底打败了，匍匐在地上，翻身的力量都没有。 

神在这个时候悄悄走进我的生活，第一次是一位基督

徒姐妹拉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向上帝祈祷，愿神的大能改

变孩子的境况。我当时尽管并不虔诚，也半信半疑，但面

对一个世界上没有医治方案的病症，一个需要改变的另外

一个生命，一个不是能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的另一个个体的

生活，我能做些什么呢？能改变什么呢？唯有试着一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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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现状的力量。感谢神，没有让我走弯路，我没去拜偶

像，也没病急乱投医，神正是借着我这个特殊的儿子，把

我一步步带回到他的身边。 

神第一步恢复了我的自信，儿子三岁的时候，我找到

了和自己原专业相关的工作，神把工作安排在遥远的多伦

多，又安排了一个基督徒做我的工作搭档。这样我就能短

期从家庭的繁琐中剥离，开始接触和基督教相关的书籍，

每天在工作间隙还能和搭档一起谈论关于神的话题。从前

一直盲从地活着，干着别人正在做或者做过的事情，从没

考虑过生命的意义，更是忙得顾不上想有没有神的问题，

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创造万物的神有了一些了解和认识。 

儿子四岁的时候，我意外怀孕。因为第一个孩子的缺

陷，第二次怀孕让我又喜又怕，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测后，

我开始每晚向神祈祷，求他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与此同

时，神安排我们有了自己的生意，经济有了稳定来源，压

在心头的重担卸下，我也变得轻松一些。二儿子出生后，

神带我们回到教会。为了让大儿子有更多与小朋友接触的

机会，更快融入社会，每个周末，我开始带大儿子去教会

聚餐。感谢神，他一去就爱上了教会。他喜欢教会的聚餐，

他喜欢在教会宽敞的地方无拘束地奔跑，他喜欢被友善的

基督徒宽容地接待。于是，我们开始频繁地去教会聚会，

尽管儿子带来很多麻烦，但神透过基督徒把爱和信心传递

给我们母子，让我们一步步向神走近。 

随后，我有机会和恩雨团的杨云真传道一对一学习圣

经，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解决我一切关于基督教、圣经

的疑问。2014 年初，我偶然听到英国牧师大卫.鲍森的

《新旧约纵览》的讲道，被他生动有趣信息丰满的讲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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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大大激发了我读圣经的兴趣。我感觉对神的了解更

进了一步。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第一次被神的大爱感动，

在观看《十字架在中国》时热泪盈眶。 

2014 年，二儿子三岁，聪明活泼，一切正常，神回应

了我的祈祷。考虑到杂货店生意与烟酒同行，是助纣为虐

的行业，我向神祈祷更换生意，愿意做有益于社会的生意，

同时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回归家庭，参加教会的学习。15 年

底，上帝再次回应了我的祈祷，我们的幼儿园生意开始了，

15 年 9 月，我们结束了杂货店的生意，11 月开始新生命的

学习，期望能和先生在 16年复活节受洗。 

回望这一路，每一步每一步都有神的兼顾，我感谢神

拣选我和我的家庭。我还是缺点重重，不堪地走在去往天

国的路上，只是，这路尽头有光，心中有信念。只要仰望、

跟随、交托，从此便不再惧怕。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今天让我

献上自己为活祭，从此一生跟随主耶稣。 

张健姊妹 
從小在基

督徒的家庭長

大，家裡沒有

禱告、讀經，

只有爸爸，他

的兄弟姐妹和

奶奶的恐懼 

和謹小慎微，

生活由於父親的去世變得更加困頓，看盡了世態炎涼，除

了堅強的內心，無依無靠。獨立的個性，緊密的思維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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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歷練成一匹孤獨的狼。I walk alone，my shadow’s 

the only one that walks beside me.伤口流着血却依然往

前冲，但看到欺負我的人一個個倒下不是對手的时候，心

裡毫無喜樂，只有橫刀躍馬，誰敢於君決的殺氣。以前礙

於朋友的情面，偶爾也會去去教會，因為怕我媽媽在這裡

孤獨反而勸她常去教會，漸漸地她喜歡上教會。每次教會

的兄弟姐妹到我家來禱告，我的眼淚就在不知不覺中嘩嘩

地流淌。 

父母命行勿懶，去年開學，我家小朋友因為學業的緊

張壓力，情緒低落。媽媽叫我為小朋友的青春期的情緒開

始禱告，同時我也繼續讓小朋友進行心理醫生的治療。孩

子在主的關照下很快恢復到常態，因此我就同意我媽媽的

要求在復活節受洗，因此也就在聖誕節前跟著朋友去上新

生命的課程，接受生命的改變。學會了禱告贖罪，也就釋

懷前夫和他的同居的女友，以及以前很多的人和事。 

神靈指引，過了中國年，我國內的男朋友發微信告訴

我他出了車禍。車壞了，人差點死了，又失業了，滿心的

憤恨，讓我回去處理一下我們的房子。因為我們倆個嘔氣，

他兩三個月不回我發的消息，我也不理他。我只求他不要

關閉我的微信，房子的問題慢慢談，讓我可以給他做禱告，

讓神靈指引我們的方向。神靈指引我，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愛可以挽救一切。積怨不是一天產生，也不可能一天消除。

我每天早晚在窗前禱告，求主饒恕我們以前的罪，給我們

信心，救我們。感謝主，誤打誤撞，後來才慢慢地知道應

該這樣禱告。然後再把祷告內容發微信給他，我幾乎把從

小到大的罪想起來就跟神說，並且學習大衛王跟主說話。

為了讓他振作好轉，幾乎每天晚上禁食為他禱告。不知道

為什麼，沒有痛苦和悲傷的感覺，內心只有喜樂，靜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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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他的好轉。我們之間一直有著心靈感應，當感覺到他的

情緒不穩定的時候，我就靜心禱告，直到我們的心平靜了。

他現在已經慢慢地好轉，心情平和許多，怨恨在他心裡慢

慢消褪。他說我也變了，會為別人考慮了。生死契闊，於

子成說，執子之手，於子偕老。感謝主，讚美主！讓我們

堅守著我和他的約定，在佈滿荊棘的道路上，不離不棄。

婚姻不是身份和地位的組合，是愛的聯繫，就像心中的靈

命慢慢成長。感謝主！哈利路亞！ 

因禍蒙福，愛在基督。成姻由主，信靠歸途。 

唐涛姊妹 
我唐涛，

志愿受洗正式

成为神的女儿-

基督信使。我

之所以有这样

的信念和决定，

是因为自从我

心里相信，口

里承认耶稣是

主，让神进入

我心里面，我的灵命得到重生之后，主让我的灵命获得了

一些奇妙的体验和改变。 

在未认识主和信主之前，那时生活中的我常常会陷入

痛苦、无助、孤独、甚至绝望中。生活对我来说不仅是酸

甜苦辣的代名词，更多的是忧伤和痛苦的时时围剿。一方

面或许是源于自身多愁善感的性格，但更多的是来源于情

感受伤和困扰，让自己找不到生活的方向，看不到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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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体验不到生活的美好、快乐和幸福。为此我也曾一

次次尝试着去改变，也曾尝试着去放下，但最终都失败了。

可是自从认识了主以后，通过小组学习圣经，以及参加团

契活动，我终于意识到，靠自己改变这一切都是徒劳，唯

有靠主才能做到放下原有的重担，才能放下过去的苦恼和

困难，也才能在主的帮助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同时

客观地反省自己身上存有的缺点和不足，学会了经常在主

面前祷告祈求主，让自己能更象主的模样。 

今天我感恩，在学习小组里，敦平师母、杨传道以及

晓洁、君霞等姐妹们给了我耐心帮助和指导；要感谢代代、

利以，以及南岸荣美小组的姐妹们，她们给予我真诚无私

的帮助和温暖关怀；感谢主，让我从她们身上看到和感受

到真诚善良等美好的品德，从而也使我更坚定了成为一名

基督徒的信心。今天我感恩，感恩我也能象她们一样成为

主的女儿；感恩主赐给我这么大的福份，让我能生活在主

的慈爱里，使我如今感到生命是这样温暖、平和、幸福和

喜乐；感恩我能有机会在教堂里和主的儿女们一起分享见

证主的慈爱、公义和美好。感谢主，感谢生命中所有，感

谢我能和主的所有儿女们一样，时时沐浴在主的大爱里，

获得了新的生命，这就是——喜乐、平安、充满着感恩的

人间大爱----基督之爱。感谢主，感谢所有！ 

 

 

 

 

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

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6:23)

天堂是免费的礼物！我们只要接受耶稣成为个人的救

主，天堂就是我们的。 

——摘自《如果没有耶》，甘雅各(D. James Kennedy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98%E9%9B%85%E5%90%84&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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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最大的事（續） 
楊云真傳道 

恩赐 

灵恩派的信徒说，一个人受灵洗之後，就会有属灵的

恩赐。恩赐有那些呢？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恩赐呢？这位

外国牧师说，你要去试。恩赐又有那些呢？於是我查圣经

有关恩赐的部分，一共有三处。罗马书 12 章 6-8 节：“按

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

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

当专一教导。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

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哥林多

前书 12 章 4-11 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

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

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

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

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

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

分给各人的。”以弗所书 4 章 8 和 11-12 节：“所以经上

说：‘祂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

给人。’祂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

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罗马书所说的恩赐比较属於我们常人所说的天赐，而

不是因灵洗之後而有的恩赐，就算不是基督徒，神给每个

人都有不同的才能。有些人生来有先知的恩赐；有些人很

有辦事的能力；有些人生来就是教书的料；有些人很能勸 



 

 
 

35 

見證與分享 
 

導人；有些人很有施捨的恩赐；有些人有怜悯人的恩赐，

很能与人同流泪、同甘苦；有些人会玩各种乐器；有些人

有唱歌的天份。而当他们信主之後，他们就可以用在教会

的事奉上，同心建立教会。 

而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是灵洗之後，因圣灵的同在而

有的恩赐，是後天所有的。 

以弗所书说的恩赐，是教会内的职份，有使徒（一般

说使徒，是指初代教会跟过耶稣的门徒，是教会建立者。

现在没有使徒了，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使徒的心志），

有先知（福音派认为现在没有先知，但我相信现在还是有

的，我也遇见过有这恩赐的牧者），有传福音的，有牧师

(传道），有教师。 

一般说操练恩赐，是比较倾向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恩赐，

因其他二书所说的恩赐与天赋有关，而哥林多书的恩赐是

灵洗之後所添加的。於是我开始研究，要怎样的祷告，才

能行出医病、赶鬼的能力来。那时我参加了一个众教会的

祷告团，在那里有各教会来的一些有心祷告的人，其中有

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其他教会有医病赶鬼恩赐的姐妹，

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团祷告的方式是，为一件事祷告时大

家都同声祷告，大家都在学习集中精神祷告，不管外界的

坏境如何的纷乱。我第一次参加时，我一句都祷告不出来，

心里决定再也不来了。但我师母每周四就会打电话提醒我，

所以我是痛苦的去参加。後来我就想，如果我想也能祷告，

惟有用更大的声音来盖过旁边的人。慢慢地我也学会同声

祷告，在那里学会为人医病祷告的方法，但我不敢在别人

面前试，於是我拿自己作實验品。渐渐也试着为西人祷告，

但就是不敢为国人祷告，因为基要信仰派的信徒认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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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发达，看医生才是上策。而对我来说，我没有把握

我真的有了医病的恩赐。 

1989 年，我回台湾去领土地徵收补赏金。一个主日，

去台北灵粮堂聚会，当天下午开始，连着三天有神医研习

会。因当天我跟大学同学相约见面，就没参加，第二天与

同学分手后，忽然想起神医大会，就和母亲一同去参加研

习会了。牧师是从澳洲来的，讲道内容大概是，“神医”

的定意是神的医治，并不是有医治祷告恩赐的人是神医。

神医大会是神今日要医治的大会。福音派认为，那是人自

称自己是神医。难怪在神医治的这一块，很少听到神医治

的神跡，大部分说神医治的例子，都是经过医生的医治好

了的。我们不能说那不是神医治，但那见证的影响力并不

大，因为不信上帝的人被医生治好的也大有人在，人总是

会把荣耀歸给人。当然，基督徒不是生病就不用看医生，

医生的医治也是神医治的途径之一，我们不知道上帝要用

什麽方法医治我们，我们也不能完全放弃看医生，而是要

在生病的时候，第一时刻先祷告上帝，再去看医生，这跟

先看医生，再祷告有什麽不同呢？这看出你的信心在那里，

着重在那里。我们的信心是神的灵的领域，在祂的领域，

祂就可以自由的运行。很多基督徒把上帝局限到一个程度，

好像祂已经死了。牧师又说，魔鬼并不可怕，它只是个吼

叫的狮子而已，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若不允许，它连我

们的一根汗毛也动不了。还说，凡想要有这恩赐的人，可

以到前面来，我要为你们祷告，求神赐下恩膏给你们，但

要记住，不要夺取神的荣耀。我就走到前面去领取恩膏，

然後学习知道神今天要医治哪种病人。牧师说要求问神，

而神要如何启示，有几个途径：神直接说话；或脑子里出

现一种疾病的名称；或你自己身上某个地方痛一下。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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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低头祷告，牧师说，今天神要医治腿痛的人，有这

种病的人请站起来，神今天要医治你。牧师宣告了几次都

没人站起来，於是牧师又说，有这毛病的人若不站出来，

医治就没法临到他，既使神说会医治。这时有一位太太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我。牧师说不是你，昨天神已经医

治你了。她说是已经没那麽痛了，但没完全好。牧师说，

神若医治就医治到底。这时一位老先生开口了，说可能是

他，他上大腿有一点痛。於是牧师为他祷告，并问他祷告

後觉得怎样，他说不痛了。接着要我们在下面的听众学习

明白神的启示，於是大家都低头。忽然我的右脚大姆指的

关节抽痛了一下。于是我举手，因怕专指右脚大姆指，命

中律太低了，所以我就说右腿。也是好久没人站出来，牧

师再次宣告，不站出来就没有医治。这时一位年青姐妹说，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我，因我只是右脚大姆指的关节痛。

我立刻回答对对对，我真是个小信的人。接着牧师要我去

为她按手祷告。天啊！我都晕了，她的毛病到底是自己受

伤还是魔鬼的攻击呢？牧师说若分不清，就先作赶鬼後作

医治祷告，我就去为那位姐妹按手祷告，结结巴巴的祷告

完就赶块想回到原位。牧师说等一等，又把我吓一跳，他

说要问她祷告後结果怎么样，她说不痛了。会後她问我怎

么知道她那里痛，我照實对她说了。牧师又要我们再操练

一次，这次我就比较有把握了，直接把部位点出来，结果

六七个人出来。牧师还是要我出去，一一为他们祷告。祷

告完我又走了，牧师又把我叫回去，要问他们结果怎样，

结果大家都说不痛了。现在想起来，如果有一个人说他还

痛，我真不知该怎么做，没问那牧师。就这么研习了二天，

欢欢喜喜的回故乡，要去作一番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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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病人祷告 
回中坜之後，立刻去看姑妈，因她正生病躺在床上。

她年青时就失去一个肾，现在另一个肾又出问题，不能自

己排尿，长时间插着尿管，在裤管处挂个尿袋。我想为她

作医治祷告，但先要跟她传福音才行，要她愿意被医治才

行。我把福音说了一下，又把父亲被天使接回天家的见证

说给她听，最後我问她如果上帝医治了她，她愿意来信耶

稣吗？她说愿意，於是我凭信心为她祷告，当时我祷告时

只感觉有肠子蠕动的声音。祷告完，她说想上厕所，她去

了很久，我心里很担心，怕祷告後出了什么事，终於出来，

原来是大解，没什么，我们就回去了。十月一日去大陆观

光前二天，相约在婶婶家见面，因她要我们为她代买大陆

药品回来。当她出现时我发现，她的尿袋不见了。我说：

“姑妈你的尿袋子呢？”她说：“哦！你为我祷告後第二

天，我的输尿管掉下来，我要我媳妇帮我插回去，她们不

敢，说要等儿子回来带我去医院。从那以後我就可以自己

解尿了。”我说：“那你要信耶稣了。”她说：“那怎么

可以，我怎么可以把拜了几十年的神丢掉。”我说：“那

怎么可以，耶稣说鬼赶出去，若没有把耶稣请进去，以後

这鬼会带回七个鬼来（太 12：43-45）。”她的脸色立刻绷

起了，我妈还骂我，怎么这样对长辈说话，我也回她说，

圣经是这么说的呀！大陆旅游回来，我们也差不多要回阿

根廷了，就去姑父母家去辞行。一进他们家，看到姑父坐

在轮椅上，头垂在胸前，有个男士在餵他吃饭，像个傻子

一样，而椅子上挂着一个尿袋。我问姑妈姑父怎么了，姑

妈说：“你去大陆不久，你姑父像疯了样，力大无比，两

个男人也抓不住他（当时他已经有点老人痴呆了），医生

只好用镇静劑把他镇住，刚回来几天。他很奇怪，回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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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管我叫妈，叫他的儿女弟弟妹妹。”我曾听母亲说，姑

妈是二次再婚，与前夫生了一个儿子，三岁时的一天跟他

妈妈去池塘洗衣服时淹死了。我就问姑妈：“你生过的孩

子比你现在这些孩子大吗？”姑妈回答我说没有，我不便

说什么，十几天後，他就过世了。 

知道自己有医治恩赐，就很想为认识的病人祷告，希

望每个病人都得医治。刚好有一位从阿根廷回来的姐妹相

约见面，我把我的见证、我的经历跟她分享。她说她母亲

脚扭到之後，一直是用脚踝骨走路，要我去为她母亲祷告。

我就去了，一进门就看到有只大金龙放在客厅的櫃台上，

当时心想可能没用，但不是我说了算，我还是为她祷告了。

她又带我去她表姐妹家，因她得了癌症，她要我为她祷告。

我一进她表姐妹家，一进门客厅有一神座座立在那儿，我

心想必有阻力，後来她姐不想我们为她祷告。当然她妈也

没好，我相信她一定认为我吹牛，我自己也觉得很受挫。

回来好好研究圣经，到底问题出在那里。我的结论分三方

面：神的方面，祂爱世人都得医治，但也不是每一个人祂

都医治，主权在神的手里，如毕士大池的瘫子得医治，耶

稣在那天只医治他一个人（约 5：2-13）；在病人方面，要

有愿意的心，渴慕被神医治的心，这一点我们很难去判断，

但神知道，有时神医治只是要见证神的同在，而那被医治

的到後来还不一定信祂，我相信祂知道我姑妈还是会不信

祂，但祂仍医治她，为的是要让我知道祂与我同在，祂愿

意我作这样的服事；在我的方面，祂要我知道主权在祂，

不在我的手里，我只要凭信心祷告，不管成果。可这点对

我来说是最难的，怕被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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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香柏团第一次聚会简讯 
刘爽 

2016 年 4 月 14 日的天气，就像我们的心情一样明媚。

2016 年香柏团第一次聚会，在同工们的热情参与中展开。此

次有 30 多位中老年弟兄姐妹以及一些慕道的朋友们齐聚满恩

堂，积极参加这次聚会。 

大家同唱赞美诗《阿爸父》，抒发自己的心声。“阿爸

父 哦阿爸父 ,我的心向你呼求 ，恳求你来就近我 ，使我灵得

安息 ，我的心渴慕见到你的荣面 ，让你爱将我环绕 ，阿爸父 

哦阿爸父 ，在你脚前我等候.....” 

 林恩泉长老在聚会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诗篇》第 71 篇，

其中包括香柏团团训：“神啊，我到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离

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

人。”林恩泉长老介绍说，《诗篇》第 71 篇是一位老年人的

祷告，是诗人年迈体弱，又受到敌人打击时写的「祷告诗」。

尽管诗人体力日衰，敌人的攻势也毫无减轻的趋势，但诗人

却对神的能力充满信心，对神的救赎满有盼望。 

是的，神在《以赛亚书》46 篇 3-4 节应许说：“你们自

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搋。直到你们年

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搋。我已造作，也必

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感谢主！这宝贵应许是给我

们大家的。使我们出母腹的是神。在我们年老，体力衰败时，

那位自有永有的神却一如往昔，他对我们的爱和关心也永不

改变。神绝对不会在我们年老发白，力气衰弱的时候离弃我

们。既然如此，我们当求神继续使用我们，只要气息尚存，

就要将神的能力指示下代，将神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不

管年纪有多么大，仍有事奉神的机会，那也是我们的福分。

尽管年纪会限制我们的一些体力活动，但是不会终止我们 



 

 
 

41 

滿恩通訊 
 

为人向神祷告，也不会终止我们向别人讲述我们在生活中

经历到的神。年长信徒的一个重要事奉，就是把神奇妙的

作为向下一代述说。愿这个信息会成为每个年长信徒的安

慰和鼓励。 

林长老分享之后，大家又围坐一起，彼此分享。谈论自

己生活中的感触，回望所走过的路，都滴满神恩典的脂油。

成功与失败，软弱跌倒，痛苦失望，都有神的陪伴和扶持。

他们说，要记住神对其一生的赐福，并表示要相信神所给予

的未来。对于还没有信主的妻子或丈夫，或者子女，他们希

望通过经常的祷告，求主成全。也有年长弟兄姐妹刚从国内

回来的，对于国人没有信仰的生活、对于年长者如何带领自

己的子女和亲戚朋友去认识神，如何依靠主去做好传福音和

撒种的工作，从而救更多需要拯救的灵魂做了分享。分享后

大家共进午餐，感谢神的保守供应，其乐融融。 

而一些刚受洗不久的年轻姊妹们，也积极参了此次香柏

团聚会的事奉，这是体现主内弟兄姐妹相亲相爱一家人，让

爱流动传递起来的最好实践。 

 

香柏团活动快报 
胡志华 

昨天（2016 年 6 月 9 日），在南岸满恩堂华人教会举行

了“香柏团”每月一次的聚会。“香柏团”是满恩堂专为说

普通话的年长者所组织的团契。“香柏团”的聚会，旨在为

生活在这里的年长者，提供相互之间进行交流、学习、活跃

老年生活、共同分享神的话语、见证和交流心得体会的机会，

引领更多的人信靠主，共享从神而来的丰盛恩典。 

这次活动参与人数达到 47 人，气氛热烈。在昨天的活动

中，大家演唱了动听的赞美诗歌。在吴家兴传道的主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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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长者都对下一代说了一句最想说的话，在场的每位长者

都踊跃发言，谈了自己的感受。有的介绍了自己信主的过程；

有的讲了自己的见证和体会；还有的谈了来加拿大的感受；

更多地谈到希望自己和子女都能信靠主、多学习、多交流。

我们的教会就像个大家庭，让老人们有家的感觉，感觉很温

暖、很安心，感谢教会组织这样的聚会。 

在昨天的活动中，也有一些新来的朋友，聚会给他们留

下了美好的印象。最后大家一起品尝了每个家庭特别准备的

一家一菜，非常丰盛和美味。昨天还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端

午佳节，团长胡瑞丽姊妹还专门为大家准备了粽子，让在场

的老人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气氛，更有了回家的感觉。此

次活动还要特别感谢参与活动组织 、接送年长者、为大家准

备饭食的各位同工的辛勤付出。也希望我们的活动越办越好，

为年长者们带来欢乐！ 

 

 

滿恩堂近期主要活動： 

1． 满恩堂 2016 年全教會戶外活動將於 7 月 9 日（週六）

9:30AM 在南岸某公園(日後確定)舉行，形式是小型運動會

(mini-Olympics)，自備午餐(餐後自由活動)，已開始接受報名，

歡迎您攜帶全家參與我們的活動。 

2． 满恩堂“兒童暑期聖經班（Vacation Bible School）”將

于 6 月 27 日（星期一）開始，主題是：跟随耶稣——世界

的光。這是為 4 至 12 嵗的小朋友（包括 4 嵗和 12 嵗）準備

的暑期特別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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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從 9:30am 到 2:00pm，7 月 1 日（星期五）結束。歡迎

您的小朋友參加這個很有意義的暑期活動。 



 

 
 

43 

 

出版：  滿地可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  
  SOUTH SHOR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598 Bellevue N., Greenfield PK, QC J4V 1C8 

     電話：514-833-1818   

     網址：http://www.southshorecac.org 

教牧同工：甘志聰牧師  楊雲真傳道  吳家興傳道  楊美英傳道 

封面設計：郭詩敏，封 2、3、中間彩色插頁設計：于曉傑 

校對：蘇福忠   楊云真  周麗薔  陳尚林，中文輸入：周麗薔 

打印装订：李毅   張曉剛   劉偉心，編輯：張躍鋼 

投稿/讀者信箱：manen@southshore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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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造萬物、 
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 
然而 神從始至終的作為、 
人不能參透。 (傳道書 3:11)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 
He has also set eternity in the hearts of men;  

yet they cannot fathom what  
God has done from beginning to end.  

(Eccl. 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