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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恩堂』， 

我們的教會，我們的家 
林恩泉長老 

提摩太前書 3 章 15 節說：「神的家..這家就是永生神

的教會」，清楚說明教會就是神的家。 

在神的家中，神為父，信徒為兒女，神與信徒建立親

子關係，也產生親子之情；信徒之間建立兄弟關係，產生

手足之情。 

教會是神的家，是家就應該有家的條件與模式：  

1. 家應該有居所 

一般稱[家]是[住屋]，但所謂[家庭]，就是一家之內

的成員。雖然現在普遍都稱禮拜堂為[教會]，但教會的實

际並非這個有形的建築物，而是在建築物裡面，神的眾兒

女。 

然而，家必須要有居住的所在；這也是為甚麼地上教

會需要教堂，好讓神的兒女能團聚在一起，組成神的家，

過家庭的生活。 

反過來說，沒有教會，得救的人就無家可歸。有時候，

信徒帶人信主，作神兒女了，但卻沒有一個家可以帶他進

去。這就有點像生了孩子，而沒有家，不知道該把這孩子

擺在甚麼地方。 

感謝神過去十八年恩待滿恩堂。在神的祝福下，也因

為我們租用的聖公會和浸信會在主裡的愛心，不但教會的

事工並不因為沒有自己的教堂而受限制，而且我們在這裡

確實有一個安定的居所，一個非常美好的[家]。相信神必

繼續祝福，也相信在神看為好的時候，必會帶領教會建堂，

為我們豫備一個超乎我們所求所想，屬於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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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慶祝堂慶，為神家感恩的同時，我們也想到南岸還

有很多華人，有很多同胞沒有認識主，沒有進入神的家。

所以我們仰望神祝福，使用我們，賜給我們一個更多人能

夠聽聞福音，認識神的地方，一個可以接觸更多人，把更

多人帶到神面前的地方，一個更多人來到可以遇見神，飽

嘗神慈愛的地方，一個更大更美的神家。 

2. 家要有親情 

[家]重親情；教會是父神的家，也就是神兒女們的家，

是親情所在，家人相親相愛的地方。 

以弗所書第二章十九節說：「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

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神家裏」

一詞，與加拉太書第六章十節「信徒一家」一詞類似，描

寫了家庭的溫馨與親愛。在一個家庭的成員之間，怎樣充

滿了愛、饒恕與接納的氣氛，同樣地，神家的人，也須彼

此相愛、饒恕與接納。所以說，教會乃是弟兄姊妹相親相

愛的地方。 

教會是神家裡的人彼此照顧、服事的地方。一個正常

的家庭，有老有少，有大人有小孩，生命成長的階段不一，

因此就有生命成熟者照顧生命幼稚者、生命剛強者服事生

命衰弱者的自然景象。照樣，教會是神的家，家中各人的

屬靈程度不一樣，生命的長進也有分別。神家的人要彼此

照顧、互相服事。這就是愛主、愛弟兄姊妹的實際表現。 

感謝主祝福滿恩堂，賜給我們相親相愛的[家人]。弟

兄姊妹們彼此關懷，分享喜樂，分擔憂傷，過美好團契的

生活。大家都愛教會，以神家的事為念，彼此配搭事奉，

各盡其職，也互相合作，合作無間。相信神必繼續祝福教

會，帶領我們在合一中成長，在成長中合一，在愛中不斷

建立，為主作更多建造的工作，造就信徒，建立基督的身

體。 

為『南岸滿恩堂』，我們的教會，我們的家感恩不盡！

榮耀歸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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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心 
冯秉诚牧师 

感恩节到了。感谢神，赐下圣经的话语！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至十八节，保罗劝勉我

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

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

三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我们祷告就是与三一神相交。我

们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奉圣子的名，向圣父祷告。整个祷

告过程，就是与神相交沟通的过程。但我们知道，只有带

着敬畏感恩的祷告神才会悦纳。我们如果带着很多的苦毒，

很多的埋怨，对神的怨恨，这样的祷告神是不会悦纳的。

所以当我们忧伤悲痛时，如带着感恩的心祷告，神就会悦

纳我们的祷告，神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忧伤变为喜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者的关系，感恩是最关键的部

分。因为如果我们不通过祷告，我们不可能把忧伤变成喜

乐。但是如果不是感恩的祷告，神是不会悦纳的，那我们

的忧伤还是不能变为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者当中

最重要的是一颗感恩的心。 

对感恩的问题，我们有时会发现有好几种不同的层次。

对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好事归给自己，坏事推给神，从来

不感谢神。 

对于我们已经相信神的人也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遇到好事，已知道向神感谢了。但遇到我们认

为不好的事情，就不能感谢。这是第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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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次，遇到了坏事，努力从坏的事情中挑一些

好的事情来感谢。这已经进了一步了。 

第三种,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以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

前。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位是处在哪个层次上。 

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呢？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感

恩要从根本上来感恩。要认识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祂是

造物主、祂是救世主、祂是保护主，这三个方面。你看我

们人的受造是非常奇妙的。 

在诗篇的一百三十九篇中讲的很清楚：“我要称谢祢，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神早在暗中就把我们连的合适。我们人体的器官是非

常奇妙的。不说别的，就说我们心脏吧，如果我们按一分

钟跳 70 下，一小时就 4200 下，一年就是 36972000 下，如

果一个人活七十岁，那就是 25亿 7千 5百 40万次。而且心

脏白天跳，晚上也跳，醒着跳，睡着也跳。跳的不快不慢，

非常均匀。如果一会儿跳的很快，一会儿跳的很慢，或停

跳了，不跳了，那我们的生命就停了。大家想想多奇妙啊！

我们知道现在有人工心脏瓣膜，但那都不能持久，十年十

五年就坏了。这些都是我们很习惯的事情，我们很少想到

这原来是造物主的恩典啊。很多东西我们失去以后才觉得

宝贵，当你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是恩典。 

保罗在使徒行传 17 章 28 节对我们说：因为“我们生

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所以，我们要为每一天

“平平淡淡”的生活感谢神。大家要知道，在这些所谓的

“平淡”中包含了多少神的恩典啊！我们要感谢，因为神

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本来要走向永远的沉沦，但神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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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拯救了出来。所以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 16章 26

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甚么换生命呢？”主耶稣把全世界和一个人的生

命放在天平的两边来秤一秤，整个世界都不如一个生命重

要，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只有神所赐的

生命要存到永远。我们就知道神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事! 

神一直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知道大洪水，大洪水实

际上就是神过去创造的反方向。你看在创造的第二天，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于是就把上边的水和下边

的水分开了，中间就是空气，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空气中。

大洪水出现时怎么样呢？上边的水和下边的水又回到一起

了，我们就出问题了。今天整个生态的环境是非常危险的，

到处都是危险。但我们常常感觉不到神的保护，常常是我

们在非常困难的边缘上从困难转为平安，我们才知道原来

神在保护我们。实际神的保护是无处不在的。大家知道，

就是在我们地球的周围，有数万颗直径至少都是两公里的

大石头在地球周围转，即流星。但是这样的陨石没有一个

掉在地球上。大家想想，如果有一个两公里直径的陨石掉

在地球上，恐怕比 911 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呀。可是天上

两个飞机，周围什么都没有，两个飞机还要撞在一起。所

以弟兄姊妹要看到神的保护，我们的感谢要从根本上感谢。 

但是为什么每一件都要感谢，为什么凡事呢? 

第一，我们相信，任何事情如果神不允许决不会临到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神是在掌控着一切。 

第二，我们相信，任何苦难的事情逆境临到我们，神

一定是按照我们能承受的加给我们，决不会把我们不能承

受的加到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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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要时时想到我们的本相，我们本是尘土一

无所有不值分文。我们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给的。我们的健

康，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财富，都是从神来

的。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神给我们还是收回去，我

们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第四，我们一定要相信神要把祂最好的给祂的儿女。

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第三十二节上说:“神既不爱惜自

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祂白白地赐给我

们么?”。 

而很多时候，困难正是造就我们品格的极好机会。所

以保罗告诉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

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定的旨意。因为对一个基督徒来

说，感恩的心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标记或试金石。因为

我们信徒只有当我们突破了以个人为中心，变到以神为中

心的时候，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当我们认

识到神有多伟大，神的恩典有多深厚的时候，我们的感恩

的心才能从内心发出来。 

如果我们能以凡事谢

恩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

一定能蒙神的悦纳和祝

福。只要我们怀着感恩的

心去祷告，不管祷告以后

是否立即改变了环境，或

立即兑现，还是过一段时间才兑现，但我们相信我们一定

能更多的经历神，更加蒙神的祝福。求主来帮助我们，能

够操练凡事谢恩。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一

天一天地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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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結構 
甘志聰牧師 

大部分的《聖經》研究工具，都有对各書卷的結構分

析，雖然有不同的解讀和編排，但對我們讀《聖經》都会

有所幫助。 

如《利未記》，讀似淩亂和重複，又似乎都是一些瑣

碎的、無謂的、对今天無用的生活細則。而結構分析的工

具，却对正确读懂这卷书有很大的幫助。一搬的工具都把

《利未記》分為八大段： 

1. 五個獻祭(1-7章) 

2.     祭司的設立(8-10章) 

3.         禮儀的潔淨(11-15章) 

4.             贖罪日(16-17章) 

5.         道德的潔淨(18-20章) 

6.     祭司的條件(21-22章) 

7. 七個節期(23-25章) 

8．要守約(26-27章) 

其實，從上面的結構可以看出，這卷書有很明顯的平

衡結構，這樣可以比較容易看出《聖經》中常見的『＞』

（對稱）結構： 

第一大段「五個獻祭」和第七大段「七個節期」讲的

是兩種禮儀（兩大段對稱）； 

第二大段「祭司的按立」和第六大段「祭司的條件」

讲的是設立祭司（兩大段對稱）； 

第三大段「禮儀的潔淨」和第五大段「道德的潔淨」

讲的是兩種潔淨（兩大段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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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間的第四大段「贖罪日」就是全卷書的高潮和中

心； 

最後一大段是總結，神呼召人「要守約」。 

讀《利未記》不難看出，全書的主題是聖潔，或跟聖

潔有關。聖潔意味着“分出”（與眾不同）和“獨特”

（或唯一）。 

神是全然聖潔的，因為祂是唯一的創造主和生命的主，

由此而與被造物區分開來，祂是唯一。而基督徒成為聖潔，

就是要與世人區分開來，成為“獨特”的一群人。只有在

神裡才有公義、美善和潔淨，不義、有罪和污穢的人要親

近神，就首先要成為聖潔。《利未記》就是要指出，人怎

樣可以成為聖潔。方法有三：禮儀(第一大段和第七大段)、

祭司(第二大段和第六大段)、和潔淨(第三大段和第五大

段)。每個方法都有兩方面：禮儀方面有五個獻祭的禮儀

(第一大段)和七個節期的禮儀(第七大段)；祭司方面有祭

司的設立(第二大段)和祭司的條件(第六大段)；潔淨方面

有禮儀的潔淨(第三大段)和道德的潔淨(第五大段)。那么

人為何要這樣成為聖潔親近神？乃是因為我們要回應神的

呼喚，與神立約；神既然以信實應許了人，人就當向神守

約(第八大段)。這約就是神人之約：神是我們的神，我們

是神的子民。新約就用我們的天父和神的兒女來表達。 

結構可以幫助我們容易記得所读的內容，更重要的是

幫助我們理解主題。再細讀每一章，也不艱找出很多重複

詞，可以幫助我們分段和欣賞全書的結構。其中一個讀

《利未記》的方式，就是把這些重複詞和分段結合理解和

欣賞。很多工具書都會舉例指出： 

人獻供物為…祭、獻與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一至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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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行了…誤犯了罪或犯了罪（四至五章） 

祭司要為他贖罪…必蒙赦免（四至五章） 

條例乃是這樣（六至七章） 

都是照著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八至十章） 

就與你們不潔淨（十一章） 

她就不潔淨（十二章） 

定她為潔淨／不潔淨（十三章） 

他就潔淨了（十四章） 

必不潔淨（十五章） 

摸（十一和十五章） 

洗衣服、洗澡（十一至十五章） 

察看、現象、災病（十三和十四章） 

贖罪（十六章） 

必被剪除（十七章） 

露…下體、可憎惡、玷污（十八和二十章） 

我是耶和華（十八至廿二章） 

我要向那人變臉（廿章） 

我是使你們成聖的耶和華（廿一至廿二章） 

罪歸到他身上（廿章） 

蒙悅納（廿二章） 

安息日、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廿三章） 

年數（廿五章） 

我心厭惡（廿六章） 

歸給耶和華、估定…價值（廿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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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谢恩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 

林时新 

现在要讲「凡事谢恩」。上帝叫我们要常常喜乐、不

住的祷告，也要凡事谢恩。有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才

能有常常喜乐。凡事是指好的事，或不好的事，都要谢恩。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每一件事，用信心的眼光看都

可谢恩。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

益处。 

当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满心感谢主奇妙

的拯救。在红海边高唱赞美感谢的诗歌，但经过旷野，一

遇困难就忘记上帝的恩典，不用信心仰赖主，反发出怨叹

上帝的声音，而得罪上帝，以致不得进入迦南。我们遭遇

困难时，岂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的软弱失败，以致不得进

入安息。所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属

灵生活的要素，是得胜生活的秘诀。 

有一位爱主的弟兄，他常常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

人就给他起「感谢主」的绰号，不叫他的名。只要叫「感

谢主」，人就明白是指着他说的。他是个商人，在农历年

底到各处收账。在回家途中碰着强盗，把他的钱包抢去。

回家时不改变他本来的态度和口气，仍是满口的感谢主。

人们听了很奇怪的问他，说：「你既是被抢，还有什么可

感谢主？」他就应声说：「有！有！有！最少有四个理由

叫我应当感谢主：第一个理由就是有人被抢几次，我只有

一次，所以要感谢主。第二个理想就是被抢去的钱不多。

那条数目最大的账，欠账的人因为钱不便，再过两三天要

自己送来。假使他们今天还我，那么我的损失就大了，所

以要感谢主。第三个理由就是钱虽被抢去，人却平安没有

受着伤害。第四个理由就是人抢我，不是我抢人。最少有

这四个理由叫我要感谢主。」我们常常想不到这些应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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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主的地方，反常注视那些不如意的地方，以致不能感谢

主，反生怨叹而得罪主。 

有一个基督徒，他的房子着了火，把所有的东西都烧

光了。他一方面难过，一方面却笑着说：「感谢主，虽然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但是我和我的妻子、儿女都平安，我

应当感谢主。」这位基督徒一生凡事谢恩。我们若能凡事

谢恩就不会吃亏；若是心里存着埋怨，怨天尤人，就会吃

大亏。因为凡事谢恩，这是一把开启天上仓库门的钥匙，

使主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开口谢恩就是接受上帝

的恩典，不开口谢恩就是关闭了恩典之门。 

有一个动物园里面，有两只鹦鹉很爱说话。参观的人

用食物给他们吃，其中一只每次接到食物都说感谢，因此

人都喜欢把食物多给那只能说感谢的鹦鹉。上帝也恩上加

恩，给凡事谢恩的人。凡事谢恩就表示站在蒙恩的地位上，

对主感激，也表示尊主为大。 

有一个反对基督教的军长，他是山东人，在军阀时代

做军长。有一个主日，他偶然到辖区礼拜堂听牧师讲道。

那个主日讲题是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这

位军长为要试验牧师言行是否相符，就用一个莫须有的罪

名加在牧师身上，把他抓去，关在监牢里，并且注意他的

反应。晚上听见牧师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在这被关

监牢里的时间给我专门祈祷读经的机会。」军长听了，就

把他的圣经没收了。然后再观察他的反应。牧师祷告说：

「主啊！感谢你！过去的日子，我有圣经可读。今天我的

圣经被人没收了，让我有机会背诵圣经。我还有许多经文

背不出来，叫我立志以后有圣经可读的时候，更要熟读圣

经。」军长更进一步试试他，判他死刑，实际不过把他陪

斩而已。当正犯斩首后，眼见轮到他了。牧师祷告说：

「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救赎我，你用恩惠、慈爱跟随

我到一生一世。现在求主接受我的灵魂，并看顾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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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更求主叫我的死，见证你、荣耀你……」军长听了

很受感动，把他释放，对他说：「对不住，你是无罪的。

我这样作是要试验你在讲台上，所说的道理是否能够实行

出来。现在我知道你的言行一致，叫我相信你所讲的道理

和你所信仰的宗教。你威武不屈的精神，临死不怕的勇气，

叫我佩服。从今以后，我每逢礼拜日要到礼拜堂听你讲

道。」这位军长以后成为一个热心爱主的基督徒，到处为

主作见证，引导很多人归主。上面的故事，是他亲自作的

见证。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芝加哥遭遇空前的大风雪，交

通因之断绝。飞机不得起飞，车因雪高不能行驶。这次的

大风雪，死伤多人。有一只小鸟因被大风大雪袭击，受伤

难飞，就在一家的窗外啄玻璃求救。里面的小孩子看见了，

就要求母亲拯救它。母亲把小鸟接到屋内，小孩十分喜欢，

看小鸟为珍宝，很爱护它。但小鸟经过几小时以后，恢复

健康，就不喜欢被捉拿在小孩的手中，所以就一直的挣扎。

母亲向小孩说：「你若爱小鸟，你要放它出去，给它自由，

高飞在天空。」这时大风大雪已停止了，小孩听从母亲的

话，从手中把小鸟放出去。看见小鸟自由快乐的高飞，就

对母亲说：「感谢上帝给我有机会，可以摸着这小鸟又软

又美的身躯，经过几小时，这是我从前未曾摸过的。」母

亲听了深受感动，就向牧师作这个见证，说：「我从小孩

得到凡事谢恩的真理。我一生蒙主无数的大恩，我都不晓

得向主感谢。这个小孩不因小鸟飞去，没有小鸟了而怨叹，

却因有机会可摸着小鸟又软又美的身躯几个小时而感谢上

帝。」我们凡事要存感恩的心，看到上帝恩典的方面，来

生感谢的心。不要看那些不满意的地方，而生怨叹，使我

们成为感谢上帝的人生。上帝因此得到荣耀，别人也因此

得到造就，我们自己也蒙主的祝福。 

上帝创造天地的第一日，就有了晚上和早晨。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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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白昼，也有黑夜。有顺境，也有逆境。当太阳升起时，

要感谢主；黑夜来临时，也要感谢主。黑夜和白昼是一样

的重要。白昼叫我们要殷勤，黑夜叫我们要儆醒，并且要

像夜莺能够在夜间歌唱。太阳使万物生长，夜间的露水能

滋润花草树木。在顺境或逆境中，都有上帝的恩典可给我

们支取。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支取上帝的恩典，不要怨叹

来拒绝上帝的恩典。 

主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马太福音 11:27），这句话等于承认他自己是一无所有的。

既然一切都是父所交付的，则一切的得失，也都是父的了。

这是不如意的环境中，能平安喜乐，祷告信托，感谢赞美

的秘诀和因素。约伯在重重的苦难中，仍能称颂主，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

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

1:21）许多人在蒙恩时，不知感恩；在苦难时，怨天尤人。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罗马书 8:28）所以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 

人都是因为没有想到自己是一无所有的，若能想到自

己是一无所有的，就能随时随地知足感恩了。 

美国人口是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六，但物质的享受是全

世界百分之五十。我们住在美国是上帝的恩典，应当感谢

上帝。有一首诗说：「有人有饭不能吃，有人想吃没有饭。

我今有饭又能吃，怎能闭口不感谢？」病在床上的人，有

饭也不能吃，穷人想吃又没有饭。许多人遭遇天灾人祸，

我们却平安无事，应当感谢上帝。主保守我们在他的爱中，

应当感谢上帝。 

传说上帝差遣两位天使到地上来。一个天使的袋子，

要装上人的祈求；另一个天使的袋子，要装人的感谢。两

个天使游行地上一周，要回天上去的时候，都感觉困难。

因为收祈求的天使，袋子装了许多袋，背不上去；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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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袋子里仅装有三个感谢。他俩很诧异的对问，说：

「人为什么这么多的祈求，却很少感谢呢？」主说：「并

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诗篇 50:15）许多人在患难之日求告主，蒙主搭救，却不

荣耀主，不感谢主，这是忘恩负义。 

美国每年十一月第三礼拜的礼拜四，是美国全国的感

恩节，是很重大的节期。所以家人都从各方来团聚，好像

我们中国人的农历过年一样。记者询问路旁过路的人，感

恩节的意义是什么？十多人中没有一个知道感恩节的意义，

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他们只说感恩节是个公共假日，是家

人团圆，吃火鸡，快乐的节期；全然失了感恩节的意义。 

主耶稣医好了十个长大麻疯的人，十个人中只有一个

回来感谢主。「主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

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

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路加福音 17:11-19）这是他独得的恩典，独享的福分。

那九个人所得到的，只是身体上的洁净。他不但得到身体

上的洁净，还得到灵

魂的得救，是恩上加

恩。 

保罗说：「凡事

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名，常常感谢父上

帝 」 （ 以 弗 所 书

5:20），「……因为

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

里 向 你 们 所定 的 旨

意。」（帖撒罗尼迦

前书 5:18） 

（摘自《基要真理证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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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究竟应感谢谁? 
张跃钢 

曾听有人说过，感恩节原本是感谢印第安人的，怎么

就变成感谢上帝了呢？后来发现，持这种观点的人很普遍。

其实在基督教节日被世俗化了的今天，有这样的观点也不

奇怪，因为去基督教的解释已普遍流行，真相已被刻意回

避，少人提及；何况今天的很多人，更愿意接受去基督教

的东西。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呢？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

知道，或者读过 1863 年时任美国总统林肯将感恩节定为美

国全国性统一节日时的公告，其中一段话是这样的：

“…… as a day of Thanksgiving and Praise to our beneficent 

Father who dwelleth in the Heavens.”（……作为我们感谢和

赞美我们慈悲的天父的日子。）也就是说，在感恩节被宣

告成为美国全国统一节日时，就已经清楚地说明，每年的

这一天，就是要用来感谢和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自那

时起，除了后来将感恩节日期从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四改

为十一月第四个星期四以外，再没有任何其它改变。这是

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改变和抹去，只是后来的人们，因为

种种原因，更愿意选择忽略、遗忘，或者选择自己愿意接

受或者愿意相信的解释而已。 

其实，这个公告已经足以说明今天感恩节的真正意义

了，不过还是有人愿意以更早以前的历史作为“依据”。

比如，中文维基百科网对“感恩节”的解释中开始的一段

话，“1620 年，五月花号船满载英国受迫害的清教徒到达

美洲。当年冬天，不少人饥寒交迫，染病身亡。在印第安

人帮助下，新移民学会了狩猎、种植玉米、南瓜，并在来

年迎来了丰收。他们邀请印第安人庆祝节日，感谢其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6%9C%88%E8%8A%B1%E5%8F%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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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们不知道也不讨论这段历史的真实性，但是因为

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所以有必要指出其中不完整之

处。首先，同样描述这一段历史，大部分英文解释中用的

是感谢上帝给予，并邀请印第安人参加，而不是只有“感

谢其帮助”。其二，根据英文维基百科网的记载，在亨利

八世年代（1491–1547 年），在英国人的传统中，感恩日

和特殊的感恩宗教活动已经在教会里变得很重要，而感谢

的对象就是他们所信的上帝。换句话说，以特定的日期和

特殊的活动来感谢神，已经成为当时英国基督徒的重要传

统。那么，其中的部分信徒，当他们后来移民来北美时继

续他们的信仰和传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无论是在美

国还是在加拿大，也无论那段历史是怎样，所确定的是，

他们其中有信上帝的一群人。 

是的，人应该知道感恩。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在

自己人生的经历中，常会感谢很多人。感谢父母，感谢兄

弟姐妹，感谢亲朋好友，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感动

过我们的人们，就像当时的英国移民应当感谢那些帮助过

他们的印第安人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更要感谢那创造万

有也掌管万有的父神。 

我们应该每天过感恩的生活，应该凡事谢恩，但是在

这个特别的节日里，

我们更应该感谢神给

我们有这么一天，可

以静下心来，数算祂

的恩典，来到祂的面

前，献上我们心中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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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瑪 

高平 

我們查考研讀記錄在聖經中

的人物，不配也不敢妄加評判，

而是看看能否從中汲取 神為每個

有心敲門的人預備的營養，從他

們身上學習到我們該學的功課，

使我們更進一步認識這位偉大的 

神，體會他的心意和恩情，並歸

還一切榮耀於他。 

本期聖經人物讓我們來看一

下舊約創世紀第三十八章中所記載的他瑪。這是一則讀來

令人不解但又極其重要的故事。這一章有關猶大和他瑪的

事被忽然夾插在另一段關於約瑟的完整故事中間，一開始

提到的時間背景“那時”正是上文約瑟被賣到埃及之時。

而這事發生以後，猶大便離開了其餘的兄弟往位於希伯崙

西北的亞杜蘭去了。跟著，猶大便娶了一個迦南女子為妻

（直到這個女子離世聖經也未提她的名字），並生了三個

兒子，就是珥，俄南和示拉。可是，接二連三發生了不幸

的事。猶大的長子珥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耶和華就叫他

死了。雖然聖經沒有說明珥行了什麼惡，但可以想見他的

惡不是一般的惡，已經到了 神必須施行審判的地步，一如

創世記 7 章記載的洪水的審判和創世記 19 章記載的所多瑪

和蛾摩拉的滅亡。接著，按著當時的規矩（大家可以參考

申命記 25：5-9），猶大吩咐二兒子俄南把嫂嫂娶過來，為

死了的哥哥生子立後。然而俄南把嫂嫂他瑪娶了過來之後， 

他所行所想之詭詐，除了 神以外，無人能識破。這在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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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看為惡，於是 神也叫他死了。猶大不明白兩個兒子死

去的原因，覺得他瑪剋夫。他心裡說：'恐怕示拉也死，像

他兩個哥哥一樣'，就打發他瑪回其父家繼續守寡。我們注

意到，猶大的“心裡說”在 神已經構成了行動。而在接下

來的故事中，便由此“心裡說”而衍生出許多的不義，這

裏猶大已經下決心不把小兒子給他瑪為夫了。等待了很多

年后的他瑪，意識到公公根本不打算讓示拉娶她為妻；而

喪了妻的猶大得了安慰之後，可能受他的當地朋友亞杜蘭

人的影響，就去剪羊毛了。這是一個外族拜偶像的慶祝活

動，期間男人可與廟妓交合。猶大早已有了去找妓女的打

算，這便自然有了后面的一幕：他瑪假扮妓女坐在猶大必

經的城門口，而猶大亦主動上前勾搭並同意押當其隨身重

要的信物。 

大家的反應如何？是否覺得他瑪的做法實在難以想像？

太離譜了吧！這算是亂倫的行為。為什麼聖經竟然原原本

本白紙黑字地把這宗醜聞醜事記載下來？但更令人不解的

是，當我們讀到馬太福音 1：1-3“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

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猶大從他瑪氏生法勒斯和謝拉，

法勒斯生希斯崙，希斯崙生亞蘭。” 時，大家是否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他瑪的名字竟實實在在地出現在猶太人記

錄的大衛王的家譜中！新約第一卷書第一章就記載了他瑪

的名字！難以置信！他瑪幹了這麼羞恥的事，根本沒有資

格進入主耶穌的家譜。世上的好人多的是，為什麼偏偏選

中他瑪？即使選中他瑪，也不需要把她的名字記載下來。

一個外邦女子跟自己的公公發生了關係，連這樣的想法也

簡直是褻瀆全然聖潔的 神！但是唯有 神才能洞察人的內

心。感謝 神，神不但沒有輕看卑弱的他瑪，而且還揀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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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人物 
 

從他瑪所生的法勒斯這一枝。  

讓我們大家回到創世記 38 章，逐步來明白他瑪的處境

和她的行動。那個年代的婦女地位和風俗，他瑪無可奈何。

但從聖經所描寫的他瑪的一系列的乾脆利索的舉動，顯示

出她出人意料的果敢和頑強。在想出了一個下下策後，她

奮力一搏，其動機非常明確，要想方設法盡妻子的責任，

為死了的丈夫生子立後。他瑪死了丈夫，處境已經夠艱難

的了。丈夫死後，他瑪被俄南欺負，俄南只拿她作為發洩

的工具，卻不肯盡其義務為哥哥生子立後。俄南死後，他

瑪被猶大欺哄，答應她日後把示拉給她，並要求她繼續在

父家守寡。在父家時，她循規蹈矩；跟猶大一次同寢後，

便返回父家繼續守寡。可見她不是放縱自己，連猶大自己

也承認他瑪更有義。而冒著生命危險的他瑪不但懷了孕，

且是雙胎。聖經也記載從此猶大再也沒有與他瑪同寢，僅

此一次。路得記 4：12 記載，當猶太會眾和長老為波阿斯

和路得祝福時說“象他瑪從猶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我們知道連猶太人也承認並接納了他瑪；從民數記的記載，

當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在約旦河邊照著 神的指示數點出埃

及地的二十歲以外的以色列各支派的總數時，我們知道屬

猶大的各族人數最多。本來在人看來夭夭欲折的這一支，

竟被 神翻轉成為強盛的大族。 

這個故事也讓我們看到來自撒但的不斷阻擾與人罪的

破壞，但 神的救贖計劃和應許堅立不變，在人的軟弱和不

義中顯出 神的完全，使人在淤泥中仍能開出潔白的花朵，

在罪的困擾裏仍能折射出美麗的生命，而人是絕無可誇口

的。 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故事之青澀卻彰顯出 神那

奇異的愛，無法測度的智慧和能力。感恩節裏話感恩，體

味之余，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感謝三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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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與他瑪（創世紀三十八） 
那時，猶大離開他弟兄下去，到一個亞杜蘭人名叫希

拉的家裡去。猶大在那裡看見一個迦南人名叫書亞的女

兒，就娶她為妻，與她同房，她就懷孕生了兒子，猶大給

他起名叫珥。她又懷孕生了兒子，母親給他起名叫俄南。

她復又生了兒子，給他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時候，猶

大正在基悉。 

猶大為長子珥娶妻，名叫他瑪。猶大的長子珥在耶和

華眼中看為惡，耶和華就叫他死了。 

猶大對俄南說：“你當與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她盡

你為弟的本分，為你哥哥生子立後。”俄南知道生子不歸

自己，所以同房的時候便遺在地，免得給他哥哥留後。俄

南所作的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耶和華也就叫他死了。 

猶大心裡說：“恐怕示拉也死，像他兩個哥哥一

樣”，就對他兒婦他瑪說：“你去，在你父親家裡守寡，

等我兒子示拉長大。”他瑪就回去，住在她父親家裡。 

過了許久，猶大的妻子書亞的女兒死了。猶大得了安

慰，就和他朋友亞杜蘭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

那裡。 

有人告訴他瑪說：“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

他瑪見示拉已經長大，還沒有娶她為妻，就脫了她作寡婦

的衣裳，用帕子蒙著臉，又遮住身體，坐在亭拿路上的伊

拿印城門口。 

猶大看見她，以為是妓女，因為她蒙著臉。猶大就轉

到她那裡去，說：“來吧。讓我與你同寢。”他原不知道

是他的兒婦。 

他瑪說：“你要與我同寢，把什麼給我呢？” 

猶大說：“我從羊群裡取一隻山羊羔，打發人送來給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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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瑪說：“在未送以先，你願意給我一個當頭嗎？” 

他說：“我給你什麼當頭呢？” 

他瑪說：“你的印，你的帶子，和你手裡的杖。”猶

大就給了她，與她同寢，她就從猶大懷了孕。他瑪起來走

了，除去帕子，仍舊穿上作寡婦的衣裳。 

猶大託他朋友亞杜蘭人送一隻山羊羔去，要從那女人

手裡取回當頭來，卻找不著她。就問那地方的人說：“伊

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裡？” 

他們說：“這裡並沒有妓女。” 

他回去見猶大說：“我沒有找著她，並且那地方的人

說：‘這裡沒有妓女。’” 

猶大說：“我把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著她。任

憑她拿去吧，免得我們被羞辱。” 

約過了三個月，有人告訴猶大說：“你的兒婦他瑪作

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 

猶大說：“拉出她來，把她燒了！” 

他瑪被拉出來的時候，便打發人去見她公公，對他

說：“這些東西是誰的，我就是從誰懷的孕。請你認一

認，這印和帶子並杖都是誰的？” 

猶大承認說：“她比我更有義，因為我沒有將她給我

的兒子示拉。”從此猶大不再與她同寢了。 

他瑪將要生產，不料她腹裡是一對雙生。到生產的時

候，一個孩子伸出一隻手來。收生婆拿紅線拴在他手上，

說：“這是頭生的。”隨後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

出來了。收生婆說：“你為什麼搶著來呢？”因此給他起

名叫法勒斯。後來，他兄弟那手上有紅線的也生出來，就

給他起名叫謝拉。 

 



 

~ 22 ~ 
 

詩歌分享  
 

感謝神 
感謝神賜我救贖主，感謝神豐富預備，感謝神過去的同在， 

感謝神主常蔭庇，感謝神賜溫暖春天，感謝神蕭索秋景， 

感謝神抹乾我眼淚，感謝神賜我安寧。 

感謝神禱告蒙應允，感謝神未蒙垂聽，感謝神渡過了風暴， 

感謝神豐富供應，感謝神賜我苦與樂，感謝神絕望得慰， 

感謝神無比的慈愛，感謝神無限恩惠。 

感謝神賜路旁玫瑰，感謝神玫瑰有刺，感謝神賜家庭溫暖， 

感謝神盼望福祉，感謝神賜喜樂憂愁，感謝神屬天安寧， 

感謝神賜明天昐望，感謝神永遠不停。 

在所有的感恩的聖詩中，這首「感謝神」是筆者的至愛，

因為它與我最心愛的聖經經文涵意相符。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9「要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

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 

這是一首著名的瑞典聖詩，作者是瑞典人史篤慕

（August Ludvig Storm,1862-1914）。瑞典原文共有四節，

每句都以「感謝神」為起首，共有三十二個「感謝」，作者

凡事謝恩。這首詩由裴史莊（Carl Ernest Backstrom）譯成

英文，他刪除了第三節，也在譯文中摻和了部份他的意念。 

史篤慕在救世軍的聚會中得救，後來成為瑞典救世軍領

導人之一。這首詩是為救世軍刊物而作。史篤慕在三十七歲

時，背部受重傷，以至終身殘疾，不時疼痛不已，但他繼續

在救世軍聚會中講道，並為刊物寫作。在他去世前一年，他

另寫了一首感恩的詩歌，以感謝神的眷顧與保守。 

本詩歌的曲調由郝德門（ John A. Hultman, 1861-1942）

所譜。郝德門也是瑞典人，童年時隨父母移民美國。他有優

美的歌聲，六十多年中，他在瑞典與美國之間，舉行福音演

唱，因為個性爽朗、歌聲歡愉，所以廣受歡迎，他被稱為

「陽光歌者」。他一共作了五百多首歌。這位陽光歌者，八

十一歲時，在加州一教會演唱福音聖詩時，被主接去。能在

事奉時見主，真是美好無比！ 

（摘自顧明明《古今聖詩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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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天路歷程》（十四） 本仁約翰  
 

掉进罗网 

就这样边说边走，他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看上去这

两条路都可以直通天城。正当他们犹豫不知选哪条路时，

有一个身穿白衣但浑身漆黑的人走上前来，问他们为何站

在这里。他们说他们要去天城，但这两条路不知应走那条。

那人就说：「我也去天城，跟我走必不会出错！」于是，

他们就跟随在那人后面上了路。走着走着，这路已偏离天

城，但他俩丝毫没有察觉，还是一味地跟着那人走。直到

他们被绊倒，掉进罗网里，他们纔看出，这时已脱去白衣

的人，原来是撒但的仆人。 

基督徒对盼望说：「牧们岂不曾叮嘱我们要小心说好

听话的人吗？」盼望也悔恨地说：「这都是我们不照着他

们给我们的地图走的下场。因为我们的任性叛逆，所以纔

自投罗网，走上这灭亡之路。」 

脱险后遇见不信 

正当他们自怨自艾的时候，有一个手持鞭子，全身衣

服闪闪发光的使者出现在他们眼前，厉声问他们为甚么掉

在这罗网里。他们就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那使者。 

那使者对他们说：「这黑汉是一个假先知，专门扮作

光明天使的模样来迷惑人心。」说完，就用力撕破罗网，

把他们救出来。然后又对他们说：「你们经过乐山的时候，

牧人没有给你们一张指引方向的地图，并叫你们提防路上

那说好听话的人吗？」 

他俩嗫嚅地回答：「我们太大意了，被他的外表蒙骗

了。」 

于是，这使者吩咐他们趴在地上，举起手中的鞭子，

一边打他们一边说：「『因为主所爱的祂必管教』(来十二

7)。希望你们牢记这个教训，照着地图指示的方向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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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和盼望又上路了，刚走了几步，就见有一个人

远远地迎面而来。他们怕再次上当，所以十分小心谨慎。 

这人名叫不信，当他知道他们二人要去天城时，竟仰

面大笑说：「我在家乡的时候，也听说过这世外桃源，但

我足足找了二十年，天城还是无影无踪，我现在醒悟过来

了，我还是要回去享受那人间的福乐。」 

基督徒问盼望：「你相信他的话吗？」 

盼望意志坚定地说：「我们在乐山不是已看见天门了

吗？我们只要有信心，就一定会走到！」 

讲完，他们就在不信的冷笑中继续向前走去。 

盼望的见证 

他们日以继夜的向前赶路，几天后来到了迷惑地。这

地的空气十分特别，使人一接触就想睡觉。 

盼望有点忍受不住了，他对基督徒说：「我今天很累，

让我们坐下歇歇，打个盹吧！」 

基督徒儆醒地说：「难道你忘了牧人对我们的叮嘱吗？

万万不可在这里睡觉，否则我们就误了大事。」 

盼望感激地说：「多谢你的提醒，有你这样的人作伴

走天路，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基督徒谦虚地笑了笑说：「为了不在迷惑地睡觉，让

我们一边走一边谈些与我们有益的话好吗？」 

「好。」盼望回答。 

基督徒就继续问盼望说：「你可以告诉我，你为甚么

这样注重自己的灵魂呢？」 

「我本来十分喜欢浮华镇市场上所卖的世上的荣华和

罪恶。但自从你和忠心到浮华镇传了真道以后，我知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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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财宝只会给我带来沉沦，如果不及早悔悟，神的震怒

必加在我这悖逆之子身上。」 

「你觉悟后，是否立即改过了？」基督徒追问他。 

「没有，因为我舍不得罪中之乐。虽然我也屡受良心

的谴责，觉得应该弃恶从善，但始终无法脱离罪恶。我内

心的痛苦越来越重。最后，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

须要改变我的人生。于是，我和旧日朋友断绝往来，开始

读经、祷告和参加教会的事奉。从表面上来看，我似乎有

了新的转机，但良心的谴责从来没有离开我，特别是当我

读到圣经写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

秽的衣服。』(赛六十四6)时，我知道我凭自己的努力，无

法除去我身上的罪。我就去请教忠心，他告诉我一个永不

改变的真理：『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徒四12)。我必须

依靠那位从没有犯过罪的主耶稣，因为只有祂的公义纔能

救我脱离罪。他还告诉我，耶稣是全能神的儿子，祂为我

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

势。只要我相信祂，祂的义就可以成为我的了。 

他还给了我一本有关耶稣的书，并叫我这样向耶稣祷

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路十八13)。虽然我

祷告了许多次，但神却没有启示给我看耶稣是谁，但我仍

不断地向神祷告，直到有一天，我为自己因着罪将来要下

地狱而感到万分痛苦，就在这伤痛欲绝的时候，我仿佛听

见主耶稣在天上对我说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

的人有永生』(约六47)。我一听见，马上对主说：『主啊，

我的罪太多了。』祂却温和地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林后十二9)。霎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喜乐，我为我能脱离

死亡而欢喜雀跃。我感谢主，因为是祂为我们受尽了苦，

是祂永远在神与人之间作中保。从此以后，我的心渴慕基

督，我开始过圣洁的生活，努力为主作工，事事处处荣耀

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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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需要感恩 
作者不详 

在主日学服侍的这段日子，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当老

师给孩子们分发礼物时，有一半的孩子不会对老师说“谢

谢”，只是伸手接过礼物转身就走，这让我多少有点遗憾。

不是说孩子们不懂事，而是有时候他们习惯了别人的给予，

觉得这是应该得的，没有什么不妥，不需要向别人道谢。 

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谆谆教导和言传身教，

离不开老师的辛勤培育。 

我的女儿六岁，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妈妈，你

对我这么好，以后等你和爸爸老了，我也要这样对你们。”

我听了很感动。 

虽然父母对子女的爱并不需要回报，但女儿能够感受

到这种爱，并表达出她的爱，我就很欣慰了。从小在孩了

心中种下一颗感恩的心，也许会改变孩子的一生。“教养

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 22：

6) 

小苗之所以感恩雨水和阳光，是因为有了雨水的滋润

和阳光的照耀，它才能茁壮成长，结出累累硕果。我们要

感恩，是因为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了十架上，

他本没有罪，为了拯救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为的是把

我们从罪的辖制中解救出来，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使我

们重新获得新生命，从此使我们更加地信靠他。但有多少

时候，我们不是感恩耶稣基督给予我们的新生命，给我们

的喜乐和平安，而是处处抱怨，处处心存不满，抱怨工作

不好、生活不顺……其实，仔细想想，我们该感恩的事情

太多太多。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有主的带领和保守，每一

天都活在主的恩典之下。我们应该心存感恩地去领受来自

神的爱，而不是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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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带给我们每天的幸福和喜悦；

感恩别人对我们的一个微笑，让我们拥有一份好心情；感

恩身边的亲人、兄弟姊妹给我们的帮助……因为这样，才

能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关爱，才能回馈别人的爱。送人玫

瑰，手有余香。这样，世界才能处处充满爱。 

（摘自“基督福音网”） 

 

要将荣耀归给神 
张跃钢 

满恩堂刚刚度过其 18 岁生日。每逢这个值得纪念的日

子，我们都要数算神的恩典，感谢神一直以来对满恩堂的

带领和看顾。有些兄弟姊妹见证了满恩堂从无到有，更多

弟兄姐妹见证了满恩堂的从小到长大。近些年来，我们更

看到了教会的人数增长了，教牧的队伍扩大了，众多弟兄

姊妹参与教会不同事奉岗位上的热情增加了，而我从中看

到了神的作为，因为我确切地相信，是神成就了这一切，

我们应当将荣耀归给神，而不是任何有限的人。 

将荣耀归给神，不只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如此，不

只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的作为，这些都是一个基督徒最

基本的信仰之一。将荣耀归给神，也不只是心里想的，嘴

里说的，行为中要表现出来的。将荣耀归给神，就如要

“凡事谢恩”一样，是要发自心底，是一个基督徒真实地

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帮助的自然表现，是因为感

动而激励出的对神不自觉的赞美。所以，将荣耀归给神，

不仅仅要凭着信，更要追求凭着经历。真正谦卑、愿意完

全放下自我来追求神的人，必然会时常经历到神的同在；

而骄傲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却无法经历，除非神定意要他

经历到与神的同在。求神继续赐福满恩堂，愿我们所思、

所想、所为都合神的心意，都能活出荣耀神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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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自我，因神而感恩 
璎宁 

2003年 8月 15日，我到美国整 5年。和在国内同时毕

业的同学相比，感觉我人生这最美好的 5 年中。在事业和

家庭方面都没有什么成就，好像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

起点，途中是颇多的遗憾。可是，我有一个重要收获，就

是认识了神，顺服了神，引祂为我的恩友。从而也改变了

我自己，尽管仍旧缺点多得数不完，可我和 5 年前相比，

是一个更成熟、更平和、因对神的信心而更自信、更知感

恩的人。是一个新人。 

我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生活中也少有惊人的变故。我

信主，要感谢基督徒，是他们水滴石穿的爱感动了我。要

感谢神，生活的小小波折，把一直蒙恩却未知感恩的我带

到神的面前，而神就把这些波折变为我的财富，重塑了一

个新的我，让我在将来的路上能更清楚地看见 祂。神使我

没有因为这些波折而变得垂头丧气，而是成为一个能有平

安喜乐的基督徒。 

最早去教堂，是在国内读大学时。上海是个崇洋的城

市，这多少影响了非基督徒对教堂的感觉。我和同学们衣

食无忧，圣诞节去听唱诗，基本上是出于一种有点小资的

浪漫情怀，还有点观光的性质。就像一个进了艺术馆的人

在名画的包围下，顿感自己也高雅三分，赞美诗给我带来

的只是一种感觉，很好、很纯洁的感觉，但那是一种以自

我为中心的感觉——因为我并不认识神。我像一个游客，

不但从没有摸过圣经，身边站的基督徒也像是很遥远，我

并没认识到他们和我、还有我的父母一样也是现实生活中

的人。出了教堂之后，我们就又是嘻嘻哈哈的大学生，领

的圣餐也就权当消夜饼干吃了。 

来到罗德岛之后，我参加了学校查经班的迎新活动， 

http://www.dyjdj.com/e/action/ListInfo.php?&mid=1&tempid=11&ph=1&writer=%E8%AC%C4%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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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去了一次查经。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一个是因为忙，

再一个觉得我像那个看画的人突然闯入了画里的世界，感

觉不属于那里。无神论教育在我心里的根基还是很深的，

我认为我是不可能信的。后来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碰到台湾

同学 Peter，他是查经班带讨论的人之一，我刚到学校时他

还曾送我许多碗盘，所以我认得他。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查

经了，我说我大概不会信的，也没有那个需要。Peter 就

问我那么在这里想不想家，他说很多时候，神在人遇到挫

折困难的时候是一个依靠，在平安顺利的时候也都有祂的

恩赐。可我那时候根本还没有遇到过什么大困难，我甚至

也不想家。我自己快快乐乐，很少烦恼，基本上是一个个

人奋斗主义者。我认为一切都是我努力的结果，只要我勤

恳好学，认真做人，将来的困难我都会克服，因为我知道

我想要什么，也足够聪明努力来实现自己生活的目标。

Peter 听了后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那么你真是一

个快乐的人，像这样的人很少，希望你能一直这样自信快

乐。”我当时想台湾人好有礼貌、好会说话哟，同时心里

也有一丝的高兴自得。现在想来，那时的无忧无虑真可以

称得上是一种“没心没肺的快乐”，因为我不知道也不认

为我和神有什么严肃的关系。 

我在罗德岛学习了一年半后，从化学系转到当时热门

的计算机系。之后我开始夏天在波士顿的一家计算机公司

做实习生(INTERN)。2001 年夏天，在我修完所有的计算机

课程后，我搬到波士顿，继续在那家公司做 INTERN，并同

时在写毕业论文。经济虽然有点不好，但是那家公司已经

打算在第四季度开始时招收我为正式员工。一切都很顺利，

我的生活在紧张的编程和学习中度过，然而心中总有一丝

忧虑和困惑。好像我的生活就将这样进入一个固定的轨道，

我将工作，申请定居身份，买房结婚生娃……等等之类。

可是我还有好多梦想呢，我是一个梦想挺多杂乱无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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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怕被一个模式束缚。当初转计算机系，是因为觉得父母

年纪也大了，我想尽快找个收入好的工作稳定下来，让他

们安心退休。可是有工作了要稳定了，我又觉得这样每天

8-10 小时编程的生活很没有自我，很没意思。我常常想，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那时我住在麻州 CAMBRIDGE(剑桥?)，在哈佛附近，一

天在他们校园里的教堂看一个仪式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国

学生基督徒，他就很热心的把我带去了他们的查经班。我

当时在波士顿也没什么玩的朋友，周末闲着也是闲着，就

本着好奇的心理继续参加下去了。我想搞清楚圣经到底写

了些什么也好，如果我没读过圣经，我就不能妄加评论，

因为毕竟 2000 年来这么多人信它。而我碰到的基督徒大都

十分和善友好，我也喜欢和他们相处。那里的慕道友小组

十分热情的欢迎了我，我也就此成了一个顽固的“慕道

友。”组织者 KB 和 J，为我真是费了不少心。他们送给我

两本圣经，还有一本“KNOW WHY YOU BELIEVE.”后者我根

本没打算碰，因为我想我信还没信呢，什么叫做“知道我

为什么信?”因为 KB说新约容易看些，我就从新约看起。 

那是我第一次读圣经，基本上是把基督耶稣的一生当

小说看了。然而书中所讲的做人的道理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深深觉得这本书在呼唤一种纯洁的人性，一种我小时候

曾拥有的对自然和人的无条件的热爱。读圣经时我才发现

这种赤子之心已在不知觉间离开了我。我想这也许就是人

所有困惑的开始吧，可在这个适者生存的世界，又有谁不

是这样呢?我喜欢和他们小组的人讨论圣经，讨论到最后总

是回到我的老问题，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二十几

岁才考虑这个问题稍微晚熟了一点，可是我总想知道别人

是怎样想的。基督徒的答案让我觉得他们在回避我的问题。

他们总是说：“是为了荣耀神。”我是个喜欢打破沙锅问

到底的人。“那你自己呢?你自己的人生中想实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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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他们实现神给他们安排的事。我于是就更加不得

要领。 

最终，我琢磨好久之后，发现一件事，那就是一直以

来，我都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总不

能理解信仰的问题。我所接触的同学师长，称得上品德优

秀无私无愧的人，也仍旧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们对自我

有着较高的标准;我也遇到过自私狭隘的人，同样他们有很

强的自我意识，只不过他们自我的标准的是利己的。在这

样的自我意识的面前，道德有什么用呢?人会在自我允许的

范围内讲道德，做自己认为是道德的事。这让我觉得人把

自己放在一切的中心是很可怕的。然而，又有谁不是以自

己为中心的呢?可理论上的基督徒，他们好像能够抛开自我，

对生活中的成败不是太在意。我总在疑惑不定，这是由神

而来的一种潇洒呢，还是由神而来的一种愚蠢麻木呢?可这

些探究毕竟都是外人的看法，基督徒的心境的确是要平和

快乐得多，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基督徒遵循的道德

不是因人而生的道德，是神所喜悦的道德，也许这才真正

能避免由人的自我而来的一切偏颇。且不论历史上宗教造

成的多少惨剧，基督教的本意是由信心和爱而得自由，所

有的禁锢枷锁恐怕是人自己造成的歪曲。 

对基督教了解一些之后，我发现我并不排斥它。但是

一个我不能接受的概念是“我是有罪的。”我一向遵纪守

法老老实实，对别人没动过什么坏念头，哪里就有罪了呢?

可是他们问我：“你不觉得你很骄傲吗?”我当然不承认，

后来才明白他们所说的是在神面前的骄傲。我想也是，我

一向都认为我的生活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以他们的角度看，

可不就是把自己放在和神一样的位置了吗? 

J给我画了一张图，是人和神站在两个山顶，中间是一

条深谷。人看不到神所在的山是最高的，每个人都以为自

己站在最高的山顶。人想要靠近神的境界，感受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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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一条桥梁，那就是基督耶稣，为人赎罪的上帝之

子。我将信将疑，持观望态度，可是心里隐隐在想，在人

的能力之外的确是有更高的力量，只不过很少人愿意操那

么大的心去搞明白它。还有，神真的爱人吗?包括我吗? 

2001年 9月 11日之后美国经济一落千丈，计算机软件

行业受影响最大。很多公司纷纷裁员，或宣布倒闭。我作

INTERN 的公司已经不可能再在年底招收我为正式员工了。

我 12 月份即将毕业，找工作前景渺茫，即使能找到工作也

是朝不保夕。此时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已不存在，

因为只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已经让我焦头烂额了。当时只有

争取继续留在学校，保持学生身份。那么在哪儿上学?学什

么?计算机软件行业的滑坡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当我

和同学们刚进计算机系学习的时候，都曾乐观地估计过，

这一行至少可以干 15 年。可是现在根本连第一份工作都找

不到，入不了行。但是很意外地，这对我好像又是一个启

示。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追逐热门行业是多么没意义。我

想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个时机来作一些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呢?

我一向很喜欢语言文学。到了美国后，心里总有一个愿望

就是要把英文学得正宗一些。我于是打算进英文系。我当

时很想在波士顿申请学校读书，因为在我离开罗德岛的时

候，我曾对自己说，我再也不会回这个地方来了。尽管我

的一位年长的朋友多次劝我回 URI，但我觉得在一个地方待

太久让人厌倦，而且我也懒得再把所有的东西搬回去了。 

我开始在秋末冬初的波士顿来回奔走，联系了大小 4

所学校。可是因为我没有本科的课程基础，基本上每所学

校都要求我先补课再入学。另外学费也是一个大问题。我

在春季入学的愿望即将落空。当时我真是不知该往哪个方

向走。在这样情况下，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还真想到了上

帝。用我不地道的形式，我承认自己是个骄傲的罪人，祈

祷上帝原谅我的无知，给我启示和帮助，我当时甚至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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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价地想：如果你给我启示和帮助，我就信你是好的上帝，

是爱人的上帝。可是过了很久，事情仍旧没有转机。 

一个阴沉的雨天我在市郊地铁站等车，天很冷，露天

的车站几乎没什么人。我刚从一个学校无功而返，心情很

差。等了很久还没有车来，就更加焦躁。一种苦涩的滋味

涌上心头，然后我想到了神。神啊，我该怎么办?你是不是

也管管我的事呢?这时候，一辆往另一个方向的地铁进站停

在我面前。乘客上车后，不知什么原因，车门总是合不上。

试了好多次都不行，没办法开走。我看着它想，今天碰见

的个破车也这么倒霉。忽然这车开始向后退，退了几十英

尺后停住，才关上了门，然后向前开走了。当时就有一个

念头在我心里出现，我想也许这是神给我的启示，我是该

后退一步，回罗德岛去的。这个念头一出现，我心里竟然

马上平静了许多。仔细考虑后，我决定回到环境比较熟悉

的 URI，一个是可以延缓论文进度保持学生身份，再者可以

选补一些英文系的课，争取秋天入学。这件事我以前一直

没有跟很多人讲，除了少数谈得来的人。我觉得也许它是

巧合，把它当成启示，大有迷信的嫌疑，讲出来很不好意

思。可是后来我在罗德岛受了洗，更觉得，也许这真的是

神的安排。 

我在2001年12月底搬回了罗德岛，仍旧住在 GRADUATE 

VILLAGE。我的同学基本上都在夏天时就毕业离开了，我认

识的人也已经很少。可就象我在波士顿的经历一样，我在

哪里都会遇到基督徒，我搬进的第二天就发现 公寓的房东

太太是信主的。她看我寒假百无聊赖，就给我许多基督杂

志看。由于我在没有任何助学金的情况下，除了完成论文

答辩外还要选三门课，这样到了暑假初我做 INTERN 的积蓄

就几乎完全告罄。在我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在一家

餐馆打工的事做。虽然我宣称打工是别人付钱让我保持体

型，省了去 健身了，可是大热天汗流浃背地提大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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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不是我爱干的事。有时累得很了，不由得恨恨地想：

那些大嚼龙虾、蛤蜊的老美们，为什么不把壳也一起吃掉

了事啊?! 

当时我被英文系录取秋季入学，我开始在学校的各个

系和办公室找资助，这位朋友劝我向上帝祷告，她也同时

为我祷告。我心浮气燥地说我早就祈祷过了，可我不还是

回罗德岛打工来了吗?她说上帝有 祂的安排，会按祂的计

划帮助我，如果一切非得如我所愿，那上帝还不成了听我

的了?这话对我很有触动。我经常和她聊一聊，然后我慢慢

明白一切是按神的计划和时间来成就的。道理其实非常简

单，可之所以我就要花那么长时间才能明白，是因为之前

我考虑事情还是以“我我我”为中心，看神也是以自己为

重心看的。也许就因为祂是神，知道祂是无所不能的，我

才期望祂事事满足，否则便会失望责问：“你为什么不帮

我?!”可我总是忘了，正因为祂是神，一切是要按祂的时

间进行的。在打工一个多月后，我在学校的一个办公室找

到了资助。这一次我的那位朋友替我感谢了神。我虽然嘴

硬，一定要证据才相信这是神的帮助，可是在心里，我也

承认，如果是神，那么祂很智慧，因为这样一来祂给我帮

助的同时，也教会了我顺服。 

2002年 12月，我又一次搬家到了现在住的公寓，室友

夫妇都是基督徒。他们又把我带到了学校查经班，与我刚

来美国时那次来查经班时隔 4 年半。PETER 早已经离开了

URI，班里很多人我都不认识，可是一种游子归家的温暖感

觉却在我心里油然而生。从那天起我基本上每次查经都参

加，好像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家。查经讨论让我受益

非浅，基督徒的关心让我深深感动。记得一次我因为周五

脸上动了个小手术而没去查经班聚会，其实并没有什么严

重情况，只是我被缝了三针，自己怕丑而已。可是当晚室

友夫妇回来告诉我马妈妈问起我，还很是挂念，我心里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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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很感动也很歉疚，因为马妈妈 70 多岁了，一直是我们查

经班的组织者，天天有操不完的心，和其他查经班的基督

徒一起为我们这些慕道学生付出了很多，我却还因一件小

事让她挂心。参加了查经班后，我在罗德岛的的生活渐渐

不那么封闭，身边有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以至于远方的朋

友开始抱怨电话少了。从 PETER，到 KB、J，到回到 URI 后

遇到的基督徒，其实我的生活中一直有基督徒的爱和关心

陪伴，不管我走到哪里，基督徒都能找到我，把我带到蒙

恩的人们身边，让我感受他们的爱，从而通过他们感受主

的大爱。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主一直都

通过基督徒关照着我的脚步。 

URI的查经班是一个温暖的家，也是一个活泼的群体。

大家的讨论是我最喜欢和投入的。这里有很多年轻人，思

想活跃，问的问题总能引起我的思考。大家讨论的不仅局

限于经文的字句，也包括怎样对待人生的一些问题。到了

引经据典的时候，班里的老基督徒们对圣经都很熟悉，往

往能够一语中的，让人佩服。我有很多对圣经的细节上的

问题是在这里解决的，比如神迹(MIRACLE)和噩运是不是只

是两种效果相反的偶然事件，如何分辨你感受到的启示和

呼唤是来自神等等。查经班还经常请其他教会的牧师长者

来做专题讲座，回答大家的问题。 

春天，查经班另开了一个受洗班，本是为已经决志的

慕道友开的。可是由于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她打电话说来

吧来吧，我就糊里糊涂地去吧去吧。然而去了之后受益匪

浅，受洗班使我对基督教和圣经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也

知道了受洗不只是一个仪式，还是人在神和其他人面前的

一个见证。我听到受洗有点惶恐，因为我不能确定我信了。

我的信心(如果有的话)很不稳定，甚至受心情和天气影响。

心情好时，看谁都顺眼，看天空树木无不感叹神奇;心情不

好，就会怨天尤人，变成一个愤青。我想上帝肯定不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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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种人。当教受洗班的宋医生问我，“你有没有向上帝

认罪祈祷过，请求祂的赦免?”我说有，他说：“那你就已

经得救了。”我很惊讶。是受洗班让我明白得救和信是几

乎一锤定音的事，并不是要时时看我的信心程度如何，得

救了就是得救了。我想也许基督教是要人因得救而感恩，

从而付诸于神所喜悦的行为。如果要一直看个人的行为而

定是否得救，那是类似于一种个人操练(PRACTICE)。那样

终日惶惶然的信仰哪有喜乐可言。这样一来我心里就感到

比较踏实了。 

在2003年5月间，我和查经班的很多朋友参加了在 RWU

举办的福音营周末。台湾来的范大陵长老的讲道幽默又充

满智慧，非常贴近生活。晚上大家分小组讨论，发表看法，

提出问题。那几次讨论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发现有的慕道

友和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困惑。我的问题在于，我知道自

己是有罪的，我也相信上帝的宽恕，可一旦生活不顺意我

又保不准会埋怨为什么神不肯帮我，为什么要让我吃苦?如

果祂是爱我的，是好牧人，祂完全可以把我带领得更好

嘛……。问题出口大家都笑了。我知道自己是只脾气急、

不顺服的“羊”。讨论组的朋友们从各个角度为我解惑：

“主看见的比人看见的远得多”;“主的安排是有祂的道理

的”;“主的带领是使我在灵性上更好，而不是在生活的顺

不顺上”。还有什么“必先苦其心志”也出来了。其实在

我心里，这些我也都明白，可就是需要通过别人来再次说

服我。我知道当生活的波折再次出现的时候，因为我相信

主的引领，我已经能以更平和的心境来对待了。 

第二天范大陵长老讲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一瓶纯净水，它对你的身体是肯定有益的，可是如果你

不去伸手拿起它，喝下它，它是没法对你产生益处的。”

我当时心里就有种感觉我要作一个决定了。那天晚上，我

又参加了小组的讨论，问了我决定前最后的一个问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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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如果不能一直信下去怎么办?我对自己还没有信心。大

家给我鼓励，告诉我应该对主有信心，祂是不会让祂的羔

羊走上迷途的。仔细一想，我心里很受感动，因为若我迷

失，必被寻回。忽然间我明白了，其实主的爱一直在我的

生命中，哪怕我根本都没有意识到祂的存在，哪怕我对 祂

的爱，观望犹疑。 

那晚睡前我想起了两件事。我小的时候，住在乡下，

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有时晚上会出门给人看病很晚才回来，

我就总是和奶奶睡。我认为晚上在水库大坝上骑车很不安

全，也不知道他们会去多远的地方，我总会在睡前向一个

我也不确知的神或力量乞求，请祂让我的爸爸妈妈平平安

安早点回来。虽然我那时每天早上醒来看见妈妈就把昨晚

的乞求忘个干净，可现在想来，那是我最早的祷告，而且

神应许了它。一直到现在，我的亲人们都是平平安安，平

凡却幸福。这是神一直记着我的祷告啊，即使我习惯于这

种幸福平安而看不见祂的恩典。我现在明白，自己一直拥

有的，才是最应当向神感恩的。 

另一件事是在大学时，我有一个同学很爱写诗又和我

是好朋友，于是就教我。可这行当并不是学得来的，记得

我在挤了半天牙膏之后，写下一句：“神啊，请让我在路

上遇见善良的人，让他们的微笑装满我的酒杯。”尽管后

一句大有抄袭嫌疑，可我觉得也算是好不容易一发心声，

是我真切的愿望。可是这大白话让同学们笑倒，于是也就

也结束了我若干小时的诗人生涯。 

那天晚上，我突然想起这件遗忘很久的事，为什么呢?

而且为什么我心里会感到温暖安定，而鼻子又有点酸呢?我

想是神的大智慧在启示我，告诉我，祂一直在倾听，祂认

得我的声音，祂记得我的祷告，哪怕我并不明了祂。我想

是神的大爱在感动我，因为我回想自己从 15 岁离家，虽然

父母的管教鞭长莫及，但一路走来，身边总有善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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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是他们的好，渗透进我的心，使我也不至于太坏。

这难道不是神的恩典吗?而我又是多么迟才明白神的这份恩

典!我挣扎抗拒过，远远观望过，可是今天我有了决心和信

心，走到神的面前说：我曾迷失，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

见。我曾经心存骄傲，而如今我仰望你的大能，请用你的

光照亮我前面的路，并让你的光透过我使他人也能得以看

见。我想在那一刻我是真真切切的信了，我知道我已经是

一个基督徒了。于是在第二天，范大陵长老呼召的时候，

我决志了。 

决志之后，我心里忽然踏实了。好比爱上一个人，是

不是高是不是帅、是不是有钱有房、有学历有背景，种种

衡量计算，都比不过那心动的一瞬间。上帝是好的，我为

祂的大爱感动，祂是我在人的渺小生命里所仰望的光，是

我在人的困惑和罪性中挣扎时的依靠，这就是我所认为的

信仰了。曾经那么多的思前想后和理性的论证都没有足够

的说服力，而一瞬间圣灵的感动，就可以让我含着泪水感

谢神的恩典。我深深体会到信仰虽然可以拥有逻辑上的解

释，但它并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境界，它是一种灵性和感情

上的境界。 

可是在受洗前一个月，我的信心又发生了摇摆，也许

一些事情的发生是主给我的试炼吧。当我以一个基督徒的

心境重新考虑一件私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更懂得珍惜。

然而那事情最终并不能如我所愿。经过一段时间的伤心之

后，我发现我居然比较快地恢复了平静的心态。如果是几

年前，我肯定是要当好长一段时间的愤青的。可是听到 8

月 10 号受洗的建议我还是有点犹豫，觉得太快了些。宋医

生告诉我，受洗后有的人信心会增长，而且我在心底也是

知道自己迟早会受洗的。在考虑的时候，也许是为了给自

己的信心求证，我翻出了一直被压在箱底的 KNOW WHY YOU 

BELIEVE。我发现这是一本出乎我意料的好书。书中观点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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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严密，论据充足，是一本很客观很知性的书。我感叹

上帝的智慧，如果两年前让我读这本书，效果肯定不会象

现在一样好。祂让我一直等到被圣灵感动之后，在为受洗

犹豫的时候想起读这本书，真是在最恰当的时间给予的最

有效的帮助。我最终决定参加 8月 10日的受洗。 

在受洗前一天晚上，我收拾自己的几本圣经。心里盘

算着多出的一个新约的版本可以送给哪个朋友。这时我想

到了国内的父母，我想应该给他们买一本中文的圣经，因

为没有能给他们讲解的人，所以要有注释的，每章前面有

介绍作者是谁的那种最好。就在第二天的受洗仪式上，一

本中文圣经作为教会的礼物被送到了我的手上。当我翻开

它看到串珠注释和每章前言的时候，惊讶极了。我不由想

到这应该是神的安排，不管别的怎样，祂对于求圣经的祈

祷肯定是回答的超快的。我想我回到罗德岛是因为神要安

排我在这里受洗，要用我的信心做一个见证。神也安排了

我在这里的生活，我在暑假初的时候，在学校找到了工作，

办工作签证的过程也非常顺利。为此我要感谢神的看护和

引领。 

受洗之后，我并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心里平静了许

多。好像一件事情最后有了着落、有了结果，我已经不再

犹豫，我确知我走向了新的境界。我愿意实现神给我安排

的事，愿我的生命不但在我个人的意义上是充实快乐的，

更是神所喜悦的，是荣耀神的。 

这个时候再问我，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可以说是为

了喜乐自由的生活活着，是为了通过实现神对我的安排来

荣耀神。不过，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路才开始，我相信在

基督耶稣里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祝福所有的朋友：愿神的爱永远和你同在，愿你的

生活平安喜乐，愿神的引领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愿你人

生的成就得神的喜悦。（摘自“基督福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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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最大的事（續） 
楊云真傳道 

尚未學好的功課（2015 年 10月份出 14期之續） 

前面我曾見証过為仇敌的祝福禱告。首先，神使我𥚃

面的恨完全除去，使我心中充滿了喜樂，但我的功課還未

學好，因為我還做不到愛她。所以神沒有把衪的手拿開，

我們仍然同住一個屋檐下，每天雖然都會照面，但她還是

冷面孔相向，以至于我和母親還是很痛苦。有一天母親對

我說，我們還是搬出去住吧，於是我和母親开始常常出去

看房子。之前也曾有个姐妹的公寓愿意無條件給我們住，

我跟母親說了，可是她怕我出去工作時，如果有外國人來

敲門她一個人在家沒法應付，所以作罷。現在想出去住了，

也不好意思再提了。我們自己找房子時，太差的房子要修

理，修理時又怕工人会動坏念頭；如果買好房子，我們就

沒有生活費了。有一天，我母親在看房子時不小心從樓梯

摔下來，前面脛骨的部分被擦破了，而這個地方的傷口是

最難瘉合的。于是她天天都在傷心流淚，她自怨説：“我

可能不是个好婆婆，所以神管教我。”我對她說：“世上

再也沒有幾個像你一樣的婆婆了，你只會虧待女兒，也不

會虧待她的。”真的，每次她和父親从台灣回來，都会帶

了五、六个箱子的東西，除了吃的，都是給她們一家子的

衣物。因為我比較胖，在那個時代，臺灣的女孩子都很瘦，

可以説所有的成品我都不能穿，只帶了幾件特特大號；结

果我還是不能穿，而她也不能穿，只好掛在衣櫥裡，等待

自己瘦下來時看有沒有機會穿。可是直到我們再次移民加

拿大時，也都没有穿过，只好送給別人穿。當時我還對母

親說：“你知道那些成品我都不能穿，為什麼不為我定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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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件呢？” 她說：“那樣她就会說我偏心了。”我那时认

为，母亲就是那樣的虧待我。我就來到神的面前抱怨神，

神對我說：“你和楊家的関係若沒有修復好像原本的關係，

你休想離開這個家。”我對神說：“我又沒做错什麼，為

什麼你只對付我？”神沒有回應我。神的要求或命令，是

沒有什麼可商權的，要想離開這個家，只好重新去愛她們。

直到 89年我從台灣回來，我們才重修舊好。90年 6 月伯特

利祈禱院成立，同工要求院長要住在祈禱院，我和母親才

搬到祈禱院去住。後來母親和我住了一年多還是回到家裡

和弟弟一起住，因為我白天常会去探訪一些人，晚上又要

上神學課，到十點多才能回到家，對母親來說是活在恐懼

中，所以她就回去住了。正應驗神所説的，你和楊家的関

係若沒有修復好，你休想離開這個家。是的，我的功課沒

學好，我怎麼去教導別人呢？神的話我自已沒有經歷，我

怎麼知道该怎麼叫別人按神的話去做呢？ 

禱告院成立後，有一次聚會後．有一位姐妹對我説，

我以前以為你很坏，現在我才知道你並不坏。這个時候真

應了陳長老對我說的，神会為你洗脫罪名。是的，那時候

我想離開教會到別的教會去聚會，神不允許，我沒有離開

中華教會。如果我離開了，人家就會説我是羞愧的離開教

會，那麼我的罪名將永遠的跟著我。也是，其實在整個事

件中，誰都沒有錯，只

不過神要藉這件事使我

能放下工作來服事神，

同時要把我的生命整個

改變過來，總之神的意

念高過我們的意念，唯

有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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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沐神恩十八載 

同說主愛無窮盡 
劉爽 

“在這個時刻，我向主歌唱，唱出一首愛的詩歌，歡

唱我愛你主，歡唱我愛你主，主，我愛你......”10 月 9

日下午 2 ：30分，那華美的樂章響徹會堂，眾天使們演響

金琴，唱響美妙樂言，奏響了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 18 週

年堂慶聯合崇拜的序曲。在感恩節裡，中，英文堂，兒童

唱詩班，香柏團，福樂團，以及眾多的幕道友們等 200 多

人，歡聲笑語，齊聚一堂，有的甚至是從其他城市趕回來

的上班族，或上學的虔誠信徒們，他們要回到這里和主親

近，來齊唱讚美詩，分享 18 週年堂慶生日蛋糕和主賜的豐

盛晚餐，共同描述主的愛說不盡..... 

“至高智慧，至高權柄的神，高過人的道路，勝過世

界財富，耶穌，寶貴神羔羊，為我受死，為我複活......”

“神你是光，你照亮黑暗，開我的眼讓我看見，你的榮美，

讓我心渴慕你，希望與你不分離，所以我在這裡敬拜，屈

膝向你跪拜，大聲宣告你是我的神，你是配得，我在這裡

敬拜你的聖名，萬王之王，坐在至高寶座上，散發榮耀光

芒......“一曲”神羔羊“，”在這個時刻“，”我在這

裡敬拜你“美妙讚美詩響徹會堂，會堂正中間的幻燈屏幕

上的對聯”共沐神恩十八載，同彰主愛千萬年，滿恩恩滿。

“和會堂後面主牆上掛著，用紅紙黑字寫成的對聯“同登

滿恩堂昔日成長，齊求金燈檯明天輝煌，堂慶感恩。”遙

遙呼應，彰顯和烘托出中國特色的教會禮拜堂的濃濃節日

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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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吳家興傳道帶領會眾致禱告詞：“天父耶穌，

在這感恩的季節，我們來到你面前，為我們的過去，不僅

為個人也為教會，為主您建立的教會獻上滿心的感謝和敬

拜，願您親自悅納，榮耀都歸您”。會眾誦讀經文：“以

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

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

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餘敦平師母帶領

孩子們英文敬拜《Thank  God  For  Your parents》，她說：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everything,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 So that you may live long in the land......” 

英文堂的年輕人們彈奏著吉他，唱出美妙的英文讚美詩，

獻上感恩的心，《Good Good Father》，“ I ‘ve heard a 

thousand stories of what they think you’re like ,But I ‘ve heard 

the tender whispers of love in the dead of night, And you tell me 

that you’re pleased ,And that I’m never alone.  ‘Cause you know 

just what we need, before we say a word. ‘Cause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to us. As 

you call me deeper still, into love, love, love...... ” 

會眾繼續誦讀經文《箴言》1:7；9:10；22:6；23:15-

16，22-25。甘志聰牧師講道《家庭智慧》。他說，家庭智

慧就是，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愚妄人蔑視智慧和訓

誨，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父

母對孩童的期望應該，第一，是真誠的，正如箴言 23:15-

16 所說：“我兒，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歡喜，你的

嘴若說正直話，我的心腸也必快樂。”第二，是尊重的。

箴言 23:22:“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你母親老了，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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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視她。 ”第三，是真理的。箴言 23:23：“你當買

真理，就是智慧，訓誨和聰明， 也都不可賣。因此，兒女

為義，父母就歡喜。 ”箴言 9:10說：“義人的父親，必大

得快樂，人生智慧的兒子， 必因他歡樂。你要使父母歡喜，

使生你的快樂。 ” 

然後，甘志聰牧師為王許舜卿和梁辛婉貞姐妹主持了

洗禮，在洗禮的會堂，大家一起拍手歡唱和祝福：“他是

主，他是勝過死亡又復活的主，萬人當跪拜，萬口當承認，

耶穌基督是主，救恩不是等將來。”身著一身紅裝，戴著

一頂紅帽子的 82 歲的王許舜卿姐妹，像新媳一樣開心的迎

來了她的洗禮。她說，求耶穌的寶血洗乾淨這一生的罪。

年輕時，就听說耶穌這位神是救世主，但一直不知如何找

到這位神，經過門口也不認識他。從 2007 年她就來到了福

樂團，她去過耶路撒冷，看到了耶穌受難的地方，今天她

決定 信靠這位又真又活的神並依靠他。她兒、媳、孫兒、

朋友、女兒、外孫女共六人都抽出時間趕來見證這一時刻，

為她祝賀。家人都說，媽媽信主，是她的福氣。梁辛婉貞

姐妹的女兒等家人也趕來見證媽媽的洗禮，梁辛婉貞姐妹

說，感謝主，幫她洗淨 80 多年的罪，好多事都不知自己做

錯了，在教會福樂團 19 年，感謝教會姐妹們的幫助，讓她

從聖經中，學習如何為人處事，在遇到困難時，也感謝主

的帶領，感謝眾姊妹的幫助。梁辛婉貞還説她信主之後，

心境舒暢，很開心。洗禮過後，又接納了劉玉宇和矛丹夫

婦，鄒錦秀姐妹，陳月華姐妹成為滿恩堂的新會友。 

最後，在 6:30 分的晚餐活動中，甘志聰牧師說，滿恩

堂全年的主題是，愛神愛人，愛傳福音。你要盡心、盡性、

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人如同自己。教會要做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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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特點，最多的參與、最闊的接觸、最長的延續、最強的

动力、最高的权柄和最简的行政。在谢饭祷告中，他求主

继续赐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父神的恩典，给我们 18 年

的教会生活，每一年都盼望下一年的恩典，希望今年也是

满了主的恩典，他恳求神继续为我们预备一个教堂，以扩

展神的国度。 

滿恩堂近期主要活動： 
1. 11 月 12-13 日将有滿恩堂第十七屆宣教年會；本屆年

會主題是“愛鄰如己”。将邀請梁志強牧師 (滿地可城

西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师)做主题講員。具体安排：11 月

12 日(週六)上午 10:00 点至下午 2:00 点有本地福音事

工的分享座談，教會将供應簡單午餐；11月 13日(週日)

下午 2 点半开始，将有宣教主日的崇拜及信心認獻，請

弟兄姐妹預備心參加。也欢迎各位朋友参加。 

2. 12 月 24 日晚上，满恩堂将会组织“报佳音”活动。具

体安排请关注满恩堂近期周报。每期周报都会刊登于满

恩堂官方网站（http://www.southshorecac.org/）。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弗 5:20)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腓 4:6）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

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诗 50:23） 

無論作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

名、藉著他感謝父神。（西 3:17）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

他的作為。(詩 105:1) 

 

http://www.southshore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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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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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