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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稱稱謝謝謝神神神   
甘志聰牧師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

存。」開始了詩篇一百三十六篇，詩人再用「你們要稱謝天

上的神，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來結束。引言（1 節)和

結語（26 節）都是這首詩歌的主題——稱謝神。稱謝是主

旨，對象是神，是「萬神之神」（2 節）「萬主之主」（3

節）。這獨一真神「獨行大奇事」（4 節）。 

稱謝神的原因直接顯明，就是「因他本為善」（1 節）

和「他的慈愛永遠長存」（1 節）。 神就是善，所以神的

慈愛永遠長存。其實，全篇共二十六節，「他的慈愛永遠長

存」也重覆了二十六次，每次數算神的作為，就重覆一次，

因爲同一個原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這重覆是一個回

應和重點。這可以用詩歌中的副歌來理解，副歌與主歌（或

正歌）構成一體，要求聽者作同一個回應，聽了二十六次之

後就不可能聽不到這重點。如果這詩歌有導歌（連接正歌和副歌），那就是這個「因」字。 

從創造、到古代、到現在的保守和供應，我們所有的領受和得著，不是因為人的努力和智慧，

乃是因為神的慈愛永遠長存。創造奇事(4 節)，包括造天鋪地(5-6 節)、和日月星宿(7-9 節)。詩人時代

的古代，就是以色列民族的拯救歷史：出埃及(10-12 節)、過紅海(13-15 節)、經曠野(16 節)、殺大敵

(17-21 節)、和入迦南(21-22 節)；現在的保守和供應，就是神今天仍顧念我們(23 節)、救拔我們(24

節)、和賜我們糧食(25 節)。這也是神的善(1 節)，是神對萬物的善(4-9 節)和對人類的善(10-25 節)。 

詩篇一百三十六篇： 

▼稱謝萬神之神：引言 (1-3 節) 

▽稱謝創造的神：宇宙 (4-9 節) 

  Ａ稱謝救贖的神：拯救以色列 (10-12 節) 

1. 領出埃及 (10-12 節)

2. 領過紅海 (13-15 節)

3. 曠野引導 (16-20 節)

4. 賜地立業 (21-22 節)

  Ｂ稱謝救贖的神：顧念卑微人 (23-24 節) 

1. 顧念我們 (23 節)

2. 救拔我們 (24 節)

 △稱謝創造的神：供應 (25 節) 

▲稱謝天上的神：總結 (26 節) 

滿恩堂十五週年特別有感，原本想寫一篇 

《滿恩篇》如下： 

▼稱謝萬神之神 (2-3 節) 

▽稱謝創造的神 (4-9 節) 

  Ａ稱謝滿恩的神：滿恩堂十五年 

1. 南岸開堂

2. 勝過困難

3. 引導帶領

4. 十五週年

  Ｂ稱謝滿恩的神：個人經歷 

1. 神顧念我

2. 神幫助我

 △稱謝創造的神 (25 節) 

▲稱謝天上的神 (2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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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恩恩堂堂十十五五周周年年 堂堂慶慶感感言言  

但這《滿恩篇》應該是我們一齊來寫，就請大家在今年感恩節堂慶週六晚會中一齊回憶，在週

日晚宴中一齊分享。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主的作為都要記清楚，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必能叫你

驚訝主奇妙看顧。 

我對「他的慈愛永遠長存」這個重覆和回應特別有感受。尤其在過去一年中，全球水災、風災、

地震屢見不鮮，又有經濟風波、政治危機等；說近一點，滿恩堂有多次安息禮拜，身為滿恩堂牧師，

很遺憾有些亦不能去探訪和主持。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如果神的慈愛永遠長存，為何還有這些人

生百苦？眼見人在病床上受苦，牧師又可以怎樣？神沒有施行神蹟，人又可以怎樣？有時，事後回

顧才有點解脫；有時，可能直等到見主面時才能有解脫。但我們深信祂的慈愛還是永遠長存，永不

改變；因為滿恩堂已經有十 五年的恩典，因為我們已經有我們一生到今天的恩典，更因為「他顧念

我們在卑微的地步」(23 節)「他救拔我們脫離敵人」 (24 節)。「卑微的地步」包括我們在身體和信

心軟弱中；「敵人」包括絕症和死亡。請大家再讀詩篇一百三十六篇，並寫完你的《滿恩篇》與人

分享。 

滿滿滿恩恩恩堂堂堂十十十五五五週週週年年年堂堂堂慶慶慶感感感言言言   
方叔慶傳道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主的恩典都要記清楚，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必能叫你驚訝立時樂歡呼。” 

每次回到滿地可都非常感恩，特別踏進満恩堂時，腦海中不期然就浮現満有激勵而美好旳回憶。

回想我們於1998年植堂南岸，為主在這住有約七千華人的南岸開拓福音事工。當時由滿地可堂和恩

典堂而來的約六十位弟兄姊妹，同心竭力為主擺上，今天見到果子纍纍，實在無限感恩，雖然當日

努力植堂的弟兄姊妹，有些仍留在満恩堂繼續耕耘，有些大功告成回歸，有些移民遠去，有些蒙神

恩召歸主懷中，但見到主的恩典仍不

斷加添，實在叫人感恩不盡。 

在過去十五年中，感謝神給我們

事奉的機會，又感謝祂讓我們親嘗神

每一步的帶領，每一刻的同在，由沒

有堂址至租用聖公會的教堂，又搬至

現今還在使用的浸信會教堂。我們的

事奉實在微不足道，可以說是有缺失，

不完美，甚至有些時候不太情願，但

神的賞賜卻是豐盛無比。 

我黙禱神繼續大大使用滿恩堂，

在未來的年日大大突破過去十五年

未有突破的使命和空間。最後我以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九章廿三節“凡我

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

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來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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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恩恩堂堂十十五五周周年年 堂堂慶慶感感言言  

千呼萬喚始出來 
吳家興傳道 

今年教會慶祝建堂十五週年，讓

我不禁要去思想，十五年的時間到底

對一個人或是一間教會有甚麼樣的改

變？十五年前的我，和十五年後的我

有甚麼不一樣？  

十五年前，我和結婚三年的愛妻

敦平還在美國愛荷華州攻讀博士學位，

女兒愛恩(Esther)也只有一歲。從我們

夫妻倆單身出國念書，到教會的弟兄

姐妹幫忙下完成婚禮、奇妙地獲得一

女，處處都顯明神的恩典與保守。雖

然我出身於信仰基督的家庭，但對於

這位神卻是懵懵懂懂。也就是在美國

求學的階段，讓我重新認識了這位賜

人新生命、改變人生命的救主耶穌！北美校園的華人查經班及教會，在幫助信徒的屬靈生命成長上，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從基要真裡的認識，到參與教會不同的事奉，我

在當中學習並接受作為信徒當有的基本裝備與造就。在參加多次的培靈聚會中，常常被神的話語感

動與激勵，其中最讓我扎心的是，復活的主在未升天前向三次不認祂的彼得所說的那一句：「你愛

我比這些更深麼？」(約廿一15) 但我始終不能，也不敢回應神的呼召，總是在找理由推辭、告訴自己

等待神「更」明確的印證；感謝神的憐憫，祂沒有因我的推託而放棄使用我。 

完成學位的我們，在尋找工作及面對家庭生活需要上，同樣地蒙受神無比的恩惠。我們一家在

美國曾因工作的原因多次地搬遷，但神都在我們所到之處，為我們預備屬靈的家--祂的教會，使我們

能在當中，與眾肢體見證、經歷神的同在與美好。神也在其中一步一步地裝備我、塑造我，給我機

會在不同的教會中，與同工們配搭，服事祂與祂的教會。我在服事當中得到肯定與支持，也在當中

嚐到事奉的甘苦，雖然神多次藉著不同的方式向我招喚，但我仍對神的呼召持著觀望的態度。我還

是放不下……「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主一直在問我。

二零零七年，神將我們全家從美國帶到了加拿大，當時我向神所求的就是：「祢若不親自和我

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出卅三15)。神應允了我的禱告；從搬遷、敦平的工作、生活的

調整與適應……都有神同在的恩典，祂更為我們預備了滿恩堂，使我們能在當中與弟兄姐妹一起學習

與成長。我在這裡得到一群同心事主、愛主的同工們，特別是遇著我屬靈的導師—甘牧師，他和師母

成為我服事的榜樣與幫助；我也在這裡回應了神多年來一直的呼召，願意奉獻成為全職的傳道人為

主所用。我明白為何聖經沒有記載，當主耶穌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時，沒有特別指出

『這些』是甚麼，因為每個人的『這些』都不同。但我們都有和彼得一樣的經歷：不認主。我們很

難體會彼得在主耶穌被捉拿的那夜三次不認主，但作為信徒的我們何嘗不也是這樣嗎？詢問彼得的

使女與僕役，可說是一眼就認出彼得是主耶穌的門徒。信主多年的我，是否讓人一眼就看出我是跟

隨耶穌的人呢？「主阿，是的，祢知道我愛祢」這是我向主的回應，我願成為主的僕人！  

我們或許可以輕易地回答主說：「主阿，是的，祢知道我愛祢」，但主知道我們的心，主知道

我們放不下的『這些』，祂會幫助我們把『這些』放下，堅固我們的心，將事工託付我們，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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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恩恩堂堂十十五五周周年年 堂堂慶慶感感言言  

全心為主作工。我一路學習著如何將我的

『這些』，一件一件地交給主；而主也信實

地保守我一步步地跟隨祂向前走。雖然我不

知道我前面的事奉道路會如何，但我深知，

這是條不歸路，但也會是條蒙恩的路；我所

要做的，就是忠心地牧養主所託付我的羊，

「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15) ！

感謝主內弟兄姐妹的祝福、代禱與鼓勵，

讓我順利地完成了我一直想完成的神學課程

裝備；感謝神，讓我在神學院畢業後，能繼

續在教會裡服事祂及祂的教會；感謝神，雖

然多次地拒絕祂的呼召，祂仍揀選使用我這

不配的器皿；感謝神！ 

使使詩詩歌歌成成為為活活的的見見證證————滿滿恩恩十十五五載載  
陶董惠玲 

感謝神帶領我們一家四口在92年從香港來到滿地可來認識祂，接受祂，以致跟隨祂。94年11月
27日，我們夫婦兩人一同接受浸禮歸入基督。因為從滿地可島搬遷到南岸居住，所以我們亦順理成章

地從滿地可教會轉到南岸滿恩堂來敬拜事奉神。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祂在每一個地方，

都向人彰顯自己的恩典及慈愛。感謝神，讓

滿恩堂在南岸為祂作見證，至今已有十五年

之久。回顧在這十多年裡，兒子和女兒亦相

繼在2006年及2008年接受浸禮，在英文堂裡

學習帶領敬拜及事奉。我們一家在這裡與主

內弟兄姐妹一起成長。正如我們的詩歌【同

心同樂】的描寫，我們在同路上彼此建立、

扶持；雖然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說不一樣

的話，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因著有主耶穌的

同在，我們就在這人生的過程中，相互學

習，一同經歷苦樂，為要使滿恩堂在南岸成

為美好見證、榮耀主的名。願神繼續的祝

福、施恩，讓這裡成長年輕的下一代，承接

滿恩堂在南岸的使命！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詩一一八14)。

「我要一生向耶和華唱詩！我還活的時候，要向我神歌頌」(詩一零四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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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恩恩堂堂十十五五周周年年 堂堂慶慶感感言言  

佳佳佳美美美腳腳腳踪踪踪
方叔慶傳道

15 年前，因着香港 97 回歸的緣故，許多華人家庭都移民來到南岸這個地方，因為當時南岸地

廣人稀，新房子既寬且廉，所以吸引了很多新家庭來定居。因此華人驟增，約有六七千人之多，但

南岸地區卻沒有一間華人教會，所以「報褔音、傳喜信」的需要極大。鑒于此，滿地可堂及恩典堂

約有六十位弟兄姊妹願意一同承擔這使命，同心合意，靠主恩典，就在南岸建立了當時唯一的一間

華人教會——滿恩堂，他們踏出了佳美的腳踪，把福音傳給了我們骨肉之親。

15 年轉瞬即過，弟兄姊妹們靠主加力，不斷耕耘，蒙主祝福，事工不斷得到擴展；更令人興奮

和讚美主的，莫過於當日一羣小孩童，在主的愛與模造中，如今卻都已長得男的氣宇軒昂，女的風

姿綽綽，學有所成，更成為教會英語部的主要骨幹，與中文部一起繼續踏出佳美的腳踪，報福音、

傳喜信，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羅 10:13-15「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

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 〝報褔音傳喜信的人，

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弟兄姊妹們就是憑着這個信念一步一步的踏出去，正如經上所記。

人若未信怎能求告主名呢？未曾聽見又怎能相信呢？若沒有傳道的他又怎能有機會聽見呢？

若沒有奉差遣的又怎能去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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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就更加清楚堅定了，若有人奉差遣走出去就能傳！傳就有人能聽見！聽見的人就能相

信！相信的人就能求！結果是凡 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腳蹤是何等佳美！

那麼誰要去呢？——“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這是主

給我們非常清楚的大使命。

去那裏呢？——從耶路撒冷、猶大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對誰傳呢？——你、我的家人、同胞骨肉、左隣右里、學校、工作的地方、南岸、滿地可、加

拿大……直到地極。

「走出去，向南向北，向東向西，肥沃的土地在你面前，腳踏之地屬於你……。」這歌詞正是

我們的寫照。

報福音傳喜信的腳踪何等佳美！我真羨慕、我真願意，但主啊！我怕、我渺小、我軟弱、我力

量不足，所知有限、我工作太忙、家庭負擔太重……很多的猶豫、很多的憂慮……。往往成為我們

佳美腳踪的阻礙。

我們熟識的五餅二魚神蹟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四福音均有記載：耶穌舉目望天，祝福、擘開，

然後「遞給」、「分給」，跟着五千人吃飽了，還有十二籃子剩餘。試想一下，當「遞給」、「分

給」傳到你那裏，你吃飽了，卻停住了，不再傳開去，其餘的人就得不着了。又若那孩童不肯將五

餅二魚交在主的手中，只顧自己的飽足，那麼其餘的人就飢餓了。

大佈道家宋尚節有一個發人深省的比喻：他說：人有五臟、有五官、有五體，人又有二手、二

腳、二眼、二耳、二鼻孔。

原來我們自己就是那五餅二魚，只要我們願意交在主的手中，主就能夠大大的祝福、使用，

「遞給」、「分給」，就能使很多的人得着飽足。

神並不是看你有多少才幹，而是看你是否願意為祂所用，主能用你嗎？問題在於你是否願意為

主所用！

能够為主所用全是恩典，非因我們有本事！因此成功時就不會驕傲，只有喜樂；失敗時也不會

灰心，仍可穩步向前，不會後退。

際玆 15 週年堂慶在即，大家都充滿歡欣、興奮，為過去「報福音、傳喜信」踏出佳美的腳踪感

謝神；又能蒙主保守與祝福感謝神，更願主開恩，激勵大家常常竭力，多作主工，使福音、喜信傳

得更多更廣，齊心踏出佳美的腳踪更寬更遠！阿們

在完全的信心和完全的愛的服事中，我們分享了上帝的聖潔。 

——德雷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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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業業生生根根  
陶偉基長老 

樂業生根，我所講的樂業並不是講地上的事業和工作。我所講的是做神的工作得到的那份喜樂。

生根，回想我們已定居在滿地可有二十一年了，移民兩年後夫妻二人一同受洗歸主，在南岸也住了

十五年，在我們屬靈的家滿恩堂已十四年了。記得當初要移民加拿大的時候都沒有想過會生根，因

為那時我對自己的移民目標不是太清晰，也曾想過很快就返回香港。但是神的作爲是想不到的，移

民第二年他就打發了天使接觸我，當時未有感動要接受神的邀請，不過神沒有停止對我們的邀請，

他又打發另一對天使來引領我們到神的家，更安排天使帶給我工作的機會，好叫我們一家安定下來。

就是這樣，我們一家人進了神家大約二十年之久，在教會的兄弟姊妹們不斷栽種及神的澆灌之下, 

根已經在滿恩堂生長穩定並抓緊了神的應許。 

記得五年前的分享說過，果子結實可以採收。五年後的今天再看整個英語部，已有十個年青人

在教會中受洗歸主了。神的作為是無可測度的。當二零零一年與李德成兄弟共同開始第一代之青少

年英語事工時，大家都沒有想過哪一天是收割的日子，所收的又有多少，一心只希望這班年輕人能

在教會內成長，不至被世俗的世

界帶走。 

二零零一年的少年人已經

過去了，換來的是一班有衝勁，

願意用心服事神的年青人。雖然

他們人數不多，大約有二十多人，

但是他們已擁有自己的一個事工

委員會，並由牧師、長老及一位

青年執事所帶領，並在穩步發展

中。他們亦對下一代的青少年事

工很有負擔，多位年青人已成為

導師，做了帶領的工作。感謝神，

滿恩不斷。 

中文部這幾年來，更是有不少新的兄弟姊妹加入神家，他們很多已在教會中作傳道、長老、執

事、團長、主日學老師及各樣教會的服事,雖然有些人因爲各種原因離開了滿恩堂，還有一些已經回

天家與神同在，但是這些事都要發生的。感謝神，留下來的兄弟姊妹一定要記得神在聖經中所教導

的：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

此。”（希伯來書 10:25）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

勸勉人。”（提摩太後書 4:2） 

但願眾兄弟姊妹都能：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馬可福 音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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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恩十五載 

劉潤成長老 

十五年前，神在我身

上行了一個神蹟，把我從

死陰幽谷裏拯救出來，帶

我脫離死亡，這是神蹟。

因當時的環境，無人能想

像到可以逃離險境，這也

是我的得救見證。而當年

即一九九八年十月感恩節

是南岸滿恩堂開堂首年，

一班弟兄姊妺蒙神呼召到

南岸事奉，建立滿恩堂，

我與太太亦開始踏上屬靈

的路，來到這屬靈的家，

靠著滿有恩典的神，渡過

福杯滿溢的十五載，當中

見證了神的大能，神多次彰顯祂的榮耀，行神蹟。 

大家都知道，所謂神蹟，是人不能想像，不會測透，更不能做到的事，但神能夠，因衪是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的神。翻開聖經，從創世記第一章開始，神的創造已是人所不能想像，但卻是真實

的事。再看《出埃及記》，神呼召摩西，從燃燒的荊棘裏向他說話，差遣他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

再有使紅海分開，領以色列民脫離了埃及士兵的追殺，這都是瞬間的神蹟，身在其中的人，能看見

且感受到這些事情而因此感到興奮。尤如我當年在印尼的暴亂中，被困在工廠內，暴徒圍繞並放火

燒廠，本應葬身火海的我，不會想到竟被當地人救出，並在短時間內脫離了動亂之地，平安回家。

我確信是神的恩典，也是神蹟。 

滿恩堂開堂至今已有十五年，期間神所行的神蹟是有證可見，弟兄姊妹的病得醫治，近年甘牧

師的大手術更是一次神蹟的見證。教會成長和弟兄姊妹們的事奉更顯出神在當中鼓勵和加力。十五

年前的一群孩子現已成長，並建立英語事工，帶領另一羣的青少年一同成長；國、粤語事工更蒙神

看顧不斷成長，同工們的同心事奉有著互相鼓勵的成果，神不斷靜静的與我們同工，引領我們，建

立教會。 

只要我們能憑著信心，按神的應許必能成就大事。猶如《腓立比書》四章六至七節所說：“應

當一無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神每天都會在我們身上行神蹟。 

《滿恩》第五期 （滿恩堂十五週年特刊） 8 



滿滿恩恩堂堂十十五五周周年年 堂堂慶慶感感言言  

堂堂慶慶訴訴心心聲聲  
林恩泉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同心建造」。當我們聽到同心建造，我們很容易將重點放在建造上。就好

像說，今年的主題是呼籲大家參與建造，而且在建造教會這件事上要同心。 

沒有錯，建造要同心，同心才能建造。但是「同心建造」所強調的不只是在建造的工程上同心。

我們所追求的不只是「事工」的同心，不只是 「同工」的同心，我們所追求的，乃是「肢體」的同

心。這當中有很重要的分別。「事工」的同心是指在事工上同心，「同工」的同心是指我們在作同

工的時候同心，「肢體」的同心是同屬一體的同心。而「同心建造」所指的，正是本同有主的生

命﹐同屬於基督身體的眾肢體都起來一齊建造，同心在主裡作成建造的聖工。 

「事工」的同心和「同工」的同心容易達到，或比較容易達到，因為是暫時性，工作性，或喜

好性的同心。不少職業運動員都說過，他們彼此之間可以沒有良好的友情﹐或甚致沒有個人交情，

但是在運動場上仍然可以作很好的隊友。 

2012年滿恩堂十四周年堂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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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每年行事曆排的滿滿，當中有年度性(宣教年會)，節日性(不同節日)，季節性(教會刊物），

恆常性(主日崇拜)等事工。因此，看重事工的教會可能會不知不覺陷入「次好」的同心，但求沒有攔

阻，沒有反對的聲音，事工得以完成。有時侯我們會滿足於部分的恩典。我們可能自我安慰，以為

只要作得成同工，沒有完全同心不要緊，或暫時不同心並不是最重要。因此同工們雖然不算不同心，

但大家在事工以外，在作同工之餘，似乎沒有共同之處，缺少共同話題，也不多聯絡。其實這是錯

的，同工們若只是一同作工，一同勞苦而不完全同心是最大的遺憾。雖然我們在主裡的勞苦並不徒

然，但卻沒有完全得到主為我們在事奉中所預備的最好福分。這不是主的心意。 

 主賜給我們參與事奉的機會，這是主的恩典。主又賜給我們熱心事奉主的同工，這乃是恩上加

恩。主不單要我們各人在他的恩典中事奉﹐各盡其職，主更要我們同心合意，互相激勵，一起成長。

這才是恩典的全部。 

所以我們夢寐以求，心中所渴慕的，乃是「肢體」的同心。我們禱告所祈求的，是同屬一體的

眾肢體能凡事彼此連絡，凡事悉悉相關，在凡事上都同心。這樣，我們在建造工程上自然也同心。 

 這也是合乎聖經的教導。每逢聖經說到「同心」，所指的都是同心的人，而不是事情或事工的

同心。因為同心的人在一切事上都同心，自然就會同心辦事。正如同心禱告不只是說在禱告的時候

要同心，乃是說真正同心的人，在禱告中必然也同心。 

再說，「同心建造」最正確的意思，其實就是同心的人一起建造。大家一起建造無非是指每個

人各盡其職，每個人都建造。但是在各人都忠心建造的同時，我們不但有共同的目標，而且每個人

都明白，自己的建造與弟兄姊妹的建造確實息息相關，並非獨立，因為我們都屬基督的身體，都是

一個身體上的肢體。一個肢體有所動作，就是整個身體有所動作。一個肢體所有的工作、行為，都

與全身發生關係。一個肢體的建立，就使全體被建造。肢體若退後、失敗，就使全體退後、失敗。 

堂慶之際，願藉此短文分享多年心聲，與大家共勉。基督身體的建造是我們整體的呼召，也是

眾肢體共同的福分。所以我們要互相堅固與扶持。當我們以肢體的連結珍惜彼此的關係時，我們在

同心建造的同時，也必同被建造。我們在事奉中一起成長，彼此之間所建立的主內親情便成為堅固

我們靈命的基礎，鼓勵我們前進的動力。而且我們會越建造越同心，充充足足得到主所賜恩典的全

部。 

基督身體的建造是眾肢體同走的「成長路」，一起走過的每一段路都是我們共歷神恩的過程。

回顧往年，為了過去十五年的「滿滿神恩」獻上感恩﹔為了每一位主內肢體讚美感謝主。在前面的

日子，願主大大祝福教會，擴張教會，將得救的人數多多加給教會，使滿恩堂在主的恩典中不斷成

長。願意形成基督身體的我們都「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

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15-16]。願意各具不同恩賜的

「眾多」肢體在基督裡成為「一身」，在「多」樣化中，卻是「合一」，互相聯絡，彼此補滿，同

心建造。願意滿恩堂在同心建造中彰顯主裡合一，完全同心合意，眾肢體在基督身體上「事奉一

體」，叫同工與事工都被建立起來，肢體與身體同步成長，活出基督身體的實際，更榮耀父神，討

主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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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数算算恩恩典典  

苏福忠 李建华

每当数算神的恩典，不由得从内心深处发出

深深的感恩之情。

感谢神，让我们出生在这个时代。不用体会

父辈，被批斗，忍受饥饿之苦和上山下乡之苦。

感谢神，当我们成长、需要学习的时候，中

国发生了巨变，让我们有机会接受到好的教育。

感谢神，当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给我们打

开了另一扇窗口，将我们从中国带到加拿大，让

我们能充分体验在一个新的国家如何开始并持续，

如何开拓并坚持不懈。

感谢神，在送来儿子 12 年后又送来了大女

儿，在大女儿 7 岁后又送来了二女儿。天父如此

信任我们，把这些何等宝贵的生命托付给我们来

教养，让我们来充分享受天伦之乐。

感谢神，让我们一家人始终生活在一起，没

有因各种理由而分散到各地；让我们无论走到那

里，都有一种家的感觉，因为教会、家都不是一

个简单建筑物，而是一群人、一家人在一起。

感谢神，让儿子从小经历我们读书、移民、追求真理的过程，奠定他成长的基础，并为他设置

无数的挑战，无数次转学、搬家，让儿子体会到生活的难度，并从克服困难中体会到成功的快乐。

感谢神，让大女儿 ALEANNA 进入我们所期待的小学，尽管她还是只知道傻玩的年龄，就给了她

一个新的起点，尽管她经常想起原来在 PUBLIC 小学的轻松快乐。 

感谢神，让我们的二女儿如此顽皮可爱，经常顽皮得让我们心跳，让我们年近半百，仍然忙忙

碌碌，甚至没有时间去生气、去感受空巢、去感觉自己在变老。

感谢神，给我们赋予好奇之心，让我们愿意并不断尝试新鲜事物，让我们都愉快地接受生活中

无数次的改换专业、变换工作岗位。

感谢神，预备我们丰盛的智慧，让我们有信心和勇气面对困难，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让我们的生活有保障，敢于挑战世俗给我们设置的种种障碍，不断加深对神的信赖。

感谢神，让我们体会到生命诞生喜悦的同时，也体会到父母去世、朋友故去的巨大痛苦，让我

们知道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让我们知道得到的同时也会有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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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给我们创造很多美好的记忆。无论生病时彼此关怀、还是节日庆

典的狂欢时刻；无论是照顾年老父母病榻前，还是迎接新生命到来的瞬间。坚信这些都是您赋予的

美好，要全盘接受，绝不抱怨。

感谢神，让我们经历艰辛、考验我们的意志，并在其中得到无数真诚、有着共同信仰的同路人，

并学会面对困难，学会相互依靠、彼此鼓励，并保持乐观的心态。

感谢神，让我们变得如此宽容，宽容到欣然接受别人的伤害，理解别人的误解，不戳穿别人的

欺骗，把这一切都当成生命中的低音符，它的存在无非是对高潮的一种衬托。

感谢神，让我们能经历神的丰富和深远，享受与神同行的快乐。

耶耶耶和和和华华华就就就是是是我我我的的的神神神
廖林明珍

《圣经》创世纪第一章 27 节记

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

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我出生在中国珠海，因为是在中

国，我所认识的亲戚、朋友和同学中,
几乎没有一个信仰基督的。感谢神给

我机会来到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让

我在这里认识了神。

我有三个孩子，他们都是加拿大

出生。第一个是健康活泼的男孩，第

二个是个女孩。我以为这是一个完美

的组合。想不到的是女儿的到来，给

我们带来一个无穷无尽的烦恼。女儿出生后十天，医生告诉我们：你们的女儿是一个唐氏综合症的

孩子。这晴天霹雳的消息，丈夫和我根本不能接受，但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你是否接受。在照顾女

儿的最初的六年间，我每天都带着埋怨和懊恼。虽然丈夫也给我很多安慰的话，但都不能让我有一

个平静的心。就在我身心憔悴的时候，神找到了我。那是在 1998 年，神差派了一队属于他的子民来

到南岸，在这里开分堂，就是现在的满恩堂。感谢神通过街坊联络我，很快就让我接触到了基督教。

就是在这关键时刻，耶和华，我的神拯救了我，是耶和华我的神，把我带到了一个有赞美、有欢乐、

有倾诉、有聆听，有鼓励的大家庭。是神使我有了盼望，使我安然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一个阶段。

在 1999 年 12 月，我决志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至今已有十五年。数算神的恩典，感

慨万千。虽然有时自己也有软弱、有怀疑、但我知道神给我的每一个经历都有他的美意，他始终在

我身边，陪我度过每一天。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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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蒙福的人 

譚李潔貞

十五年前，從東區搬家到南岸居住，認識了方傳道，也開始認識了基督教。從拜偶像到受洗，

用了幾年的時間，神 在我心中慢慢的改變我。從前我追求物質，曾擁有很多物業，時時都想做百萬

富翁，每時每刻都在追求中。這幾年來，我曾經歷擁有、失去，使我心力很疲倦。感謝神，聖靈一

直在我心裡工作，使我慢慢地覺得心裡有了平安和喜樂。我相信這並不是靠物質和財寶實現的，而

是靠神的大愛。正如詩篇廿三篇中說：“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的靈魂甦醒，

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2013 年 6 月 18 日福樂團十五周年團慶合影 

受洗後，能參與多樣的事奉，特別在福樂團；因長者需要和兼顧特別多，耐心、關心、時間，

使我學到更多的功課。每當我感到力不從心，心、力都很疲倦的時候，我便會禱告，祈求神給予我

能力，加添我力量，使我更加清楚怎樣去倚靠神，因爲祂是我們最好的後盾。

當我們倚靠聖靈的能力，藉著祂的幫助，我們可以向人見證，因祂的同在， 讓我們經歷了祂改

變生命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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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从从不不离离弃弃信信靠靠他他的的人人  

谷华民、王荭 

从慕道到受洗成为正式会员，屈指算来，在满

恩堂的主内生活也有近十年的时间了。然而，自从

2010 年到边陲小镇开店以来，整天从早忙到晚，一

年 365 天，天天都要开店，加上路途较远，来一趟

教会往返要一百多公里，所以参加教会的活动，特

别是恩雨团团契便越来越少，以至于偶尔参加一次

活动，见到的净是些新面孔，反而觉得我们自己成

了“新来的”了。 

记得刚买店的时候，杨传道还特意挑选推荐了

一本名叫《谁是老板》的书给我们读。那是一本很

好的书，讲述了一位华侨基督徒的事迹，他靠着神

的大能，在美国成功创业，并将大块的精力和收益

投入到教会的事工中。读后感人至深，受益匪浅。杨传道荐书的良苦用心，我们也心领神会。 

作为移民，生活工作在异国他乡，本已不易，更何况我们是镇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户中国人，在

纯粹的法语环境下开店，之前又无开店经验，这些无疑使我们的处境格外艰难。开店伊始，尽管有

儿子在假期前来帮忙，语言问题得以暂时应对，但每天光是熟悉商品、了解设备的使用、订货、补

货等，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好在基督徒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总是有神作坚强的后盾，

凡事求告神，内心就会有一种超然的宁静与平安，任何困难都难不倒。 

三年多的开店生活，我们虽然去教会与弟兄姐妹相聚的次数少了许多，但弟兄姐妹的关爱与交

通却一点儿都没减少。经常会有弟兄姐妹通电话问寒问暖，教牧们都不惧路途遥远，亲临小店探访，

一同祷告，求神保守，使我们与教会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一样，时刻感受到来自神的爱。我们坚信：

神从不离弃信靠他的人，无论你身处何地，何境。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两件事，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

神的恩典。开店后相当一段时间，都是儿子周末从城里赶来替班，以便我们能去教会主日崇拜。但

后来由于孩子的课业加重，无暇每个周末都回来替班，导致我们无法每周都能去教会。为此，我们

心中颇为焦虑，担心长此以往，我们的灵性会退步。于是，每每在祷告中，求助于神。之后不久的

一天，住在另一镇上的一位顾客，提了一包书来到店中，打开才惊奇地发现，都是中文版本的基督

教讲经论道的书籍。问其由来，原来邻镇基督教会里有位老牧师曾经去台湾传道，回来时带回了这

些书籍并存于教会，后因老牧师安息主怀，别人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它们。可惜无人懂中文，只

好搁置一旁。在听说我们是中国人而且是基督徒时，赶快送了过来。感谢神，这正是我们急需的灵

粮。我们继续为能找到一位合适的周末帮工而祷告。我们深知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是我们想要找

一位中国同胞，便于沟通；二是替工人员会因为只有周日一天，工时短、路途远而不接受。然而，

神怜悯我们，竟让人介绍了一位目前可能是居距我们最近的中国人，且有多年的开店经验，这位朋

友愿意帮助我们。我们除了感恩，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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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神的的的荣荣荣美美美

谷祝娜

《诗篇》第九篇是大卫所作的一篇述

说神的荣美的赞美诗歌。从第一至第六节

他赞美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

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

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

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

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

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

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

藏不得他的热气。”

满恩堂在南岸经历了十五个春夏秋冬，

神把许多蒙他的慈爱、被主耶稣救赎的人带进了教会，虽然也不断有因各种原因迁至其他地方工作

或居住的弟兄姐妹，但神仍持续的把人数加添，使教会得到不断增长。在南岸这个地区象太阳似的

成为发光、发热的明亮灯台。

从第七至第十一节大卫又说：“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

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的道

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

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況且你的僕人因此受警戒，守著這些便有大賞。”

满恩堂是孕育我灵命成长、栽培我侍奉委身的属灵之家。教会教导我，《圣经》是神的言语，

它指明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的重要性；读经和祷告是与主相交的唯一途径；要尊主为大，以神为我

的救主为荣；要专一侍奉他，以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仰望他、跟随他，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

的爱去爱别人、体贴别人。了解到传福音是主所托付的使命，爲了把福音带到有需要的人当中，我

很希望终有一天，能放下工作，专心装备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被主所用。但在这之前，我要

好好读经，多多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明了他的言语。

从第十二至第十三节大卫又接着说：“誰能知道

自己的錯失呢？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求你攔

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我，我便完

全，免犯大罪。”

安静地坐下来，仔细想一想，回头看一看，眼泪

禁不住的流下来。多少年，主耶稣都在守护着我和我

的家庭。多少次的困难他都使我安然渡过，无论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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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上的缺乏、侍奉上的委屈，还是工作的变换，甚至是心路历程上的挣扎，主耶稣都不离不弃的守

望着我，支持和鼓励着我。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现在的境况会如何。我向三一真神默默献上感

谢，多谢他的爱和帮助，多谢他的安慰和了解。他是我的盾牌、避难所、磐石和支柱。神更照明我

内里的罪，每当我软弱、悲伤、犯罪，落在困苦当中时，圣灵都提醒我，我心中的黑暗都因认罪、

祷告而被主的光照明，我从祷告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座前，恳求他的原谅，我深信已获得他的赦免，

我向父神献上感恩，以自己为祭献给主。多年来的保守与供应不断，实在是使我沐浴主恩，希望神

悦纳我所摆上的一切，天天与主同行，回应他所赐的一切。

         最后，大卫在第十四节中感谢说：“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

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愿满恩堂迈向更多个年头，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属灵之家，成为传扬福音的据点、栽培更多为主

做工的仆人；更愿满恩堂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主的爱及恩福传给更多的被主耶稣所拯救的人。让

我们齐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赞美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感感感恩恩恩分分分享享享   
譚朱秀瓊

感謝神給我認識祂，十幾年前因為要

尋找方法教好子女，所以踏足滿恩堂，雖

然我的兒女還未受浸跟隨主，但神的恩典

真是數不清！主耶穌為我們的罪被釘死在

十字 架上，用生命贖回我們。記得受洗時

我在眾人面前說：“口裏承認耶穌為主，

心裏相信祂從死裏復活。”當時心裏覺得

聖經教導我們處世的真理非常好，兒女認

識明白了，一定會做乖孩子。神先讓我做

衪女兒，改變我的價值觀，給我知道甚麽

是最重要，亦給我知道我是寶貴，生命影

響生命，時刻求神，提醒自己言行，在神

裏學習謙卑，結出聖靈果子（《加拉太書》5 章 22 節：“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和平、喜樂、

忍耐、恩慈丶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從前看見教會弟兄姊妹夫婦一齊崇 拜、事奉，想自

己到什麼時候才有機會？自己覺得丈夫信主是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但神的時間臨到，他因得心臟病，

令他立時認罪悔改受浸成為神的兒子；我亦因此更會珍惜、愛他。“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

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哥林多前書》13:13）愛可以遮掩其過，因此日常事情，就算在以前

會不滿意，現在反而覺得很 好，自己有機會服事他。《使徒行傳》16 章 31 節：“當信主耶穌你和

你一家都必得救。”現在我們這個大家族中己有 6 個成員是基督徒，有 3 個在慕道。每天都有事情發

生，不論好 事壞事，但有神的同在真的不一樣。現在希望自己在神裏過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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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蹟蹟與與恩恩典典  
單忠月

感謝神憐憫我，把我從罪中拯救出來。感謝神設立了滿恩堂，把我帶進了這個滿有恩典的教會，

這個充滿愛的家。在這個神的家裏，讓我聽到也明白了

神的話語，明白自己是一個罪人，需要神的拯救和赦免，

需要主耶穌基督做我一生的救主，使我罪得赦免，靈得

自由，生命得以重生。

我是從2002年開始參加滿恩堂的崇拜和聚會等活動

的，並在2006年受洗成爲神的兒女。我相信，我的父，

我的神，是唯一的真神，祂是萬王之王，是萬主之主，

是全知全能的神。我的生命中常常經歷到祂的同在，祂

的大能也常彰顯在我的身上，讓我可以在這裡見證祂奇

妙的作爲。感謝神，我只有來到神的面前向祂獻上讚美，

因爲祂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經歷，祂使我的痛苦變爲幸

福，使我在祂的裏面可以享有平安喜樂的生命，使我只

要抓住祂的應許，就可以過得勝的生活，祂的恩典夠我

用的。我願意順服在祂的全能之下，將自己獻上，交托

在神的手中。

詩篇 56 篇 3 至 4 節說：“至高者啊！我懼怕的时候，就要倚靠你。靠着神，我要讚美他的話；

我倚靠神，就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麽樣呢？”10 年了，在教會裏我經歷了很多人與人之間的是是

非非，更經歷了人與神之間的幸福甜美，經歷到神與我同在的福分，經歷了神在我身上所成就的神

蹟。在這裡和大家一起分享。

神蹟之一

在認識耶穌基督的初期，我的信心依然軟弱，所以我曾向神求確據，向神禱告說：“親愛的天

父，主耶穌基督，我心裏有感動，也有平安和喜樂，但是我很想你能讓我看到你的印證，讓我知道

你在垂聼我的禱告，並請求你彰顯你的大能和神蹟。”禱告之後，神真的向我顯明了祂與我的同在。

2005 年 5 月 27 日，我開車去商店買食物，可是半路上，我卻不知不覺將車開囘了家，自己都覺得莫

名其妙，還自言自語地說：“神經病，東西還沒買，怎麽就回家了？”我還是下了車，打開門，卻

看到我家廚房着火了，我馬上拿起大毛巾，浸濕後蓋到火上，將火撲滅。當時我兒子就在廚房，卻

沒有燒到他，我心中充滿感謝，放聲大哭，我說：“天父我感謝你，我相信你。”從那天起，我知

道什麽是神蹟，什麽是神的看顧保守。我感謝神，祂垂聼我的禱告，祂賜聖靈住在我的心裏，隨時

帶領我，感動我，我是何等有福啊。

神蹟之二

2010 年 4 月 28 日，我被醫生診斷患了第三期癌症，當時我就有一種感覺，認為神一定要我學

習一門人生功課。我也完全順服並且接受挑戰，一切都放在神的手中，完全交托仰望祂。感謝神，

賜我有平安喜樂的心，去面對一切神為我預備的治療。經過兩個月的時間，共做了 7 次化療，31 次

電療，直到療程結束，我的心身，我的體型，皮膚和頭髮都沒有受化療和電療的任何傷害，我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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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姐妹都親眼見到神醫治的大能彰顯在我身上。我相信在神的手中，咒詛變爲祝福，痛苦變爲幸福。

說句心理話，我比以前更喜樂，因爲神的大能和愛彰顯在我身上，我是一個何等蒙福的罪人。事後

我明白了，是神憐憫我並兌現祂的應許。

馬可福音 16 章 16-18 節寫到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

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説新方言，用手拿蛇，若喝了什麽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

就必好了。”

感謝神把最後一個應許賜給我，有時候，自己想起神的大能，就喜樂的笑，原來神創造了我，

讓我在這個世界，就是來幫人做按摩治病。我現在明白了，萬事萬物都有神自己的美意。我們只要

全心信靠祂，凡事仰望祂，耐心等候祂並順服祂的旨意，我們就能得勝。詩篇 25 章 3 節說，“等候

你的必不羞愧；惟有那無故行奸詐的，必要羞愧。”

我每一天都靠著神的應許，堅定相信，在《哥林多後書》12 章 9 節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

用的，因爲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感謝神賜給我有堅定信心的能力，並賜下聖靈常駐

我心，每當我遇到困難和不公平時，我的心就對我說，“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的心

倚靠祂，就得幫助。”（詩篇 28:7）所以我的心喜樂，我的靈歌唱，親愛的天父，我感謝讚美你直

到我與你面對面。

天父，我要用我的生命來見證榮耀你。求你幫助我放下我自己，來學習你主耶穌基督。我願意

在你的手中被你管教使用。因你愛我勝過我的父母，我完全相信你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無人能

比。

感謝神，讓自己有機會、有責任去學習寫見證與人分享。

與與滿滿恩恩堂堂一一起起成成長長  
張躍鋼、高琳 

我們兩個人有過類似的信主經歷，

並在 1999 年和 2000 年先後在恩典堂受

洗，成爲基督徒，得到了在耶穌基督裏

那寶貴的兒女名分，也從此享有神所應

許的豐滿的恩典，享有神隨時地保守看

顧，神也成爲我們生命中的依靠和力量

源泉。但是作爲基督徒，我們生命的真

正成長，卻是從 2005 年參加滿恩堂的聚

會開始。 

在中國時，我們很早就接觸了聖經

和教會，但是却對聖經和教會都了解甚少。來加拿大後，先後去過幾個教會，也受聖靈感動，决志

信了主、領受了洗禮。可惜受洗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仍像一個長不大的嬰孩，不知道基督徒的生

命需要在主耶穌基督裏面不斷成長，還是我行我素。不懂得要謙卑自己，依然心存驕傲，看不慣教

會裏的某些人或事；不懂得要奉獻自己，依然隨著世界的潮流整日忙忙碌碌；不懂得依靠神，不懂

得享受神所賜的平安喜樂，卻依然在忙碌中承受壓力，自尋煩惱，在世界的誘惑中失去方向，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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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甚至陷於罪中而不能自拔。就這樣一點點離教會越來越遠，幾個月都不去一次教會，沒有敬

拜生活，沒有團契生活，也沒有靈修生活。但是，神卻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在我們接受主耶穌基

督的那一刻，聖靈早已進住我們心裏，使我們不能忘記，要常常尋求祂。陳志誠牧師曾對張躍鋼說

過，“無論你在什麽情形之下，神都不會離棄你。”這使我們感動，也受益一生，使我們明白，無

論何時、何地、何情形下，都要緊緊抓住神，祂必賜能力，必保守拯救，因爲神必與我們同在。 

感謝神！2005 年我們搬來南岸居住，並和同是來自大連的朋友成了住在同一條街上的鄰居，也

與程基光弟兄和程黃愛華姐妹夫婦原來的住處很近。有一天早晨，我（高琳）去溜狗，在離我們家

不遠的公園，遇見了程基光弟兄在晨練，那時我們還不認識，程弟兄主動上前和我打招呼，並問我

住在哪條街。當他知道我們住在 Nalligan 時，就很高興地說：“我認識你媽媽，我帶她去過我們的

教會。”我說：“是嗎？我怎麽不知道她去過教會？”程弟兄看我不相信的樣子就問：“你是姓高

吧？”我說：“對阿。”他又問：“你是從大連來的吧？”我說：“沒錯。”我覺得他說的都對，

就不再懷疑什麽，只是更正他說：“你帶的應該不是我媽，是我婆婆。”（因爲當時婆婆曾和我們

住在一起）。接著他就邀請我來“他們”的教會，我答應了，並留了家裏的地址，説好到時他來接

我去教會。其實，滿地可堂一位姐妹曾經和我說過，南岸也有一個華人宣道會，我也正好想去看看。

程弟兄回家后就和愛華姐妹說：“我剛才在公園裏揀到了一隻小羊。”愛華姐妹問怎麽會事，程弟

兄就將遇見我的事情告訴了她，可沒想到愛華卻説：“高媽媽只有兩個女兒，哪來的兒媳婦呢？”

原來，程弟兄將我錯認爲是我們同住一條街的朋友，一樣來自大連，也姓高，那時她父母也與他們

同住。 

神就是那麽奇妙，藉著程基光和黃愛華夫婦，將我們帶進了滿恩堂；神也藉著滿恩堂兄弟姐妹

的愛心關懷，將我們留在了滿恩堂。之前多少年，因爲各種原因，我們總是在一些不同的教會之間

遊蕩，但是神卻將滿恩堂賜給我們，使我們有了一個屬靈的家，使我們可以在這個大家庭裏，和兄

弟姐妹們彼此相愛，彼此分享，一起見證神的作爲，一起傳講神的福音，也相互扶持，一起成長，

我們也從此不再遊蕩。感謝神，藉著所賜在我們心中的聖靈，保守我們總有一個追求祂的心；感謝

神，一直都與我們同在，保守我們所行的路。在滿恩堂，我們有了正常的敬拜生活，有了正常的團

契生活，也有了正常的靈修生活，更在教牧的鼓勵下，逐漸參與到教會的事奉生活中。每一項教會

生活的參與，都幫助我們認識神更多，也經歷神更多，在耶穌基督裏，生命得以逐漸成長。現在回

想起來，我們決志信主，然後受洗成爲基督徒，生命得以成長，完全是神的揀選，有神一步一步的

帶領。 

我們來滿恩堂已有 8 年了，滿恩堂也已走過了 15 年，雖然我們不曾有機會見證它從無到有的過

程，但是我們卻見證了它近八年裏的成長過程，每一步都有神的帶領和保守，每一年都可以看到它

在穩步成長，結出果實。滿恩堂在成長，因爲我們看到了，作爲其肢體的兄弟姐妹們在成長，他們

的靈命在成長，愛在增長，信心在增長，平安與喜樂在增長，願意擺上的心在增長，肢體在增長，

肢體之間相互搭配更加諧調 ...... ；因爲神不但揀選了我們每一位，也在陶造我們每一位，使用

我們每一位，將恩典賜給我們每一位，並帶領我們與祂同工。可以與滿恩堂以及其中的兄弟姐妹們

一起成長，我們只有感恩。 

願借用希伯來書 13 章 20 至 21 節，為滿恩堂和兄弟姐妹們獻上祝福，向神獻上感謝。“但願賜

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

叫你們遵行他的旨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行他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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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的的的中中中風風風與與與經經經歷歷歷   
李錦榮 

過去，我不認識神，只是個拜觀音的人，人生的命

運也常常遇到意想不到的風浪。我們於一九九八年由安

省搬到魁省蒙特利爾居住，當時我才四十四歲，不久我

找到份工作，作送貨司機，專門運送安省渥太華及魁省

滿地可的中國人超市及餐館的越南粉、齋腸、蝦腸及粗

細生麵。一天一天地做下去，怎料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三

十日早上七時左右，老婆坐在沙發看電視，對我說：

「老公，你看看，海底的魚類多美麗。」我回答說：

「當然美麗，不是陸地的魚美麗嗎？」老婆就跟我說，

「我這一兩個星期所說的話，就像是「踏親你條尾巴」

(「得罪你」的意思)」；接著她就上樓，拿了件衣服給

女兒穿上(當時我的女兒才三歲多)，準備開車送她到托

兒中心去，我就去洗手間小便，突然，我就講不出話來；

太太和女兒已經上了車，準備出門，我急忙地走到門口，

揮手向她示意，她卻以為我在對她說「再見」。太太回

來後，驚見我的嘴說不出話來，就立刻送我到醫務所。

當時，醫生還沒有來，藥劑師就測我的血壓，便立刻告

訴我太太說，「他中風了，即刻帶他到醫院。」早上十

點多我們到達醫院，等到晚上八點多才輪到我看醫生。

醫院給了我張病床，我一躺下就不省人事了。在滿地可我們沒有甚麼親戚，全靠太太和教會的陳弟兄照

顧我；我有甚麼狀況，陳弟兄就說給我太太聽。他說，我在醫院裡有兩次顯示相當地危急，內出血沒有

停止，我或許過不了當晚；就算是過得去，我也可能成為一個植物人。中風是一種導致半身不遂，或者

死亡的嚴重突發性疾病。結果我一躺下就昏迷了三天；但當我醒來時，就像是睡了一大覺，甚麼事都沒

有發生過一樣。我太太向我敘述說，當晚，宣道會的弟兄姐妹們來到我們的家，為我中風的事禱告；禱

告期間有三次沒有電力供應，一瞬間就又有電了。相信神是憐憫了我，救我脫離了死亡。  

二零零一年五月廿一日的那一天，我一從病床起身就知道如何行走，手腳全部運作正常，連醫院裡

的醫護人員都很驚奇，只是還不能夠書寫及說話。到了同年六月七日，醫院准我回家休養，吩咐我和太

太，週一至週五，每天兩個小時要回醫院物理治療部作復健，其中包括：運動、寫及講、煮飯等等。同

年十二月，我被安排到滿地可物理治療中心繼續做治療，在此每週三次，每次三小時直到二零零二年五

月十六日，南岸醫院的社工幫我介紹了一份在環保廠工作為止。至今，我在那裡工作已經有十一年了。

記得在出院後的第一個星期(六月十四日)，我在醫院復健時所寫的英文字，和去方傳道家中查經時所寫

的中文和英文，字體極其差勁，好像沒有讀過書的人所寫的一樣，就連簽名也不會；但是過了幾個月後，

我的中文及英文書寫都不成問題了。當時因為沒有經濟收入，加上因為我中風，太太要照顧我，方師母

就帶我們去尋找救濟，後來得到一間教會每星期提供我們糧食，直到我找到了工作。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廿三日，我和太太，總共七位弟兄姐妹，在甘牧師的主領下接受了浸禮！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日，太太載我到滿地可作「通波仔」(心臟血管擴張手術)，做完之後的我，隔

一年多，心臟時常都跳得厲害，我一祈禱就沒有了，一切全都回復正常。年中，神就賜給我每週四十小

時的全職工作，在一家環保廠作裁剪布碎的工作；神的安排與保守使我愈做愈上手，我有四次的獎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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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剪布碎部門時拿到的。有一次，是我在七小時裡(包括兩次茶點休息，共三十分鐘)，裁剪有六百零

七磅的布碎，於是拿到一筆三十元加幣的紅利。後來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五日，工廠將我轉到包裝部門作

開膠袋；神再次使我愈作愈順(從原本的每天開一千四百個左右的膠袋，到可以完成一千七百七十五個膠

袋的紀錄)，大約隔了半年左右，就賜我每個月有一天的支薪假期，一直到二零零六年換了老闆為止。  

我雖然中過風，但甚麼事我都記得，但是要我寫字或是講話，總要想好久，才能寫出一個字來，而

且也要將整句話都想好了，才能說得出口。有時講了一句話之後，就沒辦法再講下一句；有時一個字要

隔一兩天才能寫得出來。記得有一次我去醫務所，遇到一位宣道會的姐妹，她問候我許多的話，而我竟

然能對答如流，只有一次的。我自己知道，我的粵語發音有時正確，有時就不準確，英、法語就更不用

說了。所以，只能靠著用中文書寫的方式，來表達我心中的言語。如今，我能夠講廣東話了，就不需再

用寫的方式了！對於當時的我不能正常說話的那種折磨，又被人歧視，真的是有口難言。我一直到二零

零九年才能夠講些許的英文，至今，我還是不能聽或講法語。  

政府交通部門因我的中風收回了我的駕駛執照。為了能夠重新拿回駕照，我在二零零四年二月底參

加最後一次的路考(第三次)，醫院裡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如果這次再不能通過，我就永遠不可以再開車

了。有浸信會的姐妹為我的考試禱告神，結果我終於成功通過考試，重新拿回我的駕照。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日，魁省南岸的寶樂山市下大雪，我和同事開車照常去上工，到了早上八點半，

廠方宣布，因風雪過大，廠房要休工一天，我和同事便開車離開工廠。回家的途中，車在高速公路上打

滑，幾乎要滑進水渠，我立刻將方向盤左打到盡頭，不知不覺中車子就平穩地在路上向前行駛，幸好後

面也沒有來車，感謝主耶穌的恩典！  

零五年十月，岳父過來魁省與我們同住，零七年七月中，他又搬回安省居住，留下一張殘疾人或老

年人用的輪椅在我們家中。我平時上工都是站著作工，零七年十一月六日，我不知為何緣故帶著那輪椅

到工廠，我的腳並沒有疼痛，但我卻坐在輪椅上，搬運一袋袋的衣服上去、用刀切開膠袋、將其內的衣

服及褲子倒在輸送帶上傳至樓上；有幾個同事向我說，我這樣做很容易傷到腰，就向工頭反映，於是我

就又被轉回裁剪部門。我仍舊坐在輪椅上作剪布碎的工作，直到同月的廿六日那天，我照舊坐在輪椅上

剪衣服時，在九點五十五分的時候，突然覺得肚子痛，有如一場突來的狂風巨浪籠罩著我，使我愈來愈

痛，不得不請假回家。下午一點左右，我實在痛得不能忍受，太太便載我到醫務所作檢查，我赫然發現

右邊私處有一個巨大的腫塊在我肚子旁邊；醫生急忙診斷，說是小腸疝氣，於是叫了救護車送我到醫院，

當晚十二點，也就是廿七日的凌晨，動了小腸疝氣手術。我醒來時已經是凌晨三點了。感謝醫護人員和

手術醫師的專業照顧，以及主耶穌的保守與引領，使我逢凶化吉。在醫院裡躺了五天，醫生讓我回家休

養，並給工廠出證明，要我休息到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四日再回廠復工。  

在我回家休養期間，記得是十二月廿一日，我的身上突然起了帶狀泡疹(俗稱「生蛇」)，背上滿是

紅疹，刺痛、很癢，極其難受。開始上工以後不久，神就另外賜給我一張高的、全新的椅子，我便帶著

它到工廠使用，感謝主耶穌！二零一零年八、九月間，我的眼睛感染了眼疾，從一隻眼到雙眼，癢得難

受，太太原本勸我去見醫生，但我心想：需要請病假看醫生，而且排隊等醫治需要等好久的時間，便沒

有去見醫生。第四日清早起來，我的雙眼自然地恢復正常、不癢了，不需要見醫生和吃藥了，感謝主耶

穌的恩典！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我在自己測量血壓及心跳時，突然發現自己的心跳頻率，從原本正常的每

分鐘六十至八十幾下，升高到每分鐘一百六十九下。當夜我就打電話問同在教會滿恩堂之中的醫師的姊

妹，她要我即刻去醫院做詳細的檢查。夜晚時，太太和女兒陪我到醫院，打了針後心跳就降到九十幾，

但過不久就又升高，再打針後，降了又升，很奇怪，於是作了心電圖；第二天有個講廣東話的醫生來說，

再打兩次針，如果一樣升高，就要電療；打兩次針後，降回，一會兒又再升高，醫務人員就給我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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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恩恩堂堂十十五五周周年年 堂堂慶慶感感言言  

迷暈了我。當我醒來時，看見儀表器上的顯示，我的心跳已經降到八十幾下，於是我一天就出院了。 

同一年的十二月十四日早上七點卅五分，我坐在廚房的餐桌上看報紙和吃早點，突然兩個火警警報

器嗚嗚作響，原來是在我身後爐檯上的油鍋著起火來。我急忙將爐火關閉，但火勢卻愈燒愈烈，沒有熄

火，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叫醒仍在睡覺的太太；當時油鍋的火已經燒成了黑煙，整間屋子都是烏煙瀰

漫。太太從夢中醒來，到了廚房，嘗試用鐵枝將油鍋挪開爐子，但因鐵枝的力道不夠，整個油鍋倒在地

上，火花濺了出來，使得太太的兩雙腳板都被燙傷起泡。後來她將油鍋拋到後花園，火才熄了，不過琉

璃台和抽油煙機都燒成黑色，甚至膠都燒熔了。太太感恩地說，幸好廚房有防火櫃，否則整間屋都要著

火了。她之後也沒有去看醫生，我為她極其心疼。 

我的命運可謂多舛，但每一次，神都伸出他醫治的手，讓我活下來，我知道這其中的美意，所以寫

了這見證，與人分享，並見證神的偉大。 

「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神裡面。」(約壹四 15) 

凡凡事事交交托托  
劉甄連方 

回顧� 1998� 年初的火災，我和兒女三人

在滿地可曾面對的一場災害，當時我丈夫

則在遠方工作。同一年，他也遇到一場災

難，機乎喪命，� 神拯救了他，� 讓他脫離

險境，� 平安回家與我們相聚。� 

15� 年前，即� 1998� 年似乎是我家的災難

年，但亦是我們開始踏上神恩典之路的年

頭。滿恩堂在同年� 10� 月感恩節成立，我和

丈夫及女兒踏進了這屬靈的家，我和丈夫

亦開始在詩班事奉至今，這是我最長的一

個事奉崗位。感謝神，其實我對音樂不大

認識，不懂得怎樣去唱好詩歌，但靠著神

的恩典，弟兄姊妹們的互相鼓勵，耐心學

習，使我能夠有力量來事奉。此外，在其

他事奉崗位上都有學習的機會。� 

15 年的教會生活，並不是全部順利的，亦有很多難處，但神一直與我們同在，藉著禱告，仰望

神，把重擔交托給神，回頭看過去，知道自已始終是行走在神的恩典之路上。在《馬太福音》十一

章廿八節主耶穌這樣說：“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信主之後，不一定是一帆風順，因為活在這個末世裏面，任何人都可能會面對不少苦難、試探、

引誘，但靠著主的應許，學習主的樣式，心裏必得享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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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恩恩堂堂十十五五周周年年    歷歷史史摘摘要要  

1998 年 

06 月 14 日 福樂團契成立 

10 月 11 日 南岸滿恩堂開堂主日崇拜 

1999 年 

01 月 24 日 頌恩團成人粵語團契成立 

02 月 25 日 利伯加婦女團契成立 

04 月 04 日 羅家賢弟兄堅信禮 

05 月 16 日 甘志聰傳道到滿恩堂事奉 

06 月 06 日 第一次水禮：羅詠珊姊妹 

08 月 29 日 接納會友共 50 人 

10 月 10 日 滿恩堂一周年堂慶 

11 月初 成立牧養小組：� 甘志聰、� 方叔慶、

田炳章、楊雲真 

11 月 21 日 會友大會選出明年長老一位，執事七位 

12� 月� 12� 日 浸禮：簡敏青、佘微明、鄧月、林明珍 

2000� 年 

04� 月� 23� 日 賴景弘弟兄受洗 

05� 月� 16� 日 方叔慶長老到法國協助當地華人宣道會 

05� 月� 28� 日 黃永昌弟兄到巴黎幫助當地華人教會 

06� 月� 04� 日 葛心悅傳道在本堂有事奉 

06� 月� 18� 日 楊雲真姊妹到美國教會協助同工學習 

07� 月� 02� 日 本堂遷址到� Greenfield Park 浸信會

07� 月� 17� 日 教會圖書部成立，� 開始有借書服務 

08� 月� 05� 日 方叔慶長老夫婦到國外主領夏令會� 

10� 月� 14� 日 滿恩堂二週年堂慶 

10� 月� 15� 日 浸禮：馬黎明、廖蔣道蓮、李張時開、

蕭王麗瓊 

11� 月� 26� 日 會友大會選出明年長老一位執事七位 

2001� 年 

01� 月� 28� 日 青年團成立 

03� 月� 25� 日 第一屆宣教年會，� 信心認獻$15,293 

04� 月� 15� 日 浸禮：羅笳鳴、胡凱欣 

07� 月� 23� 日 楊祥豔姊妹參加巴拿馬短宣隊� 

09� 月� 23� 日 方叔慶長老夫婦前住法國短宣三個月 

10� 月� 07� 日 滿恩堂三週年堂慶，游宏湘牧師證道 

10 月 27 日 第二屆宣教年會，� 信心認獻$22,998 

11� 月� 19� 日 神學生林庭光來本堂實習六個星期� 

12� 月� 25� 日 浸禮：梁譚仲、黃陳德馨、陳謝淑珊、

李錦榮、楊翠嬋、強瑩瑩 

2002 年 

08� 月� 20� 日 方叔慶長老夫婦往巴黎開始在歐洲事奉 

10� 月� 13� 日 滿恩堂四週年堂慶 

11� 月� 10� 日 第三屆宣教年會，� 信心認獻$16,904 

11� 月� 11� 日 本堂梁岑淑蘭姊妹參加荷蘭短宣隊� 

11� 月� 24� 日 選出明年七位執事 

12� 月� 22� 日 浸禮：葉邦彥、葉餘紫瑤夫婦 

12� 月� 26� 日 甘傳道和李師母帶領荷蘭短宣、本堂有

黃永昌及谷祝娜參加 

2003 年 

01 月 25 日 首次少年團契聚會 

04 月 20 日 浸禮：李冠聰、樊文輝 

09 月 28 日 第一次每月英語崇拜 

10 月 12 日 滿恩堂五週年堂慶，按立方叔慶為長老 

10 月 24 日 第四屆宣教年會 

11 月 16 日 選出長老三位：馮永昌、劉潤成、林恩

泉 

12 月 21 日 浸禮: 朱嵐, 劉富子, 陳思燕, 梁紅鸞, 陳

鄧素嫦, 馮德權 

12 月 24 日 主領中華醫院聖誕節崇拜、晚上分隊到

各家庭報佳音 

2004 年 

04 月 20 日 浸禮：蘇凡及馬欣夫婦 

05 月 11 日 與 Greenfield Park 本址浸信會有為建堂

聯合祈禱會 

08 月 01 日 Kevin Kaechele 牧師開始青少年事工半

職事奉 

09� 月� 01� 日 開始每月逢第二及第四週有英語崇拜 

09� 月� 12� 日 浸禮：朱勝利及陳學媛夫婦 

10� 月� 31� 日 滿恩堂六週年堂慶，按立方叔慶為長老 

10� 月� 30� 日 第五屆宣教年會 

11� 月� 21� 日 選出明年長老三位：馮永昌、劉潤成、

林恩泉 

12 月 12 日 浸禮：黃照坤林愛燕夫婦、李水連、譚

李潔貞、譚朱秀瓊、譚朱秀蘭 

2005 年 

06� 月� 19� 日 浸禮：馮鄔桂嬋、蓋紅鋼 

06� 月� 30� 日 多位弟兄姊妹參加聯合宣教大會 

07� 月� 18� 日 本地短期宣教週、有多倫多城北華人宣

道會短宣隊與我們同工 

10 月 08 日 滿恩堂七週年堂慶 

10 月 21 日 第六屆宣教年會 

12 月 31 日 甘志聰傳道與雷玉貞姊妹舉行結婚典 

禮、並牧師按立典禮 

2006 年 

01� 月� 15� 日 楊雲真傳道就職禮 

03� 月-09� 月 甘志聰牧師夫婦安息年到歐洲及香港 

03� 月-08� 月 方叔慶傳道夫婦回滿恩堂同工事奉 

04� 月� 9-17� 日 短宣哥登堡、主領復活營 

10� 月� 9-8� 日 滿恩堂八週年堂慶 

12� 月� 02� 日 參加聯合宣道會聖誕詩歌晚會� 

12� 月� 17� 日 浸禮：郭吳賽珍、朱黃牡丹、蘇彬、關

耀坤、單忠月、Eugene To, Joey Lau, 

Cindy Tam, Bronson Kiu 

2007 年 

01 月 15 日 第七屆宣教年會 

04 月 08 日 浸禮：蘇福忠、李健華、胡凱燕、朱 

炎、朱吳水嬌、喬國傑 

06 月-08 月 馮永昌弟兄被邀請到瑞典哥登堡福音堂

有牧會事奉 

10 月 9-8 日 九週年堂慶，浸禮：關輝明、蘇華慧 

10 月 14 日 滿地可華人宣道會聯合崇拜、慶祝華聯

會四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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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恩恩堂堂十十五五周周年年    歷歷史史摘摘要要  

11� 月� 2-4� 日 第八屆宣教年會 

11� 月� 18� 日 馮永昌弟兄往牙買加宣道會牧會 

11� 月� 21� 日 林恩泉弟兄被邀請到瑞典哥登堡福音堂

有牧會事奉 

2008 年 

03� 月� 07� 日 多倫多頤康短宣講座「� 活出宣教」� 

�0�3� 月� �2�3� 日� 浸禮：� 潘文華、� 周麗薔、� 陳雨琛� 

06� 月-08� 月 馮永昌弟兄再往牙買加宣道會牧會事奉 

06� 月� 24� 日 多倫多頤康短宣「晴陽萬里恩」 

07� 月� 20� 日 浸禮：陶曜雅 

08� 月� 09� 日 音樂見證分享會「謝謝你的愛」由陳梅

芬姐妹主領 

10 月 04 日 話劇 Beyond Blame （在文化官演出）

10 月 11 日 音樂見證佈道會 

10 月 12 日 滿恩堂十週年堂慶 

2009 年 

01 月 01 日 教會網站設立 www.southshorecac.com 

01 月 01 日 楊雲真傳道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華人宣

道會服事 

02� 月� 01� 日 開始� Josiah� 少年團契聚會，每月第三個

週六晚 

04 月 12 日 復活節浸禮：莫可如、高平、胡志華 

06 月 14 日 轉會新會友：吳嗣瑜、向兆琴、劉崇基

岑秀霏 

06� 月� 25� 日 楊雲真傳道正式退休 

07� 月� 1-5� 日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合宣教大會� 

07� 月� 01� 日 馮永昌傳道在愛城華人宣道會接受牧職

舉家往艾德蒙頓市（Edmonton）牧會 

10� 月� 04� 日 浸禮: 谷華民、王葒夫婦 

10� 月� 11� 日 滿恩堂十一週年堂慶 

10� 月� 31� 日 �T�n�T� 青年團契參加在多倫多市的「Unite 

in Worship」conference 

11� 月� 29� 日 第十屆宣教年會「求主差遣我」 

11� 月� 28� 日 音樂佈道會「愛是永不止息」� 盛行楚

夫婦帶領 

12 月 12 日 加拿大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聖言傳萬

邦」講座 

12 月 20 日 聖誕主日崇拜、浸禮 : 譚玉紋；轉會新

會友：Sam Sturgeon 

12 月 24 日 詩歌音樂聚會『平安夜記念救主降生』 

2010 年 

03� 月� 14� 日 開始� AWANA� 兒童事工訓練課程 

04� 月� 04� 日 復活節浸禮：� 強寧寧、� 李明鈺、� 李明

偉; 轉會新會友：陳黎笑霞 

07� 月� 11� 日 TnT� 青年團契往� Rimouski� 宣教 

08� 月� 07� 日 教會宣教組「� 小城宣教」� 首次探訪� 

8� 月� 20-22� 日 夏令會「一家人」 

10� 月� 11� 日 滿恩堂十二週年堂慶 

11� 月� 6-7� 日 第十屆宣教年會「忠主所託，踏上宣教

11� 月� 19� 日 陳朱千金姐妹，一百零一歲，在入住的

老人院領受了洗禮 

11 月 24 日 轉會新會友：王秀玉 

11 月底 教會宣教組之「小城宣教」再次探訪 

12 月 26 日 浸禮：呂曼青、徐美群、陳尚林、滕林

波 

12 月 28 日 年終感恩祈禱會 

2011 年 

1 月 21-23 日 TnT 冬令營，Fatima camp 

04� 月� 19� 日 記念救主受難祈禱會 

04� 月� 24� 日 浸禮：張玉冰 

6� 月� 10-12� 日 TnT 青年團契夏令會 

07� 月� 03� 日 轉會新會友：彭曉紅 

07� 月� 23� 日 宣教組小城宣教活動 

08� 月� 21� 日 浸禮：王佳 

10� 月� 8-9� 日 滿恩堂十三週年堂慶，浸禮：馬玉琴、

� � � � � � � � � � 李桂貞、何伶俐 

12� 月� 12� 日 第十二屆宣教年會「� 宣教的中國」� � 

�1�2� 月� �2�4� 日� 宣教組聖誕前夕「報佳音」活動� 、聖

誕主日崇拜，� 浸禮：� 雙長明

2012 年 

01 月 01 日 神學生吳家興弟兄在本堂部份時間實習

01 月 16 日 轉會新會友：劉淑霞，李潔明，張鐵騰

沈玨羽，廖彩鳳，周亞東及胡瑞麗夫婦 

1 月 21-23 日 TnT 青年團冬令營，Fatima camp 

04 月 06 日 滿地可華人教牧同工舉行華人教會受難

節聯合聚會 

05� 月� 21� 日 本堂短宣隊前往海地探訪 

06� 月� 08� 日 轉會新會友：李晗 

06� 月� 09� 日 主日學教師培訓 

8� 月� 3-8� 日 Josiah� 少年團契夏令營 

09� 月� 28� 日 甘牧師進行腦部割瘤手術 

10� 月� 6-7� 日 滿恩堂十四週年堂慶，� 浸禮：� 雙雙� 

�1�0� 月� �0�7� 日� 滿恩堂出版第一期屬靈刊物《滿恩》� 

�1�1� 月� �1�0� 日� 第十三屆宣教年會「� 我在這裡」� 

12� 月� 25� 日 年終感恩祈禱會 

12� 月� 30� 日 《滿恩》第二期 [聖誕專輯] 出版 

2013 年 

03� 月� 1-3� 日 Josiah 少年團契冬令營 

03� 月� 03� 日 《滿恩》第三期出版 

03� 月� 31� 日 獻嬰禮：蘇紫岩、王皓祥、王芷晴、王

韻堯。浸禮：Alberto Chong Yu、李毅、

佘以儀、楊金芳、何婉華、廖氐恩、單

俏穎。轉會會友：譚志鵬－駱子齡夫婦、

鄺佩霞、涂正剛－王瓊夫婦、Heng Na 

(Anna) Lou 

04� 月 吳家興長老完成神學道學碩士學位畢業 

06� 月� 02� 日 《滿恩》第四期出版 

05� 月� 01� 日 吳家興傳道開始在滿恩堂實習，長議會

委任陳達虎接任長老一職 

06� 月� 14� 日 福樂團十五週年團慶聚會及午餐� 

06� 月� 27� 日 本堂多位兄弟姐妹參加加拿大華人宣道
會聯會聯合宣教大會� 2013「承傳使命」 

07� 月� 07� 日 轉會新會友：� 林天祥、� 朱曉萍夫婦� 

�0�9� 月� �2�8� 日� � � � 英文事工� �E�c�c�l�e�s�i�a� �C�o�f�f�e�e�H�o�u�s�e� 外展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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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唯讀讀聖聖經經（（三三））  

「「唯唯獨獨聖聖經經」」與與「「唯唯讀讀聖聖經經」」  

甘志聰牧師 

「五個唯獨」總括了宗教改革時期的基本信念，它們

包括「唯獨聖經」、「唯獨信心」、「唯獨恩典」、「唯

獨耶穌」和「一切榮耀歸於上帝」。這「五個唯獨」也就

成為今日福音派教會的基本信念。 

「唯獨聖經」說明，只有《聖經》才是我們信仰唯一

的終極權威：由信主得救到聖徒生活、由神學論點到日常

應用、由教會運作到個人成長……等等。這個「只有」說

明，一切《聖經》以外的都只是輔助，包括解經著作或歷

代文獻、各門學問或各科研究、教會傳統或個人領受⋯等
等，而《聖經》是這些「一切《聖經》以外的」的研究方

向、判斷標準、 引證基礎⋯等等。

你能否分辨出一本書是用《聖經》去證明或判斷它的論點，還是用它去證明或判斷《聖經》的

論點？你能講出前者是對或是後者是對嗎？究竟我們是用《聖經》中的創造啟示去批判 達爾文的演

化理論，還是用達爾文的演化理論去批判《聖經》中的創造啟示呢？究竟我們是用九型人格去引出

聖靈果子還是用聖靈果子去引出九型人格呢？不是「一切《聖經》 以外的」都是有錯誤、無用處、

無價值，只是神所啟示的《聖經》才是有權威、最重要、最基本。 

「唯獨聖經」亦前設了《聖經》本身就是完整、無誤、和顯易。「完整」不是說《聖經》是一

切人的問題的答案，乃是說《聖經》是一切人神之際的答案。「無誤」不是說《聖經》要符合一切

科學的法證，乃是說《聖經》的記載是絕不違反事實。「顯易」不是說《聖經》是膚淺、小學、或

無內容，乃是說只要識文字和懂文法，就可以 明白。 

「唯獨聖經」，不可只在理念上和信條中。如果信徒不讀聖經，「唯獨聖經」就毫無意義，成

爲空談。你上一次讀《聖經》是否是在上一次的主日崇拜裡？是否只是聽人讀《聖經》？相信大部

份的信徒都是用中文《聖經》和合本的，你是否知道經文旁邊有小點是甚麼用意？經文中有大圓圈

是甚麼用意？是否注意到有哪兩處的字是特別大的？如果你沒有見過以上的，你也可能只讀網上的

《聖經》，那麽你知道為何「神」字前要有一空格？「妻子也當敬重『他』的丈夫」？多次「第一」

之後，為何沒有「第二」呢？如果你還沒有見過以上的，你也許讀的是新譯本《聖經》。我很少用

新譯本，不能列舉些特徵。《聖經》中文譯本不多，我們相信那些信徒或學者們，都用最嚴謹的方

法和最敬虔的態度去翻譯神的說話，我們不但要感謝他們的努力和奉獻，我們更要相信，神必定在

整個翻譯的過程上保守他們，保守神自己的啟示。當然，那些歪曲《聖經》基本教導的翻譯除外。 

因此，無論哪個《聖經》譯本，我非常相信，只要我們願意讀、細心讀、常常讀、跟信徒一齊

讀、除去前設去讀，就必能建立對神和真理的正確認識，也能正確地辨別、欣賞、借鑑「一切《聖

經》以外的」。「唯讀聖經」才能「唯獨聖經」，這也是本專欄命名為「唯讀聖經」的基本用意。 

《滿恩》第五期 （滿恩堂十五週年特刊）  25 



聖聖經經故故事事  

窺窺探探耶耶利利哥哥  
（摘自《聖經》和合本，約書亞記第二章）

當下，嫩的兒子約書亞從什亭暗暗打發兩個人作探子，吩咐說：“你們去窺探那地和耶利哥。”

於是二人去了，來到一個妓女名叫喇合的家裡，就在那裡躺臥。有人告訴耶利哥王說：“今夜有以

色列人來到這裡窺探此地。”耶利哥王打發人去見喇合說：“那來到你這裡、進了你家的人要交出

來，因為他們來窺探全地。”女人將二人隱藏，就回答說：“那人果然到我這裡來，他們是那裡來

的我卻不知道。天黑、要關城門的時候，他們出去了，往哪裡去我卻不知道。你們快快地去追趕，

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領二人上了房頂，將他們藏在那裡所擺的麻秸中。）那些人就往約但河的

渡口追趕他們去了。追趕他們的人一出去，城門就關了。 

二人還沒有躺臥，女人就上房頂到他們那裡，

對他們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

並且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這地的一切居民

在你們面前心都消化了，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出埃及

的時候，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使紅海的水乾了，

並且你們怎樣待約但河東的兩個亞摩利王西宏和噩，

將他們盡行毀滅。我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

因你們的緣故，並無一人有膽氣。耶和華你們的神，

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現在我既是恩待你們，求你們

指著耶和華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並給我一

個實在的證據，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

一切屬他們的，� 拯救我們性命不死。”二人對她說：� 

“你若不洩漏我們這件事，我們情願替你們死。耶

和華將這地賜給我們的時候，我們必以慈愛誠實待

你。” 

於是女人用繩子將二人從窗戶裡縋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牆邊上，她也住在城牆上。她對他

們說：“你們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趕的人碰見你們。要在那裡隱藏三天，等追趕的人回來，然後纔

可以走你們的路。”二人對她說：“你要這樣行。不然，你叫我們所起的誓就與我們無干了。我們

來到這地的時候，你要把這條朱紅線繩繫在縋我們下去的窗戶上。並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

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門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原文是血〕� 必歸到自己的頭上，� 與我

們無干了。凡在你家裡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歸到我們的頭上。你若洩漏我們這件

事，你叫我們所起的誓就與我們無干了。”女人說：“照你們的話行罷！”於是打發他們去了，又

把朱紅線繩繫在窗戶上。 

二人到山上，在那裡住了三天，等著追趕的人回去了。追趕的人一路找他們，卻找不著。二人

就下山回來，過了河，到嫩的兒子約書亞那裡，向他述說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對約書亞說：“耶和

華果然將那全地交在我們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們面前心都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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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聖經經人人物物  

真真有有信信心心的的————喇喇合合
高平 

《约书亚记》第二章和第六章中记载的一段激动人心的探子故事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名叫喇合的

妓女， 她对上帝抱持着超强的信心。她因听到就相信了上帝在出埃及之时已为以色列民所行的神迹。

她看到了那未见之事之实底，并付诸切实的行动去印证她所信的。 

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来 11:31）。她

这神奇的信和作为救了她自己，也救活了她父家并她所有的。“她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 

喇合在 神的子民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喇合信奉了耶和华，公开承认她相信耶和华，愿意离弃本族原

先所信的，把自己的一生都押注在神和他的应许上，这不能不说是神的恩典。坚强的信心让她奋不

顾身地隐藏了探子。 

喇合在提醒，当抉择前来叩门时，你的选择是什么？你会选择去了解并相信隐藏于他所造的宇

宙万象背后的这位独一真神 —— 以色列及各方各族的全能上帝；了解并相信他从亘古直到永远所

行的神迹奇事；了解并相信他所启示给我们的这本宝贵而奇特的《圣经》吗？ 

深愿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天就下决心，去认识这位创始成终定意成就万事并赐我们万有的

真神。 象喇合一样，用心眼看见那肉眼看不见的，这位宇宙的王已赐的只可用信心去赴的那华美而

不散的宴席。亲爱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你愿意建立起喇合般的信心，用强烈的意愿和实际的行

动把自己也纳入 神子民的名单中，得到并永不放弃这宝贵的天上宴席的请柬？ 

圣经中的“小人物” 

讀《聖經》時我們也許注意到，圣经中记载了很多人的名字、家谱或名单，也對許多人有過描

述，包括那些沒有名字的人。我們往往對如亞伯拉罕、大衛、彼得、保儸等人物印象深刻，卻往往

忽略了那些所謂的“小人物”。其實，神既然把這些人物放在了《聖經》裏，就一定有他們存在的

意義，即使是那些有名字或無名字的“小人物”。 

我们在前几期的《满恩》中介绍过三个人物，牧羊人、撒该、富足的少年官，包括本期介绍的

喇合，在人看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但是神却使用他们，不僅只是給他

們有獨特的人物特徵，更加通過對他們的描述，向人传递了神自己的信息。簡單地說，通過“聖經

人物”這一專欄，我們從“牧羊人”那裏看到了，信神的福音並傳神福音的一群人；從“撒該”的

身上我們看到了，渴慕神而認罪悔改的人，就必有神與他同在；從對“富足的少年官”的描述中，

我們知道了永生不是我們行出來的，而是靠神的大能和恩典賜給我們的；從“喇合”的身上，我們

看到了一個因將信心建立在神那裏而得救的見證。感謝神，從每個人物身上都讓我們可以明白一些

真理，但願我們讀《聖經》時不要再忽略那裏的“小人物”，同樣，在我們的生活中也不要忽略我

們身邊的“小人物”，在主耶穌那裏，“最小的”也是最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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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仰仰問問答答  

天天天國國國是是是努努努力力力進進進入入入的的的???   
陳終道牧師 

主耶穌在稱讚施洗約翰後，提到這句話，也

被人當作要努力行善（或譯作奮力）才能得救。

若人能憑自己努力或奮力就能得救，那些苦待己

身的宗教的信徒，像故意在火碳上走過的人，會

比基督徒更有希望得救了！另有人則把天國與神

國分開，認為進神國只要重生得救，進天國則要

奮力作得勝者。但同樣的經文在路十六 16 卻用了

「神國」。太四 17 說「天國近了」; 可一 15 卻用

了「神國」（詳參拙作《天國君王》——馬太福

音講義概論中「天國的福音」）。其實這是一句

勉勵基督徒要勇敢遵行神所交付的使命，一如施洗約翰那樣。施洗約翰因責備希律王而下監，未見

基督救他，因而打發門徒問耶穌，祂是否就是要來的那一位救主？主耶穌要約翰的門徒把所聽見看

見的告訴約翰，讓他自己領會。不久約翰終於殉道。但施洗約翰已完成他的託付，作完他的工作。

主耶穌沒有救他，卻稱讚他。又說「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這句是勸勉約翰順服神的安排，然

後轉向門徒等人。茲摘錄拙作馬太福音講義有關本句之解釋以供參 考： 

十一章十二節：「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主耶穌說「天國是努力進入的」，這話是指努力做些好事，才可以進天國麼？還是努力（可譯

作奮力）排除接受救恩（信主）的阻力才可進天國？這是了解本節的關鍵。 

主耶穌既說「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把施洗約翰作為一個新開端的人物，所論的必

然與施洗約翰有關。施洗約翰傳道的特色，是剛勇猛烈地直斥罪惡。正如天使所預言:「他必有以利

亞的心志能力」（路一 17），以利亞就是勇敢責備亞哈王的先知。約翰又直斥到他跟前假意悔改的

法利賽人——當時有權勢的宗教領袖說：「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你們要結

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太三 7-8）。換言之，他從開始便注重個人的誠信，人不能靠 外

表的行為而得救。約翰又責備希律王娶他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因而被囚監中，且終被斬殺（太

十四 1-12）。在施洗約翰之前，約有四百年沒有先知出現， 但從施洗約翰起，神國福音的阻力也隨

著他的勇敢指責罪惡而增加。人們必須能勝過各種阻力，不怕為信福音而受逼迫，才能因信而得救; 

這「努力」應指排除困難，勇於面對因信主而招致的迫害而說的; 卻不是說要努力作甚麼才可以得救。 

這樣，本節乃續上文，主耶穌繼績稱許約翰的工作。祂雖然沒有拯救約翰出獄，但約翰對罪惡

的勇敢斥責，奮力抗拒當代拒絕真理的潮流，必然引起反對或迫害。他被殺害，不是因自己的過失，

乃因這世代的人不接納他的忠告而棄絕他。所以主耶穌對約翰的工作和使命作正面的評價，作為鼓

勵「凡不因我跌倒」的人(上文 6 節)的榜樣，正是天國子民奮勇行道的本色。 

（摘自陳終道牧師紀念網站，http://www.stephenctc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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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爱爱城城城故故故事事事
欣林

“你是来旅游吧？” 

“不，我是留学生。” 

八七年八月，从旧金山飞往锡德腊皮兹(Cedar Rapids，Iowa)的早班飞机上，乘客不多，个个睡

眼朦胧。只有我脸贴舷窗不住向外张望。这时空姐走过来搭话。 

“去哪里呢？” 

“爱荷华城 (Iowa City) 。到爱荷华大学去(University of Iowa)。” 

“为什么选中那里？大学有很多嘛。”空姐刨根问底。 

“我的妻子在那里呀。”我不假思索。 

“完美的答案！” 

我俩都笑了起来。爱人一年前赴美求学，正在那所大学读数学博士。久别后重逢的喜悦激动着

我，心早就到了那梦魂牵绕的小城。 

和我的故乡北京比，爱荷华城可真是太小了。五万多人的大学城，连一座高楼都没有，简直不

像美国。可我却喜欢这地方。爱城，多好听的名字。湛蓝的天空 下，绿草如茵。爱荷华河从南边奔

流而来，到这里轻轻带住脚步，把起伏的山丘分为东西两岸。两岸山坡绿树丛中各色小屋隐约可见。

宁静安详，远离都市的喧嚣。 女作家聂华苓是这里的教授。她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把许多作家带

到这小城。贾平凹，韩少功，北岛……都曾在这世外桃源谈书论文，怡然自得。 

田园风情，人心淳朴，小城是读书的好地方。学生的生活紧张忙碌。我读计算机，妻子读数学，

儿子上幼儿园。三个人每天在课堂、实验室、Day Care(日托所)、图书馆和住所之间走马灯似地转。

小城有一间华人教会。每到星期日，当街支起一个大牌子：“爱城华人教会——陈仰善牧师”。我

对那里边 的世界并无兴趣。功课、实验、奖学金和学位已经够我忙的了。读书之余，除了带着儿子

到山坡下校美术馆 Hancher 前的空地上骑车，便是在停车场鼓捣旧车。修自家的老爷车，也搭手帮

助修朋友的。和几个乐于此道的同学结成好友。因为常常把手弄得满是油污，便谑称自己是 “黑手

党”。 

这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持续两年，故乡突如其来的那场暴风雨浇灭了我心中的赤子之火。对过去

曾相信过的理念彻底绝望，对未来一片茫然。我试图振作起来，好 好念书，先拿下学位再说。而妻

子则开始带着孩子出入教会的门了。奇怪，那次在商场，当两个香港同学拿着新约圣经要送给我时，

不是她拉着我就走，还嗔怪说 “怎么被这种人缠住了”吗？如今却自己要去。不过也好，只要她心

里快乐平和。住我们楼上，我素来敬重的蓝大哥也是基督徒呢。儿子若能在教会中学些道理，也 强

似在家闲玩。至于我自己就免了。哪里有神？奋斗到今天还不全靠自己。每到星期日，我把妻子和

儿子送到那块大牌子前，然后一头扎进实验室。 

不知不觉间，妻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素来急躁、好忧愁的她，变得沉静而温和了许多。对

公众的事也更热心了。这年还做了学生会主席，我却成了不是主席的“主席先生”。鞍前马后地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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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忙。 

一天，她小声却又兴奋地告诉我： “我信主啦！” 

你——信——主——了？这里面的含义，我一时不能完全体会。于是跟着她去听牧师讲道。这

牧师讲的逻辑不通嘛！回家的路上，我把一连串的问题撒向妻子，她也答不上来。算了，还是去我

的实验室吧。我更加努力读书，跨越一个个考试，似乎离人生目标越来越近了。 

那是九一年的秋天。万圣节刚过，天灰蒙蒙的。星期五早晨，我紧跑几步赶上校车，见到住在

三楼的山林华坐在靠门的长条座位上。“嗨，还好吗？”我在他身 边坐下。“挺好的。我的岳父来

了。我们刚从伊州香槟大学回来。下午系里有 Seminar (研讨会) 。”小山答道。小山是学校里的知

名人物。博士资格考试时 成绩之好，让遥遥落后的美国同学汗颜。体育也棒，足球场上的骁将。平

时又乐于助人，还是前一届的学生会主席。最近好事盈门。论文获奖，又在本校物理系找到工作。

一下子跳出学生之列，成了研究员(Research Investigator)。小山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为他

高兴，也在心里为自己鼓劲。 

下午，我在校行政大楼外等车。凉风一阵紧似一阵，空中开始飘起了初冬的雪。突然，两辆警

车飞驰而来，嘎然停在楼前。警察跃出车门，曲臂举枪在脸颊。一 边一个，直扑楼门。先侧身窥探，

猛地拉开门冲进去。这场景与世外桃源般的小城构成极大的反差。我心里疑惑，这是拍电影吗？ 

刚到家电话就响了，好朋友祖峰打来的。 

“物理系有人打抢！” 

“什么！是谁？” 

 “不清楚。有人死了！” 

 “啊！……”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电话铃不停地响。我家成了学生会的信息中心和会议室。一连串的坏消

息构织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三点三十分，物理系凡艾伦大楼 309 教室。山林

华和导师克利斯多弗．高尔兹(Christoph Goertz)教

授，另一位教授罗伯特．施密斯(Robert Smith) 及新

生小李等许多人在开研讨会。突然，山林华的师兄，

中国留学生卢刚站起身，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枪来，向

高尔兹、山林华和施密斯射击。一时间血溅课堂。接

着他去二楼射杀了系主任，又回三楼补枪。旋即奔向

校行政大楼。在那里他把子弹射向副校长安妮和她的

助手茜尔森，最后饮弹自戕。 

我们惊呆了。妻子握着听筒的手在颤抖，泪水无

声地从脸颊流下。小山，那年轻充满活力的小山，已经离我而去了吗？黑暗中，死神的面孔狰狞恐

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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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卢刚？为什么杀人？翻开我新近编录的学生会名册，找不到这个名字。别人告诉我，他是

北大来的，学习特好。但两年前与系里的中国学生闹翻了，离群索居，独往独来，再后就没什么人

知道他了。听说他与导师颇有嫌隙，与山林华面和心不和，找工作不顺利，为了优秀论文评奖的事

与校方和系里多有争执。是报仇， 是泄愤？是伸张正义，是滥杀无辜？众口纷纭，莫衷一是。 

枪击血案震惊全国。小城的中国学生被惊恐、哀伤、慌乱的气氛笼罩。血案折射出的首先是仇 

恨。物理界精英，全国有名的实验室，几分钟内形消魂散，撇下一群孤儿寡母。人家能不恨中国人

吗？留学生还待得下去吗？中国学生怕上街，不敢独自去超市。有的人甚至把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放

在车后箱里，准备一旦有排华暴动，就驾车远逃。 

一夜难眠。该怎么办？大家聚在我家，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由物理系小雪、小季、小安和金根

面对媒体，开记者招待会。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追思老 师和朋友。讲着，回忆着，眼泪

止不住地流下来。看的、听的，心里都被触动了。一位老美清洁工打电话给校留学生办公室主任说，

“我本来挺恨这些中国人！凭什么拿了我们的奖学金，有书读，还杀我们的教授！看了招待会转播，

我心里变了。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请告诉我，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 

从危机中透出一线转机。学生会又召开中国学生学者大会。教育系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副

校长安妮。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她 是传教士的女儿，生在中国。无

儿无女的安妮，待中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学业上谆谆教导，生活上体贴照顾。感恩节、圣诞节

请同学们到家里作客，美食招待， 还精心准备礼物……千不该，万不该呀！不该把枪口对向她！同

学们为安妮心痛流泪。 

安妮在医院里急救，她的三个兄弟弗兰克、麦克和保罗，火速从各地赶来，守护在病床前。人

们还存着一丝希望。两天后，噩耗传来。我面对着安妮生前的密友 玛格瑞特教授，说不出话来。她

脸色严峻，强压心中的哀痛，手里递过来一封信，同时告诉我，安妮的脑已经死亡，无法抢救。三

兄弟忍痛同意撤掉一切维生设备。 看着自己的亲人呼吸一点点弱下去，心跳渐渐停止而无法相救，

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宣布安妮死亡后，三兄弟围拥在一起祷告，并写下了这封信。这是一封写

给 卢刚父母亲友的信。信里的字句跳到我的眼里： 

 “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

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

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 

字在晃动，我读不下去了。这是一封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这是天使般的话语，没

有一丝一毫的仇恨。我向玛格瑞特教授讲述我心里的震撼。接着问 她怎么可以是这样？难道不该恨

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他们三兄弟此刻最有理由说咒诅的言语呀。教授伸出手来止住

我，“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信 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宽恕远胜过复仇！” 

她接着告诉我，安妮的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担心因为卢

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唯愿这信能安慰他

们的心，愿爱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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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哑然无语。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剎那间，三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似乎从

根本上被摇动了。 

难道不应“对敌人严冬般冷酷无情”吗？难道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吗？难道“站

稳立场，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勇于斗争”不应是我们行事为人的 原则吗？我所面对的这种“无缘

无故的爱”，是这样的鲜明真实，我却无法解释。我依稀看到一扇微开的门，门那边另有一番天地，

门缝中射出一束明光…… 

 “我们的信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啊，竟让冤仇成恩友！ 

还来不及多想玛格瑞特的信仰，卢刚给他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也传到了我手上。一颗被地狱之火

煎熬着的心写出的信，充满了咒诅和仇恨。信中写到他“无论如何 也咽不下这口气”、“死也找到

几个贴 (垫) 背的”，读起来脊背上感到一阵阵凉意，驱之不去。可惜啊，如此聪明有才华的人，

如此思考缜密的科学家头脑，竟在 仇恨中选择了毁灭自己和毁灭别人！这两封信是如此的爱恨对立，

泾渭分明。我还不知道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毕竟左轮枪和十几发仇恨射出的子弹是血肉之躯无法 

抵挡的啊！ 

转天是安妮的追思礼拜和葬礼。一种负疚感让多数中国学生学者都来参加。大家相对无语，神

色黯然。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竟是美国人的，还在教堂 里。更想不到的是，葬礼上没有

黑幔，没有白纱。十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讲台前鲜花似锦，簇拥着安妮的遗像。管风琴托起的歌

声在空中悠悠回 荡：Amazing Grace，How Sweet the Sound(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人们向我伸

手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牧师说：“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安妮的在天之灵

是不会原谅我 们的。”安妮的邻居、同事和亲友们一个个走上台来，讲述安妮爱神爱人的往事。无

尽的思念却又伴着无尽的欣慰与盼望：说安妮息了地上的劳苦，安稳在天父的怀 抱，我们为她感恩

为她高兴！ 

礼拜后的招待会上，三兄弟穿梭在中国学生中间。他们明白中国人心中的重担，便努力与每个

中国学生握手交谈。如沐春风的笑容，流露出心中真诚的爱。许多 女生哭了。我的“黑手党”朋友，

高大的男子汉也在流泪。爱的涓流从手上到心里，泪水的脸上绽出微笑。哦，这样的生，这样的死，

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盼望，怎 不让我心里向往！大哥弗兰克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我出生在

上海，中国是我的故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心里却异常温暖。突然发现脊背上的凉意没有 了。

心里的重负放下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 

感谢上帝！他在那一刻改变了我，我以往那与神隔绝的灵在爱中苏醒。我渴望像安妮和她的三

兄弟一样，在爱中、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时仍存盼望和喜悦。 

笼罩爱城的阴云散去，善后工作在宽容详和的气氛中进行。不仅小山的家人得到妥善安置，卢

刚的殡仪亦安排周详。安妮三兄弟把她的遗产捐赠给学校，设立了 一个国际学生心理学研究奖学金。

案发四天后才从总领馆姗姗而来的李领事感慨道：“我本是准备来与校方谈判的。没想到已经全都

处理好了！”冥冥中一双奇妙的 手，将爱城从仇恨的路上拉回。 

爱荷华河奔流如旧，我却不是昨日的我了。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命隧道的尽头是什么？

我徘徊思索。信仰之路的障碍还在那里，无神论、进化论、科学 与宗教冲突论，还在困扰着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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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是，我开始喜欢读圣经，牧师的讲道也不再枯燥无味了。黑暗中摸索的人处处碰壁，一旦明

光照耀，障碍便不再是障碍了， 因为道路已经显明。我当时论文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定理证明。证

明便是一切，未经证明的东西便不能认为是真理。谁能把神证明给我看？我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在推 

理和证明上，此时才重新思考系统中的公理(Axiom)。公理便是公理，不可证明，只能接受。证明并

不是一切，它只能证明在一组公理和推导规则之下产生的 定理(Theorem)。重读一下伟大德国数学

家哥德尔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吧。这定理说的是，在一个无矛盾的推理系统中，永远存在不可证明 

的定理。也就是 说，所有的“好”的推理系统都必定是“不完全”的。上帝的存在原本不需要、也

无法用“不完全”的科学方法来证明；但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处处见证造物主的伟大 与奇妙。许多过

去读过、考试过、研究过的知识突然都有了新的含义，许多根深蒂固的误区，一下子云开雾散。 

圣经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

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 1:20)更“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我们”，使

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 12:1)。 

原来安妮和她的三兄弟便是这许多见证人中的一群。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记载：耶稣被人鞭打，戴

着刺入肌肤的荆棘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对着残害他 的人，向天父祈祷说：“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在这里看见了安妮一家人身上所流出的“无缘无辜

的爱”的源头——“爱是从神 来”，“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

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 4:7，8) 

神的爱引领我来到他的面前，在神的爱中重新认识自己。过去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在真理的光

照中才看到心灵中的黑暗之处。仇恨、贪婪、嫉妒、骄傲、邪情私 欲，这诸般的罪和罪念哪一样自

己没有呢？不要批评卢刚的狭隘、偏激和冷酷吧，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感谢耶稣，他死在

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又复活， 把永生的盼望带给一切信靠他的人。跪在神的面前悔改，祈祷，

他就把我从那沉沦的路上挽回，让我在充满爱和恩典的路上与他同行。 

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从浸池中起来，旧事已过，万物成新。生活还是有高有低，

也曾陷在失业之中，也曾面临各样的打击。但我和我一家都跟随他，事奉他。耶稣牵着我们的手，

我们就满了喜乐，满了盼望。 

离开爱城多年了，常常思念她，像是思念故乡。在爱城，我的灵魂苏醒、重生，一家人蒙恩得

救。她是我灵里的故乡，与耶稣基督初次相遇的地方。爱城后来有 了一条以安妮命名的小径。因她

设立的奖学金名牌上，已经刻上了许多中国人的名字。友人捎来一张爱城日报，是枪击事件十周年

那天的。标题写着“纪念十年前的 逝者”。安妮、山林华的照片都在上面。急急找来安妮三兄弟写

给卢刚家人的信的复印件，放在一起，慢慢品读。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在眼前飘然而过，十年来在光

明 中行走、在爱中生活的甘甜溢满心头。照片里安妮静静地微笑，似乎说，这信其实也是写给你的。 

是的，我收到了。这源远流长的爱的故事，会接着传下去。

欣林，来自北京，爱荷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现在芝加哥工作，在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聚会，

为生命季刊海外学人事工部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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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靈修？基督徒為什么要有灵修生活？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學習思考這個問題，並期望收到大家的回答及分享，我們也將會在下一期

《滿恩》和大家分享相關的回應，同時將下一個問題提出和大家一起思考。 

上期“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 

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会经历软弱？ 

答：很多基督徒在刚信主的时候都经历过满有爱心的生活（这被称为是起初的爱心）。每天都很喜

乐。但当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感到灵里的乏力，读圣经、祷告、聚 会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状况

被称之为软弱。当我们接受主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属天的生命，但这生命很小，像婴儿一样，一

点属灵的食物都能让其满足。但这 生命是会长大的。当我们自己成了吃干粮的人，以前那样婴儿式

的灵修生活便觉得不能满足灵里的饥渴，于是便会软弱，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景况。上帝为了让我们

健康成长，会拿掉我们的“奶瓶”，允许我们经历这样的光景。我们当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长大了，对基

督要有进一步的委身思想。幼小生命时读经只是为了解神，而成 长的生命当对神的话有渴慕的心。

祷告也不当象婴孩那样呀呀学语（学习别人形式上的祷告）。而当操练自己对神有真实的相交。要

不断的在各样属灵事情上进深， 才会获得大的属灵满足。但若此时不接受成长操练，那基督徒就会

一直陷入软弱的光景，成为“老婴孩”，久之导致灵命干涸。当人生下来，就不能避免成长，我们也当

意识到属灵的成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我们当积极从主那里领受能力与帮助，使我们生

命不断长进，成为刚强的人。 

(摘自基督徒生活网，“初信解疑答惑”，http://cclw.net/gospel/asking.html) 

基督徒相信神已经在两部书中启示了祂自己——大自然及圣经。它们分别代表了

一般性的启示及特别的启示。培根这位因发展科学方法而有功于世界的人士，如此写

道：“有两本摆在我们面前的书可以让我们研究，它们可避免让我们陷入错误之中。

第一本是圣经，它向我们启示了神的旨意，然后是大自然，它表现出了神的能力。” 

所以，当有人深入地研究这两本书——神所创造的世界以及神所留下的话语时，

现代科学便于焉诞生了。 

——甘－雅各・杰利－纽康，摘自《如果沒有耶穌》—— 

如果我們認為苦難臨到我們是一種無法接受的不公平和百思不解的奧秘，為什麼

我們會認為生命中所承受一切的恩典都是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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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日日學學分分享享  

崔津燕

我从 2002 年受洗，可以说主日学伴随着

我的成长，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主日学使我的

灵命从一个小婴孩，成长为一个可以逐渐吃干

粮的信徒。愿与弟兄姊妹分享以下三点。

1. 主日分别为圣 和神的祝福

圣经在《出埃及》三十章和《申命记》第

五章都这样说，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

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日，主日分别为圣，不

仅是来参加主日崇拜，而是在这日停下自己手

头的工，亲近神，以神家的事为念。

记得几年前，杨姐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主日学时，说心里话，开始是有碍于面子，心想先参加

看看吧，当时自己 FULLTIME 上班，PARTIME 上学，工作和学习压力都很大，而且上课的地点在飞机

场附近，每次上课回到家几乎夜里 11：30 左右，平时还要抓紧时间念书应付考试。说也奇怪，每次

参加主日学和主日崇拜后，自己的学习效率提高很多，工作也没有耽误，过后自己越来越体会到神

的信实，只要你把他放在首位，别的他自然会加给你，并加添你的力量。两年的考试，取得全班第

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

神在《以赛亚书》58 章 13-14 节这样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

喜乐，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必使你乘驾地的高处，有以

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多年来，我亲身体验到他话语的信实可靠。也督

促自己从不间断地来参加主日学， 把它作为自己主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主日学促进学员们互相协助，互相成长，彼此建立

几年来的主日学，自己的收获很大，不仅在查考《圣经》上，同时也与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互相

建立，自己从杨传道，杭太，关弟兄，宣弟兄，LISA，和桂贞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的见证，分享多

次把我从低谷提拔出来。记得去年夏天，有一段时间自己的情绪低落，祷告、查经都得不到话语。

心中迷茫，借着杭太的分享祷告，忽然把我从那种不冷不热的状态中唤醒，使我领悟到如何去做合

神心意的祷告，而不是一味的凭着自己的心态，让神去买单，神又让我从桂贞姊妹身上学习，如何

在每日的查考圣经中去领取神的旨意，把大事和小事都交在神的面前，让神去带领。《彼得前书》

第四章二节这样说：“从今以后，就不可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第七

节又说：“万物的结局进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盖

许多的罪。”主日学，也促进了学员们彼此建立，大家彼此为学员和教会的肢体祷告，为教会的事

工代祷，真是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彼此建立、服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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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让神作我的观众，而不是我周围的人

我是个容易受到周围之人影响的人，他们乐，我也乐；他们紧张，我也紧张。而且自己虚荣心

强，在生活和工作上努力要强的目的是要得到家人和同事的赞赏，并把这种赞赏作为自己继续努力

的目标和动力，当得不到赞赏，或是那种赞赏达不到自己期望的目标时，心里觉得很沮丧。通过这

几年的主日学和平时自己阅读《圣经》及相关的属灵书籍，我认识到这是个错误的心态，并调整到

让神作我的观众。这个转变后，我对人、对事的看法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对生活、工作上的困难，

委屈都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赐智慧并赐我当说的话语，这样心中的苦毒和怨气也就一挥而散，对于

别人的赞赏也不会沾沾自喜，而把这一切荣耀都归于神。没有他， 自己不会有这样的成绩。同时，

圣灵也更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也更能体会到别人的软弱，进而更学会去包容别人，为别人的软

弱向神祷告，当我这样做之后，平安、喜乐就会充满我的心田，我的心里涌流着对神的赞美和歌颂。

回想几年前，自己觉得神是模模糊糊地爱我，他好像离我很远很远，现在自己认识到也体会到，

神了解並知道我的一切；从以前认为耶稣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到现在认识到，是自己的罪

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从先前体会不到圣灵的存在，到现在知道圣灵常驻我心，他知道我的软弱，

并愿作我随时的帮助。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26 节这样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

们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

在乎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都有一颗渴慕寻求神的心，也愿我们都通过主日学循序渐进的学习

《圣经》，更多地认识神，认识他的圣洁、全能、公义，也愿通过主日学，使神更多地得着我们，

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教会。阿门！

不不要要看看自自己己过过于于所所当当看看的的
李桂贞

一．尊重自己

《圣经》罗马书12：3“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

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小伙子终于大学毕业了。他心高气傲，想在

大而美丽的城市工作，但这并不容易。后来总算

找到了一家单位工作，却是中专学校，家小人少。

他并不开心，觉得他在这小单位工作是大才小用

了。他所学的专业在这学校只有他一人，其他大

部分都是专业基础课老师。他们有几个只是为了

办好这学校而不断进修专业课程并提升为了专业的，

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专业老师。而这些老师都是50岁左右的人，都比较沉稳和谦虚。然而他却认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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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与众不同，觉得自己是正宗专业毕业的，他们都是半路出家的，不地道、不系统、不正规；把别

人对他的尊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和理所当然的，他却不知这是人家的修养所致；在做任何的工作、

计划、教案、程序、方法和决定上总是否定别人，别人有一点不同意见就与人争吵、理论，弄得脸

红脖子粗也不在乎；常常自以为是，张扬自己如何能干，不尊重别人的感受；在学术上总觉得自己

强，似乎人人在他看来都是很幼稚的，认为自己满腹经纶，从而非常得意；要求别人做这做那，指

手画脚，评头论足，对自己却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常在领导面前表达对别人的不满，挑剔别

人这不是那也不对，似乎只有他是对的，且要别人必须听他的。然而人人都不喜欢他，他却不知道，

还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可见他是目中无别人，真所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狂妄到了极点。

后来他来到了大学工作，他开心了，觉得这才是他该工作的地方。当他开始展开工作不久后，

就发现这里的人个个走路都昂首挺胸，自命不凡，真是人才聚集，数不胜数。很多人在国内国外都

是有名有姓的，他还觉得自己可以和人家相比，什么教授、副教授、博士，在他眼里没什么了不起。

可万没想到，他为了评个讲师职称，英语过不了关，每年要花很多时间学习英语，但就是考不过，

而且常常发出去的文章人家不采用。因此他很担心，如果职称评不上，就很难在大学混下去了。他

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开始天天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忧虑，甚至怀疑周边人都在

嘲笑他，讥讽他和瞧不起他。他休病假了，他不得不放弃职称的追求，他变得很自卑和沮丧了，觉

得自己很无能，与从前的他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后来他去了一个地方，发现这里的人很喜乐、谦卑、热情友好、平易近人、真情流露、相互帮

助和尊重、共同前进。他发现在这地方很安全，没人因为他的的状态而瞧不起他，反而伸出热情的

手来帮助他。他不明白这地方怎么会是这样，感受到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高学历、有知识的人也

是大有人在；有文化的、没文化的、老人、小孩、各个年龄各个文化层次应有尽有。他开始认识、

了解和追求上帝了。

上帝的话使他感到羞愧，从前的高傲，现在看来简直是无知、愚昧。因为他明白了，在上帝面

前，他就像是一粒灰尘。每个人都有他存在的价值，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尊贵的，都有他擅长的一面

和不及别人的一面，都要相互合作取长补短，不要只看自己不足，更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要看得

合乎中道。他明白了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不尊重别人，就是没有尊重上帝，因为人都是上帝

所创造的。他更明白了这个世界不是他在掌管的，是上帝在掌权。“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这句话就像当头一棒，把他的高傲一下全砸的粉碎 。他不再象过去那样狂妄，也不象后来那样自卑，

而是正确地看待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 将所有交托给上帝，由祂来带领才是对的。

二．尊重别人

罗马书 14：4 “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

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在认识上帝之前，我是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什么事都是自己拿主意，自己做主已经深深扎根

于我心中。认识上帝之后，虽说好了很多，但也常常会走在上帝的前面，一不小心就把主给忘记了，

不先求问主的心意，而是自作主张。然而，当自己又不能解决问题时，才想起来要去求问上帝的心

意了。

我的先生是个非常爱读书的人，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从小到大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相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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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外摸打滚爬的人来说，社会经验相对少些，这是他在我心里的评价。而我从小就不爱读书，

与社会上人的接触倒是比他要多一些，自认为看人、看事都比他更有经验，因而他做一些事我总会

加以判断和干预。 

一天，他的亲戚知道他在国外生活，就想借机会请他在国外物色相关的单位和人做点生意，因

那亲戚在国内开了一家工厂。而我的先生又是个爱面子不好意思推脱的人，不加思考地就答应别人

的请求而没有先告诉我。我知道后，心中很是不爽。我告诉他这事最好慎重，不做为上策，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他的亲戚也说了，他们的产品是在小地方加工，这样可以节省开支。由此可以看出，

他们的产品质量令人担忧，产品质量不能保证，对外方来说这是很糟糕的事，这样对我们三方都不

利。而且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众所周知，防不胜防。在我以往的经验中，总是听老外对我说：“看，

这就是你们中国生产的产品，不久就坏了。”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中国生产的产品质量太差了。然

而他这次一意孤行， 因为是帮他的亲戚，他是铁了心的坚决不听我所说的话，不管我怎样苦口婆心，

每天都劝他不要去惹这些事情，他还是不听，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听，气的我七窍生烟。我只好求告

上帝的帮助，并求主亲自出来阻止他不要做这事，可是上帝回应我的却是“顺服他”三个字。我怎

么也没想到，明知道这是不能做的事，还要我顺服他，怎么可能呢？我就自以为是的不听上帝的劝

告，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听上帝的话，虽然他不断对我说：“顺服他，爱你的弟兄。”我还是按

照自己的方法继续和他吵，就是想扭转他的想法，停止他的作为。但，不容易! 

因为我的强烈反对， 我的先生想背着我去给外方送国内产品资料，而我担心的是国内假冒产品

打入国外，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然而他可以背着我去做这事，可神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就在那天，

他想背着我去送资料时，却怎么也没想到我坐在他的车里，而我也没想到他是要背着我去送资料。

神的安排就是这么奇妙，上帝不允许他背着我做事，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将心中的担忧直接向对方诉

说。感谢赞美主，我将我的担忧一一向对方诉说后，心中真的很畅快。对方并答应他们会严格把关

的，请我放心。 

过了些天，我又觉得不妥，虽然他只是做个中间人，但一定会签合约。如果在合约中他没有注

意到出现模菱两可的词句，一旦出现任何纠纷，需要打官司，到那时他就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我

知道打官司是一件很令人头痛和伤脑筋的事情，何必为了这么点面子而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他就是不听，每天又和他吵，并开始对他加以论断，说他国内生意都没做过，怎么可能去做跨国生

意，不认识社会上人的复杂性和人的奸诈与狡猾，很容易上当受骗；说他没有这个经验做这事，根

本就不是做生意人的对手，谁都知道无奸不商；说他是个老实人，被别人卖掉都不知道等等话语，

来阻止他不做这事。还是不管用，我实在找不到办法能够使他改变注意，只好又来到上帝的面前寻

求帮助。奇怪的是，上帝每次都对我好言相劝，而这次上帝却让我先生开口了。之前他总是抱怨上

帝不听他的祷告，然而这次他却下意识的大声地读出来了，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很高兴，一定是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罗马书》14：1-10“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

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

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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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

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他大声读出上帝的话，却让在他另一边的我听完这些话。他读完后高兴的睡着了，而我听完后

却好长时间睡不着觉，感到非常害怕和羞愧。害怕是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羞愧的是我又走在上帝

的前面，自己做主了，我感到无地自容。尽管我的先生当时读完后什么都没说，更没对我说：“你

看上帝在骂你了。”但我很清楚地知道那是上帝在帮助他，让他开口对我说的话。通过他的口来警

告我的。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我越界了，我没有顺服上帝对我所说的话，也没尊重别人，想控制

别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难怪上帝会责备我。 

我即刻认罪，坚决悔改。从那时起，我决定不再管他的任何事了，我完全放下对别人的掌控，

心中的担忧完全交托给上帝。我是谁？我能干什么？离开上帝什么也不能，只有上帝才能掌管一切，

我瞎操什么心，他所做的事成与不成，都不是我所能掌控的，失败与成功，都是上帝要他学的功课，

我也没有权力去控制和论断别人。然而当我顺服上帝所说的话，按上帝的话去做后，我的心即刻感

到无法形容的、从来没有的轻松愉快，那压在我心底的沉重担子落地了，那种使人好像活在地狱里

的苦读，纠结和担忧即刻得到释放。而当这些一旦得到释放，那真的感受到像是活在天堂一样喜乐，

无法形容的灵里的喜乐。 

后来他们真的要和我先生签合约，但我已经不再操这份心了。相信有主在掌管，我什么都不用

怕了。我要做的事就是高声呼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就可以了。 祂是爱我的主，祂不要

我活在罪中，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 

三．尊主为大，为先

诗篇32：8“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 

女孩家境富足，却性格高傲。父母亲都是基督

徒，所以她从小就被认为也是基督徒。成年后她受

洗成了基督徒，但追求主的心可不象她的父母那么

火热、敬虔。男孩，一个家境贫寒，性格有点自卑。

然而他们却再在一次奇遇中相见、相识、相爱了。

那奇遇就是女孩意外生病时他将她送进了医院，并

对她有很好地照顾，由此感动了这女孩并成为他现

在的妻子。 

婚后的年岁里，他们有了豪宅、豪车、一儿一

女，生意使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钱财。日子红火，

衣食不愁。然而他们的爱情却走到了尽头。吵架打

骂就像每天的吃喝一样平常和必不可少。他们实在是活得太累、太辛苦了、互相伤害、互相折磨，

他们不想再这样纠缠下去，决定离婚。然而她这时却想起了他们已离开多年的教会，有个姊妹建议，

他们去参加一个由基督徒组成的专门为婚姻解决问题的“婚前婚后辅导”班，她却不信这些，觉得

他们不可能帮他们什么，并扬言一定要离婚。然而他们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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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这天，辅导人员和以往一样要求被辅导的人一起做辅导前的祷告，读经。接下来对这对

夫妻了解了一些基本的情况。辅导人员问了各自要求离婚的原因，如何认识对方的，有没有浪漫事

情，如何浪漫的。有没有去教会，有没有读圣经，对圣经有什么看法，来这里的心情如何，对他们

这有何期盼，愿不愿意服从他们所安排的课程内容，方法和要求等等。之后也做了结束祷告。 

一天过去了，他们没有什么反应，辅导员的许多问题，除了妻子都回答几个字，“不记得，没

感觉，忘记了，不知道”以外，就是不停地听到那妻子大声地在责骂自己的丈夫，说他这里不对，

那里是错的，他是傻的，又是蠢的，他是没头脑，也不懂得爱，等等一些非常伤人的话，似乎只有

她什么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怒与不满，相对比之下那丈夫显得老实、失

望、无奈和无助。他不像她那样疯狂的咆哮，他只是用很平常的声调在不停地解释什么，一点都不

发怒，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做到这点的。她又开始大叫大闹说：“我来你们这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你们明天不帮我解决问题，我们就离婚。”听起来好像人家欠她什么一样，表现得非常狂妄和愤怒。 

第二天，也和第一天一样一起祷告、读经。他们开始给这俩位传讲福音。《雅各书》5:14-16，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

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

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辅导员要求他们倆都要顺服地来

到上帝面前，承人自己是个有罪的人，并求主的怜悯，帮助和带领。然后让他们回想和寻找对方的

优点在哪，并告诉对方，开始向对方承认自己的错，请求对方原谅。因为他们读到《以弗所书》4：

32“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尽管他们一开

始很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各自心中都被怒火充满。但因他们与辅导员有约在先，要求他们同意顺服

上帝的话去做。 

这天的辅导结束了，看得出来他们有点变化。她不再说“你们不帮我解决我们就离婚”的话了。

第三天，《约翰福音》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相愛”。第四天，他们不再怒目相看了。他们不得不每天早上和晚上祷告读经，并向对

方承认错误，感谢赞美神，也赞美对方的优点。这样的做法一个月后，他们已经形成了习惯，他们

和好了，如当初恋爱时的甜蜜了。 

当他们再次来到这个曾经辅导过帮助过他们的地方时，她们俩都表现得非常感慨。特别是那位

妻子主动承认都是她的错，说她很高傲，里外事她都要做主，觉得她做什么都是对的，想掌控对方，

太高看自己，低看别人了，弄得他们的婚姻一败涂地。她说话的态度由过去的愤怒、狂妄，转变为

谦卑与温柔，由过去的时刻骂老公，变成时刻赞美老公。他们还说他们的婚姻走到这一地步，上帝

却不丢弃他们。而在上帝的话语里，却让他们学会了一门功课，就是尊主为大，顺服、信靠上帝。 
尽管他们是十多年的基督徒，可是为了追求金钱的满足，早已把上帝给忘记了，从来就不读经，也

不祷告，也不去教会。现在他们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上帝饶恕了他们，他们彼此互相认罪，饶恕。

他们都感谢赞美神，也赞美他们彼此，他们有彼此相爱了。他们今天才明白，每天读经祷告，把上

帝放在第一位是多么的重要。 

只有天天亲近神，神才会亲近我们。每天的祷告、读经，并按照他的话语去做，就是尊主为大、

为首，这样生命才能得救，才有盼望，才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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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生生生中中中最最最大大大的的的事事事   
楊雲真傳道 

全家信主 

在我失去工作的那段時間，有一位朋友帶了一位從台灣來的陌生人

來我們家，他說他是道教九段的高人（我不知道道教有分段的），他一

進我們家就對父親說：“你們的神擺的位置不對，神的眼睛被對街的房

角給刺了，所以他坐立不安，它一坐立不安就攪擾你們，使你們有難了

（不正是？失業了）。” 爸爸一聽，立即請他為我們調好位置，結果，

他又看看說，“你們的神明坐的高度也不對”。父親就想起在台灣時，

我們訂一個神桌，是按他的生辰八字量身製作的。（每次換人作當家，

就需要以新當家的生辰八字重作，這是神桌生意不絕的方法，人也不敢

隨便撿別人用過的舊神桌，所有的傢具都有人撿，唯獨神桌沒有。）於

是他也想在阿京作一個合他生辰八字的神桌，問他可知道尺寸，對方說

“這個他不懂”，接著他加了一句話，“神明坐的高度多一張銀紙的高

度（燒給神明的錢），或少一張都不行”，父親說“以後回台灣去拿尺寸”。那時我已經信主了，

我對父親說，這樣的神明太難服事了，我們也不知道他是多一張或少一張，他又不會說話，它一不

舒服就攪橈我們，要如何才知道他舒服呢？而且訂神桌的尺寸，阿根廷人作事有句口頭譂就是大概，

大概，馬馬虎虎，如果你給他一個尺寸，他作出來多一點、少一點，又如何叫他作得正確到一張錫

箔紙都不差呢？之後父親就思想這些事，他想起我們剛到阿京時，週姐妹的父母剛買了一間超市，

生意很好，我們也去參觀過，過了兩年他們又買一間兩倍大的超市。因他們對我們的恩情，所以他

們開業時，我們去送了禮，他們開業選了個星期五，我們就替他們看了一下黃曆（每年我們都叫親

人寄一份來），是一個最壞最壞的日子，什麼死啊之類的話，我們真替他們擔心生意會作不好。沒

想到，兩年後他們又開了一間100公尺x100公尺的大超市，開業又選在一個星期五（週末生意好），

我們又替他們看了黃曆，又是個大壞的日子，

但是上帝還是祝福他們一直賺錢。以前沒有

特別去想這件事，但在這個時候，父親就想

對啊，他們所信的神一定比我們所信的大，

這位神不怕日子的好壞，不怕任何物體來傷

他的眼睛，再加上我勸他看聖經。感謝神，

他在十月我們要遷到新家時，他對母親說我

們遷到新居之後，我們也來信這位上帝吧！

母親說好，你信什麼我就信什麼。這樣我們

家就剩下弟弟、弟媳婦了。 

我們有了錢之後就整修房子，準備開

業，結果次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五，我們也不看黃曆就開業，真是好，在主裡，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八零年六月中，弟弟的三女兒要打第三劑三合疫苗時，忽然發高燒，醫生說第三劑若沒有準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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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打三劑，結果在這節骨眼孩子卻病了。看醫生吃藥打針就是不退燒，看看剩下兩三天了，我

對弟媳婦說：“為什麼不禱告我的上帝呢？”她沒好氣的給我丟了一句：“好了，如果我女兒能及

時趕上打預防針，我這星期就上教會。”她說完，我高興得哭了，我知道神要作工了，結果孩子第

二天燒就退了，我們怕這只是暫時的，直等到最後一天才去打第三劑，心想剛病好，可能會有反應。

感謝神，孩子一點反應也沒有，就這樣我們一家五個大人都信了上帝。要叫一個人信主是很不容易

的，只有神知道一個人要在什麼狀況下能信主，神就會興起環境，作為一個傳福音的人,只要傳就好

了，其它的事，是神的事。 

父親經歷了神的醫治 

79年10月底，我們遷到新居之後，一邊裝修房子，一邊等待開業。77年父親去巴西時不知受了

誰的建議，忽然說他要吃齋了，因為他覺得他的命不好，是因為他修行不夠，所以決定吃長齋來改

變我們大家的命運。當母親在阿根廷聽到這個消息時，為他哭了，覺得他也真命苦，年少時家窮，

壯年打拼，中年之後漸入佳境，卻因移民阿根廷，再一次面臨立業的困難。79年年底發現父親瘦了

十幾公斤，我們都擔心會不會得了什麼癌症，我勸他禱告求神醫治，雖然他是初信，神也給他啟示，

有一天他夢見自己跪著，有一個人，像耶穌時代的人穿著長袍腳穿草鞋，他端著一盤肉在父親面前，

他試著想抬頭看那人是誰，但他的頭就是只能抬到看到膝蓋而已，就再也抬不高了，他就醒了。他

告訴母親說，神要他吃肉，母親笑他吃齋吃太久了，想吃肉了。於是父親仍然沒有吃肉，又過一段

時間，他又夢見相同的夢，如此三次，最後一次母親對他說：“你想吃葷的，你就自己去開齋，我

可不幫你開。”對母親而言，她認為如果她開齋，這個開齋的責任就要歸她了。在我們修房子期間，

有一個水電工人每天在我家後院烤肉吃中飯，他從來也沒請我們吃過，但那天他卻拿了一小塊肉請

父親吃，父親就接過來吃了。從此父親就開始吃肉了，他的身體漸漸地恢復健康了。又有一次他小

便不順暢，他也禱告求神醫治，起初神沒醫治，有一天他覺得再也不能不看醫生了，他就對神說，

你今日若仍沒醫治，我就要看醫生了。也許神要藉醫生來醫治他，結果那天晚上他夢見自己躺在手

術台上，手術燈照著他的腹部，一支手從上到下撫摸三次說不用開刀不用開刀。他立刻醒來，尿急

上廁所放了一泡尿，從此他的尿就順了。他親身經歷神兩次醫治使他信心大增，因此他對神的話語

也認真的探討，買了許多屬靈書籍來看。 

全家受洗 

全家信主之後，我們就等待受洗的機會，因為那時我們教

會沒有牧師，因此常要等到有牧師來宣教時才有機會受洗，81

年年底，有一個主日領聖餐時，我心中向神默禱問神，我什麼

時候才能與你有份啊？每次看別人領聖餐我就流眼淚，因為我

不能領，等久了我就向神發出那樣的禱告，主就是奇妙，在接

下來的主日周姊妹就宣布說：“明年一月17日夏令營時有洗禮，

想受洗的可以來報名上慕道班。”神真是聽禱告的神，我們就

歡歡喜喜地去報名，後來聽說是執事會主席主領洗禮，我們心裡就七上八下的，心想沒有牧師的洗

禮算不算？到了1月16日，一整天又下大雨，更是讓我們懷疑17日的受洗是否有效，我們實在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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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但又不希望洗了不算。於是父親向天父禱告說，如果執事會主席所施的洗禮不算，第二天就

繼續下大雨，我們第二天就不去受洗了，如果他施洗也算，就給我們一大太陽。第二天一早神就給

我們一個燦爛的大太陽，我們全家五個大人就在同一天受洗歸入主的名下，這在中華教會又是個美

談，因為我們是客家人，客家人是很保守很頑固的，不容易信主的，而六十五歲的客家老人就更不

容易了，但神的大能及他的大愛，祂凡事都能，感謝主。 

廢偶像 

我們遷到新家之後，父親把偶像全包起來，放在架子上，準備將來回台灣時請他們各歸自己的

廟去。但神讓父親在心中常常為這些偶像的事感到不安，幾次看到見證的書都說需要廢掉。1981 年，

有一位謝天育牧師路過阿根廷住了幾個月，父親向他請教處理偶像的事，他說一定要廢掉，他知道

父親是害怕有什麼懲罰，他告訴父親，一切後果由他和耶穌承擔，於是在謝牧師生日那天，在我們

家廢了偶像，這在中華教會是一件大事，因為過去沒有這樣處理過。謝牧師告訴父親，所有的偶像，

甚至包括拜過的像片及放偶像的神桌通通要廢掉，我們要離開台灣時，祖父不肯把祖神牌給我們帶

去，怕我們信主不拜祖先，但父親算是個孝子（在他父親來看可能還是不孝，因為父母在不遠遊），

把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照片都放大帶出來，那時祖母及外祖父已過世，每年清明節他就會把他們兩

人的照片請出來拜，在廢偶像時，父親也把他們的照片也廢去不拜了。關於廢偶像的教導，有些人

認為不必，認為我們不拜了就好了。其實聖經舊約、新約都有廢偶像的教導，這些偶像若不除去，

就會給魔鬼留地步，也使神的福分無法完全賜下，不是神的能力不夠大，而是這是他的要求，我們

只有順服的份。另外，如果在一家中只有你一個人信了而家人未信，你只要廢屬於你的偶像即可，

為什麼？因為各人只要認自己的罪。其實除了有形的偶像，還有無形的，那個時候我只明白這一點，

幾年以後神才譲我明白，我裏面還有那無形的偶像，神也要拆毀，容我現在不分享。

主日分別為聖的教導 

未開業之前，我和父母商量，決定按照基督教的教訓去作，星期日不開店。但開業幾個星期之

後，客人都要求我們星期天開半天，結果我們就試開看看，當然就不能上教會了，試了兩三星期，

生意收入兩天當然比一天好，但也只是多了25%而已，於是我又對父母說，只是多25%卻不能敬拜神，

而且就是想出去外面走走也沒有時間了，是不是值得呢？母親說：“這樣好了，這個星期我們也不

通知客人星期天不開店，我要向神要一個天文數字的收入，如果達到了，我們星期天就不開店了。”

那時我們每日收入大約80萬披索，星期天作半天也是80萬，以前星期六開而星期天不開有120萬。於

是母親就向神求，在那個星期六能作200萬作憑據，而且不預先通知客人，結果那個星期六的收入是

201萬，奇妙吧！巧合嗎？在基督裡沒有巧合的事。這樣我們第二天真的不開店了，我和弟弟去教會

參加一個恩友母親的追思禮拜，並與弟媳相約聚完會後一起去一個朋友家燙髮，那時弟弟和弟媳都

還未信主。弟媳不肯一起去教會，所以決定在玫瑰公園見面。結果弟弟回去了，我在公園等了很久，

天很冷，我在冷風裡來回去了那位朋友家兩次都沒有看到她，所以就回家了。回家一看，大家都在

睡午覺，我問母親弟媳為什麼沒去，她說早上九點多許多客人來按門鈴，問為什麼沒開店，結果因

為很多人在外面等，他們就只好開店了，結果我也很生氣地跑去睡覺了。從那天開始我就病倒了，

那時店的生意非常好，許多價錢都在我的腦子裡，我不能起床，結果店裡忙成一團，我只好睡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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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裡，隨時準備他們來問價錢。大約在星期四，在睡夢中，有一本聖經放在我的面前，是翻開的，

看了一下是耶利米書34章。我就醒了，醒了我就去看我的聖經，原來是猶太人與神立約，卻沒有守

約，所以神說，要使他們在萬國中被拋來拋去。我就告訴母親說，我這次生病，是因為你向神立約，

說星期六有200萬的收入你就不再在星期日開店，你卻沒有守約，雖然生病的是我，但你們在這個星

期也受了許多苦。母親向神認罪，從此不論母親節、父親節、兒童節、甚至聖誕節，如果碰在星期

日，我們也不開店，神都一直在祝福我們，從沒譲我們缺乏過。神要求我們要守安息日，這是他的

愛，他要我們敬拜他，我們的身體得以休息。 

主日崇拜是神的命令，舊約時代神在十誡中規定以色列百姓要守安息日，新約時代因主復活在

七日的第一日，我們相信耶穌是我們的救贖主，而祂復活的日子是星期日，所以基督徒是守主日的。

基督徒守主日也是蒙福的管道，很多人以為是一種束縛，是一種損失，有些人因這緣故不想信耶穌，

而失去得救的機會。有些是信耶穌了，但卻很自由的想來就來，不想來就不來，難怪神也是想祝福

你就祝福你，不想祝福你就不祝福你。我查考聖經，神所有的祝福都是有條件的，除了救恩是無條

件以外，都是有條件的，你若想蒙福，就要好好的守主日。當然，如果你偶然有值班、生病等等不

得已情況不能守主日，神也會有憐憫。待續 

MY LIFE JOURNEY AFTER TAIWAN 
By Pastor Jane Yang 

Translated by Stanley Kwan

OUR WHOLE FAMILY BELIEVED IN CHRIST 

During the period of unemployment, our friend visited us with a person who came from Taiwan. He 
claimed to be a Taoist with the ninth level of supernatural ability. (I did not know that Taoists were being 
assessed and assigned to the various levels). 

Once he was in our house, he told father that his god statue was in an extremely bad spot. He explained 
that the corner of th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was like an ice pick, pointing towards the god’s eyes and this 
caused the god unease. The god’s discomfort in turn led us into the predicament we were in, namely, that was 
why we had lost our contract, became unemployed. Father listened attentively and then asked the Taoist if 
the situation was remediable and if so, how. He observed the surrounding in more detail and finally said that 
the god was also in the unhealthy position of being at the wrong height.  

At that time father remembered that back in Taiwan, he had custom made a desk specifically for placing 
this god upon. The dimensions of the desk were calculated based upon the father’s birth date and time. Now 
in Argentina, Father again wanted to custom make a similar desk. He then asked the Taoist’s advice to come 
up with a formula by which he could calculate the dimensions of the desk; but to no avail. It was because the 
Taoist was not interested in such mundane activities. He was more interested in father’s mind. The Taoist 
stresses that in order to properly venerate these gods, exact burnt offerings must be offered. Father would not 
be dissuaded. He was prepared to go back to Taiwan to obtain the formula for creating a proper pedestal for 
his gods. At that time I was already a follower of Christ and did not want to get involved. But I thought it 
would be kind to my father to discuss these spiritual questions on his terms. I told father that this god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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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ght was capricious, never being satisfied with what he tried to give to him in burnt offerings. Today, 
perhaps one hell note extra was sufficient and would make this god happy, and then tomorrow a missing note 
would enable him to bring down the wrath of hell on us.   Also to have a desk perfectly made for this god in 
Argentina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due to the laxity of the society. There was a culture of taking matter lightly; 
precision was not a way of life here. 

Father analyzed the situation and he recalled that Sister Chau’s parents had just bought a new 
supermarket when we settled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in 1974. We were invited to visit and saw that they 
were conducting business very well. In a couple years time, they had acquired another market which was two 
times the size of the first one. Due to our close family ties, we bought them a present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ir store. Friday was chosen to be the date of the opening. We checked this date with the 
golden Chinese calendar, which was sent to us each year by our relatives in Taiwan.  To our concern and 
anxiety, the chosen Friday was the unluckiest day. However, this did not bother Sister Chau’s parents. Two 
years later, they opened another market, even bigger, close to 10,000 sq.m.  Again, the date for the grand 
opening was on a Friday. Their logic was business would be better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end. We 
verified this chosen Friday with the calendar, and again it indicated that the day was just about the least lucky 
they could choose. However, the almighty Lord continued to bless them, by giving them a successful 
business.  

Father had not given these happenings a lot of thought before, he simply figured that the “ God “ sister 
Chau and her family worshipped must be a very powerful one who would neither be bothered by any sharp 
objects nor be concerned with things like omens and lucky or unlucky days. At the same time, father had 
already begun reading the bible I had given him. This enabled him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real God, Jesus. 
He began to understand that things like faith, devotion, repentance, and salvation were what really mattered. 

The profit we gained from the sale of the old building earlier in the year allowed us to acquire another 
one for our new home. In October 1979 when we moved to this new home, father told mother that from now 
on we would worship sister Chau’s God, Jesus Christ. Mother agreed with no objection. Brother and sister in 
law would follow in our footsteps in due course. 

In addition, the profit from the sale of the old building was sufficient for us to realize our earlier plan of 
opening a supermarket. We renovated the other side of the building for this. After a few months of work, this 
store was ready for its grand opening. The date was decided to be Friday, April 15th. We determined this date 
without the consultation of the golden Chinese calendar. We knew that with God by our side, everyday was 
beautiful. 

In June 1980, my brother’s youngest daughter had to receive the third of a series of three vaccinations. 
A few days before the scheduled appointment, she was sick and had a high fever. The doctor gave her some 
medication and reminded us that the child must receive this last vaccination punctually, otherwise the whole 
process would have to be redone.  My niece’s high fever persisted and there were only three days left for the 
appointment. I offered my sister in law the following advice: “ Why don’t you pray to our Lord for your 
daughter’s speedy recovery? ” She said that if her daughter was fine for the third vaccination, she would 
attend this week’s Sunday Service.       

It was a promise that moved me so much since I knew my Lord would respond to her remarks. A 
miracle happened on the next day, my niece’s high fever had gone. We suspected that this might onl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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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ry so we waited until the last minute for the vaccination. Thank God there was no side effects for her. 
Because of this happening, brother and sister in law started going to church, and so five of us became 
believers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From what happened to my family in these past years, I had learned that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task to 
persuade someone to be the follower of Jesus Christ. Instead it is all up to our Lord to pave the path. 

FATHER EXPERIENCED GOD’S LOVE 

Prior to these events, in 1977, father made a trip to Brazil. Did not know what had happened to him, one 
day he called and told us of his decision to become a vegetarian. His reason was that he felt his fate was bad 
and being a vegetarian would help him to reach a higher moral level. This would, in turn, bring us to a better 
life. Mother was very worried. She recalled that father had come from a poor family, but with a lot of hard 
work, life had, in his middle age become better for him. Then because of our immigrating to Argentina, he 
again fell into a poor financial predicament. At the end of 1979 when we settled in the new house, father had 
lost about 10 kg. We were worried that perhaps he had cancer. I told him to pray to Jesus for better health. 
GOD responded to father’s prayer.  

Father had a dream in which he saw himself kneeling before a man who looked like Jesus Christ who 
was holding a plate of meat in front of him. Father tried to raise his head to see who this man really was. He 
could only raise his head to the height where he could see the man’s knee. It was at that moment he woke up. 
Father told mother that he would want to become a meat eater again. Mother teased him that he had become a 
vegetarian for such a long time that he had a desire of eating meat again.  Father was embarrassed. He knew 
in his heart that God had touched his soul but he was unable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After a period of time, he 
had the same dream twice. Finally, mother told him that if he wanted to become a meat eater again, it would 
be solely his responsibility to prepare the meat himself. She did not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his constantly 
changing world. Then, one day at lunch time, an electrician who helped us to do the renovation work, gave 
father a piece of meat to eat. He did not refuse and from then on, father started having meat again. Gradually, 
his health improved. One day, however, he was sick again. Father had developed a problem in urinating. 
Against seeing a doctor, he prayed to God for healing. Nothing had happened until sometimes later he 
realized that he had to go to see a doctor. The day before seeing a doctor, he prayed and told God if He did 
not heal him, he would go. That night, father had a dream. It was about his lying on the operating table; a 
hand was moving up and down three ti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 voice clearly said that there was no need 
for an operation. He then woke up and had a strong urge to urinate. This time he urinated without any 
problem. Apparently father was healed. He had twice experienced God’s care and his faith in the Lord 
became stronger. Since then he was serious study Bible. 

OUR WHOLE FAMILY WAS BAPTIZED 

At that time we did not have any pastors in our church and so whoever wanted to be baptized had to 
wait for one to come. During the communion in one of the Sunday Services at the end of 1981, I had a strong 
sense of sorrow because my belief was that without being baptized, my relationship with Gold was not a 
formal one. I prayed and begged God for this day to come soon. God responded through the announcement 
made by sister Chau in the next week’s Sunday Service. There would be a baptizing ceremony on 17th 
January 1982, during the summer camp. We were extremely grateful and signed up for this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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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our excitement turned into uncertainty once we learned that the baptizing ceremony was performed 
only by the chairman of the deacon committee and not by an ordained minister. Would God count this 
because we were not baptized by a pastor? My father prayed and asked God for His confirmation, that this 
baptizing ceremony would be recognized by Him. In which case, please give us a sunny day. In my father’s 
lingering pagan ways, a rainy day would, of course, indicate God’s disapproval. The next day, five of us were 
being baptized under a beautiful day.  

This became a historic chapter for our church because rarely was a 65 years old Hakka Chinese 
baptized. We Hakka Chinese was famous for our stubbornness to becoming Christians. It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because of our deep root of worshipping multi-gods and goddess. However, for believers, our 
experience had told us that with God, nothing is impossible. 

DESTROYING IDOL 

After settling in our new home in late 1979, father wrapped up all the pagan statues and placed them on 
a shelf. When the day came for father to return to Taiwan, he would carry all the statues back to wherever 
they belonged. However through the testimonies b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Lord Jesus sent father a 
message that all idols must be destroyed. In 1981, Reverend Tse came to Argentina and stayed for a few 
months. Father had an opportunity to talk to him. The topic was about our statues. The Reverend stressed that 
all statues must be destroyed. He knew father was hesitating because there might be ill consequences. 
Reverend Tse told father that he should not be worry since Jesus and him would bear all the consequences. 
Father agreed and so on the birthday of Reverend Tse, he came to our house and destroyed all the statues, 
paintings and even the desk and tables. This was a big event for our church because something like this had 
never happened before. The Reverend Tse also mentioned that all pictures must be destroyed as well.  

When we immigrated to Argentina, Grandfather did not allow us to bring our ancestor’s statues along. 
His reason was that when one day we became followers of Jesus, we would worship our ancestors no more. 
So father made duplicates of the pictures of his grandparents from his side and from his mother’s side, as 
well as my mother’s grandparents from both sides, and took them with him to Buenos Aires. Every Ching-
Ming Festival, he would take the pictures out for worshipping. Now father had determined to take everything 
out and destroy them.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not necessary to destroy the statues as long as we stop worshipping them. 
However, it has been stated clearly in the Bible that all statues of the idols must be destroyed. Otherwise, we 
have left a foothold for demons and our path to God is obstructed. We must be obedient.  

In a family where only one member is the Jesus’ follower, then he needs to destroy his own statues. 
This is because a person can only ask the Lord for the forgiveness of his personal sins. Back at that time, 
thirty some odd years ago, I thought that idol was meant as only something tangible, something physical, like 
a statue. However, at some point, later in lives, God made me realize that idols could also be intangible, such 
as improper thoughts and beliefs, and that these must be destroyed as well. 

GOD’S TEACHING --- REST ON THE SEVENTH DAY 

Before the opening of our market, I discussed with my parents that, as Christians, we should follow 
what Christians do, keep the Sabbaths and be closed on Sunday, reserving that day as a day of pray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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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tion to God, which of course, included attending church. 

By the third week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store, most customers requested us to open half a day on 
Sunday and we followed suit. This of course did not allow us to go to the church. We operated the store with 
these opening hours for the next three weeks and realized that the revenue for being open for a half day on 
Sunday was only about 25% more. We were asking ourselves, was it worthwhile to open the store for 
business when we had to miss the Sunday Service? Not only that, Sunday afternoon would not even be able 
for us to go to the park for relaxation? One Saturday, mother suggested that we would close the next day, but 
without putting up any notice to the customers. She prayed to God for a mercy that would give us a weekend 
(Saturday) revenue of two million pesos. Her calculation was that we had a daily revenue of about 800,000 
pesos while on Saturday we made 1, 2000,000 pesos, and half a day of Sunday sale was also 800,000 pesos. 
That weekend we decided not to open on Sunday. As it happened, GOD gave us a single day, Saturday, 
revenue of two millions and ten  

On the next day morning, my brother and I went to attend a memorial service for a church member’s 
mother. Since brother and sister in law would not go to the church, so I only made a verbal appointment with 
sister in law that once the service was over, I would meet her in the rose garden and then we would go to the 
hairdresser together. Therefore, after the service, brother headed home and I went straight to the garden. It 
was a chilly day. I waited for long time and sister in law did not show up. Eventually, I gave up and went 
home. Surprisingly, I saw every member of the family was taking an afternoon nap. Mother awoke and told 
me that customers rang the bell at ni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asking the reason for the store closure. Since 
there was a long queue and to satisfy the customers, they opened the store unwillingly. I felt very upset with 
this happening and at the same moment became ill because I was waiting for sister in law in the chill weather. 
As it happened, business was extremely well and without my presence, they were operating the store in a 
chaotic way. It was because I was the only one who knew all the pric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I 
had to sleep in the living room so that would be easier for them to come to me for the prices. 

A few days later, on Thursday, I woke up with a dream fresh in my mind. There was a Bible placed in 
front of me. It was opened on the page of chapter 34 of Jeremiah. Without any hesitation, I looked this up in 
my Bible. Jews had broken their promise made with God, so they were punished by being exiled to 
everywhere. It was a reminder to us and so I told moth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was the only one being sick, 
the whole family was affected as my illness and its management became a burden to all. It was a kind of 
punishment from Lord. Mother repented and from then on, we respected Sabbath and did not open on every 
single Sunday. Instead, we would rest and worship God, and experience His love and mercy. 

Resting on the seventh day was one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that the Israelites had to keep in the old 
days. When Jesus came, he was crucified and resurrecte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Therefore, Christians 
will rest on Sunday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It is a blessing as well as a teaching from God. 
Many think otherwise; not to work on Sunday means a loss for a lot of things.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m not going to church. These people have missed the opportunity of being saved by Jesus. Some go to the 
church and become Jesus’ followers but they do not commit; they have all kinds of excuses for not serving 
and not attending the Sunday Services. They still do things as they wish.  My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is 
that God’s blessings come with condition. Resting on Sunday, as I experienced was a gracious gift Lord 
gives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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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編者者語語  

親愛的弟兄姐妹朋友們，《滿恩》第五期和大家見面了，作爲滿恩堂十五週年堂慶特刊，我們

在這期《滿恩》中特別徵集了眾多兄弟姐妹的感言或見證分享。每一篇都是真實美好的見證，也希

望每一篇都能對人有益，蒙神悅納。這裡特別感謝這些兄弟姐妹們對《滿恩》的支持，也期望更多

的兄弟姐妹參與這項事工，將你所經歷、所讀、所見、所知、所感告訴我們，與人分享。請將您的

分享發到《滿恩》專用信箱（manensscac@gmail.com)，或直接交給我們。謝謝大家。 

甘志聰牧師在他的分享文章《稱謝神》中說：“滿恩堂十五週年特別有感，原本想寫一篇《滿

恩篇》……。但這《滿恩篇》應該是我們一齊來寫，……。”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意，有必

要在此倡議並鼓勵大家一起來寫這《滿恩篇》，也願意借《滿恩》這個平臺，將《滿恩篇》和大家

一起分享，一起感謝、讚美我們的神。您的《滿恩篇》可以參照《詩篇》一百三十六篇的格式，也

可以用其它格式，或自己的方式來寫，只要將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爲見證出來，將我們對神的感謝和

讚美表達出來，將一切榮耀歸給那創造万有，也掌管万有的唯一真神。也許，將來我們可以把所有

的《滿恩篇》積累成冊、成書，成爲榮神益人的福音資料。期待大家的積極回應。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滿恩》將會繼續以季刊的方式定期和大家見面。我們曾在《滿恩》第一

期的編者語中說過，“希望《满恩》可以成为一个信息传递的平台，一个见证分享的平台；希望它

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接受和理解福音信息，也可以帮助大家生命的成长，可以促进相互的交流，希

望对人都是有益的。”現在我們更加期望，《滿恩》不僅在滿恩堂的範圍内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也

能在更廣的範圍内成就這些希望。從這項事工的開始到現在，我們都有神的帶領和幫助，相信神一

定會繼續帶領我們，祝福《滿恩》，使《滿恩》成爲神用來傳遞祂的福音的管道之一。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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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建造 

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

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以弗所書 2 :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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