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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讀聖經（四） 

按次序讀 
甘志聰牧師 

本專欄命名為「唯讀聖經」，是要強調「讀」《聖經》。

那麼怎樣去讀，或者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該怎樣去讀呢？這裡

我想說的是，每段經文都要按次序讀。有些經文表面看可能是

沒有甚麼次序（箴言？雅各書？），那我們就要找出為甚麼

「沒有甚麼次序」。我們相信聖經的作者（編者）必有一個設

計，一本書不可能完全沒有甚麼次序。很多時候一段經文的開

始就已經引出重要的解讀原則或資訊重點，要留心讀開頭的一

兩節。也要留意「一段」，也可能是幾節、一章、幾章、或全

卷書。 

在《聖經》創世記廿二章中，神吩咐亞伯拉罕獻以撒。

請留意第一節，作者（編者）已經很清楚地告訴讀者這件事的

起因，乃是「神要試驗亞伯拉罕」。接著的經文就是要回答七

個「何」：何人試驗何人？試驗何事？何時試驗？何處試驗？

何為試驗？為何試驗？如何試驗（包括試驗的經過如何和試驗

的結果如何）？試驗不是試探。試探是嘗試用一個方法引誘人

犯罪；這裡若是試探，就是神用吩咐亞伯拉罕獻以撒一事去引

誘他對神悖逆。試驗乃是要用一個方法去驗證人心；這裡若是

試驗，就是神用吩咐亞伯拉罕獻以撒一事去驗證他對神順服。

第二節立刻講述神如何試驗亞伯拉罕，「你帶著你的兒子，就

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

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試想，如果神這樣對我們說，

我們會怎樣回應呢？搞錯了？無理由？很痛苦？睡不著？再等

等？再禱告？搞清楚？問原因？找後門？找牧師？等等。經文

沒有這些疑惑，即是不一定有，但當然亦不一定沒有。那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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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讀聖經（四） 
 

從經文看，但先不要肯定他有疑惑與否。下文有亞伯拉罕說過

的話和做過的事。 

請看看亞伯拉罕說了甚麼：“我在這裡”（創 22:2）、

“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裡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

這裡來”（創 22:5）、“我兒，我在這裡”（創 22:7）、“我

兒，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創 22:8）、“我在這裡”

（創 22:11）；再請看看亞伯拉罕做了甚麼：清早起來、備上

驢、帶著兩個僕人和他兒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創 22:3）、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兒子

以撒身上、自己手裡拿著火與刀（創 22:6）、在那裡築壇、把

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創 22:9）、就伸

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創 22:10）、就取了那隻公羊來、獻

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創 22:13）。神怎樣吩咐，亞伯拉罕就

立刻做，而且是清早起來就去做；亞伯拉罕說了三次「我在這

裡」。這些都說明試驗非常成功，沒有以上所提的疑惑。如果

我們說亞伯拉罕雖然經過了人的這些回應，他仍然對神有信心，

將以撒獻上，我們就犯了「把前設讀進去」的錯誤。神說了，

他就做了。最後神的結語是：「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8）。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獻以撒，不是用來證明他有信心，

因為早在創世記十五章六節已經記載「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

華就以此為他的義」；乃是要從他的順服驗證出他的信心有多

大。若果我們跳讀了「神要試驗亞伯拉罕」，我們便很難正確

地理解神的作為。神為何要這樣捉弄亞伯拉罕？玩弄他的感情，

娛樂自己？ 

另一個要按次序讀經的例子是以弗所書五章廿一節至六

章九節。我曾在《滿恩》第四期本專欄（二）中，以“順服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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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讀聖經（四） 

夫等於聽從丈夫嗎？”為題，討論過相關內容。我們再看廿一

節，「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其中的「彼此」是

用來引出以後經文中的：妻子(22 節)和丈夫(25 節)、兒女(1 節)

和父親(4 節)、僕人(5 節)和主人(9 節)，而「順服」是用來引

出以後經文中的：當順服(22 節)、要愛(25 節)、要聽(1 節)、

要考敬(2 節)、不要惹(4 節)、只要養育、要聽(5 節)、不要威

嚇(9 節)。如果不按這個次序，沒有了廿一節的「彼此順服」，

就會只強調妻子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22 節)。 

再舉一個例子。約伯記開始就說到，「烏斯地有一個人，

名叫約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作者好像預

知讀者的錯誤解釋和論證——苦難必然是從罪而來，所以一開

始就先申明，約伯是一個完全正直的人。作者又好像預知讀者

會這樣想——世人都犯了罪，怎會有完全人呢？於是在第八節

直接表明是神說的：我的僕人約伯，「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

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伯 1:8）大災難臨到以後，作

者再重複，「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神為愚

妄。」（伯 1:22）。第二章開始又再一次直接表明神怎樣看約

伯：「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你雖

激動我攻擊他，無故的毀滅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純正」（伯

2:3）。若要正確理解全書，不能把這個引言刪去或忽略作者

的寫作次序。例如，約伯記中的三個朋友沒有這個啟示，所以

要求約伯認罪，我們就更體會約伯的痛苦了。 

所以，讀《聖經》必須要按次序讀，每一節每一句都要

讀。 

當一名科學家在從事自然界的研究時，他其實是在

尋找神在自然界中所立下的定律。 
——摘自甘.雅各《如果沒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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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寶訓之「溫柔的人有福了」 

（太 5：3~11） 

方叔慶傳道 

「溫柔的人」我們很容易立刻聯想到那些走起路來慢調

斯理，說話陰聲細氣、事事忍讓、處處與人無爭，遇到有事情

發生就手足無措的人，這就是溫柔嗎？是耶穌所說的有福之人

嗎？絕對不是，這是懦弱、膽小怕事、退縮。 

希臘文「溫柔」的意思是「溫和」、「謙虛」、「體

諒」、和「有禮」，這意味著自製力的運用。在希臘文字中

「溫柔」原意是指一匹駿悍的野馬經過馴養之後對主人的順服，

主人行牠就行，主人停牠就停。一匹日行千里的野馬，本身的

力量比起人的力量何止大千倍，但牠受到控制馴養後，就能把

野性約束起來，溫柔地馴服主人。所以主耶穌所說的「溫柔的

人有福了」，就是指那些受神支配的人有福了，(因為「溫柔」

原文即是「受管治」之意)一個真正受神支配管治的人必定願

意降服於聖靈的引領，但卻不是一個膽怯懦弱的人，而是一個

順服溫柔的人，再一次鄭重聲明，溫柔絕不等同軟弱，有如馴

服溫柔的野馬，你說牠軟弱無力嗎？ 

舊約先知撒迦利亞在耶穌降生前數百年就預言說(亞 9：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裹！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

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哪一個國家元首、哪一個

君王，當進京的時候，不是威風凜凜，極盡排場的遊行？但萬

王之王、萬主之主進京的時候卻是「謙謙和和」的騎著驢，祂

不配得威榮的排場嗎？祂不能差派天軍天使來顯露一下世人無

可比擬的威勢嗎？不是的，祂是溫柔順服，寧願選擇「當得而

不得、有權利寧放棄」。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正是我們從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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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身上所學習的溫柔榜樣，在我們事奉的心態上，跟隨主的

道路上，有很多東西我們可以得到的，世上很多的虛名與權力

我們可以爭取到的，但我們願意受神的支配、受神的管治，效

法基督的榜樣，溫柔謙和，肯為基督的國度把自已可得的放棄

而不得，為要得從上頭而來的獎賞。 

舊約先知預言基督君王是謙和的騎驢進京，試看新約怎

樣記載耶穌騎驢進城，(太 21：5)「要對錫安的居民說：看哪！

你的王來到你這裹，是溫柔的，又騎著驢，就是騎著驢駒子」，

這裹刻意的提到主耶穌基督是溫柔的是甚麼意思呢？為甚麼聖

經接著來的記載是溫柔的耶穌大大地發怒、潔淨聖殿呢？(太

21：12)「耶穌進了殿，趕出殿裏一切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

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在聖殿裏「趕走」、

「推倒…桌子…凳子」這些舉動和表現與那「溫柔」實在相差

十萬八千里，為何說耶穌是溫柔而又立即記載這些表現呢？親

愛的弟兄姊妹，耶穌說：「溫柔的人有福了」，這溫柔一定不

是外表的而是內在的，是人要培養的一種品格，就如原文的字

義一樣，要像野馬一樣馴服在聖靈的管治底下，改變自已，靠

著神的力量，勝過自已、控制自已，把自已擺上接受神的安排

支配，放棄自已的主權，讓神掌管，你就能夠成為一個真正溫

柔的人，而絕非外表的陰柔、軟弱、怕事、退縮，乃是一個有

力量而順服神的人，這才是耶穌所說的有福之人。 

那麼耶穌為甚麼突然之間發這麼大的脾氣，祂是一個脾

氣暴燥的人嗎？為何祂控制不了自已？請再看多一節聖經就會

明白了(太 21：13)「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

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親愛的弟兄姊妹，耶穌

說「我的殿」應該是一個怎樣的殿？應該是一個禱告的殿，是

一個親近神、敬拜神的地方。但如今被「趕出的」、被「推倒

桌子凳子」的是些甚麼人？是親近神、敬拜神、禱告神的人嗎？

都不是，他們是把神的殿變成為賊窩的人。他們來是另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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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來是要高價售賣獻祭的牲畜和其他的祭品而從中取利，他

們來是要藉兌換奉獻的錢幣而乘機剝削，(因為猶太人不用希

臘和羅馬的錢幣奉獻，要把這種錢換成古代希伯來的錢幣)，

(可附帶想一想，為何聖殿裹的負責人准許他們這樣做？)主耶

穌看見了這一切，是何等的痛心與難過。主耶穌是一個願意受

父神支配的人，願意完全降服的人，在痛心之餘，在把「我的

殿」變成為賊窩的情況下，只是把他們趕出去，推倒他們的桌

子和凳子(即是禁止再讓賊窩情況延續下去)，這還不算是溫柔

嗎？我再說溫柔並不等於軟弱，是帶有能力而順服神、遵行神

旨意的人。 

主耶穌基督在最後的晚餐前(約 13：4~5)「就離席站起來，

脫了衣服，拿一絛手巾束腰。隋後把水倒在盆裹，就洗門徒的

腳，並用自已所束的手巾擦乾」。耶穌自知即將被賣受死，暫

時離開那群門徒，為他們立下一個榜樣，亦是為我們今天立下

一個效法的榜樣。試體會一下耶穌的溫柔、寬衣、倒水、俯身、

洗腳，這就是衪的謙和、溫柔，明知快將被人出賣、冤枉、被

釘死，心中卻沒有怨恨，口中也沒有惡毒的咒罵，甚至為出賣

衪的猶大洗腳時，還是那樣的謙和、溫柔，皆因衪來是要順服

天父的旨意，接受神的支配。(約 13：15)「我給你們作了榜

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這裹示範了要我們彼

此相愛、彼此服侍的榜樣，把啟示了耶穌溫柔、謙和、順服的

榜樣，叫我們照著衪所作的去作。親愛的弟兄姊妹，「溫柔的

人有福了」，主就是要我們操練成為一個「受神管治」、「受

神支配」、「降服聖靈」的人。 

「溫柔的人有福了」，究竟溫柔的人有甚麼福呢？主耶

穌基督應許這樣的人必承受地土，溫柔的人與大片地土有何關

係呢？坦白說有大量的地產將來能帶去天家嗎？因此耶穌所說

的「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一個願意順服

神的人，神所賜給他要他承受的必然不是地上的地土。承受一

 
 

6 



詞乃暗示「在神家中有份」，「地土」意思是指(彼後 3：13)

所說的：「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他，有義居其中」。

「有義居其中的新地」是表示將來的新天新地、永恆的天家、

與神同在的地方，那是我們切切盼望的永遠居所，有義居其中，

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的「新地」與「地土」和「陸地」是用同一

個字。今生的地土，無論有多大，是我們生不帶來、死不帶走

的東西，是會朽壞無價值的東西，人生如客旅，一生有如是過

客，轉眼就如飛而去，所以在永恆的國度裹面有份，比起今生

所擁有的實在重要得多了。 

世人往往盡其一生所有的精力、時間、生命，去換取一

些能朽壞不能永存的束西，卻失去了永恆國度裹永存的福份，

到那日與主無份、與天國無份、在永恆的國度裹完全無立足之

地的時候，有的只是哀哭切齒，神掩面不看之時，那真是後悔

莫及了。 

 

 

 

 

 

 

 

 

 

 

 

基督的福音為我們展示了一幅精彩的畫面：

我們離世之時，將立即到主的面前，那裡不再有

痛苦和憂傷，不再有磨難和眼淚；因為舊事已

過，都變成新的了。我們得以從世上的罪惡感、

罪的懲罰和罪的力量中被拯救出來；當我們榮耀

地越過最後的生命河時，將立時從罪中釋放，得

以成為完美。那該是多麼美妙的一天！凡是認罪

悔改且憑信心接受祂寪救贖主的人，在接下來的

生命裡必會在一個完美的環境中領受一個完美的

軀體，而這一切都是因為耶穌基督才有的，我們

怎能不獻上感恩呢？ 

——摘自甘.雅各《如果沒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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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歸神！平安歸人！ 
林恩泉 

在第一個聖誕節，[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

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

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資訊，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

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

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

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

悅的人](路 2：8-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

的人！當年的天兵和天使是歷史上第一隊報佳音的詩班，他們

唱出新約時代第一首讚美詩，稱為「榮耀頌」。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天使的「榮耀頌」說出神當

得到榮耀，人應該將榮耀歸與神；但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那麼犯了罪，虧缺神的榮耀的

世人，怎樣才能將榮耀歸與神呢？ 

感謝神，人雖然犯罪墮落，辜負了祂；神卻仍然不改變

祂原初的心意；藉著他兒子的救贖，神要把人帶回到他原初計

劃中的地位。神要恢復[神人和好] 的關係，使人可以得到真正

的平安，使神的榮耀藉著他無比的愛與全傋的救恩得到完全的

彰顯。因此，人惟有以神為神，接受神所賜的救恩，以愛回應

神，才能將神當得到的榮耀歸與神。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平安是神藉著耶穌基督

的降生賜給世人一個非常珍貴的禮物。 

「和平」，「平安」，是世人最迫切的需要。人類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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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亞當犯罪以後，就斷絕了與神和好的關係，失去平安，陷

入懼怕中。犯罪後的亞當聽見神在園子裡行走，就在樹林中躲

藏起來。神問他，[你在那裡]？他回答神：[我在園中聽見你的

聲音，我就害怕，我便藏了]。從此懼怕和不安籠罩這個世界，

人心得不到安寧。 

我們稱聖誕節為「平安夜，聖善夜」。聖誕節的資訊正

是報平安的資訊。感謝主，由於聖子耶穌從天上降臨，真正的

平安因此臨到世間，使人可以不必再害怕。 

關於耶穌降生的記載，聖經三次提到：「不要怕」，

「不要怕」，「不要懼怕」！這是神差遣天使安慰人的話。 

天使對馬利亞說：[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你

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路 1：30-31) 

天使對約瑟說：[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

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

名叫耶穌，因祂要親自將祂的百姓從他們的罪裏救出來。](太

1:21) 

天使對牧羊人所說的也是：[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

的資訊，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

主，就是主基督。](路 2：10-11) 

基督就是救主。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主降世，為要拯救我們脫離罪惡；主

降世，是要悅納我們，使我們與神和好。 

因為主耶穌的降生，在地上平安要歸與神所喜悅的人！

神是平安的賜與者，我們是領受者；世人得到神所賜的平安，

乃是因為相信耶穌，接受神藉著他獨生愛子所賜的救恩。救恩

是「救贖的恩典」。恩典是平安之源，平安是恩典之果；我們

乃是先接受神所賜的恩典，然後在這救贖的恩典中得享神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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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與平安。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這句話給我們一個對

「得到平安」最好的詮釋：得到平安就是得到神的喜悅。也就

是說，人得到神喜悅的同時，心裡就得享平安。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

的人！天兵和天使所唱的「榮耀頌」只是短短的兩句話，卻道

出了榮耀的奧秘，說出主耶穌兩方面的職份：主降生，一方面

使神的榮耀得著完全的彰顯，一方面使人得著完全的平安。 

主耶穌是神的兒子，他道成肉身來到世上，是[父懷裡的

獨生子將神表明出來](約 1:18)。耶穌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神本體的真像。在主耶穌身上，天上和地上的通道被打開，

神與人得以和好，叫人重得平安。因為主耶穌，天上與地上再

相連，神與人再相通，短暫的生命與永遠的生命因而相融相合，

神的榮耀被彰顯，在地如在天。而且到有一天，全地都要承認

神是配得榮耀、尊貴、和讚美；萬邦萬民都要同聲回應昔日天

使天兵歌聲，齊唱天上寶座前「榮耀頌」，齊頌主恩，同榮主

名！ 

因為主耶穌的降生，神要得到完全的榮耀，人要得到完

全的平安！感謝讚美主！ 

當年夜半，天際傳來榮耀遠古歌聲。 

天使屈膝臨近塵寰，歡然手撥金琴。 

「地上平安人類蒙恩，來自榮耀君王，」 

當夜大地肅然靜候，齊聽天使歌聲。 

 
 

 

人們不會因為接受無神論而使生命變得更好，但

卻有許多人因基督的福音而大有改變。 
——摘自甘.雅各《如果沒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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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向牧人報佳音(路 2：8-14) 

陳終道 

我看在聖經中關於耶穌降生的記載，這一段可說是一幅

最美麗的圖畫了。中文有一首聖誕詩，還加上了「一輪明月，

數點寒星」這兩句，那就是更美麗的景色了。聖經叫人受感動

的地方，就是它用的是記敘性體裁，不是文藝性的描寫，但所

記錄下來的故事，卻像文藝作品那般美麗。如果寫文藝小說，

不免會用很多誇張的話。我年青時曾學寫這類文章，後來覺得

十分肉麻。如果寫敘述性文章，有時又流於平鋪直敘，沒有甚

麼吸引力。但聖經並非如此，它描寫耶穌基督降生的那個晚上，

天使怎樣向牧羊人報告耶穌降生的消息，我們只要稍為仔細思

想這段經文，腦海中就會呈現一幅在一個安靜的晚上，有一隊

天兵在唱歌的圖畫。天使向牧羊人報消息，其是一幅最美麗的

圖畫。 

一、天使向甚麼人報告耶穌降生? 

向曠野的牧羊人報告。中國人如果生了男孩子，馬上向

家長報告。皇帝生了太子，就那更加隆重了。天使向誰報告耶

穌基督降生的消息呢? 很奇怪!竟向曠野的牧羊人。一個孩子

生下來，當然要向關係最密切的人報告，比如向那母親說:

「妳生了一個兒子了!」但那些牧羊人跟耶穌基督降生有何關

係? 曠野牧羊人是最窮苦的人，但在天使看來，耶穌基督的降

生與這些人大有關係。天使必然會揀選一些適當的人向他們報

告消息。如果你得到一個好消息，不揀選對象，見人就講的話，

雖然講得精采，對方未必感興趣聽。天使不會無目的地隨便向

一群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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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讀聖經的人可能輕忽基督降生過於祂受死。因為四福音

記載耶穌基督降生的篇幅不太多，遠不如記載祂受死的篇幅。

但先知書和新約書信裡面，都對耶穌基督的降生非常重視。以

賽亞書講到耶穌基督的降生說:「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

一子賜給我們」，這話很清楚指明嬰孩是耶穌基督，因「祂的

名稱為奇妙、策士」，這名字只有耶穌基督纔配得上。祂是永

在的父、和平的君、祂的國是無窮盡的。世上那有無窮盡的國? 

所以關於耶穌基督的降生，先知的預言是非常清楚的。書信裡

關於基督是神的兒子道成肉身這一事，也是非常重視。我們既

然是血肉之體，耶穌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主，必須同樣取了血

肉之體，來為我們受死。所以祂的降生與祂的受死根本無法分

割。其實基督的救恩裡面，祂的降生、祂活在世上、祂的受死、

祂的復活、祂的再來，是救恩的全部，沒有任何一部份是次要

的。 

當天使向牧羊人報告時，我們看看那些牧羊人與耶路撒

冷的人有何分別。我們知道天使向牧人報告後，他們很歡喜，

去找到耶穌基督。新約馬太福音第二章講到博士來到耶路撤冷

找尋耶穌的時候，希律王跟耶路撤冷的人都心裡不安，恐怕有

甚麼事要發生。所以這兩群人大不相同。最先聽見耶穌降生的

是牧羊人，他們因這消息滿心歡喜, 後者則因而不安! 

二、為甚麼要由天使報告? 

在基督的一生，包括祂的降生、受死、在世上的工作中，

天使在預備耶穌基督降生這一段，做了最多的工作。耶穌在世

上工作時，聖經只有兩處記載天使為祂做工: 一次是耶穌受魔

鬼試探後，天使服事祂; 另一次在客西馬尼園祈禱時，天使加

添祂的力量。但在耶穌降生的時候，天使做了許多工夫，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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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施洗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顯現，然後分別向馬利亞、約瑟報告，

教他們逃往埃及，又指示他們回來。此外又引導幾個博士來尋

找耶穌。 

他們向牧羊人報告消息的時候，不單一個天使，而且是

一大隊天兵，用這方式來報告祂降生，也表示這消息的重要性。

聖經中遇到特別重要的事情，纔出動天使親自行神蹟。使徒行

傳最大的神蹟是天使救彼得出監，其他神蹟不是天使直接做的。

但在此直接由天使報告，我們不知道這天使是否就是第一章向

馬利亞顯現的天使長加百列，還有另一位天使長，他的名字叫

米迦勒。其他如基路伯、撒拉弗等並不是天使的名字，而是天

使的等級。基督降生由天使長加伯列親自報告，向馬利亞和約

瑟作工。所以基督的降生，在神那方面看來，是非常重要的事。

祂差派來報消息的，應是兩位天使長之一。 

三、怎樣報告消息? 

經文記載牧羊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

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下麵提的天使是單數的

「那天使」，最後纔提到「一大隊天兵」。那麼「主的使者站

在他們旁邊」這話，到底這「他們」是那一邊的他們? 主的榮

光四面照著他們又是怎樣照法呢? 可見天使向牧羊人顯現時，

除了一個帶領天兵的天使之外，還有一隊天兵圍繞耆那一群牧

羊人。這些牧羊人沒有心理準備，忽然看見這麼多天使，難怪

會懼怕了! 天使馬上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

信息。」感謝主，耶穌基督的降生是一個大喜的資訊，因為這

資訊「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關乎萬民的資訊卻是先向牧羊人報告，要他們聽到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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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息後，將這消息傳出去。下文知道這些牧羊人果然把消息傳開

了。我們看見天使相當尊重那些牧羊人，向他們報告消息的時

候，牧羊人最先是懼怕，後來就很歡喜了，因為天使把他們的

懼怕消除。當那大喜信息報告完了之後，牧羊人或許還是驚魂

未定，但天使再為他們作一件事，他們就真的平安了! 天使與

一大隊天兵唱詩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與神，在地上

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天使的歌聲使他們的懼怕消除，轉

為歡喜。天使天兵唱完詩就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說:「我們

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他們真的找到了耶穌基督，並

且將他們所看見的傳開。他們是第一批將主降生的消傳開的人。

神所使用的人，不一定是最尊貴的人，而是渴慕主真道，謙卑

聽主話的人。我們感謝主，牧羊人將這資訊報告出去。 

天使報告給牧羊人的消息裡面，其中特別提到「在大衛

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為甚麼提「大衛的城」呢? 因為

耶穌基督的降生是要繼承大衛的寶座，神曾應許大衛的寶座直

到永遠，實際上大衛的寶座沒有到永遠。舊約的歷史被聖經選

記下來，是要表明一些屬靈的事實，不是在乎歷史的本身。因

為聖經明說「大衛的寶座直到永遠」，但事實上大衛的王位到

他孫子羅波安已經分國了，而且北方的以色列有十個支派，南

方猶大只有兩個支派。最後猶大亡國，被擄到巴比倫。但聖經

的話實際意義是指耶穌基督，祂是坐大衛寶座的，祂的國度直

到永遠。有關基督降生的經文，常提到祂是王，不單是救主。

以賽亞書九章說: 「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的國度直到

永遠」; 天使向馬利亞報告時說: 「你要懷孕生子‥‥祂要稱

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祂祖大衛的位給祂。‥‥祂的國

也沒有窮盡。」博士來朝拜耶穌時，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

之王的在那裡?」所以耶穌基督的降生，要作救主和萬王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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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件事是不分開的。祂怎樣作永遠國度的王呢?憑祂的救贖。

世上的人一直都想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中國的三民主義，天

下為公，也是一個和平的理論。人自古以來都希望建立世界性

的平安國度，但不成功，因為人是家、國的單位，人被罪惡敗

壞了，不能建立真正的平安國度。人在未掌握到權柄時，有很

多的理想與承諾; 一旦大權在握，就未必會照著所承諾的兌現。

假如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只會表示無可奈何，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 

讀者文摘有一篇文章，大意講到美國總統克林頓最大的

麻煩，就是讓人感覺到他所承諾的事，自己很快便推翻了! 他

是很聰明很能幹的人，但最失敗的是他的選民越來越不相信他，

因為人性本是如此。這世界將如何演變? 沒有人知道，因為人

本性就是善變的，只有耶穌基督永不改變，也只有基督所建立

的永遠的國度，纔是平安的國度。耶穌基督怎樣建立祂的國度? 

祂先作我們的救主，後作我們的君王。先要改變我這個人，把

神的善良生命給了我們，然後祂在我們生命中作我們的主，這

地上纔有太平。  

許多人說世界不好是因為環境不好，人作惡也是因為環境的感

染。年青人學壞因為朋友都是壞的，不學壞就是落伍，被人譏

笑。人本來是善的，變壞是環境使然。到底環境是甚麼? 環境

是社會單位──人所構成，若人性本善，怎會產生第一個惡的

環境? 若人性本善，第一個家庭，與及延續形成的第一個小的

社會也是良善的，何以會有不好的環境出現呢? 所以有人說，

如果人性本善的話，員警也無事可作，要等教育家來教人學壞，

纔能派上用場了! 耶穌來不單是教人做好，祂救我們脫離罪。

祂先作我們的救主，然後作我們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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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今天我們怎樣慶祝耶穌基督的降生呢? 有沒有虛心的傳福

音? 有沒有接受祂作我們的救主? 有兩個窮人談論當地一大富

翁大排筵席做生日，講到那豪華的盛況，好像身歷其境一樣。

原來這兩個人只是道聽塗說，根本沒有赴筵席，因為他們與富

翁攀不上關係。耶穌基督的降生是萬人的喜信，沒有甚麼好消

息是關乎萬民的。英國王子大婚跟我有甚麼關係? 我不會感到

怎樣開心，因為那不是所有人的好消息。但是有一個好消息是

關乎萬民的，就是耶穌基督。所以這消息也應該是你的好消息。 

牧羊人聽見天使唱歌，今日信耶穌的人，有一天我們要

在天上唱。啟示錄說在寶座前的玻璃海上，得勝者在那裡唱歌，

那時天使要和唱「阿們」。牧羊人有福，聽見天使唱歌，但接

受救恩的人更有福，作一個得勝者更有福，有一日我們在神寶

座前唱歌。願我們每一人在榮耀寶座前的歌聲，在今日的人生

裡面，就可以開始唱。今日的歌聲或許不動聽，但在許多的苦

難中得勝，在心靈中就有有無聲的歌唱。到了天上，就是真正

的歌唱了! 讓基督降生的快樂成為我們心靈中的快樂。 

我們感謝神，祂會將屬靈的福份給那些最需要的人。雖

然牧羊人沒有金錢地位，不是官府或祭司長，但他們是願意聽

到天使所報佳音的人。所以這消息首先向牧羊人報告。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必須和表面上的基督教信仰加

以區分；有些人自稱是「基督徒」，但是他們生活的

準則和來自拿撒勒的夫子所教導的背道而馳。當我們

將名義上的信仰和實質上的信仰加以區分時，就會發

現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對這個世界絕對是正面的祝福。 
——摘自甘.雅各《如果沒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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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 

詩歌《主內手牽手》見證 
王葒 

在小鎮上開店已三年有餘，我和先生常會利用或長或短

的閒置時間讀經、看報、聽廣播或料理一些家務。由於不能參

加教會十五周年堂慶活動，心裡有些遺憾和糾結。常常會想起

數年來在教會與弟兄姊妹和睦相處，共同成長的經歷。 

十月上旬的一個下午，我在站店，先生外出補貨。突然，

腦海中閃現出一個主題《主內手牽手》，隨即三段主歌和副歌

的歌詞如泉湧般地出現在腦海中，我在驚奇之餘，迅速記錄了

下來。奇妙的是，隨後我就能唱出這首詩歌的旋律，而更奇妙

的是，之後唱了幾遍，甚至有顧客購物打斷的情況下，旋律也

不變。我不敢相信自己有這樣的能力，怕過後忘記，特意找來

答錄機錄下了一整段。但時至今日，一次都沒聽過。 

雖然我比較喜歡唱歌，但即便要唱熟一首新歌，至少要

反復聽學數遍，何況我既不識五線譜也不識簡譜。傍晚，當先

生回來聽了我的講述和我唱的這首詩歌，他也驚呆了，說：

“結婚近三十年了，我還真不知道你能寫詩歌呢！”。 

之後的那些日子裡，我不得不一邊唱一邊用家裡的電子

琴找出相對的音符，先生用他有限的樂理知識幫助我寫下了初

稿。感謝教會的高楊韻瑛和滕林波兩位姊妹幫助核對，特別是

在中國的老母親，邊聽我在電話中唱，邊幫我核對曲譜。我深

知，更要稱謝的是我的上帝，我的主。此時，我心中迴響起：

“有你，我生命不一樣……” 

這次神奇的經歷，是主所賜滿滿的恩典，我才得到了這

原本沒有的能力。願這首詩歌傳遞神的奇妙大能，彰顯神的榮

耀！阿門！ 

17 



 

 
 

18 



靈修日記 
 

2013/11/9 星期六  陰    李楊月薇 

感謝神！你的話語是我的磐石，指引我走人生的路。 

聽了你的話而去行的人，就好比一個人將房屋建造在磐

石上，雨淋、水沖、風吹也不怕。主，願你的話常在我心裡，

成為我做事的方向。主耶穌說：人饑餓、人乾渴是因為人不聽

神的話。主耶穌是生命的糧，是生命的水，到主面前的人，就

永遠不餓，永遠不渴。主教導我們聽他的話並活出來，行他的

真理。讓我靠之得自由、得能力、得見證   、得榮耀之名。  

主，願你的愛常存在我心中，並成為力量。我信主耶穌

是我的救主，我盼望他再來的日子，他的愛是我心中的力量！       

奉主名求！  阿門！ 

2013/11/10   星期日  雨    李楊月薇 

感謝主每天的供應和安排，在主裡都是蒙福的人。詩篇

119 篇，作者用希臘文 22 個字母，每個字母寫 8 節的經文，

共寫成了 176 節的經文。每段都是在教導、提醒神的子民要

遵守耶和華的律例和典章。神的話是帶有能力和安慰的。他的

話語充滿我的靈，管理我的心，引導我的口。“每天早晨都是

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神愛我們到底，是否每一個人都知道和相信呢？我願意

去經歷神的愛，每天都是新的。我是什麼呢？為何不能完全信

靠全知全能全愛的神呢？在醫院的工作裡，感謝神給我有忍耐、

卑謙和愛心去照顧我的病人，我的生命是神鑄造的，我心裡有

感恩和平安。我能好好的服侍病人，使他們心裡有平靜、留院

接受治療是最好的。     

天父！求你繼續幫助每一位信徒在你裡面的學習。 

奉主名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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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日記 
 

2013/11/24   星期日     陰/冷    李楊月薇 

感謝主！今天是主日，我要好好準備到你的殿中敬拜。 

每星期有一天讓信徒集體的禱告、唱詩、讀經和聽道，

其間不斷讓我知道神愛我，主耶穌救贖了我，聖靈引導、安慰

扶持我。我便懷著感恩的心，在主面前獻上自己，獻上感恩的

讚美。在加拉太書 4 章 4 節，主耶穌在神所定的日子降生在

地上，他的降臨，目的是把本在律法以下的人救贖出來，叫一

切信他的人成為自由的人。因主耶穌的靈活在信徒的心中，神

就接納他們為自己的兒子，可稱神為阿爸父。 

感謝主耶穌親身降世成為人的樣式，充充滿滿的有恩典

有真理。神愛世人，願人人悔改，返回他的慈愛和恩典中。求

主給我能力可以用愛說話，用行動把神的愛傳遞給周圍的人。

世人都有很多掛慮、愁苦、勞煩，如羊走迷。主耶穌說：“我

是好牧人。”主能帶領他的羊到可安歇的水邊。我們在世只是

客旅和寄居的，主要為我們預備住處，他會再來，接我們到他

的國裡！ 

奉主名求！  阿門！ 

 

 

 

 

 

 

 

 

親愛的朋友，祂愛你是如此之深，甚至願意為

你上十字架；祂親身擔當你的罪，扛起你應受的懲

罰。祂全然地付出代價，並賜給你「饒恕」的恩

典。凡是信靠祂的人，因著祂白白所賜的救恩，就

必得到豐盛、永恆的生命。當你不再自恃自己的良

善，而將希望放在基督和祂的救贖工作上，你當今

就可以明白祂天堂裡的福分。因著祂的降臨，你的

生命將大不相同。 
——摘自甘.雅各《如果沒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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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    《路得記》    連載 

第一章：拿俄米與路得 

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飢荒。在猶大伯利恆，有

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這人名叫以利米

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兩個兒子，一個名叫瑪倫，一個名

叫基連，都是猶大伯利恆的以法他人。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

在那裡。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婦人和她兩個

兒子。這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為妻，一個名叫俄珥巴，一個

名叫路得，在那裡住了約有十年。瑪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剩

下拿俄米，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 

她就與兩個兒婦起身，要從摩押地歸回。因為她在摩押

地，聽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於是她和兩

個兒婦起行離開所住的地方，要回猶大地去。拿俄米對兩個兒

婦說：“你們各人回娘家去吧！願耶和華恩待你們，像你們恩

待已死的人與我一樣。願耶和華使你們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

於是，拿俄米與她們親嘴。她們就放聲而哭，說：“不然，我

們必與你一同回你本國去。”拿俄米說：“我女兒們哪，回去

吧！為何要跟我去呢？我還能生子作你們的丈夫嗎？我女兒們

哪，回去吧！我年紀老邁，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說，我還有指

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們豈能等著他們長大呢？你們豈

能等著他們不嫁別人呢？我女兒們哪，不要這樣！我為你們的

緣故甚是愁苦，因為耶和華伸手攻擊我。兩個兒婦又放聲而哭，

俄珥巴與婆婆親嘴而別，只是路得捨不得拿俄米。 

拿俄米說：“看哪，你嫂子已經回她本國和她所拜的神

那裡去了，你也跟著你嫂子回去吧！”路得說：“不要催我回

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我也往哪裡去；你在哪裡住宿，我

也在哪裡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

哪裡死，我也在哪裡死，也葬在那裡。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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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    《路得記》      連載 
 

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 ”拿俄米見路得定意要跟隨

自己去，就不再勸她了。 

於是二人同行，來到伯利恆。她們到了伯利恆，合城的

人就都驚訝。婦女們說：“這是拿俄米嗎？”拿俄米對他們說：

“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瑪拉（瑪拉就

是苦的意思），因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滿滿地出去，耶

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耶和華降禍與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

是這樣，你們為何還叫我拿俄米呢？” 

拿俄米和她兒婦摩押女子路得，從摩押地回來到伯利恆，

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 

第二章：路得遇波阿斯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中，有一個人名叫波阿斯，

是個大財主。摩押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說：“容我往田間去，我

蒙誰的恩，就在誰的身後拾取麥穗。”拿俄米說：“女兒阿，

你只管去。”路得就去了，來到田間，在收割的人身後拾取麥

穗。她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塊田裡。波阿斯

正從伯利恆來，對收割的人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他

們回答說：“願耶和華賜福與你！”波阿斯問監管收割的僕人

說：“那是誰家的女子。”監管收割的僕人回答說：“是那摩

押女子，跟隨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的。她說：‘請你容我跟著

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麥穗。’她從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

屋子裡坐一會兒，常在這裡。” 

波阿斯對路得說：“女兒阿，聽我說，不要往別人田裡

拾取麥穗，也不要離開這裡，要常與我使女們在一處。我的僕

人在那塊田收割，你就跟著他們去。我已經吩咐僕人不可欺負

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裡喝僕人打來的水。”路得就

俯伏在地叩拜，對他說：“我既是外邦人，怎麼蒙你的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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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    《路得記》      連載 
 

樣顧卹我呢？”波阿斯回答說：“自從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

婆所行的，並你離開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認識的民中，這些事

人全都告訴我了。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

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的賞賜。”路得說：“我主

阿，願在你眼前蒙恩！我雖然不及你的一個使女，你還用慈愛

的話安慰我的心。” 

到了吃飯的時候，波阿斯對路得說：“你到這裡來吃餅，

將餅蘸在醋裡。”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邊坐下，他們把烘了的

穗子遞給她。她吃飽了，還有餘剩的。她起來又拾取麥穗，波

阿斯吩咐僕人說：“她就是在捆中拾取麥穗，也可以容她，不

可羞辱她。並要從捆裡抽出些來，留在地下任她拾取，不可叱

嚇她。” 

這樣，路得在田間拾取麥穗，直到晚上，將所拾取的打

了，約有一伊法大麥。她就把所拾取的帶進城去給婆婆看，又

把她吃飽了所剩的給了婆婆。婆婆問她說：“你今日在哪裡拾

取麥穗，在哪裡做工呢？願那顧卹你的得福。”路得就告訴婆

婆說：“我今日在一個名叫波阿斯的人那裡做工。”拿俄米對

兒婦說：“願那人蒙耶和華賜福，因為他不斷地恩待活人死

人。”拿俄米又說：“那是我們本族的人，是一個至近的親

屬。”摩押女子路得說：“他對我說，你要緊隨我的僕人拾取

麥穗，直等他們收完了我的莊稼。” 拿俄米對兒婦路得說：

“女兒阿，你跟著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見你在別人田間，

這才為好。” 於是路得與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處拾取麥穗，

直到收完了大麥和小麥。路得仍與婆婆同住。（待續） 

（摘自《聖經》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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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人物 
 

波阿斯 
高平 

上次聖經人物中我們談了對耶和華神有著奇跡般信心的

喇合。這次我們來看一看她的兒子波阿斯。波阿斯是《路得

記》中的主要人物，屬猶大支派。波阿斯和路得的兒子是俄

備得，俄備得是耶西的父親、大衛的祖父。 

根據聖經中的記載，以及波阿斯在不同場合中所說的話、

所行的事，我們知道他是位有著正直品格的伯利恒大財主。

這段神奇而美好的故事實在是令人回味，其中看似有很多巧

合，但以色列的神、全人類的獨一拯救者在掌控一切。他為

流落到外邦又歸回到伯利恒的拿俄米與其媳婦路得在急難中

預備了波阿斯這位有能力、有愛心、有責任的具有高度同情

心的拯救者。因著對神最基本且深刻的認知，在他身上隨處

可見那自然流露出的高尚的品格，折射著神的光輝。 

波阿斯名字是“能力”的意思，或“大有能力的拯救

者”。所羅門建的聖殿前有一根柱子，也取名叫“波阿斯”。

（王上 7:21）對於路得來說，波阿斯正直可靠，是一根有力

的柱子。她出身外邦，年輕守寡，又窮困，又卑微軟弱，當

她初到伯利恒，真是無倚無靠；然而在那裡，她遇見一位家

族中的救贖者，改變了她的生命。這是個愛的故事，裡面所

蘊含的純潔，與土師記所記載同一時代的歷史，成了很大的

對比。我們的世代也像路得的時代一樣，充滿暴力和罪惡，

我們的需要也和她相同。然而，我們也有一位從伯利恒來的

救贖者，隨時願意，並且能夠幫助我們。在他裡面就是力量！ 

在這幅神為我們所展現的美妙圖畫中，不覺讓人感觸到

一種真實的溫馨和可靠的盼望。神所預備的波阿斯是榮美的，

從他身上，我們可以效仿很多。但首先是那顆願意來認識這

位偉大上帝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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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問答 

怎麼樣判斷啟示、感動是來自神

或者來自撒旦? 
唐崇榮 

普遍啟示是繼續的，凡受造之物存在的一天，就會繼續

傳揚上帝的榮耀。而特殊啟示的文字記錄已經結束。所以聖經

完全了。這個要分開。那怎麼知道這個感動是來自撒旦?或者

是來自上帝?還是有第三樣感動的來源——你的良心自己受感

動。 

那從神而來的與從撒旦而來的，最大的分別是動機後面

的“本性”所帶來的影響。換一句話說，感動你(我不用“啟

示”，因為啟示這個字我不隨便用的)，或者給你一些知識的、

事蹟的，如果你情緒裡面感到有一個東西正在刺激你，是使你

混亂的，那就不是從上帝來的，因為上帝使人安靜，不使人混

亂。這個是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33節所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原

則。（此處省略一個例子）……那給他混亂，給他不安的，不

是從神來的。聖靈會給你因罪不安，但是不會給你因罪產生混

亂而失去盼望。你懂得分辨嗎?聖靈的感動叫你們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但聖靈感動你，不是使你失去盼望，

而是把你帶回平安的主那裡，給你享受真正的平安。撒旦製造

混亂，神給人安靜。 

然而，神的聲音和良心的聲音怎麼分別?良心的聲音常常

是根據受造者受到利害關係所影響。因為人犯罪以後，人的良

心已接受了文化、宗教、自己犯錯的習慣與四周道德標準的衡

量所影響，這是良心論。為這個緣故，一個回教徒發現他所吃

的面是用豬油煮的時候，他就嚇得不得了，心裡不平安；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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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就會感謝上帝，好在沒有忘記創造豬。所以良心的功用因

著宗教的關係而有很大的不同。良心與聖靈的感動，不同的地

方在那裡?良心是相對的，受了宗教、文化的影響；而聖靈不

受這方面的影響。良心的標準是個人的觀念；而聖靈給你感動

的標準，是已經啟示的真理原則。良心的功用是相對的；聖靈

的感動是絕對的。良心的功用是會變的；聖靈所給你的感動是

不變的，可以分別出來的。良心、聖靈、魔鬼給你的啟發、感

動是不—樣的。 

---摘自《唐崇榮牧師信仰問題解答集錦》，

http://www.jonahome.net/files/tcrwtjd/ 

 

 

 

 

 

 

 

 

 

 

 

 

 

柳 梢 青 
彭懷玉 

(李晗姊妹的母親) 

參加滿地可中信中心舉辦步行籌款“踏出一點愛” 
 

中信中心，步行籌款，足動人心。 

合作溝通，提升質素，奉獻如金。 
 

耶穌博愛胸襟，參與者，神靈護蔭， 

老少參差，港臺大陸，信仰追尋。 
 

注：滿恩堂在這次活動中獲《團契最多參加者》、《最

年輕參加者》兩項獎勵。 

天堂是免費的禮物！我們只要接受耶穌成為個人的

救主，天堂就是我們的。 

——摘自甘.雅各《如果沒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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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   《天路歷程》本仁約翰著  
 

逃離將亡城 

我在這世界的曠野中行走

時，偶然見到一個洞穴，於是

我就在那裡躺下睡著了。我在

睡中作了一個夢，夢見一個衣

衫襤褸，手上拿著一本書，背

上背著一副重擔的人。他背朝

著自己的家，正在全神貫注地

讀手中的書。我看見他一面讀，

一面傷心地流淚。最後，他竟

情不自禁地號咷大哭起來，嘴

裡還在不停的喊著：「我應該

怎樣做呢？」(徒二37) 。 

他懷著痛苦的心情回到家中；為了不讓家人看出他內心

的煩悶，就極力掩飾自己，但他心中的愁苦卻有增無減。最後，

他實在壓抑不住了，就對妻子和兒女說：「我得知我們所住的

這座城，將來必被天火焚燒。如果我現在不去找一條出路，恐

怕將來我們都要死在這裡。」他的家人一點也不相信他的話，

還誤認為他神經錯亂了。他們一則不能理解他內心的煎熬痛苦，

二則想以譏笑、怒駡，甚至相應不理的態度對待他，使他醒悟

過來。他只好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中，為家人禱告。 

之後，他常在田野中讀書和祈禱。內心的悲苦使他不時

大喊：「我該怎樣做纔能得救？」(徒十六30-31) 。 

一天，正當他在那裡左顧右盼，想要逃走卻又不知往何

方向逃的時候，一個名叫傳道人的走上前來問他：「你為甚麼

哭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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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   《天路歷程》本仁約翰著  
 

他指著手中拿著的那本書說：「先生，我讀了這書後，

知道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23)，死後且有審判(來九27)。唉！

我實在不願死，也沒膽量去接受審判。」 

傳道人又問：「既然如此，你為甚麼呆立在這裡呢？」 

他說：「因為我不知道該往哪裡去。」 

傳道人就把一卷羊皮紙遞給他，那上面寫著：「當逃避

那將要來的忿怒」(太三7)。 

那人看了這句話，就追問：「我要逃到哪裡去？」 

於是傳道人便指著前面說：「你看見那窄門(太七13)沒

有？」 

「甚麼都看不見！」 

傳道人又問：「你看見遠處那道亮光沒有？」 

他說：「隱約可以看見！」 

傳道人就對他說：「朝著那光向前走，你便可以看見窄

門。只要你上前去敲門，就必有人告訴你應該怎樣做。」 

我在夢中看見那人拔腳便跑。纔跑不遠，他的家人便發

覺了，就呼叫他，要他回來，但他摀著耳朵，一邊跑，一邊喊：

「生命！生命！永遠的生命！」頭也不回地朝平野中央奔去。 

勝過人的勸說 

四周的鄰居都聞聲跑出來看，有的在幫著他家人喊他回

來，有的卻在嘲笑他，說他是個瘋子。其中有兩個人，一個叫

固執，一個叫善變。他們自告奮勇要拉他回來，於是也跟在他

後面向前跑。不久，那人被他們追上了，基督徒(那人的名字)

就回頭問他們：「你們來幹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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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   《天路歷程》本仁約翰著 

他們同聲說：「來勸你回去。」 

基督徒使勁地搖著頭說：

「萬萬不可能！我們所住的世界

將要滅亡。朋友啊，你們還是當

機立斷和我同行吧！」 

「笑話！難道你叫我拋下親

戚朋友和一切享樂，與你同行

嗎？」固執不屑地說。 

「不錯！當你看了這本書就

知道了，你們所拋棄的，實在不

能和我現在所尋求的相比(林後

四17)。如果你肯和我同去，我

所得的你也會有份。來吧！和我一起去努力尋找那藏在天上的

基業好嗎？」 

固執有點不耐煩了，他說：「啐，我不看你的書！你到

底肯不肯和我們一起回去？」 

基督徒堅決地說：「不，我不回去！因為我已經手扶著

犁(路九62) 。」 

於是固執就對善變說：「善變，我們回去吧！不必為這

狂人白廢唇舌了。」 

但善變回答說：「不要辱駡他，如果他說的是真的，他

所求的似乎比我們現在所享受的更具吸引力，我想和他一同去。

基督徒啊，讓我們走吧！」 

固執目送他們遠去，就自言自語地說：「我要回家去。

我決不會輕易聽信這狂妄無知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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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主耶穌給人的是什麼樣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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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是靈修？ 

基督徒為什麼要有靈修生活？ 

吳家興傳道 

答：雖然聖經中沒有提到「靈修」這個詞，也沒有明文規定

信徒必須靈修，但靈修生活的精義卻遍佈在整本聖經中。新舊

約聖經中的許多屬靈偉人留下了寶貴的榜樣，是我們後世信徒

可以學習及效法的，如舊約中的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創五22；

來十一5)，能與神同行就是能與神同心(摩三3)，且是個完全人

(創六9)，能得神的喜悅；新約的主耶穌更是常常禱告親近父

神，在凡事上照著父神的心意行事。因此，靈修生活的精義就

是親近神、與神相交、與神同行。靈修使我們更深的認識神，

也使我們更深的認識自己，進而與神建立更緊密、更親密的關

係。就如男女談戀愛一樣，靈修就是我們單獨地與神相處，與

神談情說愛，藉著彼此的溝通有更深的認識。當我們越愛神，

我們就越喜歡與祂親近；我們因著愛神的緣故靈修，享受與神

相交的喜悅，而不至於將靈修當作一種形式或條件來換取神的

愛。操練靈修生活對信徒來說，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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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信徒靈修生活的好壞對信徒的屬靈生命有其大的影響。

我們越常與神親近，就越得著基督徒生活中的平安和喜樂；我

們若不與神親近，或者沒有好好地使用我們與神相處的時間，

我們的生活及事奉就得不著當有的果效，也就是神要賜給我們

的平安與喜樂。 

以下摘錄包恩富牧師(Rev. Paul J. Bucknell)在BFF (Biblical 

Foundations for Freedom)網站中所說的一段話： 

「靈修生活基本上就是在發展我們與神的關係。靈修比

較不強調外面的活動，而專注於培養一顆屬神的心。對神的認

識以及一顆願意遵行祂旨

意的心，就像木材與氧氣

一樣，能保持我們靈修的

火焰不斷成長(見附圖)。如

果我們把高品質靈修所帶

來的火焰拿去，那麼對神

的認識以及服事神的渴望

也會隨之遠去。我們可以

來想一下在公眾場合的敬

拜。如果我們每天靈修的時候學會敬拜讚美我們的主，那麼在

集體敬拜的時候，神就更容易感動我們的心。藉著有規律的親

近神，我們的心會持續的柔軟。如果我們沒有規律性的親近神，

我們的心會漸漸剛硬，無法因為神的愛而帶著期盼的態度來到

神面前。」 

有規律性、有品質的靈修生活可以幫助信徒塑造屬靈的

生命。有興趣在靈修生活上學習及進深的弟兄姐妹可上BFF 網

站查閱：

http://www.foundationsforfreedom.net/Topics/Devotions/Chinese/Dev
otions01_Shaping-ch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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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與分享 
 

2013 年感恩節滿恩堂受洗 

兄弟姐妹見證系列 

胡江可弟兄 

二零一二年中我染了一場大病，並進入了深切治療室，

當時昏迷多日。在這期間，我感覺有人在這暗淡的巷子內推我

出去，還推得很快，一直到見有光的大堂去。然後又有人推我

入一房間，這裡好像是教會的音樂室，把我放下。在這裡很吵，

播放著福音歌曲。我在這裡停留很久，又把我推進另外一房間，

但這一房間的氣味很難嗅，我想走，但不能動，有神職人員叫

我，也不能動，又停留很久之後就把我推出去了。我好像慢慢

清醒過來，覺得有人幫我打針，直至聽到兒女叫我，我就清醒

了。相信期間一路有主耶穌的保守和幫助。 

沈慧蓮姊妹（胡江可弟兄寫） 

亞歷山大診所的鄭醫生來電，要我的太太去看報告，因

為驗出白血球過高，可能患有癌症。當時我很害怕，因這病對

她生命有極大危險，但她幸有主耶穌保佑。剛好有位癌症專科

醫生，由醫院派來當值，鄭醫生轉介她給這專科醫生驗査，證

實是癌症，便轉介到醫院去。可是兩三個月過去了，還是全無

消息。經朋友查問，方知要研究病情方可治療。至二零一二年

七月通知她辦理入院手續，這一年間經過化療打針、電療，以

及後期每三個星期打一包化療吊針，至二零一三年八月全部完

成。這期間她的痛苦不多，很感謝主耶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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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與分享 

卜甜情姊妹 

蒙慈愛的天父主的恩典，今天我受洗入主的名下，做主

的兒女，心裡非常高興和激動。今天可以說是我生命中最重要

的一天。我曾經聽過很多別人的見證，明白這個東西不可能有

個範本。我們今天在主的國度內相聚成為弟兄姐妹，但是每個

人走來的路都完全不同。正是每個生命個體的差異組成了這個

美妙的世界，而神對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安排。 

我自從 2002 年到加拿大，就開始來滿恩堂。最開始時前

夫的姐姐帶我來的，並且還給我了一本聖經。由於那是一本法

語聖經，所以我很少去翻看。後來由於生活的忙碌，中間有一

段時間沒去教會。直到 2008 年，前夫的姐姐帶我重回滿恩堂。

從那以後，我開始認真地聽道和領悟詩歌中的含義。不知道為

什麼，每次主日崇拜以後感覺都非常奇妙，好像神把他要對我

講的話都通過詩歌和講員的講道讓我知道，讓我感觸非常深。

每當我生活中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就在家裡聽詩歌，以此來加

添我繼續走下去的力量。後來我就養成了幾乎每週來教會崇拜

的習慣。這麼多年過去了，每當我生活中出現艱難困苦，我都

會向神禱告。而每次神都憐憫我，應允我所求，讓我的信心在

一次次禱告被垂聽後慢慢加強。如今我深深地知道，如果我不

去教會，我的日子會是多麼痛苦不堪，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知道受洗並不是結束，而是作為基督徒新生活的開始，

而且從今以後，我更要以一個基督徒的標準要求自己，愛世人，

傳播福音，聽從主的話，把生命交到主的手裡，讓它完美、純

潔、無罪。在結束之前，我要感謝讚美主，赦免我的罪孽，重

新給我機會。主啊，慈愛的天父，蒙你的恩典，我祈求讓我從

此以後遠離罪，和主親近。讓我獻上我卑微的生命，把主的天

國即將降臨的好消息傳播給更多的人。阿門。 

33 



見證與分享 
 

郭長俊姊妹（jasmine Guo） 
我從小生長於佛教家庭，上學以後又受進化論教育，成

為無神論者。隨著年齡的增長，內心深處非常渴慕一種信仰，

幾經波折終於找到了真神。2008 年底，親戚送給了我一本聖

經，我沒有事兒的時候就翻著看，後來就越看越愛看，每天睡

覺之前都要讀一會兒。再後來讀經就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因為我發現我能從讀經的過程中得到內心深處的喜樂和

平安。這是我以前生命中從來沒有經歷過的。2010 年，我把

我的感受告訴了我的母親和妹妹，她們都相繼受洗信主了。內

心最大的遺憾和愧疚就是我的父親在 2008 年過世了，我的好

消息傳得太遲了，父親沒有接受福音就走了。兒子上小學三年

級時我就將他轉入聖經私立小學，每天都有老師教聖經，每次

看到兒子拿到聖經學習的獎狀，我心裡就會感到很欣慰。自從

2008 年底到現在，這幾年來，我經歷了無數的神跡奇事，確

實感受到了神的同在，在此不能一一列舉，以下是我的見證之

一，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見證。兒子 10 歲的那年耶誕節，

自己到朋友家去玩兒，5 點半左右回家的時候被汽車從馬路中

間撞倒了馬路沿兒上，司機下車要帶他到醫院，他說他沒事兒，

自己爬起來就回家了。回家後，他對我說他被車撞了，然後伸

出手背給我看的時候，我頓時被嚇傻了，手已經一點兒也不能

彎曲，手背腫脹到原來的 3倍厚，整個手背的顏色幾乎是全黑

色夾雜著一丁點青色。兒子一直在我的倍加呵護下長大，從來

沒有受過一丁點的傷。如今讓我遇到如此大的事故，我內心就

立刻呼求主：慈愛的父啊，求你保守我的兒子平安，千萬不要

讓他的手殘廢了，懇請您賜給我一個健康的孩子，我願把我的

一生歸給您。在醫院的候診室裡，我一遍又一遍的在內心深處

呼求神，神應允了我的祈求。X 光的結果是只有 2 個指頭骨折，

打上石膏回家養著就沒事了。感謝讚美神！我要用我的一生感

謝讚美慈愛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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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之昊弟兄（Philip Chi） 

When I was still a child, I had no religion.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church was when I was 6. At that time, however, I was not 
interested in becoming a Christian and I did not know Christ 
because I was still young. My first encounter with Christ was when 
I entered a private Christian school in grade 3. Every day I could 
hear my teachers preaching news about the bible and giving 
testimonies of themselves. Soon I started to have interest in Christ 
Jesus and began reading the bible. At first, I didn't believe in any 
of the words in the bible and I had no interest in the lord, but I 
slowly changed... After some time, I started to understand the 
message of Jesus and realized that all the words written in the bible 
are true.  It was during that time that I started to trust in the lord 
and began my journey with Christ. The bible taught me many 
things and God helped me many times. God blessed me in 
numerous ways whether during exams or during bad situations in 
my lifetime. Up until now, I never regretted following Christ and I 
believe that he will guide me through my difficulties. There are 
countless of examples in which Christ has helped me with and in 
him, my faith has greatly increased since the day I decided to 
follow God. 

Brother Timothy Tsz Ho 
My name is Timothy Tsz Ho Tsang.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to our witness testimony and baptism. Just to introduce me 
a little bit, I am a slowpoke and a sceptical person. Slowing things 
I do and you have to poke me to get things going. For example, I 
was supposed to be on this course, doing what I am doing now a 
few years back. Honestly I was not ready. It is strange because 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I had all the knowledge tha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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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ed about God and His love for us. If you asked me, a few 
years ago, if I would put my trust and my life in His hand, I would 
not know what to say. My mother askedmeover and over ''Are you 
ready to get baptized? ". I told her I was waiting for a 
miracle. Personally I want to experience His grace before making 
my move. I am a sceptical person. Today, I am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all and say that I got that miracle. I was not able to see it until 
recently because I was living in it for the past 3 years. In these 3 
years, I found what I want to do. I found a leadership in life. I went 
into a school that teaches 3D animation and Digital Design. Got 
interested in animation, puts reviews some of the best people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friends with. I had many defeats, 
failures, frustration and anger. I was depressed for some 
time. These friends that I put at school, they might not know it is 
intended because of their help, their support, their encouragement, 
and their silly jokes that I was able to get through. In addition, I 
was able to land on my first professional job, the one that I was 
thriving for the past 3 years after my graduation. You might say 
that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I eventually find a job. Finding a job yes 
but finding the job, no. No everyone can land on the job that they 
want in the VFX industry right effective their graduation. Not 
many people can start as a junior 3D animator all which is what I 
am now. Currently I am working on my first professional project 
as an animator in a small but wonderful studio in downtown 
Montreal. Apparently, I am doing fine with my inexperience 
odd. If you saw Riddick recently, well the studio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I had the right people supporting me I was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time and know the right person. This is more than 
luck miracle. I think it is really.If I am a lucky person, I would 
have born into a rich family like Bill Gates, Michael Jackson gold 
Brat Pit and Angelina Jolie as mother have. No I do not hav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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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of luck. All the tiny mini blessings and grace in the past 3 
years added up and here I am. In all honesty, I would even say that 
was God blessing me even before 3 years. Image yourself in living 
a place in which you do not speak French for 24 years. You have a 
family to feed 2 kids and one elderly, with limited resource and 
contacts. Well my mother achieved just that and I do not think that 
is either lucks. She is not the only one. This woke me up also 
because if this is not God miracle then I do not know what it 
is.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his is my testimony. 

 

基督徒的生命與傳福音 

雙長明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

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

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鬥底下，是放在燈

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

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太 5：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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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基督徒蒙恩得救，信主成為新造的人，這是主的恩

典。我們每一位基督徒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為主作見證，撒

種傳福音，完成主交託給我們這個神聖的使命，是我們面臨的

一個必須思考和回應的問題。 

基督徒不是只有禮拜六日，我們每一天都活在主的愛和

恩典中，如何委身於生活工作當中，使我們討主喜悅？主呼召

我們有別於世人，主要他兒女的生命，與世人有所不同，他要

我們有聖潔的生命。“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 12: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就是

要我們有別於世人，因為不同才有吸引力。主耶穌要我們，成

為世上的鹽和光，對他人產生影響力，有生命的影響力。 

神賜給我們每一位基督徒宣教傳福音的能力和恩賜不盡

相同，為要我們互為肢體，彼此搭配，同心建造基督的身體，

建立神的家（教會）。我們不論是在何時，何地，因何故，向

何人，用何種方式、方法向人傳福音，都需要神的恩膏，聖靈

的充滿和引領。同時，我們也有必要思考什麼才是最為有效、

最根本的傳福音的方式、方法。我們僅僅通過言語向人傳福音

是不夠的，效果也是有限，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用行動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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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我們每一位基督徒應該重視道（神的話）與生命的

結合，提高自身的屬靈生命，通過生命的改變，活出與眾不同

生命，發揮鹽和光的影響力，去影響我們周圍的人，才能榮神

益人。 

感謝神的恩典和帶領，我們全家有幸和教會其他多個家

庭弟兄姊妹一起，於 2013 年 6 月 27 至 7 月 1 日，參加了在

安省 Brock University 舉辦的四年一度的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

合宣教大會(JMC)。對我最大的觸動和啟發是，“你們是世上

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這是主在提醒我，要我自省，是否

真的盡好本分，當好世上鹽與光？儘管不是我們每位基督徒有

機會或有必要到異國他鄉宣教傳福音，但光和鹽是我們基督徒

的象徵和身份證，我們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宣教傳福音的大使，

在我們的日常工作，學習，生活和教會事奉中，我們可以通過

自身生命的改變，用生命來影響生命，用生命來見證生命, 用

生命來改變生命，發揮光和鹽的影響力，向人傳福音，為耶穌

基督作見證，榮耀我們天上的父。 

鹽和光雖然非常普通，但是我們每日生活之必需。“你

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馬太福音 5：13-16）

主耶穌用鹽和光這生動的比喻，來類比基督徒應當有的生命品

質或特性，教導基督徒也應當成為人類現實生活中的必需。基

督徒在世生活，要用鹽和光的特性來生活。我們信主耶穌，蒙

恩得救重生，就有了主耶穌的生命，就是鹽和光的生命。我們

是鹽，就不要失去鹽的味，應當發出鹽的功用來。我們是光，

就不要將光放在鬥底下，應當放在燈臺上，顯出光的生活來。

基督要我們當好世上的光與鹽，好榮耀神，叫更多的人信福音。

然而，當我們深切反省，我們是否真的盡好本分，當好世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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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與光了？ 

許多人信主多年，還是老樣子，生命沒有什麼變化，與

非基督徒沒有任何不同。有些信徒僅僅是禮拜六日去“教堂”，

在他們身上，見不到信與不信者的區別；有些信徒是教會裡的

虔誠者，但卻在實際生活中，自私，喜歡論斷人，愛搬弄是非，

充滿嫉妒、內心憂愁，怨恨和苦毒，也不肯饒恕人，無平安也

不喜樂；有些基督徒錯誤認為在工作場所的工作是次要的，在

教會中的事奉才是重要的。他們非常熱心傳福音，但工作時卻

是混水摸魚、敷衍了事、玩忽職守，在職責範圍內，不求改善，

不思上進。那麼，人若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如此，神的名反

被羞辱。如果我們在小事上不忠心，主怎麼放心交託大事給我

們？此外，保羅也勸慰我們：“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

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

要存心誠實敬畏主。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

作的、不是給人作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

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 歌羅西書 3：22-24) 

       

 

感謝神，2013 年年初我順利通過面試，我的老闆要我到

一個人多人際關係複雜的更大的部門擔任“Team Leader”, 這

本是一個好事，榮耀主的事，但當時我還很猶豫，是因為我已

經在原先這個小部門工作多年，那裡的人少，人際關係也簡單，

工作開心，也很自由。之後，我和我太太不斷向主禱告，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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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旨意和引領。不久，我就從“良友電台”聽到有位牧師講到

他經歷的一件事情。在他的教會，有一個姊妹在一家公司工作，

該公司就她一個基督徒，然而，她處處受到別人冷嘲熱諷，人

際關係緊張，工作不順，情緒低落，就一心想盡快離開這家公

司。一個星期天主日崇拜後，她請教了這位牧師。牧師聽完後，

就對她說，我們基督徒不只是在教會裡是光是鹽，而且是在不

信者居多的世界裡，也一樣是光是鹽。基督徒絕不可能單獨一

個人活在一個完美的至聖所，一個人在那裡做隱居的聖人。主

耶穌要我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裡，對他人產生影響力。這是你

用生命影響他人，改變他人生命，為主作見證，榮耀主名的難

得機會。這不正是主要對我說的話嗎？這正是我要祈求的主的

旨意。我沒有選擇的餘地，這是主的命令和期望，也是我的責

任。因而，我順服了主的旨意，並在新的工作崗位成為調和百

味的鹽，像鹽一樣融化自己，讓人能品味到神所喜悅的那津津

有味的美好生命；像燈一樣發出光，在工作中以溫暖，愛心，

奉獻和付出活出基督的生命，讓光照亮人前，把上帝五光十色

的美麗彰顯在這世界上，為光作見證，讓人看見基督豐盛生命

裡那榮耀的光，渴慕福音，信主得救，並將一切的讚美和榮耀

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真正基督教會是無形的，它的成員是真正屬神的選

民——那些曾被聖靈改變的人。 
——摘自甘.雅各《如果沒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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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榮耀神 
周麗薔 

我于 2003 年與丈夫和孩子來到 Montreal，在經歷了神後

於 2008 年受洗，並且神帶領我在 2009 年走上護工的職業路。

因為這是我經歷了千辛萬苦後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我很高興，

心想終於可以有穩定的收入了。但是事情卻不是我想像的那樣。 

首先，這份工作並不穩定，它只是一份 on Call 的工作。

就是說我要每個月填上我有效的工作時間，醫院根據所有人的

有效時間和工齡長短來打電話確定誰上班。工齡短的機會少，

只有在週末或節假日才有機會上班。其次，因為我對這個行業

不瞭解，開始工作的時候很不順利。好不容易得到一些工作時

間，卻把我分到最苦最累的科，一個班下來累得要死，還總被

老員工或護士們欺負。那時我不知道這個行業對新人是一貫如

此，加上自己也工作經驗不足，語言不好和缺乏應對的方式，

心中有許多的抱怨和不滿。有時候被人欺負了回家生氣或者痛

哭，汗水伴著淚水，經常很痛苦。這時我產生了回學校讀護士

的想法。我覺得，如果我成為了護士，就會得到尊重，高薪，

和穩定的工作時間，再不被人欺負了。另外，我還有許多的驕

傲：我覺得自己不能幹一輩子護工，回國都不好意思說出口，

這基本上就是國內保姆的工作，自己大學畢業，卻在這裡幹這

個。與我一起學習的許多同學，畢業了都不願意幹這種伺候人

的工作，覺得低人一等。雖然讀過耶穌為人洗腳的經文，但我

的工作是每天為人端茶送水，帶病人上廁所，為她們換尿布，

並擦洗全身，髒和累比洗腳更甚，我覺得我做的比耶穌要求的

還多了。感謝神，給我開了這條路。我於 2009 年重返

DAWSON COLLEGE 開始了護士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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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護士的幾年中，借著禱告，神帶領我走過了一個

又一個的艱難，通過了一個又一個考試和實習，並且我還繼續

在週末和暑期在醫院做護工，一年收入雖不高，但也能補貼家

用。在那時，我沒有把神放在首位。我為了我的目標全力以赴，

很少來教會，也少於讀聖經。我覺得神一直在我身邊，只要我

求什麼，什麼都會得到;  我以為受洗就得救了，沒有意識到我

是又把我自己放在首位，把屬世的生活放在首位了。護士的學

習非常艱苦，每年都有不少人不能通過。他們中有些人永遠放

棄了，有些人重讀一年或二年，從入學到畢業通常只剩下一半

的人。我因為語言的困難，一年比一年覺得難。到了第三年最

後一學期，實習的壓力讓我覺得快支撐不下去了，一週四天在

醫院小心謹慎地免費幹活，卻還有三個護士到老師那裡告我的

狀，反映我在實習中的一些錯誤; 當時我非常生氣，學生犯錯

誤太正常了，因為我正在學習。為什麼別的學生比我還有問題

卻沒有人去告狀？我與其他學生交流後，發現這在護士的實習

中很常見。除了學生本身的問題外，不同的護士對學生有不同

要求，如果關係沒處好，護士們很容易告狀，學生因此會得到

負面評語。因為我只是注意到技術層面的學習，沒意識到護士

這個行業人的因素占很大一方面，也是人最無力掌控的方面。

語言的困難，文化的差異和一些小的誤會沒有與當班的護士們

及時溝通，造成了這種局面。 

於是我只能不停地禱告，期望奇跡出現，期望能順利畢

業，儘快找到工作，但這次我沒有通過。老師在我的評估紙上

寫下了許多誇大的壞評語，我一開始想與她爭論，但她更生氣，

認為我不認識自己的問題。我記得聖經上羅馬書 12 章 19 節

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

‘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於是我主動認錯，含著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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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評估書上簽了字。對於那幾個護士，我一一地送上了小禮

物，感謝她們教了我許多的技術，表示要繼續努力，然後在暗

中為她們祝福禱告。我能這樣做是因為我記得經上說：“當愛

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我回到家裡還是依然傷

心難過，但因為心中有神，相信神在我身邊已經看到了我所做

的一切，我不能做違背神旨意的事，那會虧欠了神的榮耀。我

也知道老師雖有誇大，但我在語言和技術上確有欠缺;  也意識

到在讀書的期間忽略了靈性的培養，神讓我停下來反醒和思考。 

 在接下來的日子我生活在療傷和矛盾中。我屬靈的一方

面告訴我神給的都是最好的，目前是我休息調整的日子，我只

需要耐心等待下一年重讀一學期;  我屬世的方面開始懷疑神的

愛，懷疑我的人生路是否是神安排的；我不知道下學期是否會

幸運通過，因為我的英語和法語能力在短期裡不可能明顯提高，

在醫院複雜人際的環境中我感覺力不從心。我開始對自己和神

喪失信心。我想要放棄。如果我馬上放棄，我可以繼續做護工，

那是我有把握做好的；我不再要面對極大的壓力和挑戰，我也

可以有較穩定的收入。因為在 4 年的讀書過程中，我的護工

工齡已經有四年了，從新人變成了老員工；我經歷了三年多讀

書的艱辛，如果讓我重新選擇我一定會選擇不讀書，因為比起

工作來辛苦太多了，很少有時間陪家庭和孩子，別人休息時我

經常在上班和讀書，熬夜是家常便飯。護士的工作也不如我想

的風光，我不僅要作許多護工的工作，也有更大的責任和壓力

對許多病人負責，與醫生交流。一旦出現問題會很嚴重。當初

一門心思想的金錢和地位已經在幾年的磨練中不再關心。但我

也不甘心放棄，因為我已經持續讀了七年的書，在最後階段放

棄太可惜了。不過這時我才體會到護工的工作也是神的恩典，

如果我耐下心來幹好，也會有不錯的生活。只是當時自己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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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氣澡，沒有珍惜。在醫院的幾年工作中也見過許多嚴重疾病

和不少的生生死死，深深體會到能服侍人也是一種福氣。 

詩篇 127: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

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我因為

從繁忙中暫時解脫出來，到教會的時間多了。我知道神是有主

權的，如果我真的當不了護士，那怎麼樣也不行，那就交托給

神吧！在我慢慢放下自己的事後，我才發現如今教會來了許多

新朋友，他們有的才受洗就已經在服侍教會和神了，對聖經也

積極研讀，分享感受。楊傳道也提醒我為我的病人禱告。這時

我才醒悟到我受洗幾年，幾乎沒有服侍過教會，也沒有為別人

禱告過，我的禱告只為自己的事。我慚愧我是多麼地以自我為

中心。於是我決定忘掉自己的事，感謝神給我的家庭和健康，

專心為別人禱告。我為我的病人禱告，為我還沒信主的丈夫禱

告，為我的公婆的健康禱告，也為教會禱告。在繼續做護工的

工作中，我也盡心服侍病人，不再抱怨和生氣，與人和睦相處。

神出我意外地回應了我的禱告，我多年不信主的丈夫居然決定

受洗了，而且現在熱心服侍教會，為教會設計網站。我們全家

成了基督的家庭。我最後一年的實習被分到一個非常保護學生

的老師手下，連每週的作業也給我免了，實習當然也輕鬆順利

通過;  我居然還被實習的醫院留用，在許多同學都沒有找到工

作的時候早早地定下的工作單位，面試時居然一個法語問題也

沒問我，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深知這是神的作為，沒有

神作不到的事。我要做的只要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一切神都會

加給我。 

如今的護士的工作也不是事事順利，許多的問題和麻煩

也源源不斷，但我事事根據聖經行事，努力把神放在首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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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反省自己，遇事忍讓禱告，力求在工作中榮耀神。目前在我

心中，做什麼已經不重要了，金錢和地位也不是考慮的要點，

因為那不是神所看重的，也是死後帶不走的。我知道有更美好

的東西值得我去追求，那就是與神同在的美好。我也從中學到

了很多的功課：一，把神放在首位，一切聽神的指引；二，對

神要有信心:相信神給的都是最好的，包括苦難和磨練，因為

神愛我才磨練我，會給我好的預備；三，忍耐：在困難中禱告

和忍耐，不要放棄，羅 5:3-5“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

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四，愛所有人，包括

逼迫我的人，並為她們禱告，神會獎賞的。 

向著標杆直跑 
在主裡的愛與管教 

李桂貞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當人們落入困境和苦難時，很容易變得消極、抱怨、焦

躁、不安、易怒、失望和恐懼。那時我正在生病，躺在床上什

麼也做不了。幾星期後都不見好轉，心裡就感到緊張、害怕。

病情也因此越加嚴重。天天胡思亂想，不能自拔，並為自己的

現狀感到悲哀、憂慮和無助。 

病中的我，卻開始不斷回憶過去的美好。在中國，好的

職位，好的工作，好的薪水。家人朋友都會來看我。來到加拿

大什麼都沒有。然而我生病了，更是窮到極點了，沒有人能夠

幫助和提醒我。有一種對未來沒什麼盼望的感覺。像個愚昧人

一樣，無聊的、鬱悶的度日。盼著我的病趕快好起來吧，但那

不是我能掌控的。醫生給我的藥也只能是吃著試試看，不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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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另一種藥。儘管這樣，仍然看不到任何效果。好像醫生也無

能為力了。我只有尋找神的幫助，聽福音，禱告和讀聖經。 

就這樣，神的話語每天充滿我，之前的那種恐懼、－害

怕自然就漸漸被上帝的話語所代替。我的病在主的愛裡漸漸好

起來了。身體好起來後我就想著要去找工作了。但由於多次尋

找多次遭拒絕，因而為找不到工作而害怕。有時害怕到一個程

度：來電話不敢接聽和來信也不敢打開看。因為懼怕他們都是

壞消息。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來自政府的重要信件，牽涉到我今

後是否能工作的事情。但是那文字是用法語寫的，我看不懂。

很擔心那是件不好的事將要發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問上帝：

那信對我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然而上帝卻告訴我說：“腓立

比書 3:12-16: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

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酥所以得著我的。（所

以得著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

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

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酥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所以

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什麼事上，存

別樣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 

我高興地感謝讚美主。我明白了這完全是件好事，（後

來我也請懂法語的專家翻譯，果真是好事，那就是我將會有工

作了。）上帝給我這些話只是告訴我，不要認為那是件好事，

有工作可做就把追求主的事給忘了，這裡的標杆就是指追求主

耶穌基督，要我把過去在世上一切成功的事，灰心的，挫折的，

失敗的甚至導致生病的不好的事以及生病後所造成的緊張與害

怕都給忘記，因為念念不忘過去的成功就會使人驕傲自大，停

止不前。總不忘過去的痛苦和失敗就會使人沮喪，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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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蹶不振。要努力做好當下該做的事，並要給自己的人生

確定標竿，要不停地、全心全意地朝著追求主、愛主的標杆直

跑。要得神在基督酥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然而不論我們

到了甚麼地步，總要按著一個相同的原則而行。感謝讚美主。 

儘管那時我還沒有受洗，對上帝不是很瞭解，但在尋找

上帝的過程中，已經感受到了祂的真實、可信，祂是信實可靠、

大有能力的主。因而我不敢怠慢上帝對我所說的話。我只有按

照祂的話去做。因為祂是愛我的。 

今年七月，我姐姐在中國終於受洗了，正式成為一名基

督徒。受洗前，她看不懂聖經，就禱告上帝，上帝就通過福音

台讓她明白。不會禱告，上帝就教她如何禱告。一個曾經手捧

聖經就睡覺的人如今卻對聖經愛不釋手。她每天都很喜樂，所

到之處都可見她的笑容，因而影響到周遭的人也很開心。 

回想過去她總是個苦瓜臉，從來沒有笑容，也不知道為

什麼會那樣，她老公一生病她就嚇得哭，似乎只有她老公才是

她的生命一樣，活的很累。並時常會為此而擔憂。由此覺得日

子真是難以打發，閒聊、逛街、購物、看電視、吃飯、睡覺和

外加擔心憂慮，天天重複，度日如年，空虛難熬，心中充滿煩

躁，鬱悶，有一種靈裡枯乾和失落的感覺。 

而現在，一個全新的她是足不出戶，可走遍天下，一個

小學水準，年歲過半百的人竟然在短短的時間內學會使用電腦，

而且每天早晚讀聖經，禱告。在不同的網站收聽福音，不再認

為活著是為老公了。老公身體不好她不再害怕，也不哭，她明

白她所能做的就是不斷地為她老公禱告，她心中平安，知道上

帝是掌管萬有的。她也覺得現在的時間非常短和過得快，以至

於時間都不夠她使用，每天都是在非常充實和飽滿中度過。很

珍惜現在她所擁有的聖經和福音資訊。每週的幾天教會的活動

如：敬拜，禱告，小組查經等她一次也不缺席。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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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受洗完後，她向上帝求問她能為教會做些什麼事奉，

然而上帝卻在她當天晚上的夢中告訴她：“向著主的標竿直

跑”。當她打電話向我確認她對這句話的理解以及問我聖經書

上是否有這樣的話後，她非常開心，她沒想到上帝會這樣對她

說話。現在她才明白，過去之所以她會感到空虛，是因為她沒

有標杆可追。是一隻迷途的羔羊。上帝這一句話使她更加堅定

了要努力追隨主耶穌的信心和決心了。 

然而我的姐夫卻是個對過去的輝煌念念不忘的人，本來

退休在家好好的，卻總想著回去工作，卻不顧上帝對他說所的

話：“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馬太福音 16:26。弄得自己胃部大出血，若不是上帝的憐憫，

他早已喪失性命。由此他開始去教會認識主。天天讀經、禱告，

身體也漸漸好起來了，可說是進入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最佳

狀態。然而，他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儘管他已做了決志禱告，

可是他經不起世界的誘惑，身體好了之後，又回去上班了了。

但因工作單位搬遷，來回路上要花 2個小時，導致他又開始遠

離神，越離越遠。不再追求主的事了，既不去教會也不讀經和

禱告。經常對我姐說，“家裡只要你一人信主並替我禱告就行

了”。他的靈命一瀉千里，一落萬丈。更可怕的是他不但不努

力追求上帝，反而相信泥菩薩了。 

一次，他家鄉要建一座廟宇，在那地出生的人每家都要

捐款，他也加入行列。廟宇快建到屋頂了，負責人公告大家要

上樑和抱菩薩進廟裡了。據說有些人很有錢，可是家中不平安。

為求平安，願意出 20萬人民幣抱那屋樑上去，有人出 10萬人

民幣抱一個大菩薩進廟裡，出 5萬抱小菩薩。真不知道這些人

信的是屋樑還是菩薩。讓人不可思議，啼笑皆非。 

那天是星期二，組建人請他及其他參加者將在週三吃喝

晚宴，他不顧我姐的反對，去赴宴，還要在那之後的周日參加

觀看上樑和抱菩薩儀式。我姐千說萬勸都無濟於事。她只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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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神的幫助，她對主說：“主啊，如果是你允許我的先生去參

加那儀式，我順服，如果不是，求主親自阻止。我實在是無能

為力了”。 

第二天是星期三，她老公去參加晚宴，吃完晚宴已經很

晚，他需要搭乘公車回家，結果等了半個多小時還不見任何車

影兒。他等啊等啊，突然一陣狂風向他刮來，使他冷得直打哆

嗦，且無處可躲，無處可逃。而且只有他一人在那等車。他怎

麼也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天氣，因為白天還很熱，他只穿了一

件薄薄的襯衫。那晚之後，他被那冷風吹的嚴重感冒了，進醫

院打了兩天的吊針。星期六只能在家中休息、恢復。然而，他

已經沒有精神和力氣去參加星期天那不該參加上樑和抱菩薩儀

式了。感謝主的管教。 

可見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以及順服上帝的話去做是何等

重要。 

向著標杆直跑 

在中國，我所工作的大學每年都有校運動會。有一年，

我報名參加 100米短跑。原本我正朝著目標跑可以拿前三名。

可是當我起步向我的目標跑後，我的同事坐在跑道旁的階梯上

做啦啦隊，他突然叫我：“李老師”，可是他又不說“李老師

加油“或說“李老師快點”等，他只說“李老師”幾個字，使

我認為他有什麼急事要找我，我突然站住，朝他看去，又沒看

到發生了什麼事，我雖又提起腳即刻繼續跑向目標。結果卻令

我大失所望。本來可以拿第二名，卻拿了倒數第一名。可見，

在比賽時，如果因環境而使自己忘記直奔目標時，就會導致失

敗。 

基督徒也是這樣，有人用模淩兩可的語句對你說：“李

老師，你也是基督徒？”，在你心裡或許會在想他到底說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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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意思。或是說：“李老師，你也是基督徒？太好了，”或

是说：“李老师，你也是基督徒？不太像。”无论你取了其中

的任何一句都会使自己骄傲或气馁。如果你把标杆放在主耶稣

基督裡，按照祂的話語去行事為人，不忘記你的標杆，只看主

耶穌，不在意環境和別人說什麼，你就能過得勝的生活。 

那年，我的病好了以後，上帝為我解決了所問題。我也有

工作了。我按照上帝要求也還願受洗了，我也每週日去教會敬

拜神，親近神。然而有一天，我卻想耍賴，忘記上帝給我定的

目標，也不想為那標杆直跑，覺得累，只想稍加歇息。所以那

天我就是不想周日去教會。我心想：我今天就是不去教會，我

要在家睡覺.看上帝今天又會對我說什麼。 

那天中午 12 點不到，我就開始躺在床上裝睡，其實我知

道我只要躺在床上很快就會睡著的。想一直睡到快到敬拜的時

間了再起來，就可以為自己找到不去教會敬拜神的理由了。然

而我躺下了很久，卻怎麼也睡不著。看那時鐘，敬拜的時間已

過了。我伸伸懶腰，但並不舒服，我只好起來，可是沒想到在

我起來後，突然我又覺得很後悔沒去教會，不應該在家睡覺。

弄得覺也沒睡好，教會也沒去成，兩頭不討好。晚上我只好來

到上帝面前請求上帝為我今天沒去教會的事饒恕我，求他責備

我，管教我，懲罰我。然而在我禱告完後，上帝卻對我說：

“以賽亞書 58：13，14 你若在安息日掉轉（或作謹慎）你的

腳步，在我聖日不以操作為喜樂，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稱

耶和華的聖日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這日，不辦自己的私事，

不隨自己的私意，不說自己的私話。你就以耶和華為樂。耶

和華要使你乘駕地的高處。又以你祖雅各的產業養育你。這

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我讀完上帝的話，令我非常驚訝，覺得上帝為什麼對我

這麼好，怎麼也沒想到上帝不但不懲罰我，還好心勸慰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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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還要以雅各的產業養育我。這是何等美好的事，這樣的祝福

只有在耶穌基督裡面才能真正得著。祂對我如此厚愛。我知道 

上帝說話可是算話的，不會白白地對我講這話。我的心倍受感

動，我的靈歡喜快樂。因為雅各的產業很多，在【申

32:13.14】中：“耶和華華使他乘駕地的高處，得吃田間的

土產。又使他從磐石中咂蜜，從堅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

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珊所出的公綿羊和山羊，與上好的

麥子，也喝葡萄汁釀的酒。”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在神的恩典

中過的是一種得勝的、持守的和緊緊要抓住神祝福的生活。神

賜福給雅各美好的產業不僅僅是他在地上所得著的美好祝福，

在他屬靈的生命上，神引領他的腳步，並賜他一個豐盛而得勝 

的生命。我們不但要得今生的好處，豐盛的生命，更要得那永

恆裡面，神賜福給我們的屬天的產業！從那以後我每週日定會

來教會敬拜我的神，除非我生病。 

再談我的姐姐，她家離教會很遠，坐公車來回近要 2 個

小時。所以她為了不遲到，她每次都是很早就來到教會等候聽

牧師的講道。在夢中，上帝告訴她朝主的標杆直跑後，她被教

會負責人安排做司事，她為主認真事奉。 

有一天，牧師告訴他們全國各省市共有 70 位牧師將在某

一天來她們的教會學習。她被教會的負責人安排某週六下午打

掃衛生，周日做司事。可是她卻隨口對她的教會負責人說了一

個謊。說她不能參加是因他叔叔生病了，原本是因為之前她已

經被約好去別人家喝喜酒，她不想推辭。那負責人聽後心中很

是不爽的對她說：“你是怎麼搞的，剛剛受洗不久，卻要請假，

不太好吧”，她只好說：“那就只請假一天，周日的敬拜和司

事我一定來。負責人只好勉強同意。負責人不知道她是在撒謊，

可神卻知道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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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說完，我姐姐突然覺得肚子疼，她也沒太在意就回家

了。一路上也沒覺得痛。然而她回到家肚子就開始痛得厲害了。

厲害到一個程度她沒法站起來，也沒法坐起來，只能是躺下，

而且是象蝸牛那樣捲縮在床上，什麼事都做不了。她說她從來

沒這樣痛過。她老公見她疼的成這樣，建議帶她去看醫生，她

堅決不去。她很明確的知道這是神在管教她，因為她為了享用

那美食而撒謊了，沒有將神的事放在首位。 

她只好跪下來向上帝認罪，承認她沒有把神的事放在首

位，重看了人間美味，而輕看了神家裡的事，對不起上帝對她

的厚愛。禱告完畢，她還是覺得肚子很痛，她又繼續禱告，但

內容加多了幾句，她說：“我撒謊了，得罪了你，求主赦免我

的罪”她還是覺得肚子痛，她仔細想了一下，又再多加了幾句：

“求聖靈光照和充滿我，我以後一定不再做這事了，一定把神

的事放在首位，不忘記向主的標杆直跑”就這樣，她向聖父，

聖子，聖靈禱告三次之後，她的肚子即刻不痛了，好了，她高

興的感謝讚美主。 

她還說，“我現在有福音可以聽，有聖經可以看，有苦

可以對上帝訴說，有罪可以向主耶穌認罪並得赦免，多好啊，

我靈裡喜樂，飽足和平安”。覺得上帝管教她是因為愛她。只

要我們認罪悔改，上帝一定是喜悅的。 

我們都會有這樣的經驗，當你視線和行動都朝著一個標

竿直跑時，你會覺得很快很順利，跑的過程中絕對不會來回跑，

也不是繞圈跑，更不會跑跑停停。哪怕途中會遇到或大或小的

障礙都不會妨礙你前進的信心和勇氣。如果你生命裡沒有標竿，

你會覺得很盲目，很疑惑，很累，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在所

行的道上迷失方向，靈裡也會很空虛。一旦遇上苦難，疾病就

束手無策，無所適從。 

在世上，我們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標。從小學，中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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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工作，科研，房子，車子，票子，結婚，生孩子等等沒完

沒了的目標。可是在靈裡卻很少談標竿。很多人認為我有工作

了，工作就是我的人生目標，我結婚了，愛老公或愛老婆就是

我的目標，有孩子了，帶好孩子就是我唯一的目標，還有人認

為現在我還年輕，有很多事要做，等我老了、沒事幹了、生病

了或愛情出了故障等才來教會聽主的話和求主的幫助。 

我們是蒙恩的基督徒，要隨時警醒自己，千萬不要落入

魔鬼的試探，不要擁有一次受洗就永遠得救的錯誤思想，以至

於受洗之後不來教會或不去朝著標杆直跑。 

愛主的心、追求主的事以及向著標杆直跑不是可有可無

的！無論什麼年齡，工作，學習，人物，只有放下自己的驕傲，

私欲和野心，謙卑地天天來到主的面前，把主的事放在首位，

才能從主那得著智慧，從而用主的話語指導我們的工作，生活

和學習以及更好地培養我們的下一代。這樣，就可以從主耶穌

那得到獎賞。正如腓立比書 3－13~14“我只有一件事，就是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酥裡從

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一生中最大的事 
楊雲真傳道 

管教 

有一首詩歌《煉我愈精》，內容是： 

你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 

你若不投葡萄入酢它就不能變成酒， 

你若不煉哪噠成膏它就不流芬芳， 

 
 

54 

http://dict.lambook.com/%E5%9F%BA%E7%9D%A3
http://dict.lambook.com/%E5%9F%BA%E7%9D%A3
http://dict.lambook.com/%E5%9F%BA%E7%9D%A3


見證與分享 
 

主，我這人是否也要受你許可的創傷？ 

（副歌：）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去的東西你以自己來代替。 

如果你我所有苦樂不能完全相同， 

要你喜樂須我負軛我就願意多苦痛， 

主，我全心求你喜悅不惜任何代價， 

你若喜悅並得榮耀我背任何十字架， 

（副歌：）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去的東西你以自己來代替。 

我要讃美再讚美讃美何等甘甜， 

雖我邊讚美邊流淚甘甜比前更加添， 

能有什比你更好？比你喜悅可寶， 

主，我只有一個禱告你能加増我減少。 

（副歌：）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去的東西你以自己來代替。 

信主之後（未受洗）神就開始給我學功課了。80 年初有

一天，母親、弟弟和我去批貨，我們搭公車，我付車資。阿根

廷的公車司機是全能的，沒有車掌（管收票賣票的），他要開

車，賣票，找錢同時也會坑錢。但那天司機找錢卻找多了給我，

第一時間我沒數，等我坐定之後才發現錢多了，但多得併不多，

大約五毛錢，心想沒多少錢，就沒退還他。原因有幾： 

  1，阿根廷司機要求你自備零錢，如果你沒準備，他會對你說

下車時再來找錢，但許多時候到下車一急就忘了，等想起來只

有望車興嘆了。 

  2，是你多找的，不是我偷的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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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大賣場批好貨，當時我們還沒有車，就叫了一部貨

車回去。回去之後將貨物開箱上架，發現少了一些貨。於是匆

匆趕回大賣場，看到我另一半的貨還立在那兒沒被載走，於是

只好再叫一次貨車。回去一算，再跑一趟所化的車費，正好是

那位司機多找的 100 倍。心想會不會神懲罰我呢？還是只是

一次倒楣的事而已呢？人生倒楣的事也是常會發生的，就沒在

意它。 

大約一周之後，我又去同一地點批貨，在公車上又發生

同樣的事，司機又多找了。我心中滴沽要不要退錢，但心想上

次可能只是巧合倒楣，心想這次我要小心謹慎，要看看是否是

神的懲罰，所以就定意不退錢（膽大！）。到了批發商那兒，

先向貨車司機登記看我是第幾位被輪送的，是第二位。他看一

看第一位的店比我家運，來回大約要一個半小時，我家只要半

個小時，所以他說他幫我去商量一下，看可以不可以先送我的，

但他說若對方肯我需要動作快一點。結果他回來說可以，就因

為這樣一來我開始心急，匆匆買好結賬。回去一看，又少了一

半的貨，再趕回大賣場，情況跟前一次一模一樣，又賠了一百

倍。於是我對金錢的觀念非常清晰，不是我該得的就算送到我

手上我也不能要。 

1986 年我們買了第二部十人客貨兩用車。有一天，去另

一個大賣場買貨，回來發現賬單上有一樣貨巧克力粉一箱，結

餘是“0”，應該是 10 元的，我想 100 倍就是 1000 元了，心

想下次去一定要退錢給他們。後來看了別的貨價發現有些貨好

像他們多要了我的錢，算算也差不多打平，所以比較安心一點，

誰也不欠誰。一週後我又去同一地點買貨，我就問了一下那裏

的經理，我說你們怎麼沒照架子上的定價出售而貴了一點，

（因阿國經濟不穩定，有時一天漲好幾次，可能他們電腦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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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價，而架子上的標價來不及換新標價），經理說這兩個星

期都沒改過價錢，他問我買了什麼東西，什麼價錢。他回去貨

架那兒看一下，回來問我買的是什麼牌子的。原來，同樣的東

西、不同的廠牌自然價錢也不一樣了，我拿了 A 牌的東西卻

記了 B 牌的價錢。照理說，我應該對他說關於巧克力粉的事，

但因面子問題沒對他說，因那時候在場的客人都是中國人，心

想如果說出來一定會笑死人，錢已在你口袋裏一個星期了還要

吐出來，因怕人笑，所以沒行動。回去之後對弟妹說我沒退錢

的事，她沒說什麼，但我的心裏有點怕怕的。第二天早上弟弟

五點起來接牛奶時，牛奶工人對弟弟說“老闆你的車門怎麼開

開的”。我弟弟一看，車上的音響不見了。早上開店時，弟弟

對我們說車子遭小偷了，我和弟妹同聲說應該的。去問了一下

價錢，要放回音響及修車門正好一千元，又是一百倍，又是一

次教訓。面子不重要，神喜悅不喜悅才重要。 

1995 年，從阿國移民到加拿大。五月正值龍蝦盛產，一隻

3•99，朋友帶我們去超市買東西，他建議我們多買一些放在

凍箱裏以後慢慢吃，所以就買了 20 只，每個袋子裝 2 只（本

地人都是裝 1 只）。到了收銀員那兒，碰到一個怕龍蝦的人，

她告訴我們只要告訴她幾袋就好了。我們說 10 袋，結果只收

我們五十多元而已。我立刻請朋友對收銀員說我們是買 20 只

龍蝦不是 10 只，（我不會說英文或法文的龍蝦），朋友說沒

關係啦，那麼大的公司 10 只龍蝦不算什麼，他不肯幫我說。

沒辦法，心裏算一下 39•9 的 100 倍可是 3990 元，心中呼叫

主救我，我賠不起。回來之後一直害怕不知要如何補救，後來

就在主日把 40 元奉獻出去，再過一週想起這位朋友買了 80

只，不知是否也是 2 只裝一袋，如果是，我也有罪，所以又

把 160 元奉獻出去，心總算平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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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阿京中華教會的宣教年會，教會請了陳增欽牧師作講

員，我住在牧師家，他也住在牧師家。有一天下午他在教會講

他信主的見證，說他是個醫生的兒子，兄弟有幾個，他年少時

是個不良少年，打架搶別人的東西等等。後來十七八歲時信主

了，帶他信主的牧師說要對付罪，不單只是認罪而已，還要去

對付：譬如他曾經到五金店強取過一支鉗子，他就必須回去付

那支鉗子的錢，如果老闆問為什麼現在還要來付錢，要告訴他

你已經信耶穌了所以來付錢，好將榮耀歸主名。他就照那牧師

說的去做，凡他想得起來的他都一一去對付。講完見證，他要

我們每一位低頭求聖靈光照我們有什們得罪神的罪沒有。我心

想我是個常常立刻認罪的人，應該沒什麼可認的。沒想頭一低

下來，就聽到龍蝦兩個字。我不知道還要怎麼對付這個罪，後

來我就請教他，他說神為什麼要你的髒錢？真慚愧，但我不知

如何作好。他說回到你當初買龍蝦的地方補那十隻的錢，我說

沒問題。回來之後，對全家述說這經過，全家大小都知道我必

須去對付這件事，但未去之先我們全家先跑一趟多倫多，心想

回來再補吧！在多倫多中國城採購中國貨時沒地方停車，友人

說有幾個位置可暫停，但司機須要坐在裏面，隨時可以離開，

弟弟本來就不想逛，就留在車上。但因我們去得太久，他忘了

他不可以離開，就下來找我們。回來一看，多了一張罰單，四

十元。多倫多朋友說奇怪怎麼 40 元，這裏是 38 元啊！也許

因為你們是滿地可來的！我心裏明白，神要我別忘了龍蝦的事。

回來第二天，住同樓的朋友約我們第二天一早去二手店買衣服

（因只有那天全面半價），所以又先去逛街了。到了那兒停車

場，找不到停車位，正想回去，正巧有一車走了，我們就把車

停在那個位子，弟弟不下車，說他不想穿二手衣服，我們全部

都下去了。後來弟妹看到一件夾克不是二手，因原價的牌子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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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她就跑去叫弟弟下去看，他看了不中意，回車上一看

又一張罰單 40 元，原來我們的車停在牆上有消防栓的位子

（一般都是在地上），等大家都回來，孩子們都說姑姑快去還

那龍蝦的錢吧！不然不知道還要被罰多少個 40 元啊！當天還

下箸大雪，我們就跑到當初買龍蝦的地方去找經理，告訴他原

委，經理就叫我們在那裏等一下，我們一等就是半個多小時，

他才姍姍來遲的走回來，當他看到我們還在那兒，表情一怔，

好像說怎麼你們還沒走啊！最後他說就當作聖誕禮物吧！感謝

主我的債還清了，從此沒再接到任何罰單了。 

因這教訓，以後每一次有苦難時我都先自省有什麼得罪

神的地方沒有，若沒有作錯什麼，再求神光照要我學什麼功課。

神要求我們要聖潔像天父，如果我們不被煉淨如何能達到祂的

要求呢？也許你會想那我還是不要信上帝比較好，祂管不到我，

其實祂是全地的神，是公義的神，凡是違反祂的律的必有懲罰，

這是祂的因果律，是現世報不是來生報。 

許多基督徒認為信了主就萬事 ok 了，可以得到神的一切

的賜福保佑，一旦沒按自己的心意蒙福時，就對這位神失去信

心，總是心生抱怨，若是再遇到管教更是不想信這位神了。神

是聖潔的，祂不能容許罪存在我們與祂之間，一旦犯罪，我們

就會像亞當夏娃一樣被逐出樂園，也就是神不同在。神不同在

就不平安、不順了，直到你對付你的罪，那罪的屏障才能撤去，

你才能再一次與神面對面。神的管教是一種愛的表現，保羅在

希伯來書 12：7 —11 節說的“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

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管教的呢？管教原是眾子所

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再者，我

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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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豈不更當順服祂得生嗎？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

唯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

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

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我們接受耶穌為

救主之時，只是因信稱義，還不是真的義人，我們必須被經練

成義人，使我們與我們所蒙的恩相稱。你認為呢？（待續） 

MY LIFE JOURNEY AFTER TAIWAN 
By Pastor Jane Yang 

Translated by Stanley Kwan 

TEACHING ( DISCIPLINE ) 

There is a hymn which I love to listen. 

OLIVES THAT HAVE KNOWN NO PRESSURE 

-Olives that have known no pressure 
Never can oil bestow; 
If the grapes escape the winepress, 
Cheering wine can never flow; 
Spikenard only thro’ the crushing, 
Its fragrance can diffuse. 
Shall I then, shrink from the suff’ring 
That Thy love would so induce? 

-Refrain! 
Each blow I suffer 
T’s true gain to me. 
In the place of what Thou takest 
Thou dost give Thyself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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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my heart-strings need Thy stretching 
Music divine to prove? 
Must the sweetest music come from 
The harsh treatment of Thy love? 
Lord, I fear no deprivation 
If I be drawn to Thee; 
I would yield in full surrender 
All Thy heart of love to see. 

-I’ m ashamed, my Lord, for seeking 
Myself to guard always; 
Though Thy love had done its stripping, 
Yet I felt compelled Thy way. 
Lord, according to Thy pleasure 
Complete Thy work in me; 
Heeding not human feelings, 
Only do what pleases Thee. 

-If Thy mind and mind should differ, 
Pursue, O Lord, Thy way; 
If Thy pleasure means my sorrow, 
Still my heart shall answer, “ Yea! “ 
‘Tis my deep desire to please Thee, 
Though I might suffer loss; 
E’ven though Thy delight and glory 
Mean that I endure the cross. 

-Oh, I ‘ll praise Thee, e’en if weeping 
Be mingled with my song. 
Thine increasing sweetness calls forth 
Grateful praises all day long. 
Than everything to me; 
Thou increase and I decrease, Lord- 
This is now my only plea. 
Thou hast made Thyself more pre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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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I became a follower of Jesus, Lord has given me 
numerous disciplinary lessons. 

One day, while we were operating our store, mother, brother 
and I went to the market to purchase inventory. We took the bus 
to the market. The drivers were all versatile as they performed 
two jobs at the same time, driving and conducting. Passengers 
who did not have the exact bus fare were provided changes as 
well. This day, I was given more changes than I was supposed to 
have received. It was about 50 cents too much, but I thought it 
was only a small amount and so I kept it. It was customary that 
when the driver could not provide the change at the time of 
boarding, the passenger would then ask for the change when 
alighting from the bus. However, often this was not done because 
the passenger was in such a hurry that he would forget. In case 
like this, the bus company gained. Now this was my turn. I also 
had the attitude that it was the driver who was careless and 
provided me too much change. I did not commit any crime and so 
I took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It was all because of my 
avariciousness. 

Having finished purchasing the stock, we called for a trucking 
service at the market entrance. At that time, we still did not have 
our own delivery van. When we arrived back at our store, we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some stock missing. We figured it was 
either left behind in the market or was stolen when we were 
loading it. So we rushed back to the market and were thankful 
that our goods were not taken. We needed to call another time 
for the trucking servi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en everything 
was settled, I did the total count both in terms of inventory and 
expenses. My calculation showed me that the two-time 
transportation charge was exactly 100 times of the extra change 
( 50 cents ) I had kept from the bus driver. I pondered if 
thisincident was a kind of punishment from my Lord or thi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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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bad luck, as many people would call it. 

About a week later, we went to the same market again for 
supplies. Once again, the driver gave me extra change. I was 
hesitating whether I should be honest and return to the driver the 
extra fare which I was not supposed to pocket. But then the 
greediness was in control and I decided not to. 

I became very careful no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 
this time. What happened a week earlier was, I believed, only my 
bad luck. First I registered with the truck driver to see what spot 
was available. We were in line for the second delivery. However, 
the driver was willing to do us a favor. He would ask for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registrant ahead to serve us first. It was 
because our delivery would only take half an hour, while his 
would take an hour and half. The truck driver came back with a 
piece of good news for us but we had to act quickly. After the 
transport of the stock to our store was completed, we again 
noticed that something was missing. History repeated itself. My 
final figures indicated that once again I had to compensate 100 
times of the extra change from the bus driver. This must be a 
message from God. Since then, I became very alert in terms of the 
receiving and spending of the money. 

At the end of 1986, we bought our second ten passenger and 
cargo van. One day, as usual we went to the market for supplies. 
When we came back, I studied the bill and noticed that there 
were some errors. First, a box of chocolate powder was being 
charged for a zero amount. The price, as I remembered was ten 
dollars ( US ). The two experiences reminded me that for money I 
wrongly took, I would need to compensate 100 times, so for ten 
dollars ( US ), it would be 1000 US dollars. I would rather return 
the box to the market. But then I also realized that there were 
other items being priced more. So I did the calculation and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ual figur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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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at appeared on the receipt were insignificant. I then 
believed that it would be alright for me to leave it as was. 

A week later, we went to shop at the same market.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question the manager; whether they had 
increased the prices while leaving the marked price on the shelves 
unchanged. This practice happened frequently because the 
Argentinean peso was uns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market and price of the commodities could change few times a 
day. He told me that they had not adjusted their prices in the last 
two weeks. Further in the conversation, the manager asked me of 
what product was being charged wrongly so that he could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Having checked with the price marked 
on the shelf, the manager came back to me with a possible 
explanation. He gathered that the cashier might have registered 
the wrong brand and so we got charged more. At that moment, I 
should have mentioned to the manager about the zero dollar 
chocolate powder. But I did not because there were many 
Chinese customers around, and my being honest might turn me 
into a laughing stock for them. However I knew that God’s 
redemption would one day arrive. 

The next day, as usual, at around 5:00 in the morning, 
brother opened the door for the milk man to deliver his milk. 
Brother was being asked of why the door of our van stayed 
opened. He investigated and noted that the vehicle was broken 
into and the sound system had been stolen. On the same day, I 
took the vehicle to the garage for repair. The cost was 1000 
dollars ( US ), exactly 100 times of the price of the chocolate 
powder. 

In 1995, we immigrated to Canada. It was in May when there 
were lobster festivals all around in Montreal supermarkets. The 
price was only $3.99 for each piece. A friend suggested that we 
purchased more lobsters and placed them in the freez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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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consumption. We followed his advice. In the supermarket, 
we bought 20 lobsters and put them in 10 bags. It was simply 
because we did not want to waste more bags. However the locals 
from Montreal would only place one lobster in one bag. 

There were long queues. The cashier only wanted to know 
how many bags we had, instead of how many lobster we took. 
The answer for her was straight forward and at that time we did 
not have any intention to cheat. We were then charged for $40.00. 
I tried to correct the error and requested our friend to convey the 
message that we had taken 20 lobsters. At that time I could hardly 
speak English or French. My friend refused. His reason was very 
simple, a big supermarket could not care or less about the 10 
lobsters. 

Pretty soon, I realized that I owed the supermarket $39.90. I 
was very worried that God would make me pay 100 times later. 
This was certainly beyond my capability. I tried to think of a 
method to compensate. So in the following Sunday Service, I 
made a small gesture and gave $40.00 for the weekly offering. 
However, in the following week this matter still bothered me 
because I still had a sense of incompleteness. I thought of my 
friend. He took 80 lobsters and paid for only 40. It was because he 
followed what we had done and placed two in one bag. Therefore 
I believe that I should bear some kind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following Sunday Services, I made a bigger amount of offering 
( $160.00 ). After that, I had a sense of relief. 

At the end of that year ( 1995 ), I went back to Argentina to 
pay tribute to my parents; they were still buried there. I was 
invited to be the guest in the Reverend’s house. Coincidentally, it 
was our church annual mission conference. Reverend Chen was 
the speaker for the conference. He was from out of town and was 
also staying in our Reverend’s house. One afternoon, he gave a 
touching sermon. He described himself as a naughty son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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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Not appreciating his background, Reverend Chen often 
got himself into trouble with the law. He participated in fighting 
and stealing activities. Finally, at eighteen, he changed and 
became a believer of Christ. The Pastor who led him to Jesus, 
always taught him that in order to fight with sin, a person must 
confess and redeem. 

Reverend Chen shared his own experience with the whole 
congregation. Many years ago when Reverend Chen was still a 
juvenile delinquent, he stole a pair of pliers from a hardware store. 
Years later, he went back to the store and paid for the pair of 
pliers. The owner was very surprised and wondered why he would 
do that after such a long time. Reverend Chen replied by saying 
that he was a Christian and would pay for what he owed; this was, 
for him, a way to glorify our almighty Lord. So as far as he could 
remember, Reverend Chen had since then paid back for he had 
owed. When he finished his sermon, Reverend Chen asked each 
one of us to ponder what sin had been committed. This lobster 
matter was still fresh in my mi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had 
already made $40.00 and $160.00 of offerings to the church. I did 
not know what else I could do. Finally, I got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is matter with Reverend Chen. He stressed that our Lord 
would not want my dirty money. I must go back to the 
supermarket and repaid for what I owed for the ten lobsters. 

I discussed this matter with brother and sister-in-law once I 
went back to Montreal. They both agreed with Reverend Chen. 
However our priority was to go to Toronto to visit some friends. It 
was in Toronto’s Chinatown where we parked our vehicle at a no-
parking place. In order not to receive a parking ticket, our friend 
suggested that brother should stay and when necessary to move 
the vehicle. We shopped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brother started 
getting worry. He decided to leave the vehicle and looked for us. 
Brother had forgotten our vehicle was in a no-parking spo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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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received a ticket of $40.00. Our friend was wondered why not 
$38.00, because this was normally the penalty. His explanation 
was perhaps it was because of our Quebec license plate. But, I 
knew that it was a punishment from my Lord. 

Three days later, our neighbor informed us that there was a 
big sale ( 50% off ) in a second hand clothing store here in 
Montreal. We could 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It was full in the 
parking lot. Just about to give up, we spotted somebody leaving a 
parking space. Without any hesitation, we parked our vehicle 
there. Brother had no interest in wearing this type of clothing and 
so he stayed in the car. We spent long hours searching for brand 
new second hand clothing and finally sister-in-law found 
something valuable. It was a brand new vest still with the original 
price tag on it. She rushed to inform brother of her finding. They 
both came back but sister-in-law was disappointed because 
brother did not like the vest. He returned to the vehicle and saw a 
parking ticket placed on the windshield. It was another $40.00. He 
then noticed that there was a fire hydrant on the wall (we always 
believed that we could find fire hydrant only on the ground ). 

Back home when the children became aware of what had 
happened, they all said that I should go and repay the lobster 
money immediately. Otherwise, it could be a never ending 
predicament. 

It was a snowy day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at did not stop us 
from going back to the supermarket. We told the manager the 
purpose of our coming. He was busy and requested us to wait. 
About half an hour later when he came back, the manager was 
very surprised to see us still there waiting. Before sending us 
home, he said that there was no need for us to pay because the 
lobsters were now a Christmas gift. We were relieved and grateful 
that this matter was finally sett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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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experiences had taught me a valuable lesson. From 
then on, whenever there is suffering and punishment, I will reflect 
if I have any wrongdoings in my thoughts and deeds. If there are 
any, I will then prey for God’s mercy. A valuable lesson will always 
bring me a step closer to Lord. Often many think that God will 
only punish His followers. This is a naïve belief because God is for 
all and is almighty. We will reap what we have sown. We must 
confess and repent our sins. 

Many always think that once Jesus is accepted as their 
master, they will be blessed. Whenever they face hardship or are 
having obstacles in life, they will complain. They do not realize 
that it is because of their sin. They do not confess and eventually 
they lose faith. 

Adam and Eve were expelled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It was 
because of their sins. God was no longer with them. They felt 
insecure. Their living was harsh. We must know that teaching and 
discipline are love from our Lord. As stated in Hebrew, chapter 12 
verse 7-11, Paul stressed that God loves us as His children and so 
discipline us as His children. Children are taught by their father 
because they are being loved. Discipline always comes with 
misery and sadness. However, once we are tempered, there 
comes joy and maturity. Our faith will become firm and 
unshakable. Our bond with our Father will be solid.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man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othy 3:16-17 

 
 

68 



1 

出版：   滿地可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 
 SOUTH SHOR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598 Bellevue N., Greenfield PK, QC J4V 1C8 
 電話：514-833-1818  
 網址：http://www.southshorecac.org 

教牧同工：甘志聰牧師（pastorgum@gmail.com） 
 楊雲真傳道（Janeyang625@gmail.com） 
 吳家興傳道（windchw@yahoo.com） 

編輯同工：張躍鋼   陳尚林   高平   蘇福忠   谷華民 

滿恩堂每週聚會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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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M 

• 主日學(成人 ) 週日 12:45 PM 

• 主日學(兒童) 週日  2:30 PM 

• 主日學(英文) 週日 12:45 PM 

•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二 10:00 AM 

•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 PM 

• 小組查經 (普通話 ) 隔週四  7:30 PM 

• 福樂團﹝樂齡﹞ 週五 10:00 AM 

• 頌恩團﹝廣東話﹞ 週五  8:00 PM 

• 姐妹小組查經﹝普通話﹞ 週六 4:00 PM 

• 利百加婦女團契 週六  2:00 PM 

• 恩雨團﹝普通話﹞ 週六  6:30 PM 

• Josiah 少年團契﹝英語﹞ 週五  7:30 PM 

• TnT 真理騎兵團﹝英語﹞ 週六  7:30 PM 

http://www.southshorecac.org/
mailto:pastorgum@gmail.com
http://ca-mg6.mail.yahoo.com/yab-fe/mu/MainView?.src=neo&themeName=fresh&bn=50_11&s=0&isFresh=1&bucketId=0&stab=1372537804558
http://ca-mg6.mail.yahoo.com/yab-fe/mu/MainView?.src=neo&themeName=fresh&bn=50_11&s=0&isFresh=1&bucketId=0&stab=1372537804558


認識你是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

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約翰福音 17 章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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