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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同在
吳家興傳道
八年多前，當我們全家決定要從美國搬到加拿大之前，
神所賜給我的話語就是《出埃及記》卅三章 15 節，摩西向
神所祈求的：「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
裡領上去。」我們一家也在搬遷的過程中經歷神同在的恩
典：在經濟衰退、房市交易不很熱絡的景況，神讓我們順
利地賣掉了我們在美國 Kentucky 所買的第一棟房子，師母
的新公司也願意代替我們償還我們在 Wisconsin 所租房子
租約未滿所欠的餘款，神更在這裡為我們預備了一個我們
可以參與並服事的教會；還有許多的經歷，更讓我們感謝
神同在的恩典。
其實我們信徒信主之後，就有神應許的永遠同在，因
為主耶穌的靈常住在我們裡面。但我們的生命及生活卻常
常感受不到，或反應不出神同在所彰顯出神的榮耀。就像
我們擁有一支全能的手機，卻沒有能享用到它所能供應我
們所有的功能，這是非常可惜的。作為信徒的我們雖然有
神的同在，但如果不能常常體驗神同在的恩典，也是相當
可惜的。
今天想從《出埃及記》卅三章 12-23 節的經文中，和
大家一起學習摩西是如何懇求、如何渴慕、並如何經歷神
的同在。
一、懇求神的同在(12-14 節)
摩西瞭解：神的事只有照著神的方法才能完成。摩西
原本嘗試用自己的方法拯救以色列民，但卻讓他逃亡到曠
野牧羊四十年之久，一直到神在燃燒的荊棘裡向他顯現，
吩咐他將百姓從為奴的埃及領出來，他才開始明白，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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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民的是神，要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進迦南是神的事，不
是他憑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的方法可以做的。
摩西照著神所吩咐他的，將以色列民領出了埃及；摩西也在
當中看到神的大能及作為(降十災、過紅海、賜嗎哪鵪鶉、磐石
出水、打敗敵人…)，他們一路來到西乃山，神藉著摩西頒佈了
十誡並吩咐他們遵行，要他們造約櫃及會幕作為神同在的表徵。
但百姓卻等不及摩西下山，要求亞倫為他們造一個神像，一個金
牛犢，在當中拜偶像、犯罪得罪了神。原本神要將他們滅絕，但
因著摩西的代求，神暫時收回祂的怒氣，依然照著應許要摩西將
百姓領到迦南。神吩咐摩西說：「現在你去領這百姓，往我所告
訴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討的日子，
我必追討他們的罪…我自己不同你們上去；因為你們是硬著頸項
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們滅絕」(出卅二 34)。
當摩西知道神不與他及百姓一同上迦南，他便來到神面前向
神祈求，懇求神的同在。雖然神說會差使者在前引路，與摩西同
去，但卻沒有說是誰；摩西不要神的使者與他同去，他要神親自
與他同去。摩西知道：雖然他是神所揀選、所呼召去帶領以色列
民出埃及進迦南的人，但要完成這使命的除了神自己以外，沒有
其他的人可以完成。他要神記得祂的應許，他要神記得，以色列
民是祂的子民，他要神親自與他及百姓同去。
摩西在 13 節向神懇求三件事：

1. 「將祢的道指示我」
摩西所祈求的是要更明白神將要如何對待祂子民，神
將如何追討百姓在前一章所犯拜偶像的罪。摩西想要
知道神的道路及神的要求，想要知道神到底是位怎樣
的神。他想要更認識這位神。
惟有當我們明白神的道，我們才能真正的跟隨祂。
2. 「可以認識祢」
所以摩西希望藉著認識神的道和神對人的要求來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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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只有在明白神的道之後，我們才可說我們認識神。
只有在我們真正認識神之後，我們才能被稱為神的子
民。
3. 「在祢眼前蒙恩」
當我們認識神的道及認識神之後，神的恩典就會臨在
我們的生活上。如果我們不認識神及祂的道，我們就
不可能在神眼前蒙恩。
神的同在需要「神將神的道指示我們，使我們可以認
識祂，好使我們在祂眼前蒙恩。」許多時候我們都只滿足
於現況，我們的服事，我們與神的關係，都一直停留在過
去與神的經驗上，這樣我們就不能在靈裡面長大。我們要
像摩西一樣，大膽地來到神的面前，向神懇求使我們更認
識祂的道，也就是祂的話語，使我們可以更認識祂，使我
們在主裡享受從天而來的一切豐盛及恩典。
神在 14 節應允摩西的祈求，祂將親自與摩西及以色列
民同去，並要他們享有與神同在的那種安息。這是神極大
的應許！只要我們懇求神的同在，更深地認識神的道、認
識神，我們的生活不僅可以蒙受神的恩典，我們的心靈也
可得著那與神同在的安寧與平安。
二、渴慕神的同在(15-17 節)
摩西抓住神同在的應許，進一步向神祈求說：「祢若
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人在何事
上得以知道我和祢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不是因祢與
我們同去、使我和祢的百姓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摩
西渴慕神的同在，因為只有神親自的同去，因為只有神的
同在，這應許的一切才有可能。
1. 神的同在勝於應許之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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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摩西來說，神的同在與同行遠勝過那流奶與蜜之地。
將來的盼望在於我們對現今有把握、有確據。即使我
們完成了神所託付的事工，但卻沒有神的同在，這事
工就失去了它的意義。我們不要為了達到目標或完成
目的，而忽略了神同在的重要性。
就像我們教會去年的主題『同心建造』一樣，不論是
建造信徒，不論是建造教堂，如果沒有神的同在，就
只有外表、外殼，沒有實質的意義及內涵。我們在所
做所行的一切事上，要有一顆渴慕神同在的心，就如
摩西一樣。
2. 神的同在就是蒙恩
摩西知道，惟有神的同在才能使神的百姓蒙恩，惟有
神的同在才能使神的百姓與其他的萬民有所分別。地
上的萬民怎麼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選民，因為他們看到
神與他們同在，因為神為他們爭戰，因為神的作為、
能力與恩典常與祂的百姓同在。
我們信徒與世人不同的地方，並不是因為我們比世人
來得好、來得強，乃是因為我們有神的同在。教會之
所以不同於其他宗教團體，應該是要有神同在的彰顯，
而不是人數的多寡、聚會形式是否吸引人、聚會的地
方是否華麗舒適。
神同樣在 17 節應允摩西的祈求，願意親自與他們同去，
因為神悅納摩西，因為祂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
三、經歷神的同在(18-23 節)
摩西之前已經看過也經歷過神的大能，聖經也告訴我
們「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
(出卅三 11)，他與神的關係相當親密，神常與他同在。但
此刻摩西要求想要看神的榮耀，也就是神自己；摩西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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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神的面。但神告訴摩西，他不能看見神的全部，卻可以
看見神的部份。摩西想看神的榮耀，但神知道此刻摩西所
需要的，是神的恩慈。神要摩西認識祂是一位有憐憫有恩
典的神。
1. 神的恩慈帶來神的榮耀
神說：「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宣告
我的名。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指的是卅四章 5-7 節所記載的：「耶和華在雲中降臨，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裡，宣告耶和華的名。耶和華在他
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
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
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
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神向摩西及以色列民所顯的恩慈，不僅僅只是一次的
恩慈，乃是神一切的恩慈。而神的恩慈也就彰顯出神
的榮耀。我們若要見神的榮耀彰顯，我們必須常常在
神裡面，尋求祂的面，渴慕祂的同在。
2. 神施憐憫的權能
在我們認識神的憐憫與恩典的同時，我們也要知道神
有決定施恩與否的絕對主權，因為恩典出自於神，祂
決不以有罪的為無罪，我們不可濫用神的慈愛與恩典。
摩西在經歷神的同在之後，信心再次得到堅固，重新
挑起神所託付的重任，繼續帶領以色列民往神所應許的迦
南前進。他有信心，因為神與他同在。神的同在是我們信
徒生活及事奉能力的泉源；我們要常常進入神的同在，也
要常常活在神的同在中，使我們的生命彰顯出神的榮耀，
讓人認出我們是屬神的子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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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同在就在主耶穌基督裡，因為神的一切榮耀都在
主耶穌基督身上。過去，人若直接見到神的面，便不能存
活；但如今藉著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基督，我們就可以看到
神的榮耀。祂也是以馬內利的神，永遠與信徒同在。但我
們是否願意常在主裡面，讓主常在我們裡面呢？我們是否
常常懇求主的同在、渴慕主的同在、經歷主的同在呢？主
耶穌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與他同住」(約十四 23)。

神最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一切所作的，都是
为着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多么地爱我
们， 那么，由他手而来的一切甘甜和苦难，都要
一样地接受。因为凡由他而来的，没有一样不是
好 的。只要我们在这个亮光中看，即使是最痛苦
的苦难，也不至于难受了。当我知道这苦难是爱
我们的神所赐的，好使我们因受苦而自卑，我们
的苦难就要失去它的苦味，我们的呻吟也要成 为
喜笑了。
让我们来学习认识神。你认识他越多，你也
就越想要认识他，因为爱神的程度与认识神的 程
度是成正比的。所以你认识他越深、越多，你爱
他的心也必越深、越多。如果我们真有 一颗爱神
的心，那么，我们承受的不管是痛苦或喜乐，我
们也必定一样地爱他。
——摘自劳伦斯《与神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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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方叔慶長老
詩篇 42：1「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這裹形容我們渴慕神和渴慕神的話語有如鹿切慕溪水一樣，
為甚麼要用鹿去描寫「切慕溪水」呢？豈不是所有的動物
都需要水的麼？原來神創造的時候，總會賜與一些獨特之
處來保護自已，特別是純良弱小的動物。牠們既沒有凶猛
惡獸的暴力，那怎樣去抵擋或逃避呢？所以狡兔有三窟，
羊群有捨命的牧人保護，那麼美麗的純鹿呢？神就為牠們
預備了四條快跑的腿。大衛在詩篇 18：33 節這樣稱頌耶和
華，因為當時他正被敵人追殺，「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
蹄，又使我在高處安穩」。正因為鹿要時常逃避猛獸的追
殺，所以牠就只有四蹄如飛的逃跑。一輪飛跑之後，終於
擺脫了敵人的追殺，而自已的身體卻因為劇烈的奔跑而消
耗了大量的水份，極其口渴，急需大量的水份去補充，這
就是牠切慕溪水的原因，也就是牠非喝不可，絕不能缺少
的原因。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的心切慕神嗎？我們的心渴慕
衪的話語嗎？渴慕得如鹿切慕溪水那個地步嗎？當我們不
覺得饑渴，我們就不覺得需要，神的話語對我來說就可有
可無。我們將首要的變成次要，次要跟著就變成無關重要，
無關重要跟著就會完全不需要了。
今天我們在靈裏面饑渴嗎？渴慕的心有如鹿渴慕溪水
嗎？，我們敬拜神的心是渴慕得急不及待呢？抑或可有可
無、或慢調斯理無可奈何的去參與呢？詩篇 81：10「你要
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神要滿足那些「飢渴慕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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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這種屬靈的飢餓是所有屬神的人一種特徵，他們最
高志向不是追求物質世界而是屬靈的事情。「飢渴慕義」
是耶穌的門徒在地上必需培養的一種屬天的品格。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當我們知道自己是又飢又
渴、極需要餵養的時候，就會有渴慕之心，如鹿渴慕溪水
一樣，如種子落在好土裏一樣，結出好果實三十倍、六十
倍、一百倍。因為你感到靈裏飢渴，你就會渴慕靈糧，就
會留心、專心聽神的話、領受神的話、遵行神的話，你就
會在靈裏得著飽足。
所以耶穌說：「你們所聽的要留心，你們用甚麼量器
(來)量(「給人」二字末見於原文)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
們，並且要多給你們」。這裏是告訴我們帶甚麼量器來到
神的面前，神就會根據我們所帶的量器來量給我們。意思
即是說：你想要多得，預備了一個大量器來，神必定多給
你們。或是你根本不想得，隨便的帶一個小量器來，那你
只能夠得到一丁點兒了。馬丁路德曾說：「你所需要的是
一顆飢渴慕義的心，永不受環境所限制遏阻，也永不感到
飽膩。」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是否帶著虛心受教的量器、饑
渴慕義的量器來到神前，神必會使你豐富的、飽足的、
「並且要多給你們」的回去。
願我們大家多加省察，時刻感到自已靈裏的飢渴慕義，
時刻需要神的話語，神應許必使我們得飽足。切莫像耶穌
在路加福音 7：31~32 所形容：「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的人
呢，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
們不啼哭」，為甚麼？因為我們心硬，因為我們無動於衷。
親愛的弟兄姊妹，「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
必得飽足」。阿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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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便為有福
甘志聰牧師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詩 1:2）
本欄名為「唯讀聖經」，筆者有一信念：只要讀，就
會有亮光；不讀，就一定無亮光。今期適逢新春佳節，講
福、念福、尋福，最為應時。我邀請讀者一齊讀一下聖經
中的「福」字。
今日的電子產品五花百門，功能又多，用來查經，事
半功倍。在很多電子版《聖經》裏，只要寫一個「福」字
來搜索，所有包含有「福」字的經文都會一一列出，再按
一下這經文的章節，就立刻會列出這節的上下文，再按一
下，又能馬上回到「福」字的列表。
從創世記開始讀「福」字，已經很有味道和啟發。在
創造中，神不單賜福給人、而且指明包括男女（1:28），
也就是說無論是男是女，都同樣有神的賜福。不但如此，
神也賜福給生物（1:22）和聖日（2:3）。之後創世記繼續
記載神賜福給挪亞（9:1）、亞伯蘭（12:1)、撒拉（17:16）、
以實瑪利（17:20）、以撒（25:11）等等。神不單賜福給以
撒（以色列人的祖先），也賜福給以實瑪利（阿拉伯人的
祖先），而且是在以撒出生之前。這裡邀請讀者這樣讀下
去，相信可以有很多的發現。進一步的閱讀，可以是從一
些引發的問題，再去讀經節和上下文來找出答案。例如，
生物都有神的賜福，有何意義呢？神賜福給聖日，又有甚
麼意思呢？在創世記中，差不多全部（需要讀者引證）神
的賜福是無條件的（12:3），但由出埃及記開始，神的賜
9

唯讀聖經（九）
福就常常（也需要讀者引證）帶有條件的（23:25），為何？
想要理解，就要進入每段經文再詳細讀。
另一個讀法是從福字的列表去作觀察。先看看有福字
的詞，常見有賜福 107 個、得福 37 個、蒙福 19 個、有福
108 個、祝福 103 個、的福 83 個、享福 20 個、這福 17 個、
福氣 11 個、福分 16 個……。大部分是動詞，更大部分都指
出「福」是由神所賜的。我們可以問，是不是所有的福都
是只由神所賜的？從神學角度看，是的。但你能否從聖經
引出這個論點呢？再可以看看經卷分佈：全本和合本聖經
裏有 594 個福字，舊約裏有 381 個、新約裏有 212 個，摩
西五經裏有 143 個、歷史書裏有 66 個、智慧文學裏有 119
個、先知書裏有 53 個；創世記裏有 63 個、申命記裏有 60
個、詩篇裏有 69 個、保羅書信裏有 101 個。從以上小小的
觀察，可引發的問題有：為何摩西五經和智慧文學的福字
比歷史書和先知書多出一倍以上？為何詩篇中的福字佔了
智慧文學中的福字有一半以上？除了篇幅長以外，還有無
其他原因呢？這些都需要讀者去讀聖經，和再讀聖經。
回到讀「福」字的列表，相信讀者很快就看到我們最
熟悉、也最常用的祝福金句——「這人便為有福」或「……
的人有福了」。新春佳節，讓我們都默想這些經文，「這
人」是否是您？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那倚靠耶和華、…、這人便為有福。（詩 40:4）
你所揀選、…、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詩 65: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詩 84:4）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詩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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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讀聖經（九）
萬軍之耶和華阿、倚靠你的人、便為有福。（詩 84:12）
凡遵守公平、常行公義的、這人便為有福。（詩 106:3）
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詩 112:1）
行為完全、遵行耶和華律法的、這人便為有福。（詩 119:1 ）
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尋求他的、這人便為有福。（詩 119:2）
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有福。（詩 128:1）
有耶和華為他們的神、這百姓便為有福。（詩 144:1）
以…神為幫助、仰望…他神的、這人便為有福。（詩 146:5）
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 3:13）
因為謹守我道的、便為有福。（箴 8:32）
聽從我、日日在我門口仰望、…、那人便為有福。（箴 8:34）
倚靠耶和華的、便為有福。（箴 16:20）
常存敬畏的、便為有福。（箴 28:14）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箴 29:18）
…禁止己手而不作惡…的人、便為有福。（賽 56:2）

最後用約伯記 22 章 21 節：「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
福氣也必臨到你。」作為結束，也最為應節。這裡可以看
出，「福倒」在聖經裏早已經有了；單單思想「平安就是
福氣」，已經使我們脫離這個以榮華富貴為中心的紅塵俗
世；再加思想「要認識神，福氣必臨到你」，必會使我們
靠近神多一點。
新年蒙福！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 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
们。
——彼得后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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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真道
冯秉承牧师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提摩
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
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提前六 12、20、21)
“要为从前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 3）
宣讲福音要注意两个极端或危险：改变所传福音的内
容，或不改变传福音的方法。如果一个人很有传福音的热
忱和恩赐，传扬的效果也似乎很好，但所传的福音偏离了
圣经所启示的真道，这样不仅不能拯救失丧的灵魂，而且
贻害不浅。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握住了福音真道，但在
传扬过程中，不管对象为何，不懂得因势利导，都是千篇
一律的“八股”调，恐怕很难开启对方的心门，进而让他
们相信福音。

十架中心
什么是要传扬的福音真道呢？使徒保罗说：“我曾定
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
十字架。”(林前二 2)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就是我们
应持守的福音真道。在这封书信中，保罗稍后对此展开说：
“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
活了，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
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
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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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林前十五 3-8)
这 处 和 合 本 的 翻 译 不 是 很 贴 切 。 “ 第 一 ” 在 NIV 和
NASRB(New American Standard Reference Bible) 中 都 是
“那最重要的”("as of first importance")之意。因此，
保罗当日领受，又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事是：耶稣基督照圣经
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日又复活了。这就是福音
真道。

十字架是福音真道的中心，显明人的罪性、耶稣的代
赎和复活的大能三方面的真理。
罪的普世性。人人都是罪人。在圣经里，这一点讲得
既明确又严厉。“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
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
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
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
有。”(诗十四 1-3)有人不承认自己有罪，以为杀人、抢
劫并被法庭宣判有罪才算犯罪。这是一种误解。刑事犯罪
固然是犯罪，但圣经中的罪远比刑事犯罪涵盖深广。
圣经中罪的定义是“未中鹄的”，即达不到神的公义、
圣洁的标准。对神的标准，主耶稣总结说：“你要尽心、
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
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廿二 37-40)不顾许多确据而故
意不信神、故意不相信主耶稣，道德和行为的一切不义、
恶行都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壹三 4)。此
外，“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
四 17)
人不是犯了罪才成为罪人；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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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犯罪。人是罪人是由内在的罪性决定的。人是按神的形
象和样式造的，为要彰显神的荣耀。但人的始祖亚当、夏
娃悖逆神，犯了罪后，人不再以神为中心，人再不能显现
出神的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三 23）人的罪性是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欲念，保罗称之
为情欲或私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雅一
15)始祖犯罪后，人的罪性与生俱来。内在的罪性(sin)一
定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罪行(sins)。在神的眼
里，无论是外在的罪行还是内心的罪念，都是罪。主耶稣
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
了。”(太五 27-28)
人人都是罪人并不是说人们每天所做的每件事都在犯
罪。但我们常常是做了一点好事，又做很多不好的事，不
能只做好事而不做坏事。“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
上实在没有。”(传七 20)从人的标准看，有好人与坏人之
分；但神眼里，只有好一点的罪人与坏一点的罪人之分，
都是罪人。一个勇于面对自己的人，谁能说自己不是罪人
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
了。”(约壹一 8)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八 34)没有一个
人可以凭自己的力量从罪的羁绊中挣脱出来。然而，“罪
的工价乃是死。”(罗六 23)这个死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肉
身都会死亡，更重要的是与神永远的隔绝，是灵性的死亡。
灵性的死亡比肉身的死亡更可怕。一方面，当我们与神隔
绝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世上百十年中，是
非成败、功名利禄转眼成空。浮光掠影中所展露的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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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永恒价值的生命，没有灵魂的躯体，虽生犹死。另外，
肉体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另一种形式的开始。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来九 27)
主耶稣有一天会再来审判世界，审判一切活人、死人。一
切罪人，因为是有罪、污秽、黑暗的，无法与公义、圣洁、
光明的神相交，审判后只能与神永远隔绝，到有始无终的
黑暗中去，即地狱的光景。圣经称之为“永刑”(太廿五
46)或“第二次的死”(启廿一 8)。这原本是所有人的最后
归宿。
但神爱我们，不愿意让世人就此永远沉沦。可是神又
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鸿一 3)的神。神不
能让人带着罪回到天国，而人又无力自己洗净自己的罪。
所以，神差遣祂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耶稣基督。耶稣用
祂的死替众人赎罪。世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神审判耶
稣就算审判了众人。一切愿意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
他的罪就被耶稣的宝血洗净，在神的眼里再不是罪人，而
是圣人、义人，是神的儿女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
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生。”(约三 16)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中极为独特的“因信得
救”、“因信称义”的真理。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和公义
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和彰显。人藉着信而得到的救恩是神
的恩典，是神白白赏赐给人的礼物，不是任何人凭借自己
的行为可以赚取的。相信耶稣的人，不仅罪被赦免，而且
得到神所赐的新生命─圣灵会住在每个信徒心中。“认识
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
生。”(约十七 3)
完成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后，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四十天后升天。耶稣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因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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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一 4)“若基督没
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林前十五 14)因为，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仍在罪里，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
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林前十五 18-19)耶稣
从死里复活，不是仅可凭信心接受的教义，而是铁证如山
的历史事实。难怪在上述那处经文(林前十五 3-8)中，保
罗当日所领受又传的那最重要的信息中，他用了大部分的
篇幅谈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即耶稣复活后向门徒的
多次显现。作为当事人，保罗及门徒们是耶稣复活的伟大
见证人。耶稣的复活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够推翻。复活的主
耶稣是基督徒荣耀的盼望。

惟独圣经
保罗当日所领受又传给大家的真道，即耶稣为世人的
罪死和复活，都是“照圣经所说”(林前十五 3-4)。神的
真道是由圣经启示、显明出来的。圣经无与伦比的权威性
是因为它是神的话语，是神启示世人的无误的绝对真理。
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惟一准则。
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把圣经举得这么高；只有认
识、相信圣经是出于神的启示的绝对真理的人，才会成为
基督徒。圣经是神的话语，可以从圣经的历史性、无误性、
和谐性、教训的独特性、不可摧毁性及预言的准确性等多
方面得到印证。由于神的儿子亲自来启示我们，所以神的
所有启示已完整地记录在圣经中。圣经的内容不能作任何
增减。
要持守真道，一定要不妥协地宣讲人的罪性及其严重
后果，使人真正悔改归向神。对人的罪性没有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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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的救恩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要反对通过信耶稣而
博取属世利益的“成功福音”。信耶稣不仅是理智上知道
耶稣是神，更要由理性的认知产生依靠耶稣、跟随耶稣的
委身。要抵制各种形式的否定神迹、否定耶稣神性的自由
派神学，和否定圣经权威、以人的理性批判圣经的所谓圣
经批判学。
（摘自《领人归主》）

基督教信仰与科学既有结合点，又处于不同的层
次上。神创造了宇宙并赋予它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
发现和认识这些规律。在这点上，信仰和科学是和谐
的。另一方面，科学只是认识宇宙的规律，属于物质
的层面；而信仰是要认识创造宇宙的这位神，属于灵
界的层面。也就是说，信仰是高于和超越科学的。所
以，正确地区分《圣经》和科学是必要的。
——摘自里程《圣经的权威》
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孕育之下，达尔文的进化论应
运而生；进化论的称雄又助长了自然主义的势头，对
基督教信仰、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
严重挑战。然而，仅仅过了一百多年，达尔文主义已
陷入重重困境之中，无法自拔；而经过数千年的考
验，《圣经》却仍巍然屹立。经过否定之否定，人们
对神存在的真实性、《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复活的
历史性等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有了更深切、更清楚
的认识，使更多的人心悦诚服地俯伏在三一真神面
前，并努力去拯救更多的失丧的灵魂。也许，这正是
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的历史功绩所在。
——摘自里程《游子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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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兩句話
感謝耶穌基督就是以馬內利，感謝神與我們同在；
感謝策士奇妙、神的全能、父的永在、君的和平。

——甘志聪
——楊云真

主恩滿溢，恩滿寳莎。

願兄弟姐妹聖誕快樂，願我們預備驚醒，願主再來。

——陳達虎
祝每一个人每天快乐健康，祝每一个去满恩堂的人都能在那里得
到快乐，都能在那里把他的快乐带给每一个人。

——晓鹏
感謝主賜給我每一天的生命，讓我好好珍惜和喜樂，做一個主所
喜悅的人；感謝主賜給我們一切恩典，讓我們擁有愛和感恩的心。

——劉偉
感謝神賜與我們生命，並讓我重生得救；感謝神的恩典降臨于我，
令我今生得百倍，來世得永生。
——張小剛
感謝這個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一路走來這位上帝祂愛我，祂幫助
我。在祂手中，困苦也將化爲祝福。
——張以昕

——茹明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
主愛滿溢滿恩堂，南岸華人溫暖家。

——黃林愛燕
——雙長明

見證主的慈愛、大能，存到永遠；分享主的信實、公議，直到萬
代。
——李桂貞
我們要感恩一切善待自己的人。

——卜甜晴

主的恩典乃一生之久，數之不盡；主愛長存，永不改變。

——楊韻瑛
感謝神賜我們每天平安喜樂的生活。

——張煇、沈玨羽

主啊，感謝你，賜下滿滿的平安、快樂；在天家為我們預備永生
的居所。阿們。
——李水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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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恩堂華人沐主恩，兩岸三地一家親。
愛主降奇異恩惠，唯我行謙卑順服。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谷華民
——王葒
——劉偉心

滿恩堂，滿——是耶和華賜給我滿，恩——是耶穌的救恩給我恩，
堂——是我應該勤守主日去教堂。
——黃三妹
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淚，救了我的
腳免了跌倒。我拿什麽報答耶和華？我只能以感恩的心向神謝恩。

——謝家興
感謝神，感謝主，感謝滿恩堂兄弟姐妹，讓我們滿懷感恩的心迎
接充滿希望的新年——2015。

——王浩龍、范麗華、王傑萱、王傑瑩
昨日、今日、明日、日復日、年復年，耶和華你所坐的寶座仍舊
施恩，直至你再臨之日。
——趙偉鋒
無論何時，身在何處，唯有耶和華的愛不離不棄。感謝有神的一
路相伴。
——徐瑋靜
主恩屬不僅，主愛說不完。要得神的祝福，必須口裏承認，心裏
相信，祂是獨一的真神。阿們
——林天祥
以感恩的心獻上感謝，因我們所敬拜的神是活的神，是施恩的神，
是愛人又眷顧人的神。
——朱曉萍

——李毅

神有預備。恩典夠用。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擁有現在的一切：教會、家庭、工作和朋友。

——周麗薔
感謝主，我從樓梯跌倒，有主同在，沒有受傷。感謝主，我心情
不好的時候有主可述説。
——陳香芳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裡倚靠他，就得幫助，所
以我心中歡樂，我必用詩歌頌讚他。（詩 28:7） ——廖林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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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雖充滿狂風巨浪的衝擊，但主耶穌的愛卻滿有恩典同在。感
謝讚美主！阿門。
——谷祝娜
感謝神一年來對我們全家的保守。

——周光發、林紅

願神的恩典與每位同在，直到永遠。

——周亞東

願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能帶領更多華人信主、歸主、走主的道。
願教會能成爲他們屬霛的家。
——胡瑞麗
救恩屬乎耶和華，願你賜福給你的百姓。

——鄭王秀玉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鄭嘉偉

我愛耶和華。

——鄭嘉美

神就是愛。God is love.

——鄭嘉寳

感謝主過往一年裏保守和賜福給我們一家，感謝主讓我外婆能夠
成爲你的兒女。
——施謝淑珊
為滿恩堂的過去感謝神，將滿恩堂的未來交給神。 ——張躍鋼
感謝神賜家庭、工作和學習，感謝神賜平安、喜樂和健康。

——高琳
感謝神，賜喜樂憂愁，感謝神，絕望得安慰。

——朱瑩儀

感謝神親手醫治我母親肢體的軟弱和心靈軟弱！感謝神親手醫治
我們全家心靈肢體的軟弱！感謝神對我們全家的保守和恩典！

——張燕
感謝上帝在南岸建立滿恩堂，感謝牧師、傳道、長老對人的愛。
感謝陳愛珍姊妹、高平弟兄的愛，感謝谷華民弟兄、王葒姊妹的
愛，感謝所有弟兄姊妹真誠的愛。
——張霛眼
苦難是上帝為我們在信心上搭建的階梯，就是耶穌本人也沒有繞
過這一步。主耶穌基督沒有應許除去我們一切的苦難，但他應許
我們在他的恩典下，我們可以勝過苦難！耶穌我愛你！教會我愛
你！
——宣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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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他
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約一 4:12)

——譚朱秀蘭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詩 119:130）感
謝主向我啓示你的話語，開啓我的心。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
我路上的光。（詩 119:105）感謝主引導我當行的路，你的話將
我救活。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詩
119:71）感謝主的管教。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
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
的。（賽 54:10）感謝主給我們這平安的約和你永不遷移的憐憫。

——楊月薇

感謝主耶穌，以馬内利，使生命有意義。

——Ava

靠主得力、常常感恩，你的恩典夠我用。努力向前，多做主工。
——Mery
儅我們還在一起時，願大家健康和快樂！

——Chistine

感謝我們的主，你永遠在我的心底裏。感謝你對我們的眷
顧和愛憐。願我們在你的愛護下，永遠滿懷恩點滴幸福生
活。
——Yue Ti
感謝主時刻看顧保守，感謝主賜平安、喜樂、健康！
在我最軟弱的時候，賜給我力量，使我重生。感謝神無私
的愛，恩典夠用！感謝神！
感謝神，風雨中耶穌將我緊緊擁抱，他是我永遠的依靠。
困難都將過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榮耀冠冕，感謝神！
願神加給我們力量，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我們唯有禱告、
仰望神。願神祝福、護佑我們每個人。
Praise God for His provision and the support & LOVE. He has
given me through other people.
——Joey Lau
I’m thankful for my family and friends. I’m also thankful to go
to church.
——Esther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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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thankful for all my family and friends. I’m thankful for
what they all did for me and for being these for me.
——Emiliano Guerra
I’m thankful for my musical talent.

——Willy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ood friends. Please give me good
luck.
——Sherine
I’m thankful that God has blessed me with a loving family and
friends.
——Eugene To
Thanks for keeping me in your prayers.

——Eugenia

God, thank you for dying on the cross for our sins. ——Joshua
Thank you God for bring to this world my two little cousins.
——Michael Chan
God,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od; for being who You are.
——Anna L.C.
Merci que ma mère a acheter un Lego Ningago pour moi pour
Noel.
——Justin Gao
Thank you God for redemption, merry, grace, and love for all.
——Enoch
I am thankful for all the ways God show His LOVE in my life,
like through my loving husband.
——Cindy Tam Lee
I am thankful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at has shown to me
throughout the year.
——Ning
I am thankful for God’s presence in my life and for my family.
——Shuang Shuang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a wondering wife. Life companion.
——FREDERIC LEE
——Le Yi

Merci à: Dieu donner la vie!
I’m thankful for my family an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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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兩句話
Thank you Mommy for yesterday wonderful party! Thank you
for Anna, Hoiyin and Eugene for leading us on Sunday services.
——Ryna Zhang
I thank God for –LIFE –FAMILY –CHURCH –EALTH –
EVERYTHING !
— — Winnie
Shaw
I am thankful for my life, my wife and God’s everlasting love.
——Timothy Y.Chen
Thank you God for giving me a stable church life.

——Winnie Chan
Thanks God giving me alive even I am a bad son. Thanks for
your love, thanks for your words,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
give it to me.
——Pang
Thank you for all you have done. To be with me and….
——Rachel Shzh
Thank you, Father, for providing us spiritual food so that we
may grow ever so slightly more like you.
——Hernan
Thanks for all the hard works in preparing for various activities
and events.
——JiaYi Gao
Thank you for this church.
——Esther Sauv
Merci Dieu! Pour nous donner la vie. Thank you for God to
give us life.
——Emily Zhang
Thank you for this life. Amen
Thanks for good grace.
I am thankful for God’s mercy and grace.
I’m thankful to have a family that provides for me.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1 Thessalonians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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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爱
作者不祥
十年前一个穷苦大学生小郝，为了付学费，挨家挨户
地推销货品。
到了晚上，发现自己的肚子很饿，而口袋里只剩下一
个小钱。他在大街上犹豫徘徊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敲
响了一户人家的门，准备讨点饭吃。
然而当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打开门时，他却失去了
勇气。他没敢讨饭，却只要求一杯水喝。女孩看出来他饥
饿的样子，于是给他端出一大杯鲜奶来。
他不慌不忙地将它喝下，然后问道：“我应付您多少
钱？”而女孩的答复却是：“你不欠我一分钱。母亲告诉
我们，不要为善事要求回报。”
他怀着感恩的心，向女孩深深地鞠了一躬，真诚地说
道：“那么我只有由衷地谢谢您了！”
当小郝离开时，不但觉得自己的气力强壮了不少，而
且对人生的信心也增强了。他本来已经陷入绝望，准备放
弃一切的。
十年后，有个女人病情危急。当地医生都已束手无策。
家人终于将她送进大都市，以便请专家来检查她罕见的病
情。他们请主任医师郝博士亲自来诊断。
当他听说，病人是自己的家乡某某城的人时，他的眼
中充满了奇特的光芒。他立刻走向医院的病房。当他来到
病人的床前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她。
他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她的生命。从那天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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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观察她的病情，查阅了所有的文献，并发帖向全世界
同行咨询。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让她起死回生，战胜了
病魔。
最后，批价室将出院的帐单送到郝医生手中，请他签字。医
生看了帐单一眼，然后在帐单边缘上写了几个字，将帐单转送到
她的病房里。
她不敢打开帐单，因为她确定，她可能需要一辈子才能还清
这笔医药费。当她打开帐单看到帐单边缘上的一行字：一杯鲜奶
已足以付清全部的医药费！签署人：郝医生。
她的眼中顿时盈满了泪水，她心中感动地祈祷着：上帝啊！
感谢您，感谢您的慈爱，藉由众人的心和手，在不断地传播着。
（摘自网络）

爱的回声
一幼童在树林中游玩，嚷道：「哈罗！」回声也嚷：
「哈罗！」他问道：「你是谁？」答声：「你是谁？」他
想必是另外一位小孩戏弄他，就生气的说：「你为什么不
出来？」答声：「出来。」他十分着急的嚷道：「我要打
你。」回声：「打你。」小孩子急忙跑回家去，告诉母亲，
有人在树林戏弄他。他母亲很聪明，懂得回声之理，就对
孩子说：「你要去嚷：「我爱你。」小孩子就跑去大叫：
「我爱你。」回声也是「我爱你。」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
们也要怎样待人。」
（摘自基督徒生活网
http://cclw.net/book/gusibiy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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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好百夫長的僕人
《路加福音》7 章 1-10 節：
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
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
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
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阿，
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
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
的仆人说，你作这事，他就去作。
耶稣听见这话，就希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
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
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馬太福音》8 章 5-13 節：
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阿，我
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
耶稣说，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回答说，主阿，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
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
你作这事，他就去作。
耶稣听见就希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
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
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
同坐席。惟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
哀哭切齿了。
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
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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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信心的百夫长
（太 8：5-13；路 7：1-10)

高平
在旧约圣经中，也有关
于以色列军队编制中的百夫
长的记录，从摩西到祭司耶
何耶大。这期的圣经人物，
让我们来谈一位出现在新约
迦百农的罗马百夫长。百夫
长这个名称来自于他们所领
导的百人队。百人队在罗马
军队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
编制，如同其名称一样，百人队最初大约由 100 人组成。
而百夫长是罗马军团中的职业军官，平时负责训练，战时
负责指挥。大部分百夫长都各自领导一个百人队，但是也
有较高等级的百夫长会领导一个步兵队，或者在军团中担
任高级参谋的角色。当百夫长对士兵们发出命令时，士兵
们便要立即照着去做。成为百夫长的人必须年满 30 岁，换
言之，假如他 16 岁进入军队，那么此人大半生的时间都在
军队中摸爬滚打，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来领导其属下。
一位罗马百夫长的仆人患了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
疼苦。而当时罗马人的仆人，可以在市场上买进卖出，也
可随意对待。我们不知道这位罗马百夫长叫什么名字，但
据经文我们知道，他却视他的这个将死之仆人为宝贵，关
心爱护他，想方为他治疗，希望他能痊愈。为此，这位罗
马军官托几位犹太长老去求耶稣。且不管他的这位仆人是
何族人，读到这里会感到这位百夫长首先是个很有品格修
养的人。而几位犹太长老口中切切的求语，又反映出这位
罗马百夫长在当地犹太社群中已树立了良好而值得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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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当时犹太人排斥罗马人，罗马人轻视犹太人，但这
位罗马百夫长却爱犹太百姓，为他们办实事，以致于他们
觉得百夫长的所求是配得的。想象在当时那样的政治背景
下，做到这一点亦非易事。更值得欣赏的是，这位身居高
位的罗马军官，在主面前对自己有着清醒而真实的谦卑。
要劳动主耶稣来亲自光临，他深深觉得不配。与犹太长老
们认为其所求是配得的相反，他却自认为连去见耶稣都是
“不配的”。他看到自己的不配，但也不怕去求帮助。他
的心已受了基督恩典的感动。不但是谦卑，最最令人不可
思议的是，这位身为外邦人的罗马百夫长却怀着对主耶稣
极大的信心，他口称耶稣为主。此信心来自于他对权柄的
认识。他深深知道，权柄是怎么回事，而他相信主耶稣拥
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从他所代表的罗马政权看，他的士兵
把他的权威当成至高无上的；正如耶稣代表无穷尽的上帝
的能力一样。一切受造之物都服从主的吩咐，他若命令疾
病退去，疾病自必退去，只要主的一句话。
在惊叹这位在古罗马军队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两千
多年前的百夫长，竟能如此深刻地认识到上帝之子的荣光
之余，不禁惭愧自问，当充满着无限魅力、无穷智慧、无
比爱心和权柄的主耶稣对这个自称主的仆人说：“去！”，
我就去了吗？对自称为主的兵说：“来！”，我就来了吗？
对他的仆人说：“你做这事！”我就去做了吗？别忘了，
昔日百夫长为了他一个宝贵仆人的病想方设法，而我们的
主耶稣却为了地上所有的罪人甘愿献上自己，受鞭伤医治
我们，并流尽了他身上的每滴宝血赎回了我们！现今，自
由和个人的权力受到如此的强调，服从和领导的应用都很
有限。主的概念在今天不太容易得到理解，在政治上不时
髦或被视为与奴隶制同类，但耶稣他是主。而当耶稣作为
主这一概念被贬值时，基督徒的信心就会变得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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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这两段经文，在马太的记述里，百夫长似乎直接
与耶稣对话。但那只是一个印像。路加福音则更注重记录
史实。百夫长其实只是通过他的仆人间接地与耶稣对话。
这也正好与表达一个人的信心并不需要直接在场这一主题
相符。仔细体会这两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所求的
只是主口里的一句话。他的信心大得异乎寻常，以致于我
们的主“听见就希奇”。马可福音 6 章，记载主来到自己
的城市，可 6:6 说，「他也诧异他们不信。」这里的「诧
异」和路加的「希奇」是同一个字。这是仅有的两次，记
到耶稣「希奇」。一次是因人的不信，一次是因人的信。
我们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在主神面前祈求的东西很多很多，
但很少在耶稣面前求一句准确的话语。66 卷圣经不只是一
幕幕历史剧，而是一位活生生的“道”、就是活生生的
“神”，我们得到一句准确的话语，就已经得着神、得着
耶稣了。
在主称赞完这位百夫长卓越超凡的信心后，他高兴地
展望到将来万国万民都必聚集在他国中的日子，却十分忧
愁地向犹太人形容他们拒绝恩典的结局：“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一同坐席，惟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真的！现今不知有多少人，也
在准备遭受这同样致命的失望啊！在异邦黑暗之地有人接
受主的恩典，而素称为基督教国家里的人，竟不知有多少
受了真光的照耀反而置之不顾！
正如许多战争剧中所塑造的那些不光能带兵打仗，而
且深具个人魅力的领军人物一样，这位不知名的罗马百夫
长让我们看到了舞动在血肉泥土之躯上那美丽光鲜的灵魂，
他荣耀着 神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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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連摘《天路歷程》（五） 本仁約翰著
不够儆醒的人们
他走了没多远，就来到一个低洼的地方。看见有三个
带脚镣的人睡在路旁，他们的名字叫无知、懒惰和傲慢。
基督徒一看这情景，急忙上前唤醒他们说：「快醒醒，
你们知不知道在你们睡着时，撒但的仆人已偷偷用铁镣锁
住了你们。你们看，这里危机四伏，应赶快离开。如果你
们愿意，我一定带你们除去这枷锁；否则，当撒但来到后，
它必定会像咆哮的狮子一样，把你们全都吞吃掉。」
那三个人睡眼惺忪，心不在焉地望着他。然后，无知
不加思索地摇着头说：「我看不见有甚么危险呀！」懒惰
也懒洋洋地说：「不要吵，还是让我们多睡一会儿吧！」
傲慢更是理直气壮，他大喊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
他人瓦上霜；这里是否危险，与你有何相干？」说完，他
们又各自倒头大睡起来。基督徒无可奈何，只有离开。一
路上，他还担心这三人的安危，为他们不听忠言和接受帮
助而惋惜。

有人走旁门左道
他怀着这种心情走了不太远，突然发现有两个人(拘泥外表
和假冒为善)，从左边越墙而来；他们一见基督徒，就忙上前打
招呼，然后大家便交谈起来。
基督徒问：「请问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两人齐声回答：「我们是虚荣境的居民，想到天城去。」
基督徒说：「你们为甚么不从窄门进来？圣经上不是写得很
清楚：『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约十1)吗？」
「窄门离这里太远了，因此我们便抄捷径来了。」他们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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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地回答。
基督徒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这样做，岂不是违背了天国主
人的旨意吗？」
听了基督徒的话，他们相对而笑，说：「你未免杞人忧天了，
千多年来，我们的祖先都是走这捷径的。」
基督徒反问说：「依据律法，你们这样做对吗？」
这两人漫不经心地说：「这已是千年以来的惯例，相信任何
一个公正的法官，都会承认这惯例已合法化了；况且，英雄莫问
出身低，我们既然上了正路，你又何必斤斤计较我们从哪里来的
呢？你看，我们走捷径，不是跟你走窄门的速度差不多吗？」
基督徒见他们强词夺理，就说：「我是遵主命去行，你们是
随自己的妄想去做。所以在神的心目中，早已认定你们是贼。因
为你们不听主的吩咐，到了最后你们决不会进天城，享受神丰盛
的产业；也得不到主的恩惠，必空手而回。」
他们无话可答，就负气地说：「不用你多管闲事！」然后又
互相安慰说：「除了他穿的衣服，看不出他和我们有甚么不同。
我们快走，越过他！」于是他们各自朝前赶路，彼此再没搭腔。
可是，基督徒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对他们怜悯的心，又上前和
他们说话：「亲爱的朋友啊，你们应该明白，不从窄门进来的，
是断断不能得救的。当我经过十字架时，神就赐给了我这件衣服，
所以路上虽然险阻重重，我心里却安稳平静。而且，我额上还清
楚地盖这祂的印记，这些你们都有吗？」
拘泥外表和假冒为善仍执迷不悟，他们以蔑视的眼神看了看
基督徒这些凭据，就扬长而去。
不久，他们三人都来到了艰难山。在山脚下，有两条岔路，
一条往左，一条往右，但那狭窄的路却直通山顶。基督徒在山下
的清泉喝了点水，然后就毫不犹豫地向山上走去。他一边攀，一
边说：「不辞跋涉登正路，绝不茍且踏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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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泥外表和假冒伪善见那两条岔路十分平坦，便决定舍难取
易。于是其中一人取道「危险」路，才走进了森林，就迷失了方
向；另外一个人则选择「败亡」路，走到了旷野幽谷，一不留神，
跌下幽谷摔死了。

小
故
事

从茵文莘带来的《圣经》

约翰是个大大咧咧、热中名利的年轻人，住在苏格
兰的一个小城茵文莘。他父母很不愿意他参军，但他还
是去了。邻居中一个敬畏神的老太太要他走之前去她家
一趟，他照办了。她送给他一本《圣经》作为离别礼物，希望他
能跟它交朋友。
她在把《圣经》递给他时，读了《诗篇》九十一篇的第七句：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
你。”
然后她说：“约翰，这是给你的。你将历经危险而不受伤
害。”
她所说的让年轻人很受鼓舞，高高兴兴地接过礼物。但他带
着它，只是为了作记念，或者说是护身符。他可没有要去读的欲
望。约翰也确实经过了许多险情，从未受伤。 1815 年，滑铁卢
战役的那天早晨，他想起自己忘了带《圣经》，马上跑回去取来，
将它掖在腰带下。打仗时，《圣经》突然从腰带里滑了下去。他
怕它被人踩着，又怕它丢了，就弯腰去拾。就在那一瞬间，一颗
子弹越过他的头顶，打死了紧跟在他后面的士兵。约翰对神挽救
他生命的仁慈大为惊叹。这成了他生命里的一个重大事件，圣灵
通过它引导他悔改。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值得挽救。《圣经》很快
派上另一个用场，就如虔诚的老妇人所希望的那样：他一有功夫
就读它，神也用它赐福了他的灵魂。
多年以后，约翰·马肯孜(就是这个士兵的名字)将这本最有
价值的书镶上了金边，还经常见证。
这本书曾被神用来拯救他的身体，更拯救了他的灵魂。
（摘自基督徒生活网
http://cclw.net/other/hmrkgtdyq/index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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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題，請您回答

耶穌說：「喝我所賜的水就永
遠不渴」是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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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理解「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
40T

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李毅
有時候「地獄」的存在似乎令人難以理解。信耶穌上
天堂，不信耶穌下地獄。难道“好人”不信耶穌也要下地
獄嗎？慈愛的神怎會懲罰人，直到永遠？其實神並沒有把
任何人送到地獄去，祂只是讓人們住在他們自己「今生所
作的選擇」裏。聖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自人類始祖墮落
以來，罪已玷污了每個人的生命，包括你，也包括我，無
論男女老幼，都被罪所玷污。《羅馬書》6:23 說：“罪的
工價乃是死。
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不是因為不信才被定的罪, 而是
罪早已經定了。但耶穌是基督徒的贖罪羔羊，只要我們的
選擇是“信神獨生子的名”，我們就可以得救，永遠與耶
穌在一起。如果有人選擇不和耶穌住在一起，那麽神就讓
他們在死後繼續這樣的生活（與神隔絕），而與神隔絕的
地方就是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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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日記
2014/09/05 星期五 晴 李楊月薇
雅各書四章十一，十二節。

不可批評論斷

弟兄們丶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
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就不是遵行律
法，乃是判斷人的。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
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
批評論斷是教會常發生的事情，更是使信徒之間不能
同心合意的原因。我們每一個人對事情的看法都不同，並
且有自己的偏見和成見，容易對別人有苛刻的要求。在批
評論斷時失去愛心和體諒，發揮個人的意見，定別人的罪，
更嚴重的是使弟兄姊妹失去信心，名譽受損，不能在人前
見證和榮耀神。怪不得雅各說這等人是在批評論斷律法和
設立律法的主。這是何等大的罪啊！審判人的是主，我們
也將被祂審判，我們竟敢去批評論斷別人。在傳舌的事上
我們也要謹慎，我們要做一個斷柴的人，是非謠言，止於
智者。我們不要傳講，要為當事人祈禱，作為自己的鑑戒。
在主裡得以成長，我們很需要主話語的教導，也需要弟兄
姊妹在各事上的忍耐寬容，靠神的愛扶持改正。我們都行
走在成聖的路上，願意我們都成為同路人，用主給予我們
的大愛，手拉手的走完神要我們走的路。
感謝主！阿門
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
斷弟兄、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斷人的。設立律法和判斷人
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
竟敢論斷別人呢。
——雅各書 4:11-12
34

詩歌分享

祢是朋友，祢是伴侣
王荭
在上一首诗歌《主内手牵手》见证里说过，我虽然喜
欢唱歌，但是一个既不识五线谱也不会简谱的人，更不用
说写歌曲了。可神再一次以祂的大能和恩惠，让我在更
“不靠谱”（不可能）的情形下，又写出了一首诗歌（如
题），我愿在此分享：
2013 年 12 月 14 日傍晚，忙碌了一天的我，一边在厨
房做晚饭，一边用电脑播放我喜爱的歌曲《雨花石》，放
松一下自己，还不时对趴在身后的狗狗说：“好听吧？喜
欢吗？”就在这时，突然，我的脑海一片空白，随后进入
脑海中的是两句歌词“主祢是我亲爱的伴侣，……， 主祢
是我亲密的朋友，.......。”奇怪的是，这两句后面的歌
词却没有出来。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神给出的诗歌
主题！当时的我惊诧万分，急忙关掉电脑中还在播放的
《雨花石》，紧张地对自己说：“又来了！”与上次不同，
这次不是歌词和曲调一起涌出来，而是头两句的曲调模糊
不定，时而出现，时而离去，无法用录音机录下来。所以，
我自我劝慰地想，这可能是主给个小小的提示罢了。可有
趣的是，当我刚回到厨房准备继续做饭时，完整的歌词如
春雨般滴落下来。更奇妙的是，只有我坐在家里的电子琴
旁对照着刚记录下的歌词时，诗歌的曲调才能渐渐地唱出
来。我不得不在琴上找出对应的音键，然后用相应的阿拉
伯数字分别标出来，但同样不能标注出拍节来。从歌词出
现到标音结束，前后只用了 40 多分钟的时间。我声音颤抖
地用对讲机告诉老公：“出大事儿了！”老公第一反应是：
“你不会是又写诗歌了吧？”但又疑惑地追问：“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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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饭吗？”当我把歌词读给他听后，他也不敢相信这是
真的。晚饭后，他激动地在我的初稿上注上了日期和“原
创”两个字，以示纪念，并玩笑地说要送我去学音乐。其
实他和我都清楚，这明明是神在做功，并非我的能力所在。
后经母亲协助整理,这首诗歌终于完稿，但难免有错记之处，
欢迎弟兄姊妹和朋友们随时指正。
以前常听到创作之人把写出感人的好作品说成是“来
源于灵感。”自己还以为这仅仅是一种谦虚的表达。经历
过这两次诗歌的“创作”之后，我猛然醒悟，原来人们所
说的“灵感”实乃圣灵之感动也。看来“神来之笔”也并
非是空穴来风，至少在我，这是事实，也是我所要见证的
重点。正如这首诗歌唱道：“终生有祢陪伴，生命奇妙无
比。”
愿神喜悦这荣耀祂的见证，愿信靠祂的都能感受到神
的大能！感谢赞美主！阿门！

让我们用全部的思维来敬拜神──思祂所思、想
祂所想；跟随祂，默想祂的荣耀、圣洁、公义和慈
爱。让我们用全部的意志来敬拜祂──围绕主前，尽
力讨祂的喜悦，为自己的过犯向神忏悔，信靠基督的
宝血。让我们用全部的心灵来敬拜祂──寻求认识祂
的心意，求圣灵使我们成圣，在荣美的救主内有喜乐
的团契交通。总之一句话，我们的心透过圣灵光照我
们的思想，要跟随真理；我们的心在完全降服后由圣
灵掌管我们的意志，要跟随意志，这一切都是以神为
重点与中心。
——林慈信
（摘自基督徒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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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聖誕節滿恩堂受洗
弟兄姐妹見證系列
梁思茵姊妹
我决志受洗，是因为我信靠顺
服神， 因为我亲历了他的神迹。对
我来说， 神迹不是叫山从这边移到
那边去，而是神确确切切地改变了
我，就象他改变了我的好友们一样。
改变一个人是何等艰难的事，唯有
我主我神以他的大爱可以成就。感
谢神，赐给了我这生享用不尽的财
富：
（1） 神赐给我喜乐。认识神以前，
我年少无知，常会质疑身边
的事为什么不“平等”，还
常有抱怨。现在我知道“平
等”和“公平”是两回事，
我深信我的神是公义的神，
他有他的法则。我们都是有
罪的，每个人都不完美。审判的权柄在神，我只管
敬拜顺服他。因而一切便豁然开朗：我不再因为别
人做得不好而影响自己做好本分。我知道我所言所
行归根到底是要向他交待的。神以他的慈爱一直包
容我、我犯错时教训引导我，不离不弃，我有什么
理由再去指责别人呢？这样一来，我发觉我的生活
改变了，现在每天都能过得乐呵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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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赐给我平安。再没有什么比心中的平安更重要。
我是个很容易焦虑紧张的人，加之以职业的缘故，
我凡事都很谨慎，事事都要准备好、计划好才放心，
即便常常觉得很累也控制不住。感谢神，用爱心与
耐心启迪我，使我在经历了种种事情后，认识他，
感受他，才发现原来我的思虑是多么片面和浅薄。
有时自己一直苦苦寻求的东西并非真是需要的东西，
唯有神清楚知道，并赐给我，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一万倍。
十年以前，我母亲突然离世。我母亲是个非常
勤劳善良的人，总为人着想，一生为家人操劳。小
时带大五个弟弟，结婚了带大我们三个子女，后来
照顾里外几个老人终老，一直十分辛苦。到终于以
为可以停下歇一歇怡养天年时，却突然脑出血，出
事到离世只有 24 小时，没有留下一句话。她在急救
室里的 24 小时，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时间。事出突
然，我当时脑中一片空白，只晓得心中不住地祷告。
虽然高中时就认识了基督教，但我从来没想过要成
为基督徒。但不知为何，我当时不自觉地向神祷告。
我说：“主啊，我母亲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劳苦一
生，她还没有看到她最疼的小儿子成家，求你不要
让她现在离去。”然后不知为何，我最后加了一句：
“但请你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也不
知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看到的这一句话。几经抢救，
我母亲终究没有留下。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很想不开，甚至怨恨神。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
一个很久没见的小时好友。她姥姥七十多岁了，是
个非常能干的农村妇女，小时我常到她乡下的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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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我朋友告诉我，姥姥因一次意外终日卧床，事
无大小都得别人照顾。虽然子孙很尽孝，但因为从
前都是她照料一切，现在突然连喝一口水都要别人
服侍。她精神上十分痛苦，甚于身体的病痛。就在
那一刻我明白了神的用意，并心悦诚服。
来到加拿大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神一直在保守我。当我快要灰心放弃时，教会的
朋友、医生、同事、同学、甚至路人，认识与不认
识的，总在关键时刻出现，扶我一把，使我得以继
续走下来。我知道，这些都是神派遣的使者。感谢
神，认识他以后我觉得有了依靠，就像蒲公英的种
子找到了生长的土地一样。即使是在夏天还未找到
工作的时候，我也不再惶恐，以至我一度担心奇怪：
我怎么啦？没工作就没有收入了，为什么我还睡得
着？我好像没有应该焦虑那样焦虑，要在以前肯定
得愁疯了。后来找到工作，差了一天我没去成幼儿
园而去了服装厂。而我又惊喜地发现由于每天对着
热烘烘的机器工作，我因病总觉得冷的身体现在穿
短袖都没问题了。要知道之前的一年我从未穿过短
袖从未出过汗。真是太奇妙了，感谢赞美神。
（3） 我的儿子，现在已到了很自我的年龄。我以前一直
尽心教育他，但现在我发现他长大了，我的能力不
足以教好他。他是神赐给我的，因此我要将他托付
给神，求神看顾他、引导他，保守他。感谢敦平、
王琼带他认识教会。自他开始参加教会活动的一年
时间里，我发觉他渐渐长进，跟以前大不同了。这
一切都应将荣耀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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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剛弟兄
蒙慈爱天父的恩典，我
受洗入主的名下，做主的儿
女。
记忆中，我自小就对基
督教和圣经充满好奇。上初
中一年级时，便跑到教堂作
礼拜，并提出加入基督教，
但却被告知做礼拜的教堂为天主堂，然而我却执意成为基
督徒。现在想来，真是觉得那是神在牵我的手，将我一步
步领入他的怀抱。自那以后，因国内环境等客观原因，我
一直无缘拜读圣经，整天为工作、学习、生活而奔波，眼
中所见，心中所想也大都是世俗之事。但我对圣经的憧憬
与好奇却从未间断。对基督耶稣虽充满好感，但一时间却
又觉得离我太远，甚至当我在美国的小姨屡次打电话向我
传福音，也未曾真正把我带到神的身边。
几次的赴美努力均遭拒签后，我早已认定出国无望，
便完全打消了出国想法，正当使出拳脚准备在国内发展时，
上帝却安排我们在 2004 年登陆加拿大。现在想想，只有我
们这位值得信靠的神才能做出如此神迹。这期间，我虽然
在意识中觉得基督教是我的信仰所在，并拒绝了摩门教，
但也并没有投入到主的怀抱里。
2005 年，我母亲受洗为基督徒，自此我的小姨和我的
母亲时常在电话里对我传福音。2012 年，神安排我和甘牧
师取得联系。自那时起我才知道我们的满恩堂。来过有限
的几次，虽说每次都受到如高平，陈爱珍等弟兄姊妹的热
情接待，但因为种种原因仍没有真正信靠神。回想起来，
在没有信靠神的日子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忧虑与烦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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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夫妻关系、孩子教育，每一样都让我充满了矛盾和焦
虑，甚至觉得生活是无奈的、苦恼的。2014 年 4 月，神安
排我母亲亲临加拿大，在我母亲的催促下，我们开始每周
都到我们满恩堂参加礼拜、团契和查经。然而，我对圣经、
对主的信靠有了一次质的飞跃，还是在 2014 年 5 月，这要
特别感谢敦平师母。5 月份，在蒙特利尔教会有一个冯志
梅的婚姻讲座，师母几次要我们参加，我们都认为讲座时
间太长，停车不易而决定不去，直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
就那是讲座前那天晚上将近十点，师母仍然发信息要我们
参加，我们这才改变了先前的决定，转天参加了这次讲座。
讲座的内容非常精彩，而讲座给我带来的震撼是，所有这
些道理都来自圣经。其后，我又陆续听了亲子教育等内容
的讲座，这些内容也无一例外来自圣经的教诲。自此，我
认识到了我生活中的矛盾与苦恼的原因和出处，那就是，
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地方，就是苦恼和矛盾的源泉。我为我
自己先前的行为方式不符合神的要求而懊悔，并决意改过。
自那时起，我便努力按照神的要求生活，神的话语便是我
行为的准则。果不其然，神改变了我，让我知道事事忍耐，
我坚信我信靠的神自有安排。同时我也看到我的妻子也有
了改变，她也在学习凡事信靠主，凡事交托给主。而这一
切，都让我更加坚信，信靠主越多，主会改变你越多，而
这一切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做到。
受洗并非结束，而是我作为基督徒新生命的开始，我
要让神的道洒在好土里，而非洒在磐石上。耶稣说：“我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去。” 今天我受洗，获得主内的新生，我一定会尽心、尽
力、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荣耀神，爱人如己，结
出圣灵的果子，做他所喜悦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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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以昕姊妹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成
长在无神论教育环境下，
家庭也没有宗教背景，所
以和上帝，主耶稣一直没
有交集。但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 6-7 岁，我像背儿歌
一样会说“上帝保佑”。
一路走来，应验了这句话，
上帝真的在时时保护着我。
感谢主。
自打记事儿起，妈妈
就教育我们---“要做好
事，做好人，能帮别人的
时候一定要帮。”“人在做，天再看”,（这个天应该指的
就是我们这位大能的神）；“头上三尺有神名”，等等这
样的话语。说多了就真的根植在我的心里，这位神就真的
对我有威慑力。由此我是真的相信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宇
宙是由一位大能的神在操纵着，统领着。这样我是有了坚
定地信心基础。
在“上帝保佑”中，我的成长过程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有些时候好事多磨，有一些磕磕绊绊，到最后也是可以平
安度过。自小上学、上班都不曾远离家的我；工作、家庭
都在比较简单的环境里；在一片呵护声中长大的我，心理
素质差，不成熟，懵懵懂懂地就和丈夫来到了这个离家万
里之外的国度。现在回头看看，都是主在一步一步缩短我
们的距离，让我一点一点地认识他。
来加拿大是我先生最大的梦想，他以前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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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他从小就很独立、有主见，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
活。而生活环境的改变，使我感到落差很大，远离了家人
朋友，我感到很孤独。刚开始，我们住在市中心，曾去过
一次西人的教会，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没有继续下去。
后来我们搬到了 St-Laurent，离家几步之遥就是华人浸信
会，在忙碌奔波的生活中，几年过去了，我们竟然一次都
没有进去过。也就是说，我们都没有主动地去认识主。但
主对我的爱并不曾远离。
后来我们在南岸做了一个店，也搬家到了这里。在做
店的几年里，身体的劳累真是算不得什么，大小事情事无
巨细的操心用脑才真是锻炼了我，使我真正的得到了成长。
全身心的扑在店中，同时也就忽略了家庭。终于有一天，
生意的难题，家庭的矛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觉得我已
经无路可走。感谢主！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要找教会，我
要给自己找个精神支柱，给情绪找个出口。吴传道、杨传
道、敦平师母，他们都给我耐心的劝导，并将福音传给我。
当时周日我也在做店，敦平师母就每周日在教会主日崇拜
后，到我的店里来，带着我学圣经，传福音，我深受感动。
而更加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领受了神的话语，当神的
话语充满我心时，我的世界豁然开朗。我放下一切重担，
慢慢的学习不再为世间的万物所累，我只要做好自己。每
个人只要按照主的话语去行，不要忧愁，不要担心，一切
交给主，相信主是大能的，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掌控。主要
救我，他的力量是无人可挡的，我相信，我坚信。就这样，
我的心情越来越轻松，我的天空越来越晴朗。
蒙主的恩典，2014 年 12 月 21 日，在纪念主耶稣诞生
的日子里，我们信而受洗，在牧师和众多兄弟姊妹的见证
下，我们归于主的名下，做神的儿女。愿圣灵长存于我心，
我愿活出神的儿女应有的风采。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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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主的路上领受神的恩典
周亚东
我是出生和成长在一个
共产党政权的无神论国家—
—中国。从小所接受的教育
都是党文化的教育，始终把
党作为神的化身。从小唱的
第一首歌就是“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同样在学
校里，我无论在学生时代的
课堂上，还是在大学教学的
讲台上，所学习和传授的也
都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因
此，这使我对主的认识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和过程。
说起对主的认识，还得从我 1990 年作为访问教授在德
国杜宾根大学（Tubingen university）的生活开始。当时我
所在的城市是个大学城，除了学校、市政机构和少数的服
务性行业（如商店、银行等）之外，没有什么娱乐场所，
也没有华人教会。每周工作除了与教授和两个博士后打交
道外，就是在自己的宿舍（Apartment），生活较为单调。
然而，一个月后，有两位传道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改变
了我的生活。一天，他们来到了我的宿舍，并各自介绍了
自己的身份、工作及信仰等；而后他们很体贴地问这问那，
并问我有什么困难和需求，有什么能帮助我的；最后他们
在离开前轻轻地问我：“我们可不可以每个周末来你这里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当时我犹豫了一下，但看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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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和诚恳又难以拒绝，正好我也有想跟他们练习一些德
语口语的念头，于是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就在第二礼拜
的周六，我便第一次接触到圣经。由于无神论的影响，在
学习圣经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还不太理解。但在德国期间，
让我最难忘的是他们夫妇开车带我去法兰克夫参加了一个
全德国的基督教年会，让我结识了很多的基督徒，看到并
体验到了基督徒的爱。同时，年会上的讲道与见证的分享
是那么的感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使我对教会
和基督徒有了新的认识。这是我认识主的第一步，而真正
认识主则应该是在美国期间。
当我完成在德国的研究之后，受美国密苏里州州立大
学（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教授的邀请，于 92 年来到这
所大学从事重金属对水污染的研究。这个大学所在的城市
（Springfeild）是密苏里州的第三大城市，是一个宗教城，
这里也有华人教会。从此我们全家（即我太太和我儿子）
就以这个教会作为我们认识神和亲近上帝的地方，常去教
会参加聚会，并与教会的兄弟姊妹们一起敬拜主与学习圣
经。在这期间，教会有位弟兄在教会与大家分享了他儿子
身上所出现的神迹，即：他十岁的儿子被医生诊断为脑肿
瘤，需要手术切除。这对他们夫妇来说尤如晴天劈雳，不
知如何是好，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儿子。当时医生要
求马上动手术，可他们担心手术的效果，不敢冒然决定。
就在这为难之时，他们凭着对主的信心和盼望，放弃了手
术治疗，坚持不断地祷告，求神的医治和保守，教会的弟
兄姊妹们也同心为他们祷告。一个多月后再去医院复查，
竟然出现了奇迹——他们儿子脑中的肿瘤不见了。这种神
奇般的奇迹让我很吃惊，心想会不会是医院搞错了，否则
怎么可能呢？当时心里尽管有疑问，但事实使我对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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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有所动摇。不过心里还在想，如果神能让我经历一个
奇迹的话，那我将会心服口服，而且还能借我的经历去影
响其他人。三年后，我面临着一个在美国去留的问题，因
为我的儿子当时已小学毕业，并将升入初中。虽然我的研
究项目和经费还没有结束，但有一些事情总得提前考虑与
计划。当时只有两条路：回国或留在海外。当然，回国对
我和我太太来说可能更好，因为我们俩都在高校工作，工
作环境和待遇都不错，国内的学校也希望我们回去，而且
我们双方的老人也都在国内。所以起初我们曾把回国列在
计划之中。但是，考虑到孩子的读书与前途时，我们发现，
孩子因从小跟随我们在国外上学，他已适应了国外的教育
（包括教材、教法等），回去后他将无法适应国内的学习，
甚至会影响到他以后的考大学。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得
不把儿子的教育与前途作为选择去留的重要因素来考虑，
其中把留在美国作为首选，因为我们已经适应了那里的生
活和环境 。这样，我就开始着手准备移民材料。当时移民
律师根据我在美国的研究项目及所发表的论文和国内的一
些成果，他们按美国当时的特殊人材移民类别，可为我在
美国申请移民签证。但我所申请的这种移民签证
(immigration with condition) ，需要我完成在美国的研究项
目之后，必须离开美国回国服务 2 年，或到第三国获得公
民后再回美国转为正式移民身份，原因是我在美国所持的
是 J1 签证（因为美国和中国两国政府间有协议，即持有 J1
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人要居留在美国必须回国服务 2 年或
拿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豁免回国服务的证明）。回国 2 年
对我和我太太则无所谓，可对我儿子来说，因当时年龄小，
还不能单独留在美国。而若让他回国 2 年后再到美国读书
的话，则会中断他在国外读书的连续性。所以，为保证他
能在北美读书，我们只好转而申请加拿大移民。这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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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上班之后，就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准备申请加拿
大的移民材料，与此同时也在联系加拿大的几所大学，找
研究位置或项目。因工作忙、时间紧，教会也就去少了。
在移民申请材料寄出 2 个多月后，我收到了麦吉尓大学教
授的邀请信，邀请我去参加圣劳伦河的汞污染研究，其条
件是，必须在 95 年 10 月底抵达学校开始这项工作。可是
这时领馆不能给我签证，原因是我已递交了移民申请。在
领馆处理移民申请期间，只能等待不能以任何其它方式入
境加拿大。为此，我便失去了到麦吉尓大学工作的机会。
虽感遗憾，但幸运的是，之后不久就收到了领馆寄来的移
民体检通知。按指定的医院完成了体检，不巧因尿酸过高，
体检未通过。而后不久，我因在一次严重的呕吐和发高烧
的情况下，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经血检后立即住进了重
症病房，并列为一级护理，24 小时定时吃药、观察与检查。
三天后医生通知我，可能要在医院住 3 个月，至少也得住
一个月。天啊！我当时的住院费、护理费、药费、病房费
及伙食费等，平均每天是 1 千美金。这意想不到的情况，
真让我难以承受。住院期间，教授及同事们的安慰、朋友
们的看望，使我的思想压力有所减轻。教会得知后，牧师
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反复为我祷告，求神怜悯和医治我。
我太太和小孩也都天天为我祷告，求神赐给医生智慧和能
力，治好我的病。经过 10 多天的祷告，神应允了，奇迹在
我的身上出现了。在住院的第 15 天晚上，主任医生（付院
长）带着他的助理医生来到我的病房，对我说：“经过近
两天的检查，你的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各项指标也都正常，
这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你的恢复速度之快，是我到这个医
院 8 年来碰到的首例。你很幸运，明天就可以回家过感恩
节了。”在离开医院几个月后，本对移民加拿大不抱希望
的我，突然收到了加拿大领馆让我再次体检的通知，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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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有了希望。果真第二次体检通过了，并于 97 年 4 月
获得了移民签证。
在美国经历了的一系列磨难和曲折之后，让我对圣经
中的一段经文：“你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
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格林多前书 10:13）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我深深
地领悟到，神是在用各种试探和磨难来考验和增进我信靠
神的信心，因为我当时对神的信心不足，甚至有时会怀疑
和抱怨。因此神让曲折磨炼我，使我在磨难中进一步认识
了神、领受了神的大能和大爱，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神的恩典降临到了我的身上。同时，康复奇迹的出现也让
我见证了神是信实的，是有求必应的，如同神在圣经中所
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
我。”（诗篇 50:15）。所以，离开美国前，我在教会与大
家分享了我的见证，荣耀了主，赞美了主。来到加拿大后，
我们全家在教会接受了洗礼，从而成了神的儿女。
回顾我们出国后的经历和信主的道路，充满了许多的
奇妙和神的恩典。除上述外，如我太太在申请去德国进修
签证的过程中，听说德国签证难签，因而在第一次送交申
请表时，并未送上我儿子的申请。可在她拿签证的时候，
仅对签证官说了一句话：“老人年龄大、孩子小无人带。
不知我能否带他去德国？”话音刚落，签证官二话没说，
就给她一份申请表，填好后立即给我儿子签发了签证。这
真是奇妙！其次，我在德国期间，在两周内我竟然能申请
到 2 份不同类别的美国签证。众所周知，当时申请美国的
签证是很难的（尤其在 90 年代初，对持中国护照的申请
人）。曾记得在我申请第一份签证那天，其获签成功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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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三分之一。所以在我拿到签证走出领馆门外时，许多申
请人围上来问我，有什么技巧和经验。在第二次申请签证
时，签证官尽管对我的申请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但在下班
前的 5 分钟，仍给了我签证。总之，一路走来，我总是感
觉有位贵人在看顾着我。在我顺利得意时，他在警示我、
让曲折和磨难锻炼我；在我走头无路，不知所措时，他在
为我排除障碍、打开道路；当我身患重病时，他赐给医生
智慧和能力医治我，使我转危为安。在信主之后，我才明
白，这位贵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上帝。面对许多事，如离
开了上帝，我们将是无能为力的，如同经文：“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以弗所书 2:8）。所以，我们只有信赖和依靠主，才能得
救。出国后，尽管我们经历过许多坎坷，也走过一些弯路。
但神的恩典一直伴随着我们，使我们有平安和喜乐。我们
虽然不富有，但我们知足常乐，因为神给我们的是恩上加
恩。特别是我儿子，在从理工科转为文科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原本认为他难以完成法学专业的学习，因为他在
McGill 学习的电脑软件工程专业与法学专业两者间毫无联
系，但神赐予了他的智慧和能力，让他不仅成功地适应了
文科的学习，而且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学业（LLA、LLM、
J.D.），使他成为了一名律师。另外，他在美国中学读书期
间，也因蒙受神的恩惠而获得过克林顿总统奖，同时在加
拿大也曾被评为蒙特利尔市的优秀华裔青年。所有这一切
都是来自神的恩赐和恩典。事实证明，神所给予的，远远
超过了我们自己所想象的，如同圣经所说，“上帝能照着
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
求所想的。”（以弗所书 3:20）。所以，我要将一切的感
恩归向主，一切的荣耀归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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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主日學
関明煇

新聞
紐約上州一個名為 GREECE 的小市鎮被兩名市民告上
市法庭，要求法庭裁判市議會開會前祈禱的程序為非法。
這案件一直由市法庭、州法院、最終告上美國最高法院聆
詢。最高等法庭接受這件案，意味著裁判結果有深遠的影
響。在去年中, 法院宣判 GREECE 市議會開始議程前祈禱
是合法。裁判理由我們不在此討論，但與神溝通的祈禱方
式竟然要被弄至美國最高等法庭去審詢，對基督徒來說是
否有甚麼啟示？
一月七日聽到一則新聞報導, 在多倫多市中心先後兩
天在巴士亭內有男士倒躺。最後被證實是凍死。很難想像
這類不幸的事情竟然發生在加拿大，一個被誉為全世界最
好的國家境內。難道真的沒有路經者看到？為什麼他們沒
有施予援手？這個國家的道德教育是否出了問題? 那些基
督徒, 撤馬利亞人呀, 你們在那裡?
一 月 中 旬 , 加 拿 大 內 陸 省 份 SASKATCHEWAN 都 會
REGINA 市一名拖車公司東主，將一部塗上粉紅色的拖車送
給他患有癌病的太太，用意是鼔勵她。原來她在過去的十
多年，曾經歷了六次不同癌症的病痛。很難想像神容許一
個人承受這麼多癌病痛苦。
神是掌管萬物萬事, 這些事情的發生是給予我們一些
啓示嗎? 我要將這些事向主日學老師提問, 好讓同學一起
討論。雖然我們對事件的看法或有不同, 但深信可以從聖
經中尋找到答案，讓我們得知造物主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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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
將整本聖經查閱過來，也不能找到主日學這個名詞。
那麼，怎樣開始主日學？它又是怎样在教會內扮演著一個
重要的角色呢？讓我們看看歷史，回到二百多年前。大概
是 1780 年代，工業大革命剛剛在英國開始, 工廠林立,
需要大量工人。大批貧窮孩童，因爲父母不能負檐他們的
教育費用, 這些孩子原本是閒著, 经常做一些壞事。現在，
有机会就業，可是問題仍然很大，因為他們仍然是一羣缺
乏教育的孩童, 對國家將來有不利的影響。
在 英 國 GLOUCESTER 鎮，有一基督 徒兼報 刋出版者
ROBERT RAIKES 有見及此, 認為教育就是最佳的防御做法。
ROBERT RAIKES 與 THOMAS STOCK 牧師相討後，開始聘用
教師, 每星期天在教會內教授這羣貧窮孩童。他們平日在
工廠工作，星期天來上學。開始是教基本語言, 例如讀與
及寫，不久就閞始了聖經教育。至 1800 年代，聖經教育
成為星期天上課主要課程，教會主日學便成為貧窮兒童唯
一的上學地方。後來, 主日學傳至北美洲，並成為教會的
教導及傳揚福音的活動。

教會與主日學
教會是讓信徒 (包括非信徒) 聚集, 一起敬拜神, 聆
聽牧者講道，以及學習聖經的聖所。信徒接受及明白神的
話語, 不斷去堅定和扎實信仰根基（以弗所書 4:13-14）。
所以傳揚福音的工作，就是從教會開始( 哥林多前書
15:1-3, 使徒行傅 1:8 )。同時在神的殿堂裏, 基督徒們
一起去領聖餐, 吃主耶穌的餅，喝祂的杯（使徒行傅 2:42,
哥林多前書 11:23-26 ），同心祈禱（腓立比書 4:6-7）,
與神溝通，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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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裏, 主日學這個名詞雖然不存在，但這個活動
的由來，以及開始的目的是教導，是回應神的旨意，因為
祂不停地強調教導傳揚福音的重要 ( 提摩太後書 3:16-17,
申命記 6:4-7, 馬太福音 28:18-20 )。两百多年來, 無論
是兒童, 青年或成人的主日學教師，都在遵守主的指示，
擔當著教導及宣教的工作，教授聖經裏神的話語，協助初
次踏足教會之門的人士去閱讀聖經, 認識耶和華，為一批
又一批的信徒打下堅定不移的信仰根基，甚至造就他們成
為牧者或宣教士。所以主日學是教會不可缺的活動。

我看主日學
它是集講導、查經及見證分享于一体的教會活動。主
日學應該是一個人畢生的上課活動，沒有修畢及文憑 ( 兒
童除外 ) 這回事。其入學資格並不需要高等教育文憑，每
一位人士, 包括信徒和非信徒, 無論他來自那個階層, 幹
甚麼工作, 只要有一份謙卑、坦誠、尋求及學習的精神,
以及一本聖經即可入學。因為上主日學是認識神, 是以智
慧去學習，並非以學識去學習，在教師面前, 所有學員均
是平等。
在堂上, 學員學習有關神的事, 認識神，使個人對聖
經內容有一定的認識和明白, 在靈命上得以成長 ( 以弗所
書 4:14-16 )，與神建立一個密切的關係。學員 ( 包括非
基督徒 )彼此認識、溝通、互相扶持，並建立以愛為基礎
的闗係。也對非信徒傳揚福音有極大幫助.
主日學老師不是只將聖經知識單方面授予學員，而是
要鼓勵他們透過提出問題來參與。每堂均閱讀聖經一段,
然後討論這段經文跟現實生活所發生的事或跟每位學員的
生命有甚麼關係, 鼓勵他（她）來分享見證, 好讓大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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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聖經。學員學習凡事交托，以神付予的智慧，用不同途
徑有效地去處理人生中遭遇的挑戰 ( 箴言 1:2-5 ).
時常主日學給人印象是很學術性，只是專讓懂字的、
有文化的學員學習。因為每當上課時候就收到多份講義，
對某些人士實在是一個十分大的挑戰。神的話語不應該是
只印在紙張上, 而是最重要能夠被刻記在每位同學的心板。
所以多講義並非表示學員能夠多領悟。
教會方面, 除了宣傳主日學之外，並需要投放適量資
源，去邀請訪客牧者來當短期主曰學教師，藉此提高上主
日學的興趣，彼此學習, 對基督信仰有更深入認識。
如果有怎麼樣的國民, 就有怎樣的國家。那麼有怎樣
的信徒, 就必然有怎麼樣的教會。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
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
聖靈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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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28:20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
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
身體。
——以弗所書 4:11-12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
心．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
——提摩太前書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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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最大的事
楊雲真傳道

失而复得
父亲走了之後，我努力赚钱，我尽量增加店里的货色，
使凡到我店里的客人，总不落空（当然是没法达到）。我要
靠自己养活自己，我才不要过仰望神的日子。
86年底，我带母亲回台湾，抵达的第二天，我们先去
看婶婶。她手里拿着一封信说，昨天我接到一封你父亲的
信(神算得真凖），是从地政事务所来的，问这块地的主人
是死的还是活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信吧！这么没礼貌）。我
立刻回说：“婶婶，我不是写信给你说，我爸爸快要死了，
你要快一点把这块地过户好吗？”她说：“唉呀，去年你叔
叔去世，为了过户他的遗产，我还欠了三百多万的遗产税，
我哪有钱过户你这没用的土地呢！”她既然不要，就自然回
到我的手里了，失而复得。事情是这样，83年父母亲回台
奔外婆的丧，自觉愧对叔父母，因为自从74年到79年祖父
去世，我们都没寄一分钱回去，於是把这块道路用地无条
件送给叔叔，并把身份证及印鉴都给了他。没想他比父亲
先走了，也放弃了过户，因此这块地又是我们的了。
听婶婶说要交遗产税，我和母亲就决定不过户到我们
的手里，因为不知道遗产税多少，也不知道国家什么时候
才会徵收这块地。道路用地是国家都市计划时把你的土地
划成道路，当年我们要出国时，这块地20万台币都没人要，
现在就过户，化了钱也不知道有生之年是否可以领到補贘
金，不是不划算吗？我们就这样渡过了两个月。
最後一个周日，姨妈的孩子都回来聚餐，为欢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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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後忽然母亲把我叫过去，原来母亲不知何故，对二
表姐提起土地的事。二表姐对母亲说：“阿姨啊，别放弃，
现在国家有钱了，开始发放補償金了。”我们只好实说，怕
遗产税太高拿不出。二表姐说：“我明天帮你问问看，台湾
的遗产税有个基本免税额。”
向来母亲不太管事，怎么就单单向二表姐提起呢？因
为二表姐在土地银行上班，发放補償金正是她经手的，如
果母亲问别的人，就不会有这些消息了。谁能安排得这么
巧妙呢？除了主，还有谁呢？每想到神的这些恩典，就令
我有流泪的感动。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第二天表姐打电话来说，土地240万加丧葬费40万是免
税额，立刻我们去查我们的地值多少，238万。于是我们将
返程机票延长一个月，由表妹帮忙完成遗产登记。如果这
时没有登记，等国家徵收时，就要课增值税了。20万到238
万之间的差额，不得了，但神知道，有神帮你管理财产真
好。你经历过吗？回顾一下你的过去，数算一下神的恩典。

MY LIFE JOURNEY AFTER TAIWAN
By Pastor Jane Yang
Translated by Stanley Kwan

RETURN OF THE LAND
After father’s passing, I realized that I needed to be
independent and self- supporting. Spending the day in the
store was my way of life.
At the end of 1986, mother and I took a trip back to
Taiwan. The day after our arrival, we paid a visit to my pa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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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nt. She told us that she had just received a letter from the
Land Registration Office. It was enquiring whether the owner
was still alive (It was amazing that God had given us a perfect
timing because we were taking the opportunity to settle some
land transfer matters for my aunt). Not long before that, I
wrote a letter to my aunt, informing her that father (the land
owner) was dying and she should have the land title
transferred to my uncle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My aunt was
not enthusiastic because she still owed the government 3
million dollars of tax for my uncle’s inheritance. She could not
afford to pay more taxes.
The original plan was to give the land to uncle. It was
father’s intention. It was because during the period of 1974 to
1979, the year grandfather passed away, we had not sent a
penny back home to support the family. Father was deeply
regretted. So in 1983 when parents went back to Taiwan for
my maternal grandmother’s funeral, father decided to give his
land to uncle, as a gesture to compensate to uncle for his
wholehearted support of his parents. In order to help to
complete the procedure, upon his return to Argentina, father
left his identity card and personal stamp to uncle. Sadly, uncle
passed away so soon. The land transfer was never done, and
its ownership was still in father’s name. Now, aunt told us that
there would be a tax incurred if father’s land was to transfer to
my brother and I.
However, we did not know how much the transfer tax
would be; nor did we know whether or not the government
would ever expropriate this land for road construction. The
land was evaluated at 200,000 Taiwanese dollars whe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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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grated to Argentina, but the 1986 value was not known to
us. Having weighed the pros and cons, we decided to leave the
property as it was.
Two months had gone by. On the last Sunday, my
maternal cousins gathered to give us a farewell dinner.
Afterwards, mother told me that she had discussed father’s
land matter with the older cousin who happened to work for
the Land Registration Bank.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distributing the compensation fund. This older cousin was
familiar with the rules and she could make the enquiries easily.
She advised mother not to drop the land transfer plan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d a sizable reserve and in term of taxation,
the rate was quite generous. Next day, my cousin informed us
of her finding. There was a basic exemption of 2.4 million
dollars plus 400,000 dollars for the funeral of the deceased.
The information changed our plan. We decided to extend our
stay for another month. With the help of the younger cousin,
we learned that father’s land was valued at 2.38 million dollars.
Since the value was less than the basic exemption, it allowed
us to have the title transferred to my brother and I as the
inheritance, without paying a penny of tax. Had we not
transferred the title at that time, we would be entitled to the
capital gain tax at the later time ( imagine the value increased
from 200,000 to 2.38 million dollars, 1986 figure ).
I am always grateful for God’s arrangement. He would
arrange the right person and perfect timing to come to my
assistance. Whenever I count His blessings, His love and grace
was always abundant. Have you experienced 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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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恩堂每週聚會一覽表
聚會類別

聚會時間

主日崇拜(國/粤)

週日 2:30 PM

主日崇拜(英語)

週日 2:30PM

主日學(成人)

週日 12:45PM

主日學(兒童)

週日 2:30 PM

主日學(英文)

週日 12:45PM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PM

香柏團(普通話)第二週

週四 10:00AM

福樂團(樂齡)

週五 10:00AM

頌恩團(廣東話) ( 除第一週外)

週五 8:00 PM

恩雨團(普通話)( 除第一週外)

週六 6:30 PM

利百加婦女團契(廣東話)第一週

週六 2:00 PM

TnT 真理騎兵團(英語)

週五或週六

Josiah 青少年團契(英語)第二/四週

週六 7:30 PM

Joseph 少年團契(英語)第一週

週六 7:30 PM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二 10:00AM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六 10:00AM

小組查經(普通話) 第一週

週六 7:30 PM

信心小組(普通話)第一/三週

週五 7:30PM

福音小栈(普通話)第二/四週

週五 7:30PM

姐妹小組查經(普通話)第二/四週

週六 4: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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