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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遇而安
吳家興傳道
經文：《耶利米書》廿九章 4-7 節
「4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一切被擄去的，就是我
使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如此說：5 你們要蓋
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6 娶妻生兒
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
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致減少。7 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
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
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逢年過節時，我們中國人都喜歡講「福」，不管是彼
此的問候，或是自己心中的祈求，都希望能得到福氣，未
信主的人有這樣的想法，連我們基督徒也不例外。基督徒
知道，神是萬福的源頭，而祂也真是位願意賜福給人的神。
與福氣緊緊相連的就是平安，聖經上說：「你要認識神，
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伯廿二 21)。有福氣而沒有
平安就不是真福氣；而我們若得到了平安就是蒙福的人了。
「平安」這個字在聖經裡通常是翻譯自希伯來文的
「沙龍」（shalom）。「平安」指的不是沒有衝突或爭吵
的狀態；對希伯來人來說，「沙龍」指的是有神美善的同
在，全備而完整的意思。
神要我們得平安；我想從《耶利米書》廿九章的經文，
來與大家一起思想：神要我們如何在看似不平安的環境下
得真平安。
在還沒有看今天的經文之前，我們先來看一段經文—
《詩篇》一百卅七篇：「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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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因為在那
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
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
若不記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
的舌頭貼於上膛！」(1-6 節)
這首詩描述了以色列民被擄到異邦之地時的情景，那
是個完全陌生且令人傷心的處境。詩人向神哭喊著說：
「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我不知道當我們落在類似的景況下時，會有怎樣的反
應？不管是出於自願或是被強迫，環境的改變常常讓我們
感覺到不安；移居到一個不是講自己熟悉語言的國家、轉
換到一個不是自己專業領域的工作場所、擔負一項不是自
己專長的職務、與一群完全陌生的人坐在同一房間、甚至
換了不同的教會聚會崇拜，大多數的人對這樣的改變都會
有不安或不自在的感覺。
我相信《耶利米書》廿九章，就是神對詩人「我們怎
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所作的回應。從第 1 節到 14
節，先知耶利米向被擄的猶大餘民轉答神對他們訴求的回
應。這也是神給我們的信息，當我們處在類似景況時，我
們當如何從中得平安。
神在第 4 節一開始就向這群被擄的猶太人說，是神使
他們被擄到巴比倫的：「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一切
被擄去的，就是我使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人，
如此說…」乍看之下，這似乎不是甚麼安慰的話；我們從
詩人在《詩篇》中所抒發的情緒，可以感覺得出他的受傷
及憤恨，神不搭救他及他的人民也就算了，神竟說是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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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被擄？是神使他們落在那樣的景況？神不僅說了一次，
還在第 7 節重新說了一次：是神使他們被擄到那地。
神接下來所說的更是讓他失望：「你們要蓋造房屋，
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為你
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裡生
養眾多，不致減少。」神竟然要他們在當地定居、娶妻生
子？神不是應許他們的先祖永不離棄他們，只要他們真心
地悔改、遵守祂的約，祂必拯救他們脫離外邦人的手，重
新歸回耶路撒冷嗎？「定居在巴比倫？」這不是他們想要
的，也不是他們所願意的。
當我們對將來沒有把握，又對現今的處境感到憤憤不
平或者躊躇不安的時候，我們要如何去接受這樣的一個事
實：是神把我們擺在當中的呢？
神首先要我們調整我們的眼光，不要放眼在所遭遇的
事及所處的環境上、怨天尤人，而是轉眼仰望那使「萬事
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的神。聖經中的約瑟及
約伯就是很好的例子。是神使約瑟被兄弟出賣、被冤囚，
但也是神使他得高升，藉著他拯救了他的家族，這也是為
什麼他在最後可以向那出賣他的兄弟們說：「從前你們的
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
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創五十 20)。約伯的情景也相似，
是神使他遭受一切的苦難，他卻一點也不知情，但他順服
神，神也在最後使他從苦境中轉回，使他能說出那令人嘖
嘖讚賞的話：「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伯四
十二 5)。
眼光調整之後，神要我們調整我們的心態：面對並接
受我們所遭遇的事及所處的環境所帶給我們的挑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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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
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
養女。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致減少。」神要我們活在其中；
換句話說，就是要我們在當中投資，參與，甚至於成長結
果；神不要我們只是「逆來順受」，而是能在當中力挽狂
瀾、為主發光。
神要他們「蓋造房屋」、「栽種田園」是要他們在當
中待上一段時間。如果有人覺得不會在某地久留的話，他
們是不會願意在這樣的事上投資的。神要他們做的是件違
反常理，也是他們不願意去做的事。即使他們內心極想要
歸回，回到原本熟悉、舒適的環境，但神卻要他們留下，
要他們實地地參與現今的生活處境。
很多時候我們會以我們所遭遇的事及所處的環境作藉
口而不去事奉神。我們常聽到的就是「等我……之後，我
再……」「我現在這樣……怎麼可以……」甚至更糟的就
是「等神……之後，我再……。」有很多時候我們也會怪
罪我們所遭遇的事及所處的環境，讓我們不能或減少去事
奉：我們會說「不是我不願意……，而是……」。神不要
我們怪罪於我們所遭遇的事及所處的環境，神要我們去面
對、去轉化我們所遭遇的事及所處的環境。聖經中使徒保
羅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當神在異象中呼召他往歐洲去傳福
音時，他順從聖靈的帶領到了腓立比，但卻在當中受到逼
迫而被下在監裡，他原本可以埋怨或是理直氣壯地說：
「主阿，不是我不願意遵行祢的話、傳福音給他們，而是
他們拒絕，並且將我關在監獄裡。」但他卻沒有責怪他的
處境，聖經記載說他和西拉在牢中「禱告，唱詩讚美神」，
神也因著他們的事奉，領了獄卒及他一家歸了主(參：徒十
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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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僅要我們積極地活在我們所不願意、所不想要的
處境下，更要我們為那處境禱告、求平安：「我所使你們
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
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這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在所遭遇的事及所處的環境下得著平安，我們
就要積極地將「沙龍」：神美善的同在，全備而完整，帶
進我們所遭遇的事及所處的環境當中。也就是說，我們要
在當中活出基督平安的福音來。
我們不能改變我們所遭遇的事及所處的環境，特別是
當我們明白這是神的安排時。神常常就是藉著「曠野」或
「低谷」來塑造祂兒女的品格，使我們能更像主耶穌。摩
西在曠野牧羊四十年之後，神才使用他帶領以色列民出埃
及；以色列民在曠野漂流四十年之後，才得以進入應許之
地；大衛第一次受膏之後將近 15 年才當上以色列王；主耶
穌在曠野四十天受魔鬼試探之後才開始傳道。我們要抓住
每個神給我們的機會，實踐基督的愛，見證福音的真實，
領人認識主。誠如保羅在《以弗所書》六章 16 節所說：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愛惜光陰」就
是儘量把握並使用每個機會的意思。
神也繼續在《耶利米書》廿九章 8-9 節提醒他們：
「不要被你們中間的先知和占卜的誘惑，也不要聽信自己
所作的夢；因為他們託我的名對你們說假預言，我並沒有
差遣他們。」當我們處在艱困的處境當中，很容易就會為
自己找出路，聽信不實的聲音，編造種種的理由，教我們
不去事奉神、見證神、榮耀神；神要我們杜絕任何攔阻我
們為主而活的誘惑及思想。
第 11 節常常被單獨抽出來引用，作為神同在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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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必須瞭解，這應許的先決條件是神把他們擺在一個
被擄的景況，並要這群被擄之民活在其中。神說：「我知
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
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神要操練他們，神把他們擺
在巴比倫，神也為他們定了年限，第 10 節說：「耶和華如
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
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神要他們知道，
他們所遭遇的這一切，都是在神賜平安的安排底下。神應
許與他們同在，第 12-14 節：「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
我就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耶和華說：我必被你們尋見，我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回，
將你們從各國中和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招聚了來，又將你
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掠離開的地方。這是耶和華說的。」
祂要這群被擄之民知道，也是要我們知道：任遭何事，不
要失去平安，賜平安的神必與我們同在，只要我們認定祂、
呼求祂、專心尋求祂，我們就會得著「沙龍」。
我們要能隨遇而安，我們就要明白，我們所遭遇的任
何事都是在神的安排及計劃底下，而我們的神是位愛我們
的神，也是賜平安的神，只要我們誠心求告祂，尋求並遵
行祂的旨意，「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腓四 7)。你願意認識這位賜平
安福氣的神嗎？不要再為所遭遇的事及所處的環境憤憤不
平或者是躊躇不安，相信祂、接受祂，你就能得著所應許
的平安；認識主的你還在為神把你擺在現在的處境憂慮不
安嗎？相信祂、倚靠祂，祂就能賜你平安，不要忘了抓住
每個神所賜給我們的機會，見證、榮耀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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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兄弟」讀後感想
林恩泉長老
看完張躍鋼弟兄寫的回憶文章，「好兄弟」，心中很
感動，真是一篇出自好弟兄，為紀念好弟兄而寫的回憶錄，
當中不但有深厚的思念情懷，也有神話語的鼓勵和共勉。
感謝主！
其實自從聽到張弟兄計劃要寫一篇文章紀念一些已經
安息主懷的弟兄，我不但是拭目以待，而且也常常想起在
過去這一年多離世歸主的親友們。在懷念中，心裡面難免
「不捨得」，也有點「不願意」，心中不捨得，也不願意
他們一一離開了我們，甚至想問「為甚麼」；為甚麼他們
離開留下我們？
後來有一次聽到一個見證分享，當中有一句話說的很
好：在我們不明白的時候，要換一個角度去看，去想，是
不是可以不問「為甚麼」(Why)，而轉問「甚麼」(What)。
所以痛失親友時，我們可以不再問：他們為甚麼離開留下
我？(Why did they leave me?)，而轉問：他們離開為我
留下甚麼？(What did they leave me?)
親友離世，為我們留下了甚麼？為過去，他們為我們
留下了美好的回憶；為現在，他們為我們留下了美好的見
證；為將來，他們為我們留下了美好的盼望。
為過去，留下美好的回憶
每一個人活在世上，都不斷在從疏到親不同人的腦海
裡留下印象，當這人還在世的時候，這些印象可能只是像
每天見過的無數畫面，靜靜儲存在人的大腦裡，但是當他
一旦離世，這許許多多印象就點點滴滴在腦海中再一次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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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成為令我們記念的回憶，也幫助彌補我們心中因為親
友離去而產生的空虛感。
曾經看過一段感人的見證。C.S.Lewis 的妻子 Joy 的
癌症得到神的醫治之後，她與 Lewis 補度蜜月。一天他們
在風景怡人的鄉村旅遊，天突然由晴變雨。Joy 和 Lewis
在一個牛棚下躲雨的時候，妻子 Joy 對 Lewis 說：「要記
得你明天的痛苦中有今天的歡樂」。這句話真是很有智慧，
人常常會只是用結果來衡量人生，而忽略了生命的過程。
Joy 最後還是因為癌症復發而離世，但是 Joy 預先想
到她離開之後 Lewis 可能會因為思念她而很痛苦，所以她
要丈夫記得，痛苦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過去曾經有過歡樂，
而如今雖然歡樂離開了，但是過去的歡樂仍然是真實，永
遠不變的。
因為人是活在時間裡面的，所以現在的感覺最真實。
而且人生的每一個片段在那個當下的之後，都像流水一去
不返。所以親友離世後，一切往日的歡樂好像也消失了，
都成為過去，如今只留下無奈的思念與痛苦。其實在我們
傷心流淚的同時，要為了過去共度的一切日子感恩，要為
過去共享的歡樂讚美主，也要為親友在病痛軟弱中我們能
親自照顧他們，倍伴他們走完人生道路而受安慰，因為知
道我們的親友還在世的時候，我們沒有錯過一起分享喜樂
的時刻，也沒有錯過能一起分擔憂傷的日子，因此我們與
他們的感情是那麼深，那麼美好的。是的，要記得今天的
思念痛苦中有昨天的歡樂與安慰。我們要為過去留下給我
們的美好回憶感謝主，因為這本身就是恩典與祝福。
為現在，留下美好的見證
聖經說：「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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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
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
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
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希伯來書 12
章 1-2 節]
第 1 節提到的「這許多的見證人」，是從前面一章引
伸出來的。希伯來書第 11 章記載了許多信心偉人的見證，
他們雖然經過各種不同的試煉與苦難，但是各人都在不同
的境遇中保持他們的信心，走完他們應行的路程，留下美
好的見證。
靈修讀到美國 Florida 一間教會，每年有一次的「諸
聖主日」。在那天，他們會為那些已安息主懷的眾聖徒歡
慶。在崇拜裏，他們會讀出過去一年離世的信徒的名字。
教會的牧師說，他喜愛這個日子，因為他每一次都會強烈
地感受到自己被一群「如同雲彩的見證人」圍繞著。當牧
師一一讀出這些非常熟悉的名字的時候，心中就自然勾起
一幕幕與他們一起共度過的故事、經歷和禱告──那是一
個「神聖的時刻」，也是教會向世界宣告天國榮耀的方式，
而主耶穌便是那位帶領信徒走往天國的唯一真光。
是的，其實不但聖經中的信心偉人可以成為我們的鼓
勵，還有很多不同時代的信徒，我們以故的親人朋友，他
們都已經走完當走的路，都已蒙神恩召，都已經息勞在恩
主的懷中。這些人的生命是我們的典範，我們的鼓勵。這
許多人共同的經驗足夠向我們證明神的慈愛信實，讓我們
知道，在我們當跑的路程中，無論遭遇什麼阻攔危難，也
必能得勝，必得著神的幫助。所以不要灰心疲倦，應當努
力前進，要滿有盼望的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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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說，這路程是「擺在我們前頭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一條現成的，已經開通好了的路程，是藉著主耶穌基
督的血所打開直通天家，又新又活的路，此外再無他路。
既然擺在我們前頭的是一條「路程」；現在就不是休
息的時候，現在是向前奔跑的時候。這個「奔」字也指出
信徒行走靈程所應該有的速度，是「奔」，不只是「行」。
基督徒走天路當像一個騎腳踏車的人一樣，必須保持一定
的速度前進，否則就會跌倒。信徒若要在靈程上不後退，
就要不斷前進。
再來，我們注意「前頭」二字，基督徒應跑的天路永
遠是「擺在前頭的」，意思就是說，正如光陰逝去不反，
虛渡的光陰不能挽回，人生也只能一直向前走，好好把握
餘生的年日，忠心奔走那該走的路，使我們見主面時可以
得主為我們豫備的獎賞，也能成為圍繞後人的雲彩見證人。
為將來，留下美好的盼望
雖然我們深信基督徒是在主看為好的時候被主接去，
安息主懷。但親友離世仍然是一件很悲傷的事，留給我們
無限的不捨，心中有難以忘懷的傷痛，所以我們哀傷流淚
是免不了，是真情流露，也是應該的。但不要為已經死了
的親友憂傷到像那沒有盼望的人一樣，因為基督徒的死，
是有[指望的去世]，不是死而滅亡，而是[在主裡睡了]，
等候復活，就好像種子種下去，是指望生出更美好的子粒
一樣（約 12:24; 林前 15:42）。
既然相信主必再來，就要相信主再來的時候，必會把
已在主裡睡了的人也一同帶來。在主裡睡了的人會被一同
帶來這句話表明已經死了的信徒，是先被帶到主那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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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他們雖然去世了，卻是被帶到主那裡去，與主同
在。保羅說，[那是好得無比的][腓 1:23]。
已經安息主懷的親友們只是比我們先一步去到主那裡，
等候主榮耀降臨的日子。在主榮耀降臨的日子，他們要被
一同帶來，跟主裡的眾聖徒再次相會，就不再分離。在基
督以外，是死亡的權勢，是沒有指望的分離；但是在基督
裡，卻是榮耀的復活，沒有永遠的離別，只有永遠相聚，
這是何等榮耀的盼望。
這個盼望不但使我們在「活」的方面與世人有所分別，
使我們的人生有意義，生活是以主為榮為樂。這盼望也使
我們在「死」的方面與世人有分別，使憂傷痛苦的死亡，
變成安息的睡眠；永遠的離別，變成必能在主裡再相會的
小別。所以要記得，這個傷痛的分離只是暫時的，我們的
哭泣將成為歡笑。讓我們因為這將來美好的盼望，更快樂
的嚮往天家！
从某些角度看来，基督徒在地上是无家可归
的。我们真正的家正等待着我们，那是由主耶稣为
我们预备的。“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
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
的房屋。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
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哥林多后书五 l-2）
如果我们看到祂在地上创造的美丽事物，我们能够
明了祂在天堂为我们所安排，是一个怎样的天家
吗？
——摘自《如何面对死亡》– 葛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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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志聰牧師
如果只可以選擇一個解釋聖經的最重要原則，相信是
觀察上文下理。劃定上文和下理就在於怎樣將經文分段。
分段有不同的方法。
找相同句
最簡單直接的一個方法是找出相同的句子或片語。例
如馬太福音第六章：「2 你施捨的時候…假冒為善…故意…
已經得了…3 你施捨的時候…暗中…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
答…5 你們禱告的時候…假冒為善…故意…已經得了…6 你
禱告的時候…暗中…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16 你們禁
食的時候…假冒為善…故意…已經得了…17 你禁食的時
候…暗中…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分段是：一.施
捨 2-4、二.禱告 5-15、和三.禁食 16-18。七至十五節不像
以上的重復句，但都是與禱告有關，所以亦可以包括在禱
告這一段；需要再從內容和上文下理去解釋為甚麼有這一
「插段」在第二段中。
又例如民數記第七章：「12 頭一日獻供物的，是猶大
支派…18 第二日來獻的是以薩迦…24 第三日來獻的是西布
倫…30 第四日來獻的，是流便 …36 第五日來獻的是西
緬…42 第六日來獻的，是迦得…48 第七日來獻的，是以法
蓮…54 第八日來獻的，是瑪拿西…60 第九日來獻的，是便
雅憫…66 第十日來獻的，是但…72 第十一日來獻的，是亞
設…78 第十二日來獻的，是拿弗他利…」；他們來獻的都
是一模一樣的，經文就這樣重復了十二次。十二支派的供
物就組成十二個分段。
又例如羅馬書第一章：「24 神任憑他們…行…26 因此
神任憑他們…放縱…28 既然…神就任憑他們…行…」。分
段是：一.情慾的罪 24-25、二.同性戀的罪 26-27、和三.各
樣的罪 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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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段是不完整的。施捨、禱告、和禁食有何關
係？為何要列出十二支派的供物？三個「任憑」有何用意？
這些問題就要再看闊一些的上文下理。
找連接詞
另外一個分段的方法是找出一些連接詞，最常見的是
因果關係：「因為」和「所以」。再看羅馬書第一章：
「 21 因 為 … 他 們 … 不 當 作 神 榮 耀 他 … 虛 妄 … 愚 拙 … 偶
像…24 所以神任憑他們…26 任憑…28 任憑…」。分段是：
一.人不要神 21-23、二.神任憑人 24-32。其他常見的連接詞
有「雖(然)」、「但(是)」、「既(然)」、因(此)」、「尚
(且)」、「若(果)」……
又例如再看民數記第七章。上文是「耶和華對摩西說：
眾首領為行奉獻壇的禮，要每天一個首領來獻供物」11，
這就成為了引言。下文是列出十二支派供物的總數目，正
正是一個支派供物的十二倍 84-88。之後是神再與摩西說話
89，這節怎樣分就要看更闊的上文下理才可決定。分段或
大綱是：一.引言:神的吩咐 11、二.十二支派的獻供 12-83、
三.獻供的總數 84-88。
又例如再看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節的「所以」把第
一節和第二至十八節分開。第一節「你們要小心，不可將
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就不能
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成為了一個引言或主題，然後舉出
三個例子：施捨、禱告、和禁食。
要完成分段，就要再從上文下埋的內容去入手。羅馬
書第一章這一段可從十八節的「原來」開始；民數記第七
章這一段可從第一節「摩西立完了帳幕」開始；馬太福音
第六章這一段可從第五章二十節的「法利賽人的義」開始。
《聖經》中，一個字的性、數、時、態，有無冠
詞等等，都可能有重要意義。
——摘自《聖經的權威》– 里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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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
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因為 神的義、正
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
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羅馬書 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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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缦得医治
（《列王记下》5 章 1-19 节）
亚兰王的元帅乃缦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
藉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疯。
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
子就服事乃缦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
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疯。乃缦进去，告诉他主人说，
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达
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缦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客勒，
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
仆乃缦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疯。以色列
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
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疯。你们看一看，这人
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
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
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缦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
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缦说，你去在约旦河
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缦却发怒走了，
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
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疯。大马色的河亚罢拿和法珥法岂
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
是气忿忿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阿，
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岂不作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
得洁净呢。于是乃缦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
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
乃缦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
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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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事奉永生的耶和华
起誓，我必不受。乃缦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缦说，你
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
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惟有一件事，
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
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
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缦就
离开他去了。

被遗忘的宝藏
一个富人带一位大学老教授参观他奢华的房子。教授
对那间庞大的图书室很感兴趣：整个室内，从地板到天花
板都堆着珍贵的书籍。教授很想呆在这间屋里，但主人把
他拉出去，漫不经心地说：“这些书我一本也没读过。不
过它们看上去很不错，对吧？”
教授大吃一惊：“什么？这可是一间宝库啊！你竟这
样忽略它！”
教授回到家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拿起自己装帧得
非常漂亮的《圣经》，他摇摇头，对自己说出了声：“我
在说谁呀！我这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这是我的宝库，
我又常读它了吗？”
他说"我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是什么意思？家里有一本漂亮的《圣经》固然好，但
什么才是更重要的呢？
（摘自基督徒生活網，http://cclw.ne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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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洁净的乃缦
高平
圣经是永生 神天
地的上帝向他所造所爱
的人说的话。天地将毁
坏， 神的话却长存永
不废去。这样，每个被
载入而出现在 神的话
中的名字就绝不寻常，
必不是偶然被拣选。今
次，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圣经《列王纪下》整个第五章记载
的一个叫乃缦的人。乃缦， 当时亚兰（就是叙利亚）王的
元帅，名成利就，威名远播。无论何往，人都向他欢呼喝
彩。他是「一个元帥…为尊为大…」；耶和华上帝藉着他
使亚兰人得胜，而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一个大人
物——勇敢、可靠、广得人心！但是这位乃缦却患上了一
种严重的令人憎恶难以医治的疾病——大麻疯。
不知道乃缦是否遍访请尽了亚兰国一切的名医。奇妙
的是，他竟听从了家里一位被掳小侍女嘴里的一句建议,
开始了其蒙恩得医治的历程。应该很有理由相信，带着许
多的金银衣物的和其国王的介绍书信的乃缦，以为金银可
以换取医治, 他还请了两个国家的元首来帮助他。乃缦不
知道先知以利沙不能凭自己的意思行事。他必须照 神施恩
的原则等待所有的人。所以乃缦得着医治以后要把礼物送
给以利沙，虽然再三地请求，以利沙就是不肯接受，因为
以利沙要他清楚，他得着医治，完全是出于 神的恩典，跟
他所带来的金钱无关。他带着亚兰王的信去找以色列王，
信中并没有提到代找先知的事，只是说“你接到这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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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治好他的大麻疯。”这是何等无理的要求！这意思就是
说，不管怎样，既然在以色列国有 神的先知，能行神迹，
以色列王总得设法替他找到那先知，把他医好。所以在乃
缦心中，以为既有亚兰王的信迫使以色列王为他效力，当
然一定能够寻到他所要寻求的医治。岂知这位忘记了其列
祖的 神而愁苦增多的以色列王和亚兰王一样是可怜无助，
他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 神，能使人死使人活
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疯……”（王下
5:7）他虽然是一个王，却不能挡住忽然来临的灾祸，也没
有人能帮助他。如果他是个敬畏 神的人，当他收到亚兰王
的信时，就必定会想到 神的能力和 神的仆人以利沙来。
他只想到自己的不能，却想不起 神借着他仆人以利沙所能
做的。结果还是以利沙自己打发人去把乃缦带到他那里去。
这里让我们看见，进入 神的国根本不需要借助什么有名望
的或有权势的, 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完全是出于 神的赐
与。 再者, 一副很虔敬样子的乃缦以为借着对 神仆人的
恭敬态度，就可以换取 神的恩典。 当乃缦知道以利沙是
神的先知时，就亲身到以利沙的家拜见他。他虽然是一个
元帅，却不敢傲慢的进去，也没有像见以色列王时那样，
带着一封命令似的介绍信。他只站在以利沙的门口，等他
出来。他这样显得十分谦卑恭敬。他想，像他这样一位大
人物，竟这么客气的来拜以利沙，相信以利沙一定会很快
出来，迎接他进屋里去，站着为他祷告，在他的患处摇手，
为他治病。岂知以利沙竟然没有出来迎接他，只打发一位
使者出来，叫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于是乃缦便发怒而去。
乃缦先前的恭敬有礼虽然是好，但他现在的发怒，显出他
刚才的恭敬是他自己认为满意的态度，却不是 神所要的标
准。乃缦的发怒，把世人虚假的虔诚显露出来。乃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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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他其实并不是“恭敬”先知，而是“恭敬”他能给
的医治。如果为恭敬 神而尊敬 神的仆人，当然这是好的；
但人若以为他已经恭敬 神， 神就得成就他的愿望，这其
实是错的。到底先知以利沙为什么不出来见乃缦，却要求
其到约旦河沐浴七次？约旦河的水果真有这种功效，能使
长大麻疯的得洁净吗？难到所有长大麻疯的人，到约旦河
沐浴七次都可以得痊愈吗？个人认为当然不是约旦河水有
什么特殊功效，正如乃缦所说的，“大马士革的河亚罢拿
和法珥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沭浴不
得洁净吗？”真正能使乃缦痊愈的是 神的能力。先知只不
过借着要他到约旦河洗七次的方法，使他彻底谦卑下来。
试问乃缦若不是一个大元帅，只是一个普通人，先知这样
对他，通常就不会觉得很难受。这只是一种很普通的吩咐，
对一个求恩典的人，并没有什么过分。正如乃缦的仆人所
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岂不作吗？何
况说你去沭浴而得洁净呢？”可见在他的仆人看来，也不
觉得这有什么大的委屈。乃缦之所以会这样发怒，证明他
还没有放下元帅的身份。他虽然有点谦卑，但并未彻底谦
卑。他在想，像我这样一位大元帅，肯亲自站在门外求先
知的帮忙，这还不够谦卑吗？还要待我如普通人吗？其实
不论是先知站着为他祷告，在他的患处摇手，或是到约旦
河沐浴七次，都是一样的，都不过是一种方式而已。但 神
所要的不是部分的谦卑，只有完全放下自己, 才能真正开
启认识 神的智慧。并不是什么好的方式能医好他，医好他
的乃是 神的大能。但先知要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这种方
法是必须先用信心信从先知的话才可以的。无论 神借着什
么方式施恩与人，在人方面都需要用信心去承受 神的话，
才能得着。今日之科学一日千里不停地探究、发现和印证

20

着神所设计创造的各样既定规律法则, 并有无数史实、时
事见证着 神的话, 而当 神的仆人在向世人传讲 神的道时,
又有多少人能够听了,信了而照行呢? 但乃缦却再次听且从
了他仆人的建议, 实在是难能可贵。注意：先知没有给乃
缦任何可见的凭据，只给他一句可靠的应许:“……你的肉
就必复原，而得洁净……”（王下 5:10）这应许不论乃缦
信与不信，都没有改变。不过在乃缦不信的时候，这保证
对他毫无用处。当乃缦肯降下身板下到河里，照听信从，
洗了一次，两次，…但第六次上来后仍是一个大麻疯患者
时，他的信靠顺服便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考验，而直到第
七次时，神迹便显给了他看。有些人对于信主耶稣代死就
可蒙拯救，却相信不来。但 神所要人的，就是这样简单的
信心。正如使徒保罗对那些依靠自己智慧的哥林多人所说
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 神， 神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 神的智慧
了。”（林前 1:21）
在这故事裡，仍有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比身体的医治、
罪的洁净更为奇妙，更令人心满意足。就是乃缦那发自内
心的话：“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上帝。”从今以
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 神，只献给耶和
华。”从那一刻起，他决定要以这位 神为他自己的 神，
认识他、爱他、服事他，并向他人传扬他的名！他心里真
相信天上的这一位 神以后，就立即有行动出来，幡然认罪，
求 神饶恕。
上帝借先知以利沙医治乃缦的神迹，显明 神乐意施恩
给任何人。当时的以色列王约兰不敬畏耶和华，国势衰弱，
常受亚兰人的欺压。但这位 神他愿意施恩给以色列人，也
愿意施恩给外邦人；他要审判以色列人，也要审判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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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昔日之乃缦是有福的, 能因信而得着 神的恩典，今日
之我们也一样。昔日约旦河水如何洁净肯相信顺服认罪悔
改的乃缦，今日主耶稣的宝血更必洁净赐恩给一切信靠他
的人，病得医治，罪得赦免。细细回味乃缦蒙恩的前后经
过，作为我们宝贵的借鉴。

神是真的
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躺着一个病人。他不时发出几声
呻吟。护士们尽了最大努力，要使他舒服一些。这会儿，
医生来给他作检查。他问病人感觉怎样，病人恶狠狠地诅
咒起来。医生听了很难过，劝他：“别诅咒神，你应该用
祷告来代替诅咒。”
“我不相信有什么上帝！”
病人脾气很大，“我看不见祂，听不见祂，也闻不着
祂，感觉不到祂。”
医生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开口说：“先生，我相信你
没有任何病痛。我已经全面检查过你，但我找不到任何疼
痛。我看不见它，听不见它。你一定是向我撒了谎。”
“那不是真的！”
病人抗议说：“我知道我的病痛是真的，因为我的体
内感觉到它！”
“这就是我怎样知道神是真的。因为我感到祂在我里
面的存在。” 医生说。
（摘自基督徒生活網，http://cclw.ne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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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仁約翰著

寻访启导家
基督徒按着恩慈的指示来到启导的家门前，叩了一会
儿门，便有家仆出来开门。
基督徒在门外说：「你主人的朋友吩咐我来拜访他，
请问我可以见他吗？」
家仆进去请示主人，过了一会儿，启导就出来了。
基督徒对他说：「我从将亡城来，预备往锡安山去。
恩慈叫我来拜访你，说你必能领我去见识一些奇妙的事物，
它们可以帮助我行走天路。」
启导听后，忙把他请进屋子里，说：「要告诉你的事
可多呢！」
他命家人点上灯，又叫基督徒跟他进入一间大房子里。
只见那屋内挂着一幅画像，画中人的神态异常庄严动人。
他的双眼注视着天，头戴着金冠，背向世间的一切荣华富
贵，拿着一本世界上最珍贵的书，站在那里传讲真理。
基督徒端详了画像一番，然后转过头来问启导：「这
是甚么意思？」
启导说：「这人是世上千人中难逢的，正如使徒保罗
说的：『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
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林前四15)。他的
双目望天，手中拿着真理的书，口中传讲真理的话，这是
表示他的工作，是要帮助黑暗中的世人归向光明。他鄙视
世上的荣华，一心事奉神，他将来必得着冠冕为奖赏。我
所以带你参观这幅画像，是因为在你往天城去的路上，只
有像图中这样的人，纔配当你的向导，你要牢记这人的像
貌，免得在途中遇上假师傅，把你引到死亡的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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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预备人心迎接主
说罢，启导拉着基督徒的手，带他进入一个布满灰尘
的大厅。启导吩咐家仆来把房间打扫干净。但家人刚刚动
手，厅内的灰尘就四处飞扬，令人窒息。启导又连忙吩咐
在旁的女仆取水来洒在地上，这样，灰尘被水吸住，很快
就打扫干净了。
基督徒疑惑地问：「这是甚么意思？」
启导解释说：「这厅好比一个从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
心，是绝对不圣洁的。这些灰尘像征人的罪恶和内心的败
坏。第一回打扫，好比是神的律法，只能帮助人认识罪恶
(参罗五20)，却无法洗净人的心，反而几乎令你窒息；后
来用水洒地，好比福音的信息进到人里面，感动人心，使
人悔改，预备迎接主到他的心里居住(参罗十8~17；弗三
17)。」

凭信心不凭眼见
启导又领着他进到一间小房子里，那里面坐着两个小
孩子，大的叫急功近利，年纪小的叫耐心等待。急功近利
的脸上浮现着一副不满足的神情，而耐心等待却非常安静。
于是，基督徒好奇地问：「为甚么急功近利会这样不安
静？」启导回答说：「天城的王答应将来送给他们每人一
份精美的礼物，急功近利急不可待，所以焦躁非常，而耐
心等待却甘愿等候，所以安闲自乐。」
说话间，有一个人经过，他把一袋贵重的东西倒在急
功近利的脚前，急功近利一面俯身拾取，一面嘲笑耐心等
待不懂得抓住机会。可是急功近利所拾的贵重物品，转眼
间就被他消磨殆尽，只剩下一堆破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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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看的目瞪口呆，就又请教启导。
启导认真地解释说：「急功近利好比一般的世人；而
耐心等待却好比天国的子民。急功近利贪图眼前的享受，
不愿等候来世。然而今生的荣华富贵，都是虚空的虚空，
最后一切都归于无有。」
基督徒说：「这样看来，耐心等待实在聪明，他晓得
等候那美好的福分。」
启导点头继续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
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林后四18)。
基督徒若有所悟地说：「这样看来，眼前的所谓福乐
是不可贪图的，聪明人应该眼光放远一点，等待那看不见
的永远福分。」
启导满心快慰地说：「你讲的一点也不错。」

主够用的恩典保守我们
他继续带基督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里有一堵墙，
墙边有火在燃烧。有一个人在浇水救火，可是火势却越烧
越旺。
基督徒又问：「这是甚么意思呢？」
启导答：「这火好比神的恩典在人心中不断地工作。
魔鬼虽然用尽千方百计去破坏，但却徒劳无功，它绝对不
能胜过神丰满无限的恩典和慈爱。」
当他们走到墙后，发现有一个手拿油瓶的人，在暗中
不断地把油浇在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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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导又向基督徒解释说：「他就是基督耶稣。主耶稣
不断地把恩典的油，倾倒在初信的人心里，使他们能茁壮
成长。信徒虽然在百般的试炼中，但主的大能和慈爱仍然
和他们同在，这些工作都是撒但不能破坏的(参林后十二
7~9；提后一12)。」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
他们又走进一间房子，只见一个人站在床边，浑身发
抖，并惊惶失措地对他们说：「我刚做了一个梦，看见天
空变成漆黑一片，雷电交加，叫人不寒而傈。我抬头向上
看，只见浮云乱舞，号角大鸣；云彩上，坐着一个人，他
身旁有数不清的在烈火中的天使。当时漫天烈焰，火光熊
熊，而且还有声音叫那些死去了的人起来接受审判；顿时
盘石崩裂，坟墓洞开，死人都走出来了。他们当中有欢欣快
乐，仰望穹苍的；也有的羞惭害怕，想到山下去躲避的。而
坐在云彩上的主，打开一本书，叫世人都上前来。我恐怕这
就是审判的日子了。可是我还没有预备好，多可怕啊！不过，
更可怕的是天使已把一些人提到云里去了，而我竟被撇下(参
帖前四16~17；太廿四40~42)。」
听完这人的话，启导语重心长地对基督徒说：「好基
督徒啊，你要把这些事谨记在心，对你往后的路途上会有
助益。愿保惠师常与你同在，指引你走这天路的旅程！」
在一声珍重后，基督徒又继续奔走天路了。

十字架的救恩
虽然基督徒走上了一条两边都有救恩护墙(参赛廿六1)
的路，但他身上的重担，却使他感到步步维艰。
不久，他来到一个立有十字架的山岗前，他看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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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空坟在山下。他就朝十字架走去，刚走到十字架前，他
身上的重担，突然从肩上掉进空坟里，再也找不到了。当
基督徒知道自己已得着真正的释放后，就挺起胸膛，欢喜
雀跃地说：「因基督的苦难，我得以喜乐；因基督的受死，
我得了生命。」然后，他抬头
仰望十字架，激动得热泪夺眶
而出。也就在这时，有三位天
使走上前来对他说：「愿你平
安！」又说：「你的罪赦了」
(可二5)。接着为他脱下了破烂
的衣裳，让他穿上了一件雪白
的衣服。最后，在他的额上盖
了一个印记，又给了他一卷盖
了印的通行证，并嘱咐他在路
上要不时取出阅读，还要他在
到达天门时，把这卷通行证呈
交给守天门的人。基督徒听了
这番话后，高兴得手舞足蹈，欢欢喜喜地目送天使们离去，
然后继续赶路了。

上帝是如此伟大，以致于我们越是赞叹，就越
是生出新的赞叹。上帝是如此的奇妙，以致于我们
越试图分析，就越是分析不透。耶稣的真理是如此
完全，以致于我们越想囊括，就越发现难以囊括。
耶稣的恩惠是如此深厚，以致于我们越去体尝，就
越是发现体尝不尽。
——遠志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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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基徒應否慶祝聖誕節？
下一期《滿恩》

：
40T

，
?
李毅

答：【约翰福音 3 章 3-5 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
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
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尼哥底母误解了重生的意思, 以为是再进母腹生出来。
耶稣说的重生(born from above)是指从神而生, 从圣灵而生。
当我们信耶稣时, 神的生命从天上而来进入我们人里面, 使
我们开始属灵的新生命, 成为神的儿女。
水的功用是洁净污秽, 圣灵的功用也是洁净罪愆。『从
水生』豫表人借着悔改结束旧造的生命;『从灵生』豫表人
借着相信得着新造的生命。
「神的国」是指神掌权的领域, 也是马太福音中的「天
国」。进入神的国就可以重新与神永远在一起。但是, 如果
我们不是真正悔改和相信, 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以西結書 36:25-27 提到神將拯救他的子民, 用水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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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 並賜予新心和新靈。 耶穌在這裡也是告訴尼哥底
母, 他就是先知預言的彌賽亞。
【以西結書 36 章 25-27 节】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
上, 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
秽, 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将新灵
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
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
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誰「不能承受神的國」?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 不要自
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嬰童的、親男
色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
的國。」(林前六 9/10)
要明白這兩節經文，只要和十一節「你們中間也有人
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
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連在一起講，就不難找
到其真義。保羅不是在提出承受神國的條件，是勸勉信徒
不該再像從前在神國以外的樣子行事。他們既已成聖稱義
了，就不該像那些不能承受神國之人的行事(相似的經文，
見加五 19/22)。
（摘自陳終道牧師紀念網站 www.stephenctc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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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和大家分享過，希望有一個滿恩堂自己的刊物。感謝神，我
們現在有了《滿恩》。其實那時心裏還有一個願望，就是寫自己的詩
歌，用詩歌抒發情感，用詩歌傳遞福音。還要感謝神，現在又有了一
個《滿恩》。歌詞是借用甘志聰牧師在《滿恩》第一期文章中最開始
的一段話，而主旋律是在一夜之間產生，而後慢慢形成樂曲。不認爲
自己有這方面的恩賜，但是我相信神必賜恩祝福。希望自己可以繼續
寫下去。
——張躍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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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兄弟
紀念安息主懷的幾位弟兄
張躍鋼
九月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和李毅弟兄在教會討論
《滿恩》第八期和第七期補充打印的相關事宜，突然聽到
劉潤成弟兄已安息主懷的消息，感到格外震驚，亦不敢相
信。這也使我再次想起了一年來離我們而去的其他幾位弟
兄，很想寫此文章，回想他們的點點滴滴，以為紀念。
此時，我
首先想到的是
程基光弟兄，
一位將我和太
太領進滿恩堂，
使我們在遠離
教會幾年以後，
又將我們帶回教會的領路人。我相信神一直都與我同在，
也一直在保守引領，因為在我接受主耶穌基督的那一刻，
聖靈就住進了我的心裡，不曾離開。但是我也相信，神會
使用我們每一位願意被他使用的人。而程弟兄就是一位願
意被神使用，並且充滿熱情的神的僕人。程弟兄給我一種
“老學究”的印像。他可以背誦很多聖經裡面的金句，並
且記得金句所在的章節。因為他對聖經已經很熟悉，對聖
經中那些常用的教導默記於心，已屬必然。還記得他在做
見證分享的時候，常常會踴躍發言，也常會很動情，並且
會滔滔不絕，看得出來，他是很想將自己所領受的，都能
和大家分享。他曾寫過一篇“保健之道——人體免疫系統
之探索”的文章，在文章的開始他說：“上帝在祂造人的
時候（創 1:26），已經把祂最佳防禦疾病的'保健之道'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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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了我們。那就是祂在我們的身體裏面，建立了一支龐大
無比、生生不息、勇敢善戰、配備優良、精銳素質的‘免
疫系統’軍隊……”，在文章的最後他總結說：“試開
‘程式五全大補’一帖，即：食補（均衡的營養）、動補
（適當的運動）、靜補（規律的休息）、心補（穩定的情
緒）、和神補（堅定的信仰）……。”說得多好。這篇文
章我至今依然保留，已成宝贵的纪念。程弟兄是我的长辈，
也是我在主里面的好兄弟。
田炳章弟兄是我很敬重的一
位弟兄。記得我來到滿恩堂后很
長一段時間，都是由林恩泉長老
和田炳章弟兄帶領我們一起查經。
那時雖然我
早已通讀過
聖經，但是
對聖經裏的
教導還只是一知半解，而他們帶領的
查經對我的幫助實在很大。記得有一
次查經完后，對聖經只是一知半解的
我竟然對田弟兄說，新約聖經和舊約
聖經之間有很多矛盾的地方，田弟兄
卻很直接明確地告訴我，沒有矛盾。
現在想來，正是因爲自己的一知半解，才自以爲看出了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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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矛盾之処。卻不知，聖經需要完整地、前後貫穿地看，
而不能斷章取義；不知道聖經的教導很直接、明瞭，但是
很多地方需要從文字中找出其深層的意義；不知道讀聖經
首先要相信聖經，而且要憑著信心去讀。田弟兄為我做出
了很好的榜樣。曾經有一段時間，楊常仁弟兄告訴我，他
常在電子信箱裏收到一個人發來的福音信息，内容很好，
問我是誰發的，我告訴他是田弟兄發的。其實他不只是發
給楊弟兄，而是群發給恩雨團的弟兄姐妹，其中有他個人
靈修的分享，也有他所讀過的文章，他願意將他所領受的，
和兄弟姐妹們分享，這也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應該學習效
仿的。彼此分享就是彼此幫助、彼此勉勵、一起見證。他
生病以後，我就很少有機會和他交流了。他在世的最後一
段日子裏，有一次我幫忙將他從醫院送回家，離開時，他
讓我再去看他，似乎有話要對我說，我就將他這個要求一
直放在心裏。但是那時他的身體實在很虛弱，不好隨便去
打擾他。等他感覺稍好時，林長老打電話問我是否可以去
看田弟兄，可惜那時我不在本地。直到他離開我們，也再
沒機會去他家裏探訪他，深感遺憾。
不知道是什麽原因，
一想起郭林朝弟兄，我就
常常會禁不住要落淚。也
許是因爲去世的幾位弟兄
中我和他交往最多；也許
是因爲他還那麽年輕就離
開了我們；……。是的，
教會裏的兄弟姐妹中，我
和他的來往比較多。因爲我第一次參加滿恩堂聚會就是從
他家裏開始；因爲我們是較早來到滿恩堂的說囯語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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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我們幾個家庭常常會聚在一起；因爲我們曾經在教會
詩班裏一起事奉；因爲我們年齡相仿；……。我們都曾經
生活在中國的東北，但是我的個性比較内向，也不健談。
而郭弟兄卻有著典型的東北人直爽的性格，説話直接，不
在意直接說出自己的觀點。有一次，我們幾個家庭在他家
裏聚會，他說我在他們面前太放不開，我至今仍記得他那
時説話的表情和動作。雖然當時我多少有點尷尬，但是我
知道，他是想讓我可以毫無拘束地融合在他們的談話中。
其實我也很想，可惜很多時候做不到。那時我們幾個家庭
的聚會，可以説是滿恩堂囯語家庭小組聚會的雛形。我們
都很享受那時的家庭聚會，也對我們生命的成長起著莫大
的促進作用。雖然聚會很少會有在一起的查經，也沒有聚
會内容預先的計劃和準備，但是我們卻常常會有很多的分
享、禱告、討論、唱詩、慶生感恩等，有彼此的勉勵、安
慰、幫助、扶持等，真的是在主内一家人的感覺。我不知
道使徒時代的基督徒是否有家庭聚會的生活，如果有的話，
會是怎樣的生活。但是我在想，基督徒家庭聚會的生活，
應該和教會崇拜的生活不同，不應該是一個固定的模式、
固定的内容、固定人爲的目標，唯一需要堅持的就是基督
的愛，並且將這樣的愛傳遞開來。我們可以借鑑一切好的
經驗，但是任何教條的東西都不會有好的效果。我們現在
也都有了新的家庭小組聚會，但是依然留念那時的家庭聚
會。所以，那時的幾個家庭還會偶爾相聚，但是少了郭弟
兄的聚會，就和少了家裏的一位親人一樣。好兄弟，我們
天家再聚。
我想，我們教會弟兄姐妹對劉潤成弟兄爲人的的評價
可能都是一致的，這裡不再多說。我要說的是，劉弟兄是
我最初參與教會事奉時的領路人。我是一個反應比較遲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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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雖然經常參加主日
崇拜，但是 當自己第一次
在教會主日崇拜做主席帶
領崇拜時，卻什麽都不記
得，不知道該如何帶領。
不記得爲什麽了，那時我
找到了劉潤成弟兄尋求幫
助。他毫無保留的將帶領
的程序向我説明，並將他自己用過的帶領程序給我，供我
參考。同時給我鼓勵。我剛開始參加教會詩班事奉時也是
如此，和他同唱第四聲部，所以他自然又成了我的帶領者，
使我可以慢慢適應。劉弟兄做事很仔細認真，在教會的任
何事奉崗位上都認真負責，從不馬虎。据我所知，無論他
是在長老或者執事的事奉崗位，任何和他同工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任何工作上的疏忽，他都會將其彌補。很喜歡和他
一起在教會事奉的日子。劉弟兄常常會被會友推舉做教會
的長老，令我敬佩的是，如果被選上，他不會推辭，如果
沒被選上，也毫無怨言，他照样可以作執事，還可以只作
一個普通的同工，也從不推辭。教会需要这样的神的仆人，
完全将自己摆上，不顺从自己的意愿，只顺服在神的面前，
被神陶造，被神使用。
很懷念這幾位主内的弟兄，他們都是我的好兄弟。
人都不愿落入痛苦无奈的境地。但痛苦无奈至少有三
样好处：省察自己的软弱与过犯；锤炼自己的忍耐和刚
强；引导自己把目光转向超然、慈悲和公义的上帝。如果
加上学会理解和体谅别人的痛苦，那么痛苦无奈就有四样
好处了。
——遠志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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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丽 重 生
胡新 鱼燕
我和先生相
信：受洗是将生
命归入主耶稣基
督，是美丽重生
的时刻！
诗 歌 开 门
信主之前，
我和先生都是十足的无神论者，圣经在我们的眼里只是一
本教育世人一定要做好人的传奇故事书，是为那些悲观消
极、没有生活方向、软弱无助的人准备的，我们并不需要。
直到几年前的一个周末，老公和我受邀去岛内母堂参加周
六聚会……整个晚上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三首对我们来说全新
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主我敬拜您，宝贵十架 。我
们十分喜爱三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温暖、平静，还散发
着流行歌曲的魅力。跟唱的期间总有忍不住想流泪的感觉，
我尽力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现在回想起来，神是何等奇
妙，他用诗歌不知不觉地为我们开启了重生之旅的大门！
夫 妻 同 修
从此我和老公几乎每个周六都去参加国语团契，而且
开始愿意聆听神的话语，阅读圣经，听弟兄姐妹的分享和
传道人精彩的演讲。还在一次佈道会上因感动而决志信主
了。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作为和安排，感谢神拣选了我们！
我们开始有通读圣经的念头，但是每次都从创世纪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读不了几章，就在一堆枯燥
的人名中止步不前了。后来老公告诉我，他是从新约开始
看的，很好看，很受益。所以我也如法炮制，结果一发不
可收拾。我们最喜欢的是《马太福音》，里面的很多话语
我们都会产生共鸣，我们寻找到了强烈的价值归属感。我
们特别喜欢一些圣经的章节，比如：《馬太福音》5 章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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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到 10 节的八福。7 章第 1 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
们被论断。”7 章第 3 节“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7 章第 8 节 “因为凡祈求的、
就得著．寻找的、就寻見．叩门的、就給他开门。”7 章
12 节“所以无论何事、你們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
怎样待人。”22 章 39 节“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
己。”还有《歌林多前书》13 章第 4 节“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些神
奇的话语开始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开始认识
到自己的罪恶、骄傲和不顺服。当我和老公意见相左的时
候，我总会坚持说我是正确的。无论他如何晓之以理地分
析我的错误，我都绝不低头认错。而老公也会觉得很愤懑，
为什么我是如此顽固不化……。一次听关于夫妻关系的讲
座，主讲人先读了圣经中要求妻子听从丈夫的章节：“你
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不以为然，心想：
如果我是正确的，凭什么顺服他？主讲人接着念：“这样，
即使丈夫不服从神圣的话语，你们也许能借着自己的品行
感化丈夫，用不着一言一语，因为丈夫亲眼看见你们品行
贞洁，而且深深尊重他们。”主讲人又说，不要以为圣经
只要妻子顺服丈夫，其实对丈夫的要求更多：“丈夫当爱
其妻，如同爱自己身体，如同基督之爱教会”。“丈夫当
尽力体察妻子之需要，不可令其伤心。妻之气力不若夫，
不可使娇妻干重活。要尊重妻子，因她有平等的灵魂”。
讲座结束前，主讲人发了一张卡片给听众，要每个丈夫和
妻子写给对方一句承诺，我写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一定
要顺服我的丈夫。神让我明白了，爱是相互的，爱是包容
的，爱是应该谦卑下来低头认错的，爱是彼此顺服的。
神不仅在我的心中做工，也在老公心中做工。在神引
领的道路上，夫妻同修是一件何等的美事！
祷告的生活
信主后的一个重要功课是祷告。祷告是基督徒与神交
流的通道和平台。我的第一次祷告是我们全家参团去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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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观赏郁金香的路上。当时天空阴云密布，似乎马上要下
雨了，大家都说如果下雨的话，就太扫兴了。我突然想到
了祷告神，我悄悄对神说：我们几年才来看一次郁金香，
神啊！你是万能的主，求你驱散天空的乌云，保守我们有
一个灿烂的旅程。祷告完，我就不再想天气的事了。让我
吃惊不已的是，下车后 10 分钟，太阳钻出云层，普照大地。
那天， 我们拍了许多漂亮的照片，玩得十分尽兴。迄今，
我都不知道这是神对我第一次祷告的应答，还是一个巧合
而已。但从此以后，我们开始了祷告的生活。不论是读经
时的困惑、身体的软弱，还是工作中的烦恼、教育孩子时
的无奈，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求神的带领和保守，就像索
取父爱的孩子，而每当我们内心充满喜悦的时候，也会马
上向神做谢恩祷告。
我们认为精神的富足远比物质的富足更重要。祷告带
给我们内心的平安和盼望。信主的过程是一个丰富心灵，
改换心志的过程。我们不再无知而无畏，我们愿意低下骄
傲的头颅，承认所犯的罪和错，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我
们想逐渐养成一些好的习惯：不再对孩子吼叫，不再一味
埋怨对方或他人，当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会抬起头仰望
神，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会感谢
神和那些支持过我们的人们。
爱的大家庭
一路走来，我们遇见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
的是基督徒，有的是慕道友；有的每个周末都会见面，有
的与我们仅有一面之缘，有的甚至从未谋面。记得一个寒
冬的周末，我错过了一班前往 downtown 的公车，正当我
在冰天雪地中决定再苦等一个小时的时候，是一位路过车
站却素不相识的西人女孩主动开车送我前往 Panama 公车
站，她说她是一个基督徒。还有一次在公车上我遇见一位
60 岁开外的中国母亲，她也是一个基督徒，知道我周末去
教会时，马上动情地给我唱了一首耶稣爱你的诗歌。而在
教会度过的每一个周末，弟兄姐妹们对神的尽心服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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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无私帮助，真挚坦诚的见证，美好的话语和品行都
让我们如沐春风，不断加添我俩的信心。如今都凝结成爱
的记忆，成为我们前行的食粮！我们发现有主的地方就有
爱，主的家就是一个爱的大家庭！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
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爱人如己！
感恩受洗
七年的教会生活和圣经学习，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
生命的意义在于认识神，寻求真道。宝贵十架的大能、恩
典、和救赎才是人类的福音。人类的智慧是十分有限的，
只有谦卑下来，对照圣经才能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认识
到自己观念和思维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与神同行的道路，
让我们领受了无数神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和丰盛的预备，
也让我们学会了凡事感恩，坚定信心走上了“回家”的路。
我们知道在回归“天家”的途中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
干扰，属灵的道路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我们
一定要坚定、勤勉， 多多地向弟兄姊妹们学习、请教。我
们坚信有主耶稣的引领，有弟兄姊妹的相互鼓励和关爱，
我们一定会拥有丰富的生命和成长。
正所谓：人生几何别在意，同顶蓝天踏方土。醉卧沙
场丈余足，何求东临碣石。但得闲庭信步，正道修灵谢天
恩！
耶稣身上有真正的真理，使世界上的真理显得
狭窄。耶稣有真正的美德，使世人自诩的美德显出
虚伪。耶稣有真正的善，是世上善恶之争的照妖
镜。耶稣有真正的生命，不仅超越死亡也超越今生
的生命。耶稣有真正的爱，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尊
贵，使世上的这些都相形见绌。
——遠志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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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
陳達虎長老
2014 年 3 月 11 日至 16 日，我有機會去北京出差。出
差前我很關注北京的天氣，3 月初北京氣溫較低，陰霾常
發。我對北京的天氣有心裡準備，心想在北京期間天氣也
許多半是風沙和霧霾，空氣質量一定很差。有朋友建議我
帶上防塵口罩以備外出時使用，我也真的帶上一些防塵口
罩踏上去北京的旅途。在我的禱告中我也求神給我旅途平
安，北京有好的天氣。
飛機到達北京機場時，讓我大感意外，天氣比我想像
的要好得多，氣溫在 10 度左右，沒有風沙霧霾。出租車司
機告訴我，前幾天都是陰霾天氣，今天剛剛轉晴。我心中
感謝讚美我的神，讓我在北京期間有好的天氣。從 3 月 12
至 15 日，白天基本上都是晴天，間或多雲，沒有風沙和霧
霾。我住的旅館靠近北京奧運場館鳥巢和水立方游泳館。
每天早晚我會去鳥巢和水立方廣場去走走，藍天白雲和溫
暖的陽光不輸加拿大的天氣！我帶去的防塵口罩一個也沒
有用上，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我舉頭望天，向神感恩讚美。
3 月 16 日，我坐高鐵離開北京去上海。我有 20 多年
沒去過長江以北。本想坐高鐵欣賞鐵路倆旁的城鎮風光，
高樓大厦。但當天天氣陰雨，霧霾很重，能見度很低。陰
雨霧霾天氣似乎跟著我從北京到上海，我第一次感受到這
麼差的天氣。在高鐵上，鄰座是一個年輕人，他滿身酒氣，
從北京至山東濟南一直睡覺。我無事可做，就拿出聖經讀
經。他酒醒後，我就跟他聊天，他告訴我，他參加朋友的
婚宴，喝多了。他看到我手中的聖經，問我是否是基督徒，
我回答說，我是基督徒。接著話題，我們探討人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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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價值。我向他傳講耶穌基督為罪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復活的福音，並告訴他神的應許“神愛世人，甚至
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
生。”我向他分享我信神的經歷。 他告訴我他的境況，他
來自山東農村，在上海一研究所做飛機發動機的研究工作，
有一個很好的女朋友。年輕人在上海要成家立業很不容易，
來自農村的更不容易。接著他向我訴說心中的不安和憂慮，
他要趁年青掙錢成家，孝敬父母。他說他有一個很要好的
同學也是基督徒，曾向他傳過福音，他去過幾次教會，感
覺不錯。但現實生活讓他籌蹴不前，沒有繼續去追尋神。
我鼓勵他再去團契，教會，只要他去追尋，他一定能尋到
神，我們的神是信實可靠，因為主說“你們祈求，就給你
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直到上海我
們分別時，他要了我的電子郵址。他說他會再去團契和教
會。若有一天他信了神，他會告知我。我會繼續為他禱告。
求神憐憫，求神的恩典臨到他。
我回到天台老家與父母家人團聚了一個星期，盡享其
中的福樂。3 月 23 日，我坐高鐵從天台到上海乘飛機回加
拿大。意想不到的事讓我再次感謝讚美神。在高鐵上，我
同樣在讀經禱告，坐在我旁邊的一位旅客，看到我在讀聖
經，就主動與我交談，問我是否信主了，我說我信主了。
他也告訴我他也是基督徒，他說他在家庭教會受洗歸主，
在上海沒有找到合適的教會，心裡很苦，但他每天讀經，
用 MP3 聽聖經，他拿出他的聖經，是一本破舊的聖經。我
不知他讀了多少遍，但我真感受到他在追隨主，希望明白
神的真道。他說他可以將他的 MP3 聖經拷貝給我聽。 一路
上我們分享各自的信主經歷和神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彼
此鼓勵。我建議他去找一個合適的教會與弟兄姊妹一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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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神，一同走天路。我們雖然素不相識，但在主內我們早
已是弟兄，我們暢談神的作為，人生的意義，神兒女的責
任。不知不覺，我們已到上海站。分別時我們都有些不捨，
互換了我們的電子郵址。
我回加拿大不久，收到這位弟兄的電郵。內容如下：

“陈先生，您好！很高兴在火车上和你分享关于我主基督
的信仰，主的道路是窄门，只有努力的人才能进入。刚才
离开您的时候我上了出租车，我流了好多泪，百感交集啊，
有艰辛有欢乐，有无数的磨难。神是我的父亲，我切实地
感受。路还长，明天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唯有依靠主。
谢谢您。陈 xx” 我看後心中感慨萬千，百感交集，熱淚
盈眶。我為自己和在北美的弟兄姊妹能自由的敬拜神，和
神賜我們的豐盛恩典感謝神。我也為這位弟兄及世上許許
多多不能自由敬拜神和在困苦中的弟兄姊妹禱告神。求神
讓我們知恩感恩，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不要忘恩負義，
要為神的福音獻上我們自己；求神讓我們能常常為那未得
救的靈魂禱告，求神的恩典降臨那未得之民。
這倆次高鐵上與慕道的朋友和主內弟兄的相遇真的是
偶遇嗎？我寧願相信這是神的奇妙安排，其中必有神的美
意。這些經歷能讓慕道的朋友再有一次機會聽到神救罪人
的福音，讓人能再一次思考人生的意義，讓我們神兒女能
再次感謝神的恩典和奇妙作為，能在與人分享中享受與主
同工的甘甜，能與弟兄姊妹一同成長。弟兄姊妹們，讓我
們多留意身邊的朋友，身邊的事。許多的偶然或在人認為
不可能的事，只要神願意，他必成就。讓我們謙卑在神的
面前，牢記神的教導“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
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
勉人(提摩太後書 4:2)。”求神使用我們成為福音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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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
（诗篇 32 章第 8 节）
李桂贞
那年，因我的工作地点改了，我每天需要搭乘 33 路车
或 44 路车到 Bonaventure 汽车总站，然后想办法走出汽车
总站，找到 Cathedral 路，再走到 Peel 街，然后直走下
去就可以到达我的工作单位了。我是个急性子，虽然腿短，
可走路的频率特别快，腿长的还不一定能走得快过于我。
我不愿花时间去了解脚下的路该怎么走。我每天总是按照
自己的方法搭乘公交车到了 Bonaventure 汽车总站，下了
33 或 44 路车穿过推拉门往右转上电梯，出了另一推拉门
往左转朝人工滑冰场走去，快到滑冰场时往右转朝旋转门
走去，然后通过旋转门下电梯到 45 路车站往左转，上步行
楼梯出了旋转门再出两次推拉门就看见 Cathedral 的路了。
这一天也特别，我刚下 33 路车，一眼就见到一个高大
得出常规的男青年从另一辆车上下来，并在我后面一段距
离走着。因为我走得快，转眼都各奔东西不知那人去向了。
然而当我走出我的一段复杂过程的路段时，却发现原本落
在很后的那男青年却远远的走在了我的前面。我有点想不
通，我走路这么快的人还走在了他的后面。真有点不服气。
我很快就又走在了他的前面，而且越走越远离他。几次的
红灯却让我不得不停下来，然而每次在等人行灯亮的时间
里，那个高个男青年却正好走到我身后时人行灯又亮了，
他不需要等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几次都是这样。真让我心
中不爽。觉得我走的快还不如他走得慢有好处。接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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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也是如此。第三天还是一样。由此我不得不问个为什
么，我不得不花时间来了解这个每次走在我后面的人为什
么突然却走在我的前面很远处，而且每次他都顺利通过人
行灯。
原来，我只要在汽车总站下车穿过推拉门往右转上电
梯，出了另一推拉门，直走就可以看见 Cathedral 的路了，
用不着经过拐弯又拐弯下楼梯又拐弯又上楼梯等等复杂的
过程，由此才知道我原走的是一条复杂的纠结的路，不正
确的路，是弯路，是浪费时间和青春的路，是没有必要走
的路，是糊涂人走的路，是让人听了啼笑皆非的路。
然而当我认识到我不该走的路时，也就是说当我找到
正确路时，那人不再出现在我每天要走的路上了。只出现
三次，很神奇，这就是认识神得福气，省时省力。感谢神，
祂是一个灵，祂掀起一个人领我走新路。不再走过去自以
为是的老路了，真让我开心。
由此事，我想到我的人生道路上何尝不是这样呢？走
的是弯路还自得其乐。可那时又有谁能警醒我，指示我当
走的路呢。都是瞎子领瞎子。
想想过去的岁月，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谈不上很顺
利的度过。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也许他们是一路风光顺利。
那时的我，刚上小学却不知道 1＋1 等于多少，总喜欢留意
周边的漂亮小男生。选择去学校的路竟然会把别人家的小
鸡仔给踩死了。中学期间却搞不清什么是文科什么是理科，
自己明明不会数学，却糊涂选了个理科去读，选择骑自行
车赶去学校，路上却撞进了一间一对老人夫妇正在里面谈
话的泥土屋子里，不但把人家的门都给撞坏了还险些把老
人吓死。可见我的中学完全是在糊涂，自找烦脑，不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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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度过。弄得个高考名落孙山，榜上无名。 一气之下，
似乎顿觉醒悟，下定决心，悔过自新，发奋努力。终于上
了大学。想想之前所走的路，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在学校不
爱读书的糊涂之人能上大学真是难以置信。
毕业了，工作了， 恋爱了，结婚了，买房了，有孩子
了，人生的路总算有个着落，感觉似乎甜蜜，可又如何呢？
过的日子照样糊涂。工作中生活里常常觉得不公平，不是
吹胡子就是瞪眼睛，不知道为谁工作为谁生活，心中总是
觉得缺少点什么。就像我们平常人所说的“缺少精神支
柱”。但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烦恼。 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总觉得有一个生命在帮助
我，然而我不知道那是谁。真是苦闷！
实际上这种苦闷就是来自灵里的苦闷，只是当时不知
道而已，总觉得心灵里空虚，浮躁，饥渴，得不到满足，
因为物质和金钱是不能满足灵里需求的。人的言语和知识
的有限是没有办法满足人自身灵里需要的。为了寻找那苦
闷的源头以及很想知道我的生命中是谁在帮助我，除了不
爱学习课本书以外，我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一天可以去
电影院通宵看 4-5 场电影、去戏院看戏、听音乐、看画展、
爬山运动；学跳舞、划船、旅游、钓鱼、养鸟、下棋、打
牌、弹琴；喜欢过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城市的移民生活；
胡乱练习做衣服和买衣服，浪费很多布料，时间和金钱；
吃所有我所到地方的小吃以及所有没有吃过的食品；买很
多特别的书来研究住房风水，研究手相面相；买一些图腾
装饰品掛在身上摆在家里贴在墙上，希望自己能长寿还特
购长寿木雕等；热衷参观了解有名的佛寺、道观、尼姑庵、
和尚庙，包括香港最著名的庙宇黄大仙祠等；除了欣赏寺、
庙、祠、观、庵等建筑内外以及周围环境造型结构色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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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去买香烧香，抽签看卦，觉得挺有趣的。看人家嘴
里念念有词，我也想学，可是我却怎么也不知道他们念的
是什么。有一点一直让我想不通的就是那里面的一些泥塑
形象，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佛寺，道观，尼姑庵，和
尚庙，祠堂都摆放许多很恐怖，很狰狞的塑像。据说是用
来吓唬那些恶鬼邪魔的，实际上恶鬼邪魔都没吓倒，反倒
把这些活着进庙里的糊涂人吓得半死，因为每个塑像让人
见了都毛骨悚然，心速加快，没有平安。
出国前一年，我因公差去了趟香港。听说那有一个祠
很有名，叫黄大仙祠，传说他的签很灵验，有求必应。我
也想趁机问问。想为我们出国前的面试抽个签，看看能否
通过面试。然而那天很快去到那祠很快就回到我所住的宾
馆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看到很多人在那里跪拜,口中
念不完的词，我也想试试。可奇怪的是：我脑子里什么词
也没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之前还想好了为什么而去，
要求问什么，要如何说。然而那时满脑子全是空的。我自
己也觉得惊讶，所以我赶快打道回府。现在想想，那一定
是神在阻止我想做的，我感谢赞美主。
那时我还从其它的庙里拿他们的一些相关书回家看，
什么金刚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地藏经，佛学入门，黄
大仙灵签解签等很多小册子。但就是看不懂，唯独有一本
我看得懂，当时看得也很投入，因为那是一本可以算命的
书，总想知道我的未来命运会如何，我老了会怎样？什么
时候会死？如何死等等我很想知道的东西。还常会给家里
人算命，觉得挺准的，然而我的这些种种行为与追求，虽
然一时高兴，最终还是不能解决我心灵的苦闷，所过的日
子除了苦闷还是苦闷。后来又想通过出国来看看，是否外
国的月亮要圆一些，国外的太阳是否要舒服一些。也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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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生活能解决我心灵的苦闷。
然而，就在出国前三个月，我得了一场大病，通过这
场病我却认识了神，因为病中偶然收听到了福音台，在专
家医生看来至少要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或许得治愈的病，
却神速般的在我们出国前三天好了。我知道那是神医治了
我。我嘴里感谢神，心里却没有神。认为那是一个虚的东
西，是一个人们编造出来的东西，一个满足人心里不平衡
的东西，是人们想像的用来安抚人心的东西。我继续按着
我自己的方法走我的人生路，来到国外，与所有人一样读
书找工作，福音台也听不到了，周边虽常出现很多善男信
女要我们去教会，可我们总是躲着，远离他们，就像远离
毒品一样坚决。但有一件事又让我感到神奇和难忘。从内
心真的感觉国外有神与我同在。感觉那神不是我从前认为
的那样，祂不是虚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过去不
知道那帮助我生命的是什么，但是在那一天之后，我终于
明白是谁在帮我了，是神在帮助我！
那是我们刚落地加拿大十几天后的一天，我们带着一
张银行办理转账的单子去银行办理款项的事情，因为要用
钱吃饭，生活。那单子上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带
着那单子去找那满地可银行，我们所选择去银行的路是需
要先走路，坐公交车，转地铁，再走路的。出了地铁，我
拿出那单子给我的先生看，便于他随时询问路人该怎么走。
快到银行门前，我想再次拿出那单子办事时，单子却不见
了，可能是我们当时询问路人后就拿在手里而不小心丢了。
在哪丢的却不知道了。我们俩当时都吓呆了，不知道该怎
么办。满脸惊慌，心里感觉特别紧张害怕。我心想，这下
可麻烦了，没这单子就不能取到钱，没钱我们又如何能在

47

这陌生的国家生活，有谁能借钱给我们，又如何能从国内
借钱等等，越想越可怕，我们的脸色都吓白了，就在这时，
我下意识转身朝后一路寻过我们所走的路看去。
不看不知道，一看神迹出现了。就看见一张纸远在
200 多米离我们所站的马路对面上空被风吹起飘在上空向
前飞，从马路对面直飘飞过马路落下。然而更神奇的事发
生，那风又将那纸吹起向 90 度转弯直朝我们所站的方向吹
来，我心想那张纸会不会是我们丢的那张，如果是我们的
单子就好了。刚想完，只见那纸已飘到我们身边，我们赶
紧用手去接，我的先生个子高，举头一看，手即刻向那纸
接去却没接住。那纸朝我脚前落下，我低头屈身伸手，却
很快捡到了那单子。可见人要学习谦卑才能得到你想得到
的东西。我捡起来一看果真是我们的单子。当时我们心里
非常高兴，也觉得特别神奇。我们的心仿佛一块石头落地
放松了。高高兴兴把事办好了，知道这是神迹，有神同在，
是神在帮助我们。可就是一句感谢神的话都没有。
我这个人啊，就是这样，过河就拆桥。这之后又不认
得神了，但神还是在继续帮助我，祂还是照样的在爱我，
在生活中祂通过各种方法让我知道祂的存在、祂对我的呼
唤、祂对我的保护、祂对我的引导、祂对我的爱。只是我
心中的骄傲，刚硬，迟迟不想认祂而已。我又自以为是，
认为那也只是偶然而已。然而在加拿大没过几年后，我又
出了一次事故，我病倒了，起不来了，看不到前路了。我
恐惧、害怕了，我又想起神了。通过这事故使我真正回到
了上帝身边，承认了祂的名。而且是彻底地回到神的家了。
不再离开祂了。因为就像神使风吹着那单子所走的路一样，
让我明白了、感受到了那是一条正确的路，神奇的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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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喜悦的路，让人有盼望的路，让人有平安的路，让人学
习谦卑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一条感恩的路。
难怪神总让我看见诗篇 32 章第 8 节：“我要教導你，
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 现在我不
但在嘴里感谢赞美神，更从内心深处感谢赞美神， 我如今
才明白那在我生命里一直在帮助我引领我走正路的是我的
神，哈里路亚，现在我的日子不再苦闷了，过去心灵里总
觉得缺少的东西我终于找到了，也知道了现在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我的学习不是在为我自己，是为荣耀神，所做
的一切都要讨我主的喜悦而做，千万不要得罪祂，因为是
神在引导我的人生路。我的灵快乐了，我的目标明确了，
我不再空虚，不再糊涂，不再迷茫，不再虚度，不再恐惧
害怕，不再为公平不公平而自寻烦恼了。代替这些的是：
从主里面获得爱与饶恕。我可以平安，健康和喜乐的去生
活去工作。过去不爱读书的我，现在特爱读书，因为那是
神的书。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祂是真理，是
我的生命，是我当行的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值得称
颂的、赞美，值得学习和追求的。

當一個人得到超然的感動或引領時，如何判
斷它是出於聖靈不是呢？判斷的標準只有一個，
就是查看它是否與《聖經》的教訓相符。與《聖
經》一致 的，是出 於聖靈； 與《聖經 》相衝突
的，就不是來自聖靈。道理很簡單，正像特殊啓
示與《聖經》的關係一樣，聖靈對人的感動、引
導絕不會與祂所默示的《聖經》相悖。
——摘自《聖經的權威》– 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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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雲真傳道

野羊
1984年忘了那一月，从美国来了一位刘牧师。教会弟
兄姐妹都很喜欢他，特别是年轻人，他们问了许多关于属
灵的问题，天天查考圣经，对神的事特别渴慕，没问如何
去美国，没有羡慕美国的生活。这位牧师与我们相约第二
年来主领我们的夏令营，同时他也要印证阿国是否是他的
自我差派的工场（他们的教会是一个差传的教会，而教会
的观念是把最好的差派出去，他是主堂牧师，他当然是第
一人选，因此他开始去勘查他要去的工场）。84年年底，教
会的执事会会长的姑父(徐牧师）带着全家来到阿国。
85年年初的夏令营，刘牧师带着一位长老来了，在他
临走前他对教会的执事们及各部门的同工说话（我也在其
中）。在那次的谈话内容已不记得，只有三句话还记得，就
是：（1）他不来我们教会牧会了(他在这时才说出他本来要
印证阿京中华教会是否是他的工场，但他为什么决定不来
了，也没有交代，而当时也没有人问，如何知道什么是神
的旨意）。（2）以後如果你们有新的牧师，他是你们不喜欢
的，千万不要赶牧师，除非他犯了下面三样错误中的一样，
传异端，犯奸淫，盗用公款。赶牧师的结果是：教会受亏
损，赶的人也受亏损。当时我听这话的时候，我的感觉是
官官相護。（3）杨云真姐妹可以辞去他的辅导的工作，他
说在他的牧会生涯从来没允许人半途离职的，我是第一位。
为什么我会要求离职？当然也是我的能力驾驭不了他们。
我被立为青年辅导，是因为执事会长夫妇是青年辅导，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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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了十年左右。邱姐妹想讓我学习另一个层面的事奉，她
没有先讓我跟她一起学习事奉，并与年青人先建立感情。
所以虽然我被宣布是女青年辅导，年青人却没有把我看成
辅导，有什么问题还是直接去找他们夫妇。另外还有一件
事是，青年中有一林姓姐弟的大姐得了血癌,住院时曾向神
祷告說，神如果医治她，她出院後就要去教会。但後来她
好了回家了，却忘了自己的誓言，後来她又住院了。有一
天教会年底大扫除，这林姐妹对另一位姐妹说：“我姐又住
院，不知道是不是她向神发誓病好了就要来教会，却没有
做到，所以神管教她。”正巧我经过她身边，听到她说的话，
我就回了一句：“有可能。”然後跟他们见证，神怎样管教
我们（满恩第5期登过）。没想这却引起喧然大波，认为我
咒诅她大姐，在公祷中也公然申讨我。接着是刘牧师的到
来，这件事孩子们当然也一定会请教这位牧师，因此牧师
允许我辞职，我如释重负。後来林家大姐还是没有机会悔
改，因没有人会告诉她，她没有还愿是错的。
太：5：33—36，耶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
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
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
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
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髮变黒变白了。
”
可能是这些事使得刘牧师看出教会过去十几年没有牧
师牧养的羊群，就好像野羊一般，因此千叮咛万叮咛，不
要随便赶牧师走。又说若你不喜欢这牧师，你可以祷告神，
把他调到别处去。当然，你要看一看你的祷告合理不合理，
若不合理，可能被调动的却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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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教会决定聘请徐牧师为驻堂牧师。徐牧师是个
严格的牧师。说严格只能说会友对真理不明白，什么都自
以为是，于是有控告的声音到执事会，要把他辞掉。其中
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有一位弟兄打老婆，打得鼻青脸肿，
老婆告到牧师那里，牧师出面处理，不知如何得罪了他，
後来他就极力要执事会辞掉他。另一件事是一对年青恋人
在家中自己的房间反锁房门，家人敲门也不理，告到牧师
那儿，牧师只好把他们叫来，作了一些规范和处理，他们
不满，就鼓动青年团契，联合要求执事会要辞掉牧师。当
正在闹得最历害的时候有一个祷告会的晚上，执事会决定
在会长家开会，决定要不要辞退牧师的最後会议。父亲是
执事之一，但因病重，没有通知他开会，没有参与这件事。
感谢主，有一执事会的夫人在祷告会後悄悄对我说，执事
会今晚要诀定是否要辞退徐牧师，我一听立刻赶到执事会
长的饭店里，告诉他绝对不可以赶牧师。执事会长也很为
难，一边是自己的姑父，一边是整个教会（部分人）的趋
势。最後由会长的父亲（牧师的大舅子）劝他自动辞职，
以免被辞，面子难看，牧师只好自己请辞，当然牧师带着
怨气离开，主的名受亏损，後来这两个家庭都有大亏损。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随便赶牧师？因为我们的上面都有
我们的主，我们每个人做的每件事都要向上帝交账，接受
审判（传12：14，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
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圣经里有兩个教导让我们学习。
一個是大衞王年少的时候就被上帝借撒母耳的手膏立为王，
将代替扫罗作以色列王。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掉扫罗，
可是他没有，他把生杀大权仍然交还给神。一方面他要成
为王还要许多的磨练，神的时间还没到，另一方面神是愛
的神，祂仍然希望扫罗能有悔改的机会。因他不悔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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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神最不喜欢的事，去找交鬼的妇人，以至神就借非利
士人的手除掉他。另一个是新约里的扫罗逼迫基督徒，在
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
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
稣。扫罗并没有逼迫耶稣，只是逼迫基督徒而已，但因基
督徒的背后有主，所以若没有正当的理由，就不要按自己
的喜好随便攻击弟兄姐妹，免得自己受亏损。如果我们说
我们在替天行道，要小心，我们就自认自己是神，夺取神
的权柄了。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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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AMED FLOCK OF SHEEP
In the middle of 1984, a missionary, Pastor Liu visited us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He was a senior pastor from the US
church which was well known for its missionary work. The
church had been dispatching their best missionary workers to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Pastor Liu was well received in our
church, especially among the youth. His presence led a wave of
enthusiasm in the Bible Study. Young people no longer talked
about the prevailing topics of US travel and immigration. Their
discussions became biblical.
When Pastor Liu was leaving, he agreed to return to lead
us in the summer camp the following year. I felt that his
intention was to observe and ascertain if our church would be
his missionary destination for the coming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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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end of 1984, Pastor Xu, uncle of the Deacon
committee chair, brother Yao, came to visit us with his whole
family.
Months later, at the beginning of 1985, Pastor Liu
returned. He was accompanied with an Elder, joining us for the
summer camp. Again their stay was short. Before Pastor Liu’s
departure, a meeting with all our church servicing teams was
held. I was present in that meeting. After decades, I still recall
well the three points Pastor Liu made .
Firstly, Pastor Liu had made a decision that he would not
come to serve in our church. He did not provide any
explanation and no one questioned.
Secondly, he stressed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a Pastor in our church be dismissed. Unless, the Pastor was
preaching extremist ideology; committing adultery; and
inappropriately spending of the church fund. Pastor Liu
reminded us that the result of the dismissal of any Pastor
would be severe, for both the individuals who brought forward
the motion, as well as the church itself. My immediate
response was collusion: Pastors protecting Pastors.
Thirdly, Pastor Liu permitted me to leave the post of
youth consultant. This was his first exception. He had never
granted this type of permission before. Pastor Liu saw a serious
communication problem between the youth and me. I was
assigned to the post after the ten year service of the Deacon
committee chair couple, brother and sister Yao. Prior to this
assignment, I di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to service
this group of young brothers and sisters. A working
relationship was never established with them. Since I took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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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on, whenever there was a problem or a question, I
had not been the one consulted, it was always sister Yao.
Therefore, for me, being on the post of youth consultant was
merely holding a title with no real function.
After I took on the post, there were a few incidents that
might have caused our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us. One in
particular was: among the youth, there was a pair of siblings,
brother and sister Lin, whose older sister was hospitalized for
leukemia. The Lin’s siblings prayed for God’s healing; the older
sister promised in return she would attend the church. It was
God’s grace for her recovery, but she had never set foot into
the church. After a while, this older sister was admitted into
the hospital because of the relapse. At the end of that year,
the church had its annual clean up. As usual, I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Accidentally, I came across sister Lin while she was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someone. She suggested that her
older sister’s relapse might be a punishment from God. It was
about the promise Lin’s sister made to Lord but failed to keep.
I was being meddlesome and spoke out of turn: “ probably “, I
said. Then I gave them my testimony on how Lord punished me
and my family ( as mentioned in the no. 5 publication). The
youth reacted angrily. They thought that I was cursing sister
Lin’s older sibling and so reflected their resentment toward me
in the church prayer session. Needless to say, their anger was
reported to Pastor Liu when he arrived for the summer camp.
In order to prevent further deteri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for
both sides, Pastor Liu accepted my resignation from the post. I
was relieved. In the end, the sibling never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pent.
From this, we have learned that we shall never s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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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ually. As stated by our lord Jesus in Mathew, 5 : 33 - 36
“ Again, you have learned that it was said to the people long
ago, ‘ Do not break your oath, but keep the oaths you have
made to the Lord’. But I tell you. Do not swear at all; either by
heaven, for it is God’s throne; or by the earth, for it is his
footstool; or by Jerusalem, for it is the city of the Great King.
And do not swear by your head, for you cannot make even on
hair white or black. Simply let your ‘ Yes ‘ be ‘ Yes ‘, and your
‘ No ‘, ‘ No ‘, anything beyond this comes from the evil one. “
Pastor Liu became aware of our church insufficiency ie.
there was no leading pastor in the past thirteen years. We
were similar to a flock of untamed sheep, wandering around
and acted without guidance. Upon his departure, Pastor Liu
reminded and ascertained us to understand the point that no
pastor should be dismissed from our church. Whenever
problem arose, it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us to pray for
God’s direction.
In 1985, our church decided to employ the service of
Pastor Xu who was a person of stern discipline. Pastor Xu’s
rigorous style, in some ways, reflected our incomprehensibility
of the Bible. He had also drawn lots of criticism from the
church members, especially the youth. A voice of his dismissal
came above. There were two incidents which I regarded as the
leading factors.
Firstly, it was Pastor Xu’s handling of the conjugal violence
of a family. Apparently, the husband felt he was offended and
had put forward a motion of the dismissal of our Pastor in the
Elder-Deacon committee meeting.
Secondly, it was about a pair of youth couple who locked
themselves up in the room and might have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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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ppropriate behaviour. They were sent to Pastor Xu for
disciplinary action. To take revenge, this youth couple
provoked the youth fellowship to oppose our Pastor.
I learned from a Deacon’s wife right after the church
prayer session that an emergency Deacon committee meeting
was called and would be held in that same evening. This
meeting was to determine if the church would relieve Pastor
Xu from his post. It was going to be held in the committee
chair’s house. In order to prevent this thing to happen, I went
straight to see the chair in his restaurant to express my
opinion . He was in a paradoxical situation; on one side it was
the whole congregation, while on the other side it was his
uncle. Eventually, it was the chair’s father who persuaded
Pastor Xu to resign. This had helped to avoid the continuing
feud in the church.
My father (a Deacon) was not notified because he was
seriously ill. We were grateful that he did not hav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vil plot. Later on in life, I learned that the
two families involved were in awkward predicament.
None of us can escape God’s judgement. We are
accountable for our deed (both good and bad). As stated in the
Book of Ecclesiastes 12:14: “ For God will bring every deed into
judgement, including every hidden thing, whether it is good or
evil ”.
More teachings related to the above happenings can be
learned in the book of Kings (Old Testament) as well as the
book of Mathew (New Testament). For examples, through
Samuel’s hand, God crowned David to be the Jewish King to
replace Saul. Despite the fact that Davi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nd Saul’s life, he did not. David understood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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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everything was in God’s hand. The moment of the end of
Saul’s life had not arrived. Perhaps God wanted to give Saul
some times to repent. Why should he had to take the matter in
his own hand?
Another example was: on the way to Damascus, Saul came
across Jesus. Lord asked Saul for the reason of persecuting Him.
Saul was being put in the misery because he did not
understand our Lord Jesus was behind all the Christian.
Persecuting Christian means persecuting Jesus.
Without any appropriate reason, we should never criticize our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nor should we act in the name of
God.
For although they knew God, they
neither glorified him as God nor gave
thanks to him, but their thinking became
futile and their foolish hearts were
darkened. Although they claimed to be
wise, they became fools and exchanged
the glory of the immortal God for images
made to look like mortal man and birds
and animals and reptiles.

Romans 1: 21-23

上期《滿恩》（滿恩堂十六週年堂慶特刊）勘正：
在首印 100 本中，第 30 页 15 行“我們到貨輪出海後三天”應改

為“自從難民船出海後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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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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