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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節期 

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約翰福音4:13-14; 7:37-38） 

 
        
          【楊偉明牧師】 

   教會主任牧師，曾任社會工作者，處理青少年、長者及家庭

問題。在教會工作三十多年，體會基督徒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盼能

幫助在戀愛、婚姻、家庭生活中出現困難的基督徒。 

   

 每年的聖誕節，街上的商店掛起了不同的聖誕裝飾，

像聖誕樹、天使、卡通人物、禮物等。這十多年來，佈置

和燈飾之中缺少了關於耶穌降生的故事，好像也只有的是

馬槽中的嬰孩主耶穌、天使歌唱等。聖誕節是否只是安排

假期給市民享樂的呢？聖誕的真義是否沒有被人尊重呢？

還是世人因為不信，所以鮮會提及主耶穌的降生呢？ 

 

   基督徒必須將聖誕節的正確觀念傳揚，以免社會的

風氣將萬眾歡騰慶祝救主降生的日子，扭曲成為追求個人

享樂的日子，因而輕視救主降生帶給世人的福氣！另一方

面，聖誕節帶來生命平安的福氣，更是基督徒宣揚的大好

信息。 

 

   最大的恩典——得拯救 
 
   聖誕節的意義乃是慶祝神將祂的愛子、獨生子耶穌

基督賜給世人，讓信的人得著拯救。在馬太福音一章

18-23節：「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祂母親馬利亞

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

把她休了。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

http://www.chinaps.net/bbs/UploadFile/2005-1/2005121231024919.jpg


說：『大衞的子孫約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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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

來。』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以

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從經文中，「耶穌」的名字，宣告了祂來是要將自

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拯救出來。主捨棄天上的榮華，甘願順

服降世為人，按神的心意施行救贖。本來罪人是不配與聖

潔的神一起的，但拯救的恩典使罪人得潔淨，得與救主和

好。「復和」的關係使人類得與神親近，使創造主的憐憫

在罪人中彰顯，挽回失喪的靈魂。我們是蒙恩得拯救的人，

所以在聖誕節中，我們要稱謝救主為我們而生的恩典，感

謝祂賜真正的平安。 

 
   最大的禮物——得平安 
 

   聖誕節前夕的平安夜，基督徒應回想路加福音二章

8-14節：「在伯利恆之野地裡有牧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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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衞的

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

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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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經文中，天兵和天使讚美神將平安賜給祂喜悅的人，

在變幻無常、生命並無保障的日子，人渴望得著平安。因

為生命的歷程中充滿人與人之間的不和；在內心中，卻因

自己的慾念和罪惡，產生不安的感覺。這種心態使人失去

平安，惟有倚靠神，才能得著真的平安。路加福音七章

50節說：「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

安地回去吧！』」只要回轉到主耶穌面前，便得著赦罪，

那位女子就得著了平安。 

 

   可惜，舊約中不少以色列民得到神的眷顧後，很快

便離棄神。當神刑罰他們時，他們又尋求神的赦免。結果

神又以慈愛救贖他們，他們就回轉到神面前，得著平安。

這些循環片段一次又一次在人類的歷史中出現，神知道人

需要祂的拯救，所以差祂的愛子耶穌基督──「以馬內利」

（神的同在）降生為人，賜真正的平安給相信的人。 

 

   聖誕節提醒信徒，主耶穌的降生是要賜予同在的平

安，信徒的心靈歸回祂的面前，才可真正享受到屬天的平

安。主不單在世上與信徒同在，祂更將最大的福氣—─永

生，賜給信徒。 

 

    最大的福氣——得永生 
 

   聖誕節提醒基督徒，主耶穌的降生與人類的關係。

約翰福音一章12及18節：「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

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主耶穌降生是要

帶給世人無限的祝福，相信祂的人可以成為「神的兒女」；

更可以從祂身上看見神的屬性，並在祂的話語教導中，得

著真理。祂的降生亦表明了神的愛，在約翰福音第三章

16節：「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

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經文指出信實的神將

祂的應許實現了，主耶穌的降生，不但叫相信的人罪得赦

免，更應許他們得著永恆的生命。 

 

   在約翰福音六章37-40節：「凡父所賜給我的人，

必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因

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

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

祂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

復活。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

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這段經文更宣告，

主耶穌信實的保證，降生賜給信徒的福氣，乃是確實不變

的。 

 

   聖誕節對基督徒來說，與世人有別。我們必須懷著

感恩、讚美和喜樂來稱頌救主的降生，將福音傳揚！以賽

亞書五十二章7節：「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

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

佳美！」願我們同心傳揚這大喜的信息！ 

 

   (摘自香港天倫樂雜誌) 

 

 

 



    人生的出路在哪裡？ 
                   【趙德華】 

 
   

   大家好，感謝牧師、師母

給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我得救的見

證。 

   我剛來美國的時候和在座的

同學差不多，先讀書希望畢業後找

到份工作，圓美國夢。儘管來的時

候是陪讀 F2 的身份，年紀也 30 多

了；但絲毫沒有影響我的信心和期

望。可是這樣一個順理成章的事，

在拿到 MASTER 學位後並沒有發生，

求職簡歷石沉大海。於是我就來到

NEW ORLEANS 大學，讀博士學位。

那時對美國夢已沒有什麼期盼，只

是想著一個三流大學的博士或許可

以回國混混。我們一家就這樣來到

NEW ORLEANS，不久又趕上 2005

的 KATRINA 颶風；那時我的狀況大

家可以想像，真的是一個忙碌，奔

波，沒有盼望，沒有指望的生活。

加上一個兩歲的女兒跟著我們一起

受苦，很是對不起。忙碌之餘，總

是問自己現在所作的於將來有什麼

意義？人生的出路在哪裡？ 

   我們來到 NEW ORLEANS 之

後，就參加 UNO 週五查經班。通過

查經班學習以及讀經，我為耶穌的

偉大品格而感動；這些品格，和從 

 

祂來的愛，在周圍的 UNO 同工基督

徒默默地擺上細微的關愛中流露出

來。慢慢地我也打開自己的心，也

樂於把自己生活，學習中的困難和

他們分享；從他們那裡得到建議，

勉勵，並為我代禱；生活不再是那

麼的昏暗。 

   2006 年 katrina 後回到 NEW 

ORLEANS，在教會暫住了些日子。

牧師、師母每週帶我們唱讚美詩，

學習神的話語，學會仰望神，倚靠

耶穌基督，終於在 Billy Graham 佈

道會上決志信主。4 月 23 日我受浸

禮歸入耶穌基督名下，成為祂的門

徒。  

   從那以後，主的平安喜樂就

臨到我。雖然我們的生活沒有發生

太大的變化，也還是有不少的困難；

但不再為這些事煩擾，學會順服和

交托，儘自己最大的努力，讓主來

成就。因著這小小的信心，主的祝

福就臨到我們一家。06 年底我找到

現在的工作，太太在次年也找到她

現在的工作。信主之後真的覺得事

事順利多了，小孩子不再是負擔，

是神給我們的最好的禮物產業。因

著工作、生活中神的帶領，教導，

我的生命有了改變，學會了喜樂，

謙卑和忍耐。願把一切榮譽，讚美

歸給我們的神，我們的主耶穌。 

   親愛的同學們，如果你現在

有和我當初一樣的困難和掙扎，我

的經歷或許對你有啟發。或許你比

我聰明，不需要經歷那麼多的掙扎。

但現在就領悟過來，接受主耶穌做

你的人生救主，把生活中的重擔全

然交托，祂定會賜你平安喜樂，祝

福你們前面的路。謝謝。神祝福你

們。 

 

   



 

           

     

 

           【編輯部】 
 

如何與神相遇 
箴言八章17~18節：「愛我的，我也愛他；懇切尋求我的，必尋得見。豐富尊榮在我；恆久的財並公義也在我。」 

 

   

 創造主神是全知全能的，祂掌管著宇宙萬物及人類

歷史與人的生死禍福並施行救恩。因此，藉著聖經應許無

數的祝福，箴言八：17-18說：「愛我的、我也愛他。懇

切尋求我的、必尋得見；豐富尊榮在我，恆久的財並公義

也在我。」那麼，如何才能與永活的神相遇，並得著蒙福

的生活呢？ 

   第一、要明白聖經六十六卷書：神是藉著聖經將

自己啟示出來的。因此，要讀聖經、聽聖經的話，才能明

白神的旨意與心意，才會產生信心。因為，信心是從聽道

而來。所以，首先要去教會聽神的話，讀聖經。然後，相

信且照著去行，就必遇見永活的神。 

   第二、在禱告中與神相遇：耶利米書廿九：12~13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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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敬畏神的心，跪禱

在神的面前懇切祈求時，就會得著與永活的神相會的火熱

經歷和確據。 

   第三、在讚美中與神相遇：我們怎麼能不讚美這

位差遣耶穌基督來將我們引進天國的神呢？唱詩是以有

曲調的禱告來到神面前的道路與方法。因此，我們應當用

全心獻上靈魂最深的讚美，才能與神相遇，享受神的祝

福。 

   第四、在敬拜中與神相遇：正如舊約是藉著獻祭

的道路來到神面前一樣。新約則是藉著敬拜的道路來到神

面前，當人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神時（約四：24），就會洋

溢著天國的盼望和喜樂，並能很真實的與生命之神相遇。 

   第五、藉著善與義、光與愛中就會與神相遇：

因為神是住在善與義，光與愛中。只要來到有神在的地方

就會遇見祂。雖然哥尼流是個外邦人，但因他是個敬虔又

敬畏神，且時常賙濟人又禱告神的人，所以神就與他相會，

使他成為全家蒙福的人。 

   願以主的聖名祝福每一位都能成為與神相遇，並且

生活得蒙神的保守與看顧。 

   （摘自：萬民新聞） 

   

上帝投資理財公司    
  各人要按自己的

力量，照耶和華─你神所

賜的福分，奉獻禮物。 

   上帝是個非常有錢的老闆 祂的公司非常的大，我

們都是被祂邀請的合夥人成為股東。我們這樣的投資將來

你我都用得到，我們的家人都會適用的，歡迎來到上帝投

資理財公司。 

   所以當你賺得了十分之十，祂把十分之九留給你，

卻只要你的十分之一投入祂的公司。 

   祂的公司經營救靈魂的工作，開立永恆生命公司，

心靈收容所，心靈保險，24小時保全天使，耶穌醫生保

護你的身體健康，身心靈的快樂滿足，幫助你經濟的供應。

請來参加。 



           祝君 健康 
   

   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人擠人，難免彼此撞傷。受

傷後，要緊的是能復原，不要讓傷口潰爛流膿。活著，就

要活得健康、快樂。 

   說的輕巧，問題是怎樣使受創的心靈早日復原？要

放下過去，忘記過去，繼續前行。不要執著，越執著，你

越痛苦。愛得越深，傷得越深，就是這個道理。「以別神

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詩篇十六4） 

   人生每個階段，無論健康疾病、富有貧窮、受歡迎

遭排斥，都要過去，都是路上景物而已，不是人生終極目

標。上帝才是目標，天堂是我家。 

   要對自己說：一定要好起來！對上帝說：求祢醫治

我！然後憑信心前行，不要回頭；因為「手扶著犁向後看

的，不配進上帝的國。」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

著標竿直跑。」耶穌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是的，夠了！不要擁抱沉重的歷史包袱，要靠主喜樂。（路

加福音九62；腓立比書三13至14；馬太福音六34） 

   也許，失去地上的快樂後，我們的生命才有空間盛

載天上來的喜樂。 

 

   奉獻有四個「讓」   
  
  奉獻是一件非常美麗與開心的事。 

   奉獻有四個「讓」的要點： 

   一、「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裏面。 

   ◎在神面前許下心願，每天要花多少時間追求主話

和資訊。 

   二、「讓」我身上能夠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在神

的國度患難忍耐裏，一同有份。 

   ◎每週要花多少時間去看望弟兄姊妹，去傳福音。 

 

 

   三、「讓」基督的平安在我的心裏作仲裁。 

   ◎對任何的人、事、物去經歷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

裏作仲裁，而不是去在意事情的對或錯。 

   四、「讓」我堅定持續的禱告。 

   ◎每天你要花多少時間禱告在主面前，可以用跪著

的方式，向神傾訴、向神禱告。 

   ※奉獻不是我們有什麼東西給神，是「讓」神來破

碎我們這個人。我們奉獻給神，是使我們自己來思念天上

的事。 

 

更高的軌道
    

 我向神求能力，使我可

以成功發達；祂給我軟弱，使我可以學習信靠。 

   我向神求健康，使我可以作大事；祂給我衰弱，使

我可以作美事。   我向神求財富，使我可以快樂；祂

給我貧窮，使我可以聰明。 

 

 

   我向神求萬物，使我可以享受生命；祂給我生命，

使我可以享受萬物。    

   我向神求權柄，使我可以得人的稱讚；祂給我卑微，

使我可以得神的恩惠。 

   我向神求順利，使我可以達到目標；祂給我艱難，

使我可以鍛鍊品德。 

 

（以上文章皆摘自：永恆之門） 

http://forum.1ch.hk/gogo/index.php
http://www.tucoo.com/ai/christmas01/html/image69.htm


 

      

               

          【顧姊妹】 

    大家好，我是四川人，之前在上海工作；來新

奧爾良一年。在這一年中，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了主耶穌。

我不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在國內本科畢業的時候，找了

一個事業單位的工作，收入中等偏上，工作也很輕鬆，但

是總覺得內心空虛。後來去讀了研究生，畢業以後就進了

一個外企，在北京工作；後來轉到上海工作；再後來又跳

槽到另外一個公司。我常常好奇自己為什麼不能像別人那

樣安安穩穩的工作，安安穩穩的生活。我的內心總是像缺

了一樣東西似的，偶爾會思索生活的意義。汶川大地震的

時候，我曾在想，是不是應該申請去哪裡的學校當志願者，

或許在那裡可以找到生活的意義。但是，我沒去成汶川，

卻來到了美國；並且，很高興，在這裡聽到了神的話語。 

   一直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個信仰，在這個紛繁的世界

上有明確的定義，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在這個

追隨物質的大環境中，認識到什麼才是對的什麼才是錯的。

但是要讓我真正的從心裡接受主，實在是很難。曙光姐妹

跟我說，信主可以得到永生，這是主給我們多麼好的禮物

呀！我說，我對永生沒有定義，好像不那麼期盼永生。現

在想想這簡直和那個國王宴請賓客的故事一模一樣，我就

是那個拒絕去赴宴席的無知的孩子。感謝主，祂沒有放棄

我。每週曙光姐妹都接送我去 tulane 團契。雖然我不信

主，但是被團契裡面的弟兄姐妹吸引，當然吸引我的還有

師母做的美味的飯菜。每次去完團契，都覺得心靈得到了

洗禮，感覺特別潔淨和喜樂！ 

   記得有一次，明霞姐妹分享了她信主的經歷，那一

次的主題好像是從科學的角度證道。她說她不會從科學的

道理上去思考，她很感性。她感謝主賜給了她平安和喜樂，

感謝主讓她信主之後，能夠更多的付出而不想回報，能夠

更多的寬容也不去計較；正是這種不求回報不去計較，讓

一個人能夠真正的得到內心的平安喜樂。我忘記她具體是

怎麼說的了，但是大概意思估計就是這個樣子的，那天我

受到了很大的感動。我想，這樣的平安與喜樂不就是我一

直在尋找的嗎？我不正是那個付出了想要得到回報，內心

因為計較而變得不快樂的人嗎？ 

    

 

 

   還有一件事情，讓我特別感動。那個時候，依如姐

妹和洛法勇弟兄他們準備買車，可是他們看好的一輛二手

車正好被我們的一個朋友看中了買了去；我心想不管怎麼

樣依如應該還是會有點遺憾的吧。結果她有一次提到這件

事，說，感謝主把車給了更需要這輛車的主人，她說他們

當時也相信主給他們預備了更加合適的車。我在這些信主

的弟兄姐妹的平安喜樂上看到了很好的見證。我渴望擁有

這樣的心懷，開始暗暗的渴望主能帶領我，讓我能夠相信

主，也能夠得到在主裡面的平安與喜樂。 

   但是，從邏輯上說，我依然不能完全信主。我曾經

聽別人做見證，有人提到會有那麼一刻，他們淚流滿面，

感受到聖靈為他們打開了通往神的國度的心門。我在想那

一刻什麼時候能來到呢？ 

   得知牧師和師母要來拜訪的時候，我其實很緊張。

隱約的覺得會發生什麼，但是還是覺得信心不足，不知道

會發生什麼。那天早上，我看到曙光姐妹的眼圈是紅的我

便問她出了什麼事，她說她知道牧師、師母要離開這個他

們服事了十幾年的新奧爾良的教會。當時聽到以後，也覺

得很憂傷。雖然時間不長，雖然我和人交往比較慢熱；雖

然我平時和牧師師母說話不多；但是我真心的感受到了他

們的慈愛。那天晚上牧師和師母看起來很累，師母嗓子不

大好。儘管如此，師母講經的時候還是特別認真。我們一

起讀經的時候，每次輪到牧師，牧師就把剩下的都唸完，

讓師母能夠少說一會兒話；這些小細節都讓我覺得很感動。

最後，師母問我，顧姊妹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你的救主

嗎？不知道為什麼，我開始淚流滿面。我想或許聖靈終於

為我打開心門了。 

   然而，這個並不是我想像中的美好結局。接受主之

後我就出發去黃石開始十天的旅行，剛開始的時候看到美



景，還會感謝主，讚美造物主的神奇和偉大，然而沒過幾

天就漸漸忘記了禱告。從黃石回來因為曙光姐妹回國，我

也在趕落下的實驗進度，很長一段時間都沒去 tulane 團

契。明顯的感覺到，那扇通往天國的門又漸漸的關上了。

我就問曙光，該怎麼辦？開始懷疑能不能做一個稱職的神

的兒女。曙光姐妹跟我說，你不用擔心，信心是需要我們

一輩子的修煉，你可以試著禱告，讓主帶領你。之後我回

到了每週 tulane 的團契活動，這讓我因著弟兄姐妹的信

心，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激勵。主耶穌基督再次把我這

個迷路的羔羊領回到了正道。 

   最後想用詩篇《稱謝詩》來感謝主： 

   詩篇 第一百篇 稱謝詩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

和華，當來向祂歌唱！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

們是祂造的，也是屬祂的；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

草場的羊。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

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萬代。 

 

  

 

               

  【劉姐妹】 

   在認識神以前，也偶爾會從長輩那裡聽說一些關

於聖經和教會的故事。這些故事雖然不是福音和見證，卻

在心中撒下了福音的種子。可是，在那時，我受著周圍環

境的影響，也相信自己可以戰勝一切困難。也就是說，只

要努力並且有運氣，沒有我做不到的事。就這樣，每當遇

到困難就會向偶像求助，運程好壞成為了我對困境的解釋。

拜佛，拜孔子，成為了我心理上的寄託。可是與此同時，

那些長輩們口口相傳的聖經和教會的故事也在我心中漸

漸地紮根。在印象中，教會是一個很溫暖的地方，經常給

有困難的人食物和住宿；聖經是一本很奇妙的書，甚至可

以描述人死後的事。我也對基督教充滿了好奇。 

   在即將辦理來美國的簽證之前，爸爸的朋友拿來一

本聖經。出於一種心理上的寄託，我開始每天聽聖母頌，

每天讀經。雖然舊約之中的故事對我來說顯得冗長而枯燥，

可是聖經之中那做人的道理深深地吸引著我。從那時起，

便開始思考是否今後要信奉基督教，也將那些偶像拋之腦

後。    

 

 

 

   來到美國，在加州朋友的家中，一位友好的老人告

訴我在美國要有信仰，並且再一次勸說我要相信佛。可在

那時，我的心已經被那聖經中做人的道理所打動。我選擇

了基督教去探索。在那時對基督教的探索也就停留在研究

各派系的差別，最終也因為學業緊張而停止了。大二時，

當得知有一位非常好的教授要教 Bible as a Literature 時，

我選了這門課，上這門課是我第一次閱讀那些從未感興趣

的舊約。從那時起，開始真正瞭解聖經，不過，只是停留

在文學層面。我甚至不知道如何祈禱。隨後，來到了教會，

從慕道班到受浸班，我學到了不少屬靈的知識，也逐漸意

識到人是有罪的。就這樣，我決心受洗，成為神的兒女。 

   信主之後，遇到困難，我並非像以前一樣去看星座

運程，去拜偶像，而是靜下心來禱告，祈求神為我安排好

人生的路。雖然我並沒有獲得從天而降的財富，錦繡的前

程，可是明白這些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

不是我所要的。只有平安和喜樂才屬於我。 



   基督徒百年足跡 

 辛亥百年 基督徒系列 

【文： 風雨中的彩虹/瞿海良】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

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約 21：

25﹚ 

 

    在民國一百年，回顧基督徒百年來的足跡，是宇

宙光出版社的負擔。從民國九九到辛亥一百，兩年來，傾

注了極大的心血，我們選擇一百位對整個中國具有影響力

的基督徒，並將之編輯成五本書（每本二十位），作為百

年的獻禮。雖然宇宙光有著三十八年的基礎與探索，但是

這個題目，依然是個龐大到超乎我們想像的工作──在編

輯製作這五本書的過程中，我們不斷禱告祈求，而接近完

成的此刻，回首來時路，感恩之外，最大的收穫是感慨和

讚嘆。 

 

    叢書取名為「風雨中的彩虹」是因為百年來中國

的政局與社會，始終風雨不停，但我們相信，在風雨暫歇

之時，會有天邊的彩虹預示著神的約、神的愛，以及應許；

另一方面，這一百位影響中國的基督徒，他們的故事與身

影，正如美麗的彩虹，映照著我們的世代。 

 

      蒙難時的禱告 

 

    製作這五本書的一年多裡，每當我們有機會和許

多弟兄姊妹分享時，引發的讚嘆與驚呼，常常讓我們很得

安慰。我最喜歡引用的故事是：「你知道國父倫敦蒙難時，

都在做甚麼嗎？」 

 

      機警一點的人會猜到：「禱告！」 

 

      這個答案完全正確。就在國父寫給區鳳墀的信中，他

說：「弟被誘擒於倫敦，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

捆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初六、七日，無人知覺。弟身

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時唯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

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

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

蒙神施恩矣。」由此可見國父孫中山信仰之誠篤。 

 

   除了革命，基督徒還做了些甚麼？ 

 

    事實上，百年來基督徒在國家任何事上不但沒有

缺席，而且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就以八年抗戰為例，

基督徒所付出的，比之辛亥革命毫不遜色。 

 

       殉國時的壯烈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

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當時負責防守北平、天津的是二十

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將軍就是個虔敬基督徒。世界著名的

「基督將軍」馮玉祥曾形容佟麟閣：「他是一個極誠篤的

基督徒。能克己，能耐苦，從來不說謊話。別人都稱他為

正人君子。平素敬愛長官，愛護部下，除了愛讀書，沒有

任何嗜好。」 

 

   當日寇來犯，佟麟閣立即以二十九軍軍部名義向全

軍官司兵發出斬釘截鐵的命令：「凡是日軍進犯，堅決抵

抗，誓與盧溝橋共存亡，不得後退一步。」 

 

   佟麟閣堅決抗日的剛烈決心，在他一次軍事會議中

的說話，展露無遺：「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閣若不身先士

卒者，君等可執往天安門前，挖我兩眼，割我兩耳。」 

 

   七月二十八日倭軍向北平發動總攻擊，當日午後，

佟麟閣奮戰重傷，卒至犧牲殉國，成為第一個在抗日戰爭

中壯烈殉國的高階將領。 



   此外，領導整個抗日戰爭的蔣中正，南京受降的何

應欽，訓練大刀隊的張之江等，每個都是對抗戰貢獻卓越

的基督徒。 

 

   除了軍事，基督徒在教育方面，更是功在國家民族。

以戰時最高學府西南聯大的成就來說，對中國的影響更是

深遠。從整個國家而言，因為西南聯大的苦苦支撐，為國

家保留了學術研究的火種，人才和元氣──畢竟，對日抗

戰只是一時的艱難困苦，整個中國的重建與復興，更需要

人才，而且需要大量人才。從這點來看，主持西南聯大的

功勞，絕對不小於一場大戰役的勝利，甚至尤有過之。 

 

   而戰時主持西南聯大的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三

人，其中張、梅二人，都是虔敬的基督徒。再往前追溯，

張伯苓和梅貽琦，一個是南開大學創辦人；一個是清華大

學永遠的校長，兩人都是中國影響力無比深遠的大教育

家。 

 

      除了革命，抗戰，還有誰是基督徒呢？他們又為國家

做了甚麼？ 

 

      在經濟建設方面有李國鼎、孫運璿、吳舜文、馬應彪

等；教育方面有張伯苓、梅貽琦、晏陽初、趙紫宸；音樂

方面有呂泉生、李抱忱、郭子究、楊蔭瀏；醫療方面有金

雅梅、石美玉、許金訇、林巧稚、謝緯、王金河等。這些

基督徒在各個領域，對整個中國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雲彩般的見證 

 

      但是曾有人問我一個問題，引發我深深的思考與感慨，

這問題是：「我知道他們是基督徒了。那又怎樣？」 

 

      這問題看似簡單，但實際上，這是個一針見血的問題，

暗中的涵意是：「非基督徒有更多，更偉大的人。所以，

這些人是基督徒有甚麼了不起？」 

 

   在寫黃興時，我曾寫過一段結論：「關於黃興，值

得書寫的歷史多不勝數，包括二次革命、討袁起義等。但

所有史家幾乎都有志一同的，忽視了黃興身為基督徒的真

相──而這『刻意被忽視』，甚至也包括後世大部分的基

督徒在內，因為大部分基督徒都不知道，一百年前有無數

弟兄姊妹，受到基督信仰的感召，不顧性命，奮起抗爭，

終於建立中華民族歷史。」 

 

    這段話裡有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刻意被忽視」。

在接近兩年的尋找，編輯當中，我們最大的感慨就是──

不管是任何歷史研究，不管是任何人，關於基督信仰對「傳

主」的影響，隻字不提，斷然不顧。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值

得探索的現象。無論任何人，在他的生命中，信仰的影響

絕對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如果完全忽視了信仰，這樣的歷

史觀，毋寧是有著相當的偏頗，也絕對是應該重新思考的。

而這樣的歷史觀，如果是出自於有意為之，那就更值得好

好思索了。 

 

   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約有兩百年之久，時間雖然不

長，但是對中國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當我們細數這一

百個人物，自然就會明白這影響有多巨大。但是不可諱言

的，在信仰與文化之間，許多中國人對基督信仰，仍然覺

得陌生，覺得格格不入，如何解開這些福音的障礙與隔閡，

讓福音的種子住進中國人心中，這也正是我們編這一系列

叢書的基本理念。 

 

      面對「光輝的十月」，我們衷心希望您能開心的認

識這一百位雲彩般的見證，這是無比的幸福，因為這是我

們的信仰，是美好的榜樣。 

   
 一、革命運動的先行者──孫中山（1866～1925）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求學與 

   信仰之路  

孫中山先生小時候在私塾讀書時，對塾師成天要

求他們背詠《三字經》、《百家姓》的教學方法，深表不

滿，因為他自小凡事喜歡尋根究底，直到他十二歲，這種

困擾才解決。 

 



   那時他一面入村塾讀本國文字，一面從美國傳教士

學習英文。據《陸丹林革命史譚》所記，這位傳教士即美

國籍的克爾牧師，他是中山先生開始認識西方文化的啟蒙

師，同時也是最早帶領他認識基督教的人。 

 

   據國父年譜初稿所記，中山先生十三歲時，「尤渴

慕新知識，偶聞鄰鎮牧師懸有地圖，寢寐求一見而未得也，

從此歷史、地理、政治諸科，以莫大興趣。……審知『中

國即是天下』之說，純屬謬誤；中國而外，當有更大之世

界與新異之事物存焉。」以上記載，可知，國父對文、法

二科的興趣，實肇因於他與基督徒的接觸，而基督信仰在

中山先生青少年時期，就已播種於他的心靈。 

 

   在檀香山的意奧蘭尼書院（Iolani College）苦讀

三年，並以第一名畢業。期間，除了正常的功課外，也參

加各種關於宗教的聚會和課程。早晚在學校教堂祈禱，星

期日也參加聖安德勒堂的禮拜。此時國父慕道極誠，若非

他大哥孫德彰反對，可能早就接受洗禮了。 

 

   十八歲由檀香山重返故里，面對落後保守而迷信的

翠亨村，使他憂心如焚。曾與知交陸皓東共同做出「折斷

北帝神像的手指」，令村民憤恨驚異的大事。使中山先生

不能見容於自己的家鄉，乃被迫與陸皓東離家前往香港，

進入聖公會創辦的拔粹書院（Diocisan School）攻讀英

文，課餘則從倫敦會長老有名的傳道人區鳳墀先生補習國

學，也在此時認識喜嘉禮牧師，三人過往甚密。中山先生

慕道之心益堅，於是與陸皓東（中桂）一同在綱紀慎會

（Congregational Church）受洗，之後並時常與喜嘉禮

牧師前往各處佈道。 

 

        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啟迪 

 

   一八八七年，韋廉臣牧師（Rev. A. Williamson）

設「廣學會」於上海，自設印刷廠，一面從事基督教文字

佈道工作，一面譯著科學、政治、教育、歷史等培德沃智

的書刊，啟發民智以改良中國社會，溝通中西情感，灌輸

中西新文化。一八八九年，由林樂知（Young Allen）主

編出版的《萬國公報》正式問世 

 

   每逢週六出版，一時洛陽紙貴，成為對新思想有興

趣者必看的刊物。中山先生及其師友、革命同志，都從廣

學會書刊得到極多思想啟迪。中山先生的〈上李鴻章萬言

書〉就發表在《萬國公報》上。另有許多廣學會書報的閱

覽處，也成為革命黨員經常聚會之所，參與廣學會工作的

人，除上述韋廉臣、丁韙良外，尚有林樂知、李提摩太等

人，他們對於中國近代化及革命運動的促成，都有很大的

影響。 

      得基督徒支持，成立興中會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廿四日，中山先生得鄧蔭南等人

之助，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入會諸人在李昌住宅中

宣誓，因為與會人士係基督徒，所以宣誓時，中山先生令

各會員填寫盟書，由李昌宣讀，並以左手置聖經上，高舉

右手向天次第讀之。其後中山先生又得到老師芙蘭．諦文

（Frank Damon）牧師協助，在教會學校尋真書院的操

場上，與入會同志操練兵操，準備大舉革命。 

 

   「興中會」成立初期，參加者僅二十餘人，鄧蔭南

是第一個參加者。當時革命行動急需款項，但捐款者寥寥，

鄧蔭南乃將自己的農場賣掉，以為資助。中山先生得到這

筆錢後，隨即回國，進行革命。中山先生在海外各地奔走，

號召同志，募集捐款，以支援革命。 

 

   因中山先生本身是基督徒，響應者亦多傳教士、信

徒。中山先生在夏威夷的活動，除得到信徒鄧蔭南全力支

持外，其他熱心支持革命行動的人，如毛文明、黃旭昇均

是牧師，常熱心邀請信徒去聽中山先生演講，以致於「假

座耶穌教堂，聽眾二、三千人」、「座位之滿，無容足地」，

革命宣傳能順利成功，基督徒之功不可滅也。 

 

   中山先生常至道濟會堂聽王煜初牧師講基督真理，

內心深受感動。廣州乙末之役失敗當夜，他還從容不迫地

前往牧師家參加聚會。會中還有王煜初的兒子及中國有名

的國際法學家王寵惠博士，王寵惠曾與撰寫革命史而聞名

的馮自由倡組「廣東獨立協會」，以防止清廷將廣東割讓

法國，並時常請求中山先生指導，中山先生也予贊助。 

 

   國父一生辛勞，奔走國事，終於積勞成疾但也仍不

顧一切，扶病北上，不幸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

點三十分，逝世於北平鐵獅子胡同，入殮時遵照基督教儀

式行禮如儀。據盧夫人（中山先生元配）答覆香山商會的

信中說：「……科父返天國，得聞離世前一日，自證『我

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

當信上帝。』此乃科兒手書所言，十分多謝天父，允氏所

求，復賜科父信上帝之心……。」 

   康德黎在旅英華僑舉行的追悼會中說：「孫先生革

命的抱負，及由此抱負所產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

有耶穌救世的精神。」 

（摘自：萬國報） 

 



       【馮姊妹】 

   謝謝牧師，師母對我和女兒的幫助和指引，使我

們歸入神的懷抱，在異國他鄉感受到了家的溫暖。相信天

父耶和華為創造宇宙萬物的唯一真神，我接受主耶穌基督

為我的救主。 

   我多次地問自己，為什麼要信耶穌。回顧幾十年的

人生旅程，一直都是在罪中度過，而自己卻不曉得。我受

的教育，所處的環境，使我成為一個相信個人奮鬥，以自

我為中心的人，處事為人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雖有信主

的親朋好友給我傳福音，但我對耶穌卻不是很理解，對聖

經也覺得很難懂。 

   來美國後，接觸到了很多基督徒的朋友，參

加了教會的活動。從查經班到慕道班，福樂會，CCF，

一直到受浸班。我感受到神離我越來越近，真理越

來越明，對自己的罪越看越清，悔改之心也越來越

迫切。 

   人因為罪而遠離了神，而神卻掛念著人，將祂的救

恩降臨到我們，主耶穌基督是人與神之間的中保。神賜下

主耶穌是要我們因信祂而得救，重新成為神的兒女，歸向

祂的懷抱。 

   我相信，只要我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我們。無論

遭遇何事，都有主的美意。只要把自己完全交托給神，自

然會得到祂的保守和同在，而且一定能得勝。 

   我一生一世都要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永遠遠。

無論面對什麼境遇，都能清楚地知道，最後的目的地是天

國。在那裡，我可以與神同在。感謝神的救恩。 

   

      
【周姊妹】 

和很多大陸出生、受基礎教育的人一樣，在學校，

我從小接受無神論教育和進化論引導，覺得這個世界根本

不存在著任何超乎與人類之上的東西，人就是自己的主宰。

在家，我略受佛教影響，偶爾隨同家人入廟拜神，自己也

對風水與命理很感興趣。 

   2006 年夏，我來美國讀書。第一次認識基督教是

因為表姐，表姐一家都是很虔誠的基督徒，他們熱愛主、

待人誠懇熱情，也非常樂於助人；這也是日後我對基督教

很有好感的原因之一。但由於當時課業繁重、當地氣候惡

劣，我陪同表姐去了幾次崇拜後，也就沒能堅持再去。 

   2011 年 8 月，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一位原認識

不久的朋友，在知道我心中的苦悶與孤寂後，帶我去教會。

她帶我禱告，隨後和我一起禱告，一起讀聖經，一起查經。

禱告後，我心裡平靜了許多，輕鬆了許多。與此同時，身

邊基督徒朋友也熱情地邀請我參加查經班、團契，輔導我 

 

讀完里程的《遊子吟》和遠志明牧師的傳道光碟。我開始

每週參加崇拜，向主禱告，期望主耶穌能聆聽我的禱告，

答應我的祈求。天父沒有拋棄我，孩子每次的祈求，祂都

有回應（不一定是答應）。我相信天父上帝是一位真神。

我所思，我所想，祂盡知道。2011 年 10 月初，我決志信

主，開始入受浸班學習。    

   信主後明顯感到肩上的擔子輕了，知道事事都有祂

帶領。我們吃什麼，用什麼，天父會有安排，我心寬了很

多。就像一個在學走路的嬰兒，忽然之間找到了父母攙扶

的大手，心定了。況且，知道信者得救的道理，我萬感人

的渺小，世界的虛空，現世的事也都相對不是這麼重要

了。 

   感激讚美主。主耶穌的話語時時在生活中提醒我，

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要與神同行。懷著感恩的心，

日日向我主禱告，向天父傾訴。我相信：“耶和華是我的

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 23：1）；我也相信：“你

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

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比指引你的路。”（箴 3：5-6） 

http://xz9.2000y.net/542657/uploadpic/2005043019225492134.gif


   被上帝給感動了 
      【楊姐妹】 

   今天非常高興終於成為上帝的兒女了，下面要向

大家做見證，講一講認識主耶穌基督的過程。其實知道主

是從 1996 年就開始了，因為我媽媽那一年認識神並且常

去教會。她在 1998 年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大概是我在

唸高中的時候。媽媽常常給我講聖經，也讓我看聖經，可

是我每次都不認真聽，也不仔細看，就是覺得讓我接受這

個世界是由神創造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沒有什麼感覺。

我也勸媽媽，別老往教會跑；很是不理解。媽媽常跟我們

說主給我家的恩典，後來爸爸很支持媽媽去教會。直到來

美國之前我對於上帝的印象還很模糊。 

   自從來美國以後對上帝有了更多的瞭解。回想來美

國快 2 年了，老公是來美國學習的，我來陪他。剛來美國

什麼都不熟悉，沒有朋友，沒有親戚，沒有車子。人家說

美國是天堂，我說是地獄。那時的心情就是沮喪，無助，

鬱悶。直到 2 個星期後就在朋友的帶領下來到 UNO 的查

經班，查經班不僅有人說話，還有好吃的。以後每個星期

我都盼著這一天，同時也認識了好多朋友。像張家英帶我

去買菜，帶我去考駕照，帶我去吃飯，帶我去師母家聚會

等等，給我很多很多的幫助，使我終身難忘；更感覺到溫

暖的同時也看到了一個信上帝人的真誠，善良和美麗。我

開始想瞭解上帝，於是趙德華就帶我和老公去教會，我是

覺得在教會認識的朋友都很友好，也給了我很多的幫助。

現在覺得這些人都是上帝派下來的天使來感動我的，我是

被感動了，可是不敢受洗，我怕做錯事情上帝會懲罰我。

又退縮了。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去年 7 月份我發現懷孕了，擔

心寶寶的發育，我就開始試著禱告，其實也不會禱告，就

是把自己的擔心和願望都說出來，整個孕期都很順利，在

今年的 3 月底女兒健健康康的來到了我的身邊。說起來真

的很神奇，因為我和老公的英語都不好，如果在醫院真的

發生點什麼事情我們都說不明白，所以就祈禱上帝看顧保

守我們。生

完孩子後，

雙方的父母

因各種原因

不能來幫我

做月子。教

會的熱心朋

友幫我燉湯，

來看望孩子，

使我倍感溫

暖。我是想

他們對我太

好了，也沒有什麼好報答的，只有向上帝禱告祝福他們。  

   我感覺那些信上帝的人與不信上帝的人完全的不

同，她們滿有慈愛，有公義，而且做事情有信心，這些也

正是我非常欽佩的品格。所以我真正想接近上帝，看看到

底有什麼不同；於是就留心聽聖經上的話語，有時候聽的

時候並不能完全理解聖經上的話，但是有些話語對我的影

響很大。聽完後心情會很平靜。 

   以前看聖經的時候不往心進，看完了就算了，自己

都覺得是走形式。可是自從有了孩子後，才能體會到我們

的天父對我的慈愛和恩典，才讓我下決心真正地接受主耶

穌，我想這次是真的被上帝給感動了，這也得感謝好朋友

們對我的幫助。我們每個星期一都有幾個姐妹組織的小型

聚會；在那裡學到了很多的東西，得到了心靈上的啟發。

她們就是上帝派下來的天使讓我聽到了更多上帝的話語，

給了我更大的信心。 

   我學著無論有什麼事情都禱告，萬事都交托給主。

讓主來幫我做決定，讓主的話語來指引我，放下重擔開始

新的生活。這樣我思想上有很大的改變，生活也過的很舒

心，順心，每一天都開開心心的。 

 



  

 

       

              【David H. Lee】 
Liu Jia Chun, Northern Thailand／ Saturday, October 15, 2011  

When Jesus spoke again to the people, he said,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Whoever follows me will never walk in darkness, but will have the light of life.”  
(John 8:12) 
 
 

The distance from Hui Chung Po 回中坡 to Liu 

Jia Chun 劉家村 is approximately 4.4 kilometers.  

These two small mountain villages are located in 

Northern Thailand near the border with Myanmar (Burma) 

in the province of Chiang Rai 清萊.  Due to 

inaccessible location and mountainous geography, this 

region is home to several minority groups; among them, 

Aka 阿卡族, Yao 傜族, and Lahu 拉胡族 cultures.   

Historically, to escape famine, tribal feuds and wars, 

these minority groups have migrated back and forth in 

the mountains where the borders of China, Vietnam, 

Laos, Myanmar and Thailand intersect each other.  It 

was Saturday afternoon.  I was scheduled to share a 

testimonial message with a home fellowship of the Liu Jia 

Chun Baptist Church that night.  I decided to take the 

one-hour hike down the mountain hill. Brother Desmond 

Koh Yin Ming, a young Chinese-Malaysian who was 

stationed there for a 3-month mission, volunteered to 

accompany me.  

 

     Liu Jia Chun 劉家村 

 

 In these low mountain branches of the mighty 

Himalayas, the weather is perpetually spring-like but 

subject to the seasonal monsoons of Southeast Asia.  

Unfortunately for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the region 

has been plagued by opium production and consequent 

drug trafficking.  Local pastors told us that many drug 

smugglers and sellers still operate in the area, especially 

at night.  Despite the potential danger, the sunset hike 

seemed to be a perfect way to exercise, relax and 

appreciate God’s wonders prior to the fellowship meeting.  

We left promptly at 5:30 pm after a quick dinner at the Hui 

Chung Po Church, anticipating that the sun would set 

around 6:15 pm.  Indeed the hike was a pleasant way to 

appreciate the mountains.  The rain earlier in the early 

afternoon had cleansed the smoky air from the post 

harvest burn in the rice fields.  A sea of clouds 

surrounded the hills below the twisting road.  Sounds of 

crickets, wild birds and domesticated chickens echoed 

the valley.  We exchanged greetings with the local 

people as we walked up and down the mountainous hills.  

The road followed the outer rims of two mountain hills 

between the two villages, descending about 300 meter in 

altitude.  As the sun set below the mountains, immense 

darkness shrouded the valley with only the stars and the 

cloud-covered half moon above us.  Since there were no 

street lights in the mountains, we resorted to a single 

flash light to guide the way.  As we entered the side road 

to the Liu Jia Chun village, we could see in the distance 



the highest mountain peak in the area, located just to 

right of Hui Chung Po village, now high up above u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valley.  The locals refer to this 

as the Ghost Mountain.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the 

there were scary tales of ghosts and evil spirits hovering 

around the peak.  In the past, the locals feared 

immensely.  They, especially the Aka minority, 

worshiped dark spirits in order to appease them and 

avoid getting harmed by them.  When the Gospel 

arrived to the region about 50 years ago, village after 

village turned to the Lord, renouncing idol and ghost 

worship.  As we hiked the last 15 minutes in darkness, 

we had no fear in our hearts.  Jesus’ wonderful peace 

had already filled the void in our hearts long ago when 

decided to believe in him.  His light was shining 

in us as we walked in the shadow of the dark valley.  

 

Chiang Dao 大谷地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road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many enter through it.  But small is the gate and 

narrow the road that leads to life, and only a few 

find it. (Matthew 7:13-14) 

God has a mysterious way of guiding us to the 

right path. Whenever we reach a fork in our life’s 

journey, we are given the free choice to select the road 

we want to take.  If there is a choice between a broad, 

seemingly safe road and a narrow, tortuous one, most 

of us are inclined to take the former.  But sometimes 

God wants us to take the road less traveled.  If we 

would trust and abide in Him, though at times the 

decision might seem unfamiliar and difficult, we would 

be rewarded with the path to righteousness.  Even 

before I started my Western medical studies, I had a 

dream of learning acupuncture one day.  Perhaps it 

was the reading of Chinese “wuxia” novels about the 

mysterious acupuncture points that could petrify a 

person, or the fascina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Hua Tuo, 

the famous Chinese physician from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Years of studying and practicing 

Western Medicine had not given me the chance to fulfill 

this dream.  Yet there was a glimpse of hope and 

opportunity when I witnessed Elder Cheung treating 

patients with acupuncture during my short-term medical 

mission in Cambodia earlier this year in January.   I 

found out that he was so impressed with acupuncture 

during a mission trip that he decided to stud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idway in his life career.  Later on 

he was moved to establish a foundation to train 

missionaries in remote fields with basic acupuncture 

skills to treat common labor-related illnesses such as 

neck and back pain.  The trained missionaries would 

then be able to use acupuncture as a bridge for 

evangelism.   

 

 

 

 

 

 

  



 

  【文：靈命日糧/推薦：龐國麗】 

 

早晨的喜樂 讀經：詩篇 40 篇 1-5／金句：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詩篇 30 篇 5   

   

   因車窗起霧，安琪無法從車上清楚看見外面的

車況。一不小心，她撞上了一輛大卡車。這起車禍造成安

琪腦部損傷，她失去了說話和照顧自己的能力。 

   這些年來，我對於安琪父母的堅強感到很訝異。最

近我問他們：「你們是如何走過來的？」她的父親頗有感

觸地回答：「老實說，只有讓自己和上帝更親近，我們才

有辦法度過，上帝賜我們力量來度過這一切。」 

   安琪的母親也認同，她想起當車禍發生時，他們有

多痛心，甚至懷疑他們是否能夠重獲喜樂。當他們一起倚

靠上帝，安琪和他們一家經歷到上帝賜給他們許多意想不

到的供應，包括精神上和生理上的照顧。雖然安琪可能無

法再次開口說話，現在的她還能用笑容來回應他們。對他

們來說，這就是最大的喜樂。安琪的父母最喜歡的經文就

是：「一宿雖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詩篇 30 篇 5

節） 

   你曾經歷深刻的痛楚嗎？當你依賴和信靠慈愛的

上帝時，即便在淚水之中，將來也必有上帝應許的喜樂。 

   每個早晨有新憐憫，每一天都有新恩典，每一步都

有新盼望，每一刻都有新勇氣。 

   將你的憂愁交託給耶穌。

 

木星墜落  讀經：歌羅西書 1 章 15-23／金句：萬有也靠祂而立。－歌羅西書 1 章 17 

    

  有一天，我替兒子買了一個便宜的太陽系模型。

我需要將每一個星球掛在天花板上來裝置這個模型。我爬

上爬下幾回之後，弄得頭昏眼花又疲累。過了幾小時，我

們聽到「噹」的一聲，木星掉到地上了。 

   那一晚，我想到那脆弱的模型是多麼容易解體，但

是耶穌卻使真正的宇宙屹立不搖。「萬有也靠祂而立」（歌

羅西書 1 章 17 節），主耶穌將我們的世界聯合起來，維

持那統管銀河的自然法則。我們的創造者也「常用祂權能

的命令托住萬有」（希伯來書 1 章 3 節）。耶穌是如此

有權能，祂只要下命令就使宇宙運行不墜。 

   比這更奇妙的，是耶穌不僅是宇宙的照顧者，祂也

維繫我們。祂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使徒行

傳 17 章 25 節）。雖然耶穌有時候所供給的與我們期待

的不同，但無論我們在心碎時、貧困時，或忍耐病痛時，

我們的救主都能讓我們堅持到底 

   我們可以全然相信那位讓木星不墜的主，也同樣保

守著我們，直到祂召我們回天家，何等神奇大君王，宇宙

萬物祂統掌；寶座之前齊敬拜，忠心感謝全獻上 

   那托住宇宙的上帝，也正托住我。

 

出乎意料 讀經：箴言 16 章 1-9／金句：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 16 章 9 

  

    湯妮正在找一件並未丟失的東西，卻得到了意外

的收穫。其結果是出乎意料地讓一群人得到激勵。 

   湯妮在阿拉斯加州的一家戒毒戒酒中心帶領查經

班。那天，她正幫先生尋找丟失的駕照。她回想丈夫前一

天的活動，循著他昨天的腳蹤來到了一家醫院。遺失的駕

照並沒有在那裡，但是一所基督教中學聖詩班卻在那兒。

湯妮深受他們敬拜的歌聲吸引，於是她上前詢問指揮，邀

請這群年輕的孩子去她帶領的戒毒中心查經班獻唱。孩子

們接受邀請來到查經班獻唱。他們透過音樂和音樂會後的



談話，給一些想重返新生活的癮君子帶來了希望、喜樂和

上帝的愛。 

   喔！至於那駕照呢？當湯妮回到家裡，卻發現駕照

就在椅子上。顯然地，那一天她外出的唯一理由：上帝引

領她來到一群年輕人面前，聆聽美妙的歌聲，並且透過這

些孩子激勵她的戒毒小組。 

   當上帝引領我們（箴言 16 篇 9 節），祂的作為常

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祂甚至能使用我們的麻煩事來榮耀

祂的美名。當我們在生活中面對一件看似麻煩的事，不要

只注重在我們所期盼，所想要的事情，應當思想上帝在這

一天之內，所要教導我們的事。 

   在環境與我之間，有天父恩手引領；讓萬事互相效

力，按祂的旨意運行。 

   幕後的上帝掌控著舞臺。

 

奇妙看顧 讀經：詩篇 33 篇 13-22／金句：從祂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詩篇 33 篇 14 

    

    最近，我在科羅拉多州的家中，用谷歌（Google）

地圖，到肯亞的奈洛比市區「遊逛」了一番。20 多年前，

我們一家曾居住在奈洛比市。從電腦螢幕上的衛星影像，

讓我能辨別該市街道、地標與建築。某些地區，甚至可以

看到街道的實際影像，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這影像確實相當奇特，但比起上帝看我們的方式，

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詩人頌讚耶和華時如此寫道：「耶和華從天上觀看，

祂看見一切的世人。……留意他們一切作為的。……耶和

華的眼目看顧敬畏祂的人和仰望祂慈愛的人，要救他們的

命脫離死亡，並使他們在饑荒中存活。」（33 篇 13-19

節） 

   上帝不同於毫無感覺的衛星，祂關注我們的眼神總

是充滿慈愛；祂關心我們和我們的一切作為。聖經如此啟

示我們：祂期待我們全然信靠祂，且跟隨祂的腳蹤行。祂

的眼目始終不離開我們，並留心看顧仰望祂的人。 

   對所有因信耶穌基督而認識上帝的信徒而言，我們

的每一天都在祂奇妙的看顧之下，這是多麼激勵人的一件

事！ 

祂的眼神慈愛看顧，聖徒都能安然居住；支撐天地萬物聖

手，必給子民慈愛守護。 

   定睛仰望上帝；祂的眼目始終看顧。

 

難捨難分 讀經：詩篇 68 篇 1-10／金句：上帝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詩篇 68 篇 5 

   

      當我們的小兒子麥克參軍時，我們知道將會面臨

很多挑戰；我們知道他將會面對危險，在肉體上、情感上

和靈命上都會備受考驗；我們也知道從某些角度來說，我

們的家再也不會完全成為他的家。在他要離開之前的幾個

月，我跟妻子努力預備好自己，要來面對這些挑戰。 

   麥克報到的那天終究還是到來了。在我們相擁道別

之後，他就走向入伍站，但那一刻還真是叫我措手不及，

實在難捨難分。分離實在是讓我心痛得難以承受，說起來

好像很誇張，但那一天的確是我有史以來哭得最淒慘的一

天。骨肉的分離，以及隨之而來的失落感，讓我心如刀割。 

   在這樣的時刻，我感恩有一位天父，祂深深明白與

愛子分離的感受；我感恩有一位上帝，祂被描述成「孤兒

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詩篇 68 篇 5 節）。我相信如

果祂關切那些寂寞孤單的孤兒和寡婦，祂也必在乎我、安

慰我，即便是在那些我得面對道別之苦的時刻。 

   在與所愛道別，骨肉分離之際，上帝親自同在，填

補我心孤寂。 

   若你忘記上帝同在，寂寞便會洶湧來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