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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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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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個人健全的人格發展是來自健全的家庭

而一個健全的家庭需要有健全的父母親角色為基礎

兩者缺一不可。所以父親不能在家庭中缺席

響到孩子們的成長。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為父親對子女的成長有三個重要的功能，

培養，第二是對子女自我概念的建立，第三是社會角色

的示範。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他們需要感情上的培養

就是要有被愛的感覺。因為一個感到被愛的孩子

長大之後才會成為一個快樂、充滿自信和積極進取的人

其次，孩子要感到被愛，才能夠肯定自己的價值

完整的自我概念。最後，孩子經由角色認同學習如何與

人相處，在這方面父親在性別角色上的示範作用是何其

重要，是不可能被替代的。 
 
   從以上所分析的結果，讓我們了解到父親角色的

重要，每個當父親的都應當扮演好這個角色

養兒女的本分，也是最重要而且最基本的聖工

面有許多活生生的教訓讓我們來學習當一個稱職的父親

從聖經中探討一個作父親的形象，我們將看到聖經忠實

地記載許多成功及失敗的真實例子，可以做我們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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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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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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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中的父親
             文：王耀真傳道（台灣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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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我們的學習

和鑑誡。 
 

一、 心昏眼花的牧者
 

   舊約聖經中，有一段記載讓人很傷心

們深深反思。就是士師時代中

數職，有時要扮演先知的角色

色，非常辛苦；但是最重要的是帶領人敬拜神

以色列民的牧者！作了四十年祭司的

了大問題，因為他在帶領家庭信仰上

的牧者。《撒母耳記上》第二章

兒子是惡人，不認識耶和華（

罪在耶和華面前甚重了（17 節

司四十年之久，從事教導百姓

的工作。但他們兩人卻蔑視神的祭物

己吃了。有人跟以利說明他兒子的所作所為

有給予適時而明確的責備、糾正

輕易讓這事付諸流水。不只是這樣

著，以利的兩個兒子在會幕門前竟然跟在那侍候的婦人

私通，這實在非常嚴重。會幕是神臨在要和人對話的地

方，而這兩人竟然敢在如此神聖的地方跟婦人私通

以說不但毫無敬畏神的心，而且是大大褻瀆神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節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父親形象 
台灣真耶穌教會） 

心昏眼花的牧者──以利 

有一段記載讓人很傷心，但可供我

就是士師時代中，祭司有時要依情況身兼

有時要扮演先知的角色，有時又要扮演領袖的角

但是最重要的是帶領人敬拜神，所以是

作了四十年祭司的以利，在這方面出

因為他在帶領家庭信仰上，是一個心昏眼花

第二章 12 節記載以利的兩個

（12 節），這兩少年人的

節）。這兩人的父親作祭

從事教導百姓、宣講律法、領人敬拜神

但他們兩人卻蔑視神的祭物，將祭物先拿來自

說明他兒子的所作所為，以利卻沒

糾正，因為愛孩子的緣故就

不只是這樣，在第 22 節更記載

的兩個兒子在會幕門前竟然跟在那侍候的婦人

會幕是神臨在要和人對話的地

而這兩人竟然敢在如此神聖的地方跟婦人私通，可

而且是大大褻瀆神。 



   我們要在這中間得到很大的提醒，就是神差一個

神人警告他說：「我所吩咐獻在我居所的祭物，你們為

何踐踏？尊重你的兒子過於尊重我，將我民以色列所獻

美好的祭物肥己呢？」（撒上二 29）。這已經是神直

接對以利發出嚴厲的警告了，但是以利仍然沒有做些特

別的回應，依舊繼續沉默。他沒有對他的兩個兒子予以

斷然制止，好使他的兩個兒子悔改。之後他的兩個兒子

在戰爭中戰死了，消息傳回以利那裏，以利一聽到兩個

兒子戰死，並且約櫃被擄，就從他的位子上往後跌倒，

在門旁折斷頸項就死了。在以利四十年的祭司工作中，

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但是到了年老卻是這樣的結局，這

對我們是很好的鑑誡。 
 

二、 愛得過頭的慈父──大衛 
 

   大衛原本是一個牧童，之後變成一個非常偉大的

國王。他生了一個兒子叫押沙龍，俊美非常，是全國之

最（撒下十四 25）。但到大衛晚年，大兒子押沙龍竟

然起軍要殺他父親，奪取王位。《列王記上》記載大衛

是如何地疼愛這個大兒子。俗話說「養不教，父之過。」

意思是說不好好教導兒女，讓兒女變壞，父親要負責任。

後來押沙龍篡位並沒成功，因為神站在大衛這邊幫助他。

即使到了最後關頭，大衛仍然千萬交代約押，活抓押沙

龍就好，千萬不可殺死他。後來大衛軍隊開始反攻，押

沙龍的軍隊敗逃。因為押沙龍的頭髮很多，逃走時碰巧

頭髮跟大樹的樹枝糾結在一起，他就被掛在樹枝上，無

法動彈。約押看到這情況，就拿槍刺穿了他的心，押沙

龍就死了。 
 
   大衛聽到押沙龍戰死這消息，哭得非常傷心，非

常悽慘（撒下十八 33）。結果使全國百姓得勝的歡樂

變成悲哀，好像勝利的榮耀都成了羞恥一般！後來約押

忍不住了，就進去見王向王諫言說：「你今日使你一切

僕人臉面慚愧了！他們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兒女妻妾

的性命，你卻愛那恨你的人，恨那愛你的人。你今日明

明地不以將帥、僕人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龍活著，

我們都死亡，你就喜悅了。現在你當出去，安慰你僕人

的心。我指著耶和華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無一人

與你同在一處；這禍患就比你從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

甚！」（撒下十九 5～7）。後來大衛才收拾起自己私

人的哀傷，重新回到王位上去安撫百姓。這也是父親太

過寵愛兒女的一個例子。這例子就跟台灣俗語「寵豬舉

灶，寵子不孝」是一樣的意思。 

 
 

三、 不平衡的家長──以撒 
 

   在舊約聖經中的族長時代裏，以撒的兩個兒子以

掃和雅各，為了得到長子的祝福而反目，甚至幾乎要鬧

出人命來，做父親的以撒要為此負起大多數的責任，因

為他無論是在處理人與神，以及人與人（包括父子與兄

弟）的關係上都出現了不平衡的狀況。 
 
   首先他忽略神的應許；當兩個孩子還在母親的腹

中，神就預先告訴母親利百加說，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他並未看重這個應許，依然執意要為長子以掃祝福，顯

然在人和神的關係基礎上已經不穩定。其次他偏愛以掃

而和利百加偏愛雅各形成對立，使家庭的穩定和諧，埋

下了一顆不定時炸彈，隨時有可能造成衝突決裂。所以，

以掃看輕長子的名分，而讓雅各抓住機會，只用一碗紅

豆湯的代價就輕易換取而得（創廿五 27～34）。接著

利百加吩咐自己所偏愛的小兒子雅各，假裝成哥哥以掃

去騙取長子的祝福（創廿七 5～29），後來以掃想求父

親祝福，但已來不及。導致兄弟之間的仇恨，雅各只好

離家出走到異鄉寄人籬下，從此一家人分散四方。 
 
   由此可知父親的角色是家庭穩定的重心，也是家

庭蒙福的重要根源。神人關係的平衡和人際關係的平衡

都不可忽視，這也是十字架上愛的道理之內涵。在一個

家庭中要完成這樣的道理，父親的角色正處於主導的地

位。 
 

四、 孩子的標竿──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和以撒這對父子的親子關係一向被譽為

美談，尤其在「耶和華以勒」事件中充分表露出來（創

廿二 1～14）。 
 
   神為了要試驗亞伯拉罕，吩咐他把自己獨生的愛

子獻上作為燔祭。他聽到神的交代之後二話不說就開始

去完成。第二天清早起來，亞伯拉罕備上驢子和柴火，

帶著兩個僕人和以撒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走了三天的

路程，亞伯拉罕遠遠看到目的地即將到達，就吩咐兩個

僕人留下，獨自帶著愛子以撒繼續前行。此時父子二人

同行，以撒感到不解就問父親說，為何有柴火和刀子，

卻獨缺祭物呢？亞伯拉罕充滿信心地回答說，耶和華必

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從這段對話我們可以推想得知，

平日亞伯拉罕必定常常帶領以撒做這一類獻祭的工作，

以撒才會發現異樣而主動詢問父親，所以亞伯拉罕在栽

培兒子信仰的事上應該相當用心。 
 



   後來亞伯拉罕要抓以撒獻上的時候，以撒並未掙

扎反抗，而是乖乖束手就擒。這樣的順服十分難得，相

信他必是對自己的父親完全地信任與交託，正如亞伯拉

罕對神一樣。最後以「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預備）

作完美的結局，有地上亞伯拉罕的預備來遙遙呼應。其

實在地上的預備是他們這對父子兩人共同完成的，所以

可說他們父子兩人同心完成了神的預備，這是何等完美

的配合！信心之父帶出一個信心之子，是一個成功親子

關係的典範，父親是孩子的標竿！ 
 

五、 成功的交棒者──保羅 
 

   保羅和提摩太有屬靈的父子關係，保羅稱提摩太

是信主的真兒子（提前一 2），他們的親密程度更勝一

般肉體關係的父子們。所謂「子承父業」，保羅一心要

栽培提摩太承接他屬天的事業。從保羅寫給提摩太的書

信中，我們看到提摩太是如何成為剛強壯膽的基督精兵，

保羅要他對抗異端，治理教會，堅守真理，廣傳福音，

這些無一不是艱鉅又重大的任務！要接下這個信心的巨

人──「保羅」的擔子是何等的沉重！然而事實證明了

保羅是個成功的交棒者。 
 
   一個作父親的能留給兒女最寶貴的資產就是信仰，

其中包括了屬天的事業。這事業必須世世代代永續經營，

教會才能在地上完成神的國度，所以如何交棒就是一門

大學問。但這學問不是單單以人的聰明才智就能學到，

乃是要靠神的揀選和帶領，再配合人的計畫和培養方法

來完成。作父親的也要做孩子們的保羅，在信仰上亦步

亦趨地帶著兒女們參與聖工，直到完全放手交棒為止。

或許我們的提摩太很軟弱無能，或者無心接棒，還是方

法不對而接得不順，這些問題都有可能造成交棒的困難，

但我們不必灰心，只要我們願意，神必為我們解決問題。 
 

六、 沉默的父親──約瑟 
 

   約瑟是耶穌的父親，他的兒子是神的獨生愛子，

也是神道成肉身的人，在世上傳真理，行神蹟異能彰顯

神的權柄能力，是影響全人類最深最鉅的偉大人物！相

形之下，這個有父親名分的約瑟顯得特別沉寂。事實上，

從聖經上看不到這對父子有什麼互動的記載，只看到約

瑟在當耶穌還是嬰孩的時候，帶著他們母子東奔西跑地

逃避希律王的追殺。 
 
   但從約瑟的事蹟來查考，我們知道他是一個義人，

懂得處處為別人設想，甚至當他發現馬利亞未婚懷孕時，

不願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太一 18、

19），可以了解他的心地善良單純。後來他遵照神使者

的吩咐把馬利亞娶過門來，孩子出生之後，一路都有神

的指示讓他們一家逃往安全的地方。所以約瑟是個順服

神而盡責任的父親，他的任務首先就是要全力保護幼兒

彌賽亞的生命安全，他也很成功地完成了這重要的階段

性任務。 
 
   耶穌一直到三十歲出來傳道，這段時間他應該都

和父母一起生活，只是聖經沒有特別記述這段他和父母

相處的時光。耶穌從小就表現出在靈性上的與眾不同，

特別長進又蒙神與人的喜愛（路二 52）。所以在這樣

的情形下，做父親的就不需費心去教導他。兒女是神所

賜的產業，父親的角色就是受神託付的管理員，管理員

要忠心盡責，不需要有太多個人屬血氣的意見。「你們

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主的教訓和警戒養

育他們。」（弗六 4）。也許有時候我們也要學習做個

沉默的父親。 
 

七、 天父的心腸──浪子的父親 
 

   主耶穌所講的「浪子的比喻」是一個膾炙人口的

故事（路十五 11～32），以文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

部情節很完整而精采的小說，內容充滿了撼動人心的生

命力。其實耶穌就是藉由這個比喻中的父親角色，把天

父的心腸向世人表明出來：祂是多麼期待世人像那浪子

能回轉歸向祂，這是父子天性，這種父子關係也無可取

代，永遠不能磨滅！每個作父親的與生俱來就有一付天

父的心腸，孩子再壞還是自己的孩子，總是存著一絲希

望看他能不能醒悟回頭，總是為回頭的浪子敞開大門。 
 
   一旦看到衣衫襤褸的寶貝兒子回來就動了憐憫的

慈心，用上好的袍子讓他穿上，用戒指來承認他依然擁

有兒子的身分，用豐盛的筵席為他接風，用跳舞作樂來

慶祝這個失而復得的愛子。父親可以包容孩子得罪自己

的錯誤，其先決條件是「浪子回頭」。所以天父的心腸

不是放縱孩子，而是願意去做一切對孩子有益處的事，

包括管教和督責。天父的心腸是永遠不放棄對孩子的希

望，這就是父親永不止息的愛！ 
 
   茲以此與天下作父親的人共勉，願主的恩惠慈愛

常與我們同在，讓我們一同努力學習天父的形象！ 

 
【摘自：聖靈月刊第 299 期】 
 
 
 



 
 
命之俠者──鄭士良  
      （（（（1863186318631863～～～～1901190119011901））））        

 

 鄭士良，號弼臣。生於廣東歸

善縣。其父原在上海經商，後來在一

起官司中被官吏陷害，憤激而死。故

此，鄭士良自幼對清廷官吏積恨在心。

他稟性好，具俠義精神，自小習武。

年少時即加入三合會，故抱有三合會

反清復明的思想。後來漸漸在三合會

中確立了地位，成為其中的重要首領。 

   幼時在家鄉讀書，稍長到廣州求學，入讀油欄門

德國禮賢會學校。在基督教教育和基督徒的影響下，他

歸信了耶穌基督，並正式受洗加入禮賢會教會。因著基

督教信仰的影響，他原先頭腦中的"反清復明"觀念，逐

漸轉化成為"民主革命"的理念；由江湖中人，轉變為一

個理性的民主革命者。 

   從禮賢會學校畢業後，鄭士良繼續追求西學，進

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博濟醫學堂學醫，和孫中山和陸

皓東同學。孫後來回憶說："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為人

豪俠尚義，廣交游，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

之者。予一見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鄭士

良亦"不但不視逸仙為瘋子，而且非常注意其言行，認

為他是將來有為的人物"。不久，他成為孫中山的忠實

跟隨者，他和孫、陸以及後來認識的陳少白由是形成早

期基督徒革命志士群體，也成為後來興中會的領導核心。    

   在與孫中山與其交往後不久，便知道鄭是三合會

的首領，知悉不少有關秘密會黨之事，孫中山之欲"聯

合會黨，實自此始"。孫中山早在家鄉翠亨村時，曾到

三合會所設武館觀看過學員練武，故對會黨印象不錯。

鄭士良的反清之志與孫中山推翻滿人統治的想法相合，

故當孫把自己的革命理想告訴鄭時，鄭非常興奮，建議

孫利用會黨力量，並答允如將來真的從事革命，他可以

集聚這股力量以聽指揮。鄭士良可說是第一位建議孫中

山利用會黨力量的人。孫中山後來說："予由談論時代

入於實行時代之動機，則受鄭君所賜者甚多也"。由此

可見鄭士良對孫中山革命事業及其早期革命方式之影響。 

   1887 年鄭士良留在博濟學堂繼續其學業，翌年

離校返歸善縣淡水墟

家鄉行醫，開設同生

藥房，同時留意聯絡

會黨，以備將來可能

起義之需。一有機會，

他就去香港找孫中山，

商討革命可行之辦法。

王煜初牧師所在的道

濟會堂成為他們談論

新學、時政和革命的場所，也成為他們凝聚革命同志的

地方。1893 年，他們在廣州廣雅書局抗風軒舉行會議，

成立了"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會

議中，鄭士良受命負責招納會員，聯絡防營作為起義之

軍力基礎。 

   1895 孫中山在香港士丹頓街之會址聚集各路新

舊同志，成立香港興中會組織，並決定以香港作為集結

人員和策動起義的基地，計劃於農歷九月九日重陽節在

廣州發動起義。他們舉手向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

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神明"乃

指基督教信仰之上帝）。在軍力方面，他們計劃徵集港、

粵兩地的會黨、綠林、鄉團和防營等力量，作為起事的

基本隊伍，廣州一帶的會黨及綠林的徵集乃由鄭負責。

這是基督徒與會黨合作進行革命的開始。 

   這次起義的領導人包括孫中山、楊衢雲、陸皓東、

鄭士良、陳少白、鄧蔭南、黃詠商、謝纘泰等，他們全

是基督徒。廣州起義不幸因泄密而失敗，鄭士良等革命

志士均遭通緝，遂與孫中山和陳少白一道逃亡日本。雖

然起義失敗了，但他們的革命意志並未稍減，不久他們

又重組革命力量，籌備再次起義。這次起義發生在

1900 年，地點仍在廣東。是年 10 月，鄭士良領兵在惠

州南部附近大鵬灣沿岸之三洲田發動起義，史稱"惠州

三洲田之役"或"庚子惠州之役"。 

   鄭士良家鄉離惠州不遠，他與這一帶的綠林會黨

關系十分密切，因此，綠林會黨就成為惠州之役的主力

軍。鄭士良手下兩大戰將，一個是綠林首領黃耀庭，另

一個是三合會首領黃福。二人幫助鄭士良把惠州十縣的

會黨和綠林結成陣線，由他擔任總指揮。鄭士良因此可

說是一位把會黨和綠林的反清鬥爭引向民主革命的基督

徒革命者。 

   10 月 6 日，時機成熟，鄭士良正式起兵。此次



戰役是興中會自 1894 年創立以來七年後第一次正式的

軍事攻擊行動。鄭士良以歸善縣三洲田（今深圳鹽田三

洲田村）為根據地，與黃福和黃耀庭等將領一起，揮軍

攻占了新安、深圳之後，又轉戰龍崗、淡水和平海等地，

一路破清軍，繳槍械，甚至生擒歸善縣縣丞兼管帶杜鳳

梧。不消半個月，他們已經取得四次大捷，惠州府十州

縣中已有六縣為革命軍所占據。 

   鄭士良所率領的由綠林和會黨組成的革命軍，不

但戰鬥力高，很有紀律，軍隊所到之處，對民眾秋毫無

犯，故受到沿途民眾的歡迎和支持，稱他們為"仁義之

師"。連戰皆捷之下，各地會黨群眾紛紛來投，革命軍

增至二萬餘人。後因策應部隊失敗，清軍又調兵圍剿革

命軍，鄭士良軍雖以寡敵眾，屢次獲勝，無奈曠日持久，

供援不繼，終至彈盡援絕，不得已而決定退兵解散。正

當此際，大批清軍又趕到，革命軍苦戰，死傷甚重。他

和二黃等手下百餘人突圍逃脫，撤退至香港禁不住仰天

痛哭："十餘年經營苦心盡此一旦！" 

   惠州之役後，鄭士良名聲大噪。清政府懸重賞通

緝他，又查抄了他所有在歸善縣的房產財物。退避香港

後，在英美基督教宣教士的保護下，鄭士良繼續聯絡會

黨，從事革命工作，以圖東山再起。1901 年 8 月 7 日，

鄭士良在香港不幸被一名謀賞者下毒暗殺，以身殉國，

年僅 38 歲。其友人按基督教儀式為他舉行了葬禮，並

將他安葬於香港薄扶林道基督教墳場。為避清廷鷹犬破

壞，墓碑上未用鄭士良之名，只鐫刻以"鄭弼臣之墓"。

孫中山聞訊後極為悲痛，特地派人到香港吊唁並撫恤其

遺屬。 

   鄭士良遺有夫人鍾氏和四個兒子。三洲田起義失

敗後，清廷派兵前往鄭家捕殺"亂黨"遺屬，鄭夫人欲以

籮筐擔走四個兒子，因清兵驟至，只好忍痛將次子和三

子留在家里，不幸為清兵所殺。鄭夫人在逃難途中，將

幼子送給饒姓人家收養，最後只攜得長子雲松，輾轉到

香港。 

   民國政府成立後，為追念鄭士良之殊勛，送其子

雲松去英國留學，攻讀工程專業。雲松學成回港後，效

力於香港市政建設工程。在太平洋戰爭香港陷落期間，

病逝於香港，遺下一子二女。其次女（鄭士良之孫女）

鄭碧葦從事教育工作，長於文史。 

 

 

 

膽大如斗‧浩氣震天  

  史堅如（1879～1900） 

    

   史堅如，原名文緯，字經如。

其先祖居住於江浙地區，後遷居廣東

番禹，是明末抗滿殉國民族英雄史可

法的後裔。自其遠祖及至父親都是功

名中人，祖父是道光年間的進士，授

翰林院編修，但不久辭官回歸故里，

此後數代先人皆不慕仕途。 

   史堅如出生於廣東番禹，兄弟姊妹共七人，在兒

子中他排行最小。6 歲時，父親病逝。其母經常勉勵其

子女好好讀書。史自幼體弱多病，不茍言笑，稍長入私

塾讀書。雖出生於書香世家，但對中國典籍並無好感，

對八股文更為厭惡。不過對兵法、地輿、和歷史之類的

書卻情有獨鐘。從史書中領略朝代興替、政治得失與治

亂之理，書中所記權奸、俠義、賢良、和奸邪等，對其

影響甚大，使他自幼崇拜英雄豪傑，憂國憂民，嫉惡如

仇。這些塑造了他不惜捨身取義的性格。從少年時期始，

就和二哥史古愚、妹妹史憬然一起，像他們的遠祖史可

法一樣，投身於反滿抗清運動。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遭到慘敗，這國恥激起了史

堅如反抗滿清政府的決心。當時，年僅 16 歲的他，就

指斥清廷："今日中國，正如千年破屋，敗壞不可收拾，

非盡毀而更新之不為功"。1898 年，康有為、梁啟超等

人戊戌變法，維新運動失敗後，史對滿清統治者更為痛

恨。他當時選擇的是去推翻，而不是改良現存的滿清皇

朝；不是要擁有一個賢明的君主，而是要建立新的民主

之政府，以代替專制的君主政治。他堅稱："民主為天

下公理，君主專制必不能治，即治亦不足訓也"。可見，

他當時對民主的認識與嚮往，已突破他從中國傳統史籍

中得來的"政治得失治亂繫於君臣的賢劣"之觀念的局限。

這種突破來自其閱讀基督教機構，如廣學會，出版的書

報、基督教學校的教育，以及他對基督教信仰的體會。

這成為其革命思想的另一來源。 

   史堅如對西學和基督教信仰的接觸，始於廣州的

大光觀書樓。該書樓為基督徒革命志士左斗山於 1898

年所開設，其中陳列聖經、基督教信仰及各種新學的書

刊，供人閱覽，廣受教會內外知識分子的歡迎，每日座

無虛席，史古愚和史堅如兄弟便是其中的常客。二人在



此開始結識興中會人士，吸取西方知識和民主理想，從

而視野得以開闊，觀念有所突破。對基督教信仰也日生

好感，與基督徒交往日深。 

   1898 年，史堅如進入教會學校格致書院讀書，

正式接受西式教育。格致書院為美國北長老會宣教士哈

巴安德（Rev. Dr. Andrew P. Happer）和香便文（Rev. 

Benjamin C. Henry）兩位牧師所創辦。1894 年，香便

文出任格致書院的監督，他曾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幫助革

命志士脫險。該書院中文科教習崔通約原是康有為的弟

子，在戊戌變法中因親見基督徒熱心營救康有為等維新

派人士而深受感動，遂於 1899 年歸信基督教，自此由

改良主義轉向革命，主張以革命和基督教救國。格致書

院吸引了不少中國基督徒革命者。 

   史堅如進入格致書院讀書期間，校園內彌漫著一

種以基督教救國的氣息。他在這裡認識到民主制度的根

本性質和精神乃源自於基督教。在崔通約等中西基督徒

老師的熏陶下，更明白了基督徒的救國責任。由此他逐

漸成為一個帶有救國使命的基督徒，雖然當時尚未受洗。

此點從他在香港與日本志士宮崎寅藏的談話中可見一斑：

"我是耶穌教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的上帝，知道四

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好兒女，所以對弱肉強食的現狀極表

厭惡，想要闡明自由平等的大義"。基督教"唯一主宰是

上帝"的觀念和人道主義觀念告訴他，革命行動本身是

神聖的，是體現上帝心意的行動，是天經地義的整個世

界的潮流，絕不是所謂的草寇叛亂造反。他的這些觀念

形成於大光觀書樓，在格致書院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當

他更多結交基督徒革命志士後，深感"吾道不孤，吾志

可行"，同時他堅稱自己是一位基督徒。從其成長歷程

及言論來看，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教育確實是形成其革

命思想的重要因素。 

   當革命黨人策劃第二次起義時，史決定將革命理

想付諸於行動。他曾有過投身廣東綠林會黨之念，但因

為覺得"此輩不足謀"而打消念頭，因他深知革命不是草

莽英雄式的造反。後來他通過日本志士在廣州所設的東

亞同文會，與革命黨人取得聯繫。此時史堅如對孫中山

已經十分景仰，希望能有機會跟隨他。因當時孫中山正

在日本，所以他請求東亞同文會會長高橋謙介紹他前往

謁見孫中山。二人一見如故，故而正式投身革命工作。 

   興中會經過多年努力，重新集結革命力量，準備

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1900 年，興中會計劃分兵兩路

起事，一路由鄭士良在惠州三洲田發動起義；一路由鄧

蔭南領導，在廣州謀炸巡撫兼署理總督德壽，牽制廣州

清軍兵力，以作策應，史稱"謀炸德壽之役"。這是興中

會第一次進行暗殺行動，雖然基督徒必須要面對"十誡"

中"不可殺人"之信仰，但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事

業是正義的，是要在中華民族中實現神的心意，而暗殺

是實現這一理想的不得已的手段，況且他們暗殺的對象

是虐殺上帝兒女的兇手，死有餘辜。 

   史堅如、蘇焯南、宋少東夫婦、史古愚等多人擔

負起謀炸督撫和督撫衙門的重任。他們挖地道，埋炸藥，

苦幹多日，終於在 1900 年 10 月 27 日點燃導火線，然

後逃離廣州，搭船去香港。因炸藥未炸，史堅持讓其他

人先走，自己則折回廣州，潛返撫署，重新點燃藥引，

然後躲入寶華大街長老會教會等待。未幾，聽聞轟然巨

響。後據消息稱，此爆只炸毀撫署部分圍墻，督撫也只

是從床上被震落在地，有驚無險。史在長老會培英書院

躲藏兩日後，心有不甘，外出四處打探，伺機行動。29

日，當他欲搭船去香港時不幸被捕。 

   史被捕後，南海知縣因他有教會背景，恐怕牽涉

洋人教案，故拒不受理。遂被轉解至番禺縣署審訊遭受

殘酷刑訊，但他"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史被捕的消

息很快便傳到格致書院院長尹士嘉、老師崔通約和鍾榮

光耳中。因事態嚴重，尹士嘉急赴廣州，前往官署要求

保釋，但那時史已承認自己的身份及所為。尹無奈之下，

聯同博濟醫院的嘉約翰醫生（Dr. John G. Kerr），到美

國領事館請求領事出面營救。新任領事默為德（Robert 

Malachi McWade）雖前往官署營救，結果也告失敗。 

   史堅如最終被判斬首極刑，於 1900 年 11 月 7

日英勇就義於珠江天字碼頭，年僅 21 歲。同志們聞訊

皆痛哭不已，深感痛惜。孫中山後來稱其"死節之烈，

浩氣英風，實足為後死者之模範"，"為共和國殉難之第

二健將"（第一健將為陸皓東）。史堅如生前曾對宮崎寅

藏說，要改變中國現狀，就"只有用鮮血來洗滌人心"這

個辦法，最後他不惜犧牲自己性命來改變人心。他和當

時許多基督徒革命者那種為救國而自我犧牲的做法，實

乃效法耶穌基督為救世人而殉難的十字架精神。 

   革命勝利後，孫先生親自募款為史堅如修墓立碑，

並追封他為上將軍。其墓祠於 1913 年落成於先烈路青

菜崗；1978 年因建設需要，遷至先烈路黄花崗内。墓

園的大門上有胡漢民題字的石額，園內還有原墓遺留下

來的一座烈士立像，由白雲石雕成。基座的正面刻有生

平簡介，末署"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孫文等公建"字樣。 

【資料來源：華人基督史人物辭典、宇宙光全人關懷機

構（風雨中的彩虹）】 



文：Dr. Charles Standley's Life Principle Notes from the Life Principle Daily Bible.  

   

         《翻譯：鄔小琤》 
 

   我們與神的親密程度我們與神的親密程度我們與神的親密程度我們與神的親密程度––––    
  神在我們生命中的位置–決定著祂對我們生命的影響  (創世紀 1:26)  

 
 

 
      人人人人最大的需求之一是被愛。我們每一個人在

內心深處都能感受到有人愛我們，關心我們，將我們利

益放在心上。神在造我們時就賦予了我們這種感知愛的

能力， 祂要讓我們知道祂對我們每一個人深情的愛是

超過言語所能夠表達的。 

   神創造的人有與外界交流的願望-首先是神自已，

然後是其他的人。然而，除非經歷到神的愛，我們在與

別人交流的過程中不可能有完全的愛。只有當我們順應

神的呼召接受耶穌為我們的救主才能真正經歷到神的愛。 

   神讓我們的順服祂至少有三個原因： 

   1. 神愛我們，祂期望我們與祂建立關係 

                   並且敬拜祂。 

   我們如果不接受神，就不可能經歷到祂完全大愛。

只有當我們順服祂，才能得到祂全部的愛。 

   2. 神希望我們對祂的服事是有果效的。 

   我們服事的果效是隨著對耶穌的認識和愛而增加

的。我們越親近耶穌，祂對我們生命的影響就越大。我

們越積極地培養我們和主耶穌的關係，我們在服事上就

越有果效。 

   3. 神等待著賜給我們更大的祝福。 

   神是全能的，但祂不違背自己的原則。祂呼召我

們和祂親近，使我們可以經歷祂的愛和饒恕。神給我們

自由意志去選擇順服祂，這樣祂可以給我們最好的祝福。 

   4. 為什麼我們會抵擋神?  

   - 驕傲是很多人不願意順服神的關鍵原因。這些

人認為他們比神知道的更多，能更好地掌管自己的人生。

所以他們堅持與神保持距離。 

   - 另外一些人不願意順服神是因他們懼怕神在他 

 

 

 

 

們生命中的作為。他們擔心一旦神掌控他們，會讓他們

做一些他們不願意做的事。 

   - 還有一些人拒絕順服耶穌是因為他們相信撒但

的謊言。這謊言就是神會審判並且懲罰他們所犯的錯誤。 

   上述所有這些想法都是完全錯誤的。神總是想將

最好的賜給我們。當我們願意順服祂的旨意，祂不會允

許對我們不好的事情(羅馬書 8:32)。祂告訴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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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順服神的時候，我們與神的關係會更親密。

當我們把神放在我們生命中心的時候，神的作為就在我

們的生命中彰顯。 

         
    實現你的目標 
 
   Anne Graham Lotz 曾經對採訪她的人說過在過

去幾年中，她所經歷的許多試煉，包括她父母所患的很

嚴重的疾病，兒子與癌症的抗爭。她的人生到達一個境

地，使她只想要耶穌。她呼求“把耶穌給我吧”。    

   Anne 認識到如果她與宇宙的救主有一個親密的

關係，無論她面臨什麼樣的問題，這位救主都會和她一

起面對，祂會幫助她解決問題，給她心中帶來平安。 

   你的心在呼求嗎？你想每天都得到神的祝福嗎？

你是可以得到的。大衛寫道：“耶和華的聖民啊，你們

當敬畏祂，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 (詩篇 34:9) 

   當你接受耶穌作為你的救主，祂不僅饒恕你的罪

而且使你重生。你不再與神隔絕，而能夠與神親近。 

   如果你感覺與救主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了，你需要

禱告神，祈求神説明你和祂建立更親密的關係。神知道

你的軟弱，如果你告訴神你想讓祂來掌握你的生命，祂

會來説明你。無論你處在怎樣黑暗無望的境況，神都會

給你的生命帶來光明和希望。 



 順服神並且將後果 

 完全交托給祂 
        出埃及記 19:5   

   

   順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當你相信順

服會使你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的時候。順服神是蒙神悅

納的必要條件，不僅僅在面臨誘惑的時候，而且是在任

何情況下。 

   當神讓我們順服祂時，祂實際上給了我們一個生

活的準則。就是說祂給我們的生活設定了一個規範。這

個規範保護我們不受邪惡勢力的攪擾。 

   你還記得上次你感覺受到誘惑去做神不喜悅的事

情嗎？爭戰在你心中爆發。你問自己的問題是：順服神

比不順服會使我付更大的代價嗎？犯罪比順服神會給我

帶來更大的快樂嗎? 

   當我們選擇順服神，我們實際上是選擇了智慧。

神應許因我們的順服而帶來的祝福遠遠超過了任何可能

的後果。神讓我們順服祂，由祂來為後果負全責。 

   在我們與神同行，靈命成長的過程中，順服神是

我們和神建立關係的基礎。我們對神的順服使我們和祂

的關係更加親密，從而能更多地認識祂和祂的大愛。不

順服神實際上是向神表明我們比神知道更多，能更好地

處理我們的生活及生活中的問題。 

   神愛我們並且是堅守承諾的。祂讓我們順服祂，

不是因為祂是一個嚴格的工頭，而是因為祂知道不順服

和罪會給我們生命帶來的怎樣的破壞。而撒旦心中卻有

另外一個目標。牠要誘惑信神的人不順服神。牠採用的

伎倆是告訴他們神的應許是靠不住的，如果我們不順服

神比順服神會更多地享受生活。 

   記住，不順服神總是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衝擊–

內疚，羞恥，無價值，破碎的生命，破裂的婚姻，彼此

之間的爭鬥。雖然罪不能改變神對祂兒女永遠的愛，卻

干擾了我們和神的親密關係使我們遠離了祂的祝福。當

我們不順服神時，我們靈命變得十分軟弱，是非混淆。

我們在罪裡陷得越深，越無法靠自己扭轉局面。 

   當我們將下列原則用在我們生活中時，我們就會

開始帶著信心喜樂去順服神，知道我們可以相信神是堅

守承諾的: 

    

   •相信神對你的人生和你所關心事情的掌管。 

   如果你將希望和信心都交給神，你就不可能走錯

路。神創造了你，用永遠的愛來愛你。祂對你的關注就

像對祂眼中的瞳仁。 

   •等侯神來解決你的問題和棘手的局面。 

   當你不清楚下一步應該怎樣行時，一定要等候神。

除非你完全清楚神的帶領，否則不要輕舉妄動。 

   •默想神的話語。 

   當神的話語充滿你的思想後，你就能夠從神的觀

點來看待問題。這樣誘惑來臨時,你就能夠明辨是非，

順服神的帶領。 

   •聽從聖靈的帶領。 

   如今神仍舊對祂的子民說話。神對我們說話是通

過聖經、聖靈、牧師講道以及可靠的基督徒朋友。當我

們願意花時間學習聖經，禱告時，我們就會對神的話語

有一個靈敏的心。 

   •當你前面的道路不清楚時， 

        要等候神的帶領。 

   若要蒙神喜悅，你必須堅定地順服神。如果你不

清楚神讓你對當前局面所要採取的行動時，祈求神將祂

的旨意藉著祂的話語(聖經)向你顯明。神絕對不會在話

語上自相矛盾。祂對你生命的帶領總是和祂在聖經中的

話語一致的。 

   • 願意忍受衝突。 

   當以色列人進入神給他們的應許之地後，他們面

對的是強大的敵人。神很少讓我們的生活沒有矛盾和衝

突。如果是那樣，我們就不會依靠神。神允許我們在生

活中經歷困難，這樣我們才能尋求祂的説明。 

   • 將一切後果交給神。 

   順服神並不是大多數人願意做的選擇，但如果你

那樣做，就贏得了神的喜悅。因此，要凡事順服神，讓

神來掌管後果。 

 



 
 
 
 

 

                  《編輯部》

   

   ▲覺得人人可愛 
    

   清代文人鄭板橋，特別欣賞蘇東坡，他說：

『東坡一生最可愛的地方是他覺得人人可愛；所以東坡

自己也使人覺得可愛。』 

   經上說：『…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

六 7)；你愛人，人人就愛你；你種的是愛，收的也是愛。

當你覺得人人可愛的時候，你就是人人所愛的；要使自

己成為真正可愛的人，就是去愛每一個人。『神愛世

人…』(約三 16)，神愛世上每一個人；你以這愛去愛每

一個人，你就是人人所愛的人。 

  【摘自：林元度《真理與靈命造就故事》】 

 

  ▲愛的回聲 
    

  一幼童遊玩嚷道：「哈嘍」！回聲也嚷：「哈

嘍」！他問道：「你是誰」？答聲：「你是誰」？他想是 

另外有一小孩子戲弄他，就生氣說道：「你為甚麼不出 

來」？答聲「出來」？他十分著急的嚷道：「我要打

你」！回聲：「打你」！小孩子跑回家告訴他的母親，

有人在樹林中戲弄他。 

   他母親極聰明，懂得回聲之理，就對孩子說道：

「你要去嚷：『我愛你』」。小孩子就跑去大叫：「我愛

你」！回聲也是：「我愛你」！(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教訓！

你去照鏡一看，你臉上所有的都照回來。我們四圍的人

常常是我們言行的反照。箴言：溫和之言能以化怒氣。)  

 

 
 
 

 

▲基督為她所成就的 
    

   有位祖魯族酋長的妻子參加救世軍舉辦的聚會，

聽了福音很受感動而決志信耶穌。當她丈夫知道這事，

就以死威脅，禁止她再前往。然而，她為了渴慕聽更多

耶穌的事，就冒死前往。丈夫知道此事，就在她回來的

路上攔住她，狠狠地毒打她一頓，幷丟下她躺在那兒等

死。過了一陣子，好奇心促使他去找她。發現她不在原

來的地方，而是躺在樹叢底下。 

   他以殘酷的眼神惡意地睨視著她，說：「現在妳

的耶穌將如何幫助妳。」她張開眼睛，看著他，溫柔地

說：「祂幫助我饒恕你！」 
 
    

 ▲算作她們的收成 
 
   非非非非洲一個教會的長老，請求教會中的婦女幫助

他將所收成的小麥從三哩外的田間搬回。約有一百個年

歲不同的婦女從他所請，拿著大小不同的籃子，前往搬

運。有的雖然去了，但是只拿數穗回來；有的竟然不去。

及至她們回來，長老就聚集她們，對她們說：凡是她們

所搬回來的，可以各自搬到家裡去，算作她們的收成。

斯言一出，有的大喜，有的大悔。許多人說：『若我早

知如此，我就必定要拿更大的籃子。』那些不去的，要

求長老再給她們一個機會，可惜太遲了。這個故事現仍

流傳於非洲教會中。 

   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聖經也告訴我們，必須盡量幫助別人，『你若看見弟兄

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佯為不見，總要把牠牽回來 

 



交給你的弟兄。…你的弟兄無論失落甚麼，或是驢，或

是衣服，你若遇見都要這樣行，不可佯為不見。你若看

見弟兄的牛或驢跌倒在路上，不可佯為不見，總要幫助

他拉起來』(申二十二 1-4)。『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

(加六 10)；『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羅十二

17)，也是說出要盡量幫助別人。 

  【摘自：林元度《真理與靈命造就故事》】 
 
 

  ▲博士和船夫  
   有一位從外國留學回來的博士，回到家鄉，要

經過一條很寬闊的江河。於是他雇了一艘小船，要搖到

另一邊的河岸。船在江中行駛，博士問船夫說：「你懂

得天文嗎」？船夫說：「不懂」。博士說：「你的生命沒

有了四分之一了」。博士又問：「你懂得地理嗎？」船夫

說：「不懂」。博士說：「你的生命沒有了一半」。又問：

「你懂得化學嗎？」船夫說：「不懂」。博士說：「你的

生命四分之三沒有了」。博士覺得船夫甚麼都不懂，心

中起了鄙視的念頭，於是不再開口問他。 

   船到了江的中心，天上忽然黑雲密佈，狂風驟起，

船夫知道暴雨快要來臨，船在江的中心是會有危險的，

於是問博士說：「你懂得游泳嗎」？博士說：「我不懂」。

船夫說：「你的生命恐怕會全部沒有了」。博士十分驚慌，

央求船夫救他。 

   由以上的故事，可以得到下面的教訓： 

   一個人讀多了書，覺得自己很有學問，不免起

了驕傲的心，看不起別人。但古人曾說：「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這就是說，有大學

問的人，也會有不懂的事情，沒有知識的人，也會有一

種長處，所以不可存心輕看別人。 

   社會是互相的，各人的職業不盡相同，而不同

的職業更應彼此配合。假如整個城市，人人職業相同，

我們便覺得有很大的不方便了。沒有耕田的，便沒有糧

食，沒有織布的，便沒有衣服穿，沒有做鞋的，也沒有

鞋穿的，沒有搖船的，便過不了江。由此可以類推。職

業本無分貴賤，各行職業都是重要的，所以不可輕看別

人。有一句現代成語說：「勞工神聖」說得很對。 

   箴言書說：「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

前」。看了博士的故事，我們實在應該學習謙卑。 

  【摘自：蘇天佑《故事深思》】 

 

  ▲聖經論驕傲 
 
    這些問題都是從聖經中找出來的，望讀者用敬

虔的心，謙卑的態度，答覆這些問題。 

   天使為何墮落？（結二十八 16～17）始祖為何

犯罪？（創三 6）該隱為何漂流？（創四 5～9）人類為

何分散？（創十一 4）選民為何倒斃？（來三 17～19）

可拉為何被吞？（民十六 3）摩西為何失敗？（民十四

10～12）米利暗為何受羞？（民十二 1～2）掃羅為何

被棄？（撒上十五 9～23）以利亞為何逃亡？（王上十

三 19）尼布甲尼撒為何降為禽獸？（但五 20～21）伯

沙撒為何亡國？（但五 22～23）希律王為何慘死？

（徒十二 21～23） 

   朋友！你是否犯了驕傲的罪？你願不願在主耶穌

面前徹底誠實，謙卑痛悔承認這罪，求祂的寶血洗去污

穢，作個柔和謙卑的人？聽罷！「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

一切的不義。」 

   【摘自：陳樹祥、陳瑞伯《喻道故事集》】 
 

    ▲三種憂慮 
    

   有三種憂慮，要卸給神： 

   一、肩上的責任。在中國舊式的碼頭上，卸貨

是一種又困難又吃苦的工作，用肩負擔，稱為苦力。可

是在現代化的碼頭上有裝卸貨的機器，只須工人用手指

一動，機器就能上下搬運。我們禱告後，重擔已交給神，

千萬不可再背起來帶著走，好像卸下了，又取回來一般。 

   二、頭上的思慮。猶太婦女打水，水罐子頂在

頭上，我們各人的頭腦中，亦有許多重擔，思慮，計畫，

這一切也當卸給神。路德馬丁倡宗教革命時，經過各種

險阻艱難，但卻泰然安靜，常對他的同工腓力說：「腓

力，讓我們唱詩篇四十六篇吧！任憑他們怎樣反對抵

抗。」 

   三、心上的愁苦。兒童終日未嘗不忙碌，勞苦，

雖然在成人看他們是在玩耍，他們都無憂慮，因為一切

仰望倚靠父母。我們也當一切仰望倚靠父神。 

  【摘自：陳樹祥、陳瑞伯《喻道故事集》】 

 

 



    ▲第二小提琴手 
    

經文﹕彼前五：５／‧金句﹕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

謙卑的人。 

 

   有人問一個頗有名氣的交響樂團指揮，認為那

一種樂器最難演奏？那指揮家想了一會兒，回答：「第

二小提琴手。我可以找到成打的第一小提琴手，但極難

找到熱誠演奏的第二小提琴手。」 

   謙卑是極少有的美德！而有資格耍大牌卻寧可揀

選卑下，這是美麗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之腳蹤──以師

尊的身分替學生洗腳；以神子的地位死在羞辱的十字架

上；有行神蹟的大能卻不從十字架下來；以神性披上肉

身；以天國的榮耀換取醜陋的馬槽；以君王的威勢操作

卑賤的勞役！ 

   父神為了教導偉人謙卑，苦心在他們一生的際遇

中保留一道疤痕──摩西，一樁謀殺案。以利亞，一次

沒有面子的逃亡。彼得，一件公開否認耶穌的醜事。參

孫，一筆放縱情慾的爛賬。多馬，一種頑固的懷疑。  

耶弗他，一紙非婚生子的記錄。保羅，一陣迫害基督徒

的糊塗。亞伯拉罕，一心娶夏甲生子立後的餿主意。  

大衛王，一件淫人之妻又借刀殺人的罪污。撒母耳，一

記養兒不孝的家糗。 

   每人最少有一個窟窿，不斷的提醒稍有成就的名

人，「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

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林前

四 7﹞ 

   波斯國有一宰相，發明一種奇特的方法，避免自

己落入皇室驕奢的名利引誘，他在宰相官邸闢一秘室，

陳列他幼年作牧人時的紀念品──牧杖、皮袋、粗衣、

水瓶等。每天花時間去回憶從前的卑微。 

    ▲謙卑的生命 
   

(一) 當事情成功時，由心底馬上歸榮耀給主， 

也歸功於人。 

(二) 當事情失敗時，由心底馬上歸咎自己， 

不推諉他人。 

(三) 某事我不在內，成功與人同喜，絕不吹毛求疵，

說風涼話。 

(四) 某事我不在內，失敗與人同憂，不說他們不事先 

與我商量，罪有應得。 

(五) 他人意見與我不同，尤其是反對我者，能虛心 

接受其正確見解。 

     (六)  助人，人不謝恩，會無所謂、一笑置之。 

     (七)  事做錯了，大大方方的承認，向人說對不起。 

     (八)  什麼事不懂，便說不懂，不裝作樣樣都會。 

     (九)  與人做事，風頭讓人去出，甘願作暗中無名的 

              工作。 

      (十)  與人做事，靜靜地學習，欣賞他人長處，不是 

               急急地要顯露自己才幹。 

     (十一)  別人責駡，不馬上反唇相譏，或含怒待機而 

                  發，反而逆來順受，苦只吐露主前，有機會 

                  時 行善以感動對方。 

      (十二)  當主用他人不用我時，會像施洗約翰說：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摘自邵慶彰《默想集》】  
▲安息的心 

  生在這苦難的世界，人人莫不求有一安心立

命之地，周公戒成王之言曰：「文王惟克厥宅心。」就

是說文王會把他的心，安放在一個妥當的地方，使它安

息下來。這也是說：他居心遠惡，舉善。我們的心，若

沒有安放在地方，就像在風雨中，露天下，漂流浪蕩一

樣。 

   孟子說：「仁者，人之安宅也。」英國詩人衞之

衞說：「神是我們的家。」陳宏謀先生說：「行歸道域客

還家。」這都是說我們的心也要有家。 

   心的家，就是仁，就是道，就是神。人心離了道，

離了神，就是浪子離了家。人心返本歸真原，就是浪子

回頭到了家。那時才有理得心安的快樂。 

   【摘自陳樹祥、陳瑞伯《喻道故事集》】 

 



 

 不可忘記親近神 
             《《《《王浣芸 Helen》》》》 
 
 
    2011 年 6 月 6

日，我依依不捨地

告別住了快 5 年的

達拉斯，搬來人生地不熟的聖安東尼奧。整整兩個月

了，整理完家，也和老大一起裝修了兩間房，忙得差

不多了；雖然覺得身體非常疲累，雖然對新的環境還

有陌生感，對新屬靈的家也還沒有完全投入，但心裡

卻很平靜很知足。我知道是神帶領我們搬來這裡，全

家將翻開人生新的一頁。當一個人靜心獨處時，仍然

會想念達拉斯的一切，尤其思念姐妹會的姐妹們，回

憶當我們曾經一塊查經分享，使靈命成長，彼此代禱，

在人生旅途上相互守望攙扶，現在都覺得甘甜無比。 

   因先生單位的搬家報銷費截止至 5 月底，所以 5

月 24 日家裡的絕大部分東西都大包小箱搬來聖安東尼

奧了，先生因此等不到孩子放假，他獨自一個人先搬

過來，而兩個孩子繼續上學，（老三多多那時已經和表

哥回去中國度假）。我們只留了非常簡單的生活用品在

達拉斯，預備住到 6 月 4 日，直等老大高中畢業典禮結

束。 6 月 6 日下午我帶女兒娅娅一部車，老大 Ivan 獨自

開一部車前後動身驅車前往聖安東尼奧，沒想到搬家

收尾，竟然兩部車也都被物件塞得滿滿的。到達新家

時已近半夜時分。 

   先生那幾日出差，不在家。我們進了家門，發

現大件傢俱都擺放好了，到處都堆積著如山的大小箱

子；有些路都被擋了行走不方便，就想把擋路的幾個

箱子打開整理。我開了 4 個，共 5 個箱子，發現其中都

存放著跟我信仰有關的物件，如有喜樂，和平，仁愛

字樣的牆上的掛飾；有夜裡發光閃亮的水晶十字架；

印有經文的教會掛曆或是有經文的裝飾畫等等；於是

我就找到擺放之處一一放好或掛好，一直整理到凌晨 2、

3 点鐘。實在覺得疲憊不堪，於是禱告感謝神讓我和老

大各自駕車平安抵達，之後就睡下歇息了。 

    

   第二天早上 9 點左右，醒來之後，馬上接著幹活。

又準備開箱整理，歸類擺放，令人生畏的事情發生了。 

   這是搬過來後第一次走上樓去，隨意打開其中

攤了滿地的一個箱子時，發現裡面最上方赫然躺著那

本曾經遭遇 Katrina 颶風，躲過水淹一劫的，我受洗當

日牧師贈送我的聖經！接著又開了一箱（此箱已上下

顛倒翻轉）含有姐妹會《無悔的婚姻》學習的課本以

及 CCF 的學習資料！震撼使我不由地停下了手裡正幹

的活，陷入沉思。昨晚還沒太在意所開箱取出的東西，

覺得恐怕只是碰巧，而今早神這麼強烈的提醒我要

“尊主為大”就太令我震驚了！ 

   先生已先搬來快 2 週，他有空時也幫著拆箱整理，

雖說只是一小部分，但我看鋪在地上疊平壓扁的箱子

也是一大摞，不下 20 餘個。我們請的搬家公司是家名

不見經傳的本地小公司，收費低廉但服務品質不敢恭

維。譬如，到目前為止，長梯子還未送來，也沒給任

何理由和說法。他們替我們搬家打包用的基本上都是

使用過的舊紙箱，好些箱子上面仍還貼著前一家人搬

家時寫下的標籤，以至於令搬家工人犯迷糊。導致結

果是：有些我標了箭頭該上樓的沒有搬上樓，卻整個

兒 upsight down 放着；寫了該進主臥室的也上了樓；或

者該在廚房的用具又放到樓上去了......。總而言之，在

大量淩亂擺放的紙箱中，先生都沒有機會拆到這些屬

靈物件。 

   是呀，有那麼巧合嗎？太不可思議了！那一刻，

我心中對耶和華神的敬畏之心不禁又油然而生，不敢

不跪在一大堆箱子旁，開始向神懺悔禱告。是啊，因

為忙著搬家，我把神又放在了次要位置，有幾日忙得

竟都無暇與神說話，原本是見人之前先見神的良好習

慣也因著忙碌而改變甚至淡忘。神以如此奇特的方式

提醒我不該忘記親近祂，使我不得不把聖經拿到桌前，

先撇開旁的事情，首先開始讀經。之後的幾日，即使

是陷於繁忙的整理收拾之中也是先拜讀神寶貴的話語，



再去顧其他。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書

的話句句都是煉淨的，是靈糧，勝於我們日用的飲食

   感謝主！8 月 9 日是我受洗重生得救

念日，我以此見證獻給凡信靠主名的姐妹們

以神的話語時常提醒自己我們所信靠的神有多智慧

有多美善！願你們持守神的話終將有一日得大賞

 

 

 
 

  
       

     主是我的盼望主是我的盼望主是我的盼望主是我的盼望
              (教會聖詩第

１． 主是我的盼望，祂曾為我捨

２． 我無善功可陳，主震怒在我身

３． 今日在父右邊，主為我付代價

４． 恩典為我預備，因信使能得著

   （副歌）主死為我，主活為我，永遠生命與光明白白賜給我  
   

     本本本本詩歌的作者克來敦（N orman  John 

Clay ton，1903 -1992）是現代福音詩歌的健將

他出生在紐約，是十個孩子中的第九個

的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熱心參與教會事工

帶領兒女自幼信主，克來敦在六歲時就決志

二歲時開始在教會司琴，自此終身在教會彈風琴

及伴奏。  

   克來敦從事建築業及音樂出版業

「生命之道」廣播節目的風琴師有十五年之久

 

          【摘自：古今聖詩漫談、聖詩合参、

 

，督責，使人歸

提摩太后書 3：16）神

勝於我們日用的飲食。 

日是我受洗重生得救 10 週年的紀

我以此見證獻給凡信靠主名的姐妹們，願大家

以神的話語時常提醒自己我們所信靠的神有多智慧，

願你們持守神的話終將有一日得大賞！ 

   願用以下經句共勉：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正直

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

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

然公義。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以馬內利！ 

 
 

      

主是我的盼望主是我的盼望主是我的盼望主是我的盼望 My Hope Is in the Lord
教會聖詩第 65 首) 

 
祂曾為我捨己，釘死十架上為贖我罪在髑髏地。  

主震怒在我身，一切盼望惟靠基督公義之恩。 

主為我付代價，顯示雙手釘痕宣告我永屬祂。 

因信使能得著，接受基督承認主愛完成救贖。 

永遠生命與光明白白賜給我。 

  
N orman  John 

是現代福音詩歌的健將。

是十個孩子中的第九個。克來敦

熱心參與教會事工。她

在六歲時就決志，十

自此終身在教會彈風琴

從事建築業及音樂出版業。他擔任

廣播節目的風琴師有十五年之久。

他自己成立出版社，印行福音詩歌

版社和另一大出版公司合併

任編輯。  

   克 來 敦 堅 信 每 一 首 詩 歌

因此他熟練背誦經文，隨時得靈感而寫作

他先作曲，然後填詞。他大部份的詩歌是應邀為

某一主題或特別聚會而作。

天的每一刻 E very  Moment o f  E very  Day

握住我手 H e Ho ld s My H and

、讚美詩源考、cyberhymua/orgl、wikipedia】 

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

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

；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

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羡慕；

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詩篇 19：7-10） 

My Hope Is in the Lord 

印行福音詩歌，後來他的出

版社和另一大出版公司合併，他就寫作詩歌，並

堅 信 每 一 首 詩 歌 ， 應 以 聖 經 為 依 據 。

隨時得靈感而寫作。經常

他大部份的詩歌是應邀為

。他著名的聖詩有「每

E very  Moment o f  E very  Day」，「祂

H e Ho ld s My H and」等等。  



 

 

 

 

《摘自：靈命日糧。推薦：Connie 龐》 

         

               障障障障礙礙礙礙清單清單清單清單    
讀經：哥林多後書 6 章 3-10 節／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寧可定意，誰也不給弟兄放下絆腳跌人之物。羅馬書 14 章 13 

 

  吹毛求疵還真是個受人歡迎的消遣。而不幸的是，

我們很多人也都樂在其中。想盡辦法挑出別人的錯誤，

可以讓我們覺得自己比別人優越，這正是問題所在。忽

視自己生命中需要修正的錯誤，只會阻礙我們的靈命成

長，更阻止了上帝透過我們做工。上帝會透過我們的生

命影響他人，其影響力的大小，往往取決於我們的生活

方式。 

   也難怪保羅盡全力使「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

（哥林多後書 6 章 3 節）。對他而言，能被基督使用，

建造別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有會對此造成妨礙的都

要撇開。 

   若你想要成為真實可靠而且對上帝有用的人，那

你就應該檢視一下自己有哪些「障礙清單」。有時候這

些妨礙背後或許是有正當的理由，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則

並不適當。而罪則肯定是對別人有妨礙。說人閒話、毀

謗、自誇、苦毒、貪婪、辱罵、憤怒、自私、報復等，

這一切都會使我們周圍的人關上心門，妨礙上帝希望透

過我們所傳達的信息。 

   所以，努力活出基督的樣式，以此來取代你品格

上的缺點吧。這樣就能使人更清楚地看見我們那位完美

的救主。 

     無論何時何地，懇求主來助我； 

      活出真實可靠，能當祢的代表。 

  基督徒的言行向主看齊，就會發揮影響力。。。。    

 

        歡喜歡喜歡喜歡喜團聚團聚團聚團聚    
 
 讀經：提摩太後書 4 章 1-8／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祢來！—啟示錄 22 章 20 節 

  

 數年前，當我的孩子年紀還小時，我自一個十天

的短宣旅程搭機返家。當時，機場容許接機的人在停機

坪等候。當我的班機抵達，走出空橋，孩子們歡欣快樂

地迎接我，他們又喊又叫，高興無比。看著我淚眼盈眶

的妻子，我久久無法言語。在閘口附近的人看到孩子抱

著我的大腿、迎接我，他們都被這個情景感動。這是十

分美好的時刻。 

   每當想到孩子們熱切期盼我歸來的那一幕，對我

來說是無聲的訓責：我是否如他們那樣，也熱切期盼基

督的再來？使徒約翰深切渴望耶穌再來。他寫道：「證

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

我願禰來！」（啟示錄 22 章 20 節）保羅甚至在另一處

說道，有公義的冠冕要賜給「愛慕祂顯現的人」（提摩

太後書 4 章 8 節）。然而，有時候我對基督再來的盼望，

卻不及孩子企盼我回家一般熱切。 

   耶穌配得我們最真摯的愛和全然獻上，世上無一

事物能比得上與主相遇。願我們切切渴望與主團聚，使

我們對基督的愛也日益加增。 
 

    盼望基督再來，我們稱頌祢名； 

     熱切守望等候，美好日子來臨！ 

  屬主的人應當渴見主面。 

       



     主居我心   讀經: 加拉太書 2 章 15-21 節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提摩太後書 4 章 7-8 節 

   

   參加鐵人三項比賽

的選手，需要游泳 3.8 公里、

騎單車 180 公里，以及跑步

41.8 公里。這不是一個人人都能完成的比賽。然而，狄

克霍特（Dick Hoyt）參加了，而且帶著他身體有殘障的

兒子瑞克（Rick）一同完成。當狄克游泳時，他便拉著

瑞克所坐的小船。騎車時，他就把瑞克放在與單車相連

的車斗內。跑步時，他就推著輪椅上的瑞克一同跑。瑞

克全靠父親才能完成比賽。沒有他父親，瑞克根本無法

做到。 

   他們的故事與基督徒的生活有相似之處。就像瑞

克依靠著他父親，我們也靠著基督來跑完我們當跑的路。 

   雖然我們盡力活出蒙上帝喜悅的生命，但無論我

們的動機和決心有多好，我們也是常常跌倒，而且無法

達到目標。單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做到。我

們何等需要主的幫助！而主已經供應。保羅以深刻見解

來宣揚：「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

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

（加拉太書 2 章 20 節） 

   我們無法靠自己來跑完這路程，我們必須倚靠活

在我們裡面的耶穌。 
 

   在我心中充滿渴慕，甚願完全像主； 

    我常揣摩這奇妙事：主在我心居住。 

 信心使我們在軟弱時，能從上帝得著力量。 

     

 

 

              測量成長成長成長成長    
 

讀經: 以弗所書 4 章 1-16 節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以弗所書 4 章 13 節 

   

   有個中學生拿著一支溫度計來測量一張桌子，

他的老師當時看得目瞪口呆。在戴維 15 年的教學生涯

裡，他見過許多令人難過或震驚的景況。但是，當他看

見一名中學生竟不知道尺與溫度計的差別時，他覺得這

簡直不可思議。 

   當我的朋友對我說起這件事時，我的心實在為這

個學生，以及像他一樣的人而感到難過，他們完全沒有

達到應有的教育水準。這些人連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

常識都不懂，所以他們總是遠遠落在後頭，無法有所進

展。 

   然而，當我冷靜思考時，發現有時候我們不也是

這樣，使用錯誤的屬靈測量儀？舉例而言，我們是否認 

為擁有最多資源的教會，就是最蒙上帝賜福的教會？我

們是否甚至認為受歡迎的傳道人，就比那些小教會的牧

師更屬靈？ 

   那什麼

才是最合宜的

屬靈測量儀呢？就是我們在生活中所表現的生命特質，

如謙虛、溫柔、忍耐（以弗所書 4 章 2 節）。要測量我

們是否「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13 節），「用愛心互相

寬容」（2 節）就是一個好指標。 

   若要測量你靈命，端看生命所流露；人們看到我

特質，就知耶穌是我主。 

 

   見你愛人有多少，便知你愛主有多深！ 

    回轉接受主的饒恕，才能歡欣邁向未來。 



““““Reflections of a FullReflections of a FullReflections of a FullReflections of a Full----fledged,fledged,fledged,fledged,   
  PurePurePurePure----bred NOCBC Kidbred NOCBC Kidbred NOCBC Kidbred NOCBC Kid”””” 

 

                  By Joanne Chiu 
 

                     Joanne was the first born child (at our church)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OCBC in 1982.  
                     The article was written in 2002 and published in 2002,  our church's 20th anniversary. 
 

We raced to the kitchen to make milk tea. 

We hid, ran, fell, and ran in the gripping and 
perilous game of hide-and-seek. We lugged 
around the babies on our hips. We caught the 
scent of the chicken and cabbage lunch wafting in 
the foyer and together moaned, “Again…” 
despite our fervent efforts to plead God for mercy 
in our end-of-the-class prayer. 
 Now we arrive each Sunday morning at a 
pink, brick, beloved building we molded with our 
own hands. We learned how not to smash our 
thumbs with a hammer, how to avoid the sting of 
the insulation fluff, and how to paint and howl 
with laughter at the same time. We decided that 
the left side of the congregation will have to be 
slightly chillier and that no one will notice that 
one tile in the corner of the lobby that was placed 
sideways. In what passer-byes may dismiss as a 
long, sideways pink brick thing, we created our 
home after 15 years of borrowing Memorial 
Baptist space. 
 I am, of course, speaking of “we” as the 
circle of youth who have grown into the church, 
spreading our fingers thick into the folds of this 
community. Some of us were born into it, many 
others joined us along the way for the ride, but we 
all became inexplicably intertwined and grew as 
one. We have gone from the yearly “Welcome to 
the Family” song we sang to the extraordinary 
and phenomenal Christmas musical/theater 
productions we have put on in recent years. God 
has truly blessed us as He handed us teachers and 
mentors like Mrs. Debbie Rogers, who 
encouraged us and taught us to be strong women  
 
 
 

 
of God. We have advanced from being the class 
that gave a teacher laryngitis to teaching Sunday 
school classes quite capable of the same, leading 
other kids to knowing Christ better the same way 
we were taught just the other day. 
 So now we are leaving, temporarily, or for 
at least 4 months until the earliest break when we 
can come home to this place and these people. 
Finding another church will not be just finding 
another place of worship. We will have this home 
and community to compare everything else with, 
and with all honesty, nothing else will probably 
match up. But we, with strength and faith in God, 
will branch ourselves into other churches and 
wherever we may go, bringing the characters and 
personalities of our collective group into the 
waiting arms of separate, individual destinations. 
 Celebrating this anniversary comes at a 
key moment for us as we remember the past and 
welcome the future. With so many people leaving 
us this coming year, we must remember that our 
church is continually evolving, morphing into a 
new identity, challenging new stages, but 
remaining grounded in our love and praise for 
God. How are we going to leave this place? As 
we once raced into the kitchen, we will race into 
the world. Perhaps that familiar eagerness will 
now be tinged with a feeling of regret and longing, 
but with the upbringing and memories we have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as children of the 
New Orleans Chinese Baptist Church and with 
our complete faith in God, we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And so is this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