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奧良華人浸信會 
 New Orleans Chinese Baptist Church 

 3413 Continental Dr., Kenner, LA 70065 
 

 活水双月刊 

  主後二千零一四年四月號（第81期） 

 Living Water  
   Bimonthly Newsletter Apri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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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基督的 

復活 —人類歷史的盼望 

 
  文:張子江牧師( 基督工人神學院榮休院長) 
 

  
  歷史

之所以寶

貴，是它能

把世上所發

生的事記錄

下來，有些事人很快忘記，有些事是人永感難忘的。日

本突襲珍珠港事件，導至 2117 人死亡，911 事件，導至

2973 人死亡，美國人不輕易忘記。滿清政府被推翻， 

對中國人來說是大事。歷史令人追溯以往，策勵將來， 

價值難以估量。 

 

            在芸芸種種信仰中，教主都相繼離世，只有基督

教信仰的主，我們的耶穌基督，為人的罪釘死在十字架

上，被埋葬後三天，正如聖經所說，祂復活了，且顯現

給很多人看。按聖經所記：「祂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

被交與人，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把祂釘在十字架

上，殺了。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祂復活，因為祂

原不能被死拘禁。」（徒 2:23-24）祂的復活，顯示祂

是活的救主，祂的救恩永遠有效，任何種族的人、在任

可地方、任何時間，只要願意接受耶穌，就獲得救恩， 

主的復活是人類歷史的分水嶺及轉捩點。 

 

            主耶穌基督的復活，帶來給信主的人永恆的盼

望。祂的死為人類償付了罪的贖價，固然重要，祂的復

活， 更戰勝罪惡與死亡，讓因罪墮落了的人類生命和

世界， 將來能恢復其原本受造的榮耀。在所有宗教

中，只有基督教有主復活的事實。這是極具決定性，耶

穌死而不復活的話，基督教跟其他信仰有甚麼分別? 

 



主耶穌自己在約翰福音 11 章 25 至 26 節說：「復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

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5 

章 13 節說：「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

活了，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

信的也是枉然。」在 17 節更說：「基督若沒有復活，

你們的信便是枉然，你們仍在罪裏。我們若靠基督，只

在今生有盼望，就算被眾人更可憐。」 

 

             主的復活證明了屬靈生命力是強大的。死亡不

能將主拘禁，因為生命在祂裡頭( 約 1:4)。不單如此，

復活的生命是得勝的生命，除勝過死亡外，更勝過罪

惡。信徒常為罪惡所勝，但事實上，我們可以靠復活的

主去勝過罪惡。保羅在結束有關復活的講論時說：「死

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裡？死

的毒鈎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

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保羅在腓立比書 4 章 10 

節提到基督復活的大能，他自己經歷過，可見假如我們

真正在靈裡曉得祂復活的大能，我們便可以經歷得勝的

生活，這是生活上強而有力的見證。 

 

            復活所帶來永恆的盼望，對我們每人都極為重

要。世上最可憐的人是自以為有盼望而其實是沒有盼望

的人。要自殺的人往往是萬念俱灰，感到絕望的人。為

甚麼我們信的人有盼望﹖因為哥林多前書 15 章 20 至 23 

節訴我們：「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的人初

熟的果子，死既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因一人而來。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

復活，但各人要按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

督。」15 章 52 至 54 節更清楚說明：「就在一霎時轉眼

之間，號筒末次吹嚮的時候，因號筒要嚮， 死人要復

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壞的，總要

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

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

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這是人類歷史

至為重要的盼望，是福音上所說的永生，也是基督教超

越其他宗教典形之地方，並且是人能得享永生的保證和

盼望，這是令人振奮的好消息，也是為甚麼人要信耶穌

的原因。 

 

            [ 本文轉自福音文宣社 ] 

 

      復活節禱告文 

 

以弗所書 2:5 -7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

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

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祂

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裡向我

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天父，我們讚美祢！祢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

變為有的神。主耶穌基督，我們感謝祢！祢被交給人，

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讓我們藉著

十字架，與神和好，是祢不再記念我們的罪，使我們的

舊我能一同與祢釘死在十字架上，和主一同埋葬，叫我

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祢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

活一樣。 
 

              父神啊，誰能定我們的罪呢？有主耶穌基督已

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

祈求。神已經叫主復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

活。我們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主從死裡復

活，就必得救。我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

了，就是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叫我們結果子給神。求

父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聖靈，住在我們心裡，求父讓

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

光照我們了。求父使我們認識基督，曉得神復活的大

能，並且曉得和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讓我們也得

以從死裡復活。求父讓我們耐心等候神兒子從天降臨，

就是從死裡復活的，那位救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

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

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在各樣善事上成全我們，叫我

們遵行神的旨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我們心裡行神所喜

悅的事。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父曾照自

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

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

能衰殘，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求祢使我們能與祢

在復活的道路上行走，開我們的心竅，使我們能明白聖

經，領受從天而來的應許，有恩惠、平安歸與我們。 

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復活得勝的聖名，阿們! 

 

            [ 本文轉自基督教都市標竿教會 ] 



     

    瞎子領瞎子 
 

           文:獅子 
 

 

 

  上個世紀在維吉尼州的阿靈頓市，有一個單親媽

媽獨立撫養著三胞胎兄弟。這三個兄弟一生下來就有殘

疾，眼睛全部看不見，每個都是瞎子。為了撫養她双目

失明的三個兒子，這位單親母親可以說是心力交悴。為

了防止三兄弟受到外人的欺侮，這位單親母親把兄弟們

都關在家裏，不讓他們外出與別人交往和上學受教育，

一直到了十四歲。 

 

            有一天，一位住在這三兄弟附近也是瞎子的中年

人聽人說起了三兄弟的事情，就去拜訪他們。這中年人

讓三兄弟摸了摸他的盲人手杖，告訴他們手杖的作用，

又用所攜帶的聖經讓他們觸摸經句並且讀給三兄弟們

聽。三兄弟們十分地驚奇這位中年的盲者竟然可以讀聖

經！從此之後這位中年盲者就經常去看望三兄弟。有一

天他帶著三兄弟之中的一位到雜貨店去購物。進了雜貨

店之後，店主就問小兄弟說那中年盲者可是他的父親？

「是的，先生。」小兄弟說。中年盲者聽了十分驚訝，

但是並沒有說破。出了雜貨店，中年盲者就問小兄弟說

「你為什麼和人說我是你的父親呢？」小兄弟說:「你

保護我們，幫助我們，就和作父親的一様。」原本單純

的只是想要幫助三兄弟的中年盲者，竟然被深受感動的

三兄弟們稱作父親，他本人也深深地受感動！最後中年

盲者正式的領養了三兄弟們成為一家人，名正言順的帶

領著三兄弟們䢖立自信心，得以獨立於社會。 

 

             以上是有一天早晨在我上班的途中，從收音機

裏聽到的人物專訪。作為一位殘疾人的中年盲者因為愛

心的緣故，主動到三位瞎眼的小兄弟們家裏去幫助他

們，帶領他們進入社會，過著新的生活。身為基督徒的

我們有位天上的父親，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侯就為我們

預備了救贖計畫，派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

為我們的罪受死，埋葬，三天後復活，使我們有了永生

的盼望。作為神的兒女，我們可以無拘束的來到主的施

恩寶座前向祂傾訴；我們禱告「阿爸父神」時，祂會在

天上垂聽我們的呼求。相比於這三位兄弟，認識主之前

我們在𩆜裏面是瞎子；信主之後我們的心靈得以看見神

的榮光，祂的救恩，實在是比這三位瞎眼的小兄弟們更

為有福！ 

 

            瞎眼的三兄弟認了中年盲者為父親之後，他們被

收養，得到了更多的照顧與教導。我們基督徒自從心裏

相信，口裏承認天上的父親之後，就此在天家裏有份，

可以得到神那裏來的永遠依靠與幫助。這位瞎眼的中年

盲者想必是位基督徒，他的一本點字聖經激起了三位小

兄弟的好奇，繼而在生活和生命上得到改變。主使用基

督徒作為祂寶貴的器皿，即使是位盲者，主也不會輕

看。這件事情值得我們警惕！瞎子都能夠帶領瞎子了，

我們明眼人在作主工的時候，是否仍然能夠行有餘力？ 

 

 



    奇妙引領             文:杨孟杰                                     

 

        自從高中學

了天體物理，有一

個問題經常困擾著

我，宇宙之外是什

麼？所謂的宇宙會

不會其實就是另一

個未知空間裡某個

人做的一個玩具？

如果是這樣，那我

們人類艱難地生活

又是為了什麼？ 

 

            這個問題困

擾著我直到今年年初，我有機會到臺灣的靜宜大學做交

換學生。有一天和幾位同學來到一家餐館吃飯，這家店

名叫“小天津”。正好我的一位同學就是天津人，他就

和餐館的老闆聊天，原來老闆祖籍是山東，做得一手好

包子，就取名小天津。老闆人非常熱情，邀請我們週五

晚上去他家裡聚會。原來他是台中旌旗教會的一個小組

長，每週五在家裡舉辦團契。我們和幾位弟兄姐妹吃

飯，唱詩歌，做遊戲，分享，禱告，雖然當時對這些都

很陌生，但基督徒的樂觀的生活態度讓我印象深刻。 

 

            困擾我已久的問題也在週五晚上得到了解答，原

來是神在安排一切。 

 

             接下來週日上午第一次去了教會，唱完歌，當

周圍的弟兄姐妹向我說“耶穌愛你”的時候，我整個人

就愣住了，心中湧起陣陣暖流，至今都難忘那一瞬間的

感覺。後來週五晚上團契，週日上午主日崇拜就成了每

週必做的事情。就這樣在臺灣的半年時間裡，離主的距

離越來越近，參加了教會的成長營並決志信主。 

 

             也是在這期間，我收到了 Tulane 的電話面試和

錄取通知，感謝神！我在接到 Tulane 的面試通知到確認 

 

錄取中間兩個星

期的時間裡內心

出奇的平靜，沒

有任何焦急盼

望，一切照常，

上課，聚會，旅

遊。這一點我在

和朋友交流時，

他們都出奇地驚

訝，驚訝於我怎

樣能在申請學校

如此關鍵的時刻

還能表現地如此

淡定。我自己也覺得難以理解，甚至在想，我是不是有

點沒心沒肺？當我把結果告訴團契的弟兄姐妹的時候，

他們非常高興。這時我才知道，原來，他們自從知道我

申請的消息之後，一直在默默地為我禱告，而我完全被

蒙在鼓裡。感謝神，原來這都是神在做工。 

 

            原本打算在臺灣受洗，但由於臨近回國，各種雜

事太多，未能如願；於是帶著神在我心中播下的種子來

到了美國，來到了 Tulane 團契，在這裡認識了楊醫生和

李醫生。在他們的耐心指引下，我明顯地感覺到屬靈的

生命得到了更快的成長。對神，對罪有了更加清晰的認

識；並在神看護下克服種種初到美國的不適。最近我回

想，高中時由於課業壓力大，曾經一度感覺生活沒有了

指引，沮喪萎靡，如果能早點來到教會，就能早日受到

神的指引，人生也必將大不相同。 

 

            感謝主的恩典，讓我今天能夠和幾位弟兄姊妹一

起受浸。願主寶血洗清我的罪，讓我在耶穌基督裡獲得

永生，從此以後遠離罪，和主親近。今天我向世人宣佈

我的信仰，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我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

主，用一生去敬畏祂。阿們！ 

 

 



   感 恩  
    文:赵奕楠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在眾人面前作受洗見證，使我感到再次獲得了

新生，並對追隨主的信心更加堅定。今天主要想和大家

分享我信主的歷程，最想表達的兩個字就是感恩。 

 

            我是在今年的三月份開始在 Mississippi State 

定期參加當地教會的查經小組和週日崇拜；五月份的時

候做了決志禱告；感恩節期間受洗。但在此之前可能和

不少在座的弟兄姐妹一樣，在剛剛接觸基督教的時候都

有過對神的懷疑甚至排斥。 

 

            兩年前我到 Mississippi State 讀書的時候，當

地華人教會的牧師和很多弟兄姐妹為我們新生提供了很

多生活上的便利；還有一次在一位執事家裡專門為新生

舉辦了歡迎會。當時的我只知道教會的人都很有善而且

樂於助人，他們也多次來到家裡來傳福音。可當時的我

卻非常固執，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信仰耶穌基督。後來因

發生的兩件事使我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 

 

            去年我買了一輛自行車，之後發現自行車有些

問題，所以準備把自行車送回店裡去修。但在密西西

比，交通不是很方便，也沒有公車，於是我就找有車的

朋友能幫忙把自行車送回商店。可大部分朋友都開的小

轎車，裝不下自行車。後來我看到校園裡有很多人開著

皮卡，所以我就想，或許可能給他們錢，請求他們把車

幫我送回商店。於是就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攔下了一輛

開皮卡。開車的是一對美國老夫婦，當時他們很痛快地

答應了我的請求。當到了商店，我付錢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卻婉言謝絕，並告訴我，他們信仰基督，而且幫助

我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正因為這對老夫婦的善良和慷

慨，讓我體會到了，或許在神的世界裡能夠給人正能

量，讓我們能更多的給予別人關愛。這也激發了我想要

去瞭解基督教的道義。 

 

            也就在今年初發生在我身上的另一件事，真正

把我帶進了教會，讓我與神有了更親密的接觸。在本科

最後一個學期，因為學業壓力過大，幾乎每天都在擔

憂，怕因為學業上的閃失導致四年來的努力將前功盡

棄。因為長時間的焦慮，我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都出

現了問題。一位原信主的朋友，看到我的狀態，試圖來

勸解，建議我到教會去。於是在週五的晚上，我走進了

密西西比教會的查經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教會中

聽到的第一首詩歌《恩典之路》，當旋律響起的時候，

我的心就被深深得打動；與此同時，我的心中感受到了

一份平安。大概兩個月後，也就是今年五月份，我在

Mississippi 教會的牧師和師母家中做了決志，希望能夠

在主耶穌基督的引領下走好今後的路。或許正是因為神

賜予我的力量再加上神的引領，我本科順利畢業，並考

進 UNO 心理系的博士專案。 

          

             在今後的路上，我們肯定還會面臨很多考驗。

但我相信，有了神的引領，我們沒有什麼好擔憂的。就

在幾天前，教會的一位弟兄還和我講，我們現在的學習

和工作雖然充滿挑戰，但這都是為了神而做。一開始我

還沒太明白，但後來一想，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學業也

好工作也好，都是神的恩典。因為神的安排，我才有機

會到 New Orleans 來讀書工作，並且每週能來教會敬

拜事奉神。 

 

             感恩節受洗，對我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

這會一直提醒我要記住曾經幫助過我的人，並且要學會

凡事謝恩。在我看來，最好的感恩，就是在神的引領下

去奉獻，去幫助有困難的人。我也會不斷把這份感恩和

神的福音傳遞給更多的人，讓他們來體會神的愛。 

 



神對我呼喚  
               文:王奕詝 
 

         

    很高興在這

個感恩的季節我能

成為神的大家庭中的一員。感謝神在眾人之中揀選了

我，讓我找到了這麼一位最知心， 最親密的伴侶，讓

我信靠了這位永遠支持我，永遠攙拉著我的阿爸父。一

直以來，我就是一個迷途的羔羊，我在苦苦追尋，追尋

一個能給我帶來平安寧靜，能給我帶來永遠支持與力

量，給我智慧，給我家庭，給我一生陪伴與幸福的東

西。我知道人世間的一切都是虛幻，我是多麼渴望一個

永不分離，不離不棄的愛。 

 

            感謝阿爸父，祂尋找到了我。感謝祂在我的心

田開了一個裂縫，讓愛的種子可以在這裡萌芽。在國

內，出於對美國文化的興趣，我跟著朋友一起去了教

會。第一感覺就是好無聊，一堆老弱病殘，讀著一些很

奇怪的話。我一點都不喜歡這個地方，但也不知道為什

麼，每週的教會時間我都有空，就連原來已經有的安排

也會取消，而且都在離教會很近的地方。然後我斷斷續

續去了很多週教會，直到出國。現在想來，那是神對我

的呼喚。 

 

            踏上美國的土地，教會的每一位兄弟姊妹都是

那樣的熱情溫暖，讓我有了家的感覺。當那美妙的音樂

響起時， 我的心第一次被深深的觸動。那是一種很奇

妙的感覺，一瞬間覺著心中長久以來的渴望得到了答

案。一曲唱完，我已淚流滿面。每一首詩歌都點醒了

我。誰能跨越艱難，誰能飛躍沮喪，誰能看見前面有夢

可想。感謝神在過去幾年給我的艱難，讓我不再抱怨， 

因為知道神要預備我去迎接更大的挑戰。感謝神賜路旁

玫瑰，感謝神使玫瑰有刺。我明白冥冥之中一切自有註

定，能做的就是去順服神。我知道在人生的每一個小

站，在人生的每一個臺階，只有祢會攙扶著我，不離不

棄，告訴我當走的路。 

 

           另一個感觸來自教會的兄弟姊妹，我看到每一

個教會的人滿臉的幸福，滿臉的甜蜜。每一個人見面都

是如此的熱情，大家彼此互幫互助，每一個家庭流露出

的是真正的愛與幸福。不像國內，每一個人都是如此的

冰冷，有多少人同床異夢。我第一次有了衝動想加入這

個家庭，我想給予別人愛，也想從這個過程中得到別人

的愛。 

 

            隨著來教會次數的增多，隨著我不斷的禱告，

我對阿爸父的渴望越來越強烈。特別想感受到，觸摸

到，和祂建立一個如影隨形的關係。我在尋找祂的時

候，祂也在尋找我。就在那一週，原本打算在講道完了

詢問如何才能受洗的，但正好就是那一週，也是我來了

這麼久教會，牧師第一次問，“誰想讓這位阿爸父住進

你心田的請在你的座位上舉起你的手”。牧師第一次問

的時候，我有一些衝動。牧師第二次問的時候，一種極

其強烈的，無法克制自己的意念讓我舉起了手。當時我

並不知道，舉手就意味著決志要成為一個基督徒。 

 

            決志僅僅是基督生活的開始。有那麼幾週覺著

生活平靜了，我也不再聽歌聽到淚流滿面了，這個神也

不知道跑哪去了；但一直有個聲音對我說，你要去親近

神，你要去讀聖經，你要去和神建立關係。於是我開始

有了自己的讀經計畫。只有敞開心去信，聖靈就會給你

感動，聖靈就會指引你。 

 

            親愛的朋友，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有一天有那

麼一首歌觸動了你的心田；當有一天，你的心中有了某

種感動；請你不要冰冷的關上那扇窗；請你給祂一道

縫，愛的土壤自會生根發芽。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

把它踏在腳下。不管路有多遠，心中有愛仍然可以走到

雲端。耶和華的心是平安的意念，是賜福的意念，憂傷

與愁煩，祂渴望為你來舒緩，唯願你全心交托尋求祂容

顏。  

 



祂愛我  感受到
   

     文:刘依冉                                                              
             

          牧師，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個很特別的日子，

是我在主耶穌基督裡重生的日子。特別巧的是，我是 7

月 1 日在 Smoky Mountain 做的決志禱告，到今天，12

月 1 日，正好整整半年。 

 

            6 個月，180 天，對我來說，得到的成長和收

穫，感受的平安和喜樂比過去 20 多年都多。可以感受

到自己的靈魂，在罪裡掙脫在主的愛裡萌芽，就像新生

兒一樣，一天一個樣子。我看到了過去 20 年我被自己

修剪的不成樣子，所以特別願意且希望從今天開始完完

全全把自己交給主來修剪。 

 

           在認識主以前，我是一個軟弱的人，很容易被魔

鬼控制。常常是心裡明白道理，但是遇到一點小困難小

誘惑，心中的良善被罪控制著便行不出來了；事後總是

自責懊悔陷入一種惡性循環。而現在，凡事都覺得有主

同在，心思意念 好像被重灌了一樣充滿正向思維，不

憂慮。每週參加週五的杜蘭團契和週末在這裡聆聽牧師

講道，我也變得思緒清楚，更有了堅定分辨是非，控制

自己的能力。遇到困難時，不再消極逃避；而是禱告，

求主給我力量，智慧和啟示。聖經說，在人不行，凡事

在神都行。 

 

            感謝神把我這隻迷路的羔羊帶回了家中，我覺得

自己特別蒙福，在第一次聽福音的時候內心就特別認

同，沒有一絲掙扎。記得那是一個晚上，在煙霧繚繞，

充滿仙氣的 Smoky Mountain 的一個小木屋裡，辛辛那提

教會兄弟姐妹跟我解釋人類起源，耶穌替我們贖罪，還

有神的大能，就像抹去了心中這面

明鏡上的霧氣，讓一切清晰起來。

我真的覺得這是一種神奇的能量。 

 

           記得小時候就先入為主地被教說人是由猴子變來

的，這種根深蒂固地知識並沒有讓我每次去動物園時對

猴子產生任何特殊感情，從心底裡就沒覺得自己的前世

今生跟它有多大關係。而第一次聽到上帝創造了人類，

而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創造出來說。我覺得，嗯對，就

是這麼回事。這也很好地向我解釋了女人和男人的區

別，在家庭，在社會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和該負的責任。

跟我一起上受浸班的小夥伴有時候會一起討論到底相不

相信神的存在，有一些矛盾的事情該怎麼解釋，我倒是

從來沒有這方面的困擾。我不太用邏輯思維去分析神是

否存在，因為覺得這半年每天早晨一睜眼心裡就充滿感

恩，感激主給我生命，讓我看到今天的太陽，因為這並

不是我們理所應當該得的，沒有什麼是我們該得著。一

整天忙碌的學習生活中感受到很多平安和喜樂，和一些

讓我驚喜的事情的發生。這在以前是沒有的，這對我來

說就是神存在最好的證明，我可以感受到祂愛我。 

 

            今天是感恩節，最大的感恩就是在人生剛剛開始

奮鬥的年紀就認識了主，讓我少走了多少彎路，少碰了

多少釘子；祂讓我知道我這輩子該為之奮鬥的是什麼。

雖然我知道成為基督徒後在具體事上遇到的困難不會比

他人少，人生該有的坎坷都還是會經歷，但不知道為什

麼，我就是不害怕，不焦慮，就像孩子一樣，只要有爸

爸媽媽在，就知道自己是被保護的，就沒什麼擔心的。

我知道，從今天起，在人生的過山車上起起伏伏皆有神

與我同在。感謝主，阿們！ 

 

                                                 

 



 那些帶著神的愛落在中國的麥子 
                    推薦:鄔小琤 
 

            這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飽經滄桑，卻又迎向新

的地平線；這是一支超級力量，全世界都為之矚目；這

裡有七千萬基督徒，在以驚人的力量傳揚福音；這裡有

十四億靈魂，渴望愛與仁慈......在這裡宣教士的歷史值

得永遠懷念。它不僅僅是歷史，而是無數的生命如何被

愛改變，信仰如何成為時代巨大的變革力量。 

 

             戴德生、劍橋七傑、威廉·波頓、慕拉第、李愛

銳、艾偉德、貝德士......他們有著不朽的英名，傳奇的

人生。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從辛亥革命到世界大

戰......他們演繹了如此多動人心魄的故事，混合著信仰

與試驗、愛與敵意。他們戲劇性的人生，充滿了喜悅與

哀情、光明與黑暗、榮耀和失敗。 

 

            他們離開歐洲、美洲和澳洲，來到古老的中

國，進入內地偏遠的地區，接觸農民、婦孺和少數民

族。 

 

            他們大多數人再沒有機會看到自己的故鄉和親

人。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惟一的報償是苦難、孤獨甚至死

亡.....但是他們持之以恆地朝向一個使命----將耶穌基督

的愛帶到千百萬中國人當中。這愛點燃了他們的激情，

具有征服一切的力量。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

年）是這群宣教士的先驅，

也是中國內地會的創始人。

他出生於英國的約克郡，

1853 年 9 月，戴德生受中國

傳教會的派遣登船前往中國

傳教。1854 年 3 月 1 日，

經過了 156 天危險的遠航之

後，他在上海登陸。為了向

中國人傳福音，他選擇過儉樸的生活，住在普通的中國

老百姓當中，依照中國人的傳統習俗起居，為此他受到

自己人的猛烈批評。同時，他也不斷面對來自中國人的

攻擊和抵制。但這些並沒有削弱他對於中國以及中國人

民的摯愛。他被公認為是歷史上最卓越的宣教士之一。

他將大衛·利文斯頓作在非洲、克裡·威廉行在印度的偉

大事業成就在了中國。 

 

           1865 年他建立了中國內地會，激勵了數以千

計、不同宗派的西方傳教士加入內地會。直到今天，中

國內地會從未停止它的使命，並成為全球最具成效的一

個宣教團隊。 

 

            在服事中國人民五十年以後，戴德生在湖南長

沙去世。人們將他葬在鎮江揚子江畔，陪伴他長眠在中

國土地上的還有他的結髮妻子瑪麗亞和 4 個早夭的孩

子。戴德生的故事並沒有因為他的去世結束，他的後裔

繼承了他對中國的愛，繼續生活在中國人當中直到今

天。 

 

           他的故事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個家族

對於中國的生生不息的愛的故事。至今，仍有成千上萬

的中國基督徒深受著戴德生屬靈的影響。 

   

    ▲劍橋七傑（The Cambridge Seven） 

 

  劍橋七傑

中的任何一位

都是光芒四射

的明星。1885

年他們放棄了

爵位、軍銜、

如日中天的運

動生涯，投身

到中國的窮鄉

僻壤，在青海、西藏、雲貴山區和黃土高原，他們將自



己的生命傾倒在一群素昧平生的中國人身上。他們的影

響遠遠超過了中國和亞洲，成為歐美屬靈復興的直接推

動力量。 

 

           儘管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很短，但他們卻幫助中國

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

差會成為迄今最著名的中國福音工作的差會，激勵了許

多新人加入內地會的傳教組織。1885 年，當劍橋七傑

到達中國時，內地會僅有 163 名傳教士，1890 年增加

了一倍，到 1900 年達到了 800 人， 占了全部新教傳教

士的三分之一。 

 

      蓋士利（William Cassels，1858 年-1925 年）， 

聖公會牧師，來中國後便在四川傳播福音。1895 年，

他被任命為聖公會華西教區的主教，直到 1925 年他在

那裡去世。 

 

      司米德（Stanley Smith，1861 年-1931 年）， 

前聖三一學院划艇隊隊長，被派往華北，很快他便能用

流利的中文佈道。1931 年 1 月 31 日他在中國蘇州去

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還在佈道。 

 

      施達德（Charles Thomas Studd，1860 年-1931

年），曾是英國著名的板球手，知名度最高。當時他毅

然決定放棄板球傳教曾引起很大轟動。來中國後他主要

在山西傳教，1894 年由於健康惡化回國。後來又前往

印度和非洲傳福音。 

 

      亞瑟·端納（Arthur Polhill-Turner，1862 年-

1935 年），來中國後，他在 1888 年被按立為牧師，並

遷居到人口密集的鄉下，以儘量接觸更多的普通百姓。

1900 年庚子之亂中他仍舊留在中國，沒有離開，直到

1928 年退休回到英國。1935 年去世。 

 

      寶耀庭（Cecil Polhill Turner，1860 年-1938

年），畢業于伊頓書院(Eton College)，是騎兵中尉，

放棄了升遷機會，來到中國四川傳教，他負責西北部西

藏邊區。1892 年他和妻子在暴亂中幾乎被殺。1900

年，他因健康不佳回國，無法再回到中國。1938 年在

英格蘭去世。 

 

      章必成（Montague BeauchamP，1860 年-

1939 年），是一個高大、強壯的划船選手，男爵之

子，1900 年庚子之亂中撤離中國，1902 年又回到中

國。1911 年他回到英國參加英軍。1935 年，他的兒子

成了第二代來華的傳教士，他也一起回到中國；1939

年，他在兒子的傳教站去世。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1861 年-1946

年），出身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將

軍之子，原是炮兵少尉。後來接續戴德生領導中國內地

會 30 年。1935 年退休後仍留在中國，後來被日軍關進

集中營，直到 1945 年日軍投降才被釋放，在中國居留

達 60 年。1946 年 5 月，他在倫敦去世，是“劍橋七傑”

中最長壽的一位。 

 

           ▲威廉·波頓（William Borden） 

 

     威廉·波頓（William 

Borden,1887-1912 年），出

生於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庫

克縣，一位才華橫溢的耶魯

畢業生，百萬富豪。為了福

音的緣故，他捨棄百萬財

產，甘心奉獻給中國，他本

人也同時前往中國。他的目

的地是中國的甘肅，向中國

的穆斯林傳福音，他在赴中國的途中停留在埃及，學習

阿拉伯文，卻不幸染上了腦膜炎，25 歲便英年早逝。

他是否浪費了寶貴的生命？離世前，威廉·波頓在《聖

經》上自己曾經寫下“毫無保留”和“永不後退”兩行誓言

的地方，寫下了他最後的心願：“無怨無悔！” 

 

         ▲慕拉第（Lottie Moon） 

 

    慕拉第（Lottie 

Moon,1840-1912 年），她出

生於美國維吉尼亞州阿爾伯瑪

律縣一個富裕的浸信會家庭。

她 1861 年獲得碩士學位，是

當時少數接受高等教育之女

士，她聰慧過人，能夠運用拉

丁、希臘、法、德、、義大



利、西班牙等多種語言，也能流暢地閱讀希伯來語。她

並不是平凡的望族閨秀，因為她信靠的上帝是非凡的。

上帝感動她看到中國人民的需要，1873 年她前往中國

的山東登州，後來又去了平度和黃縣開闢新教區，在中

國整整服事了 40 年。起初，中國人不信她、排斥她，

但她拒絕離開。她烘烤的曲奇餅乾的芳香不斷將人吸引

到她的客廳。就這樣，許多人接受了她和她的救主。慕

拉第不僅服事中國人，她更認同中國人。1912 年，山

東大災，加上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慕拉第將她所有的

積蓄和糧食省給了身邊的中國人，自己默默地挨餓。那

一年的平安夜，慕拉第在被送回美國治療的途中於船上

病逝。由於饑餓，當時她的體重還不到 45 斤。 

 

          1918 年，美國南部浸信會決定在每年的耶誕節

舉行特別奉獻，支持國際宣教，稱之為“慕拉第聖誕奉

獻”。近年來，慕拉第聖誕奉獻的金額已經超過了 1 億

5 千萬美元，占美南浸信會年度預算的一半。 

 

      ▲李愛銳（Eric Henry Liddell） 

 

  李愛銳（Eric Henry 

Liddell，1902-1945 年），

蘇格蘭最偉大的運動天才。

但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是他

對於信仰原則的堅持。1924

年他代表英國參加巴黎奧運

會，當他發現 100 米的預賽

是在星期天舉行，他拒絕參

賽，而是去了教會講道。雖

然他最擅長的是 100 米，他改跑 400 米比賽。在決賽

中他贏取了金牌，並打破了世界紀錄。他的運動才華和

他的信仰原則，成為好萊塢影片“烈火戰車”的主題。

“烈火戰車”榮膺四項奧斯卡大獎，包括 1982 年“最佳影

片”獎。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李愛銳出生在中國的天津，

他的父親當時是在中國傳教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詹姆

士·丹露帕·利德爾牧師。李愛銳在中國長到 6 歲時和 8

歲的哥哥羅伯特回到英國，進入專收傳教士孩子的寄宿

學校伊爾撒姆學院，而他的父母和他的妹妹珍妮則又返

回到中國傳教。1925 年在愛丁堡大學畢業後，他再次

來到中國，成為宣教士在華北一帶傳教。二戰中，因為

他的英國國籍和傳福音的行動，被日本軍隊監禁在山東

的集中營。1945 年在戰爭結束前夕，他病逝於山東濰

縣的集中營。戰後李愛銳被安葬於河北省石家莊市的華

北烈士陵園，那裡還長眠著白求恩、柯棣華等烈士。

1991 年愛丁堡大學用蘇格蘭的花崗岩為他樹立了一座

紀念碑，紀念碑上鐫刻著《聖經》以賽亞書中的一句

話：“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濰縣

市政府也在 2005 年紀念濰縣集中營解放 60 周年的活

動中為李愛銳的紀念碑獻了花環。 

 

       ▲艾偉德（Gladys Aylward）  

 

   艾偉德（Gladys 

Aylward，1902-1970 年），出

生於英國倫敦以北米德爾塞克

斯郡的埃德蒙頓，父親是一名

郵差。早年未受太多教育，做

過侍女，後決心去中國傳教，

被內地會拒絕，但是內地會安

排了她先去照顧兩位從中國返

回養老的老傳教士，這兩位年

老的傳教士便是揚何斯本爵士

（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夫婦，在他們那裡她練

就了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語，並學習了很多關於東方的知

識。 

 

          1930 年初，在衛理公會的一次聚會中，她偶然

聽說中國山西有位老宣教士珍妮·羅森（Jeannie 

Lawson）已經 73 歲了，因無人接替而不能退休，便馬

上寫信給羅森說：“那人就是我！” 1930 年 10 月 18

日，28 歲的她隻身從英國出發，耗盡了自己所有的積

蓄，乘船和火車，輾轉俄國、日本，經歷了一路的艱辛

困苦，最終到達天津。後又從天津長途跋涉到達山西的

陽城，找到了年老的衛理會傳教士珍妮·勞生（Jeannie 

Lawson）。在陽城，珍妮在城門外騾隊往來的大道旁

租了一座有大院的大房子，因為這房子被當地人認為是

“鬼屋”，所以租金很便宜，一年只需 1 英鎊。她們將這

大院和房子清理得整潔乾淨，改作一座客棧，專門向來

往做長途運輸的騾夫們提供食宿。這客棧名叫“八福客

棧”，取自《聖經》中耶穌的“登山寶訓”。 

 



            當騾夫們休息吃飯的時候，艾偉德就給他們講

聖經故事。許多人便是這樣信了耶穌基督。一天，她從

一個乞丐手上買了一個生病的女孩，花了 9 分錢。她疼

愛這個女孩，收養為自己的女兒，給她起名叫“9 分

錢”。後來“9 分錢”從外面領回來一個無家可歸的男孩，

說自己寧可吃少一點，好節省食物分給那個男孩，男孩

留了下來，並且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少一點”，就這樣她

收養的孤兒越來越多。陽城縣的縣尹看到了那些騾夫們

的變化，便前來探訪艾偉德，要求她來幫助他推動當時

政府正在推行的“天足運動”，艾偉德答應了，後來她還

幫助縣尹平息了一次監獄暴亂。最後這個縣尹也歸信了

基督。  

 

          1936 年，艾偉德撕毀了她的英國護照，加入了

中國籍。1939 年，日本軍隊進攻這一地區，由於艾偉

德在美國的《時代雜誌》（Time）上控告了日本軍隊

在中國的暴行，日軍發了告示要懸賞捉拿這個“小婦人

艾偉德”。艾偉德不得不帶領 94 個中國孤兒翻山越嶺、

一路跋涉進入了安全的陝西地區。二戰之後，艾偉德在

香港和臺灣開辦孤兒院，幫助那裡的人民，直到 1970

年在臺灣去世，安葬在臺北，安葬時她的頭朝向中國大

陸，表達了她對大陸這片土地的眷戀。 

 

         1949 年她的故事被英國廣播公司的柏格斯（Alan 

Burgess）寫成《小婦人》（The Small Woman）一

書，1957 年好萊塢又以她的故事為藍本改編拍攝了電

影《六福客棧》。 

 

▲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

1978 年），貝德士被譽

為中國人的“辛德勒”。

他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

的 Newark。父親是基

督會的牧師和大學校

長。他畢業於俄亥俄州

的海勒姆大學（Hiram College），並以羅茲學者

(Rhodes Scholar)的身份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文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1920 年，貝德士作為基督教聯合傳教會

（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即基督會）的

傳教士前往中國，在中國的南京大學教授歷史，一直到

1950 年離開中國，長達 30 年之久。這期間他還獲得了

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歷史系哲學博士學位（1935

年）。南京大學於 1910 成立，由三所美國基督教差會

支持的大學合併而成。抗戰爆發後，南京大學西遷重

慶。貝德士以副校長名義負責留守南京校產。1937 年

12 月，日本軍隊佔領了南京，大肆強姦、洗劫、縱

火、殘酷屠殺戰俘和平民。許多史學家相信南京死亡人

數高達 30 萬。貝德士和幾位西方宣教士冒著生命危險

組織建立了“南京安全區”，他起先是南京國際安全區委

員會的發起人與組織者之一，隨後便成為南京國際救濟

委員會的重要骨幹和最後一任主席。這期間，他一方面

幫助南京平民躲避日軍的瘋狂屠殺和蹂躪，救難民於水

火。一方面根據當時自己的所聞所見，對日軍在南京的

暴行作了記錄，並冒著生命危險保留很多寶貴照片和資

料。史學家認為，在歷時數月的南京大屠殺當中，貝德

士博士和他的國際委員會挽救了 5 萬到 25 萬中國人的

生命。 

 

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 

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 all. 

                                                                                        

                              --------James Hudson Taylor 

 

如果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如果我有千條

性命，我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戴德生 

  

           五代人前赴後繼，連接四大洲的愛與犧牲，歷經

三個朝代的風雲變幻，跨國兩個世紀，朝向一個不朽的

使命----將耶穌基督的愛帶到成千上億的中國人當中。 

 

           今日的中國是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一個擁有

14 億人口的國家。她已經躋身於經濟強國之列，與西

方宣教士在 19 世紀時進入中國的時候，早已不可同日

而語。但有一件事未曾改變：中國和她的人民需要救

主。 

 

           愛是渴望為別人犧牲自己，愛是打破人與人隔閡

與束縛的奇跡，愛是治癒成千上萬心靈的良藥，愛是上

帝的心和永不失敗的力量。  

  

          [  本文轉自愛加倍家庭中心 Agape Family Center ] 



  我知道神會保守我 
    文:王姊妹 

 

   今天是我人生中至關重要的一天，是我在眾人

面前受洗宣告我成為神的兒女的日子。 

 

            今年是在 Tulane 本科的第二年，最初來美國想

說學好學業就是最大的成功，從沒想過來到新奧爾良還

讓我認識神了並接受神。來這已經一年半了，但從今年

的七月份才第一次接觸教會。這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讓我甚至開始質疑自己當初出國的選擇。感謝神，在我

最人生低谷的時候把我引領到了教會，並揀選了我做祂

的兒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自己這一路來的經歷。 

 

               從小我就是一個在眾人期盼的眼神下長大的小

孩，父母生我的時候已經四十歲，這也是我名字的來

歷，天賜幼女。但因為父母工作比較忙，我一直是姥姥

照顧長大的。到了初中成績還算不錯考進東北育才，也

開始了住校生活，也變的越來越獨立。從小覺得算是在

讚美聲中長大的孩子，但這也無形給了我很大的壓力，

父母雖然不說望女成鳳，但我知道他們在我身上是寄託

了很多期盼的。所以我總是不停的告訴自己要努力，希

望是父母的驕傲；有的時候也是想讓他們在繁忙的事務

中多給我關注。所以當身邊很多同學準備出國，我也為

不落人後開始了美國學校的申請，一切都進行的很順

利；也開始構想來到美國這個眾人口中的天堂之後的生

活，一度以為會像 Gossip Girl 裡面上東區名媛們一樣享

受人生；可是到了美國才發現現實和理想究竟有多大的

差距。以前一直是眾人焦點的我到了這連去速食店點餐

都要根據價錢判斷份量，以前一直自詡英文不錯的我到

了這上課除了 Hello 基本都在神遊。以前覺得不愁吃喝

的我到這喝個水都要想著美元匯率，不知道該怎麼用語

言描述那種充斥著失望和絕望的心情。 

 

             我本就是個怕寂寞怕孤獨的人，剛開學的颶風

又徹底打擊了我一次。同學們在宿舍相聊甚歡，我就只

能躲在角落開啟著託福聽力的狀態，卻還是一句話都插

不進。可是為了不讓爸媽擔心，也是為了證明出國的選

擇沒錯，只好在電話裡忍著淚說著違心的話；於是開始

努力給自己打造一個學霸的形象，想說至少要找到自己

拿的出手的地方。課程一遍聽不懂我錄音多聽幾遍，作

業不會做，就天天 Office Hour 去堵老師。別人上五門課

我上八門， 甚至連暑假都連上了三個月的暑期課；我

期盼著在這上面找回曾經自信開朗的我。屋漏偏逢連夜 

雨，我在 NOLA 最好的朋友，好不容易勸動她陪我一起

上暑期課，她卻交了男朋友忽略了我；而後更是因為一

個很深的誤會鬧到絕交。直到現在雖然誤會解除了，但

我們卻再也沒法回到那毫無芥蒂的日子了。 

 

              在一個暑假高強度 21.5 個學分的情況下，每天

看著同學們回國傳的闔家團聚的照片，又面臨著每天面

對著曾經最好的朋友卻連陌生人都不如，我真的覺得我

選錯了，就覺得放著大好日子不過你來這遭什麼罪 

呢，那是我第一次覺得真的要放棄了。我也想過要不就

做個 Party Queen 吧，每天去 Bar 盡情宣洩。可就是在我

決定去 Bar 的那個週末，晴晴給我打電話說要去教會要

辦一個 Dinner，我想說有個地先吃個晚飯也不錯，就跟

她一起去了。現在有時候想想真的是後怕，如果那天沒

有來教會，我自己都不敢想像會發生什麼事情。在那個

dinner 我認識了李醫生還有一些教會的兄弟姐妹，也是

本著蹭飯，週五我就去了 Tulane 的團契。我清楚的記得

那天我們唱了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我聽著大

家唱那首詩歌，莫名其妙的就覺得特別感動，不知道是

因為詩歌還是大家身上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樂。之後李醫

生說可以載我去教堂，我也想著至少不用一個人呆著就

跟著去了。那天的講題正好就是前方的路，我那一瞬間

覺得怎麼就會有這麼多巧合在一起，所以開始相信一定

是冥冥之中有個力量在引領著我，所以當時就和幾個學

生決了志。 

 

             這之後來教堂好像就變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管一週過的如何，到了教堂，唱著詩歌與大家問安的

時候，我的那份踏實讓真的是可以拋卻一切事情，把自

己帶到神的面前聽祂的話語，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弟兄姐妹們那種互相的關懷。有的時候真的不敢相信怎



麼就會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城市，有人想媽媽一樣的對待

我，甚至關注著我的一舉一動，關心著我的情緒。雖然

週末早起對我來說真的是相當艱難，但只要是時間允

許，我一定會去教會，因為那裡就好像有魔力一樣，可

以讓我變的平靜有安全感。而且不論我走到哪，面對什

麼樣的事情，我都知道神會保守著我，給我最適合我的

東西。

 
    

 

 我的靈魂需要去度假 
 

      馬太福音十一章 28 節是一段很安慰人的經文，

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

們得安息。」擴增版聖經是這樣說的：「我要放鬆、解

放、恢復你的靈魂。」 
 

          經文中沒有說使你的身體復原，而是說要讓你的

靈魂恢復。身體當然需要休息，但老實說，身體得到休

息時，靈魂卻未必放鬆。靈魂是思想、意志、情感的組

合；靈魂是我們內在的生命。 
 

         很多時候我們會感覺心靈比身體更疲憊；每當夜

幕低垂，擔心害怕就把我們弄得精疲力盡。缺乏安全感

也會讓人疲憊不堪。 
 

          耶穌說：「到我這裡來，你會找到內在生命所需

的東西，你的痛苦會減緩，精力會恢復，會感到舒適和

放鬆。」聽起來祂好似在說我們的靈魂需要度假（休息

和恢復）。 
 

           我們經常身體去度假，但心靈卻沒有休息，仍然

忙著思索著收假後要做的事，擔心這不對，那不好，而

生氣煩躁。看！你的身體在度假，思想卻仍忙碌著，等

度完假回到家後感到更疲累。你就說：哦！我還需要另

一個休假來恢復這個旅行帶來的疲勞。 
 

          這裡是個啟示：這世界不會改變，魔鬼也不會改

變，別人也不會改變，只得我們自己轉變了；所以我們

要學習如何使靈魂在主裡得到安息。 
 

           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一章 28 節中所說的意思是：

你若為某事心情煩亂，到我這裡來。你若有困難無法可

想，到我這裡來。你的孩子若碰到麻煩，到我這裡來。

你若心中背負著重擔，到我這裡來。我要使你得安息。 

   耶穌與肥皂 
 

  有兩個人一起散步，其中一個是傳教士，另一個

是肥皂製作商。這位肥皂製造商滔滔不絕地說話，而那

位傳教士卻一直在聽。 
  

           肥皂製造商對傳教士說：「請告訴我，教會有什

麼好？你的講道有什麼好？聖經有什麼好？人活在世上

盡是麻煩，有人偷竊、有人相互殘殺、有人彼此怨恨。

教會至今已設立兩千多年，講道、閱讀聖經也兩千多

年，但卻沒有使一切更美好。人，還是一樣，他們仍然

在爭奪、偷竊、殺害、仇恨。」 
  

           這位傳教士沒說什麼，他只是聆聽，過了一會

兒，他們路過一個地方，這裡有好多小朋友在泥漿中玩

耍。 
  

           這位傳教士就和肥皂製造商說：「你說肥皂可使

人乾淨？我不相信。你看看這些小朋友，他們多髒啊！

肥皂有什麼好？肥皂已經存在幾千年了，可是，即使世

上到處都有肥皂，這些小朋友卻還是被泥漿所弄髒？」 

 

           那位肥皂製造商就說：「牧師呀！除非人把肥皂

拿來使用，否則它發揮不了功用。」 
  

          「完全正確！」傳教士說：「肥皂本身無法使人

乾淨，除非人拿來使用才行。這個道理和耶穌的道理是

相同的，耶穌的道理也許沒辦法改變人，除非人們把祂

所說的道理實行出來。」 
    

          態度改變，你的習慣跟著改變；習慣改變，你的

性格跟著改變；性格改變，你的人生跟著改變。 
 

            [ 本文轉自復興報 ] 



神揀選了我 
 
       文:刘明宇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對於我的人生來說是意義重大一天。因

我今天懷著無比的喜樂受洗重生，並公開承認我對於神、聖靈以及主耶穌基

督的信仰，其意義之大甚至可以等同於出生。感謝大家與我共同見證這一奇

妙的時刻。在此，想與大家分享關於信主歷程上的所經歷過的種種，讓我在

回首往事的過程中審視自己；同時但願能為其他弟兄姊妹提供藉鑒。 
 

            回想第一次接觸基督教，大概是在很小的時候去參觀哈爾濱的聖索

菲亞大教堂；當時的對於主耶穌基督一無所知，更不瞭解什麼是上帝的救

恩，只覺得那座尖頂上帶有十字架的建築是如此的莊嚴而神聖。後來，我在

各種文學作品和其他書籍中對於基督教有了進一步的瞭解，知道了有一位掌

管一切的神，還有一位被釘十架的耶穌；雖然當時的我對這一切也只是一知

半解，但隱約覺得這位掌管一切的神一定是無所不能的。再後來上了中學以

後，標準化的教育開始動搖我對基督教的看法。在歷史課本裡，基督教被描

繪成了羅馬君王用來穩定民心的統治工具，而在政治課本裡，神的存在和各

種奇妙的神跡更是被曲解成為人們想像中的美好傳說，這對我的世界觀產生

了很大的改變以至於有一段時間甚至都無法想像自己會成為一名基督徒。這

一切錯誤的認識一直持續到第一次有信徒給我傳福音。 
 

      給我傳福音的是媽媽中學時代的好朋友，我叫她張阿姨，這是第一

次與一位信主多年的老教徒進行深入的交流。當時獨自一人到北京去學習，

家住北京的張阿姨給了我很多幫助。起初並不知道她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但

在她的日常生活和言談舉止中可以感受到她很善良而且和藹可親。後來在一

次關於人生的談話中她用很多聖經上的話語和道理來開導我，當時的我正因

為不理想的高考成績和不如意的大學生活而感到失落，於是她就把她自己信

主前在生活中所遇到過的挫折和困惑講給我聽，並告訴我主耶穌基督怎樣改

變了她的人生。張阿姨的經歷使我認識到自己不應該沉溺於過去失敗的痛苦

中而應該積極地振作起來面對人生，同時也使我感歎基督教能對一個人的人

生所帶來的積極變化。所以當張阿姨邀請我週五去參加她們的團契時，我毫

不猶豫地答應了。起初只是懷著試試看的心態去體驗一下，但當在團契中認

識了很多同樣因耶穌而改變了生命的弟兄姊妹時，我深深地被這個充滿了愛

與溫暖的大家庭吸引了；所以在這之後又參加了週日的主日敬拜。當我回到

哈爾濱時，最擔心的就是找不到合適的教會，但是感謝神的奇妙安排，在哈

爾濱也順利地在弟兄姊妹的幫助下找到了適合的教會。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在追尋主耶穌的路上並非一帆風順。由於自己

軟弱，來自外界的挫折和來自內心的困惑一次又一次地動搖著我。這期間，

受到過慾望的誘惑，遭到過身邊的冷嘲熱諷，產生過各樣的疑惑；甚至家人

也不完全支持我，也因此曾經多次產生過要放棄的念頭。但是感謝充滿慈愛

的天父，祂揀選了我，並無時不刻地看

顧著我的腳蹤。每當因自己的軟弱而偏

離神的旨意時，祂都會通過安排各種奇

妙的經歷提醒我，並循循善誘地引領我

回到那條聖潔的道路上來。每當做了不

好的事情，就會有聖靈的聲音在內心裡

提醒我，讓我因內心感到愧疚而及時悔

改。每當向祂發出發自內心的懺悔時，

仁慈寬厚的神都會垂聽我懺悔的聲音並

赦免我的罪過。每當遇到人生中的低谷

而感到無助時，我都會向神仰望交托，

而祂就會為我加添力量，讓我重拾信

心，陪伴我走出低谷。每當在人生的路

上迷失了方向，只要求神引領，祂都會

向黑暗中的燈塔一樣為我指明正確的道

路。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有神為我安

排，雖然時有坎坷，但最後總能在祂的

引領下順利完成。凡對我有益的事，祂

都會為我成全，因為祂比我更清楚我需

要什麼。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位全能、

公義而且慈愛的神引領，才使我能夠堅

定地走在這條路上，不至偏離。也要感

謝這期間弟兄姊妹們對我的幫助，我們

因主耶穌對我們的愛而團聚在一起成為

相親相愛的一家人，這也是神的美意。 
  

           若神沒有揀選我，祂就不會安

排各樣的機會讓我認識祂。若神不愛

我，祂就不會與我同在並耐心地引導我

走義路。若神不愛世人，祂就不會差遣

祂的獨生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救贖世人而

被釘十字架。 
 

           所以在這感恩節的日子裡，要

感謝慈愛的父神揀選了我，也要感謝主

耶穌基督為我們這些有罪的世人受苦，

用祂寶血塗抹我們的罪；感謝祂給了我

一個重生的機會。同時也要感謝當初給

我傳福音的張阿姨，她在主裡為我做了

一個好的榜樣，希望我將來也能像她一

樣用自己的行動讓更多人認識主耶穌基

督。最後感謝眾弟兄姊妹與我一同見

證。 



 靈糧 文:靈命日糧 /推薦:Connie龐 

 

閃耀的生命 
  A life that shined 
 

讀經: 馬太福音 5 章 3-16 節/你們的

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

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 章 16 節 
 

   據國際籃球協會的統計，籃球是世界第二受歡

迎的運動，估計全球約有四億五千萬的愛好者。在美

國，每年三月舉辦的大學籃球賽季，經常會提起一位傳

奇教練──約翰·伍登（John Wooden）。在他擔任加州

大學教練的二十七年間，帶領球隊贏得十次國家冠軍頭

銜，創下空前的記錄。約翰·伍登於 2010 年逝世，至今

仍備受懷念，不只是因為他的成就，更是因為他的為

人。 
 

           伍登真正地活出了基督信仰，在角逐輸贏的競賽

環境裡，他真誠地為別人設想。他在自傳《他們叫我伍

登教練》（  They  Call  Me Coach）中寫道：「我總是強

調打籃球不是人生最終的目標，它只不過是人生的一小

部分罷了。唯有將生命交到救主耶穌手中，才能得到真

正的勝利。除非將生命交給主，否則我們就會失去生命

目標，茫無目的，徒勞無功。」 
 

          約翰·伍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尊崇上帝，他的榜樣

值得我們效法。耶穌說：「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

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

上的父。」（馬太福音 5 章 16 節） 
 

            求主讓我能發光， 顯出祢的美和善；  

            讓人經我得見祢， 生命有主自璀璨。 

 

無論你是山上燈塔，還是角落燭光，為主盡情閃耀吧！

 

     父親的榜樣   

             A father to follow 
 

讀經: 歷代志下 17 章 1-10 節/（約沙法）只尋求他父親

的上帝，遵行祂的誡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為。 —

歷代志下 17 章 4 節 

 

   每當想起父親，就讓我想到人們常說的話：

「身教勝於言傳」。在我還是少年時，就看著父親過敬

虔的生活。他在主日早晨參與教會服事；在成人主日學

教導聖經課程；幫助點數奉獻；擔任教會的執事。在教

會外，他忠心地維護真理，勤讀聖經。我看到他用行動

來表達對上帝的愛。 

 

           猶大王亞撒，曾經活出了委身於上帝的榜樣（歷

代志下 14 章 2 節）。他除掉外邦神壇，重新修築耶和 

 

華的祭壇（15 章 8-12 節）。他的兒子約沙法，繼承並

延續他的風範，尋求「他父親的上帝，遵行祂的誡命」

（17 章 4 節），約沙法除掉一切邱壇和木偶（6 節），

差遣祭司及利未人走遍猶大各城教訓百姓（7-9 節）。 

 

         約沙法的統治承襲了他父親的作風，他忠實謹守

亞撒合上帝心意的典範，然而更重要的是，約沙法「高

興遵行耶和華的道」（6 節）。今天，倘若你正尋找一

個好父親的榜樣，請謹記你在天上的父是最佳的典範，

當歡喜快樂來遵行祂的道。 

 
          頌揚父神美名， 發自內心讚美，  

          作感恩的兒女， 讚祂旨意完全。 

  

         當我們稱上帝為父，並活出祂兒子的樣式， 

         就是在尊榮祂的名。 

http://traditional-odb.org/2013/09/15/%e9%96%83%e8%80%80%e7%9a%84%e7%94%9f%e5%91%bd%e2%80%a9/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6%AD%B7%E4%BB%A3%E5%BF%97%E4%B8%8B%2017:1-10;&version=CUVMPT


  上帝旨意 God's will 
 

讀經: 詩篇 37 篇 23-40 節  /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

他的道路，耶和華也喜愛。 —詩篇 37 篇 23 節 

 

  我們會常常尋求上帝的旨意，特別是在面臨困境

時。我們時常疑惑：「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該留在

原地？還是上帝要我去別處？」其實，獲得確切答案的

唯一方式，就是做好上帝現在要你做的事，盡你當下的

責任，然後等候上帝下一步的引導。 

 

          當你按著所知道的去行，你就有力量繼續行走接

下來的每一步。一次一步，行得踏實，這是我們學習如

何與上帝同行的方式。 

 

          或許你會說：「假如我走了第一步，下一步該怎

樣呢？」這是上帝的事，你和我的責任就是順服上帝今

天的指引，將未來交託給祂。詩人也說，我們的步伐

「被耶和華立定」（詩篇 37 篇 23 節）。我們只需要今

日的方向，明日的指引對我們來說毫無用處。英國作家

喬治‧麥克唐納說過：「上帝有許多的功課要教導我

們，我們不知道課本的下一頁是什麼，只能看到上帝攤

開的這一頁；除非我們學會了這一頁的功課，否則無法

翻到下一頁。」 

 

          耶穌說：「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馬太福音 6

章 34 節）。所以，只要我們真心遵行上帝的旨意，每

天順服祂的引導和警告，且用信心踏出順服的每一步，

就會看到上帝帶領我們度過每一天。 

 

          我行之路上帝皆曉， 每個傷痛祂都看到；  

          祂不撇棄祂的兒女， 祂深愛我如同至寶。  

 

      能尋見上帝的方向並跟隨之人，何其有福！ 

 

 

  看見上帝的愛 Seeing God in familiar places 

 

讀經: 以賽亞書 6 章 1-6

節/祂的榮光充滿全

地！ —以賽亞書 6 章

3 節 

 

  我所居住的地

方，讓我經常能看見

上帝奇妙的創造，壯麗而榮美。最近一次開車穿過叢林

時，映入眼簾的美景不禁讓我屏息，艷麗的橙紅色與各

種黃綠色交織成秋季樹景，與蔚藍的天空相映成趣，形

成一幅極美的藝術畫作。 

 

         不久後，隨著氣溫驟降，冬天也悄悄來臨，雪花

將覆蓋大地，每一片獨特雪花，堆積成白色世界。隨後

而來的，是奇妙的春天，死寂的萬物將會甦醒，花苞和

新綠點綴大地，綻放繽紛色彩。 

 

           每當我們環顧周遭的世界，就能見到「祂的榮光

充滿全地」的證據（以賽亞書 6 章 3 節）。更奇妙的

是，即便我們周圍的受造物都被罪惡所敗壞（請參閱羅

馬書 8 章 18-22 節），上帝卻以創意之手揮起愛的畫

筆，裝點我們這墮落的世界。周遭美麗的創造每一天都

提醒我們，上帝的恩典是如此美好，能幫助我們勝過罪

惡。如果上帝愛這墮落的世界，祂豈不更愛我們呢？只

要我們願意回轉，就能隨時得著祂無比的慈愛。 

 

   主啊！願我們留心祢的恩典及慈愛。  

 謝謝祢藉著美麗的萬物彰顯祢自己。  

               教導我們透過這些美麗的創造， 

                    思想祢的奇妙作為。 

 

        每一個自然美景都是上帝創造，享受其中吧！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A9%A9%E7%AF%87%2037:23-40;&version=CUVM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