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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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3 Continental Dr., Kenner, LA 70065 

 活水双月刊 

  主後二千零一四年六月號（第82期） 

 Living Water  
  Bimonthly Newsletter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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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與普世宣教 
   
         ◆余俊銓牧師( 神州華傳國際總主任 ) 

 
      在耶穌時代，世界人口約一億八千萬，經過十數世紀，到了 1850

年才達到第一個十億；八十年後，於 1930 年再增加十億。此後，每十億的

遞增所用的時間愈來愈短──1960 年三十億、1975 年四十億、1987 年五十

億、1999 年六十億，2011 年底七十億。現在，全球人口已超過七十一億。有

專家預測，到了 2050 年，人口可達 95 億。神的心意是願意萬人得救（參提

前二 4），祂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參彼後三 9）。我們無從

知道，得救的人數何時滿足，只知道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並要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這是神子民的國度使命，也是古今各民族基督徒在耶穌

再來之前的不變任務。 

 

                                           基督徒的數目 

 

            據英國差傳統計學家巴大衛（David Barrett）2013 年 1 月公佈的數據

顯示，全球基督徒人數為二十三億五千四百五十二萬三千人，佔全球人口的

33%（其實，這比例過去一百年來並沒有突破，都是徘徊在 31%至 34%之

間。）基督徒人數雖有增加，但相比於世界人口的增長卻仍遠遠落後。況

且，那只是廣義基督徒的統計數字，當中有很多不過是有名無實的基督徒，

包括了相當數目的天主教徒、東正教徒，甚至是摩門教徒等。因此，真正重

生的基督徒估計只有統稱基督徒的三分之一，即約佔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

另外，七十一億人中的三成多是已得聞福音之民（他們的群體當中已有再生

能力的教會），四成是被歸類為

最少得聞福音之民（他們的群體

當中沒有再生能力的教會），若

以群體（people group）為單位計

算，則大約有六千九百個這類最

少得聞福音的群體。他們基本上

是屬於世上幾個主要宗教集團，

包括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

等，有著非常根深蒂固的信仰背

景，是撒但牢籠的核心，且大多

數集中在亞洲。 

 

          未得救的人數仍是一個龐大

的數目！面對如此巨大的需要，

不管路仍有多長，困難和障礙有

多大，主所託付的使命仍是我們

所要努力遵行和完成的。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7204/%E4%BD%99%E4%BF%8A%E9%8A%93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806/%E8%8F%AF%E5%8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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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意義 

 

           福音派教會很清楚認定，無論人怎樣自稱為基督徒，只有那些真正認

罪悔改，靠基督寶血得蒙救贖，因信稱義者能稱為神國的子民，否則即使受

洗、入教多年，仍不能因此成為神的兒女。然而，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

就算是那些清楚得救，已重生、與神和好，甚至可稱得上是向神委身的人，

也對「基督徒」這名號的理解有著很大的偏差。他們以為「基督徒」只是一

個稱呼，泛指所有相信了耶穌，接受祂為救主的人（當然，不用「基督教

徒」這稱呼已不錯了），卻忽略了基督徒這身分的真正意義。他們會覺得教

會裏一般的信徒都自然或等同是「基督徒」，並且認為只要是基督徒便已足

夠了，不一定要成為門徒。在他們的心目中，門徒彷彿是那些較為長進的信

徒而已，所以可作或不作門徒。他們完全忘記了「基督徒」這三個字在使徒

行傳第十一章二十六節出現時的意思，那不是一種自稱，而是別人給門徒的

一個稱呼。如果不是門徒那種跟從、效法和表彰基督的生命被人看見，他們

是不可能被冠以「基督徒」的稱號。因此，是先有門徒才有基督徒，但今天

很多人卻把次序倒轉了，以為作基督徒已經很好了，不必追求作門徒。我們

接受基督是否只為了上天堂？有沒有把生命的主權都交給祂？用生命救贖我

們的那位，就是配作我們生命的主宰，不要把「救」「主」兩部份分開。當

信徒自稱為基督徒時，是否是一個真正跟從和履行基督吩咐的門徒？ 

 

          既然「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是大使命的目標，當我們要遵行主的吩咐

時，便必須自己先作一個門徒，以基督的心為心－－想主所想、愛主所愛和

作主所作的，才能影響、幫助和建立其他人成為主的門徒。 

 

                                        基督徒的作用 

 

           為甚麼有教會歷史以來，都有那麼多掛名的基督徒？一則由於信仰上

的問題，他們只以基督教為宗教之一，卻沒有真正與神建立生命的關係。二

則他們即或已清楚歸主，卻停留在得救的地步，沒有按被揀選的位份，活出

基督生命的樣式。教會中有不少「門徒訓練」的課程，卻沒有產生更多有名

有實的門徒，因多半只從頭腦知識入手，或以增進與神有更親密關係，並增

強某些事奉技巧為定位；況且有很多人根本不參加這些課程，殊感嘆惜！這

些好事可能正成為我們作更重要之事的攔阻。除非我們真正做一個以大使命

為中心的基督徒，彼此以生命影響生命，否則我們失卻作門徒的意義，也沒

有發揮在神國裏應有的作用。今天有不少信徒看重各自「個體」追求而忽略

教會「整體」成長，強調「內視」而輕忽「外視」，甚至只渴求屬靈的「深

度」，卻欠缺國度的「廣度」，導致教會的生息循環不能連貫、壯大和延

續。我們要求神的憐憫和光照，求靈裏真正的復興！ 

 

            其實，七億重生的基督徒不見得是一個少數目，只要人人動員，肯被

主興起、差派到不同崗位服事，世界必定會改變。只可惜很多已天然奉差遣

的工人（每一個已蒙恩得救者）一直在罷工、殆工，不肯做工，致出現「莊

稼多，作工的人少」這現像。 

 

             基督徒應該從何做起？ 

 

            1. 將生命主權給主 

 

           使徒保羅說，將身體獻上當

作活祭是理所當然的（參羅十二

1）；又說，既然蒙召，行事為人

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參弗四

1）。如撒該蒙恩之後，便立刻以

行動表明生命已經改變， 

 

          藉此見證和榮耀主（參路十

九 1-10）；掃羅遇見主之後，馬

上回應說：「主啊，我當作甚

麼？」（參徒二二 10）並且願意

遵從，這正是將生命主權給主的

表現。 我們是否也願意聽憑主的

吩咐，任由祂的差遣？ 

 

       2. 更多懇切呼求 

 

           這是復興的起頭，從自己的

靈命省察與認罪悔改開始。同時

為有名無實、不冷不熱的「基督

徒」代求，叫他們不要在恩中墜

落，反而重新醒起，重投宣教的

行列（尤其是 40/70 之窗內的教

會、信徒）。當然，我們也不忘

在其他宗教集團下被牢籠的數以

十億計靈魂，求神攻破撒但一切

堅固的營壘，拯救他們離開黑

暗，進入光明。記念所有地方教

會本地與外地的同、近文化福音

事工，努力引領更多同胞歸主，

繼而壯大宣教大軍行列，參與本

地與外地的跨文化事工。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164/%E5%9F%BA%E7%9D%A3%E6%95%99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164/%E5%9F%BA%E7%9D%A3%E6%95%99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1309/%E5%A4%A7%E4%BD%BF%E5%91%BD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164/%E5%9F%BA%E7%9D%A3%E6%95%99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1309/%E5%A4%A7%E4%BD%BF%E5%91%BD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1309/%E5%A4%A7%E4%BD%BF%E5%91%BD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321/%E5%AE%A3%E6%95%99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321/%E5%AE%A3%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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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真正發揮鹽和光的作用 

 

          信徒要真正發揮鹽和光對社會的積極作用和正面影響，包括勇敢站出

來為福音真理、信仰作見證，在社會的各階層中引領更多人歸主。因為不管

時代如何改變，唯有福音能真正填補人心靈的需要，故此不能因為不信世界

的聲音而影響我們要繼續宣教的決心。信仰和傳福音的自由永遠不是地上任

何政權所賦予，乃是神所命定的，故此宣教就成為神子民在任何時、地的天

職、權利、責任和福氣！人可以拒絕基督教信仰，卻不能禁止基督徒的愛心

服事和生命見證。一切都是在神

榮耀與能力的恩領之中，為此我

們要靠主前行，奮力爭戰，並且

向天國的君王全然盡忠！ 

 

[ 本文轉自《華傳》第二十五期]

+++++++++++++++++++++++++++++++++++++++++++++++++++++++++++++++++++++++++++++++++++++++++++++++++ 

                  

    最大的禮物－ 

 生與死的靈性關顧 
 

        ◆盧雲Henri Nouwen（1932.1.24-1996.9.21） 

儘管盧雲已於一九九六年過世，至今依舊是影響全球的靈修作家。他曾任教於哈佛大

學、耶魯大學，以及加拿大安省神學院。自一九八六年起，加入加拿大多倫多「黎明

之家」，服事智能障礙者，直到離世。盧雲緊隨上主的心，能夠獨具慧眼從日常生活

中微不足道的事，以及最弱小的人身上，透視人性偉大及軟弱層面所深藏的奧祕。盧

雲的作品翻譯為全球二十二種語言，中譯本包括《浪子回頭》、《心靈麵包》、等四

十餘本著作。 

 

「緬懷逝者，就是讓他們與我們長相左右。」——盧雲 

 

   死亡，是生命中最大的禮物，那些離世的人雖

然走了，卻成為我們未盡人生旅途上最溫柔的陪伴者，

日常生活裡最忠誠的指引者。有了這份禮物，我們深知

自己不孤單，明白我們是神所愛的孩子，是彼此的弟兄

姊妹，也是未來世代的父母親，連結成為一個彼此照顧

的群體，共融成為一個人類的大家庭，在其中深切感受

神的同在，與並一份跨越永恆的愛。 

 

     文：余欣穎《最大的禮物》譯者 
 

            死亡，生命最大的禮物 

 

         摘文：「那些離世的人雖然走了，卻成為我們人

生旅途上溫柔的陪伴，日常生活裡忠實的指引。打亂了

生命的節奏，讓生命不像知識一樣，可以被系統化，被

某些建構出來的原則定義。 

 

         即使理性上知道死亡是生命的自然歷程，但失去

親愛的人，我們仍會難過，仍會問上帝為什麼要接走他

們？越多經歷生死離別的不捨，越加發現知識的貧乏與

有限，同時意識在這樣的時刻，何等需要智慧、信心與

盼望。也是那個時候，我又重拾了盧雲的作品。 

 

          「生命可貴，並非因為不變，如鑽石一顆；而是

因為柔弱，如小鳥一隻。愛生命亦即愛其脆弱，需要呵

護、關注、引導、支援。生與死以其柔弱牽繫。新生的

嬰兒與將死的老者，都令我們想起生命的可貴。當我們

強壯、成功、受歡迎之際，不要忘記生命的可貴與柔

弱。」～《心靈麵包》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321/%E5%AE%A3%E6%95%99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321/%E5%AE%A3%E6%95%99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164/%E5%9F%BA%E7%9D%A3%E6%95%99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Tags/806/%E8%8F%AF%E5%82%B3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Henri+Nouwen&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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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受范尼雲方舟團體的感召，盧雲捨棄眾人欽羨的

哈佛教職，進入黎明之家，與心智障礙者一同生活。他

在生命最後階段，為了緬懷他身邊逝去的朋友，也為了

好好默想死亡，花了五個星期在德國弗萊堡獨處，完成

《 最大的禮物》的寫作。 

 

        在這本書的前半部，盧雲談及我們該如何預備他人

和自己的離世，後半部則談該如何照顧正準備離世的

人，也談已經離世的人對我們的意義為何，並提到怎麼

陪伴離世之人的親友，尤其是靈性關顧的層面。無論前

半部或後半部，盧雲都用了三個「身分」，為死亡的意

義，勾勒出一個清楚明確的架構。 

 

                 透過死亡，看見生命真實的身分   

 

        盧雲認為，預備自己和他人的離世，首先要明白我

們是神的孩子。不論一個人身前多麼風光八面，功成名

就，面對離世時，「害怕」是我們每個人基本的心態。 

死亡對大部分的人來說，除了一切所有的終將消失，還

意味被帶到一個未知的地方。 他提到耶穌離世前對門

徒說，祂去原是為我們預備地方，死亡就是回到耶穌為

我們預備的地方。 

 

          漸漸走向死亡，我們可以不用害怕，因為我們都

是神的孩子，走在一條通往永恆生命的道路。當肉體一

天天朽壞，我們的確重逐漸回孩子的狀態，需要被妥善

照顧，需要依賴他人，需要信賴與交託，也唯有如此，

他人才能協助我們通往神永恆的國度。同樣的，照顧那

些即將步入死亡的人，首要工作也是協助他們明白他們

是神所愛的孩子。 

 

        其次要明白我們是彼此的弟兄姊妹。盧雲認為，每

個人生下來的差異並不大，都是軟弱無力的嬰孩，隨著

成長，人和人的差異逐漸加大，例如：家庭背景、教育

程度、工作表現等等，我們也往往透過競爭、較力，從

加大彼此的差異中獲得喜樂。然而，死亡讓我們最終回

歸軟弱無力的事實，使得人與人的差異再度縮減。 

        因著死亡，我們雖然經驗在世生命的有限，卻和所

有人同在這經驗中連結，互為彼此的弟兄姊妹，而不再

是彼此較勁，彼此為敵。好好為死亡做準備，能讓死亡

成為與人共享合一的歡慶。關懷正在經歷死亡的人，也

是參與在這樣的歡慶中，讓死亡不再是隔絕彼此，乃是

連結彼此；面對死亡時，也不只有哀傷和悲痛，還有通

往新生的喜樂，死亡因此有了全新的意義：不只是結

束，還是嶄新的開始。 

 

         最後，盧雲說，藉由死亡，我們成為未來世代的

父母親。這點無疑是死亡最為帶來盼望的部份，因為從

一般的眼光來看，死亡可能是聲望、地位、成功的結

束，但盧雲卻認為，生命的豐富，唯有在死後才完全被

彰顯出來，就好像一棵生命的美麗，在於它所結出的果

子。 

 

        有些人活著的時候，看起來好像從未成就什麼事，

事實上單單因著他們個人獨特的模樣、特質，因著他們

所塑造出的生命樣貌，這些生命的美好便足以在他們死

後繼續滲透、影響、改變他人的生命，結出他們生前無

以預期的果子，甚至一代代地成長，轉變為更豐盛的生

命。因此，照顧臨終的人，可以幫助他們更加明白，他

們現世生命所種的種子，在將來會結出果子，甚至結實

累累。 

 

                            愛比死更堅強   

 

         盧雲寫作時肯定沒有想過，上帝會在他完成這本

關於死亡的小書沒多久後，就把他接走。然而這本書，

卻深入挖掘「愛比死更堅強」的真理，也在緬懷逝去的

親友的想念中，讓我們與他們更加緊密連結，更與整個

人類大家庭連結。 

 

         死亡，是一份生命中最大的禮物，那些離世的人

雖然走了，卻成為我們人生旅途上溫柔的陪伴，日常生

活裡忠實的指引。有了這份禮物，我們深知自己不孤

單，因為我們是神所愛的孩子，是彼此的弟兄姊妹，也

是未來世代的父母親，更成為一個照顧的群體，在神的

愛中彼此想念，彼此相隨。 

 

         [ 本文轉博客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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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麗”(Shirley),  我們會記得妳 
          ◆尤誠、阮三寶

  
 
   妳靜靜地走來，又匆匆離去， 

            帶著永遠的微笑，那麼溫柔美麗。 

            目光中有關切，有包容，有堅毅。 

            妳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無論是妳的同胞還是西裔。 

            美麗的“雪麗”，我們會記得妳。 
  

            在家中妳是長女， 

            深受疼愛，又把愛無私地傳遞。 

            為了讓父母在創業中全心打拼， 

            妳挑起生活的重擔， 

            百般呵護年幼的妹妹，弟弟。 

            當年尚未成年的妳，用嬌小的身軀， 

            撐起家中一片天地。 

            無私的“雪麗”，我們會記得妳。 
  

            病痛中妳是那麽堅強， 

            抱怨的話從沒有隻言片語。 

            手術的痛苦，化療的不適， 

            從未聽妳說起。 

            倒是妳不斷鼓勵我們，， 

            凡事禱告，凡是感恩， 

            信靠那位全能的上帝。 

            堅強的“雪麗”，我們會記得妳。 
  

         

            真正認識妳還是在教會中， 

            妳忠心事奉，在崇拜中，在詩班裡。 

            妳那美妙的歌喉， 讓眾人知道， 

            妳是天父派來的使女。 

            愛主的“雪麗”，我們會記得妳。  
  

            一曲“紅豆詞”婉轉哀啼， 

             妳唱得如訴如泣。 

             一字一句，情真意切， 

             是發自妳聖靈充滿的心底。 

             葬禮上我們與妳再次合唱， 

             讓我們怎能不想起妳。 

             用心靈歌唱的“雪麗“，我們會記得妳。 
  

             今年復活節前的一個星期， 

             在詩班緊張的排練後， 

             我曾問妳：身體好嗎？ 

             妳帶著微笑說：還好，還可以。 

             誰知這竟是我們之間的永訣， 

             兩週後妳竟被天父接去。 

             微笑的“雪麗“， 我們會記得妳。   
  

             不知這是不是天意， 

             上蒼在妳的最後日子， 

             淚雨漣漣，難捨難棄。 

             卻又在妳將被安放墓穴時， 

             風停雨住，千般眷顧，萬般留意。 

             讓眾家人，親友，弟兄姊妹駐足在妳的身旁， 

             久久不忍離去。 

             神眷顧的“雪麗”，我們會記得妳。 
  

              真想求一位大能者， 

              把妳從睡夢中喚起， 

              又怕驚擾了妳的行程， 

              因為我們知道妳已息了地上的勞苦， 

              如今正向著慈愛的天父如飛而去。 

              那是何等的安詳， 何等的甜蜜。 

              就讓我們道一聲珍重，說一聲再見， 

              永遠的“雪麗”，一路走好，我們會記得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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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                         
 

      

  海外校園雜誌社所出版的期刊「舉目

(Behold)」是一份非常有水準，立論和編排都十分吸

引人的基督教刊物。我之所以被該雜誌所吸引，當初就

是因為「舉目」這兩個字和該雜誌的英文名稱

「Behold」。 

 

      詩篇 121篇，詩人大衞吟到「我要向山擧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

來。.....」。教會以前的詩班指揮高源祥醫師在世

時，最喜愛這一首詩。他曾經將一首原本是用台灣話

(台語)演唱的詩篇 121篇，編譯成為國語唱詞，多次

指揮詩班在主日崇拜時獻唱。這首聖詩的名曲直接引用

詩篇，就叫做「我要向山舉目」。高醫師生前有一次去

歐洲旅行時，在

荷蘭的阿姆斯特

丹港口看到輪船

在港裏進進出

出，突生靈感而

拍下一張照片放

大之後掛在他家

客廳的牆壁上。

我每次去高醫師

家練琴時，就會

看到那幅放大的

彩色照片，上面有張詩篇 121 篇第 8 節的小貼紙。輪

船經過大洋，不是毎次都能夠幸運地碰到風平浪靜的。

經風暴，過黑夜，我們或多或少也會有如此的人生經

驗。是故，高醫師曾和我說，就是因為港口的這一幅景

象、讓他有感而發地拍下那張照片！ 

 

      我個人以為，這詩篇 121 篇的場景似乎是比較

溫和地！英文 NIV版聖經如是説:「I lift my 

eyes」，有種目光飄向遠方的高山，山在虛無飄渺之

間那種尋覓的感覺。Behold，一般來說應該是比較嚴

肅，有點「注意觀察」的命令語氣在內。在祈使語氣之

中 Behold 有「看哪」的意思。在中文合和本聖經馬

太福音的一章 23節，這 Behold 有點成虛字的型態出

現。路加福音十章 19節和羅馬書九章 33節都有類似

的情形。不過正確的說法還是有待屬靈的前輩們指正為

禱！ 

 

      這份擧目雜誌的供稿者，除了特約撰稿人和編輯

之外，也有許多弟兄姊妺的作品。有一篇「耶路撒冷來

的客人」讓我相當的感動。該文的作者是一位在溫州經

營成衣的弟兄。有一年夏季己至，可是店裡的冬衣存貨

仍多，他心裏十分的著急。於是和人説：「看樣子只有

上帝從耶路撒冷派人來拯救他了。」沒想到第二天有一

個外國人帶了位翻譯到他的店裏來看貨。在冬衣的標籤

上面有一行印有「靈感來自耶路撒冷」的英文字，引起

了客人的興趣。「你去過耶路撒冷？」客人問道。「沒

有，不過我的心在那裡。」這位弟兄回答。「你是基督

徒？」客人笑著再問。「是的。」弟兄再次回答。「好

了，你有多少件這種大衣？我全都買了。」客人和弟兄

說。客人說他是來自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今年冬天以色

列不知怎的出奇的冷，他是特地到溫州來補貨的。之後

這位弟兄又帶領猶太商人到其他弟兄的店裡，把所有人

的大衣都買光了，解決了所有弟兄的財務問題。這真的

是一篇非常感人的見証，一切的榮耀全都歸功於那一句

十分感恩的「靊感來自耶路撒冷」！ 

 

         我也看到一本擧目雜誌上面有人浮貼了一張紙

條，推薦內中的一篇文章。有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

這是一則以前在台灣非常流行的麥克斯威爾咖啡所作的

廣告。推薦人在閲讀之後不但自己得到造就，也希望他

人蒙福，一來一往不但榮神益人，也增加了期刊的流通

性。這些刊物因為成本的緣故，都是比較昂貴的印刷

品，發行不易。教會長時間支持基督教的宣教機構，使

這些機構能以不同的方式將福音的種子散播開來，海外

校園雜誌社就是一個例子。該機構所出版的「舉目」特

別針對海外學子所編，水準和可讀性真的是沒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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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來美國己有三十多年，離開校園甚久，每次讀

「舉目」期刊時都有很大的收穫。Behold，海外校園

可能是希望海外的學子們，在浸淫於學海之中時不妨抬

起頭來觀看神所創造的宇宙萬物，領受神那裡來的救

恩。不要一眛著埋頭苦幹，抬起頭來才可以領悟到我們

的幫助是從神那裏而來，因為若非耶和華䢖造城池，䢖

造的人也是枉然勞力。對於基督徒而言，平安歸於衪所

喜悅的人，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祂要保護

你的性命。無論你出或是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

時直到永遠。相對照高醫師那年在阿姆斯特丹港口以一

個旅人的身份所親身經歷的感動，我們若有機會外出時

也不要錯過仔細觀察周遭的環境，體會神在聖經裏所給

的印証。或許每個人所得到的印証不一樣，但極有可能

是人生難忘的經歷之一，不妨投稿於教會或基督教刊

物，分享見証神的作為與個人的領受。因為從神那裏白

白得來的，也應當白白的捨去，讓他人得益。 

 

        「舉目」，Behold，海外校園的這份雜誌，讓我

再次思念起故人，也感念神多年來四圍安營保護我及家

人們的平安。聖經上説:「在世上有苦難，在我裏面有

平安。」耶和華是賜平安、大能的神。雖然經過風暴與

黑夜，造天地萬物的耶和華必然會幫助我們進入光明，

是我們的山寨與避難所。讓我們因為信祂的緣故，在苦

難的日子來臨時也不會因為外在的環境而動搖。 

 

         今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是高醫師逝世六週年的紀念

日。謹以此文紀念這位令人懷念的弟兄、老師及朋友。

   永遠有神的保守 
                                                 
                          ◆唐少文                         
 

   我來自中國北京大學口腔醫院，曾任該院頜面

外科總護士長，1995 年退休。 

 

         本人一生信佛，以慈悲為善，曽去五台山、峨嵋

山、青海塔吉寺等佛教勝地朝拜過。每年都要去北京市

內及附近的一些寺院燒香和拜佛像。我從事護理工作

35 年，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熱情都奉獻給了病人。在

工作中可以說是競競業業，一絲不苟。我一生為人善

良，會經常幫助支援病弱和殘疾人。 

 

          從 2006 年至今，我來美國多次探親兒孫。以前

因為孫女年幼需要照顧，沒有抽出時間到華人教會作過

禮拜。2013 年初，經李醫生和文麗娜姊妺兩位老師介

紹引領我來到紐奧良華人浸信會。通過參加福音營、慕

道班、受浸班讀經和禱告與活動，使我慢慢認識到是神

創造了宇宙萬物，耶穌基督為拯救有罪的人而捨己被釘

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祂就是三位一體的真神，是

我們的天父，祂是至尊，絶對的神。我們要永遠記住天

上地下，惟有耶和華是神，除祂以外再無別神。神愛我

們，我們要永遠感謝神。 

 

          在去年 11 月中旬，因老伴身體不好，高血壓，

心律不整，並伴有房顫，原來打算年底回國的我，決定

留下來照顧家人。此時我感覺到是神把我留下來了，我

決定受浸。有神的保守，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神無時

不在我們的心中，神是天父，我們永遠在神的保守中平

安、快樂。 

 

          我己是古稀老人，在最後的歲月裏，努力好好

學習聖經，不斷真誠的禱告直至生命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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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眼中的《聖經》與上帝 

           ◆推薦:鄔小琤 

 

林肯：“我相信聖經是上帝賜給人類最好的禮物，從上帝而來的一切好處都是藉著聖

經傳給我們”。  牛頓：“我們看上帝的聖經是最崇高的哲學。我從聖經中所找到的真

理事實多過任何屬世的史書”。  海倫凱勒：“我愛聖經與愛其他的書不同，聖經帶給

我深沉的安慰，它啟迪我能看見的是暫時的，不能看見的是永遠的。”   

 

 
*聖經是為人類而寫

的一本書，這一本書

的存在是人類所經歷

的最大福利。凡想減

少它價值的，不啻是對人類一種犯罪行為。— 康得。 
 

* 先生，請相信我。我就是在最疲倦的時候，也必須讀 

    了聖經才上床，沒有一晚不是這樣。—  麥克亞瑟。 
 

* 我曾屢次說，且要繼續說，精讀聖經可以造就更好的  

    公民、更好的父親、更好的丈夫。 — 傑佛遜。 
 

* 離開了上帝與聖經，人就無法公正的管理世界。 

   — 華盛頓。 
 

* 聖經中有耶穌溫柔聲音，同時也是強迫的聲音，一  

    種二千年來浮現在人瞭解力之上的聲音。—林語堂。 
 

* 聖經是世界上過去、現在與將來最好的一本書。 

   — 狄更斯。 
 

* 不靠聖經，人就不能準確地統治世界。—美第一任總 

    統：華盛頓。 
 

* 沒有聖經，我們就不能明辨是非。我相信聖經是神賜 

    給人類最好的禮物。—美 16 任總統：林肯。 
 

* 聖經是人生意義啟示的最高峰。—美 16 任總統：威 

   爾遜。 
 

* 聖經是我們裡力量的泉源。。。。。。。我認為對聖 

    經作徹底的研究，是對人人都有益的自由教育。—美  

    32 任總統：羅斯福。 

 

* 對我們而言，聖經的最高意義，是獨一永恆屬靈真理 

    的儲藏所。 —  美 34 任總統：艾森豪。 
 

* 我們可以放心依靠在這堅固無比的聖經磐石上。 

   —  英國首相：邱吉爾。 
 

* 。。聖經是。。世界上所能有的最寶貴的一部書。 

    — 英皇喬治五世 George V。 
 

 * 我們認為神所賜的聖經最具崇高的哲理。我發現聖  

     經比任何其它通俗的歷史，有更多確切可靠的憑 

     據。 — 牛頓。 
 

* 對人類來說，聖經的存在，是全人類所經驗到的最大  

    好處。   — 康得。 
 

* 在目前的社會情況下，沒有聖經就不可能教育孩  

    童。— 托爾斯。 
 

* 聖經是全世界空前絕後、最好的一部書。—狄更斯。 
 

* 在這本令人敬畏的聖經裡，蘊藏著奧秘中的奧秘。 

    —   司各脫。 
 

* 人類戲劇的全域，盡在聖經之中；它是群書之冠。 

—德國詩人；海尼。 
 

* 我承認原始的生命是造物的神造的，如果沒有一個終

極的原因，宇宙就不能存在。— 達爾文。 

 

* 我過去是個思想沒有組織結構的孩子，想不到我的思

想，竟然象野火蔓延，得到許多人的信仰，我感到驚

奇。— 達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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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謝祢，造物主和上帝，因為祢已在祢的創造中給 

    了我這份喜樂，我在祢手作成的工中喜樂。現在，我  

    已完成我蒙召應作的工作。在其中我已盡用了祢賦予 

    我心智的一切才能。以我狹窄的心智對祢無限豐盛的 

    理解，我將向那些將要讀到我的話語的人彰顯祢的工 

    作的偉大。— 凱普勒。 
 

*“ 我心靈很平靜。”並引用《聖經》說：“因為知道 

    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直到 

    那日。 ” —  電解原理發明人法拉第的臨終所言。 
 

* 在我生平的發現中，最有價值的，是認識了主耶穌基 

    督。— 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發現作出重要貢獻的科學 

    家喀爾文（William Thomas Kelvin）在一次，有個學 

    生問他一生中最大的發現是什麼所言！ 
 

* 人得救的條件不是要反對什麼，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 

    恩典。只要你肯，仍然可以在科學裡愛上帝、敬拜上 

    帝。—  化學家波義耳（Robert Boyle）。 
 

* 如果承認上帝的存在，這一個信心實比一切宗教的神 

    蹟更為超奇，不可思議。如果我們有了這種信心，這 

    種悟性，那便不能不對上帝下跪，肅然敬拜了。  

— 世界公認的對人類醫療衛生貢獻極大的微生物學 

的創始者法國化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 有兩種人會認識上帝，一種是身處尊貴或卑微，內中 

    常存謙卑的心；第二種是，只要真理，不管反對的 

    人。—  著名科學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完成投影 

    幾何的名著，並先後發明計算器、晴雨錶和水壓機 

    等。 
 
* 我獲得宗教，走的是一條難路，而我以為這是唯一的 

    路；我覺得沒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當的，因為宗教 

    自始至終是個人面對那個令人震驚的天，是一種他和 

    上帝的事；它是一種從個人內心發出來的東西，不能 

    由任何人來“給與”。 —  林語堂。 
 

* 上帝在這個時代還行神蹟嗎？是的！科學知識來自上 

    帝，放在我們心中，使我們能夠瞭解。過去，祂把異 

    象放在先知的夢中，現在祂把知識放在人的心中，使 

    人能建立理論以說明這個世界的真實。人的理解心  

    智，是上帝創造的。— 凱爾文（熱力學第二定 

    律）。 
 

* 有了很強的歷史證據，加上千千萬萬基督徒的見證， 

    也不能說服我。因為我要親自去體驗、證實我可以與 

    神建立的個人關係。那麼，我需要的是怎樣的證據 

    呢？很少有人像使徒保羅，突然看見屬靈的事實如刺  

    眼的光芒，照亮了整個信仰的心田。多數人走向信仰 

    的過程比較長遠，就像人與人的關係一樣，一見鍾情 

    到底比較少，多數人是逐漸地認識到神的真實的。所 

    以，我個人的論點包括歷史的證據，歷代教會的經 

    驗，再加上我個人的體驗，都是貫穿一致的體系。有 

    了信仰的觀點歷史的基礎是否重要呢？有人認為關係 

    不大，他們覺得信心可以勝過歷史而獨存。但大多數 

    的基督徒，連我在內，卻認為必須有歷史的根基，否 

    則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羅在初期教會就說：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信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 

     的也是枉然。”（林前十五 14）。歷史的基礎與信  

     心的經驗並駕齊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英國 

     當代著名的大氣物理學家霍頓（John Houghton）在談 

     到自己的信仰時所言！ 
 

* “我要逃避上帝，如同逃避瘟疫一樣。我恨上帝， 

     我要對上帝說：我是無法被祂感動的一位。”十年 

     後的一天，他把一隻被捏死的跳蚤放到顯微鏡下觀 

     察。“啊！我不禁讚賞跳蚤的美。”事後他寫道， 

   “ 跳蚤毛的結構，排列次序，不只是一種藝術的美， 

     我看到一種神聖的美，一種信仰的美。— 自稱是 

    “聖靈的絕緣體”的人，藉著一隻跳蚤，回到了上帝 

     面前的英國科學家虎克(Robert Hooke)所言！（製造 

     第一台顯微鏡、第一台真空抽氣機、第一支水銀溫 

     度計、第一架天平等）。 
 

* 無限超越的聖靈，在這些細小的細節上啟示他自己， 

    而我們甚至可以用我們脆弱微小的頭腦來瞭解。我的 

    宗教信仰即由對他誠心的崇敬而構成的。我深深地相 

    信有一種難以理解的宇宙顯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 

    存在，這種感受構成我對神的觀念。— 愛因斯坦。 
 

* 我認為每一個原子必由某種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變 

    萬化，成造化之妙。這種智慧乃是從一個比我們更偉 

    大的能力而來。上帝的存在，在我是幾乎可以用化學 

    來加以證明的。— 愛迪生。 
 

* 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滿萬有的、至高至尊的 

    上帝的存在。— 愛迪生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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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次提及神啟示的兩本書：《大自然》及《聖 

    經》。《聖經》特別藉著耶穌啟示神自己。對我來 

    說，最能激發敬拜之心的經驗是同時默想這兩種奇妙 

    的啟示。當我翻閱一頁頁的彩色天文圖片，看著那些 

    通過望遠鏡或太空船拍攝的行星和星雲，或者欣賞那 

    從太空實驗室或同步衛星自動相機所拍攝的色彩變幻 

    的地球時，我看見宇宙的浩大和太空運作之精妙。我 

    的理性飽受激蕩，同時我的感情和想像力也受這些科 

    學觀察的激動，我不得不感到驚歎和謙卑。— 曾任 

    牛津大學大氣物理系系主任、英國國家氣象局兼太空 

    中心地球觀測計畫董事會董事長的霍頓博士心靈感 

    觸！ 
 

* 無論你在何處，請暫時停下來，向上帝表示感謝 

    吧！ — 美國阿波羅 11 號的太空人艾德林在月球上通 

    過衛星轉播站向人類發出呼籲！ 
 

* 當我們飛向月球時，身後的地球最初還可以清晰地看 

    到海洋、白雲、和山脈，美麗極了，就像聖誕樹上的 

    裝飾。但四個小時後，地球卻小得像籃球，不久又縮 

    小成為棒球、乒乓球……這時我才突然發覺自己是這 

    樣快地離開地球，內心的感觸真是無法形容。……神 

    既然應許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與各位共用一件事 

    情：神多麼偉大，人多麼渺小，祂也充滿了愛。我有 

    獨特的權利看見神奇妙的創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 

    別的旨意，要我對男女老少傳講：神愛世上每一個 

    人，甚至將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賜給我們。” 

— 阿波羅 15 號的太空人歐文上校完成此次飛行 

後，突然向太空總署遞交了辭呈到各處傳講神的福音

所說。 
 

* 說實在的，我現在把如何為主而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參 

    加月球登陸計畫的工作更為重要。— 美國水星計畫 

    及雙子星計畫的總執行者勃克博士在甘乃迪角主持太 

    空船發射後第二天，他便搭飛機回到聖路易斯城，當 

    天晚上仍帶領查經班不誤時所言！ 
 

* 我個人認為太空時代的確給予人許多好處，它是我屬 

    靈生命的一大因素；現在我每天讀經更勤。以前我常 

    有'到底有沒有神的問題，現在所想的已變為：神在 

    我們身上有什麼目的？我如何才能為基督做更好的見 

    證？在我和許多科學家的交往中，還沒有見到一個純 

    粹的無神論者。自從我們進入太空後，我覺察到許多 

    同事們更加深了他們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聽到人們 

    談及靈性問題。在以往數月裡，我意識到太空人員有 

    一種心靈的覺醒。現在他們自由地談論屬靈的事情， 

    有的甚至告訴我，他們已經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這是 

    我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美國水星計畫及雙子星計畫 

    的總執行者勃克博士在回答記者關於科學與信仰的關 

    係採訪時如實回答！ 
 

* ”我們所找到的是宇宙誕生的證據。”“這好像睜開 

    眼睛看到神一樣。其中的秩序如此精美，如此均衡雅 

    致，使我們想到宇宙的背後必然有其設計。”— 美 

    國著名的太空物理學家史莫特博士（George Smoot） 

    發現，COBE 衛星所搜集的三億六千萬個測量資料 

    中，只有萬分之三的差異時，史莫特自己則公開的宣 

    稱！ 
 

* 發明的靈感，有時就像聖靈的氣息一樣，我們不知道 

    它從哪裡來，也不知它往哪裡去。它忽然來了，吹經 

    我們多年努力、熟悉的視窗，進入我們意想不到之 

    處。發明有時就需要這種幸運的一觸，這種偶然巧合 

    的一推。在千頭萬緒纏繞的中心，忽然看清那位大創 

    造者的本意。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無論是蓄意的 

    或不經意的，都是在上帝的影響下，因此我們更該竭 

    力地去做。— 英國科學家虎克給牛頓的信中所言！ 
 

* 天文學帶領我們看到一件獨特的事件，那就是：一個 

    從無有中被造出來的宇宙；這宇宙有精密的平衡，供 

    應著容許生命存在的條件；同時，這宇宙背後是有一 

    個根本計畫，也可以說是一個超然的計畫。— 發現 

    宇宙背景輻射而獲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彭西亞(Arno 

    Penzias)所言！ 
 

* 當中世紀的神學家，用亞里斯多德的觀點定睛仰望夜 

    空時，他們看見是天使使宇宙和諧運作。今天，現代 

    宇宙學家則像愛因斯坦一樣，他們凝視著同樣的天 

    空，卻看見上帝的作為透過大自然的常規表露出來， 

    而非透過天使……當我們面對宇宙的規律和美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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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自然奇妙的巧合時，我們很容易有一種衝動，要用 

    信心跨過科學進到宗教去。我肯定很多物理學家曾這 

    樣想過，我只希望他們會坦白承認。— 宇宙學家羅 

    夫曼(Tony Rothman) 
 

* 一位元超智慧者在玩弄著物理、化學及生物學。— 

    原宣稱“宇宙就是一切”反對基督教的英國天文物理 

    學家荷爾(Fred Hoyle)在研究時無奈地說！ 
 

* 我們天文學家們是至高無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 

    人。大自然提供我們研究的機會，並非讓我們自命不 

    凡，而是為了榮耀神。— 天文學家凱普勒。 
 

* 當我們將神的兩種啟示，揉合一起來看事物，好像用 

    兩隻眼睛看見的立體感，新的深度和真實就出現了， 

    新的屬靈境界也顯而易見了。 — 霍頓博士。 
 
* 人類承認自己所知的有限，是科學最關鍵的原理。 

   — 熱力學家凱爾文。 
 

* 人的宗教性是與生俱來無法逃避的。因為宇宙超過科 

    學知識的範疇，非人類智慧所能窺測。這人類智慧不 

    能窺測的範疇便是宗教的領域了。……人類智慧有 

    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終極的奧秘。……真正的現代 

    科學，應當服從上帝、學習謙卑。— 諾貝爾物理獎 

    的科學家米立根（Millikan）。 

 

* 對於一個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學家而言，這個故 

    事的結局像是個惡夢。他一直在攀登無知之山，並且 

    快要到達巔峰。當他攀上最後一塊石頭時，他竟受到 

    一群神學家的歡迎，他們已經在那裡恭候無數個世紀 

    了。— 美國國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SA）、太空 

    研究院的創始人澤斯爵博士（Robert Jastrow）在《神 

    與天文學家》(God and the Astronomers)中所說！ 
 

* 將科學局部的知識視為人類全部的知識，將科學有限 

    的範圍視為唯一的境界，將科學相對的學說視為絕對 

    的真理，並以為在科學之外的其他學問都沒有研討的 

    價值。以為科學可以解決人生一切問題，所以高唱” 

    科學萬能”。這便是科學主義。—何天擇博士在《人 

    從那裡來》一書中，對科義這樣描述時所說！ 
 

* 不管任何環境，要守住耶穌基督救贖的真理和最大的 

    誡命─愛人如己。— 牛頓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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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幸福  ◆吴友仪 

 

  一想到現

在是一名基督

徒了，心裡有

種非常開心的

感覺。在信主

以前，我就一直在想－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幸福，卻一直

沒有找到答案。 

 

          雖然一直是在父母的嬌生慣養、呵護中成長的，

可是偏偏身在福中不知福，總想長大之後，最大的願望 

 

 

 

竟然是想儘早擺脫父母的束縛，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尋

找“幸福” 。 

 

            兩年前的一天，我接觸到了教會，最早我不是很

信基督教；不止不信而且還有點反感。直到一年後我感

覺到我需要試試，聽聽看那些叔叔阿姨們說的是什麼。

這麼一聽完蛋了，我掉入了基督教的海裡。我不知不覺

的就信了我們的神：耶穌 ，所以我決定受洗。受洗的

時候水很冷但是心裡很幸福，我還不是很瞭解聖經，希

望以後可以更深的瞭解聖經和我們的神，這就是我要的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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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胡海思 

  

很高興有這麼一個見證，信仰不易，走向基

督信仰更不易，且信且珍惜。感謝神，感謝神的話語，

感謝神的兒女，讓我有幸決心做一名基督徒，接受耶穌

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決心效彷耶穌基督的生活樣式，

使自己的生命得以翻轉，以榮耀神作為生命的旨歸。我

從三個方面來和大家做一個分享。這個三個方面分別

是，什麼是神？究竟有沒有神？我為什麼信神？ 
 

          一、什麼是神？神是神奇、神秘、神聖的，神

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愛世人，神是仁慈的真神，

神通人性，神是聽禱告的神。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

頭，在神那裡，無所不能。有人不相信，假如上帝是全

知的，為什麼我的禱告，祂不知道？神知道，神連我們

的頭髮都數過，為什麼你的禱告不應驗，因為那不是最

好的，神不想讓你濫用你的自由意志。假如一禱告就

靈，人就會濫用他的自由意志。主啊，把我的領導幹

掉。主啊，把別人的老婆都給我。神知道這不是最好

的，肯定不會應驗。好，你認為假如神是全善的，那為

什麼世界有那麼多苦難、苦事。我們應該知道，神的意

旨不可測度，祂的作為也是奧妙莫測，人不能用自己的

標準去判斷。世上有苦難，有苦事，也許你認為是神在

考驗人，也許你認為是神在懲罰人，也許你認為是神認

為還不到管的時候，“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但是神

是永遠仁慈公正的，是人的善良和公正所無法比擬的，

因為人總是有限的。怎麼個仁慈公正法？你想，上帝沒

有把世界變成安樂窩，是因為祂想把最高貴的品質給

人，把最高貴的人格給人，這才是上帝的目的。假如世

上根本沒有困難，人怎麼會有智慧和耐心？假如世上從

來沒有苦難，人怎麼會有仁慈和慷慨？假如世上從來沒

有危險，人怎麼會有勇敢和堅毅？假如世上沒有邪惡，

人怎麼會有正義和同情？ 
 

           神是愛我們的，不要憂慮，神已走過我們明天

走的路。神會給我們豐富的預備。反觀我自己，神的恩

典對我夠用，給了我豐富的預備。我來美國非常匆忙， 

 

 

一切都沒準備好，女兒沒跟我一起來美國，神賜恩典，

叫人帶她來了。我遇到住宿的困難，神派人來幫我。我

沒有車，有人贈了我一輛車。我的車壞了，神叫弟兄顯

才能。感謝神。 
 

          二、究竟有沒有神？如果沒有神，信仰者去信

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豈不是很傻。聽說牛頓、愛因

斯坦還有其他一些科學家也信神，他們怎麼會那樣傻

呢。事實上，從思想史看，有神論比無神論要多許多，

關於神存在的證明也比比皆是。比如安瑟倫對上帝存在

的本體論證明就是非常有力的一個論證，上帝是全知、

全能、全善、完美無缺的。如果上帝不具有“存在”這

個性質，那祂就不是完美無缺的，所以上帝必定存在。

再比如，湯瑪斯.阿奎那對上帝存在的五項論證也是非

常完美的論證，世上萬事萬物都在運動，必須有一個推

動者，而不被推動的推動者是上帝；世上萬事萬物都有

原因，而原因又都有原因，第一原因（無因之因）就是

上帝。世上萬物都是偶然存在的，偶然存在的又依賴必

然性較大的存在者，而絕對的必然者就是上帝。世上的

真善美總是相對的，絕對的真善美就是上帝。世上萬物

都顯示出一種巧妙的設計，這表明有一個有目的的設計

者存在，這個設計者就是上帝。再比如帕斯卡賭博（它

被人們戲稱為對神存在證明的賭博論），哲學家對上帝

存在也表示懷疑，因為上帝畢竟是超驗的存在，既不能

用經驗證實，也不能用經驗反駁，所以帕斯卡就說信仰

上帝可以看作一場賭博，我賭上帝存在。如果我賭輸

了，反正上帝不存在。即使賭輸了，也沒有損失什麼。

可是，假如我賭贏了，那我就可以過一種不同的人生。

這些論證令我信服，神的存在毋庸置疑。 
 

           三、我為什麼信神？我雖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接

觸過基督教，但從未去過教會及團契，總覺得這個地方

離我的生命太遙遠。事實上，如果早有機會接觸教會及

團契，我的生命也許會早點翻轉，不至於被苦毒煩愁所

圍困。感謝主，引領我走進教會及杜蘭大學團契這個屬

靈的家。在那裡，我被愛所震撼，這種愛的氛圍是我以

前從未感受過。在那裡，一首首詩歌讓我感動得流淚，

還清楚的記得那些愛的旋律，《有一位神》、《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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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我的神我要敬拜祢》、《奇異恩典》、《愛使

我們合一》、《you raise me up》。我不記得流過多少

淚了，每聽一次就感動，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為什麼

聽到這些歌就感動得要命，後來才知道，這些歌彰顯的

是“愛”的旋律。    
 

          今天能成為基督徒，其實早有端倪，因為我在

讀研究生的時候，一位老師推薦了一本靈修作品，它的

名字叫《花香滿徑》，讀了一頁就愛不釋手。我不知道

讀過多少遍了，雖然它不是《聖經》，但是它的話語表

達是依據《聖經》的，合乎《聖經》的。每每我在遇到

困難的時候，就用《花香滿徑》中的話語來作為行動的

靈糧，沒有這本書，甚至博士都畢不了業，所以我對神

的話語有天然的好感，因為在我的生命成長中嚐到了很

多甘甜。另外，在出國以前，我的生活陷入了低谷，找

不到生命的意義，不知道自己該往哪裡去，一種無意義

感非常強烈，因為很多年輕的學者都英年早逝，我也非

常害怕，害怕這種厄運降臨到頭上，但是我非常清晰地

認識到，要克服這種無意義感，只有求助信仰。只有信

仰才能醫治這種靈魂之病。所以，我決定過一種有信仰

的人生。不想活在罪的捆綁之中。 
 

           我雖然在成長經歷等方面與基督信仰有了很大

的親緣關係，但並不表明在信主的道路上就會一帆風

順。期間實際上有很多掙扎，有不少懷疑，因為最大的

困難就是老是會以人的思維去對上帝的存在做經驗主義

的證明；去強求神蹟的發生，去利用神滿足自己的願

望，當這些東西不如願的時候，你就會對神表示懷疑。

但是，我還是會用自己的所思所想為基督信仰辯護。比

如我想出來了一個辯護的理由，那就是認為基督信仰比

中國的儒釋道更綜合，它完全可以囊括它們於其中。儒

家講入世，講自我實現；基督信仰講榮耀神，這是讓生

命發光的話語。道家講不爭，要像水一樣；基督信仰講

“愛”，一個充滿愛的人怎麼會去爭呢，他一定柔情似

水。佛家講“放下”，基督信仰講“信託”，一個能將

所有的憂煩苦毒交托給主的行為就是一種徹底“放下”

的行為。所以，我不斷地通過這種辯護來固守自己的信

仰，雖然有動搖，但不至於走向崩塌。但是，有一天，

我的另一個想法就徹底地固守了對基督的信仰。我以前

是走錯了，因為我一直在以自我為中心的“求”。比如

圍繞自己的願望禱告，自己認為應該弱化這種方式，而

要走出這種方式，就應該效彷基督“愛”的精神，基督

信仰的核心是“愛”而不是“求”。什麼叫被聖靈充

滿，就是你要充滿愛。一個人，為什麼會絕望，會抑

鬱，因為他太愛自己。一個人為什麼會被憂煩苦毒圍

困，同樣是因為他太愛自己，如此等等。一個被聖靈充

滿的人，充滿愛的人，他不會憂慮反而淡定，不會消沉

反而陽光，不會絕望反而有盼望。可是，“愛”真的很

難，愛自己容易，愛別人難；愛自己的孩子容易，愛別

人的孩子難；愛別人的老婆容易，愛自己的老婆

難.......。可是，不管怎樣，我們都要去愛，就如特蕾莎

修女所堅守的那樣。一個充滿聖靈的人，會忘卻生死，

會遠離苦毒，會在通向天國的道路上一片坦途。 

 

 
    阿爸父，感謝祢賜給我們

在地上生我們養我們的父親，讓

我們可以體會家的溫暖，感受父親的慈愛。願祢祝福天

下所有的父親，因著他們無私的愛和辛勤地付出。願祢

賜給他們更多的愛，更大的智慧，更好的精力，使我們

能透過他們看見並體會天父的心腸。 

      

           阿爸父，孩子更因祢賜下祢的獨生愛子耶穌基

督，使我們能藉著祂成為祢的兒女，重新回到祢的身

邊，而向祢獻上最深的感恩。因為祢的愛，遠超過地上

父親對孩子的愛："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

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祢。"

（賽 49:15）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

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

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

求祂的人嗎?"（太 7:9-11） 

      

                  地上的父母雖然疼愛我們，但能力有限，地上的

父母雖然疼愛我們，但智慧有限，地上的父母雖然疼愛

我們，但卻不可能一直在我們身邊。而祢具有無限的權

能，也有無限的智慧，並常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阿爸父，求祢幫助我們，在我們享受做兒女的權

利與地位時，也能擔起做兒女的責任與義務。讓我們能

孝敬地上的父母，也能敬畏順從天父上帝。尊榮天父的

聖名，並遵行天父的旨意！ 

      

            祝父親節快樂！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 本文轉山風新浪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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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運，神揀選了我 
 

                     ◆饶美珍 
 

    我來自上海，但不是上海人；我是南昌航空

大學退休老師。因為女婿來杜蘭大學訪學，所以我於去

年 9 月帶外孫女來美國學習英語。 

 

         今天要和大家見証的題目是：「我很幸運，神揀

選了我。」「你真的很幸運！」弟兄姊妹都是這樣對我

說。首先感謝神在衆人之中揀選我成為神的兒女，使我

感到再一次獲得新生。 

 

         來美國之前，聽說過基督教，但從未接觸過。我

是信佛教的，對神的理解有著它的片面性，甚至錯誤的

認為擺在廟裏鍍金鍍銀人手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

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聽，有鼻却不能聞，有手却不能

摸，有腳却不能走的偶像都是神；所以無論到那裏，只

要看見廟就進去，看見偶像就下跪磕頭。 

 

        來了美國之後，有幸參加了杜蘭團契，之後通過杜

蘭團契的弟兄姊妹引領，來到了教會，我才有幸認識在

座的各位。苦於我的眼睛不好，不能細讀聖經及相關的

資料，只能聆聽牧師講道和弟兄姊妹親身講述的見証。 

 

        起初，是杜蘭團契的姊妺借了我好幾套光盤看，其

中小敏創作的「迦南詩歌」對我震撼最大。小敏創作的

「迦南詩歌」有 930 首，據說現在有 1000 多首。在這

些詩歌裏有他們的信仰告白和生命的見証，有他們的赤

子情懷和血涙。這些詩歌的曲和詞優美、動聽、有感染

力，這歌聲展現著一種中國人從未有的寬廣胸懷；這歌

聲唱出了天地間那一份古老而欣美的感情。小敏的詩歌

在中國芭蕾舞交響樂團和中國芭蕾舞交響樂團合唱團一

起合作演出，當唱完之後，所有的樂隊爆以熱烈的掌

聲，他們都認為這肯定是出自某個大師之作。當指揮家

蘇文星告訴他們這些作品出自一個初中還沒有畢業，不

識樂譜的農村姑娘之口，所有的人都驚呆了，我也被震

撼了，使我不得不承認站在人的角度是無法想像的神蹟

和神的作為，使我徹底相信無所不能的真神確實存在。 

         接下來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愛的感受」。 
 

          剛來美國的感覺是非常孤獨無助，特別思念在中

國的親人。當我來到杜蘭團契和教會後，被這個充滿愛

和溫暖的大家庭吸引了。這裡的弟兄姊妹熱情、和善、

親切、助人為樂，他們是那様的陽光燦爛，精力充沛。

似乎覺得這裡的女士格外美，這裡的男士格外帥，這樣

的感覺在國內從未有過。 
 

         這裡的弟兄姊妹把無私的不求回報的愛奉獻給每

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他們知道我來美國一個多月還沒

能和家人取得聯繫，便主動請我到他們家打國際長途電

話，使家人十分的感動。當我患高血壓病時，他們主動

送醫、送藥、送測量儀器。得知我女兒寒假要來美國，

他們主動不顧天寒地凍於深夜，凌晨前往機場接送。他

們不顧工作的繁忙頂風冒雨多次來我家看望，還替我的

家人禱告。7、8 個月主動接送我們全家來教會參加主

日崇拜。每當我説聲謝謝時，他們的回答都是同様的三

個字「感謝主！」他們不顧身體的不適，行動的不便，

多次帶我的外孫女去遊玩和參觀，使得她幼小的心𤫊就

感受了不是父母却勝似父母的關愛..... 是啊！許許多多

的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愛使我感動得不知流過多少幸福

的眼淚。 

 

        愛深深地感動了我，是愛感染了我，是愛喚醒了

我。愛能喚醒沉睡的心，愛能使家庭變得更溫馨，愛能

使國家變得更繁榮昌盛，愛能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更

加和諧；只有基督才有這博大的愛。所以我決心以弟兄

姊妹為榜樣，跟隨主耶穌，做神的兒女，做一個傳遞愛

的使者。 
 

       最後感謝在座弟兄姊妹的耐心地述說自己親身的見

証，給了我眾多的啓發；如果沒有弟兄姊妹的循循善

誘，鋪設道路，我便沒有機會認識這位宇宙唯一的真

神。感謝天上阿爸父神對我的慈受。認識神雖然只有短

短的幾個月的時間，但是我要說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

的一段時光。感謝神！讃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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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重生      
  

◆陈敏 
 

    
 
    我是今年 4 月 20 日耶穌基

督復活的日子決志，於 4 月 27 日

受洗，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日

子，是獲得重生的日子。感謝主

耶穌基督揀選了我，使我能成為

神的女兒，成為神的大家庭中的

一員，讓我經歷了這麼多年的困

惑之後，終於找到了一生的依

靠—永遠的父親。 

 

          我對這位父親的認識經歷了

一個漫長的過程；最先接觸到聖

經還是 2001 年來美國以後。剛到

美國時是帶著學英語的初衷去美

國教會，有一對美國夫婦每週到

我家教我們聖經故事。後來我到

華人教會聽弟兄姊妹的見證及學

習上帝的話語。由於以前在學校

學習的知識與聖經有衝突，所以

也感到過困惑。前些年由於事情

多，很少來教會，對上帝有些疏

遠。就在這時候，教會有些姊妹

常打電話給我，關心我，告訴我

有特別活動。感謝主讓他們又把

我帶到了祢的身邊，於是去年我

又回到活水團契參加活動。每次

來到教會，都有回家的感覺。看

到教會的弟兄姊妹，感覺很親

切，很溫暖。我們一起看遠志明

的見證佈道錄影，一起學習聖

經，體會上帝的話語，分享大家

的喜悅。我越學習越感到上帝越

來越近，過去的困惑和迷茫，漸

漸消失；越來越清晰地體會到上

帝的話就是真理。 

 

         再就是這些年發生在我身

上，至今都歷歷在目的一些事

情。使我切身感受到上帝對我的

照顧，關愛。這裡僅舉一例：幾

年前一個星期四的晚上，我做了

一個夢。夢中有一雙手指著我家

車子的輪胎告訴我：“這個車胎

是壞的。”早晨醒來之後，我告

訴先生這個夢，然後我們與鄰居

彭海波一起反覆查看，沒有發現

明顯的問題。兩天之後，星期

六，我開這輛 Honda CRV 經

Causeway 長橋去 Mondvill，在返家

的途中，車子突然失控，打轉，

撞上橋墩，同時又被另一輛車子

撞上，然後翻車，導致整個車報

廢。感謝主，我竟然安然無恙。

當路人打破車窗玻璃把我抱出車

時，所有人包括員警都說：“You 

are so Blessed!”其實我也覺得很害

怕。後來員警證實，車子失控是

輪胎老化，脫落導致。這個老化

的車胎正是夢中手指的那個車輪

胎。 

 

         這件事有幾個巧合：第一、

那車是我先生的車，我平時從不

開；那天正好因為某些原因不得

不開那輛車上高速長橋。第二、

車撞橋時，我的車正好被另一輛

車碰翻，要不然我的車很可能會

翻下橋掉到大湖裡。第三，導致

車子失控的車輪就是夢中手指所

指的那個輪胎。一件事，會有這

麼多巧合嗎？不可能！所以這不

是巧合，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

不願看到我受到傷害，通過夢提

醒了我。當事情不可避免發生

時，祂又完完全全地保護了我。 

 

          這僅僅是上帝關愛我的一個

例子而已。回頭看看走過的路，

我的每一步都有耶穌的引導。當

我困惑，遠離祂時，祂也沒有減

弱一點對我的愛。我每時每刻都

感到祂的存在。我相信這位真

神，相信祂為我們的罪而死，三

日後又復活。我願將平安和幸福

交給祂掌管，讓祂做我生命的主

人。我願做祂謙卑恭順的女兒，

讓祂永遠住在我的心裡，帶領我

走向永生。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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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靈命日糧 /推薦:Connie龐                                           
  

     懸於虛空 Hanging on nothing 
 

 

                        讀經: 約伯記 26 章 5-14 節 / 上帝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 —約伯記 26 章 7 節 

   
   由國家地理學會所出版的世界地圖有這樣的註

解：「地球的質量是 66 億兆噸。」究竟是什麼東西支

撐這全部的重量？什麼也沒有，我們居住的星球懸於虛

空，以每小時一千英里的速度自轉，同時也按著一定的

軌道，繞著太陽公轉。然而，我們每天都忙忙碌碌，擔

心健康問題、人際關係和經濟壓力，很容易就忽略了這

件事。 

 

            舊約人物約伯在患難中反覆地思量上帝的創造，

他驟然失去了健康、財富和家人，在極度的傷痛中尋找

合理的解釋。他說：「上帝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

在虛空。」（約伯記 26 章 7 節）約伯驚嘆雲朵沒有因

為水的重量而破裂（8 節），且在地平線劃出「光明、

黑暗的交界」（10 節），但這些只不過是上帝作為的

一點點（14 節）。這些受造之物無法給予約伯任何答

案，但穹蒼和大地卻讓他看見創造天地萬物的主，惟有

這位上帝才能帶給人幫助和盼望。 

 

          那位以「權能的命令」托住宇宙的主（希伯來書

1 章 3 節；歌羅西書 1 章 17 節），祂也掌管我們每天的

生活。那些看似無法解釋的遭遇和患難，全都有我們天

父的大能和慈愛托住。 

 

           讚美我主，無限大能；世間萬物，因祂而立； 

           我的生命，由主掌管；求祢助我，時刻謹記。  

 

          思想上帝創造大能，必見祂的保護大能。 

 
         避難磐石 Rock of refuge  
 
讀經: 詩篇 94 篇 3-23 節 /  耶和華向來作了我的高台，我的上帝作了我投靠的磐石。 

 —詩篇 94 篇 22 節  

 

   有一年休假時，我沿著大湖岸邊漫步。當我走近

一堆巨石旁邊時，看到巨大的岩石中間有個小凹壁，一

棵小植物正在此扎根生長。這株植物顯然汲取了足夠的

陽光和水分，又獲得額外的保護，因為即使是狂風暴

雨，也不能傷害其嫩葉。 

 

         這株植物的安全棲息地，不禁令我想起這首耳熟

能詳的聖詩：「永久磐石為我開，讓我藏身在禰懷。」

這些詩句表達了我們面臨惡人攻擊時的心聲。這些惡人

心懷傲慢、冷酷無情，也不敬畏上帝（詩篇 94 篇 4-7

節）。當我們被那作惡的人攻擊時，千萬不要忘記詩人

的見證：「但耶和華向來作了我的高台，我的上帝作了

我投靠的磐石。」（22 節） 

 

         上帝是我們的

磐石，是可靠和強而

有力的。祂是我們的

避難所，當災難來臨

時，祂能使我們安然

度過。詩人提醒我

們：「你要投靠在祂的翅膀底下」（詩篇 91 篇 4

節）。在上帝保護之下，我們不怕惡者攻擊。當困難來

到時，我們可以信靠上帝的扶助。 

 

         感謝主恩永不變，讓我藏身在祢懷； 

         無須孤身經風暴，因祂永是我高臺。 

 

         萬古磐石是我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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