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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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誠 
 ◆文=劉廣華牧師 /推薦=趙崇國 

   今天世界越來越敗壞，人心越來越虛假，誰還講

真誠呢？就是因為這個緣故，真誠就成為這個世代最重

要和最需要的品德。不管人怎樣彼此欺騙，到了最後，

當天良在內心出現的時候，就會覺得真誠的可貴。所

以，愛人以真，待人以誠，總沒有錯。古人常說，精誠

所至，金石為開。這句名言出自春秋時代的著作莊子．

漁父，原文說：“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

動人。” 

到了東漢時代（註：東漢又叫後漢，建都洛陽，洛

陽在東，所以史稱東漢），出了一個學者名叫王允。這

個王允與東漢末年的一個大臣也叫做王允，完全是兩個

不同的人。大臣王允出名，因為名著三國演義說他曾經

使用“連環計”，獻出養女貂蟬，使惡臣董卓與他的義

子呂布互相殘殺，因而暫時解救了大漢朝廷的危機。學

者王允則是一個哲學家和教育家，年代比較早。在他的

名著論衡．感虛篇裏面，學者王允用“精誠所至，金石

為開”這兩句話來表達莊子的思想，從此這兩句名言就

流行到現在。 

 

漢代以後的學者，多用李廣射虎的故事來解釋“精

誠所至，金石為開”。李廣是西漢一名將軍（註：西漢

又叫前漢，建都長安，長安在西，所以史稱西漢），秦

朝名將李信的後代，漢文帝十四年開始從軍，死於漢武

帝四年。李廣的職責是抵抗匈奴，守衛邊疆。匈奴又叫

做胡人，即是今天蒙古人的祖先，善於騎馬，但是李廣

的馬術比胡人還要強。李廣不但馬術遠勝胡人，而且箭

術也天下無敵，胡人聞之喪膽，稱李廣為“飛將軍”。

李廣最愛打獵，據說有一天，他到一個山麓去打獵，忽

然看見樹林中有一頭大猛虎，躺在地上休息。李廣馬上

抖擻精神，彎弓搭箭，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瞧着那頭大

猛虎放箭射去。李廣一向箭法準確，百無一失，不料這

一次竟然失手。當他跑前去視察的時候，發現他所射中

的，不是那頭大猛虎，而是一塊很像老虎的巨石。傳說

李廣所發的箭，不但頭部完全進入巨石裏面，連尾部也

幾乎進入巨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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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射虎圖 
 

因為這是一件不合乎常理的事，有些好管閒事的人

特別跑去求見和請教一位當時最有名望的夫子，名揚

雄，又叫楊雄，但是後人都稱他揚雄。揚雄是西漢時代

傑出的哲學家，他主張“玄”是宇宙萬物的根源，有始

必有終，有生必有死。對李廣射虎的事，揚雄解釋說

∶“如果一個人誠心誠意，連金石那樣堅硬的東西都會

為他裂開。”從此後人就用李廣射虎的故事來解釋“精

誠所至，金石為開”。筆者不敢批評古人的解釋，可是

讀了古人的解釋之後，內心總覺得李廣射虎的故事，似

乎沒有完美的解釋那兩句名言。讓筆者試用一個西方的

故事來解釋吧。 

 

精誠即是真誠，例如精金就是真金。美國以基督教

真理立國，所以每逢總統就職的時候，都把手放在聖經

上面，並請牧師祈禱。十九世紀，基督教在美國十分興

旺，教會林立，大家都以真誠作為生活和行事的原則。

傳說在十九世紀初葉，有兩個男孩，一個叫做雅各

（James），另一個叫做約翰（John），彼此立誓結為最

好朋友，我們中國人叫做結拜兄弟，大家以真誠相待。

兩人長大後，分道揚鑣，約翰從商，雅各攪建築。二十

年之後，大家都步入中年了。人會變，月會圓。雅各變

壞了，但是約翰變得比從前更好。雅各的建築業越來越

壞，因為他為人貪婪自私，對員工小氣刻薄，對顧客則

偷工減料。但是約翰的生意則越來越好，因為他為人慷

慨大方，對員工關懷照顧，對顧客貨真價實，最後成為

百萬富翁（十九世紀初葉的百萬富翁等於二十一世紀的

億萬富豪）。約翰聽聞雅各的建築業不好，心中難過，

結果想出一個辦法來幫助老朋友。 

 

有一天，約翰親自寫信給雅各，約他見面，因為

那時電話還未發明。美國人得到好處的時候習慣說

Thank God，意思就是感謝神。從前中國人得到好處的

時候也愛說，謝蒼天，謝祖先！但是兩種說法的意義不

同，因為美國人所用的神字，頭一個字母是大寫，意思

是獨一無二的真神，這是受到基督教聖經真理的影響。

約翰對雅各說∶“感謝神賜福給我，讓我有好日子。我

想建一座豪華住宅，但是我不懂設計，所以特別請雅各

兄你來幫忙，希望你不會推卻。”雅各大喜，說∶“我

怎會推卻呢？能夠替約翰兄建大廈，是我的光榮啊！”

約翰說∶“那麼，就一言為定吧！請雅各兄使用最好的

材料，不要為我省錢。因為你是建築專家，只要你滿

意，我就滿意。” 

 

      雅各回家後，立刻開始設計。設計妥善之後，隨即

將繪圖和估價單送去給約翰，約翰只看了一下，就簽上

了自己的名字。可惜雅各劣性不改，仍然照一向的做

法，偷工減料，乘機賺約翰一筆大錢。大廈落成之日，

雅各請約翰來觀看。約翰一邊觀看，一邊讚賞。最後，

約翰對雅各說∶“雅各兄，回想我們年幼的時候，一同

上學，一同上禮拜堂，一同上主日學，一同打球，你來

我的家睡，我到你的家過夜，何等美好呢！這間住宅是

我計畫送給你的，所以我請你來設計和興建。我是真心

誠意的！我已經叫了我的律師替我們辦理手續，請雅各

兄不要推卻。”雅各太受感動了，站在那裏呆若木雞，

流淚滿臉，一時說不出話來。 

 

      兩人分手後，約翰很開心，因為他能夠為老友做一

件大事，以表寸心。雅各則整夜睡不着，在床上自責自

恨，向神認罪悔改，說∶“父神啊，這些年來，孩子離

開您太遠了，求您赦免孩子的罪。從今以後，孩子立志

要活出基督徒的樣式，盡心盡意盡力愛您，又以真誠愛

人，好像約翰一樣。”到了天明，雅各的內心完全改變

了，回復他童年時代的真誠。一個人，只要他的內心世

界改變了，他外面的世界就會完全改變，正如聖經說：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 5:17）從此，雅各以真誠待

人，他的事業跟着漸漸興旺。 

 

人生短暫，歲月無情，最後兩個人都先後返回天家

去了，留下美好的見證，但是雅各比約翰先去。當雅各

臨死的時候，對約翰說∶“約翰兄，人心敗壞，比石更

堅，但是你改變了我的心腸，你改變了我的一生。”這

就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吧！  

 

      [資料來源：翼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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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靈命日糧 /推薦=Connie 龐 
 

  探訪者 A visetor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馬太福音 25章 36節 /  讀經: 馬太福音 25章 31-40節 |  

 

    朋友問一位剛

退休的先生，他現

在每天都做些什麼。對方回答說：「我到處去探訪，若

有教會或社區的人在醫院或安養中心，不管是獨居或是

需要人陪伴、談話和禱告的人，我都去探訪他們。我很

樂意做這些事！」這位先生有清晰的目標，而且願意關

懷別人，我的朋友對他十分欣賞。 

 

         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前幾天，祂對門徒說了一個

比喻，強調探訪有需要的人是非常重要的，祂說：「王

要向那右邊的說：『……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

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義人就

回答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祢病了，或是在

監裡，來看祢呢？』王要回答說：『……這些事你們既

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了。』」（馬太福音 25 章 34、36-40 節） 

 

         當我們去做探訪的事工時，探訪的對象得到了幫

助和鼓舞，同時也是在服事我們的耶穌基督。 

 

         今天，有人會因你前去探訪而受到鼓勵嗎？ 

 

        主耶穌，幫助我以祢的眼光看別人。 

    指教我如何對周遭的人彰顯祢的愛。 

 

     為了健康 For our health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歷代志上 16章 8節 / 讀經: 歷代志上 16章 7-14節 |   

 

        一位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的著名研究員表示：

「如果『感恩』是藥，那必定會是世界上最暢銷的健康

產品，對身體各主要器官系統都有益。」 

 

         對有些人來說，感恩代表要活出感激的態度，就

是用心領會且專注在我們所擁有的，而非我們想擁有

的。但聖經把感恩帶到一個更深的層面，獻上感恩能使

我們明白上帝是賜福的源頭（雅各書 1 章 17 節）。 

 

         大衛曾寫了一首感恩的歌。當約櫃安全抵達耶路

撒冷時，他知道這是上帝親自的保守（歷代志上 15 章

26 節），所以在歌中，他一心對上帝獻上感謝，而不

只是抒發個人的喜悅心情。這首詩歌這樣開始：「你們

要稱謝耶和華，求告祂的名，在萬民中傳揚祂的作為」

（16 章 8 節）。大衛的歌隨後繼續歌頌上帝的偉大，

並強調上帝的救贖、創造的大能和慈愛（25-36 節）。 

 

         我們可以藉著讚美那位供應我們的上帝，獻上真

正的感恩，而非專注在我們所得到的福分。為著生活中

的好事感恩，可能對我們的身體健康有益，但向上帝感

恩，卻能使我們的心靈受惠。 

 

         感恩是我們對上帝恩典的自然回應。不知感恩會

使人變得冷漠無情。感恩不僅是最大的美德，還是所有

美德之母。 

 

         感恩的對象，是供應我們的上帝， 

           而非上帝的供應。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E5%A4%AA%E7%A6%8F%E9%9F%B325:31-40&version=CUVMPT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6%AD%B7%E4%BB%A3%E5%BF%97%E4%B8%8A16:7-14&version=CUV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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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生 Birthday celebration 

我從出母胎被祢扶持……我必常常讚美祢。—詩篇 71篇 6節 /  讀經: 詩篇 71篇 5-18節 | 

 

       以前我很喜歡過生日。還記得，在我五歲生日派

對那天，我興奮地站在門廊等待朋友的出現。讓我興奮

的不只是那些氣球、禮物和蛋糕，我那樣高興，是因為

我已經不再是四歲了，我長大了！ 

 

       但是隨著年紀漸長，我已經不再那麼期待生日的到

來了，有時候還會感到沮喪多過於興奮。在我慶祝 70

歲生日時，太太瑪蒂為了讓我開心，提醒我應該為年歲

增長而感恩。她指出，在詩篇 71 篇，詩人講述上帝在

他的一生中都與他同在。他紀念上帝使他「出母腹」

（71 篇 6 節），並稱謝道：「上帝啊，自我年幼時祢

就教訓我，直到如今，我傳揚祢奇妙的作為」（17

節）。如今，詩人的年紀漸長，他可以有此殊榮，堅定

地宣告：「我將[上帝]的能力指示下代，將[上帝]的大

能指示後世的人」（18 節）。年復一年，上帝都與詩

人同在，這就是祂的賜福。 

 

       現在，每一年的生日都提醒我上帝的信實，同時也

使我更接近一直與我同在的上帝！ 

 

     主，求祢常常提醒我，年紀愈長，代表我

愈來愈靠近祢。使我的心因祢的賜福而時時感

恩，將我的心思意念專注在天堂的喜樂。 

 

    每年生日，數算恩典！ 

                      

     留下 Leaving it behind 

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 ⋯ 對眾人說：「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

了，莫非這就是基督嗎？」—約翰福音 4章 28-29節 /  讀經: 約翰福音 4章 9-14,27-29節   

 

      記得在兒子成年取得駕照，並開始隨身攜帶皮夾

的那年，我們常接到有人來電說，他在某處撿到了兒子

的皮夾。我們便告誡兒子要更謹慎，務必把皮夾收好，

不要老是留下皮夾忘了帶走。 

 

但留下東西並非總是壞事。約翰福音 4 章提到一

位婦人向來在某個井邊汲水，但那一天在井邊遇見耶穌

後，她原本的計畫便立刻改變了。她留下了水罐，趕到

城裡，去告訴人們耶穌對她所說的話（28-29 節）。雖

然婦人需要水，但是她覺得告訴別人遇到耶穌的這件事

更為重要。 

 

當耶穌呼召彼得和安德烈時，他們也做了類似的

行動。他們留下了漁網（他們謀生的工具），跟從了耶

穌（馬太福音 4 章 18-20 節）。當耶穌呼召雅各和約翰

時，他們也同樣捨棄了漁網、漁船，甚至辭別了父親，

並跟從了耶穌（21-22 節）。 

 

        當我們跟從耶穌展開了新生活，這或許意味我們得

放下一些東西，這包括了那些只帶來短暫歡愉的事物。

因為我們曾嚮往擁有的那些事物，實在比不上耶穌所賜

的新生命，以及永不枯竭的「活水」。 

 

         惟主基督滿足我心，並無何人像祂，仁愛生命，

永遠喜樂，由主耶穌賜下。 

 

       基督因愛而為我們捨命， 

    我們因愛基督而為祂活。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A9%A9%E7%AF%8771:5-18&version=CUVMPT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B4%84%E7%BF%B0%E7%A6%8F%E9%9F%B34:9-14;27-29&version=CUV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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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Door Savior 
 
          
      ◆麥克斯．路卡杜（Max Lucado）為美國最受歡迎的基督徒作

家之一，著述豐富，多為暢銷之作，曾獲多次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出版人聯會「金牌獎」。

現任德州聖安東尼市橡樹山基督教會（Oak Hills Church of Christ）牧師，並在全國性廣播

節目 UpWords 擔任主講，廣受歡迎。此書以耶穌生平為主軸，大膽綴以幽默筆調，或將

時空拉到現代場景，令人印象深刻。獨特的故事力，突顯了耶穌既往不咎的一面──祂是

滿有憐憫的密友。探究耶穌的神人二性，清楚描繪神的愛、饒恕與俯就卑微──即使高居

天堂，卻從未丟下祂的鄰居。  

 

        第 1 章：救主就在你隔壁/一位「具有神性和人

性」的耶穌──近得可以讓我們摸得著，能力大到足以

讓我們信得過──卻是一位住在我們中間的鄰家救主。  

 

         第 2 章：基督之歌/不論你面臨到什麼樣的人、

事，祂都知道你的感受，了解你的絕望、你的灰心、你

的疼、你的苦……。  

 

         第 3 章：狐群狗黨/ 跟隨主耶穌並不需要變成與世

隔絕的怪物，也不是要你停止去愛你的朋友；恰恰相

反！如果可能的話，將耶穌介紹給他們。  

 

         第 4 章：喜愛握住你的手/ 耶穌喜愛握住你的手，

無論是生病的手、疲累的手。  

 

         第 5 章：不要灰心，再試一下！/ 對藏寶的人而

言，尋到寶藏是輕而易舉的事；就像是那造魚的神能找

著魚群般不費吹灰之力。 

  

         第 6 章：具有神奇功效的唾沫療法/ 論到那些讓人

無從感謝的角色，特別遴選出來受苦的人……有人為神

的榮耀而歌、為神的榮耀而教導；但是誰會想要為神的

榮耀而瞎？  

 

         第 7 章：安慰人的悼殤之言 /祂哭是為了要讓我們

知道──哀慟不等於不信。奪眶而出、奔流的淚水，不

代表沒有信心。  

 

         第 8 章：打擊魔鬼 /

撒但可以阻撓我們，但不能擊敗我們。  

 

         第 9 章：由不得你 /你的罪在神的恩典下，就像是

被消防栓的水柱所沖刷，再也無立足之地。  

 

         第 10 章：收垃圾的清潔工人/你需要丟掉的垃圾是

什麼？懊悔、羞恥，還是失望？  

 

第 11 章：和心愛的人在一起  /那宇宙之神捨棄了榮耀

的天堂，住在我們的社區。成為我們的鄰居？！誰能想

像祂竟會做這樣的事？！  

 

         第 12 章：「懷著基督」是怎樣的感覺？/童女生

子，實在不僅僅是一個聖誕節的故事，它蘊含著更深的

意義。那是一幅生動的畫面，描述基督與你有多近。  

 

         第 13 章：平凡生活的各種療方/如果說，平凡正形

容了你，那麼你儘管信心十足地昂首挺胸，因為你有好

同伴了；「平凡」二字也適用在耶穌身上。  

 

         第 14 章： 免受思想上的駭客入侵/假設你能重新

活過，而不帶一絲罪疚、情慾、報復、不安，或懼怕；

你想你會有所不同嗎？  

 

          第 15 章： 從旁觀者變成好鄰居/洗禮使我們與基

督認同，使我們從只逛不買的顧客，到成為真正的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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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主。我們走出陰影，指著祂的地位，宣告說：「我和

祂是同一掛的」。  

 

          第 16 章： 漫漫孤寂的寒冬終會過去/牠想要移轉

我們的焦點，盡可能十分緩慢地讓我們轉移信心的對

象，從神的應許轉向我們自己的工作。  

 

          第 17 章 ：上帝的介入/我們可以處之泰然地應付

救護車的場面，假如上帝在其中。我們可以忍受加護病

房，假如上帝在其中。  

  

         第 18 章 ：是盼望，還是純屬虛構？/耶穌視自己

就是神。祂留給我們的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接受祂就是

神，或者拒絕祂、沒有第三種選項。  

 

         第 19 章 ：為何被離棄？ 我們也會問同樣的問

題。為什麼是耶穌呢？神為什麼棄絕自己的兒子？神應

該棄絕謀殺犯，棄絕作惡多端的惡人，神應該離棄那些 

使人痛苦的變態者和毒販才是。為什麼神要棄絕這地球

上惟一不曾犯過罪的靈魂呢？  

 

         第 20 章 ：慈悲的一擊 /你的世界是不是一團糟

呢？要知道神最偉大的祝福常常是化了妝的災難。任何

對此還有懷疑的人，我建議他爬到加略山上看一看。  

 

         第 21 章 ：基督瘋狂的宣告/ 我們必須有所抉擇，

就像在機場準備登機的旅客，我們或者選擇登上飛機，

願意信賴這位駕駛──或是自己想辦法回家。  

 

         結語：依然在你身邊 /是的，上帝高高在上。是

的，祂統管萬有。但是，祂也走在你住的街道上。祂仍

然是住在你隔壁的救主。  

 

         [資料來源：博客來] 

 

            一個星期五的六小時 
              Six Hours One Friday 
         

一個星期五的

六小時，對一般旁觀

的人而言，不過是忙

碌日常生活中的六小

時，在這六小時當

中，牧羊人照常牧他

的羊，家庭主婦想著

她的心事，醫生則去

看他的病人。但對許

多目擊者而言，他們

大受震撼，因為有一

件驚天動地的神蹟發生了－－神竟然被釘在十字架上，

宇宙萬物的創造者被處死。這不是尋常的六小時，也不

是尋常的星期五。這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因為在那

個星期五的六小時之間，神在十字架上安置了三處下錨

點：1.生命並不虛空。2.失敗不是盡頭。3.死亡不是終

了。本書是一項工具，幫助你如何將生命的錨下在十架

能力之源的深處，抵擋人生任何的狂風巨浪。 

  

許許多多的墳墓都會開，許許多多的名字會被呼

喚，許多人跪下，許多尋求真道者將大肆慶祝。  

 

         抹大拉的馬利亞在週日清晨走近墳墓時，根本不

會想到會有場盛宴，最後這幾天實在沒什麼事好慶祝，

猶太人可以慶祝──因為耶穌不再擋路；軍人可以慶祝

──他們的工作完成了。但她可無法慶祝，對她而言最

後幾天只有悲哀。她在現場都經歷過，聽見會堂長老要

取耶穌的性命，看到羅馬士兵鞭打祂的背。當荊棘的刺

劃破祂的額頭，她既畏縮又害怕，也為祂沉重的十字架

而飲泣。 

 

         羅浮宮裡有幅關於十字架景象的畫，在畫裡眾星

皆墜落，世界籠罩在黑暗中，在一片陰影下有個跪下的

身影，那就是馬利亞。她雙手合十，嘴唇靠近耶穌流血

的腳邊。我們不知道馬利亞是否真如此做，但知道她是

可能會這樣做。她在那裡，她摟住耶穌母親的肩膀，她

在那裡闔上祂的眼睛，她在那裡。所以她想再去那裡是

沒什麼好驚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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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晨的霧中，她從床墊上爬起，拿著香料和膏

油離開家，走出基納門，往山上去。她準備去完成一件

悲傷的任務；但現在屍體大概都腫脹起來，臉色慘白，

死亡的味道是很刺鼻的。當她走在狹窄的山路時，灰濛

濛的天空逐漸露出金色的光輝。她走到最後一個彎道

上，張口結舌大吃一驚：有人把墳墓門口的大石頭推開

了。「有人偷走屍體。」她跑去喚醒彼得和約翰，他們

也衝過來親自一看究竟，她試著要跟上他們的腳步，但

追不到。彼得從墓裡出來，不知所措，而約翰出來後就

信了，馬利亞只得坐在墓前哭泣，這兩人就留下她哀傷

的坐在那裡，逕自回去了。 

 

         有時是在雪上加霜的時刻，但有什麼告訴她說，

不是只有她在那裡，她不是孤獨的。也許她聽到這個聲

音，也許聽到些低語，或者她只是聽到自己內心的聲

音，告訴她，親自去一探究竟。無論是哪個原因，她就

照做。她彎身下來，探頭進這鑿開的門口，讓眼睛適應

一下裡面的陰暗。「妳為什麼哭呢？」她見到像是個人

形的樣子，但祂是全白的──是燦爛輝煌的白，是空墓

內兩個光源的其中之一，另一個是祭壇上燃燒的蠟燭。

「妳為什麼哭呢？」在墓地裡問這個問題實在很不尋

常。事實上，這是個挺魯莽無禮的問題，除非詢問者知

道一些被問者不知道的事。 

 

         「他們把我的主帶走了，我不知道他們把祂放在

哪裡？」她仍稱祂為「我的主」，雖然她認為，主的口

已沉默不語了，盜墓者把祂的屍體運走了。但即使如

此，祂仍是她的主。這樣的忠誠感動了耶穌，祂靠近移

向她，近到她可以聽到祂的呼吸聲。她轉身，而祂就站

在那裡。她還以為祂是園丁。就在此時機，耶穌大可以

顯示祂自己，祂大可以找個天使來說明，或找個樂團來

宣佈祂的出現。但是沒有。「妳為什麼哭呢？妳要找

誰？」祂沒有讓她在那裡猜疑很久，只是久到足夠提醒

我們祂多喜歡讓我們驚喜。祂等到我們屬人的血氣沮喪

後，以屬神的方式介入，上帝等我們放棄後再給我們

──驚喜！ 

 

         距離上次你讓上帝給你驚喜後是否已有好一段時

間了？我們很容易知道如何讓神清楚我們的極限。我們

深知神的作為，我們破解出密碼，畫出祂的趨勢圖。神

是電腦，如果我們按下所有對的鍵，輸入對的資料，神

正是我們想祂應有的樣式，沒有誤差，沒有變異。神是

投幣點唱機，投入什一奉獻，按下正確的鈕，砰──我

們所要的屬神音樂就充滿整個房間。 

 

         你弄清楚神了嗎？你把神畫在流程圖、標示在小

白板上嗎？如果是的話，聽著，注意傾聽神帶來的驚

喜。聽著石頭紛紛掉在地上的聲音，這些石頭本來是要

打在行淫婦人的身上。 

 

         聽著耶穌邀請排在死亡隊伍的人來乘坐豪華房車

與祂共遊祂的國度。聽著：彌賽亞對撒瑪利亞婦人輕聲

說道：「這和妳說話的就是祂。」聽聽拿因的寡婦正和

她的兒子用餐，這兒子本來已經死了。聽聽馬利亞是多

麼驚訝，當她愛的人──她親自埋葬的人呼喚她的名字

──「馬利亞」。 

 

         神總是出現在最奇怪的地方，做些最奇怪的事，

在愁眉苦臉上拉出笑容，在只有淚水的地方加上閃亮；

在黑暗的天空裡掛上明亮的星星，在雷雲之中出現彩

虹，在墓地中呼喚名字。「馬利亞，」祂輕柔的喚道：

「驚喜！」她嚇了一跳，這真是不常發生──聽見永生

神呼喚你的名字，她確實聽到時，她做了正確的回應，

她向祂下拜。 

 

這個場景聚集驚喜盛宴的所有元素──祕

密、睜大的眼睛、驚訝、感謝。 

 

          不過，若是與未來那個計畫的大盛宴相比，這個

還算是小意思呢。那會是類似馬利亞的這場慶祝，但更

大的多。許許多多的墳墓都會打開，許許多多的名字會

被呼喚，許多人跪下，許多尋求真道者將大肆慶祝。那

會是個特別重要的盛宴，我呢，要確認賓客名單裡有列

上我，你呢？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

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資料來源：國度小筆摘錄校園書房出版社《一

個星期五的 6 小時》第十八章] 

 

https://shop.campus.org.tw/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000297004
https://shop.campus.org.tw/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00029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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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繹站     ◆編寫=一位香港基督徒/推薦=趙崇國  

                              

                  虛空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

虛空。」（傳 1：2） 
 

      如果我們問一個活著的人，對於世上萬事感覺如

何，是否虛空，恐怕大多數的青年人不會覺得是的，他

們對世界上的事正感到興趣，有吸引力，正在追求，有

所享受，而老年中可能有不少的人感到世事虛空，因為

過了幾十年，將盡一生， 並沒有從世界真的得到什

麼，所享受過的，不過成為一些記憶，而且逐漸模糊起

來，現在所有的，好像關係不再是那麼密切了，乃是逐

漸疏遠，改變，解體。 
 

如果我們去問一個垂死的人，對於世界萬事的感

覺如何，他會說，一切都過去了，好像與我從來沒有發

生關係一樣。他手中的東西一樣都沒有了，從世界經過

一番，什麼都沒有得到，似乎作過一場夢。曾經捕過

風，捉過影，但是一死連風和影也摸不著，看不見了，

真是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 
 

活人和死人相離不過一步，相隔像一層薄紙，時

間上也不過是轉眼之間。是的，如果只有死，那活著的

人也只有活一天盡量抓住世上的事一天，得樂且樂，能

活就活，因為沒有別的希望。但若有來世和永生，問題

就不同了，有誰願意為現在虛空如捉影捕風的世事而放

棄永遠真實極美的一切呢？神真的預備了永生，要賜給

相信的人。現在就應該覺悟，何必遲延呢？ 
 

         ~~~  

有一位最了解你所有難題的，就是父神。祂對每

個人的痛苦和難處都極清楚，並深知憂困和痛楚是如何

地困擾我們，所以祂極願意幫助我們脫離一切的痛苦。

有神來幫助我們解決問題，還有甚麼能比這個更好呢？

祂要為我們改變一切的困境，使我們脫離勞苦重擔，賜

給我們各種的幫助，要我們把一切的憂慮都卸給祂，同

時為我們開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感謝神，因祂現在要

把壓在你身上的重擔挪開，並幫助你解決一切的問題，

同時更用祂的慈手帶領你的一生，使你的心充滿平安。 
  

        默想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

祂顧念你們。──彼前 5:7 

决擇  
「我看萬事盡都有限，惟有你的命令，極其寬

廣。」（詩 119：96） 

 

世上的事情很多，世人都為之奔忙，似乎追求不

盡，其實歸納起來不外乎肉體和眼目的情慾 並今生的

驕傲，而人所能得著的更非常有限。世界所能給人的不

過那麼多，好書不會百讀不厭，好戲不會多看不煩，任

何事物無不有其極限，所愛慕的東西，給人的不是滿

足，而是空虛，覺得不過如此，好像裡面沒有生命，背

後都有止境，不會有任何事物可以叫人無限追求的，何

況人生如此短促，即使得著什麼，也是不久將會消失的

呢？ 

 

但另有一項並不歸於虛空的事，是有意義，有價

值，能永遠長存的。那就是神的命令，人應當無限地追

求，遵行。的確是廣逾海洋，高過星宿，越追求越覺得

都是新的。前面仍然有路可走，而不是來到了盡頭，在

神的命令中行走，會得到真的自由，越走越廣闊，越明

白奧秘，越可愛。因為是與神同行，走向永遠的榮耀

裡。 

 

在這裡就需要作出揀選，究竟是追求萬事呢，或

遵行神的命令，是要捉影捕風；還是要抓住永遠的真實

呢？ 

 

        ~~~  

你也許會奇怪為甚麼愛你的神，非要讓你走過患

難困苦的道路？須知惟有經過黑夜的道路才能通向光

明。愛你的神，要你走過一切道路的盡頭都是光明，都

是充滿榮光和大喜樂。因此，祂現在必須帶領你經過黑

夜。 

 

默想 ：白晝屬你，黑夜也屬你；亮光和

日頭是你所預備的。──詩 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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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的人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

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

福！」（詩 1：1, 2） 

 

詩篇中充滿寶貴的應許，在這開始的一篇中就有

一個非常寶貴的應許，也是非常重要的指示，應該甚麼

樣的人有福。不是任何人都有，乃是有的人有。這裡提

到惡人、罪人、褻慢人，都是神不喜悅的人，結局必至

滅亡，甚麼樣的人有福呢？乃是那些與惡人有分別，不

與之有分，不沾染他們的罪惡、污穢， 並且加以憎

惡，遠離的人。 

 

積極方面，是喜愛神的話語、律法，晝夜思想，

以至心思意念都被神的話語所充滿的人，要像栽於水旁

的樹，按時結果，凡事順利不怕災害，因有神的話同

在，也就有神的同在。這樣的人非常踏實，穩固。在神

的眼中有價值，而惡人則如糠?一般，被風吹散，在審

判時要受刑罰。 

 

這很清楚告訴我們每天晝夜都要思想神的話。片

刻不離，以至思想與神的話溶和一起。凡與神的話不合

的思想，言行都要趕出，一切以神的話為準則，依據。

這樣藉著神的話與神同行是何等有福！ 

 

~~~  

你用不著知道神要用甚麼樣的方法來解決你的問

題。因為神是不會事先讓你知道的。你根本不需要知道

神的方法，你只要記住一件事實，就是父神總是樂意解

決你的問題。知道這點就夠了。你只要常常讚美神的

愛，就必得安慰。 

 

默想 ：……

你們必須用這些東西，你們

的父是知道的。你們只要求

祂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

你們了。──路 12:30-31 

你的心在那裡?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

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

4：18） 

 

保羅將所有的事分為兩類，一是所見的，一是所

不見的。一般人當然是顧念追求所見的了，因為這是現

實，能得到的，有用的，而所不見的，則似屬渺茫，遙

遠，不知其究竟能否解決現實的需要，所以漠然置之，

甚至不屑一想。 

 

但是保羅說，我們卻是顧念所不見的，那些屬

靈，屬天，在主裡面的事，因為所見的無論多好，多實

際，多有用都是暫時的，是轉眼之間即行消逝的，為之

費心費力，思考，追求是太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有的人

還沒有得到就已經去世了，即或得到，也很快地就變為

無影無蹤。世人因為不知道有更美長存的，所以只求些

暫時虛空的了。 

 

然而信徒已經相信有看不見的，是實在的東西，

雖然肉眼看不見，信心卻知道。神為愛祂的人已經預備

了，人眼未曾見到的更美的事（林前 2：9；來 11：

13，來 11:40）。那在天上的是永遠長存的。我們有了

永遠的事可以盼望和追求，豈能再注意追求那些暫時之

事呢？一個是真的，另一個是假的；一個是實在的，另

一個是虛空的；一個是重愈高山，一個是輕過羽毛；一

個是無價之寶，一個是賤如糞土。人的時間和精力應用

在那方面呢？ 

 

~~~  

正像世人的父一樣，神極願祂的兒女能親近祂，

所以祂就賜祂的愛子為我們的罪而死，替我們打開回天

家的門。現在父神正期望我們的一生能為祂而活，使我

們與祂的關係能日進一日。每一次出於信心的善行和更

新的奉獻，就能使我們與天父的關係愈加親密。 

 

默想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

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林後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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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思恩牧師     

         

        

屬靈靈恩賜重要經文— 
 

          1. 哥林多前書 12:4-11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 位。職事也有分

別，主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

裡 面運行一 切的事。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

處。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

他知識的言語，又有一 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人

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

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 叫一人能說方

言，又叫一人能繙方言。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

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2. 羅馬書 12:6-8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

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7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

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 8 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

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

的，就當安心。」 
 

         3. 以弗所書 4:11-12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

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

體。」 
 

屬靈恩賜定義 
 

1. Charisma 來自希臘語“Charis",意思是神的恩惠。 
 

2. 所以屬靈恩賜是從神而來彰顯祂的恩惠。 
 

•神將屬靈恩賜給祂的子民，使信祂的人能通過服

事看得見的弟兄來服事看不見的神。 
 

•基督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因為人子來，並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

的贖價。」(馬可福音 10:45) 

                         

屬靈恩賜種類 
 
         A、 話語的事奉： 
 
           1. 傳福音方面： a. 使徒。b.傳福音的。 
 
           2. 被聖靈感動而說話：a. 先知。b.辨別的靈。 
 

c. 講道。d. 解釋。 
 
           3. 教導方面：a. 牧師/老師。b .智慧的話語。 
 

c .知識的話語。d. 安慰。 
 
         B、 行動的事奉： 
 
           1. 在超自然領域：a. 行奇蹟。b. 治愈的能力。 
 

c. 信心。 
 
           2. 在管理方面：a. 管理人員。b. 牧師。 

 

           3. 在幫助人方面：a .幫手。b. 服事。c. 給予。 
 

d. 照顧。e. 同情。 
 
                        服事的目的 
 
         我們服事因為我們要： 
 
         1. 榮耀神。(西敏寺信仰表白)人存在的主要目的
是榮耀神。 

 

2. 感謝神。馬可福音 1:29-31「他們一出會堂，就

同著雅各、約翰，進了西門和安得烈的家。西門的岳母

正害熱病躺著，就有人告訴耶穌。耶穌進前拉著他的

手，扶他起來，熱就退了，他就服事他們。」 
 

         3. 經歷神。 

 

                     根據屬靈恩賜服事 
 

•每個基督徒都有至少一個屬靈恩賜。每個基督徒

應該用他們的屬靈恩賜在教會服事。 
 

•在教會不當使用屬靈恩賜會給個人帶來痛苦，給

教會帶來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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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有義務去幫助每一個信仰者發現他或她的恩

賜。各人有義務主動尋找神的恩賜。 

 

•當所有信仰者都能用他們的屬靈恩賜在教會服

事，這個教會是快樂成長的教會。 
 
                         服事的獎賞 
 

         A. 聖經關於獎賞的教導— 
 

         聖經不僅同意"外在獎賞"的概念，還用了很多篇幅

解釋和描述它。 
 

         B. 關於獎賞的三個重要觀點— 
 

         從哥林多前書第三章我們可以推斷出三個重要真

理： 
 

1 .主要的獎賞將在天堂，不是地球。 

2 . 所以的獎賞將根據"品質",不是"數量"。 

2 . 獎賞的可能延遲，但不會被遺忘。不像人的特

性，神不會忘祂的承諾。 
 

          五個獎賞的冠冕 
 

1. 不朽壞的冠冕 
 

哥林多前書 9:24-27「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

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

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凡較力爭勝

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

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

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 

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倒被棄絕了。」 
 

這是給予那些跑完人生賽跑的人。 
 
         2. 喜樂的冠冕 
 

         腓立比書 4:2「這是給予那些忠心傳講福音並且引

導人們來到主前的人。」 
 

         帖撒羅尼迦前書 2:19-20「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

誇的冠冕是什麼呢？豈不是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

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嗎？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

的喜樂。」 

這是給予那些忠心傳講福音並且引導人們來到主前

的人。 
 

         3. 正義的冠冕 
 

         提摩太後書 4:7-8「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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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

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

的人。」 
 

這是給予那些接待人並且耐心等待主第二次再來的

人。 
          
         4. 生命的冠冕 
 

雅各書 1:12「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

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

人的。」 

 

這是給予那在地球上生活時要遭受苦難的人。 
 

5. 榮耀的冠冕 
         

         彼得前書 5:1-4「所以，我這同作長老，作基督受

苦的證人和分享將來所要顯現的榮耀的人，勉勵在你們

中間的長老們：1. 務要牧養在你們當中上帝的群羊，按

著上帝的旨意照顧他們，不是出於勉強，而是出於甘

心；也不是因為貪財，而是出於樂意。2. 不要轄制所託

付你們的群羊，而是要作他們的榜樣。3. 到了大牧人顯

現的時候，你們必得到那永不衰殘、榮耀的冠冕。 

 

         這是給予那些忠心照顧主的綿羊的人，他們是心甘

情願和謙卑的牧師。 

 

                             總結 
 
         1. 屬靈恩賜的來源—是神。 
 
    2. 屬靈恩賜的種類—有不同的種類。 
 
    3. 屬屬靈恩賜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教會。 

 

       [資料來源：NOCBC 靈修營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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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回顧卡崔娜十週年｣ 
◆獅子 

 

時間過的真快，卡崔娜颶風登陸紐奧良地區已經

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卡崔娜名列美國有史以來十大颶

風的榜首不是沒有原因的。十年前的八月廿九日，卡崔

娜颶風所挾帶的豪雨和湧起的浪頭，不消多久就在大紐

奧良地區將堤防決口了數十個地方，使得低於海平面的

廣大都會區一下子就變成了汪洋，造成了兩千人死亡和

一千多億美元的損失。相比於教會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們

被困在紐奧良市中心的大樓裏被船、巴士、直昇機、和

飛機等救援出了紐奧良，我們一家子還算是非常幸運

的，因為我們在堤防決口的前一天晚上就從紐奧良到了

休士頓去避難。 

 

聖經的啟示錄裡面提到末世的時候將有七個大災

難。那些大災難雖然是預言，但是有人將卡崔娜和末世

的預兆連繫在一起。聖經裡面多次提到了末世的預兆，

那時必有大災難，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因

此先知以賽亞和施洗約翰大聲呼籲，「天國近了，你們

應當悔改。」因為主來的時候要施行審判，人們要為罪

為義，自己審判自己。 

 

大災難的到來沒有人知道。主來的時候也是如此。

馬太福音廿四章卅六節說到「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

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

道。」四十節到四十二節又說「那時，兩個人在田裏，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

一個。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

來到。」雅各書四章十四節説「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

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箴言廿七章第一節説

「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

道。」帖撒羅尼迦前書三章二節說「因為你們自己明明

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這幾段經

文真可以說是十年前卡崔娜颶風在紐奧良過境時的寫

照。那時候有誰會預料到災難會真正的到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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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崔娜登陸紐奧良的前兩天〈星期六〉，我還參加

了教會詩班指揮高醫師的七十大壽晚宴，晚上回到家中

時，已經快要十點鐘了。家中的電視上正不停地報導著

颶風的消息，氣象雲圖上顯示整個墨西哥灣都籠罩在雲

雨之下，我看著氣象雲圖，突然之間心中有種不祥的預

感，快要十二點鐘時我們全家離開紐奧良往休士頓的方

向前去。 

 

離開紐奧良也不是如同想像那般的順利。由於走岔

了路，我們一直開到了密西西比州邊境的小城，再轉小

路回頭往休士頓開去，一直到星期天的下午四點多才到

達休士頓預定的旅館。原本六個小時不到的車程，那天

開了十六個多小時。一夜好睡之後，我們第二天去中國

城飲茶慰勞一下自己。那天中午酒樓裡面好不熱鬧，大

家心裡都想著明天颶風一過，我們就可以回家了，和以

前一樣，心情極度的愉快。沒想到回到酒店之後，電視

上報導紐奧良的幾處堤防決了口，大水已經漫過了大部

份的地區，全市已經成了一片汪洋。一聽到這樣子的消

息，我就知道我們暫時回不去紐奧良了。更壞的消息是

酒店的房錢已經漲價到了兩百多美元一個晚上。 

 

幸好我們的難處讓尤誠和三寶他們知道了，他們連

絡了｢休士頓中國教會(HCC)｣的陳教授夫婦安排我們一

家人住進了教會的執事會主席馮弟兄的家裡。我們不但

在馮弟兄家裡住了有一個月之久，期間馮弟兄還幫我介

紹工作，同時 HCC 的徐姊妹更擔保幫助我們的小女兒在

附近的高中寄讀。回不去紐奧良也意謂著沒有了收入，

這下子該怎麼辦呢？先應徵工作再說，因為要準備長期

抗戰了。履歷表送出去了才兩天，就有兩家公司要我去

面試。穿著臨時買來的西裝、襯衫、皮鞋、和一條陳教

授借給我的領帶，抱著沒有後路的信念和多方的禱告，

兩家公司都給了我聘書，薪水還比以前的多出了許多，

真是叫人十分的驚喜，實際應證了聖經中所說｢神所賜出

人意外的平安，常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這一句話。 

 

全教會疏散到休士頓的會友們在｢休士頓西區中國

教會｣弟兄姊妹們的愛心接待下，在該教會共度了一個令

人難忘的中秋夜。雖然有滿桌的月餅，但是真正能夠安

心過節的人可以説是絕無僅有的吧！未來該怎麼樣走？

在當時只能用憑空來想像。西區教會還特別贈送給每一

個家庭一個裝滿了愛心禮品的籃子。籃子裏面不僅有民

生必需品，而且還設想周到的準備了一隻手電筒和電

池，好讓我們回到沒有電的紐奧良家裡時可以用來照

明。 

 

我拿到了工作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回到紐奧良

的家中探一探究竟。當時整個紐奧良地區就只有一個顏

色，那就是泥土的灰黑色。在龐丘泉大道中央，原本是

綠地的的大空地上，擠滿了被大水淹沒的車子。家裏的

附近倒落了一地的大樹和電線桿，連路都沒有辦法走。

我站在歷經浩劫的家中，一時之間真是無語，怎麼會是

這個樣子的呢？眼前家裡面一片破敗的景象，不論是誰

看了都會非常的傷感。我想凡是當年身歷其境的人，都

應該會是記憶猶新的。     

 

在紐奧良住久了的人對於紐奧良是有感情的。因為

紐奧良地方雖然不大，但是想要不愛它也難！回到紐奧

良重建家園真是一個難忘的經驗。但是靠着神的大能，

祂帶領我們一步一步的走了過來。我們一家也在 2005 年

的聖誕節搬回了紐奧良，隔年在紐奧良堤防的另一邊重

新安置了一個新家。 

 

我記得卡崔娜過後，曾經在｢號角｣月報的休士頓版

園地投了一篇稿。其中引述了聖經｢哈巴谷書｣第三章中

的一段話，｢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

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

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因為主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那時候心理頭非常的清楚明白，

雖然災難之日臨到了我，但是我的神並沒有離棄我，相

反的，神給我的祝福和恩典真是多而又多。我知道那等

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必定會如鷹返老還童。即便我

在卡崔娜颶風的災難之中失去了一切有形的物質，但是

神後來所加給我的，比先前的更多。就猶如｢約伯記｣中

約伯和神說的，｢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

那樣，我現在所擁有的比卡崔娜之前所擁有的，還要多

的多。上帝的應許從來不會落空！ 

 

主耶穌告訴我們説，「不要為明日憂慮。」祂又

説，「我的恩典夠你們用。」我領受主的恩典，謙卑地

低首回顧這過去的十年，內心裡面充滿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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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宗教改革初期，教會崇拜儀式，一律只許唱詩

篇或聖經章句，並無樂譜，全憑指揮領唱。 在英國形成

了自創一格的「蘇格蘭詩篇」（Scottish Psalter）。 

1553-58 年間，英國瑪麗女王宗教大逼迫時，許多新教

徒亡命他國。 紀思（William Kethe）也是其中一人，他

先去德國，繼往瑞士，他在這段時期作聖經英譯的工

作，並將詩篇寫成韻文詩篇，其中有廿五首被收集在蘇

格蘭詩篇集中。  

  

  葛萊特（Robert Grant, 1779-1838）

生在印度也逝於印度，他被稱為印度詩

人。葛萊特的父親是英國人，在印度經商

致富，任東印度公司董事長，回國後，被

選為國會議員。 他是一個熱心的平信徒，政治家及慈善

家。 葛萊特是律師及詩人，1831 年被任命為樞密院委

員，三年後被封為爵士，奉派印度，任孟買省長。他樂

善好施，深得民心。 印度人以其名命名一醫學院，以資

紀念。 

  

   

      1833 年葛萊特讀紀思翻譯的詩篇 104 篇，啟發了他

寫這首詩，許多權威稱它為敬拜神的模範聖詩。它讚美

神的大能，恩典，眷顧和信實，全詩的韻律優美。 他歌

頌神為王，是造物主，是保護者，而人僅是微塵而已。  

  

  這首詩歌有兩個曲調，英國人喜歡郭夫特（William 

Croft, 1678-1727）所作的曲調，認為它在

旋律，和聲，節奏上，配合得天衣無縫。 

美國人則喜歡梅遜（Mason, Lowell ）所選

用的海頓（Johann M. Haydn  ）曲譜。  

  

  郭夫特是一位傑出的作曲家及司琴，他在英國的聖

樂方面佔重要的一席，因他始創英國詩篇，以別於日內

瓦體式的韻文詩篇。 他是皇家教堂的司琴，經常奉召為

國家節慶作曲。他所作的曲，韻律莊嚴，和聲完善，曲

調力求配合詞意。 1713 年，牛津大學贈予音樂博士學

位。  

  

【我心獻曲】詩集：世紀頌讚，29 
 

怎可表感激，萬有主已恩賜萬事；縱未配獲賜，神大愛卻已豐足沛降。萬千天軍齊集頌讚，仍未唱出心中感謝。 

願我將內心希冀夢想…永遠盡忠於你！同向上帝頌揚，萬口唱歌讚頌，是祂厚恩看顧，賜救恩、賜新生！ 

主寶血為我贖罪！獲復興靠祂賜力；上主配得稱讚，讓我歌唱讚美！今將生命奉獻，完全為看見主喜悅。 

人人頌讚同和唱，全獻給主在各各他！ 
 

 

         柯安祺（Andrae Crouch, 1945-

2015 ）出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在幼童

時，他要求父母買一架鋼琴給他。他的音樂

天份很快地展示出來，不久他就在教會司

琴，高中時他指揮他父親創立在聖谷教會的詩班。 他讀

了一年大學後，就進入 RCA 電腦公司工作，同時參加

不良少年的輔導工作，並擔任少年解毒中心的詩班指

揮。 為了熟悉經文以便於寫作聖詩，他也在聖經學院選

修。 
 

   柯安祺在作輔導少年罪犯工作時，有一個墨西哥

裔和白人的混血兒賴瑞，令他十分頭痛。賴瑞的舉止粗

魯，態度惡劣，他憎恨他自己的身份，排斥宗教，但他

熱愛音樂，尤愛聽柯安祺的演奏和歌唱。柯安祺花了許

【榮耀大君王】詩集：世紀頌讚，27     
 

當俯伏崇拜，榮耀大君王！主權能慈愛，須感恩頌讚，主亙古常存，我盾牌與保障，光華籠罩天地，四周皆頌揚。 

當頌揚主恩，見證祂大能！光輝是主袍，穹蒼是主幔，救主發烈怒，密雲中雷聲隆，狂風追逐暴雨，主當安車乘。 

當見證福音，主豐富供應！在輕風吹拂，在榮光照耀，從山間水流，下注遍滿平壤，甘露時雨降落，潤澤各地方。 

當信靠恩主，世人盡塵土！能力何奇妙，軟弱變剛強，恩慈真溫和，堅定持久永遠，你創造並保護，我救主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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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時間想帶領他歸主，總是無效；賴瑞始終不信有神的

存在，他來教會祇是為了聽柯安祺的音樂。 有一天崇拜

時，柯安祺唱「救主寶血」，他看到賴瑞在流淚，但旋

即轉首，不想讓柯安祺看到他受感動。 隔不多久，賴瑞

終於決志信主，並且毫無顧忌地，時常在聽道時高呼

「哈利路亞！」。  

  

  柯安祺忙於奔走各地獻唱，很少居家，漸漸地和一

些舊友失去連絡，但賴瑞經常去聽他的獻唱。 有一天賴

瑞打電話給柯安祺，叫他讀路加福音五章，他保證那段

信息可以感動柯安祺寫一首他前所未有的偉大聖詩。柯

安祺讀了一遍並無感動。第二天早晨，他起身後走到琴

旁，腦中湧起賴瑞給他的經文，他就自彈自唱不停，似

乎是 神藉他在奏唱，他的眼淚不禁流下。柯安祺即刻在

他的音樂會上獻唱這首「我心獻曲」，獲得前所未有的

贊譽。 他錄音後寄了一份給賴瑞。 

  

   一個月後，柯安祺在清晨四時接到俄勒岡醫院電

話，通知他賴瑞發生嚴重車禍，送抵院時，他僅說了柯

安祺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就昏迷。賴瑞心胸受重傷，失去

一眼，正在急救中。柯安祺趕到醫院時，護士告訴他，

賴瑞昏迷不醒，是否能渡過這一晚，則渺茫難測。柯安

祺堅持要和賴瑞通話，護士無奈，把電話接到賴瑞病

床。在柯安祺的叫聲中，他聽到賴瑞微弱的回答：「我

大概活不了啦。」柯安祺說：「你會活下去！ 我已寫了

你要我作的歌。 你聽著！這一句是對你說的『祂的能

力，使你復甦。』」次日賴瑞脫離了危險，柯安祺就安

心前往另一場的演唱。 十天後柯安祺在走入一餐室時，

聽到他熟悉的「哈利路亞」聲。他難以置信賴瑞已經出

院，而且傷口已癒合。這首詩歌起因於一位輔導員和不

良少年間的友誼。 最令柯安祺振奮的是這不良少年幡然

悔改信主，而且以後成了一位成長中教會的牧師。 

  

                                                  【萬代之神】詩集：世紀頌讚，32    
 

萬代之神，用你全能聖手，美化穹蒼，舖張錦繡宇宙；燦爛輝煌，日月星光紛呈，敬向寶座，獻上感恩歌聲。 

真神慈愛，歷代引導眷顧，在此樂土，安享自由幸福；願主統領，引導護守安穩，你言你道，是我所法所遵。 

願你膀臂，永作我眾護衛，免遭災禍，脫離戰爭兇危；願你聖道在眾心中滋長，你的良善，使我眾享安康。 

道路艱難，求主甦醒百姓；脫離黑暗，進入永遠光明；使我生活蒙主恩愛充滿；頌讚榮耀，歸主直到永遠。 
 

 

       

這首聖詩是紀念美國獨立宣言一百週年的作品。 

1876 年佛蒙特州布蘭登市居民籌備慶祝獨立一百週年紀

念大會，擬將當年歷史背景人物由孩童扮演，重溫舊

事。 居民發覺大家都不清楚「獨立宣言」內容，想到當

年多少人為維護憲法而犧牲生命，不禁慚愧；回家後紛

紛翻開歷史書重讀一遍，愛國之心油然而生。 

  

  1876 年六月中旬，籌備委員會主席拜訪羅柏志

（Daniel Crane Roberts, 1841-1907），請他為大會作

一首新詩，大會希望由牧師來創作一首有

宗教性的愛國詩歌，來配合這慶典。 羅

柏志在聖詩集中找出了一首俄國聖詩「全

能的神」（God the Omnipotent）的曲

調，寫了這首四行各有十音節的詩，描繪

神是宇宙的創造者，祂的權能可維護，引導這國家。這

首詩的第一節：強調 神的權威。第二節：祈求 神引導

國家的未來。第三節：求主庇護，眾民安康。第四節：

在主愛中，永享光明。 

  

  大會的主席聽了這首詩後，建議以吹號為前奏，使

之更為雄壯。 這首原本祗是為獨立一百週年慶典所用的

歌，後被許多教會引用。有的作詩班列隊進入教堂之

歌，有的作禮拜開始之歌，也有大音樂家獨唱等；因此

對講員有喧賓奪主之感。十六年後，聖公會聖詩重編

時，請紐約聖多馬教堂的司琴華倫（George William,   

1828-1902）另配一曲以號角聲為開始。華倫的曲譜更

受歡迎，歌詞和旋律中，充滿了愛國的情操。  

  

  羅柏志出生在紐約長島，美國內戰時曾參加俄亥俄

志願兵團。1866 年他被聖公會按牧，初在佛蒙特州布蘭

登市牧會，後來在新罕布夏州聖保羅教堂牧會將近十

年。他擔任新罕布夏州歷史會會長多年，深獲各界褒

獎。 Norwick 大學為表揚其成就，贈予神學博士學位。  

 

[資料來源：古今聖詩漫談, Hymnary.org] 

  

http://www.hymnary.org/person/Roberts_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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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 Valley 

 

基督徒似乎比較能坦然面對死亡， 

 

那是因我們知道還會復活；  

 

我們只是歇下手中的一切工，睡個長覺吧! 

 

假如身邊至親好友將要歇工了， 

 

 真的還會如此平淡的面對它嗎？ 

 

 沒有埋怨神 ”為何不醫治他們？ “  

 

沒有因至親好友死於災難，動搖我們的心而遠離神? 

 

911 紐約世貿大樓被炸毀時，有位牧師公開埋怨神； 

 

他說：“這樣的神(降災的神)，我不信。” 

 

聽過無數牧者或神職人面對他們的家人死於非命時， 

 

常會無法釋懷，全心全意服事神，  

 

神為何還讓這事發生呢？ 

 

多年前台灣發生 SARS 危機時， 

 

有位很年青的基督徒醫生也被病人傳染了， 

 

當時我們都為他禱告求神醫治， 

 

 

  

但他在那場瘟役中殉職了，多讓人心酸與遺憾。  

 

他母親當時講了一句話：“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

是耶和華。”(約伯 1: 21) 

 

面對這個問題時， 

 

我就會想起以賽亞書 57 : 1-2 的經文： 

 

義人死亡無人放在心上；虔誠人被收去無人思念，這義

人被收去是免了將來的禍患，他們得享平安，素行正直

的，各人在墳裡安歇。 

 

The righteous perishes, And no man takes it to heart; 

Merciful men are taken away, While no one considers 

That the righteous is taken away from evil. 

He shall enter into peace; They shall rest in their beds, 

Each one walking in his uprightness. 

 

還有我會深思 “約伯書”。  

 

當約伯面對災難時，他那些朋友對他所説的話， 

 

神又為何責備那些人不如約伯認識神呢？ 

 

有件事是深深扎根在我心中， 

 

 若身邊至親好友要歇工了； 

 

那是神不叫他們遇見將來的大禍患，  

 

不叫他們再受害於撒旦的挾制。 

 

若我深信有永生，為何要懼怕死呢？  

 

這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恩典。  

 

 

[資料來源：Lily Valley 好信息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