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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們：平安！

這一期季刊正逢教會一系列「至於我和我家」信息結束，也巧逢「達文西密碼」這部電影正

在全世界同步放映。無獨有偶，5月12日加州參議院以22票對15票通過法案，將來可能要公立學

校在教學時認同「同性戀的行為」。「密碼」之說被喧揚的沸沸騰騰，同性戀的社會勢力甚囂塵

上，但是約書亞三千多年前「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的宣告卻歷久彌新，在這個

令人眼花撩亂、無所適從的「後現代」更顯珍貴。

「全家、全民」的事奉，一直是貫穿聖經舊、新約的觀念。但是在這個極力反神、反聖經的

世代，仇敵卻竭盡所能扣留家中的成員，不讓我們全家事奉。或者夫妻不同心、或者父母不同意

孩子、或者孩子攔阻父母，......。世界的誘惑也發揮了它最大的吸引力，讓　神的兒女陷在潮

流中卻不自覺。

目睹這在各地都越來越顯出來的現象，心中的痛與日俱增，常常化作在主面前的迫切禱告，

「　神啊！伸手拯救這個世代，將神兒女從世界的路上挽回，叫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而是常

常心意更新而變化，能分辨祢的旨意！耶穌基督，唯有祢是救主，也唯有祢的聖靈可以賜給我們能

力，使我們過得勝的生活。願我們早得祢的救恩、經歷祢勝過罪、勝過己、勝過世界的大能，更願
祢早日快來！」

盼望您也在這個呼求的行列中，並且一同宣告「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香柏木」季刊 編輯部
2006年6月

編者的話

【編註1】歡迎到教會網站下載「香柏木」季刊彩色版

	 2006年6月‧第38期

【編註2】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若需刪改或節錄，請先與本刊編輯部聯絡。謝謝！

	27	 	Not I But Christ  by Nancy Lim Translated by Ellen Lee
		28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吳美吟	(著)	黃麗	(譯)

  30 The Burning Meeting - Relief and Freedom  by William Liao    
  Translated by Guixia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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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和我家
‧‧‧

我們這一系列傳的信息﹐是希望每一個家都

能成為一個單位﹐好好地愛主﹐一起在這

個可怕的世代中活出基督徒得勝的生活。為著我們

自己﹐我們的下一代﹐甚至我們的子子孫孫﹐我們

該怎樣靠著主﹐勝過世界對神兒女的攻擊和陷阱。

仇敵的第一項詭計 ─ 孤立

我們現在都住在大都會裡面﹐沒有邊界﹐好

像人跟人之間住得很近﹐可是實際上，那種休戚與

共、同生死、共存亡的感覺卻越來越淡薄。像以前

古代﹐老遠老遠才有一個村莊﹐當有仇敵來攻擊的

時候﹐整個村莊必須把所有力量聯合起來﹐才能夠

生存﹐甚至擊退仇敵。今天在屬靈的爭戰裡面應該

也是這樣。但是這個世代人的特點就是忙；忙已經

成為大人孩子的一個口頭禪和身上的標籤﹐因為你

不忙就顯得不重要﹐所以不忙也得說忙。

忙是一個事實﹐可是忙到一個地步帶下來的結

果，就是我們這個人被孤立起來。因為太忙了﹐所

以沒有時間去建立我們彼此之間該有的關係﹔因為

太忙了﹐所以沒有時間去注意我們心靈的需要﹔因

為太忙了﹐所以沒有時間到教會追求更深的生

命﹔因為太忙了﹐甚至連身體都沒有空去照顧它。

而孤立的時候正是仇敵最容易各個擊破的時候﹐牠

輕易的就可以把我們破壞了。

神說﹕「那人獨居不好」神不喜歡人孤獨。人

不僅要來到　神的面前﹐也要來到　神的家中﹐與

　神為我們所預備的家人或是弟兄姊妹們﹐把力量

聚合起來。這樣﹐我們得到的祝福是更大的﹐是更

豐富的﹐是被加起來的。世界上加的法則是一加一

等於二；　神家的數學是一加一等於一百。一個人

可以勝過一千個人﹐可是兩個人就可以勝過一萬個

人。我們不能像從前一樣過自己的生活﹐只是禮拜

天來神家；甚至連在自己的家中﹐跟孩子、配偶之

間的關係都不夠真實。大家各忙各的現象，現在越

來越嚴重﹐年輕的孩子們﹐進到十幾歲以後﹐跟父

母之間的關係就變得非常淡薄了﹐恐怕很多孩子連

全家一起去旅遊都不願意。當然﹐不是每一個家庭

都這樣﹐但是這個現象卻是越來越普遍﹐也越來越

嚴重。

務要檢視仇敵進行破壞的管道

兩軍交戰﹐仇敵只要得到管道和門路進來的

話﹐他就能夠從事破壞。我們若很謙卑、認真地檢

視一下我們個人或孩子們的生活範圍﹐你會看到仇

敵早就建好了很多的管道﹐而我們竟然不知道。

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邊界﹐常常會發現地道﹐壞

人用來走私毒品﹐走私人口﹐陸陸續續從這裡進

來。小時候到處看到牆壁上寫著“保密防諜﹐人

人有責”﹐因為敵人總是有各種管道能夠滲透進

◎ 于宏潔

【主 題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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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佛州常常會碰到豪雨﹐報紙上說，每一次豪雨

之後﹐那些原來在沼澤裡面的鱷魚﹐因為水位上

升﹐就得到了一個管道﹐常常跑到住家後院。你平

常會說﹐那個湖泊遠得很﹐我家在這邊﹐怎麼會有

鱷魚呢﹖可是在豪雨過後﹐你可能突然發現後院草

叢裡面居然有一隻鱷魚﹐因為它得到了管道﹐它進

來了。

仇敵在我們現代人身上的管道太多了。看看

年輕孩子們常用的幾樣東西：電話、電腦、電視、

電動玩具、音樂。他們天天抓著一個手機﹐在車上

打﹐在樹底下打﹐離開家打﹐...你聽不到他跟朋

友們在聊些什麼。現在的父母很不容易了解孩子們

的世界。

電腦更不用說了﹐網路是一個開放的世

界﹐所有可能引誘人犯罪的東西統統都在網路上。

孩子上電腦，只要一聽到腳步聲，動作快得很﹐一

下就換了屏幕了。你不知道他在看什麼﹐不知道他

在寫什麼﹐在跟別人溝通什麼；甚至你去看他們的

東西都看不懂﹐因為都是「火星文」﹐我們看不

懂﹐他們自己卻清楚的很。

音樂更是可怕。還不光是你不喜歡那個砰砰

砰砰的噪音﹐砰砰砰裡面的歌詞才真正的可怕﹐特

別是那些挑逗情慾、放縱、殘暴的文字﹐甚至悲觀

消極的思想。幾年前﹐有個父親告芝加哥某唱片公

司﹐因為他們錄的歌裡面講到﹐「你痛苦的時候若

不知道怎麼辦﹐自殺是最好的方法」，他兒子聽聽

那個歌﹐果真自殺了﹐爸爸媽媽就來告這個唱片公

司。唱片公司說﹐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們請家庭教師會左挑右挑﹐但是弟兄姊

妹﹐這些e世代的科技產品是比請來的老師跟我們

的孩子還更親密的家教﹐天天跟著他們在一起﹐不

斷塑造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影響他們身、心、

靈的健康﹐而我們卻不夠警覺。不光只是孩子們如

此﹐大人也如此。因為科技的進步﹐所有的人都在

接觸這些東西﹐所以我們給了仇敵很多的管道﹐也

給自己留下了很多容易犯罪的空間。

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　神為敵

聖經上早就告訴我們﹕「凡是與世俗為友

的﹐就是與　神為敵」。世界並不只是一個物質的

世界，牠是一個活的、有位格的﹐有計劃的、有組

織而且非常具破壞性的一個權勢，世界的王要挾制

人的心。因為這樣，世界就要用各樣的方法﹐在這

裡改變這個世代的人﹐掌握這個世代的人﹐直到轄

制這個世代的人。所以聖經上說﹐當我們愛世界的

時候﹐愛父的心就不在我們裡面﹐因為與世界為友

的﹐就是與　神為敵。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這樣一個世代裡面﹐如

果再不把我們的力量聚合起來﹐大家一同來面對仇

敵的話﹐我們會被各個擊破﹐各個家被擊破﹐到最

後﹐教會不可能在地上成為一個金燈臺的見證。因

為碰到爭戰的時候﹐碰到一些屬靈事情的時候﹐各

人良心都有漏洞﹐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力量也出

不來。這個現象在各地的教會越來越明顯。大家只

喜歡談神學﹐談增長策略﹐因為這些東西是純理性

的﹐是客觀的﹐不需要碰到感情﹐跟你的靈命和良

心都沒有直接關係﹐你只要聰明﹐只要多讀書﹐嘴

巴能說﹐都可以來上一段。但是﹐講到生命的時

候﹐大家都安靜了﹐不講話了﹐因為各人生命裡面

常有尚未解決的問題。

除掉當滅之物

聖經上說的﹐當滅之物若不除去﹐在仇敵面

前一定站不住，而且 神說﹐我也就不跟你們同

在。聖經上還說﹐耶和華的膀臂不是短縮﹐祂的耳

朵不是發沉﹐是因為我們的罪孽讓我們與　神隔

絕﹐是因我們的罪惡使　神不聽我們的禱告。

【主 題 信 息】

   因為科技的進步﹐所有的人都在接 

    觸這些東西﹐所以我們給了仇敵很

    多的管道﹐也給自己留下了很多容

    易犯罪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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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非常感謝　神﹐上個禮拜二教會有一個焚

燒/潔淨聚會。在寒冷的冬天夜裡﹐下著小雨﹐又

有那麼多人感冒﹐但是大人孩子來的卻有100位左

右。小小的孩子們也都安靜地站在那裡﹐看著火在

那裡燒﹐把　神家一些不該有的書、不討　神喜悅

的唱片、影碟、衣物﹐都打碎、燒掉﹐那個景象真

是令人感動。雖然我們屬靈的程度﹐與我小時候看

的那個場面還差了一截﹐可是我覺得我們是在走路

的教會﹐至少不是停在原地。我希望下一次再有這

樣聚會的時候﹐我們一次比一次更認真﹐也一次比

一次更絕對﹐而且那個火﹐一次比一次在我們裡面

燒得更旺。我們所禱告的不光是火燒掉那些外面不

潔淨的、當滅的、跟仇敵權勢有關的、不討　神喜

悅的﹐更是希望聖靈的火也把我們裡面的不冷不熱

燒掉﹐把我們裡面的卑情下品給燒掉﹐把我們裡面

冷淡的心挑旺起來。我相信這次潔淨聚會已給這些

小小的孩子留下一點印象﹕我父親的　神﹐我祖宗

的　神﹐是聽禱告的　神﹐是聖潔、忌邪的　神，

而他們是敬畏　神的人。

人生最重大的揀選 ─　神或「別的」？ 
（詩16:4）

申命記30章19-20節﹐是摩西在臨終時對百姓

們的一個呼召﹐他說﹕「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

證﹔」他是請天地來當見證人﹐這真是一件大事。

「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

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且愛耶和華你的

神﹐聽從祂的話﹐專靠祂﹔因為祂是你的生命﹐你

的日子長久﹐也在乎祂。這樣﹐你就可以在耶和華

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所賜

的地上居住。」老摩西在那提醒百姓們：要怎樣在

神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這塊地上﹐能夠

豐豐富富地享受　神的慈愛﹐能夠承受一切屬靈

的祝福？有一件事情你必須要聽﹐是別人不能替

你們作的﹐必須你們自己作的﹐就是你們要作一

個揀選﹐　神一切的祝福都在這

裡﹐一切的咒詛也在這裡﹐你到

底要揀選哪一條？今日﹐不光我

們大人要在　神的面前揀選對的

路﹐而且﹐我們要思想怎樣為我

們的孩子塑造出屬靈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這是我

們作父母最重要的一個責任。

同樣的，約書亞在他臨終的時候﹐一樣把兩件

事情擺在百姓面前﹕「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

心實意地事奉祂。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在埃及

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若是你們以事奉

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

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

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

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章14-15節)大河那邊的

神﹐從前的神﹐或是現在亞摩利人所拜的神﹐都是

耶和華以外的神﹐到底你們要揀選什麼？約書亞不

能代替我們﹐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作的選擇。

神賜給人自由意志﹐不光是權利﹐也是責任。

今天我們在這裡做揀選時﹐常常都圍繞自己，因為

整個人類都在追求自由、自主、為自己活﹐但是我

們的揀選很可能帶下可怕的災難，沒有人能為我們

負責任﹐我們需要自己來負責。

揀選，是每一個「現在」持續有的挑戰

大能的勇士約書亞帶領百姓身經百戰﹐現在

已經白髮蒼蒼﹐年紀老邁﹐就要去見主了。當他在

這裡要百姓們做揀選的時候﹐他先追述以往。他在

23章提醒百姓﹐　神雖然滿了憐憫﹐願意把產業

與祝福賜給你們﹐但是　神也是可畏的　神﹐是

一位輕慢不得的　神。所以﹐當你們作決定的時

候﹐一定要知道你們所信的是誰﹐一定要知道你的

揀選會帶來何等不同的結果！

有的時候﹐我們人需要被放到一個完全讓你

自由的地位﹐對不對﹖你若被逼著說一定要事奉　

神﹐不可以拜假神﹐裡面反而想﹐「你越逼﹐我

就越不肯」。但是突然給我這個自由的時候﹐我

反而要緊張了。因為這是嚴肅的

事﹐這真的是嚴肅的事。我們要

為著我們自己可以作揀選﹐非常

小心﹗一步錯﹐步步錯。多少

人﹐一失足成千古恨。見了一個

【主 題 信 息】 

約書亞﹕「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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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見的人﹐接了一通不該接的電話﹐簽了一份不

該簽的文件﹐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看了一個不該

看的東西﹐試了一個不該試的東西。有個年輕人

說﹐他被朋友激動﹐就說﹐我為什麼不能吸毒﹖我

吸一口﹐以後不吸就是了。但是﹐一吸上去﹐他將

近20年的時間被毒品緊緊地抓住﹐從16歲一直到

30多歲﹐人生最黃金的年日都是在監獄裡面進進

出出。

當　神把生、死、禍、福﹐都擺在我們面

前﹐任我們自己揀選的時候﹐這個決定是何等地重

要。這個決定不光影響了我們今生生活的品質﹐也

決定了我們這一生的果效。

約書亞的偉大宣告

約書亞講完大家可以有自己的選擇﹐突然做

了一個偉大的宣告﹐這個宣告同樣在許多基督徒

家裡掛著﹕「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

華」。「至於我」﹐他沒有停在這裡﹐接著說「和

我家」。這句話太偉大了。這位在外面身經百戰帶

領幾十萬大軍的元帥﹐不忘他的家﹐不只他自己愛

神﹐他還要帶著他的全家來愛　神。

「必定」講到他堅定而且勇敢的宣告。雖

然整個迦南地有各式各樣的偶像﹐各式各樣的假

神﹐各式各樣吸引他們的事﹐但是他說﹐我們「

必定」事奉耶和華。所以不要光家裡面掛了這句

話﹐看多了﹐就減輕了它的份量。我們在主的面

前要常常堅定而且勇敢地﹐每次看到那句話﹐心裡

面就「阿們」。「我們必定」﹐英文就是﹕“we 
will”﹐這是一個意志的揀選﹐我們不只會﹐我們

更是定意要事奉耶和華。

有人說﹐「偉大的靈魂」都是意志用得好

的；那些平凡軟弱的人﹐只有願望(wish)﹐沒有意

志(will)。保羅在腓利比書第2章說﹕「你們立志

行事﹐都是　神的靈在你們心裡運行﹐為了要成就

祂的旨意」。弟兄姊妹﹐偉大的　神在我們心中替

我們立志﹐所以我們要勇敢堅定地在　神面前立

這個心志﹕「至於我和我的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

華。」要在主的面前斬釘截鐵的立志﹐要肯定。

「至於我和我家．．．」

這個非常強而清楚的宣告，講到整個家的事

奉。聖經上從頭到尾都非常重視「全家」﹐連教會

都是永生　神的家。　神看重家﹐所以挪亞一家八

口全家進方舟得救。「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

必得救」。　神去救羅得﹐把他整個家拉出來﹐只

是羅得的妻子還硬要回頭變成一根鹽柱。吃逾越節

的羊羔也是整個家宰一隻羊羔﹐然後一起被滅命天

使越過去。在曠野裡行路﹐每到一站﹐按著家室宗

族﹐一個家一個家﹐對著會幕來安營﹐以基督為我

們的中心。數點百姓是按著宗族、家族、一個家一

個家來數算。無酵節﹐也是把酵從家中全部除淨。

所以我們除當滅之物﹐要帶著孩子們﹐不光是孩子

們的﹐我們大人的也要除。不能只說﹐孩子們你們

有什麼不好的東西要燒﹐自己卻偷藏一些東西不肯

燒。不﹐除酵節是整個家都要除酵。

約書亞是從「我」擴及到整個家﹐而且以身

作則，如果他自己不是這樣子的人﹐就不可能要求

他的家人成為那樣子的人。「你若自己不是一個屬

靈的人﹐就不易帶領全家人屬靈。」

有人請教艾森豪將軍是怎麼當領導的。他就

拿了一個軟軟的繩子﹐在地上畫了一條直線，然後

【主 題 信 息】

這位在外面身經百戰帶領幾 

十萬大軍的元帥﹐不忘他的 

家﹐不只他自己愛　神﹐他 

還要帶著他的全家來愛　神。

當　神把生、死、禍、福﹐都擺

在我們面前﹐任我們自己揀選的時

候﹐這個決定是何等地重要。這個

決定不光影響了我們今生生活的品

質﹐也決定了我們這一生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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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要叫這條繩子按著這個直線走的話﹐你是

在後面推它呢﹐還是在前面拉它﹖」所有人都

知道答案。你在繩子後面推，繩子就彎來彎去

的﹐根本不可能推直。可是如果你在前面拉著它

沿著直線走﹐整條繩子全部沿著直線走﹐這叫作

以身作則﹐是榜樣式的領導。

 

如果我們自己愛世界，或是生活的次序不

肯讓主居首位﹐卻跟孩子們說要讓主居首位﹐他

們不會當回事的。學校開PTA時爸爸媽媽一定準

時出席﹐來　神家的時候﹐孩子說主日學的老師

說要準時﹐你說﹕「不急呀﹐吃飯吃飯吃飯。」

再慢慢幫他弄這弄那﹐然後遲到了﹐你說﹕「哎

呀﹐遲到十分鐘沒關係。」孩子們馬上知道到底

是教會重要還是學校重要。我們天天在電視機前

面一坐就是老半天﹐然後跟孩子們說﹐不要忘了

讀聖經啊！跟孩子們講要有合群的觀念﹐不要自

私﹐要學習幫助別人﹐可是　神家每次有大掃除

自己卻從來不來...。這些東西都看在孩子們眼

裡﹐他雖不說﹐但他都看見了。孩子們看到的都

存在心裡面﹐就這樣傳下去了。

你在家裡面的談話﹐外面的人聽不到，可

是這話卻世世代代地傳下去了﹐因為孩子在家中

聽見了。不是以前有一個弟兄來我們中間說過

嗎﹖他看見爸爸媽媽在教會裡問候弟兄姊妹﹕「

你好啊﹗很關心你啊﹗你感冒了﹐多休息。」但

散會後﹐人才上車﹐兩個人就開始批評起剛才問

候的那人。所以孩子們從小就想─噢﹗我們可以

做兩面人﹐可以有兩個面孔﹐在別人面前噓寒問

暖﹐客氣問候﹐上了車就可以批評論斷。有一位

美國弟兄還交通到﹐有一個孩子在無意之中﹐從

他爸爸的抽屜裡面發現了「花花公子」之類的色

情雜誌﹐他也沒讓他父親知道他的發現。可是這

個孩子從此就常常趁父親不在的時候跑去看﹐因

為他想我的父親可以作這樣的事﹐還一樣在教會

服事﹐一樣在這裡教導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我

為什麼不行﹖。這個孩子從小就被教壞了。 

 

我們做父母親的﹐必須在　神的面前敬

虔﹐從自己先悔改﹐先被　神得著﹐先成為一個

事奉　神、揀選　神的人﹐不然我們的孩子不容

易敬畏  神的﹐特別在這個可怕的世代。

同時，我特別要強調弟兄的責任非常非常

地重要。我看到一個報導﹐他們訪問了在監獄中

的犯人，幾乎所有的重刑犯都講到一件事情﹐或

是他從小沒有父親﹐或是他跟父親之間的關係非

常惡劣﹐或是他的父親暴躁不講理﹐或是他的父

親傷害過他。 神是要叫弟兄作一家之主﹐但是

當頭不容易﹐因為聖經裡面的頭是一個榜樣與責

任﹐他不是榔頭﹐不是斧頭﹐他不是逼著人家順

服的一個頭﹐他是一個真正叫人心甘情願敬重

且順服的頭。所以我希望我們弟兄們一定要起來

擔責任作榜樣。如果姊妹的丈夫還沒信主﹐或是

他現在靈還起不來﹐那我們家中至少還是要有一

個屬靈守望的人。姊妹們不要嘮叨、責備、或埋

怨﹐而是要為這個家禱告。一個家絕對需要有

人起來當守望者﹐不然仇敵總有管道進來這個

家﹐從事可怕的破壞。願  神多多憐憫我們﹐祝福

並保守每一個家。   f

(摘自于宏潔夫婦「至於我和我家．．．」系列信息)

  

【主 題 信 息】 

約書亞是從「我」擴及到整個家﹐而且

以身作則，如果他自己不是這樣子的

人﹐就不可能要求他的家人成為那樣

子的人。「你若自己不是一個屬靈的

人﹐就不易帶領全家人屬靈。」

做父母親的必須在　神的面前敬

虔﹐從自己先悔改﹐先被　神得

著﹐先成為一個事奉　神、揀選

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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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最近需要全面推動全家來禱告會

呢？因為我們希望教會成為一個禱告的教

會，而且是一個家一個家的來禱告。　神不僅僅呼召

我們從埃及出來，還呼召我們進入應許的美地，更重

要的是：祂把我們帶到美地以後，還要領我們到祂的

聖山，領我們進入祂的聖殿，祂要在那裡與我們相

會。祂說，「因為我的殿要稱為萬民禱告的殿」(賽

56:7)。

什麼叫作禱告呢？禱告就是人和　神在聖靈中

的相會與相交。這個世代越來越艱難﹐我們一定要起

來爭戰。尼希米說﹕「我們起來一同建造吧﹐免得再

受凌辱。」我們的家或是　神的家如果沒有城牆的

話﹐仇敵可以自由進出﹐那太可怕了。我們能作的第

一件事就是禱告！禱告所能做的事是我們人的手不能

作的﹐而且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孩子們需要我們用

禱告來幫助、保護；我們自己需要藉着禱告讓　神來

改變；福音需要藉著禱告才能夠傳揚出去；神的旨

意、神的榮耀要藉著禱告讓它通行在這個地上。禱告

使仇敵的詭計不能得逞！

倪弟兄曾說過﹐除非我們有正確而且足夠的

禱告﹐不然就不可能有正確而且得勝的生活。任何

人的失敗幾乎追根究底都可以回到在禱告生活失敗

的這個點上。以前有一個弟兄叫William Cobb﹐他

說﹕「一個最軟弱的聖徒﹐當他跪下禱告的時候﹐撒

旦都要懼怕顫栗。」不管你多軟弱﹐或者你才得

救﹐或者你多麼不會禱告﹐沒有關係﹐當你的膝蓋

一跪下來﹐連撒旦都會害怕和顫慄。另外一個弟兄

講﹐當我們每一次跪下的時候﹐我們就達到了前所未

有最高的境界。人是跪下來了﹐可是我們的境界卻提

昇了﹐因為我們在　神寶座前執掌　神的權柄─為我

們個人求﹐為我們的家求﹐為我們的教會求﹐為神的

國度求﹐……而　神聽我們的禱告。

不光是我們禱告的時候有事情發生﹐有人生命

改變﹐仇敵的權勢被趕逐；更可貴的是我們藉著禱

告﹐遇見了這位聽禱告的　神﹐祂就來改變我們﹐使

我們越來越有 神的榮形。

弟兄姊妹，讓我們都興起吧﹗不光是　神說﹕起

來﹗「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也讓我們每一個

人都說﹕起來﹗讓我們來登耶和華的山，一起奔雅各

　神的殿，讓我們都成為禱告的子民，讓我們的教會

真是一個禱告的教會，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肯花時間來

禱告。不是勉強地來﹐是帶著需要﹐帶著使命﹐帶著

負擔來禱告。巴不得全教會都來禱告﹐每個家都來禱

告﹐讓禱告成為　神家一個祝福的出口﹐成為我們保

護的城牆﹐成為　神與我們同在的見證。

『因我的殿必稱為 
  萬民禱告的殿 』

◎ 于宏潔

【至於我和我家】

▲ 青年人參加週二家庭禱告會

▲ 傅老弟兄受洗當天

  禱告會的見證：傅伯父在ICU一度因腦溢血進入

昏迷﹐醫生要家人預備後事﹐經大家禱告後﹐奇

蹟般醒過來﹐並快速恢復。更奇妙的是﹐他老人

家一改多年的態度﹐決志信主﹐並主動要求受浸

歸入主名。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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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和我家】 

為 孩 子 禱 告 

◎ 小蕊

去年年初，我曾向 神求，使我成為一個禱告的

人。我自覺聖經讀過好幾遍，聽道聽了好幾

年，屬靈的書讀了不少，道理也能講不少，但我知

道我不是一個禱告的人，至少不是一個常常禱告的

人。我也明白禱告的重要，但我就是怕當眾禱告。

即使一人默禱，也很難做到迫切深入地和主交通。

神很快就答應我的禱告，我週圍的環境突然發生了

很大的變化，使我只能靠主，只能跟主禱告。很快

地我就嘗到了禱告的甜美。但我是一個很懶惰的

人，很容易鬆懈下來。

大概在去年九月底，我開始參加我們教會的姊

妹會。那時姊妹會正在使用《媽媽代禱網》一書，

每次聚會大家一起唱詩禱告，然後分享一周來為孩

子禱告的見證或感受。接著我們按家中孩子的年齡

大小分組，小組內再深入地為各家孩子的各種需要

禱告。一開始，我覺得有點無聊，心想這完全是個

禱告會，不像個姊妹會。很快我心裡有另一個聲音

告訴我，我最需要的就是禱告，我的心需要安靜下

來和主交通。我心想，也許神要藉著這個姊妹禱告

聚會來訓練我吧。

今年姊妹會開始採用《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

一書，按照書上的順序每次一個主題(該書共三十個

主題)，大家一起交通、分享和禱告。就像這本書

裡寫的，現在這個時代，孩子所面臨的試探誘惑遠

勝過我們的孩童時代。網路的發達使我們對仇敵的

攻擊與陷阱束手無策。雖然我們很愛孩子，盡力去

保護他們，但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守著他們，

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得住他們在外面交的朋友，...

等等。史多美‧奧瑪森的這本書很詳細地教我們如

何用禱告來堵住破口以護衛我們的孩子。馬太福音

18:19說:「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

們成全。」可以想像,我們姊妹會的姊妹們每週同心

合意地一起向 神禱告, 那種力量是何等的大啊。 

神就藉着我們的禱告在我家做了奇妙的事。

我的大兒子已開始進入青春期，總的來說，他

是個好孩子，但也開始展現出他的叛逆性。比如他

不願意和我們一起出去參加大人的社交活動，我們

家的活動又特別多。他的理由很充足，也有道理:和

我們一起出去他很無聊、沒意思、浪費時間；而他

已夠大了，可以一個人在家，他有能力安排好自己

在家做的事等等。我們的理由很簡單:我們是一家

人，需要他和我們一起。每次誰也說服不了誰。為

此曾發生過兩次激烈的爭吵，還好結果都是他掉著

眼淚屈服。雖然我們勝利了，但我們還是希望兒子

能高高興興的。為此我們都很無奈。《如何為你的

孩子禱告》的第六章是“尊敬父母,抵擋叛逆”。從

那次姐妹會開始，每天我用該章的禱告詞為我的三

個孩子禱告。週末又到了，我們家又要有活動了。

心裡戰戰兢兢地請求大兒子和我們一起去。沒想到

這次他很爽快地答應了，沒有半點勉強。我先生先

是不敢相信:“他真的願意去? 太難得了。”我先生

是喜出望外。感謝主,，至今已差不多三個月了，每

次外出他都快快樂樂的順從我們，沒有一點勉強。

兒子的改變不僅使我們作父母的心得到了滿

足,他在他週圍的人中也有見證。幾天前,我意外的

接到一個電話，是他的學校一個同學的爸爸打來

的。我們兩家父母只是彼此認識,不甚了解。他說他

的兒子最近反逆心理非常強,處處和父母對著幹。他

們夫妻倆很傷心，不知道怎樣才能挽回這個兒子。

他們知道孩子的朋友影響力非常大，我家的Peter是
他兒子的好朋友，他想了解我們是怎樣教養孩子

的， 神就這麼奇妙地把福音朋友帶到我們面前。

我和兒子的責任就是要怎樣把福音朋友帶到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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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和我家】

的面前，當Peter第二天邀請他的同學到我們教會的

Youth團契時,他真的答應了。那位父親也說他會讀

聖經，並為他兒子禱告。一切榮耀都歸與主！

我的女兒長得很秀氣，說話聲音也很甜。但我

心裡一直有一種隱痛和虧欠。在她剛滿一周歲的時

候我懷了老三，就很少抱她。老三出生後，對她更

是缺少關愛。在她兩歲剛會說話的時候,她經常對我

講的一句話就是:“你不是我的媽媽，你是弟弟的

媽媽。”不知是有意無意,她向爸爸叫媽媽叫了很

久,我很難管教她。我剛一開口，她比我還厲害，而

且伶牙俐齒，經常把我氣得說不出話來。如果爸爸

在旁邊，我一說她什麼，她就開始哭。我先生也經

常指責我對她太嚴厲。我心裡真是有苦說不出，非

常無奈。感謝主，自從我們開始為孩子禱告後，很

奇妙的,她的性格變得溫順了。有一次，我為了什麼

事又對她大聲叫，她輕聲對我說:“媽媽，你不是說

你不再對我發脾氣了嗎﹖”作父母的需要和作兒女

的一起成長。我先生最近也說我對女兒的說話態度

好了很多。我們母女的感情越來越近。女兒的改變

使我的心感覺非常溫馨。是　神在藉我們的禱告改

變我們家的每一個人。

《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的第十二章是“得蒙

醫治，享受健康”，這個主題同樣寶貴和實際。我

的兩個小孩就在前幾天也先後發燒了，我參考該章

的內容為我的孩子禱告。主啊，我禱告求祢用祢醫

治的大能觸摸他(她),使他(她)能完全恢復健康。「

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

得醫治。」主啊，謝謝祢為我們受苦並受死，使我

們可以得醫治，因為那是祢在聖經裡的應許，也是

為一切信祢的人預備的。我仰望祢保守我的孩子一

生健康、得蒙醫治、健全完整。老三早上發低燒，

下午就好了。老二晚上有熱度，一天後也好了。

一位朋友說：“你膽子這麼大,這麼快就讓他上學

了？”其實不是我膽子大，是對　神的信心大。

　

我先生也非常配合我對孩子的教養。他時而會

設計一次只帶一個孩子到餐館吃飯，為有父親和孩

子的一對一的“quality time”。一天他對我說:“今

天你帶女兒出去吃飯吧，你們也需要quality time，
不要考慮錢。”我和女兒吃完飯一回到家，他就

問：“是不是不一樣﹖”確實不一樣。有沒有在孩

子身上花時間，真的很不一樣。他有時晚上睡前也

用《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為孩子們禱告。現在我

的老三一躺到床上就說：“媽媽，那本書呢﹖為我

禱告。”

《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這本書的每一章都很

好，我不能一一述說。姊妹會的其她姊妹都有很好

的見證。現在我們只查了一半，星期二上午有空的

姊妹們都歡迎來參加，為孩子禱告真是太重要了。

我可以花時間學各種方法技巧來管教孩子，但靠自

己真的很難。感謝 神，給我們禱告的權柄，更感

謝 神，作我們的幫助者。奧古斯丁曾說：“有一個

禱告的母親，兒子就不會迷失。”願每一個作父母

的，都成為禱告的父母，同心為我們的家，為我們

的孩子守望。願我們的孩子的智慧與身量，並 神與

人喜愛的心都一齊增長。 f

當你為孩子的房間徹底禱告時，要挪走一切不榮耀 神的東西：海報、書籍、雜誌、圖
畫、照片、遊戲、描述藥物與酒類使用方法的文章及任何形式的褻瀆。當然，我們應
該很親切地向孩子說明 神在這方面的看法，如果可能的話，應該鼓勵孩子自己把那些
不好的文章拿走。要向孩子解釋：為了他的平安與福份，他必須潔淨房間內的一切不
屬於主的東西，然後徹底地為房間禱告。我親眼見過這樣做之後所帶來的奇妙改變。

這不是迷信的小儀式，這是為著你的房子、你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各層面向 神做的有
力聲明，這是大聲宣告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更是
在說：「我的家是聖潔的，我的家要榮耀 神。」

讓我們開始屬靈的清掃工作，讓我們的在需要尚未出現之前，就徹底為孩子的房間禱
告。

       摘錄自「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一書，作者史多美．奧瑪森(Stormie Omartian)



第38期 /2006年6月 - 10 -

從小寫過這樣題目的作文很多次﹐自從離開學

校以後﹐就再也沒有寫過﹐總覺得那是在制

式教育下挺八股的文章題材。如今﹐到了半百知天

命的年紀﹐卻不自覺地總想起父親對我的影響﹐尤

其他在我這個年紀的模樣、說話、生活習慣、思

維模式﹐常常清晰地浮現在腦海中。我也因此常

想﹐自己的孩子將來會怎麼記得我呢？人的記憶力

非常奇妙﹐它自動去蕪存菁﹐只留下在我們生命中

刻劃過的軌跡！

父親學法律﹐在大學時非常活躍﹐足球、籃

球、話劇、唱歌、講演﹐似乎樣樣行。抗戰時還組

織了大學生街頭劇團﹐在各地鼓舞人心。對於四九

年前後的中國近代史﹐如數家珍﹐是我們小時候晚

餐桌上最精彩的「連續劇」。

來臺之後不久﹐混亂而複雜的政治環境﹐並

不合適父親耿介的性格﹐他就由法律界轉往教育

界﹐從此在高中及大學授業直到晚年來美與我們同

住。將近四十年的教書生涯﹐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

了﹐我在初、高中時好幾位老師及小兒科醫生都是

他的學生。前幾年﹐還有一位父親的學生﹐輾轉得

知我們的地址﹐特地趁赴美之便來造訪父親﹐才知

道父親已經回天家多年﹐懷念之情溢於言表。他回

憶那時高中課程﹐講到法院的運作和法律的基本概

念﹐父親還親自帶全班學生參觀地方法院﹐並安排

在庭內旁聽。他又提到在父親班上的學生比別班都

幸運﹐因為很少老師會如此花時間帶學生參觀工

廠、指導學生演講比賽、參加學生的音樂會。經他

這麼一回憶﹐我想起小時候有幾次媽媽遣我們去校

園球場喊爸爸回家吃晚飯﹐因為他與學生踢足球忘

了時間﹐那時他已經五十歲以上了。他的踢球記錄

是直到七十歲。

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他常常改學生作文直到深

夜﹐一改作文﹐他就得抽煙﹐而且誰也不許吵他，

因為非常費神。他後來不再改作文﹐煙也就戒了。

學校期終考完﹐家中總有一堆好學生﹐忙得天昏地

暗﹐改考卷﹐計分﹐排名次﹐所有的過程公平、公

正、公開。我們三個小孩與這些大哥哥們都混得

爛熟﹐在旁瞎幫忙。有時學生家長逢年過節要送點

什麼給父親﹐那可是像吵架一樣的堅持把人推到門

外﹐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仕紳。但是每一年都有幾位

清寒學生﹐是父親在精神、課業、和財務上常幫助

的﹐母親也經常配合著煮一大桌飯菜﹐請些父母不

在身邊的學生來吃飯。

父親沒有老一輩重男親女的歧見，反而因我是

家中第一個孩子，對我的教育特別重視。練毛筆字

是每一年寒暑假令我最忿忿不平的額外作業，現在

卻在別人誇我字體好看時令我加倍懷念父親當時的

嚴苛。我秉性裡可能繼承了父親的口才，所以自小

就代表學校參加無數次的演講。父親總是在百忙中

為我改稿，糾正我咬字發音，教導我表情姿勢，一

次又一次，不厭其煩。直到我指導自己兩個孩子參

加中文學校的朗讀，才特別感激父親那我遠遠不及

的耐心。

【至於我和我家】

父 親 與 我
◎ 心愚

「子孫為老人的冠冕；父親是兒女的榮耀。」

	 (箴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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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因受奶奶的影響﹐年輕時就受洗成了天

主教徒。來了台灣﹐似乎也立意成為一個敬虔的天

主教徒﹐參加「耶穌會」﹐在教堂裡作輔祭﹐與神

父、修士去探訪﹐禮儀、規範都儘量守著。直到六

十餘歲來美參加我的婚禮﹐才礙於情面進入基督教

會。過了幾年﹐他與母親正式移民來美﹐每週參加

查經、主日、擘餅﹐總是衣裝革履﹐聚精會神﹐而

且在節目單上寫滿筆記﹐回來還想討論一番。有時

他女婿講道﹐他誇獎之餘﹐還謙卑請教。從父親的

交談及禱告中﹐我確定父親是得救的﹐但我卻因初

為人母﹐工作、事奉兩忙﹐沒有注意到父親心靈的

需要。現在回想起來﹐才稍微了解父親那時想與 

神親近的渴望而又不得其門而入的困惑。

過不了多久﹐父親得了「帕金森氏」疾病﹐說

話、行動、思想﹐急劇退化，與從前的高雅、靈

敏、口才便利判若兩人。我有時帶他去參加一些當

時在本地盛行的「神醫」聚會﹐推著他的輪椅到前

面禱告﹐他像個孩子一樣高舉雙手﹐口中喃喃讚

美﹐甚至流淚禱告。但是，我當時仍然太年輕﹐不

能體會一位老年病人深處的孤寂和空虛﹐甚至有時

還在帶他看醫生、復健時﹐心裡暗暗埋怨。父親過

世後﹐我與母親整理他的衣物。許多衣服、鞋子、

圍巾、帽子、……﹐都是我為他買的。他因為行動

不便﹐每年換季﹐我就為孩子和他一起買衣物。如

今撫物思親﹐卻覺得一切都是暫時的﹐我若多花時

間服事到父親永恆的需要﹐讓他在晚年更多享受

主﹐豈不更有價值﹗

父親四十歲才生我﹐所以我記憶中他的模樣從

來沒有年輕過。我高中畢業後就離開家念大學﹐然

後遠渡重洋來美﹐為人妻、為人母﹐離開工程師的

職位成為全時間傳道人﹐……﹐一路都忙著。今年

我五十歲﹐想起父親﹐才懂了一個五十歲人那沒有

老去的﹐對人生的渴望、遺憾﹐甚至孤獨。看看

自己這五十年﹐竟然有許多地方是受了父親的影

響﹕他對教學的熱誠、他對治學的認真、他對正義

的執著、他對年輕人的愛﹔甚至﹐他那麼一點文人

不能、也不願打折扣的自尊﹐和偶爾因壯志未酬而

有的的悲情﹐都或多或少留給了我。小時候﹐他帶

著全家禁食、禁言、守齋月等外面的敬虔模樣﹐也

無形中影響了我如今對　神的敬拜。

父親年老時越來越回轉像孩子，雖有病痛卻少

埋怨， 神很恩待他，使他因急性肺炎在酣聲中安

然辭世。父親過世後幾個月﹐我的思念之情只增不

減﹐常常在夢中哭醒﹐因為心裡有太多太多的遺憾

和未了的心願﹐直到有一天。那天傍晚從公司開車

回家﹐交通擁擠﹐行車很慢﹐我抬頭望見遠處的

山﹐想起父親﹐在車內由啜泣變成嚎咷大哭﹐我就

呼求主將我從悲傷中救出來。剎時﹐主在眼前一片

光中對我說話﹕「你的父親在我這裡﹗」這句話帶

給我莫大的安慰﹐也給了我力量勝過憂傷﹐我就開

口感恩﹐大聲讚美　神。我知道我地上的父親正在

我天父的懷中等候我再相見！     f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

是理所當然的。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

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弗6:1,4)

【至於我和我家】 

「我兒，要謹守你父親的誡命；不可離棄你
母親的法則」 	 (箴6:20)

▲ 作者兒時與父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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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和我家】

認識耶穌以前

德雄和我是在大學校園裡相識、相戀﹐由結

婚、生子至移民北美﹐……。在認識耶穌

以前﹐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建立在社會的價值觀

上﹐跟著世界的潮流脈動。

記得當結婚進行曲開始響起﹐新郎、新娘走

上紅地毯的那一端時﹐很自然就把自己的婚姻套進

一個標準的模式中─“王子和公主結婚了﹗”所

以﹐就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期盼─“從此﹐兩人就過

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然而﹐蜜月期才過不

久﹐就驚覺到自己很快就被帶出“童話故事”的浪

漫情節之外﹐轉而躍進一個生活的戰場中。就像許

多年輕的夫妻一樣﹐每天在公司要應付忙碌的工

作﹐回到家有做不完的家事﹐“柴米油鹽”一樣都

不可少﹐特別是在有了小孩後﹐每天埋首在尿布、

奶瓶中﹐……。由於雙方面對龐大的壓力﹐又缺

少經驗、耐心、和愛心﹐再加上彼此個性上的差

異﹐以及生活習慣的不同﹐免不了就開始鬧意見、

起爭執。我開始質疑﹕“難道婚姻真如世人所說的

是愛情的墳墓嗎﹖”﹔“難道愛情就那麼禁不起時

間的考驗”嗎﹖“結婚”到底有何意義﹖

忽然想起﹐一位大學同學在教會舉行的

婚禮﹐那是我記憶中第一次參加“基督徒的婚

禮”﹐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對新人是在　神

的面前互許盟約、彼此委身﹐他們的婚姻是領受

了 神與人雙倍的祝福。特別是在婚禮中﹐他們四

目相對、深情款款地合唱“愛的真諦”這首動人

的詩歌﹐其中的歌詞﹕“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

慈﹐……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凡事

要忍耐﹐愛是永不止息。”﹐這個愛很觸動我的

心﹐心想：人間真的找得到這種高尚的愛情嗎﹖。

我很羨慕﹐也很直覺地感到他們的婚姻生活﹐一定

和我的大不相同﹗

一九九七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一家四

口移民至加拿大的溫哥華﹐為了適應新的生活﹐我

們重新調整生活的步調。德雄常赴美出差﹐我選

擇做個“全職的媽媽”﹐在家照顧五歲的兒子

Steven和三歲的女兒Grace。漸漸地管教孩子的重

任﹐就幾乎全落在我一個人身上。接送孩子上、下

課﹐督促他們學習﹐也看見他們學業成績的成果。

但是有一天下午﹐突然有一個意念襲上心頭﹕眼

前所看重﹐所珍惜的幸福是多麼靠不住啊﹗萬一

先生失業﹐或有外遇﹐萬一有家人生了重病﹐萬

一……﹐頓時感到人生的無常﹐生命的有限﹐人所

擁有的是何等不可靠﹐於是開始認真思考“什麼是

永恆”﹖“什麼是永遠不變的”﹖

 基督是我家之主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位Sharon姊妹把耶穌介紹

給我們﹐同年十月底﹐德雄和我一同受浸歸入主的

名下。哈利路亞﹗自從耶穌來住在我們家﹐我們的

生活有了很奇妙的大改變﹐我們不僅進入了一個充

滿愛的“屬靈大家庭”─“教會”﹐而且我們認識

到“耶穌基督是我家之主”﹐祂在我們家有絕對的

主權。所以我們在禱告中將這個家奉獻給 神﹐也

學習為聚會開放家庭﹐並操練接待聖徒。

德雄因出差的緣故﹐常與家人分隔兩地﹐獨

自一人在“矽谷基督徒聚會”﹐參加主日崇拜和週

夫 妻 二 人

◎ 殷春秋

同 心 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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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和我家】

五小組聚會﹔我和孩子則是在加拿大聚會。一日讀經

時﹐主藉著經文「那人獨居不好」提醒我─全家人應

該住在一起。經過我倆在主面前的同心尋求﹐2001年
7月主帶領我和孩子搬來美國的聖荷西。真是感謝主﹗

找到屬靈的家

德雄一人在美國聚會近兩年﹐但是只與幾位弟

兄姊妹認識﹐也沒有參與服事﹐常常一聚會完就回宿

舍﹐所以他自稱是“星期天的基督徒”。等到我們全

家一起來到教會﹐才幾個月就與一些家庭熟識﹐夫妻

也分別加入教會的服事。孩子在“兒童主日學”很快

就適應並且很喜歡這裡。我們很快就有了歸屬感﹐找

到了屬靈的家。感謝主﹗使我們在這裡被建造﹐與眾

同伴在基督裡一同成長。

我在教會中﹐看到了很多敬虔的家庭和恩愛的夫

妻。也藉著各項聚會﹐特別是在“姊妹團契”中﹐認

識到“婚姻”是非常神聖的﹐是　神所配合的。因為

神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

體。」(創2:24)﹐也明白了“家庭”是蒙福的﹐是 神

所設立的﹐可以為　神做“一”的見證。當我知道神

在“婚姻”和“家庭”上的心意﹐我就起了敬畏的

心﹐並禱告　神賜給我智慧﹐可以像箴言上說的「智

慧婦人﹐建立家室。」(箴14:1)﹔並祈求　神將上頭

來的愛給我﹐使我在祂的愛中服事丈夫和孩子。

自從加入這個教會﹐我看見神家的需要﹐就定時

到辦公室做義工。越服事﹐主的愛越充滿我的心﹐我

也越摸到祂的心意和祂對這個教會的託付。後來﹐教

會要我成為辦公室同工﹐與德雄禱告後﹐我欣然地再

度成為“職業婦女”﹐只是這個職業不再只是地上的

職業了。哈利路亞！

2005年12月﹐德雄被裁員﹐雖然是意料中的

事﹐卻有些許的失落感。這段經歷﹐現在回頭看真是

太寶貴了﹗由於德雄十多年來一直在工作﹐已習慣將

大部份的心思放在公司﹐所以對於孩子的教養問題及

家事沒有太多的參與。在待業的三個月中﹐神把他的

注意力轉向家庭。每天從接孩子放學﹐到晚上五、六

點我自辦公室回到家之前﹐他們親子間有極美好的互

動﹐特別是德雄有時間發揮出一位父親對兒子的影響

力。看見他帶著孩子一起做教會的招牌﹐一起討論學

校的事﹐指導孩子的課業﹐分擔家務﹐……﹐真是感

謝主﹗藉這個機會﹐一方面﹐使弟兄可以負起教養孩

子的責任﹔另一方面他也更積極地關心我的服事﹐使

我們有很多屬靈上的交通和分享﹐這使我真實地感受

到﹕他是與我在主裡﹐“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終身

伴侶。當　神為我們的婚姻生活“調弦定音”後﹐我

們愛　神和彼此相愛的心都一起增長了。現在的我非

常享受與弟兄在教會中的配搭服事﹐以及在家裡齊心

按著主的正道教養孩子﹐把他們引到 神面前﹐使他們

到老也不偏離。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感謝主﹐最近藉著我們的牧者于宏潔夫婦所釋放

的主日系列信息「至於我和我家……」﹐提醒我這句

經文「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

24:15)是我多年以來﹐向　神的禱告。我知道 神拯救

我們﹐是一家一家的拯救﹐祂不是要得到我一個人的

心而已﹐祂乃是要得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只有我們

全家一起回應 神的大愛﹐甘心樂意地服事 神﹐活出

合 神心意的生活﹐才能使主心滿意足。其實我們並

非不曉得仇敵的詭計﹐牠最怕我們全人全家的同心事

奉 神﹐他要我們有所保留﹐只要我們一家派一個代表

來事奉 神就好。但是夫妻「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

呢﹖」(摩3:3)

感謝 神賜我這樣的恩典﹐能享受二人同心同行的

福份。也因我們夫妻同心服事主﹐看在孩子眼中﹐他

們也都渴慕加入這蒙恩的行列。雖然我們在這一方面

還有很多“未得之地”﹐有待更深地去得著﹐但我有

信心﹐ 神必垂聽我的禱告─使我們全家﹐大人領著孩

子齊心事奉這位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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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邦彥

BATTLECRY 特會有感

三月二十五日和幾位弟兄姊妹，一同前往舊

金山SBC Ball Park參加BATTLECRY(*註)所
舉辦，針對青年、青少年的聚會。當天我們聽到兩

個信息、一個見證、一個動感舞台音樂劇和一場音

樂會。信息是針對年輕人擬定的，一個信息是說

到，世界藉著廣告經由不同的媒介灌輸人心，將各

樣屬世，重物質，享樂的價值觀「打印」在人裡

面；基督徒應該明白仇敵的策略，「不要效法這個

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讓　神的話，新生

命「打印」在我們裡面。

另一個信息，著重於要保守童貞，不可有婚前

性行為。主講的是一位姊妹，新婚未久，本身就是

這信息的見證人。對於這麼嚴肅的課題，她以一種

活潑、生動的方式進行，中間佐以令人信服的統計

數字，不斷地邀請所有的人與她互動、互答，確是

一種引人注意、參與的呈現方式！我想所有聽到的

人應該是印象深刻，不易忘卻。

福音見證本身是已拍成電影論到Jim Elliot和
另四位宣教士在Ecuador為主殉道的真人講述。當

時土著中殺人的一位，後來信主，這次被邀請來作

見證。幫他翻譯的是殉道者之一的兒子。他的母親

在丈夫殉道後帶他到Ecuador，在當地長大、學當

地語言、與當地土著融為一體，傳福音給他們。他

們二人一同站在眾人面前作見證，實在看見　神的

愛、神奇妙的大作為，更激勵我們為主活！緊接

著，有許多人答應呼召，願意接受訓練進入福音禾

場為宣教獻身。

音樂會(concert)是我們這次前去學習的主要課

題。一方面我們想認識，接觸目前在年輕人當中流

行的音樂表現方式(rock music)；另一方面，我們

也尋求甚麼是最能造就人，引這世代年輕人到耶穌

這裡來？很明顯的，近十年來在華人教會當中，這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引起許多迴響。眾教會接納的

程度不盡相同，作法也不同。我們因著親身參加，

在其中學習、思想，為以後的交通、尋求預作準

備。

當這個世界竭盡全力奪取年輕人的靈魂時，教

會面對的是空前猛烈的爭戰。世界改變之快，之大

也令人驚嘆！這一個世代的年輕人身處物質優異的

環境，音樂成為年輕人生活的重頭戲。種類之多，

取得之易，令人咋舌！這世界的王當然會藉各種方

式，藉音樂敗壞人的靈魂。「你們要安息，要知道

我是　神」(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神是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在

一個被激動的魂中，如何來認識  神、敬拜  神？

不是不能有熱切的愛與肢體的表達，但卻不應是從

魂被激動的。這一股激動魂的音樂來得又猛又快，

短短幾年席捲全地，也進入教會當中。眾人的反應

不盡相同，實在需要從上頭來的智慧，一同在主裡

面尋求、交通。也求主常提醒我們在禱告中記念這

個世代，主耶穌要回來之前的世代！f

*註  BATTLECRY是由幾個基督教事工和教會領袖所發

起的運動，目的是激發年輕的一代，熱切地追求耶

穌基督，並將基督捨命的福音傳到地極！

【至於我和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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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教會因著購買新會所面臨許多的

挑戰﹐在禱告上有極大的需要﹐於是牧長

們帶領全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同在  神面前學習“潔

淨”﹐以便使我們的禱告能夠蒙  神的垂聽。因此

每一個家庭和個人都要求在禱告中求 神光照﹐看

看我們的家中是否有任何不討  神喜悅的物品﹐以

及我們個人心中是否有需要帶到  神面前得到潔淨

和對付的事情。並且在將要來的週二的家庭禱告會

上﹐大家將所有“當滅之物”帶到Bowers新會所

一同焚燒。

當于弟兄與大家交通到這個信息時﹐我就

在心裡想起一年多前 神在一件事情上對我的帶

領。那時我經過許多年遠離 神和教會的日子重

新回到 神的家中﹐屬靈的生命還很幼稚﹐在許多

的“小”事情上還沒有得到  神的光照和帶領。我

那時憑著自己的“小聰明”﹐時常將租借來的光碟

片進行複製﹐建立自己的光碟“Library”﹐並且

樂在其中。這樣的情形延續了幾個月之久。

可是漸漸地﹐我心中的感覺起了變化﹐從開

始的興奮和開心﹐慢慢有了一些不平安的感覺﹐直

至後來﹐租來的一張光碟片在家中放了有三個星期

之久都沒有辦法進行複製﹐心裡就知道是聖靈在我

裡面禁止我繼續這樣做。於是﹐就順服下來﹐在心

裡向  神禱告說﹕主﹐祢不喜悅﹐我以後就不再複

製有版權的光碟片了。這之後﹐那失去的平安喜樂

才又重新回到我心裡。

那時雖然不再繼續複製﹐但當時已經複製了

的光碟片﹐我就留下來了﹐並沒有處理掉。於是這

次當于弟兄在交通除去家中”當滅之物”時﹐我心

中就想起這些光碟片﹐在禱告中﹐心裡就有感動要

將他們除掉。同時﹐我也想到自己還有一些從前買

的﹐關於星相命理方面的書籍﹐因曾經盼望能從這

些書中尋找到人生的答案﹐預測未來﹐而現在知道

那些都是虛無飄渺的東西﹐唯有 神才是掌管我們

人生的主宰。所以﹐就將這些書連同所找到的光碟

片﹐一起帶到週二教會的焚燒聚會上﹐與眾弟兄姊

妹們一起在  神面前唱詩禱告﹐將大家帶來所有不

討  神喜悅的物品﹐全部在火中燒掉。各人也都在  

神面前禱告﹐將自己內心中所有攔阻與  神親近的

事情﹐帶到  神的面前﹐求  神來潔淨、赦免和幫

助。

讚美我們的主！祂是聖潔的  神﹐祂也要來潔

淨祂的百姓﹐好讓他們能得見祂的榮面﹐蒙祂悅納

並且為他們成就祂所命定要成就的大事。從我個人

的經歷來講﹐每一次向著  神的順服﹐都帶下祂豐

富的祝福﹐祂實在是那位按著心中的純正和手中的

巧妙帶領我們的  神；也是那位為自己的名引導我

走義路的　神﹐我要一生跟隨祂的引領。   f

◎ 葉展豐

【至於我和我家】

▲ 焚燒聚會，100多位大人、孩子參加

焚燒聚會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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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就 是

道路﹑真理﹑生命
◎ 焦源

【福音小站】 

感謝 神﹐讓我有機會在這裡與大家分享我

得救信主的經歷。我是97年底信主並受

洗成為基督徒的﹐這些年來﹐常會有人好奇地問

我﹕“你為什麼會信 神﹐會成為基督徒﹖”的

確﹐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個人﹐既沒有什麼人生的

特殊經歷﹐又沒有經歷過人生的大起大落。與很多

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一樣﹐都是在無神論和唯物主義

的背景下受教育成長的﹐並隨著社會的潮流變化尋

找著人生的方向。但是 神親自尋找到我﹐就像牧

人尋找到迷失的羊一樣。祂讓我認識到﹐祂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是唯一永恆並值得我一生追求和

持守的真理。祂是滿有慈愛恩典的 神﹐不只是我

今生的 神﹐也是我永生的 神。

起意尋求真理

我真正開始思考信仰的問題是在上大學的時

候。在大學以前﹐我的人生觀﹑世界觀是由當時所

受的教育影響形成的。上大學後﹐我開始思考信仰

的事情﹐一方面感到人要追求精神上的高境界﹐另

一方面又覺得共產主義虛無縹緲﹔特別是在親身經

歷了八九民運之後﹐對以前所接受的共產主義理想

產生了懷疑﹐人也處在迷茫中。當時正是出國潮興

起的時候﹐社會上強調自我設計人生和個人奮鬥。

我看到很多有能耐和優秀的人﹐紛紛選擇出國留學

深造這一路。為了證明我不比別人差﹐我也將出國

定為一個十分實際的目標﹐並在上學期間積極準備

英文和其他出國相關事宜﹐準備大學一畢業﹐就出

國深造。

可是大學畢業後﹐出國的事進展並不順

利﹐於是就選擇先在公司裡工作。那時中國社會正

處在一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大家

都忙於經商賺錢﹐故有“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

億在思考”之說。其實也容不得什麼思考﹐經商大

潮將週圍的人還有我自己都捲了進去。我開始學習

如何在生意中收取回扣﹐如何在公司中為自己多賺

錢﹐雖然感覺這並不應該是人活的目的和追求的目

標﹐但在社會“一切向錢看”的觀念下﹐也懵懵懂

懂的溶入經商的社會潮流中。這樣的迷失生活經歷

一年多之後﹐我終於來到美國。

追求物質生活的富足

生存的壓力讓我已經將信仰的思考拋到一

邊﹐看到美國人安居樂業富足快樂的生活﹐我就認

為這應是人生所追求的境界。實際那時我只注意

到美國人物質生活的富足﹐忽略了在這個以基督

教建國的國家﹐很多人精神上的富足以及背後基

督教的信仰。我只是認定了那些先來的留學生的

成功道路﹐希望自己也能早日拿到學位﹐找到好工

作﹐拿到綠卡﹐可以永久在這裡生活。那時為了打

工掙錢﹐我一天兼兩份全職工作﹐上學時又用一年

時間將兩年的課程完成。這樣的打拼讓我順利拿到

碩士學位並得到了一份不錯的來硅(矽)谷工作的機

會﹐也讓我感到我的美國夢已接近實現了。

可是到了硅(矽)谷才發現﹐這裡原來需要更

大的打拼才可以立足﹑生存。我看到到處充滿了機

會：年輕人可以自己創業﹔第一次知道什麼叫IPO 

(股票上市)﹔這裡造就了許許多多的百萬富翁

──這一切讓我感到似乎這就是我新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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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同時看到了這背後所要付出的巨大代價。

剛來的時候﹐有同事拉我加入人壽保險投資基金的

傳銷組織﹐據說可以迅速致富。我帶著不切實際的

幻想就應邀加入了。傳銷組織是每週二聚會﹐教

你如何認識新人並發展他們成為你的下線。在這

段時間﹐另外又有一個同事邀請我來教會﹐拒絕多

次後﹐我才實在不好意思參加週五的查經聚會。那

時我一週就同時參加這兩個聚會﹐週二是傳銷會聚

會﹐週五是教會查經聚會。慢慢的﹐週五的查經聚

會越來越吸引我﹐那裡的弟兄姊妹所散發出的真誠

熱情和傳銷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功利性的人際關係

形成巨大的反差。感謝　神﹐二、三個月後﹐我離

開了那個傳銷組織﹐開始定期參加週五和週日的教

會聚會。

千山萬水，  神來尋找

其實剛接觸基督教的時候﹐我心裡還存在許

多偏見﹐主要是由於過去所受的教育和所經歷的

環境所影響的。感覺基督教不過是人無奈的精神

寄託﹐是教育水平不足的表現。但來到教會發現

這裡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是和我有著相似的教育背

景﹐他們身上所有的那種喜樂平安不由得吸引我想

了解基督教到底是什麼。這些弟兄姊妹所信的 神

是誰﹖他們為什麼週五晚上不像很多其他的工程師

那樣去加班﹖他們週日為什麼捨棄休息時間去聚

會﹖雖然在這以後的查經聚會中﹐我常常發問、辯

論﹐似乎想要駁倒那些向我傳福音的弟兄姊妹﹐但

逐漸的﹐　神讓我剛硬的心柔軟下來﹐讓我眼目不

再注意基督教外表的儀式﹐並跳出用進化論、無神

論先入為主的框框﹐更多地去理解聖經所闡述的真

理。

週五的聚會常常讓我感到充實﹐而不是像其

他一些活動後的疲憊空虛。在參加查經聚會七八個

月後﹐我逐漸從理性上接受了聖經上的真理﹕世

界上有 神﹐　神造人﹐人生來就有罪性﹐耶穌是        

神的兒子﹐等等。雖然我從理性上接受了 神﹐但

在感性上還是猶豫不能接受。在許多次福音聚會

裡﹐我硬著頸項不舉手響應傳道人的呼召﹐心裡感

覺信仰是個大事情﹐不能輕易決定﹐而且聖經還有

很多都還不明白﹐沒有神蹟奇事發生在我身上﹐沒

有第一手的驗證﹐怎麼能就接受呢﹖

迷羊終歸羊圈

過了不久﹐有一次﹐美國著名的佈道家Billy 
Graham到San Jose體育中心開萬人佈道大會﹐我和

教會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也參加了。那一天﹐聖靈的

工作充滿在會場﹐我的心一開始就被　神的愛所觸

摸﹐詩班獻詩過後﹐淚水在我眼中就直打轉。其實

Billy Graham的講道內容和平時教會所傳的道相比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但是當他開始呼召時﹐我的淚

水已經無法控制﹐那時﹐我竟站了起來﹐進入體育

場中心﹐響應呼召﹐決志信主。我一直是一個不輕

易落淚﹐相信“男兒有淚不輕彈”的人﹐但 神用

祂奇妙的愛和聖靈征服了講理性的我﹐使我完全軟

化、折服。從那一天起﹐我便從心裡完全接受了耶

穌﹐祂成為了我新的生命。

回想信主這些年來﹐世界依然不斷的發生變

化﹐各樣的潮流潮起潮落﹐高科技的熱潮﹐互聯網

的泡沫﹐經濟衰退與失業潮﹐回國創業潮......。

我們雖然生活在其中﹐但世界不再成為我的主﹐因

為我所跟隨的是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是

昔在、今在、永在的 神﹐是永不改變的　神﹐祂

讓我裡面常常有喜樂、平安、滿足。約翰福音

8:32說﹕「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靠著祂﹐來

自世界的捆綁束縛越來越少﹐真理幫助我重塑價

值觀、世界觀。生活中心次序也被重新調整﹐過

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痛苦、徬徨、掙

扎﹐如今變成了靠祂有安息﹐得自由和得豐盛的生

命。感謝　神﹐讓我認識祂並信靠祂﹐盼望還沒有

相信祂的朋友們珍惜機會﹐放開心懷﹐讓生命的主

住在你心中。    f

【福音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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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世俗說，我已經八十一歲了﹐可是我的靈

命才剛剛三歲。不過我還是慶幸自己在晚

年認識了主，接受了主，成為  神的兒女、天國的

子民。感謝主，我真有福。

信仰的轉變

回顧三年前，一個姊妹向我傳福音﹐我脫口而

出說我是一個佛教徒。我從小就隨家人信佛，一有

急難，就閉目念佛“菩薩保祐”﹐以求平安。可

是這個姊妹說佛教徒信耶穌的也不少。她隨後給我

一本《神與佛》的小冊子。我看完後知道佛教創始

人釋迦牟尼是北印度的一個小國的王子﹐他長大後

看到人生實況﹐出家修行。但他領悟的只是一套人

生哲理。他雖修成“佛陀”﹐他還是人修的。那天

地萬物是誰創造的呢﹖是耶和華﹐祂才是唯一的

真 神。就連釋迦牟尼和他的國家不也是  神創造

的嗎﹖我明白了。我很快就轉過彎來。我開始參加

姊妹會的查經，並開始認真地讀聖經﹐我決志信主

了。終於在2002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受洗歸入主的

名下。

信主後的見證

信主後我每週日都要到教會敬拜  神。自己不

會開車﹐都是洪波夫婦接我送我，把最好的座位讓

給我，我很感動。當第一次坐車時，我提着一小袋

碎冰塊。他們稀奇地問我為什麼提冰塊。我說我一

輩子都暈車﹐上車後嚼點冰塊就不暈了。洪波說，

把它放下﹐向  神禱告﹐讓你不再暈車了。我就順

服地把冰塊放下﹐一口也沒有吃。當時我還不太會

禱告﹐只是誠懇地說﹕主啊﹐我求祢了﹐不要讓我

暈車﹗不要讓我暈車﹗主啊﹐謝謝祢。他們也為我

禱告。真奇妙﹐近半小時的路程我一點也沒有暈。

下車後，我真高興﹐連說感謝主，感謝主﹗從此以

後﹐不管我坐多遠的車，上車前禱告﹐上車後禱

告﹐求主醫治。幾年來，我再也沒有暈過車。

信主前，我很迷信。聽到烏鴉叫，就疑心要

有災啦。右眼跳也覺得有禍啦。風水經整天圍繞著

我。家裡不能種桃樹，杏樹。我家買房前，前屋主

種了一棵杏樹﹐長的也不怎麼好。我就用鋸把它鋸

掉了。信主後，我知道這都是撒但的引誘﹐故意讓

人害怕、不安，不能一心向主。從前我一個人不願

在家睡。如果孩子們出外旅遊﹐我總要找個伴來。

去年他們去旅遊一週才回來﹐我也沒有找伴。晚上

讀經﹐睡前禱告。一夜安安穩穩、平平安安。感謝

主與我同在﹐祂在保護著我。去年一段時間我因

低血糖一直頭暈。有一天晚上剛睡不久懵懵懂懂

覺得有人打我的腳﹐我怕得出一身的汗，雖也禱

告﹐還是覺得不平安，一夜也未睡好。第二天我問

一個姊妹該怎麼辦。她說要奉耶穌基督的名把牠統

統趕出去。當天在我睡覺前，我就大聲說，奉耶穌

基督的名，你們這些魔鬼都滾出去。主耶穌與我同

在﹐我什麼也不怕。我還不停地說﹕哈利路亞﹗讚

美主﹗就什麼也沒有了。從以上的這些見證﹐我明

白了﹐當我們軟弱的時候﹐主會使我們剛強。要和

敵人爭戰，只有誠心依靠主，總能得勝。

靈命要用靈糧來餵養

信主後我有一種緊迫感。因我年事已高，不知

我在世的日子還有多少﹐而我在靈命的增長上才剛

剛起步。靈命要用靈糧來餵養﹐所以我就拼命地讀

我的信主歷程

◎ 關延禎

【福音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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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抓緊一切時間讀呀、讀呀。三年來我讀了

五遍新舊約全書﹐今年還要讀第六遍。另外還要

讀一些屬靈刊物和書籍。讀經的時候還要隨時記

下金句。我已記了480多句。這些句子我曾試著背

詠﹐但記得快忘得也快，真是歲數不饒人。所以我

只好隨時隨手拿起來讀幾句，也覺得是個很大的享

受﹐非常甘甜﹐非常解渴。我讀經有個特點﹐從不

馬虎﹐逐字逐句地讀。就連“民數記”一書，兩次

數點人口時，各個支派的人數我也要認真地讀。有

些經文要反複讀，慢慢地思索﹐慢慢地體會主的旨

意。當我看到一些亮點時，就非常高興。我在讀經

時還讀一些“新舊約聖經註釋”，“聖經總纜”等

書。我經常看的屬靈刊物有十多種。我讀經讀書的

時間﹐除晚上讀一個小時外，都是利用零碎時間。

說也怪，我只要坐下來讀書﹐就能很快靜下來。除

讀經外，我還主動參加教會的主日學和小組查經。

在主日崇拜時，我不但用心聽信息﹐還記筆記。

幾年來我從天上支取了不少靈糧和甘泉﹐但

我還感到不夠。我知道  神會源源不斷地供應我，

使我的靈命不斷地增長。

傳福音

讀經不能停留在讀上，還要行。最主要的是

還要傳福音。我信主的二年，在電話裡、信件上向

我在國內的妹妹傳福音﹐向她述說我信主的過程和

見證。她聽後就思想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發現有

太多奇妙的事。世上萬物互相配搭得這麼和諧﹐井

井有條。這一切都是誰造的呢﹖於是她就到當地教

堂買了一本聖經﹐每天讀，天天看。她後來還到

教會去做主日崇拜﹐又參加了唱詩班。事情很奇

妙，她第一次去教會就遇見多年不見的熟人黃女

士。黃女士在詩班裡司琴﹐花了很多時間向她傳福

音。不久﹐我妹妹開始參加慕道班的學習﹐終於在

2003年也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感謝主，我們姊妹

倆現在不僅在地上是姊妹﹐在天國裡也是姊妹。我

們真有福。

一天﹐與我同齡的姪女從國內來信﹐說她在

家雖吃喝不愁﹐兒女也孝敬﹐但還覺得生活沒意

思。於是我向她講述我信主的經過和信主後的平安

與喜樂。我讓她先買本聖經看看。她說其實她家離

教會很近。最近我們通電話時，她告訴我她已經去

教會做禮拜。她的身體很弱。我祈禱她在有生之年

能信主得救。

平時﹐生活中我只要有機會就向人傳福音。

向我的鄰居﹐我女兒的朋友﹐老鄉﹐特別是我的女

兒一家傳福音。我恆切禱告﹐求主給我智慧和能

力﹐給我勇氣﹐讓我知道怎樣向人傳福音﹐不怕碰

釘子﹐不怕拒絕。總有一天﹐他們會回轉歸主的。

晨更

自我受洗後，我除了讀聖經外，還積極地參

加主日學，主日崇拜﹐小組查經等等﹐只要有人能

開車帶我，我都願意參加。不久我認識到，擁有

聖經知識和神學知識是必需的，但最重要的是和

主建立親密的關係。而參加教會活動的多少不能說

明我和主的關係有多親密。靈命的成長需要付出代

價﹐和主關係的建立需要操練。我要竭力追求認識

主。每天早晨七點半到八點半，我讓自己安靜在主

面前﹐默想主，和主交談﹐向主傾吐自己的心思意

念﹐而且認罪悔改。堅持每天先見 神，再見人。

我堅持每天寫靈程札記﹐從不間斷。目前我已經寫

了四本了。剛開始我的禱告干巴巴地，就幾句。主

要我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經過一段

時間的晨更，我禱告的內容多了﹐有時和主有說不

完的話。在晨更時，我真切地感受到主是那麼慈

愛可親，我是祂所愛的女兒，可以在祂的面前向

祂撒嬌﹔祂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可以向祂傾心吐

意。在我早晨與主在一起的時候﹐我感到平安、舒

適﹐身上的軟弱都卸下了﹐主給我一顆剛強的心。

最後﹐我要說，主啊﹐我要唱一首天上的

歌，我如鹿渴慕溪水。我要經常唱給祢聽。雖然我

的歌聲並不悅耳，但祢不會嫌棄我，因我是祢的女

兒。感謝  神！    f

【福音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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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期的《保羅行蹤及書信概論》馬上就結

束了，而我覺得就像昨天才開始一樣。

這次課程使我獲益良多。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做作業。首先，是在空白地圖上畫出保羅的三次宣

教旅程的行蹤。雖然以前讀使徒行傳，也曾在地圖

上標出保羅所經過的地點，但是印象不深。這次在

空白地圖上畫出保羅的三次宣教旅程的行蹤，印象

就非常深刻。一閉上眼睛，腦中就有一幅地圖，保

羅所到過的城市，一站一站，非常清楚。

讀加拉太書也對我幫助很大。其中有一項要

求，列出簡單分段及信息大綱。我先把加拉太書熟

讀幾遍之後，又讀幾本好的英文譯本，然後試著把

內容分段，寫成大綱。然後再參考別人的分段，修

改自己的大綱。這樣下來，對加拉太書的內容在心

裏就有了一個整體的框架。我想于弟兄多次強調的

一定要動筆，實在是經驗之談。不動筆的時候，每

卷書一讀而過，很多地方仿佛心裏很明白，也理得

很順。一動筆的時候，才發現這裡也不大清楚，那

裏也理得不順。我記得Kay Arthur曾說過，“研讀

聖經就要像你在大學裏做教授佈置的作業一樣認

真”。我覺得她說得真好。

然而，讓我最受感動的還是保羅這個人。他是

主忠心的使徒，忠心的管家。他向著  神是那麼的

絕對，對自己也是那麼絕對，以致他立定心志，不

討人的喜歡，只討 神的喜歡（帖前2:4）。保羅為

什麼能這麼絕對呢？

第一，保羅之所以能這麼絕對，是因為主耶穌

的顯現，因為他有一個清楚的，從天上來的異象。

這個異象一生控制著他。我們應該都還記得什麼是

異象。“異象就是聖靈將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們開

啟，它會吸引我們，控制我們一生的生活，言行，

與事奉”。保羅在去大馬色的路上，榮耀的基督向

他顯現，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那麼強烈的改變了，或

者說，扭轉了，保羅的一生。也可以說，保羅的一

生就斷送在主耶穌的顯現上。這個異象對保羅實在

太重要了，以至在使徒行傳有三次提起這個異象。

保羅看到的異象有什麼特點呢？第一，保羅看

到的異象是一個大的異象。保羅回憶他在去大馬色

路上的經歷時說，「忽然從天上發大光，四面照著

我。」（徒22:6）。保羅看見的是大光，是   神

榮耀的光輝。這光是大光，是基督的榮耀大光。在

基督的榮耀大光中，世上的事都顯為虛空；在基督

的榮耀大光中，人生的虛浮榮耀都褪去了顏色；在

基督的榮耀大光中，世上的功名利祿都沒有意義；

在基督的榮耀大光中，不見一人，只見耶穌，惟有

耶穌，永是耶穌。保羅看到的異象是個大的異象，

是一個包羅萬有的異象。

保羅看到的異象的第二個特點是，它是一個

強烈的，厲害的異象。保羅回憶說：「我在路上，

晌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

著我。」（徒26:13）。保羅快到大馬色的時候，

正是晌午的時候，正是太陽光最強的時候，但是，

那從天上來的大光，比日頭還亮，它是那麼強烈地

照著保羅。甚至保羅的眼睛竟不能看見。而當人肉

體的眼睛瞎了以後，才開始思想以前沒有時間思考

的問題。也只有在眼睛看不見的時候，人才不敢亂

【讀經園地】 

『你們該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 萬惠善

【保羅行蹤】課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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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人才願意受引導。

保羅看到的異象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四面

照著我”。在使徒行傳三次記載保羅大馬色的經

歷時，都提到這光「四面照著他（我）」（徒9:3, 
22:6, 26:13）。一般的光，當照著我們的臉時，就

照不到我們的背；當照著我們的背時，就照不到我

們的臉。但是，這光卻是四面照著保羅，就像汪洋

大海一樣包圍著保羅。也可以說，保羅就被這光四

面抓住。

因著保羅看到的異象是一個大的，包羅萬有

的異象，是一個厲害的，從四面抓住他的異象，這

個異象就深深地將保羅吸引，並控制了保羅一生的

生活、言行、及事奉。所以保羅可以說，「我故此

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第二，保羅之所以能這麼絕對，是因為主的

啟示，因為保羅有從主那裏直接來的啟示，他對主

的話語非常熟悉，他深知基督的奧秘。為了維護純

正福音的真理，保羅「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

順服他們」（加2:5）。在安提阿，保羅「一看見

他們行的不正，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當面抵擋

磯法（加2:14）。保羅能這樣做，敢這樣做，是因

為他「素來所傳的福音......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

來的」（加1:11-12）。如果他對福音的真理不清

楚，怎能知道別人傳得不對?又怎敢與別人爭辯？

反觀今日的信徒，缺乏分辨的能力，以致異端邪教

橫行泛濫，因為對主的話語認識不夠。

我記得我大姊剛信主的時候，我鼓勵她多讀

聖經。她就從馬太福音開始讀。後來在她村莊裏有

一個人去找她。那個人對大姊說，“現在耶穌降到

人的身上了，……。”大姊就說，“我讀聖經的時

候，只看到聖靈像鴿子一樣降在耶穌的身上，從

來沒看到耶穌降到人的身上。”後來，打電話的時

候，她告訴我，我心裏真是感謝 神。 神的道，聖

靈的寶劍保護所有的信徒。即使一個年幼的信徒，

只要本著聖經，拿起聖靈

的寶劍，就能得勝。

第三，保羅之所以能這麼絕對，因為他完全

的捨己，徹底的奉獻。因他完全的捨己，在他裏

面，沒有自己，只有耶穌（加2:20）。也因著他完

全的捨己，他才能當面抵擋磯法和巴拿巴。這實在

不容易。如果你處在保羅的位置上，你會怎麼想

呢？“磯法（彼得）是跟隨過耶穌的使徒，名聲地

位皆不同於一般人，我只是個後來的人，我怎麼好

批評他呢？”“再說巴拿巴，那可是我的恩人，我

的伯樂。我剛信主的時候，去耶路撒冷和門徒結

交，他們都不信我，只有巴拿巴接待我，領我去見

使徒（徒9:26-27）。後來，又是他到大數找我，

帶我到安提阿。再說啦，他還和我一起出去宣教，

是我的同工。我怎麼好說他呢？”但是保羅完全沒

有讓這些個人的利益，情面、關係，來干擾他。他

裏面完全沒有自己。他是那麼勇敢地站出來捍衛福

音的真理。而他的勇敢源自他的完全捨己和徹底奉

獻。

保羅是個絕對的人，他對 神是絕對的，他對

自己也是絕對的。都因為主的顯現和啟示。因為那

從天上來的異象，控制了他一生的生活，言行，與

事奉。因為他有從 神直接啟示來的真理，也因為

他完全捨棄自己，奉獻自己給耶穌。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林前11:1）

願主也向我們顯現，讓我們看見那從天上來

的異象，並讓這異象控制我們一生的生活、言行、

與事奉。如果我們真的看見了異象，我們的一舉一

動都會不一樣，因為有那個天上的異象在控制我

們。願感動保羅的靈也感動我們，將真理啟示我

們，讓我們真知道祂。聖靈要帶領我們進入一切的

真理，我們也要忠心為真理打仗。願聖靈將主的愛

澆灌在我們心裏，激勵我們完全的奉獻給主。我們

對主的愛感受有多深，我們的奉獻就有多深。盼望

我們的奉獻讓主得著滿足，我們一生只討主的喜

悅。願我們效法保羅，就像他效法基督一樣。  f

【讀經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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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教會開設《保羅行蹤及書信概論》的主

日學課程﹐是弟兄姊妹們更深認識新約真

理的好機會。我要特別感恩的﹐就是藉著與姊妹們

研讀加拉太書﹐神引導我更深默想有關“自由”的

真理。

追求自由

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崇尚和追求自由的世

代﹐許多的潮流運動﹐都是以“自由”為旗幟、

為口號。比如，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個很重要的

原因﹐是有人認為性取向是個人自由範圍內的

事﹐與他人和社會無關。越來越多的媒體也附和

新生代對“個性自由”的追求﹐選用像“我就是喜

歡”﹐“像風一樣自由”這類只注重強烈情感的用

詞﹐來表達現下普遍流行的自由觀﹕我想怎樣就怎

樣﹐這是我的自由。

果真如此﹖“自由”真的是“想怎樣就怎

樣”嗎﹖那要看這裡的“想怎樣”是憑什麼說

的﹐以及我們有沒有“就怎樣”的能力了。記得有

弟兄姊妹分享：信主一段日子以後回頭來看﹐都

不明白當初信主之前我為什麼會那麼想﹐那麼作

決定。其實這也是很自然的﹐罪性在人裡面的破

壞﹐是深入到人性的根本上去的。不僅我們的行

為﹐而更是我們的意志、動機、心思、情感﹐全都

被罪玷污﹐捆綁﹐是「賣給罪」了(羅7:14)﹐正如

聖經上所描寫的﹕「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

處。」 (耶17:9)

在這樣的生命光景中﹐罪人除了犯罪這一個

選擇外﹐還能怎樣呢﹖雖然　神起初造人的形像、

樣式有時還藉著良心在罪人裡面抗議規勸﹐可是

沒有　神恩典隨時的幫助﹐罪總是輕易勝出﹐漸

漸我們也就見慣不怪了。並且久而久之﹐我們的心

思也就被“訓練”得「終日思想的盡都是惡」(創

6:5)。如此看來﹐罪人只能“想犯罪就犯罪”﹐卻

不能“不想犯罪就能不犯罪”﹔沒有選擇﹐哪裡還

談得上什麼自由﹖

感謝主﹗如今我們信靠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

上所成就的人﹐不僅罪行得赦免﹐更承受聖靈內住

的上好福份。罪性在我們還沒有完全治死的舊人裡

面﹐是我們的一個選擇﹐而內住的　神的生命﹐即

我們的新人﹐是我們的第二個選擇。直到這時﹐我

們才算真正有了選擇的自由。羅馬書第七章對信徒

靈肉爭戰的情形正是信徒有此自由的佐證。加拉太

書中有更清楚直接的描述﹕「情慾和聖靈相爭，聖

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作

所願意作的。」(加5:17)在我們裡面這樣清楚地感

受到兩個本性完全不同的存在﹐隨時隨地在爭奪我

們﹐或者說我們隨時隨地在這兩者中作抉擇。

兩種選擇

主不是將兩個選擇丟給我們﹐然後任憑我

們。讚美主﹐祂沒有停在這裡﹗看看這位愛我們的

主是如何把這兩種選擇的後果真實而鄭重地擺在我

們面前﹕「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

是生命，平安。」(羅8:6)

這使我聯想到舊約的兩幅圖畫。一是在伊甸

園中﹐　神不僅在愛裡將什麼果子可吃﹐什麼不可

吃告訴亞當﹐這是第一次　神賦予人自由選擇的

【讀經園地】

默 想

◎ 孟潔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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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園地】

權利﹐而且　神將選擇的不同後果真實地擺在亞

當的面前﹕「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2:17)。這不

是說﹐　神特意安排一個可怕的結局﹐為了恐嚇或

誘使亞當選擇聽從祂﹐乃是實在在　神以外沒有

生命和祝福。　神是信實的﹐不能背乎自己(提後

2:13)﹐祂也沒有欺騙人﹐而是體貼卻慎重地講選

擇的後果預先說明﹐來幫助人作蒙福的選擇。

二是　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在過約旦河前

後﹐　神藉祂僕人摩西﹐約書亞那樣呼天喚地地

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以色列人面前﹐要引導以色

列人揀選賜他們生命和祝福的　神(申30:19)。

如今　神還是如此信實﹐祂將揀選順從聖

靈和肉體帶下的兩個迥然不同的後果陳明在我們

面前﹐使我們能明白地作選擇。這才是真正的自

由﹗自由不僅在於有選擇﹐而且在於當事人了解

不同選擇的相關信息。再回頭看我們作罪人的時

候﹐不僅沒有“不犯罪”的選擇﹐而且許多時候我

們沒有意識到選擇後面的那個責任和後果﹐更不清

楚選擇“犯罪”會帶下“死亡”這麼嚴重的後果。

不僅如此﹐　神還是我們作選擇的策士﹐告

訴我們怎樣選擇才能擺脫肉體的掙扎和捆綁﹕「你

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加5:16)「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

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加5:24)  
而且　神應許「在我們裡面的」的這一位的大能，

好叫我們信心堅固，沒有懼怕。

另外﹐因著我們愚鈍不完全﹐ 神又還在愛裡

賜下“反面教材”﹐勸戒我們不要誤用自由﹕「只

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

的絆腳石。」(林前8:9)「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

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或作陰毒)，總要作　神的僕

人。」(彼前2:16)「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

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加5:13)

基督裡的真自由

我常想該怎樣回應　神在祂極大的憐憫和慈

愛中賜下的這種自由。當我們的眼睛一次次被 神

開啟﹐越來越看到體會到罪、世界和肉體的敗壞可

惡﹐和另一邊　神的聖潔、恩慈和良善﹐我們就不

禁要稀奇這兩個選項在我們面前是何等的天壤之

別﹐好像一邊倒的天平。誰會愚蠢到不選擇　神

呢﹖就是一次也是愚蠢至極。我想這也正是許多清

心愛主的弟兄姊妹們共同的見證﹐他們寧願受苦受

死也不願揀選不是　神的。因為　神愛的吸引﹐因

為活潑的信心﹐他們甘心喜樂地揀選並安息在　神

裡面﹐甚至求　神替他們揀選﹐這是何等的福份﹗

世人或許以為信徒的甘心順服是不自由﹐但

我們實在要說﹐是主的愛奪了我們的心。主是

我們的揀選。主啊﹐幫助我們越來越進入祢的心

意中﹐好叫祢的旨意越來越成為我們的意志和揀

選﹐使得我們經歷那「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

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

成就」(約15:7) (即“想怎樣就怎樣”)的基督裡

的真自由。     f

自由是　神的兒女最大的福氣。……　神把我們在罪中為奴的救贖出來﹐成為　神自由的兒女。	

	 ─ 慕安得烈

靈魂絕對的自由是十架遺留給我們一份珍貴的禮物﹐是人生最奇妙的恩賜。	 ─ 陶恕

金蘋果銀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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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季的成人主日學─《保羅行蹤及書信

概論》的課程中，有一堂課要分組做加拉

太書的心得報告。在知道自己被分配到的小組時，

心裡覺得很放心，因為這三位組員對聖經的認識及

口才都非常出色，不習慣在人前說話的我，就可以

保持一貫的緘默，心想沒我的事。沒想到後來竟被

詢問，我能否上台報告？當時我不加思索就脫口而

出：“這會要了我的老命”！但是現在回想起來，

這真是  神的祝福，透過預備報告的過程，  神讓

我經歷了什麼是失去老命的喜樂。

在準備時反複的看加拉太書，特別是保羅在加

拉太書中提到的十字架，心裡總覺得這些經節所講

的大同小異，總歸一句就是提醒我們要“與基督同

釘十架”，我在知識理智上知道這重要性，但其實

心裡很虛，因為“與主同釘十架”對我而言太抽象

了，雖然常向 神祈求賜我能力，使我剛強到可以

釘死軟弱肉體，但事與願違，自己還常受老我的轄

制。因著沒什麼把握，所以拼命的找資料做筆記，

先生看見我為了短短的三分鐘報告，滿腦子的“十

字架...十字架...”，覺得很不能理解！ 後來有

機會在“姊妹查經聚會”中試講一遍，許多屬靈大

師、先輩的灼見，從我口中出來卻是雜亂無章，心

中對姊妹們深感抱歉，自己更是沮喪極了。

眼見隔天就是報告的日子，腦中仍毫無頭緒，

質疑自己沒有實在的十架經歷，怎能分享主的十

字架呢？體貼的先生把三個孩子帶開後，我幾乎是

癱著跪在主前，在一陣呼求後，心中漸漸的安靜下

來，不再那麼急躁。這時保羅在加拉太書中所寫的

三節經文再一次的進入我的裡面，奇妙的是─保羅

當時懇切的心境像一股暖流充滿我的全人：他全心

全意的呼喊、企盼跟隨主的門徒能明白  神恩典的

真實、十架的真義，能脫離律法及老我的轄制，能

真正活出基督自由的生命…這三節經文不再只是白

紙黑字，它們成為我的禱告和進入十架的鑰匙：

「我己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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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

捨己。」(加二：20)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

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加五：2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

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加六：14)

充滿憐憫的  神回應了我的呼求，這時我才明

白祂要我從禱告進入十架，將自己完全降服在祂面

前，並使我看見─過去我所求的能力是”我”剛強

起來以對付自己的軟弱，以墨洗墨當然徒勞無功！

惟靠聖靈得生，才能靠聖靈行事！感謝  神！祂使

用這短短三分鐘報告的機會，使我清楚十架是一條

道路，每一步要以禱告、順服來經歷。求主繼續對

付我的軟弱，也對付我自以為善的虛榮。使我的全

人能順服聖靈的引導，每一個意念都經過十架的過

濾，只留下主要的。      f

【讀經園地】

從禱告進入

◎ 林美玲

十 字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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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恃耶和華者得脫諸難

◎ 黃願耀

正式移民來美已五個年頭，蒙主引領一切平安

並生活在喜樂之中。由於近兩年返台時錯

過機會來參加老年健康檢查，內心一直惦念著要返

台體檢。於是去年9月14日返台，19日就參加台北

市仁愛醫院的體檢。事先以為只是一種例行體檢，

沒想到五天後即接到醫院通知：AFP (Alpha Fetor 
Protein)胎兒蛋白高達9163（平常是<10），囑即返

院作超音波掃描。10月3日，竟然發現右肝腫瘤已

達7.7cmx7cm。旋即與女兒們商議在台求醫，並經

一同鄉醫師介紹進入高雄長庚醫院，由院長陳肇隆

醫師親自主治。

因為突如其來的惡訊，女兒們非常緊張，我雖

感驚訝但內心卻甚平安。在住院前我讀聖經時，一

打開聖經就是詩篇第九十一篇，　神的話語明白告

訴我「倚恃耶和華者脫諸難」。整篇共十六節，每

一節　神的話語都帶著憐憫、慈愛與恩典，我內心

充滿感謝、讚美　神！接著便與高雄教會、美國教

會、以及大陸福建省唯一胞妹連絡，請他們為我的

病情代禱，深信　神必憐憫、恩待我。

去年10月11日住院，一連串的手術前檢查與

安排決定10月26日手術，感謝主！手術過程非常

順利，費時三個多小時即完成。手術後在加護病房

也只待了一夜約廿小時，因一切正常第二天就回

到普通病房。感謝、讚美主賜給我力量扶持我。據

病房護士小姐說：“按一般的病患年過八十的老人

經過如此大手術能平安，沒有一點點的痛苦真是奇

蹟。黃伯伯真是很勇敢。”一個L型的大傷口長約

四十公分，自始至終沒有痛過，正如詩篇第九十一

篇第十四、十五節：「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

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

在高處。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

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這是 

神的應許，何等可貴的應允，感謝　神！手術後兩

星期一切平安順利，11月11日就出院回家休息。

原來我的肝瘤是長在我的右肝上，手術時發

現我的右肝又比左肝大得很多，若手術時將右肝

切割掉，按我的年紀已八十多歲，恐左肝無法負擔

整個肝的功能，並易引發起其他的併發症。因此手

術時，發現實況預測手術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二十。

當時陳院長就與我的二女兒黃玫當場解析實情，徵

求家屬意見，玫兒不敢冒此大危險但也不知如何是

好，只有將是否切割腫瘤的問題，交給院長陳肇隆

來決定，祈求主耶穌在這關鍵時刻能啟示陳院長。

實則我們的主是聽禱告的主，早已聽我們教會弟兄

姊妹的禱告，在手術前陳院長已研判得知，該如何

治療此腫瘤。感謝主！搭救了我的生命。

特在此向許多教會的弟兄姊妹獻上無比的感

謝，他們在我臥病期中，為我在主面前代禱並簽名

寄發慰問卡，給了我無比的欣慰，也讓我獲得弟兄

姊妹至誠的愛心。再者，今年2月8日回美時，我的

AFP胎兒蛋白是38.64，肝功能GOT是35，GPT是

32。3月29日，在Stanford Cancer Center檢查時，

AFP已降為5.29，GOT 28，GPT 26。現在，我已

是正常的人。我應當將榮耀歸給主，歸給天上的父

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f

【雲彩集】

▲ 作者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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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遠方的扶 持

今年三月我正式從大學畢業，非常感謝主給我到
美國參加一個特會的機會。我也把這次的旅行

當做了我的畢業旅行。去一趟美國不容易，而且四月
開始要工作了，以後可能這樣的機會也不多，所以我
想再多看幾所教會。

我首先聯繫了「矽谷基督徒聚會」，想去「矽谷
基督徒聚會」是因為我經常從網上聽于宏潔弟兄的講
道，所以很想見一見他本人。比起其他的教會，他們
的回信非常快，經常是第二天就收到了回信。這使我
從一開始，就感覺與其他教會不一樣。他們告訴我，
歡迎我到他們那裡去，而且幫我解決了住宿和代步的
問題。真是感謝  神！

我去聖荷西是在星期六，正好晚上有福音特會，
我就去參加並且也見到了于宏潔弟兄的真面目（以前
我一直是聽他的錄音，沒有見過他的臉）。我首先感
受到這是富有愛心的教會。當我進入會堂的時候，就
感受到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是那樣有愛心，這在其他的
教會是很難感受到的。那種溫馨像回到自己的教會的
那種感覺。這些應該歸功於牧者們帶領得好。

聖經教導說我們教會不在於多大，而在於有多少
愛心，就應該是這樣的。但我們知道自己的軟弱，並
不能總是做好這一點。所以，我禱告  神更加添力量
給「矽谷基督徒聚會」的牧者、傳道人和眾位弟兄姊
妹，使你們可以為其他的教會做一個很好的榜樣。也
求  神更多更好的使用你們。很希望有機會再次到「
矽谷基督徒聚會」與你們相聚，並在新的會所裡一起
敬拜  神。

 願主大大地祝福你們！感謝  神！

       小朴弟兄（日本）2006-04-15

于弟兄、念慈姊妹你們好！ 

現在大陸是夜裡9點半，在你們那已經是艷陽高
照了吧？我給你們寫信，是因我被你們愛  神的愛所

感動，你們愛主的火已經通過網絡，藉由聖靈傳遞到
我的身上。為此我感謝偉大的　神，經由你們這樣忠
心、愛主、事奉主的人，來餵養我這個饑渴的小羊。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在你們的教會那該多好！
我就可以和你們一起在于弟兄的帶領下，行走在保羅
傳道的旅途中了；我也可以親身沐浴在于弟兄所傳講
的，「願愛 神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我還
可以和念慈姊妹一起來到金香壇前，敬拜為我們捨命
流血的主；特別是可以和你們在買會所時，一同親身
經歷  神的大能……。　　

我好羨慕你們那屬靈的空氣；羨慕你們那愛主的
火熱；羨慕你們全備的福音和完備的管理；我真羨慕
你們教會中的每個弟兄姊妹；……呵呵，我多麼想融
入你們的教會之中，和你們學習愛 神的愛；事奉 神
的智慧；好使我能忠心跟隨主的腳蹤……。

能讓你們的教會延伸嗎？通過網絡延伸到我這裡
來？你們是我學習愛 神的最好榜樣。請為我禱告，
我願意做一個愛主的人，做一個「主為我死、我為主
活」的人！因為我是一個被主愛的人，我不能不愛
主，“我們愛，因為祂先愛了我們。”

   趙姊妹(中國) 2006-03-25

親愛的基督徒聚會的同工們：

平安！感謝你們在網路事工上的擺上！

最近因聽于弟兄在亞特籣大教會的講道，得到
很多。就去找到你們教會的網頁，繼續聽于弟兄的分
享。今天聽完士師記，在靈裏得到許多恩膏，感謝  
神，也感謝你們的擺上。

願主繼續大大賜福給你們！
 
          李姊妹 (美國) 2006-05-15

【來自遠方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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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對照天地】

We studied the latter section of Acts concerning 
“the life of Paul and his epistles” during the 
adult Sunday school last quarter.  This study 

inspired in me quite a few thoughts and challenges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I see in Paul three periods 
of his spiritual life from which we could learn precious 
spiritual lessons.

1.  Paul’s life-in-the-flesh period

Paul grew up in Tarsus, studied under the esteemed 
Gamaliel in the strictest sect of the Pharisees. He was also 
educated in the Greek culture, and legally a Roman citizen.  
His training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ade him an 
elite of society, the cream of his generation. Young man 
Paul did not know the Lord. He thought that by faithfully 
following the Jewish laws and persecuting the Christians, 
he will be serving God and be able to please God. Today’s 
Christians often have a similarly erroneous notion. They 
thought that by zealously serving God according to one’s 
own flesh, those efforts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please God.  
But the Bible said that Jehovah delights in  “obedience 
more than sacrifices”(I Sam 15:22).  God will not use us 
because of our natural abilities, gifts, education, money 
or social standing.  What He looks for is whether we obey 
Him or not, and whether we know and follow His will 
or not.

2.  Paul’s hidden and waiting period

After the Lord appeared to Paul and called him on 
the road to Damascus, he went to the desert in Arabia for 
three years.  Even though the Bible does not record what 
he did during the three years there, I believe that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e Lord’s providence, that Paul 
received the unplumbed mysteries of God, get to know 
the power of the resurrected Christ, and rooted himself 
deeply in God.  There in the desert alone with God, 
God peeled away layer by layer of self-reliance in Paul. 
“He was no longer confident in himself, but was more 

than content to be the slave of Jesus Christ. Eventually,” 
he was able to proclaim that he has been crucified with 
Christ, and that it was no longer him but Christ living in 
him.” (Gal. 2:20).

Paul learned well from Christ the lessons of the cross, 
and said, “May I never boast except in the cros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Gal. 6:14).  We know that it is the 
“old man”, “I”, “self-will” that keeps us from seeking, 
waiting, and depending on the Lord and obeying His 
will.  The Adam in me still wants to act independently 
from God.  We want to be in control of our lives.  We 
want to be self-reliant, self-righteous, self-glorifying and 
self-boasting rather than to prostrate before God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That is why Paul cried out, “What a 
wretched man I am!.  Who will rescue me from the body 
of death?  Thanks be to God -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Rm. 7:24-25).  This is the resurrection power of 
our Lord living a victorious life in each of us, a life that 
has to constantly abide in the Lord.  For He said without 
Me you can do nothing.  How we need to spend time 
before the Lord everyday to examine ourselves and to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to receive His teaching 
and leading.

After Arabia Paul went to Tarsus and again no detail 
of his life was recorded in this five years of waiting before 
the Lord. At this time of waiting he became a “nobody.” 
Yet this is all part of God’s plan to teach him the lesson 
of humility, patience and dependence on God. So did 
Moses and David, the men whom God greatly used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y too went through periods of 
hidden lives, deserted by men and unknown by the world. 
Ultimately, one became a great deliverer and the other a 
powerful king. All of God’s faithful servants went through 
a refining process in order to be fitted for His use. How 
hard it is for us to do nothing and hear nothing from the 
Lord but to wait for His direction. However, Paul being a 
changed man, was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his mind 

Not I But Christ
By Nancy Lim

Translated by Ellen Lee



第38期 /2006年6月 - 28 -

【中英對照天地】

to know what is God’s reasonable and perfect will in his 
life. He knows whom he has believed and is convinced 
that God is able to guard what he has entrusted. Are we 
willing to go through this?

3.  Paul’s matured-and-fruitful-life period

This is the period of his missionary endeavors, his 
imprisonment, and martyrdom.

After the Holy Spirit called him out to missionary 
work, he started to face all kinds of oppositions, difficulties 
and sufferings, even to the point of death. Yet he can 
still praise the Lord (II Cor. 11: 23-28).  He poured out 
his life as a drink offering at the altar and God blessed 
it. He emptied himself before the Lord so that the life 
of Christ can be manifested in him. When he had the 
revelation and the third heaven experience, he was given 
a thorn in the flesh to keep him from exalting himself. 
God knows our human frailty. We are so often tempted 
and prone to boast and exalt ourselves. In order to keep 
us humble, God would sometime use a thorn to prevent 
us from boasting. Paul had learned to be contented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s because God’s grace is sufficient. 
He pressed on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him. (Phil 3:14)

Epilogue

After studying the life of Paul, I was amazed at the 
great influence he has for us all. He wrote almost half of 
all the New Testament books. Through his letters to the 
churches we came to full understanding that Salvation is 
by the grace of God through faith and not by works.  We 
read of the mystery of the church as the bride of Christ 
and also God eternal purpose for all who believes in 
Him. Paul was the first missionary who went to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in his 
time. "Unless a kernel of wheat falls to the ground and 
die, it remains only a single seed. But if it dies, it produces 
many seeds." (Jn 12:24)  Paul died to himself, and his 
fruit multiplied by more than a hundred fold.  Praise the 
Lord!  What a great instrument God used for His glory!  
No wonder Paul said: “Now there is in store for me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II Tim 4:8) What a wonderful 
example for us to follow and emulate.   f

	 ◎		吳美吟 (著)
 黃  麗 (譯)

上季的主日學我們查考使徒行傳中有關“保羅

生平的部份以及他的書信”。這套課程啟發

了我一些感想，也帶給我一些挑戰。讓我們從保羅

屬靈生命成長的三個階段來看保羅其人，並從他身

上學習寶貴的屬靈功課。

1. 依靠肉體行事的時期

保羅生長於大數，是在名師迦瑪列的門下受最

嚴謹教誨的法利賽人。他又深受希臘文化的薰陶，

而且是羅馬的公民。他的生長與教育背景使他成為

當代的青年才俊。早期的保羅不認識主，以為只要

按著宗教律法熱心服事 神，逼迫基督徒，就能討   

神的喜悅。今天的信徒也常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

為靠自己的肉體熱心事奉就能蒙 神的悅納。但是

聖經明說耶和華喜悅「聽命更勝於獻祭」（撒上

15:22)。 神不會因我們的才能、恩賜、學問、錢

財或地位而使用我們，祂看重的是我們是否順服

祂、是否認識並遵祂的旨意而行。

2. 隱藏、等待的預備期

這是保羅隱藏在 神裡追求進深並等待的時

期。他蒙主呼召之後，即單獨前往亞拉伯的曠野。

雖然聖經並沒有記載這三年他在曠野的情形，但我

相信就是在這段時期裡，在主的蔭庇下，他領受了

主奧秘的啟示，認識了基督復活的大能，並在 神

裡面深深地往下扎根。漸漸地，保羅舊生命中的自

恃被 神逐層剝落。他不再相信自己而甘心成為耶

穌基督的奴僕。現在他可以宣告﹕「我已經與基督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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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裡面活著。」(加2:20)保羅從基督的身上學到了十

字架的功課。他說﹕「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

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加6:14)

我們舊天性裡的“老我”、“我”或“自我

意志”不斷地攔阻我們依靠主並遵行祂的旨意，我

們裡面的亞當也常蠢蠢欲動要脫離 神而獨立；我

們要掌控自己的人生、要依賴自己、要靠己行義、

要尊榮自己、要炫耀自己、要......，唯獨不要敬

畏戰兢俯伏在 神的面前。這就是為什麼保羅會嘆

息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

呢﹖」(羅7:24) 但他也立刻接著說﹕「感謝 神，

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羅7:25)這
是因為主復活生命的大能在我們裡面，能帶領我們

過得勝的生活，只要我們住在基督裡；因為主曾說

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因此，我們多麼需要

每天花時間在主的面前，求祂鑒察，讓祂充滿，並

接受祂的教導與帶領。

亞拉伯曠野之後保羅去大數住了五年。聖經

對於保羅這段時間的生活沒有太多的記載。在這

段漫長等候主的時間裡，保羅成了一個默默無聞

的人。然而這正是 神美好的計劃。祂藉著這段

時間，教導保羅謙卑、忍耐的功課和等候 神的價

值。 神也用同樣的方法教導過摩西和大衛這些被 

神大用的人。他們也經歷過長期隱藏並且被眾人遺

棄的生活。然而他們至終一個成為拯救者，另一

個成為君王。所有 神忠心的僕人都必須經過熬煉

才能成為合祂使用的器皿。對於人來說“等待”是

何其困難，特別是當　神既不說話又不要我們做甚

麼，只要我們等待祂的下一步帶領。但是現在的保

羅已經改變了，他的心思已經被更新變化，他知道 

神在他生命中那純全可喜的旨意是什麼，也知道他

所信的是誰，並深信能保守他所交託給祂的。我們

呢﹖我們是否也願意像保羅一樣經歷   神的熬煉?

3. 生命豐盛的成熟期     

保羅從隱藏之處被聖靈呼召出來服事 神。他

宣教、被囚、最後殉道。他一開始出來宣教就面臨

種種的反對、艱難、苦難，甚至多次死亡的威脅。

然而在這一切之中，他仍然能由衷地讚美　主(林

後11:23-28)。他已經定意以生命為奠祭，傾出並

澆奠於祭壇之上，因此大蒙 神的祝福與悅納。他

倒空自己好讓基督的生命能充滿他，甚至流露出

來。當他從　神得到啟示並有了三重天的經歷之

後， 神就在他的肉體中放了一根刺，使他一生不

敢高抬自己。 神太瞭解人天性裡的軟弱了﹗我們

因受試探而常有炫耀自己、高抬自己的傾向或衝

動。為了提醒我們要謙卑， 神有時會在我們的肉

體中放一根刺，使我們不敢誇耀自己。保羅學會了

無論在何種境遇中都能知足，因為他深深體驗到　

神恩典的充沛、夠用。他一生忠於  神託付給他的

使命。為了達成這使命，他好像競跑的選手，不停

地竭力往前，向著標竿直跑，要取得　神在標竿之

處為他預備的獎賞 (腓 3:14)。

結語

查考了保羅的生平與其書信之後，我更能感

受到保羅對當代及後代的影響是多麼的巨大。新約

聖經近乎一半是由保羅執筆。從他寫給各教會的

書信裡我們對救恩、對教會才有了完整而清楚的認

識。在書信中保羅闡明救贖是 神的恩典﹔人得救

是因著信而非因著行為。他又說教會是基督的新

婦，是 神對信徒的永遠旨意。保羅是第一個到亞

洲及東歐的宣教士，而且在所到之處翻轉天下。「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12:24) 保羅一生

向自己死，他所結的果實何止千百倍﹗讚美主﹗這

樣貴重的器皿是專為　神的榮耀而預備的﹗難怪保

羅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能那麼有把握地說﹕「從此

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4:8)保羅

是多麼美好的榜樣，值得我們一生來效法他。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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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對照天地】

" Oh that in me the sacred fire,
Might now begin to glow;

Burn up the dross of base desires,
And make the mountain flow.

Refining fire go through my heart,
Illuminate my soul;

Scatter Thy life through every part,
And sanctify the whole."

These were the words that were sung at the start of 
the burning meeting.  God was there with us.  It was the 
first time a meeting like this was conducted for many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especially for the little ones.  
Every family was asked to look through their house to 
see if there were any unclean things that needed to be 
removed.  All the stuff to be destroyed was brought that 
evening including CDs, books, trading cards, and even a 
Pokemon blanket.  Praise God that the pile was not that 
big, but what was in the hearts of men that needed to be 
consumed by fire, that is a different story.  

Pastor Yu had asked everyone to search his/her heart so 
see if there were anything that was not pleasing to the Lord 
- any sins, evil thoughts, bad habits, or anything we can 
not give up or let go even though we knew it was offensive 
to the Lord.  A sheet of paper was handed to everyone so 
those things can be written down if one chose.  The papers 
were then to be burned as an expression of our willingness 
to allow God’s refining fire to go through our lives. 

Like most brothers and sisters, I did not find any 
articles at home that needed to be burned that evening, 
but I knew that my heart, my thoughts, my motivations, 

they all needed the Refiner’s fire.  I do not know what was 
going through the minds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but as I 
begin to bring issue after issue before the Lord, I found a 
list so long that it could not possibly be written on such 
a small piece of paper.  I needed God’s mercy.  I needed 
His forgiveness.  I needed God’s grace to change me and 
make me anew.  

I remember looking at the glowing fire and going 
through the above two verses over and over. I also 
remember feeling very helpless and tired of myself. The 
words, “Scatter Thy life through every part and sanctify 
the whole” became my prayer.  All of a sudden, I felt that 
God heard the outcry of my heart and that He knew how 
desperately I needed Him.  God’s peace blanketed me and 
I went home released that evening.

I don’t know how the meeting was for everyone else 
who attended.  I don’t know if they found the same relief 
and the same freedom that was freely given to me - I sure 
hope they did.  The Lord our God is forever faithful.  He 
will never turn away from those who cry out to Him with 
a broken and a contrite spirit.        f

The Burning Meeting 
  Relief and Freedom

By William Liao
Translated by Guixiang Chen

▲ Burning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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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聖火今在我心，

就已發旺不休；

燒掉所有卑情下品，

並使高山鎔流．

我心要接鍛鍊的火，

照亮我魂光耀；

散佈生命在每角落，

並使全人聖潔．＂

這是我們在焚燒聚會開始時所唱的詩歌，那

天　神與我們同在。我們中間很多弟兄姊妹，尤其

是年輕的和年幼的孩子們，都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

聚會。教會要求每一個家庭都檢視自己的家，看是

否留有不潔之物當被除去。所有當滅之物那晚都被

帶到會所院外，其中有光盤、書、收藏卡，還有一

個“神奇寶貝”被單。感謝主！交出來該燒的物品

還不算太多，但是藏在人心裡需要被焚燒的東西，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會中于弟兄要求大家省察自己的心，看是否有

甚麼不討 神喜悅的──任何的罪、不好的思想、

壞的習慣，或者任何我們知道得罪　神卻又擺脫不

掉的東西。于弟兄請我們每一個人將自己所想到的

寫在一張紙上，然後將紙用火焚燒，以此表示我們

願意讓　神鍛鍊的火來潔淨我們的生命。

像多數弟兄姊妹一樣，我那天並沒有在我的家

中找到甚麼當燒之物，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我的思

想，我的動機，都需要聖火潔淨。我不知道當時弟

兄姊妹裡面所想如何，我只知道當我把我的問題一

項一項帶到主面前的時候，所列的單子長到那張小

小紙張無法容納。我真需要　神的憐憫，我也需要

神的赦免，我更需要　神的恩典來改變我，使我煥

然一新。

記得當時我望著發旺的火苗，心裡反複思想以

上兩節歌詞，深感自己的無助和可厭。“散佈生命

在每角落，並使全人聖潔”成了我的禱告。忽然，

我感覺到　神聽了我從心裡的呼喊，祂知道我是何

等的需要祂。　神的平安一下子包圍了我，那晚我

得了釋放回家。

我不知道那天參加聚會的其他人感覺如何，我

也不知道他們是否像我一樣得著了釋放和自由─巴

不得他們和我一樣！主我們的　神永遠信實，祂永

遠不會轉臉不顧在心靈憂傷痛悔中呼求祂的人。f 

     

焚燒聚會─

◎  廖信廉 (著)

【中英對照天地】

釋放和自由

▲ 焚燒聚會

▲ 焚燒聚會

   陳桂湘 (譯)

矽谷基督徒聚會 『香柏木』季刊- 31 -



第38期 /2006年6月 - �� -

【基 立 溪 畔】

By the Kerith Ravine  In the days of drought and desolation, God sent the Prophet 
Elijah to hide in the Kerith Ravine, east of the Jordan, and ordered the ravens to feed 
him. This story tells us that God’s provision never runs short. May the Lord bless 

this column and make it a regualar provision of love and grace for His children through meditations on Scriptures

In Exodus we saw when the Israelites wanted to 
leave Egypt to serve the LORD their enemy would 
not let them go, instead he increased their burden 

to punish them; we also saw God’s mighty and gracious 
intervention – He sent plague upon plague as judgment 
on Egypt, beating down the power of bondage the world 
had on the children of God.  As the Pharaoh conceded 
and gradually gave way to the Israelites he also laid down 
many deceitful traps for them:

Trap #1 – Serve but don’t go too far

In Exodus 8:25-28 Pharaoh seemed to concede, saying 
you can go and serve your God, but only in this land, 
don’t go too far.  That is like saying - You want to believe 
the Lord? Ok, but don’t get too deeply involved.  You 
want to go to church meetings? Ok, but only on Sundays, 
and only once a week.  You want to read the Bible and 
pray?  Why be so serious? … In other words, he gave in a 
little, but you must remain in his control, and cannot go 
too far – so his one tug will bring you right back.  This is 
the first trap set for us by the enemy under his treacherous 
concession.

Trap #2 – Serve only by representatives

When God sent more plagues upon Egypt the Pharaoh 
made further concession: You can go, but not all of you, 
only let the men go (Exo. 10:11).  In other words, women 
and children, flocks and herds have to stay behind.  This 
in one of the most treacherous traps the enemy set for 
us today, it is also a common phenomenon in many 
churches.  It is like a country or state has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people, and now the children of God also se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ir families to participate in 

meetings and services in the house of God.  It is rare to see 
whole families serving together, but that is exactly what 
God wanted – entire families serving and being blessed 
together.

Trap #3 – Serve but with reservations

In his third concession the Pharaoh told Moses, you 
may go, but your flocks and herds must be left behind.  
The Lord Jesus once said, where your treasures are your 
heart is.  Even if our whole family is serving God, but our 
treasures have not been brought to the Lord, or we still 
have parts of our heart that are reserved from the Lord, 
then we cannot serve whole-heartedly.  If the treasures 
do not come out of Egypt, our coming out Egypt is but 
temporary because sooner or later they will draw us back.  
The wife of Lot left Sodom but she left part of her heart 
there; that brought to her a tragic ending.

“Not a hoof will be left!”

See how decisive was Moses’ reply to Pharaoh – We will 
all go, all our flocks and herds, “Not a hoof will be left!”  
This should be the heart and testimony of the children of 
God!  The Lord help us and awake the churches of this 
day, that we may know it is for God’s glory we were made, 
and that the reason we live is to serve Him, and doing so 
with entire families, peoples, and nations.  When God is 
calling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not only the men 
will go, all women and children will also go, along with all 
the treasures of our hearts, forsaking all idols - not a hoof 
will be left behind.  Brothers and sisters, perhaps we are 
still some distance away from that vision, but let us pray 
together and walk toward it by faith, the Lord will help us 
with His grace.       f

Not a Hoof Will Be Left
        By Hung-Chieh Yu    
Translated by  Guixiang Chen



  ◎ 于宏潔  (著)
     陳桂湘  (譯)

『連一蹄也不留下』

【基 立 溪 畔】

當以色列百姓準備要出埃及的時候，仇敵不肯

放過，立刻加重重擔來苦害他們。但是，我

們看到　神恩典的介入和祂大能的幫助,一再降災刑

罰埃及，擊打世界在神兒女身上捆綁的權勢。然而, 

在法老逐漸軟化、妥協的過程中,卻是處處充滿詭

詐,留下陷阱：

第一次的詭計 ─ 不要走太遠的事奉

出埃及記8章25節跟28節，法老狀似妥協，你們

可以去，我讓你們去事奉　神，但是就只能在這塊地

上，不要離開太遠。也就是說，信主了？好吧，但別

信的太迷！要去聚會？好吧，只准禮拜天去，一個禮

拜最多一次就好！想要讀經、要禱告？何必那麼認真

呢？…… 換言之，牠雖然讓步了一點，但你還必須

在牠的權力範圍裡面，不可走的太遠,牠一拉你就得

回來。這正是仇敵在我們身上第一層妥協背後所隱藏

的詭計。

第二次的詭計 ─ 代表性的事奉

當 神又再次降災刑罰埃及，法老接著就有第二

步的妥協 ─ 你們要去可以，但不可以都去，只要你

們的壯年人去就好了(出10:11)。換句話說，婦人孩

子，跟你們所有的牲畜都要留下來。這是仇敵今天在

這個世代裡面最可怕的詭計之一，也是各地的教會非

常普遍的現象。這就好像國家有人民的代表，如今神

兒女的家也常只派代表來聚會、來事奉,很不容易看

見全家的事奉,而 神所要的是我們全家一起來事奉，

全家一起來蒙恩。

第三次的詭計 ─ 有所保留的事奉

接著是第三次的妥協，法老說，你們要去，可

以，但是你們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來。主耶穌曾說：「

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就在哪裡。」就算我們全家

都去事奉神了，但是如果我們的財寶沒有帶來給主，

或是我們的心仍有所保留不肯交給主的話，我們還是

不能事奉到底。財寶如果不能一起出埃及，我們出埃

及仍是暫時的，因為它隨時能把我們吸引回去。羅得

的妻子雖然出了所多瑪，可是她的心仍然留在那裡，

以致被帶進一個悲慘的結局。

「連一蹄也不留下」

看看摩西回答法老的話真是多麼的雄壯啊─我

們都要去，所有的牲畜也要去，「連一蹄也不留

下！」這正是　神兒女們都該有的偉大心志與見

證﹗求主幫助我們，也求主喚醒這個世代的眾教會，

讓我們深知道自己乃是為了 神的榮耀而被創造的，

我們活著的目的就是要事奉　神,而且是全人、全

家、全民一起的事奉。當　神在那裡呼召：「容我的

百姓去，好事奉我」時，我們不只大人去，要婦人孩

子全家也都一起去，就連心裡面的財寶、隱藏的偶像

也毫無保留的交給主，連一蹄都不甘心留下來。弟兄

姊妹，也許我們離這樣子的境界還很遠，但沒有關

係，讓我們一起禱告，憑信起行，神必施恩幫助我

們。      f

在神家乾旱荒涼的日子，先知以利亞奉耶和華之命來到約旦河東基立溪畔

藏身，	神吩咐烏鴉來供應他。這叫我們看見	神的供應永不短缺。求主也

祝福此專欄，藉著每季的讀經心得，與神兒女們一同分享主恩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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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要帶 神的百姓出埃及，法老百般阻撓，但因耶和華  神一再降災，

只好讓步，說：

「你們去事奉耶和華 ─ 你們的 神；但那要去的是誰呢？」

「 我們要和我們老的少的、兒子女兒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帶去， 

…… 。」摩西回答。

「……不可都去！你們這壯年人去事奉耶和華吧！……」

耶和華  神再降二災。於是法老說：

「你 們 去……，只 是 你 們 的 羊 群 牛 群 要 留 下 ，……」

「我們 ……連一蹄也不留下，……。」摩西回答。

摩西帶著百姓出埃及的時候，浩浩蕩蕩，「連狗也不敢向他們搖舌」，

過紅海，經曠野，進迦南，及至約書亞站在 神給他們的應許之地，大聲而

堅定的宣告：「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

▲ 5月29日迎新聚餐來了100多位朋友 ▲ 復活節在Bowers會所舉行的受浸聚會 ▲ 母親節野餐，弟兄們準備了拿手好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