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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基督，好叫我們能成為聖潔的神國子女， 

具備神的性情，光明正大地進入神榮耀的國度！ 
(為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 2015 年的主題而寫) 

徐成全 

如果年紀老邁，甚至臥床不起的神國子女，仍然還可以向著標竿直跑，保持謹守真理的心

志，那麼到末了，就仍然還可以得到「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

14）。主耶穌基督是聖潔生活的好榜樣，是神國子女定睛仰望、竭力快跑跟隨的標竿，我

們要跟隨祂, 效法祂，超過任何事物。神要我們效法基督的品格、愛心、仁慈、憐憫、聖

潔、謙卑、捨己、和做僕人服事人的心志。只有祂的品格能吸引這個世界來歸向祂！ 

我們每一個人每天的抉擇都會深深的影響我們今生的生活品質和在永世裏的價值，其中常

被忽略，卻非常重要的一項就是有關影響力的抉擇。我們要決定受什麼或受誰的影響，我

們也要決定如何善用我們的影響力。我們不可能離群而獨居，所以我們不可能不受他人的

影響，也不可能不會影響別人。 

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 

，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

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3─16）我們可以從主耶穌在登山寶訓裏所舉

這兩個比喻的生活原則，來學習如何「作鹽與作光」，從行為上活出耶穌基督的生活榜樣

來。 

鹽有潔淨的能力，又能增添食物的滋味；但若失去了味道就會變成廢物。我們應該竭力遵

行主耶穌的教導，服務人群，才不致變成無用，被人踐踏。城造在山上，既穩固又容易被

人發現。我們有基督真理的穩固基礎，就應該多作見證，如光照耀；讓世人注意到我們的

好榜樣，就歸榮耀給神。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一開始就特別說到，我們乃是世上的鹽，

也是世上的光。光與鹽的功用是極其明顯的，它們的影響力也是非常的具體而明確，是不

能隱藏的。 

神國子女的身上都應該擁有屬天生命的影響力，沒有一個人遇到神國子女，可以不受影響 

。正如黑暗必會被光明驅逐，平淡無味的食物必因鹽而變得有味，腐蝕也會因鹽而被遏止 

。如果所有的神國子女都能發揮我們該有的影響力，那麼今天的世界就不致於這麼黑暗、

敗壞、與痛苦了。我們個人在家庭、教會、甚至在職場上的生活都會充滿了從神而來的祝

福與屬天的價值。 

我們不只要知道自己有影響力，也要學習如何重視、並且善用自己的影響力。雖然每一個

人的影響力有大小的不同，也有正面和反面的不同，但我們一直都在影響別人是一個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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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也不可小看的重要事實。許多時候我們對人所產生的影響，或所受到的影響都是在

不知不覺或在長期中累積出來的。 

如今最明顯的一個問題是：我今日的價值觀是如何塑造出來的？它是否正確，而具有屬天

的智慧與永恆的價值？在這電腦、電視、與各種資訊充斥、氾濫、與誘惑的時代裏，是誰

或是什麼正在塑造我們和我們下一代的性格和人生的目標？無論是給人的，或者是受人的

影響，我們都需要知道去分辨與接受十字架的潔淨工作。 

使徒保羅說：「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

貴、守著自己的身體。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帖前 4：3－5）

神要信徒成為聖潔，不沾染污穢，信徒若不理會這些神要人成為聖潔的命令，他們所棄絕

的不是人，而是神。保羅又說：「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

能見主。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

污穢；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後來

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切求，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親的心意迴轉。

這是你們知道的。」（來 12：14－17） 

罪惡常常攔阻我們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們要親近神，就必須先求手潔心清（詩 24：3

－ 4）。聖潔與和睦有密切的關係，先與神和好，我們才能與其他的信徒建立良好的關係 

，雖然我們不一定能喜歡所有的信徒，但要效法基督、跟隨祂, 就必須追求聖潔、和與眾

人和睦。正如一粒小種子可以長成一棵大樹一樣，我們心裏所出現的苦毒，可以影響最深

交的基督徒友誼。 

當我們讓「失望」轉化成「不滿」，或將過去的傷痛積壓在心上時，就會生出苦毒的根來 

，以致引發嫉妒、紛爭和邪惡。但是，如果聖靈充滿在我們的生命裏，就能治愈帶來苦毒

的傷口，我們就不會再有怨恨了。以掃的故事說明了錯誤和罪惡有時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創 25：29－34；27：36）， 即使悔改和寬恕也不一定能除去罪的惡果。神國子女每日的

抉擇要先衡量可能產生的長遠影響，才作出決定和行動。 

真實的影響力不只在乎我們做什麼或說什麼，更是來自我們內在的生命品質，俗語說得好 

：「言教不如身教」。所以神國子女能給人的最有力、最真實的影響就是要活出基督來，

散揚基督馨香之氣。保羅說：「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

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馨香之氣。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

他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林後 2：14－16） 

對信與不信的人而言，保羅所說的「香氣」是有分別的。當羅馬軍隊舉行祝捷大會時，將

軍會把他所擄獲的財物和戰俘，放置在煙霧瀰漫的祭神香燭中。對勝利者而言，這種氣味

是馨香可安慰人的；但對於那些被公開展覽的俘虜而言，卻是死亡和奴役的味道。神國子

女在傳福音時，這福音對一部分人而言果真是福音，信的人會聞到這賜生命的基督福音的

香氣，但對不信的人，卻是厭惡性的。它的氣味就是令人作嘔的死的氣味，其實這氣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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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自己發出來的。 

這種影響力不只是最大、最深的、也最具有永恆的價值。所以神國子女都應該不斷的追求

生命的長進，接受十字架與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傑作，使我們更像主耶穌。無論何時、何地 

、甚至在不知不覺中都會流露出基督榮美的生命，成為別人的祝福。但願我們都能像保羅

一樣地說：「我活著就是基督！」神國子女要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氣，就必須擁有基督的

生命。 

就像基督將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焚燒在壇上；祂為世人在十字架上犧牲祂的生命，如同 

倒出來的香膏；祂藉著從死裏復活，成為初熟的果子，散發出各樣的馨香。我們傳揚基督 

，不只在言語上，更是要效法祂的好榜樣，使祂的馨香進入我們心裏，才能把人引到神的

面前。如果我們離了基督，就不能有祂的香氣；如果我們活在血氣裏，這香氣就會變質（ 

傳 10：1）。如果我們常在基督裏面，順從聖靈的引導，就會漸漸有基督的形像，成為神

所悅納的馨香之祭。 

影響力的擴大正如投石入湖，漣漪從中心直到圓周不斷地擴展。主耶穌說：「天上地下所

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28：18－20） 

被世人羞辱、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基督，從天父那裏得到了管理全宇宙的權柄，要我

們在祂再來之前，完成祂交給我們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把新希望帶到地極，將與神和

好的福音傳給萬民聽，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祂所吩咐我們的，都教訓他們

遵守，作主的門徒，至死忠心。祂應許給我們能力，並且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使徒保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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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 9：24－27） 

羅馬帝國各大城市都流行希臘式的競賽，在亞該亞省也有著名的依斯提米雅運動會，每兩

年一次，是哥林多的體壇盛事。保羅用運動場上賽跑的比喻，來講明他對傳福音的心志。

在依斯提米雅運動會中，競賽的勝利者可以獲得松葉編織的華麗冠冕，戴在頭上，站在群

眾面前接受歡呼。運動員為了這一刻的殊榮，需要勤於練習、克制自己的身體、專心一意， 

才能爭取勝利。 

這種榮幸的勝利雖然可以令人陶醉一時，但畢竟只是曇花一現，所得到的花冠遲早會凋殘。

神國子女所要得到的卻是「不能朽壞的冠冕」，能存到永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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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反被棄

絕了。」保羅用這種積極的敬業精神來說明傳福音的人應有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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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保羅坐在賽跑場的觀眾席上，他看到的是賽跑者的眼光集中在跑道終點的標竿上。當他

們奮力衝刺的時候，為了贏取勝利，肌肉緊繃，四肢以完美的曲線擺動著，他們的頭盡力

向前伸，好在到達終點時能超越其他的對手。對神國子女來說，標竿就是生命的聖潔。為

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節制：對試探與分心的事都能夠完全拒絕。這種自我節制所帶來

的獎賞就是「不能壞的冠冕」，是主耶穌基督要賜給所有奔跑得勝的人，也就是全心追求

聖潔的神國子女。 

神國子女必須下定像賽跑者一樣的決心，正如保羅所用的例子，如同拳擊手一般的定好目

標：「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林前 9：26）好的拳擊手

絕不會在賽場裏毫無目的地亂揮拳，他要精明地計劃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拳擊都要打中目

標。所以神國子女也要集中心力，避免所有沒有方向的動作，對付真正的對手、心靈的罪 

。 

保羅說：「因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我所恨惡的，我倒去

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既是這樣，就不是我做的，乃

是住在我裏頭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

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

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做的。」（羅 7：

15－20）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著我裏面的意思，我

是喜歡神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

體中犯罪的律。」（羅 7：21－23）所以他又說：「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

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 9：27）他描述自己如何好像在拳擊比賽裡，揮

拳痛擊他的邪念和惡欲。 

因為他知道如果不對付肉體的話，結果就是淘汰出局，被神棄絕。保羅最大的恐懼就是，

他帶領許多人得勝、信主，可是自己反被神棄絕，不能得到賞賜了。「被棄絕」的希臘文

原意是「經過考驗以後被淘汰」。對賽跑者來說，這樣的考驗不在賽跑開始，身體充滿精

力的時候，而是在賽跑快結束，當他精疲力竭的時候。 

同樣的道理適用於神國子女。當一個人剛信主時，他充滿了樂觀進取的心志。可是在漫長

的人生旅途當中，罪的考驗與折磨往往使許多神國子女晚節不保，信仰崩潰。使徒保羅卻

立志奮鬥到底，不屈不撓，對主至死忠心。 

保羅提醒我們，能使人堅持到底，得到不能朽壞冠冕的秘訣就是：「諸事都有節制」。光

陰如箭，歲月無情，人生短暫！許多年長的信徒都承認年紀越大，跟隨基督就越困難，信

仰日漸鬆動、懶散、與退步。因為他們喜歡躲在「城堡」裏，與世隔絕，遠離傷害與難堪 

，不能學習自我節制。可是使徒保羅卻是例外，他的年齡並不影響他的禱告和事奉心志的

熱切。他說：「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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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3－

14）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祂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來 4： 1）摩西的繼任人約書亞雖然領以色列人進了迦南，但由於百姓的不信，沒

有得到真正的安息。神的應許永遠有效，在曠野的以色列人沒有得到的安息，他們的子孫

仍舊有得到的希望，但如果還是冥頑不靈，那麼災難性的責罰仍然會臨到今天的人。因為

恐怕有人已經面臨趕不上的境地，得不到這安息，所以應戒慎戒懼，凡自認是神國子女的

人，就當竭力進入那已經建立在基督裏的安息。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

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說：「我在怒中起

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成全了。論到第

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祂一切的工。”又有一處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

的安息！”」（來 4：2－5）從神而來的福音，傳給舊約時代的人，也傳給新約時代的人 

，傳講的方式或許不同，但都需要靠著信心來接受，才可以有進入那安息的權利。 

以色列人聽了之後，沒有以信心回應，所以沒有經歷到真理的功效。可見單聽而不信是不

夠的。這安息並不是將來才有，也不是基督再來的時候才有的經歷，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已

經存在，是神一直都放在人面前的。祂自己完成了創造之工，對所造萬物的美好完備感到

安息舒暢，這是神所享受的安息，是屬於祂的。神沒有停止作工，因為祂一直為救贖世人

而工作，為管理宇宙而工作。 

主耶穌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 5：17）神所應許的安息是現實生活

的重要部分，是神國子女的生活見證所以能吸引人的優點。主耶穌基督一直呼召勞苦擔重

擔的人到祂那裏，就可以得到心靈內心的真平安。祂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

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

心裏就必得享安息。」 （太 11：28－29） 

「安息」是神的創造事工完成時的休息。神為以色列民定下歷代要遵守的安息日，每週六

不工作，要紀念神的安息，享受神賜給人的福氣。神救贖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經過勞苦的

曠野，才進入榮美的迦南。迦南地又稱為安息之地。以色列民雖然進了安息之地，也常遵

守安息日，但自始至終沒有享受過心靈的安息，因為他們心裏不信。所以神再三地說：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我們當存畏懼的心，不是指懼怕自己的信心搖動，乃是擔心自己因漠不關心，以致靈命變

成遲鈍。神應許將祂的百姓帶進祂創造完工的安息裏，這是神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所帶

出的救恩的安息。這是人類可以突破困境的盼望，是神國子女應當追求的人生標竿，必須

以行動竭力去回應。 

「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因為不信從，不得進去。所以過了多年，就在



6

大衛的書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說：“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就不可硬著心。”

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

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祂的工一樣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來 4：6－

11） 

神既然有了安息的應許適用於摩西和大衛，也同樣適用於今天，祂一再敲響警鐘，諄諄勸

誡，聲音響達全世界：「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就不可硬著心」 （來 4：7）。神所應許

的安息是安息日的安息，只有神的子民才有資格享有，包括全世界一切聽了福音，又真誠

相信了的人。神國子女依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贖，就好像神歇了祂的工一樣，

不用靠自己就可以安歇在耶穌基督的平安和喜樂裏，這是神要我們進入的真安息，這安息

包括神國子女在永世裏享受的安息。 

神國子女蒙恩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乃是完全由於神的恩典。「竭力進入」不是要人

靠自己的努力，乃是勸勉神國子女勿再腳踏以色列人的覆轍，要趕快憑著信心，進入神的

安息。「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不是叫人靠行為去賺得安息，乃是要藉著信心進入救恩的

安息裏。主耶穌邀請信祂的人與神同工，將這得安息的好消息傳到地極，努力邀請人，前

來享受神的安息。神國子女當一起歡心等候主耶穌再來時，在神的國度裏與神同慶，享受

神永恆的安息。 

神國子女要將肢體獻上，作義的器具獻給神，以至於成聖。「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

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復活

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

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羅 6：11－14）我們看罪惡的舊本性有如死去一樣，對罪不

再有反應了。 

因為我們已認定了基督，並且與祂聯合，我們再沒有必要保留過去的動機、慾望和目標。

讓我們思想：神要我們做什麼樣的人。我們已經有了新的開始，聖靈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裏幫助我們，使我們成為在基督裏的新人。從前我們受律法的約束，罪就是我們的主人，

律法既不能使我們稱義，也無法讓我們戰勝罪惡。如今約束我們的是基督，祂是我們的主

人，祂救贖我們，又賜我們力量去行善而非行惡。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 

」（羅 6：22）。每個人都有一個主人，不是神就是罪惡，絕對沒有中間道路。神國子女

不再做罪的奴僕，他已經屬於神了。世風日落，神國子女生活在這樣邪惡、敗壞的社會裏 

，決不可隨波逐流，卻應彰顯與世人迥然不同的高尚品格與生命見證。 

主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結

果子的，祂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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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

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

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

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

的門徒了。」（約 15：1－8） 

我們要時常委身在耶穌基督裏面遵行神的真理，不斷地從祂的話語領受智慧、新生命、和

更新的力量，才能多結果子。我們如果不在基督裏面，只靠自己的聰明，偏行己路，隨從

自己喜愛的方法，去親近神，就好像脫離了主幹的樹枝，變成枯枝，只可以當木柴燒掉一

樣，不能更新，不能多結果子，當然就不能蒙神喜悅。 

耶和華的律法是人正常生活的規範，能將遵行的人從罪惡中釋放出來。敬畏神的人會喜愛

它、渴慕它、也欣然地實行，成為一股完全、正直、成熟而遠離惡事的力量。他要像一顆

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他的新生命必然生氣蓬勃、豐沛富實、平

安順利。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主要是倫理上的爭戰。我們的世界對立志堅守聖經真理的人，越來越

不歡迎。處在這樣的環境裏，神國子女更需要培養出在善惡的分辨上有深刻的信念，才不

致於被眼前的道德潮流淹沒。主耶穌警告我們說：「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

道當做可恥的，人子在祂父的榮耀裏，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做可恥的。」

（可 8：38） 

一個淫亂與罪惡橫流的世代，必然會鄙視遵行神真理的人。他們譏笑這樣的人是「自命清

高」或「不合時代潮流」。因此我們很容易經不起誘惑，就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寧可人云

亦云，反而以神的真理為恥了。所以在善惡的分辨上有深刻的信念是何等的重要！高尚品

格的培養始於對神真理的信念。除非我們堅信神的真理是絕對正確，並且值得時常委身去

遵守，我們就無法全力以赴了。 

凡親近神的，必可以成為義人，可以享受從祂而來的福樂；背棄祂的，乃是作惡者，必遭

滅亡。所以詩篇第一篇的詩可稱為整部詩篇的摘要，將兩種人生勾劃出來，陳明在世人面

前，每一個人要對自己的生命行為和其結果負責，作出合宜的選擇。神國子女要立定心志 

，不要與罪惡連上任何的關係，更不要與犯罪的人同流合污，卻要樂於遵行神的真理。他

的福份就會像一棵樹，不斷地受到滋潤、得到供應、成為壯健、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 

招禍的人生，卻是遠離神的旨意，被罪惡所擄，一生一世被自己的私慾所支配，他的人生

是浪費、徒勞無功、沒有價值、沒有分量，就像那些經不起風吹的糠批。最後也必忍受不

了神公義的審判而被除去，不能與義人共享神的福份。惡人是在自我滅亡的道路上生活，

義人卻在神的眷顧下生活，任憑惡勢力的氣焰沖天，但他們必至滅亡；義人可能常被羞辱 

，但必蒙神的拯救，這是我們作神國子女，得永生的榮耀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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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國子女要如何行，才能被聖靈充滿？ 

徐成全 

如果神國子女想要明白：如何才能被聖靈充滿，就要先明白救主耶穌基督的旨意如何。被

世人羞辱、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基督，祂為世人在十字架上犧牲祂的生命，如同倒出

來的香膏；祂藉著從死裏復活，成為初熟的果子，散發出各樣的馨香。被聖靈充滿的人，

不是神特別揀選的哪一個人，也不是神賜給哪一個特別的人，這是一種恩賜。但是這種恩

賜，凡信靠主耶穌的人都可以得到，也是應該有得到的本份。以弗所書五章 18節說：要

被聖靈充滿」，這個「要」字是命令式，如同使徒彼得所說「要悔改」，「要認罪」的

「要」字一樣，都是神吩咐神國子女的！ 

常常有人問葛培理牧師說：「我要怎樣才能被聖靈充滿？」聖經要我們被聖靈充滿，但是

要如何去遵行呢？聖靈的能力與同在要如何才能成為每一個人生活中的實際呢？這正是問

題的核心。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說有關於被聖靈充滿的問題，都只能滿足知識上的好奇道

理，與我們日常生活無關，除非我們肯從親身經驗中去學習被聖靈充滿，否則這些理論上

的知識並沒有真正實際的用處。 

奇怪的是，聖經並沒有給我們一個簡潔、扼要、得到被聖靈充滿的公式。也許在第一世紀

的時候，不需要告訴信徒如何才能被聖靈充滿，他們知道被聖靈充滿的生活，才是正常的

基督徒的生活，然而今日的基督徒對於被聖靈充滿的問題感到如此的困惑，實在顯露出我

們的屬靈生命，已經落在多麼可憐的光景中。然而聖經已經清楚告訴我們很多有關的事。

當我們去查考整本新約聖經時，我們就能對於聖靈充滿的意義，和如何才能被聖靈充滿的

問題，成為我們的生活實際，必能有清楚的認識。我們相信我們可以用三句話，來總體概

括新約聖經教導我們能得聖靈充滿的途徑，那就是：要明白、相信、與順服。 

被聖靈充滿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白」。換一句話來說，我們必須先知道和明白聖經裏，神

啟示我們的一些真理。第一個我們必須明白的真理是：神已經賜下祂的聖靈來住在我們裏

面。如果我們已經接受主耶穌基督作我們的救主，聖靈就會來住在我們裏面。我們可能感

覺不到祂的同在，但是這並不表示祂不在，我們必須明白祂同在的事實。神既然已經應許

聖靈來住在屬於祂的人身上，神不能說謊，我們必須依靠我們的信心，來接受這一個事實 

。 

我們也應當了解，神的旨意是要我們被聖靈充滿，如果我們拒絕被聖靈充滿，就是違背神

的旨意了。這是神的命令和旨意，神要用祂的聖靈來充滿我們，祂實在是要我們的生活全

然被聖靈引導和管制。「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

聖靈給求他的人嗎？」 （路 11：13）如果我們不被聖靈充滿，那不是神不肯，必然是我

們自己出了毛病。 

這樣就引領我們到另外一個我們必須要明白的真理，也就是我們在生活中有罪的問題。到

底是甚麼阻礙了聖靈，在我們的生命中作工呢？那就是我們的罪。如果我們想要能被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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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我們首先必須誠實，完全對付一切已知的罪。神也要我們面對隱藏未知的罪，也許

是一件艱難痛苦的事，但是罪如果不洗淨，就必不能得到聖靈的充滿。所以罪能得到洗淨

的第一步就是要先知道自己的罪。 

很多人都有過家裏的水管阻塞不通的經驗。在葛培理牧師住的北卡羅來那州，天氣很少有

酷寒的時候，但是有時候，溫度也會降低到零度以下。將水泉裏的水接到他家的水管，雖

然是深埋在地下，也會全部結冰。有一次他們需要挖開僵硬的土，用火炬將水管轉彎的地

方加熱，化冰才行。罪在我們的生命中也是這樣，罪就像在水管裏的冰一樣，我們屬靈的

生命會被這世界凍住，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藉著悔改，疏通阻塞，使聖靈能再流通。 

大家都很熟悉「動脈硬化」這種疾病，世界上有很多人患了這種危險的疾病。患者的動脈

被某種物質阻塞，連醫學專家也不明白它的原因。目前他們仍然不知道如何才能除去動脈

中的阻塞物，使血液可以再暢通。通常是採用手術的方法，另外接通一條血管，但是醫學

界對這種方法的意見，仍然是分歧的。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已經花了大筆的經費，投在這種

醫學研究上，為了要發現一種新藥，能夠疏通動脈，藉以拯救每年有數百萬人因此病而喪

生。同樣的道理，我們需要救主耶穌基督的寶血，在我們憑信心，認罪悔改時，能成為最

佳的清潔劑！ 

有時候，初信的基督徒會很驚訝地發現，他們仍然是罪人，他們不但會繼續被試探所困，

還會順從試探。其實不必驚訝，這乃是因為人的罪性還住在我們裏面的緣故。人在信主之

前，只有老舊的肉體在作工，但是當我們接受主耶穌基督到我們的生命裏面，作我們的救

主以後，聖靈就會來住在我們心裡。所以現在有兩種性情，在我們的生命裏作工。舊的性

情要我們為自己而活，新的屬靈性情要我們為神而活。其結果要看哪一個性情在支配我們

的行為？這就是為甚麼被聖靈充滿是如此重要的原因。除非聖靈仍然在控制我們的生活，

不然的話，舊人就會趁著機會，在我們裏面作王，我們如果容讓罪惡，聖靈的工作必然會

受阻。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被聖靈充滿，就必須要完全對付罪。這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為一

來，對付生活中的罪是很痛苦的。二來，驕傲常常是罪根，當我們在神和人的面前，誠實

地承認自己的罪時，我們的自尊、自傲就會受到很大的傷害。難以對付罪的另外一個原因

是，我們不只單單需要知道自己的罪，還必須要悔改。我們很可能有隱藏的罪，或容忍的

罪，不願意放棄它。就像馬可福音十章裏的那一個財主。我們要主的賜福，可是又捨不得

離棄罪。還有一個使我們難以對付罪的原因，乃是因為罪使我們屬靈的眼睛瞎了，我們最

容易被蒙蔽的是看不清楚罪的深度。我們不知道它已經侵入了我們生命的每一部分，汙染

了我們所說、所想、所做的一切事。對付看得見的罪還容易，卻是我們看不見的罪，實在

更直接地阻礙了我們與神的交通。 

這就是為甚麼聖靈這麼重視對付罪的原因。不要以為我們隨隨便便檢討了一下生活就可以

了，或是以為只有那些會困擾我們、纏累我們的罪才需要對付。當我們認真地研讀神的話

時，聖靈——這一位整本聖經的作者，會指出我們應該向神承認的一切罪：不僅僅需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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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我們自己已經知道的罪，而且也要承認聖靈藉著神的話，向我們指明的罪。「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 3：16）    

我們的罪有多少，我們的認罪也應該有多少。 雅歌書中警告我們說：「要給我們擒拿狐

狸，就是毀壞葡萄園的小狐狸。」（雅歌 ２：15）這是比喻：我們的「小」罪如何會毀 

壞一個為主結果子的生命。也許我們的心中有驕傲、嫉妒或惱恨的心，或者是誹謗、無奈

、無情或發脾氣等罪，任何一樣都可以使我們周圍的人受到損傷。不潔的思想需要帶到神

的面前求潔淨；貪食或懶惰需要改正；聖靈也會對我們的時間、金錢、生活方式、恩賜的

使用與否等等方面指正我們，衪也會指出我們是否對家人冷淡、無親情。總之，所有我們

可以說出的罪，都應該在神的面前認罪。罪有各種形式，當我們在禱告中自己審察時，實

在需要依靠聖靈的引導。 

最近有一個年輕人來找葛培理牧師，說他失去了聖靈。葛牧師說你沒有失去聖靈，但是很

可能有一個特別的罪使聖靈憂傷了。他說他想不出有任何一件事擋在他與神之間。葛牧師

問他：「你和父母的關係如何？他回答說：「不太好」。葛牧師再深一層問他：「你孝順

父母嗎？」他承認在這方面有罪。葛牧師說：「你去跟父親坦誠的談談，如果有錯的話，

快認你的罪。」他去了。幾天後他開心地對葛牧師說：「我和聖靈的交通又恢復了！」 

另外一點，當我們認罪的時候，應該注意的是，我們不但需要誠實地對付各種罪，更要對

付最深處的罪——就是不讓基督掌權的罪。任何自以為神國子女的人，都應該這樣問自己 

：到底是我還是基督在掌管我的生命？罪永遠是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是將「自己」作為生

命的中心的話，我們的生命總是會免不了有充滿失敗或灰心的時候。令人稀奇的是，竟然

有這麼多的基督徒，從來沒有面對基督主權的問題，其實聖經有許多話，說到基督要我們

完全交託順服衪。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加福音 9：23）我們很容易為自己訂好目標、順從自己的動機行事，尋求自己的慾望 

，而不顧神的旨意。 

但衪要我們放棄自己的計劃和作法，去尋求衪的道路。衪要我們走下自己生命的寶座，讓

衪來管理我們所行所作的一切事。「並且衪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哥林多後書 5：15）我們看到罪是如何地轄制了我們

的生活嗎？我們願意順服主的權柄，讓衪作主嗎？我們需要明白聖靈已在我們裏面，衪要

管理我們的一生。但我們也要認清罪的深度，我們更需要知道，是誰在主宰著我們  是

我們自己還是基督？當我們了解這些道理時，我們才能走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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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絕句 

楊萬宏 

天若有淚天亦泣，烽火兒女命如紙， 

但使福音傳地極，不教童子灘頭溺。 

後記：這孩子趴在那兒似乎熟睡的身影，時刻縈繞心間揮之不去，

恐怕有一天真會成為天下所有父母的夢魘。那種胸中的煎熬逐漸匯

聚成這首七絕，像活火山般非得爆發成文，無法澆我心頭塊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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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是否可以說謊以自保？ 
董家驊 

本文原刊登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專欄，經《舉目》編輯部許可後轉載自：

http://behold.oc.org/?cat=548

基督徒是否可以說謊以自保？

2015 年 10 月 1 日，在美國俄利根州的一間社區

大學（Umpqua Community College），發生了一起

校園槍擊案。據其中一位生還者回憶，槍手的主要

對象是基督徒，他當眾詢問誰是基督徒，要基督徒

站起來，然後開槍射殺他們。（註 1）  

事發的當天晚上 ，一位朋友問我 ，在那樣的情況

下，基督徒是否可以為了自保而說謊，稱自己不是

基督徒？  

對於這個問題，大多數的人（包括我）都希望得到一個簡單肯定的答案，“可以”或“不

可以”。但真實的情況很複雜，在做決定時也往往更偏重直覺。當一個槍手拿槍指著我，

問我是不是基督徒時，根本沒有時間好好思考。總不能對槍手說：“老兄，等我一下，先

別開搶，讓我想想再告訴你”吧！  

義務論與目的論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這是倫理學在探討的一個問題，而倫理學理論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 

：義務論（deontology）和目的論（teleology）。  

義務論強調這世上有超越時空的普遍原則，有絕對的“對與錯”、“是與非”。在這樣的

思維下，若是“誠實”是絕對的道德準則，那麼在任何情況下，人都不應該說謊。不論一

個人有多好的理由，哪怕說謊可以救無辜人的生命，都是錯的。  

目的論則強調最終的結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倫理判斷應該考量是否能達到某種倫理思維下

的最終目的。舉例來說，如果整體社會的最大效益是最重要的目的，那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什麼樣的決定能夠帶來最大的效益？  

當然，怎樣判斷效益，各家學派有各自的說法。如果以“活著的人數”作為效益的判斷，

而說謊犧牲可以拯救一群人，同時不會造成其他人受到生命的威脅，那麼說謊在某些情況

下可能是一件道德的事。如果“活著”是判斷效益的方式，那麼在自保的情況下說謊則是

一件道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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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可以說是目的論的一種變形。在面對一個具體的情況，德性

倫理問，一個有某種德性的人該如何決定，如何行動？怎樣的決定和行動，可以塑造一個

人成為有德性的人？德性倫理關注的主要對象是人，關心身為道德主體的人該如何行動，

以致成為一個有德性的人。  

基督教倫理

基督教在思考倫理的議題時，和一般的倫理思考差異在哪？事實上，在基督教倫理學的歷

史中，義務論和目的論也是兩大主流思想（有許多變形）。  

聖經充滿義務論的經文，在十誡和登山寶訓中明顯強調某些原則。像是“你們的話，是就

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太》 5：37，新譯本）但義務論對原則的關心，一

不小心可能成為一種另類的偶像崇拜，關心“普遍的原則”勝過“在歷史中持續做新事的

上帝”。  

聖經中也充滿對目的論的肯定，為了拯救上帝的百姓離開埃及，脫離奴隸的生活，成為自

由人，上帝不惜伸手攻擊法老。但目的論的限制和義務論一樣，其對目的的關注，一不小

心可能使“目的”成為人所敬拜的偶像，甚至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打著上帝的旗

幟，行上帝眼中看為惡的事。（在教會歷史中，這類的錯誤也屢見不鮮，見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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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路徑

在義務論和目的論之外，還有第三個思考倫理問題的路徑：敘事倫理。華人神學家龔立人

博士採取這路徑，認為：“基督教倫理關乎想像和類比（analogy），而這思維則可以讓

基督徒自由地運用義務論和目的論。”（註 2）  

什麼是基督教的敘事倫理？簡單說，就是透過上帝在聖經中所啟示的敘事中，使人透過具

體的事件來認識上帝、認識自己、也認識自己存在的目的。  

上帝的話透過具體的敘事，提供我們想像的素材、空間和規範。在具體的敘事中，我們用

類比的思考方式來認識上帝。  

舉例來說，當聖經說上帝是父親時，這是一個類比，透過我們人類能理解的父親與孩子的

關係，邀請我們以此來認識上帝；但另一方面，上帝不是我們肉身父親的翻版，不存在我

們肉身父親的限制，因此“上帝是父親”是以類比的方式，使人認識上帝，而不是把上帝

限制在人對父親的理解中。  

透過敘事，上帝不是把自己簡化成教義和原則，而是以有血有肉的方式邀請人來認識祂，

並讓人認識祂呼召我們，是要我們成為怎樣的一群百姓。透過聖經的敘事，上帝邀請人信

靠和回應祂。  

故事有極大的力量，塑造一個人如何看待世界，以及渴望成為什麼樣的一個人。故事由內

而外地改變人的行為。而上帝最終極的啟示，就是透過祂的兒子耶穌基督。耶穌的一生—

—祂的出生、在世上的服事和教導、死與復活、上帝的國，如何透過耶穌已開始臨到世上

——這是上帝最終極的敘事，也是我們被邀請回應和進入的敘事。  

一開始的問題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基督徒可以為了自保而說謊，稱自己不是基督徒？”  

關於為了自保而說謊，聖經中至少有 3個名人：亞伯拉罕、以撒、彼得，而其中彼得所說

的謊，和我朋友所問的問題，在處境上更類似，是關於承不承認自己是耶穌的跟隨者。彼

得在耶穌被捕的那一夜，遠遠地跟著人群，當被認出是跟隨耶穌的門徒之一時，彼得三次

否認自己是耶穌的跟隨者。（《路》 22：55-62，事實上，四本福音書都有記載）  

從“彼得三次不認主”這個敘事以及其後的發展，至少可以肯定以下幾點。第一，彼得否

認主這件事造成當事人極大的困擾和衝擊。彼得在三次不認主後，跑出去痛哭。第二，聖

經的敘事明顯沒有肯定彼得否認耶穌的決定和行動。第三，彼得否定主這件事，沒有使彼

得與上帝的恩典隔絕。在耶穌復活後，祂主動去尋找彼得，並透過讓彼得三次肯定對主的

愛，來重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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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三次不認主”的敘事中，彼得的軟弱和上帝的恩典交互出現，拉扯著彼得，最終

上帝的恩典得勝。彼得並沒有因為曾三次不認主，而失去恩典和上帝的愛，反而透過這個

事件，更認識上帝的恩典。  

那麼，這是肯定基督徒可以為了自保而說謊？當然不是，肯定上帝的恩典不代表肯定“為

自保而說謊”這件事。事實上，彼得在被重建後，他多次冒著生命的威脅而見證主，在各

樣的威脅中，放膽在被審判時，承認自己是跟隨耶穌的人，公開見證耶穌是主。（《徒》 

4：5-20）  

另外一件事 

Umpqua Community College  的槍擊案中，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在教室中的  Chris 

Mintz 聽到槍聲後，他選擇保護他人，緊緊地拉住門，不讓槍手進來。在被槍手開了三槍

後，Mintz 心中想到自己的兒子，抬起頭看著槍手，對他說：“今天是我兒子的生日。”

槍手隨後又向 Mintz 補了幾槍。（註 3）  

Mintz 活下來了，等待他的是漫長的復健之路。但在  Mintz 的行動中，我們看到無私、

勇氣和犧牲的愛。  

在面對生命的威脅時，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決定。而或許，只有在那一剎那，我們才會知

道自己會做什麼決定；透過我們的決定，我們更加認識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耶穌呼召我們跟隨祂，呼召我們讓上帝的恩典繼續塑造我們，使我們由內到外有祂的樣式 

。上帝關心我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勝過我們有沒有按照規則行事。  

也許，基督徒該問的不是我有沒有完全遵守上帝的規則，而應該問：我是否在“成為”

（becoming）上帝透過耶穌所呼召我成為的“那種人”？這是一個過程，而在面對做決定

的瞬間，我的選擇和行動反映出我“當下”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只是一個橫切面。  

“上帝的恩典”勝過“人的自我定罪”。“上帝的呼召”邀請“人向改變敞開”。  

註：  

1. http://www.cnn.com/2015/10/02/us/oregon-umpqua-community-college-shooting/

(accessed October 2, 2015)

 2. 龔立人，《是與非以外：基督教的倫理想像》（香港：基道，2010），4。  

3. http://www.cnn.com/2015/10/02/us/oregon-school-shooting-hero/index.html

(accessed October 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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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記

張世傑／高淑華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 ！  （詩篇 103：2）

2015 年三月初因為搬新家，賣舊家，世傑天天努力搬了許多（～100 箱）重箱／糞土；

他的胸口開始覺得氣悶！搬完家就急急忙忙趕回台灣探親，在台灣時，也 有幾次胸悶。

五月中回來後，我和孩子們就一直催他去檢查，他卻堅持要把五月底曼菲斯的恩愛夫妻營

帶完，並參加六月初休士頓的美國家新美中區同工退修會 

，六 月中兒子的住院醫師結業禮及七月初的美東南夏令會！ 

七月中，家庭醫師令他去連作了兩個心臟壓力檢測，結果都是心動脈大約 80% 阻塞，治

療方法是作心導管將動脈支架放進去幫助血流。這些報告我們都寄給我們過去詩班班員，

現在在曼菲斯的心臟科樊醫師，他一路幫我們詳細分析病情，禱告，鼓勵，並介紹優秀親

切的心臟外科藍醫師（Dr. Leimbach），這醫生卻在開車 1.5 小時路程的 Northeast Georgia

Medical Center，  世傑覺得路遠無所謂，好醫生比較重要，就決定到那裡做心導管。我則

心中七上八下，因自從 2010 一次大車禍之後，我就不敢再開車了，如何能在一個心臟病

人在旁邊情況下開 1.5 小時的高速公路！我心中壓力極大，於是試著用在恩愛夫婦營學到

的溝通技巧，向他訴說我心中的緊張、害怕，如同老鼠看到貓！他也向我傾訴他腦中的分

析應該用好的醫生，他也不願麻煩弟兄姐妹來載我們，況且他對我有信心（天知道！）。

雖然溝是通了，但心沒通，因為他的心是阻塞的！ 

7/31 等了 5 個小時，終於輪到世傑作心導管。當護士來等候室帶我去看剛完成心導管手術

的世傑時，我急忙問她「放了支架沒？」 ，她說，「沒！」； 我心想，太好了！連支 架

都不用，阻塞一定不嚴重。進了恢復室不久，藍醫師和另一位醫生就進來，藍醫師解釋為

什麼沒放支架：因為三條主要心動脈中的兩條已完全阻塞，第三條  80% 阻塞，無法放支

架，必須作開心手術（ Open Heart Surgery ）！ 並且左邊的頸動脈也是 80%阻塞，所以開

心手術前要先作導管放支架在頸動脈中，才能有成功的開心手術！接著他介紹另一位醫生

是開心手術醫生，溫醫師（Dr. Winston）；這時我的心一下掉進冰庫中，腦子“轟”一聲 

，一片空白，無法思想理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兩位醫生走後，那一位推世傑進心導管

房並一路 陪著他的護士  Misty 進來，問我們， 她是否可以為我們禱告，我們像看到天使

一般；於是我們四人（有一位社青團契的姐妹一直陪伴着我們）緊握著彼此的手，她溫柔

輕聲地開口禱告，訴說在那心導管過程中，她如何看到神的愛和神的手覆蓋引導！哦，多

麼有力的禱告，震撼溫暖我的心，叫我的腦子又回轉過來，只是心中疑惑她如何看到神的

愛和手？讚美感謝主，她的禱告支持久不開車又惶恐的我，在如此壓力下居然把自己和世

傑有驚無險地帶回家！

心中的疑惑直到當小兒科醫生的兒子回來，看了藍醫師畫的心臟圖和報告之後，向我們解

釋才明白：原來世傑的兩條心動脈已完全阻塞至此，第三條動脈卻自生出許多又大又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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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血管極微細）的血管，且一直蔓延到接上那兩條完全阻塞的動脈，並供應那兩條動

脈周邊的心肌氧氣和養分，所以他的心肌組織沒有損傷，繼續努力工作，這就是為什麼那

天使護士說她看到神的愛和手！也因此醫生沒有立刻動手術，而預定一個星期以後連續作

兩個手術。

在這等待的時候，我努力地增加自己有關的醫療知識，我把溫醫師給我們的所有資料都仔

細讀過，又上網搜尋有關開心手術的資訊，例如如何把胸骨鋸開，把心臟停止，又如何用

金屬絲把胸骨鎖合⋯⋯等等，但那冷冷的醫學字眼並不能使我開心。   8／3 星期一晚上心

中突然非常害怕，腦中浮現許多恐怖的臆想，幾乎被打倒，覺得身心俱疲，無法迎戰，勉

強爬上床！第二天一早一位社青姐妹捎來一段聖經『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

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

你們。』（彼得前書 5：10），我便用這經節靈修，神再次用這經文為我打氣！我把經文

中的「你們」改成「我們」，反覆背誦，極受「曾」、「永遠」、「暫」和「親自」的激

勵！又把「苦難」改成「手術」，繼續背誦！又加上提摩太後書 1：7 『因為神賜給我們 

，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我心中受到極大的鼓舞，那些冷冷的

文字成為我面對挑戰的知識，加上神所賜的勇氣和各樣屬靈軍裝，不論將來前面如何，我

相信 神必與世傑和我同在！

當我自己在和自己的恐懼情緒掙扎時，我看到世傑也沈溺在無助的漩渦中；他每日坐在同

一個位子，呆呆瞪著電視直到半夜，話少，胃口小；叫人心疼又無奈！我雖從弟兄姐妹不

斷餵我的經文中得到安慰和鼓勵，但我覺得我應該不必自己一個『人』陪他走這一條艱難

的路！於是我寫了一封「家書」給詩班和社青團契的年青人們訴説我心中的掙扎無助，最

後我請求 「因此，我想大膽請求您們 （我們的屬靈家人） 不只不住地為我們禱告，且在

8/10 那整天以懇切的禱告托住我們一家人並求神派天使天軍牢牢地圍住手術室，好叫我們

可以一路數算神的恩典，和祂藉您們賜給我們的愛，能使我們有勇氣、信心、盼望和力量

面對挑戰！」沒想到這封家書引起很大的回響，社青發起一個  24 小時接力禱告網，並邀

請詩班參加，兩天之間六十多人把一張禱告單簽得滿滿的，還有弟兄姐妹願意禁食禱告，

一時之間弟兄姐妹覺得在這件苦難中他們可以使得上力扶持我們，那也就是每一分鐘至少

有兩位弟兄姐妹在為我們禱告！我覺得肩上的壓力小了些，但對世傑卻恰得其反，他對於

這麼多人知道他開心手術的事感到不安！於是我們再一次試著溝通，我說壓力悶在我裡面

好像一個超壓的壓力鍋，我快要爆炸了！他說，他好像成了一台戲，在眾人面前演出，他

覺得極尷尬！溝通了，但是問題仍沒解決，因他心臟不好，我不敢堅持，他也不敢發脾氣 

，也因為在患難中更彼此珍惜，問題就拖著  ⋯⋯。 星期三 Kansas 的姪女發簡訊問，要不

要按照每週四視訊（Skype） 見面，因她和姪女婿是我們恩愛夫婦進深營後屬靈同伴。世

傑因她的簡訊想起我們因他心血管硬化的問題，全神貫注在對付這病，已好久沒有操練“

夫妻與主同行”——在恩愛夫婦進深營學到的夫妻一起禱讀、會話式禱告並等候神。世傑

問我願不願意讓神在我們中間作主，領我們走過這艱難的挑戰？我當然願意囉！於是我們

一天幾次操練“三人同行”，漸漸地我們之間對這事看法，感受的差異，在主裡得到緩和

直到彼此諒解並接受對方的差異，同意我們的不同意！我看到神如何愛我們，早在   2009

年帶我們參加亞特蘭大第一屆恩愛夫婦營開始，神就在預備我們經過這一個大風浪，接下

來的帶領夫婦訓練，帶領恩愛夫婦營，參加恩愛夫婦進深營⋯⋯ 等等，祂一步步帶領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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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夫妻與祂同行，我也看到祂當初對亞當和夏娃的心意是如何美好！經過 4 天濃濃

的操練，和弟兄姐妹們不住的禱告，世傑從放棄、消極的情緒到有信心、積極面對挑戰的

態度；我則從憤怒、壓力的捆綁到感恩、有盼望的釋放！我並不是說使我們完全得著了；

而是藉著恩愛夫婦營的教導使我有盼望，有信心忘記背後（我們夫婦間的彼此差異），努

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一顆新的肉心！

8/10/2015 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一天我們真正看到神如何召聚屬祂的人，來榮耀祂

的名！那天清晨我們帶著弟兄姐妹的代禱，和對神的信心到了醫院的門診部，因為頸部的

支架手術是屬於門診部。首先幫我們註冊的女士就搞不清世傑為什麼要作兩個手術，又分

開在不同部門，最後弄清楚了，我就開始擔心要出什麼狀況！到了導管放頸支架前的等候

室，一切準備就緒，醫生來了，卻不是預約的醫生，我開始皺眉頭，臨陣走馬換將不是好

現象。接著他解釋過程細節，最後他說，在過程中有 3% 機會會引起腦中風 ⋯⋯，我看到

不安爬上世傑的臉，我心想，如果能像上次有 Misty 天使護士陪他進手術房多好！一會兒

來了兩位護士，可惜不是  Misty。他們把世傑推往手術室，不久又推回等候室，說是手術

房電腦壞了！ 我心中直嘀咕，這麼精微的導管操作全靠電腦， 電腦壞了， 還能操作準確

嗎？怎麼回事，第一個手術還沒開始，就沒一件順利！等待令人心焦 ⋯⋯一直望著門口，

心想，這一拖，第二個手術：開心手術就會拖下去，拖得越晚，醫生體力越不好，手越不

穩⋯⋯唉！不敢想了，真是小信啊！突然， Misty 和另外一位護士笑咪咪地走進來說「張 

先生，5 號房電腦壞了，您得到我們  3 號房來作導管。」我要不是怕嚇走她們，我一定當

場就跪下讚美主，我心中不住唸著，感謝祢，感謝祢 ⋯⋯，耳中又聽她說，「我一看到您

的名字就覺得好熟，沒想到我們又見面了。我不是全職的護士，所以我們碰面的機率實在

不大，這是一個『神聖的約會（Divine appointment）』！」我心情一輕鬆就開玩笑地指著

世傑說，他也不是全職（病人），她沒聽懂，一面推着世傑往手術房，一面説，張先生，

您也半退休了啊？

據世傑說在導管室中，他的心仍不安靜，他口中喃喃背著詩篇 23 篇 ⋯⋯，Misty 對他說，

張先生，您放心，在整個過程中我會不住地為您禱告。和 Misty 同工的護士叫 Lori 的也說 

，我也會為您禱告。哇！主啊，祢不只是照我求的派一個天使護士來，而是差遣一對天使

在手術室內陪伴世傑，加上在手術室外有六十多位天使在輪番接力禱告，這正是我所求天

使天軍牢牢將手術室圍住，是出人意外的平安！頸動脈支架放置完畢後，世傑又聽  Misty

來到他身邊， 對在收拾房間的工作人員說， 這是我們的弟兄， 我們能為他禱告嗎？於是

她和 Lori 對世傑說，這是大衛的詩，就開始唸詩篇 31 篇。

一作完頸動脈支架，就急忙把世傑推到另一幢大樓（Ronnie Green Heart Center ）， 那時

已是早上十一點了，全身消毒準備花了一個小時，預計進入開心手術房會花一個小時使他

麻醉入睡，並架設所有儀器，確定要取用合適靜脈來用作心血管搭橋；然後溫醫師才動刀，

之後全憑打開胸膛，心臟後的情況而決定所花的時間長短，一般是  2 ～ 3 小時， 再來是

釘回鋸開的胸骨， 縫好胸口肌肉，最後 觀察心臟開始工作，再讓世傑慢慢甦醒， 所以整

個過程是  5 ～ 6 個小時，大概下午四、五點才會完成。我和兒子、女兒被送到等候室；

在那裡已有兩個家庭在等候，大家默默各據一隅，或躺或坐，一付長期抗戰的樣子，又大

有等待法官宣判的味道。到此我反倒是很心安，早上大能的神已向我啓示：世傑是安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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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祂慈愛的膀臂中，沒有什麼事是祂辦不到的！中午  12 點多，一位護士來告訴我們，

一切已準備就緒，溫醫師就要動刀了！我和孩子們互相握著手禱告，再次將他們的爸爸交

在天父手中，並開始長時間等待！我拿出 iPad 找出那張滿是人名的接力禱告單，細細地

讀每一個名字， 所屬的團隊，有許多名字是我不認識的， 而且所屬的團隊也不止社青和

詩班， 還有西北堂， 美國家新，家新香港總部，家庭渡假營，恩愛夫婦營⋯⋯，讀著讀

著眼淚掉下來！主啊，我們算什麼， 祢竟這樣眷顧我們？ 我們又是何德何能， 配得弟兄

姐妹如此疼愛？看看鐘是下午一點二十，該我禱告了，簡訊那發起禱告網的姐妹，謝謝她

教大 家如何持續禱告 30 分鐘，我說我只能禱告：主啊， 保守看顧世傑的心！ 10 個字 5

秒鐘就結束了，她回說，那妳就唸 360 遍就是 30 分鐘了。 下午一點半， 我正要開始我的

360 遍禱告，看到那個護士走進等候室，我想她一定是來找別的家庭，因為時間還早！沒

想到她直走到我們面前，笑咪咪的說，張先生的手術結束了，再一個鐘頭就會推到加護病

房！我心想，哇！好快喔，主大概看透了我的 360 遍一成不變哀告詞，祂説，好啦！成了！

麻醉師向我們解釋手術極為成功，溫醫師在一個半小時內迅速地從右小腿拿了 5 條血管並

精確的在阻塞的心動脈周圍搭了「五」條橋，他說，通常是 2、3 條橋，他們戲稱兩條為

「Double」，三條為「Queen」，張先生是『Double Queen』！主啊，祢的愛加倍啊！

接下來在心臟科加護病房（CCU）的一天一夜極重要，一般  24 小時之後，應該可以安全

地移到普通病房。感謝主，兒子值大夜班慣了，就決定由他徹夜陪伴世傑！這一夜真長，

兒子看著儀器上世傑的血壓一直停在極低的邊緣，心中十分憂慮，請護士連繫醫生，決定

開始輸血。到了清晨，己輸了三袋血，血壓仍低！讓兒子回旅館睡覺，輪到我和女兒陪世

傑。醫生說，他今天不能轉普通病房，要繼續留在  CCU 觀察，再輸一袋血。我望著血液

一滴一滴流進世傑的血管，而血壓計上的數字卻固執地停在低數字，我好像瞪著一張考試

不及格的成績單，問自己，萬一他離不開  CCU 怎麼辦？憂思一起，心生警惕，趕緊又拿

出那張禱告網名單來看，在名單上看到“神的愛”，叫我爬出沮喪絕望的深淵！又讀到一

位遠方的弟兄捎來的電郵說，他將用膝蓋與我們同行；叫我感動得不知如何回信！心念一

轉，世傑豈只是一般統計結果之一，他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兒子。祂要照祂的時間成

就祂的旨意，而不照人的安排，因此我讚美祂！望著世傑安詳沈睡的臉，不住感謝神抱著

他行過死蔭幽谷，使他躺臥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邊！

清晨約兩點時，世傑的心臟突然疼痛如刀割，他以為他快要死去了，他的心掉入恐懼的深

淵，以為即使活了，恐怕從此得活在這種劇痛中！這時輪班陪伴他的女兒看到爸爸痛楚恐

懼的臉，速度通知護士，護士很快地給世傑一劑嗎啡針才平息了危機！我堅信是弟兄姐妹

的禱告和神的憐憫將世傑從劇痛和沮喪的漩渦中救出來！因為他告訴我，那時他心痛如絞 

，根本無法發聲，而心中的恐懼告訴他「算了不要活了」！我不知道世傑是否經歷了主耶

穌在十字架上的心碎？但我深信世傑的心痛遠不及主的心碎，因為祂擔當了全人類的過犯 

，且在十字架上為逼迫祂的人代求！中午是一個歡慶時刻，世傑走出自開心手術以來的第

一步，他們讓他推著載滿他的大包小包的輪椅，從加護病房走到普通病房，那走廊看來那

麼長遠，而他房間是最後一間，好像永遠走不到，沿途人們為他加油打氣，雖然 2 分鐘的

路程花了我們  20 分鐘才走到，我卻如此以他為榮，他是我的英雄！我們終於離開了加護

病房， 主照祂的應許救贖了世傑的命脫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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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病房的第二天，世傑開始盼望很快能出院，這一天是疲憊又有福的日子！護士把 4

項每日目標寫在白板上（１──能下床坐在椅子上一天，２──在走廊走 4 次，３──每

小時做深呼吸運動，４──洗淋浴），然後告訴他，如果他達到這些目標，他很可能明天

就能回家了！於是，世傑一天都坐在椅子上，看著牆上的鐘，告訴我們「是時間我該做這

個了，我該做那個 了⋯⋯」。那長長的走廊，走起來也沒有那麼遙不可及了！當然他也在

努力了一天之後，得到他從手術以來的第一個淋浴作為獎賞！現在，我們把最後的決定交

託神，並禱告祂會很快帶我們回（地上的）家！

8/14/2015 又是一個值得記念，將榮耀歸神的日子！這是開刀以來的第五天了，我覺得我

們好像在醫院住了五週，終於所有的醫生都來看過世傑了，並決定他這一天可以出院了！

離開醫院前，護士花了  45 分鐘告訴我們出院後的所有該注意、該做和不該做的事項，其

中包括：注意該緊急送醫的徵兆、如何清洗照顧開刀傷口、有關世傑服藥的資料、可能的

情緒上變化、每日復原的運動、心臟病人飲食的常識⋯⋯等等，資料之多使我頓覺重擔壓

肩！我以為我已退休了，如今卻得了一個全職的工作！顯然，我們雖像被擄的得釋放，但

我得學學尼西米如何重建耶路撒冷城牆的智慧！這是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我們終

於回到家了！當世傑吃了一位可愛的姐妹為我們準備的晚餐時，他的胃口大開，我原先擔

心他吃得不夠以致無法從手術中復原，這時憂慮一掃而空！我們好像被擄的得釋放，被囚

的出監牢（我想起我媽媽常笑我們狼吞虎嚥的樣子活像一個剛從監獄釋放出來的囚犯）！

如果我們地上的家尚且如此甜美，那麼天上的家鄉將是何等美麗！

雖然康復的路程好像醫院裏那條長長的走廊，但是靠著弟兄姐妹的禱告和關愛，主的恩典

一定會幫助我們達到目標！並「我們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書 4

：13）！「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祂的聖名！」（詩篇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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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城故事 

“你是來旅遊吧？” 

“不，我是留學生。” 

八七年八月，從舊金山飛往錫德臘皮茲（Cedar Rapids，Iowa）的早班飛機上，乘客不多 

，個個睡眼朦朧。只有我臉貼舷窗不住向外張望。這時空姐走過來搭話。 

“去哪裡呢？” 

“愛荷華城（Iowa City）。到愛荷華大學去（University of Iowa）。” 

“為什麼選中那裡？大學有很多嘛。”空姐刨根問底。 

“我的妻子在那裡呀。”我不假思索。 

“完美的答案！” 

我倆都笑了起來。愛人一年前赴美求學，正在那所大學讀數學博士。久別後重逢的喜悅激

動着我，心早就到了那夢魂牽繞的小城。

和我的故鄉北京比，愛荷華城可真是太小了。五萬多人的大學城，連一座高樓都沒有，簡

直不像美國。可我卻喜歡這地方。愛城，多好聽的名字。湛藍的天空下，綠草如茵。愛荷

華河從北邊奔流而來，到這裡輕輕帶住腳步，把起伏的山丘分為東西兩岸。兩岸山坡綠樹

叢中各色小屋隱約可見。寧靜安詳，遠離都市的喧囂。女作家聶華苓是這裡的教授。她主

持的國際寫作計劃，把許多作家帶到這小城。賈平凹，韓少功，北島┅┅都曾在這世外桃

源談書論文，怡然自得。 

田園風情，人心淳樸，小城是讀書的好地方。學生的生活緊張忙碌。我讀計算機，妻子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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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兒子上幼兒園。三個人每天在課堂、實驗室、Day Care（日托所）、圖書館和住所

之間走馬燈似地轉。小城有一間華人教會。每到星期日，當街支起一個大牌子：“愛城華

人教會——陳仰善牧師”。我對那裏邊的世界並無興趣。功課、實驗、獎學金和學位已經

夠我忙的了。讀書之餘，除了帶著兒子到山坡下校美術館 Hancher 前的空地上騎車，便是

在停車場鼓搗舊車。修自家的老爺車，也搭手幫助修朋友的。和幾個樂於此道的同學結成

好友。因為常常把手弄得滿是油污，便謔稱自己是“黑手黨”。 

這無憂無慮的時光沒持續兩年，故鄉突如其來的那場暴風雨澆滅了我心中的赤子之火。對

過去曾相信過的理念徹底絶望，對未來一片茫然。我試圖振作起來，好好唸書，先拿下學

位再說。而妻子則開始帶著孩子出入教會的門了。奇怪，那次在商場，當兩個香港同學拿

着新約聖經要送給我時，不是她拉著我就走，還嗔怪說“怎麼被這種人纏住了”嗎？如今

卻自己要去。不過也好，只要她心裡快樂平和。住我們樓上，我素來敬重的藍大哥也是基

督徒呢。兒子若能在教會中學些道理，也強似在家閒玩。至於我自己就免了。哪裡有神？

奮鬥到今天還不全靠自己。每到星期日，我把妻子和兒子送到那塊大牌子前，然後一頭紮

進實驗室。 

不知不覺間，妻子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多。素來急躁、好憂愁的她，變得沉靜而溫和了許多 

。對公眾的事也更熱心了。這年還做了學生會主席，我卻成了不是主席的“主席先生”。

鞍前馬後地跟着忙。 

一天，她小聲卻又興奮地告訴我： 

“我信主啦！” 

你——信——主——了？這裡面的含義，我一時不能完全體會。於是跟着她去聽牧師講道 

。這牧師講的邏輯不通嘛！回家的路上，我把一連串的問題撒向妻子，她也答不上來。算

了，還是去我的實驗室吧。我更加努力讀書，跨越一個個考試，似乎離人生目標越來越近

了。 

那是九一年的秋天。萬聖節剛過，天灰濛蒙的。星期五早晨，我緊跑幾步趕上校車，見到

住在三樓的山林華坐在靠門的長條座位上。“嗨，還好嗎？”我在他身邊坐下。“挺好的 

。我的岳父來了。我們剛從伊州香檳大學回來。下午系裏有 Seminar（研討會）。”小山

答道。小山是學校裡的知名人物。博士資格考試時成績之好，讓遙遙落後的美國同學汗顏 

。體育也棒，足球場上的驍將。平時又樂於助人，還是前一屆的學生會主席。最近好事盈

門。論文獲獎，又在本校物理系找到工作。一下子跳出學生之列，成了研究員（Research 

Investigator）。小山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為他高興，也在心裡為自己鼓勁。 

下午，我在校行政大樓外等車。涼風一陣緊似一陣，空中開始飄起了初冬的雪。突然，兩

輛警車飛馳而來，嘎然停在樓前。警察躍出車門，曲臂舉槍在臉頰。一邊一個，直撲樓門 

。先側身窺探，猛地拉開門衝進去。這場景與世外桃源般的小城構成極大的反差。我心裡

疑惑，這是拍電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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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家電話就響了，好朋友祖峰打來的。 

“物理系有人打槍！” 

“什麼！是誰？” 

“不清楚。有人死了！” 

“啊！┅┅”

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電話鈴不停地響。我家成了學生會的信息中心和會議室。一連串的

壞消息構織出了驚心動魄的一幕： 

三點三十分，物理系凡艾倫大樓 309 教室。山林華和導師克利斯多弗．高爾茲

（Christoph Goertz）教授，另一位教授羅伯特．施密斯（Robert Smith）及新生小李等

許多人在開研討會。突然，山林華的師兄，中國留學生盧剛站起身，從風衣口袋裏掏出槍

來，向高爾茲、山林華和施密斯射擊。一時間血濺課堂。接着他去二樓射殺了系主任，又

回三樓補槍。旋即奔向校行政大樓。在那裡他把子彈射向副校長安妮和她的助手茜爾森，

最後飲彈自戕。 

我們驚呆了。妻子握著聽筒的手在顫抖，淚水無聲地從臉頰流下。小山，那年輕充滿活力

的小山，已經離我而去了嗎？黑暗中，死神的面孔猙獰恐怖。 

誰是盧剛？為什麼殺人？翻開我新近編錄的學生會名冊，找不到這個名字。別人告訴我，

他是北大來的，學習特好。但兩年前與系裏的中國學生鬧翻了，離群索居，獨往獨來，再

後就沒什麼人知道他了。聽說他與導師頗有嫌隙，與山林華面和心不和，找工作不順利，

為了優秀論文評獎的事與校方和系裏多有爭執。是報仇，是泄憤？是伸張正義，是濫殺無

辜？眾口紛紜，莫衷一是。 

槍擊血案震驚全國。小城的中國學生被驚恐、哀傷、慌亂的氣氛籠罩。血案折射出的首先

是仇恨。物理界精英，全國有名的實驗室，幾分鐘內形消魂散，撇下一群孤兒寡母。人家

能不恨中國人嗎？留學生還待得下去嗎？中國學生怕上街，不敢獨自去超市。有的人甚至

把值錢一點的東西都放在車後箱裡，準備一旦有排華暴動，就駕車遠逃。 

一夜難眠。該怎麼辦？大家聚在我家，商量來商量去，決定由物理系小雪、小季、小安和

金根面對媒體，開記者招待會。實況轉播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們追思老師和朋友。講着，

回憶着，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看的、聽的，心裡都被觸動了。一位老美清潔工打電話給

校留學生辦公室主任說，“我本來挺恨這些中國人！憑什麼拿了我們的獎學金，有書讀，

還殺我們的教授！看了招待會轉播，我心裡變了。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請告訴我，我

能幫他們做點什麼？” 

從危機中透出一線轉機。學生會又召開中國學生學者大會。教育系的同學不約而同地談起

了副校長安妮。安妮是教育學院的教授，也是許多中國學生的導師。她是傳教士的女兒，

生在中國。無兒無女的安妮，待中國學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學業上諄諄教導，生活上體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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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感恩節、聖誕節請同學們到家裡作客，美食招待，還精心準備禮物┅┅千不該，萬

不該呀！不該把槍口對向她！同學們為安妮心痛流淚。 

安妮在醫院裡急救，她的三個兄弟弗蘭克、麥克和保羅，火

速從各地趕來，守護在病床前。人們還存着一絲希望。兩天

後，噩耗傳來。我面對著安妮生前的密友瑪格瑞特教授，說

不出話來。她臉色嚴峻，強壓心中的哀痛，手裡遞過來一封

信，同時告訴我，安妮的腦已經死亡，無法搶救。三兄弟忍

痛同意撤掉一切維生設備。看著自己的親人呼吸一點點弱下

去，心跳漸漸停止而無法相救，這是多麼殘酷的折磨！在宣

佈安妮死亡後，三兄弟圍擁在一起禱告，並寫下了這封信。

這是一封寫給盧剛父母親友的信。信裡的字句跳到我的眼裡 

： 

“我們剛剛經歷了這突如其來的巨大悲痛┅┅在我們傷痛緬

懷安妮的時刻，我們的思緒和祈禱一起飛向你們——盧剛的家人，因為你們也在經歷同樣

的震驚與哀哭┅┅安妮信仰愛與寬恕，我們想要對你們說，在這艱難的時刻，我們的禱告

和愛與你們同在┅┅”



25

字在晃動，我讀不下去了。這是一封被害人家屬寫給兇手家人的信嗎 ？ 這是天使般的話

語，沒有一絲一毫的仇恨。我向瑪格瑞特教授講述我心裡的震撼。接着問她怎麼可以是這

樣？難道不該恨兇手嗎？公平在哪裡？道義在哪裡？他們三兄弟此刻最有理由說咒詛的言

語呀。教授伸出手來止住我，“這是因為我們的信仰。這信仰中愛是高於一切的。寬恕遠

勝過復仇！” 

她接着告訴我，安妮的三兄弟希望這封信被譯成中文，附在盧剛的骨灰盒上。他們擔心因

為盧剛是兇手而使家人受歧視，也擔心盧剛的父母在接過兒子的骨灰時會過度悲傷。唯願

這信能安慰他們的心，願愛撫平他們心中的傷痛。 

我啞然無語。心中的震撼超過了起初。剎那間，三十多年建立起來的價值觀、人生觀，似

乎從根本上被搖動了。 

難道不應“對敵人嚴冬般冷酷無情”嗎？難道不是“人與人的關係是階級關係”嗎？難道

“站穩立場，明辨是非，旗幟鮮明，勇於鬥爭”不應是我們行事為人的原則嗎？我所面對

的這種“無緣無故的愛”， 是這樣的鮮明真實， 我卻無法解釋。我依稀看到一扇微開的

門，門那邊另有一番天地，門縫中射出一束明光┅┅

“我們的信仰”——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信仰啊，竟讓冤仇成恩友！ 

還來不及多想瑪格瑞特的信仰，盧剛給他家人的最後一封信也傳到了我手上。一顆被地獄

之火煎熬着的心寫出的信，充滿了咒詛和仇恨。信中寫到他“無論如何也嚥不下這口氣” 

、“死也找到幾個貼（墊）背的”，讀起來脊背上感到一陣陣涼意，驅之不去。可惜啊，

如此聰明有才華的人，如此思考縝密的科學家頭腦，竟在仇恨中選擇了毀滅自己和毀滅別

人！這兩封信是如此的愛恨對立，涇渭分明。我還不知道愛究竟有多大的力量，畢竟左輪

槍和十幾發仇恨射出的子彈是血肉之軀無法抵擋的啊！ 

轉天是安妮的追思禮拜和葬禮。一種負疚感讓多數中國學生學者都來參加。大家相對無語 

，神色黯然。沒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參加葬禮，竟是美國人的，還在教堂裡。更想不到的是 

，葬禮上沒有黑幔，沒有白紗。十字架莊重地懸在高處。講台前鮮花似錦，簇擁着安妮的

遺像。管風琴托起的歌聲在空中悠悠迴蕩：Amazing Grace，How Sweet the Sound（奇異

恩典，何等甘甜）┅┅ 人們向我伸手祝福 ：“願上帝的平安與你同在。”牧師說：“如

果我們讓仇恨籠罩這個會場，安妮的在天之靈是不會原諒我們的。”安妮的鄰居、同事和

親友們一個個走上台來，講述安妮愛神愛人的往事。無盡的思念卻又伴着無盡的欣慰與盼

望：說安妮息了地上的勞苦，安穩在天父的懷抱，我們為她感恩為她高興！ 

禮拜後的招待會上，三兄弟穿梭在中國學生中間。他們明白中國人心中的重擔，便努力與

每個中國學生握手交談。如沐春風的笑容，流露出心中真誠的愛。許多女生哭了。我的“ 

黑手黨”朋友，高大的男子漢也在流淚。愛的涓流從手上到心裡，淚水的臉上綻出微笑。 

哦，這樣的生，這樣的死，這樣的喜樂，這樣的盼望，怎不讓我心裡嚮往！大哥弗蘭克握

著我的手說，“你知道嗎？我出生在上海，中國是我的故鄉。”淚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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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卻異常溫暖。突然發現脊背上的涼意沒有了。心裡的重負放下了。一種光明美好的感覺

進入了我的心。 

感謝上帝！他在那一刻改變了我，我以往那與神隔絶的靈在愛中甦醒。我渴望像安妮和她

的三兄弟一樣，在愛中、在光明中走過自己的一生，在面對死亡時仍存盼望和喜悅。 

籠罩愛城的陰雲散去，善後工作在寬容詳和的氣氛中進行。不僅小山的家人得到妥善安置 

，盧剛的殯儀亦安排周詳。安妮三兄弟把她的遺產捐贈給學校，設立了一個國際學生心理

學研究獎學金。案發四天後才從總領館姍姍而來的李領事感慨道：“我本是準備來與校方

談判的。沒想到已經全都處理好了！”冥冥中一雙奇妙的手，將愛城從仇恨的路上拉回。 

愛荷華河奔流如舊，我卻不是昨日的我了。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生命隧道的盡頭是

什麼？我徘徊思索。信仰之路的障礙還在那裡，無神論、進化論、科學與宗教衝突論，還

在困擾着我。但奇妙的是，我開始喜歡讀聖經，牧師的講道也不再枯燥無味了。黑暗中摸

索的人處處碰壁，一旦明光照耀，障礙便不再是障礙了，因為道路已經顯明。我當時論文

的研究方向是計算機定理證明。證明便是一切，未經證明的東西便不能認為是真理。誰能

把神證明給我看？ 我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在推理和證明上， 此時才重新思考系統中的公理

（Axiom）。 公理便是公理，不可證明，只能接受。證明並不是一切，它只能證明在一組

公理和推導規則之下產生的定理（Theorem）。 重讀一下偉大德國數學家哥德爾的哥德爾

不完全定理吧。這定理說的是，在一個無矛盾的推理系統中，永遠存在不可證明的定理。

也就是說，所有的“好”的推理系統都必定是“不完全”的。上帝的存在原本不需要、也

無法用“不完全”的科學方法來證明；但科學研究的成果卻處處見證造物主的偉大與奇妙 

。許多過去讀過、考試過、研究過的知識突然都有了新的含義，許多根深蒂固的誤區，一

下子云開霧散。 

聖經告訴我們：“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

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 1：20）更“有許許多多的見證人如雲彩

般圍繞我們”，使我們“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

我們前頭的路程”（來 12：1）。原來安妮和她的三兄弟便是這許多見證人中的一群。路

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記載：耶穌被人鞭打，戴着刺入肌膚的荊棘冠冕，被釘在十字架上流血

的時候，對著殘害他的人，向天父祈禱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

曉得。”我在這裡看見了安妮一家人身上所流出的“無緣無辜的愛”的源頭——“愛是從

神來”，“神就是愛”。“神差他的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約翰一書 4：7，8） 

神的愛引領我來到他的面前，在神的愛中重新認識自己。過去一向自我感覺良好，在真理

的光照中才看到心靈中的黑暗之處。仇恨、貪婪、嫉妒、驕傲、邪情私慾，這諸般的罪和

罪念哪一樣自己沒有呢？不要批評盧剛的狹隘、偏激和冷酷吧，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罷

了。感謝耶穌，他死在十字架上，贖我們的罪，又復活，把永生的盼望帶給一切信靠他的

人。跪在神的面前悔改，祈禱，他就把我從那沉淪的路上挽回，讓我在充滿愛和恩典的路

上與他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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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我施洗。從浸池中起來，舊事已過，萬物成新。生活還是有高

有低，也曾陷在失業之中，也曾面臨各樣的打擊。但我和我一家都跟隨他，事奉他。耶穌

牽着我們的手，我們就滿了喜樂，滿了盼望。 

離開愛城多年了，常常思念她，像是思念故鄉。在愛城，我的靈魂甦醒、重生，一家人蒙

恩得救。她是我靈裡的故鄉，與耶穌基督初次相遇的地方。愛城後來有了一條以安妮命名

的小徑。因她設立的獎學金名牌上，已經刻上了許多中國人的名字。友人捎來一張愛城日

報，是槍擊事件十週年那天的。標題寫着“紀念十年前的逝者”。安妮、山林華的照片都

在上面。急急找來安妮三兄弟寫給盧剛家人的信的複印件，放在一起，慢慢品讀。十年來

的風風雨雨在眼前飄然而過，十年來在光明中行走、在愛中生活的甘甜溢滿心頭。照片裡

安妮靜靜地微笑，似乎說，這信其實也是寫給你的。 

是的，我收到了。這源遠流長的故事，會接着傳下去。  

（此文是我的得救見證，2001 年 12 月登於《生命與信仰》） 

原文出處：“華牧師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d2a7bf601018izg.html

編輯部後記： 

華欣牧師畢業於艾阿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計算機科學博士，慕迪神學院道學碩

士。曾經在《生命季刊》參與服事，後回應神的呼召辭去從事多年的電腦工作走上全職傳

道人的道路，在芝加哥活水福音教會牧會。 2013 年起，轉到《海外校園機構》任總幹事 

，在各地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華牧師於 2015 年美東南福音營擔任講員，同年七月再次受邀擔任美東南夏令會講員。本

文經華牧師許可後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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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安城查經班

楊文建 

在台灣讀完了大學，服完兵役， 1965 年初靠父親關係來了美國。因為從小都沒有好好讀

書，拿不到任何美國大學的 I-20，只好先在紐約打工。時來運轉，July 4th假期到 Amherst

的麻州大學看朋友，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化學系主任，給了我一張 I-20， 進了麻州大學。

等到一開學問題就來了，英文和化學都不行，壓力之大無以復加。在台灣讀大學的時候我

已受洗，不過在聖經的真理上沒有根基，只是對神蠻認真的，主要的原因是希望藉著信仰

得着力量和幫助。到這時當然馬上就想到了主，開學不久一天上午從研究生的辦公室出來 

，遇到了一位中國同學，馬上冒出來了一句話問他說 “學校塈有中文查經班嗎？”他大

吃一驚回答說：“我們剛剛成立了查經班，這個週末有迎新聚會，歡迎你來參加。”他的

名字是張兆平，物理系的高材生。 還記得那個禮拜六， 我們到附近的一個湖邊公園叫 

Windsor Dam  去野餐，孫寶年邀請了 Harvard 大學的嚴開仁醫生和 MIT 查經班的梁銘

時姐妹來分享。嚴大夫口才不怎麼樣， 講甚麼一點都不記得，只是對他這個人的身份非

常敬重， 之後差不多每個月他都會來 Amherst 一次看望我們。他來不一定能做甚麼，單

單以 Harvard 大學教授的身份，星期五下班後開兩小時車，風雨無阻到我們中間來看我

們（冬天 New England 常有風雪，平常他回到家都是半夜了），就足以讓我們敬重了，

無形中對我們查經班的穩定性產生了極大的幫助。 

那時候查經班的成員，來自各種不同宗派的背景，大家靈命都不深。所以我們中間從來沒

有做過個人談道或門徒訓練等培訓，也不知道甚麼是歸納式查經，當然更沒有教派或教義

之爭，大家一星期一次在一起唱唱詩歌，“扯扯”聖經，也挺快樂的。 

除了嚴開仁大夫，對我們幫助最大的應該是基督徒使者協會，他們每年辦一次大型的夏令

會，把美東查經班的成員聚在一起，增加互相之間的認識和溝通，也藉著聚會給我們䲏命

上一些幫助和造就。其他時間周主培牧師和他的同工偶爾會來探訪我們，給我們一些鼓勵

和勸勉。尤其是周主培牧師，每次他來，他的愛心和 passion 帶給我們說不出的喜悅和溫

暖。春風化雨用在他身上是最恰當不過的了。當偶爾有好的講員來美國訪問，他也會幫忙

安排行程來拜訪我們。別看一個小小的大學城查經班，那幾年薛玉光牧師，焦源廉牧師，

林三綱弟兄、韓婆婆等都來過 Amherst。 

不記得甚麼時候，我們開始用台灣的校園詩歌了。除了很喜歡那些詩歌的弦律，也很喜歡

那些歌詞的內容。對我個人說來，因為不會查經，唱詩比查經對我靈命更有幫助。後來才

明白，那些詩歌都是先聖先賢的屬靈的遺產，也有很豐富的神學意義。在查經班裡面，有

內容的詩歌對靈命造就的功用是不容忽視的。 

一般大學查經班的通病就是學生流動性太大，不出三年（到 1968 ）孫寶年，李誠，陳明

湘，劉重錚，符黃裳，傅中夫婦，還有其他幾位都先後離開了 Amherst。再加上我們剩下

幾位靈性不怎麽樣，自己之間又有一些困難，嚴開仁大夫又忙到在 Boston 成立教會，到

了 1970 年查經班幾乎瀕臨關門的邊緣──沒人來參加聚會了。那時教堂的鑰匙在我手中 



，連續好幾個星期，開了門後只有我一個

班的鑰匙既然在我手中，我有責任去把門打開

詩本，一首一首的唱下去，

幾位新生是基督徒，也有幾位老契友回來了

後最終以至於成立了教㑹。

Amherst 對我一生是太重要了

我的學位，在那裡我開始學習事奉

傢具是當時在 Amherst舊貨店買的

的名字來取的，中文叫憶安

在這我也要謝謝 Amherst 查經班的老友

第一步（讀完書），並站立得穩

對那時的查經班都有類似的情感

，但查經班的功用還是相似的

師那樣的態度，做一個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他們怎麼說、怎麼敎、常常影響更為深遠

29

開了門後只有我一個人出席，連我的太太都問我去幹什麼

我有責任去把門打開，其餘的都交給神了。

，到九點半還沒有人來就關門離開了。誰知道秋季開學了

也有幾位老契友回來了，這樣 Amherst查經班又能繼續下去

。

對我一生是太重要了。在那裡我認識了我的另一半並結為連理

在那裡我開始學習事奉，也買了我第一部車子，第一棟房子

舊貨店買的。我第一個女兒的名字也是以當地詩人

中文叫憶安。她已不在多年了，但 Amherst 和 Emily

查經班的老友，在各方面給我的幫助和鼓勵

並站立得穩（在信仰上打的根基）。相信很多早期的基督徒留學生

對那時的查經班都有類似的情感。當今美國的社會和中國的留學生和

但查經班的功用還是相似的。願在查經班服事的弟兄姐妹，都有嚴開仁大夫

做一個忠心又良善的僕人。神的僕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常常影響更為深遠。

連我的太太都問我去幹什麼，我說查經

。到了那兒，我就打開

誰知道秋季開學了，來了

查經班又能繼續下去，多年以

在那裡我認識了我的另一半並結為連理，在那裡我完成了

房子，到現在還有一些

我第一個女兒的名字也是以當地詩人 Emily Dickson

Emily 一直藏在我心深處。

在各方面給我的幫助和鼓勵，使我們在美國踏出

相信很多早期的基督徒留學生，

當今美國的社會和中國的留學生和 60 年代大不相同了 

都有嚴開仁大夫，周主培牧

神的僕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對年輕人來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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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事奉 – 生命的禮讚 

周杏宜 

音樂，自古至今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教會音樂在教會歷史中更是深深地影響着信

徒的信仰生活與靈程長進。許多來到北美的華人基督徒大部分都是來到團契、教會中首次

接觸聖經之前，先聽到了詩歌，進而開啟了他／她人生中追尋真理的大門。 

孩童時期的我，因着雙親白手起家，生活拮据，我的童年常是在泥巴與彈珠、巷子口拿着

木棍跟同齡孩子們瞎攪和地打棒球中度過；唯一能聽到的音樂是收音機中時有平劇（京戲）

唱曲兒、時有充滿日式風格的台灣歌謡從街坊鄰居傳來。在不知道何為鋼琴、何為樂器、

甚至何為美妙樂音之時，上帝已然開始模塑我對音樂的敏鋭性並規劃祂在我身上所要施行

的旨意。 

信主後的求學生涯，本着自小就在合唱團的經驗，加入詩班成了理所當然。當年的詩班體

積小、質量卻大。一個人數不及 50的小教會，詩班 10人中：2／3 主修聲樂，1／3 唱功

亦了得。若干年後回想那些日子的服事，上帝真真恩待祂的百姓：當一群滿懷音樂恩賜、

充滿理想、瞻望前景的兒女甘心樂意服事祂時，主就使這群人在傲氣中學習作僕人、在優

越感中學習同理心、在服事軟弱人中經歷耶穌的同在與醫治。自此，詩班事奉在我的生涯

中奠定了“如何以音樂服事神”的根基，即為“沒有上帝的同工／聖靈的同在，再美的音

樂也不過是取悅人之「鳴的鑼、響的鈸」”。 

剛來美國時曾擔任過華人社區的一個合唱團指揮。在校時修過指揮課，成績也不錯，這種

端起“駕馭”之手，經驗“掌控大局”的感覺，很多指揮常是樂在其中。合唱，在於聲部

與聲部間、女聲與男聲間的音量、音色、音質配搭，進而運用詮釋出最適合曲子的風格。

在一首歌曲練就之前，合唱團員的發聲技巧、樂理常識、對自己聲音的認識，等等…都是

造就成每首歌曲的基本功夫，如同一幅賞心悅目的圖畫一般，其成品必定歸功於其不同層

次的基底才能造就出繪圖者所要表達的意境。 

然而，合唱團與詩班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聲同意和的技術雕琢下，一個合唱曲所帶出

的美妙情境絶對能悅人耳目；而詩班卻有可能在非經專業淬煉與熏陶中仍能唱出令人動容

、甚至淚流滿面的詩歌。其中的重點在於“上帝的同工／聖靈的感動”。在學時我曾帶過

一組非音樂科系的學生參加合唱比賽，唱的是英文歌“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其輕快的旋律、自我勉勵的通俗歌曲，在當年的一片民族意識風、愛國歌曲風中，這首

歌特別突顯出清新的年輕氣息，亦符合學生吟唱的勵志歌曲。雖然拿下那個年級第一名的

殊榮，在為這班學生開心之餘，我卻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甚至在一陣歡呼與掌聲之後，

有種“似乎得到什麼，又似乎什麼都沒得到”的感覺。當時的我信主不到兩年，對這件事

一直感到困惑，卻又說不上來到底哪裡不對勁。但上帝就是如此奇妙，經年後再回想此事，

相信聖靈當時已開始教導我：將所疑惑的事“存在心裡”，主必在合適的時間顯明祂的心

意。而神清楚地讓我經歷、並分明的時候就是我之前所提及第一次參加詩班後的種種生命

歷練  詩歌的吟唱帶來的是與神的靈相交、與弟兄姐妹靈裡的相通，藉此得着永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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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據與關係。美好詩歌的產生出於聖靈的感動以及對上帝（啟示）的認識，因為認識祂

的公義、祂的真實、祂的信實；經歷祂的救贖、祂的憐憫、祂的豐富；順服於祂的教導、

祂的訓誨、祂的慈繩愛索，信祂的不是只有“得永生”般條文式的“信”而已，而是信而

跟隨、跟隨而相交、相交而愛主、愛主進而彼此相愛(西 3：12－17)。因此，唱詩歌所帶

出來的影響是感恩（對象是主）、是稱謝（對象是主）、是榮耀（對象非己）、是福分

（非世界所能給）、是喜樂（非短暫歡樂所能替代）、是力量（林前 1：18）、是生命

（西 3：1－10） 。因此，不論是正式形成的詩班也好、數個人也好，只要同心合意（太

18：19-20）走屬天道路、唱屬天之歌，從主而來的喜樂將不是通俗之歌所能及的。

來美數年後，當時的小羊詩歌團隊才剛起步，在網絡上做原創詩歌分享事工。一個偶然的

機會（在主並非偶然）我亦開始參與其中。起先只是幫忙將錄好的 Demo 檔上傳至小羊網

站，達到信徒們詩歌資源的提供與分享；爾後開始因應需求，製作專輯錄製 CD ，每一、

兩年我也會飛抵西岸參與錄製工作。主的計劃非你我所能測度（賽 55：8－9）， 一般來

說，我們若清楚明白主所賜與我們什麼恩賜，就會認為祂要我們以此恩賜來服事祂──邏

輯上來說，一點也沒錯，而主的確也要我們“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賜的好

管家”（彼前 4：7－10）。 然而，主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在我認為上帝要我以音樂

恩賜參與小羊詩歌服事的同時，祂卻正在施行一項極為“殘忍”、卻又極度“恩慈”的計

劃。何等蒙恩、蒙愛，在第二次西行的飛機上，我身旁坐了一位叨叨不休、一直要聊天的

婦女。在飛機上，哪裡也去不得，特別是機長要你乖乖繫上安全帶的時候（可是大嬸，我

好睏啊，讓我休息一下行嗎？）。大嬸從她年輕時有多美麗開始，一路到孫子的出生，她

女兒多麼辛苦，兩個小時過去，主藉着她逐漸向我揭開我自小從家庭而來多年不願面對的

問題。這位婦女不斷地對我訴苦，說她的孫子多麼的可憐，因為她的女兒長期忍受女婿言

語上的暴力相向，甚至還動手打人，幸而後來報警，孫子和女兒才脫離女婿的“魔爪”。

我聽著聽著，赫然憶起小時候家中時常上演的觸目驚心“大戲”。這個自中學畢業後就隨

着胃潰瘍與偏頭痛一塊兒消失的“討厭的事”，像個潘朵拉的盒子突然被掀開，一陣暈機

的感覺湧上來，只差沒奔往洗手間…。那是一種時時想逃離的現實、卻處處跟隨你的夢魘

，以理智限制怨恨的萌

芽、以壓抑掩埋厭惡的

穢氣，用“不去想就不

存在”之荒誕定律試圖

療愈不願面對的傷害。

一陣噁心中，痛苦隨之

而來  “主啊！祢竟如此殘忍！已忘卻的事竟還要祢的孩子陷入過去的痛苦嗎？！”當

下，神似乎任由我無聲的抗議着。還好大嬸後來也睡着，沒見我淚眼婆娑的糗樣，這事兒

似乎隨着飛機降落就落幕了。但，上帝豈是鬧着玩，看我平安度日，所以尋我開心

？當然不！

機上奇遇記讓我此行無法專心服事，禱告失去力量。一位團隊裡的姊妹經過多天的觀察，

終於忍不住問我：“有什麼我可以為你禱告的嗎？”感謝神！祂的作為奇妙可畏！當我們

執意的認為上帝不做工時，祂的手早有超乎我們意料的安排。我的個性原就不善向人透露

私事，但主將這位姊妹放在團隊中，並賜她敏鋭的靈性，在問我這句話之前，已為我禱告



多天。她的詢問好似耶穌對我的邀請

請使我對主毫無遲疑地敞開

，或“主啊！我無法饒恕”

得見耶穌的面。此話一出，

而降──所謂“我的心歡喜

證！饒恕因此而來、恩慈由此而生

終於，我明白了神最希望我們得

歸給神），而是神要我們得

愛慕，以聖潔為器皿獻上，

上帝的同在、聖靈的動工，

罪，仍經試探、遭難、跌倒

管教，曾多次迷失，如今仍得在祂的羊圈中

回家的甜美？我們都曾是主耶穌特地出去尋回的小羊

孩子，回家吧！”（路 15：

亞特蘭大福音隊的服事亦是對我影響甚遠的事工之一

時間的同工與交流，在在影響

會和查經班），以生命影響生命為主軸的服事態度

福音隊，顧名思義，

質的團隊。主要以詩

美東南地區支援查經

隊員都是非專業，但

賴耶和華我們的神─

因此，在整個團隊盡

論“節目好不好看”、

“信息精不精彩”，

是來到主的面前，求

聚會中以祂的光在人

着祂的百姓。其中有

個團隊中，沒有人自詡為老師

經班在聚會後常常是歡喜於有人信主的同時

外收穫，感謝神！

福音隊的佈道詩歌與主日所唱的詩歌在風格上

不適合拿到以敬拜神為主的聚會中唱

例如天韻詩歌中“活出生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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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詢問好似耶穌對我的邀請，使我無法拒絶。因此，當我們一起禱告之時

請使我對主毫無遲疑地敞開，放聲大哭……。在禱告中，我沒有跟主說

”之類的話；一段時間的認罪之後我向主求

，好似呼求之聲聲達天聽，我的心立即得着

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詩 16 ）在場一同禱告的姊妹都同作這見

恩慈由此而生，神的兒女得着釋放，魔鬼的控告也無力量

我明白了神最希望我們得着的，不是服事時的成就與榮譽感（

而是神要我們得着最單純的信心、盼望、和愛，以此自然生發出對主的肯定與

，從而帶出美好的服事之果。

，帶來的改變是人工無法做成的。爾後幾年

跌倒、甚至因福音的緣故受嘲笑；但感謝主的憐憫與祂殷殷切切的

如今仍得在祂的羊圈中，尋回屬天的安息；但若不曾當過浪子

我們都曾是主耶穌特地出去尋回的小羊，祂期盼我們聽見祂殷切的呼喚

：11－24） 

亞特蘭大福音隊的服事亦是對我影響甚遠的事工之一。相對於個人主觀的經歷

在在影響着每個隊員的對內（彼此隊員之間）、

以生命影響生命為主軸的服事態度，進而產生出“非典型

是一個以傳福音為性

歌

班

隊員的心必須專心仰

─

心盡力預備之後

“

都不及一件事

主照

心的黑暗處顯明

位隊員說得好

沒有人自詡為老師，但卻彼此相愛、相顧、相督促（詩 133

經班在聚會後常常是歡喜於有人信主的同時，同工們自己受到激勵。

福音隊的佈道詩歌與主日所唱的詩歌在風格上、內容上有些不同。有些佈道性質的詩歌較

不適合拿到以敬拜神為主的聚會中唱。因為這些詩歌的特性常常是作為

活出生命的色彩”或是“給我換顆心”這類的詩歌

當我們一起禱告之時，這邀

我沒有跟主說：“幫助我饒恕”

一段時間的認罪之後我向主求：求救恩臨到家人、

着釋放，喜樂隨之從天

在場一同禱告的姊妹都同作這見

的控告也無力量！

（雖然也將成就與榮耀

以此自然生發出對主的肯定與

爾後幾年，時而為主、時而因

但感謝主的憐憫與祂殷殷切切的

但若不曾當過浪子，怎知

祂期盼我們聽見祂殷切的呼喚：“

相對於個人主觀的經歷，福音隊長

、對外（一起同工的教

非典型”的後座力。

是一個以傳福音為性

歌、小品、信息，在

班／教會辦佈道會。

隊員的心必須專心仰

─這是最大的要求。

心盡力預備之後，無

“詩歌好不好聽”、

都不及一件事──就

主照着祂的本意，在

心的黑暗處顯明，得

位隊員說得好：在這

133）。許多教會／查

。這是福音隊常有的意

有些佈道性質的詩歌較

因為這些詩歌的特性常常是作為“橋樑”來使用，

這類的詩歌，在福音聚會上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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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的作用，卻不能當作“結語”使用。因此，在過去與不同教會同工在敬拜帶領訓

練的分享交流中，常常提醒同工們，必須研讀歌詞的正當性、並小心使用所選擇的詩歌，

無論是古老聖詩或華人原創詩歌，都要按着所明白的真道來挑選運用。

總而言之，音樂可以與多方領域的事奉相結合，但都離不開主耶穌的命令：心靈與誠實

（約 4：24）。願主向我們仰臉、光照我們、賜福與愛祂、樂意服事祂的子民。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豐盛的榮耀，藉着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

起來，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

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

滿了你們。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弗 3：14－21） 

受洗見證 

李連中 

我是一名來自韓國的華裔，在 70年代末為了追求理想與美好的未來，於是我們一家就漂

洋過海移民來到美國。

在到了一個陌生新環境之後，為了生計，辛勤勞苦勇敢的去面對適應這新環境。心中時時

刻刻提醒自己“今天若不辛苦，將來就沒有成就”。基於這理念，我們全家打拼了幾年，

經歷種種的考驗與磨鍊之後，有一天，這位未識之神給了我一個經營餐館的機會，我們全

家認真努力去做，並且懂得珍惜感恩。如此地一個接一個連續開了七家店，前六家全轉讓

，只留下目前的這一家餐館。

在一個機會裡，認識了邱牧師和林牧師。從他們的話語中認識了這位一直在光照引導保守

我的未識之神，原來祂就是我的救主耶穌基督。

如今奮鬥了三十年之後，到了退休的年齡，心中渴慕嚮往教會來真真實實的認識主耶穌基

督，藉著唱詩，讀經和禱告來親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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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 

關妙勤 

本人來美幾次，每次都跟女兒去教會，都收益不少，從不認識基督到認識主耶穌，看見女

兒結婚後的變化，更感謝主耶穌對她的教導和幫助，本人在中國遇到什麼要幫助的，女兒

都會在教會為我祈禱，每次都能得到耶穌的幫助，特別在舊曆年做手術，更得到齊牧師的

代禱，使自己感受到主耶穌的能力，所以本人決定受洗。 

感動的呼召與無償的恩賜 

陳治宇的受洗見證 

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選擇成為一名基督徒，我的回答是，我被一個感動所呼召，也是感

恩天父和主對我諸多無償的賜予。 

從我接觸團契和教會，到決志，再到今天受洗，時間不算長。在 2014 年八月的時候，我

曾做了一個禱告，得償所願之後，我才去了團契參加活動。按照我當時心裏的想法，這叫

做“還願”，但是否要做一個基督徒還是沒準的事兒。可是，去了兩三次之後，一件“事

實”就感動了我。什麼事兒呢？用聖經裏的話說就是我們身上的原罪，讓我們與神隔絶。

而且無論我們怎麼做都無法除去這罪。天父憐憫我們，讓祂的獨生子主耶穌基督，成為肉

身來到了我們之間。主最後喝下那苦杯，用寶血洗滌我們身上的罪，從而讓我們有機會與

神和好，有機會進入神國得享永生。 

我決志信主，不是因為永生打動了我，而是為天父和主的愛所感動。我需要去證明這事兒

是真的才選擇相信麼？不需要。我是因為不能證明這事兒是假的就選擇了相信麼？不可能 

。但我就是信了，耶穌愛我們，擔當了我們的憂患，背負了我們的痛苦，將豐盛的慈愛賜

給了求告他名的人。 

說到信，自然會談到信心大小這個話題。我今年一月初決志信主。然後被一位信主多年的

兄弟按在椅子上參加了一次同工會後，就開始了參與服事活動。和兄弟姐妹們一起服事的

日子很開心，再加上期間主一直有恩賜於我，所以當時以為自己的信心蠻堅定的。直到後

來遇上一件事兒，我完全無能為力，只能交託到天父和主的手裏。在等待結果的日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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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自己對主的信心還是挺軟弱的，還特別不想聽到“順服”這個詞。很巧的是，那幾

個禮拜日教堂講道的主題以及我們自己團契同工活動的主題都是信心與禱告，其中一首獻

詩是《主，我相信》。我當時真心認為這是主的安排和聖靈的做工。我就反問自己，天父

和主恩賜了我這麼多，可曾向我索取了什麼？我對天父和主的愛怎能因我的執着而動搖？

後來結果出來了，主成全了我。但我覺得這期間的掙扎，主對我屬靈的錘煉比之結果更能

加添我的信心。這很契合那句歌詞，“我相信，我經歷，我知道，您引導”。 

是的，主引導，主的話是導引我的燈，是我人生路上的光。 

個人見證 

譚艷素 

初來美國的時候，可謂是“兩眼茫茫”的狀態。在美國，除了認識自己的先生之外，一個

人也不認識，特別在語言上更是完全不通。在中國，有一份穩定的職業，可是當我來到美

國後，不僅要適應新的語言和交際環境，還要面臨整天無所事事的生活狀態。那時候整個

人就覺得無法適應，也根本不想去適應這樣的生活。不過，很幸運的是，在來到美國三個

月左右，我認識了我們的鄰居——曾子彰先生一家。在他們的帶領下，我開始認識神，並

慢慢深入去接觸與感受神和教會的生活。 

如今，來到美國生活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這個時間長度恰好也是我接觸並接受了我主的

時間長度。回顧過去的三年，我親身地感受到生活各方面對我意志與信心的考驗，在語言 

、工作和學習上。可是，我在感受到磨練的同時，更幸運地感受到了主對我的眷顧與疼愛 

。他使我在意念不堅定的時候重拾勇氣，正如在我意志消沈的時候，總感受到有一雙手撫

摸著我的頭頂，然後輕輕地告訴我：“這是主對妳的考驗，讓妳學會更加堅強”。 

記得，剛來美國的第一年，我找到了一份餐廳的工作，（對我這個從未幹過這類活的人而

言，這工作簡直是有點“折磨”    一站就是十一、二個小時），而且週末還要上班。有

一個週六，我們團契準備播放一部關於諾亞方舟的電影，我內心發出祈禱表明自己很希望

可以觀看這部電影。可是，我知道自己沒有辦法去觀看，因為我要上班。誰料，正值那個

週六早晨回到餐廳上班的時候，經理走過來詢問我意見，願不願意今天早點下班，然後星

期天（第二天）早點上班。我一聽，滿心歡喜答應了，因為經理的安排讓我有機會觀看電

影。主對我的眷顧，諸如此類的有許多。他總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予我最好的祝福。哪

怕有時候磨練依然存在，但是我相信這是主有意安排的。 

生活仍在進行著，每當我遇到煩心事的時候，我會靜下心來翻閱聖經，閱讀神的話語。因

為，我發現腦海裏很多的困惑與不解都可以在聖經上找到答案。每當感到落寞和失敗的時

候，我都可以在聖經上找到勉勵人心的話語。有時候，真的覺得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為此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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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見證 

石明軒 

兒時，由於父母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環境，我並沒有接觸許多有關信仰方面的信息。因為他

們都是自然科學工作者，我從小只是認為一切都是自然規律在掌控，是以在我初中之前關

於宗教方面，我只是通過老師同學間的交流，大概知曉基督教的存在。然而感謝主，在我

剛上初中的時候，由於我的母親身邊的同事有一些逐漸開始信主，她也開始對基督教與聖

經有所瞭解，並且偶爾也會參加聚會學習聖經，所以從那時開始，我真正接觸到主所賜給

我們的信息與福份。但那時的我正處於一個叛逆的年齡，長輩們的教導一定都要以反駁來

彰顯自己的存在感及與眾不同，所以不論是學校所提倡的政治理念或是母親所傳遞來的基

督教的信息，我都一概以為糟粕而不取，自以為通達而對基督教嗤之以鼻。 

而第一次內心的變化發生在初中二年級 2005 年的冬季。那年寒假我有機會去歐洲遊玩，

在隨父母參觀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時，由於不能理解藝術而對藝術品中的主耶穌以及其他

聖徒形象隨意評論，口出妄言。在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任何問題，而主卻沒有離棄我，他

仍想點明我使我轉向他。之後某一天去德國布萊梅參觀某個教堂時，我正在尋找教堂中的

管風琴，就隨口說了“管風琴在哪裡？”那時背後就立刻傳來管風琴的響聲，當時我十分

震驚，自此我就相信了主是真實存在的，從此之後也不再妄言。也是從這件事情開始我逐

漸瞭解基督教，學習聖經，也感謝主在我之後的高中時期，能讓一位基督徒成為我的同學 

，對我的影響匪淺。然而心硬的我在來美國之前卻並沒有完全轉向主。但主是看顧我的，

是愛着我的，如馬太福音七章 7-8 節：“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

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初來美國的時候，我的內心充滿憂慮，因為那時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自己掌控，也正是從那

時開始，我發現除了禱告之外，什麼事情都不能做。而主也垂聽了我的禱告，讓我在學業

上和各種事務上都順利的完成，也正在此時，同一實驗室的林伯年弟兄帶我參加了校園團

契的聚會。自此，我就開始在團契、教會中逐漸學習成長，瞭解神的話語，學習神所喜悅

我們的事情。而在 2015 年 1月 30 日，受到聖靈的感動，我在校園團契林心之弟兄的陪同

下做了決志禱告，我的新的生命也於此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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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決志信主到現在的四個月的生活中，我所能感受到生活中最大的變化，是聖靈時時在提

醒我要節制要溫和，在很多時候也倚靠着主的幫助和憐憫，我做事的時候能更信靠主。雖

然我仍常常軟弱跌倒，但是如詩篇三十二篇 5節所寫：「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

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感謝主的恩典，讓我

的生命一直平穩直至如今，也願聖靈始終陪伴在我的身邊，堅定我的信心，幫助我有一顆

潔淨的心。願主保守我們每一個人，教導我們活出祢的樣式，我們將所有的讚美與感謝都

歸給祢。阿門。 

我的得救見證 

陳國煌 

2011 年，自從我的母親因老年失智長期住在安養中心以後，我就常常對生命和信仰做一

些思考和追尋。 

2014 年秋，在太太和弟妹的鼓勵之下， 我開始認真的去學習，認識主，參加教會的活動

和祟拜。這段時間，我和哥哥弟妹們都常常回去安養中心看望我們的母親。弟妺們也常常

在母親病床邊給她傳福音。後來弟弟告訴我母親己經在 2012 年於病床上信了主，成為一

個基督徒。當時還未信主的我深受感動，因為母親活到八十出頭一生都很虔誠地燒香拜佛 

，逢年過節和平時都要敬拜祖先。很驚訝她能領受主的愛而成為信徒。有一天我的大妺妹

為她傳講主的信息，也一面幫她錄影。後來妹妺給我看那一段影片。在影片裏妹妹問母親

說：“媽媽，耶穌在那裡？”，母親雖然長期失智，但她卻能很清楚地回答說：“在心裏 

”。我看了以後都感動得想哭。 

2014 年 11 月以後母親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慢慢地她也不再能和人說話，別人叫她或跟

她講話她都沒什麽反應，大部份時間是在昏睡中。我們大家也都一直為母親祈禱。 2014

年 12月 20 日晚上，母親在平静中安息主懷。 

感謝主，讓我的母親在主的愛和家人的關懷下離開人間，也感謝主讓我在最近幾個月在教

會裏成長，心裡得著很多平安和喜樂。 2014 年 12 月 27 日參加完母親的安息禮拜之後，

我就決志要信耶穌，不再做罪的奴隸，而且要做上帝喜歡的事。將來有一天，也會在上帝

那裡和我的母親再相見。 



38

我的信仰見證 

馬付英 

從小時候記事起，每逢節日或者有什麼特別事件，母親總是閉目默默禱告一番，我總是很

好奇。隨着求學的忙碌，一直無暇深思是否有神、有靈的存在。 

自去年來美國後接觸到基督信仰和聖經，還有教會的弟兄姐妹以後，特別是看到他們對上

帝的信靠、虔誠及信徒之間親如一家、相互關愛的情景，讓我非常渴望加入其中。回想以

前的自己總是生活在混混沌沌之中，遇到事情驚慌失措、缺乏自信。現在知道有天父和耶

穌的引領，有聖靈的陪伴，凡事心有所屬不再慌亂，也充滿了平安。知道上帝時刻關注着

我們、引領着我們。祂也在生命中改變我。以前缺乏自信、浮躁忐忑的我似乎已經消失。 

每個週末都參加主日學和敬拜，每天讀經，不斷汲取上帝的話語，讓我感到平安，對生活

充滿熱情，對身邊的人沒有嫉妒，只有關愛、呵護！所以我要讚美神、順從上帝的旨意，

站在神應許的崗位，願神管理我的一切。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 

個人見證 

梁煥鵬 

我出生和成長於中國廣東，高中畢業後移民到美國。像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我一直都在

接受無神論的教育思想。在信主之前，我是一個沒有信仰，也沒有自信的人。沒有信仰，

加上身邊也缺少行善的人，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麽要行善，即使我本身就是一個心地不壞的

人。沒有自信，使我缺乏生活的勇氣，面對事情常常不知所措。在我移民美國後，也是居

住在無神的家庭裏面，所以我的情況也沒有很大改變，很迷茫，不知生命的意義何在。 

我信主得救緣於偶然的機會：三年前，我太太來到美國和我一起生活，所以為了幫助她提

高英語水平，在基督徒鄰居的幫助帶領下，來到 ACCC 教會母堂的英文班學習。我們本是

抱著學習英語的希望來到教會，後來漸漸認識了更多友善的弟兄姐妹，也逐漸開始參加主

日崇拜，主日學，粵語團契，更多地參與教會生活。逐漸我認識了主，認識了主的大能和

救恩。 

主的大能沒有在我身上作出驚天動地的奇蹟，他卻透過我身邊的人，一點一滴地在改變我 

，幫助我成長。信主前，我本是十分內向的人，不善於與人溝通交流。在我大學本科畢業

後，主沒有安排我想要的工作給我，卻讓我當了銀行的客服，整天面對不同的客人。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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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對於一個內向的人，是十分困難的。在神的帶領下，我克服了很多困難，勝任了工作，

與此同時，我也變得開朗，善於跟人溝通。感謝主，因為他的幫助帶領，我得到的改變一

生受用。 

在我銀行工作的兩年之際，我深感正是我需要離開銀行，尋找新的工作之時，我卻苦惱於

跟上司提出辭職，因為我的上司是一個很好的人，待我很好。神的大能又一次帶領了我，

他幫我安排了回國的婚禮，從而很完美和睦地解決了辭職的事情。我太太來到美國前，我

們只有一次訂婚的儀式，傳統婚禮的欠缺一直是我太太心中所掛念的事情。我一直都很想

跟太太補辦一次傳統的婚禮，鑒於婚禮一般都需要長達半年的準備時間，又苦於工作和時

間的不允許，一直都沒有機會。神的恩賜不需要任何的安排和準備，我們用一個月的時間

完成了婚禮的籌備，我銀行工作的辭職讓我有充裕的時間，最終使婚禮得以順利完成。這

一切都不是我們可以想像到的。 

作為一個剛建立家庭不久的人，我還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難。經歷了神的恩典，我不再迷茫 

，心中有了生活的勇氣，每當遇到困難的事情時，我心中常常會有平安，因為我知道一切

都有主的安排和美意。主一直都在我的身邊，他透過我太太，牧師和其他我身邊的人，繼

續帶領我在靈命上和生活上的成長。感謝主，阿門。 

受洗見證 

黃瑛 

我是 2013 年底辭掉工作來美國陪老公讀書的，在經歷了半年的幾乎沒有朋友與外隔絶的

時光後，機緣巧合下來到了 ACCC。 當時很多不認識的人看到我們，都會對我們說你們

真是蒙福啊，這麼年輕就認識了主。其實我在十年前就有機會來到主的面前，當時的大學

室友向我傳講福音，我們聽讚美詩，讀聖經，分享自己的故事，每每都感動落淚。但是當

時國內的宗教氛圍不甚友好，我的外婆外公是很虔誠的佛教徒又剛剛過世，我給了自己很

大的壓力，最後不了了之。現在想想，這十年來，神竟然一直沒有放棄我，又將我帶到祂

的面前，真是感受到祂在做工。 

在信神的路上，我也經歷了很多的試探，從一開始的不確定到現在的堅定，神用很多的方

法來給我啟發。以前我覺得宗教是一種寄託，我許願求什麼神能滿足我什麼；現在我漸漸

明白應該如何思考這些問題，去接受神對我的安排，去改變更新自己的心意。過去的我比

起現在的狀態實在富足得很多，但是幾乎沒有很多時間是喜樂的；現在，在別人看來我似

乎樣樣沒有得着，但是我的內心竟然很安定很快樂，我時常能直接的感受到主對我的好，

也深深地堅信主為我有所預備，我沒有後悔來到美國從頭開始，因為這段旅程讓我有機會

再來到主的面前。神的公義、聖潔、慈愛深深地影響着我，感動着我，也令我看到自身的

罪唯有依靠神的救贖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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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主的過程中，我也受到了很多身邊人的挑戰，他們會問我如果真的有上帝，他是公義

的，為什麼每天會有那麼多無辜的人發生不幸發生事故。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說回答還是很

困難，世界在上帝的慈愛下自由地運行，會有潮起潮落，我們基督徒能做的是，堅定自己

的信心，心向着主而非這個世界。我們所知的太少，所以要保持謙卑，心懷感恩時常喜樂 

。感謝主，是他十年來的不離不棄，始終感動着我，領着我一點點從軟弱走向堅強。我深

知自己還有很多很多不討主喜悅的地方，但是我大膽地來到主的面前，願意接受洗禮，與

主同死同復活，活出一個新的生命，阿門！ 

我的見證 

孟金梅 

我去年從北京來到美國看望女兒一家。今年年初的時候，女兒鼓勵我說：“媽媽，你平常

總是一個人在家，去教會看看，也許能認識一些新的朋友”，就這樣我走進了教會的大門 

。 

我連續的去了教會幾個禮拜以後。不知道為什麼，只要一提起上帝或耶穌的名字，我就不

由自主地流淚。我以前聽說過耶穌的名字，但是我卻不認識祂，不知道祂的所作所為，以

及與我有什麼關係。到了教會以後，我開始認識神和耶穌。知道祂實在是偉大，也看顧我

們每一個人，也救贖了我。每當我想起這些，和我嘗試着禱告的時候，我就忍不住淚流滿

面。我不是一個愛哭的人，即使家裡有不順心的事情，我也不會輕易哭，這樣的流淚也不

是因為傷心或難過。我想這是因為神的靈感動我。 

今年受難節的晚上，我參加了教會的紀念耶穌受難的聚會。想到耶穌的受苦和受死，是因

為我的罪，祂親自做出犧牲。在聚會中又經歷到熄滅蠟燭的儀式。我的心裡有說不出的難

過和感動。直到回到家裡躺在床上我還在流淚。 

一個多禮拜以前，我們全家一起出去吃晚飯。飯後準備回家的時候，我突然在餐館昏過去 

，不省人事。女兒女婿急忙叫了救護車，同時把我放平躺下。我突然就醒了過來。心裡也

非常平靜安靜沒有害怕。然後救護車把我送到醫院，在那裡我得到了很好的照顧。神在各

方面都很幫助我，在費用上也有很好的安排。我想這是上帝救了我。回到家以後，女兒說

我就像變了一個人，心態非常好，精神狀態也很好。我自從相信上帝以後，非常的安心，

心裡感覺踏實了，很放鬆。感謝主。 

本來我是要去教會認識新朋友，結果卻成為神的兒女，並且有了許多弟兄姊妹，這實在是

多麼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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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Chi –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 Prayer &
Support Lette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Peace be with you. I am overwhelmed by our Lord’s love and
mercy. He has blessed me with the gift of marriage, a gift I don’t
deserve, a gift that I need his great strength and grace in order to
receive it fully. And He has given deep conviction for seeking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marriage in and through Him. Here are
just few simple yet beautiful truths God often remind me:

 As Christ’s follower, we uphold the important belief that yes,
we can choose whether to marry, when to marry, and even whom to
marry, but we can never choose what marriage is. Marriage, although it
can be perverted by the world, cannot be reconfigured. Why? Because
God created and instituted marriage. God had marriage in mind when
he was creating human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beautiful reasons
and purposes. Marriage is one of the all things that God made and
declare it as good – it is good.

 Therefore, it is in God that marriage derives its proper and
beautiful meaning and purpose: Besides wonderful companionship and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family), marriage as a divine institution,
though temporary, symbolizes the mystery of Christ’s e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His church. In this truth we find the primary task and
orientation of marriage is to remind and urge each other towards Christ
as He enables the marriage to become a mode of discipleship.

 Furthermore, a Christian marriage belongs to God for serving
his kingdom and purposes as a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i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man, woman, and God.

By His grace alone, I am excited to live out this beautiful gift with my
spouse, Melissa.
-------------------------------------------------------------------------------
Some information about me for those who don’t know me as well: I am
about to enter into my second year of seminary at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in Deerfield, IL, pursuing a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degree. God has granted me great charity and conviction
toward witnessing transformation to occur in people’s life because of
the Cross. I felt the call from God to pursue Pastoral Ministry, as He
has blessed me with many ministry experiences from student ministry
to camp ministry, from pastoral care to discipleship. I hope to complete
this degree sometime during the year 2017. From now until then I will
need to take many rigorous classes on theology, pastoral training,
missions and evangelism philosophy, counseling, leadership, Biblical

languages, and Scripture. I will also need to complete three short-term internships and one longer
internship.

Praise:
 For the gift of marriage!

 For his faithful provision for

our every need

 For opportunity to serve

Him in Crosslife Church in

Libertyville, IL

 For great mentors who

encourage and counsel me

as I am being equipped for

serving in His kingdom.

 For the fruitful internship

experience in Taiwan

where God graced much

encouragements and

passion

Prayer:
 For meaningful growth in

my marriage with Melissa

 Pray for Melissa’s

job/ministry as a first

grade teacher. It is

extremely challenging.

Pray that she would

always rest in God’s peace

and trust in his strength.

 Pray for my, as well as

Melissa’s, personal

devotion to God, as the

demands of school and

work can be

overwhelming.

 Pray that we maintain

great faith and peace in

the provision and

providenc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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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zpchi@teds.edu
Address: 5295 Twillingate Pl. Duluth GA, 30097 (home in Atlanta)

or
2065 Half Day Road. T -343. Deerfield IL, 60015 (school mailbox address)

--------------------------------------------------------------------------------------------------------------------------------------------------------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care, and suppor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details
of my practical or prayer needs, or more information on my personal life and goals,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by email or phone. I would also be delighted to bring to the Lord any prayer requests
you may have.

Faithfully in our Lord Christ Jesus,

Paul Chi

FOR MY CURRENT SUPPORTERS:

As always, I would like to show my deep gratitude toward my current supporters. God is
good. I have been greatly encouraged and blessed by your prayers and monetary support in
Christ, at the same time affirmed further in my pursuit of Pastoral Ministry. I praise God
everyday for your love and care. Allow me to affirm you in what you are doing for the
Kingdom of God through 3 John 1:1-8:
“The elder to the beloved Gaius, whom I love in truth.

Beloved, I pray that all may go well with you and that you may be in good health, as it goes
well with your soul. For I rejoiced greatly when the brothers came and testified to your
truth, as indeed you are walking in the truth. I have no greater joy than to hear that my
children are walking in the truth.

Beloved, it is a faithful thing you do in all your efforts for these brothers, strangers as they
are, who testified to your love before the church. You will do well to send them on their
journey in a manner worthy of God. For they have gone out for the sake of the
name, accepting nothing from the Gentiles. Therefore we ought to support people like these,
that we may be fellow workers for the truth.”

Paul is overjoyed by Gaius’s great hospitality and support for those who have “gone out for
the sake of the name” even though they were “strangers.” To Paul, such actions by Gaius are
a sign of faithfulness and show that he is walking in the truth. Gaius’s conviction for the
kingdom of God by sending ministers “in a manner worthy of God” and his dedication to
unity in the blood of Christ by treating strangers as his own family are clearly seen. Paul
closes with a powerful reminder and encouragement that those who support people in
pursuit of ministry for the sake of God’s kingdom are “fellow workers for the truth,”
partners in the same mission!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generous care and support. Be encouraged by this
affirmation that you are considered “fellow workers” for the kingdom of God for the sake of
his grea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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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弟兄姊妹們： 

歡迎大家透過文字來表達對主的讚美和感恩，一起分享祂在我們身上那數算不清、訴說不

盡的恩典。編輯部盼望今後的期刊成為教會弟兄姊妹的家書，滿滿的記錄神在亞特蘭大華

人基督教會的工作：牧者的信息、教會各部門的事工、精采的團契點滴、見證感言、生活

分享、幽默故事、美味食譜等等‧‧‧讓我們更認識神家中的成員，一同體會教會服事中

的挑戰，分享其中的喜樂和甘甜。 

弟兄姊妹們，寫下您屬靈生命成長的軌跡吧！分享神透過教會對您的祝福吧！主耶穌基督

重生了我們，是要叫我們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但願神在教會中，

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期刊編輯部誠意邀請大家踴躍為期刊投稿。我們敬請各團契的主席

踴躍支持，鼓勵弟兄姊妹暢談教會團契生活的點點滴滴。願主的恩典與平安充滿您！ 

若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絡！謝謝！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期刊編輯部   敬啟 

投稿須知 

1. 文章長度以 3000 字內為佳（2─3頁）。 

2. 文章上請注明作者真實姓名，電話，或其他聯繫方式。 

3. 文章務要誠信，文雅，通達，並合乎聖經教義。 

4. 基於合一原則，文章不違背本教會信仰告白的內容，不牽涉任何政治立場。 

5. 文章中請儘量避免提到具體的人名，我們將所有榮耀頌讚都歸給神。 

6. 文章中經文的引用，請儘量準確，並標示出處。 

7. 文書部對文章保留刪改權，延期刊登，或不予刊登權。 

期刊同工：徐成全長老、楊萬宏、林競宏、范騏 


